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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历史演进
肖贵清　张鉴洲

　　摘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近代民族复兴思想，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振兴中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入

宪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内涵随着历史变迁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
念的内涵日趋丰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间表与路线图逐渐清晰，实现路径和方式日益明确，逐步成为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从概念史视角探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内涵的历史演进，对于分析和研

究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思想的发展脉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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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

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
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根植于中国本土话语资源，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生成与发

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日趋丰富。学界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概念已经做了初

步研究②，但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与价值。因此，本文依据相关文献资料，从概念史视角系统梳理“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概念的历史演进，对于分析和研究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思想的发展脉络，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话语资源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想。古代中国、清季民初、中
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复兴中华”概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生成提供了重要话语资源。

（一）古代中国“复兴中华”的概念

在现代汉语中，“复兴”意为“衰落后再兴盛起来”③。“复兴”一词古已有之，据《史记·殷本纪》记载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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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２０２１年７月１日），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３页。
目前与本论题相关的代表性研究主要有黄志高《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历史发展与当代建构》，《现代哲学》２０１６年第６期；俞祖华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以中共党代会与中央全会文献为重点》，《河北学刊》２０１９年第６期；曹威伟、刘新

春《新中国７０年来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演进》，《理论导刊》２０１９年第１２期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７版，第４１１页。



庚：“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①。诸葛亮《前出师表》也有“兴复汉室，还于旧

都”②之语。这里的“复兴”和“兴复”都是指由衰转盛的历史过程，“复兴”的对象则是殷商、刘汉等古代王朝。
“中华民族”一词兴起于近代，在传统文献中与之近义的提法有“华夏”、“中国”和“中华”。诚然，不论是

“中国”还是“中华”，其原意与今义相距甚远，但随着历史发展，“中国”与“中华”逐渐成为汉文化代称，也与
“复兴”概念产生联系。目前所见文献中，南北朝时期柔然国相邢基祇罗回在致南齐的国书中较早提出“光复

中华”③概念。此后，这一概念更多为汉人反对其他族群政权统治所用，元末朱元璋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

华”的政治口号④，明遗民朱舜水在明亡后写道：“他日中国复兴，未必非友邦辑睦所系”⑤。这里所使用的“恢
复”、“复兴”都是指汉人意图推翻其他族群政权，重建汉人王朝的政治行动，而“中华”与“中国”则均指汉人王

朝，从中也体现出古代中国“华夷之辨”的思想观念。
概言之，古代中国语境中的“复兴”概念兼有“王朝中兴”和“王朝鼎革”双重内涵，不仅深刻影响了近代革

命⑥，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话语资源。
（二）清季民初“复兴中华”的概念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复兴中华”概念逐渐被赋予了近代意涵。１８９４年，孙
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提出“振兴中华”⑦口号，虽然此提法延续了排满革命的“复兴”概念，其复兴对象还是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但这一表述已经浸润了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和国家观念，其“振兴”手段已不再是传统

起义，而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其政治目的也不再是恢复汉族封建王朝，而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五四运

动后，孙中山意识到过去主张的大汉族主义复兴存在严重问题，提出应当让汉族人“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

见于诚”，将五族熔铸成“中华民族之新主义”⑧，由此，“振兴中华”的意涵从汉族重振转换为中华各民族的复

兴，孙中山的民族复兴思想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重要话语资源。
在清季民初，许多先进的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使用了与“复兴中华”近义的表述。

１９１１年，周恩来便有“为了中华之崛起”⑨而读书的立志；１９１７年，他在东渡日本求学时，留下了“愿相会于中

华腾飞世界时”�10的赠言。同年，李大钊提出了“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11。１９１９年，毛泽东在
《民众的大联合》中曾写到：“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
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12这些表

述都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滥觞。
（三）中国共产党革命与建设时期“复兴中华”的概念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如何挽救民族危亡成为党面临的重要课题。在目前可见的史料中，较早提出“中国

复兴”概念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恽代英。大革命时期，恽代英围绕“中国复兴”概念做了诸多阐释。他指出：“北
京政府打倒以后，必须从速修改条约，清理国债，安置平民生计，而加增其福利，如此然后可以使一般人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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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０２页。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１９７１年版，第９２０页。
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０２４页。
陈建《皇明通纪》，钱茂伟点校，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０５页。
朱舜水《答源光国问先世缘由履历》，《朱舜水集》，朱谦之整理，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５３页。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杨秀清和萧朝贵在《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中写道，“今幸天道好还，中国有复兴之理”。这里的中国仍是指汉族政权，“复
兴之理”也意为推翻少数民族王朝，重建汉族王朝，没有超越古代中国的“复兴”概念。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
年版，第７９页。
孙中山《兴中会章程》（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４日），《孙中山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版，第１４页。
孙中山《三民主义》（１９１９年），《孙中山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５４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１８９８－１９４９）》（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０页。
周恩来《题词书赠郭思宁》（１９１７年８月３０日），《周恩来早期文集（一九一二年十月－一九二四年六月）》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

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页。
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１９１７年４月１８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０７页。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三）》（１９１９年８月４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５９页。



可安的生活，可以恢复社会秩序，然后中国有复兴之望。”①恽代英深刻指出，实现复兴应当要有党的领导：
“中国复兴的可能，是没有丝毫可以怀疑的。要中国复兴，许多人相信必须要一番破坏建设的努力。要完成

破坏建设的事业，如上文所推论，必须要有党。”并认为这样一个党不能只是松散的组织，而应当是“伟大的、
普遍的、真有力量完成破坏建设事业”的政党②。恽代英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中国复兴问

题，但由于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在党内的影响，“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概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占据主流，“复兴”概念并未在党内得到广泛使用。此外，党在论及民族时“常用

的是远东民族、东方民族、被压迫民族、弱小民族等概念，‘中华民族’一词用得不多”，而且“中华民族”的具体

意涵也呈现出模糊和不确定的特征③。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宣言明确指出了建立“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
必须“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④，这也成为这一时期党论议民族解放问题时的基本立场。事实上，
恽代英认知的“中国复兴”受此影响，其实际意涵也更偏向于民族独立与解放。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以儒家“四维八德”重释“复兴民族”，并高举“统一”大旗清党剿共。在中国共产党

看来，国民党的“复兴民族”是用来掩饰阶级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欺骗宣传”⑤。九一八事变后，１９３５年

１２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写道：“我们中华民族……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

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⑥虽然毛泽东在文中并未直接使用“复兴民族”一词，但行文间已经

表现了“民族复兴”的意涵。同年，陈云明确使用了“中华民族复兴”一词：“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

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⑦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更坚定地领导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民族复兴”概念在党内文献中出现的

频率升高。为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闻天、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提出：“中华民族之复兴，日
本帝国主义之打倒，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基础。”⑧１９３８年，中国共产党在致中国国民党临时

代表大会的提议书中指出，国共合作“共御外侮”将证实“我中华民族的伟大，而且预示我中华民族的复

兴”⑨。１９４１年，中共中央在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中指出，“伟大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日战争”奠定了“民族复兴

的基础，产生了新生中国的雏形”�10。全面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意识显著增强，中国共产党话语中的“中华

民族”一词也明确成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简称”�11。纵然国共两党“中华民族复兴”概念表述一致，但二者之

间仍有本质区别，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在民族复兴议题上放弃阶级立场和反帝主张，也不认同国民党“民族复

兴”所推崇的“儒学经义”与“传统道德”，中国共产党主张在充分尊重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上革除封建糟粕，
创造新的、前所未有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文明�12，这种全新的社会形态才是中国共产党向往的“民
族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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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代英《中国经济状况与国民党政纲》（１９２４年３月２０日），《恽代英全集》第６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６９页。
恽代英《革命与党》（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２０日－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０日），《恽代英全集》第５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０２页。
张太原《抗日战争与中共的中华民族观的形成》，《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５５页。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１９２２年７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１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２９页。
《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关于最近华北事变与党的紧急任务》（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

编（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１２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８９页。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７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
１２册，第５６９页。
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１９３５年秋），《陈云文选》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版，第９１页。
《张闻天、毛泽东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成后宣传内容给周恩来等的电报》（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５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

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１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５３６页。
《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答复子健先生的一封公开信》（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８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１５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７７页。
《中共中央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１９４１年７月７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１８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８７、４８８页。
张太原《抗日战争与中共的中华民族观的形成》，《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５２页。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１９４０年１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１７册，中央文献出版

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２页。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鲜有直接使用“中华民族复兴”的概念。但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

也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近义表述。１９４８年１２月，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提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

的共和国“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①。１９４９年，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

功的”②。同年，毛泽东又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指出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

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③。在该年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毛泽东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④，这些表

述都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复兴”概念依然鲜见于党的文献。但应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话语中的

“中华民族”一词是国家概念与民族概念的复合体，而其中关于国家发展的意涵肇始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时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概念，都为改革开放后所沿

用，成为构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重要话语资源。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彻底消灭了封建剥

削压迫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⑤，在民族

识别的基础上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生成创造了条件。
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生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做出了

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生成和发展。
（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提出

改革开放初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重要生成期，其表述呈现多样化的特征，“振兴中华”、“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文明的复兴”、“中华民族的振兴”等不同表述形式反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

基本内涵。
“振兴中华”最早来自民间话语场域。１９８１年３月，为庆祝中国男子排球队获得世界杯男排亚洲区预选

赛胜利，北京大学学生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⑥的口号，“振兴中华”一经提出，很快上升为党和国家主

流话语的概念。１９８１年，中共发表对台方针，称“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

场……实现振兴中华的宏图”⑦。不久，党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又提出“和平统一，振兴中华”⑧的

号召。自此，“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与“和平统一，振兴中华”成为中国共产党对港澳台、民主党派、海外侨胞

统战工作最为常用的口号。另一方面，１９８４年，中国共产党在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提

到：“坚决地贯彻好这些重要意见，必将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振兴中华的大业。”⑨由此，“现代化建

设”和“振兴中华”两个概念发生耦合，进而凝练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尤需指出，不论是“统一祖国”（“和
平统一”），还是“实现四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与“振兴中华”并用时，在逻辑上属于递进关系，亦即

“振兴中华”的内涵包括“统一祖国”与“实现四化”两个方面，换言之，只有完成“统一祖国”和“实现四化”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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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３０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２５册，中央

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７７６页。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４９年３月５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

要文献选编（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２６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６６页。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２６册，第
７２１页。
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１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２６册，
第７２５页。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２０２１年７月１日），第５页。
毕靖、徐光耀《“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人民日报》１９８１年３月２２日，第２版。
叶剑英《关于台湾回归祖国 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１９８１年９月３０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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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９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册，第２９０页。
《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节录）》（１９８４年４月３０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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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中华”①。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与“振兴中华”几乎同时出现。１９８１年３月，《人民日报》发文指出，“我们的社

会主义祖国，已经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道路”，并在文末提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定能够实

现的”②。１９８７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表述正式出现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报告在阐述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理论时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③

亦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任务之一。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也提出了“三步走”
发展战略，亦即分三步到２１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④。十三大召开后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

出：“从本世纪中叶到下个世纪中叶的又一个一百多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会实现。”⑤比对两份文献

可以看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相契合，这反映出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酝酿将

“三步走”发展战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联系。
中国共产党也对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初步阐释。１９８５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

表会议上指出，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么“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乱的社会……什么建设改革、振兴

中华，都将成为空话”⑥。此后，党也认识到民族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

重要作用。１９８８年，杨尚昆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只要振奋起民族精神，坚定不移地沿着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就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⑦。同年，姚依林在“五一”授奖大会上提出：
“把我们民族的精神极大地振奋起来，把我们全民族的力量凝聚在一起，我们就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⑧这些表述虽然较为零散，但都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内涵。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大，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实际，提出了

“振兴中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表述来阐释中国共产党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这不仅符合

中国这一时期的实际国情和广大民众的情感心理，也有利于激发海外华人的民族自信心，尤其是“振兴中华”
一词直接承袭自孙中山先生，进一步增强了这一表述的号召力，使其成为该时期最为常用的表述。

（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深化

从党的十四大到十六大，世界格局与国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

将改革开放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深化。
由“振兴中华”表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党的十四大至十五大期间，党的文献

中仍然使用“振兴中华”、“民族振兴”、“民族复兴”、“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等多种表述形式。党的十五大以

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逐渐代替“振兴中华”，日益占据话语主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较“振兴中华”有
着更为丰富的语义内涵。“中华民族”全面准确地表述了复兴的主体，“伟大复兴”更能体现出中华民族过去

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现实奋斗的意义，“只有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才懂得复兴的意义；只有历经过苦难的民

族，才对复兴有如此深切的渴望”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述也更符合中华民族复兴的实践要求。
１９９７年，江泽民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讲话中指出，“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成功”和“完成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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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年中共在《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中的表述也能对此进行佐证，这份文件提到，“振兴中华”就是要切实完成“加紧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三大任务。参见：《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
（１９８３年７月２日），《人民日报》１９８３年７月１６日，第２版。
《爱国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人民日报》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９日，第１版。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５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版，第１１页。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５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１４页。
沈进《在十三大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开拓前进》，《人民日报》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２日，第２版。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８５年９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第２９０页。
《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杨尚昆主席的讲话》（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３日），《人民日报》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４日，第１版。
《姚依林在“五一”授奖大会上发表讲话 发扬工人阶级好传统积极参加和支持改革》，《人民日报》１９８８年５月１日，第１版。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６页。



国统一大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主要标志”①。由此可见，“祖国统一”意涵一以贯之，仍然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核心关切。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道路的不断深入，在党的十五

大上，江泽民提出了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即分三步到２１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②。虽然此时仍未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三步走”发展战略相联系，但基于

前文分析的二者之间的递进逻辑，这一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为“建成

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时间更明确表述为“建国一百年”。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第一次系统阐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从诞

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

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完成了

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由此“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由此赋予“民族复兴新的强大生

机”④。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线索对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行了全新阐释，赋予“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概念以深厚的历史内涵。
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方式。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必须最

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⑤。首先，江泽民提出制度对于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一定能“胜利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⑥。其次，江泽民高度重视爱国主义的价值，他指出与社会主义紧密结合的“爱国主义”，推
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上了正确的道路”⑦。此外，李岚清也进一步提出科教与人才事业之于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意义，指出“搞好基础教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工程”⑧。江泽民指出“实施科教

兴国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⑨。
（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发展

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共同理想的重要内容�10。在实现共同理想的新征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日益发展。
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仍然将“祖国统一”视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涵。

２００７年，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提出“两岸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11这一论述，从
历史必然的高度再次强调了祖国统一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又进一步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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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２００２年９月８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
７２０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６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

选编》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８０页。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５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

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５页。



富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意涵。２００３年，曾庆红在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指

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在实现这个阶段性

目标后，“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华民族将

实现伟大的复兴”①。第一次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三步走”发展战略联系起来，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逻辑递进关系，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是不断发展的过程。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历史内涵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２０１１年，胡锦涛在建党九十周年纪念大会

上的讲话指出，１８４０年以来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磨难史、奋斗史与探索史，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

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②，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视域下，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

命、改革开放这三件历史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

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③。同年，在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对辛亥革命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的历史方位做出了评判，盛称“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彪炳史册”，
并评价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④，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视域由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拓展至整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论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渊

源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地位，揭示了其更为完整的历史逻辑。
胡锦涛也进一步阐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方式。胡锦涛提出“统一战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重要法宝”⑤，“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⑥，阐明了统一战线和改革开放之于

民族复兴的重要作用。他还进一步指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发展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显著标志”⑦。２００８年，胡锦涛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

指出，“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一定

能“万众一心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⑧。这一论述鲜明地指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民之间的有机联

系。２０１１年，胡锦涛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当坚持“三个必须”，即“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必须坚定不移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必须坚定不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⑨。
这些论述建构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体系框架。

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丰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作出了一系列新阐释，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内涵日趋丰富。
（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内涵的拓展

第一，习近平用“中国梦”概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理想。２０１２年，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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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文献选编》上册，第４５０页。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中央

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３１页。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

４３３－４３４页。
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９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５２４页。
胡锦涛《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５４２页。
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９日），中共中央文献研

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５７７页。
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

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７５２页。
胡锦涛《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８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６３８页。
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９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５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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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时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

想。”①翌年，他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②。用“中国梦”表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练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深刻

内涵，使得这一概念更加通俗易懂，更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传播。
第二，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发展了“统一战线”和“祖国统一”的意涵。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指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港澳同胞与内地人民坚持守望相助、携手共进”③。次年，习近平在会见第七届

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④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习近平继续强调实现祖国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两岸同胞应当“共同反

对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⑤。此后，他在纪念辛亥革命１１０周年大会

上，针对日益猖獗的“台独”势力又作了进一步阐发：“‘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

隐患”，祖国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⑥。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不断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概

念，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⑦。这些论述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
现两岸统一的坚定决心，更进一步明确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是中国境内５６个民族和港澳台同

胞、华人华侨，也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概念体系，
使之更为完善丰富。

第三，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揭示了民族复兴的未来图景。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实现之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国家层面“实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人民层面“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民族层面“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⑧。由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五位一体”的全面复兴，从国家、人民、民族三个层面阐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具体样态，也发展了习近平在２０１３年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质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⑨的概括，更加全面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内涵。

第四，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概念也有了更为丰富的世界意义。２０１３年５月，习近平在接受拉

美三国媒体联合采访时指出：“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10同年６月，
习近平在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记者时说：“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

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11他在２０１４年又指出：“中国梦是奉献世界的梦。”�12这些论述一方面表

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发展日益紧密，中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对世界各民族和人类的发展提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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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慧；另一方面，由于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伴随中国高速发展甚嚣尘上，正面回应这些错误论调，在国际舆

论场上发出中国声音，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大有裨益。
第五，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历史内涵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周年大会上详尽阐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及其意义，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创造的伟大成就分别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

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

程”①。习近平将新时代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叙事体系，并对各个历史时期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

值作出了全新阐释，揭示了“四个伟大成就”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有机联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不可逆转”的论述表明了这一进程的历史必然性。不仅如此，习近平还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奋斗历程“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②，把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置于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历史维度进行考察，使其历史内涵更加丰富。
（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话语地位的提升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③。２０１８年，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宪法条文中增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容④。
２０１９年，习近平在江西考察时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称作“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称为“两
个大局”⑤。此后，他又在多个场合阐释“胸怀两个大局”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对“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入宪，都显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话语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
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地位的提升，表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发展，我

国综合国力得到显著增强。２０２１年７月１日习近平庄严宣告，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中国由此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也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周年大会上所言，“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⑥。
中国共产党人将继续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方式的明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奋斗的行动指南”⑦。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进一步提出，“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

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

意义”⑧。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时间表与路线图逐步清晰，实现方式日益明确。
其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逐步清晰。党的十九大报告在“三步走”战略的基础上

提出了“两步走”战略：“第一个阶段，从二○二○年到二○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

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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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①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提

前了十五年，这既体现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与“两步走”战略、现代化概念的联系日益紧密，也反映出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发展现状有了更为科学的判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已然清晰呈现。
其二，进一步明确了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路径。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②。
他在十九大报告上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与“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斗争”概念相联

系，并认为前者的实现依靠对后三者的坚持③。２０２０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５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途径归纳为“五个必须”，即“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

导”，“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斗争精神”，“必须坚定不移

走和平发展道路”④。２０２１年，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坚

强力量，这个坚强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⑤，把党的领导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只有中国

共产党坚强领导，中华民族才能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⑥。他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⑦，给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的问题”以明确的答案。党在十九届六

中全会上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练为“十个明确”，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⑧，进一步明确了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关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遵循。十八大

以来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途径的阐述涵盖了道路、主体、领导力量、精神力量、外部环境、制度保障等

多个方面，意味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已经日趋明确。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与古代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密切相连，与近代中国悲痛的苦难

史和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紧密相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

导下扎根中国大地、把握历史潮流，持之以恒地探索强国富民之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提出奠定

了深厚的历史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内涵日趋丰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

间表与路线图逐渐清晰，实现路径和方式日益明确，逐步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正是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彰显了“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概念强大的精神感召力、理论穿透力和实践引领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进一步丰

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理论意蕴和时代内涵，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让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成为民族性与人民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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