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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時代香港中學生國情與國民教育讀本》 

延伸閱讀及知識欄 
 

 

 

第１章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延伸閱讀 01： 

 

在習近平主席的帶領下，中國進入了全新的時代，取得了怎樣的發展？ 

 

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中國已經進入了新時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

中央。中國領導人在週三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中共十九大」）

開幕會上說，中國高舉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取得了飛速發展，為其他國家提供了全新選擇。中共

十九大將確定未來數年中國的發展路徑。習近平已經鞏固實權，據預計，他仍將擔任中共中央總

書記。每五年召開一次的黨代會將於下週二結束。兩千多名中共黨代表參加了會議。大會安保措

施嚴密，保證會議順利召開。在大會結束後不久，中國主要領導機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

委員名單將公佈於眾，該機構將領導中國未來五年的發展。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在三個

多小時的報告中列舉了中國取得的成就，他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意味着中國現

在已經成為世界的主導力量，並在人類歷史上發揮着重要的作用。 

 

習近平說，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蓬勃發展，並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全新選擇」。

習近平在報告中強調，中國的發展已經進入了「新時代」，這個詞一共提了 36 次。中國領導人

補充說：「這個新時代……是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

自 2013 年習近平執政以來，中國的現代化和改革步伐加快。與前任國家領導人相比，習近平更

顯自信。在他洋洋灑灑的報告中，他回顧了執政頭五年取得的成就，並得出結論——中國共產黨

取得了巨大進步，而中國的國際地位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在習近平的報告中，最令人印象

深刻的是中共對自身意識形態正確性的信心。近日，中共官方媒體談及西方正經歷民主危機，而

中國則實力上升、人民團結，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習近平在今天的開幕會上表示，中國不會照搬

外國政治制度，共產黨應該抵制任何可能破壞中國主權的事情。習近平在報告中描述了中國到本

世紀中葉的「兩步走」戰略，屆時通過生態和經濟改革，中國將變得更加繁榮和美麗。他強調了

分裂主義的危險，暗示的顯然是新疆、西藏和香港的分裂活動。他還重申中國政府的「一個中國」

原則，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他說，中國不會對外部世界關閉大門，並承諾降低外國投資者

的門檻。他還宣佈了加強黨紀的措施，並談到了大規模反腐運動。超過 100 萬官員在這場運動

中受到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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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迎接大會召開，北京到處都是歡迎橫幅和喜慶裝飾。與此同時，北京正在加強安保措施。

本週早些時候，由於對交通樞紐加強了安檢，在地鐵站可以看到乘客排成長龍。據媒體報導，大

會也影響到了商業活動，一些餐館、健身房、夜總會和卡拉 ok 歌廳因安保原因被關閉。因中國

領導層提倡節約資源，今年的大會與前幾次大會相比要更為節儉。據媒體本週報導，針對與會代

表下榻的酒店，不必要的開支被縮減，比如酒店裝飾、房間裏的免費水果和豪華的菜餚。與此同

時，中國國家媒體報導說，中共計劃將習近平治國理政的理念或政治思想寫入國家憲法，這可能

使他擁有與毛澤東和鄧小平一樣崇高的政治地位。習近平強化了對政黨和社會的管控，但仍然得

到中國老百姓的廣泛支持。 

 

——《外媒網》評論員文章，詳見天大研究院編：《新時代 新思想——習近平再次當選中

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全球評論與報導選輯》，頁 751-753。 

 

 

延伸閱讀 02： 

 

習近平主席的「十個明確」，如何為國家奠定全新的發展方向，並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

興？ 

 

要全面準確地理解習近平時代的戰略構想和歷史意義，必須有一種全球視野的大歷史觀。十

九大報告就是以中國文明史作為敘述背景，並在全球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定位習近平時代。 

 

正確認識領袖在歷史中的地位 

十九大報告對習近平時代的定位首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定位，從毛澤東時代到鄧小平時

代，再經歷江澤民和胡錦濤發展到習近平時代。在十八大之前，一度有不少人將鄧小平時代與毛

澤東時代對立起來，用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來否定毛澤東時代；有人則試圖用毛澤東時代來否定

鄧小平時代。用十九大報告的概念來說，當時中國面臨雙重危險：重蹈蘇聯崩潰覆轍的「改旗易

幟的邪路」和回到改革開放前的「封閉僵化的老路」。在這種危機的歷史關頭，習近平擔任黨的

總書記，採取一系列措施，尤其是全面從嚴治黨、高壓反腐，可謂力挽狂瀾。十九大報告對這五

年的總結是「極不平凡的五年」，是「歷史性變革」的五年。正是這五年取得的「歷史性成就」

奠定了習近平在黨內核心的領袖權威地位。 

 

十八大之後，習近平明確提出改革開放前 30 年和後 30 年不能相互否定。十九大報告中更

進一步將新中國的歷史闡釋為前後貫通、繼承發展的連續史。其中，領袖無疑發揮着重要的歷史

推動作用。當年，有不少人提出全面否定毛澤東，鄧小平明確指出「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

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明年是改革開放 40 週年，中央必然會高度肯定鄧小平的

歷史功績。可見，習近平時代不是自動到來的，而是領袖領導人民幹出來的。領袖依靠人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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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信任領袖。領袖、政黨與人民羣眾的良性互動，既是馬列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革命

歷史的經驗總結。十九大報告既是習近平帶領人民邁向新時代的政治宣言，也是邁向新時代的行

動指南。 

 

共產主義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十九大報告對習近平時代的第二個定位是中華文明史定位。中國文明曾經創造了人類農業時

代文明的最高成就。按照美國加州學派的觀點，中國在 18 世紀之前是世界經濟的中心；然而，

1840 年以來卻陷入屈辱悲慘的困境。期間無數仁人志士不斷探索民族復興的道路，但都未能成

功。直到 192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才發生了轉機。中共創黨之初有很濃的

蘇俄色彩，但黨內出現了兩條路線，一條是蘇俄模式的革命路線，另一條就是毛澤東紮根中國本

土的革命路線。直到瓦窯堡會議上提出中國共產黨既是工人階級先鋒隊又是中華民族先鋒隊的

「兩個先鋒隊」理論，中國共產黨在政治意識形態動員中才形成了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有機統

一。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藉助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實現了全面的社會動員。然

而經歷了「文革」之後，共產主義信仰出現危機，鄧小平試圖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解決信

仰危機。然而隨着國門的打開，西方資本主義的各種要素湧入中國，中國共產黨在思想意識形態

上面臨嚴峻挑戰。 1997 年江澤民在美國哈佛大學演講中第一次提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口

號，緊接着又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前者將民族主義作為凝聚全黨全國人民的精神力量，

後者強調共產黨代表包括資產階層在內的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有效克服了資產階層興起之後中國

共產黨的代表性危機。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中是一個關鍵轉折。習近平將這個口號

進一步發展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然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究竟要復興甚麼？通常的理解就是從中華文明史出發，認為中

國正迎來繼商周、秦漢、唐宋、明清之後的第五個盛世。比如在地緣政治上恢復中國在東亞的主

導地位和對全球的輻射作用。因此，中國近年來在東海、南海、東盟的作為就被看作是力圖恢復

在東亞的主導權；而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也被看作是為恢復中國傳統的海上和陸上絲綢

之路霸權。這樣的理解顯然是有偏頗的。自由派中有人希望中國變成美國式的全球擴張帝國；保

守派中有人希望將共產黨儒家化，由此提出賢能政治概念。面對這種理論分歧，習近平重提被黨

內淡忘已久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以「不忘初心」為口號，重溫創黨綱領，讓共產主義最高綱領

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體綱領重新協調起來，共同成為開創習近平時代的精神支柱。十九大報告

中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出現在不同的場合，相得益彰。 

 

由此可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復古，而是「舊邦新造」。在鄧小平時代，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的重心在「中國特色」；而在習近平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心在「社會主義」。這

就意味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放在全球共產主義運動史中重新定位。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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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共產主義構想並在西歐開始實驗是第一階段，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和中國等模仿蘇聯模式是第二

個階段，那麼從鄧小平開始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到習近平時代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趨

向成熟定型，可看作是第三個階段。因此，十九大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階段，不僅對中

華文明史具有重大意義，而且對人類文明具有重大意義，用報告的話說就是「為解決人類問題貢

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這就意味着習近平時代不僅要在共和國歷史、中華文明史、國際共

產主義運動史中加以定位，而且要在全球文明史中加以重新定位。 

 

為後發達國家提供新選擇 

一部全球文明史就是不同國家和民族從傳統邁向現代的歷史。然而在過去 500 年中，西方

國家率先完成了現代化轉型，並殖民、奴役其他國家和民族。後發達國家被迫選擇西方模式。 19

世紀的德國率先探索不同於西歐英美的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然而這種探索隨着兩次世界大戰的

爆發而宣告失敗。 20 世紀之後，蘇俄提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道路，第二次挑戰了西方的現代化

道路，由此形成了幾十年的冷戰格局。蘇聯解體之後，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迎來了西方模式全面勝

利的「歷史終結」浪潮。在這種背景下，現代化道路的中國方案探索不僅在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而且為所有受西方壓迫的後發達國家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選擇。中央用「中國方案」一

詞就是強調中國絕不會像西方那樣將自己的發展道路強加給其他國家，而是提供一套思路和方

法，讓其他國家根據自己的國情來探索本國的道路。 

 

——強世功，「習時代」戰略構想：現代化道路的中國方案，詳見天大研究院編：《新時

代 新思想——習近平再次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全球評論與報導選輯》，頁 472-476。 

 

 

延伸閱讀 03： 

 

十九大「十四個堅持」對於改善環境問題起了怎樣的作用，從而讓世界看見中國的進步？ 

 

2017 年 10 月 18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上作了報告。報告內容詳實，面面俱到，囊括多個國家重點領域，並專門為環境問題闢出一個部

分。對於中國政策觀察人士來說，這是一份「頂級報告」。未來五年，習近平仍是中國的最高領

導人，因此這份報告也可視為習近平的執政思想報告。簡言之，習近平的執政思路對環保事業是

一大利好。放眼世界，環境問題迫在眉睫。尤其是在美國當前不利於環境與氣候的政治局勢之下，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能拿出清晰明了的環境政策，實在令人振奮。如果這些政策

能夠落到實處，未來十年，我們將看到長足的進步，全球環保事業將被注入一針強心劑。 

 

習近平的報告囊括十四條基本方略，「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就是其中之一。這些基本方

略是對共產黨工作重點提綱挈領式的表達。報告中的環境部分叫做「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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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美麗中國」，從這個小標題就可見一斑。縱觀報告，除了環境領域，沒有哪個領域包含了「加

快改革」的字眼，這說明環保已經成為重中之重。「生態文明」描繪了一幅光明圖景，要求將環

保徹底融入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方方面面。「美麗中國」把創建良好環境上升到國家自豪

感的高度。然而政府的重視也反映出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即現在的文明是不重視生態保護的，

經濟蓬勃發展的沿海地區也沒有多少「美麗」的景象。這裏用了動詞「建設」，在中文的語境下，

這暗示着改革項目的規模之大、耗時之久。可是一想到「建設」這個詞，筆者腦海里首先出現的

是大型工程項目以及它們所帶來的旨在促進消費的人造景觀，而不是不受侵擾的自然環境。在中

國十年的工作經歷讓筆者親眼目睹了許多令人心痛的例子，如為了建造所謂的「生態城」，自然

景觀被夷為平地。不過在報告中，習近平主席就為這些錯誤做法敲響了警鐘。宏偉目標和工作重

點環境部分開篇第一句準確揭示了中國面臨的風險挑戰，接着又闡述了奮鬥目標和指導原則。 

「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人類只有遵循自然規律才

能有效防止在開發利用自然上走彎路，人類對大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這是無法抗拒

的規律。」「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財富和精神

財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

美生態環境需要。必須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

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還自然以寧靜、和諧、美麗。」這些原則讓人

備受鼓舞。當然，知易行難。 

 

接着，報告列出了四大工作重點：推進綠色發展。這部分和經濟發展息息相關，包含了消費、

清潔技術、循環利用、節能、節水、節約資源等方面的內容，也提出開展創建節約型機關等理念。

着力解決突出環境問題。除了空氣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治理等內容，這部分還涉及了一些新

領域，如強化流域環境和近岸海域治理，強化農業面源污染防治等。同時還強調了環境信息披露、

公眾參與、社會組織的作用以及嚴懲重罰的制度。加大生態系統保護力度。生態系統保護工作包

括完成永久基本農田、城鎮開發邊界控制線的劃定，以及推進荒漠化、水土流失治理，強化濕地

保護和恢復，完善天然林制度等。保護生態系統被列為工作重點之一，令人欣慰，因為這個問題

在過去一直未能得到足夠的重視。改革生態環境監管體制。加強對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設計和組

織領導，設立國有自然資源資產管理和自然生態監管機構，完善生態環境管理制度。構建國土空

間開發保護制度，完善主體功能區配套政策，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堅決制

止和懲處破壞生態環境行為。 

 

重大體制改革 

上述第四個工作重點尤其值得注意，它暗示了重大的體制改革：「設立國有自然資源資產管

理和自然生態監管機構，完善生態環境管理制度，統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資源資產所有者職責，

統一行使所有國土空間用途管制和生態保護修復職責，統一行使監管城鄉各類污染排放和行政執

法職責。」目前中國的環境治理由多個部委分管，時有責任劃分不明及內部利益衝突等問題。前

面提到的新模式在 2015 年 11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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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有所提及，但因為涉及對現有部門大刀闊斧的改革，新機構一直未能設立。根據筆者的理解，

中國將成立一個部級部門，對森林、山川、湖泊、自然保護區等全民所有自然資源資產持有合法

所有權，甚至可能持有所有的公共土地。重要的是，這個機構能將任一自然資源破壞方告上法庭。

在美國，類似職能由內政部行使，但僅針對公共土地，而且多是西部州的山區。環保部可能會獲

得重要的職能，不僅監管污染（目前環保部的主要職能），還要監管生態系統保護。相信隨着 2018 

年的到來，關於體制改革的諸多細節將更加明朗。 

 

全球環境治理及依法施政 

報告的其他部分也多次提到環保，包括社會需求的改變、依法施政和更加積極地參與全球性

事務等內容。報告着重強調了加強依法施政的必要性。這點對於開展環保工作十分重要，因為中

國的環境問題就是環境法實施不當、執法不力的後果。報告明確強調了司法應該在其中扮演的重

要角色。環境部分雖然沒有觸及全球環境治理的問題，但在闡釋「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這個

總體目標時，習近平明確提出共產黨應該「……為人民創造良好生產生活環境，為全球生態安全

作出貢獻」。十九大報告的「中國的世界角色」一章也在環保問題上着墨頗多。 

 

結論 

報告再次確認，環保仍將是政府的工作重心，政府將在未來幾年加大環保力度。在過去的一

年裏，環保部和中央紀委開展了多次地方巡查，曝光了很多環境違法行為。有三分之二的受檢產

業超標排放，同期，人民檢察院受理了成千上萬例地方政府環境違法的案件。估計政府和各產業

所面臨的環境壓力還將進一步增大。習近平明確表示，中國已經意識到在確保全球生態安全方面

應扮演的角色，鑒於中國在其他國家的大手筆投資，及其在應對氣候變化、保護生物多樣性和海

洋等相關的國際協議方面的影響力，強調這點尤其重要。更加嚴格的環保措施已經寫入黨章，環

境治理在過去幾年裏取得的進展也證明這不是一紙空文。大範圍的法制改革和愈加嚴格的執法將

進一步推動環境治理。同時，我們也要認清現實，即雖然環保已經成為重中之重，但生態體制改

革仍然面臨重重挑戰，全面落實依然任重道遠。 

 

——Dimitri de Boer（龍·迪），習近平思想中的環境基本方略，詳見天大研究院編：《新時

代 新思想——習近平再次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全球評論與報導選輯》，頁 1011-1015。 

 

 

 

延伸閱讀 04： 

 

習近平主席的政治方向圍繞以人為本的方針，如何讓中華民族強起來，同時影響西方國家

的政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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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過去兩個世紀的社會動盪、抗敵敗北、民族恥辱等內憂外患，如今的中國蓄勢待發，已

有底氣再次巍然屹立於世界東方。這也是習近平在 2017 年 10 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

大會上提出的民族復興目標。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五年一屆，習近平在十九大上再次當選中共中央

總書記。習近平是一位與時俱進、眼界開闊的領導人，他務實求真，從不誇誇其談。在十九大報

告中，他為今後五年執政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未來發展繪製藍圖、確定方向，具有重大歷史意義。

而面對習近平帶來的挑戰，全球影響力日益減弱的歐美國家或須作出艱難調整。自 1991 年蘇聯

解體後，它們的勢力還從未受到過如此威脅。印度或許也不得不反思其在軍事和經濟方面對美國

日益加深的依賴，以及支撐其國內民主架構的西方價值觀。印度經濟仍然在苦苦掙扎，而習近平

領導下的中國卻不斷鞏固自身實力，為經濟和軍事進一步發展打下基礎。習近平指出，每個既希

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都可借鑒中國經驗，根據本土價值觀和制約因素

建立自己的治理體系，而非一味效仿任何外國模式。 

 

習近平是繼毛澤東之後，戰術制定、戰略佈局能力最為出色的領導人。中國正以不可抵擋之

勢躋身世界大國之列，習近平的政策將讓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更長久。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很可

能也會致力於領導中國超越美國，特別是如今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缺乏戰略遠見，行事魯莽衝動。

更重要的是，即使特朗普卸任，美國選民可能仍會要求下一屆政府繼續專注國內發展，這將為中

國留足時間，按照自身構想審慎地重塑世界秩序。眼下，習近平可謂是背水一戰。如果下一任期

內不能保持黨內紀律嚴明，確保各項國內計劃順利實施，那麼他將在國內四面受敵，在國際上遭

到歐美等國的冷嘲熱諷。而無論習近平成功與否，這些國家都可能多加阻撓。 

 

西方批評人士指責稱，習近平正忙於鋪路，好讓自己掌權到 2030 年，打破中共中央總書記

連任不超過兩屆的慣例。不過，放眼全球，特朗普等人正在破壞美國、法國、英國、德國、西班

牙、俄羅斯等多個國家和地區數十年來遵循的民主傳統。與之相比，習近平的行為也無可厚非。

毋庸置疑，習近平的本意是和平發展，因為只有全球實現和平與繁榮，才最有利於中國繼續蓬勃

發展。毛澤東曾指責美國等國給中國帶來了從 1839 年至 1949 年的「百年國恥」，而他帶領中

國擊敗外敵，挽回幾分國家尊嚴。此後，儘管美國拒絕承認共產主義新中國的地位，毛澤東仍於 

1972 年設法邀請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尼克松則幫助中國獲得聯合國安理會的一票否決

權，並取消台灣作為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地位。從某種意義而言，毛澤東迫使美國這個自 1945 年

起塑造世界秩序的超級大國在對華外交政策上做出了重大改變。作為回報，尼克松領導下的美國

獲得了更多與中國開展貿易的機會，但同時也讓中國成長為一條鋒牙利齒的全球巨龍。如特朗普

所言，今時今日，這條龍正讓美國鮮血淋漓。當下，習近平正試圖迫使美國再次做出改變，交出

部分全球領導權。如果成功，習近平的歷史地位或將超越毛澤東。這條東方巨龍崛起的主要原因

在於 1976 年毛澤東去世後，中國湧現出多位能力出色的領導人。他們領導全黨堅定朝發展方向

前進，確保政策順利實施。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紀律雖常受到自由民主人士的批評，但也助力中國

崛起，成為美國的有力競爭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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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及中國古代帝王向來專注國內發展，即使開展對外貿易，也會將國外影響拒之門外。

與之相反，習近平認為，中國應走出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將為中國帶來歷史性轉變，尤

其是如果中國能利用其財富和實力與美國和平競爭的話。如果中國能再讓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也受

益，且不要求他們依附於中國，那麼形勢將對中國更加有利。不過，那些自由民主國家可能會擔

憂，習近平此舉是意圖將中國共產黨的模式強加於他國。中國在經濟領域的成功讓習近平希望這

一治理模式能夠成為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榜樣。他的十九大報告以「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

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為題，這個標題概括了他為中國及中國共產黨制定的核心

原則，值得我們深入解讀。 

 

強調以追求「小康社會」為目標，有助於消除西方及俄羅斯憂懼中國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

經濟影響力日漸提升。強調「新時代」也十分必要，因為這表明繼毛澤東帶領中國實現獨立，鄧

小平帶領中國開啟經濟改革之後，中國共產黨如今將迅速行動，建立中國作為全球大國的聲望。

毛澤東、鄧小平作為改變中國命運的領導人，其理論都寫入了中共黨章。習近平也以其「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享有了同等殊榮。在新時代中，中國將積極參與全球事務，幫助

塑造新的世界秩序。習近平的思想並不一定會與普世民主價值觀相左，但他可能會推動變革，以

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這一點從中國在多場聯合國談判中的立場即可略窺一二。

此前，中國一直保持低調，韜光養晦。如今，習近平堅定表明，中國應對其文化、發展道路、政

治體制和思想理論保持自信。這種自信將推動中國在未來幾年加強軟實力建設，例如在全球各城

市和高校開辦孔子學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彰顯出中國共產黨始終強調的社會和諧，這也符

合中華文明的一貫追求。對共產主義者而言不同尋常的是，中國共產黨將習近平思想中的文化精

神追溯至孔子等古代思想家的理論，以此來突出歷史傳承。當前，宗教引發的戰爭和狹隘行為令

世界飽受磨難，中國共產黨這一策略弱化了共產主義的無神論，將中國樹立為傳統世俗主義的標

杆。將孔子標榜為發展中國軟實力的先鋒，實屬精明。此舉弱化了共產主義因素，另闢蹊徑，可

拉攏美國反特朗普人士，還有西方及其他民主國家和地區中對偏狹民粹主義保持警惕之心的人

士。與西方火藥味十足的自由民主相比，主張協商民主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似乎更適合發展

中國家和地區。十九大報告標題中的「偉大勝利」則暗示如果貧困國家和地區採納中國模式，並

根據自身需求調整，同樣可以在經濟方面取得巨大成功。西方思想的主導地位將面臨重大挑戰，

因為長久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都在抱怨其造成的不平等待遇。 

 

習近平提出循序漸進的兩步走戰略：從 2020 年到 2035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從 2035 年

到本世紀中葉，將中國全面建成現代化強國。習近平的報告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將不再具有

革命性。它不僅源於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還融入了中國千年傳承的基本原則，即要求統治

者以民為先。按目前情況來看，天地必有和諧，上天也在眷顧中國。因為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

西方世界陷入混亂，習近平則坐享漁翁之利。在去年北京舉辦的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

會上，習近平強調各國應和諧共存。他表示，將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可以把「這



 

9 
 

個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這包括建設一個遠離恐懼、普遍安全的世界。一國安全不能建

立在別國不安全之上，因為「別國面臨的威脅也可能成為本國的挑戰」。 

 

在這些思想背後，中國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團結 8000 萬海外華僑。如今，習近平制定了清晰

一致的長期戰略，並設定了可以讓全體華人引以為豪的階段性目標，團結海外華僑將更加容易。

顯然，習近平希望向所有人證明，相比西方民主國家基本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中國的治理體系

更以人為本，可更好消除不平等現象。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若接受這一主張，或將改變二戰後歐美

建立的現行世界體系。 

 

——Brij Khindaria（布里傑·金達里亞），習近平提出劃時代的宏偉構想，詳見天大研究院編：

《新時代 新思想——習近平再次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全球評論與報導選輯》，頁

1073-1078。 

 

 

知識欄 01：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改革開放後所提倡的一種意識形態，包

含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建設與生態保護等內容。 

 

知識欄 02： 

馬克思主義（德語：Marxismus）是一種以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所發

展而出的經濟、政治和社會世界觀。 

 

知識欄 03： 

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需要經歷低級及高級兩個階段，低級階段即社會主義階段。中共又把社

會主義分為初級、高級兩個階段，斷定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先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

現代化，才可完全實現社會主義，並向共產主義邁進。 

 

知識欄 04： 

四項基本原則是指鄧小平在 1979 年所提出的：「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

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知識欄 05： 

四個現代化即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1954 年召開的第

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明確的提出要實現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的四個現代化

的任務，1964 年底到 1965 年初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提出「四個現代化」

的宏偉目標，並宣佈：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今後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任務，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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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

術的社會主義強國。 

 

知識欄 06： 

1991 年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報告共七個部分：一、

歷史性成就和這次大會的任務；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黨的基本路線；三、關於經濟發展戰略；

四、關於經濟體制改革；五、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六、在改革開放中加強黨的建設；七、爭取馬

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新勝利。報告闡明當代中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規定了黨在這個階段的

基本路線，即：「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

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

根據我國國情和鄧小平的設計，報告提出我國實現現代化要分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部署，即：

第一步到 20 世紀 80 年代末，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

步從 1991 年到 2000 年，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 21 世紀

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報告強

調，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共產黨開始找到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開闢

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黨在對社會主義再認識的過程中，在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

義等方面，發揮和發展了一系列科學理論觀點。這些觀點構成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

的輪廓，初步回答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階段、任務、動力、條件、佈局和國際環境等基本問題，

規劃了我們前進的科學軌道，是指引我們前進的偉大旗幟。 

 

知識欄 07： 

馬克思列寧主義（英語：Marxism-Leninism）簡稱為馬列主義或馬列，嚴格的說是指由列寧

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 

 

知識欄 08： 

小康社會是普通百姓對寬裕、殷實的理想生活的追求。所謂全面的小康社會，不僅僅是解決

溫飽問題，而是要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各方面滿足城鄉發展需要。 

 

知識欄 09： 

第一個一百年，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即 2021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第二個一百

年，是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知識欄 10： 

「四個意識」：是指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四個意識」是 2016 年

1 月 29 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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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欄 11： 

「四個自信」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由習近平在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95 週年大會上提出。 

 

知識欄 12： 

「兩個維護」是習近平提出的口號，是指維護習近平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維護

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知識欄 13： 

「五位一體」總體佈局是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

一體，全面推進。 

 

知識欄 14： 

「四個全面」，即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

治黨。 

 

共產黨在十八大制定的「五位一體」與「四個全面」的關係： 

 

總體佈局 框架 意義 

「五位一體」 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

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

建設 

「五位一體」方面相互聯

繫，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

心，促進經濟、政治、文化、

社會、生態文明各方面發

展，讓中國在新時代社會主

義下全面進步。 

「四個全面」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

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

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 

在新時代的社會主義下，共

產黨堅持推進「五位一體」

的總體佈局，協調推進「四

個全面」的戰略佈局，推動

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牢固

民主政治的框架、深化文化

改革，推進人民富裕、國家

強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