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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何老师好！当前，似乎有一种
观点，认为地球是一个“村”的概念了，应该摈弃
所谓“主义之争”了，更有人进而质疑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观点无
疑是错误的。但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以理服人”
似乎很艰难。包括您在内的作者，都是75后，都
有留学境外著名学府的经历， 值此“喧嚣与烦
躁”之际，你们集众智成书，出于怎样的考虑？清
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王绍光老
师评价《大道之行》是“与8000万中共党员的对
话”、是“与几十万党政干部的对话”、是“与理论
工作者的对话”、是“与西方那些戴着有色眼镜
的观察家的对话”。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评价？

【何建宇】：“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本书缘起
于我们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学者对中国前途
和命运的共同关切与深深的忧患意识。

如您所提一样， 在国内， 不少人仍然秉持
“普世价值”、主张全盘“西化”，对我国发展改革
的取得成就视而不见，对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简
单化地归咎于所谓“制度问题”；在国外，很多人
看待中国戴的 “有色眼镜” 度数更深，“以理服
人”很难。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说，中国解决了
“挨打”、“挨饿”的问题，但还没有解决“挨骂”的
问题，而挨骂源于失语。

另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我国处在全面深化
改革的关键时期，改革进入深水区后，面临的问
题更加复杂，遇到的挑战更加巨大。总结中国从
革命到建设再到改革的历史经验，我们深感中
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我们
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有许多独特优势。在这么
一个关键期、敏感期，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完
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是我国继续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保障。

就这两方面而言， 我们都深感越来越需要
对我国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站在更加广
阔的历史和比较的视野中从理论上研究和表
述得更加清晰，在此基础上解放思想，寻求全面
深化改革中攻坚克难的创新办法。“不自信无以
立根本， 不批判无以视当下， 不创新无以图将
来”。

作为75后， 我们亲历了改革开放至今的完
整历程，也接受了更加完整的教育和学术训练，
因此希望尝试着以各自研究为基础，通过跨学
科对话，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人从坚持我们现
有制度优势和社会主义方向上去共同思考、研
究和实践。这是我们成书的基本想法。

王绍光老师读了书的初稿后提出了很多中
肯的建议，帮我们进一步明确了问题意识和对
话意识。 如他所言，“这本书是与8000多万中共
党员的对话，探讨如何将中国共产党重新打造
成一个充满理想精神的先锋队；这本书是与几
十万党政干部的对话，探讨如何重新激活中共
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与凝聚力；这本书是与理
论工作者的对话，探讨如何从人类文明史的视
角理解中国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 这本书是
与西方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观察家的对话，奉
劝他们抛弃那些分辨率极低的理论范式， 学一
点中国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这对我们是一个
很好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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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人民，
中国共产党引领大道之行
———访湘籍青年学者、清华大学副教授何建宇

【湖南日报】： 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
主义， 对社会主义将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理论
阐述日趋完善。但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
却是一波三折。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
会主义运动步入了空前的低谷。总书记说，我们
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那么，我们该怎么廓开
迷雾走出迷思，高扬起社会主义的大旗不动摇？

【何建宇】：依我理解，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放
到历史发展的长时程中看待。 我们在中学政治
课上就学过马克思的思想， 他认为人类社会发
展是成螺旋式上升的，不是直线发展的。循着历
史发展的规律和脉络，波动就显得很正常。曲折
发生时，信仰就显得更加珍贵，她帮助我们穿越
迷雾，看到未来。这是大家所熟悉的理解视角。

此外， 观察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发展
这一更具体的历史过程也有助于我们拨开迷雾、
走出迷思。 如果说现代化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不可
避免的历史过程， 可以观察到现代化在快速扩展
的过程中不断推动人类制度文明的进步。此前，现
代化惠及千万级人口的国家（如英、法），惠及亿级
人口的国家（美国、前苏联），推动了共和制、普选
权、 社会主义制度等现代的国内社会政治制度的
出现，同时不断地创新全球秩序体系，从野蛮的殖
民体系扩展到现有的金融霸权体系。

而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逐步从中低收入国家，走到中等收入国家，并开
始稳步迈向高收入国家， 标志着现代化开始惠
及十亿级人口的国家。如此巨型的、快速的现代
化是人类历史的第一次， 所面临的复杂性也远
远超过之前千万级和亿级人口的国家， 不可能
简单地沿用已发达国家的制度和现有全球体系
来解决公平和秩序的问题， 因此这一轮现代化
不仅对国内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创新提出了新
的挑战， 同时对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也产生了巨
大的、乃至根本性的冲击。

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中国和印度两个国
家都依照美国的生产、消费模式实现现代化，即
使充分考虑技术创新因素， 首先遇到的挑战仍
然会是全球资源难以负担， 更谈不上可持续发
展。因此，由资本主义启动的现代化在全球的实
现， 不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简单地复制现有发达
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 而最终会是走向以社会
主义现代化模式和社会主义全球体系取代现有
不合理体系为结果的全球现代化。

从这个意义上， 我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实
践充满信心，充满期待，同时也深感面对这一轮
突破，既需要继续增强战略定力，又需要解放思
想，进一步打开制度的想象力。

【专家简介】
何建宇，政治与行政学博士，清华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和香
港中文大学，曾在牛津大学、巴黎政治学院任访
问学者， 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创新研究中心
客座研究员、中国扶贫发展中心特聘专家、共青
团北京市委“圆明园学者”。主要研究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非营利组织与社会治理等，合著
《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大道
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等。

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越是面对困难，越是需要有信仰的指引

“横空过雨千峰出， 大野新霜万叶枯。”
2015年，一本名为《大道之行》的政论小书悄然
出版。5位来自清华、北大、人大、复旦的青年学
者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视角对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 中国命运与世界历史走向进行了
凝重思考， 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和社会主义道路，展示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该书的“发声”，可谓“清亮”：至今已
经23次加印，影响日著。日前，我省益阳籍俊彦、
该书的五位作者之一，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副教授何建宇博士回到家乡，就《大道之行》
一书接受了湖南日报记者的采访。

中国解决了 “挨打”、“挨饿”的
问题，却因为“失语”老在“挨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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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她帮助我们穿越迷雾，看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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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 进入攻坚

期，各种思潮泛滥，各种矛盾叠加，我们应该如何解
读这些现象？如何回应人们的疑问？

【何建宇】：回到我国目前发展改革实践之中，我
们也承认，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展开，改革进入了
越来越困难的攻坚期，意识形态多元化、阶层分化、
利益分化， 使得一些固有利益结构越来越难以打
破，而对背后原因的解释也与意识形态和利益立场
高度关联，从而形成掩盖着矛盾的重重思潮迷雾。

如何直面重重矛盾和重重迷雾，可以借用毛主席
的说法：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前面的讨
论是站在中长时程的历史视角的一种思考，意义在于
通过认识规律，坚定信仰，树立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强调党员干部要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革命理想
高于天”。越是面对困难，越是需要有信仰的指引，这是
战略上藐视敌人的科学基础和信仰基础，也是避免对
所面对的困难形成战略误判的重要基础。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战术上可以有所懈怠。针
对具体思潮、特定矛盾，需要直面问题，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而不只是原则性地、理念性地隔靴搔痒式回
应疑问；解决问题、制定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我国国情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考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以税收问题为例， 近年来税收负担过重是舆论
界的一个话题， 有报道以个人日常生活为例形象地
计算了中国人承担了很高税收。 但如果计算我国宏
观税负负担比例， 会发现这个比例比世界平均水平
低，比同等发展程度国家低，比发达国家更低。为什
么会形成这么矛盾的判断呢？ 背后原因是我国税制
存在不合理之处， 间接税太多， 而直接税比重非常
低。间接税可转移，很大部分最终由消费者和中小企
业所承担。如果我们只看到第一种情况，看不到后一
个问题，舆论的讨论就是片面的。本应贡献更多税收
的资本所得者倒是乐见其成， 借助税负负担过重的
舆论呼声，混淆视听，起到阻碍税收制度合理改革的
作用。

因此在这类具体的政策问题上， 进行深入研究
和细致剖析，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这可能是回应人们
的质疑的最好方法。

【湖南日报】：《大道之行》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
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视角对社会主义、对共产
党、对中国命运、对世界历史走向进行了思考。能请
您对此与我们分享一下吗？

【何建宇】： 我们高度认同中央提出的全面深化
改革的目标：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坚
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确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一方面 ，本书先
从理论上论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性；另一方
面，也尝试着以研究为基础提出在此前提下的一些
完善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的建议。

比如， 书中论述了充分体现政治主体性的党的思
想建设的重要性，同时也尝试着提倡通过建立党的经典
体系，加强党员对党的经典文献的学习，如毛主席所写
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等这些我
们小时候就学过的经典名篇，对推进党员思想信念修养
的具体化、常态化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书中论述了我
国政党和政治制度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克服西方选举
政治中的“短期行为的专制”的制度优势，同时也针对我
国人民群众政治效能比较低、对党政干部信任度低这一
突出问题，提出了发展评议式民主的粗浅建议；书中批
评了公民社会理论的缺陷，同时也提倡结合人民群众越
来越高的结社热情与特点，充分激活人民社会。

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的确有很大的改进空间4

【湖南日报】：“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一以贯之所强调的。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教
授以《信仰人民》为题，为《大道之行》作序，是想告诉
读者，“人民”是贯穿《大道之行》的内核，也是论述中
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根基吗？

【何建宇】：是的。潘维老师的序言点拨了我们，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根基的确
是“以人民为中心”，也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这一思想除了继承民本思想和人本
思想的精华与积极因素外，更重要的是这是马克思
主义的思想， 强调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的主体
性，这是书中一以贯之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念。

我们75后在接受教育和成长过程中都特别熟悉
小时候课堂上不断教我们的，我们是国家的主人，要
有主人翁精神。 这么一种人民主体性教育对我们这
一代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国家有了成就，我们
很自豪；国家遇到困难，我们不能推诿。毛主席曾写
过“六亿神州尽尧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解放
了人民，在建设与改革过程中释放了人民的主体性，
这是我国持续快速发展的最根本原因， 这也是超越
了被动的民本思想和抽象的人本思想的。 这是值得
我们珍惜和挖掘的重要政治思想和资源。 现在有的
理论思潮以我国曾经经历的一些政治波折而反对人
民主体性，甚至批评人民概念，显然是片面的。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根基
是“以人民为中心”5

信仰人民，是党应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引领“大道之行”最重要的法宝6

【湖南日报】：前路阻且长！直面复杂的国际形
势，从容化解层出不穷的新矛盾、新问题，中国共产
党如何坚持信仰人民， 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
高扬社会主义旗帜，引领“大道之行”，沿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何建宇】：今年正好是建党95周年，中国共产党
所走过的道路、所积累的经验教训已经对这个问题
进行了最好的回答。共产党来自于人民，只有去动
员和组织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才能发挥
其强大的政治功能， 才能不会变成脆弱的行政机
器。如今，中国共产党有8779万党员。然而，从人口就
业结构看，现在超过80%的城镇就业人
口都是在非公有部门就业。 在这
些新经济组织和部门， 党及其所
属人民团体的组织覆盖 、
思想覆盖虽然经过多年
努力有了很大提高，但在
切实联系群众 、 组织群
众 、服务群众 ，表达群众
诉求 ， 维护群众利益层

面，应该说还存在诸多不足。因此面对治理中层出不
穷的新矛盾、新问题，有时候触角不够灵敏，反应不
够敏锐，立场不够坚定；有时候能办好大事，却疏忽
了人民群众生活中的小事。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群众利益无小事。因此，激活和创新党和人民团体的
基层组织，发挥党员的先锋作用，一切为了群众，一
切依靠群众，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时不
应该忘记的最重要的一个优势与特色，也是党应对
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引领“大道之行”、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最重要的法宝。

何建宇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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