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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清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
聚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大公约
数。 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关键一招。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
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
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目标， 前所未有地具备实现这个目标的能
力和信心。”如果说“三个起来”是民族复兴
历程的写照，那么“三个前所未有”是对民
族复兴方位的描述。 不论是历程， 还是方
位， 都异曲同工地表明，40年波澜壮阔的
改革开放， 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
曙光。

马克思说：“时间是历史的空间。”对改
革开放40年，我们可从“五个时间段”来观
察。

第一个时间段：“五千年”

与世界其他文明很多是“一次性消费”
不同，经过几次“死里逃生”，具有五千年历
史的中华文明火炬一直延续至今。 为什么
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历久弥新？ 一个重要
原因， 是中华民族素有自强不息的改革创
新精神。不论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的奔流不止，不论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
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探索，不论是“穷则
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法自强，不论是

“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勇奋斗，都是改革
创新精神的有力诠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是《周易》的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前者侧
重于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后者侧重于海纳
百川、协和万邦。二者加起来，就构成我们
现在的改革开放精神。

第二个时间段：“八百年”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但历史常常惊
人地相似。研究者发现，中国历史兴衰大约
800年一个轮回。公元前8世纪，周公摄政，
开启中国强盛新纪元；公元前1世纪，西汉
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公元7世纪，大
唐王朝GDP占全球1/3，《西游记》 里一句
话“我是大唐来的”，曾成为玄奘西行两万
五千里的通行证；公元14世纪，明朝朱元
璋时代，中国综合国力世界最强；公元21
世纪， 种种迹象显示， 中国将重回鼎盛时
期。 事实表明，40年来， 中国又重新强起
来。从2009年以来，中国GDP稳居世界第
二，与世界第一的差距不断缩小。中国为什
么能？答案是：改革开放天地宽。

第三个时间段：“一百年”

百年坎坷复兴路，世纪沧桑强国梦。历

史上，丘吉尔提出，世界历史上有个规律性
的现象， 每隔一百年就会出现一个世界性
的大国。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到本
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17年，党的
十九大提出，到2050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周
年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因为
现代化是民族复兴的核心内容，2050年也
被看作民族复兴的节点。由于改革开放40
年的过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它
在实现中国梦中起基础性作用。同时，改革
开放将贯穿基本现代化和全面现代化全过
程，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持续不断的动力。因
此，从建国到强国这100年，中国将在改革
开放的进程中实现民族复兴， 成为新的世
界性大国。

第四个时间段：“四十年”

回望大国兴衰历史，一些国家用30年
左右时间实现跨越式发展， 是一种普遍现
象。这个时候达到了一个重要历史节点，此
后10年左右是其兴衰成败的关键性阶段，
也是一种普遍现象。这就是说，大国崛起一
般经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40年，即30年的
跨越期和10年的关键期。 对我们来说，改
革开放40年就是事关中国崛起的极其重
要的40年。这40年，也有30年的跨越期和
10年的关键期。 从1978年到2008年这30
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以2008年国际金
融危机为标志，我国进入稳中求进的10年
关键期。2018年，改革开放进入第40年，也
是到了考量我们战略选择的时候。 如何坚
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策略， 是关系国
运兴衰的大事。

第五个时间段：“三十年”

我们党成立以来经历了三个大约三十
年。如果上溯到改革开放前29年，我国社
会主义建设取得成绩，也经历了严重曲折，
特别是发生了“文革”，主要精力不在发展
上。如果再上溯到建国前28年，我们党一
直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浴血奋
战，那时因为战争顾不上发展。如果再上溯
到我们党成立前的整个中国近代史， 我们
国家还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那时忙
于救亡图存，更谈不上发展。可见，从1840
年到1978年这100多年间， 我们从来没有
获得像改革开放三四十年来这样长期专注
发展的有利时机。所以，这是一个极为难得
的机会窗口期。

时间里面有规律，时间里面有密码。把
握规律，破解密码，我们就更加深刻地领会
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
键一招”的真谛。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
新认识。

新认识之一： 改革开放的最大红利是
它使我们的国运发生了深刻逆转。 近代以
来，曾经创造无数辉煌的中华民族面临“三
千年未有之变局”。 鸦片战争以前的1820

年，中国经济占全球份额33%，但是此后持续
衰落，1978年降到1.8%。 我们党从成立起便
开始了为民族谋复兴的漫长求索， 经历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不懈奋斗。
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华民族可以说“命运
多舛” ，因为我们党举起改革开放的大旗，国
运才发生彻底改变。发展是最大的民意，改革
是最大的红利。如果说改革开放有红利，那么
最大的红利，就是抓住“最大的民意”，使国运
迎来了又一个大变局。今天，中国经济总量占
世界的15.3%，国运处于不说800年也可说近
200年最佳时期。

新认识之二： 改革开放的最大优势是它
让我们在后发国家中获得了领先地位。 上世
纪七十年代末， 我们在世界上率先发出改革
开放的强音，让中国在后发国家中先行一步，
现在不仅大踏步赶上时代， 而且开始引领时
代。改革开放初期，“亚洲四小龙”是我们学习
的榜样。 站在40年后的历史山峰回望，“四小
龙”不过是被我们远远抛在身后的“四个小山
坡”。过去，我们常说生活在第三世界。美国作
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早在2008年写的《中美
这七年》中说，你比较纽约肮脏陈旧的机场和
上海造型优美的国际机场， 再体验上海时速
220英里的磁悬浮列车，然后扪心自问：究竟
是谁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 马克思曾说：“资
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
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
力还要多，还要大。”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
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
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的奇迹。”改革开
放40年让我们后来居上，显示了社会主义不
可比拟的优越性。

新认识之三： 改革开放的最大创举是它
闯出了一条现代化的民族复兴的“新路、好
路”。改革开放、现代化、民族复兴相互联系：
改革开放开辟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民族复兴必将在这条道路上实现。 近代以来
国家崛起和繁荣回头看都可称为“小众事
件”，中国改革开放把现代化引入到占人类近
五分之一人口的最大社群中。13亿多人以在
一定时空距离上看去像是“齐步走”的方式迈
向现代化,�这太神奇了。 一名纽约网友总认
为，纽约是人类中心、终极城市。自从他去年
见过北京和上海的现代化场景后说：“中国城
市简直是未来之城。”

“人生若只如初见，改革开放天天见。”只
要我们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旗帜不动摇，
永怀赤子之心，永葆奋斗精神，下一个40年，
中国改革开放必将谱写出中国梦的崭新篇
章！

（作者单位：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研究中心省委讲师团基地）

谭跃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改革开放是决
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也是决定实现
‘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关键一招。”这，是历史的深刻启示，是
实践的宝贵经验，是新时代的关键抉择。

唤起民族复兴历史觉醒的
现实拷问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中华民族
是创造了辉煌文明成就的民族， 中国人民是
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人民。 中国在公元
元年左右即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公
元500～1400年期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
经高于欧洲水平，在公元1500年左右中国就
跃居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但在1840年以后的百余年里，中华民族
却历经磨难。 曾经的经济大国增长曲线一路
下滑，过去的“天朝上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领土被西方列强割让、关税被外
国人控制、财富被侵略者掠夺，中国人民长期
忍受战乱频仍、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痛苦煎
熬。 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统治
者在西方世界崛起的环境下， 仍然陶醉于康
乾盛世的落日辉煌之中， 做着“天朝统驭万
国”“天朝抚有四海”“天朝物产丰富， 无所不
有”的黄粱美梦，而不思进取、裹足不前；在于
满清王朝仍然沿袭甚至强化明朝以来的闭关
锁国政策，严格出海之禁、限制出洋贸易、限
定广州一口通商，从而闭目塞听、错失发展良
机； 在于因循守旧的统治者把那些本来应当
被摧毁的“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
色的封建羁绊”、本来应当被革除的封建生产
关系、本来应当被放弃或改变的抑商重农、闭
关锁国政策奉为不能动摇的“祖制”、不能触
碰的“圭臬”、不能突破的“红线”。

历史启示我们， 实现民族复兴， 盲目自
大、不思进取不行，闭关锁国、拒绝开放不行，
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不行。

彰显民族复兴使命担当的
精彩答卷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我们党
一经成立， 就义无反顾担当起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不断探
索、开辟、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事
业，从“雄关漫道真如铁”、到“人间正道是沧
桑”、再到“长风破浪会有时”，威武雄壮奏出
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同频共振的历史交响
曲。

在90多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团结带领
中国人民前赴后继、 浴血奋战， 建立了新中
国， 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
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中华民族复兴有了国家
统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崭新平台；我们
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完

成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
变革， 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
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为当
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奠
定了根本制度基础、创造了必要物质条件、积
累了宝贵历史经验； 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在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果
断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推进改
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迎来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
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让科学社会主义
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让中华民族
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中国共产党人用革命、 建设和改革书写
的精彩答卷充分证明， 我们党只有毫不动摇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用好改革开
放的“关键一招”，才能真正迎来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谱写民族复兴时代新篇的
关键抉择

经过长期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时代。立足新的发展方位，谱写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崭新篇章， 要继续用好改革开放
关键招，走好改革开放进行时，以更广领域、
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新时代改革开放，为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注入更加强大的生机活力。

为此， 要着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积极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
斗争、 国家安全面临的复杂情况和外部环境
发生的复杂变化， 着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
党的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积
极谋长远、抓根本，完善制度安排，形成长效
机制， 让新时代的改革开放释放更多创新能
量，赢得更多发展红利；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的历史性变化， 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 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日益
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
面进步，让新时代的改革开放使人民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
续；要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弊端、解放和发展
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调整深层次利益格局、凝
聚广泛社会共识和发展合力， 进一步转变发
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强化创新引
领、形成发展新动能，进一步扩大开放、形成
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开放新格局，让
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寻求最大的公约数、 画出
最大的同心圆、 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
礴力量。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
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 只要
我们坚定不移用好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关键
一招”，我们就一定能以无愧时代的崭新业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单位：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研究中心省委讲师团基地）

唐瑾

“民者，万世之本也。” 信仰基于信任，
民心关系国运。以人民为信仰，才能成就兴
邦之基。2014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俄
罗斯电视台采访时说：“我的执政理念，概
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
的责任。” 在2018年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始终
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是共产党人历史经
验的科学总结， 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情感
的自然流露。

信仰人民，就是始终依靠人民

信仰人民，是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
创造力量。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内在品
格，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毛主席曾经
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
力。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
始终保持着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革命
时期是如此，改革开放时期，更是如此。正

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汇集了亿万人民
群众的实践和智慧，创造了人类社会的伟大
奇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是历史的
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
量。”紧紧依靠人民，在思想上，必须坚持人
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是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本质体
现；在实践中，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
神，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形成生
机勃勃的社会发展局面；在评价中，必须坚
持由人民群众来进行评判，以人民群众的满
意度作为衡量党的工作的评判标准，真正做
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信仰人民，就是始终面向人民

信仰人民，是要时刻着眼人民群众的
发展需求。中国共产党人应始终积极响应
时代的深切召唤，将人民的需求、共产党
人的个体价值与党和国家的集体价值融
合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之中，不断
积累 ，自我成长 ，摒弃抽象的党性，将个
体、社会和事物发展规律紧密结合，创造
性地推动事业不断成长，智慧性地实现人

民群众的发展需求。 当前， 我们正处
于全面转型的关键事情 ， 面临着世
情、国情、民情等的深刻变化，直面人
民问题， 解决人民的问题， 为广大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言，是我党的根
本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群
众“期盼有更好的教育 、更稳定的工
作 、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
障 、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 、更舒

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
神文化生活”，因此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
略、新的举措”。具体而言，时刻着眼人民，
一是要着眼民生， 落实到人民群众的具体
生活之中，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吃 、穿 、
住、行、医、学”等实际问题；二是要着眼社
会治理， 以机制体制的创新， 协调民生发
展； 三是要着眼社会先进文化和生态文明
建设，实现全社会的诗意栖居。

信仰人民，就是始终造福于民

信仰人民， 是要始终与人民群众共享幸
福成果。“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与人民同
行， 最终是要与人民共享。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 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
位，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
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使
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
保障、更可持续。让社会发展和改革的成果，
惠及人民群众， 是新时代人民党的目标的具
体体现，是人民利益的直接呈现，是对时代发
展脉搏的准确把握， 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发展的价值标尺。 一是要实现机制共
建， 为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创造机制
保障和一切有利条件；二是要实现机会共享，
追求程序正义，在透明、公正的共享机制下缩
小分配不均和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发展；三是
要理想共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旗帜，
凝聚一心， 始终为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不懈奋斗。

（作者系湖南外贸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改革开放推动中华民族
迎来伟大复兴的曙光

王泽应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刘建武教授主编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共产党人修养》
丛书，是基于对时代精神的深度把握、对党组
织所处方位和使命以及党员自身成长的深刻
洞悉而编撰的。该丛书集教育性、政治性与学
术性于一体，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阅读价值：

首先，是传承传统、立足当下与面向未来
的视域融合。丛书有着向历史扎根、向现实逼
近、向未来探求的历史性关照，所以本质上是
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与着眼未来的继往开来
之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历久弥
新，需要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其予以礼敬，
并想方设法将其传承下去， 结合现实生活予
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使其与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建设相适应， 成为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源头活水。 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
造除了吸收优秀传统文化外还必须坚持马克
思主义的指导， 吸收人类一切文明包括当代
西方文明的合理因素， 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
社会主义革命、 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
文化建设成果， 并以对中国未来前瞻性和战
略性的智慧予以集成性整合创新。 就伦理文
明成果建设而言，它应当是中华传统美德、中
国革命道德和社会主义建设道德及未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先进道德的有机结合。应该说，
丛书比较好地体现了这种视域融合， 有一种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精神
自觉和学者的使命浸润其间， 显示出一种历
史主义、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交融和合的伦
理智慧和学术理性， 这就同那些单纯意义上
的宣传类、教育类图书区别开来，也与那些板
着面孔陈说学术的经院哲学区别开来。

其次，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
的精神融合。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对中
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 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成果， 我们每一个中
国人都应当有充分的精神文化自信， 无论是

五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抑或
是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培育的中国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建设文化， 都有着无数可歌可泣
的辉煌篇章， 理应成为我们民族和当代国人
的精神底本、宝贵财富，足以令我们产生内在
的文化自信。但是，源远流长的文化如何在新
的时代继续传承， 辉煌卓越的革命文化精神
如何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 社会主义建设文
化如何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以及世界大
变革、社会大变化、文化大冲撞的情境下继续
结出硕果， 无疑又在催逼着我们的文化自觉
和文化自强。 应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修养》 丛书是较好地体现
了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三种意识
或精神的融合的学术宗旨和目的性追求的。
惟其如此， 才可以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提供
文化的精神食粮，强化精神的文化滋养，凸显
道德的品质养成。就此而论，丛书的意义自然
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类著作或教育类著
作所能比拟的了。

最后，是立乎其大、着眼于微和致力于远
的境界融合。 丛书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
要是从伦理文化入手的， 现实层面是当代中
国共产党人的修身立德， 宗旨性的价值目的
是提升中国共产党人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品
质，进而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锻铸中国共产党优秀的执政伦理和执政德
性，内含有做大做强、做优做特中国共产党的
精神禀赋、 道德情操和意义世界。 这是一种
“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价值
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圆融， 是一种“温故而知
新，敦厚以崇礼”的“大德敦化”与“小德川流”
的和合，更是一种“尊德性而道问学”的“正心
诚意”与“格物致知”的统一。应该说，《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修养》 丛书
是较为自觉而深刻地体现了这种学术致思和
写作价值的。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院
原院长、教授）

改革开放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信仰人民，成就兴邦之基

修身立德是当代共产党人
提高执政伦理的初心和使命

书林新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