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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21世纪的，必是世界的“中国问题”
———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

总第68期

� � � �专家简介：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
究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 美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UC Berkeley）
政治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政治与世界
政治。

著作有《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当代中华体制 》《法治与民主迷信 》
《农民与市场》《信仰人民》《士者弘毅》
等。

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
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的探索实践， 我国开辟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那么，我们要如何理解排在第一位的道
路自信的深刻内涵？ 如何坚持道路自信走好自
己的路？“七一”前夕，湖南日报记者采访了北京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
研究中心主任潘维。

社会至上，社会平等团结至上，
就是社会主义

湖南日报：潘教授好！我注意到，在您的最
新著作《士者弘毅》中，您说：过好社会主义理论
关， 对中国共产党， 对我党领导的各种社会组
织， 对人类文明的进步， 一直是一个重大的课
题。请问这是为什么？

潘维： 是的， 社会主义不是虚无空洞的名
词。大道至简！我认为，社会至上，社会平等团结
至上，这就是社会主义。而个人至上，资本利润
至上，就是资本主义。与以来世的平等许诺来缓
解现世的苦痛不同，以马克思主义为“圣经”的
共产党人从来就是在现世对不平等宣战， 带领
人民最终走向没有私有制的“理想国”。这个实
现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必须过好这
个理论关。

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就是说建设一个
繁荣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为人类世界的共产
主义远大前途作贡献。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党的
阶段性主要任务会导致一部分革命和建设事业
的参加者未必认同这个 “初心 ”、记住这个 “初
心”，或者说他们的“初心”会发生“异化”。比如，
土改后党内滋生的“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
热炕头”思想；比如，当前存在的一些大学生为
加入公务员队伍、为“仕途”而入党；比如，主观
上认同资本利润至上而非社会利益至上等等。
这些都是没有过好社会主义理论关的表现，从
而导致行动上与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人的初
心使命大相径庭。

社会主义是先进的思想， 是人类社会进步
的方向。但社会主义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前进
的道路曲折、艰难。我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内容的
认识也随时代而变化。在第一产业时代，中国有
自己的古典社会主义思想，比如“大同”思想和
“小康”实践 。在第二产业时代产生了 “苏联模
式 ”，第一次把马克思的 “消灭私有制 ”思想落
地，却也因为同时降低了社会活力而弊端丛生。
在第三产业时代，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作用减少，
劳动者普遍的教育和健康程度成为竞争力的主
要来源，劳动者再生产的社会化，即均等化成为
社会主义者的根本诉求。而且，社会主义必须与
本国的具体条件相配合，已经成为重要的原则。
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的理想是建设强大、繁荣
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人不
能动摇。

湖南日报： 是否可以说， 道路的选
择， 根本取决于“依靠谁”“为了谁”。而
“为了谁”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利益和利
润分配给谁。 因此， 不同道路的“分水
岭”，就是利益与利润的分配方式？换言
之，资本和资本利润至上是资本主义，社
会和社会利益至上是社会主义吗？

潘维：道路的选择，根本取决于“依
靠谁”“为了谁”。而“为了谁”最直接的表
现， 就是利益和利润分配给谁。 大体如
此。资本主义要求个人自由，要求强者的
特权， 要求承认自私和贫富差距为永恒
的必然。而社会主义要求群体的自由，要
求以平等求取社会的团结， 致力于消灭
弱肉强食、贫富泾渭分明的社会结构。两
者质的区别， 凸显出了社会主义的先进
性和真理性。

当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不能只是空洞的口号， 而要落实到我国
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去。 新中国成立
以来，我们自力更生打基础 ；改革开放
以来 ，我们靠市场创造财富 ，但创造得
还不够。我国人均GDP仅仅1万美元，与
美国的6万美元和西欧、日本的4万美元
还差得远，所以需要深入挖掘市场机制
创造财富的潜力 。尤其是 ，尽管我国人
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但令人糟心的
现象和事情还有不少 。比如育小 、养老
的压力在快速扩大 ，教育 、医疗 、住房
发展不均衡，一些党员为人民服务的能
动性消退，一部分官员在腐败的路上越
走越远。一些官员们对创造自己财富的
“大事” 有极大兴趣， 对结交富人有极
大兴趣，却视百姓的所思所盼切身利益
为 “小事 ”而不屑一顾。这些问题是沿
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必然会遇到的艰难

险阻，迫切需要也一定能够解决。所以，
党的十九大非常客观地提出， 我国的发
展需要解决两大基本矛盾， 即发展不平
衡和发展不充分。

无论解决哪个问题， 依靠人民群众
都应当是基本思路。 动员人民， 组织人
民， 以人民为中心， 让人民自己解放自
己，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
思路， 也应当是党领导中国建设的根本
思路。 把群众路线提升到我党政治路线
的高度是非常必要的。由于“文革”的动
荡，我党对“群众运动”的教训非常警惕。
但群众路线不是群众运动。 不坚持群众
路线， 我们党会滋生越来越多的官僚主
义、形式主义，会有越来越多的干部“说
一套、做一套”，成为“两面人”，遑论以身
作则！必须拒绝特权，保持艰苦奋斗的优
良传统。

湖南日报：“把群众组织成人民”当
然要由中国共产党来实现。那么，中国共
产党何以能领导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 其先进性是否深深扎根于
我们中华优秀传统中？

潘维：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
命线。党把根深深扎在群众的土壤里，抓
住水土， 才能获得营养， 才有生长的基
础。若党的根不往下扎，抓不住水和土，
土壤也会碎片化，散沙化。一盘散沙的中
国社会没力量、没前途。同时，在一盘散
沙中，中国共产党也立不住，得不到营养
就会干枯，就盛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失去民心。中国过去总把官员说成“舟”、
把老百姓说成“水”，“水能载舟，亦能覆
舟”是有道理的。但我认为党和人民不仅
是舟和水的关系，还是骨与肉的关系。没
有肉 ，骨是骷髅 ；没有骨 ，肉会糜烂 。所
以，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也是我
国社会健康的根本。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 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而是有深厚中国古典思想资源的。这
种古典思想资源可以概括为“以小为大，
以下为上 ”，也就是 “小事 ”比 “大事 ”重
要，“基层”比“科层”重要。办大事的前提

是办好小事， 办大事的最终目的是人民
的美好生活。 科层体系推出的各种国计
民生大政，如果要正确，就不能脱离对基
层社会迫切需求的敏感。这种古典道理，
体现在《周易》阳上阴下为“否”和阴上阳
下为“泰”的两个著名卦象和卦辞中，体
现在《尚书》乃至构成 “诸子百家 ”核心
的“民本”思想，体现在儒家的“大同”理
想和家国同构，体现为道家的“天之道”
与 “人之道 ”的区分和 “上善若水 ”的著
名主张 。 这些古典的政治道理是相通
的，也是中华文明生存和长治久安的基
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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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 图/张杨

2� � � �道路的选择，根本取决于“依靠谁”“为了谁”。不同道路的“分水岭”，
就是利益与利润主要分配给谁

湖南日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四个
自信”，其中“道路自信”是排在第一位
的。那么请问，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它最显著的特征在哪里？

潘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
会主义。 社会主义运动在当今世界是有
共性的，这就是：要求劳动者再生产的社
会化。什么是“劳动者再生产的社会化”？
就是育小、 养老不再由个体家庭单独承
担，而由全社会分担。政府推动和保障教
育、医疗服务的均等化，去市场化。只有
社会去市场化，经济市场化才可持续。反
之，只有经济市场化了，社会去市场化才
有基础。如果经济和社会都市场化了，社

会就会因贫富差距迅速扩大而濒临崩
溃。所以，劳动者再生产的社会化，即均
等化、去市场化，不仅是全世界社会主义
者的要求，而且是世界文明进步的要求。
社会利益高于资本利润的利益，社会才
能不分裂 ，人民才能团结起来 。而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是群众运动，而且
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运
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就体现在
党的领导这个突出特征里。党的领导为
什么这样重要？因为党在顶层协调创造
财富的市场机制与财富分配上的社会
主义。

自古以来，统一的执政集团对我国

的 “一统 ”非常关键 ，而 “大一统 ”来自
执政集团的 “有容乃大”， 拒绝极端思
想 ，拒绝走极端路线 。在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之际 ， 在面临强大的外部压力之
际 ， 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本
质 、特点和优势 ，对于我国人民的大团
结十分重要 。为了这个大团结 ，共产党
的干部们需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需
要在帮助资本获取利润的同时不可偏废
“为人民服务”，不可偏废医疗、教育的均
等化、去市场化，不可偏废认真为群众办
“小事”，惩恶以扬善，坚决维护基层的社
会秩序公正， 坚决维护公有和共有财产
的使用秩序。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在党的领导这个突出特征里

湖南日报： 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
社会主义， 从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先如
火如荼后又经历苏东剧变， 社会主义运
动起起伏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一直高扬在世界的东方。请问，从“中
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之中是否可以寻找
到神秘的“东方密码”？

潘维 ：各国具体条件不同 ，我不愿
肆意评论别国制度 ， 制度都是有原因
的 。我更希望 “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
但不顾本国具体条件，盲目崇拜别国制

度，是浅薄的。不顾别国具体条件，自以
为自己的制度优越和“普适”，甚至以武
力强逼别国接受本国制度，是傲慢乃至
无耻。

中国的制度颇有特色。 在自然和社
会差异极大的条件下，在缺乏宗教支撑
的条件下 ，长期维持了 “大一统 ”，使这
个古老文明生生不息， 没有四分五裂，
没有被外来文明击溃，迄今还是兴旺发
达的文明大国 。 从两千多年前形成的
“儒党 ”———政治上和思想上统一的执

政集团， 到而今的中国共产党， 是这个
“大一统 ”的根本原因 ，或者说 “东方密
码”。当然，所有优点都伴随成本代价。但
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以至今日， 说明收益
始终高于成本。 我个人把这种中华体制
称为“社稷民本”，以区别于美国的“自由
民主”和欧洲的“社会民主”。这个“社稷
民本”制度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超越了
朝代兴衰，也超越了三大产业形态。而西
制才实行了两百年不到， 其可持续性恐
怕还要由历史检验。

� � � �有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统一的执政集团，
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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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203次提到“人民”一词。您
认为，这是大转折的信号，标志我国的发
展进入了“新时代”。您提出“把群众组织
成人民”，为什么这样表述？总书记“共享
发展”理念，是促进由解决“患寡”问题向
解决“患不均”问题转变的信号吗？

潘维： 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历朝历代
统治集团的地方， 在于不仅顺应时代潮
流支持提升民权， 而且把民权放到了至
高无上的地位。毛泽东同志认为，共产党

不是救世主，共产党是“愚公”。为了人民
的幸福，愚公以身作则，带领子弟们挖山
不止，感动了“上帝”———广大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组织起来，齐心协力挖山，就能
迅速推翻压在自己身上的 “三座大山”，
翻身得解放。没有愚公，就没有被感动了
的“上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被号召和
组织起来的人民， 没有蕴藏在人民中的
雄伟力量。1900年有4.5亿中国人的 “大
清帝国”被2万洋兵打败，赔了这支“八国
联军”4.5亿两白银。 说明无组织的群众

仅是一盘散沙。半个世纪后，共产党依靠
“上帝”———组织起来的人民， 在朝鲜打
败了美国率领的“联合国军”。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享发展， 归根
到底是要解决“不均”之患，实现公平正
义。要实现共享发展，共产党必须依靠把
群众组织成人民。 毛泽东同志有个科学
判断就说明了这个道理。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 我们应当相信党，
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 如果怀疑这两条
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5 共产党是“愚公”，人民是“上帝”。共产党必须把群众组织成人民

6 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也是我国社会健康的根本

湖南日报： 总书记十九大报告描绘了我国
到本世纪中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
蓝图。如何理解这个现代化及其国际影响？

潘维：我可以肯定地说，21世纪国际关系的
最大“问题”是中国崛起。中国崛起的意义现在已
经能看到些端倪。第一，中国人口庞大到14亿，比
所有发达国家人口之和的大约10亿还庞大得
多。第二，中国崛起的道路很独特，不靠武力征
服，也很难被武力挫败，因为中国有个坚强的、
实事求是的、 不信教条主义的政治核心———中
国共产党。第三，中华文明很独特，包容性特别
强，是个学习型文明，精神上不靠宗教加持，不
是传教文明，没有当人类领袖的欲望，却有能力
独立自主。中国独立自主的能力很可能终结美
国对全世界的支配权 。当然 ，中国崛起不是我
们自己的问题 ，是那些害怕中国崛起者的 “问
题 ”。比如如何遏制中国在经济 、军事 、社会 、
政治 、文化上的影响力 ，保持世界霸主地位 ，
恐怕就是美国某些人的世纪问题 ， 将贯穿整
个21世纪。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但外部进攻反过
来也会导致堡垒增强 。中华民族不屈不挠 ，没
这血性就活不到今天 ，也没有明天。两个一百
年的“中国梦”需要不断进行“伟大斗争”。新中
国从来就没走过平坦的路，一路上到处是荆棘、
陷阱。或者说，前面根本就没有现成的路，要我
们一代代中国人接力， 用血汗和智慧不断开拓
道路。

7� � � �党在人民“前面”“身边”“后面”
站好位，一定会带来上下同心同德、
群众团结如一、中华举世无匹的局面

湖南日报：您曾经对党和人民的“站位”有
过精辟的论述，能和读者分享吗？

潘维：孟子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
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也。”因此，在一次演讲中我寄望中华民族的先
锋队：站在民众的前面，办大事，引领全民迈向
光明的未来；站在民众的身边，办小事，维护公
平正义，排解群众忧难；站在群众后面，时刻检
讨大事与小事的平衡，时刻警惕失去人民信任，
时刻警惕失去民心。

我相信，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领导下，我党一定会坚持这样一个“站位”，一定
会带来上下同心同德、群众团结如一、中华举世
无匹的局面。

8� � � �21世纪国际关系的最大“问题”
是中国崛起。新中国从来就没走过
平坦的路， 要一代代中国人接力，
用血汗和智慧不断开拓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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