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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理论的新贡献
衡彩霞
( 信阳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摘 要: 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当代实践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观, 从新的历史高度上, 回答了社会
主义社会为什么发展、发展什么和如何发展的问题。 将发展价值论由重物推向重人, 将发展目标论
由社会推进到人的全面发展、将发展方式论由线式与对立式思维推进到互进式和文明式, 将发展理
论提升到以人为核心的新境界。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理论的新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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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社会发展价值理念的新贡献
发展的价值问题, 是发展所要满足需求的问题
以及为什么要发展的问题。 这一问题内涵于不同的
发展观念中并支配着人们的行为。 早期支配人们行
为的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理念。 它以经济发
展为根本指向, 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看成发展的
根本, 以此作为衡量社会文明的惟一尺度; 用经济发
展代替其他发展, 甚至以牺牲其他发展达到经济的
发展。经济核心型的发展观, 是将经济增长视为发展
的价值所在。随着社会的发展, 以经济为核心的发展
观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 尤其是单纯追求经济增
长、加剧的人与自然资源的矛盾问题以及“有增长无
发展”
的社会问题, 使人们逐渐意识到经济增长只是
社会发展的指标之一, 而非全部。发展不应仅仅是经
济发展, 还应包括政治、环境、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只
有经济、政治、环境、文化等共同发展才表明社会发
展。发展观的重心由经济移向了社会, 形成了社会核
心型的发展观。社会核心型的发展观是, 将社会发展
确立为发展的最高价值。两种发展观的共同特点是,
遮敝了人的发展在发展中的价值, 其实践造成并激
化了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生存和发展之间的矛盾,
从而迫使人类反思自己的发展理念。于是, 对环境的
经济开发不超过自然所能承载的程度, 科学合理开
发自然资源, 持续利用, 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
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观, 即可持
续发展观应运而生。 可持续发展观是一种更具综合

性的新型发展观, 它将关注的重心由物趋向了人, 并
由当代人推及到后代人, 强调生态、经济、社会、人口
资源等各种因素协调发展, 体现了对人的关怀, 这是
一巨大的历史进步。 但可持续发展观侧重的是人生
存条件的持续性, 对人自身的发展及其社会价值则
不够明晰。
人的全面发展观的提出, 深化了社会可持续发
展观的人文意旨, 真正确立了人在发展中的最高地
位和价值。
1. 人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 人类的最根本特点
在于他是实践存在物。为了自己的生存, 人必然与它
物发生对象性关系, 并通过对象性活动及其结果满
足自己的各种需求。人的对象性活动及其产品、产品
的分配、交换和消费等构成社会的经济现象。人在活
动中必然与他人发生并结成一定的关系, 这种关系
体现着人们在活动中的地位和切身利益。 为了维护
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产生了处理社会关系的活动。在
阶级社会中, 关系对象性活动及其结果获得了一定
的形式——国家政权、政治法律设施、政治法律制度
及其相关联的方式, 构成了社会的政治。人们的精神
对象性活动及其结果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 这种生
产活动、生产产品、产品的享有等构成社会的文化现
象。 经济、政治、文化都是人类现象。 为了自身的延
续和发展, 人类必然不断推进社会经济、政治、文化
的全面生产和发展。 人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
2. 人是社会发展成果的享有者。 人是自然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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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也是社会存在物。 人通过实践活动将自己的本

20 世纪 60 年代初。 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

质、力量外化于对象之中, 其本质、力量又通过对象

论的奠基者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开拓者。他认为,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现代化工业仅占 10% 的落后的
农业国来说, 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走工业化的道
路, 才能使国家达到切实的发展。 所以, 毛泽东最初

物的内化而得到发展、提高和增强。人是自己的物质
活动及其发展成果的享有主体: 社会生产力水平的
提高, 物质财富的逐渐丰富, 都是为了改善人们吃穿
住行的条件, 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发展的物质需求, 提
高人的生活质量和身体素质。 人是自己社会政治活
动及其发展成果的享有主体: 社会宽松和谐的人际
关系、完善合理的法律制度、高水平的政治文明, 会
为人们的各种对象性活动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 并
最终转化为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不断提高和个性的
独立化。 人是自己的精神文化活动及其发展成果的
享有主体: 各类文化尤其是内容科学健康、形式丰富
多彩、品格上体现传统与现代结合、民族性与世界性
结合、高雅与通俗结合、精品化与大众化结合的文
化, 会为人们提供良好的文化氛围, 并转化为人的精
神力量, 推动人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各种能力尤其是
创新能力的不断发展。
以上两点表明, 人为了存在和发展自身, 必须进
行对象性活动, 创造成果, 发展成果; 而对象性活动
及其成果的创造与推进最终是为了人自身的存在和
发展。因此, 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不能成为
社会发展的终极意义所在, 也不能成为度量社会文
明和进步的根本标准。 社会是否进步、是否更为文
明, 要看这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是否促进了人
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
高价值, 一切发展都要紧紧围绕着人的全面发展而
进行。其他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比, 只具有手段价
值。失去了属人的和为人的任何发展, 都将变得毫无
意义。那种经济有增长而社会无进步的发展, 那种有
速度而无社会效益的发展, 那种以透支环境、破坏生
态为代价的发展, 那种牺牲人的发展以促使其他发
展的发展, 都是我们在今后的发展中要尽力避免的。
人的全面发展观置人于发展的最高位, 把发展理念
由社会价值核心型的理念推进到真正的人的价值核
心型理念。
二、对社会发展目标理论的新贡献
发展目标是一定发展理论、发展战略的宗旨和
意图的集中体现。共产党人的一切努力和奋斗, 都是
为了最广大人民的解放和发展。 但在不同的历史阶
段上, 发展目标的确定因受认识水平、历史条件、国
情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而显现出不同的特点。 纵观
我国建国后发展目标的发展历程, 有四个比较明显
的阶段。
1. 以工业化为目标的阶段。 大致为建国初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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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发展的理解是工业化加社会主义。 早在党的
七大报告中, 他就说过, 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
得之后, 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步骤, 在若
干年内逐步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 使中国由农业国
转变为工业国。这一设想, 在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
划中得到充分体现, 并在“一五”期间的实践中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 以“四个现代化”为目标的阶段。 20 世纪 60
年代初至 70 年代末, 特殊的历史环境使新中国工业
的发展异常艰难。由于工业家底太薄, 发展工业需要
农业提供积累和支撑, 农业和其他方面的发展因国
家对工业的全力投入和大规模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受
到影响。而没有农业和其他方面的发展, 国家工业发
展也难以为继。毛泽东从 1957 年后逐步意识到这个
问题, 提出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
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64 年 12 月,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 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
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 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
技术现代化) 的发展目标。用“四个现代化”
取代工业
化目标, 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
社会发展内涵的理解趋于丰富、全面。
3. 以“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为目标。 大致从十一
届三中全会召开起到本世纪初。“促进社会全面进
步”的发展目标体现了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的继承与发展, 又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性。 第一, 视
发展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反复强调指出,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
削、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二, 社会全
面进步, 就是“一个中心”
和“两个文明”
的共同发展。
经济是基础,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生产力相
对落后是制约其他方面发展的瓶颈, 必须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 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但中心不等于全
体, 经济只是物质文明中的一个部分, 物质文明的发
展离不开精神文明的支持。 在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前提下, 同时推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 第三, 采取“三步走”
战略, 逐段逐步实现发展目
标。邓小平的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目标、中心加
两个文明的发展模式、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表明中国
共产党人对社会发展的理解更加全面, 更加深刻, 更
加务实。
4. 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为目标。 这一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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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阐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确立发展目标视野的
大转换: 由“重物”
到“重人”
的转换。 第一, 认为人是
社会发展的目的。 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看成社会主
义的本质要求。
“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
项事业, 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 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
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
质的提高, 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
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需
求”[ 1 ]

(P42243)

。第二, 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全面

发展, 人的存在与发展不但要依赖自身, 还要依赖外
在的条件及其发展。 因此, 社会发展本身虽不是目
的, 但并不表明社会发展不重要; 相反, 没有社会的
全面进步, 没有社会提供一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
富, 人的全面发展就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幻想。要将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落到实处, 就必须做好基础工作, 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针, 全
面推进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第三,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过程性与阶段性的
统一。 将目标划分成阶段性的分目标是实现根本目
标的必然途径。 江泽民发展了邓小平的“三步走”
战
略, 在十五大提出的 2010 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
成立一百年社会发展目标的基础上, 将社会发展目
标进一步具体化、现实化, 提出本世纪头 20 年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是, 要将我们现在已经达
到的低水平的、发展不全面的、不平衡的小康社会推
进到发展全面的、使我国十几亿人口普遍受益的、高
水平的小康社会。在小康社会,“经济更加发展、民主
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
和谐”
。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必将使人获得进一步的全
面发展, 人民生活将更加富足殷实; 政治、经济、文化
权益得到切实的尊重和保障; 身心素质和能力得到
明显提高; 人和自然达到一定程度的和谐发展; 人的
个性得到一定的培育和发展等。因此, 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目标在实质上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阶段目
标。 将促进人全面发展的阶段性与过程性有机结合
起来, 形成一个逐级递进、逐步提高的历史过程。 江
泽民的中心加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模式、分段走的
发展战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的发展目
标观, 突出了社会发展的属人性质, 确立了人在社会
发展中的统领地位。
三、对社会发展路径理念的新贡献
发展路径观是关于达到发展目标的途径、道路、
方式的观念。 中国共产党在形成新的发展价值观和
发展目标观的同时, 又确立了新的发展路径观。
1. 互促式。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 对于社会主

义和人的发展关系问题, 传统思维是线性决定式。即
将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理解为单面的决定和
被决定的关系: 社会发展决定人的发展, 社会发展水
平和程度决定人的发展水平和程度; 社会发展达到
理想状态, 人的发展才会趋于完美的境界。我们一直
把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视为完全
是未来共产主义的事情就是典型的体现。这样, 人的
全面发展在它的社会条件还没有成熟之前, 永远是
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 互促式发展方式观是以
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 从辩证的视角看待社会发展
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同推进经
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 是互为前
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 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
会创造得越多, 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 而物质
[ 1 ] (P44)
文化条件越充分, 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
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并非线性的决定关系, 人与社
会的并生共存性决定了二者的互为条件性和运动的
同步性。 社会的发展需要人提供体力、智力和创新
力, 人的发展要依靠社会物质、制度、文化的支撑。只
有人发展了, 社会才能有所发展; 但也只有社会发展
了, 人们才能有现实发展。所以要推进社会的全面发
展, 必须同时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而要推进人的全面
发展又不能离开社会的全面发展。忽视任何一方, 都
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全面发展。 这就突破了对社会
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线性决定式理解, 确立了人与社
会发展的双赢模式观念。
2. 文明式发展。文明同野蛮、无知、愚昧相对立,
从内涵上讲, 是指人类活动的积极成果之和。“积
极”是对人而言的, 只有对人的存在和发展有利、有
益、有正面价值的那部分活动成果才构成文明。文明
是逐步发展、逐渐累积的, 人类的文明最初是从人与
自然的分野开始的。历史地考察社会的发展方式, 就
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 曾经历了前文明时期混沌如
一的发展, 农业文明时期的自然式发展, 大工业时期
的野蛮、掠夺式发展; 就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 经历
了人类初期的原始和谐式发展和阶级社会的对立式
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为走文明发展之路创造
了条件。但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特别
是改革开放的前 20 年, 注重物质文化建设, 忽视精
神文化建设; 注重经济体制改革, 忽视政治体制改
革; 注重经济效益, 忽视社会效益; 注重社会进步, 忽
视人的发展; 注重对自然的开发利用, 而对生态的平
衡和保护不力等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文明式发展路
径的核心是属人式发展, 发展的方式和结果要对人
的存在及其发展有积极意义。 和谐就是这一核心思
想的集中体现。 人是自然存在、社会存在、精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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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机统一体, 任一方面的失调都会造成人实际存
在的某种不完善、不健全。和谐发展是人性的根本要
求, 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所谓和谐是指事
物组成要素间的彼此适合、有机联系、相互协调。 适
合性、有机性、协调性是和谐的三大属性。 和谐发展

批判, 是对只注重发展、忽视发展手段的科学性, 只
注重发展效益、忽视效益属人性的扬弃, 突显了发展
路径的人文价值。
总之, 以人为发展的最高价值, 以“人的全面发
展”
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标, 以互促和文明方式

包括人自身的和谐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人与
其存在的外部条件的和谐发展。 人自身的和谐发展
是人自身各种素质即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思想
道德素质、劳动技能、个性之间的相互适合、彼此协
调、互促互动。 社会的和谐发展是社会的构成要素,

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当代路径, 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
我国为什么发展, 发展什么和如何发展的问题, 确立
起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社会发展理念。 这是中
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的理论创新, 标志着中国共产
党人的社会发展理论达到了一个新境界。

即社会的物质文化、政治文化、精神文化间要相互配
套、洽切互融、彼此协调、互促互动。人与其存在的外
部条件之间的和谐发展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
与文化、人与他人之间的适合、洽切与协调。 这种以
人为核心的人与世界和谐、一体化的文明式发展路
径观, 是对野蛮、掠夺式、对立式路径观及其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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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 tem porary con tr ibution of The Comm un ist Party of Ch ina to the
developm en t theory of soc iety
H EN G Ca i2x ia
(D ep a rtm en t of Po litics and L aw , X inyang N o rm a l U n iversity, X inyang 464000, Ch ina )
Abstract: T he Comm un ist Pa rty of Ch ina po se a concep t of a ll2round developm en t of m an, ba sed on con tem po ra ry p ractices.
It ha s in a new h isto rica l h igh t an sw ered the p rob lem tha t w hy to develop and w ha t to develop and how to develop fo r the so 2
cia list society. T he developm en t va lue ideo logy advance from m a teria l2em p ha sized to m an 2am p ha sized. T he developm en t goa l
ideo logy advance from society to p eop le’s developm en t in an a ll2round w ays. T he developm en t m ode ideo logy advance from
the cu rve m ode and oppo sites m ode to the conco rdan t m u tua l p rom o tion m ode and civiliza tion m ode. T he developm en t theo ry
ra ise up to a new view tha t p erson is the key. It is a new con tribu tion to the developm en t theo ry of pociety by the Comm un ist
Pa rty of Ch ina.
Key words: T he comm un ist Pa rty of Ch ina; developm en t of society; a ll2round developm en t of m an ; theo ry innova 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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