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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中国模式热”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现象,而是一个全球思想现

象.“中国模式”作为一种独特的现代化模式,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因此具有

丰富而深刻的人类思想史意义.

　　关键词　中国模式热　中国模式　现代化　思想史

　　乔舒亚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以后,“中国模式”开始受到中外关注.中

国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是２００８年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

危机中中国的经济表现,促成“中国模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热门研究课题.
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热”? 如何把握“中国模式”的本体内涵? 如何把握“中国

模式”的思想史意义? 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中国模式”何以成为国际思想热点?

　　当代“中国模式热”不仅是一个学术现象,而且是在人类历史发展重大转

折时期一个思想现象.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俄国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１８７４~
１９４８)说过:“世界历史上特定时刻里特别剧烈的历史灾难和骤变,总会引起历

史哲学领域的普遍思考,人们试图了解某一历史过程的意义,构筑这种或那种

历史哲学”.① 当今时代,伴随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影响,人类历史发展处于

剧烈的“骤变”时期,人们需要对历史进行反思,对人类发展前途进行辨析,“中
国模式”提供了这种反思和辨析的基点.

　　作为一种思想现象,“中国模式热”的出现具有深刻的背景.“中国模式”
定型与兴盛的３０年正好也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盛行的３０年.在这３０
年间,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经历了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发达国家的非国有

化浪潮、１９８９年柏林墙倒塌、前苏联解体等一路凯歌行进的历程后,终于引发

了金融危机等资本主义的体系性问题,不仅证明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自身

的缺陷,而且难以解释“中国崛起”及其引发的诸多现象,具体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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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１难以解释“中国奇迹”.１９７８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占世界的１％,
比１９５５年还下降了３７个百分点①,２００９年,中国人均 GDP达到３７００美元,
按照世界银行标准,突破了下中等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之间的分界线.
中国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获得这种发展的,而强调全盘私有化、极
端民主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难以解释中国的这种发展“奇迹”.

　　２难以解释“中国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中
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的位次,从１９４９年的第３３位上升到２００９年的第３位,

２０１０年有望上升到第二位.２００９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第一外汇

储备大国.中国的崛起是在国家主导和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的,
这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

　　３难以解释“中国道路”.伴随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生与深化,资本主义国

家都深陷危机,资本主义光环开始暗淡.２００９年底,加拿大民调机构“全球扫

描”和美国马里兰大学在全球进行一项大型调查.８９％的受访者对资本主义

表示不满,平均２３％的受访者认为资本主义有致命缺陷,５１％的受访者认为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问题.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获得的发展不仅使

自己成功应对危机,而且成为推动全球经济走出危机的力量,这也是认为人类

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终结论”难以解释的.

　　４难以解释“中国经验”.２０世纪最后２０年,拉美经济危机宣告“拉美模

式”失效、东亚金融危机宣告“东亚模式”失效、俄罗斯经济实力衰减宣告“休克

疗法”的失效,这些模式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主张的产物.另一方面,中国采

取与新自由主义主张完全不同的改革目标模式和渐进改革推进方略,形成了

独特的转轨道路,这一系列经验也是新自由主义转轨理论难以解释的.

　　５难以解释“中国崛起”.１９世纪末期到２０世纪初期,西方列强通过掠

夺别国领土、输出资本和不平等国际贸易,逐渐形成“中心—边缘”的世界体

系.２１世纪初期,在中国引领下,开始出现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格局,越
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进入世界体系中心.２０００年发展中国家 GDP占全球的

１８８％,２００８年升到２８７％,世界银行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２００５年发

展中国家 GDP占全球的４０％.② 预计到２０３０年,这一比重将达到５７％.③

特别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组成的“金砖四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对世

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５０％,其中,中国的贡献最大.所有这些预示

着一种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这种新的世界体系格局是西方国家长期坚持

的“霸权和平论”、“多极混乱论”所难以解释的.

　　因此,当前阶段,人类历史面临“骤变”,给人类提出了一系列时代性的问

①
②
③

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７
钟声“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体系”[N]人民日报,２００９－１１－２５,(１)
张乐“南非总统演讲驳斥‘中国新殖民主义论’”[N]新京报,２０１０－８－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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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这些问题包括,私有化是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选择,公有制能否成为

现代国家发展的所有制基础? 自由市场经济是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模

式,政府主导下能否形成现代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是否是唯一可供选择的未

来社会制度,社会主义能否成为现代国家发展道路? 长期以来沿袭发达国家

道路的现代化模式为什么纷纷失效,是否出现了新的现代化模式? 长期存在

的“中心—外围”世界体系为什么开始解体,新的世界体系模式和全球治理模

式是什么?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人类历史新的“骤变”时期面临的重大问题,这
些问题又是传统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全球治理理论难以解释的.人们需要

了解“中国模式”对于解决这些理论与实践问题可能具有的意义.这是“中国

模式热”的国际背景与世界历史背景.

二、定位与内涵:“中国模式”的本体分析

　　正是由于“中国模式热”的出现具有深厚的时代背景,加强对“中国模式”
的本体分析,科学辨明“中国模式”的定位与内涵,从学理上立稳“中国模式”的
根基,就是当前理论上的重要任务.

(一)“中国模式”的定位:现代化模式

　　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模式”的定位大体有下述几种观点:一是改革模式,
即认为“中国模式”是改革开放３０年的道路与经验的总结,与前苏联和东欧国

家的“休克疗法”相对应.二是经济发展模式,即认为“中国模式”是国家主导

的市场经济模式,与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等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市场经济模

式相对应.三是社会整合模式,是与拉美的社会割裂相对应的社会整合模式.
四是赶超模式,是落后民族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赶超先进民族,进而创造出

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模式.五是现代性模式,即与现下的殖民现代性

为内核的欧美中心现代性相抗衡以致成为一种替代方案.

　　上述观点都不同程度地解释了“中国模式”的定位,但是视角都缺乏应有

的历史厚度和广度.如果按照上述定位观点,“中国模式”的时间只有３０年,
缺乏历史时间和历史厚度,同时,按照上述定位,“中国模式”只是改革模式、发
展模式,缺乏历史空间和历史厚度.应该将“中国模式”放在现代化这一人类

近代以来的历史主题中定位,“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

家探索现代化的一系列战略选择和一整套战略安排及其演进过程的总和.从

这个角度定位“中国模式”,其时限包括现代中国９０年的历史,其空间涵盖现

代化各个层面的探索过程,因此具有宏阔的历史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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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间维度:“中国模式”的演变与发展

　　作为一种现代化模式,“中国模式”是由中国现代化进程各个阶段的具体

模式构成的.概要地说,“中国模式”的历史内涵包括三个阶段性模式,即

１９１９~１９４９年３０年间形成的中国特色革命模式,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模式,这
一模式完成了建国任务,为现代化启动奠定政治基础;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年３０年间

的中国特色建设模式,即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模式,这一模式完成立国任务,为
现代化奠定经济基础和制度基础;１９７９~２０１０年３０年间的中国特色改革模

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完成大国建设任务,为中国现代化的

实现奠定国力基础和体制机制基础.未来３０~４０年,中国还要开创中国特色

民族复兴模式,以建设现代强国,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前三个阶

段层层递进,累积成现有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特色来源于中国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推进道路和具体路径.
具体来说:

　　一是特殊的指导思想,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点使“中国模式”不同于

经典模式和前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先是唤醒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然后与中

国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相结合,唤醒中国民众,然后,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进程,先后形成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的政治发

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在这些方面形成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

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形成不同于前苏联模式的现代化模式.

　　二是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推进道路,这一点使“中国模式”不同于西方模式、
拉美模式、东亚模式以及其他西方主张的模式.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

中,始终存在一种抽取后发国家发展能量、扭曲后发国家发展方向、裹胁后发

国家发展进程的体系性力量,后发国家如果不能保持独立自主,很容易丧失自

主性,失去独立自主的发展能力.２０世纪以来,真正能够走上独立发展道路

的国家为数甚少.而整个２０世纪,中国都在争取独立自主的发展.２０世纪

以来,对于中国而言,先后形成三次体系性裹胁力量形成的历史“漩涡”,一是

２０世纪上半叶以资本主义体系为核心的漩涡运动.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

命道路,摆脱成为殖民地的命运,摆脱了第一个体系漩涡.二是新中国成立后

以前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体系为核心的漩涡运动.中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传统计划经济调整,摆脱成为前苏联附庸的命运,摆脱第二个漩涡.三是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伴随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出现经济全盘私有化、政治极

端民主化的转轨浪潮,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渐进式改革道路,摆
脱了成为美国主导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附庸的命运,创立了中国特色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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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模式.①

　　三是学习型的推进道路,这一点将“中国模式”与其他转轨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区别开来.对于现代化的知识积累和运用,一些后发国家采取“先学后

用”,全盘借鉴西方模式或西方推荐模式的方法.这些“知识”与“模式”在实践

中出现与本国国情“水土不服”的问题,最终由于由此引起的摩擦导致国家现

代化进程受阻.中国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始终坚持现代化西方

知识与本土知识的结合,强调结合中国国情,强调“在干中学”.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通过学习动员工农群众的经验和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探索形成中国

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后前３０年,通过借鉴前苏联教训,
探索形成中国特色计划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以来,学习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包
括向历史学习,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向实践学习,通过试点、总结、推广的路径,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推进方式;向地方和群众学习,注重发挥地

方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了深圳模式、江浙模式、温州模式等地方模式

的形成.向西方学习,实现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全球接轨.向危机学习,例如

通过应对非典,提出了统筹社会经济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原则,通过应对各类上

访问题,提出了统筹城乡的原则,通过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提
出了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原则.“中国模式”就是在这种学习型革命、
学习型建设、学习型改革过程中形成的.

(三)中国模式的空间维度:内涵与特点

　　从现代化角度,从中国谋求现代化的历史角度,与不同类型的国家做比

较,可以揭示中国模式的内涵与特点.

　　第一,与先发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比较,“中国模式”具有两个基本内涵和特

点.一是内生崛起,即依靠自身力量而不是剥削和掠夺他国实现的崛起.先

发国家的现代化是依靠直接掠夺殖民地和通过不平等国际经济体系剥削他国

实现的,中国作为一个曾经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国家,没有剥削他国,也不谋求

剥削他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推进现代化.二是和平崛起,即中国的现代化不

伴生对外威胁.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既有欺凌

弱小国家的侵略战争,又有相互之间瓜分殖民地的战争,特别是发动两次世界

大战.

　　第二,与西方主流观点主张的“现代化”模式比,“中国模式”具有三个内涵

与特点.一是相对于西方主流主张的自由市场而言,“中国模式”强调责任政

府,即在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强调政府在宏观调

控中的主导作用.二是相对于西方主流观点主张的激进改革而言,“中国模

① 赵凌云“三个历史漩涡与三次历史超越”[J]江汉论坛,２０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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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式”强调渐进改革,即不接受西方推介的激进改革模式,而是依据国情以及国

内承受能力,在渐进式改革中积累改革知识和经验,有序推进改革进程.三是

相对于西方主流观点主张的全盘私有化而言,“中国模式”强调混合经济,即强

调构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

　　第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比,“中国模式”具有三个内涵与特

点.一是相对于一些国家政府弱化而言,强调强政府,即强调政府要有强烈的

责任意识、发展意识,政府要有强大的战略谋划、组织动员和执行指挥能力,以
确保现代化进程的资源合理配置和有序推进.二是相对于一些国家的依附性

发展而言,“中国模式”强调独立性发展,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都强调独立自

主、自力更生,摆脱对世界体系、他国和国际经济体系的依附与依赖,特别是注

重保障国家主权.三是相对于一些国家的被动全球化而言,“中国模式”强调

积极全球化,即通过主动的、自主的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国际经济体系.

三、“中国模式”的人类思想史意义

　　“中国模式”能否像别尔嘉耶夫论断的那样,帮助人们在当前这样一个“骤
变”时期寻找到新的“历史哲学”? 我们认为,至少,“中国模式”提供了一种新

的思想方法,开启一种新的世界体系格局,可能有助于推动人类社会探索新的

历史哲学和世界格局的进程.

(一)突破西方主流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现代化思想方法

　　在经济现代化理论方面,“中国模式”突破了新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形成

新的现代化理论的诸多要素.例如,在经济理论的方面,突破了只有私有化才

能实现经济发展的主张,形成了“混合经济”这一新的理论;突破了单纯“看不

见的手”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理论前提,形成了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结合

的理论主张;突破了将市场经济作为目标价值的理论预设,形成了将市场经济

当作发展手段的理论诉求.

　　在政治现代化理论方面,“中国模式”认可民主是现代化的必要内涵,但
是,现代民主的方式模式不只有直接民主一种,还有间接民主方式,实现现代

民主的道路也不只有多党制、普遍直选,还有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

主、政府与民众之间基于问题的调适与磨合等.

　　在社会现代化理论方面,“中国模式”试图突破现代化必然导致阶层分化、
社会冲突的理论预设,强调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和谐,并开始致力于探索社会

建设理论和实践.

　　在生态现代化方面,“中国模式”试图突破“先污染后治理”的理论预设,强
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开始推进生态文明和生态现代化理论建设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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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论“中国模式”的人类思想史意义 ６７　　　

　　在人的现代化方面,“中国模式”突破抽象的人文主义、个性自由理论主

张,强调用主流价值体系武装国民,包括用马克思主义唤醒国民,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为主体的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国民意志,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推进国民精神发展.

(二)突破“西方中心论”,彰显复线历史模式

　　“西方中心论”是西方主流历史观.这种观点认为,西方是现代化的起源

之地,现代化是从西方开始向世界传播的,非西方国家要沿着西方开辟的道路

实现现代化,因此,人类近代和现代的历史是以西方为中心的,非西方国家的

历史没有世界历史意义.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正是这样评判中国的近现代

史.他们认为中国只能沿袭自己或别人的历史,不能开创自己的历史,如果有

历史也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模式”表明,近现代的中国没有重复欧洲的历史,而是开创了自身的

现代化道路,因此开创了自己的历史.“中国模式”不仅确立了中华民族复兴

的道路,而且将逐步引领中国走上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其中的世界历史意义

在于,占世界近１/４的人口进入现代化社会,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现代化格局,
提升了世界现代化水平.这是中国和“中国模式”对世界现代化的巨大贡献.
“中国模式”还表明,非西方国家可以站在西方的肩膀上,通过学习、借鉴和探

索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开创自己的历史.因此,人类历史不是“西方

中心”主导的单线历史,而是多元的复线历史.

(三)突破“历史终结论”:凸显历史转折论

　　２０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低谷时期,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

程迅速推进,迫使人们面对一个整体的“世界历史”,面对一些有关人类整体历

史命运的终极问题.到２０世纪末期,“世纪末情结”进一步驱使思想家特别是

历史学家集中思考人类的终极历史命运与历史走向.弗兰西斯福山提出

“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和政治上的民主与

宪政,①即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将归于并终结于西方现有的模式.一切非欧

洲的、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和文明,都将最终归顺这一模式.

　　“中国模式”表明,人类历史没有像福山所说的那样终结于西方式的自由

与民主体制,也不会终结于这一体制.中国正在探索和形成一种有中国特色

的实现人民自由和民主的政治体制和实现经济自由的市场经济.“中国模式”
还因此可能预示人类新的发展方向,因此,人类历史没有终结,相反,伴随“中
国模式”蕴含的世界格局变化趋势的凸显,历史可能进入转折时期.一方面,

① 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中译本)[M]上海: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３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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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未来世界体系的格局将伴随“中国崛起”出现新的新变化.发展中国家将加快

实现整体性崛起,世界体系将日趋呈现多元均衡格局.另一方面,未来世界的

制度形态也将呈现多元化新格局.首先,“中国模式”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

生命力和活力,社会主义将获得新的势能,世界社会制度版图将出现新的变

化.其次,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人类市场经济增添新的品种,丰富市场

经济的版图.第三,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道路将造就人类历史上新的民主模

式,丰富人类的民主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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