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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梦的实质———追求中国全面实现现

代化且成为现代世界强国

2012 年 11 月 29 日，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提

出了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

现代化发展目标视野下，中国梦实际上是一幅 21

世纪中叶中国的现代化蓝图，“国家富强、民族振

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就是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现代社会描述，中国梦

就是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实现，是中国在小康

社会基本实现的基础上下一步的奋斗目标。2013

年 3 月 17 日，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1]，

“使具有 5000 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

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

蓬勃生机”[2](P4)。因此，习近平语中的中国梦是与中

国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的，是与中国现代化的

全面实现完全统一的。中国梦的内涵昭示，它要把

中国由经济大国建设成为经济强国、文化强国、科
技强国；它要把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化为

人民生活的富足，它要让中国克服目前现代发展

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实现社会公正、
和谐，它要使人民满意、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它

要 实 现 自 鸦 片 战 争 以 来 中 国 人 一 直 追 求 的 梦

想———让中国以世界强国的面貌重新屹立于世界

舞台中央，成为现代世界强国。中国梦的全面现代

化追求和现代世界强国追求既是对三十多年来中

共历届领导集体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承继，又是对

以往发展目标的深化与拓展，它要引领中国实现

以人为本、全民共享、社会公正和谐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还要使中国成为现代世界强国和

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因此，中国梦既是在小康社会

基本实现的经济大国基础上中国下一步的奋斗目

标，又是对中国特色现代化内涵的全面而深入阐

释，还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目标的飞跃和升华。
二、中国梦———中国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承继

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一直追求

的执政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历届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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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集体不断探索，并在每个时期制定了具体的奋

斗目标。
以 毛 泽 东 为 核 心 的 第 一 代 领 导 集 体 时 期

（1949—1978），面临两次世界现代化浪潮发展机

遇的丧失与中国的落后，中国共产党模仿苏联，把

“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作为了奋斗目标，并为此

进行了不懈努力和探索，虽然奠定了我国现代经济

发展的基础，但由于后期的严重失误和挫折，中国

仍大大落后于世界的发展：1978 年，中国人均产值

381 元，中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 57.5%、农村

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 67.7%①，中国属于绝对贫困

水准。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

二代领导集体在深入分析和研究国际国内形势的

基础上，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经济、
文化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目标，并提出了务实的、可
操作性强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

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

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

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3](P14—15)。其实

现目标的具体路径是：解决贫困、实现温饱→走向

小康→进一步富裕、实现现代化。三步走战略以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中心，以国民生产总值为衡

量标准，开辟了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

设新时代。从 1978 年到 1992 年，经济年均增长率

9%左右。1992 年，中国人均产值 2311 元，城镇居

民的恩格尔系数为 53%，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

为 57.6%，基本上实现了联合国的温饱标准②。三

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基本实现，中国社会开始向小

康迈进。
1992 年后，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奠定的基础上，

中国大力推动市场化改革，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活力进一步增强，发展速度

进一步加快。1992—2002 年期间，中国年均经济增

长率 10%左右。2000 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

系数为 39.4%，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 49.1%，

中国基本上实现了联合国的小康标准③。2002 年，

中国人均产值 9398 元，达到了邓小平设计的小康

目标④。但与此同时，中国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发

展的负面效应明显，且人均收入低、城镇化率低、
城乡收入差距大，已实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

面、不平衡的小康。因此，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的

目标是向全面小康迈进。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

21 世纪的前 20 年，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

小康社会，要经济更发展、民主更健全、文化更繁

荣、社会更和谐；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人

本、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

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概念，并用“经济发展”代
替了“经济增长”。在不断探索与努力中，2010 年，

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 年，中国城乡

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 36.3%和 40.4%，城镇居

民的生活已经属于联合国标准的相对富裕，中国的

总体小康水平进一步提升。2012 年，以习近平为核

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进一步提出了全

面建成 （实现） 小康和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

标。“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

段，实现这一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关键一步”[4]。
中国梦追求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

谐、人民幸福”现代化发展目标，既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现代

化宏伟蓝图的具体描绘，也是在小康社会基本实

现的基础上对中国未来发展提出的战略思想和下

一步的现代化发展目标。这一目标是中共历届领

导集体追求的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承继,是从温饱到

基本小康、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再到富裕和现

代化全面实现的关键环节，是邓小平三步走战略

的最后一步。因此，中国梦是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

发展目标的持续和推进。
三、中国梦———中国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全面

升华

中国现代化是一个系统且不断深入的工程，

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和人的现代

化等各个方面，浅层次的现代化以物质、硬件为衡

量标准，表现为经济的工业化、社会主义制度的建

立、社会治理结构的形成等；深层次的现代化则以

人的现代化和信息技术为衡量标准，表现为形成

了现代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基本政治制度良好

的运行体制，社会公正和谐且有发展活力，人民生

活富足、满意度或幸福指数高等。现代化目标追求

折射出的是现代社会发展水平和人对现代化的认

知水平，中国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
人民幸福”的目标追求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目

标的全面升级和升华。
（一）人本目标的升华———从追求物质生活水

平到追求全面发展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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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建设的各层面中，经济是基础，政治

是杠杆，社会是载体，人是核心。人本目标追求是

社会发展的表现。现代化的基本人本目标是提高

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最终目标则是提高人的生

活品质，提高国家、民族与公民的尊严，提升公民

的幸福指数。因此，追求人民幸福是现代社会发展

的深层次追求，是人本目标的提升。
毛泽东时代，受社会发展水平和对现代化认

识的局限，中国把工业产值、重工业产值作为现代

化建设的最重要衡量指标和追求目标，现代化目

标具有明显的物质色彩和物本倾向。
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开

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的现代化建设新阶段。三步走战略把人均国民生

产总值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与提高作为了

中国阶段性的奋斗目标，确立了物质生活的人本

追求———温饱、小康、富裕，开启了从物本追求到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人本追求的转变，是中国现

代化发展目标的第一次升华。
人是社会的主体与核心，社会发展的最终目

的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心理满意度，也即幸福

指数。幸福是一种心理感受，它强调人的心理感

知，侧重于人的心理与精神追求，但必须以物质生

活的保障为基础。“幸福机会在富裕社会要比在贫

穷社会大得多”[5](P351)。幸福是人们实现温饱之后的

更高追求。生活富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是社会

全面发展的表现。追求幸福是人类社会发展由经

济追求到综合追求、由物质追求到精神追求转变

的标志，是现代社会发展人本目标向深层次转变的

标志。
2012 年，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中

国梦首次把中国的发展与人民幸福紧密联系在了

一起，把人民幸福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去追求。习

近平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不

断为人民造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6]。追求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就是追

求在小康社会基本实现后，通过创新发展经济来

保障和改善民生，通过深化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通过改革创新去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

环境和秩序，建成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社会运

行机制，让人民满意并积极上进、各尽所能，创造

更加美好幸福的个人生活和富强、美丽、和谐中

国。因此，追求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进一步深化了中

国发展的人本目标追求，是对中国现代发展的深

层次引领，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再次升华。
（二）从经济大国到综合强国的升华

通过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持续发展，2010 年，

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制造业第一

大国，2014 年，中国又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对外贸易

国，中国成为了典型的经济大国。但中国却不是一

个经济强国：2011 年，占世界人口 22%的中国

GDP（471564 亿元）只占全球的 14.3%，中国的人

均 GDP（5414 美元⑤）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在世界排名 89。中国经济的创新指数也不高。2012

年，中国在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INSEAD） 对全球

125 个国家进行的“2011 年度全球创新指数”排名

中占 29 位。因此，有着庞大经济躯体的中国却还缺

乏经济强国的实力。对此，习近平指出：“我国经济

规模很大，但依然大而不强，我国经济增速很快，

但依然快而不优。”[7](P142)“我国是制造大国和出口大

国，但主要是低端产品与技术”，“块头大不等于强，

体重大不等于壮，虚胖不行”。向现代化目标迈进的

中国必须要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向经济强国迈进，

追求“国家富强”成为了中国梦的首个内容。“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

的梦想。可以说，这个梦想是强国梦。”[8](P219)。中国

该通过怎样的发展才能成为强国呢？习近平指出：

“发展要有一定速度，但这个速度必须有质量、有
效益”[7](P270)，“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

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可以说，这个梦想是强

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我们要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富国与强军相统一”[8](P219)。
当然，中国梦追求的强国不仅要有经济、军事等硬

实力的不断提升，还必须有文化、科技创新、社会

体制等软实力的不断增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

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实现”[8](P160)，国家发展的“新路在哪

里？就在科技创新上”，“我们是一个大国，在科技

创新上要有自己的东西”。如何提升国家软实力？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对内培育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社会主义、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

对外提升中华文化的感召力，使中华文化影响力

持续扩大。通过立体的、全方位的文化建设，使中

国成为文化大国、文化强国。中国梦把追求国家富

强作为第一要务，就是要使中国从经济大国变成

为全面发展、软硬实力皆具的现代世界强国。“我

们的奋斗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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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8](P56)。
（三）从社会建设到社会公正、全民共享的升华

社会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现代化建设的

重要内容。社会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是构建起流动、
多元的现代社会结构，社会具备并运行自己的功

能，且形成一整套系统的现代社会调节与平衡机

制来保证现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现代社

会结构出现标志着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而现代社

会功能的具备与社会整合机制的形成则标志现代

社会基本形成。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府包办一切，社会没有

发展空间、更没有自己的功能。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原有的以身份和职业为基础的固化社会结构瓦

解，以经济与社会地位为基础的新社会分层形成，

现代社会结构已出现，但现代社会功能还不具备，

现代社会运行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使社会矛盾

多、社会冲突不断，和谐的现代社会格局没有形

成。为此，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四位一体”的发展理

念，把社会建设与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并列去追

求。在十多年的努力下，中国的社会建设取得了一

系列成就：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有了比较大的提高、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效，社会总体

上保持了稳定。但社会问题仍然存在：社会结构明

显不合理且出现固化现象、社会不公正现象（尤其

是分配公正）比较突出、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冲突

加剧等，这一切都表明，中国还未建立起现代社会

的协调运行机制，和谐社会没有建成。
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是什么？如何建成现代

社会的协调运行机制？习近平认为，社会不和谐的

关键在于社会的不公正。他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上指出：“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
“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但分配不公问题

比较突出，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

较大”。在 2013 年的新年贺词中他指出：我们推进

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

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
“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加大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推动社会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7](P131)，“必须

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

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8](P13)。因此，营造公平公正的

社会环境与秩序是目前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共享”作为了一大

发展理念，把社会公正建设作为社会建设的抓手，

通过社会公正去营造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去激发

并提升社会活力、去促进社会和谐，可以说是对和

谐社会建设的精准把握，它把中国的社会建设从

笼统目标细化为了具体路径，又找到了关键着力

点，是社会建设的大力推进和提升。
（四）从“独善修身”到“兼善天下”的升华

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持续追求目

标，历代仁人志士为此付出了艰辛努力，但由于路

径或方法的不恰当，中国一直在复兴道路上徘徊。
上世纪 70 年代末，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远远落后

于时代发展，国民则处于绝对贫困状态。邓小平果

断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的发展去改善人民生活、积蓄实力、提高国力

的“独善修身”发展历程。经过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

发展，中国不仅成为了经济大国，为世界发展做出

了卓越贡献，而且成为了现代世界舞台上有普遍

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指出，“我

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

现这个目标”[8](P35-36)。追求成为现代世界强国的民族

复兴成为了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梦想一定能实现”[8](P36)。从追求“GDP 增长、人民生

活水平提高”的自身发展到追求“更加坚强有力地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这是中国发展追求从“独善修身”到“兼善天

下”质的飞跃，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又一升华。
中国追求的民族复兴，不是成为侵他、压他、

排他的世界霸主，而是与邻国、他国和平共处，“中

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主义，不干涉

别国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8](P267)，“我们

不认可国强必霸的逻辑”[8](P170)；中国追求的复兴，不

是一枝独秀的自我进步，而是与世界发展同步、与
世界共赢的“达则兼济天下”，“中国梦是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的梦”[10]；中国追求的强国不是单单

追求和享受大国权利，还要承担更多国际担当和

世界责任、为世界发展繁荣做出更多贡献，是与责

任义务相连的奉献性的世界强国。习近平 2013 年

3 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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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

界人民”[9]；中国的复兴还将推动和谐世界的营造，

中国不仅要在维护世界和平、维护世界公平正义

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还要在世界的绿色发展、可
持续发展方面与世界一起努力且做出更大的贡

献。可以说，中国梦不仅追求使自己成为强国，还

要引领和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整体发展、和谐发

展、绿色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中国

梦不单单是中华民族的梦，也是世界和平、和谐与

发展梦，它追求的民族复兴是与推动世界的共同

发展繁荣同步的，体现的是作为古老文明大国的

进取心和奉献心，体现的是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

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世界胸怀和大国责任

感———它不仅要使占世界人口 1/5 的大国彻底完

成现代转型，还要成为富强、文明、和谐并促进世

界繁荣与发展的现代世界强国。追求“强大世界、
世界共强”的中国梦不仅远远超越了要中国成为世

界强国的梦想，还要更改世界历史上“强国必霸”的
逻辑，是对中国发展目标的深度拓展与升华。

四、中国梦目标下的全新现代化发展战略体系

在中国梦发展目标的引领下，以习近平为核

心的党中央为推进中国新阶段的现代化建设不断

探索，先后创造性地提出了“四个全面”、“五大发

展理念”、“经济新常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一带一路”等一系列全新思想和战略，形

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

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视角看，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际上是一套以中国梦为顶

级目标的系统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体系。
这一体系以 21 世纪中叶实现全面现代化并

成为现代世界强国的“中国梦”为顶级目标，以建

党百年实现全面小康为阶段目标。这一阶段推进

的战略目标立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和小康社会的

现实基础，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

展理念为指导，以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全民共同

为梦想而奋斗为动力机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践行、生态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一带

一路建设为引擎驱动，并以法治建设（全面依法治

国）、执政党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为保障机制，共

同促进中国转向质量发展、和谐发展、绿色发展、
创新发展，实现全民利益共享、共同富裕、社会公

平公正与和谐，进而实现全面小康和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战略体系的

主线与核心是质量发展、共享发展、公正发展。这

一战略体系把准了中国社会肌体脉搏，开出了调

理良方，适应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需要，引领中国走

向全面小康和以人为本的中国特色现代化，让中

国以全新姿态向全面现代化和世界强国的目标迈进。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12》。
②恩格尔系数在 60- 50 之间。
③恩格尔系数在 50- 40 之间。
④邓小平在 1984 年 6 月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

方代表时谈到：“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人均

达到 800 美元”。
⑤数据来自网易财经 2012 年 6 月 4 日讯，是根据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而国家统计局 2012 年 8 月 15 日公

布的 2011 年中国人均 GDP 是 5432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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