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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奋斗目标的历史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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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以后，中国进入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特点的新时期。近

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任务与要求，探索提出并不断丰富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奋斗目标。大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经历过“三特征”“四特征”“五特征”

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确立不同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有利于增强人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自觉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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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努

力为之奋斗的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又被明确为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总任务之一①。由此可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在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作用举足轻重，意义极为深远。但是，中国共产党对

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究竟具备哪些要素，或曰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究竟包含哪些内容，起

初认识并不完全清晰，而是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全面展开以及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深入推进不

断丰富形成的。为此，本文简要梳理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的探

索历程。

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思想的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想的滥觞要溯及改

革开放前历史时期。1949 年，革命即将胜利之际，

中国共产党强调要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

的新中国［1］。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领

导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提

出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

术现代化的“四个现代化”思想。之所以会如此强

调这四个方面的现代化，主要是因为这些行业事关

国民经济发展命脉以及国家战略安全。但是，由于

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党没有放弃“以阶级斗争为

纲”的理论指导，甚至还出现过“文革”这样的重大

错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受到极大影响。
不容否认的是，这个时期党领导的工业化建设以及

治国理政所取得的制度成果为改革开放后历史时期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将全

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

策。以此为标志，我国进入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为主要任务的新时期。同样，中国共产

党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任务

与要求，开始了探索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

目标的历程。
关于改革开放前后历史关系的问题，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

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

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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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2］从社会

主义建设角度来说，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党和国家

工作重心在于强调革命，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从属于革命之中，其着眼点主要放在生产关系层

面; 而改革开放后历史时期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在于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其着眼点主要放

在生产力方面。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及其后进行的

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

键一招”。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奋斗目标的三特征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中国进入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围绕着新时期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任务与要求，逐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
( 一)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召开，党

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的认识是四个现

代化加上高度文明与高度民主

197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 30 周

年。在这之前，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讲话，充分肯定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同

时表示要“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这

个时候，党和国家虽继续强调四个现代化，但已经认

识到四个现代化远远不够，还需要在政治方面发展

高度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在经济

方面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以及在文化方面建设高

度的精神文明等［3］217。1981 年 6 月，十一届六中全

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并指出，“党在新的历史时

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

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

的，具 有 高 度 民 主 和 高 度 文 明 的 社 会 主 义 强

国”［3］217。很明显，新时期奋斗目标除原有的四个现

代化，突出了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内容。1982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题就是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党的十二

大报告指出: “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

务是: 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

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

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4］11

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将这一内容

补充进去［4］55。
( 二) 党的十二大到十三大期间，党正式提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富强、民主、文明”的三特征

1984 年 10 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

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要加快以城市为重点

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

现代建设的新局面。《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在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

建立的重要历史意义时强调: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

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取

得的巨大成就，为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

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在这个决定中，“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首

次进入全会公报之中。笔者检索 1978 年—1983 年

《人民日报》，发现这期间没有过将“富强、民主、文

明”并列在一起的新闻报道。这从侧面说明用“富

强、民主、文明”来界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体上是中

共中央讨论并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

际的事情。
1987 年 10 月，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理论，并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进一

步明确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其

完整表述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

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5］

党的十三大确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路线，明确了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奋斗目标。尽管这次党代会没有对党章进行修

改，但是用“富强、民主、文明”三特征来界定了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并且在此后沿用将近 20
年的时间。

1992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

大会重申了十三大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表述［6］。这

次会议对党章进行修改，将“富强、民主、文明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党的基本路线增写进党章，

成为新党章的一项重要内容［7］。1997 年 9 月，中国

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其政治报告中强调:

“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

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8］与过去将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隐含在党的基本路线之

中，不同的是，十五大报告明确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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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间节点，那就是到建国一

百年时要基本实现现代化，其中标志性特征是富强、
民主和文明。

21 世纪来临之际，我国宣布基本实现小康。但

是，社会上有很多人对此持否定或怀疑态度。毕竟

这个时候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很低，小康所确定的各

项指标都不具有实质意义，离共同富裕的要求更远，

只能说是小康社会的初级阶段。2000 年 10 月，中

国共产党召开十五届五中全会，一方面肯定了“人

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的事实; 另一方面

又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加 快 推 进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的 新 的 发 展 阶

段”［9］。从小康的初级阶段，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应该说是千禧年来临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政策调整，认为小

康社会水平有待进一步巩固与提升。
2002 年 11 月，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中明确提出

21 世纪的头二十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奋斗目

标则包括“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

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

活更加殷实”，同时还强调，“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

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

家”［10］。这一思想与十五大一脉相承，但对于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则提出更为具体的内容与

标准。虽然这些标准看起来大而化之，但已经具体

到经济、政治、科教、文化、社会以及人民生活等多个

方面，更加具有导向性。十六大对于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奋斗目标依然强调的是“富强、民主、文明”
三特征。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奋斗目标的四特征阶段

党的十六大虽首次将“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之一提出，但还没有上升

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的高度。2004 年 9
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

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要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

要位置”，并强调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包括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在内的五大任务［11］。2006 年

10 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社会和谐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

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 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反映了建设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12］648。该决定还号召为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而奋斗［12］671。在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奋斗目标由原来的“富强、民主、文明”的三特征转

变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四特征，重点加入

“和谐”的要素。
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中

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深入总

结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首次将

“和谐”加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奋斗目标之中，

体现了党的思想理论与时俱进、不断深化的特点。
这一变化改变了自 1987 年中共十三大所提出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的重要论述。此后，党

和国家的重要文件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

时，都是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个特征

来表述的。
2007 年 10 月，中共十七大从科学发展观的角

度阐述了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内在统一性的问题，

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十七大报告强调:

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

本纲领［13］。十七大报告并没有突出强调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奋斗目标的问题，但十七大通过的《中

国共产党章程( 修正案) 》不仅将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写入了党章，还将党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的奋斗目标进一步修改为

“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14］。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
总体布局分别对应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奋斗目标，二者互联互通，成为逻辑严密的

思想体系。
2012 年 11 月，中共十八大着眼于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四位一体”总体布局

进一步发展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强调要“全面

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

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

面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的文明发展道路”［15］7。十八大作出“大力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

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各

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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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15］30 － 31。但是，十八大并没有根据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发展对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做出相应调整，而是继

续沿用了原来的提法，强调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15］10。
与此同时，十八大报告还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2013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提出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自此以后，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奋斗目标与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进一步统

一起来，同时也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

线的重要内容。

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奋斗目标的五特征阶段

党的十八大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大力倡导要

建设美丽中国。应该说，十八大以后，美丽中国的理

念深入人心，美丽中国的实践蓬勃兴起。随着生态

文明建设的推进，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中国建设的

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仅要能够

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还要拥有优美的

生态环境，二者缺一不可。
习近平总书记同样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建设美

丽中国的重要性。2014 年 5 月 4 日，他在同北京大

学师生座谈时指出: “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全体人民一起努力，通过持之以恒的

奋斗，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更加民主、更
加文明、更加和谐、更加美丽，让中华民族以更加自

信、更加自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6］4 同

时他又指出: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以

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

和根本利益。”［16］4他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度

提出要把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更加民主、更加文

明、更加和谐、更加美丽，但并没有将美丽列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依旧延用了原来表述。
2016 年 1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

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

班上的讲话指出: “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

基本国策，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

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

活方式，协 同 推 进 人 民 富 裕、国 家 强 盛、中 国 美

丽。”［17］2016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 95
周年讲话中指出:“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相互促

进、统筹联动，要协调贯彻好，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基

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
生态文明、和谐社会，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
中国美丽［18］。2016 年 11 月 19 日，他又指出:“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将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推

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

中国，让人民切实感受到发展带来的生态效益。”［19］

他认为，“天蓝、地绿、水清”是美丽中国的标志，生

态文明建设就是要建设美丽中国。
按理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的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奋斗目

标的基本要素也要进行相应地调整，进一步完整表

述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涵。在这种

形势下，2017 年 11 月，中共十九大对此做出重大

改变。
( 一)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三个方面丰富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的内容

1．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发

生变化，那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是，我们对社会

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国情以及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并没

有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变与不变决定着

“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

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

幸福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

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20］10。
2．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角度强调要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

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20］15。
3．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实

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角度，提出建设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分两个阶段

进行。第一个阶段，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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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包括五大建设的方方面面，特别强调到那时“生

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第二

个阶段，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

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标志是“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精 神 文 明、社 会 文 明、生 态 文 明 将 全 面 提

升”［20］23。十九大报告还特别指出: “从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

安排。”［20］23

( 二) 中国共产党章程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九大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部分修

改，强调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

设，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
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党章将党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进一步修改为: 领导和团结全

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

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而奋斗［20］71。
党的十九大根据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以及

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进展，将“美丽”的要素纳入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之中。这不仅是党对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重要修改，同时又是党

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的充实完善。对于

这种充实完善，十九大秘书处负责人指出: “党的基

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既要长

期坚持，又要与时俱进深化认识。党章修正案吸收

各地区各部门的建议，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思想观点和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相关提法

充实进总纲有关自然段。一是将总纲原第十自然段

最后一句调整表述为: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

文明 和 谐 美 丽 的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强 国 而 奋

斗。”［20］119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九大对于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奋斗目标的修改完善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

望，体现了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认识。
党的十九大将“美丽”的要素加入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奋斗目标之中，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四特征的表述，形成了

现在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

斗目标五特征的表述。与此同时，十九大不再强调

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而

将这一时间提前 15 年，强调到 2035 年要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 不再强调到 21 世纪中叶建设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问题，而是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在确定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奋斗目标时强调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问

题，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未提及。而十九大所提

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已经是要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问题。
十九大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有三

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

目标由四特征转变为五特征; 二是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时间提前 15 年; 三是第二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变为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

新时代以后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努力奋斗并促其实

现的重大时代课题。

五、余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

根据人民意愿和事业发展需要，提出富有感召力的

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为之奋斗。”［15］77 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进行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确实善于根

据不同时期历史条件与历史特点提出我国具有阶段

性的发展目标。现在看来，这些发展目标最终都汇

聚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奋斗目标。当前，全国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有很多人注意到十九大报告及其党

章修正案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的重大

完善补充，但如何看待这种改变则值得做深入分析。
为此，笔者想强调几点。

( 一)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的形成是

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过程，是党对于改革开放伟大历

史实践进行经验总结之后得出的科学结论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族始终有一个强国

梦( 现在主要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笔

者注) ，其标志就是要实现现代化。应该说，先进中

国人为实现现代化提出过太多方案、付出过巨大代

价，但大都未能成功，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

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了伟大成功。这一现代化发

展的历史过程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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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已经开始，但真正完成则

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奋斗目标，经历过三特征，到四特征，又到五特征的

转变，与中国特色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

连相通，成为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思想体系。
如果以党代会为标志的话，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奋斗目标的历史演进，1987 年、2007 年、2017 年

分别是重要的时间节点。和谐与美丽，这两大要素

加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之中，恰好与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以

及党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息息相关。从这

个角度来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的形成

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过程，是党对于改革开放伟大

历史实践进行经验总结之后得出的科学结论。
( 二)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的发展变

化，不仅仅是话语体系的重大调整，还是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内涵的重大变化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综合起来看是一

个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表达。
但如果具体分析每一个话语背后所代表的中国现

实，确实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经济发展

与环境治理的关系，在一些过于依赖传统发展路径

的地方二者表现得并非相融共生，边治理边污染的

现象依然存在; 又如，部分领域如拆迁征地等社会矛

盾易发频发，严重考验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 再如，

教育、医疗、住房等关系民生的重要行业，人民的满

意度并不高等等。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些目标提出

来以后能不能实现还是一个长久未可期的问题。但

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治国理政实践来看，这些

方面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扶贫攻坚、美丽中国

建设等重大民生工程深入展开，党的理想信念进一

步坚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展现出美好前景。随

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话语背后所代表的实质内容都

会不断改变，过程虽不平坦但前景可期。
( 三)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的实现，必

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一步汇聚全国各族人民的

力量，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

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

目标，几十年来分别提出过三步走、“新三步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以及十九大“新两步走”的战略

部署，其目的是要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

标如期实现。
经过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实现前

所未有的提升，国家面貌发生前所有未有的变化。
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一

方面要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另一方面又要保持清醒

的头脑，汇聚起全国人民的力量，激发全社会的创造

力和发展活力，扎扎实实推进各方面工作，要“撸起

袖子加油干”。
回望过去，我国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展望未来，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沿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确保到 21 世纪中叶实

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真正实现

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
2018 年，我国即将迎来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的历史时间节点，学界有必要进一步总结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经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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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Objective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n China since the Ｒeform and Opening-up

CHU Zhuwu
( 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9，China)

［Abstract］After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China has entered a new era character-
ized by reform，opening-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ex-
plored，proposed and continuously enriched the objectives of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by centering around the specific
tasks and requirement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Generally speaking，since the reform and o-
pening-up，the goal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has experienced the development stages from being with " three characteris-
tics" to being with，" four characteristics" and " five characteristics" ．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established the
goal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n different times，which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people's awareness and confidence in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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