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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几个问题

陈曙光

摘　要：共产主义是一个“总体性”的范畴，作为学说，具有真理性；作为运动，具有

现实性；作为制度，具有必然性。共产主义社会，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共产主义学说占据了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共产主义运动

铸就了伟大的历史丰碑，高举共产主义旗帜，我们有底气、不输理。迈向共产主义的征程不

是“走红毯”，“苏东”的失败不意味着共产主义事业的失败，理想与现实的间距不能成为

抛弃共产主义理想的理由，西方的遏制围堵不会改变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坚定共产主义理

想，我们有定力、不动摇。共产主义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今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就是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才能把握现在，拥

有未来。14亿中国人都做好自己，拼起来就是伟大祖国，接力下去就是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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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高举共产主义

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今天，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我们依然需要共产主义，因为我们的事

业不能没有方向。共产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的远大

目标，什么时候都不能变；作为当代中国的思想旗

帜，什么时候都不能丢；作为共产党人的精神之

钙，什么时候都不能缺。没有共产主义的原则和信

条，中国不可能铸就如此辉煌的历史成就，不可能

书写如此动人的中国故事，也不可能走向民族复兴

的美好明天。

一、共产主义是一个总体范畴

共产主义是一个“总体性”的范畴，共产主义

学说、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制度，是完整理解

共产主义科学内涵的三个维度。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具有真理性。为了

适应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需要，马克思恩

格斯批判吸收前人的思想成果，特别是批判地继承

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

社会主义学说，总结国际工人运动的斗争经验，创

立了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科学共产主义学说阐明了

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

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描绘了共产主义从

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历史趋势。共产主义学

说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它的科学性和

真理性就在于，它不是如同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

仅仅基于人性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展开道德批判，仅

仅从抽象的伦理原则出发去构想未来社会的理想蓝

图，而是从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确切分析中，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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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确切分析中，合乎规律地得

出了“两个必然”的科学结论。共产主义学说的真

理性已经为过去一百多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

证明、所检验。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具有现实性。马克

思恩格斯说过：“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

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应的理想。我们所

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

动。”[1]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

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马克思说得好，消灭私

有制度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但是

要消灭现实的私有制度，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

行动。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是干出来的，共产主义也是干出来的，没有现

实的共产主义运动，什么都是浮云。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早在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时

候就已经开始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及社会主义实践都是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的继续和深化；我国的共产主义运

动，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已经开始了，新民

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社会

主义改革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今天，

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发展到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奋斗的历史新阶段，我们今天所从事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就是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中国社会

的每一点发展进步都是向着共产主义这一终极目标

的靠拢，共产主义的因素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

活中，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包含着共产主义，都离不

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服务于共产主义这

一“最终目的”。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具有必然性。

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直至最终进入共产

主义，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共产主义的完全实

现，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需要物质财富的极大

丰富，需要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这需要几代人、

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持续奋斗。今天，虽然这

个目标还在远方，但是共产主义必将实现，这是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

本结论。马克思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揭

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揭示了生产社会

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揭示了资

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揭示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斗

争的发展规律与趋势，最终得出结论：资本主义

所固有的矛盾是其制度本身所无法解决的，随着矛

盾的运动发展，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

主义）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的兴起，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这本身就是共产

主义可以实现的证明。当然，这种证明还是不完全

的，是尚未完成的，但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

入发展，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成功崛起，必将为实

现共产主义提供更加有力的实践证明。

共产主义学说、运动、制度三位一体。共产主

义思想和共产主义运动是不可分的，没有“消灭现

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便不可能造成共产主义的

理论，更无法发展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反之，离

开了共产主义理论的指导，“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

的运动”就会因为缺乏行动纲领、远大理想和组织

纪律而停留于自发的阶段，不可能上升为真正的共

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制度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

结果和终极目标。没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便不

可能累积起现实中的共产主义因素，便不可能建成

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对于共产主义，仅仅

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未能看到它还是一种思想体

系，一种现实运动，这是片面的；将社会主义事业

和共产主义制度简单割裂开来，看不到我们今天的

事业就是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是向共产主义终

极目标的前进，这也是片面的。

总之，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它是无产阶

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

思想武器；作为一种制度，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进

步、最美好的理想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

的根本方向；作为一种运动，它“正以排山倒海之

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世界的东方。

二、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社会制

度，是最美好、最理想的社会形态。人们基于对美

好社会的无限憧憬，也基于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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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热切地希望知道未来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究竟

好在哪里？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给

出了原则性的回答。

共产主义社会是什么样的？马克思恩格斯大

致勾勒了如下基本特征：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

富极大丰富，社会关系高度和谐，精神境界极大提

高，消费资料按需分配，阶级消灭，国家消亡等。

现在，印刻在人们脑海中的往往是这些具体的条

款，今天我们应该准确理解这些条款，不宜做出不

着边际的发挥。比如，有人将“按需分配”解读为

“要啥有啥”“共产共妻”，其实，这种发挥要么

是主观臆断，要么是用心不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描绘当然是对的，但这

还只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表层特征，比这个更重要的

是表层背后的实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任何

事物，都有其现象，亦有其本质。认识事物，关键

是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认识共产主义，关键是穿越

表层抓住深层的本质，如果仅仅顾及表层，这是舍

本逐末的表现。

那么，共产主义的深层本质究竟是什么？根据

经典作家的描述，共产主义社会，说一千道一万，

就是 “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

形式”，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是“自由个

性”的实现。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用文

学的语言，比拟的手法，富有诗意地描绘了未来社

会的面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

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

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

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

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

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透过这些

感性的文字，深层寓意显而易见，这就是：在未来

社会中，消除了“把一个人变成农民、把另一个人

变成鞋匠、把第三个人变成工厂工人、把第四个人

变成交易所投机者的分工[3]，每个人都可以摆脱单

一工种的局限性，摆脱强制性的旧式分工，都可以

自由地、全面地发展自己的才能。这难道不是每个

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吗？

在《共产党宣言》中，共产主义的本质意涵

被经典作家提纲挈领地概括为：“代替那存在着阶

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

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

由发展的条件。”[4]这是关于未来社会的一个核心

命题，直截了当地阐明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核心要

义。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又

以“自由个性”来描述未来社会。“自由个性”几

乎可以理解为“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同义语。

“自由个性”所标示的是人的个性发展的最高境

界。在这一境界中，个人不仅摆脱了“人的依赖关

系”，而且也最终超越了“物的依赖性”，人的体

力、智力、才能、兴趣等都能得到全面自由的发

展。“自由个性”的实现，意味着每个人“终于成

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

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5]，实现了人与自然、人

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真正的和解。

概言之，“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就是

未来社会的身份标签和基因密码，正是这一点将共

产主义社会同一切旧社会从根本上区别开来，除了

以这一点来界定未来社会的身份，没有其他更合适

的身份标识。今天，我们理解共产主义，关键是抓

住这一本质，“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

具体的设想和描绘”[6]。看当代中国是不是向着共产

主义的方向迈进，关键也是看每个人发展的自由度

和全面度是不是越来越高，是不是比过去能够更自

由、更全面地发展自己的才能。

三、“共产主义渺茫论”为什么是错的

自共产主义学说诞生以来，“共产主义渺茫论”

就一直挥之不去。质疑共产主义的奇谈怪论很多，概

括起来，比较有市场的无外乎以下两种论调：

第一种论调：共产主义太远了，远得叫人望

眼欲穿。最常见的说法是，共产主义是遥远未来的

事，需要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这与我们这代

人无关，与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也无关，这不

摆明了在忽悠人吗？

共产主义是一个过程，需要几代人、十几代

人甚至几十代人的接力奋斗，这是事实。但据此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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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幻想，则是错误的。有的

人嘲笑共产主义太遥远，远若银河；太崇高，高若

繁星；虽能望得见，却遥不可及，好比“手摘星

辰”——想得美，办不到！他们宁愿相信天国的存

在，也不愿相信共产主义的实在。

然而，他们不知道，完全的共产主义还很远，

但不完全的共产主义已经诞生。“渺茫论者”只看

到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看不

到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已经是一个事

实，这是片面的。20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社会，它

不是一个独立于共产主义之外的社会形态，它仍然

属于共产主义的范畴，只不过“还不是完全的共产

主义”，而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或第一阶

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这样的生产力落后、

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进入共产主义的一个必经阶

段，是向着完全的共产主义慢慢接近的一个特定阶

段，也属于共产主义的范畴。鉴于社会主义在我国

已经是活生生的事实，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讲，

我们已经生活在共产主义之中了。至于共产主义的

完全实现，还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不能急于求

成，因为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

的事，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但共产主义再

远，也远不过他们的天国，如果籍此认为共产主义

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那就是肤浅的了。

他们不知道，作为理想社会的共产主义还很

远，但作为运动的共产主义早已存在。“渺茫论

者”看不到现实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共产主义运动的

一部分，看不到社会主义事业向前推进的每一步都

是向着共产主义最终目标的靠近，这也是片面的。

今天，我们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战略，

推进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等等，这些都是在社会

主义的母体中植入共产主义的因子。我们致力于完

成现阶段的历史任务，正是为了向着未来的理想社

会挺进，为了给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积蓄能量、开

辟道路。共产主义再难，只要不犯颠覆性、方向性

的错误，就会不断接近。胡乔木同志曾经以“登泰

山”为例来说明。他说：“我们已经走到上泰山的中

途，当然可以证明这泰山是确实存在的，因而泰山

顶也可以预料是确实存在的；尽管没有到泰山顶，

还不能预先测定它的具体形状，但是绝不能说它是

虚无缥缈的。”[7]今天，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进

行了90多年，共产主义事业已经推进到了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新阶段，这是对

“共产主义渺茫论”的一个最有力的驳斥。

第二种论调：共产主义太好了，好得令人难

以置信。比如，有人说，共产主义社会要什么有什

么，按需分配；有人说，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的精神

境界极大提高，只有好人没有坏人；还有人说，共

产主义社会人人都没有固定的职业，上午打猎，下

午捕鱼，晚饭后从事批判，等等，这确实太好了，

令人羡慕，但问题是人性达得到吗？ 
共产主义确实是人类迄今所能预测到的最美好

的社会，但也必须认识到，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是

遥远未来的事，没必要也不可能作出具体的描绘。

马克思主义不是占卜学，共产党人不是算命先生，

无法一板一眼地预测遥远未来的社会面貌。未来的

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未来的某个时刻应当做些

什么，应当用什么办法，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对于这样的提问方式，马克思认为，“提得不正

确”“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这只是一个

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

问题本身的批判”。[8]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展望

未来社会时，仅仅限于指出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

原则和本质特征，而未来社会的具体情形、具体细

节则留给未来的实践、未来的人们去回答。以往的

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对遥远未来的事，设想得越

具体，越容易陷入空想。

“渺茫论”者以夸张的手法，戏谑的态度，

极尽反讽之能事，沉溺于对未来社会具体细节的主

观臆想和过度演绎，这完全是别有用心。他们扬言

世上的资源有限，而人的欲壑难填，人人都需要山

珍海味，穿金戴银，别墅豪宅，宝马奔驰，万贯家

财，高官厚禄，黄袍加身，美女在侧……这难道不

是乌托邦吗？当然，“渺茫论者”在这里预设的价

值立场就是，他们所念兹在兹的“山珍海味”“穿

金戴银”“万贯家财”……是永远值得追求的，永

远不会沦为人们所鄙夷的对象。至于这一价值预设

是否正确，这里不予置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看

事物关键是抓住本质、把握趋势，而抛开本质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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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虚构细节大做文章，将共产主义庸俗化、科幻

化，其手法是低级的，其方法是错误的。

历史主义方法告诉我们，以今天的人和物为标

准，来衡量遥远未来的人和事，这是错误的。共产

主义的完全实现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们对未

来社会发展可以做出方向上的预见，但未来的社会

具体呈现出何种面貌，生产力水平究竟达到何种高

度，人的精神境界究竟提高到何种程度，社会产品

在何种程度上实现“按需分配”，社会将以什么样

的速度打破旧式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

对立，劳动将在何时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列

宁认为，“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

的”，这些问题都只能作为“悬案”“因为现在还

没有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9]

四、作为信仰的共产主义何以可能

高举共产主义旗帜，我们有底气、不输理。当

然，这种底气不是无条件的，也不会凭空产生，背

后有着深刻的原因和理由。

共产主义学说占据了真理的制高点，我们的底

气来自于共产主义学说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以无

可辩驳的事实和不容置疑的逻辑揭示了人类社会的

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为全人类的解放，

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第一次破解了“历史之谜”，

奠定了一座人类思想史上难以超越的思想高峰。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

座不可逾越的思想高峰。”今天的世界没有偏离马克思 
所描述的发展轨道，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全球化的

新进展，正在继续为马克思主义作“注脚”；今

天的中国依然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精

神，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

基本工具，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国道路的巨大成

功，正在继续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作“担保”。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形态的演变是一个自

然历史过程，随着人类实践的长期发展，社会主义

终将取代资本主义，并向着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过

渡，这是铁的必然性，这是历史的大逻辑。我们信

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这是我们高举共产

主义旗帜的最大理由、最大底气，任何时候都不 

输理。

共产主义制度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我们的

底气来自于共产主义承诺的美好愿景。马克思毕其

一生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矢志不移地追求社

会的公平正义，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

身的完美”。马克思主义自一开始就将“全人类的

解放”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写在了自己的

旗帜上，这也是共产主义的承诺。从前资本主义社

会、资本主义社会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不

断摆脱自然的枷锁、权力的枷锁、资本的枷锁而走

向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的

依赖关系”阶段，人没法摆脱人身依附而获得自

由。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

独立性”阶段，人获得了人身的自由，却又受制于

资本的奴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个人全

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这是一个自由人

的联合体。在这里，既没有了人身依附，又摆脱了

物的奴役；在这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

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里，劳动不再是单纯

的谋生手段，而上升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在

这里，“迫使个人奴隶般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

失”，个人自由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成为现实；在

这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社会

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因此，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美好、最符合

人性的社会，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它呢？只要这个

世界上还存在剥削、压迫和不平等，共产主义就始

终是人们追求解放和正义的一面旗帜，我们有什么

理由抛弃它呢？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追求苦

难，物质丰富、社会和谐、天下大同是人类的共同梦

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为什么要逃避呢？

共产主义运动铸就了伟大的历史丰碑，我们的

底气来自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巨大成功。在

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有过灿烂的历史，

以致于今天我们才有资格以“复兴”这个深具历史

感的词汇来描绘我们的目标。但是，近代以后，中

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到了最

危险的时候。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

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我们

为什么叫共产党？因为我们的行动纲领就是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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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我们奋斗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

干的就是共产主义运动，指导我们运动的思想武器

就是共产主义学说。近百年来，共产主义不仅是中

国共产党革命的“主题”，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

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主旋律；在共产主义这面旗帜

下，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为中

华民族作出了伟大历史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这个伟大历史贡献，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

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这个伟大历史贡献，就是我们党团

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

设”“这个伟大历史贡献，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广大

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

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10]。这三大历

史性贡献，都离不开共产主义的正确指引，都归因

于共产主义的光辉旗帜，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

成果。试问，如果这样的历史贡献都不足以支撑起

我们对于共产主义的底气和自信，还有哪面思想旗

帜有底气、有理由自信？

五、共产主义美好理想如何直面骨感

的现实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今天，试图扰乱中

国心智的大有人在，“共产主义”这面光辉旗帜也

遭到了国内外某些势力的恶意歪曲、攻击和诋毁。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我们有定力，不为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的低谷所惧，不为眼前的困难所惑，不

为西方的忽悠所扰，矢志不渝朝着崇高理想奋进。

第一，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我们

有定力，不动摇。“苏东”剧变标志着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并陷入空前低潮。目前随着中

国的崛起，呈现出反弹和复苏的迹象，但总体上仍

未摆脱低谷的窘境。导致挫折的原因既有内部的，

也有外部的。内因主要在于，共产主义运动是人类

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远不像“走红毯”那么

风光，也不像“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人们对它

的认识必然经过一个凤凰涅槃、化蛹成蝶的过程，

因而出现偏差、挫折甚至暂时倒退是不可避免的。

外因则在于，共产主义运动所挑战的正是西方几百

年来所形成的利益堡垒、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念，因

而必将遭到一切反动势力的极端仇恨和竭力攻击，

妄图将共产主义运动扼杀于摇篮之中。列宁指出，

“历史通常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11]。有高潮

有低谷，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正是任何一种

社会形态演进的路线图，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也不例外。更何况，这些挫折不是共产主义“惹的

祸”，而是背叛共产主义学说导致的恶果，不要认

为社会主义没有了，共产主义失败了，哪有这回

事。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位掌门人所说：“东欧

剧变和苏联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

失败的只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即官僚社

会主义。在21世纪，社会主义仍然有着广阔的前

景。”他的这一判断已经为今天的事实所证明。

第二，面对共产主义理想与社会主义现实之间

的间距和落差，我们有定力，不动摇。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尽管属于同一社会形态，但这两个阶段在

发展程度和成熟程度上存在着重大差别。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间距和落差就更大

了。比如，在今天的中国，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

远没有上升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也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远未达到那一步——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承诺的“自由个性”也依然是令人“高山仰

止”的神圣境界；旧式分工还没法超越，三大差别

还依然存在；经济领域还只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

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甚至

还不得不学习借鉴西方的有益经验和做法。再比

如，中国面临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消极腐败、贫富

悬殊、环境污染、践踏公平正义等问题还存在，有

的还很严重，这些都与共产主义理想相距甚远。如

何看待这些现象？一是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一

口吃不成胖子，一天建不成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

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完美到完美的发展过程，

不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无法终结初级阶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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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无法接近大同理想。二是要用

辩证的方法看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成

功的一面，也有问题的一面。这“两面”有主次，

其中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次要的，看问题要看主

流、抓主要的一面，不能因为问题而否定成绩，不

能因为理想还在远方就抛弃理想。三是要从本质的

高度看问题，中国向西方开放，向西方讨教治世方

剂，全面深化改革，但中国并没有丢失自我，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什么别的主义，它首先是社会主

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丢，共产主义的

思想旗帜没有丢。四是要从历史的趋势看问题，中

国面临的问题属于成长中的烦恼，通过各方面体制

机制的改革，社会主义制度必将不断地走向自我完

善，社会主义现实必将不断地趋向于理想，这是当

代中国的大趋势。

第三，面对西方的价值观围堵和质疑，我们

有定力，不动摇。在西方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共

产主义”是一个完全被排斥和否定的概念。西方秉

持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习惯于扮演“上帝的选

民”和“救世主”的角色，向全世界传经布道，宣

传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反共先锋尼克松一生致

力于颠覆共产主义，祈望西方世界在意识形态和价

值观的战场上“不战而胜”。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公

开宣称，我们“要开辟一个新的战场，其目标就是

西方价值观统治世界，实现思想的征服”。西方

“和平演变”的策略在“苏东”国家取得了成功，

下一个目标对准了共产主义的重镇——中国。进

入21世纪，西方对中国的价值观围堵，从“价值

观外交”，到“C型包围圈”，再到“亚洲繁荣之

弧”，尽管花样迭出，然收效甚微。这是因为，我

们清醒地知道，中国的成功归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归因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归因于共产主

义旗帜的引领；我们清醒地知道，社会主义的有些

东西永远不能丢，资本主义的有些东西永远不能

学；我们清醒地知道，“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

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

挽回、无法弥补”[12]。我们对于自己选择的发展道

路有信心，对于自己坚守的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有

信仰，对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有主张，对于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有定力，不会盲目地与“国际惯

例接轨”，不会盲目地接受西方无偿提供的方案，

不会抛弃共产主义来迎合西方的口味。

六、沿着中国道路能否通往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作为人类发展史上最伟大的运动，是

历史地发展起来的，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

总的过程中，又包括许多个具体的发展阶段，各个

阶段又各有其特点和具体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既

不能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把现在要做的事放到将来

去做；也不能超越时代的要求，把将来才能做的事

拿到今天来做。

实现共产主义不能绕过社会主义阶段。马克

思把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列

宁则把这两个阶段分别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和

“共产主义社会”。今天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一

般指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总体上属于同一类型的社会形态，是

同一社会形态的两个发展阶段，而不是两种不同的

社会形态。这两个阶段在发展水平、成熟程度上有

重大差别，但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社会主义虽然

还是“不完全的共产主义”，但它是通往共产主义

的第一步，是实现共产主义无法绕开的必经阶段。

没有低级阶段的积累，就不会向着高级阶段飞跃。

试图跳过社会主义阶段，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是

天真烂漫的想法。我们不会再刮什么“共产风”，

人为地缩短社会主义时期，急于迈向共产主义，过

去我们有这方面的教训，那种失败的苦头我们已经

尝够了，今天我们已经学习得聪明多了，决不会再

去干过去曾经干过的那些蠢事。我们现在还处于社

会主义社会，决不允许采取任何超越社会发展阶段

的主观主义、空想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政策，如果那

样做，那就只能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

破坏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从而必然招致失败。我

们今天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增添共产主义因

素，随着实践的发展，这种共产主义因素只会愈来

愈多、愈发鲜明，最终累积起实现共产主义的巨大

能量，完成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最动人心弦的 
一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通向共产主义



8

陈曙光：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几个问题

的必经之路。各个国家，由于文化传统不同，历史

命运不同，现实国情不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

路也会有所不同，每个国家都应该以具有自身特点

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在中国这样

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

实现共产主义，我们没有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设想的模板，也没有简单重复传统社会主义国

家的模式，而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道路。这是一条以“社会主义”为底色、以“中

国国情”为基点、以“中国特色”为标志、以“共

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

易，它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

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的接力探索中

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8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

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
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这就是历史的辩

证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命运相连，本

质相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

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13]，是中华民族最终走向

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鞋子合不合脚，穿了才知

道。中国道路是不是好，只能拿事实来说话，由人

民来裁判，而不必顾及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在一

边信口雌黄、说三道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综合

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都实现了历史性跨

越，中国崛起已经成为21世纪最为重要的世界历史

事件。实践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

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富民强国的正确道路，是一条

走得通、走得好、走得稳的道路，只有这条道路能

够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只

有这条道路能够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最终实

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我们已经沿着这条道路走

了几十年，今后还将继续走下去。

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是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为共产主义而奋

斗。共产主义理想是高大上的，但绝不是假大空

的。不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达

到共产主义，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14亿中

国人，每个人都做好自己，拼起来就是伟大祖国，

接力下去就是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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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Discussion of Several Issues on Communist Ideology

Chen Shuguang

Abstract: Communist ideology is a holistic idea. As a political doctrine, it reveals the truth; as a social movement, it reflects reality; 

and as a sociopolitical system, it represents inevitable trends. Communist society, to simply put, is "a social form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Communist ideal holds the commanding height of 

truth and morality while Communist movement represents a great historical monument. Holding the banner of Communism, we 

have confidence and justice. The journey to Communist society is not like “walking the red carpet” glamorously. The “failur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does not mean the failure of Communism. The gap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does not provide an 

excuse for abandoning Communist ideal. The “containment” of the West cannot weaken the original aspirations of the Communists, 

who are determined and unwavering to carry out their founding mission. Communism is a historical product. Under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s, to adhere to the common ideal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o hold the lofty ideal of Communism. Only 

by engaging in the great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 we grasp the present and embrace the future. By taking our 

responsibilities together, we are confident that the 1.4 billion Chinese people can develop China into a great nation and realize the ideal 

of Communism.

Key words: communist ideology; ideal of communism; elusive theory of commu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