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新中国 70 多年来的资本文明观：
历史演进与现实启示

文 /朱忆天 胡博成（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7）

[摘要] 新中国在对马克思资本理论和列宁新经济政策探索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资本文明

的认识和理解，实现了从计划经济时代对资本野蛮性的批判到市场经济时代合理利用的转换，

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资本文明观。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历史、辩证、全面地审视资本文明，不

仅认识到资本并不等于资本主义，而且验证了资本可以为社会主义所驾驭和导控，这无疑为社

会主义利用资本探索人类发展新形态积累了丰富经验。本文全面梳理新中国 70多年来资本文

明观的演进历程，旨在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利用资本提供理论视角和方法上的参考。新

时代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深挖资本文明的内在潜力，为有关国家探索利用

资本文明新形态提供可资借鉴的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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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了资本生产的本质，对引起各种不合理现象的资本逻辑展开了强烈批

判。值得关注的是，马克思在论述剩余价值时曾使用过资本文明这一概念。他指出，虽然占有剩余价

值是所有剥削阶级的共同追求，但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方式和实现条件具有其积极的历史作用，“资

本文明积极的一面在于，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与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更有利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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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社会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①马克思关于资

本文明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认识资本文明

的理论基础。

在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因而对资本文明的理解也存在一定差

异。今天无论是反思社会主义驾驭和导控资本的实践，还是审视中国道路与世界新文明形态的意义，②

都需要对中国的资本文明观进行历史总结和回顾。新中国资本文明观经历了 70多年的历史发展和

积淀，深刻地反映出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断深化认识的历史演进过程，同时也深刻影

响了中国利用资本发展经济的实践历程。不论是从理论还是从现实角度来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实践都要求我们必须历史地、辩证地、全面地认识资本文明，摒弃对资本文明的绝对化认识取

向。本文以新中国成立 70多年为重要时间节点，回顾新中国资本文明观的发展历程，并梳理其差异

的内在逻辑进而总结经验、得出对现实的启示，这无疑对新时代合理利用资本发展经济以及对中国

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探索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 70 多年来资本文明观演进的历史回顾

新中国 70多年来的资本文明观深深根植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语境，前后主要经历了

两个历史发展阶段：一是计划经济时期的资本文明观，这一时期对资本的理解主要集中在批判资本

野蛮性方面；二是市场经济时期的资本文明观，这一时期逐步意识到资本文明的积极历史作用，在

利用商品、货币和市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不断深化探索社会主义驾驭和导控资本的实

践经验。

（一）计划经济时代：对资本的野蛮性展开批判

面对人类历史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崭新课题，党和国家曾积极探索如何利用资本发展经

济。但受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殊历史环境的影响，苏联模式及计划经济成为新中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

的选择，“三大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在计划经济时期，新中国对资

本的认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基于马克思经典论述来解读资本，并结合当时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对资本的野蛮性展开批判；二是基于苏联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认识资本，认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

义很快就能实现，资本应该从地球上消失。此时承认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具有历史进步性，目的在

于论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是剥削和社会不公的根源，特别是

对原始积累时期资本的野蛮性批判令无产阶级刻骨铭心：“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927-928页。

② 高云涌：《资本文明的理论自觉与新时代的市场经济精神塑造》，《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 6期。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002



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作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关系，资本将劳动力、自然资源等源源不断地纳入经济

生产领域。工人辛勤劳作产生的剩余价值绝大多数被资本家占有，工人仅能够获取维持自身生存的

部分，因此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消灭私有制。苏联在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和共产主义社

会论述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作为剥削和不公正根源的资本“暂时”消失

了。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中国建立起了“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通过新

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亿万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激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提供

了强大的发展驱动力。从旧中国走出来的劳苦大众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以无限的热情在一穷二白

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国防体系。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

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②资本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取消资本等于取

消资本所有者享有的权利。换言之，消除资本就消除了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带来的剥削问题。因此，通

过“三大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以物的解放实现人的解放，激活人们生产

热情的核心战略举措。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结合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苏联的实践探索和新

民主主义革命中积累的宝贵经验，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巩固和维护了人

民当家做主的地位。

当然必须承认，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也曾有利用民族资本发展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这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求节制和限制资本发展，主张将民族资本与国计民生发展有机结合；二

是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党和国家利用资本发展经济，主要考虑当时经济还比较落后，需要利用

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且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曾发挥了积极作用。社会主义

改造完成后，党和国家对资本的认识受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影响，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

视和封锁，加剧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立的紧张态势，对当时的人们认识资本文明产生

了重大影响。这一历史时期受意识形态和阶级对立的影响，将资本等同于野蛮血腥的经济范畴，以资

金概念代替资本，完全取消了资本范畴在经济领域中的使用。尽管党和国家对资本文明的认识侧重

于批判，但这一时期建立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

献。把资本限定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关系，对资本的野蛮性批判遮蔽了对资本文明的全面把握，忽

视了资本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中的积极作用，导致社会生产中各行为主体积极性不断消减、社会扩

大再生产的动力不足、社会消费品总量短缺等问题的出现，同时马克思关于资本文明的丰富性论述

成为“存在着的无”，特别是商品、货币、资本等范畴被长期搁置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亟待重新审视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87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9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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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积极意义。①

（二）市场经济时代：全面审视资本的文明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开始全面反思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不断

解放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资本文明的认识。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资本文明的认识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市场经济时代，党和

国家对资本文明的认识程度不断深化，在把握了资本文明性及其内在限度的基础上，全面开启了对

社会主义驾驭和导控资本发展的文明新形态实践的探索。

马克思用了 40年的时间，反复论证了资本的历史性和有限性，他指出资本的产生、发展和消亡

都有其历史必然性，只要资本发展达到其历史容量的限度就会自然消亡。然而在现实社会主义运动

中，东方落后国家并没有经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阶段，直接跨越卡夫丁峡谷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以商品、货币、市场为代表的“对物的依赖性”阶段无法跨越，只有充分利用

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才能为未来更高层级的社会主义形态奠定基础。资本增殖的

本质是强制收集剩余价值，是实现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强大动力机制，因此马克思高度肯定了资本

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剩余价值必然会被不断积累，问题的关键在

如何分配和占有剩余价值。充分发挥资本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的积极作用，不断激活商品生产

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要求。党和国家要做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科学引

导资本为人民和公共利益服务。可以说对资本文明的认识，马克思只提供了理论性阐释，十月革命后

的苏联则进行了初步尝试，列宁通过“新经济政策”探索利用资本建设社会主义，取得了一定成绩。遗

憾的是，列宁逝世后苏联很快建立了排除商品经济和资本的计划经济体制。直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

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这一理论和实践问题，并没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得到合

理有效的解决。

重新审视马克思关于资本文明的论述，全面总结计划经济建设时期的经验教训，是改革开放后

认识资本文明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起点。邓小平指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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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要鼓励“三资”企业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

断深化对资本的认识，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资本在生产领域中的积极作用不

断被激发。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资本概念，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资本的概念，鼓励各类资

本共同参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这一时期资本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最有活力的积极变量，社

① 胡博成：《新中国 70年资本的社会主义化：历史、经验和实践导向》，《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第 5期。

②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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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都有显著提高。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引入资本发展带来的贫富差

距等问题也逐步凸显出来。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平等享有物权，鼓励各

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为更加科学有效地利用资本，党的十七大还提

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进一步加强对资本的驾驭和引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全面激活资本活

力，大力推进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正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全面把握资本文明

的独创性举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不断推进现代经济体

系的建立和完善。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在利用资本发展经济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

经验，同时也为世界驾驭和导控资本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蓝本。

在马克思资本文明理论指导下，在列宁新经济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

民经过 70多年的创新性实践积累，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资本文明观。这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利用资本发展经济，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驾驭和导控资本发展形成

的资本文明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国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深化对资本文明的认识，不断

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探索完善迥异于西方国家利用资本

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利用资本的总体性指导思路；在全球化背景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围绕促进公有资本、非公有资本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创造新的社会生态环

境。各类资本同台竞技、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推进生产力发展，有助于全面激活资本文明的历

史容量，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探索新型人类文明形态的必然路径，同时也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基石。

二、新中国 70 多年来资本文明观演进的经验总结

自资本诞生以来，如何认识资本文明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

题，这不仅关涉到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关涉到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走向。经典理论层面上的社会主义

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发展基础上的，为此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辩证地认识和理解资本文

明。站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高度，审视社会主义中国利用资本的理论和实践，要不断去除实践活动

中感性杂多的遮蔽，及时总结 70多年来资本文明观演进的理论经验。新中国对资本文明的认识，实

现了从对资本野蛮性批判到全面认识的转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资本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经济发展现实的深刻把握。

（一）资本并不等于资本主义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资本绝不是资本主义独享的经济范畴，将资本与资本主义画

等号属于典型的“形而上学”认识。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拥有更古老的存在形式，凡是有商品生产的地

方都存在资本的形式。排除资本和商品范畴的计划经济，从根源上混淆了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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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绝对化地链接到资本主义社会，偏离了马克思关于资本及其文明方面的论述。当然由偏离马克

思资本理论认识而导致的资本与资本主义混同问题，有其重要的历史原因。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探索利用资本发展经济的实践。当时小农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各领域的经

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利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符合当时的历史和国情现实。

在 1949年至 1953年期间，新中国延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待资本和民族资本主义既利

用又限制的态度。一方面，需要利用资本恢复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还要限制资本向不利于国计民

生的方向发展。从 1953年开始到 1956年结束的“三大改造”，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实现了对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资本文明理论的创新性发展。这一历史阶

段，陈云关于“三大主体和三个补充”、毛泽东关于“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论述，都认识到

了资本在生产中的重要性。然而面对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崭新课题，同时加

之当时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受意识形态和阶级对立的影响，在认识上混同了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关

系，这是 1956—1978年资本范畴在中国经济发展领域消失的历史原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对

集中一切资源建设工业化体系和国防体系具有重要作用，但依靠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弊端很快就

凸显出来了。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逐步解放，突破了意识形态的束缚，资本所拥有的文明性逐步被发掘出

来，中国探索利用资本、商品和市场发展经济，主动融入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邓小平指出，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引入资本替代计划配置资源，更

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

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

展”。①1978—1992年，中国不断深化对资本和资本文明的认识，全面厘清了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关系。

从 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中国共产党全面开启了社会主义驾驭和导控资本发展

的历史新时期。

（二）社会主义具备驾驭资本的能力

不论是从马克思对资本的论述，还是从社会主义利用资本的实践来看，资本都具有双重性。一方

面，资本具有推进生产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资本以追求自身增殖为唯一目的会导致诸多问

题。资本逻辑凭借其积累的物化劳动权力，将各种自然资源源源不断地纳入其增殖轨道中。尽管资本

并不是现代社会资源配置的唯一方式，但它却是现代社会生态等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在马克思看

来，资本逻辑本质上是一种能够持续收集和占有剩余价值的社会关系，但它又绝不是简单的物化逻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48-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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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需要借助外部力量约束其发展。新中国成立 70多年来资本文明观的形成过程，全面彰显了中国

共产党对资本文明双重性特征的把握。资本本质上是一种负载了物质形态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在

利用资本发展经济的同时，还需要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手段，化解资本发展带来的问题，从

而实现对资本的驾驭和导控。列宁在俄共（布）十一大上指出，苏俄拥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手段

实现对资本的驾驭和导控。邓小平也指出，对“三资企业”不要怕，中国共产党拥有规范资本生产的足

够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驾驭和导控资本发展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不断强化制度法规建设，将资本严格限定在经济生产领域。我们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以来，

在资本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利用制度法规漏洞，侵蚀公共权力和公共领域，造成诸多社会问题的

状况。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高度来看，在改革开放 40多年的发展实践过程中，党和国家建立与完善

了社会主义制度法规，不断规范资本在生产领域中的行为，逐步阻断了资本逻辑侵蚀政治、文化等领

域的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纵深推进，各项制度法规不断完善，“讲规矩”已成

为各类资本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规制。

第二，不断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以公有资本引导各类资本为提高人民生活

福祉服务。毫无疑问，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驾驭资本发展经济的核心价值旨归。公有制经济在引

导、约束、化解非公有资本发展过程中造成的诸多问题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

主义建设过程中可以依托的重要物质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推进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正是不断

发挥公有制经济引导各类资本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第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切断资本越界的文化基础。资本在生产过

程中之所以想要不断尝试越界，其深层原因是利己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文化在作祟。这些思

想脞说目的在于制造有利于资本发展的文化价值体系，通过不断激发人的欲望，不断形塑为资本生

产消费服务的人群，进一步加剧资本尝试文化越界的行为。①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指

导地位，全面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资本生产既合乎法规又符合道德，是中国共产党驾驭和导

控资本发展的重要经验。

新中国在马克思资本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对资本文明的认识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

市场经济的转换。中国共产党全面厘清了资本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确认了资本文明可以为社会主义

所用。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站起来”和“富起来”的历史

任务，当下正阔步走进“强起来”的新时代。为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坚持从人类历史文明发

展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高度出发，全面认识资本在生产力解放和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不断激发资

① 胡博成、朱忆天：《资本逻辑场域中的虚无主义：理论脉络与消解路向》，《社会主义研究》2019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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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力，引导资本为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综合国力和发展生产力服务。

三、新中国 70 多年来资本文明观演进的现实启示

新中国 70多年来资本文明观的历史演进，深刻说明了社会主义不可能坐等资本发展达到其历

史容量，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借助商品、货币、资本和市场来发展经济，从而不断发掘资本在社会主义

制度框架内的活力。经过 70多年的发展和积淀，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不断深化对资本

文明的认识，在实践中形成了“私有资本批判”与“公有资本建构”共存的局面。故此，新时代经济发展

实践必须在私有资本批判和公有资本建构基础上，实现对资本文明的社会主义驾驭和导控。基于新

中国 70多年来资本文明观的历史演进和经验总结，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现实启示。

（一）要树立认识资本文明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新中国 70多年来资本文明观的发展演进历程，为新时代认识和理解资本文明提供了有益的经

验积累。马克思关于资本文明的论述是科学预见，新中国对资本文明的认识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

理论，充满了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深刻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①马克思曾指

出，一切经济范畴都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资本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经济范畴，必然

有其客观存在的意义和促进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时间、客观现实以及资本

自身的发展演绎，资本为实现自身增殖所带来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会呈现出来，并最终演变成制

约自身发展的因素，即达到资本发展的历史容量走向消亡。这要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

须坚持以历史的、辩证的、全面的视角来审视和看待资本文明。

计划经济时代，受苏联经济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的束缚，总是将资本视为野蛮的、罪恶的存在，

拒绝承认资本文明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当然结合当时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社会主义

建设经验不足的现实，可以理解这种对资本文明认识的偏差。市场经济时代，尽管党和国家逐步认识

到了资本文明的历史作用，积极利用资本发展经济，但还要警惕在诸多西方社会思潮影响下，人们对

资本文明的另一种极端化认识：不分时间、地点和条件地承认资本的积极作用，理想化地天真地认为

资本可以解决一切发展问题，惘然不顾引入资本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社会主义建设要历史地、全面

地、辩证地认识资本文明，资本和资本主义经过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会产生影响自身发展的桎梏，这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所无法摆脱的。金融危机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发展危局，已经

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

70多年来资本文明观的演进历程和经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衡量经济现象

① 屈炳祥：《马克思关于资本文明的科学诠释及当代启示》，《当代经济研究》2014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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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活动的重要参考指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紧密围绕人民生活水平、综合国力和生产力的提

高来认识资本文明，即“三个有利于”标准。

（二）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挖资本生产潜力

不断挖掘资本在生产领域中的积极作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提供学理性支

撑，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资本文明观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内在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

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开创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资本发展市场经济的崭新道

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深入挖掘资本在经济生产中的积极作用，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发展，符合马克思资本文明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实践的双重要求。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

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马克思“两个

决不会”理论揭示出，现实社会主义跨越资本运动的历史阶段，直接进入未来理想社会，不仅不具有

历史合理性而且非常危险。只有建立在资本和商品文明充分发育的经济基础上，社会主义才能够拥

有阔步迈入理想社会的坚实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建设决不能抛开资本，这是新中国 70多年来资本文

明观发展积累的重要历史经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抛开对资本文明的片面认识，在不断深

化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深入发掘资本文明在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方面的潜力。

（三）要坚持从全球视野审视社会主义驾驭资本的现实

社会主义驾驭和导控资本发展对世界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利用资本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必然路径；另一方面，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驾驭和导

控资本发展的经验，有助于全球经济正义的实现。中华民族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时代已经成为历

史，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从 2010年起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世界舞台上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之下，利用资本发展经济，积累足够丰

富的物质条件，这是中国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重要物质基础。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利用资本和市场，积极融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不断向着经

济强国的目标迈进，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发展的重要贡献。新时代中国以昂扬姿态积极参与全球建设

的基础性前提是国富民强，否则参与全球治理、推进全球秩序变革将成为“空谈”。在全球化格局中，

西方国家把正义链接在私向度的资本上，将经济正义定义为资本的最大化积累，导致了越来越多的

国际性社会问题并严重制约了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化发展。②近年来，某些华尔街资本竟然基于资本获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592页。

② 胡博成、张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论>内在逻辑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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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考量，多次下调多个主权国家货币的信用评级，严重侵害这些国家的合法经济权益。党的十八大

以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正是遵循着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指导，坚持全球经济正义

的发展方向，不断引导资本逻辑为世界发展服务。①进入 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驾驭和导控资本发

展的实践，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并且已经开始对资本主义发展走向产生了一定影响。未来随

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中国驾驭和导控资本发展的实践，一定会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更

为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毕生都在研究资本和资本主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马克思主义资本理

论。十月革命后的“新经济政策”和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为人类探索、利

用资本文明发展经济提供了全新的生态环境。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深入挖掘资本发展生产的潜

力，既是 21世纪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要求，也是不断激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活力、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实践杠杆。可以期待的是，科学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资本文明观，可以为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奠定更为坚实的思想和实践基础。

（责任编辑：肖舟）

① 胡博成、张平：《论习近平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视角的考察》，《思想教

育研究》2018年第 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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