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当代政治与治理

江苏社会科学 2016/1· ·

“四个选择”是指“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1]。在这个命题中，“历史和人民选择”是

拟人化的提法，实际上是说近代以来在中国哪种力量最终胜出。那么，历史和人民为什么要进行这

“四个选择”？历史和人民是怎样进行这“四个选择”的？选择了“四个选择”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怎样

的变化？等等。本文拟就选择的历史与历史的选择，谈谈“四个选择”的历史经纬。

一、历史和人民何以需要“重新选择”

近代以前，中国历史没有面临“重新选择”。因为，中华民族曾经在长达两千余年的时间里经济、

科技、文化始终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在这段曾经辉煌的历史中，期间虽然也经历过朝代的变更、皇权

的轮换以及相应而来的社会动荡，但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组织力量以及基本国策等方面

都不存在进行重新选择的急迫危机。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上，汉朝以后，传统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

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与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三教合流”，不仅是统治中国社会的思想基础，而且还

巩固了封建专制统治。在政治制度上，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封建帝制后，一直到辛亥革命推翻封建

帝制，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下循环，朝代的更替并没有引发真正意义上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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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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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危机，乃至新的朝代大多沿袭了前一朝代的制度，从而使政治制度得以延续。在组织力量上，近

代以前，中国社会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虽然统治阶级内部有朋党之间争斗，但它所改变的

只是权力在不同朋党之间的分配，并没用改变封建统治阶级的性质，其统治地位也没有受到严重威

胁。在基本国策上，虽然中国古代很重视对外交往，如张骞出使西域，鉴真六次东渡，郑和七下西洋，

但满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自守政策，中国日益走向闭塞。因此，近代以前，由于“国家制度建立在意识

形态的信念上，在顶端要有强势的个人领导，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全国性政府官僚机构”[1]，这使得中

国封建社会以超稳定的特征避免了思想、制度、政治和国策的危机发生。

但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很虚弱，很衰败，甚至没有力量经受人民革命的危机，在这里，就连一场激

烈爆发的起义也都变成了看来无法医治的慢性病；它很腐败，无论是控制自己的人民，还是抵抗外国

的侵略，一概无能为力，”[2]这使其在思想、制度、政治和国策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首先，西学

东渐冲击和动摇了传统儒学的统治地位，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传统儒家思想暴露出其不合近世潮流

的破绽并在与建立在发达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近代西方文化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其次，近代制度文明

的传入，使中国两千多年连贯而稳定的封建制度架构危机不断。第三，随着新生产力要素的出现，传

统的阶级结构发生变化[3]。一部分地主将土地剥削获得的货币投资于资本主义工商业，这使地主阶级

本身发生了某些变化；19世纪40、50年代，中国出现了最早的工人阶级，60、70年代，又出现了民族资

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近代知识分子向封建统治阶级发起了有力

的挑战。第四，随着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腐朽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再也难以为继，不得不

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迫“开放”。对此，马克思指出，“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

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

发生联系”[4]。这些改变最终成为思想、制度、政治和国策危机的根源，“重新选择”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选择的历史：历史和人民选择的逻辑进程

鸦片战争后，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制度、政治和

国策上的四重危机，这四重危机促使中国人首先将目光投向西方，希望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学到富强

的真理，从师夷派、洋务派、维新派到革命派，前赴后继奋斗半个多世纪，都企望中国步西方列强后尘，

参考或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所以，近代以来中国人最先选择资本主义作为实现中国

富强的目标。那么，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的命运如何呢？

第一，农民阶级不会走。农民阶级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由其本身局限性决定的。首先，在

经济上，农民是分散的个体的小生产者，目光狭隘，不能建立适应自己的经济基础。其次，在政治上，

农民阶级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革命纲领，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封建制度。再次，在思想上，农民阶级

不能摆脱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皇权主义、等级制度。

第二，地主阶级不愿走。地主阶级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出于维护其阶级统治的需要。一方

面，地主阶级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让位于其他阶级，为了维护其经济和政治利益，他们与帝国

主义相勾结，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虽然面对鸦片战争后“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

局”，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开明知识分子，力图在不改变中国落后的封建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学习西方

的先进科技，以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这也是为了维护其阶级统治的需要。然而，由于地主阶级企图

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封建制度，这就使它既摆脱不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控制，也摆脱不

[1]〔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0页，第608页。

[3]齐卫平：《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三个选择”问题的若干思考》，〔北京〕《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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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本国封建主义顽固势力的阻挠和侵蚀，从而使引进的西方科学技术不能真正发挥作用。

第三，资产阶级不能走。资产阶级本应领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却没有成功，其主要原因是

资产阶级所提出的方案不符合中国国情以及自身的历史局限性。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

后天失调，他们既没有力量引发像西方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力量彻底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罗

网，他们所选择的这些理论武器“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1]，不仅无法根本解决中国所面临

的问题，而且也无法改变中国向半殖民地社会沉沦的命运。此外，中国资产阶级自身具有局限性，尤

其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2]，使得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

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有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能生存和发展。因而，靠中国

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无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四，帝国主义不让走。帝国主义不让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为了控制和奴役中国。鸦片战争

后，资本帝国主义通过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牢牢地控制了中国，使中国沦为半殖

民地半封建国家。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不是想让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资本主义，

对此，毛泽东曾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3]

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变成帝

国主义的附庸国。

第五，无产阶级不走了。无产阶级不再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因为无产阶级要开辟一条适合中国国

情的新道路。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历史对各阶级及其政治势力都给予了充分的表现机

会。封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等都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但最终都没有

成功，改造中国的历史重任就落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具有世界无产阶

级的基本优点，而且还具有中国无产阶级独特的优点和特点，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造

就出中国共产党以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便有了以科学理论为行动指南的，有严密组织性纪律性

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先进政党的指导，从此，中国新的出路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从

而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阶级的新道路。

三、历史的选择：“四个选择”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近代以来，中国日渐沦为一个受到列强欺辱，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面临亡国灭种威胁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成为中国人民

必须完成的两大历史任务。因此，哪种思想能够对这两大历史任务作出成功应对，它就会成为中国人

民的信仰；哪条道路能够指引中国人民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它就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哪

种政治力量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实现这两大任务，它就能够成为领导中国历史发展的核心力量，哪种国

策能够推进两大历史任务的完成，它就能够符合民心，能够顺应时代潮流。

第一，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鸦片战争以后，神州大地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许多仁人志

士纷纷放眼西方寻求救亡图存的真理，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和学说也传播到

中国。当时与马克思主义一起传入中国的，还有五花八门的西方“主义”，如杜威的实用主义，叔本华

的唯意志主义，尼采的权力意志主义，欧文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的

“议会主义”，施蒂纳等人的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等。那么，在众多的“主义”中，为什么马克

思主义成为中国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一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其他“主义”所没有的独特的思想力

量。这种独特的思想力量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现实的理论、时代的理论、无产阶级求解放的理论

[1]《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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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改造中国的理论，她能够提供中国人民解决中国历史任务的思想武器，所以，中国人民经过学习、比

较、鉴别，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二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十月革命之前，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只

有两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不是封建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不行，因为封建文化与反封建的

历史走向相悖逆；而学习资本主义，又走进了死胡同。正当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摸索和苦斗的时

候，十月革命爆发了，左右碰壁的中国知识分子发现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第三种文明”就是马克思主

义。由于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因而对中

国的先进分子具有极为特殊的吸引力和亲和力，它证明，“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1]，

不仅发达国家，就是不发达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来指导自己走向解放，这确实使陷于彷徨和

苦闷之中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由于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成功

的，这样，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

义，选择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就成为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历史方向的正确选择。三是马克思

主义满足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

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

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3]，即马克思主义满足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鸦片

战争以后，反帝反封建成为近现代中国的双重诉求。既然反帝反封建是近现代中国最为紧迫的双重

诉求，那么，这一新诉求必然成为中国人民检验一切思想的试金石。业已腐朽的中国传统文化，显然

已与反封建的历史走向相悖逆；原本具有反封建文化功能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在中国它却因殖民主

义的需要而与封建文化结成了反动同盟，并且，帝国主义用枪炮战舰强行“送”到中国来的西方思想，

根本不可能具有反帝救国的功能[4]。毛泽东说：“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

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

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

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

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5]这样，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

思想武器就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第二，时代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

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历史进程中，确立和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成为历史和

人民的选择。一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近

代中国，内忧外患，国势颓败，反动保守势力异常强大，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

富裕就成为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这两大历史任务规定着中国历史的前进方向，决定着中国

各种政治力量的历史地位：哪种政治力量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实现这两大任务，它就能够成为领导中国

历史发展的核心力量，否则，将被历史和人民所淘汰。然而，“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

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6]因此，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

到抗击西方列强的义和团运动；从封建地主阶级自救的洋务运动到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

运动——辛亥革命，最终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历史表明，要解决中国发展进

步问题，必须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

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勇敢地担负起带领中国

[1]《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3][5]《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第1514页。

[4]蔡林慧：《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之缘由探析》，〔南京〕《唯实》2003年第1期。

[6]《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49-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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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90多年的

革命、建设和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

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

进军”[1]，正是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二是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成为中国人民长期的历史比较选择。这种“历史比较”，在民主革命时期，主要是通过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比较。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什么？就是争取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这就要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在反封建方面，中国共产党抓住土地所有制这个核心

问题，先后实行了土地革命、减租减息和彻底的土地改革等政策，不仅解放了生产力，而且把中国大多

数民众争取到自己的身边，而国民党直到逃离大陆前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反帝方面，面对日本帝

国主义的侵略，先是“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后的妥协退让，然后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抵抗，最后到

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国民党反帝立场一变再变。而中国共产党则转变策略，发表“八一宣言”，提出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敌后抗日战场，从而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

益。这种“历史比较”，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主要表现为中国人民是否继续坚定地选择中国

共产党作为自己的领导核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长期执政。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

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在发展进程中走过一段弯路甚至出现过“文革”这样的严重

失误，但中国共产党能够敢于并善于纠正自身的错误，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

景。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维护国家利益和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难怪美国《时代》周刊评

论称：“在中国，人民认为共产党政权创造了迄今为止全世界最惊人的经济增长。经济危机期间，就在

其他国家遭受重创之时，中国继续前行。为什么要把共产党赶下台呢？没几个中国人愿意冒险制造

阿拉伯式的混乱。”[2]三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先进性，成为历史和人民选择的根本原因。历史和人民之

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保持和发展自身的先进性。民主革

命时期，中国人民为什么拥护中国共产党，是因为我们党是一个具有先进性的政党，同样，社会主义建

设和改革时期，中国人民为什么还拥护和支持我们党，根本原因还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和发展自己的先

进性。然而，“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

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3]。只从历史上认同还不够，中国共产党要得到中国人民的始终如一的认

同，还需要有更多更好的执政成就，唯有如此，才能继续获得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第三，实践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是选择取向：选择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必然选择社会

主义。鸦片战争后，面对思想、政治、制度上的危机，中国人民经过反复比较，在思想上选择了马克思

主义，这体现了中国人民力求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愿望，为中国社会发展确立精神支

柱和伟大旗帜；在政治上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体现了中国人民力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辟中国未

来的愿望，为中国社会发展确立了领导核心和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就必然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必然产物的中国共产党，就必然选择自己根本利

益的代表者；而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就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当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自然就在制度上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体现了中国人民力求按照自己的

意愿创造新生活的愿望，为中国社会发展确立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基础。二是现实需要：只有社会主

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辛亥革命后，中国面临着四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即

[1]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2]江上雨：《中国不是中东》，〔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03-10，第1版。

[3]《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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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主义道路、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第一种建国方案的代表者是地

主阶级，他们妄图在中国继续实行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制度，继续走封建主义道路。由于辛亥革命从

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王朝轮替的历史走向，此后“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1]，所以，这种建国方案

行不通，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张勋复辟很快就彻底失败证明了这一点。第二种建国方案的代表者是国

民党统治集团，他们主张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由于

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最终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

第三种建国方案的代表者是某些中间党派的领袖人物或中间人士，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

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这种政治主张在抗战胜利后一度影响很大，当

时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居于中间势力的“民盟”处于调停国共两党的核心地位，正如当时罗隆基所

说：“共产党的让步多，蒋介石的苦恼大，民盟的前途好”[2]，但由于自身组织松懈，党内有党，主义多歧，

在解决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上软弱无力，无所作为，最终未能把握住这一历史赋予的千载难逢的契

机。随后，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其总部也被迫宣布解散。因此，这种建国主张不仅没有得

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就是原本持有这种主张的人，多数也在实际斗争中同中国共产党站在同一条战线之

上，承认了共产党的领导。第四种建国方案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

民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建国方案，由于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和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

随着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胜利，最终赢得了全国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真诚拥护。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如何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

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那么，怎样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呢？

从世界历史上看，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这是欧美和日本走过的，而且走通

了；另一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是前苏联走过的，而且也走通了。那么中国走哪条道路呢？对

此，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3]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

经济力量弱小，无法形成独立、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如果独立以后的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它

就必然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难以取得经济上的真正独立。而且，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社

会将发生严重的两极分化，这不仅意味着无产阶级将继续遭受剥削和压迫，而且意味着广大农民也将

失去他们在土地改革中得到的胜利果实，大量手工业者也将走向破产，这是翻了身的中国人民所不能

答应的[4]。所以，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仍然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走向繁荣富强，要实现国家的工业

化，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第四，发展选择了改革开放。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改革开放主要是基于三重诉求：

一是内部诉求：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开始，“左”的思潮开始在党内占据

主导地位。之后，虽然有过像郑州会议（二次）、武昌会议、上海会议等那样的纠“左”努力，但并没有从

根本上解决“左”的问题，以至愈演愈烈，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后果。对此，邓小平曾经说，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

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1]。面对这种政治经济状况，我们该怎么办？“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

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就会葬送我国的现代化事

[1]《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97页。

[2]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谢泳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北京〕中国青

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

[3]《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4]沙健孙：《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4期。

[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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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1]二是外部诉求：“文革”结束后，中外在经济发展上的巨大

反差。改革开放以后，当我们放眼世界的时候，感到中国已经被世界甩在了后面。20世纪50年代中

叶，我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相对还是比较先进的，我们“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

取得过的进步。”[2]但是，20世纪60-70年代，当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时，各国都在利用这一机遇，努力

发展本国的经济，而我们却关起门来搞“阶级斗争”，其结果使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

反而大大地拉大了。正是在总结十年内乱惨痛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深切感到中国与世界经济

发展上的反差，痛定思痛，提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3]三是时代诉求：时代主题

转换给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提出的新课题。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时代主题已由

“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邓小平当时就指出：“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4]

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绝非历史的“偶然”，而是中国发展的

要求和时代发展的大势使然，是“内忧外压”的形势所逼迫出来的[5]。对此，胡绳认为，“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确实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没有在党的领

导下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没有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

线，那么就不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得好不好的问题，不是发展中有什么困难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社会

主义是否还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亡党亡国的危险”[6]。

四、 结 论

第一，“四个选择”是在双向互动中进行的。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也选

择了中国人民。正是在双向互动中，历史和人民不断地进行选择，马克思主义才不断与时俱进，中国

共产党才不断保持先进性，社会主义道路才越走越宽广，改革开放才不断深入发展。

第二，“四个选择”相互贯通，密不可分。在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中国

共产党和改革开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必然选择走社

会主义道路，必然选择改革开放。

第三，“四个选择”不是一劳永逸的。历史和人民做出了“四个选择”，但“四个选择”不是一劳永逸

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都存在一个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问题，不是说

马克思主义旗帜树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改革开放进行了就解决了所有

问题。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有不断中国化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有始终保持先进性的问题，社会主义有

如何探索适合国情的建设模式问题，改革开放有不断深入发展问题。在“四个选择”中，马克思主义是

基础，是旗帜，如果指导思想发生了偏离，就会影响党的先进性，就会影响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因

此，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和改革开放，只是为国家和民族的

发展找到了思想、制度、政治组织和发展方向上的保障，而要真正实现这种保障的作用，则还需要与时

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改革开放，唯有如此，才能使“四个选择”具有

长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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