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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建设美好生活不仅开创了人类美好生活的新道路，而且回答了“社会主义向何处去”“资本

主义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等时代之问。 中国建设美好生活的显著成就，彰显和确证了社会主义优势，
破除了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为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注入了生机活力。 中国建设美好生活的现实行动，超越了

“以资本为中心”“单向度”“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为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提供反思参照系。 中国建设美好生

活化解了人类共同难题，为世界文明繁荣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

共同利益，示范引领人类文明形态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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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与根本遵循。 新时代建

设美好生活不仅开创了人类美好生活的新道路，而且回答并指明了“社会主义向何处去”“资本主义向

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等历史与时代之问。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

向世界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创造了

人类文明新形态。” ［１］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建设美好生活，不断展现和确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明形态的先进性与优越性，也不断开启并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载入人类文明发展

史册。
一、 建设美好生活为世界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注入生机活力

“社会主义”（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一词自产生就表征一种人人共有共享的美好生活与文明形态。 社会主义

在本质上适用于社会化生产生活方式，坚持并确认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以普遍的美好生活为根本目

的，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建设美好生活的进程中，确认

并承续着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核心诉求与终极理想，不断促进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新生与发展。
（一） 建设美好生活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本质要求

社会主义自诞生以来，先驱者们就开始设想勾勒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生活图景。 莫尔、温斯坦莱

等分别在其《乌托邦》《自由法》中精心构筑了财产公有、按需分配、自由平等的美好生活理想。 闵采

尔、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承续空想社会主义先辈们的美好生活理想，进一步提出“千载太平天国”
“实业制度”“法郎吉”“新和谐共产主义移民区”等美好生活前景。 未来理想社会有计划地组织生产，
劳动变成“第一需要”，实行民主管理制度，消灭阶级差别和人对人的剥削，铲除贫困、奴役等一切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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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等。 空想社会主义关于美好生活的构想规划，虽已指明并切中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本质属性

与根本特征，却不具有任何的现实可能性。 圣西门仅仅认为少数天才人物是美好生活的建设者。 傅

立叶则寄希望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自我改良调适。 欧文更是基于抽象的人性论立场，期望建立充

满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以实现美好生活。 可以说，空想社会主义者既没有提出建设美好生活的具

体见解，也没有找到建设美好生活的现实力量，更没有找到建设美好生活的正确途径。 因而，空想社

会主义先驱们既没有涉及，也无法回答“如何建设美好生活”的问题，而只能停驻于理想和想象层面，
表达一种美好生活愿景。

科学社会主义不仅促使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从空想发展至科学，而且不断为人们建设美好生活提

供科学指引。 基于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不仅明确将代替资本主义的新型

文明形态称为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而且基于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规律性秩序，进一步指明和确证了社

会主义文明形态先进于并取代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不仅明确强调社会主义文明

形态的发展前景就是共产主义文明形态，而且进一步将共产主义文明形态明确为物质财富与精神境

界极大丰富提高的“自由人联合体”。 马克思遵照人类社会发展的演进规律，不仅视社会主义文明形

态为共产主义文明形态的初级阶段，而且进一步提出建设美好生活的具体途径。 通过无产阶级的社

会主义革命消灭私有制并实行公有制，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消灭阶级和剥削，创造崭新

的人类文明形态。 看得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既找到了美好生活的建设主体，又指明了通向美好生活

的现实道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不再陷入抽象空想，而是成为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科学理论。
（二） 建设美好生活能扭转对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误解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开创了人类文明新纪元，使科学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及

其美好生活理想从理论进一步发展到实践，成为可感、可知、可见的具体社会现实。 十月革命后，列宁

针对当时苏俄人民生活贫困、文化程度较低等状况，果断推行新经济政策，采取公有制形式、社会保障

等措施，建设苏联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从而正式开启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发展进程。 在苏联建设社

会主义文明早期，人们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１９５０—１９６０ 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速高达 １０． ２５％ ，而
同期美国和英国的国民收入增速仅为 ３． ２５％ 、２． ７５％ ［２］，初步展现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在提高人们生

活水平方面的巨大优势。 但苏联长期奉行的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及其与美国的长期对峙争霸

等，实际上损害了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与根本利益。 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速在 １９６０—１９７０ 年、
１９７０—１９８０ 年、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相继降为 ７． ２％ 、５％ 、２． ２％ ，在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 年更是分别降为 － ４％ 、
－１５％ ，呈现负增长［３］。 苏联人民生活资料的长期匮乏与生活水平的连续显著下降，与同期资本主义

国家的富裕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导致人们怀疑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出现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各种

误解。
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世界，西方国家纷纷由此判定社会主

义文明形态的发展前景即为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进而提出“社会主义崩溃论” “社会主义失败论”等，
否定歪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 但事实恰恰相反，苏联式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并不是因其坚持了社会主

义原则而失败，而是因其放弃了社会主义原则而失败，无论是其工作重心的偏移错置，还是其“公开

性”“多元化”改革等，都是与美好生活需要、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本质要求的严重偏离。 因而所谓苏联

模式，既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也不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样板，更不可能遵照或坚持社会

主义文明形态的本质要求，真正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 相应地，苏联式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失

败，并不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本身的失败，“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苏联模式”，只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文

明形态，才能真正建设和实现美好生活。
（三） 建设美好生活彰显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优越性

邓小平说：“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４］。 为了加快发展，迅速改善人民生活，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改革开放、自主发展，进而把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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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形态置于“富起来”的新历史起点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１９４９—２０１８ 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分别从 ４９． ７ 元增至 ２８ ２２８ 元，从 ８８． ２ 元增至 １９ ８５３
元，分别名义增长 ５６６． ６ 倍、２２４． １ 倍，实际增长 ５９． ２ 倍、２８． ５ 倍，年均实际增长 ６． １％ 、５． ６％ ［５］。 中

国告别贫困、跨越温饱、实现小康，不断加快建设美好生活的进程，充分表明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在迅

速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方面的独特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置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并将其融入

党的治国理政思想实践中，统领推动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把“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奋斗目标，强调“如果……群众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明显提

高，那就没有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６］中国在从“小康社会建设”到“美好生活建设”的进

程中，不仅使人们实现了从“缺衣少穿”到“不愁吃、不愁穿”，再到“丰衣足食”的历史性转变，而且取

得了人均 ＧＤＰ 超 １ 万美元、ＧＤＰ 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的显著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不仅彻底撕掉了社会主义之落后文明形态的标签，宣告了“崩溃论”的崩溃和“失败论”的失败，而且

不断为世界社会主义注入生机活力与强劲动力，不断坚定并增强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自信。 中国人

民建设美好生活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不仅自动消解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误解偏见，而且确证

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本质所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以美好生活为目标指引，逐渐把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置于

“强起来”的新境界。 随着科技强国、文化强国、网络强国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不断实现，中国制度、中
国经验等在世界范围内日益获得认同。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日益从边缘走向中央，社会主义文明形态

在世界文明体系中日益从被动卷入转向主动融入。 中国实现了从国家贫穷到国家富强，从人民蒙难

到人民幸福，从文明蒙尘到文明自信的奇迹逆转。 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本质要求，为新时代乃至更长

时期内的美好生活建设指明了基本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而且进一步表明，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能快

速地、高水平、高质量地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 随着新时代建设美好生活不断取得新进展，社会

主义文明形态的优越性必然进一步显现，日益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历史之势。
二、 建设美好生活为世界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提供反思参照系

不同文明形态的美好生活内容与发展模式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却有共同的本质内涵、核心要素

等，在建设思路与发展战略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和借鉴价值。 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作为一种后

发型文明形态，与资本主义先发型文明形态的长期共在式发展，既可吸收借鉴其先进经验与有益成

果，又可为其提供反观自身的参照系，促进不同文明形态的共同、向上、向好发展。
（一） 建设美好生活超越“以资本为中心”的文明形态

美好生活作为“人”之生存发展的生活形态，始终是“人”对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必然强调人在人

类文明形态中的主体性地位。 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虽以高福利政策满足了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但“活
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 ［７］ 也就是说，“活劳动”（劳动人民的

美好生活）只是“积累劳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只是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表面形式，而不是实际内

容。 因此，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不过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

文明［８］。 这种罪恶文明使资本主义的物的世界的升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人们创造的财富越

多，价值越大，人自身就越贫穷、越低贱。 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资本主

义文明形态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能力必然日益疲软，充满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 人们的美好生

活不但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规律，而且必然服务于资本的增殖逻辑而无法实现。 为了克服资本主义

制度的内在矛盾，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必然需要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的文明形态。
只有以人自身为中心的文明形态，才能真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中国共产

党自成立起就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与根本宗旨，始终把人民是否答应、满意、高兴作为

美好生活建设的检验标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着力解决人民生活中

的“急难愁盼”问题，又千方百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既扎实推进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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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重点针对边远偏穷地区实施“精准扶贫”。 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即整体性与绝对贫困的完全

消除，已形成中国经济保持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中国建设美好生活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因而中国建设美好生活所开创的必然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与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同向同行的文明新

形态。 这种文明新形态不仅始终以满足人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和实际内容，而且必然能够实

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二） 建设美好生活超越“单向度”的文明形态

美好生活囊括方方面面，涉及全民、全域、全过程，是一种全面发展的生活形态，建设美好生活不

仅符合人的全面发展要求，而且符合人类文明形态的全面性。 在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资本积聚的必

然结果势必把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因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方式必然是受制于资本家

阶层。 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同样“只有一种生活本能”，即尽可能多地榨取剩余价值。 因而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标，客观上表现为物质财富积累。 为了追逐更多、更大的物质利

益，资本家不仅敢冒任何危险，而且敢犯任何罪行。 因而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并不是全面的、平衡的，即
其仅仅强调物质文明的单向度发展。 这种“物”的单向度文明不仅滋生、强化资本拜物教，把人与人的

关系变成赤裸裸、冷冰冰的金钱关系，而且致使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单向度发展。 无论是其功利主义、
享乐主义等价值取向，还是由其少数资本家专享的所谓民主政治，都与美好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发展

等背道而驰。 随着资本主义单向度文明形态的发展短板日益表现出木桶效应，其物质文明建设的步

伐进程必然会受阻，各构成要素间的相互牵制、排斥，必然使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日益内耗、自损。
中国在建设美好生活的进程中，不断深化对美好生活及文明构成要素的全面性认识。 从改革开

放新时期“先富带动后富”的非均衡发展，到新时代“一个人也不能少”“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也不能落

下”的全面协调发展，再到新征程上持续推动共同富裕的共享式发展，美好生活日益成为全体人民的

美好生活。 从“两个文明”建设到“五个文明”建设，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日益成为全面的美好生活。
美好生活的内容不仅包括更丰裕的物质生活，还包括更多彩的精神生活、更优美的生态生活等。 在新

时代建设美好生活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各个方面协同发展，不仅促使各文明构成要素互融互

促、全面发展，而且超越单向度的文明形态，全面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
（三） 建设美好生活超越“不可持续”的文明形态

作为一种终极理想和永恒追求，美好生活不仅要求是全面的，而且要求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

式。 资本主义单向度的物质文明形态，虽然摧毁了一切阻碍利用自然力、征服自然力的限制，实现了

生产力的高速度、高效率增长。 但它对自然力的征服利用及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带有功利性和狭隘性，
只是为了支配自然界，服从于其财富积累需要。 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不断驱使资本家攫取更多的

自然资源投入生产，结果使整个资本主义沿着“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的粗放型路径高速运转。
这种高能耗的生产模式不仅破坏生态平衡，引致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而且注定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

的短视性与不可持续性。 人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必然使自然资源日益枯竭，使资本主义生产难以

持续，遭受破坏的自然界必然不断对人还以报复，使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不断遭遇环境危机与生存危

机。 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与各类人为灾害频频发生，无不是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发展所引发的生态

文明危机。 虽然资本主义国家皆以转移或输出产业等方式暂缓本国生态文明危机，实际却引发输入

国及全球范围内更严重的生态危机。 因此，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发展不过是以牺牲环境利益、别国利

益与后代利益为代价换来的，因而它所建设和实现的不过是功利的、自私的、虚假的生活形态。
只有尊重、顺应、保护自然，才能创造并享有可持续的美好生活。 中国在建设美好生活的进程中，

循序从“又快又好”发展，调整到“又好又快”发展，进而转变为科学发展、新发展，其所坚持发展的就

是可持续的文明形态。 中国现代化建设基于人民群众“盼温饱”“求生存”的生活需要，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 同时根据人民群众“盼环保”“求生态”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追求集约高效发展，超越传统生产模式。 这就表明，中国所建设的美好生活新样态中，生态文明是其

中的重要内容和必备要素，因而它绝不会牺牲生态文明利益来换取物质文明利益，而是将二者内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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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明形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新时代建设美好生活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不但将其置于更

加突出的位置，而且将其与整个人类文明形态的兴衰荣辱联结起来。 中国不但重视加强生态治理，而
且主动实施并不断加大生态修复保护工程，努力为当代及后代人创造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生产

生活环境；不仅集中全力建设美丽中国，还积极履行国际生态责任，承诺力争 ２０３０ 年、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 这种可持续的美好生活建设所开创和确认的，必然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新

形态。
三、 新时代建设美好生活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

美好生活是古往今来世界人民的共同向往。 中国所建设的美好生活不仅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而且是为世界人民谋幸福。 新时代建设美好生活所开创的文明新形态，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新形态，而
且是世界文明的新形态，不断促进人类文明形态的新发展。

（一） 建设美好生活开创人类文明的新格局

在中国开启美好生活建设之前，西方国家就已经通过工业化，率先建起并塑造了现代文明形态与

人类文明格局，“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９］ 在较长时期内，西方国家凭借资本技

术等优势，单独主导并牢牢掌握工业文明及其发展主动权，从而将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趋向基本定格

为“西升东降”“西强东弱”。 美苏争霸与苏东剧变更进一步增强了西方文明的上升之势和东方文明

的下降之势，以及二者间的互不相容性。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

文明形态强势崛起，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格局逐渐被改写和扭转。 中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
２０１９ 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超 １７％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３０％ ［１０］。 而西方国家的

经济增长则持续低迷，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年，发达国家经济平均增速 １． ９％ ，发展中国家经济平均增速

５. ０％ ；ＩＭＦ 预估，２０２２ 年、２０２３ 年发达国家经济将增长 ３． ９％ 、２． ６％ ，发展中国家经济将增长 ４． ８％ 、
４. ７％ ［１１］。 这表明，全球经济愈发仰赖“中国引擎”，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格局正处于深刻转化之中，
“东升西降”“东强西弱”或将成为未来人类文明形态的新常态。

由于发展理念与发展方式的不同，中西方国家的文明形态及其所开创的文明发展格局是截然不

同的。 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推行所谓的文明。” ［１２］“西升”实际

上是资产阶级威逼、掠夺其他民族和地区得来的，是以“东降”为代价的，“东弱”其实是“西强”的结果

与手段。 由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和发动的殖民扩张运动、两次世界大战等，无不给世界人民及人类文

明带来深重灾难。 而中国所主导的文明新形态则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共建美好生活的

进程中不断创造的文明方式。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社会主义建设原则和“奋斗幸福观”的马克思

主义劳动观，都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人民辛勤劳动、自主奋斗得来的。 相应地，两类文明及

文明格局的运行方向与发展结果也截然不同。 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反对文明冲突、单边主义和国强

必霸的发展逻辑等，主张文明对话、多边主义及和平发展逻辑。 单边主义导致东西方贫富差距不断加

大、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国与国之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等。 文明对话不断缩小东西贫富差距，始终是

世界和平发展的助推器与稳定器。 东西方文明的平稳发展，必然壮大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力量，必然在

不断满足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推动人类文明形态向更高、更新形态进阶。
（二） 建设美好生活指明人类文明的新方向

“文明”本身表示一种进步的、开化的社会状态与过程。 中国人自古认为“辟草昧而致文明”。 英

文“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文明）与“Ｂａｒｂａｒｉｓｍ”（野蛮）相对，强调一种有秩序、受教化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状

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发展的主题就是不断以“新文明”取代“旧文明”，文明发展的目的就

是“能给所有的人以幸福” ［１３］。 然而，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１３］它

虽比过去一切文明形态都更多地积累和发展了物质文明，但其物质文明的单向度发展和社会财富的

私人占有，所必然衍生和导致的人的单向度、社会不公和大多数人的贫困积累等，也暴露了它的极端

伪善、野蛮本性及“不可持续”的发展规律。 随着资本主义从竞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

“不可持续”趋势必然愈演愈烈。 这不仅背离文明本身的“向好”发展规律，而且必然由于这种背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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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明渐行渐远，进而日趋衰落和消亡。
作为新时代建设美好生活的成果，中国所开创的文明形态必然是“向美”“向好”的文明形态。 新

时代美好生活建设所要求和确认的高质量发展与全面协调发展等，不仅符合，还校正了人类文明形态

的“向好”发展之“势”；不但指明，而且示范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向好发展之“式”，即共同发展。 随着经

济全球化趋势增强，世界各国日益一体化为一个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没有一个国家

在自己富裕而其他国家仍处于悲惨的贫困之中时，仍会感到舒适和满意。” ［１４］ 全球贫困、环境、安全等

问题，只有世界各国团结合作，才能有效解决。 中国始终秉持并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

主张与世界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美好生活与文明发展成果，而且积极为共商共建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

多次免除重债穷国债务，主动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对外援助项目等，不断为最不发达地区、沿线

发展中国家、世界贫困地区等注入发展动能。 面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不但全力做好本国防疫，
而且主动实施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人道主义全球行动；不仅主动分享中国防疫经验，还主动贡

献中国方案，呼吁世界各国合作抗疫。 这些切实行动不仅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友好关系与长远发展，而
且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必将推动世界各国共担责任、共谋发展、共享未来。

（三） 建设美好生活加速人类文明的新进程

新时代美好生活建设实际上推动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加速发展。 按照马克思的科学预测，人类文

明形态必然沿着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落后到先进的演进规律，依序表现为奴隶制文明形

态、封建主义文明形态、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共产主义文明形态。 中国从封建主义

跨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直接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美好生活这一壮举，既尊重了一般发展规律，又积

极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在起点上就已经将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大大提前了。 中国的美好生活建设不

是采用西方的“串联式”发展，而是采用协同推进“四化”的“并联式”发展。 相比美国人均 ＧＤＰ 从 １
千美元到 １ 万美元整整用了 ３６ 年，中国仅仅用了 １８ 年，相比英国用了近 ２００ 年时间成为世界第一工

业大国，中国仅仅用了 ６１ 年。 中国用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十年、几百年的发展历

程，实现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从“跟跑”到“并跑”的历史性跨越。 并且，中国还

充分利用发挥“跟跑”优势，既借鉴“领跑者”西方文明的有益成果，又吸取其经验教训；既没有犯颠覆

性错误，也没有走弯路，在发展效益上大大加速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进程。
在世界范围内，建设美好生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仅打破了“资本化 ＝ 现代化 ＝

西方化 ＝全球化”的思维成见，拓展了现代文明的多元存在形态与多元建设道路，而且为世界上希望

加快独立自主发展的国家提供了多重借鉴及全新选择，助力世界各国文明形态的加速发展。 中国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壮举，不仅使全球 ７０％以上的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显著缩小了世界贫困人口版图，
而且提前 １０ 年实现了《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在社会历史发展领域加快了人

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随着新时代美好生活建设的持续推进，世界范围内的美好生活必然不断加速实

现，人类文明形态必将加速迎来质的升华与飞跃。
新时代建设美好生活所开创引领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的新形态，是超越和优于资

本主义文明的新形态，是符合并代表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新时代美好生活建设之

所以能成功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根源于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 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

能在中国成功开创，根源于社会主义好、中国共产党能、马克思主义行。 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能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开创，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情况、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 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能在中国“强起来”的新时代成功开创，根源于新时代所建设的

是更加全面、更高水平、更好品质的美好生活。 可以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不仅进一

步展现并激活了中华文明的旺盛生命力，而且进一步指明并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 面向未来，
中国要继续推进新时代美好生活建设，既深耕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在发展中传承中华文明，又积

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世界的和平发展统一起来，进而为世界人民的美好

生活和人类文明形态的新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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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ＥＯ ／ Ｉｓｓｕｅｓ ／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３０ ／ 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ｕｔｌｏｏｋ⁃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２０．

［１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感染病例增加，复苏进程受阻，通货膨胀上升［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 ０１ ２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ＥＯ ／ Ｉｓｓｕｅｓ ／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２５ ／ 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ｕｔｌｏｏｋ⁃ｕｐｄａｔｅ⁃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２．

［１２］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 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３］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２ 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４］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美好社会———人类议程［Ｍ］． 王中宝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责任编辑：王顺善；英文校对：葛秋颖）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ｌａｎ Ｌｅａｄｓ
ａ Ｎｅｗ Ｆｏｒｍ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ＹＡＮＧ Ｊｉｎｈｕａ１， ＧＥＮＧ Ｗｅｎｘｉｕ２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４，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Ｈｅｎａ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ｉａｏｚｕｏ ４５４００３，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ｈａ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ｏｐｅｎｅｄ ｕｐ ａ ｎｅｗ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ｌｉｆ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ｎｓｗｅｒｅ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ｗ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ｇｏｉｎｇ？ Ｗｈｅｒｅ ｉ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ｇｏｉｎｇ？ Ｗｈｅｒｅ ｉｓ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ｇｏ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ｌｉｆｅ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ｄｉｓｐｅｌｌｅｄ 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
ａｂｏｕｔ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ｊｅｃｔｅｄ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ｌｉｆｅ ｈａｖｅ
ｇｏｎｅ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ｅｎｔｒｉｃ”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ｄ “ｕ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 ｆｒａｍｅ ｏｆ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ｌｉｆ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ｓｄ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ｏｒｍ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ｌ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ｙ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ｅｗ ｅｒ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ｌｉｆｅ； ｎｅｗ ｆｏｒｍ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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