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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 9 月 11 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报送的《解放日报》拟发表的
题为《蒋军必败》社论。陆定一在送审社论稿时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在战争过程中，宣传
上主要目标，为揭露美国，澄清同志对美的各种幻想。”毛泽东对社论稿和来信作出如下批语：
“不但澄清对美幻想，主要应澄清悲观思想，指出必胜前途，这是目前的中心问。”[33]笔者
认为，当时党内对美国出现不切实际的幻想，其根源主要还是来自对中国共产党战胜不了强大
的美国这一悲观思想。毛泽东点到了问题的实质。70 多年过去了，重温毛泽东当年的批示，
联系我们现在必须应对的躲不过、绕不开的中美贸易战，应该说，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2017 年 9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
【“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
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的大视野
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
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1]】
当今世界局势白云苍狗，波诡云谲；中美贸易战将是一场旷日持久战。当今中国，多年积
累的“难啃的硬骨头”亟待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加以解决。中国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世界，世界
也正在大踏步地拥抱中国。我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有着世所罕见的挑战。
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
战略思维和顶层设计。笔者认为，毛泽东、习近平所讲，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依然处
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是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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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原理与当今时代特征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作出的重大结论。这一判断不仅完全正确，
而且有着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只有认清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
规律，认清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时代，才能正确认识时代性质，科学判定时代方位，才能从根
本上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这四个自信，也才能正确进行顶层
设计，制定出正确的对内对外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战略、策略等。也只有如此，才能事半
功倍，否则就会事倍功半。

一、当今时代依然处在马克思、恩格斯所指明的大的历史时代
历史学家常用生产工具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准。马克思、恩格斯用占社会主导地位的阶级来
确定和划分“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社会形态，并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时代”这一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接着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锐利的武器，考
察了人类历史，从而第一次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明
确地得出了“两个必然”的结论，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2]因此，资产阶级时代终究会终结，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时代终究会到来。当然，这是一个
长期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进而运用唯物史观，深入考察和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揭示了资本主义
剥削的秘密，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
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最终不可调和的对抗性，进而找到了实现社会变革的阶级和社
会力量——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对大的历史时代发展规律、发展趋势的科学判定与揭示，
正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基石之上的。
马克思在得出“两个必然”结论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两个决不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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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绝不能用其中一个来否定另一个。
用一个否定另一个，在哲学上讲就是“二元论”和“一点论”，而不是“一元论”和“两点论”。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也绝
不是完全等同的平行并列的关系；如果作此认识，就会为种种“左”、右倾错误认识，甚至
给历史虚无主义留下相当活跃的空间。从一定意义上讲，“两个必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
势、总归宿，是我们正确理想信念的总源泉、总依据，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最终实
现共产主义的信心的根本所在。“两个决不会”是人类历史总体发展的具体过程和具体细节的
总汇集、总描述，是我们在实现最高纲领的过程中，在制定、实施和实现一个个最低纲领和一
个个战略策略时，所要考察的客观的具体条件的现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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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我们对“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结论，绝不会也绝不能割裂开来甚至
对立起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必然充满荆棘和曲折，绝
不可能只是在敲锣打鼓中就能实现，同时也对最终到达全人类的最终归宿——共产主义亦即最
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充满无比的信心。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今世界仍处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社会主义
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仅仅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已。

二、当今世界同时也处于列宁所说的金融帝国主义这一特定的小的历史时代
笔者个人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既
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大的历史时代，又包括了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这一特定的小的历史
时代。
列宁坚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按照列宁划分时代的标准，我们可以把马克思、
恩格斯所说的资产阶级形成发展分别细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商业资产阶级，二是工业资产阶级，
三是金融资产阶级即金融帝国主义。同时相对应把资产阶级这一“大的历史时代”分别细分为
三个较小的历史时代：一是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二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和
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同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因而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同
以前的时代相比是文明的、进步的。三是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加速集中并日益融合为金融帝国
主义时代。金融帝国主义时代则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时代。当今美国
当局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对我国悍然发动贸易战乃至金融战、科技战等，就是企图维护
其在全球摇摇欲坠的金融、科技、军事、意识形态、规则规制等方面的垄断地位，其最终结果
必然进一步加深其寄生、腐朽和垂死性。
早在 1914 年，列宁就指出：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完成了它所能完成的一切而转向衰落的这样一种状态”；“这个时
代将延续多久，我们无法断言”。[4]】
在 1915 年底和 1916 年，列宁明确指出：“典型的世界‘主宰’已经是金融资本……整个
世界的命运简直就掌握在几百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的手中”。[5]“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
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6]1916 年上半年，列宁在其著名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
最高阶段》中更是十分明确地指出：
【“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
了”，“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7]
“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主义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
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
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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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
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9]
“各种形式的附属国”，
“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
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这就是“半殖民地”。[10]】
1917 年 4 月，列宁指出：“不研究这个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认识现在的战争和
现在的政治”。[11]1920 年 7 月，列宁又强调指出：
【“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镇压和金融扼杀的世界
体系。”[12]
“资本主义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
[13]
“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14]
“世界革命危机日益发展，这个危机不管会经过多么长久而艰苦的周折，最后必将以无产
阶级革命和这一革命的胜利而告终。”[15]
“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从 1917 年起，这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
实。”[16]】
因此，从本质上说，帝国主义时代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危机深入发展的今天，只要认真读一读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
义的最高阶段》这一著作，任何有起码良知和公正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部字数不多的
著作，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一样，其理论、历史与逻辑有着高度的内在统一，
在人类文明史和重重迷雾之中是一座愈发闪烁着巨大真理光芒、照耀人们不断顽强前行的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理论灯塔。任何偏见和诡辩，都无法使其消弭。很可惜，一些年来，读此著作的
人不多了。也有一些人，忙着去搞所谓的“金融创新”了，而对垄断资本控制的金融的本质不
甚了解，甚至把金融创新当成谋取私利的工具。
笔者认为，列宁当年在这里所说的帝国主义就是金融资本统治的金融帝国主义的简称；
列宁当年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金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
最高阶段的简要表述；我们常说的当今世界仍然处于帝国主义时代，就是当今世界仍然处于
金融帝国主义时代。也正因如此，如果使用列宁的“金融帝国主义”这一提法，将有助于我们
更加直接、更加深刻地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有助于深刻认识当前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国际金
融危机和当今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主要事件的本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世界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信心，有助于找到科学应对的战略举措。
毫无疑问，“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7]但随着金融帝国主义这
一时代的到来，从总体上来说，资产阶级则逐渐步入了垄断、寄生、腐朽和垂死的历史阶段。
我们虽然无法断言列宁所说的金融帝国主义这个时代能够延续多久，但有一点则完全可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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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代绝不是以几十年甚至百多年为单位，而至少是以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为单位。人们对
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诘难，就是把金融帝国主义这一时代看短了，
是以百年甚至几十年为单位来衡量对错的，从而得出了列宁所说过时的结论来。其实，这不是
列宁所做判断的过错，而是后人理解上的偏狭和过错。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代是长期的，其进程不仅是曲折的，有时甚至会发生逆转。
列宁曾明确指出：“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
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型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18]对苏联东欧的剧变，对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的低潮，完全可以作如是理解。
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社会主义革命有迅速发展时期，也有消沉时期。列宁曾
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像“涅瓦大街的人行道”那样“宽阔、畅通、笔直，在走向胜
利的途中根本不必承受极其重大的牺牲，不必‘困守在被包围的要塞里’，或者穿行最窄狭、
最难走、最曲折和最危险的山间小道，谁认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进行无产阶级
革命，谁就不是革命者”。[19]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是要经过漫长的、艰苦的道路”
[20]；革命在发展中既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迅速发展时期，也会有“‘和平’龟行发展”
的“政治消沉”时期。[21]这种现象，既会在一国革命中发生，也会在世界范围发生。因此，
不能把当前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处于消沉时期的现象，看成是时代的根本性质改变了，甚至要告
别革命，它仅仅是时代不同发展阶段上主题的变化。列宁说，“无产阶级的策略都要考虑到人
类历史的这一客观必然的辩证法”，“要利用政治消沉”时期“来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
和战斗力……并使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
大的任务。”[22]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总书记从来没有否定当今世界时代的性质仍
然是帝国主义的时代。而恰恰相反，他们都直接间接肯定了这一时代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
早在 1935 年，毛泽东就指出：
【“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想要割开也不可能了。”
[23]】
1937 年，毛泽东还指出：“自由竞争年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列宁主义“成
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24]1969 年 3 月，毛泽东在召集有关人员
的碰头会上明确指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现在还是帝国主义时代”。
[25]1973 年 6 月 16 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当谈到党的十大政治报告起草问题时说:
【“政治报告中要指出时代的特点，现在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个时代
与列宁所处的时代相同，要引用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说过的话为证。报告中要指出注意
一种倾向常常掩盖另一种倾向。此外，应多引用一些马、列的话。”[26]】
邓小平在中苏论战中曾协助毛泽东主持撰写《九评》。1960 年 6 月 30 日，邓小平在会见
拉丁美洲 12 国兄弟党代表团的讲话中就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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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对时代的分析，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不同的解释，发
生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这个论断合不合用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概括说，列
宁的论断并没有过时，帝国主义特征没有改变”。[27]】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另一位重要成员陈云在 1989 年十分明确地指出：
【“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是不是过时了？我看，没
有过时。”
“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
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28]】
江泽民同志在 2000 年也明确指出，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由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
[29]2005 年，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同时，世
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人类实现普遍和平、共同发展的理想还任重
道远”。[30]
2013 年 3 月，习近平同志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
【“这个世界，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形形
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升温，地区热点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
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31]】
2016 年 6 月 25 日，习近平与普京在北京共同发表的《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
中明确指出：
【“当前，影响全球战略稳定的消极因素正在世界各地增加，我们对此感到担忧。这一趋
势的危险性首先在于，个别国家和军事—政治同盟谋求在军事和军技领域获得决定性优势，以
便在国际事务中毫无阻碍地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来实现自身利益。他们公然无视各国安全
不受减损的安全基本原则，企图以牺牲他国安全换取自身安全。这一政策导致军力增长失控，
动摇了全球战略稳定体系，与在有效国际监督下实现普遍、全面裁军的理念背道而驰。”[32]】
这一论断，不仅间接肯定了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存在，而且还充分肯定了帝国主义
就是战争的结论。
不管承认不承认、正视不正视、认识不认识列宁所界定的时代，但它都时时刻刻存在于我
们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之中，存在于我们亟待统筹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之中。从一定意义
上讲，这是我们进行科学顶层设计中亟待弄清的一个十分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和客观现实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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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有着无比光明的前途
1946 年 9 月 11 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报送的《解放日报》拟发表的
题为《蒋军必败》社论。陆定一在送审社论稿时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在战争过程中，宣传
上主要目标，为揭露美国，澄清同志对美的各种幻想。”毛泽东对社论稿和来信作出如下批语：
“不但澄清对美幻想，主要应澄清悲观思想，指出必胜前途，这是目前的中心问。”[33]笔
者认为，当时党内对美国出现不切实际的幻想，其根源主要还是来自对中国共产党战胜不了强
大的美国这一悲观思想。毛泽东点到了问题的实质。70 多年过去了，重温毛泽东当年的批示，
联系我们现在必须应对的躲不过、绕不开的中美贸易战，应该说，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目前这场仍深未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总根源，就是东欧剧变和苏联亡党亡国之后全球范
围内贫富两极的急遽分化。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整整十年。特朗普当局又祭起贸易制裁大棒到处
挥舞，国内外一些学者包括经济学家认为，第二次国际金融危机即将爆发。摩根大通公司预言
“下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将于 2020 年爆发”。[34]笔者认为，从本质上说，2008 年爆发的国际
金融危机到现在就根本没有结束过，何来的第二次危机呢？资本主义经济正处于长周期的衰落
阶段，短期的一些所谓“好看”的经济指标并不代表已经走出危机。从根本上说，再有十年甚
至更长的时间，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走不出来。2020 年若要爆发更大的危机仅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延续和深化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时代现状与趋势的认识，都是基于科技的进
步与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单个技术可以形成单个资本。但其中的交通
工具可以把一个个单个资本吞并，最终形成垄断。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轮船的行驶，铁
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等等，使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
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5]列宁更加重视建筑铁路的作用。1920
年 7 月，他指出：“资本主义的线索象千丝万缕的密网”，把“建筑铁路”“这种事业变成同
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连结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附属国
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36]
世界社会主义有着无比灿烂的前途，就是因为以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的高科技
革命和新的生产工具的诞生和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球范围内的社会生产力，但同时也极大地
加遽着全球范围内的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贫富两极分化。这正如马克思所强调：在资本主义
社会，“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
增长，——例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
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37]这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
架之内，从总体和本质上说，资本与劳动的各自致富，是一个跷跷板的两头，绝不可能是共富。
资本愈是富有，广大劳动群众则必然愈是贫穷。广大劳动群众愈是贫穷，社会的有效需求则必
然是愈加减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必然使得全球范围内广
大民众愈加贫穷，社会的相对需求急遽减少。我们还可以作出这样的预言，在未来二三十年内，
在全球范围内，大量的人工智能会更多地挤占现有的人工工作岗位，无人工厂会雨后春笋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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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地涌现。这一进程，可能要比我们常人所想象得还要快的多；其覆盖面，可能比常人
想象得还要更为广阔。但资本都不雇佣工人了，普通百姓都没有工资了，谁来购买这些物美价
廉的产品呢？这也是国际金融危机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再爆发的根本原因。
世界社会主义有着无比灿烂的前途，还因为国际互联网已经远比铁路、航空更快的加速着
世界上被压迫被剥削的世界各国、各民族和各国人民的联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中指出：“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是“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
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
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38]在当今世界，国际互联
网是柄双刃剑。它既是金融帝国主义企图统治劳动和劳动者思想的最直接、最便捷、最有力的
工具，同时也是劳动者传播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并进而彼此联合的最直接、最便捷、最有力的
工具。绝大多数人的联合与绝大多数人的事业，绝不是极少数人及其所掌握的技术能封锁得了
的。
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观的全面危机，
是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即生产社会化乃至生产全球化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被极少
数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一基本矛盾在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的框架内根本无法摆脱。随着这一矛盾的不断发展和深化，可以断言，更大的金融
灾难必将紧随其后并在一些年内接连爆发。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颇像中国著名古典小说《红楼梦》中内囊空虚起来的贾府。今天全世
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带来明天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痛苦、愤懑直至反抗，这是全球范
围内的大变革大调整的根本动力；全球人类社会大变革大调整的结果，就必然推动着整个人类
社会的大发展。
从眼前和局部看，我们与美国有不少利益交汇点，尤其是经济贸易往来，相互额度占比高，
但从根本和长远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则是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是根本对立的。
从一定意义上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只要主导着我们这个世界，战争就不可能完全避
免。列宁的判断依然科学而准确：帝国主义是战争的策源地。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发生
了十多起较大的局部战争，都直接间接与帝国主义大国有关。之所以说世界和平有希望，主要
是说世界各国人民其中包括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广大人民对世界和平有着强烈的愿
望和追求，对帝国主义的现象和本质的认识、对帝国主义是战争的策源地的认识都有不同程度
的深化。另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处于衰退之中，世界多极化也在深入发展，美国称霸
全球常常是力不从心。鉴于用“和平演变”的办法在苏联获得成功，它们今后将主要运用其经
济、政治和文化等等霸权对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对其它发展中国家搞“颜色
革命”，以企图达到永久称霸世界、掠夺世界之目的。正因如此，世界和平的整体总格局可能
仍将会维持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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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都有不同阶级和力量的主导即性质的不同，又是对立统一和质变与量变的关系。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从时间而言，从整体而言，相对温馨的和平时期是常态，而血与火的战
争却是短暂甚至极其短暂的。但是战争一旦发生，既会给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十分巨大
的灾难，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导致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新生。这正如经济危机与经济发展
时期一样，经济发展是常态，经济危机是非常态，但短暂的经济危机的非常态的发生，可能会
对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造成较长甚至很长时段的极大的苦难，又可能促使一个国家、民族和
人民的走向觉醒和振兴。
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两大课题”和“两大问题”，绝不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乃
至更长一点的历史阶段所能轻易解决得了的。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
不仅使现有的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反而又带来而且也必然带来新的更大更
多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这一新的问题的凸显，进一步加重
了原有的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的存在。原始社会存在 100 多万年，奴隶社会存在 1600 多年、
封建社会存在 2000 多年，资本主义社会才存在 370 多年，尽管现在历史加快了自己的发展步
伐，但我们没有理由更没有力量让资本主义现在就寿终正寝。
金融帝国主义时代还可能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决不能把这一时期看轻了，
看短了。认为当今时代已是和平与发展时代，就是把金融帝国主义这一时代看轻了、看短了。
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时代的长短，同时也取决于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代表其根本利益
的共产党人对这一时代的认识和在与金融帝国主义合作、竞争、博弈本质上是较量中的主观能
动性的发挥。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拥有金融霸权这一经济基础，也就拥有了其他霸权的各种
手段。现在，美国经济之所以扑朔迷离，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正在并将继续把自己 2008 年爆
发的金融危机转嫁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是欧盟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从总的历史趋势讲，
资本帝国主义无疑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纸老虎，在战略上和本质上，我们必须这么
看。因为这是规律和未来必然的事实。但是，我们也必须记住列宁如下论述：
【“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
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
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39]甚至会出现“惊人迅速的发
展”。】
因此，在战术上看，金融帝国主义又是真老虎、铁老虎，真老虎、铁老虎是要吃人的。苏
联这个社会主义的大党大国不是被吃掉了吗？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世界通过在苏联制造的金融动荡直接间接洗劫了大量的财富。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高度
警惕，认真应对，不能有丝毫马虎。只有认清金融帝国主义既腐朽、垂死又可以在特定条件下
惊人迅速的发展这一重要特征，我们才可能头脑清醒，在任何情况下赢得主动。
笔者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深化，随着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
分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巍然屹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
动人民群众，在未来二三十年最多不会超过五十年内，必然会结束“‘和平’龟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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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消沉”时期，迎接列宁所说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的到来，迎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赢得巨大成功、世界社会主义获得重大发展的伟大日子的到来。
综上所述，当今世界，不仅处于资本主义时代，而且处于帝国主义时代，而且同时也处于
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如果换一种表述，就是同时也处于无产阶级及其进步事业不断发展的时
代。
注 释：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66 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4 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3 页。
[4]《列宁全集》第 26 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6 页。
[5]《列宁全集》第 27 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42 页。
[6]《列宁全集》第 27 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03 页。
[7]《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94 页。
[8]《列宁全集》第 27 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74 页。
[9]《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44 页。
[10]《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48 页。
[11]《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76 页。
[12]《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78~579 页。
[13]《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81 页。
[14]《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78 页。
[15]《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79 页。
[16]《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82 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4 页。
[18]《列宁全集》第 26 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43 页。
[19]《列宁全集》第 35 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5 页。
[20]《列宁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14 页。
[21]《列宁全集》第 26 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78 页。
[22]《列宁全集》第 26 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78 页。
[23]《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61 页。
[24]《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14 页。
[2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33 页。
[2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82 页。
[27]《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62 页。
[28]《陈云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70 页。
[29] 江泽民：《在 2000 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界领导人峰会午餐会上的演讲》，《人民日报》
2000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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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 60 周年首脑会议
上的讲话》，2005 年 9 月 15 日于美国纽约，《人民日报》2005 年 9 月 16 日。
[31]习近平：
《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
（2013
年 3 月 23 日，莫斯科），《人民日报》2013 年 3 月 24 日。
[32]《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人民日
报》2016 年 6 月 26 日。
[3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3 页。
[34] 彭博新闻社网站《摩根大通公司预计下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将于 2020 年爆发》，2018 年 9
月 13 日。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7 页。
[36]《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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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
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8VK009）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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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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