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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罗思义】
【改革开放迎来 40 周年，如何检验中国收获的成果与经验？研究中国经济长达三十年的英国
学者罗思义在其最新研究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并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由表入里、由浅入深地
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影响进行了梳理和评判，该系列研究将分为四部分发表。本文为第一
部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

“95 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
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这使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以唯物辩证的
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
误。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
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
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上述讲话，尤其适用于庆祝中国
改革开放 40 周年。原因是，尽管中国、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但西
方一些势力，甚至中国国内一些势力，均宣称“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并非因为坚持马克
思主义”。出现这种说法的原因很简单，稍后再对此作分析。
在此将首先从经济增速、生活水平增速、 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所惠及的人口占世界比重与减贫
成就等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展成就进行历史与国际比较，以证明中国所取
得的成就在人类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换言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
就，不仅惠及中国，而且惠及全人类。这种制度获得空前成功，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具有重要
意义。因为：
· 如果中国取得成功是因为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就正如习近平在 2017 年
10 月召开的十九大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
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2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空前成
就证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优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 但承认这一点，对西方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样一来西方制度将在国际和国内失去合
法性。这导致西方只能硬着头皮宣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取得前所未有的辉
煌成就，不是因为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中国放弃或背离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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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本文的目的很简单，只想证明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西方试
图维护资本主义的合法性的说法则是错误的。为此，下文将根据四个相互关联的章节进行论证：
· 第一部分将证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在人类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 第二部分将证明，改革开放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这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事实上，
改革开放是从跟随前苏联背离马克思主义，到回归马克思义。这反过来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
到进一步发展。
· 第三部分将通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证研究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发展着的理
论。因此，改革开放取得成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
· 第四部分将证明，由于意识形态原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被迫拒绝马克思主义，进而被迫
否认经济发展事实——这削弱了西方克服自身经济问题的能力。这就是为何过去 40 年，中国
取得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而西方陷入“新平庸”和国际金融危机泥潭不能自拔的原因。
下文将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展成就进行历史与国际比
较，然后将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术语分析中国取得成功的理论原因，最后将简
要总结为何一些国家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却仍可从中国改革开放经济模式中受益的原因。
第一部分：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成就斐然
对于评估中国经济发展成就这样严肃的事件而言，“乐观主义”亦或“悲观主义”都非美德，
唯有现实主义才是美德。因此，有必要根据经济发展速度、受益人口占全人类比例、生活水平
增速、减贫成就等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展成就进行历史与国际比较，以验
证上文所述的“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取得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这一说法是否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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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这些客观事实非常重要。首先因为它事关中国能否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做出准确判断，以
及中国制度何以值得自信。美国新保守派/经济民族主义者与中国的其他敌人希望掩盖中国所
取得的成就，因为他们承认这一点将改变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包括改变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
其次，因为它事关中国改革开放对经济理论的意义。如果改革开放结果只是个小规模经济事件，
那么分析其成功的原因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但相反，改革开放获得伟大成功，从理论上解释它
成功的原因是绝对有必要的。普遍来看：
· 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公开承认，中国取得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这
说明，到目前为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实现经济增长，大规模地、快速地提高民众
平均生活水平，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的最有效可行的方式。
· 对发达经济体来说，兼具起决定性作用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远比失败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与发达经济体所奉行的紧缩政策成功，不失为另一
种选择。
· 对于美国新保守派与经济民族主义者来说，最可怕的是在提高经济增速与改善民众方面生
活水平的最成功的国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非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美国民众了解这种
形势将改变美国政治格局。
· 中国国内的买办知识分子，即其利益与外国而非中国紧密相连的那些人，也希望掩盖中国
所取得的发展成就。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中国民众准确了解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将令“外国模
式优于中国”的说法破产。
为让大家对此有直观的认识，下文将首先对邓小平与陈云启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
进行系统性的历史与国际比较。
改革开放前中国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穷
要准确评估改革开放的影响，就有必要结合当时的历史和国际背景来进行分析。为避免文章过
于冗长，在此对 1949 年至 1978 年改革开放前发展阶段就不作详细分析了，仅对改革开放大背
景下的若干关键点进行概述。拙著《一盘大棋? ——中国新命运解析》对此有详细介绍，感兴
趣的读者可自行前往查阅。
首先，有必要了解，历经外国列强一个多世纪的干预和入侵后，1949 年建国时的中国是多么
的贫穷。安格斯·麦迪森的经典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提供的数据显示，1950 年仅有两个
亚洲国家（缅甸、蒙古）和八个非洲国家（博茨瓦纳、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几内亚、几内亚
比绍、莱索托、马拉维、坦桑尼亚）人均 GDP 低于中国，当时印度人均 GDP 高于中国 38%。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同年的分析数据则显示， 坦桑尼亚人均 GDP 略高于中国，但布基纳法索、
柬埔寨、 莫桑比克人均 GDP 低于中国。与麦迪森的结果有所不同的是，世界大型企业联合还
得出结论，印度人均 GDP 仅高于中国 27%。但这样细小的差异不会改变结果——1949 年的中国
不仅是不发达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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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 1949 年的中国极度贫穷落后，部分作者强调， 1949-1978 年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 1949-1978 年中国所取得的非凡成就是在社会领域。从 1949 年新
中国成立到 1976 年毛泽东逝世这 27 年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了 31 岁——也就是每年增
长超过一岁。要明白这一成就的真正意义，就应指出，1949-1978 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增速是
人类史上主要国家中最快的。
正如图 1 所示，与中国相反，印度独立后的 27 年间其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了 19 岁。因此，历史
虚无主义否定中国改革开放前所取得的非凡社会成就，是完全错误的。正如习近平就改革开放
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指出：

“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
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并进行了 20 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
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
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
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3

图1
中国是人类史上经济增速最快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主要经济体
本节谈 1978 年以后发展阶段，首先论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人类史上主要国家中最快的经
济增速。鉴于此，图 2 为大家呈现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各自 39 年经济增速最快时期 GDP 总
增长率比较。
从 1978 年至 2017 年，中国 GDP 年均增长 9.5%，即经济规模增长近 35 倍。
相比之下，这 39 年间增速最快的其他主要经济体是所谓的亚洲四小龙：
· 1950-1989 年，中国台湾 GDP 年均增长 8.8%，即经济规模增长近 27 倍；
· 1952-1991 年，韩国 GDP 年均增长 8.3%，即经济规模增长近 23 倍；
· 1958-1997 年，中国香港 GDP 年均增长 8.1%，即经济规模增长近 21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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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1990 年，新加坡 GDP 年均增长 8.1%，即经济规模增长近 21 倍。
但与中国相比，亚洲四小龙均非常小。1978 年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为 22.3%，亚洲四小龙加起
来则仅为 1.4%。因此，将 39 年间增速最快的最大经济体与中国进行比较才更具可比性，以日
本为例,除战败后经济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期间外，1950-1989 年日本 GDP 年均增长 6.7%，即经
济规模增长近 13 倍。
显而易见，中国经济表现远优于发达经济体：
· 如上文所述，除战败后经济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期间外，日本经济增速最快的 39 年是
1950-1989 年，其 GDP 年均增长 6.7%。4
· 美国经济增速最快的 39 年是 1933-1972 年，其 GDP 总增长 660%，年均增长 5.0%。
· 除战败后经济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期间外，德国经济增速最快的 39 年是 1950-1989 年，其
GDP 年均增长 3.6%，即经济规模增长近 4 倍。5
· 英国经济增速最快的 39 年是 1950-1989 年，其 GDP 增长 170%，年均增长 2.6%。

图2

这些数据也清楚地表明，认为在过去某一时期西方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如中国一样快是一种误
读，事实上西方发达经济体经济一直呈放缓趋势。发达经济体最快经济增速持续时间远不及中
国，甚至也不及亚洲四小龙或日本。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之初惠及的人口远超人类史上其他任何国家同期人口
上一节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表现进行了全面性的历史与国际比较。但即便如此，
也不足以反映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是因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之初，大幅度地提高生
活水平所惠及的人口，远超其他任何国家同期人口。为便于大家对此有直观的认识，图 3 和表
1 为大家呈现主要经济体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之初各自人口占世界比例比较。下面按时间顺序分
析历史例证：
· 第一个经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国家是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当时其人口占世界比例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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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1776 年建国不久就快速发展起来，但当时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只占一小部分,1820
年其 GDP 占世界比重仅为 1.8%。内战后，实现统一的美国人口占世界比例达到 3.2%，从那时
起美国经济快速增长，于 19 世纪 80 年代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1870 年，美国 GDP 占世界
比重约为 8.9%，同期英国和中国则分别为 9.0%和 17.0%。
· 1870 年德国统一后，其经济开始快速增长，当时德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为 3.1%。
· 20 世纪 20 年代末，苏联开始快速工业化，当时其人口占世界比例为 8.4%
· 二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人口占世界比例为 3.3%
· 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人口加起来占
世界比例仅为 1.4%。
· 1978 年启动改革开放时，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为 22.3%，远超其他经济体经济持续快速增
长之初人口。
确切地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时,其人口占世界比例：
· 是英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之初的 10 倍多；
· 是美国或日本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之初的 7 倍多；
· 是苏联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之初的近 3 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之初所惠及的人口，远超过人类史上其他任何国家同期人
口。

图3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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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造了人类史上最快的生活水平增速
尽管中国取得这些非凡成就，但有必要指出，GDP 增长不应是制定经济政策的目的，而只是实
现其他目的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中国制定经济政策的根本目的应是提高中国老百姓生活条
件，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因此，了解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极其重要。
如果把 GDP 增长设为主要目标而非实现其他目的手段，一味追求 GDP 增长，那么将因污染、危
险的工作场所损害环境，无法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等等。众所周知，中国曾出现过一些污染环
境的事例，给民众的生活和出行带来不便。因此，正如下文分析所示，十九大着重强调纠正“唯
GDP 论英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了解目的和手段之间的正确关系固然极为重要，但不能像泼洗澡水结果却把婴儿丢掉那样，不
分主次轻重。人类发展水平的最佳指标——预期寿命与人均 GDP 增长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证
明，虽然经济增长不是人类发展经济的终极目标，但它是实现人类福祉必不可少的手段——国
际比较表明，人均 GDP 差异对国家间预期寿命差异高低的影响率超过 70%。因此，正如习近平
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6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人类生活水平的直接物质基础——消费。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促进消费增长
的可持续性。可持续性包括保护而非损害环境，这令消费快速增长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可能。
但这方面的目标应是消费增长，而非 GDP 增长。消费增长与 GDP 增长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意
味着，GDP 增长是实现消费增长的不可或缺的手段。正如下文所示，GDP 增长对中长期消费增
长的贡献率超过 80%。
国际媒体和部分中国媒体对消费存在误读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媒体和部分中国媒体对消费增长问题存在误读。他们时不时宣称，“中国
消费增长疲软”。但这是因为他们混淆了“消费占 GDP 比重”与“消费增长率”这两种不同的
概念。正如下文所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消费增速超过世界任何国家。厘清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因为正如习近平曾强调：“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7
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居民消费增速比较
遗憾的是，现在可查到的居民消费增长数据不如 GDP 数据多。世界银行提供的居民消费国际可
比数据普遍是从 1960 年开始，且不包括中国台湾数据。但幸运的是，数据的局限性对于形势
的分析，事实上并未产生重大影响。主要原因有两个 。
· 中国居民消费增速领先其他国家太多，导致将其他数据包括在内也不会改变形势；
· 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是在二战后，以及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8
下文将首先对中国与经济快速增长之初的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居民消费增长进行比较，然后再对
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居民消费增长作比较。
鉴于此，图 4 为大家呈现 1960-2016 年 10 大发展中经济体各自 38 年居民消费增长最快时期增
长率比较。有必要指出的是，主要经济体是指人口超过 5 百万的经济体。可以看出，1978-2016
年中国居民消费增长 1816%，年均增长 7.9%，增速超过任何发展中国家；第二高的是中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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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1961-1999 年其居民消费增长 1605%。但 2017 年中国香港人口仅有 740 万，只刚好满足主
要经济体的人口标准。
就居民消费增长而言，继中国后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经济体是韩国，2017 年韩国人口为 5140
万， 1964-2002 年韩国居民消费增长 1479%。与中国最具可比性的真正的大经济体则是印尼和
印度，1966-2000 年印尼居民消费增长 920%，年均增长 6.0%；1978-2016 年印度居民消费增
长 752%，年均增长 5.5%。
显而易见，中国居民消费增速远超其他主要发展中经济体。

图4

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居民消费增速比较
本节谈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居民消费增速比较。并非所有发达经济体二战前很长一段时间的数据
都可查到，但仍然可以看出，发达经济体居民消费增速都不如中国。这显然有两个原因：
· 大型发达经济体中居民消费增速最快的是二战后的日本，但日本长期数据显示，其居民消
费增速没有中国快；
· 发达经济体居民消费增长最快时期是在二战期间或二战后，而非二战前，而且主要经济体
这一时期的数据都可查到。
图 5 呈现的是中国与美国、日本与英国三个发达经济体各自 38 年居民消费增长最快时期增长
率比较，包括二战前后数据。可以看出，日本居民消费增速远超美国或英国。 1946-1984 年
日本居民消费增长 1554%。
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战败后经济遭受毁灭性的破坏，1946 年日本经济起点很低，当年日本
居民消费能力受到严重抑制。也即是说，由于统计效应，1946-1984 年日本居民消费增长 1554%
这一数据有所失真。但即使将战败后经济遭受毁灭性的破坏令消费受到严重抑制这一例外情况
排除在外，日本居民消费增速仍远超其他任何发达经济体。比如，1950-1988 年和平时期，日
本居民消费仍增长 1236%。1978-2016 年中国居民消费增长 1816%，甚至远超 1946 年起点很低
数据有所失真的日本消费增速这一事实显示，中国居民消费增速远超其他任何发达经济体。再
者，1933-1971 年美国居民消费增长 473%，1969-2007 年英国为 281%，显然远落后于中国。也
即是说，中国居民消费增速是美国的近 4 倍，英国的 6 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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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消费增速快于任何发展中或发达经济体，创造人类史上主要
经济体中最快的居民消费增速。

图5

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总消费增长比较
上文对居民消费进行了分析，本节谈谈总消费。虽然居民消费占消费的最大一部分，也是 GDP
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消费还包括政府消费——通常集中在医疗、教育、治安、环保、消防、救
灾等领域。遗憾的是，大多数国家的总消费（居民消费+政府消费）长期数据并不完整。世界
银行提供的总消费国际可比数据仅从 1990 年起。鉴于此，只能对 1990 年以来中国与其他国家
总消费进行比较。但正如居民消费比较一样，中国总消费增速远高于其他任何国家。
为让大家对此有更深的了解，图 6 为大家呈现 1990-2016 年发展中经济体总消费增长比较。可
以看出， 1990-2016 年中国总消费增长 990%，远超其他任何主要经济体。总消费增长 490%的
马来西亚则居第二位。也即是说，这一阶段中国总消费增速是其他任何主要经济体的 2 倍多。

图6

为体现完整性，特在比较中加入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发展中经济体。应指出的是，1990
年后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许多经济体总消费增长特别强劲，表现远优于亚洲一些发展
中经济体。
正如图 7 所示，1999-2016 年中国总消费增长 990%，无疑仍为世界最快增速。总消费分别增长
498 和 468%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则仍居第二位和第三位。但莫桑比克、卢旺达、乌干达、智利和
多米尼加也跻身总消费增长最快前十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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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总消费增长变化而言，世界前十国家构成情况，不会改变 1990-2016 年中国总消费增
速是其他任何国家的两倍多这一形势。

图7

中国与发达经济体总消费增长比较
本节谈中国与发达经济体总消费增长比较。正如图 8 所示，1990-2016 年中国总消费增长 990%，
美国为 188%——中国总消费增速是美国的五倍多，进一步超过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换
言之，中国总消费增速远超主要发达经济体。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消费与居民消费增速快于任何主要国家。也即是说，改革开放
完全实现了习近平所作的“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承诺。

图8

纠正对邓小平关于 GDP 增长与生活水平之间关系的论述的一些误读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这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不断发展的一个标志，相信中国社会各界围绕习近平所作的十九大报告进行的讨论有助于
进一步消除对邓小平一些设想的误解。
从理论上讲，这与 GDP 增长和经济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密切相关。邓小平在《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讲话中指出 ：“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只
有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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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句话有时遭到一些人的误读，他们笼统地
理解为“中国制定经济政策的目的是实现 GDP 增长，而非提高中国老百姓生活条件和实现中华
民族全面复兴”。习近平所强调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有助于消除这种误解。这说明，中国
经济理论在十九大得到了进一步的澄清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最大
中国最重要的承诺之一是到 2020 年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将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主要成
果之一。但这对中国乃至全人类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面临的最大
问题仍然是收入不够用与贫困。
低收入与贫困问题关乎寿命长短。正如图 9 呈现的最新国际可比数据所示，低收入经济体人均
预期寿命为 62 岁，高收入经济体人均预期寿命为 81 岁——两者之间相差 19 岁，也即是说，
生活在低收入经济体的人比高收入经济体的人早死很多年。

图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高达四分之三。换言之，中国减贫人数超过世界上其他
任何一个国家。这难道不是中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吗？
世界银行的国际贫困标准
世界银行定期修订其设定的国际贫困标准。本文所引用的数据基于世界银行的最新国际贫困标
准——2011 年购买力平价 1.9 美元。下文将根据这一标准，首先对 1981 年至 2013 年中国与
其他国家减贫数据进行比较，进而计算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鉴于有些国家这一阶段的减
贫数据有所缺失，且有些国家贫困人口数量长期持续上升，比如直到 2004 年印度贫困人口仍
在继续增加，因此为体现公平性，后面将对各国减贫人口峰值进行比较、
图 10 和图 11 为大家呈现如下基本数据：
· 中国减贫人数为 8.53 亿，占全世界减贫人数的 75% ，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具有压倒性优
势；
· 中南半岛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减贫人数占全世界减贫人数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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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减贫人数仅占全世界减贫人数的 22%。
上述数据无疑体现了中国在世界减贫方面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正如上文所述，中国对世界减
贫贡献率超过四分之三。同时，数据也显示，社会主义国家对减贫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相较之
下资本主义国家则是失败的。如果资本主义在减贫方面具有高效率，那么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
（如印度、印尼或者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减贫人数应是最多的。但事实正好相反，到目前为止
社会主义国家减贫人数是最多的。

图 10

图 11
最新减贫数据
为避免有人认为截至 2013 年的数据过时而影响比较结果，图 12 为大家呈现 10 个国家/地区/
大陆最数减贫数据，以便计算世界减贫贡献。
当然，从人类福祉角度看，2004 年后印度终于开始减少贫困人口，是一件令人欣慰的的事。
但即便如此，印度减贫人数不及中国的五分之一。撒哈拉以南非洲减贫人数也比中国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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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减贫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从上述数据和如下呈现的图 13 与表 2 数据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减贫方
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相较之下资本主义国家则显得无能：
· 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1981 年有 19.03 亿人陷于贫困之中。从 1981 年至 2013 年，
中国贫困人口从 8.78 亿降到 2500 万，即下降 97%。同期世界其他地区贫困人口则从 10.25 亿
降到 7.41 亿，即仅下降 28%。显然易见，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减贫方面远比包含世界绝
大多数贫困人口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成功。
· 但即便如此，这些数据也抬高了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减贫表现。这是因为 1981 年中南半
岛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减贫数据在世界银行数据库未查到，越南和老挝，
以 及 柬 埔 寨 的 减 贫 数 据 分 别 在 1992 年 和 1994. 年 首 次 出 现 在 世 界 银 行 数 据 库 。 假 设
1981-1992/1994 年中南半岛的三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贫困人口没有减少，那么同期资本主义发
展中国家贫困人口就仅仅下降 了 25%。反之，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减贫表现更糟。
· 换言之，中国减贫人数下降 97%，中南半岛的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减贫人数下降 89%，资本主
义发展中国家减贫人数仅下降 25%。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社会主义国家优于资本主义国家了！
这样的事实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它确切地表明，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是消除贫
困的最有效途径。它也凸显，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具有压倒性优势。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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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国在世界减贫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本节对世界减贫成果进行一下总结：
· 中国减贫人数占全世界减贫人数的四分之三，是印度的 5 倍多，印尼的 7 倍多，拉丁美洲
的 20 多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85 倍；
· 这 8.53 亿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大大拓宽了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选择。与西
方定义的荒谬的人权概念相比，它们对人类福祉的贡献更大。如果问一个正常的中国人或者印
度人， 问他们是愿意选择在穷困潦倒中度过，但有权用 Facebook(除了他们真的一贫如洗买
不起电脑外！)，还是可以脱离贫困，但不能用 Facebook？相信他们的答案会让你很快明白，
西方定义的人权概念是个天大的笑话。
· 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民众。如果你问他们，一个人是多活 19 年更重要，还
是能用 Facebook 更重要？相信他们的答案会让你再次看清，西方定义的人权概念只是笑话而
已。
中国减贫人数超过欧盟和拉美大陆的人口总和。这样的减贫成就令其他国家相形见绌。
结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中国取得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人类史上主要国家中最快的经济增速；
·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大幅度地提高生活水平所惠及的人口，远超人类史上其他任何国家同
期人口；
· 人类史上主要国家中最快的生活水平增速；
· 减贫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不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
的物质基础，而且为提高人类整体生活水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说法并非为迎合中国的民
族主义者，也并非为取悦中国媒体而有意说的客套话，而只是简单陈述事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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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体和中国买办知识分子有意隐瞒中国增速远超人类史上其他任何国家这一事实，有一个
重要原因。这是因为创造无比伦比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的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非资本主
义国家。如果这成为广为人知的事实，那么将改变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因此，西方媒体和中国
买办阶层极力炮制假新闻与隐瞒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在世界经
济发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注释：
1. 见习近平 2016 年 7 月 1 日讲话《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2. 见习近平 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3. 见习近平 2013 年 1 月 5 日讲话《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4. 应指出的是，由于战败后经济遭受毁灭性的破坏，1945 年日本经济规模仅相当于其 1940
年规模的 49%。如果算上 1945 年，那么日本经济增速最快的 39 年是 1945-1984 年，其 GDP
增长 1728%，仍仅相当于 1978-2017 年中国 GDP 增速（3453%）的一半。
5. 应指出的是，由于战败后经济遭受毁灭性的破坏，1946 年德国经济规模仅相当于其 1940
年规模的 38%。如果算上 1946 年，那么德国经济增速最快的 39 年是 1946-1985 年，其 GDP
增长 820%，年均增长 5.5%，不及 1978-2017 年中国 GDP 增速（3453%）的四分之一。
6. 见习近平 2016 年 7 月 1 日讲话《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节选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二卷第 38 页。
7. 见习近平 2016 年 7 月 1 日讲话《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节选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二卷第 40 页。
8. 以增速仅次于中国的亚洲四小龙为例，1950—1960 年中国台湾 GDP 年均仅增长 8.0% ,
1960-1970 年为 9.6%，1980-1990 年为 9.8%；1950—1960 年新加坡 GDP 年均仅增长 5.3%,
1960-1970 年为 9.2%， 1970-1980 年为 9.0%；1950—1960 年中国香港 GDP 年均仅增长
6.9%,
1960-1970 年为 8.9%， 1970-1980 年为 9.0%；1950—1960 年韩国 GDP 年均仅增长 5.% ,
1960-1970 年为 8.7%， 1970-1980 年为 8.4%。
9. 邓小平 1984 年 6 月 30 日讲话《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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