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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将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多种影响广泛

的社会发展理论从价值、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角度进行比较，厘清美国梦、欧洲梦以及

南美发展中国家梦与社会发展理论的内在联系，再通过时代感、道路自信、世界眼光等几个

方面阐释中国梦较之其他梦的优点，由此说明中国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对多维社会发

展理论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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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语

自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扩张，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就成为了人类社会的主题，

各国政府、机构、学者和普通人民在发展中不断思考和探寻社会发展理论，为国家、民族，

乃至全人类寻找合理发展的可能性。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发展，人类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但也获取了宝贵的经验，当今世界上流行的多维社会发展理论正在指导着各国人民继续向前

探索。其中，不同的大国梦集中体现了各具特色的社会发展理念，每一种梦想的出场，都与

当时的社会背景、指导理论有着深厚的逻辑内涵。本文就试图通过多维视角对比主要社会发

展理论思维，以及在这些理论下形成的美国梦、欧洲梦和发展中国家梦的局限性，阐明中国

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下对其他梦想的超越和再创造。

二、几种发展理论思维的局限

随着几次工业革命的兴起，资产阶级走上世界历史的舞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

年的阶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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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不

同的国家和民族对于“社会发展”逐渐形成了共识，“发展”范畴被理解为人类社会向发达

状态迈进、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一般认为
2
，这一过程包括工业化、工业化之后的信息化过

程，以及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基础上发生的社会转型。发展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主题，同

时也是发达国家面临的主题，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发展理论就是研究一个社会如何实现

现代化，以及如何应对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从19世纪社会学诞生，社会发展理论渐次形成，

其中影响较大的社会发展理论依次有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可持续发展理

论等；以下将简要介绍几种社会发展理论和这些理论带来的大国梦，揭露出这些理论思维的

局限性。

1、现代化理论是最早被提出的一种社会发展理论，从一战开始就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

重要的影响，并且在形式上不断发生演变。一方面现代化理论刺激了人们对社会发展、实现

现代化的热情；另一方面，却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问题。

现代化理论流派众多，他们的共同观点是：现代化是一种社会发展的结果，一个社会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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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个方面；现代化是持续的、动态的过程；现代化理论

具有反“传统”的特征，传统与现代是二分对立的；现代化其实就是“西方化”，发展中国

家应遵循欧美现代化的历程，包括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的转型。
1

“美国梦”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在美国机会人人平等，只要努力工作，就会有机会获

得成功，成功的标志则是美国所代表的现代性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即美国副总统拜登领导的

“白宫中产阶级特别小组”解释的那样：“中产阶级是由他们的追求、而不是由他们的收入

来界定的。中产阶级拥有住房、轿车、子女上大学、健康和退休保障以及偶尔的家庭度假”。

第二就是明天比今天好，一代比一代强的充满希望的生活”。
2

现代化理论和“美国梦”的精神实质是高度契合的，即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社会发展的方

向，实现现代化要通过人们的努力工作，落后国家需要学习西方的发展方式才能实现现代化。

人们顺理成章地将美国的成功归功于怀揣“美国梦”努力工作的个人以及保障个人实现美国

梦的美国政治体制，把成功的标准规定为美国式的现代化生活方式。

这样的发展理论造成的充满意识形态的美国梦带来了诸多问题。第一从价值层面上看，

美国梦导致美国人天生的优越感，认为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模式是完美的，其他国家只能模仿、

无法超越，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强制推行它的发展理念；第二从社会历史角度来看，忽略了各

个国家和民族所处的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把落后国家的现状简单归因于起步晚、体制落后

等，过度的自由主义所造成许多国家政治动荡、战乱不断；第三在经济发展、资源消耗上，

无视美国在维持其现代性的同时对世界资源的占有、环境的破坏等问题，把对其他国家地区

的掠夺式开发视为理所应当。事实上发展中国家没有条件、也无可能走与美国一样的现代化

道路，就连美国自身的发展也动力不足，这也就说明了“美国梦”的局限性和不可复制性。

2、依附理论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对落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列宁对落后国家

经济、政治、革命特点的分析，保罗•巴兰对战后帝国主义和落后国家问题的分析等等。以

巴西学者特奥多尼奥•多斯•桑多斯、费尔南多•亨里奇•卡多索和智利学者佐恩•法莱托为代

表，认为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是一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为“边

缘”的格局；拉美国家现代化发展受阻主要是因为外部资本主义中心国与边缘国的不平等经

济关系引起的霸权和剥削；直接原因是边缘国家引进资本主义模式，导致本国资本主义畸形

发展；改变的途径主要有同世界资本体系“脱钩”，或者进行国内社会改革和革命以改变落

后的内部结构。
3

依附理论实际上是模仿欧美模式发展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对本国发展问题的总结和反思，

第一在价值层面上，过分强调落后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没有把握问题的实质，

缺乏自主发展的意识，难免有悲观倾向；第二在社会体制方面，所谓的民主政体，也不能很

好地体现其制度上所谓的“优越性”，欧美政体始终与当地的文化传统不能很好地兼容，都

在实践中被军事政变、流血冲突、西方干预证明其乌托邦式幻想的本质。第三在经济发展方

面，南美包括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凡是照搬欧美发展模式的，起初看似有所发展，但是难

以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的束缚，最终变成发达国家的代工厂、原材料产地。另外“依附理论”

不能很好地解释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东亚奇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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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由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试图解决依附理论的困境，打破国家民族地区的

界限，用一体化的视角批判剩余价值的世界范围内转移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模式，提出“中

心——半边缘——边缘”的世界发展体系，以及广泛交往下不同地位国家实现转移、世界体

系变迁的可能。他认为，所谓的"发展"和"现代化"只是西方学者为了应对"二战"后急剧变化

的世界局势而发明的一种意识形态。
1
但是，世界体系理论一出场就带有很多问题，例如在

反“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上，沃勒斯坦不自觉的又陷入了自身逻辑中的“西方中心”；
2
单纯

的从贸易角度来构建世界体系，强调战争对世界体系改变的作用，忽视了社会、文化、生产

关系、民族融合等的作用，有独断论之嫌；
3
最重要的是，在真实的世界体系当中发展中国

家如何才能实现发展和现代化，达到跃迁的效果，他没有给出确切的思路，而只是给出未来

发展的模糊的多种可能，有待人类未来实践中去证实。由此观之，发展中国家不仅需要自己

的社会发展理论，更需要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

3、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受到世界普遍认可与响应的社会发展

理论。最初在1980年由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共

同发表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中，从生态学角度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强调人类对生

物圈的管理，使生物圈既能满足当代人的最大持续利益，又能保持其满足后代人需求与欲望

的潜力。
4
1991年，又在《保护地球——可持续生态战略》中从社会学角度定义可持续发展：

“在生存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情况下，改善人类生活质量”。
5
1992年，世界银

行《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成本效益比较和审慎的经济分析基础上的

发展和环境政策，加强环境保护，从而导致福利的增加和可持续水平的提高。”有学者从科

技角度定义可持续发展，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建立极少产生废料和污染的工艺或技术系

统。”
6
据此，我们可以综合看出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建立在世界普遍联系的基础之上，总体

思想就是在生态、社会、经济、科技各方面的发展上，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既能满足当代人的

发展需要，又不至于损害后代人满足发展需要的条件的一种发展理论。

“欧洲梦”的产生，是因为一方面欧洲现代化程度较高，人民处于一种普遍的高收入、

高福利的生活之中；另一方面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较早，人们的环境意识普遍比较

强烈；且二战后欧洲人不断的反思人性、自然、社会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以文化多元和生态

主义为中心的、追求生活质量而不是物欲满足的特色鲜明的新发展观——“欧洲梦”。J.里

夫金说：“这是一种新的历史观，根据这种历史观，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本身即

将受到修正；这是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聚敛的‘可持续性的文明’”。
7

可以说“欧洲梦”的发展理念就是可持续发展观，然而“欧洲梦”又不尽然是可持续发

展观。第一从价值观上，欧洲既想抵抗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又

竭力抵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坏的”竞争方式，其结果是“欧洲梦”成为一个地区保护主义

的梦。
8
第二在社会历史角度上，欧洲国家片面追求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而忽视了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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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观中“全球共同发展”的应有之意。第三在经济建设和生态保护上，一方面欧洲国家已

经在社会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在生态治理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另一方面，为了保

证本地区人民的利益，却不太愿意帮助分担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特别是环境问题。结果就造成了新的西方中心主义：一面制定了极为苛刻的“欧洲标准”，

指责、制裁发展中国家恶意竞争；一面极力宣扬“欧洲梦”的价值理念发展观，全然不顾发

展中国家客观的生产力科技水平，形成生态霸权、文化霸权，排斥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

甚至认为“没有理由从那些不遵守任何环境法规、标准的国家进口商品”
1
。可见“欧洲梦”

只能是欧洲人的梦——在此可持续发展观成了少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观，发展中国家要想跟

上欧洲的发展进程，只能是望尘莫及了。

综上所述，无论是现代化理论基础上的“美国梦”，还是发端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欧

洲梦”，虽然适于当时当地的发展形势，极大促进了自身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令无数人陶醉其中，但终究没有他们自己认为的那种普适性；而多数发展中国家虽然怀

揣美好的发展愿望，却苦于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在世界发展的大舞台周围徘徊，凭借依附

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即使能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也无法改变自身的命运。

三、中国梦阐发的新思路

中国梦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词汇，是2005年郑必坚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就中国的

和平崛起与中美关系两大主题发表演讲时，首度提出“中国和平崛起所做的只是‘中国梦’”，

同时声明中国在能源消耗上不会做“美国梦”，在人口流动上不会做“欧洲梦”，在增强综合

国力上不会做“苏联梦”。
2
自此学界对中国梦的产生、内容、意义、实现途径等展开了热

烈的讨论；2012年，习近平主席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式发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

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极大地激发了全世界华人对中国梦的认同和热情。中

国梦的提出，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这是对中国过去发展的总结，和对未来发展的

展望，蕴含着深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较之从前的大国梦想更有现实意义。

1、时代背景决定中国梦的时代意义

2005 年被称为中国崛起年，这一年中国GDP 以 2.23 万亿美元首次超过英国的2.03 万

亿美元，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第四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20%。

国外对于中国发展过快而产生了担忧，炮制出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我国学者反驳道：

“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文明的复兴”
3
，而不是所谓的帝国梦、称霸梦。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了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东亚地区乃至全球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

个方面已然成为了大国，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推动经济发展上都做出

巨大贡献。

中国梦的提出是对时代发展号角的回响，是中国人民对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世界大环境

的美好祝愿。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是像美国梦、欧洲梦那样无时无刻不兜售自己

的价值观，也不是像二战之前的德国梦、日本梦那样煽动民族情绪、妄图统治世界，而是通

过中国梦向世界宣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以人民的幸福生活为价值旨归的，同时也向兄

弟发展中国家表明只要选择正确的道路我们也是有梦可做的。中国梦的时代意义就在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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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国都不知如何发展、摆脱低迷的时候，中国梦带来了一簇希望之光。

2、中特理论赋予中国梦的自信品格

习主席说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

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实现中国梦就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以来至今求独立、求解放、求发展、求富强的必然。
1
同时，中国在

共产党人领导下取得的成就，也增强了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信心。这正是我们

党的十八大提出实现中国梦要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2

1840年以来，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了各种思想在中国大地上的斗争史；各种社会思潮、社

会政治制度在中国走马灯似的上演，但是都行不通。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全国人民取

得民族独立以后，又用了六十多年的时间，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基

本达到小康水平。历史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够发展中国，中国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既充分利用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启动利益机制调动积极性创造

性；同时发挥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权威，用有力的宏观调控限制、缩小了市场的负面效应，

较好地处理了效率与公平、动力与平衡的关系。中国的政治制度把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与依法治国统一起来，循序渐进地推进民主，达到实现公民有序参与、落实人民主体地

位的目的，防止了“民主乱象”。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可以集中资源、发挥社会主义国家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应对复杂国际局势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人民利

益的先进政党长期执政，从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出发，规划国家长远发展目标；同

时又在坚持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优先基础上妥善处理具体的利益矛盾，保障民生，实现社会

的和谐与稳定。中国政局长期稳定，执政党和政府有很高的权威，党的政策和国家方针保持

连续性。
3
中国梦按照中国道路来实现，才是自信的梦、奋进的梦、一定能实现的梦，这是

其他梦想和理论所不具备的自信品格。

3、大同文化带给中国梦的世界眼光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乐黛云说过，“我们必须以中国的方式为中国想象一个社会理念，

一种生活理念，一套价值观，而且还需要想象一种中国关于世界的理念。如果不具有世界性，

中国梦就只能是一种自我玩赏。”
4
那么，中国梦是如何面对世界的呢？

中国梦的政治文化的理论依据：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精髓是“和而不同”的世界观；中国

自古就有“不称霸”的政治文化传统。
5
中国梦最为可贵的就是其中散发着的中国传统观念

——世界眼光。中国人民希望与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共同富裕、共同繁荣、共同

呵护地球家园。
6
与美国梦、欧洲梦不同，中国的发展是包容性的，在倡导国际国内的机会

均等、和谐发展、互利共赢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中国梦是一种新的发展思维，是在吸收

各方面理论的优点的基础上，按照人类发展规律而产生的。中国梦强调中国的发展与世界任

何国家都不矛盾，中国的崛起是包容的、非排他的，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眼光；不

仅明确中国现阶段“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现状，也说明未来中国依然要按照科学发展理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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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不是为了称霸，而是要更好地在

国际上发挥作用，这是一种良性互动的过程。

中国梦的世界眼光还在于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梦的逐渐清晰，表明了西方价值

观并不是普世的意义,世界上还有一种模式可以解决更多、更复杂和更为困难的问题。
1
中

国是惟一一个没有接受西方模式却又蓬勃发展的世界大国。在经济上,以加入 WTO 为标志,

中国已经与西方世界接轨。但在政治上,中国顽强地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在价值观的表述上,

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从官方到民间,中国都越来越多地回归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传

统文化。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也拓展着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途径，必将为世界各国推

动人类文明跃升提供有益借鉴。
2
中国梦的出现，对调整世界格局，打破两极分化，实现社

会发展，平衡国际关系有着深远的意义。其他社会发展理论都不同程度保护既得利益者，中

国梦却是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来实现的；其他国家梦、地区梦都是少数人的梦，中国梦却

兼顾了世界共同的发展。

四、小结

从上述的几种社会发展理论可知，每一种社会发展理论都是不完善的，需要在实践中检

验其合理性。各个国家的人民都有自己的梦想，而梦想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

对发展理论的选择。中国梦对中国自身发展是一种客观的评价和总结，吸取了其他社会发展

理论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种超越性、创造性的提法。中国梦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

迸发而出，是中国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盼望和信心的表达。国内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坚

持走中国道路，这必将是一条光明的道路；中国“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一定能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实现，中国人民一定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中国梦一定能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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