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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前，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面世，
为世界人民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共产党真实情况的窗口。

80 年后的今天，来自 120 多个国家近 300 个政党和政治组
织的领导人齐聚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
有机会近距离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国。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世界充满了兴趣与好奇。在中共十九
大闭幕一个多月后，外国政党领导人在北京探寻问题的答案。

“密码”之一：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中国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3 亿人民生活不
断改善，7 亿多人实现脱贫，被外界誉为“中国奇迹”。

在外国政党代表看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
国奇迹”背后的重要原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欣欣向荣，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共
产党务实、灵活，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
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世界
和平理事会执委会委员、孟加拉国和平理事会秘书长夸西姆说。

11 月 13 日，美国《时代》杂志亚洲版的封面上，象征五星红
旗的红黄底色上用中英文写着“中国赢了”，这是该杂志创刊以
来首次使用中英两种文字展示其封面内容。文章历数了中国发
展取得的骄人成就。

中国制度取得的成功让西方无法视而不见，也让中国更加
坚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但这份信心清醒而谦
逊：中国强调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
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

“中国历来主张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与
各国分享自身实践经验，倡导交流互鉴，对自身制度充满信心的
同时，也切实尊重其他国家的选择。”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
阵线总书记马里亚姆说。

摩洛哥真实性与现代党总书记奥马里表示，虽然一国的发
展不能完全效仿其他国家的道路，但中国的发展道路让渴望走
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看到新的希望，为他们提供了新的选择。

“密码”之二：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外国政党代表认
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学习创新，用先进的
理论武装头脑，书写了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
煌篇章。

“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实事求是，不断根据新的实际情况进
行创新和变革，保持了灵活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这成为中共不断
发展壮大的源泉。”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中国研究学者费立
民说。

俄罗斯媒体刊文说，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历史进程中，每一步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引领。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委员巴达尔说，不满足于
过去的成绩，不惧怕未来的挑战，中共十九大确立的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力量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指引。

“密码”之三：人民至上的深沉情怀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郑重宣示。
这份文件中，“人民”一词出现超过 200 次。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和使命，也是中国能取得巨大成就的‘秘诀’。”芬兰中间党总书
记奥瓦斯卡如此评价。

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有一种人民至上的执政情怀，强调
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永远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

12 月 1 日，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央党校迎来一批“远方来
客”——— 出席对话会的部分外国政党嘉宾来到这里参观。费立
民对石碑上的“为人民服务”印象深刻。“这是一个政党永远不
能忘记的根本。”

在对话会分组专题会上，一位中共党员代表向外宾介绍
了习近平从村支书到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成长经历。外国政党
代表感叹，数十年的历练，使习近平对国情民生的掌握真实而
充分，从而能完全围绕人民利益作出决策。

“一个政党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取决于能否得到广大人民
群众的支持，代表人民群众利益。中共的执政经历就是一个典
范。”亚美尼亚共和党副主席拉拉扬说。

“密码”之四：自我净化的政治勇气

在外国政党代表眼中，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共最鲜明的特
色，也是这个世界最大政党的优势所在。

“中共从严治党取得了重要成果，尤其是反腐成效显著，
更加赢得了民心。”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主席、捷克众议院
副议长菲利普说，很多捷克在华企业表示，中国的营商环境在
改善，法律环境在改善，这与中国从严治党密不可分。

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已从中共十八大前的 75% 攀升至
2016 年的 92 . 9%。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唯有如此，才能增强党的
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马耳他工党主席米克勒夫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打虎”
“拍蝇”“猎狐”印象深刻，这种刀刃向内的魄力和勇气值得高
度赞赏。

外国政党代表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反腐方面有自我
革命的勇气，在其他方面也能够不断自我完善，继续前进。

美国《外交》杂志在题为《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的文章中
指出，共产党在其执政历程中，表现出了超凡的适应性和自我

纠错能力。中共适应时势的能力、选贤任能的体制、深植民心
的政权合法性，使其能灵活、高效地应对中国的各种问题。

“密码”之五：开放包容的视野胸襟

“近些年来，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变得更加开放、包容、自
信。”作为从事对华研究长达几十年的“中国通”，费立民这样
描述自己眼中的中共形象。

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走出去”与“请进来”，与世界政党
加强交流与合作，相互借鉴经验。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同世
界上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 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着
经常性联系，“朋友圈”不断扩大。

吉布提争取人民进步联盟总书记达瓦莱说，这次来华最
大的收获是及时了解到中共十九大情况及中共最新理论、治
党经验，他从与中共的交流中受益良多。

对话会期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受到与会代表热
烈欢迎。这本“现象级”著作在全世界持续热销，覆盖世界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折射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对世界各国
政党的深刻启示和强大感召。

“这本书成为国际社会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窗口，也成为
寻找中国问题答案的一把钥匙。”夸西姆说，近几年，“中国之
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国际社会尤其是面对发展困
惑的发展中国家，更愿意“向东看”，从中国治理中汲取有益经
验，搭乘中国发展快车。

“密码”之六：兼济天下的全球担当

“共饮一泓水”——— 此次对话会的海报，巧借中国以茶会
友、品茶论道的文化传统，寓意中国共产党邀请各国各类政党
共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党责任，共话建设美好世界的
宏伟愿景。

在对话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发表主旨讲话，呼吁各国政党
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为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种
全球性挑战提出了中国方案，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强
大信心与力量。”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执委会成员、国际书记戈
麦斯说。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
使命。中共十九大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
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等写入党章。

“当今世界，局部动荡此起彼伏，发展鸿沟突出，在全球治
理体系变革的重要时刻，中国理念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
的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可能，为全球治理提供了解决方案。”
英国保守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科尔维尔说。

“中国共产党不仅关心中国自身的发展，也具有担当精
神，肩负起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时代使命。”南非非国大新闻
发言人科德瓦说。 (记者谭晶晶、王慧慧)

新华社北京 12 月 3 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密码”
来自全球政党的北京观察

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家园。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3 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

对话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
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擘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
景，呼吁各国人民和政党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此次对话会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
天下情怀和使命担当，为国际社会应对挑战分享了中国理
念、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吸引了各国政党的热切目光。

天下一家 擘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

好图景

习总书记在主旨讲话中说，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
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我们必须意识到，
尽管意识形态不同、政治格局不同，但我们是一个共同体。
我想这就是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背后的逻辑。”
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说。

顺应时代发展大势，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这是中国共
产党在新时代的天下胸怀和历史担当。

印度尼西亚亚洲创新研究中心主席班邦·苏尔约诺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天下大同”精神的现代化诠
释，蕴含深刻的中国智慧。这一理念将推动全球治理秩序变
革，有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

“他(习近平)在不久前召开的十九大上也重申了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联系越来
越紧密，各国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我们不能靠一国
之力、一己之力来解决问题。”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说。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分享了美好世界的图景：一个远离
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一
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
世界。习总书记对美好世界的深入阐述，让世界心动。

“我们共同的命运即维护发展、提高生活水平。只要我
们融入其中，我认为中国的这一倡议将给人类带来巨大实
惠。”塞尔维亚社会党副主席奥布拉多维奇说。

“一带一路” 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的实践之举

“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习总书记在主旨讲话中说。

从新型国际关系到“一带一路”倡议，从新安全观到全
球治理观，中国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方案新倡议，不断充
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通
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发展，同
时还可以预防各种纷争，助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泰国为泰党资深党员、泰中文化经济协会会长颇欣·蓬
拉军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恰逢其时，中国提出共商共建
共享，表明中国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减少冲突，加强互信。

越南社科院中国研究所前所长杜进森说，中国正在将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变为现实，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
议，就是与世界分享发展成果，促进贸易和投资，鼓励更多
中小型企业融入全球经济。

互学互鉴 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强大力量

习总书记在会上呼吁，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
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搭建
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汇聚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称为“全球
在 21世纪的重要使命”。这一历史使命需要各国共同努力，
政党责无旁贷。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所长陈向
阳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各个国家和政府的事，
也需要各个政党参与和对话合作。通过参加此次对话会，各
国政党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探讨，形成合力，助推全球
治理与世界和平发展。

俄罗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总委员会副书记谢尔盖·
热列兹尼亚克说，中国共产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
充满智慧和建设性，俄中执政党在加强两国外交中发挥着
巨大作用，统俄党愿与中共扩大、深化各领域相互协作。

泰中文化经济协会会长颇欣·蓬拉军说：“我们要充分
理解中国共产党，通过汲取经验，制定我们的目标。为了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必须互相学习。”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
“此类活动不仅可以促进各国政党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也令我们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中国的发展成就并从中汲取经
验。”埃及共产党总书记萨拉赫·阿德利说。

(参与记者：孙萍、张伟、梁辉、王慧娟、郑一晗、吴昊、乐
艳娜、陶军、杨舟、李欣莹) 新华社北京 12 月 3 日电

新华社北京 12 月 3 日电(记者许
可、崔文毅)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
对话会 3 日在北京闭幕，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出席闭幕式并
讲话。

杨洁篪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
席在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全面阐述了
中国共产党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主张，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
一道，共促世界发展、共享世界繁荣、共
掌世界命运的坚定决心。各方高度评价
习近平总书记的主旨讲话，高度肯定中
国共产党的历史性贡献，高度期待中国
进一步发挥引领作用。

杨洁篪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携手建设美好世界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政党和政治家要自觉扛起历史责任，始
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
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要发扬实干精
神，切实负起思想引领、组织动员、人才
培养的政治责任；要全面树立创新意识，
坚持多元的视角、发展的眼光、开放的视
野；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推进人类
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要精心打造沟
通平台，真正拉近各国人民心灵距离。中
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巩固和深化友好
合作关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
建设美好世界贡献政党的力量。

中联部部长宋涛主持闭幕式。闭幕
式上通过了《北京倡议》。

120 多个国家的近 300 个政党和
政党组织领导人等约 600 名中外代表
出席。

在聆听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
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时，阿根廷执政党共和国方案
党全国执委会委员格拉迪斯·冈萨雷斯心中激起强烈共鸣。

而在她身旁就座的是阿根廷反对党代表。冈萨雷斯坦
陈，“尽管我们在国内与反对党观点有时相左，但在涉及人
类命运问题上则存在共识”。

冈萨雷斯的话不仅代表一个政党，也是参加中国共产
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很多世界政党人士的共同心声。

如何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这是摆在很多国家和
政党面前的难题。各国政党秉持怎样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着一个国家对参与全球治理和建设美好世界的态度。

面对共同责任，需要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求同存异。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不同政党在意

识形态上或许有所差异，但对于平等、安全、繁荣等理想的
向往和追求是相通的。

面对共同责任，需要不同规模大小的政党共同担当。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解决全人类面临的问题，需
要每个政党共同参与。世界政党，不论大小，都应成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历史进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

面对共同责任，需要不同发展阶段的政党驰而不息。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在世界政党锲而不舍、驰

而不息的奋斗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蓝图终将成为现实。

美美与共，和而不同。“我们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
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伟业。”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携手共建美好世界
点亮了灯塔。（记者赵晖） 新华社北京 12 月 3 日电

共建美好世界

中共理念缘何吸引

各国政党热切目光

共襄人类伟业的世界政党之责

新华社评论员

“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中央八项规定实
施 5 年来，聚焦党风政风突出问题，掀起激浊扬清的万钧之
势，释放再塑形象的磅礴之力，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注
入强大正能量。八项规定，深刻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也深刻
改变了中国。

截至今年 10 月 31 日，全国已累计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
神问题 19 .3 万起，给予党政纪处分 14 .5 万人。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踏石留印、抓铁有痕遏
制“舌尖上的浪费”，纠正“会所里的歪风”，整治“车轮
上的腐败”，一个个顽瘴痼疾得到有效治理，党风政风焕然
一新，带动社会风气明显好转。 5 年来，清风劲吹、沉疴渐
除，八项规定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成为中国共产
党的亮丽名片。

久久为功方能善作善成。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之所以能取
得显著成效，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行动作
号令，以身教作榜样，以上率下、率先垂范；得益于抓早抓

小，一个事项一个事项盯，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抓，以钉钉子
精神驰而不息地加以推进；得益于聚焦突出问题持续发力、
铁面执纪；得益于标本兼治，着力从体制机制上堵塞漏洞，
扎紧制度笼子。“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
讲认真。”实践证明，只要下定决心、狠抓落实、持之以
恒，就没有管不住的“四风”，没有除不掉的积弊。

奋进新时代，迈向新征程。党的十九大站在新的历史方
位，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新部署，对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提出新
要求。坚持以上率下，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
继续整治“四风”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强化政
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各方面纪律严起来，作风建设依然面
临艰巨繁重任务，需要迈出新步伐、展现新作为。

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作风问题具有顽固
性和反复性，抓作风建设一刻也不能松懈。近日，中央纪委
公布的月报数据显示，今年 10 月份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 4353 起、处理人数 6190 人，公款吃喝、公
款旅游、违规使用公车等问题依然多发，且隐蔽性更强。现
实警示我们，“四风”树倒根存，滋生土壤还未彻底铲除。

只有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抓常、抓细、抓长，把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常态化、长效化，才能推动作风建设不断取
得新进展、新成效。

作风问题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基础。推动作风
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要坚持从思想上入手，坚持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补足党员干部的精神之钙；要在行动中落实，
强化监督问责，强化纪律执行；要在制度上发力，以贯彻《中
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为契机，
进一步完善作风建设的各项制度，为管党治党正风肃纪提
供坚实支撑；要在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上下功夫，
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发扬钉钉子精神，一锤接
着一锤敲，一环紧着一环拧，把作风建设坚持不懈抓下
去，党风政风一定会越来越正，民风社风一定会越来越
好。以强大正能量凝聚起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磅礴力量，
我们必将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 12 月 3 日电

持 之 以 恒 正 风 肃 纪
写在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五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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