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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政治】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基本特征及实践价值 ∗
李永胜
摘

肖圆圆

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政党制度。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与发展具有深刻的文化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这一政
党制度在实践中呈现出四个基本特征：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制度运行高效、民主参与广泛、具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执
行力。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升了我国国际社会的政党话语权，确保了我国政治大局的长期稳定，也为世界政党制
度创新提供了一种崭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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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优势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最大的优势，制

领导人民的伟大历史实践，积淀着中国共产党和中

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

国人民的伟大政治智慧，其生成和发展具有深刻的

来，团结带领人民不断探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

文化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１．文化 逻 辑： 对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传 承 与

度，形成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和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生态、军事等各方面制度。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党的

发展

十九届四中全会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政治制度的确立源于文化上的认同，并浸淫于

度作出详细部署。 在政治制度方面，全会提出要坚

文化之中。 任何一种政党制度都带有本国独特的文

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化基因，打上本国鲜明的文化烙印。 中国新型政党

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

制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沃土并汲取了其中

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

的优秀因子，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习近平总书记

过程中孕育成长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

指出：“ 新型政党制度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

党制度，具有显著的优势。 当前，深入系统地研究中

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

国新型政党制度，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确保我国实现政治大局稳定，顺利实现
“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 ② “ 天下为公” “ 兼容并蓄”

“ 求同存异” “ 和合” “ 和而不同” 等优秀传统文化深
深融入中国政党制度的血脉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深度契合，一脉相承，既继承了
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又从时代高度予以创造性转
换和创新性发展。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
型政党制度” ① 。

中国这一新型政党制度深植于党

自古以来，“ 天下为公” 的理念为历代知识分子
所崇尚。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１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与价值观研究” （１３ＸＺＸ００４） 。
作者简介：李永胜，男，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安
肖圆圆，女，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 。

７１００４９） 。

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

这与中国古代先哲 “ 天下为公” 的理念高度 契 合。
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的必由之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 天下为公” 成为中

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前

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顺利诞生。 １９５６ 年，毛泽东
又提出“ 长期并存、互相监督” 这一处理党际关系的

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力合作、携手奋斗的共同

基本方针。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 党与

派作为参政党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和价值正当性，中

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 ④ 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中

思想基础。 “ 兼容并蓄、求同存异” 内蕴着各民主党
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平等相处、求同存异，既有广
泛合作的基础，又彼此尊重协同发展；既有共同的奋
斗目标，又彼此承认双方的差异。 在平等相处、真诚
对话的基础上共同进步。

“ 和合” 与“ 和而不同” 是中国人文精神的集中

反映，在“ 和合” 思想滋养下，我国形成了彼此真诚、
友好相待、和谐相处的新型政党关系。 “ 和而不同”

以巨大的开放包容性赋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强大的

内在生机与活力。 “ 和合” 思想是中国新型政党制
度形成的文化基因，“ 和而不同” 则是中国新型政党
制度发展完善的深层密码和不竭动力，也是其健康
发展的价值根基。

党之间要建立新型关系” ，“ 多党合作是我国政治制
国新型政党制度不断走向成熟。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把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坚
持好、发展好、完善好” ⑤ ，“ 要用好政党协商这个民
主形式和制度渠道” ⑥ 。 可见，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思想，同时，
紧密结合我国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新情况、发现
新问题、得出新结论，不断深化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
认识，从而推动我国政党制度日趋成熟完善，并实现
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３．历史逻辑：中国近现代政党制度演变的必然

选择

一种政党制度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历史土壤，

２．理论 逻 辑：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党 理 论 的 创 造 性

并打上鲜明的历史烙印。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在中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建立渊源于马克思主义政

必然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个国家、一个民

党理论。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地位、

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

运用

国近现代历史的曲折演进中创立的，是历史发展的

宗旨、目的、组织原则、使命任务等的重要论述，为中

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⑦ 梳理中国政党制度历史演化

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学理依据。 中国共产

的脉络不难发现，中国政党制度呈现出一个动态演

党人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党的领导、统一战线、

变的历史发展过程。

群众路线与人民民主理论，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
建立提供了行动指南。

１９１１ 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

的封建帝制，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以孙中

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 中指出：“ 在法

山、宋教仁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效仿西方，主

国，共产党人同社会主义民主党联合起来反对保守

张议会制，通过多党竞争，实现轮流执政。 中华民国

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但是并不因此放弃对那些从

成立之初，我国党派林立，先后出现了一百多个党。

革命的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

然而，这种愿望最终因袁世凯的独裁复辟而破灭。

的权利。” ③ 他们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学说的核心
思想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共产党必须紧紧掌握革

１９１９ 年 １０ 月，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 通过北伐，
国民党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我国进入了国

命运动的领导权，二是依据革命发展的实际情况，尽

民党一党专政的时期。 从历史上看，国共两党两次

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政党，联合起来共同对抗

实行合作，但始终未能走向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道

资产阶级。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政

路，根本原因在于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国家，无论

党理论为指导创建的，其核心要义就是始终坚持中

是哪个党派上台执政，都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它们之

国共产党的领导，当然包括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

间没有根本对立的矛盾。 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

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

民的根本利益，而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

革的不同时期，一以贯之地掌握领导权，同时，始终

利益，双方在阶级属性和根本利益上完全不同，是根

紧密联系和团结各民主党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本对立的两个党派。 同时，双方在政治理念、制度安

复兴而共同奋斗。

排、价值追求上也存在根本分歧。 因此，国民党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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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容忍共产党的存在，中国也不可能走西方两党

发展过程，它是在深刻把握历史规律基础上确立的，

制或多党制政治发展道路。

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具有客观必然性。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建立统一战线的
过程中，我们党萌发了建立由各民主党派参政的联
合政府的思想。 早在 １９４０ 年，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

义论》 一文中就提出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观

点。 １９４１ 年 １１ 月，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指出，

新

４．实践逻辑：中国共产党的不懈探索与开拓创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
期实践形成的。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在新民主主义

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最广大的是中间

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孕育产生的，在坚持和发展中国

阶级，“ 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中不断巩固和完善。 在坚持党

事弄好是不可能的” ⑧ 。 他还指出：“ 共产党的这个

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
永远不变的。” ⑨ 在这里，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特别强
调中国共产党要加强与各民主党派的联合，从指导
思想上明确了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必要性。 １９４５ 年 ４

的领导权方面，我们党走过弯路。 国民革命时期，国
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由于我们党处于幼年时
期，在处理国共两党关系方面犯了右倾错误，特别是
没有把握住革命的领导权。 当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
革命政变，对革命力量进行血腥屠杀时，我们党不能

月，毛泽东在《 论联合政府》 一文中明确提出，在抗

组织有效的抵抗，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失败。

日战争取得胜利后，“ 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 我们党

召开国民大会，成立包括更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

在反思第一次合作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

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

把握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政

主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成

治立场，在长期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最终赢得抗

式的政府” ⑩ 。

立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在长期的实践中经过反复比
较，郑重 地 选 择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领 导。 １９４８ 年 ４

日战争的胜利。
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陆

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

续成立，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发挥

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

了巨大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各民主党派协助我

士的热烈响应。 他们公开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

们党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御外敌。 解

的领导下，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

放战争时期，各民主党派团结在我们党周围，同全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

人民一道建立起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反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

动派的独裁统治，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新中国

历史地看，各民主党派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

成立前夕，各民主党派纷纷表示，愿意接受我们党的

时期扮演着重要角色。 但由于其阶级属性与能力水

领导。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平等原因，它们担当不了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

和政治协商制度应运而生。 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民

的大任。 中国共产党因其本质属性以及长期革命斗

主党派人士积极建言献策，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建设

争实践的历练，完全具备了领导中国革命的素质与

事业的发展。 该时期，我国这一新型制度虽然经历

能力。 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

过波折，但是总的来看，是不断巩固并发展完善的。

党派建立起平等合作、互相监督、肝胆相照、互利共

综上所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我们党在长期

赢的友好党际关系，双方密切合作、携手奋进、共创

政治实践中把握规律、勇于创新取得的有益政治成

未来，使新中国赢得了巨大历史成就。 中国新型政

果，蕴涵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

党制度的建立，实现了政党之间由恶性竞争走向协
商对话、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历史证明，无论是一党专制，还是两党制或多党
制，在中国都是行不通的。 任何政党制度的建立都
要洞察历史逻辑、遵循历史规律、顺应历史潮流。 中
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建立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
想的人民民主实现形式，呈现出四个基本特征。
１．始终坚持人民立场

马克思指出：“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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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问题具有根本性，“ 依靠谁、

们的利益有关。” 

国家政治生活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

为了谁” 体现政党制度的根本立场和性质。 习近平

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

总书记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 能够真

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

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

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

。

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始终

坚持人民立场，着眼于满足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它

 ，这正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机制

竞争的弊端” 

高效性的根本所在。

的广泛代表性和人民立场，具体表现为利益实现的

一种政党制度的优劣，要靠其功能发挥的最终

真实性、利益代表的广泛性以及利益保障的稳定性。

效果来评判。 以多党合作为重要内容的中国新型政

其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鲜明的真实性。

党制度，是一种通过政治协商机制实现民主政治的

在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与差异化的情况下，为满足

基本政治制度。 它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必须建立一个能够代表

和无党派爱国人士通力合作、协同奋进，通过人民政

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制度，以充分表达各方

协的政治协商，发挥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面的利益诉求。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就是这样一种制

和参政议政作用，这就从制度架构上保障了制度运

度形式，它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广泛听取民众呼

行的高效性。

声及各方意见，使各党派、阶层、群体的主张与建议

政治协商以政治协商会议为主要组织形式，通

都能得到充分表达与重视。 这一新型政党制度有利

过政治协商，不同阶层的民众诉求能够更快速、更真

于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协调各方力量、凝聚社会共

实、更有效地传递给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 民

识，最终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主监督是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主要表现为民主党

其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派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监督，针对党员干部在贯

它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充分肯定民主党派

彻落实中央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

的地位与作用，鼓励民主党派各抒己见、反映民意、

可行的建议，对党员干部的言行进行强有力监督，防

求同存异、包容异见、促进和谐，在对话沟通中共同

止党内滋生腐败。 参政议政是民主党派通过政治参

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通过双方密切合作与共同

与，依法表达政治意见的有效形式，是参政党意志诉

努力，实现人民利益代表的广泛性与利益诉求差异

求的集中体现方式。

性的有机统一。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拥有广泛的群众

就西方政党制度而言，不同的政党为了反对而

基础和深厚的社会基础。 它容纳了社会各个阶层、

反对，为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而相互攻讦。 我国各民

界别、群体、民族的利益诉求，从事实上构建出多方

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都是

合作的统一战线，从制度上保证了最广大人民根本

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利益的有效实现。

益。 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一道，为中国现代化

其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持久的稳定性。

建设而共同奋斗。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则通过发挥民

中国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她

主党派的基本职能，积极建言献策，为中国共产党治

的任何行动都以实现人民美好生活为指向，以实现

国理政提供建设性意见，共同促进党和国家事业的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 这一目标是亲民、

发展。 这种政党制度能够广泛汇聚民智民力，集中

惠民、为民、利民的，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力量办大事，有力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促进

和支持。 民主党派的建立，能够有效代表和真实反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高度团结与相向而行，彰

映各自联系界别的利益诉求。 因此，中国共产党与

显出新型政党制度运行的高效性。

民主党派具有深厚的合作基础，能够协同实现不同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政治协商的机制，保证党

阶层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社会稳定持久的发展。

和国家政策实施的规范有序，推动决策的科学化与

所以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民主化，优化了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对话方式、资

最真实、最广泛、最持久的实现形式。

源配置与组织机制，表现出制度运行的高效性。

２．制度运行高效

４

政党政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主要方式，政党在

３．民主参与广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基本特征及实践价值

在它能够通过“ 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
。

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与西

４．具有强大组织领导力和执行力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

方政党制度相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现出更广泛

实践中能否充分发挥其制度效能，取决于制度的执

的民主参与性。 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代表最广大人

行力能否得到充分保障。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最大

民群众，政协委员则代表不同阶层的民众，这就形成

政治优势，就是具有强大的组织领导力和执行力。

了互为补充、良性循环的民主代表制度。 这是一种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

一元领导、多元参与的崭新民主实现形式，充分体现

力量。 在统揽“ 四个伟大” 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以

了民主实现形式多样性的特点。

高度组织性表现出强大的领导力。 中国共产党从实

我们以美国的两党制政党制度为例进行分析。

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坚持总揽

在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通过竞选轮流上台执政，但

全局、协调各方，推动各职能机关协调行动、耦合互

两党都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并不能真正代表美国广

动、形成合力。 这一领导体制具有明显优势，它能够

大人民的利益。 双方为获得大选胜利以及更多的政
治资源，往往进行无休止的斗争。 这种争斗既破坏
国家政治稳定，又干扰国家长远发展。 以美国两党
制为代表的西方政党制度，从根本上说是“ 少数民
主” “ 程序民主” “ 形式民主” 。 显然，西方政党制度

是资产阶级利益集团“ 零和博弈” “ 恶性竞争” 政治
生态发展的客观结果，有其固有的弊端。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立的基础是坚持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地位，同时保障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权利。
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政权建设，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参
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和法规的制定与执行，以及
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 这就突
破了西方单纯通过选举制度实现“ 少数人民主” 的
民主形式，将现代民主渗透到科学决策、严格执行、
民主监督等具体政治运行中，融入政策制定、干部任
免、利益协调、联系群众等政党政治各环节和全过
程，拓展了现代民主的内涵。 它创造性地将选举民
主与协商民主有机融合，形成内容与形式辩证统一
的集合作、协商、参与、监督为一体的复合式民主实
现形式。
另外，在这一制度框架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

通过民主集中制原则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持
政治稳定性和政策连续性，并以严密的组织形式和
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安排呈现出强大的执行力。
从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体系视角看，中国新型政
党制度表现出高效的执行力。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
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它们为了国家发展、民族
复兴、人民福祉而共同协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
强调中国 共 产 党 的 领 导， 也 强 调 发 扬 社 会 主 义 民
 这就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人民根本利

主。” 

益的政党领导，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中，是第一
位的、管总的，它贯穿制度体系、组织体系、法治体
系、运行体系之中，具有联动枢纽的“ 社会功能” ，发
挥着核心与统帅作用。 同时，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
权利也得到保障。 一方面，推动民主党派参政议政
规范化、常态化，有利于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
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协商民主，
促使公民有序参与政治决策，建言献策，广泛凝心聚
力，形成政治合力，大大增强其制度认同感和自觉执
行力，有效提升了政策执行效率。

党派各司其职，双方坦诚相待、共商国是、共谋国策，

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和坚持全国

共同服务人民，合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

一盘棋的整体思维，表现出超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和

展。 在中国社会的政治语境中，中国共产党和民主

组织执行能力，既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能通过党的

党派不是敌对党，也不是反对党，而是休戚与共、共
存共荣的亲密友党，双方各安其职、各负其责、平等
互利。 这就有效避免了西方政党之间为获得政治资

肌体的“ 神经末梢” ———基层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
将群众广泛动员和组织起来，办好群众身边的小事。
同时，我们党密切联系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他们参

源和政治统治而出现的无休止的“ 内耗” “ 倾轧” “ 攻

政议政的职能，从而将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诉

击” 情况，形成了以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愿景、

求充分表达出来。 所以说，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

共同价 值 为 纽 带 的 长 期 合 作 团 结 和 共 谋 发 展 的

通力合作，在政治实践中呈现出新型政党制度的强

局面。

大领导力和高效执行力。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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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价值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
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集中体现了我国

党制度体系，不仅为中国政党制度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制度保障，也为中国政党制度话语权的提升提供
了深厚的实践底气与鲜活的政治生气。
２．确保了我国政治大局的稳定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明确了双方的政治关系，即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具有显著的优越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是领导与被领导、监督被监

性。 这一政党制度维护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督的合作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

提升了我国在国际社会的政党话语权，确保了我国

参政党，双方既不是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关系，也不是

政治大局的稳定。 同时，这一政党制度也拓宽了各

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关系，而是团结合作齐心建

国实现民主的路径，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步提供

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

了中国方案。

派进行政治领导，民主党派则以政治协商、参政议

１．提升了我国国际社会的政党话语权

政、民主协商、民主监督等形式积极发挥作用，为中

所谓政党话语权，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政党制度

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提供宝贵意见和智力支持。 中国

的表达权与把握事务的能力。 通过对政党制度的有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成功搭建起

效表达与全面阐述，使其在国内与国际社会得到普

和谐的党际关系，它明确了执政党与民主党派的地

遍认同与大力支持。 显然，政党话语权是一种软实

位与职责，厘清了各自身份与角色，实现了权责分

力，它不受物质条件影响，而受价值和价值观影响。

明、密切配合与相互支持，有效避免了为争权夺利而

政党理论话语权的确立，是一个国家在长期政治实

进行的政治斗争与社会内耗等不良现象，有利于维

践中获得的。

护政治局面的清明与稳定，营造出精诚合作、肝胆相

我国政党制度的确立受西方政党制度话语霸权
的影响。 从近代对苏联一党制的照抄照搬到对西方

照、凝心聚力、团结一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政治生态。

政党制度的借鉴与参考，在此过程中，西方国家常常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和社

以“ 一党独裁” 等污名化手段歪曲我国政党制度，误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西方国家加大了对我

导其他国家和民众对我国政党制度的认识。 中国新

国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的力度，特别是鼓吹它们

型政党制度开辟了一条与西方政党制度本质不同的

的民主模式，企图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实

崭新模式，打破了西方政党制度崇拜的神话，它以实
现最广泛最真实的人民民主为基本政治价值取向，

现其“ 西化” “ 分化” 我国之图谋，这势必会影响我国
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经历长

以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作为政治发展的主要形式。

期实践探索创造出的独特制度成果，它从马克思主

它明确了政党制度的国家定位，确立了民主党派的

义政党理论出发，充分吸取西方政党制度和国际共

法律地位，在法律框架内厘清了执政党与参政党之

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与教训，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逐渐

间的关系，充分彰显了中国人民的制度自信。

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体系。 它创造性地解决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促进了中国政治理念的传

了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有效破解了影响政治

播。 它通过建立系统的政党理论体系，提升中国特

稳定的一个关键性世界难题。 当前，世界百年之未

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说服力，以显著制度优势向国

有之大变局的复杂环境给我国政党制度建设提出新

际社会展现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先进性与优越性，

的挑战。 我们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

赢得了国际社会与各国人民的政治认同与理解支

政党制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

持，打破了几百年以来的西方政治话语霸权，增强了

统一战线，才能保持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我国政党制度在国际上的理论话语权，形成了新的
政党制度话语体系。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其内在的

３．为世界政党制度创新提供了一种 崭 新 实 践

模式

运行逻辑，形成了真理性与价值性、科学性与民主

政党制度虽然起源于西方，但是历史已经证明，

性、先进性与包容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政党

西方政党制度存在内在的、深刻的、不可克服的缺

制度。 它是经过中国政治实践检验的一套成功的政

陷，如代表极少数人利益、党派纷争、效率低下，等

６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基本特征及实践价值

等。 西方政党制度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不同派别轮流

实际出发，选择适合自己的政党制度方式。 由此可

上台执政，不论哪一个党派执政，都维护掌握经济大

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当今世界建立什么样的政

权的少数人的利益。 不论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不

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开辟了世界政党制度发展

同政党通常围绕权力、利益展开激烈博弈，甚至无所

的新天地。

不用其极，导致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党派

四、结语

竞争沦为政治恶斗，甚至令整个国家政治机器陷入
瘫痪之中，严重影响了国家发展。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厚植于中国历史文化，契合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探索与自

了中国实际，有其独特的生成逻辑和鲜明特征。 它

主创新的结果。 它以坚持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多

内蕴了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

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为主要内容，将竞争与合作有机

党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本土化创造，积淀着革

结合起来，科学厘定了执政党与其他党派的关系。

命斗争的丰富经验与实践智慧，生成于中国共产党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实现了有效监督，避免了一党

自主探索与守正创新的政治实践沃土。 它以科学合

独裁，也避免了在两党制或多党制下因利益分配不

理的制度范式实现了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多党合作、

均相互争夺而造成的政治混乱局面，体现了人民意

精诚团结与协同发展，以其独特而鲜活的生命力向

愿，适应了时代要求，深化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

世界展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彰显出强

识，是真理与价值的辩证统一，占据了真理与道义的

大的实践效果与独特价值，对世界政党制度的创新

精神制高点。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了开放与独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立、竞争与合作、执政与参政、发展与稳定相结合的
生动政治局面，开创了一种新型政治文明。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也为世界政党制度创新提供
了一种崭新实践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
国家兜售其民主模式，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纷纷
效仿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 然而时间已经证明，西
方政党制度存在着不可能克服的顽疾，并不是世界
各国通用的样板。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建立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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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深受启发，它们在政党制度建设中，不再

武

拘泥于西方传统政党制度的单一模式，而是从本国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ｉ 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Ｘｉａｏ Ｙｕａｎｙｕ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ａ 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ｔ ｉｓ ａ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ｆｏｒｍｓ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ｓ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ｉ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ｆｏｕｒ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ｎｓｕｒｅｄ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ｔａｂｉｌ⁃
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 ｂｒａｎｄ－ｎｅｗ ｍｏｄ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ｅｗ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