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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三个代表”的全文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次，三个文明的具体内涵分别与经济、文化和政治密切相关，则两相对照，其

在本质上相通、相映之处，岂非显而易见或不言自明？但是，我们还不应停留或满足于此，必须从各个和

整体方面，又分又合地加以观察，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它们之间内在、生动的有机联系，以及提出政治文明

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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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前，全国城乡广大干部和群众正处在空前积极、热烈学习党的十六大文件精神的高潮

之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誉满全球和深入人心。诚如美国资深政治家、最近在 79 岁高

龄又曾被委以重任的基辛格博士，曾在十六大前夕对世界 100 多位媒体领导人发表演讲时

感慨良多地说：“站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我看到了中国 30 年的巨变……江泽民的‘ 三个

代表’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变化。”1 十六大的主题正是：高举邓小平理

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日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2党章“总纲”中已

明文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

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在十六大报告和党章中，明确提出和规定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任务，也非常令世人

瞩目。值得注意的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重要目标。”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也就是人们日益流行的建设“三个文明”说法的由来和根据。应当肯定，将政治文明与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列，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两个文明”理论的一大发展。因为要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除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外，还需要有先进的民主政治及其制度。 

那么，既然建设和发展这三个文明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它们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

贯彻落实有什么联系呢？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要认真学习报告和党章全文特别是有关

部分，便不难逐步深入领会。 

首先，“三个代表”的全文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

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次，三个文明的具体内涵分别与经济、文化

和政治密切相关，则两相对照，其在本质上相通、相映之处，岂非显而易见或不言自明？但

是，我们还不应停留或满足于此，必须从各个和整体方面，又分又合地加以观察，才能更深

刻地理解它们之间内在、生动的有机联系，以及提出政治文明的重要意义。 

二 



第一个“代表”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贯彻落实这个“代表”的情况，反

映于物质文明建设、发展的程度或水平。如果生产力落后，物质文明将出现什么光景，便可

想而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云云，自然也无从实现。 

因此，在回顾过去五年的巨大成就时，首先就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这才

使“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在谈到 13 年所积累的宝贵经验时，当然少不了“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方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和“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 。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力争国内生产总值到 2020 年比 2000
年翻两番。报告强调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对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所提出的八项任务，即：“（一）走新

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二）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

快城镇化进程。” “（三）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四）坚持和完

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五）健全现代市场体制，加强和完善宏

观调控。” “（六）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七）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
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八）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真是

无一不是着眼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并都是建设和发展物质文明的应有之义和必由之

路。 

在党章的“总纲”中，在指出“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后，明确：“我国社会

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

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还进一步强调：“各项

工作都要把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

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总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更再三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

事业中，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由此可见，

这第一个“代表”必须高度重视其全面贯彻落实。 

三 

第二个“代表”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贯彻落实这个“代表”的情况，反映于

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的程度或水平。如果文化方面较差，精神文明必将相形见绌，也不符合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所要求达到的

标准，或者说还很不全面。 

因此，在回顾过去五年的巨大成就时，当然少不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

成效显著” 。在谈到 13 年所积累的宝贵经济时，就有“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

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专门谈到“全民族的思想

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等。对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提出的六

个要点是：“（一）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二）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三）

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四）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 “（五）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 “（六）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在历史上，中华民族已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

出巨大贡献是世所公认的事实，我们深信：“在当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奋斗中，必将迎来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创造出更加灿烂的先进文化。”在关于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中，报

告指出：“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终究是不可战

胜的。”在谈到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时，“德才兼备”从来都是必须强调的。还有加强和

改建党的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更直接事关“浩然正气” 。 

在党章的“总纲”中，多次提到了文化、文明，如：“……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

化需要。……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吸收



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

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弘扬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应当用党的基本路线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

会主义思想教育党员和人民群众，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对党员还要进行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教育，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扫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努力

使我国人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民。” 

四 

第三个“代表”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贯彻落实这个“代表”的情况，既反

映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程度或水平，也与政治文明发展的程度或水平存在着直接和

密切联系。如果属于根本利益的政治权利受尊重和保障得不够，那就是政治文明方面还有待

注意加强，才符合全面的根本利益。 

因此，在回顾过去五年的巨大成就时，前面已提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

成效显著”在谈到 13 年所积累的宝贵经验时，就有“坚持四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等内容。随后更在“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专题中，首先指出前已引述的：“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又指出：“要坚

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

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报告所列举的九项任务，都旨在加强制度建设，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它们是：“（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二）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三）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四）改革和完

善决策机制。” “（五）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七）深化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八）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九）维护社会稳定。”最后，

在“加强和改善党的建设”中，又一次指出：“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

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党章的“总纲”中，指出了在建国以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

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也就是开始建设和发展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不仅如

此，关于政治文明还专有一段论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

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积极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广开言路，建

立健全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制度和程序。……。”对于政治文明的地位和作用，也可以从

以下的说明下得到深刻的印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同时，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五 

以上已将“三个代表”与三个文明分别作了介绍，但是，事情并非“一对一”、“各就各位” 、
“各得其所”那么简单。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相依、互动和合乎逻辑的辩证关系，既有综合交

叉的影响，又表现为全面配合和支持。在“三个代表”和三个文明各自的内部如此，二者之间

也是这样。事实上，只要我们通读和细读报告和党章的全文，便不难发现或察觉关于上述情

况的精辟阐述。 

试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为例，所指出的“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

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这正足以表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尚待继续全面贯彻落实，

三个文明尚特加强建设和发展。要达到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必须：“使经济更加发展、民

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六个“更
加”的顺序排列并非随意或偶然，第一个“更加”是后五个“更加”的物质基础，最后一个“更加”



是前五个“更加”的归结，又从而进一步发挥当家作主的主动积极作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 。 

在党章“总纲”中，明确宣布：“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

力量之源。”指出前已述及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

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

展的方面和环节。”也因此而肯定亦已在前面提到过的：“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

各项工作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这些都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理

论的指导而发，实践充分证明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由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努力建设、发展三个文明，国内情况与过去比，已

经大为改观。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已为世人所共见。国际地位和形象也在发生重大变

化，这是有目共睹的现实和趋势。继加入 WTO、申奥、申博成功之后，中国逐渐成为世界

热门话题，投资热、旅游热、留学热、汉语热、中医热，等等，还在不断升温，“项目”也可

能还要增加。当然，机遇与挑战齐来，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和自强不息。不能仅看有利的一面，

而要对已经存在和将要出现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和认真有所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专题论述了“‘一国两制’和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香港、澳门已胜利

回归，台湾问题应早日解决。“台湾同胞求和平、求安定、求发展的意愿日益增强。台湾分

裂势力的分裂活动不得人心。……台湾同胞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两岸应扩大交流

交往，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实现两岸直接通邮、通航和通商，是两岸同胞的共同

利益所在，……。”看来，我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得愈彻底，三个文明建设得越好，也

更有利于推进统一大业。对此，外报也有议论：“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一

目标（指两岸统一----引者注）正在由商人静悄悄地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几乎已成

定局。……中国清楚地知道，只有建设更为民主和法制的政治体制，才能巩固自身的经济发

展。”3 按文章发表的时间，显然是在十六大闭幕以后，可见国外观察家们对大会的内容也

颇予关注，我们就更必须和应该好好深入学习了。 

 
Implementing the important thought “ the theory of three 

representatives”,Promoting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ree 
civilization. 

Shuzhang Xia 
(Professor, Honored president of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Zhongshan university.  

Honored director of Center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The content of  “The theory of three representatives” is as follows, “ to represent the 

development demand of Chinese advanced productivity, to represent the marching direction of Chinese 

advanced culture, to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Chinese people”.  The specific contents of three 

cultivation associate closely with economics, culture and politics. Therefore three representatives and 

three civilization have the common place in the essence.  However, we should not be contented with it. 

We must observe them from the whole and the part and then understand deeply the organic link between 

them and suggest and important meaning of polit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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