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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个维度做好中国共产党形象
的对外传播
贺文萍
【内容提要】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国际形势风云激荡的历史时刻，面对百年未有之国际大变局，我
们需从三个维度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故事、做好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对外传播。这三个维度是：一是
必须讲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致力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政党；二是讲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致力
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发展型政党；三是讲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能够应对重大挑战和带领国家不
断前进的政党。唯其如此，中国人民才会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感到满意，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带领人民
从胜利走向胜利。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形象 三个维度 对外传播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和执政72年的重要年份。作为一个有着百年历史和9000多
万党员的执政党，如何在国际形势风云激荡，特别是西方一些反华势力百般污名化中国及中国
共产党的复杂形势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故事、做好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对外传播，就成为
摆在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在笔者看来，尽管一个政党的形象塑造和对外
传播涉及很多方面，但以下三方面的内容至关重要，即我们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必须讲清楚中国
共产党是一个致力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政党、一个致力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发展型政党、
一个能够应对重大挑战和带领国家不断前进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致力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政党
长期以来，在一些西方媒体的语境中，中国共产党常常被描述为一个不接纳甚至反对“自
由民主”概念、搞专制统治的政党。从政治体制上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也被西方社会长期解读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长期执政”。中国共产党自20世纪70年代
末领导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也经常被解读为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
因此，要破解这样的西方媒体语境，首先需要我们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并
不是什么“另类”“怪物”或“洪水猛兽”，而是同样拥抱“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观理念的
执政党。笔者在给来华参加人力资源培训的亚非拉国家官员授课时，就给他们介绍我们那高度
浓缩的24个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这说明在对“自由、民主、平等”等美好价值观和目标的追求上，中国共
产党及中国共产党人和世界其他许多政党及人民完全一样。不一样的只是我们根据自己国情所
选择的路径不同、发展道路和模式不同。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创造性地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民主政
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使人民群众在形式和实质上都成为国
家和社会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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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民主的最突出特征就是协商民主。这是中

理政能力的干部队伍。自执政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建立起来的、符合本

干部任期制、集体领导以及择优录用和竞争上岗的人才选

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长期

拔制度来不断打造优秀的领导干部队伍，通过打造“好的

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整合社会关系、促进民

治理”而不是盲目追求“选举民主化”来夯实治国理政的

主监督、提升决策效率等方面展现出其独特优势，是一个

民意基础。

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
行之有效的制度。每年三月召开的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致力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发

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统称）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展型”政党

的充分体现。不管是政协委员还是人大代表，都要为自己

常常有国外的朋友问我，中国没有搞西式民主的定期

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建言献策，并对各项关乎国计民生的

选举，那么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是什么？我给出

事项开展充分的讨论协商。两会期间，不仅坐在人民大会

的最精炼的回答就是两个字：发展。中国从72年前一个积

堂里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在协商国事，在人民大会

贫积弱、人民食不果腹的国家发展成为如今的世界第二大

堂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也通过各种媒体和沟通渠道积极

经济体，并在2020年底消除了绝对贫困，完成了让8.5亿

参与讨论。与欧美西式自由民主国家议会中执政党与反对

人脱贫的艰巨任务，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展成就就

党之间吵得不可开交、反对党为“反对”而“反对”的情况

是中国共产党得以长期执政的最大合法性来源。

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里协商讨论更多的不

中国共产党以与时俱进的发展观统领发展大局，这是

是“如何反对得更彻底”和“破局”，而是“如何建设得更

中国摆脱贫困、走向繁荣的金钥匙。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的

好”和“立局”。说白了，各政党（中国共有9个政党：执政

过程中虽然也走过诸如“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样的弯

党中国共产党，以及8个民主党派）不是去相互拆台，而是

路，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启改革开放的征程后就以发

相互协商、相互促进，共同努力把国家建设好。

展为导向、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奋斗目标。1997年的

另外，中国经济改革其实是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改革

中共十五大报告还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

同步进行并相伴而生的，中国经济改革成就的取得也是与

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

多年来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努力密不可分的。事实上，中国

善；到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

的改革绝不仅仅限于单一的经济领域（尽管这一领域发生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党的十六大、

的变化最显著，也最直观），而是涉及经济体制、政治体

十七大、十八大均对“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作了强调

制、文化体制以及社会体制等各个方面的全方位的改革。

和安排。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则清晰规划了“两个一百

40多年来，正是通过对领导体制、干部用人体制、选举体

年”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即：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制（包括党内选举和基层选举）、立法和司法体制、决策体

（14亿人口全面脱贫、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实现第

制等诸多权力的监督与制衡方面的渐进性改革，才得以确

一个建党百年的奋斗目标；在此基础上，再奋斗15年，在

保经济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以及在剧烈的社会和经济转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GDP达到3万美

型过程中各民族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的兼容与

元，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新中国成

和谐共处。尽管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也面临贫富分化、

立百年时，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地区发展失衡等诸多挑战，但从历史的纵向发展坐标看，

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人民正享受着历史上前所未有、越来越多的经济、社

正是由于有清晰的、以发展为导向的路线图，中国共

会和政治权利。这恐怕也正是为什么以发展为导向的“北

产党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就领导制定了“五年国民

京共识”能够与以自由化为导向的“华盛顿共识”同场竞

（即“五年计划”），如今已经进入了第14
经济发展计划”

技并日益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肯定的原因所在。

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即“十四五计划”）。按照历次“五

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作为有着百年历史和连续执政

年计划”的推进，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特区建设，

72年的执政党，也必须要有一支来自于人民并且具有治国

以及目前的国际产能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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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不紊地持续展开。

贫富差距加大等发展中带来的“副产品”。为解决发展中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还必须处理好改革、发

产生的问题，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三

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改革所带来的巨大震动必

中全会提出了新的“科学发展观”，即“坚持统筹兼顾，坚

然对原有的社会架构和社会稳定形成强大的冲击，而改

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

革又必须以稳定为前提，以发展为目标。因此，中国的改

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经济环境

革与开放之路就是秉承了“稳定优先”的原则，正如邓小

的日趋复杂和险峻，习近平主席领导的中国政府又适时提

①

平所强调的“稳定压倒一切” ，减少社会动荡。夯实稳定

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的基础再谋求发展，并通过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来促稳定，

因此，正是始终坚持发展理念和与时俱进地调整更

以此实现稳定、发展与改革之间的协调和平衡。在经济改

新发展观才使得中国当之无愧成为发展型国家 ④ 的典型

革与发展过程中，基于激进改革有可能造成国民经济的

代表。

激烈震荡从而增大改革的风险乃至失败的考虑，中国政
府实施了“不断试错并及时纠正”的“软着陆”方针（Soft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能够应对重大挑战和带领国家

landing of the trial and error method），即先易后难、

不断前进的政党

循序渐进、先搞试点再根据效果进行扩大和推广的改革

在改革开放的40多年里，中国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

路径。在政治领域的改革也同样是在稳定的大前提下逐

风顺、一马平川。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以及国内局势的变化

步扩大政治参与，自下而上地积极推进基层民主选举和党

调整，中国经济发展也经历过几次起起伏伏，政治发展进

②

内民主的探索，以最终实现政治平等的目标。 正是改革

程也经历过动荡和风险。但这些起伏和动荡每次都是依

的渐次和有序推进使得每一轮改革不仅得以在前一轮改

靠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使得国家经济发展走

革所取得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而且确保了中国如此巨大

出阴霾，使国家政治进程克服动荡和风险的挑战回到发

和深刻的社会和经济转型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维度内、

展的正确轨道。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并且在相对和谐与稳定的状态下顺利进行和基本完成。

中国在富有远见卓识并相对稳定的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

总体看，中国走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此期间

人的领导下一步步走到今天。毛泽东主席作为开国领袖，

没有出现大的内战或者社会冲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以

在奠定中华民族的团结和民族国家认同方面做出了巨大

及国家的和平发展环境都得以有效维护并实现了良性循

贡献，而这也构成了改革开放得以迅速开展的重要政治基

环。

础。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则引领着中国人民走向了
在摆正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的过程中，改革开

改革开放、以及发展和现代化的繁荣之路，之后接过带头

放40多年来中国政府和历届领导人还根据形势发展和时

人接力棒的江泽民、胡锦涛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均继续秉承

“ 发展是硬
代要求以与时俱进的发展观统领发展大局。

开放和发展的理念，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时俱进地丰

③

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通过抓住“发展”

富和升华发展观的内涵，凝聚全民对于实现国家现代化

的总钥匙来推进各项改革工作的进行。由于40多年里各

的共识，使中华民族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阶段中国面临的发展挑战和攻坚任务各有不同，中国发

不论是冷战结束后苏联东欧剧变带来的政治外交冲

展观也历经了多次创新过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在

击，还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和金融海啸，

“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改变积弱积

中国共产党都领导全国人民沉着冷静，从容应对，化解一

贫的经济落后现状，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

个又一个重大挑战。特别是2020年初，当新冠肺炎疫情突

“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开拓者邓小平因

然袭击湖北武汉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中国人民万众一

此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以及“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

心，众志成城，打响和打赢了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阻

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著名论述。在强有力的邓小平发展观

击战。

的推动下，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迅猛发展，但

当突发疫情来临并蔓延时，中国政府和人民并没有陷

也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粗放式发展、环境污染以及

入恐惧与慌乱，而是在最初短暂的震惊和地方医护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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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不足之后，很快展现出举国上下团结一心、众志成城

戏规则使得欧美执政党政府通常都把选票和选情置于疫

的超强凝聚力和战斗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习近平

情之上，把复工和经济复苏的数字看得比新冠病毒造成

总书记领导下，本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第一时间

《 历史
的死亡数字更重。诚如西方知名的日裔美国学者、

建立举国体制，汇集全国资源，采取最全面、最严格的防

的终结》一书作者弗朗西斯·福山近期在美国《大西洋月

控举措迎击疫情。中央政府迅速成立了以李克强总理为组

刊》上刊文所言，识别不同国家能否有效应对疫情危机的

长的“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那条主要分割线，其实已经并不再是“民主”或“集权”这

派出主管卫生领域的孙春兰副总理亲自赴重灾区湖北武

“决定应对疫情表现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并
种体制之分了，

汉，现场坐镇指挥抗疫工作。

不是政治体制的类型，而是一个政府的能力，以及更为重

2020年2月23日，当武汉抗疫阻击战进行到攻坚的关

要的，是对政府的信任”。⑥

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一场我国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课题组研究人员曾牵头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17万人参加的电视电话会议，分会场

开展了一项历时多年的中国民意调查，发现中国民众对

一直设到了县、团级。在这场主题为“统筹推进新冠肺炎

中国政府的满意度在过去20年里有显著提高。2016年，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电视电话会议上，习近

93%的受访中国人对中国政府表示满意，32%的人表示

平总书记一方面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高度警惕麻痹

“非常满意”。同年，70%的受访者对中国地方政府表示

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继续毫不放松抓

认可，大大高于2003年的44%。

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打赢

总之，虽然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一些西方媒体和政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但另一方面，

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采取选择性忽视或

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考虑，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要

闭目塞听，但不管怎样，我们仍需要用西方民众听得懂的

根据各地疫情的分级情况，逐步推进精准复工。

语言，摆事实、讲道理。毕竟，尽管“两岸猿声啼不住”，

在全世界艰难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2020年，中国共

“轻舟”仍要过“万重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交出了一张满意的答卷。2020年中国
经济取得2.3%的增长率，是世界所有主要经济体中唯一

贺文萍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反观超级大国美国的抗疫情况，
则一直是新冠肺炎疫情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的全球“双
料冠军”。美国《 纽约时报 》曾在2020年4月上旬刊文详
细复盘特朗普政府自当年1月初疫情发生以来的所作所
为，复盘的结论是：特朗普因为自身的盲目武断使美国多
次失掉阻断疫情在美国蔓延的机会。归纳起来，该复盘结
论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获得的：1.疫情初期特朗普对
专业人士的建议置之不理（美国疾控中心专家的建议均未
被采纳）；2.对既定政策的执行反复不定：包括是否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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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和保持社交距离这些最基本的阻断疫情蔓延手段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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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起来，党派利益和“人权民主”之争可以说是束
缚了欧美政府手脚的两条最主要的绳索。选举政治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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