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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历史思维解读中国现代化道路

韩 震
( 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摘 要］中国几十年发展的成就，已经历史性地证明了中国道路的成功。中国发展

史和全球史告诉我们，我国要实现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力量，

就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在国际关系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而关键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道路的成功，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结果。
［关键词］历史思维 中国道路 中国发展史 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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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把中国变成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二大经济

体，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速度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并且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

程。中国发展的成就或“奇迹”，已经历史性地证明了中国道路的成功。本文力图就中国道路何以

成功的原因，进行历史哲学的解读与阐释。

一

首先，我要声明，在此我只是阐释中国道路的成功，而不是证明中国道路是唯一的成功道路。
实际上，近代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迅速崛起的案例。譬如，美国历史学家麦格劳就写道:“……
在 1820—1990 年这 170 年间，人均年收入的增长在英国翻了 10 倍，德国翻了 15 倍，美国翻了 18
倍，日本翻了 25 倍。”①麦格劳还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证明，“资本主义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的

一个独特时期，是一个经济增长的时期。”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说过: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

过非常革命的作用。”③资产阶级在其出现之后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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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还要多，还要大。”①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都更加强调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未来的社会应该

建立在更加公正的制度基础上，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就是人类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中

国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进程证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和优越性。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

性，不仅在于社会的人口规模更大，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中国 2020 年的 GDP 是 1980 年的 220
倍，人均 GDP 是 150 倍; 而且在于中国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道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
谈到“中国道路”，就必须给这个“道路”以内涵上的规定性。所谓中国道路，就是中国在追求

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探索过程中走出了适合自身特点和需要的发展路径。这是一条大国崛起的

道路，也是社会主义成功探索的道路。中国道路的成功既是制度创设、文化演变的结果，也是世界

发展大势给中国提供历史机遇的产物，但是历史文化和世界形势不可能自动带来中国的发展。中

国道路的成功，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斗实践

结果。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一百年来，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②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③

二

中国道路的成功不是从“无”或零开始的，也不是在封闭状态下展开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发展的航船，一方面是带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基础启程的，另一方面是在参照世界各国百舸

争流的现代化发展经验教训中不断寻觅探索推进的。中国道路的探索不是随心所欲构建空中楼

阁，而是一个在符合中国实际、契合世界发展大势条件下进行创造性实践的过程。
首先，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要实现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必须坚持持续开放。我

们应该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在人类历史上创造过辉煌的文明成就，然而，在近代以来却落伍

了，甚至一度“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④ 中国历史上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

时期，如汉唐盛世，元代和明朝初年，都是处于比较开放的状态，不仅在发展开拓上积极进取，而且

在对外交往方面也展现了广博的胸襟与气度。西方的崛起绝不是什么种族或文化上的优越，而是

历史的机缘造成的。尽管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却可以反观。实际上，西方的崛起是与航海及殖民

联系在一起的。航海不仅需要天文、地理、水文等各方面的知识，而且航海及贸易带来的交往的扩

大也有利于知识的生产，新的知识与贸易的扩展又推动了产业的革命。
由此看来，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和思想意识上的落伍是从明朝的禁海政策就已经开始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具有先于欧洲探索和发现新世界并从中获利的必要条件，但是历史并没有

沿这条轨迹发展。”⑤假如 15 世纪初期，明朝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持续延续且不断扩大的话，那么最

先在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上实现突破的，也许就是中国人了。⑥ 可是，“到了 1436 年，帝国干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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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一项法令，禁止建造新的远洋船舶。……造船技术迅速荒疏衰退，到了 16 世纪中叶，中国海军已

无力抵御在中国海岸一带活动日益猖獗的海盗。”①不仅如此，西班牙历史学家麦克伦南还指出:

“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中国这个最先进的文明体系开始背对世界，发展陷入停

滞，一个本可能称霸世界的帝国逐渐变成欧洲大国劫掠的目标。”②中国可能称霸世界是西方人的

思维方式，但中国从航海退回海内的陆地，从而失去了开放和发展的机遇，这确实是关键的转折点。
历史已经证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互通有无的交流，知识和文化的创新也需要多样性的互鉴。封

闭是没有出路的，唯有持续的开放才能永葆经济社会的发展活力和文化创造的生命力。开放才有

发展的新边界，开放才能不断开启新的发展可能性。未来的历史将证明，1978 年以来中国逐渐打

开国门，坚持持续有序的开放，是中国道路成功的原因之一。
其次，近代以来中国发展史告诉我们，要实现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以往历史上，中国有过多次兴衰的交替，但是近代这次的衰败与过去的王朝兴替不一样。历史上

的王朝更替，更多是周边游牧民族的侵扰或直接入主中原造成的，不仅很快就重新恢复繁荣，而且

外来者很快被建立在更先进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中原文化所同化。就此，日本研究现代化历史的教

授指出:“中国最大的特长是它在历史上曾是一个亚洲的文化大国，包括日本的中国周围国家是汲

取了中国的文化来发展自己的文化的。虽然有几个时期北方的民族在武力上优于中国，但即使这

样的时期，中国仍没有失去亚洲大国的地位。”不过，鸦片战争之后，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改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最大的不幸就在于失去了亚洲文化大国的地位。”③中国近代的衰败则不同，因

为这次它所遭遇的是比当时的中国掌握更加先进生产力的西方人，中国人面对的是一种新的资本

主义文明。我们不能再按部就班地依照中国的旧制进行历史演化，因为那样我们就面临进一步衰

落的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面临的是现代化“启蒙”的任务。与此同时，我们也无法走与西

方同样的道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靠殖民掠夺而发展的，它们不会允许当时占世界人口四分

之一的中国发展得同它们一样强大，如果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列强，那么它们也就没有多少可以掠夺

的对象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面临的是“救亡”的问题。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清楚地阐明了这个道理:“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

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④“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

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为什么? 因为“先

生老是侵略学生”。⑤ 或许有人反驳，日本也是后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成功者”，也曾经受到西方

列强的觊觎，为什么日本就能够成功? 实际上，这是因为中国在面对西方的挑战上压力更大一些。
正如日本历史学家依田憙家指出的，“当时欧美对东亚的压力主要对着中国，对日本的压力因而比

较弱一些，这也是对日本现代化非常有利的条件。”⑥鉴于这种差别，日本仍然可以走模仿西方的

路，而中国必须另辟蹊径。这就是“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

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⑦

为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改变中国、发展中国? 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能够同时解决中国现

代化“启蒙”和民族独立“救亡”的双重任务。马克思主义承认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先进性，认可

其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作用，与此同时批判其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实质。这就给寻求启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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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亡道路的中国人民以行动的指南。①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仅要反对封建主义，而且要反对帝国

主义( 也就是反对资本主义) 。由此可见，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创造发展奇迹的

中国道路。
第三，新中国发展史告诉我们，要实现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必须坚持不断改革。正如前边所

述，中国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近代以来的历史条件下，唯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因此中国的

发展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我们是在借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国际环境下走向社会主义

的，苏联模式既给了我们以学习的动力，也限制了我们的眼界，给我们增加了许多条条框框，让我们

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变得越来越僵化。“计划”能够给人们战略目标作为导向的好处，但是

也容易让人们忽略根据瞬息万变的形势不断调整计划的必要。
另外，从其实质上看，任何计划都是人来制定的，而本质上作为“Dasein”的所有人在认识上都

是有局限性的，现实中不可能有一劳永逸完善的计划。按照《易经》的观点，“变则通”，通则易生;

这就是说，变革有利于发展，发展才能开启有希望的未来。旧的习惯和陋俗往往成为限制我们创造

力的枷锁，只有打破原有思想规划的牢笼，才能超越陈规旧俗的束缚。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不打

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无论党还是国家，“如果一

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②。邓小

平把改革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就要正视我们在体制机制方面

存在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

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

脱离广大群众。”③要变革要创新，就必须让思想冲破旧意识、旧框框的束缚，让思想在更加广阔的

空间思考，让改革创造的行动不断拓展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实践证明，改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发

展变化，彻底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当然，许多国家都想进行成功的改革，为什么不一定都能够取得成功呢? 这里可能也有文化上

的原因，中国没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世界“始基”，没有绝对的神圣存在，中国古代就按照“天人关

系”的互动体系理解社会变化，这也许给中国改革奠定了文化基础。这个问题我已经在别的文章

中加以论证，④此处就不赘述了。总之，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改革也不能有停顿。改革没有完成时，

只有进行时。“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⑤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

成功，就在于我们不断通过改革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第四，全球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告诉我们，要实现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

路线。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任何国家都想通过一定的变革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变落后的面

貌。但是，为什么真正成功者寥若晨星。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发展中国家维护

自己的发展利益，拓展出自身的发展空间是非常不容易的。在世界体系或西方霸权形成之前，各民

族往往是各自在一定地域内相对孤立地发展着的。直到 1820 年，中国、印度加上亚洲其他地方，经

济产出占世界的一半以上，但后来被欧洲甩开，远远落后于欧美。实际上，西方的崛起是一个非常

晚近的历史进程。但是，伴随着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促进，西方的崛起让原来大多孤立、分
散的民族演化的历史变成了世界历史，而这种将所有民族纳入世界历史的进程却是建立在支配－
从属或中心－边缘的关系之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正像“资产阶级使农村

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也“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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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①资本主义的扩张史是充满“血与火”的历史，不仅包括美国、澳
大利亚在内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对所谓“新大陆”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式的屠杀，而且西方殖民过程

充满了杀戮，“英国对大英帝国其他地区的臣民的残酷压迫; 日本在二战前和二战中在东南亚国家

中犯下的种种罪行; 美国白人对黑人的奴役; 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②

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赤裸裸的殖民入侵已经成为过去，但是西方的

霸权依然如故，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当代的西方霸权更多体现为贸易政策、金融机制、人权标准，

等等。原巴西学院院长何塞·罗米欧在为《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一书写的前言中指出: 资本主义的

“全球化”“已被用做造成经济控制和为全球政策辩解的概念。这些全球政策要求最贫穷国家屈

从，丧生其生命力，最终破坏其国家根基和民族精神。”③卡洛斯·马丁斯在为《全球化与世界体系》
一书写的绪论中也指出:“依附国家的内部结构是由对国际资本的从属关系而形成的; 当帝国主义

和垄断势力在国际经济中居于统治地位时，外部条件对外围国家发展进程的作用大大限制了这一

发展具有独立性的可能性。”④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如此举步维艰。
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走成功，就在于中国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新中国成

立之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

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⑤邓小平则指出: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

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

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

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⑥习近平也明确指出，中国将继续走自己探索且符合中

国实际的发展道路，“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⑦，有了独立自主的权利，中国

才能够走自己的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根据自己的目标和利益，按照自己的节奏不

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地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

三

任何国家都希望能够独立自主，许多国家希望能够进行必要的改革，按照自己的利益和节奏保

持开放和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是愿望不一定成为现实。中国道路成功的关键密码是中国共产党。
在当代中国，能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的只有中国共产党。
在此，我更多不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论证，而是从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去证明。世界历史是各

个民族、国家发展进程的总和。但是，历史以事实证明，唯有组织起来的民族和国家力量，才能成为

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力量。现在有些人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有所谓“自由放任”的传统。实际上，

在历史上，“英国政府对市场的大规模干预促进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并有助于确定其前进的道

路”⑧，英国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是在其获得优势之后才展开的，因为这符合其最大利益。另外，在现

代化进程中为什么德国最初落后于英、法等国，19 世纪中叶时德国很多地区仍然非常贫穷落后，这

主要是因为“直到 1871 年德国才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而此时英、法等“早在数百年前就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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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统一。”①“但到了 1900 年，统一后的德意志却成了一支主要的经济力量。”这主要得益于统一

的“自由贸易区，实行共同的商业政策，对外则统一关税。”②

日本之所以能够在东亚率先崛起，也是日本更早地实现了国家内的统一。明治维新之后的日

本，国家意识爆棚，成为推动日本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动力，当然也因偏狭的民族主义让日本后来走

向军国主义的道路。日本学者依田憙家分析了日本为什么能够在中国之前走向现代化道路。这主

要是因为: 在佩里将军帅美国舰队扣关之后，面对西方的压力，“在当时的日本，以已经形成的国内

统一市场为基础，民族的形成相当迅速，所以对外危机感带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的因素。……但由于

统治机构是分散的，所以反而以对外危机感为媒介，增强了要求国家统一的民族意识。”在当时的

历史条件下，“日本发自民族意识的攘夷思想能够很容易地升华为要求国家统一的思想。”③比较之

下，“中国长期居于包括东亚大部分地区的国际秩序———册封体制———的中心，由于中国本身的国

内统一市场形成的迟缓，在一种默然的‘天下’的意识之下，阻碍了把中国当作一个国家来认识。”④

中国人不知道现代国家与“天下”的不同，也不理解国家与朝廷的区别，社会处于一盘散沙的境地。
历史的悖谬现象，日本处于各番分治的情况在西方的压力下要求统一，中国却在封建专制之下，要

求变革改良的时候恰恰会动摇国家的统一。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改革的文化氛围上，与文化传统深厚的中国相比，日本也更容易接受

外来文化。“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自古以来就拥有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

然存在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有着经常吸收先进国家的文化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⑤另外，在

一个西方列强到处殖民扩张的时代，唯有民众团结一心和国家统一才能维护民族的独立。“日本

周围为大海包围，拥有的国土比较狭小，因而早在江户时代中期就形成了国内统一市场……而中国

是拥有广大国土的内陆国家，国内统一市场成立晚”。⑥ 还有一点必须注意，“与许多其他后起之

秀”———新加坡、韩国———一样，日本也是“用政府的力量来加速发展”。“日本政府不仅在大工程

上投资，在组织贸易展览会、建立质量认证体系以及促进行业联盟的发展等方面，也协调并支持在

明治政府的非农业经济中占主要地位的小型企业。这些活动大多出现在明治政府于 1884 年发表

的十年经济发展计划中。这项计划达 30 卷，是世界上最早的国民经济综合发展计划之一。”⑦

从德国、日本崛起的历史可见，唯有国家统一起来，整个民族才能够掌握自己的发展命运，才会

形成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力量。这个道理在现时代仍然具有意义。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做不到这一点呢? 这除了刚才依田憙家分析的理由，

更加重要的是，德国和日本崛起之前，资本主义还没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问题在于，这个时候的

中国还处于一盘散沙状态。当中国人开始惊醒，开始为救亡图存而“学习西方”的时候，资本主义

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的阶段。在作为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强权政治或“世界体系”下，西方留给后

发展中国家的角色只剩下“边缘”、“依附”、“失败国家”等等了。中国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举

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了，由此，中国共产党成为“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

择”就容易理解了。
而且，即使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中流砥柱。为什么? 一方面，国家必须统一

起来才能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力量，在现时代仍然具有意义。美国战略研究家罗伯特·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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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指出:“……现在仍是民族国家时代。民族主义仍然是当今世界政治中最强大的力量之一，民族

国家仍然是国际政治中的最重要因素。”“市场并不在政治真空里，而是处于政治秩序中，国际市场

也处于大国建立的国际政治秩序中。……而且，全球化主要是富国和强国的现象。”①古巴学者赫

尔曼·桑切斯指出:“新自由主义阶段各国经济的跨国化也意味着主权的极度丧失: 把它们称做依

附性国家已经绝不是一种夸张。”“国家被缩小和削弱以后，减少了民族经济抵御外国经济压力的

能力。只有国家以其集中的资源和调节机制，才能化解外国的经济压力。”②

另一方面，二战之后帝国主义也发展到了新阶段，即世界进入了由一两个“超级大国”支配的

阶段。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霸凌行为越来越恣意妄为。美国的霸

权已经发展到不仅要捍卫自己优势地位和利益，而且不允许其他国家的发展程度接近自己，认定任

何国家的综合国力接近自己都是对自己霸权的威胁，必须加以遏制。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
GDP 接近美国的 70%时，美国靠“广场协议”将日本压制下去，让日本陷入失去竞争力的几十年，从

而一蹶不振。现在中国又接近美国的实力，美国是更无法接受。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

认为，由于“从未见过世界上出现像中国这样造成全球力量平衡发生如此快速度的结构性变化”，

而“对于那些在‘美国即世界第一’的世界里长大的美国人来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

济体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尽管“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但是“就目前的态势而言，美国和中国在未

来发生战争不仅是有可能的问题，而且很可能比目前所认识到的可能性更大。”③美国的霸凌心理

超出道德价值观的底线。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美国却限制中国的发展权利，这是中国人民绝

对不能答应的。试想，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如果我们也走西方的道路，那么美国同样会像对待日

本一样，把中国压制下去。记得这些年来有些日本的首相一表现出丝毫的自主意愿或者试图对美

国“说不”，往往会因各种原因迅速倒台。显然，美国依赖强大的情报和国力，可以驾轻就熟地在西

式民主模式下搞垮自己不喜欢的政权，甚至有时公开颠覆他国的政权。
现在看来，中国共产党且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现时代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光荣与梦想。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成功地走出一条社会主义道路; 没有中国共产

党，就不可能有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 没有中国共产党，也许能够有某种开放，但将是没有正确方向

的开放，中国必将继续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附庸; 没有中国共产党，也许会有这样那样的改革，

但那将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

人民走的中国道路，成为美国难以下口的硬茬。
人民希望幸福，国家希望发展。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亚洲奋起直追，从所谓韩国、新加坡加上

中国的台湾、香港所构成的“亚洲四小龙”，随后是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大陆，接着就是东

南亚和印度。但是，某些小经济体，美西方还可以忍受，像中国这样体量的国家创造发展奇迹，超出

了他们的愿望。中国道路的成功，引起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恐慌，中国的成功使西方的道路或制

度遇到竞争。④ 问题在于，中国道路既然创造了发展奇迹，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放弃，而转而选

择已经暴露出许多弊端的模式? 希望中国这样做的人，如果不是无知，那就是别有用心了。
( 下转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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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yang Xiu’s Historical Thought based on His Yi Studies

Wang Gaoxin

［Abstract］Ouyang Xiu’s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with his rich and profound
historical thought，which is philosophically based on his Yi Studies thought． On the concept of historical
change，Ouyang Xiu，starting from the ideas of change in Yiology，such as“the Tao of Yi accounting for
its change”，“change being the nature of heaven and earth”，the law of change being inevitable，and
“things would be bad when they being extreme and unchanging”，affirmed the changeability of history，

insisted on viewing history from the viewpoint of“the fundament and the incident”，emphasized that
historical change“has a gradual accumulation”，then put forward specific ideas for reforming the evils of
the times． On ups and downs in history，Ouyang Xiu believed that“Yi”is related to occurrences in
human life ，although not denying the existence of heaven and gods，but believing the heaven and human
are equally important，“human activities”didn’t destroy the way of heaven and gods ，on this basis，he
put forward the theory that history is related to human affairs，and adhere to principles that paid attention
to the human rather than heaven in historical writing，and gave a systematic exposition of human affairs
determining the history． In terms of moral views，Ouyang Xiu was guided by the idea of righteous
women，righteous marriages，and then proposed the Yiology idea that everything should be good for
righteousness，affirming that ethics as a criterion for historical judgment and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idea
of disasters caused by women，at the same time，he paid attention to the rituals and music in ruling
people，and upheld moral standards in historical compilation．

［Key words］Ouyang Xiu perspective of Yi Studies the historical thought
( 责任编辑 张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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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Path with Historical Thinking

Han Zhen

［Abstract］Achievements of Chinese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decades have historically proved the
success of Chinese path．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global history both show that，if China
wants to achiev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become a significant force in world history，it must adhere to
the socialist path; must remain committed to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must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independ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key to maintain these is to uphold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success of Chinese path is ultimately the result of the CPC’s endeavors
to rally and lead the Chinese people for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historical thinking Chinese path history of development in China world history
( 责任编辑 董立河 刘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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