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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由于特殊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没有严格意义上与中国话语体系中的“共同富裕”相同的术

语，但这并不表明其没有在内涵上体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或者社会追求。这正如西方社会亦没有

严格意义上与中国话语体系中的“民生”一词相同的术语，但并不意味着其不存在民众基本生活这一社

会现实。虽然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在“共同富裕”这一术语使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在西方国家与中

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都存在涉及“共同富裕”的重要问题，都具有对这一话题长期而又复杂的表达。

系统研究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对这一问题的表达，不仅有助于我们客观认识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

程的共同目标与共同追求，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地

位。本文试从西方社会的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以及中国的话语体系三个方面，对“共同富裕”这一

重要问题进行系统探讨。

“共同富裕”的国际视域与中国话语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丁建定 

【摘要】中西方在共同富裕的表达乃至内涵上存在明显的差别，但都将其视为理想的社会状

态和目标。西方关于共同富裕的表达在二战前后存在显著区别，战前的西方比较关注在资本

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如何走向收入公平，战后的西方提出通过所有制变化、分配制度调整、福

利国家建设等走向共同富裕。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共同富裕视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

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和实行公有制前提下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列宁发展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制

度下尤其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

产党将共同富裕作为践行初心使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与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出发点

与落脚点，全面系统地提出发展生产与共同致富、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以便更快实现共

同富裕、缩小地区差距、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切实改善困难人群的生活、把不断做大的“蛋

糕”分好等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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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的西方社会表达

19世纪工业化以来，西方社会关于“共同

富裕”的表达经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之前，由于西方社会私有制的所有制形

态、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运行方式以及主要表现

为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标志的追求“财

富从哪里来”的社会价值观念，“共同富裕”不

可能成为这一时期西方社会的基本表达术语。体

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目标与社会追求的术语

一般表达为“公共福利”“公共幸福”“社会公

平”等，或者更加直白地表达为避免贫富分化，

而走向类似于“共同富裕”这一社会目标的途径

也具有时代的烙印。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虽然主要关注财富从哪里

来，但也有一些经济学家重视如何合理地获得财

富以及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亚当·斯密在《国

富论》中讨论财富从哪里来，在《道德情操论》

中提醒“取之有道”。他指出，社会财富增长必

须服务于人类繁荣与幸福的需要，社会尤其应该

关注普通劳动者生活状况的改善。社会大部分成

员生活境况的改善决不能被认为对社会全体不

利，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状况的社会决不能说是

繁荣幸福的社会。供给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人，

在自己的劳动生产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

过得去的衣食住等方面的条件，这样才算是公正

的社会。“充足的劳动报酬，既是财富增加的结

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对充足的劳动报酬发

出怨言，就是对最大公正繁荣的必然结果与原因

发出悲叹。”
[1]

功利主义思想家更加关注通过建立一种价值

伦理底线约束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促进社会财

富相对公平的享有。边沁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

大幸福是正确与错误的衡量标准”。他指出，在

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存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全体利益

之间的矛盾，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就应该注意协调好个人利益与全体利益，社会要

关心个人利益，个人要服从社会利益。
[2]
斯宾塞

指出，要达到最大幸福必须遵守下列条件，这就

是：个人不以任何直接或者间接方式使别人感到

不幸福，每个人都能够由其余人的幸福中得到幸

福，每个人都采取为使他自己的私人幸福达到最

充分限度所需采取的行动。只有当人们自发地去

符合上述条件的要求时才能得到最大幸福。
[3]
穆

勒认为，社会财富的增长必须有利于使民众从中

得到福利，因此，应该实行有效的财富再分配，

以实现社会公平。如果民众从社会财富的增长中

得不到一点好处，这种增长就没有任何重要意

义。“只有在落后国家，增加生产仍是一项重要

目标。在最先进的国家，经济上所需要的是更好

地分配财产。”
[4]

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更加强调通过国家行

为、制度改进与社会协作缩小贫富分化。圣西

门指出：“政府的经常的和唯一的职责，就是

为社会造福。”
[ 5 ]
要实现为社会造福的目标，

“应当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应当如何规定

所有制，使它既兼顾自由和财富，又造福于整

个社会。”
[6]
他还指出：“尊重生产和生产者

的原则，要比尊重占有和占有者的原则有益得

多。”
[7]
傅立叶提出建立劳动协作组织，其基本

原则是“劳动引力，比例分配，人口平衡”。劳

动协作将使工作变成一种乐趣，同时保证人民能

够持久努力从事劳动以偿还预付给他们的最低限

度的生活资料。
[8]
欧文提出建立理性社会制度，

人与人之间是一种联合关系，整体利益高于个体

利益，生活中的主要事情将是生产财富，享用财

富，培养合乎理性的性格，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将

不复存在，每一个人都公平地取其所得，并且对

一切人都公平行事，社会成员是一种平等的关

系，政府应该一心谋求它所管理的居民的幸福，

创造各种秩序和环境以便使全体民众可以得到获

得幸福所需的条件。
[9]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费边社会主义同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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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些缓解分配不公、缩小贫富差距的主张。费

边社会主义者认为，贫困及其成因都是可以消除

的。肖伯纳指出：“社会贫困的根源并不是产生

混乱和邪恶的永恒的源泉，它仅只是一种人为的

制度，容许受到无限的修改和调整，它实际上是

可以由人的意志加以摧毁和更替的。”要消除贫

困就要把土地所产生的地租以及资本所带来的利

润当作公共的或社会的财富用到公共事业上。
[10]

此外，要关注公共福利，“和我们自己个人的

完满发展比较起来，我们必须更加注意去改善

我们作为一个组成部分的这个社会有机体”，人

们必须“服从那个更高的目的，那就是服从公共

福利。”
[11]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发生较大变化，生产资料所有权明显扩散，所有

权与管理的分离越来越明显，这就使得资本主义

演变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中，所有

权的扩散带来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减轻；资本主义

经济的计划性开始发展，这就使得资本主义难以

回到以前的状态，资本主义诞生出一种新的经

济与社会制度。
[12]
这种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再

仅仅追求“财富从哪里来”，而是以凯恩斯的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标志，追求如何通

过“财富到哪里去”更好地实现“财富从哪里

来”。这使得西方社会的公共性更加显著，具有

一定程度和意义的“共同富裕”属性的“福利国

家”在西方国家普遍建立，“共同富裕”甚至成

为一些西方国家政党的政治术语，走向“共同富

裕”的路径也更加明晰。

社会民主主义对促进公平分配与财富共享

表现出极大关注和热情追求。英国社会民主主义

者克罗斯兰认为，战后社会民主主义者应该关心

的是，资本主义政治能给普通人民带来的利益，

福利国家的功能应该是改善机会平等的情况。
[13]

蒂特马斯指出：“普遍性的社会福利服务，即没

有任何阶级、种族、性别与宗教等差别的社会福

利服务，可以发挥这样的社会功能，那就是促进

和提高全社会走向社会协调的态度与行为。”
[14]

瑞典社会民主主义者威格夫斯指出，经济社会化

可以消除基于财产所有权的阶级差别，同时建立

起无阶级社会；铲除贫富悬殊，实现经济平等；

结束阶级冲突，为真正社会团结提供基础；终止

对劳工剥夺；实现对经济的民主控制；保障收入

与就业；实现弱势者生活水平较快提高；解决与

工业劳动者相关的心理问题。
[15]
瑞典社会民主党

领袖汉森提出要建设“人民之家”，而“人民之

家”首先应该为民众提供有效的生活保障。
[16]
1959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通过的二战后第一个纲

领《哥德斯堡纲领》中指出：“作为社会福利国

家，它必须为它的公民的生存提供保障。”1975

年，其又在《八五大纲》中提出：“社会民主

党为争取一个民主的和社会公正的社会制度而

采取的政策……包括维持社会福利国家对人民

的保障，特别是对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弱者的保

障。”
[17]
1989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纲领》

提出：我们应该追求这样一种社会，“它在有较

低的经济增长率、较少的职业劳动和较多的个人

劳动的情况下，增加社会富裕；通过更健康的环

境、更少的恐惧、更人道的劳动环境和更多的个

人支配的时间改善了全社会的生活质量。”
[18]
社

会党1987年《原则声明》指出：“社会主义确

定公共财富而不是个人利益作为目标。”
[19]
1990

年的《原则声明》指出，党的目标是“通过民主

方式产生一个满足人的基本愿望的社会”，“社

会党在为争取全社会进步的斗争中特别关注领薪

者的利益，并注意提高其活动能力”，“社会党

主张建立混合经济的社会，在承认市场法则的同

时，向强大的公营部门和社会的主力提供手段以

实现符合整体利益的目标。”
[20]

此外，当代西方的一些重要经济社会思想流

派也都提出了消除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主

张。瑞典学派经济学家威克塞尔指出，工人阶级

在其工作的一生中，除了得到作为他们收入的基

本的边际生产工资分配外，还应该得到像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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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的养老金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险等的第

二种分配，以保障他们的正常生活。社会收入的

最终分配应该建立在一种理想的、统一的社会共

识基础上。
[21]
“正如我们所希望和相信的，如果

有一天，我们认识到，不管社会阶级、种族、性

别、语言或信仰如何不同，我们在世界上的目标

是把最大可能的幸福扩展给每一个人——那么，

我们将会愉快地发现，这个问题的经济学方面已

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惟一需要的只是把这种解

决付诸实践。”
[22]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学派代表人

物艾哈德指出，为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尽可能多地

分到一块蛋糕，必须尽可能将蛋糕做大。只有经

济发展才能够使穷人越来越多地得到福利。先要

创造出国民生产总值，后才有分配。
[23]
他指出，

经济政策越有成效，社会政策就越没必要，社会

政策必须与经济政策保持一致，如果我们要长远

地保障自由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那么，对经济政

策辅之以必要的社会政策是基本要求。
[24]

显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后，西方社

会对“共同富裕”的表达存在一个变化的过程，

但都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基本社会制度的基

础上展开讨论。从工业革命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

战之前，西方社会中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功利

主义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和费边社会主

义者等早期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共同富裕”表现

出一定的关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更多关注分配

途径对于减轻贫富差别、缓解贫困和提升公共福

利的影响；功利主义思想家则关注通过“最大多

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价值伦理底线约束自由市

场经济的消极影响，同时不忘强调通过个人努力

实现自己幸福这一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空

想社会主义者则强调通过国家行为、制度改进与

社会协作缓解贫富分化；早期社会民主主义者不

仅认为贫困及其成因都是可以消除的，而且提出

利用一定程度的市有化和国有化来增进整个社会

的福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对“共同富

裕”表现出极大关注并提出重要主张的主要是社

会民主主义者、瑞典学派思想家与德国社会市场

经济思想家，尤其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将如何在维

护现行社会制度下推进公平分配、实现共同富裕

作为其重要目标。蒂特马斯提出了普遍性社会福

利服务主张，威格夫斯主张通过经济社会化促进

社会财富公平性，汉森提出建立“人民之家”，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提出，“在不同性别从事的

职业劳动和家庭劳动做出公正分配”，法国社会

党纲领提出的“社会主义确定公共财富而不是个

人利益作为目标”。瑞典学派思想家威克塞尔提

出了将社会收入的最终分配“建立在一种理想的

统一的社会共识基础上”。相比之下，德国社会

市场经济学派思想家艾哈德则强调“共同富裕”

的前提必须是发展生产，“先要创造出国民生产

总值，后才有分配”，同时强调对经济政策辅之

以必要的社会政策是基本要求。

“共同富裕”的马克思主义内涵

马克思主义对“共同富裕”表达了与西方社

会完全不同的话语。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从资本

主义私有制的根源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

贫困化的绝对性，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不

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唯有推翻资本主义私有

制才能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新的共产

主义制度必须实行合理的分配制度才能保证“共

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同时只有将无产阶级的一

些重要利益作为新的共产主义制度必须维护的内

容，才能确立共产主义制度中“共同富裕”的地

位。简言之，“共同富裕”成为共产主义制度与

资本主义制度截然不同的标志，建立共产主义制

度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前提，实现共同富裕则是共

产主义制度的基本属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

收入差别、财富不公的事实及其制度根源。马克

思指出：工人的劳动为富人创造了财富，却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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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生产了赤贫，“劳动者越是生产更多的财富，

他的生产在威力和范围上越是增长，则他反而越

来越贫困。”
[25]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

贫困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马克思指出：

“在社会的前进状态中劳动者的没落和贫困化是

他的劳动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所以贫困是从

现在的劳动本身的本质里发生的。”
[26]
生产资料

私有制使得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从许多方面加

剧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在剩余价值的生产那

几篇里，我们总是假定工资至少和劳动力的价值

相等。但是，把工资强行压低到这一价值以下，

在实际运动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一定

限度内，这实际上是把工人的必要消费基金转化

为资本的积累基金。”
[27]

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地阐述了合理的分配原

则。马克斯指出，社会总产品在进行分配以前，

应该首先扣除：（1）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

料的部分；（2）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3）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

或者保险基金；（4）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

般管理费用；（5）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

如学校、保健设施等；（6）为丧失劳动能力的

人等等设立的基金。
[28]
这便是著名的“六项扣

除理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只有消除资本主义私有

制，才能实现财富的合理、公正分配。“如果我

们把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为社会上还不能劳

动或已经不能劳动的成员而不断进行的劳动，包

括到1.必要劳动和2.剩余劳动中去，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

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末，剩下的就

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生

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
[29]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了废除私

有制、消除无产阶级贫困、缩小贫富差距、改进

收入不公的12项建议和主张，如：组织劳动者或

者让无产者在国家的田庄、工厂、作坊中工作，

对社会的一切成员实行劳动义务制。所有的儿

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由国家机关

公费教育。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

社的公共住宅。拆毁一切不合卫生条件的、建筑

得很坏的住宅和市街。
[30]
这些主张被概括为《共

产党宣言》中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推翻私有制的十

大任务：如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征收高额累进税；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

和生产工具；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促使城乡对

立逐步消灭；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

育等。
[31]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

重要目的之一是促进工人阶级共同福利的发展，

“由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

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

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

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

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

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

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能得到

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

主要的结果”
[32]
。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

同富裕”的论述，尤其是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革

命胜利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如何更好地

实现共同富裕，除了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实

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制度保障外，列宁提出了无产

阶级国家保险的基本原则，他指出：最好的工人

保险形式是国家保险，这种保险是根据下列原则

建立的：（1）工人在下列一切场合（伤残、疾

病、老年、残疾；女工还有怀孕和生育；养育者

死后所遗寡妇和孤儿的抚恤）丧失劳动能力，或

因失业失掉工资时国家保险都给工人以保障；

（2）保险要包括一切雇佣劳动者及其家属；

（3）对一切被保险者都要按照补助全部工资的

原则给予补助，同时一切保险费都由企业主和国

家负担；（4）各种保险都由统一的保险组织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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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这种组织应该按区域和被保险者完全自理

的原则建立。列宁明确指出，“只有彻底推翻

沙皇制度，争得无产阶级自由进行阶级斗争的

条件，才会实现真正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保险

改革。”
[33]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进一步表达了关于社会

主义制度下走向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列宁指出：

“我们力求使任何劳动报酬一律平等，力求实现完

全的共产主义，但在目前还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

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我们决不能给

自己提出立刻实现这种平等的任务”。列宁反对

平均主义思想，指出：“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来

分配粮食会产生平均主义，这往往不利于提高生

产。”
[34]
列宁敏锐地意识到并提醒不能超越社会

发展阶段和水平，不能通过行政命令、违背经

济发展规律与分配规律来推进“共同富裕”，他

指出：“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

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

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

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

错误。”
[35]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19世纪中期资本

主义工业化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引发的贫

富差距、分配不公和社会利益对抗等问题，站在

号召无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立场，揭示了无产阶级贫困

化及其根源、剩余价值的本质及资本主义私有制

属性，提出“六项扣除理论”以宣示无产阶级关

于消除分配不合理、促进公共福利与共同富裕的

主张。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消除贫富

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主张都是建立在无产

阶级通过政治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

主义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实行公有制和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一根本前提上。列宁不仅

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无

产阶革命、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等科学社会

主义思想，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

裕”的思想主张，提出了通过实施无产阶级国家

保险制度促进共同富裕的主张。更重要的是，列

宁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推进共同富裕既需

要量力而行，决不能提出立即实现任何劳动报酬

一律平等这一任务，也需要防止平均主义，因为

平均主义对生产不利。

“共同富裕”的中国话语体系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

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经过28年的革命斗争，最终建立了社会主义新

中国。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

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而带领全中国人民走向共

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重要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确立，为走向

共同富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在此基础

上，中国共产党经过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和经

验总结，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共同富裕”的新思

想与新认识，形成了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的话

语体系。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了走向共

同富裕首先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让一部分

人先富起来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

义的原则之一是共同致富。他指出，社会主义原

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

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

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

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

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
[36]
坚持社会主义的

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

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困，使国家富强起来，

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

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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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
[37]

江泽民同志不仅指出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内

涵，而且提出一系列推进共同富裕的思想主张。

江泽民同志指出，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

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他指出，我们

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

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在整个现

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必须努力使广大工人、农

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

展的成果，使他们不断得到看得见的物质文化利

益，从而使他们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实行改革开

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祖国的富强之道，也

是自己的富裕之道。
[38]
江泽民同志指出，要坚持

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

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

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39]
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合

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

富裕的方向”
[40]
，“要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认识

和处理地区差距问题，……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

一条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
[41]
。

胡锦涛同志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

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

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

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42]
他指出，要实现共同富

裕必须切实改善困难人群的生活。要坚定不移走

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

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

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

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

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最低

工资标准，保障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规范

分配秩序，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

员之间收入差距。要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继续推进扶贫开发，加

强未成年人保护，发展妇女儿童事业，培育壮大

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健全残疾人服务体系，健

全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关爱服务

体系。
[4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

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

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在共享改革发

展成果上，无论是实际情况还是制度设计，都还

有不完善的地方。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

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

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

方向稳步前进。
[44]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共享

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

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共享是全民

共享。共享发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共享是

全面共享，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

共享是共建共享。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汇聚

民智，最大激发民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

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共享是渐进

共享。共享发展必将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

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即使达到很高的水平也

会有差别。
[4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是要不断把

“蛋糕”做大，二是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

好，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体现，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46]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始终将共同富裕作

为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推进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更将其视作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本质

特征与本质要求，视作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

中体现和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

本宗旨的重要体现，同时提出一系列推进和实现

共同富裕的思想主张，例如：社会主义的原则第

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

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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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地实现共同富裕。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

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分配政策既要合

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

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

公平，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一条长期坚持的重要

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

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使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

步前进，必须切实改善困难人群的生活。通过全

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实现共

同富裕，不断把“蛋糕”做大，并把不断做大的

“蛋糕”分好。

综上所述，“共同富裕”是西方社会与中国

都十分关注的一个具有长期性与持续性特征的问

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与主张，西方社会思想

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之

间，既存在显著的差别性也存在一定的相同性。

差异性主要表现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路径所基于的

社会制度基础，共同性则主要体现在对共同富裕

的意义与地位的认识，并部分体现在走向共同富

裕的路径与政策方面。西方社会的认识既存在历

史阶段的差异，也具有思想流派的差异，还具有

政党主张的差异，但其基本历史趋向呈现出对走

向“共同富裕”的越发关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无产

阶级政治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行公有制

等的揭示与论述，列宁不仅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

中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对“共同富裕”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

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全面

系统地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构建起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话语体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社

会保障制度史［多卷本］”的研究成果，项目

编号：19ZDA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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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Expressions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Chinese DiscourseWestern Expressions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Chinese Discourse
Ding Jianding

Abstract:Abstract: There are signifcant differences in the expressions and connotations of common prosperit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but both regard it as an ideal social state and goal. The Western views on common prosperity were signifcantly different before 
and after World War II. The pre-war West was more concerned with how to move towards income equity based on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while the post-war West proposed to move towards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changes in ownership, adjustment of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Marx and Engels regarded common prosperity as the common goal of 
human society under the premise of the overthrow of bourgeois rule by the proletari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ownership. Lenin developmentally proposed the path of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under the 
socialist system, especially in the transition stage from capitalism to communism.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taken common prosperity as the starting and ending points for practicing its original mission, embodying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socialism and promoting the caus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has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put 
forward the paths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by developing production and getting rich together, getting some people and regions 
rich frst so as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faster, narrowing regional disparities, increasing redistribution regulation,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lives of people in diffculties, and sharing the ever-growing "cake". This path of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has 
formed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Keywords: common prosperity, Western social expression, Marxist connotation,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