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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共产党和左翼看中国共产党百年·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

改变了中国命运、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意〕安德烈·卡托内 著

李淑清 编译

［摘 要］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启了“中国世纪”。在 100 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使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落后国家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中国共产党成

功的关键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善于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并吸取教训，密切联

系群众，保持党的团结和活力。在 21 世纪，中国共产党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

挑战提出了中国方案，世界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步力量都有责任推动实现这一理念。中国共产党丰富和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 中国世纪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中国共产党在十月革命的浪潮中诞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改变了中国人

民的命运。列宁呼吁无产阶级团结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共同斗争，共产国际的建立也为各国共

产党提供了战略支持。中国共产党唤醒了曾遭受 “百年屈辱”的中国人民，没有中国共产党，

中国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是不可能完成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因为

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是买办资产阶级，而买办资产阶级依附于帝国主义，他们的利益与无产阶级以

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农民的利益根本对立。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中国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因为中国共产党扎根于广大劳动人民之中。

日本帝国主义者入侵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奋起投入抗日战争，抵御日本的入侵。然而，国

民党不仅不积极抗日，还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迫害。充满智慧的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统一战线政策，

团结带领中国各阶层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事业中赢得了中国广大农民的支持。中国

共产党抗击日本侵略，解放广大农民，不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对农民的剥削，而是要

使中国农民获得彻底的解放。中国共产党既是一支民族力量，领导中国人民打败外国侵略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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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全中国; 又是一支群众力量，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因此，当日本侵略者被彻底打败，中国共

产党能够抵抗由美国支持的国民党的进攻，并取得胜利。如果国民党获胜，中国不可能获得彻底

的民族解放，而将陷入新的依附状态。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开启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国开展了

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使数亿人摆脱了文盲命运，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和社会基础。中国

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采取了不同于苏联的发展战略。1978 年后为了发展生产力，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人民实行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启了 “中国世纪”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这个世纪是 “中国世纪”。

在这个世纪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无论是涉及的人数，还是经

济、社会和文化变革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变革的时间跨度，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变革，将永载史

册。中国已经从一个贫穷的、受帝国主义列强剥削和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独立

自主、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结束了 “百年屈辱”，进

入了新世纪。

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归功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20 世纪 30 年

代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时开展了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赶走了外国列强，打败了日

本侵略者，解放了中国，解放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中国

共产党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斗争精神，使中国人民充满了希望。现在，中国共产党正领导中国人民

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实现中国人民的梦想———伟大的中国梦。

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要全面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很

复杂，多次出现党内斗争，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件，涉及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等方方面面。而

且，作为意大利共产党人来评价工人运动史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我也存在 “心

理”方面的困难。

我经历过 1991 年意大利共产党 ( 当时是西方最大的共产党) 的解散以及此后 ( 由于许多严

重的错误导致的) 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失败，现在，我们正在努力重建意大利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都成立于 1921 年，然而，两党的历史有巨大的差异。中国共产

党也犯过错误，但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错误，吸取了教训，纠正了错误，不但没有分裂，反

而极大增强了党的力量; 可是，意大利共产党在这方面却失败了。思考和回答 “中国共产党成

功的关键是什么”这个问题，对意大利共产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可以促使意大利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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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反思自己的错误，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自成立以来，不仅要与本国和国际上的阶级敌人作斗争，而且还

需要与党内的错误思潮进行斗争。在某些情况下，党内分歧非常大，斗争非常激烈，最终甚至发

生分裂。

自列宁时代以来，世界工人运动中表现出的错误思潮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右倾错误: 修正主义 ( 质疑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 ; 机会主义 ( 否认共产主义的

最终目标，主张战略服从战术) ; 尾巴主义 ( 不是把共产党作为群众的领袖，而是把共产党作为

群众的尾巴，即使在群众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帝国主义思想强烈影响的时候也是如此) ; 观

望主义和被动主义 ( 必要时不主动，自欺欺人地认为资本主义的矛盾会自动导致社会主义的建

立) ; 二是“左倾”错误: 教条主义 ( 一劳永逸地将马克思主义僵化、公式化，不考虑社会实

际) ; 宗派主义 ( 与教条主义有关，把共产党的行动降低为派别行动，不实行群众路线，往往破

坏党的团结，导致党的分裂) ; “左派”共产主义 ( 片面、激进，不进行辩证地分析，只强调事

物的一个方面，被列宁称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幼稚病”) ; 冒险主义 ( 在没有对力量

对比关系进行实质性分析的情况下，贸然采取行动) 。

在一些情况下，这些“左倾”错误是在回应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错误时，因矫枉过正而出

现的，但它们同样是片面的和违反唯物主义辩证法的。

列宁在与这些错误倾向作斗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和政治贡献，所有这些错误倾向都

是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没有或非常片面地分析现实和政权

的关系。这些错误倾向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

强调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和本质联系。毛泽东的一些政治哲学著作，如 《矛盾论》《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为理解和消除这些错误倾向作出了巨大贡献。邓小平也特别重

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非常强调“实事求是”。

四、中国共产党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7 年，中国共产党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进党章，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上非同寻常的一步，这一步的重要意义也许尚未被充分认识到。我对中国共产党提出 “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总结。

第一，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明确地否定了西方媒体等对中国

共产党的抹黑。中国共产党倡导多层次多领域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

体”不仅写进了中国党和国家的文件中，而且，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联合国

会议、世卫组织会议等众多国际会议的演讲中都积极倡导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证明中国

共产党是真正的国际主义政党，她站在国际主义的前沿，致力于实现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提出的

理想。实际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想是全人类的: 无产阶级获得解放，全人类才能获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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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获得自由，全人类才能获得自由。

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条道路，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中肯定会有

斗争，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利益以及极端民族主义的利益是相冲突

的，后者在 20 世纪引发了帝国主义战争，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在 21 世纪，这种危险仍然

存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是分阶段的。近几年来，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

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重要方式。

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以各国的逐步发展为前提的国际合作理念，是以共

同发展为基础的真正合作。目前，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取得了非凡的积极成果，

但帝国主义和旧的统治阶级很可能会进行反动破坏。

我们生活在全球转型时期。1991 年赢得冷战的以美国单极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旧秩序正日趋

衰弱，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今天，建立以各国人民之间平等合作与团结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拥

有了更多的机会。现在，人类正处于一个伟大斗争的时期，而位于世界斗争中心的是富有远见和

有明确战略策略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为了人类的未来，倡导建立国际新秩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

的根本支柱和领导力量，在建党百年之际，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巨大挑战。现在，中国是帝国主义

媒体攻击的主要目标，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 “舆论战”，集中力量攻击中国。

美国的两个主要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攻击中国方面没有太大区别。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中国是改变现有不合理国际关系的核心力量，是争取建立

世界新秩序的先锋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武器不是战争，而是和平发展与合作，中国倡导全世界数

十亿人民消除饥馑和贫困。事实证明，中国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非

常困难的 2020 年，中国也实现了脱贫攻坚的目标。

人类面临着全球气候变化、生态失衡的巨大挑战，只有在社会主义普遍原则的指导下团结起

来才能应对这些挑战。人类必须以整体的眼光来看待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把地球当作人类的家

园，共同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地球环境。

今天，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世界的命运，中国共产党的责任重大，帝国主

义列强害怕中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新角色。100 年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使中华民族摆脱

屈辱，建立一个不受封建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统一的真正独立的共

和国。今天，“中国方案”已经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之一是同全人类一起构建 “命运共

同体”。世界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步力量，都有责任共同努力以实现这一目标。

五、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有机体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研究并吸取了苏联共产党解散和苏联解体的惨痛

教训。1989—1991 年，世界上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伟大的国家即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

义国家苏联解体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了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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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经济发展缓慢和停滞等，但很显然，主要原因还是

出在政治和文化方面。苏共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内部遭到破坏，党的凝聚力丧失、纪律

涣散，随之而来的是政治路线越来越混乱。苏联从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及其他几位领导人都放弃

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际上加入了敌方政治阵营，实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苏

联在“改革”期间，出现了关于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最糟糕的谎言，新闻传播的虚假信息动摇

了民众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在此同时，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的做法也

令党的领导干部不知所措。苏联的失败表明，如果阶级敌人设法控制了党的高层领导人，就从内

部攻占了堡垒，这是惨痛的教训。

尽管帝国主义者曾希望中国像苏联那样崩溃，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没有出现

这样的结果。古巴也没有发生崩溃，这归功于菲德尔·卡斯特罗，他是古巴人民引以为豪的社会

主义捍卫者，他没有向戈尔巴乔夫低头。

苏联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在选拔领导干部时，我们必须保持最高的警惕，必须富有远见和

智慧，并且必须掌握好方向。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需要党的领导集体付出巨大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上的伟大政党，它善于分析和研究现实情况，根

据具体情况制定最合适的措施并付诸实践。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有机体，每一名党员都勤奋

工作，把党的决定付诸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扎根社会的有机体，在社会

中影响广泛; 中国共产党有活力，不僵化;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有机体。党的各级

领导干部，从最高层领导干部到最基层的领导干部，绝不能脱离群众，必须与人民群众紧密联

系。20 世纪 80 年代，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和他们”这样的表述蔓延开来，人民

用“他们”来指代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不承认自己和领导干部是

一体的，而是感到与领导干部疏远，反对领导干部。各国共产党必须坚决避免发生这种情况。中

国共产党的强大力量来源于党的创立者留下的 “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的深刻烙印。坚

持群众路线，紧密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根本特征。这就是领导干部的政治教育、道德

操守和行为规范如此重要的原因。只要继续保持这种优良的作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能无懈可击。群众性政治教育对社会主义意义重大，习近平领导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极其重

要。这种教育对“千禧一代”的影响非同寻常，因为他们出生在中国相对繁荣的时期，没有祖

辈和父辈为改变中国命运而艰辛付出、英勇牺牲的经历。

六、中国共产党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同意大利共产党一样，是响应共产国际的呼吁于 1921 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从

诞生开始就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事件: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加入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使共产国际实现了真正的全球性。

中国共产党极大地丰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所有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取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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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理论，都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在一个农民

占人口大多数的落后国家中，阐释和实践了社会主义革命理论; 在革命战争中动员了广大农民阶

级积极支持革命; 研究并实践了革命战争理论; 在多个层面详细阐述和实践了统一战线政策，懂

得如何团结人民，孤立阶级敌人; 划分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阶段，确定 “新民主主义革命”

阶段为初始阶段; 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

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激励了 “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

放运动。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贡献也是非凡的。如果说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

献，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那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

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在防止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邓

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习近平提出的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世界的贡献

同样不可低估。

中国共产党开创了走向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由于世界各国不同的

历史进程，各国的具体国情具有不同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在坚持共同的国际主义

目标的同时，承认各国共产党有权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实现方式，这为克服教条主

义和僵化思想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是通过中国的全球政策来实现的。中国

提出了诸多合作共赢的举措，包括 “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国家的合作项目、上海合作组织

以及其他有利于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举措。

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重要的文化机构也在举办越来越多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以促进

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进步政治力量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我注意到不仅中国

共产党的外交部门，而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重要机构，如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世界社会主义

研究中心等，在过去十年中都组织了很多活动，以促进共产党与其他进步力量的对话和沟通。这

是非常重要的播撒种子的行动。在促进世界社会主义和其他进步力量的团结方面，中国共产党的

工作是具有前瞻性的。在开展这些活动时，睿智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强加于人，表现出了极大的灵

活性和开放性。

我希望中国共产党能以中文以外的其他语言出版一份世界社会主义杂志，在全世界发行，以

便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今天的情况与 1917 年不同。1917 年时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内矛盾一触即发，帝国主义被认为

处于“垂死”状态; 而今天，我们知道，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漫长而曲折，既有前进也有退却

和重大失败 ( 如 1989—1991 年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且必然需要经历很长时间。全球工人

运动恢复和发展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

我们可以考虑用 20 世纪 30 年代安东尼奥·葛兰西 ( Antonio Gramsci) 在狱中所提出的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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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运动战和阵地战———作为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同时进行

革命，不可能通过正面进攻 ( 运动战) 实现社会主义，因为资本主义 － 帝国主义在许多领域都

拥有阵地，除非其引发一场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否则很难一举打败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

运动将以多样化的方式推进，逐步占领更先进的阵地 ( 阵地战) ，建立过渡性的政权。这不是马

上建立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权，也不是建立以 ( 与帝国主义相联系的) 买办资

产阶级为基础的政权，而是建立以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为基础的政权，采取公私

混合的经济形式 ( 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模式) 。

中国所倡导的合作共赢的政治经济举措，如 “一带一路”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能够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使第三世界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的政治控制与经济掠夺。

七、两党关系: 意大利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

意大利共产党人通过共产国际获悉中国革命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引起了意大利共

产党人的极大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战胜了纳粹法西斯的意大利共产党对

中国革命的发展越来越感兴趣。两党于 1949 年建立了正式关系。

时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 Palmiro Togliatti) 撰写了一篇关于中国革

命的长文，于 1949 年 5 月至 11 月在意大利共产党的政治理论杂志 《重生》 ( Ｒinascita) 上连载。

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他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篇文章中就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

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支 “活跃了 1 /4 世纪以上的力量”，不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而

且“始终有基本目标，具体行动适应每一时期的具体情况”。陶里亚蒂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

国革命进程中的主导力量，有坚定的原则和灵活的战术，对革命进程中 “殖民主义问题与民族

问题的关系”了如指掌。陶里亚蒂说: “中国共产党拥人的成熟和政治能力，随着 1931 年日本

帝国主义入侵满洲里、对中国发动进攻，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了。”中国共产党拥有心系人民和

国家利益的、充满活力的、足智多谋的伟大政治家。日本入侵后，中国共产党呼吁建立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但直到 1935 年，蒋介石仍然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于是，中国共产党转而呼吁建立一

个“统一的反帝阵线”。文章说: “十年前由几千名英勇的进步人士组成的政党，现在呈现给全

国人民的是: 唯一一个能为民族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政党……唯一一个有能力为人民谋利益的政

党。”① 陶里亚蒂强调中国革命转型时期的特征，是实行了公私混合经济。陶里亚蒂对中国共产党

表现出极大的信心，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继“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之后世界上经验最丰富的党”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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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miro Togliatti，“The Communists and the Chinese Ｒevolution. The Hardest Period: The Conquest of the Direction of the

Movement”，Ｒinascita，Vol. 3，1949.

Palmiro Togliatti，“The Communists and the Chinese Ｒevolution，The Victory of the Ｒevolution and the Situation Today”，

Ｒinascita，Vol. 5，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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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承担起历史重任。

1956 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

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几乎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都卷

入了这场争论，涉及的政治理论问题包括: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修正主义、帝国主义的性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与意大利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

起来。1963 年，两党终止了双方的官方关系，之后又进行了激烈的公开辩论。1962 年 12 月 31

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1963 年 《红旗》杂志第 3—4 期刊登

了《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在那些年里，一些支持中国共产党立场的意大利共产党人脱离了意大利共产党，加入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小党 ( 这些小党内部也有分歧) ，继续献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这些小党在学生

运动和工人运动中 ( 1967—1977 年是意大利历史上群众斗争最激烈的时期) 的规模无法与意大

利共产党相提并论。意大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 1960 年至 1970 年期间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联

系。同样，意大利共产党中也有一些小团体支持中国共产党。

那些年，发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意大利共产党之间的争论，在许

多方面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引起的，也是由于双方没有考虑到各个国家的现实和具体情况

而造成的。实际上，争论的目的是要确定通往社会主义的单一模式和单一道路，没有认识到不同

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可能会有不同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且通

过不同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可以更加牢固地实现和维护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中国革命之所以成

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根据本国国情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

意大利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在 1978 年恢复了两党关系 (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

改革开放的政策) 。这个转折非常受欢迎，1984 年，意大利共产党的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邓小平的

文选，题为《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 ( Socialism in the Chinese Style) ，引起人们关注。

鉴于意大利共产党解散 ( 1991 年) 后，大部分党员加入了新的“左翼民主党” ( Democratic

Party of the Left) ，意大利共产党人组建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 ( The Communist Ｒefoundation Party) 。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党内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潮，有的来源于意大利共产党，有的

来源于在意大利社会斗争最激烈的十年 ( 1967—1977 年) 间发展起来的极端左派。在意大利重建

共产党党内，有些党员激烈批评中国，认为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有些党员，

尤其是围绕在《埃尔内斯托》 ( l’ernesto) 杂志 ［《21 世纪的马克思》 ( Marx Ventuno) 杂志的前

身］ 周围的党员，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国内外政策非常赞赏，乐于分享中国共产党的经验。

1998 年，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党内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导致分裂，一个新的政党成立了，即

意大利共产党人党 ( the Party of Italian Communists) 。意大利共产党人党总书记奥利维耶罗·迪

利贝托 ( Oliviero Diliberto) 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持支持态度。

2009 年至 2012 年期间，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人党联合组建了 “左翼联盟”

( Federation of the Left) ，中国共产党邀请由两党组成的大型代表团访华，我有幸成为代表团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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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这次经历使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深入认识，也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

问题的高度关注。当时，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 《21 世纪的马克思》杂志和意大利共产党人党的

《共产主义者》 ( Being Communists) 杂志联合编辑出版了关于中国之旅的插页。

令人遗憾的是，意大利复杂的态势导致 “左翼联盟”瓦解，之后，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又发

生了一系列的分裂，进一步削弱了意大利共产主义力量。

作为《21 世纪的马克思》杂志的主编，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在意大利召

开会议的组织者，我通过亲身经历，发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特点。

第一，中国共产党从未自诩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老子党”或“老大哥”。在政党外交方

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互相尊重、完全平等的对外交往原则，即使是与那些比中国共产党的一

个支部规模都要小很多的政党交往时，中国共产党也始终平等相待。

第二，中国共产党一直努力寻求非教条主义、非宗派主义的道路来实现国际共产主义力量的

团结。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为推动 “欧洲论坛” ( European Forums) 所

付出的努力具有深远的意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播下了重要的种子。“欧洲论坛”加深

了意大利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有利于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

研究的进程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的沃土中不断发展壮大，虽然当今世界尚不具备重建共产国际的

客观条件，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韧性、开放性和乐于交流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工人运动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指南针，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切实

贡献。

意大利共产党人将努力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与交流，将积极通过意大利的媒体和网站传

播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相关的政治文件和理论研究成果。我们将继续努力工作，进一步推动两党

的联系与合作。

［安德烈·卡托内 ( Andrea Catone) 系 《21 世纪的马克思》期刊主编; 李淑清系中国农业

大学烟台研究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小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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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spreading，saving lives，and reducing losses． However，there are two different concepts in fighting the epidemic，

namely，the“clash of civilizations”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ertain Western countries

have unilaterally“politicized”the epidemic because they uphold the concept of“clash of civilizations”，which has severely

hinder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global fi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victory in this

fight，all countries must abandon the concept of“clash of civilizations”，recognize the mainstream factors of exchanges for

mutual learning，mutual adaptation，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between different human civilizations，accept the idea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and promote equal dialogue and close collaboration between

countries．

 Views of Foreign Communist Parties and Left-Wings on CPC’s Hundred Years 

One Hundred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CPC: Having Changed the Destiny of China and Enriched and

Developed Marxism By Andrea Catone ［Italy］ Compiled by Li Shuqing ( 40)………………………………………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arted“the Chinese century”． In one hundred years，the Party has

transformed China from a backward semi-feudal and semi-colonial country into a prosperous，democratic，and civilized

socialist country，and thus has completely changed the destiny of China．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the Party lies in the

following: It has always upheld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and adhered to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t knows how to

recognize error，how to study it and how to learn from it; it has always kept close link with the masses and maintained unity

and vitality of the Party． In the 21st century，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dvocates building a“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which has proposed a Chinese project to solve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mankind． Communists and

socialist and progressive forc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a great responsibility to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it．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enriched and developed Marxism and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socialism．

Excellent Characteristics Cast Brilliantly: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the Century Old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y Ｒubén Darío Guzzetti ［Argentina］ Translated by Lou Yu ( 49)……………………………………………

At present，Western countries are in the worst crisis in decades，while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The chaos in the West contrasts sharply with the prosperity of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presents a vigorous force that has been relentlessly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s economy is developing steadily; i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further improved; the“Belt and

Ｒoad”initiative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opular． Furthermore，the Party proposed to actively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 which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 circulation promote each other in 2020． Taking keywords as clues，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excellent characsteristics that has shaped the glorious history of the Party over the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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