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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外学者：中国崛起不自败，就能胜

　　会有社会动乱吗?

　　黄靖（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革命需要具备三个社会条件：首先，人们

一无所有，失无可失。有房有车的人不会上街搞革命；其次人们普遍绝望，如果看不到希望，不知

道明天会怎么样，就容易失去理性，铤而走险；三是政府失去管理社会的能力。这三个条件在当前

中国都不存在。现在中国中产阶级越来越多，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财产。

　　大部分中国民众并不愿意看到天下大乱，因为他们能够看到希望，并且相信照这样发展下去，

自己的生活将会进一步改善。现在基层群体性事件中，多数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而非政治诉求，并

且往往涉及不同利益集团的较量。这种利益纠纷引发的群体事件虽然来得快，但如果处理得当，去

得也快，不会造成大规模社会动乱。另一方面，从政府层面来说，虽然中国有很多问题，体制也需

要改革，但总体上政府仍然能维持对社会的有效管理。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西方崛起伴随着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当时情况比

中国严重得多，如果西方崛起很平稳、毫无障碍，我们今天可能看不到马克思、雨果了。相比于西

方的发展，中国今天的问题不足为奇。

　　社会问题存在并爆发出来是正常且有好处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有没有合理的解决方式。今天中

国一直在谈经济结构的转型，没有很好的经济结构就不会有很好的社会结构，中国今天很多社会问

题其实也是经济结构造成的，这从日本、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也可以理解。日本、四小龙的经

验就是先经济，再社会，再政治，再民主，先发展，再分配，再民主化，中国也得这样一步一步

来。

　　如何处理“内忧外患”？

　　马凯硕（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中国现在面临着内外两方面的挑战：对

外中国需要处理作为强国所要面对的新挑战，对内的挑战则是如何保护中产阶级。中国未来新一代

的中产阶级将是受过高等教育、精明，而且熟知世界事务的群体，他们也很在乎中国的国际形象。

如果中国在国际上扮演的是一个能承担更多责任的大国角色，中国也就能获得中产阶级的认可。所

以，中国的外在认可与内在认可并不是割裂的，外在的国际形象将推动国内的国家认可。但中国现

在在世界舞台上表现得过于谨慎。

　　郑永年：中国当前主要矛盾还是国内问题，国外只是施加压力，但不会直接干涉中国发展。这

种国际压力未必不是好事，现在中国减少欧美市场的依赖是正常的，也在促进内需。国内的问题也

是转型中的问题，但要处理得非常好，避免社会激进化，需要一步一步地走。一些批评者把这些变

化归纳为体制问题，但中国的体制也一直在逐渐变化中。不仅中国，亚洲四小龙也同样经历了一个

慢慢变化的过程。中国现在的政治格局和毛泽东时期的政治格局相比，变化非常大。

　　黄靖：目前看起来，中国似乎处于外部矛盾和内部矛盾的集中爆发期。但主要问题还在内部。

中国把内部问题解决了，外部问题自然也就容易处理和应对。即所谓“为大国者，不自败，胜。”

　　现在从内部来看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如何确保对干部队伍的有效管理。二是在如何深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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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确保社会与政治转型。三是如何改善管理文化媒体的体制，一方面小道消息日益“精彩”，一方

面八股官文盛行。这直接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进而为内外敌对势力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

　　给中国下一步改革支招

　　马凯硕：美国常常违反国际法。在这方面，中国可以超越美国，成为国际法更强有力的支持

者。如此一来，世界其他国家会非常高兴，现在中国在硬实力上发展很快，但在软实力上还远远落

后于美国，中国要在软实力上和美国展开竞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多支持联合国、世界卫生组

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组织，这并不会花太多钱，但中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重塑世界体系。

这并不仅仅出于善良，更重要的是为自己将来做打算。当中国通过这样的方式逐步拥有话语权之

后，可以推动完善现有国际法。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官员可接触到法制及更多现代治理理

念，并把这些理念带回国内。

　　郑永年：当务之急就是社会改革要找到突破口，中国当前还没有找到突破口。这个也并不奇

怪，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也没找到经济改革的突破口，直到邓小平南巡之后才找到，改革总是需要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试错的过程。现在国内国际的变化太大，中国必须尽快找到这个突破口，现

在是改革和变化赛跑。

　　黄靖：目前中国执政党要抓紧做到两件事：正风气和定民心。具体而言，首先在全党开展一次

整风运动，使依法治国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为下一步政治改革奠定基础。

　　其次应当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让有关各方进行公开或非公开辩论，这样，民怨

自然就不会向整个执政体制上移动和聚集。▲（本文由谭福榕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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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清风 37分钟前

党要整风，把党整顿好是当务之急。不把党整顿好，什么都别提。中国好不好，就看党风

好不好。党风不好，一切都不会好。新加坡学者都提出要整风，大陆不要搞新的不整风的

教条了。

支持[0] 回复

大中华区 2小时前

官官相互何有法制？有法不依何来依法治国？权力寻租何来社会公平？暗箱操作何有阳

光？国民不苛求十全十美，但国民年年最关注的问题当局都做了什么治本举措？调研？可

以用十几年的时间调研世界已成熟的东西，难道中国人民还能相信这种调研吗？谎言终归

是谎言，如今的中国社会不是毛时代思想单纯的社会，...[查看更多]

支持[1] 回复

钱塘风子 1小时前

@ 大中华区：你又做了哪些对国家、民族有益的事呢 ？？？？？？

支持[0] 回复

淡定牛 1小时前

中国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首先要解决的是:1.政府官员腐败问题;2.贫富差距扩大问题;3.就

业问题;4.社会保障问题;5.民众道德观、价值观构建

支持[0] 回复

大好河山AAAAA 1小时前

中国很多事情就是听了所谓的“外国专家”的言论，才造成了中国国内的很多矛盾。想想

看：黄鼠狼给鸡拜年，能有好结果吗？中国的事情中国人有能力办好，不要再盲目迷信外

国的邪说了。中国人都醒醒吧！！！！！

支持[1] 回复

拇指大叔 1小时前

中国不自败，就能胜，我有同感，拭目以待，希望实现改革。

支持[0] 回复

MANING7888 2小时前

先安内后攘外，咋像蒋介石的话？目前中国最重要的是解决南海争端，要给全国人民带来

希望和鼓励、一丝信心，再者通过换届寄托下一届领导人要实施有效改革，要有大无畏精

神（估计不现实），彻底改革一些束缚机制。

支持[0] 回复

hzywwj 2小时前

有道理。

支持[0]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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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现在谁提啊？？现在要大家吻腚，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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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duhuakai 2小时前

义乌商城网：看看~~

支持[0] 回复

df41 来自：腾讯微博 2小时前

这些伪专家提出一些事是而非的论调

支持[0] 回复

w人 来自：QQ空间 3小时前

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是李光耀父子。正是李光耀父子掌控的独裁专制政权引来的美国这头恶

狼。必须痛扁亚洲墙头草斩草除根。

支持[1] 回复

qgyy2012 3小时前

黄靖：目前中国执政党要抓紧做到两件事：正风气和定民心。具体而言，首先在全党开展

一次整风运动，使依法治国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为下一步政治改革奠定基础。诚哉斯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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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庶民 3小时前

“保卫国家，匹夫有责。”国民应觉醒，多思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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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公民 4小时前

新加坡人能否给“占领华尔街”支点招，一个弹丸小国也敢妄谈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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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canye 4小时前

正风气和定民心。对这句话质疑，新加坡不过是个弹丸大小的国家，办到这两点轻而易

举，不要那新加坡的模式更改中国目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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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贱那么多，不自败？

支持[0] 回复

lengyulz 5小时前

中国民众的话语权如果能得到切实的尊重，无论好听的不好听的都能被尊重，那中国政府

就真的成熟了，民意宜疏不宜堵,民众不满政府的作为,政府可以出面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处

理而不是那样处理,这样老百姓理解了政府也支持政府的工作,老外也不会指责中国没人权,

老百姓心里也舒服,三方满意何乐不为?但现...[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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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太多，腐败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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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太多，腐败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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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UWEN 6小时前

有道理。中国的专家、学者应效仿。多提些有见地、有意义、前瞻性的建议，为政府决策

出谋划策。而不是为小圈子、利益集团出卖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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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  中日  中韩  中欧  中印  边界中国

地方外宣

北京  浙江  上海  陕西  江西  河南  河北

青岛  四川

推荐服务

官方微博，欢迎关注

RSS订阅

手机环球网

环球时报iPhone客户端

环球时报iPad客户端

环球时报Android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