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明明教授的新著《马

克思主义政府原理的中国逻

辑》，堪为近年来国务学院在

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创新研

究中的代表作之一





政府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

关键理论问题，同时也是法学、

经 济 学 研 究 绕 不 开 的 理 论 问

题。政府和国家一样，构成了各

类政治学说史的轴心。我们也

可以说，古今中外各种政治学知

识体系，无不是先通过一套国家

和政府理论来奠定的，由此延伸

出其他政治学次生命题。因此，

构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必先

从政府理论着手，这个根本理论

问题解决了，就能提纲挈领，本

立道生，进而逐层铺展，接续突

破。复旦大学政治学人历来在

政府理论研究上倾注很大精力，

志在贡献一套政府论。

全书承袭复旦政治学历来

重视的历史-社会-文化的政治

学学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国家

和政府学说基础上，创造性地以

“代表制”这一标识性概念，在与

“代议制”的对照中，特别是在当

代中国政治发展内在历史和逻

辑中，揭示了人民政府论的原

理。本书主要观点和线索是：人

民是一个具有主权含义的不可

分割的整体概念，政府建立在人

民整体、并为整体人民权益服

务；代表制将人民的整体性意志

和权益，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

体制连接起来，缔造出人民政

府；代表制在中国政治中具体地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实现国家-人民与政

党-群众双重联系结构；代表制

政府运行基于民主集中制原则，

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制度体系、

调控体系、监督体系和政党自身

建设和自我革命；代表制政府要

求政府具有很强的回应性和责

任性，因而重在追求有效政府或

有为政府，而非有限政府，回应

性和责任性对政府能力建设提

出很高要求；代表制为基础的人

民政府理论是中国的，也是世界

的，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种新形

态。

读完这本书，笔者觉得其有

这样几个意义：

一是通过对代表制的历史

和逻辑揭示，初步构建了人民政

府理论或人民政府学说，如本书

中所说“西方民主理论中人民是

不在场或退场的，人民民主理论

中人民是始终在场的”。若政府

理论是政治学理论基础之基础，

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之政府论

是什么？以往有段时间，人们重

视在代议制政府理论中寻找资

源，这种思考方式往往不自觉地

将代议制政府的逻辑和知识作

为政府理论的圭臬和标准，此法

如丸之走盘。这本书自信和勇

敢地跳出代议制政府的窠臼，通

过对人民、政党、民主的创造性

阐释，赋予政府理论以马克思主

义的、中国的、东方的学理解释，

对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构建起

到极大的推进意义。

二是这本书理论之光解决

了人们不少理论困惑和苦恼。

由于一度受代议制政府影响甚

深，若按照代议制政府的标准，

有的人消极地觉得中国政治和

中国政府建设欠缺了些什么。

还有，即便人们积极地赞许中国

政府“做对了”，对政府存在高度

的认同，但是“做对了”背后的道

理却又有理说不出。也有人尝

试用中性政府概括中国政府理

论，然这仍然是代议政府的解释

逻辑，代表制基础上的人民政

府，则具有强烈的使命和责任意

识，将人民为中心的公正、公道

看得比政府在人民权益受到损

害时保持中性或中立更宝贵。

相信读完这本书，人们对以上困

惑问题会有豁然开朗之感。

三是这本书不仅是研究中

国政治，也是近年来比较政治学

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具有一些方

法论意义。书中对代表制和代

议制的政治基础、制度安排、运

行机制直到对政府体制差异的

影响，作了很全面的比较，读者

在书中的比较中感受到两种制

度各自的历史-社会-文化逻

辑，很受启发。这本书关于代表

制的合理性论证，不是要去取代

代议制，作者同样明确反对按照

代议制逻辑理解和指导中国政

治发展。这种对多样制度相互

尊重的比较态度应为国际上比

较政治学界所学习，因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比较政治学

的比较取向一度沦为按照西方

制度这一把尺子来量其他所有

国家，符合其标准就是政治现代

化，不符合其标准就是政治不发

展，这样确实不利于比较政治学

科学术的发展。

笔者在复旦读研究生时上

曹沛霖老师比较政治制度的课，

先生课上有句话我至今一直印

象深刻，意思是研究制度，一定

要重视其背后的历史，社会，文

化，任何好的有效的制度都不是

移植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明

明教授也是我老师，他这本书以

及其他论著，也体现了曹老师等

学院先贤们研究制度的态度和

精神。明明教授著作的语言和

他的声音一样也很有特色，能用

朴实但有华的语言将深奥复杂

的道理简洁地说出来，理从语正

中出，给人以政治启迪，这也是

本书一个风格，值得年青学者学

习。

文/苏长和（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教授）

学术 文化
编辑/傅 萱 72021.12.5 星期日

《马克思主义政府原理的中国逻辑》出版
以“代表制”概念揭示人民政府论的原理

““两大工程两大工程””丛书丛书

高水平打造世界人才高地 加快建设新时代人才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

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以加快建设

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为重要战略抓手及战略举措，深

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从战略高度深刻领悟新时
代人才强国战略

习总书记以“八个坚持”，首

次系统概括了新时代人才工作

的新理念、新战略和新举措。

“八个坚持”中，“坚持党对

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我国人

才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坚持人

才引领发展战略的战略地位”

“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

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是我国

人才工作的价值导向和指导原

则；“坚持全方位培养用好人才”

“坚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则

是从人才的集聚、培养、使用、激

励等人才价值链各环节破题，形

成人才强国战略的主要内涵和

重要举措；“坚持营造识才爱才

敬才用才的环境”“坚持弘扬科

学家精神”则成为新时代人才战

略的战略支撑条件。

“八个坚持”是在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人才理论和工作经

验基础上形成的科学论断，而如

何在理论和实践上找到创新型

的实现路径和方法对于其加快

实施落地至关重要。比如在坚

持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坚

持人才引领发展方面，深圳、山

东、浙江等地近年来在机制上实

现了有益的探索。长三角等区

域探索建立国有人才集团，真正

做到以人才一体化高效赋能区

域经济一体化。另外，人才发展

的体制机制改革和人才培养体

系建设等均为我国人才工作长

期面对的课题和难题，也需要以

创新性的思路和方法真正实现

破题。

把握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
形成人才发展战略布局

在时间维度上，提出了三步

走的战略安排。2025年，全社会

研发经费投入大幅增长，科技创

新主力军队伍建设取得重要进

展；到 2030 年，适应高质量发展

的人才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创新

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显著提升，对

世界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明显增

强；到 2035 年，形成我国在诸多

领域人才竞争比较优势，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和高水平人才队伍

位居世界前列。

在空间维度上，在北京、上

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

才高地，同时，要集中国家优质

资源重点建设支持建设一批国

家实验室和新型研发机构，发起

大科学计划，为人才提供国际一

流的创新平台，加快形成战略支

点和雁阵格局。

上海、北京等龙头城市是否

能够高水平建设“世界级”人才

高地是雁阵格局的战略关键点，

决定着其是否能够以更为卓越

的领导力和担当将“中国号”人

才巨轮带得更快、更远，为我国

早日建设成为世界重要人才中

心和创新高地作出贡献。因此，

上海、北京等龙头城市要高起

点、高水平建设人才高地，真正

建成“世界级”人才高地，才能够

有利于我国形成有力的战略支

点和高质量雁阵格局，为人才强

国战略实施奠定坚实的基础。

以上海为例，高水平建设世

界级人才高地就要求上海具有

世界级人才高地所应当具有的

人才高度（高层次人才占比）、人

才青度（青年人才占比）、人才浓

度（学术和科技交流密度和频

度）、人才甜度（卓越的人才文化

和品牌）、人才温度（开放包容大

气的人才氛围），在此基础上内

在地要求上海要结合上海人才

工作实际，重点突出全球视野，

对接和借鉴国际标准，大力推进

人才规则、规制、标准、治理和管

理等方面的制度型和开放性创

新，有勇气提出或建立世界一流

的人才标准体系、人才培养制度

和体系、人才管理和治理标准，

打造世界一流的全球人才地图

和人才大数据库，创新世界一流

的人才集聚和流动模式、创新创

业人才培养模式、人才生态动力

循环系统，形成富有上海特色、

独一无二的人才文化品牌和开

放包容的城市人才文化。并以

浦东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引领区建设为契机，率先在全国

乃至全球提出更多前瞻性、突破

性的政策与创新举措。

以卓越执行力高效实施人
才强国战略

首先要根据中央人才大会

会议精神和人才强国战略的科

学内涵，精准制定我国人才强国

战略实施的评价指标体系，借助

各类评价工具从我国政治经济

和社会发展需求、人才需求和满

意度、人才治理体系科学化、全

球人才竞争力等各维度自上而

下地制定和实施指标体系，具体

落实到国家、省市等各级政府部

门，以及主要的国家企事业单

位、高校和其他各类社会组织，

并健全和完善相关考核机制和

指标体系。

其次在实施目标体系的基

础上建立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实施监测指数，对标三个阶段的

战略定位，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技术动态地监测各级政府和

各地的人才强国战略实施情况，

通过及时反馈及时了解促进人

才强国战略实施中存在的堵点

和难点，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

改进，培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

人才战略执行力。另外，长三角

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等区域发展战略是连接国

家人才强国战略和各地人才发

展战略的重要载体和战略支撑

点，以之为突破点可以有效推动

各地人才战略实施的协同性和

一体化，建议将上述区域级人才

战略的推动实施情况作为考察

和推动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

重要抓手和监测平台。

文/姚 凯（作者系复旦大学

全球科创人才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大数据时代国际人才集聚

及中国战略对策研究”的阶段性

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