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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挂钩中产社会发展
专访布鲁金斯约翰 · 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
如今的“中国梦”也应打造为符合中国广大中产阶层价值观和追求的目标
文 /《财经国家周刊》驻华盛顿记者 孙浩

中

国新一届领导班子亮相以来这段

法制以及国际事务中的和平策略等“软

时间，
“中国梦”成为媒体、坊间

实力”内容，
“中国梦”应有相应体现或

讨论的高热度词汇。在民族复兴的宏观

提倡。如果简单讲“中国梦”就是一个

愿景之下，
“中国梦”有着哪些具象内涵？

国家强大、财富积累，而忽视环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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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尊严等方面，是无法成立的。

任、华裔学者李成认为，中国将在未来

最后，
“中国梦”的提出和实践也应

“中国梦”
15 年到 20 年真正步入中产社会，
从内容到外延可以与这一发展趋势相合

逐渐受到外部世界的普遍接受，中国在

拍，以期产生最大凝聚力。

非常积极、包容性强的内容，具有普世

强大路径上拒绝边缘化。中华文化具有
价值，但也需要结合当前的世界潮流来

“中国梦”的现实基础

传播。

“中国梦”并非新词。15 年前，西

比如，西方强国曾在相当长时间否

方学者，尤其是华裔学者和第二代移民，

认中国有市场经济，但现在已大部分接

曾掀起一波研究“中国梦”的热潮。15

受这一现实，并认可这是在共产党领导

年后，这股研究热潮再度兴起之时，
“中

下实现的、具有活力的市场经济。在此

国梦”被注入更多内涵。

基础上，中国政府同样能带领中国形成

李成认为，结合现实，如今的“中国

李成认为，扩大中产阶层是中国长治久安最稳定的因素

强大而健康的公民社会，外界观点会随

梦”应打造为符合中国广大中产阶层价

着中国的实质性变化而逐渐改变。事实

值观和追求的目标。

上，中国学界、媒体等层面一些技术性

《财经国家周刊》：
您刚从中国归来，
对十八大后的中国社会现状，或者说“中
国梦”现阶段的现实基础，有怎样的观察？
李成 ：
习近平总书记领导的新一届领
导班子正处于执政“蜜月期”。党内目前
团结围绕在习近平周围，国内民众普遍

年内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因素。
《财经国家周刊》：
在您眼中中产社
会的过程中，
“中国梦”的内涵是什么？
李成 ：
和中产社会发展势头相合拍的
“中国梦”内涵应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经济状况改善。以“美国梦”

对新领导班子抱有很大好感和期待，最

为比照，在这个移民社会中，中产阶级

主要的期待还是落在经济改革部分。

对个人财富及成功的追求是“美国梦”持

处理已做得比较好。
“中国梦”的实现过程是渐进过程，
也会不断遭遇现实的挑战。再看“美国
梦”，其实美国民主制度并不完美，国内
矛盾也较为严重，
“美国梦”也是不断争
取的过程。

中国的“中产阶级”

1996 年，李成将在上海生活两年、

与此同时，部分社会矛盾有激烈化

续的发展动力，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产

的信号，短期内预计各类事件所引发的

阶级地位下滑、实力缩水等现状则对“美

专心研究写就的当地“中产阶级”兴起

言论或理念冲突还会持续。其中，环境

国梦”提出挑战。

的著作交给美国出版商时，却遭到对方

污染问题紧迫性大幅提升，需有关部门早

其次，在国家富裕及个人经济基础

拒绝 ：
“中国哪有中产阶级？”十几年后，

日推出有力举措或表达强硬姿态。必须

稳固之 上，中产阶层还关注人格尊严、

在中国研究“中产阶级”的著作不下百种，

意识到，公共健康问题将成为今后一二十

平等机会、公共健康、环境保护、民主、

而且获得西方学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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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途 径，房地产几乎成了唯一 ；其二，

比如，中国海外旅游、包括奢侈品消费

都是一个真实存在而又难以定义的群体。

何为中产阶级？在中国乃至世界，这

他们对腐败深恶痛绝 ；其三，他们要寻

在内的购买力发展超过其他国家。从包

中国社科院学者采用综合性定义，包括

求更多发言 ；其四，很多事情的重要性

括中国在内整个亚洲消费市场的崛起来

收入、消费、职业和自我意识四个方面。

现在不断上升和凸显，如公共卫生、子

看，改变着整个全球经济版图。

有美国研究机构指出，中国的“中产阶

女教育、社会稳定、生态保护等。最近

级”达 5~7 亿人之多。

抗议建化工厂等事件都发生在城市，如

一书中就预计，到 2030 年，全世界最大

果这种情况继续不断发生，也会影响到

的五个中产阶级消费国家中有四个在亚

执政者的信誉和地位。

洲，中国排第二。亚洲之外只有美国位

李成认为，中国“中产阶级”目前
有 3 亿规模，随着税收制度的健全、贫
富差距的缩小等，其规模也将随着重新
定义而有变化。
《财经国家周刊》：
您认为近几年或
未来中产阶层的上升空间如何？
李成 ：
中国社会现在已经拥有全世界
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消费市场，中产阶
级规模还在以 1% 的速度每年递增，预

可以肯定，21 世纪的治理应该不同

于 20 世纪。迎合中产阶层利益不仅是中

国议题、也是世界性的议题。美国选举、
欧洲选举都是打着中产阶级的旗号。
《财经国家周刊》：
在私营经济领域
如何调整来扩大中产阶层的机会？

在我主编的《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

居第三。在亚洲四个国家中，有三个都
是人口众多的新兴国家。
上述这番变化将成为 21 世纪的主
题，牵动社会、政治、经济蓝图的最大
变化。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世界，带
来很多机遇和挑战——机会是全世界经

李成 ：一是减税 ；二是给私有中小

济不断增长，而挑战是如何保证能源和

企业贷款，不能让他们自生自灭。现在

环境。比如，加剧对水资源和其他能源

40%，形成符合定义的中产社会。
不过，最近三四年中产阶级有些萎

对年轻人来说创业成功机会有些渺茫。

的消费和争夺。整个世界经济板块的变

我去过李开复的创新工厂，很景气，但

化也将带来很多政治和立场上的冲突，

缩，这与人口红利缩小、整体劳力等情况

他也说过现在中国年轻人若全凭自己创

而我们现在正处于变化的前期阶段。

发生变化有关。以廉价劳动力为主、出

新创业，成功比例低。不要说给他们优

口导向型经济已经不再适合中国，而要

惠政策了，只要少给国有企业优惠政策

以创新、服务行业来带动。新一届政府

就可以。把资金真正投入银行贷款，再

会在这个问题上有大动作，民营经济需

通过回报促使经济发展、尤其是服务业

要进一步发展而不是萎缩，否则下一轮

发展。

计今后 15 年至 20 年内比例将达到人口

经济增长点恐怕很难坚持下来。
另 外， 一 个 近 几 年 令人 不 安 的

《财经国家周刊》：
中产阶层的需求
对社会发展有何影响？
李成 ：
中产阶级既是稳定因素，又是
变化因素。
一方面，中产阶级对大规模的腐败
深恶痛绝，为维护自己权益不希望有不

稳定器与变化因数

公正事情发生，要推进政治发展 ；另一

情况是， 中国公 务员的 录 取比例只有

目前全球正处于变化阶段，中国又

方面又要稳定、不要革命。他们推进政

1.5%~1.6%，与十几年前下海潮形成鲜明

是变化的引擎。在李成看来，中国要做

治发展更多还是需要制度建设和和平途

对照。周立波说过一个笑话，大意是一

到政治和经济配套发展，政府需考虑与

径来使他们的声音得到倾听、利益得到

个工作机会有 8000 个人来申请，老板扔

中产群体有更多妥协、默契、合作，如

保护。没有大的偏差，他们都会希望在

掉 7000 份简历，因为“不喜欢没有运气

此才能在多变的时代背景下扩大中产群

既有体制中发展。可以说，中产阶级在

的人”。

体，并发挥其积极作用。

政治、经济、社会稳定上都能起很大作

看似笑话，却反映出现实问题。大

《财经国家周刊》：
您曾提到中国已

批人涌入央企和政府部门成为一个很大

拥有最大规模的中产消费市场，这对中国

的问题，影响了中国中产阶 级的发展。

和世界有哪些影响？

新领导层应该扩大中产阶级的生存余地，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领域做更好的恢复。

李成 ：
中国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消
费大国对世界经济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用，而且这也是一个多元化群体，囊括
了体制内许多人。
经济和税收政策不合理也会引发民
意反弹。比如，若过早征收房地产税，
会触犯房产拥有者的利益。而且关键在

但我也相信，中国改革开放会不断纠正

于，中产阶层认为承担减少贫富差距重

自己出现的问题，继续让更多民众致富、

任的应该是富人阶层。有些遗憾的是，

成为中产阶层的一员。

中产阶层在前一段时期承担了很多责任。

《财经国家周刊》：
中国中产阶层现
阶段的主要挑战有哪些？
李成 ：挑战有很多。其一，缺乏投

中国将在未来 15 年到 20 年真
正步入中产社会，
“中国梦”从内容
到外延可以与这一发展趋势相合拍

政府一定会通过一些政策机制来扩大中
产阶层，而扩大中产阶层是中国长治久
安最稳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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