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

能实行一

党领导、

多党合作

的政党

制度

8CHAPTER 



说到中国的政党制度，肯定有人要问，二战以

后直到今天，全世界除极少数国家外，几乎所有

国家，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实行两党制或多党

制。为什么中国却一直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的政党制度，而未采纳两党制或多党制？这是一个

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是每一个对中国政治感兴趣的

人士都关心的问题。问题看似很尖锐，道理说来却

很简单。简言之，这是历史的选择。近代历史告诉

我们：在中国，两党制、多党制运行昙花一现、乱象

丛生；国民党一党专制导致众叛亲离、败走台湾；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最终瓜熟蒂落、水到

渠成，并还在不断发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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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为什么能实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同盟会，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

主义，积极鼓吹革命思想，成为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在孙中山先

生的号召和发动下，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的枪声在中国中部的武昌响起，

革命党人发布告示“永久

建立共和政体”，随后南

方各 省纷纷响应。1912

年元旦，随着孙中山在南

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

时大总统，清朝的统治在

革命烈火中土崩瓦解，中

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

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结束。

环顾全球，中华民国成为

当时 世界上少数 几个推

翻封建统治、不设君主立

宪、直接建立民主共和制

的国家之一。民主共和观

念也 从 此 逐渐深入中国

人民的心中。

作 为 资产 阶 级 民 主

昙花一现的中国多党制

中华民国开国之日，《民立报》首页刊出的开国大总统孙中

山像。



138

革命家和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孙中山期望借鉴西方，提出中

国应以“世界最完全政党之国”、“英、美先进国为模范”，61 实行政党政

治的主张。在孙中山主持下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按照西方的民主

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实行责任内阁制，允许结社

组党。这正如国民党的青年领袖宋教仁指出的那样：“吾党主张将来宪法

上仍采用责任内阁制，并主张正式政府由政党组织内阁，实行（际）担负责

任。”62 

在《临时约法》规定的责任内阁制所开辟的政党通向权力的诱引下，无

论是革命党人，还是曾经主张君主立宪以及代表封建贵族的政治势力，都希

望借政党之力来获得组阁权。

一时间，“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63“党会既

多，人人无不挂名一党籍。遇不相识者，问尊名大姓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

者”64。中国政治舞台上顿时出现了“组党”热潮。在这场“组党”大潮中，有

人记载，形形色色的大小政党达300多个。最重要的几个政党分别是：由同

盟会转变而来的国民党，由昔日资政院时代旧议员为主组成的民主党，由光

复会转化而来的统一党，以及由清末预备立宪公会和湖北都督黎元洪派军

人势力为主的民社联合而成的共和党。

为换取中国北方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支持革命，迫使清帝退位，1912

年2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改由袁世凯出任。袁世凯为了加强自己的总

统地位而走向独裁。他把自己的人塞进内阁，攻击新成立的国民党。而为了

反对袁世凯的独裁，崇尚责任内阁制的宋教仁希望以多党竞选的办法，限制

袁世凯的独裁统治。

1912年8月《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公布，确定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

组成。参议院设议员274名，按地域分配议员名额。众议院设议员596名，按

人口比例，从各地选民中选举产生。当时22省登记的选民有4000万以上，约

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个比例与西方的早期选举相比也不低。在19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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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为什么能实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

冬到1913年初春举行的国会两院选举中，形成了共和党、国民党、民主党、

统一党四个大政党和一些未并入这四大党的党派和小政团竞争的局面。如

此众多的选民和如此众多的政党参加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竞选，是中国历

史上前所未有的。仿佛一夜之间，西方的多党制议会民主就降临在有2000

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历史的东方国度。

第一届国会选举，国民党赢得国会392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实际负

责国民党竞选运作的宋教仁曾自负地说：“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

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65

宋教仁此时踌躇满志，准备组阁事宜。在国会开会之前，他亲自到长江

流域各省宣传演说，为建立责任内阁，实现民主政治大造舆论。其言论风

采，倾动一时。

可是宋教仁等人的政党内阁之梦很快就破灭了。没待第一届国会召开，

1913年3月，在袁世凯的幕后指使下，宋教仁于游说途中被暗杀于上海火车站。

“宋案”的发生，使孙中山认清了袁世凯假共和、真独裁的面目，随后

发动反袁独裁的武装革命，但遭袁世凯北洋军镇压而失败。随后，袁世凯

恩威并用，对国民党部分议员进行分化瓦解，在利用国会当上大总统后，就

唆使部将通电要求解散国民党。1913年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次年

初，又宣布废止国会。自此，政党政治赖以生存的基础彻底瓦解，其他政党

纷纷瓦解。民初的政党政治名实俱亡、寿终正寝。

民国初年的多党制昙花一现、乱象丛生，与政党的自身缺陷有直接关

系。它们缺乏具有远见的政纲，民众的苦难和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远没有纳

入他们的议事日程。正因如此，一般民众对于“一党一会之胜败”毫不关心。

当袁世凯取消国会、遣散议员时，一般民众都成了冷眼旁观的“闲人”。没有

人民群众的支持，多党竞争议会内阁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了。

对于1911年的革命不能建立西方式的多党制，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在

他的历史巨著《美国与中国》中曾分析指出，一是没有共同目标，二是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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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西方议会制度不存幻想后，1914年孙中山再次组成一个忠于他个

人的秘密革命党——中华革命党，以完成未竟的革命事业。但因其组织形式

及其活动方式都脱离群众，在1916年反袁世凯的斗争高涨的时候，该党并没

有站在领导地位发挥作用。尽管袁世凯于1916年6月死去，但其后的中国政

坛依然是袁世凯的余脉北洋军阀唱主角。“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

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的状况，使孙中山极度苦闷。1919年，孙中山

将中华革命党改组成中国国民党，试图使其新生，但效果并不明显。正在此

时，共产国际和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第一个扎根于劳动人民中间、扎根于被压迫群众中间

的政治组织，它强调为人民服务，通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达到人人平等的

社会主义。共产党与国民党一样，都有反封建、反对军阀统治的要求。共产

国际居中牵线搭桥，最后，国共两党达成第一次合作。当孙中山夫人宋庆龄

并非两党制的国共合作

政治体制并缺乏人民参与。最后一点且最为重要的是，中华民国向西方借

鉴，通过立宪议会和内阁组织政府的想法，是同中国的政治传统脱节的。

作为历史当事人，孙中山在评论中国实行多党制这段历史的时候，曾

无限感慨地说，中国照搬外国的多党制和议会制，“不但是学不好，反且学

坏了”！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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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为什么能实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

问为什么作出这个决定时，孙中山回答说：国民党好比一个就要死的人，这

种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的流动。

第一次国共合作，采取的是“党内联合”的形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

入国民党。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当时在国民党内的最高职务

是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来成为毛泽东搭档的周恩来，出任国民党黄埔军

校的政治部主任。

如孙中山所愿，国共合作确实为国民党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在共产

党的帮助下，国民党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训练了一支党

军；发展了基层组织。共产党也登上了更广阔的社会政治舞台，在斗争风浪

中受到锻炼，党组织也有很大发展。而且，这并不是以削弱国民党为代价取

得的。

国共合作前景一片大好之时，为共和革命奔走40年的孙中山却不幸于

1925年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后起诸领袖，无论是胡汉民、汪精卫还是蒋介

石，都没有中山先生那种“天下为公”的胸襟气度，因而在与共产党合作的

问题上既缺乏足够的诚意，也缺乏足够的自信。当时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

道出了他们的心病：“以一个大团体当中，包着一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尽力

地发挥它的组织力和排他性，旧的细胞是失了活力，新的营养反被小团体尽

量地吸去。”

随着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取得节节胜利，军权在握的蒋介石便“开个人

独裁之渐，启武人专横之端”，于1927年4月向共产党挥起了屠刀，国共第一

次合作彻底破裂。在形式上完成国家统一的国民党建都南京，成为唯一的

执政党，而共产党成为南京国民政府企图剿灭的非法组织。由此，国共两党

进入十年内战时期。

而这时，中国的近邻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步步侵略。在内忧外患面前，

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应对原则，消灭共产党成为国民党及其政府压

倒一切的最优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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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对照，处于被打压境地、最初也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为唯一目标的

共产党却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视野与判断，提出符

合民心的政策与纲领。

1935年，已占领中国东北的日军又制造出侵略华北的一系列事变。寇

深祸亟。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超越国共两党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

盾。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转折，并作出了符合民族利益的正确

判断。

1935年8月1日，驻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草拟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

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宣言于10月1日

在巴黎《救国时报》上正式发表，不久辗转传入国内。

早年曾为无政府主义者、时为燕京大学教授的著名哲学家张东荪敏感

地注意到了这个动向，率先在《自由评论》杂志发表文章，断言“八一宣言”

是中国共产党政策转向的标志。

张东荪热情洋溢地欢呼：“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

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

中国有句古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用来比喻人事的盛衰兴替

变化无常，难以预料。共产党与国民党这一对打了十年内战的冤家，于1937

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再次选择了合作。这也是中华民族“兄弟阋于墙外

御其侮”精神的生动体现。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第一次不同，它实行的是类似后来邓小平提出的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并自

认其政府为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国民党则在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

法存在，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作为直隶于行政院的“中华

民国特区政府”。 

蒋介石当时想“溶共”。他提出，国共合作，他是最高领袖，国共两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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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为什么能实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

要听他的；共产党到国民党中来，成为一个共产派。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的周

恩来说：国共两党都不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67

蒋介石对抗战是有功的，但在抗战中他也念念不忘消灭共产党。他说：

“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

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68

但蒋介石的这一目的一直未达到。因为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不是十年

前幼稚的党，这时的中国也不是只有国共两党活跃在政治舞台上，随着民

族危亡加深，中国出现了一些新的中间党派，如沈钧儒、章乃器等组成的

救国会派，以黄炎培为首的职业教育派等等。他们在大后方发起宪政运

动，不断批评蒋介石的独裁政治，要求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逐渐形成了

国共两党之外的民主党派。1939年11月，国家社会党、青年党、第三党以及

救国会派、职教派、乡建派等党派负责人及个别无党派人士，在重庆成立

统一建国同志会。该会于1942年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又

改称“中国民主同盟”。

由于这些党派的存在，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难免投鼠忌器；由于共产党

的呼吁，国民党不得不改变“一党独裁”的面孔，在国共合作的前提下，设立

容纳各抗日党派的“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

从中国民主同盟的名称来看，与中国共产党的追求不谋而合。正是在

1944年9月的国民参政会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改组国民党的一党政府、

建立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受到了包括中国民主

同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欢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也敦促国共双方联合

其他政治力量建立联合政府，并就此于同年11月在延安与毛泽东达成五项

协议。

中国共产党是当时拥有军队和控制区域的党，其在陕甘宁边区等根据

地推行“三三制”的政治设计，即：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在人员分配上，共产党

大体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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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时，多的人员就主动退出。这与国民党“一个主义、

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统治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吸引了国际友人和各民主

党派方面人士。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对中外记者发表了一个谈话，把解决

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途径归结为“民主”。

共产党追求民主充满了诚意。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

介石谈判。国民党方面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方针，承诺避免

内战。随后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社会各界对国内和平及民主建国充

满憧憬。与此同时，在国内又形成了一股组党风潮：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

等组成了民主建国会，马叙伦、王绍鳌等组成了民主促进会，国共之外民主

党派的阵营扩大了。

国共之间的和谈仍在继续。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谈判专家周恩来曾无奈

地说，从1936年到1946年的国共和谈进行了十年，他是谈判谈老了。

以后人的眼光来审视这段历史，当时的中国可能形成多党体制，但由于

蒋介石“一党独裁”的理念根深蒂固，自恃军队实力雄厚，又有美国的幕后

支持，最终向共产党发动了武装进攻。国共谈判也就随着1946年夏天内战

枪炮声的响起画上了一个句号。

国共内战的爆发，导致了其他党派的重新组合，中国民主同盟中除了

青年党、民社党等一些小党倒向国民党外，其余各党派则采取了抵制的态

度，也因此而受到国民党的进一步压迫。1947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被国

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民盟派人去南京交涉，并打算请美国驻华大使司

徒雷登从中斡旋，未料司徒雷登直截了当地劝民盟“光荣解散”。以这一事

件为转折，各民主党派逐渐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中国的政局开始重新

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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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为什么能实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

国民党想通过武力来巩固其一党专政的地位，但未料想军事上接连失

利，失道寡助，最终败走台湾。中国共产党则继续高举民主联合政府的大

旗，凝聚人心民意，得道多助，终于建立了新中国。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

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

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劳动节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人士的热烈欢迎，他

们先后发表了响应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号召的宣言或声明。重新在香港恢复

活动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宣传委员会代理主任沈志远发文指出，召开政治

协商会议“不是某一党一派的道路，而是全国人民共同的道路；通过新政治

协商会议以达到民主联合政府之实现，也不是一党一派的要求，而是一切为

民主事业奋斗的党派、团体和各阶层人士的共同要求”。

随着战争的胜利，召开没有国民党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迅速地变

成实际行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9月至1949年3月，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从香港

转移到东北或其他解放区，其中包括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郭沫

若、马叙伦、李济深、黄炎培等。1949年1月，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

若、谭平山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

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

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众望所归的民主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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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紧张有序的准备工作，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

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等共计23个单位的134

人，正式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9月17日，新政

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

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共同纲领》草案等文件。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

平召开。与会单位分为党派、区域、军队、团体、特邀五类。在14个党派单位

中，除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外，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

称“民革”，由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所创建）、中国民主

同盟（民盟）、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三

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

隆重开幕。会议选出了由

毛泽东任主席的政协全国

委员会。图为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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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为什么能实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

民主建国会（民建）、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等11个党派，无党

派人士也作为一派位列其中。

这个由各党派、各阶层和利益集团的精英所组成的会议，虽不是经由选

举产生，但较此前任何一届制宪会议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民主色彩。

在新政协的筹备、召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以领导者自居，不以大党自

居，与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平等协商、合作共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党

派单位，同民革、民盟这两个成员较多的党派单位采取了相等代表名额的做

法。各民主党派对此非常满意，他们的领导人说，大家一律平等，共同召集，

非常周到，非常之好，称赞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风度超出各党派预料之外。在

第一届政协662名代表中，各民主党派成员约占30%，工农和各界无党派人

士代表约占26%。因名额有限，中国共产党各大区的党、政领导人只有一两人

参加，许多高级领导人如任弼时、彭德怀、邓小平、林彪、叶剑英等均未列入

代表名单。在筹备会21名委员中，中国共产党党员占7名；6名正、副主任中，

中国共产党党员只占2名；筹备会下设的6个工作小组组长中，4人是非共产党

员，7名副组长中只有1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6名正

副主席中，中国共产党党员只有2人，即毛泽东和周恩来。

在重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也以平等态度与各民主党派充分协商，非

常尊重他们的意见。如在国名问题上，接受了无党派知名人士张奚若的建

议，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十一”为国庆日，则是接受了马叙伦的

建议。

新政协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任命的

政务院副总理中，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均占一半。6名副主席中就有3人是

党外人士：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李济深是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民

主人士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张澜是民盟领导人。4名副总理中2人是党外

人士：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是著名的文学家、诗人，黄炎培是民建领导人。

在政务院21名政务委员中，民主人士占11人；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的10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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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领导职位中，民主人士占49人，其中正职占15个。这正是民主联合政府

的直接外在表现。

人们还特别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遗孀、著名的民

主人士宋庆龄表达出的尊敬和诚意。1949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写信

给留居在上海的宋庆龄，信的内容是：

庆龄先生：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

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

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

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69	

宋庆龄作为“国母”，对蒋介石国民党是敢于批评与斗争的，她没有必

要去奉承任何人，加之孙中山是在北京去世的，北京是她的伤心地，她本

不想再进北京。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感动了她，她最终同意北上。在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她发言说：“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

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

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

保证。”7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因此

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也由此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格局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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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为什么能实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

从历史的回溯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近代中

国在经过多党制实验的失败、两次国共合作的分裂这样一个痛苦经历之后

而选择的政党制度。它避免了多党的无序倾轧，也摆脱了一党的专制独裁；

它既不同于苏联等国实行的一党制，也不同于欧美等国家实行的两党制或

多党制。它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富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从各政党所代表的群体利益关系来看，这一政党制度切合中国各阶层

民众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八个民主党派（新政协

召开不久，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并入民革；救国会宣布

解散，其成员融入民盟）各自代表不同职业和群体的利益。如：中国国民党

革命委员会的党员发展对象是同原中国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士、同该党有历

史联系和社会联系的人士、同台湾各界有联系的人士等；中国民主同盟是

主要由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党派；

九三学社，是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党派；台湾民主自治同

盟，其成员皆系台籍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

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党派；中国民主建国会是主要由经济界人士组成

的党派；中国致公党是以归侨、侨眷中的中上层人士和其他有海外关系的

代表性人士组成的党派；中国农工民主党是以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

子为主的党派。

不可否认，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领袖的个人威望、风范在团结

各民主党派人士合作共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民革领导人朱学范回忆：

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丰富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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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李济深、何香凝、程潜、张治中等民革领导人，甚至一些中委、团委，

都是‘通天’干部，他们都可以直接找周总理甚至毛主席等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反映情况，交换意见。而且李维汉等（中国共产党）统战部领导同志经常

去看望他们并征求意见，周总理有时也到他们家中去。”71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发展和完善

多党合作就摆上了议事日程。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

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72“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的提出，鼓舞并调

动了各民主党派成员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热情。遗憾的是，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在运行一段时期后出现了曲折，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

了严重破坏。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邓小平在

1979年6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指出，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

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

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73 他指出：“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

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74 据此，1982年，中

国共产党十二大报告提出了指导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关系的根本方针：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个“十六字方针”，是对毛泽

东所提“八字方针”（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发展。

之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不断与时俱进，增添新的内容。1989年

12月，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制定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中

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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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为什么能实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

2003年3月7日，

全国政协委员、

著名经济学家吴

敬琏在全国政

协十届一次会议

期间接受媒体记

者采访。

密友党，是参政党”。75

关于“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原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曾有个比

喻，他说，一个合唱团的内部既要有男声部也要有女声部，既要有高声部也

要有低声部，既要有歌手，也要有指挥，这样才能唱出动听的歌曲，否则就

会是杂音。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就好比是一个合唱团内部的关

系，各民主党派是歌手，中国共产党是指挥。否则像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就

会是一盘散沙。

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从构建

和谐社会、促进科学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2007年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提出了促进“政党关系和谐”的命题，指出：“要贯彻‘长

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

事，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选拔和

推荐更多优秀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76 

作为落实参政议政要求的举措，在2008年全国省级领导班子换届工作

中，经过民主推荐和大会选举，一大批民主党派、工商联成员和无党派人士

进入省级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当时新一届省级领导班子中，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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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士共有205人，其中民主党派成员166人，占非中国共产党人士总数

的81%。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都有非中国共产党人士担任副主任；大多数省

市政协中的非中国共产党副主席都不少于50%。各省级领导班子中，新提拔

的非中国共产党人士有118人，占非中国共产党人士总数的57.6%。77 

没有民主监督的政治体制，必定会导致执政能力的自我削弱。作为执

政党，中国共产党正探索如何更好地发挥各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职能，并

不断出台措施予以制度上的规定。2007年11月，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政

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价值和功能界定为政治参

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和维护稳定等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一

方面充分肯定了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另一方

面，也不乏为适应未来形势需要、推动多党合作制进一步健康发展所作的

规划和设计。

随着时代的前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在与时

俱进，不断丰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