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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先富”﹑“共富” 
思想的歷史考察 

 
   1

 
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逐步達到共同富裕﹐

這是鄧小平在 1978年提出的一個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

“大政策”。這個“大政策”﹐貫穿於他領導和指導我國改革開

放 20 多年偉大實踐的始終﹐也貫穿於他的理論思考的始終﹐並在

實踐中將共同富裕思想昇華為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和本質要求。 
如今﹐共同富裕日益成為各階層人群普遍關注的一個問題。

搞清楚鄧小平“先富”﹑“共富”思想的來龍去脈﹐對我們在新

的歷史條件下正確理解黨面臨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

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也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1《黨的文獻》2005 年第 6 期。 



 
—  

1975~1978  
 

從 1975 年領導全面整頓開始﹐鄧小平同“四人幫”在社會主

義要不要發展生產力﹐要不要實行按勞分配問題上展開了一場激

烈爭論。“四人幫”大批所謂“唯生產力論”和資產階級法權。

1975 年的 3﹑4 月間﹐張春橋﹑姚文元發表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

面專政》和《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兩篇文章﹐更是從理

論上否認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原則﹐說按勞分配原則是產生資

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和條件﹐是生產力發展的障礙。這

一極左思想的要害就是不要發展生產力﹐搞平均主義。 
針對“四人幫”的極左思想﹐鄧小平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強

調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進而明確提出恢復和堅持按勞分配的基

本原則。1975 年 6 月﹐他在上海同當時的市委書記馬天水談話時

指出﹕“中國這麼多人口﹐國民經濟搞不上去怎麼行﹖我們一定

要搞上去。批唯生產力論﹐誰還敢抓生產﹖現在把什麼都說成是

資產階級法權。多勞多得是應該的嘛﹐也叫資產階級法權嗎﹖搞

生產究竟應當用什麼東西作為動力﹖”2 1975 年 8 月﹐他在國務

院討論國家計委起草的《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即《工

業二十條》）時指出﹕“如果不管貢獻大小﹑技術高低﹑能力強

弱﹑勞動輕重﹐工資都是 40﹑50 塊錢﹐表面上看來似乎大家是平

等的﹐但實際上是不符合按勞分配原則的﹐這怎麼能調動人們的

積極性﹖”3 1975 年 11 月﹐已經定稿的《工業二十條》根據鄧小

                                                        
2《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 年﹐第 56 頁。 
3《鄧小平文選》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第 30﹑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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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這一思想﹐明確提出﹕“平均主義不僅現在不行﹐將來也是

行不通的。”在現階段﹐按勞分配是“基本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要

求的﹐必須堅決實行”。4 但是﹐這個文件因他領導的整頓工作

被迫中斷而未能下發。 
粉碎“四人幫”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擺在我們黨和國家面

前的突出困難是全國人民的溫飽問題還沒有根本解決。怎樣才能最

大限度地發展和解放生產力﹖怎樣才能更快地使國家和全國人民擺

脫貧困走向富裕﹖這些我們過去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沒有搞清

楚﹑更沒有解決的重大問題日益凸現。1977 年 8 月初﹐鄧小平剛剛

復出不到一個月﹐就在同胡喬木﹑于光遠﹑鄧力群談話時重新提出

了按勞分配問題。他說﹕“應該有適當的物質鼓勵﹐少勞少得﹐多

勞多得﹐說得清楚。現在有人把不是毛主席的東西﹐強加給毛主席﹐

說按勞分配產生資產階級。這根本不行。50 元工資加到 100 元﹐加

到 200 元﹐也變不了資產階級。”5 1977 年 9 月﹐他指出﹕“現在﹐

我們要恢復按勞分配的原則。”“要按勞分配﹐要有差別﹐但差別

不能太大。”6 1977 年 11 月﹐他強調﹕“按勞分配問題過去解決不

了。現在看來還得按勞分配﹐必要的物質鼓勵還是得要。”7 此後﹐

他多次強調﹕要恢復過去在物質鼓勵方面行之有效的政策﹐如恢復

獎金制度﹑恢復稿費制度等﹐要真正搞按勞分配。“總的是為了一

個目的﹐就是鼓勵大家上進。”8

                                                        
4〈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討論稿 1975 年 9 月 2 日）﹐《中共黨史教學

參考資料》第 27 冊﹐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 1988 年 10 月

編印﹐第 495﹑496 頁。 
5《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 170 頁。 
6《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 196 頁。 
7《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 236 頁。 
8《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1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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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待作為獨立個體的各行各業的勞動者來說是這樣﹐那麼又

應該如何對待一個集體呢﹖鄧小平提出所應堅持的原則是一樣

的﹐這就是要鼓勵哪怕是一個生產大隊﹑一個生產隊根據自身條

件思考怎樣提高產量﹑怎樣開展多種經營。“這樣﹐發展就快了。

搞得好的﹐國家不要挖它的﹐而且要給予獎勵。這樣鼓勵它提高

技術水平﹑管理水平﹐提高生產能力。”“這對社會主義的極大

益處是發展社會生產力。”9 他申明﹕“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

本主義慢﹐那就沒有優越性﹐這是最大的政治﹐這是社會主義和

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生產力總是需要發展的。外國人議論

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我們要想一想﹐

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10“社會主義要表現出它的

優越性﹐哪能像現在這樣﹐搞了 20 多年還這麼窮﹐那要社會主義

幹什麼﹖”11 總之﹐“我們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

生產力﹐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

貌好一些。”12

恢復按勞分配原則﹐立刻遇到一個問題﹕我國地區﹑城鄉﹑

行業之間的客觀條件千差萬別﹐整個經濟的發展不可能齊頭並

進。在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過程中﹐在全國人民走向富裕的進程中﹐

總是有先有後﹑有快有慢。這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基本

國情。怎麼辦﹖這就要求進一步破除過去在分配上吃“大鍋飯”﹐

搞平均主義的做法﹐進而明確一種新的認識﹐提出一種新的政策。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1978 年 9 月 20 日﹐鄧小平在天津考察時引用

毛澤東的話﹐第一次明確而響亮地提出了“先讓一部分人富裕起

                                                        
9《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 378 頁。 
10《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 380 頁。 
11《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130 頁。 
12《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1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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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重要思想。他說﹕“現在不能搞平均主義。毛主席講過先

讓一部分人富裕起來。好的管理人員也應該待遇高一點﹐不合格

的要刷下來﹐鼓勵大家想辦法。”13 毛澤東究竟是在什麼時候﹑

什麼場合提出這一思想的﹐筆者從目前所見文獻中沒有查到﹐但

鄧小平在這個時候重新提出並突出強調毛澤東的這個思想﹐是符

合當時我國生產力發展實際的。 
1978 年 12 月 13 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進一

步明確提出﹕“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

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

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範

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

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

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14 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

他講話的重心是在先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富裕起來”﹐還

沒有提出“共同富裕”的確切概念﹐但其含意卻是十分明確的﹐

就是“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 
為了引起與會者的高度重視﹐鄧小平強調﹕“這是一個大政

策﹐一個能夠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政策﹐建議同志們認真

加以考慮和研究。”15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這個重點明確的思路中﹐鄧小平心中

仍然有一點特別清晰﹐這就是“差別不能太大”﹑“全國各族人

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起來”。 
 

                                                        
13《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 387 頁。 
14《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152 頁。 
15《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1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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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1984  
 

1978 年 12 月﹐中共 11 屆三中全會確定﹐全黨必須集中主要

精力把農業儘快搞上去﹐並提出了發展農業生產的一系列政策措

施﹐其中一條就是“必須認真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按

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計算報酬﹐克服平均主義”。16

“大政策”從 1979 年開始率先在佔我國人口 80％的農村地

區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配套實施﹐逐步打破了平均主義﹑“大

鍋飯”﹐人們被壓制多年的致富衝動被喚發出來﹐極大地調動了

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越來越多的人和地區走上富裕之路。緊隨

其後﹐政策的效力迅速擴展到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等經濟特

區﹑沿海開放城市和一些先行改革的試點企業和城市﹐形成了有

相當氣候的改革開放大好形勢。1980 年 7 月﹐為大好形勢感到歡

欣鼓舞的鄧小平感慨地說﹕“要承認不平衡﹐搞平均主義沒有希

望。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國家才有餘力幫助落後地區。不僅全

國﹐一個省﹑一個社﹑一個隊也是這樣。20％先富起來﹐會把其

他的帶動起來。”17

當改革的重點即將由農村轉向城市之際﹐1983 年 1 月﹐鄧小

平在同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和農業部門負責同志談話時說﹕“農

村﹑城市都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勤勞致富是正當的。一

                                                        
16〈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1978 年 12 月 22 日通

過）﹐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

央全會重要文件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 年﹐第 24 頁。 
17《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 6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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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大家都擁護的新

辦法。”他明確提出判斷新辦法好壞的標準﹐是看它“是否有助

於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還說﹐幾年

的實踐證明﹕“新辦法比老辦法好。”18

新辦法的實施﹐不僅僅觸及到了“按勞分配”的問題﹐也開

始衝擊人們的一些傳統觀念。例如﹐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

其僱工問題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怎樣看待改革開放過程中出

現的這一新情況﹐引發了爭議。鄧小平在 1984 年 10 月表態說﹕

“僱工問題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

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讓‘傻子瓜

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19 隨後﹐他又說﹕

“目前﹐有的僱工達 20 人﹐有些同志就著急了。我說﹐不要著急﹐

這祇是個別現象﹐不必改變現行的政策﹐過幾年再說。”20 看得

出﹐這時候鄧小平著重強調的是這些現象有利於經濟發展的一面﹐

而經濟發展才是“改革的大局”﹐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服務這

個大局的。由此﹐動不動“傻子瓜子”﹐就有了象徵意義﹐不單

是一個人﹑一個企業的問題﹐而是一種戰略性的考慮。但在鄧小

平的思考中﹐問題還有另一面﹐這就是這個時候不動並不是永遠

不動﹐而是過幾年再說﹐這也意味著這個問題早晚需要正視﹑解

決﹐關鍵看實踐發展的需要。 
事實上﹐在實施這個“大政策”之初﹐鄧小平心裡還有一本

賬﹐即“先富”﹑“共富”問題與改革大局密切相關﹐更與我們

的社會制度密切相關。早在 1981 年 12 月﹐鄧小平就明確指出﹕

                                                        
18《鄧小平文選》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23 頁。 
19《鄧小平文選》第 3 卷﹐第 91 頁。 
20《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 10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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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始終要注意避免兩極分化。”21 伴隨著 80
年代中期從計劃經濟體制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轉變過程﹐貧富

差距開始顯現。人們開始擔心我們的社會主義性質會變﹐擔心我

們的社會主義方向要變。針對國內出現的這些疑慮和國外的種種

猜測﹐鄧小平反復強調﹕“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

就徹底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

了邪路了。”22 “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23 毫
無疑問﹐這本賬在鄧小平的心目中是毫不含糊的。 

那麼﹐究竟什麼是“兩極分化”呢﹖鄧小平作出了一個明確

的政策界定﹕“所謂兩極分化就是出現新資產階級。”24 在社會

生產力發展過程中會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他說﹕“我們的政

策是不使社會導致兩極分化﹐就是說﹐不會導致富的越富﹐貧的

越貧。坦率地說﹐我們不會允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25 當然﹐

“個別資產階級分子可能會出現﹐但不會形成一個資產階級。”26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不搞兩極分化。創造的財

富﹐第一歸國家﹐第二歸人民﹐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27

經過幾年的實踐﹐1984 年 10 月中共 12 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

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首次把鼓勵一部分人﹑一部

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政策寫進黨的文件。文件指出﹕“祇有允許和

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奮勞動先富起來﹐

                                                        
21《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 790 頁。 
22《鄧小平文選》第 3 卷﹐第 111 頁。 
23《鄧小平文選》第 3 卷﹐第 139 頁。 
24《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 1014 頁。 
25《鄧小平文選》第 3 卷﹐第 172 頁。 
26《鄧小平文選》第 3 卷﹐第 139 頁。 
27《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 1047 頁。 

 8



才能對大多數人產生強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並帶動越來越多的

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這標志著中國改革總體思路在解決

動力﹑途徑和實現根本目標等問題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  

1984~1992  
 

由於政策對頭﹐我國經濟從 1984 年到 1988 年經歷了一個加

速發展的飛躍時期﹐國民生產總值從 1984 年的 7206.7 億元﹐增長

到 1988 年的 14922.3 億元﹐整整增長了一倍﹐綜合國力上了一個

新臺階。到 20 世紀 80 年代末﹐全國大部分地區基本上擺脫了貧

困﹐解決了溫飽問題﹐開始向 20 世紀末“翻兩番”的小康目標邁

進。在這一進程中﹐鄧小平對“大政策”思考的側重點開始由“先

富”轉向“共富”。 
1984 年 11 月 9 日﹐鄧小平明確提出“共同富裕”的問題。他

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可以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然

後帶動其他地區共同富裕。”28

1985 年 9 月 18 日﹐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

話中更明確地提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要達到的目的﹐他說﹕

“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也正是為了帶動越來

越多的人富裕起來﹐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29 1986 年 3 月 28
日﹐他又指出﹕“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

                                                        
28《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 1014 頁。 
29《鄧小平文選》第 3 卷﹐第 1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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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富裕。”30  
鄧小平堅定地認為鼓勵先富﹑扶持先富﹑引導先富的政策是

完全正確的﹐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31 但現實

很快又提出了新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從地域環境來看﹐無論

沿海地區還是內地（即東部和中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都在明

顯地加快﹐但沿海省市率先起飛帶來同內地越來越大的差距以及

與之共生共長的矛盾都凸顯出來。怎樣緩解沿海同內地地域之間

的矛盾﹐怎樣逐步消除地域之間過大的貧富差距呢﹖ 
1988 年 9 月﹐鄧小平在聽取關於價格和工資改革初步方案彙

報時﹐第一次提出了沿海地區和內地共同富裕的兩個大局的戰略

構想。他指出﹕“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

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

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

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

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32 一個月後﹐他又進一

步指出﹕“我們的發展規劃﹐第一步﹐讓沿海地區先發展﹔第二

步﹐沿海地區幫助內地發展﹐達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會主

義制度不能動搖的原則。”33

不僅如此﹐鄧小平還從社會穩定的角度來考慮全面貫徹“大

政策”的現實必要性。1990 年 4 月﹐他指出﹕“現在﹐沿海地區

先發展起來了﹐發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注意內地的發展﹐否則社

會穩定不了。中國情況是非常特殊的﹐即使 51％的人先富裕起來

了﹐還有 49％﹐也就是六億多人仍處於貧困之中﹐也不會有穩定。

                                                        
30《鄧小平文選》第 3 卷﹐第 155 頁。 
31《鄧小平文選》第 3 卷﹐第 166 頁。 
32《鄧小平文選》第 3 卷﹐第 277﹑278 頁。 
33《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 125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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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搞資本主義行不通﹐祇有搞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社會

才能穩定﹐才能發展。社會主義的一個含義就是共同富裕。”34 
“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

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

亂子。”35

隨著對共同富裕認識的深化﹐1990 年 12 月 24 日﹐鄧小平第

一次把共同富裕確定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他指出﹕“社會主

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

大的優越性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36

到 1992 年初﹐他在南方談話中又極其精練地概括為﹕“社會主義

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

最終達到共同富裕。”37

 

 
—  

1990~1992  
 

對於何時解決日漸擴大的貧富差距﹐特別是沿海同內地之間

貧富差距的問題﹐鄧小平一直十分關注。早在 1984 年 11 月﹐他

就提出這個問題要“過幾年再說”﹐38 到 1990 年春﹐他又明確表

示“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39 再說﹐這年年底﹐他再次說到“將

                                                        
34《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 1312 頁。 
35《鄧小平文選》第 3 卷﹐第 364 頁。 
36《鄧小平文選》第 3 卷﹐第 364 頁。 
37《鄧小平文選》第 3 卷﹐第 373 頁。 
38《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 1014 頁。 
39《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 13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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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總有一天”40 要解決。 
為什麼早在 80 年代中期就注意到這個問題的鄧小平﹐到 90

年代初都沒有提出明確的解決問題的時間呢﹖一是﹐他想要作為

我國經濟高速增長支撐點的沿海地區繼續先發展﹐特別是想讓在

整個 80 年代肩負著支持全國改革開放重任的上海﹐能夠迅速發展

起來﹐待具備相當的經濟實力後﹐以更加雄厚的足夠力量來幫助

不發達地區。如果過早強調先富幫後富﹐勢必會削弱它的活力﹐

挫傷先富地區的積極性。二是﹐他還要繼續通過對全國迅速變化

著的紛繁複雜的社會生產力發展作進一步的深入觀察思考後﹐再

提出成熟的意見。 
經過幾年的觀察和深思熟慮﹐鄧小平 1992 年初在南方談話中

明確指出﹕“什麼時候突出地解決這個問題﹐在什麼基礎上提出

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 20 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

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41 他認為﹐在 20
世紀末我國經濟發展的第二步戰略目標已經實現﹐東部沿海發達

地區的經濟實力更為強大﹐整個國家的經濟基礎更加雄厚﹐從而

已經具備了大力度幫助﹑支持內地發展的條件。因此﹐他滿懷信

心地說﹕“就全國範圍來說﹐我們一定能夠逐步順利解決沿海同

內地貧富差距的問題。”42

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沿海地區和內地的共同富裕﹐需要兩三代

人的共同努力﹐但共同發展﹑逐步向共同富裕過渡卻是從 20 世紀

末開始就可以做到的。沿海地區如何幫助內地﹐鄧小平提出了初

步的原則性設想﹕ 

                                                        
40《鄧小平文選》第 3 卷﹐第 364 頁。 
41《鄧小平文選》第 3 卷﹐第 374 頁。 
42《鄧小平文選》第 3 卷﹐第 3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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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調節分配﹐實行調節稅。他說﹕“現在有些地區﹐允

許早一點﹑快一點發展起來﹐但是到一定程度﹐國內也好﹐地區

也好﹐集體也好﹐就要調節分配﹐調節稅要管這個。”43

第二﹐“可以由沿海一個省包內地一個省或兩個省﹐也不要

一下子負擔太重﹐開始時可以做某些技術轉讓。”44

第三﹐“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

展。”當然﹐太早這樣辦也不行﹐現在不能削弱發達地區的活力﹐

也不能鼓勵吃“大鍋飯”。45

 

 
—  

1992~1993  
 

1992 年初鄧小平南方談話後﹐特別是黨的 14 大確立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體制後﹐中國經濟出現新一輪騰飛。中國的發展引起世

界各國特別是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關注﹐也引起了敵視中國社會

主義制度的人的不安。 
1992 年 12 月 18 日﹐《參考消息》上刊登的《馬克思主義新

挑戰更加令人生畏》和《中國將成為最大的經濟強國》兩篇文章﹐

引起了鄧小平的注意。前一篇文章認為﹕“社會主義並沒有銷聲

匿跡。”“馬克思可能會捲土重來﹐而且再度興起的馬克思主義

對西方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和體制構成的挑戰﹐會比蘇聯共產黨

政權曾經構成的挑戰更加令人生畏”。後一篇文章指出﹕“過去

                                                        
43《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 1317 頁。 
44《鄧小平文選》第 3 卷﹐第 364 頁。 
45《鄧小平文選》第 3 卷﹐第 3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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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年裡﹐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年實際平均增長率高出美國 6.5 個百

分點﹐如果這一差异持續下去﹐到 2010 年稍過一點﹐中國就將成

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強國。”鄧小平當然能夠洞察這兩篇文章的

含義﹐其結論是不言而喻的﹕一是社會主義制度已經並將全面顯

示出比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二是中國總體經濟實力的快速增

長﹐使資本主義國家“望而生畏”。 
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後﹐怎樣謀求更大的發展﹐逐步

走向共同富裕﹖在看了《參考消息》在同一天登載的這兩篇文章

後﹐引發了鄧小平對分配問題的深入思考。他提出﹕“中國發展

到一定的程度後﹐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要研究提出分配這

個問題和它的意義。”“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我

們的政策應該是既不能鼓勵懶漢﹐又不能造成打‘內仗’。”46

20 世紀 70 年代末﹐實行按勞分配﹐打破平均主義﹐讓一部分

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

社會生產力的重大舉措。到了 90 年代﹐中國經濟有了很大發展以

後﹐鄧小平對這個問題關注和思考的重點轉向了如何防止兩極分

化﹐實現共同富裕。 
1993 年 9 月 16 日﹐他在同弟弟鄧墾談話時說﹕“12 億人口

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後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

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

配的問題大得很。”47 因為這時他已經敏銳地觀察到﹐在確立了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後﹐隨著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的

新經營形式的出現﹐分配方式也隨之發生顯著變化﹐形成了明顯

的不同層次的社會群體或階層﹐特別是一些人利用我國經濟體制

                                                        
46《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 1356﹑1357 頁。 
47《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 13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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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雙軌制﹑市場經濟體制不健全﹑經濟立法跟不上﹑稅收政策執

行不力等體制上的漏洞﹐非法牟取私利﹑積聚財富。少數人的暴

富與其付出的勞動﹑投入的資金﹑承擔的風險完全不成比例﹐從

許多方面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社會的公正分配。市場經濟實際上

已經帶來兩極分化“自然出現”的可能性（雖然這時還遠遠沒有

到兩極分化的程度）。因此﹐他提醒我們﹕“我們講要防止兩極

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少部分人獲得那麼多財富﹐

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

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

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

時少。”“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

題。”48 在這裡﹐鄧小平把在實現“先富”﹑“共富”過程中客

觀存在的風險﹐把分配不公導致兩極分化的危害﹐講得清清楚楚。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是鄧小平晚年對後來人的諄諄囑託。 
 
進入 21 世紀﹐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同 20 世紀 90 年代相比﹐

又有了明顯提高﹐國民生產總值從 1990 年的 18598 億元﹐增長到

2000 年的 88189 億元﹐2000 年比 1990 年整整翻了兩番多﹐經濟

總量﹑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總體上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

的歷史性跨越。黨的 16 大提出要以共同富裕為目標﹑解決收入差

距過大問題。16 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進一步把這個問題的逐步

解決提上了議事日程﹐解決這個問題的條件和時機日趨成熟。2005
年 2 月 19 日﹐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

諧社會的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指出﹕“要高度重視收入分

配問題﹐更好地處理按勞分配為主體和實行多種分配的關係”﹐

                                                        
48《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 13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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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促進發展的同時﹐把維護社會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綜合運用多種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

公平﹑分配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使全體人民共

享改革發展的成果﹐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