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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30 年與 60 年 
 

 

再過兩年﹐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60 年﹐用中國的老話說﹐

這個新中國成立已將一甲子。我以為﹐今天已經很有必要從新中

國 60 年的整體歷程來重新認識中國 1979 年以來的改革﹐而不宜

再像歷來那樣把改革論述僅僅局限於“後 79”的近 30 年。把改革

論述僅僅局限於“後 79”﹐不僅人為地割裂了新中國前 30 年

（1949~1979）和後 30 年（1979 至今）的歷史連續性﹐而且這種

論述往往隱含著把二者完全對立起來的強烈傾向﹐這就是很多人

在強調中國經濟改革高度成功的時候﹐總是首先隱含著一個對新

中國前 30 年的否定﹐似乎只有全面否定前 30 年才能夠解釋後 30
年中國的改革成功。而另一方面﹐我們在近年來也看到另一種日

益強大的論述﹐這就是在批評目前改革出現的種種問題時﹐許多



論者往往走向用毛澤東時代來否定鄧小平時代的改革﹐即用新中

國的前 30 年來否定其後 30 年。可以說﹐近年來中國社會內部有

關改革的種種爭論﹐已經使得新中國前 30 年和後 30 年的關係問

題變得分外突出。這實際也就提醒我們﹐對於共和國 60 年來的整

體歷史﹐必須尋求一種新的整體性視野和整體性論述。 

 

 

我個人認為﹐無論從哪種角度﹐把前 30 年和後 30 年完全對

立起來的論述都是有失偏頗的﹐而且難以真正解釋共和國 60 年的

整體歷程。首先﹐無論中國社會現在存在多少貧富分化和社會不

公的問題﹐但我以為仍然必須強調﹐中國改革所取得的鉅大成就

幾乎是前無古人甚至是後無來者的。世界銀行行長最近說﹐過去

25 年來全球脫貧所取得的成就中﹐約 67％的成就應歸功於中國﹐

因為中國經濟的增長使得四億人擺脫了貧困。這種鉅大成就是實

實在在的﹐不容抹煞的。此外﹐我也想強調﹐無論中國農民和工

人今天的生活狀況仍然存在多少問題﹐但把中國農民和工人說成

好像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是不符合事實的。總的來說﹐改革以

來中國絕大多數老百姓的生活都有明顯實質性提高﹐中國基本解

決了歷史上長期無法解決的“挨餓”問題﹐這是一個基本事實。 

毫無疑問﹐90 年代以後的改革導致貧富差異的日益擴大﹐從

而使社會公平的問題成為當代中國的頭號問題。但也正是在這裡﹐

我想指出﹐晚近以來關於改革的種種爭論﹐實際不應該簡單地說

成是“改革共識的破裂”﹐恰恰相反﹐我們看到的其實是一種“新

的改革共識”的形成。這種“新的改革共識”就是強烈要求中國

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而不再是片面追求“效率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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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求改革的結果是“共同富裕”而不再是“少數人先富”﹐

要求改革更加明確“以人為本”的目標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增

長。這種“新的改革共識”實際上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的最強大公

共輿論﹐並且已經促成近年來中國政府和執政黨改革方針的重大

調整和轉向﹐這就是胡溫新政以來“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

個基本綱領的提出。在 2005 年底中共 16 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

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 11 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我們可

以看到其基本精神是突出強調﹐中國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會公

平﹐使全體人民共用改革發展成果”。誠然﹐這種新改革共識會受

到各種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但我們應該看到﹐很少有人敢正面

公開地反對這種“新改革共識”﹐換言之﹐“新改革共識”的輿

論威力不容低估﹐這種共識現在至少已經形成了對利益集團的一

定制約作用。 

 

 

我認為﹐上述“新改革共識”的逐步形成﹐實際是共和國 60
年整體歷史所形成的某種綜合效應﹐亦即“新改革共識”實際首

先帶有調和共和國前 30 年歷史與後 30 年歷史之張力的傾向。如

果說﹐“舊改革共識”往往帶有否定共和國前 30 年的傾向﹐那麼﹐

“新改革共識”實質上就是要求把共和國前 30年形成的傳統重新

整合進來。更進一步說﹐“新改革共識”實際可以看成是當代中

國三種傳統相互作用的結果。 

如我近年來所指出﹐我們目前在中國可以看到三種傳統﹐一

個是改革 28 年來形成的傳統﹐雖然時間很短﹐但是改革開放以

來形成的很多觀念包括很多辭彙基本上都已經深入人心﹐融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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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日常辭彙的一部分﹐基本上形成了一個傳統。這個傳統基

本上是以“市場”為中心延伸出來的﹐包括很多為我們今天熟悉

的概念例如自由和權利等等。另外一個傳統則是共和國開國以

來﹐毛澤東時代所形成的傳統﹐這個傳統的主要特點是強調平等﹐

是一個追求平等和正義的傳統。我們今天已經可以看得非常清

楚﹐毛澤東時代的平等傳統從 1990 年代中後期以來表現得非常

強勁﹐從 90 年代中期以來就有關於毛時代的很多重新討論﹐而

90 年代後期以來這個毛時代的平等傳統更是日益強勁。這在十

年以前恐怕不大可能會想到﹐但今天卻已經無人可以否認﹐毛澤

東時代的平等傳統已經成為當代中國人生活當中一個強勢傳

統。最後﹐當然就是中國文明數千年形成的文明傳統﹐即通常所

謂的中國傳統文化或儒家傳統﹐這在中國人日常生活當中的主要

表現簡單講就是注重人情鄉情和家庭關係﹐這在中國現在的許多

電視劇特別是家庭生活劇以及講結婚離婚的日常倫理劇中可以

看得非常清楚。 

以上三種傳統的並存是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大陸非常獨特的

國情。如果我們以香港社會作為對照的話就可以看出﹐香港社會

有上面說的第一種傳統（市場和自由的傳統）和第三種傳統（注

重人情鄉情的傳統）﹐但香港社會沒有上面說的第二種傳統﹐即

沒有強烈追求“平等”的傳統。因此儘管香港社會是一個高度不

平等的社會﹐也有很多人在致力改善這種不平等﹐但不平等的問

題在香港從來沒有成為一個引起激烈意識形態爭論的問題。另一

方面﹐如果我們以美國作對比的話則可以看出﹐美國有上面說的

第一種和第二種傳統﹐即自由和平等的傳統都非常強烈而且這兩

種傳統之間的張力可以說就是美國的基本國情﹐但美國沒有我們

上面說的第三種傳統﹐沒有什麼人情和鄉情觀念﹐更沒有人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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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情背後的一整套文化傳統和文化心理。 

 

 

中國改革的共識形成﹐不可能脫離上述中國社會的基本國情

即三種傳統的並存。我認為﹐當代中國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

識”﹐其特點在於這種共識不可能以排斥上述任何一種傳統的方

式來形成﹐而是必然要同時承認上述三種傳統各自的正當性﹐並

逐漸形成三種傳統相互制約而又相互補充的格局。 

可以說﹐現在的“新改革共識”初步體現了上述三種傳統的

合力作用。首先﹐“和諧社會”這個概念本身毫無疑問是植根於

中國儒家傳統的﹐這與執政黨以往強調的西方傳統的“階級鬥

爭”概念有根本的不同﹔其次﹐“和諧社會”的實質目標亦即

“共同富裕”則是毛時代社會主義傳統的核心追求﹔但第三﹐共

同富裕的目標並不可能通過排斥市場機制來達成﹐而仍然將通過

進一步完善改革以來形成的市場機制來落實。毫無疑問﹐這三種

傳統的合力過程將充滿張力﹐充滿矛盾甚至衝突﹐但三種傳統形

成矛盾﹐張力和衝突﹐並不是壞事﹐而是好事﹐以一種傳統排斥

壓倒其他傳統才是壞事。我們需要反對的恰恰是非此即彼的思維

方式以及任何形式的“零和遊戲”政治格局。可以肯定﹐無論有

多少張力﹐中國的“新改革共識”必然要同時包容上述三種傳統﹐

而不可能排斥其中任何一種傳統。 

有人或許會批評說﹐以上這種看法有否定“階級鬥爭”的取

向﹐對此我將回答說﹐我們今天或許很有必要重新思考毛澤東當

年提出的區分“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的重要思想。中

國改革過程目前存在的種種矛盾﹑張力和衝突﹐大多數仍然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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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內部矛盾”﹐而不宜輕易把它們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敵我

矛盾”。我們必須反對任何人以“政治正確”自居﹐任意激化人

民內部矛盾﹐同樣﹐對於現在許多人動輒引用西方文化研究的所

謂“性別﹐族群﹐和階級”等理論來討論問題的傾向﹐我們也有

必要強調﹐男人與女人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同性戀與異性戀

的矛盾也是人民內部矛盾﹐許多族群矛盾也是可以通過人民內部

矛盾的方式來和平地解決的﹐任何把“人民內部矛盾”擴大為你

死我活不可調和的“敵我矛盾”的做法都是錯誤的﹐而且將導致

政治上的災難。對西方流行的種種所謂理論﹐無論是左翼的還是

右翼的﹐我們都必須批判地加以檢討﹐而不應隨便拿來就套。事

實上現在“太陽底下早已沒有新東西”﹐我並不認為當代西方種

種所謂理論對我們有多少價值。中國人需要用自己的頭腦想問題﹐

用自己的腳走路。 

從長遠的意義看﹐當代中國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識”﹐如

果得到健康的發展﹐將有可能逐漸突顯“中國道路”的真正性格﹐

這就是﹐中國的改革所追求的最終目標﹐並不是要形成一個像美

國那樣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是要達成一個“儒家社會主義共和

國”。我在不久前曾經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含義實際就

是“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因為首先﹐中華的意思就是中華文

明﹐而中華文明的主幹是儒家為主來包容道家佛教和其他文化因

素的﹔其次﹐“人民共和國”的意思表明這共和國不是資本的共

和國﹐而是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為主體的全體人民的共和國﹐

這是社會主義的共和國﹐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質就是“儒

家社會主義共和國”。中國改革的最深刻意義﹐就是要深入發掘

“儒家社會主義”的深刻內涵﹐這將是中國在 21 世紀的最大課題

（參見本文附錄﹕“關於中國的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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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視野出發﹐我在近年來曾借用從前中國傳統公羊學

的一個說法﹐提出中國的改革今後需要達成新時代的“通三統”﹐

亦即認為今天要強調﹐孔夫子的傳統﹐毛澤東的傳統﹐鄧小平的

傳統﹐是同一個中國歷史文明連續統。因此﹐今天需要重新認識

中國改革成功與毛澤東時代的聯繫和連續性﹐同時重新認識整個

傳統中國歷史文明對現代中國的奠基性。 

在以下的有限篇幅中﹐我將暫時擱置關於中國歷史傳統與當

代中國的關係問題﹐而比較集中地初步提出一些關於共和國前 30
年與後 30 年的關係問題。 

首先﹐共和國的前 30 年與後 30 年﹐亦即毛澤東時代與鄧小

平時代﹐當然有其根本性的不同。這就是鄧時代開始決定性地從

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但是我們現在必須強調﹐僅

僅這個轉移並不足以保證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因為蘇聯東歐很

早就放棄了階級鬥爭﹐很早就把一切都轉到經濟建設上來了﹐可

是他們的經濟改革卻不能成功。為什麼中國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

改革後取得了比較大的成功﹐而前蘇聯東歐當年的經濟改革卻不

成功從而導致全盤的社會解體﹖我們今天必須重新提出這個老問

題﹐亦即在原社會主義國家中﹐為什麼中國的經濟改革反而能比

前蘇聯東歐國家更成功﹖中國改革 28 年來﹐經濟成就非凡﹐為什

麼中國的改革能取得這種成功﹖這個問題事實上從來沒有得到過

真正的解釋。 

我們只要稍微回想一下就會記得﹐從 80 年代初一直到 90 年

代初﹐西方輿論界和學術界很少有人看好中國的經濟改革。原因

很簡單﹐他們很自然地認為﹐如果蘇聯東歐的經濟改革都不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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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中國又怎麼可能成功呢﹖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既然同樣是中

央計劃經濟體制﹐如果蘇聯東歐經濟改革都改不下去﹐中國怎麼

可能改得下去﹖這個看法是很自然的。特別是蘇聯的工業化﹑現

代化的程度﹐哪一樣不比中國高得多﹖他們的農村人口比中國少

得多﹐他們的廠長經理的教育程度和基本素質當然都比中國當時

高得多﹕到 1978 年前後﹐中國所有的廠長和經理的平均教育水準

是 9~11 年﹐九年就是初中畢業﹐11 年高中還沒有畢業﹐高中畢業

要 12 年﹐而蘇聯當時的經理廠長自然清一色都是至少大學畢業。

那時比較中國和蘇聯東歐的生活水準就更不用講了﹐他們各方面

的生活水準都比中國高得多﹐80 年代時中國人一般家裡都沒有電

話﹐更不要說汽車了﹐但是蘇聯﹑東歐那時候電器汽車早已經進

入日常生活了。尤其是﹐前蘇聯東歐沒有搞中國式的大躍進﹐沒

有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他們遠比中國更早放棄階級鬥爭而轉向了

經濟建設﹐他們也遠比當時的中國政治上更開放﹐為什麼他們的

經濟改革搞不下去﹐憑什麼最落後的中國的經濟改革反而取得了

比較大的成功﹖ 

對這個問題﹐實際可能只有一個解釋﹐這就是﹕鄧小平改革

能夠成功的秘密恰恰在於毛澤東時代﹐特別是毛澤東決定性地破

壞了中國建國後想建立中央計劃經濟的努力。這裡可以借用熊彼

特的說法﹐毛澤東時代實際上是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毛

澤東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確實對當時的中國造成了很大的破

壞﹐但這種破壞同時是一種“創造性破壞”﹐這就是破壞了中國

變成蘇聯式計劃經濟的方向﹐創造了中國經濟體制在改革前就已

經不是蘇聯式的中央計劃經濟結構﹐從而為鄧小平時代的經濟改

革奠定了根本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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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搞破壞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1958 年大躍進毛澤東把

中國 88％的工廠的管理權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轄範圍﹐而把它

們轉交給各級地方政府管理﹐把財權﹑企業權統統給地方﹐不但

各省﹑各地區而且各縣都有自成一套的工業﹐這就是毛澤東所謂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主張﹐要求每一個縣都可以自己發展

工業。1961 年以後劉少奇把所有工廠都收回中央管轄﹐但毛澤東

1964 年後又開始把所有的經濟下放給地方﹐提出要“虛君共和”﹐

反對一切由中央管轄。毛澤東當時說的罵人話非常有名﹕從地方

上收編中央的企業統統都拿出去﹐連人帶馬都滾出北京去。到文

化大革命﹐1968 年甚至根本沒有計劃﹐整個國家沒有國民經濟計

劃﹐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毛澤東

實際上把中國當時力圖建立的中央計劃經濟基本摧毀掉了。 

以上的故事雖然人所共知﹐但人們通常都把它看成是毛澤東

的破壞成性﹐很少有人認為毛澤東的這一系列行為恰恰為以後鄧

小平的經濟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礎。因此這裡我願引用一個美國學

者的研究﹐這個美國學者既不是左派﹐也不是親中派﹐而是後來

曾任克林頓第二屆政府的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及太平洋事務的副

助理國務卿﹐中文名字是謝淑麗（Susan Shirk）。但在她當官以前﹐

曾出版一本專著﹐叫做《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邏輯》（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這本書是她根據 1980~1990
年每年到中國實地考察的結果寫的﹐是 1993 年出版的。這個書名

本身就很有意思﹐因為她實際覺得﹐中國經濟改革的這個“政治

邏輯”是很不符合西方的邏輯的﹐而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則是

比較符合西方邏輯的。問題是﹐為什麼符合西方邏輯的蘇聯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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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不成功﹐而不符合西方邏輯的中國改革卻反而高度成功﹖這

就是她實際提出的問題。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看﹐戈爾巴喬夫給

他自己設定的目標﹐自然不是要把蘇聯瓦解﹐他希望蘇聯像中國

一樣經濟改革成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昇。他所做的一切﹐

和鄧小平的目標是一樣的﹐但是鄧小平成功了﹐戈爾巴喬夫卻搞

垮了。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問題﹖中國的教育水準﹑經理的水準﹑

工業化的程度﹑現代化的程度﹐和蘇聯怎麼能夠相比﹐怎麼會中

國是成功了﹖ 

她寫這個書最早的出發點﹐實際也是象其他西方學者那樣﹐

認定中國改革是一定不行的。但在帶著這個基本問題詳細考察中

國以後﹐她在西方學者當中是比較早認為﹐中國經濟改革有可能

走出來﹐有可能成功。而她研究得出的看法實際就是﹐中國改革

和蘇聯改革的根本不同﹐就在於中國的經濟改革事實上是在毛澤

東奠定的“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的軌道上進行的﹐而這是

蘇聯無法仿效的。最根本的一點在於﹐由於毛澤東的“大躍進”

和他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國的中央計劃經濟從來沒有真正建立

過﹕毛澤東不斷的破壞中國建立中央計劃經濟的工作﹐使得中國

實際在改革前就從來不是一個蘇聯意義上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

這個美國學者實際認為﹐如果沒有毛澤東的話﹐中國的經濟改革

一定會成為像蘇聯東歐那樣的失敗過程﹐亦即如果中國像蘇聯那

樣建立了完整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話﹐那麼就沒有理由想像中

國的改革會與蘇聯東歐有任何不同﹐想像不出來。 

謝淑麗認為﹐毛澤東破壞中央計劃經濟體制而走向“地方分

權”的道路﹐實際導致了中國在改革以前的經濟結構已經完全不

同於蘇聯東歐的計劃經濟結構。例如中國在計劃經濟最高度的時

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 600 種產品的生產和分配﹐而蘇聯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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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達 5500 種。換言之﹐蘇聯的體制是一切經濟活動無不在中央政

府控制管轄之下﹐中央計劃之外幾乎沒有經濟﹐但中國經濟體制

則是多層次的﹑區域化和地方化的﹐造成中國經濟決策和協調特

別向地方政府傾斜。中國改革前夕﹐只有 3％的中國國營企業是直

接歸中央政府調控﹐其餘的企業都為各級地方政府管﹐其利潤也

多歸地方政府。這種高度“行政分權”的結果﹐是中國和蘇聯的

經濟結構截然不同﹐蘇聯的中央計劃經濟特點是企業數量少﹐但

企業規模大﹐專業分工程度高﹐現代化程度高﹐中國的經濟分權

化特點則是企業數量多﹐但規模小而且非常土。1978 年的時候﹐

蘇聯一共只有四萬個企業﹐但規模都比較大﹐中國卻有 34.8 萬個

企業﹐其中只有四千個規模比較大﹐其餘 34.4 萬個企業都是中小

企業﹐而且當然都是很落後。這樣大數量而且落後的中小企業是

不可能被納入中央計劃體制的﹐大多數甚至都不是省級企業而都

是地縣以至鄉鎮管轄的企業。 

但在謝淑麗看來﹐正是中國和蘇聯體制的這種不同﹐決定了

蘇聯的經濟改革難以成功﹐而中國的經濟改革卻可能成功。因為

在蘇聯體制下﹐中央計劃經濟以外幾乎就沒有經濟﹐因此蘇聯東

歐的經濟改革完全取決於國營企業改革﹐如果國營企業改革無法

成功﹐則整個經濟改革就必然失敗。但國營企業的改革事實是最

困難的﹐因為涉及無數利益關係以及無數工人的福利。而中國經

濟改革所以可能成功﹐恰恰就在於毛澤東時代已經造成大多數經

濟都不在中央計劃管轄內﹐而是在中央計劃以外。毛澤東把相當

大的財權和企業經營管理權已經給了地方﹐所以中國的許多縣都

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在經濟上可以自行其是﹐因此中國

經濟改革最根本的特點就在於它並不依賴國營企業改革﹐而是主

要由中央計劃以外的地方經濟發展起來的。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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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它能夠在計劃的國營企業之外又發展了一套新的經濟主體﹐

是由地方企業特別是鄉鎮企業所帶動的。而這種改革道路是高度

專業化分工的蘇聯體制完全不可能的﹐因為蘇聯的地方並不是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並不是可以自行其是的獨立經濟系統﹐

因此蘇聯東歐的特點就是其經濟改革無法形成一個在計劃體制之

外快速發展的活躍經濟。謝淑麗認為﹐中國改革之所以可以走出

一條與蘇聯東歐不同的道路﹐原因就在於 70 年代末以來的鄧小平

改革﹐實際是在毛澤東時代形成的“地方分權化”基礎上進行

的。她特別強調﹐鄧小平的改革同樣是依靠地方的﹐例如首先在

廣東福建建立“經濟特區”﹐以及 1992 年的著名“南巡”﹐都與

毛澤東依靠地方發動地方的做法如出一轍。不但如此﹐在她看來

鄧小平改革的地方分權道路﹐只有在毛澤東已經造成的中國整個

社會經濟結構高度地方分權化的基礎上才有可能﹐鄧小平時代的

地方分權化實際是毛澤東時代地方分權化的延續。 

但是謝淑麗特別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鄧小平尚未

重新掌權以前﹐中國曾一度想走回 50 年代第一個五年計劃那樣的

中央計劃經濟﹐這就是華國鋒主政的三年。當時文革剛結束﹐很

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要恢復 50 年代﹐大家認為 50 年代第一個五年

計劃是黃金時代﹐那時候管得多好﹐第一個五年計劃確實很成功。

華國鋒當時提出的經濟改革方案﹐是認為石油危機以後國際石油

價格會很高﹐因此企圖用“再開發十個大慶油田”的方式﹐以出

口石油來換取外匯﹐然後買西方先進的科技﹐著重發展中國的重

工業。這整套設想實際是想重新走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路子﹐即重

建中央計劃經濟的模式。但一方面﹐中國自己的石油儲量根本不

多﹐靠出口石油換取外匯的設想整個就是不現實的。另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華國鋒的這一經濟方案必然要求把經濟大權都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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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到中央部委來﹐謝淑麗指出﹐這是完全不符合毛時代已經形

成的地方政府的利益的。在她看來﹐在毛時代已經形成的地方分

權化以後﹐重新走回中央計劃經濟的道路在中國事實上已經不可

能﹐這就是為什麼華國鋒那麼快就下臺的原因。 

 

 

鄧小平主政以後的中國經濟改革﹐在整個 80 年代過程中常被

稱為“放權讓利”﹐亦即把權力和權利讓給地方和企業。不過我

們大家都會記得﹐當時中國很多人其實都反復強調﹐“放權讓利”

的主體應該是企業﹐而不是地方。換言之﹐許多人的思考和蘇聯

東歐一樣﹐把所有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如何改造國有企業上﹐

而認為把經濟主要讓地方搞不是經濟學的正道。但事實證明﹐中

國的經濟改革成功﹐並不是因為中國的國營企業改革比蘇聯東歐

更好﹐而完全是因為中國新的經濟是在地方上發動起來的﹐尤其

是由當時誰也看不起的鄉鎮企業所帶動的。我們都知道﹐鄧小平

本人就講過﹐鄉鎮企業的發展和根本作用是誰也沒有想到過﹐中

央也沒有想到過﹐完全是鄉鎮和農民自己搞起來的。但中國鄉鎮

企業的基礎事實上正是當年毛澤東的“大躍進”奠定的﹐大躍進

本身當時雖然失敗﹐但卻在很多鄉村留下了當時的所謂“社隊企

業”﹐這些社隊企業就是日後中國鄉鎮企業的基礎。 

我們都知道﹐費孝通先生當年寫“江村經濟“﹐他是最早提

出中國現代化的可能性在發展鄉村工業。但是費孝通當時就已經

指出﹐這種發展道路在當時即解放前的中國是不可能的。因為鄉

村工業的發展需要很多條件﹐比方說至少要有電﹐有公路﹐所有

這些條件是那時中國的大多數鄉村根本沒有的。沒有電﹑沒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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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交通運輸通達城市﹐怎麼可能有鄉村工業的真正發展﹖但是

費孝通的夢在中國 80 年代開始有機會實現﹐其原因就在於﹐由於

毛澤東從“大躍進”開始力圖把中國的工業化過程引入到鄉村﹐

不斷把中國的企業和經濟下放到社會基層﹐使得中國的鄉土社會

不是外在於中國的工業化過程之外的。在毛時代﹐交通﹑水電以

及至少小學教育和赤腳醫生的進入鄉村﹐都是中國鄉鎮企業在 70
年代後可以大規模發展的根本性基礎。80 年代中國鄉鎮企業的運

作方式也幾乎完全是“大躍進”式的﹐所謂“村村冒煙”本身就

是“大躍進”的傳統。 

雖然這種經濟發展方式的問題非常多﹐比如重複生產和環境

污染等﹐以及大規模的放權給地方導致後來的中央財政能力下降﹐

都是事實。但是我要強調﹐所謂此一時彼一時﹐我們不能用後來

出現的問題就否定中國的經濟改革根本上是由鄉鎮企業搞活帶動

的。許多人常常想當然地以為應該而且可以為中國的發展找到一

條一勞永逸的理性化道路﹐可以走上所謂正規的現代化道路﹐但

這種思路本身不過是削足適履而已。中國的改革常常是前五年正

確的做法﹐後五年可能就是不正確的﹐需要不斷調整﹐不斷創新。 

 

30
 

我們現在不能不問﹐毛澤東當年為什麼要如此頑固地不斷破

壞以致摧毀中國建立中央計劃經濟的努力﹖我以為現在必須重新

認識新中國前 30 年的道路﹐許多我們從前非常熟悉的概念﹐例如

1950 年代開始提出所謂“紅與專”的矛盾﹐所謂“政治與業務的

關係”﹐所謂“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的關係”﹐以及“外行領導

內行”﹐“政治統帥經濟”等等﹐事實上都有其深刻的社會學內

 14



涵﹐折射出中國社會的基本社會矛盾。這些問題實際在今天都在

以新的方式表現出來﹐繼續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問題。例如晚近

以來中國左右兩派學者都強調中國正在形成“精英聯盟”與“農

工大眾”的對立﹐其實不過是同一社會學內容的繼續展開罷了。 

這裡我想特別提及另一個美國學者的一本著作﹐即弗朗茨‧

舒曼（Franz Schurmann）早在1966 年就出版的《共產主義中國的

意識形態與組織》（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這本書對新中國建國以後逐漸走向與蘇聯體制分道揚鑣的原因有

非常深刻的分析﹐雖然此書有比較強的社會學功能主義。舒曼認為

﹐1949 年中國共產黨佔領全中國要開始現代化建設的任務後﹐實

際面臨一個基本選擇﹐就是中國的工業化道路和現代化道路﹐應

該學蘇聯工業化的道路﹐還是應該繼續按中共自己的“延安道

路”去發展。 

蘇聯道路是高度依賴技術專家來貫徹中央計劃經濟指令的道

路﹐而“延安道路”則是一切首先發動群眾依賴群眾的道路。走

蘇聯道路就要強調技術專家﹐就要強調知識分子政策﹐而走“延

安道路”則要首先強調人民群眾﹐要強調所謂“人民群眾的首創

精神”。因此﹐毛澤東從 50 年代開始強調的所謂正確處理“紅與

專”的矛盾﹐強調所謂“政治與業務的關係”﹐在舒曼看來實際

都是與中國社會的基本社會結構和社會分層有關的。這就是建國

初期中國的技術專家極少（陳雲曾說中共從國民黨那裡接收的技

術知識分子一共只有二萬人）﹐而中共自己的社會和政治基礎則

是最廣大的農民和工人。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是應該主要依靠

少數的技術專家走蘇聯道路﹐還是可以繼續走中國的延安道路﹐

依靠大多數當時沒有文化不懂技術的普通民眾﹐這在舒曼看來就

是新中國建國初期面臨的基本選擇。 

 15



我們知道﹐新中國最初的決定是必須學蘇聯工業化的道路﹐

即迅速建立全面的高度中央計劃經濟體系。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

就是全面的蘇聯化﹐整個按照蘇聯的中央計劃經濟的做法來奠

定。蘇聯式中央計劃經濟意味著高度專業化分工﹐所有的企業都

要納入中央的經濟管轄﹐一切經濟計劃都要在中央計劃部門來決

策。中國整個第一個五年計劃就是按這種蘇聯模式搞的。按照劉

少奇當時的說法﹐計劃經濟就是“在全國計劃之外﹐不能再有其

他計劃。全國是一本賬﹐一盤棋。不應該有不列入計劃的經濟活

動。不列入計劃就會發生無政府狀態。不能一部分是計劃經濟﹐

一部分是無計劃經濟。” 

但這種把所有經濟和所有企業都納入中央計劃的工業化道

路﹐正是毛澤東很快就堅決反對而且從實際上加以摧毀的。從 1956
年開始﹐毛澤東就已經懷疑蘇聯這套中央計劃經濟體制﹐開始思

考如何擺脫蘇聯式計劃經濟體制。而從 1958 年大躍進到文化大革

命﹐毛終於實際上把中國正在建立的中央計劃經濟基本摧毀掉了。 

舒曼曾深刻分析為什麼毛澤東要這樣幹。舒曼指出﹐仿效蘇

聯經濟模式對當時的中國必然會導致嚴重的政治後果﹐即這種計

劃體制必然使得所有經濟工作都依賴於少數中央計劃部門和技術

專家﹐而中共的社會基礎即農民和工人以及中共的大多數幹部包

括多數高級幹部都將無事可幹﹐處在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過程之

外。近年公佈的一些文件證明了舒曼當年觀察的洞見﹐例如毛澤

東在 1958年提出要求全黨工作重心真正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時就

說﹕“黨的領導幹部真正搞經濟工作﹐搞建設﹐還是從 1957 年北

戴河會議以後。過去不過是陳雲﹑李富春﹑薄一波﹐現在是大家

擔當起來。過去省一級的同志沒有抓工業﹐去年起都抓了。過去

大家幹革命﹐經濟建設委託一部分同志做﹐書記處﹑政治局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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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走過場﹐四時八節﹐照樣簽字。從去年起﹐雖然出了些亂

子﹐但大家都抓工業了。” 

從毛澤東這段話其實可以看出﹐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絕

大多數中共幹部﹐更不要說中國的普通工人農民基本上是無法參

與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毛澤東發動“大躍進”﹐要全黨幹

部都抓經濟﹐要全國普通民眾都投入工業化建設﹐這個過程是我

們大家熟知的﹐一般都被看成是毛澤東頭腦發熱。但舒曼的看法

遠為深刻。在他看來毛澤東之所以要發動“大躍進”﹐要各省各

地和各縣的第一書記都要抓經濟抓工業﹐並且提出“外行領導內

行”﹐“政治統帥經濟”等等﹐都是與中國當時的社會政治結構

有關的﹐即毛澤東強烈地要求中共的社會基礎即農民﹑工人和黨

的幹部成為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主人和主體﹐他怕的是農民﹑

工人以及沒有文化的所謂工農幹部被邊緣化﹐而被置於中國工業

化現代化之外﹐這就是他為什麼要強烈地反對把工業化和現代化

變成只是中央計劃部門和技術知識分子的事。 

舒曼認為﹐從大躍進開始﹐實際意味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

道路開始擺脫蘇聯模式﹐重新回到毛澤東和中共自己的“延安道

路”﹐這就是毛澤東一貫的發動群眾﹑發動地方的道路。毛時代

的一個特點是很多最重要的中央會議都是在地方開的﹐例如鄭州

會議﹑南寧會議﹐杭州會議﹑武昌會議﹐等等﹐老是在地方上。

從前文化大革命時的一個傳說說只要毛主席的專列一出動﹐北京

都人心惶惶﹐不知道他又要幹什麼﹐因為毛澤東總是要移出中央﹐

靠發動省地縣幹部甚至公社幹部去做他的事情﹐他所有的事情都

是從地方從基層發動的。與此相應﹐毛澤東時代形成的中共領導

層結構與蘇聯東歐共產黨的結構非常不同﹐即中央委員會的構成

裡面省地幹部佔了最大比例﹐達 43％﹐到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毛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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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更刻意提高中央委員會中普通工人和農民黨員的比例﹐到中共

十大的時候達 30％﹐他要把整個政權權力基礎往下放。 

今天的人常常會對此很不以為然﹐以為應該強調知識﹑科學﹑

技術﹑文化等才對﹐靠農民﹑工人有什麼用。但這種看法其實是

片面的﹐而且是缺乏政治學常識的。現代政黨的政治生命首先取

決於它是否有所謂“草根基礎”﹐即中國所謂群眾基礎。如果一

個黨由一大批諾貝爾獎得主組成﹐那不但是什麼用都沒有﹐而且

根本就是不知政治為何物。這在任何西方國家的政黨都是基本常

識﹐即政黨的生命取決於是否有草根政治的基礎﹐取決其民眾基

礎。實際上毛澤東在 1969 年前後提昇工農在中央委員會比例的做

法﹐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也都在做類似的改革﹐他們改革的根

本方向都是要政黨更有群眾代表性。美國的民主黨在 1968 年首先

規定黨代表中必須有多少黑人﹐多少女人﹐多少拉丁裔人等硬性

比例﹐隨後美國的共和黨也只能跟進﹐因為都要爭取群眾基礎。

而毛澤東在文革中則是要求中央委員中必須有工人多少﹐農民多

少﹐女人多少﹐他也是強調這個社會基礎﹐要求把這個社會結構

帶進來。中國今天過分強調學歷﹑學位﹐實際上是有片面性的﹐

從政治上講﹐如果沒有草根政治﹐沒有群眾基礎﹐只有一大批高

學歷高學位的人指手畫腳﹐那是無濟於事的。 

 

 

整整十年前﹐我在〈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中曾

以比較激烈的語言提出﹐“今日中國知識分子對自由主義的高談

闊論主要談的是老闆的自由加知識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

強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與此同時則閉口不談自由主義權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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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出發點是所有人的權利﹐而且為此要特別強調那些無力保護

自己的人的權利﹕弱者的權利﹑不幸者的權利﹑窮人的權利﹑雇

工的權利﹑無知識者的權利。”我在當時因此曾質疑“中國知識

界到底是在利用自己的知識權利服務於少數人的‘特權’﹐還是

在伸張所有人的‘權利’﹖”﹐並認為當時一些所謂知識分子實

際成為“一半為官方一半為大款驅走的得力馬弁”。 

尚記得十年前我這篇文章發表時曾引起知識界相當大的反

彈﹐包括許多老朋友都認為不能接受﹐認為我的立論過於偏頗﹐

而且完全不符合中國改革的實際和中國知識界的實際。但曾幾何

時﹐如今中國社會對知識精英的強烈抨擊可以說幾乎每天都見於

各種媒體和互聯網﹐其語言的激烈更遠遠超出我當年。同時﹐大

約從 2002 年以來﹐中國左右兩派的學者幾乎都提出了各種大同小

異的所謂“精英聯盟”說﹐認為中國現在的政治精英﹐經濟精英﹐

和知識精英已經由於共同的利益均沾關係而形成了相當穩定的統

治精英聯盟﹐共同排斥底層人民﹐用溫鐵軍的表述﹐則是有所謂

“官產學媒”四大強勢的結合﹐形成對工人農民和其他弱勢群體

的實際排斥。不管怎樣﹐現在左右兩派似乎都在強調﹐精英和大

眾的矛盾今日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最突出的矛盾。但我們從前面的

論述實際可以看出﹐今天所謂“精英與大眾”的矛盾﹐實際就是

毛時代從 1950 年代以來一直面對的同一個基本問題。也是從這種

意義上﹐共和國 60 年來的基本問題有相當的連續性。 

但我個人對今天的看法反而有點不同。我以為﹐從近年的情

況看﹐我們恐怕不能貿然地就斷定﹐現在已經形成了鐵板一塊的

精英聯盟﹐而共同自覺地排斥底層大眾。實際情況可能恰恰相反﹐

事實是近年無論學者、官員、媒體都在變。以知識界而言﹐現在

自覺認同權貴﹐專門為權貴集團辯護的學者恐怕只是少數人﹐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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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這少數常是比較有權勢的學官﹐但大多數學者現在基本是比較

關注同情大眾和底層的。其次媒體近年來有很大的變化﹐事實上

媒體近年在關注大眾和底層方面是起到很大作用的。同時﹐對於

官員特別是基層幹部﹐我以為不能用妖魔化的方式一杆子抹黑﹐

這對他們是很不公平的﹐事實上相當多基層幹部是最接近大眾和

底層的。我的基本看法是﹐近年來我們前面論述的“新的改革共

識”正在形成﹐而這種“新改革共識”具有相當廣泛的社會基礎﹐

亦即這種共識並不僅僅只是農民工人和底層的共識﹐實際同樣是

學者、官員和媒體的共識。也因此﹐這種“新改革共識”對於中

國現在的改革方向以及具體的各種政策都在產生實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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