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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會主義”﹑《王光美訪談錄》 

和《憲政與“立國之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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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會議通知﹐來不及寫文章了﹐就把我在一個講座上的發

言﹐還是別人整理的﹐以〈介紹一部新作﹕《憲政與“立國之本”》〉

為題﹐權作論文提交。說實話﹐我參加咱們這個會議﹐是來推銷

我這本書的﹐希望大家買我的書。我的稿子﹐會議文集裡已經印

發了﹐我就不唸了﹐隨便講幾個問題吧。 

 

 

                                     
1 根據向會議提交的論文和在會議上的發言整理成文。 



 

聽了大家的發言﹐許多同志都在談論謝韜關於“民主社會主

義”的文章﹔對這個問題﹐我在會議之前也看過一些材料﹐但沒

有太關心﹔想不到這個問題“炒”得這麼“熱”﹐我研究得不夠﹐

隨便談幾點意見。 

第一點﹐我看到的材料﹐最引人注目的﹐是謝韜同志的說

法﹐“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過去﹐好像是胡喬木同

志說的吧﹐叫“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有的地方還當作大

標語刷在牆上。對這種提法﹐我第一個感覺便是﹐這有點聳人聽

聞﹐大概是我們黨歷來擅長搞宣傳鼓動的老傳統吧﹔可是﹐如今

的中國﹐昇平世界﹐發生什麼事了呢﹖是日本鬼子又把東三省佔

了呢﹐還是“八國聯軍”打進了北京城﹖讓他們一個個地要

去“救中國”。 

中國的知識分子歷來有“以天下為己任”和“國家興亡﹐匹

夫有責”的使命感﹐這是好傳統。對國家目前存在的問題﹐有

點“危機感”和“緊迫感”﹐這也無可非議。可是﹐我們討論的

是理論問題﹐應當冷靜和理性一點﹑也心平氣和一點﹐沒有必要

那樣情緒激昂﹐動不動就要去“救中國”。現在不是抗日戰爭

時“動員參軍”吧﹐也不是又要發動“文化大革命”。 

不過﹐既然說到“救中國”﹐我想介紹一位美國學者的觀點﹐

他認為﹕中國 20世紀的歷史﹐有“三個歷史命題”﹐或者說是“三

個歷史階段”﹕第一﹐是“救亡圖存”﹐第二﹐是“求強”﹐第

三﹐是“求富”。我認為﹐對我們國家 20 世紀的歷史﹐這位美國

學者概括得不錯﹐而且通俗易懂﹐有點說服力。 

我想﹐所謂“救中國”﹐屬於第一個問題﹐以毛主席領導的

中國革命勝利為標誌﹐“救亡圖存”的問題已經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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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問題﹐“求強”﹐如果指國防力量足以自衛﹐也基本

解決了﹐這也是毛主席領導我們解決的。 

第三個問題﹐“求富”﹐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正在

解決﹐截止到目前﹐我們幹得還不錯。 

當然﹐我們國家要實現現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現在也

存在很多問題。不過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國家如何建設與發展﹐

是把存在的問題比如“腐敗”解決好。 

我想﹐這不能算是什麼要“救中國”的問題。如果硬要說是什

麼“主義”能夠“救中國”的話﹐大家知道﹐以中國革命的勝利為

標誌﹐中國“救亡圖存”的任務便完成了﹔而中國革命的性質

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因此應當說﹐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救

中國”﹔不過這裡還須借用一個外語語法的詞彙﹐是“過去時”或

者“完成時”﹐所以準確一點說﹐是“新民主主義救了中國”。 

第二點﹐現在討論的“民主社會主義”﹐實際也就是以瑞典

為代表的北歐“福利國家”的模式﹐我覺得﹐這其實並不是個新

問題﹐而是改革剛開始的 80 年代初已經提出過的一個老問題。 

據我所知﹐80 年代初吧﹐當時我們黨內一些搞理論的同志﹐

組織了一個代表團去北歐考察﹐好像是中宣部一位副部長王惠德

同志帶隊吧﹔那個時候﹐我們國家剛剛“開放”﹐到發達國家一

看﹐就像“劉姥姥進大觀園”似的﹐還不是看見點什麼﹐都覺得

好得不得了﹔而搞理論的人﹐自然“三句話不離本行”﹐關心“主

義”一類問題﹐聽人家說那叫個“民主社會主義”﹐回來以後就

跟著搞“宣傳”。我聽說﹐這件事﹐當時讓鄧小平同志批評了一

頓﹐寫了個“考察報告”也被扣押了﹐王惠德的中宣部副部長也

當不成了。這是我那時候聽到的情況﹐不過可能不太準確﹐也不

是很詳細。總之﹐這是 20 多年之前的事了﹐現在又翻騰出來﹐搞

得沸沸揚揚的﹐還成了“熱點”問題。我國的思想界﹐似乎對政

治漩渦裡的是是非非一類的事情興趣過大了點﹐結果﹐理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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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還在原地打轉轉。 

謝韜講的那些問題﹐在我們這些青年時代經歷過“中蘇大論

戰”的人聽起來﹐有點“似曾相識燕歸來”的感覺。當然﹐和那

時的觀點相比﹐謝韜講的道理反過來了﹕20 世紀 60 年代初﹐說列

寧﹑斯大林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考茨基﹑伯恩斯坦是“修正主

義”﹔而到了 21 世紀初﹐則認為考茨基和伯恩斯坦是“真正的馬

克思主義”﹐而列寧和斯大林又成了“修正主義”。 

謝韜當然是老前輩了﹐可我們也算“過來人”吧﹐幾十年之

後﹐聽了這種論戰立場反過來的意見﹐只覺得怪好玩兒的。我想﹐

對這種誰是馬克思主義正統的爭論﹐還是鄧小平同志說的實在﹕

中蘇大論戰﹐雙方都說了不少空話。只不過﹐同那時的“空話”

相比﹐現在的“空話”﹐立場又反轉了 180 度。 

有人也許會認為﹐我這樣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有點玩世

不恭的味道﹐那咱們就嚴肅一點說吧。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

青年時代我也曾經很有興趣﹐讀過點基本的書﹔後來﹐我也知道

恩格斯晚年支持過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的觀點﹐不過沒有查過原著﹐

而且興趣也轉移了﹐因此也只是知道有這麼一回事而已﹐況

且﹐“文革”以後﹐毛主席已經“走下神壇”了﹐馬克思和恩格

斯一輩子寫了幾十卷的書﹐說了那麼多話﹐誰能保證他們說的話

就“句句是真理”﹖所以也沒有太在意。在謝韜的文章中﹐才第

一次看到恩格斯的原話﹐這位老前輩對馬列的經典是有功底的﹐

他認真的檢索工作﹐對於我們清理馬克思主義這筆革命時代留下

來的思想遺產﹐還是很有價值的。 

不過﹐就像毛主席說的﹐理論研究要“有的放矢”﹐謝韜現

在講的﹐關於由“資本主義”發展到“社會主義”的途徑﹐是“暴

力革命”還是“和平過渡”一類的爭論﹐對我們國家而言﹐有什

麼針對性呢﹖ 

中國革命﹐打了幾十年的仗﹐當然是“暴力革命”﹔可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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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暴力革命”已經勝利了﹐這些已經都是歷史了。如果誰主

張“和平過渡”﹐這個話應當在國民黨政府﹑北洋政府和晚清政

府統治的時候講﹐才有針對性。 

而且﹐當年的中國﹐並不是什麼“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實際上﹐是一個“停滯的帝國”到了近代﹐

在世界列強的猛烈擴張面前眼看就要被“瓜分”而“亡國滅種”

的問題﹔關於“資本主義”發展到“社會主義”採取什麼途徑的

爭論﹐同中國革命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對中國革命﹐毛主席著作裡早有精湛的論述﹔他講得

很明白﹐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就

是說﹐中國革命﹐和美國革命﹑法國革命在性質上屬於同一類。

這些道理﹐本來已經講得很清楚了﹐現在又把一百多年前考茨基

和伯恩斯坦同列寧和斯大林之間的爭論扯出來﹐還把毛主席也拉

到那些不沾邊的事情裡來“陪斬”﹐這不是瞎攪和嗎﹖更有人

以“暴力社會主義”的名義﹐以十分輕蔑的口吻指責中國革命﹐

這就不僅離譜而且混帳﹑不僅糊塗而且無恥了。世界上一個再簡

單不過的道理是﹐任何國家和民族﹐不管實行什麼“社會制度”﹑

也不管奉行什麼“意識形態”﹐對捍衛民族獨立和國家安全的戰

爭英雄﹐對革命領袖和建國元勳﹐都是十分尊敬的﹐儘管他們都

使用過“暴力”。我們今天討論理論問題﹐不能糊塗到認為﹐我

們英雄主義的革命前輩﹐在世界列強的侵略和淩辱面前﹐應該放

棄“暴力”抵抗﹐甘心情願地等著“亡國滅種”。 

我認為﹐關於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同列寧和斯大林之間誰

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對中國改革開放的今天來說﹐

為此花那麼多精力去爭論﹐還搞成“熱點”﹐同樣沒有什麼太大

的意義。因為中國今天的問題﹐是實現現代化﹐而中國現代化的

理論問題﹐僅僅在“國際共運”的圈子裡討論﹐理論關注的眼界

或者說“範疇”﹐也過於狹小了。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同列寧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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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誰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諸如此類的問題﹐甚至馬克

思和恩格斯活轉過來﹐讓他們親自給我們上課﹐對於解決中國現

代化的理論問題﹐也是搞不清楚的﹐起碼是遠遠不夠的。 

第三點﹐我想﹐謝韜之所以說“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

國”﹐可能是因為這個提法裡面有個“民主”吧。當今世界的潮

流﹐很多人都喜歡“民主”﹔中國人也有喜歡的理由﹐“五四運

動”的旗幟﹐就是“科學與民主”﹔前一段時間﹐不是有句話﹐

叫“民主是個好東西”嗎﹖ 

就一般的價值觀來說﹐“民主”當然可以說“是個好東西”﹐

中國的現代化﹐“民主政治”無疑也是我們追求的目標之一。不

過﹐對謝韜說的“民主社會主義”﹐從實際情況來考察的話﹐“民

主”未必就一定和“社會主義”相聯繫﹔因為當今世界的發達國

家﹐實行的都是“民主政體”﹐也就是說﹐政治上都是“民主”

的﹐但是﹐卻並不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比如美國。所以﹐所

謂“民主社會主義”﹐實際上只是瑞典等北歐國家在世界上打出

的一個“品牌”﹐像“商業字號”一樣﹐未必是什麼深刻而精湛

的理論﹐值得我們下那麼大功夫去研究。 

大體上說吧﹐在當今世界﹐凡是建立起“民主政體”並能穩

定運作的﹐都是發達國家﹔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即使建立

了“民主政體”﹐也往往不能維持穩定運作﹐往往搞著搞著就亂

了套﹐甚至發生“軍事政變”﹐回到軍事獨裁統治。當然也有例

外﹐比如印度﹐不過中國人並不怎麼羡慕印度﹐儘管印度的“民

主政體”運作得也還算穩定。 

至於說“民主是個好東西”﹐從實踐中的情況看﹐也未必都

是如此。像二戰前的德國﹐希特勒法西斯的“納粹”政黨﹐就是

在“魏瑪憲法”確立的“民主政體”中通過“民主程序”而上臺

的﹐而“魏瑪憲法”在政治史上﹐被學者們公認為最好的憲法之

一。對二戰時的法國來說﹐“民主”更不能說一定是什麼“好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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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第一次﹐法國的“民主”﹐排斥了正確的軍事戰略﹐導致

法國戰敗﹔第二次﹐戰敗的法國﹐本來完全可以繼續抵抗﹐卻“民

主”地決定了向德國投降﹐集體當了“賣國賊”﹔第三次﹐戰敗

投降的法國﹐又在德國法西斯的威壓下﹐“民主”地決定把“民

主政體”變更為“納粹政體”。至於時間較近的蘇聯﹐大家都知

道﹐“民主”倒是“民主”了﹐而且大概也不會逆轉了﹔可是﹐

經濟崩潰﹐社會混亂﹐政治動蕩﹐尤其是國家解體﹐實現“民主”

的代價也太大了。幸虧俄國資源豐富﹑人口不多﹐這種事若是攤

到中國頭上﹐不知道要遭到多大的災難呢﹔倘若為了“民主”﹐

中國像李登輝說的那樣﹐分裂成七塊了﹐我們還會說“民主是個

好東西”嗎﹖ 

所以﹐“民主是個好東西”﹐這是不嚴肅的說法。如果嚴肅

一點﹐我們可以說﹐“民主”﹐是一個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必然

結果﹐也是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發展達到一定程度才有的產物。也

就是說﹐“民主”﹐需要一定的經濟與社會的基礎﹐也需要政府

制度的相應改革﹐還需要關於“民主政治”在知識上的準備。 

在實現“民主”的進程中﹐雖然也會有人甚至需要有人

去“鬧”﹐但從根本上說﹐“民主”不是“鬧”出來的﹔經濟與

社會方面的條件不具備時﹐“鬧”也沒用﹐只會“鬧”出“亂子”

來。在傳統的經濟與社會條件下﹐能夠“鬧”成功的﹐不是“民

主”﹐而是“革命”﹔而世界歷史告訴我們﹐一個革命造就的政

府﹐絕少是“民主”的﹐比如法國大革命﹐以“民主”為宗旨﹐

卻鬧出一個“拿破侖皇帝”來。革命戰爭勝利後建立的政府﹐一

般地說﹐“打天下的坐天下”﹐會是一個“軍事官僚專政”。羅

素和韋伯都講過這個道理。 

說得大眾化一點﹐“民主”對人民的要求﹐不是憤世嫉俗的

激烈情緒﹐而是“自由”教化出來的“理性”與“寬容”。說得

理論化一點﹐只有在一個“市民社會”或“公民社會”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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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民主政治”才能穩定地運作﹔而實現“民主政治”的過

程﹐往往是“經濟自由”和“社會自由”向“政治自由”自然延

伸的結果。作為知識和觀念的體系﹐“民主”又是一門龐大無比

的學問﹐屬於“政治學”﹔而現代的“政治學”﹐如今在中國基

本還是空白。因此﹐在我看來﹐為了“民主”﹐作為先知先覺者﹐

中國的知識分子﹐應當是學習和研究“民主”﹐而不僅是吆喝“民

主”。這是中國知識界的歷史責任。 

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無疑是一個嚴峻的挑戰﹐也會是

一個較長的過程。不過﹐如果我們在經濟和社會的基礎﹑政府制

度的改革和知識與觀念體系各個方面﹐能夠準備得更充分一點﹐

中國向“民主政治”的轉變﹐可能會更穩妥一些﹐在也許是不可

避免的政治與社會的震蕩中﹐會少受點損失。 

第四點﹐由於中國革命是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下進行的﹐我們

國家過去長期崇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革命

留給我們的思想遺產﹐今天我們進行研究和反思﹐清理這筆歷史

遺產﹐自然是有必要的。不過﹐改革時代的中國﹐正在擁抱整個

世界﹐我們的知識和眼界﹐比過去開闊得多了﹐對理論問題的關

注﹐我們不應當局限在“國際共運”的範圍裡。 

“20 世紀是人類理論的高峰。”這是謝韜文章開篇的第一句

話﹐顯然﹐對 20 世紀的理論成就﹐謝韜評價很高。不過﹐對 20
世紀的認識﹐也有與謝韜相反的觀點﹐一位日本學者就說﹕“20
世紀﹐是科技革命的輝煌世紀﹐而對人文社會學科的原創來說﹐

卻是一片荒漠。”分辨這兩種對立意見的是非曲直﹐可能是太複

雜的事﹐這裡就不談了。不過﹐從謝韜的這句話看﹐他關注的似

乎只是 20 世紀的理論成果﹐這是否與馬克思主義在 20 世紀大行

其道有關﹖或者是因為 19 世紀時﹐中國對世界上的事關注和所知

太少的緣故﹖影響到今天﹐使我們對 20 世紀以前的學術成就﹐比

如 18 世紀“啟蒙思想運動”﹐關注和所知不夠。我覺得﹐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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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說過一句很好的話﹕“世界上所有國家有益的東西﹐我們

都要學。找知識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個地方去找﹐就單調了。” 

當然﹐世界之大﹐各國國情千差萬別﹐學術思想﹐也是斑斕

駁雜﹑絢爛多姿﹐在學習﹑借鑒和研究時﹐還要密切結合我們國

家的國情﹐就像革命時代一樣﹐要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

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 

說到中國國情﹐我們應當清醒而且深刻地認識到﹕中國今天仍

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由於中華文明曾經在歷史上十分輝煌﹐而我

們中國人大概至今還有點阿 Q 情結﹐因此時常忘記這一點。但實際

上﹐近代以來﹐距今約 500 年吧﹐我們已經落後了﹐直到今天﹐同

世界先進的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毛主席的兩句詩﹐可以

作為對我們的警示﹕“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從這個角度來看待所謂“民主社會主義”﹐我們同樣應當清

醒而且深刻地認識到﹕“瑞典模式”也好﹐“美國模式”也好﹐

或者英﹑法﹑德﹑意﹑日﹑澳﹑加等國的什麼“模式”也好﹐雖

然關於“模式”﹐每個國家都會有點自己的“特色”﹔但是﹐人

家這些國家﹐都是當今世界的發達國家﹐這一點﹐是所有這些發

達國家﹐同我們中國的基本區別。 

對我們的國家來說﹐現在的基本任務﹐是實現現代化﹐是從

一個“發展中國家”轉變為一個“發達國家”﹐這還需要很長時

間的努力。至於中國實現了現代化﹑成為一個“發達國家”以後﹐

是採取什麼樣的“模式”﹐是瑞典“福利國家”的模式﹖還是美

國更注重“經濟自由”的模式﹖我想﹐對中國來說﹐那是幾十年

以後的事。現在﹐我們關注的重點應當是﹐實現現代化﹐中國需

要做些什麼﹐對知識界來說﹐則是需要哪些知識。 

吃飯的時候同吳思聊天﹐關於中國真的成了“發達國家”﹐

會採取什麼“模式”的問題﹐我覺得﹐就目前已經初露端倪的態

勢來看﹕我們的市場和資源遍佈全世界﹐需要國家的力量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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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我們是一個大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需要對世界

擔負越來越大的義務和責任﹔而在科技和經濟方面﹐我們和世界

先進國家的差距還相當大﹐如果按人均計算更是如此﹔另外﹐國

土整治的任務大得驚人﹐國內又有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

到那時候的“模式”﹐我看首先還是要關注“經濟自由”﹑以“效

率”為優先﹐也就是說﹐還是採取“美國模式”的可能性比較大。

瑞典“福利國家”的模式﹐即使到將來﹐對我們的“國情”而言﹐

可能也太奢侈了﹐不管人們對“瑞典模式”如何情有獨鍾﹐那時

候國際國內的客觀情勢﹐恐怕未必會允許我們那樣做。 

我很欣賞黃仁宇先生的一句話﹕“現代化就是數目字管

理。”可惜我們的知識界﹐沒有多少人關心和研究這個問題。我

覺得﹐謝韜老先生對“民主社會主義”那麼大的興趣﹐是不是“理

想主義”色彩太重了一點。在這個問題上﹐我很贊成剛才秦暉講

的話﹕我們可以認為﹐瑞典的“福利”比美國多﹐美國的“自由”

比瑞典多﹔可是﹐我們中國今天的情況﹐無論“福利”﹐還是“自

由”﹐都既不如瑞典﹐也不如美國。 

因為我們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打個有點不敬的比方吧﹐

人家開數學的學術討論會﹐我們看到教授和博士們關於“復變函

數”﹑“拉普拉斯方程”的爭論﹐十分熱鬧﹐便躍躍欲試地也想

去插一嘴﹔可是不要忘記﹐我們初中還沒有畢業﹐“平面幾何”

的作業﹐還等著我們做呢。 

 

 

古語有云﹐“欲明大道﹐必先讀史。”我們的民族歷來重視

歷史﹐而且有優秀的史學傳統。中國古代那部著名的史學鉅著《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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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通鑒》﹐其名稱就深寓著卓越的思想。可以說﹐指導治理國家

的實踐﹐來自歷史的知識和經驗﹐是最為可靠的。在我國悠久的

歷史中﹐又以我黨自己的歷史﹐對我們治理國家的借鑒意義﹐最

為切近﹐也最為重要。 

要從歷史經驗中尋找借鑒﹐當然要有把握全局的能力﹐著眼

於大的方面﹐不能過分拘泥於某些歷史的細節﹐至於那些專門關

注個人恩怨和“權術”一類的東西﹐其意義實在有限得很。不過﹐

某些歷史的細節也很重要﹐有時候﹐對我們正確的歷史認知﹐還

有著決定性的意義。我們在最近出版的《王光美訪談錄》中﹐就

發現這樣一個歷史的細節﹐王光美同志披露的新的史實﹐使我們

對所謂的“八大路線”﹐產生新的認知和新的解讀。 

自 80 年代以來﹐我國的社會輿論包括理論界﹐有一種雖然不

很正規卻得到廣泛認可的說法﹕在黨的 11 屆六中全會作出《關於

建國以後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後﹐因為“文化大革命被徹底

否定”了﹐黨的“九大”和“十大”的路線自然也被否定了﹐加

上劉少奇同志平反了﹐因此﹐我們的黨和國家恢復到“八大的路

線”了﹐而“八大的路線”才是正確的路線。 

什麼是“八大的路線”呢﹖在許多人的印象裡﹐所謂“八大

的路線”﹐被簡單化地認為就是“八大”對我國關於“主要矛

盾”的表述﹐即“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的矛

盾”。對所謂“主要矛盾”的這種表述﹐給人們的印象是﹐國家

的主要力量應該用來搞經濟建設了。在許多人看來﹐這個“八大

的路線”﹐同我黨在 11 屆三中全會確定的“經濟建設為中心”的

路線是一致的﹐而且還可以用它來批判“階級鬥爭為綱”的觀點。 

由此﹐又引出這樣的歷史認知﹕因為“八大”的《政治報告》

是劉少奇同志作的﹐因此﹐所謂“八大路線”被認為是劉少奇同

志主張和倡導的﹔後來﹐又是由於毛澤東同志的反對﹐這個正確

的“八大路線”被放棄了﹔而這一點﹐又被認為是毛澤東和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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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在黨內的“路線鬥爭”的開端﹐自然﹐劉少奇同志代表了正確

路線﹐而毛澤東同志則代表了錯誤路線。相當長的時間裡﹐在相

當多的人的心目中﹐這成了對我黨那一段歷史的主流印象。 

可是﹐《王光美訪談錄》一書披露的一個重要的歷史細節告

訴我們﹐對那一段黨的歷史的這種印象﹐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關於“八大路線”的“主要矛盾”的表述﹐王光美給我們講了這

樣一個她親歷的有趣的故事﹕ 

1956 年中共召開的“八大”﹐是很開放的﹐不像後來的黨代

會﹐對外嚴格保密﹔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兄弟黨都派代表

團參加了﹐其中蘇共代表團的米高揚更是參加了“八大”的全過

程。在“八大”的閉幕式以後﹐會場的工作人員發現米高揚座位前

面的桌子上放的便箋﹐上面寫了一些俄文字。我們的工作人員很細

緻也很負責﹐立即向領導彙報﹐這個紙條交給了劉少奇同志。 

王光美當時擔任劉少奇辦公室主任﹐她談了自己的親歷親

見﹕“少奇同志當時來不及處理﹐就放在包裡帶回了家。我在為

他整理文件時﹐見到這個紙條便箋﹐就去問他。少奇簡單講了一

下來源。……當時我們黨對蘇共領導人的意見是很重視的。少奇

同志特意把這個紙條便箋拿去給毛主席看。他倆怎麼商量的﹖毛

主席有什麼意見﹖這些我都不知道。” 

米高揚在那幾張紙上寫了點什麼呢﹖其大概內容﹐是在“八

大”的閉幕式上﹐米高揚聽了坐在旁邊的師哲同志現場翻譯《關

於政治報告的決議》後﹐對“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後的生產

力”這個“主要矛盾”的表述﹐有點不同意見﹐認為這個理論表

述﹐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

建築的基本原理。王光美同志在《訪談錄》中說﹐“（米高揚）

不知是覺得無用而沒有帶走﹐還是有意留在座位上﹖”或許米高

揚是顧慮影響兩黨關係吧﹐沒有向中共正式提出交涉﹔大概也是

那時斯大林已經去世了﹐蘇共黨內又不太穩定﹐在中共面前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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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那麼“牛”了﹔於是﹐米高揚順手在便箋上寫了幾段俄文﹐

放在桌子上就走了。也許米高揚是想通過這種方式﹐非正式地向

中共傳達蘇方的意見。 

那個時候﹐正是中蘇兩黨的蜜月期﹐毛澤東﹑劉少奇和中共

領導﹐對“老大哥”的意見還是很重視的﹔而且﹐從最實際的考

慮吧﹐那時正是蘇聯對我們進行大規模經濟援助的時候﹐因為一

些細枝末節的小事﹐損害兩國關係的大局﹐影響我們的經濟建設﹐

也不划算。 

“八大”閉幕後的第三天就是國慶節。當天發生的事情﹐現

在我國的黨史研究者都很熟悉了。 

在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對劉少奇講﹕“看起來﹐‘先進的

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這

個提法不正確。” 

劉少奇回應道﹕“喲﹐報告已經通過公佈了﹐怎麼辦﹖” 

這兩段話﹐現在被許多人當作毛主席和劉少奇之間“路線鬥

爭”的開始。可是﹐王光美在《訪談錄》中說﹕“當時毛主席只

是提了一下﹐沒有說要改變或者採取什麼措施﹐所以中央將八大

《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等文件照常下發了﹐事實上也沒有辦法

改了﹐來不及了﹐而且剛剛通過就改也不合適。”當時﹐王光美

同志已經在劉少奇辦公室工作多年了﹐對中央工作的規矩也比較

瞭解﹐她這段議論﹐是內行的話﹐應當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 

從《王光美訪談錄》披露的新的史實﹐我們可以看到﹐嚴格

地說﹐這個關於“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後的

生產力的矛盾”的表述﹐並不是所謂“八大路線”﹔因為在劉少

奇同志在“八大”的大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中﹐並沒有這個

關於“主要矛盾”的提法。 

那麼﹐這個關於“主要矛盾”的提法﹐是從哪兒來的呢﹖我

國的黨史學者進行了許多研究和考證。當年的基本情況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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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報告》討論通過後﹐黨代會閉幕前﹐還要作一個《關

於政治報告的決議》﹔這個關於“主要矛盾”的提法﹐就是這個

《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裡面的話。 

據胡喬木和當時的秘書班子中健在的一些同志在黨史雜誌上

著文回顧﹐這個《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是陳伯達寫的﹐當時他

是毛主席的“大秘書”。在《陳伯達回憶錄》中﹐陳伯達自己說﹐

《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是他寫的﹐對關於“主要矛盾”的表述

後來成了“八大路線”﹐他還很得意。 

八大的《政治報告》本身﹐經過會議代表的充分討論﹔但陳

伯達擬定的這個《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大概因為只有幾行字﹐

是很簡單的一個東西﹐所以可能未經毛主席和劉少奇審核﹐或者

看的時候沒有很在意﹐於是在八大的閉幕式上宣讀了一下﹐就最

終通過了。 

關於“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的“主要矛

盾”﹐也就是人們印象中的“八大路線”﹐當年實際的歷史情況﹐

就是這樣。其中關鍵的歷史情節﹐是《王光美訪談錄》提供的。 

從以上新的史實中﹐我們可以對這一段歷史作出新的解讀﹕ 

第一﹐這句關於“主要矛盾”的表述﹐不是八大《政治報告》

的正式內容﹐不是毛主席和劉少奇提出來的﹐而是陳伯達在《關

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中自己加上去的。 

第二﹐在“八大”期間﹐並不存在什麼毛主席和劉少奇在“路

線”問題上的矛盾和鬥爭。實際上﹐八大的《政治報告》﹐雖然

是由劉少奇主持起草的﹐但在《政治報告》起草過程中﹐毛主席

同劉少奇以及中央領導集體之間﹐曾經密切地交換意見﹐毛主席

不僅多次審閱了《政治報告》的文稿﹐而且還給劉少奇同志寫過

許多親筆信件﹐這些﹐都有擋案中的手稿為證。 

第三﹐關於“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這

個“主要矛盾”的提法﹐後來被放棄﹐也並不是因為毛主席和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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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之間發生了什麼“路線鬥爭”﹐而是蘇方米高揚寫的那個紙

條便箋﹐我們進行研究後覺得關於“主要矛盾”的提法不妥﹐在

幾個月以後作了修改。從國慶節毛主席和劉少奇在天安門城樓上

的談話看﹐顯然是他們兩個在前幾天夜間交談的繼續﹔那個時候﹐

毛主席和劉少奇兩人﹐並沒有在這個問題上產生過什麼矛盾。 

我們今天的黨史研究﹐有不少人從當前的政治需要出發來演

繹歷史﹐實際上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關於在“八大路線”問題

上毛主席和劉少奇之間的“路線鬥爭”﹐這種主觀演繹出來的歷

史認知﹐在我看來﹐實際上還是“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產物﹔

只不過﹐在“文革”時代﹐認為毛主席代表正確路線﹐劉少奇是

錯誤路線﹐而在“文革”以後﹐反過來了﹐認為劉少奇代表正確

路線﹐而毛主席成了錯誤的了。可歷史事實呢﹐在“八大”期間﹐

根本就不存在毛主席和劉少奇在路線問題上的矛盾和鬥爭。 

那麼﹐“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這個“主要

矛盾”的表述﹐也就是所謂的“八大路線”﹐是否正確呢﹖ 

按照馬克思歷史唯物論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

上層建築的理論觀點來衡量﹐我們稱之為“八大路線”的這種表

述﹐很難說是正確的﹐在“落後的生產力”決定的“經濟基礎”

上﹐作為“上層建築”的所謂“社會制度”﹐怎麼會那麼“先進”

呢﹖這是不符合馬克思歷史唯物論基本原理的。 

這裡還有一個問題﹕我們作為判別是非依據的馬克思的歷史

唯物論﹐是否可靠呢﹖我們承認﹐就像不會有什麼“歷史的終結”

一樣﹐馬克思主義也不是“真理的終結”﹐而且﹐就像毛主席的

話一樣﹐馬克思的話也並不“句句是真理”﹔不過﹐馬克思的歷

史唯物論﹐作為一種思想創造﹐放到世界歷史和學術的範圍內﹐

也應該承認是站得住腳的﹐很難否定。也就是說﹐對所謂“八大

路線”的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這個衡量標準﹐其真理

性是可靠的。因此米高揚的意見﹐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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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撇開這些意識形態的詞彙﹐從純粹實際的角度﹐對

所謂“社會制度”來作點考察的話﹐僅僅舉一個方面的例子﹐比

如政府官員隊伍的素質﹐我們看到﹕在“毛澤東時代”﹐我們國

家的黨政幹部雖然在道德方面的表現相當傑出﹐但文化程度和知

識水平卻叫人不敢恭維﹐不然也不會在“大躍進”和“大煉鋼

鐵”時辦了那麼多無知而可笑的事﹐出了那麼多洋相﹔而到如今﹐

我們的黨政官員雖然在文化程度和知識水平方面有大幅提高﹐但

卻又腐敗得不成樣子﹐在道德上表現得如此墮落。我想﹐如果依

一個現代國家的“制度”標準來衡量﹐我們今天的“社會制度”﹐

恐怕並不那麼“先進”呢。 

對我們過去關於所謂“八大路線”的歷史認知或者說主流印

象﹐如果由新的史實和新的解讀進行認真的反思﹐我們可以得到

的認識是﹕ 

我們國家在現代化的道路上是一個後來者﹐如今仍然是一

個“發展中國家”﹐現在正在進行“現代化的強行軍”﹐距離一

個現代化國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們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不僅在科技﹑工業等方面的建設﹐

要儘快改變“落後的生產力”的面貌﹔而且在“社會制度”方

面﹐也應當使我們國家的“制度”建設﹐努力達到一個“先進”

的現代化國家的水準。 

 

 

下面我才談到我參加這次會議的本意﹐推銷我的這本書。這

本書的全稱是﹐《憲政與“立國之本”— 關於“新民主主義”和

〈共同綱領〉的回顧與反思》﹐大風出版社 2007 年 1 月出版。 

我得承認﹐我這本書的創作靈感﹐源於 20 多年以前父親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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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次交談。這次交談引起我很長時間的思考。可以說﹐這成了

父親給我的一個研究課題﹐最後寫成了《憲政與“立國之本”》

一書。 

對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的事業﹐我是衷心擁護的﹐這

不是打官腔。“改革開放”﹐為我們國家開闢了一條嶄新的道路﹐

給中國帶來了歷史性的轉變。雖然未來的發展很難預測﹐現在也

有這樣那樣的悲觀看法﹐但作為鄧小平的主要業績﹐總的來說﹐

截至今天為止﹐改革開放在實踐上是成功的。作為“改革開放的

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可謂當之無愧。這和鄧小平同志的個人

特點是相關的﹐現在他去世了﹐“蓋棺定論”吧﹐我們可以把他

概括為改革家﹑戰略家﹑實幹家。鄧小平的事業﹐屬於實幹類型。 

鄧小平生前被稱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去世後又由繼

任領導人將其思想概括為“鄧小平理論”。不過我認為﹐鄧小平

對改革開放的理論表述﹐基本上是不成功的。這些理論表述﹐今

天已經成為人們的口頭禪﹕“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個中

心﹑兩個基本點”﹐“黨的基本路線”﹐“一部分人先富起

來”……等等。 

實事求是地說﹐鄧小平同志在理論方面的能力﹐在中共領袖

中﹐不如毛主席﹐也不如劉少奇。他的表述有的還有點理論色彩﹐

有的則純粹是大白話﹐比如“發展是硬道理”﹑“一百年不變”

等﹐只是表示了他搞改革開放的決心﹐算不上什麼理論。 

“鄧小平理論”的概括之所以不成功﹐從幹部群眾的反映就

可以看出來。人們私下交談時﹐一提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不少人的第一反應﹕不就是共產黨領著搞資本主義嘛﹐掛羊頭賣

狗肉。按馬克思的話來說﹐這個理論不僅沒有“征服群眾”﹐即

便是贊成改革開放的人﹐也並不很信服﹑並認真對待它。從實際

情況來講﹐我們雖然把國家的制度稱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鄧小平講的“四項基本原則”裡面﹐很重要的一條也是“堅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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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義道路”﹐可是我們在堅持了 20 多年的“社會主義道路”之

後﹐在總的國民經濟中﹐現在的私營經濟﹐資產佔了 50％以上﹐

產出更是佔了 70％以上。而人們的常識﹐一般都很難把私人資本

和社會主義聯繫起來﹐因為它就是資本主義。 

堅持了 20 多年的“社會主義道路”﹐怎麼就堅持出 50~70％
的資本主義了呢﹖這反映了一種“名實相怨”的現象 — 理論不

能夠正確地反映實際﹐因而也就不能正確地指導實踐﹐也就是說﹐

目前的理論﹐既不能“循實正名”﹐也不能“循名責實”。這

種“名實相怨”的現象﹐在中國改革的實踐中造成了許多問題﹐

實際上在損害著“改革開放”的事業。理論問題沒有解決好﹐是

鄧小平時代給我們留下來的遺產。鄧小平同志去世後﹐中國改革

的理論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好。 

按現代化標準來說﹐我國仍然是一個經濟﹑社會﹑政治等各

方面的制度都沒有發展到位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理論指導是

很重要的。前十幾年有句話﹐“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

現在﹐兩極分化﹐工人下崗﹐更要罵娘了。換個角度看﹐這種現

象﹐反映了整個社會的思想混亂和信仰危機。我認為﹐以此來責

備年輕一代是不對的﹐責任不在幹部和群眾﹐而主要在中央﹐是

中央沒有為改革解決好理論問題﹐造成了思想混亂﹐影響了年輕

人﹐而年輕人以自己的方式在熱忱地思考這個問題﹐卻被指責

為“信仰危機”。這實際上是理論與實踐嚴重脫節產生的現象。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呢﹖我認為﹐解決改革

在理論方面問題的方法﹐其實很簡單﹐用一句老話說﹐叫作“退

一步海闊天空”﹕ 

黨的理論﹐應當回到“新民主主義”的理論上來﹔黨的路線﹐

應當回到“七大”的路線﹔我國的憲政﹐則應當回到新中國建立

時的第一部憲法﹐即《共同綱領》。這是三個一脈相承的執政的

理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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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時代﹐理論的創新是必然的﹐向世界的學習也是必然

的。但是在憲政問題上﹐既要前進創新﹐又要體現歷史的繼承性﹔

而且﹐既然能夠適應現實需要的理論﹐我們黨自己的歷史傳統裡

就有﹐有什麼必要“捨近求遠”﹑去追求那些“全盤西化”的名

號呢﹖美國憲法二百多年不變﹐如果我們對其持正面﹑肯定評價

的話﹐那麼我們的“新民主主義論”和《共同綱領》﹐完全可以

與之相比。 

“鄧小平理論”的表述中﹐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排斥和拒

絕“資本主義”﹐“名實相怨”的尷尬﹐即源於此。恢復了“新

民主主義”的理論﹐問題就可以解決了﹐因為毛主席的“新民主

主義論”﹐按照劉少奇同志的解釋﹐新民主主義﹐既有社會主義﹐

也有資本主義。按照“新民主主義”的理論﹐中國在“改革開放”

之後產生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不僅可以“循實正名”﹐得

到合理的解釋﹐而且可以“循名責實”﹐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

進行規範。 

當然﹐“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作為憲法的《共同綱領》﹐

也需要繼續發展﹐不必照搬照抄﹐但這個理論框架﹐其核心理念

或者說精神實質卻完全可以繼承。 

其實﹐“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本質﹐就體現在我們的國旗“五

星紅旗”上﹕中間的那顆大星星代表共產黨的領導﹐周圍的四顆

小星星分別代表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

產階級﹔在革命時代﹐是四大革命階級的聯合陣線﹐執政以後﹐

這四個階級又構成了我國政權的社會基礎﹐毛主席稱之為“國

體”。在此基礎上﹐毛主席又發展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思想﹐

這和盧梭的“人民主權論”其實是一樣的。五星紅旗的政治含義﹐

已經表明了“新民主主義”和《共同綱領》的精神實質﹐用鄧小

平的話來說﹐是完全可以“一百年不變”的。 

毛主席“新民主主義”的理論﹐最早形成文字﹐是 193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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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初期﹐毛澤東同志在成功解決了抗日戰爭的軍事戰略和政

治戰略這些緊迫的問題之後﹐就開始考慮與探索中國革命的政冶理

論問題。經過了一段時間的醞釀﹐在《紀念五四運動》﹑《〈共產

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文章中﹐初步提出

這個理論。以 1940 年的《新民主主義論》為標誌﹐進行了系統闡

述﹐“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基本形成。之後﹐主席又逐漸對該理論

進行了一些重要的補充﹐有七大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解放

前夕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和解放後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新民主主義”理論的醞釀﹑產生﹑成熟﹑完善﹐經過毛澤

東同志十幾年的認真思考。“新民主主義”的理論﹐不僅是革命

的理論﹐而且是革命成功以後建設國家的理論﹐是憲政的理論。

實際上﹐《新民主主義論》﹐毛主席就是當作憲政理論來論述的。

如今的中國﹐革命早已勝利了﹐我們完全可以而且應當“告別革

命”了﹐但是﹐毛主席在革命時代創立的“新民主主義論”﹐卻

仍然可以作為我國憲政理論的基礎。按照這個思想﹐就可以對改

革開放以來的一些社會現實作出解釋﹐與“鄧小平理論”﹑“三

個代表”等表述進行比較﹑分析。一個理論如果是正確的﹐一方

面要進行正面闡述﹐一方面要與不同意見進行討論﹑辯駁﹐才能

經得起推敲。 

從思維方式看﹐鄧小平同志的“兩個基本點”的理論﹐同“八

大”時關於“主要矛盾”的提法一樣﹐可歸於張之洞“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一類﹕既要向世界學習﹐又要羞羞答答﹐大體上是﹐

自然科學領域的東西可以學﹐但社會生活領域的東西﹐則必須堅

持自己的一套﹐19 世紀時﹐是“傳統社會”那一套﹐到 20 世紀﹐

則是“革命時代”的一套。 

對這種“中體西用”的思維方式﹐我既不欣賞﹐也不贊成。

應當指出的是﹐在我黨的領袖裡﹐明確反對“中體西用”的﹐是

毛澤東同志。在《與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一文中﹐毛主席非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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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地反對和批評了“中體西用”的提法。 

我們的一般印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槍桿子裡面打出來的﹐

這從實質上不能說不對。但具體地說﹐從憲政角度來講﹐我們這

個國家﹐是在第一屆政協會議誕生的﹐“政協會議”實際上就是

西方人說的“制憲會議”﹐“政協會議”制定了《共同綱領》﹐

才有了我們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它的中央政府。 

現在的說法﹐認為“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們共有四部憲法。

這種說法不對﹐《共同綱領》稱為“臨時憲法”﹐當時也稱為“人

民大憲章”﹐所以實際上是五部。當然﹐1954 年的憲法﹐否定了

《共同綱領》的基本精神。究其原因﹐是因為歷史把它否定了﹐經

過“三大改造”﹐我國由新民主主義制度轉變為社會主義制度了。 

在現在的條件下﹐如果從實質含義上進行分析﹐從憲政理論

上進行研究﹐如果已經“名實相怨”﹐那就必須“循實正名”。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又從社會主義再回到新民主主義﹐這

可以理解為黑格爾哲學中所說的“正~反~合”。既然中國改革的

社會現實實際上已經回到了新民主主義階段﹐那麼﹐憲法恢復到

與之匹配的《共同綱領》﹐也是合乎情理的。 

關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我們也應當作新的理解。如果簡

單地說﹐所謂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1﹑
經濟成份的角度﹐也就是公有制﹑國有制和私有資本﹔2﹑國家﹑

社會制度的角度。 

作為經濟成份﹐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涵義﹐很容易理解。 

資本主義作為“制度”﹐大體上可以認為是保護財產權利的

法律制度﹐包括國有和私有資產﹐前者比較簡單﹐因為所有制結

構簡單﹐後者則很複雜﹐因此需要龐大的法律體系來支撐。 

而社會主義作為“制度”﹐如果作點簡單化的理解﹐就是國

家對社會弱勢群體實行救助的制度﹐也就是社會保障制度。 

實際上﹐一個現代國家﹐既是一個在保護產權方面﹐非常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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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謹的國家﹐同時也是對全體人民﹑尤其是社會弱勢群體照顧得相

當周到的國家。因此﹐對世界上每一個發達國家﹐我們都可如此

理解﹕它們既是一種發達的資本主義制度﹐也是一種發達的社會

主義制度。而不論發達的資本主義制度﹐還是發達的社會主義制

度﹐對我們都是一個建設的問題﹐而且建設的任務很艱鉅﹐因為

我們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制度﹐嚴重的問題是缺乏

財力﹐而建設資本主義制度﹐主要是政府的建設和觀念的轉變。 

因此﹐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完全可以在一個國家

和諧共存﹔而“新民主主義”﹐就是既有社會主義﹐也有資本主

義。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看成完全對立﹑你死我活的兩種“制

度”﹐這實際上是一種冷戰思維。冷戰結束了﹐世界變了﹐中國

也變了﹐我們沒有必要繼續維持這種冷戰思維。 
作為中國人﹐我們應當知道這樣一個歷史事實﹕所謂“冷

戰”﹐是在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美國為首的“資本主

義陣營”之間進行的﹔不過﹐自 20 世紀 60 年代的“中蘇論戰”

起﹐中國雖然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卻已經不屬於那個“社

會主義陣營”了﹔也就是說﹐打破二次大戰以後的“雅爾塔體

制”﹐率先從世界“兩極格局”中掙脫出來的﹐是中國。因此﹐

拋棄“冷戰思維”﹐中國人不僅不應當在心理上有什麼障礙﹐而

且最有資格理直氣壯地在世界上倡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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