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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共產黨宣言》的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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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墳》《五典》﹕漢孔安國《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

高辛﹑堯﹑舜為五帝。記載三皇時代的書稱為“三墳”﹐記載五帝時代的書稱為

“五典”﹐內容已不可考。 
百宋千元﹕指清代乾隆﹑嘉慶時藏書家黃丕烈和吳騫的藏書。黃丕烈藏有宋

版書一百部﹐吳騫藏有元版書一千部﹐世稱“百宋千元”。 
天球河圖﹕古人以為天圓地方﹐製作天球儀模型認識宇宙﹐日月星辰佈列其

上﹐亦分南北二極﹐黃赤各道。河圖說的是相傳伏羲氏王天下﹐龍馬負八卦圖出



20 世紀 70 年代末﹐中國副總理王震訪問英國。王震聽說英國

大部分工人﹑職員﹑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約佔全國人口 70％
的普通百姓﹐都擁有在中國人看來相當闊綽的私人住宅和家用轎

車﹐每年度假可以出國旅遊﹐感到非常驚訝。他帶著“訪貧問苦”

的明確意向要求訪問一位失業工人。中國駐英大使柯華陪同王震

來到一個失業工人的家。王老有點眩暈﹐這是失業工人嗎﹗﹖他

看到了什麼呢﹖ 
這個失業工人住著一棟一百多平方米的兩層樓房﹐有餐廳﹑

客廳﹐有沙發﹑電視機﹐裝飾櫃子裡有珍藏的銀器﹐房後還有一

個約 50 平方米的小花園。由於失業﹐他可以不納稅﹐享受免費醫

療﹐子女免費接受義務教育。2

王震看後感慨良多。原來想當然地以為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

英國工人﹐生活水平竟然比中國的副總理都高。柯華大使告訴他﹕

“我曾問過一個清潔工人﹐他每週收入約一百英鎊﹔一個開電梯

的工人﹐每週收入為一百五十英鎊。”按當時英鎊對人民幣匯率 1
兌 5.91 概算﹐清潔工的週工資相當於人民幣 591 元﹔電梯工的週

工資相當於人民幣 886 元。王震是五級高幹﹐那時每月工資不到

四百元﹐週工資不到一百元﹐相當於英國一個清潔工週工資的六

分之一﹐電梯工週工資的八分之一。中國的貧窮社會主義太相形

見絀了。如果不是拿中國高官與英國工人相比﹐而是兩國百姓作

                                                                                                                  
黃河。 

金人玉佛﹕金人指的是金銅仙人﹐是漢武帝劉徹在他的建章宮神明臺上建造

的﹐金人手捧承露盤﹐企望飲仙露而長生不老。玉佛出自玉文化和佛文化的交融﹐

把一塊潔淨無暇的深綠色玉塊雕成佛﹐佛面靈光四射﹐輝煌無比﹐倍增神韻﹐很

多寺廟都有玉佛殿。 
2 柯華﹕〈在馬克思的墓前 — 對資本主義和西方民主的觀察〉﹐《炎黃春秋》1999
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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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差距就更大了。據專家計算﹐1978 年中英兩國人均國民收

入的比例是 1 比 42.3。3 就是說﹐英國普通百姓的收入比中國普

通百姓的收入高 42 倍。 
我國駐英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于日參加了接待工作﹐他在〈旅

英十年 — 重新認識資本主義〉一文中稱﹕“有人問王副總理對

英國有什麼觀感﹐王出人意料地說了這麼一段話﹕‘我看英國搞

得不錯﹐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

利也受重視﹐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

主義社會。’” 
王震訪英歸來﹐成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的堅定支持者。

王震是中共領導集團的重要成員。他對民主社會主義的認識過程﹐

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從帶有成見的懷疑﹑蔑視到驚訝﹑讚

嘆﹑嚮往。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是把西歐民主社會

主義作為參照物制定改革開放政策的。英國民主社會主義奠基人

是工黨首相艾德禮。王震訪英時是保守黨執政﹐撒切爾夫人當首

相。按照我們原來的分類﹐英國保守黨是資產階級政黨﹐英國工

黨是修正主義政黨﹐一資一修﹐把英國搞得“物質極大豐富﹐三

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重視”。看起來我們

過去所批判的“資本主義道路”﹑“修正主義道路”並不是那麼

可怕﹐恰恰是我們夢寐以求實現不了的幸福社會。自視為根紅苗

正的共產黨人辦不到的事情﹐被“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政

黨辦到了。這是怎麼一回事﹖是我們的“科學社會主義聖經”—
《共產黨宣言》有錯誤﹐按照這個路線圖走﹐永遠達不到“物質

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重視”

那樣一種境界。 
                                        
3 劉國平﹕《中國與世界經濟發展的比較》﹐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175~1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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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共產黨宣言》時﹐馬克思 30 歲﹐恩格斯 28 歲。恩格

斯 23 歲來到曼徹斯特他父親的工廠裡工作。曼徹斯特資本主義給

他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他還陪同馬克思參觀了曼徹斯特的血

汗工廠﹐他們認識資本主義是從這裡開始的﹐不能超越曼徹斯特

資本主義給他們帶來的歷史局限性。這種局限性就表現為《共產

黨宣言》中的一些過激主張。 
19 世紀 40 年代的倫敦﹑利物浦﹑曼徹斯特等大城市﹐託福於

產業革命﹐一座座大工廠拔地而起﹐英國已經成了“世界工廠”。

英國的產品幾乎佔整個世界工業產品的 50％。財富像魔法一樣從

工廠湧流出來。鱗次櫛比的商業街﹐豪華的大劇院﹐哥特式的教

堂﹐林蔭道兩旁寬敞舒適的富人住宅﹐每一刻鐘或半點鐘都有公

共馬車經過。產業革命創造了燦爛的城市文明。 
在這些城市文明光環照不到的地方﹐掩藏著一個悲慘世界﹐

這就是工人的貧民窟。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又被稱為“野蠻資本

主義”。曼徹斯特是英國紡織業的中心﹐是“野蠻資本主義”的

典型﹐那裡的工人受的苦難最深﹐給馬克思和恩格思留下了極其

深刻的印象。在恩格斯訪問過的一個貧民窟裡﹐他親眼看到﹕“往

往是丈夫﹑妻子﹑四五個孩子﹐有時還有祖母和祖父﹐住在僅有

的一間 10~12 英尺見方的屋子裡﹐在這裡工作﹑吃飯﹑睡覺。……

全區在十個當家人中﹐很難找到一個除了工作服還有其他衣服的

人來﹐而且工作服也是破破爛爛的﹔他們中有許多人﹐除了這些

破爛衣服﹐晚上就沒有什麼可以蓋的﹐他們的床鋪也只是裝著麥

桔或刨花的麻袋。”4 最可怕的是失業的威脅﹐一旦失業﹐全家

                                        
4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第 64~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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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陷入了絕境。 
恩格斯看到了早期野蠻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階級的貧困悲慘

的生活﹐義憤填膺地寫道﹕ 
 

5

 

他舉例做了細緻地分析﹕由於頭一個發明 — 一個工人搖動

的珍妮紡紗機 — 的生產能力已至少比一架普通紡車高五倍﹐所

以每一架新的珍妮紡紗機就要使五個紡工失業。生產力比珍妮紡

紗機大得多而且也只需要一個工人操縱的水力紡紗機就剝奪了更

多人的生計。自從許多紡紗工廠使用自動紡紗機以後﹐紡工的作

用就全部化為烏有而由機器代替了。 
恩格斯說﹐由於機器方面的各種改進﹐費力的工作一天天地

被機器所代替﹐從而成年男人的工作就變成了簡單的看機器的工

作﹐這是纖弱的婦女甚至小孩子也完全可以做的﹐而做這個工作

所得的工資要少一些﹐甚至少三分之二﹔這樣一來﹐儘管生產已

經擴大﹐成年工人卻一天天地從工業中被排擠出來﹐而且再也找

不到工作﹔甚至由於機器完全代替了人力﹐整個整個的勞動部門

被取消了。資產階級老爺們可以去問問曼徹斯特或其他任何地方

的清道夫﹐去問問那些在街上賣鹽﹑賣火柴﹑賣橘子﹑賣鞋帶等

等或者竟不得不討飯的人﹐問問他們過去是幹什麼的﹐他們之中

有許多人會回答道﹕工廠工人﹐被機器剝奪了工作的工人。在英

國產業革命時期﹐由於蒸汽織機的普及推廣﹐把 80 萬熟練織工拋

上街頭。 

                                        
5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第 18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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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深受恩格斯的調查報告《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的

影響﹐他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又搜集許多工廠調查報告﹐證

明恩格斯的結論﹕機器奪走了工人的飯碗。馬克思把機器看做是

工人階級的敵對力量﹐他是這樣說的﹕ 
 

1830
6

 

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情失業工人﹐為失業工人鳴不平﹐想制止

機器排擠工人的現象﹐在道義上百分之百的有理。但是﹐為了維

持工人就業﹐保持工人穩定的生活﹐要求廠主不得添置新的機器

設備﹐不得採用新技術﹐這就取消了生產力的發展﹐取消了財富

的增加﹐取消了社會的進步。在這裡﹐我們看到了馬克思﹑恩格

斯的空想社會主義胎記。 
據《資本論》記載﹕當時“英國五萬人用機器紡掉的棉花﹐

如果用舊式紡車來紡需要二億人﹐這當然不是說紡紗機排擠了這

從來沒有存在過的二億人的位置。這只是說﹐要代替紡紗機﹐需

要大量增加工人人口。”7 1870 年英國總人口是 2100 萬。如果只

靠人力紡車﹐不僅工人一個不會失業﹐加班加點幹一輩子也幹不

完﹔就是從國王到臣民都去搖紡車也幹不出二億人的活來。有了

                                        
6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3 年﹐第 441 頁。 
7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 4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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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紗機﹐五萬人能頂替二億人﹐生產率提高了四千倍。英國的國

民收入﹐18 世紀末葉是 1.2 億鎊﹐1870 年達到了 12 億鎊﹐增加了

十倍。從宏觀的歷史角度來看﹐用機器代替工人﹐或者說機器排

擠了工人﹐是普濟天下蒼生﹑推動歷史進步的首善之事﹐正是先

進生產力的不斷地發展﹐逐漸地把工人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

出來﹐才為一個更高級的社會創造著物質基礎。 
共產黨人反對了一百多年的資產階級並不是天生的罪人和壞

蛋。他們是第三等級中最勤勞﹑最能幹﹑最精明﹑最優秀的一部分。

他們的祖先是農奴﹐他們的父輩是城關市民。《共產黨宣言》中說﹕

“從中世紀的農奴中間產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從這個市民

等級中間發展出最初的資產階級分子。”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正

確地指出﹕“資產階級爭得自己的階級統治地位還不到一百年﹐

它所造成的生產力卻比過去世世代代總共造成的生產力還要大﹐

還要多。”它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生產方式﹐是機械化大

生產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它最積極地把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

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另一方面又提出政治主張﹕為解放窮苦工

人﹐必須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消滅私有制﹐剝奪資產階級﹐消滅資

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這個“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捲

到文明中來”的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這是《共產黨宣言》的根本

性錯誤﹐是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中的空想社會主義成份。 
在《共產黨宣言》發表的時候﹐正是英國憲章派準備在倫敦

發動起義的前夕﹐接近爆炸的階級鬥爭形勢﹐對工人的同情和對

資本家的義憤﹐使他們在定稿時帶上了道德感情色彩﹐錯誤地給

資本主義判了死刑﹐要消滅私有制﹐消滅資產階級﹐結束資本主

義生產方式﹐而且一定要用暴力。馬克思﹑恩格斯所倡導的社會

主義革命﹐由此成為一種打著解放工人階級的旗幟摧毀先進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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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暴力社會主義運動。他們與 19 世紀初期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

門﹑傅利葉﹑歐文的區別是﹕三大空想家是說服國王和政府採納

和實行他們理想社會的方案﹔馬克思﹑恩格斯發現了人數日益眾

多的無產階級可以作為未來社會主義運動的物質載體﹐認為通過

暴力革命﹐武裝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就能改造社會。

恩格斯宣佈社會主義由空想變成了“科學”﹐以此為題目寫了一

本論述“科學社會主義”的小冊子。但所謂的“科學”是手段的

有效性﹐而不是目標的現實性﹐其目標中的空想成份﹐並沒有改

變。共產主義是他們的奮鬥目標﹐按照馬克思的設想﹐這個社會

是建立在“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之後”8 的經濟基礎

上﹐這就是說﹐共產主義需要比資本主義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

資本主義是靠科學技術為支撐的新的生產方式﹐創造了高於封建

社會的勞動生產率﹐戰勝並取代封建農奴制的。共產主義者手裡

沒有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有的僅僅是劫富濟貧的義憤

和實現改朝換代的革命暴力﹐這就注定了共產主義運動在有些國

家可以奪取政權﹐可以實現改朝換代﹐也可以在改朝換代後做出

一些輝煌的業績（如蘇聯參加世界民主陣營﹐為戰勝德意日法西

斯做出重大貢獻）﹐但不可能創造高於資本主義勞動生產率的生

產方式﹐不可能取代資本主義。 
 

 
 
“科學社會主義”誤導了包括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在內的

幾代共產黨人﹐從革命理論變成了許多國家共產黨的政綱﹐變成

                                        
8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第 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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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千百萬人的政治訴求和社會實踐﹐最終成為震撼全球的共產主

義運動。共產黨人以為只要憑藉手中的暴力奪取了政權﹐就能隨

心所欲地改造社會﹐創造歷史。 
列寧在〈偉大的創舉〉一文中曾經盲目地自信﹕“資本主義

可以被徹底戰勝﹐而且一定會被徹底戰勝﹐因為社會主義能造成

新的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9 列寧這篇文章的副題是“論共產

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他想通過發動群眾加班加點﹑不領工資

的辦法創造比資本主義“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布爾什維克的

政治鼓動很快就失靈了。經過 70 多年的拼命努力﹐蘇聯也沒有創

造出高於資本主義的勞動生產率來。1967 年蘇聯官方公佈的國民

生產總值為當年美國的 — 32715 億美元 — 67％﹐此後再未公

佈。據西方權威機構聯合調查﹐蘇聯解體前 1989 年的國民生產總

值只有 5120 億美元﹐不到美國的十分之一（美國同年的國民生產

總值是 64319 億美元）。可見當年蘇聯統計公報水分之大。10 這
樣一種落後的﹑反科學的“科學社會主義”樣板﹐理所當然地被

歷史所淘汰﹐其高級階段共產主義隨著蘇聯的解體自然也就幻滅

了。 
毛澤東也深知﹐勞動生產率﹐發展速度﹐是社會主義－共產

主義的生命線。他在八大的預備會上說﹕ 
 

                                        
9 列寧﹕〈偉大的創舉〉﹐《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第 16 頁。 
10 何方﹕《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下卷﹐明報出版社 2007 年﹐第 762~7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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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發動大躍進﹐放出豪言兩年要在鋼產量上超過英國。英國

1957 年鋼產量是兩千萬噸﹐中國是 535 萬噸。1958 年他下命令鋼

產量翻一番﹐達到 1070 萬噸。命令九千萬人“土法煉鋼”﹐鉅大

的資源浪費和自然環境的破壞不算﹐還賠了（貼補）40 億人民幣﹐

佔 1958 年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12 生產幾百萬噸無法利用的鐵垃

圾﹐上演了一出勞民傷財的大鬧劇。而真正實現超英趕美﹐是在

改革開放後的 2006 年﹐不僅在鋼產量上超過了英國和美國﹐13 而
且在國民經濟總規模達到了世界第四﹐超過了英國。不過這不是

按照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和革命道路”﹐不是按照公有制和計劃

經濟的蘇聯模式趕上和超過的﹐而是按照受到毛澤東嚴厲譴責﹑

據說可以導致“亡黨亡國”的“修正主義路線和資本主義道

路”﹐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趕上和超過的。中國

如不是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會像蘇聯一樣被開除球籍。 
共產主義第一階段 —“科學社會主義”經過 70 多年拼死努

力﹐蘇聯和中國為發展經濟趕超資本主義國家付出了餓死五千萬

人的代價（蘇聯餓死一千三百萬﹐中國餓死三千七百萬）。偉大

使徒們的錯誤就是把手段的有效性和目標的現實性混為一談﹐把

手段當作目標﹐殊不知奪取了政權﹐推翻了資本主義制度﹐消滅

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並不等於創造了高於資本主義的勞動生產

                                        
11 毛澤東﹕〈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

版社 1977年﹐第 295~296 頁。 
1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3 年﹐

第 712 頁。 
13 2006 年中國鋼產量 41750 萬噸﹐包括英國的歐盟 25 國鋼產量 19890 萬噸﹐包括

美國的北美自由貿易區鋼產量 13350 萬噸（MEPS《世界鋼鐵總覽》﹐參見

http://www.meps.com.cn/article-key-out-q3-06-c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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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他們高揚“科學社會主義”旗幟﹐沒收資本主義工商業﹐消

滅小農經濟﹐自以為是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為建立一個更高級的社會而鬥爭﹐實際上恰恰是在阻礙和破壞生

產力﹐消滅建立更高級社會的經濟基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被消

滅了﹐先進生產力也隨著被消滅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帶給社會

的是永遠的貧窮落後﹐永遠的缺吃少穿﹐永遠的票證經濟。這是

20 世紀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共同經歷。 
從 1945~1991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人民恢復和發展

的 45 年。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除美國外大家

都從戰爭廢墟中走出來。這 45 年是兩種制度和平競賽的 45 年。

45 年的比較﹐誰優誰劣﹖誰代表先進生產力﹐誰阻礙了先進生產

力的發展﹖誰給普通民眾帶來了看得見﹑摸得著﹑享受得到的物

質利益﹐誰用大話和空話欺騙了民眾﹖人民已做了結論﹐歷史也

已做了結論。 
東西德作為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對峙的前哨﹐二戰

後它們發展起步的經濟基礎是一樣的。馬克思的子孫們仔細地﹑

深入地﹑長期地將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做了對比。“科

學社會主義”首要的和基本的一條就是消滅私有制和市場經濟﹐

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從 1945 年開始﹐東德的企業主即資本家

們開始往西德逃亡。東德統一社會黨（共產黨）開始認為讓這些

資產階級分子走掉是件好事﹐可以淨化社會﹐減少反對派﹐有利

於黨的統治﹐不僅沒有阻止﹐還給他們發了前往西德的通行證。

到 1961 年跑了二百七十多萬人。後來發現﹐不僅資本家跑了﹐科

學家﹑教授﹑醫生等知識分子以及一些技術工人都往西方跑。這

股逃亡浪潮愈演愈烈﹐直接威脅到了東德的生存﹐於是修築了“柏

林牆”。德國統一前夕﹐西德的人均國民收入比東德的人均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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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高四倍。西德的產值佔兩個德國全部產值的 93％﹐東德帶給

大家庭的財富只佔國家全部財富的 7％。統一後﹐聯邦德國作為全

德國的中央政府撥出鉅額資金幫助東部同胞﹐對於幫助東部地區

人民克服經濟困難﹐加速經濟結構的改造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東

德統一社會黨垮臺後﹐該黨政治局委員﹑長期負責意識形態的京

特‧沙博夫斯基對本黨的失敗有深沉地反思。14 他帶著亡黨亡國

之痛說出了兩個令共產黨人“沮喪”的真理﹕ 
一是國有制不如私有制。在“國有制框架內”﹐社會主義國

家的經濟發展永遠趕不上資本主義國家﹐說“社會主義是社會生

產率更高的一種形式是欺人之談”。國有制的優越性是理論家推

導出來的﹐是虛幻的﹐例如理論家們最愛喋喋不休地宣講﹕“工

人們在國營企業幹活是當家作主﹐是為自己幹活﹔在私營企業幹

活是為資本家做奴隸﹐是受壓迫﹑受剝削。”德國工人的實際體

驗是﹐在東德國營工廠裡“當家作主”﹐掙五百馬克﹔到西德私

營企業裡去“受壓迫﹑受剝削”﹐掙二千馬克。工人們“用腳投

票”﹐逃往西德﹐寧可“受壓迫﹑受剝削”去掙二千馬克﹐也不

留在東德“當家作主”。 
二是社會必須要有資本家。這個“令人沮喪”的真理是共產

黨人最不願意接受﹑但又必須接受的﹐只要他們不想像德國統一

社會黨那樣被人民和歷史所拋棄。資本家是什麼﹖是社會經濟生

活的管理階層。尼克松認為﹕“東歐 45 年的共產主義‘和平’﹐

甚至比西歐五年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對管理階層的摧殘更加

嚴重。東歐國家普遍缺乏使資本主義槓桿起作用的高級經理﹑會

                                        
14 弗朗克‧西倫﹑路特維希‧屈納著﹐孫瑞英譯﹕《政治局 — 一個神話的結束﹕

京特‧沙博夫斯基採訪錄》﹐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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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師及其他專業人才。”15 對資本家進行詆毀﹐把他們妖魔化﹐

都趕到西方去﹐使東德發展經濟時失去了先進生產力的領頭人。

這是一種痛苦的反思。東德與西德相比﹐多了一個意識形態的包

袱﹐少了一個管理階層。這一多一少﹐是東德經濟搞不上去的根

源﹐是東德亡黨亡國的根源。 
“科學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救世學說﹐雖然傳播逾百年﹐縱

橫半個世界﹐但最終沒有能夠改造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隨著蘇

聯集團的解體而悄然淡出了歷史舞臺。當資本主義國家聯合起來

進攻蘇聯﹐企圖將“科學社會主義”的實驗扼殺於搖籃的時候﹐

“科學社會主義”表現了頑強的生命力﹐因為人民相信布爾什維

克的宣傳﹕“科學社會主義”代表優於資本主義的先進生產力﹐

代表一種比資本主義更富裕更公平的社會制度﹐經過一段艱苦努

力老百姓可以過上好日子﹔當資本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和平

共處了兩代人的時段﹐用先進生產力創造鉅額財富改善人民生活﹐

以抗拒“赤禍”蔓延的時候﹐“科學社會主義”— 以公有制﹑計

劃經濟和“無產階級專政”為旗幟的社會制度 — 的致命的短處

就暴露出來了﹐除了“克格勃第九局”正在建立供高級幹部享樂

的“共產主義”外﹐16 下層幹部和普通百姓得到的只是多做奉獻﹑

少拿工資的教育以及一大把限量供應的票證﹐“科學社會主義”

沒有辦法造成比資本主義“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沒有辦法讓

人民過上像歐美百姓那樣富足的日子。和平演變是雙向的﹐公平

的﹐不可抗拒的﹐優勝劣汰的。社會主義國家出現“資本主義復

辟”是歷史的必然﹐還得回到在改良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改善人民

處境的現實中來。 

                                        
15 尼克松﹕《新世界》﹐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1992 年﹐第 124~125 頁。 
16 鮑里斯‧葉利欽﹕《葉利欽自傳》﹐東方出版社 1991 年﹐第 141~1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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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以消滅私有制為結局的革命﹐一種以排斥先進生產力為

特徵的社會制度﹐無論以什麼堂皇的名義﹐都是沒有前途的。代

表先進生產力的私有制和資產階級﹐無論遭到多大誤解﹐無論怎

樣被妖魔化﹐最終都會被人類認同﹐脫離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一步

一步地走向文明﹐走向更高生活水平的平等和正義。私有制和資

產階級代表先進生產力﹐是不能消滅的﹐消滅了還得請回來。這

是 20 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留給後世的最根本的教訓。 
 

 
 

 
把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前提是《共產黨

宣言》的最大誤區。 
1920 年﹐瑞典社會民主黨和人民黨聯合執政﹐按照《共產黨

宣言》的要求﹐將一批私營企業改組為國營企業。後因效率低下﹐

引發經濟困難﹐1924 年聯合政府下臺﹐停止了國有化政策的實施。

民主政治能夠保證及時糾正重大政策的失誤。 
瑞典社民黨從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認為在生產效率低下﹑

社會財富遞減的情況下﹐社會主義是建設不起來的。社會主義的

關鍵﹐實現社會公平的關鍵﹐不是所有制﹐而是分配方式。他們

得出的結論是生產資料必須私有化﹐這種私有化是以職工持股和

小股民持股與大股東共同佔有生產資料為特徵的﹐以鼓勵私人企

業創造更多的財富﹔財富分配必須社會化﹐由政府和工會來掌管﹐

就是說由政府（在工會監督下）通過稅收把一部分企業利潤分配

給弱勢群體﹐縮小貧富差別﹐建設福利型國家。這樣一種認識成

為他們的新的施政綱領﹐1932 年通過大選再次上臺執政時﹐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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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既得到了工人和其他勞動人民的擁護﹐又得到了資本家的

擁護﹐竟連續執政 44 年﹗ 
在民主社會主義運動衝擊下﹐經過一百多年的改良﹐資本主

義世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隨著先進生產力的發展﹐工人的勞動

時間由 15﹑16 個小時普遍降低到每天八小時﹐工人的勞動報酬也

已超過自己和家人的衣食所需﹐有了王震親眼所見的花園洋房﹐

有了汽車﹐有了電視﹑冰箱﹑空調等過去資產階級才能享受的消

費品﹐有了自己和家人從生到死伴隨一生的社會福利保障。1986
年美國經濟學家W‧E‧H‧哈拉爾出版《新資本主義》一書﹐宣

告“舊資本主義的消亡”﹐“新資本主義猶如一隻從垂死的時代

的灰燼中飛出來的鳳凰”﹐“超越現有的‘舊資本主義’和‘舊

社會主義’的僵化的意識形態。”世界進入新資本主義時代。“發

達國家的收入增長了十幾倍﹐從多數人每年只靠幾百美元維持生

活到今天（註﹕這些話是 1986 年說的）每個家庭的收入達到二萬

六千美元以上﹐而每週的工作時間卻從 70 小時縮短到不滿 40 小

時。有史以來﹐生活的基本需要第一次得到了合理的滿足﹐人的

壽命延長了一倍﹐物質生活也普遍變得很舒適。”17 運用資本主

義生產方式所掌握的先進生產力﹐可以增加社會財富總量和提高

社會全體成員的生活水平。人們的經濟關係可以不再成為一方受

益﹑另一方受損的殘酷爭奪﹐可以是雙贏的結局﹐使每個人都成

為受益者﹐儘管受益的多少有所不同﹐這是一種普遍受益的同向

分化。發達國家的勞資關係沒有尖銳化﹐沒有出現爆炸性局勢﹐

秘密就在這裡。 

                                        
17 W‧E‧H‧哈拉爾著﹕《新資本主義》﹐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9 年。引文部分引

自〈前言〉第 8 頁﹐第一章〈舊資本主義的消亡〉第 3 頁﹔第九章〈資本主義和

社會主義的混合〉第 392 頁。 

 15



我們一直有一個大義凜然的說詞﹕把私營企業改造成為國營

企業﹐是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事實又如何呢﹖從 1957~1978 年﹐

我國在消滅了私有制以後的 20 年間﹐新建的和改組的國營企業由

於制度性的先天缺陷﹐連年虧損﹐職工工資非但沒有提高﹐反而

下降 5.7％。職工的年平均工資從 1957 年的 582 元下降到 1978 年

的 549 元。18  
日本是被我們視為“制度落後”資本主義國家。從 1955~1973

年﹐日本 30 人以上的企業職工工資提高了將近三倍﹐勞動生產率

提高了九倍。結果﹐剩餘價值率從 1955 年的 314％提高到 1970
年的 443％﹐是一個勞資雙贏的結局。19

對待剝削問題要有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剝削的起點是奴隸

制。奴隸制在今天看來是一種最野蠻﹑最殘暴的制度﹐但它的出現

比起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來是一個鉅大的進步。所以恩格斯說﹐沒有

古代的奴隸制﹐就沒有近代的歐洲﹐就沒有近代的社會主義。20 如
果從純道德的觀點認識問題﹐剝削當然是不人道的。但從歷史唯物

主義的角度看來﹐剝削這種現象是社會發展的產物﹐它是伴隨著歷

史前進的腳步來到世間的。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它本身就是社會發

展和歷史進步的表現。在原始社會裡﹐人們沒有什麼剩餘產品﹐也

不可能有剝削﹔生產發展了﹐人類社會有了剩餘產品﹐才出現了私

                                        
18 劉仲藜主編﹕《奠基》﹐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1999 年﹐第 151 頁。 
19 宋則行﹑樊亢主編﹕《世界經濟史》下卷﹐經濟科學出版社 1994 年﹐第 24 頁。 
20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第 186 頁。原文說﹕“沒有奴隸

制﹐就沒有希臘的國家﹑希臘的藝術和科學﹔沒有奴隸制﹐也就沒有羅馬國家﹐

而沒有希臘和羅馬所奠定的基礎﹐也就沒有近代的歐洲。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

全部我們的經濟政治和智慧的發展﹐是以這樣的狀態為前提的﹐在這狀態中﹐奴

隸制既為人所公認﹐又以同樣程度為人所必需。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權說﹐沒有

古代的奴隸制﹐也就沒有近代的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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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為剝削提供了可能﹐產生了奴隸制﹑農奴制和使用僱傭勞動

的資本主義制度。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歷史地改變著私有制的具體形

式﹐同時也不斷地改變著剝削的具體形式和遞減著剝削量。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隨著高科技的發展﹐當科學技術已成為剩餘價值的獨

立來源﹐生產的自動化﹑智能化在物質生產的各個領域不斷擴大時﹐

馬克思關於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理論就逐漸縮小範圍直至完全不起

作用了。只有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前提下﹐剝削才能趨於消亡。所

以﹐剝削是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歷史現象﹐它存在的歷史理

由﹐就在於它對於歷史的進步是一個不能超越的過程。中國改革開

放的歷史時期﹐剝削是難以完全避免的﹐但在“量”和“度”上必

須嚴格地加以限制﹐絕不能允許野蠻資本主義時代殘酷剝削工人的

情況再現於中國。對待剝削問題瑞典社會民主黨的經驗是﹕“在資

本與勞動的衝突中﹐社會民主黨始終代表勞動的利益。社會民主黨

現在是﹑而且永遠是反對資本主義的政黨﹐始終是資本對經濟和社

會進行統治的反對者。”21 瑞典社會民主黨既保護私有制又始終代

表工人利益﹐這就走出了必須消滅私有制才算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

的誤區。 
你要真想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像日本那樣在 20 年內給工人

提高三倍的工資﹐就得團結資產階級﹐保護私有制﹔私有制不僅

和資產階級利益攸關﹐和工人階級的利益也是共損共榮的。 
在中國﹐由消滅資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到團結資產階級建設

社會主義﹐經歷了漫長的﹑曲折的探索過程。“三個代表”理論

的提出﹐本意是要向全國人民宣示團結資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

為了防備“左派”攻擊﹐宣傳上刻意模糊化﹑空泛化﹐雖然聲勢

                                        
21 2001 年 11 月 6 日於威斯特羅斯代表大會通過的《瑞典社會民主黨黨綱》﹐參見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1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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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但根本沒敢點破主題。要繼續用思想解放推動改革開放﹐

讓改革開放再上新臺階﹐就必須點破這個主題﹐讓私有制和資產

階級不僅在法律上合法﹐而且在理論上﹑在輿論上合理﹐成為光

榮體面的事業﹐成為富民強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力

軍。“三個代表”的新意是﹕中國現階段的先進生產力是民營經

濟﹐“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就是代表他們的發展要求﹐

這是對《共產黨宣言》正確方面的繼承（正是《共產黨宣言》肯

定了資產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和對其錯誤方面的超越﹐是

從根本上﹑從源頭上對黨的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隱含著對代表

先進生產力的資產階級的包容﹑保護和重新定位。科學發展觀超

越了姓社姓資﹑姓公姓私﹑姓馬姓修的宗派狹隘眼界。私有制和

資產階級的出現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相容的。這是科

學發展觀題中應有之義。胡錦濤指出﹕“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

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

法是統籌兼顧。”22 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開闢了無限廣闊的

發展前途。經過反復和對比﹐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資產階級

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給工人農民和整個社會帶來了比消滅資產階

級大得多的物質利益。2006 年中國民營經濟在GDP的比重為

65％。如果沒有民營企業對國家財政的貢獻﹐取消農業稅是不可

能的。2006 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已達到 21 萬億人民幣﹐比 1980
年增長 10.5 倍﹔國家財政收入已達 39300 億元﹐比 1980 年增長

32.4 倍。23 有了這樣的經濟實力﹐胡錦濤才能很有底氣地在中共

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告﹕“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

                                        
22 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 17 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07 年 10 月 15
日）。 
23 田紀雲﹕〈經濟改革是怎樣搞起來的〉﹐《炎黃春秋》2008 年第一期﹐第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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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注重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社會體制改革﹐擴

大公共服務﹐完善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努力使全體人

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動

建設和諧社會。” 
中國改革開放後出現的民營企業家﹐憲法中不稱之為“資本

家”或“資產階級”﹐而稱之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就

是要把民營企業家當作管理層使用﹐並吸收他們中的先進分子入

黨。對資產階級政策的根本改變﹐對他們的社會屬性的重新定位﹐

是中共第三代領導人和第四代領導人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失敗的

經驗教訓的最深刻的總結﹐用新的實踐和新的理論豐富和發展了

馬克思主義。從今以後﹐中國共產黨對資產階級採取又團結又鬥

爭的兩面政策。一方面“維護企業合法權益”﹐另一方面“保障

職工合法權益”。24 講團結時不忘調節分配﹐為工人農民和整個

社會謀利益﹔講鬥爭時不忘保護私有制﹐以促進先進生產力的發

展。這樣中共在新時期處理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關係﹑企業家

與整個社會的關係問題上就找到了一個正確的立足點﹐一切過

“左”過右的政策均不能達到既發展生產又實現社會公正﹑既繁

榮經濟又改善人民生活這樣兩項目的的。 
在中共第 17 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胡錦濤以鉅大的政治魄力和

理論勇氣﹐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突破了馬列

毛的局限﹐走出了《共產黨宣言》消滅私有制的誤區﹐建立了改

革派的話語權。改革開放以來﹐經過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三

代領導人的持續努力﹐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

                                        
24 2005 年 2 月 24 日﹐《國務院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的若干意見》（國發〔2005〕3 號）第 21﹑22 條﹐參見http://news.xinhuanet.com/ 
fortwne/2005-02/25/content_26169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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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胡錦濤鄭重宣告﹕這個理論體系包括

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今後﹐指

導改革開放興利除弊的理論和衡量改革開放是非成敗的標尺﹐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而不是別的主義和思想。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黨最可寶貴

的政治精神財富﹐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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