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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是個謊言 

 

 
近一二十年﹐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一直是我國思想界研究

的熱點。如果說其中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與“新民主主義

社會理論”的爭論﹐曾是知識界的學術討論﹐那麼《炎黃春秋》雜

誌最近發表〈當代中國與新民主主義結構〉﹑〈政治改革的突破口〉﹐

則表明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持“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的部分學

者﹐不再滿足只是否定我國社會主義改造﹐而是要整個地否定我國

的社會主義。他們斷言﹐當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具有中國特色

的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新民主主義社會”﹐“也就是新式資本主義

社會”﹐為了使當代中國“走新民主主義道路”﹐號召掀起一場“新

式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革命”﹔1“打出新民主主義旗幟”﹐“就是

                                                        
1 姚監復﹕〈當代中國與新民主主義結構〉﹐《炎黃春秋》2008 年第二期。 



新資本主義”。2 持這種觀點的同仁在內部發表的文章說得更坦率﹐

不僅要政府必須“承認兩極分化的現實﹐這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新民

主主義社會必然出現的歷史現象”﹐甚至要政府公開宣佈“改革就

是要向資本主義改革﹐向新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新民主主義方向

改革”。他們出謀劃策﹐“考慮幹部與群眾思想變化接受需要一個

過程”﹐“防止‘紅色革命’才是當務之急”﹐要用“新民主主義

社會的理論來結束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可能更有利”。此種毫不

掩飾的圖謀﹐透視出我國知識界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與

“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的學術分野﹐已經轉變成當代中國向何處

去的一場政治鬥爭。可以說﹐“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不僅是國內

某種政治力量用來否定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理論綱領﹐也是

他們用來顛覆我國的社會主義道路﹐建立他們所嚮往的“新式資本

主義社會”的政治綱領﹐是他們打出的與社會主義作鬥爭的旗號。 
 

 
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出現這樣一種現象﹐一些資產階級學者

和修正主義者自以為比馬克思恩格斯更懂馬克思主義﹐比列寧更懂

列寧主義﹐他們熱衷於利用革命領袖的著作和文字﹐任意篡改﹑曲

解甚至偽造﹐達到詆毀﹑消解﹑否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本身的

目的。這種現象﹐在我國﹐尤其是近一二十年﹐頻繁地出現在關於

毛澤東的研究領域﹐其中一個頗具迷惑性和欺騙性的議題是﹐一直

有人反復兜售這樣一個謊言﹐“建國以後﹐毛澤東放棄了自己創立

的新民主主義理論”。3 — 如此謬論﹐豈不等於是說毛澤東放棄了﹑

否定了毛澤東思想嗎﹖﹗豈不等於是說毛澤東放棄了﹑否定了自己

從事和領導的中國革命嗎﹖﹗編造一種子虛烏有的“新民主主義社

                                                        
2 辛子陵﹕〈政治改革的突破口〉﹐《炎黃春秋》2008 年第五期。 
3 姚監復﹕〈當代中國與新民主主義結構〉﹐《炎黃春秋》2008 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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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理論”﹐還把它說成是毛澤東的﹐欺騙全國人民﹐這樣一種無

中生有﹑純屬假冒偽劣的理論謊言﹐在我國知識界居然被當作學術

上的新發現和理論上的新觀點﹐至今受到某些人追捧。特別是一些

不明就裡的學人﹐學風浮躁﹐急於出成果﹐不假思索﹐通盤接受﹐

不斷地寫文章複製謬種﹐甚至著書立說﹐自欺欺人﹐大有謊言重複

千遍就能成為真理之勢﹐毒化了我國知識界理論界的學風。 
實際上﹐認真學習和領會了毛澤東思想的人們﹐深入研究過 20

世紀四五十年代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和社會主義革命史的學者﹐

都不會提出這種錯誤觀點﹐並與之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辯駁。事實勝

於雄辯﹐謠言止於智者。識破這個謬論﹐不是一件特別困難的事情﹐

有這樣兩件事情﹐足以揭穿“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即“新民主主

義社會論”這個謊言。 
第一﹐在經歷過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代

革命家﹑理論家的著作和言論裡﹐只有“新民主主義理論”和“新

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明確概念和系統論述﹐從來沒有“新民主主

義社會理論”的提法和概念﹔因而﹐在中國共產黨歷次代表大會或

各種文件裡﹐至今也沒有“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這樣的提法和概

念。這就是為什麼那些刻意宣揚“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學人﹐始

終拿不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等老一代

革命家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詳實文字和系統思想﹐也拿

不出任何黨的文件作根據。但是﹐某些人為了達到否定我國社會主

義改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道路的目的﹐挖空心思﹐東翻西

找﹐挑撿出毛澤東在 40 年代與國民黨作鬥爭時關於革命根據地“新

民主主義社會”的言論﹐任意曲解和誇大﹔尤為惡劣的是﹐他們把

自己的思想統統附加在上面﹐七拼八湊﹐編造出一套所謂的“新民

主主義社會理論”﹐冒充為毛澤東的思想﹐擺出一副比新民主主義

理論締造者毛澤東更懂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架式﹐擺出一副比經歷過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老一代革命家﹑理論家更懂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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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理論的姿態﹐混水摸魚﹐欺騙世人﹐用他們自己偽造的“新民

主主義社會論”來醜化和否定毛澤東思想﹐醜化和否定我國的社會

主義改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道路。此種惡劣卑鄙的做法﹐

是國內外搞“非毛化”的人﹐從思想理論上欺騙讀者所慣用的一種

手段。 
第二﹐在我國研究中共黨史和毛澤東思想的著名的﹑權威的理

論家思想家的文章和著作裡﹐始終就沒有“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

或“新民主主義社會論”這樣的思想和概念﹐從來就無此一說。比

如﹐1951 年 6 月 25 日《人民日報》發表時任國家新聞總署署長﹑

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胡喬木為紀念黨的生日而作的〈中國共產黨

的 30 年〉﹐是最早系統闡述“毛澤東同志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理

論”4 的名作之一。三天后﹐6 月 28 日﹐《人民日報》發表時任中

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陳伯達的文章〈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與中國革命的結合 — 為紀念中國共產黨的 30 週年而作〉。這兩篇

分量頗重的理論長文﹐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是當時和後來在闡述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思想方面影響鉅大的名篇和範本﹐其中連

“新民主主義社會”這個詞都沒有。所以提出這兩位著名人物﹐並

提出他們在剛解放不久 — 1951 年闡述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思想

的知名代表作﹐作為揭露和批駁“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一個基本

事實和根據﹐是提醒讀者注意這樣一個基本情況﹐不論陳伯達晚年

如何﹐這二人不僅具體地參加和經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

革命﹐而且都曾長期擔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並主管黨的理論工作和

中央重大文件起草工作﹐以他們的經歷和學識所產生的對毛澤東新

民主主義理論思想的體驗﹑認知和理解﹐是一般老革命幹部﹐特別

是建國後出自學院裡的教授學者所難以具備的。胡喬木和陳伯達建

國之初的這兩本理論著作﹐寫作和發表的時間比 1952 年 9 月毛澤東

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要早一年多﹐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關於後來社

                                                        
4《胡喬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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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義改造的內容﹐更沒有後來政治運動的影響和痕跡。可以說﹐

胡喬木和陳伯達那時的著作和思想不僅代表了﹐也是客觀地﹑真實

地反映了早期乃至 70 年代之前全黨和我國思想界對毛澤東新民主

主義理論的理解和認識。可以確鑿地說﹐無論在 70 年代之前的中國

知識界﹐還是在胡喬木和陳伯達一生的文章著作裡﹐我國理論界在

毛澤東思想研究方面就不存在“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這樣的提法

和論點。這類東西﹐純屬是後來某些人刻意編造和偽造出來的﹐別

有用心地嫁禍於毛澤東﹐實現他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目的。 
其實﹐只要人們認真閱讀那些研究或吹捧“新民主主義社會

論”的學術文章﹐稍加思索和分析﹐就可以發現﹐被他們描述的“新

民主主義社會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東拼西湊﹑七零八碎的東西﹐

言之無物﹐空話連篇﹐由於這個理論蔑視並丟棄了中國革命的偉大

實踐﹐不僅歷史內容非常單薄﹐而且理論上邏輯上也是東拉西扯﹐

前後矛盾﹐根本就不成個樣子。在博大精深的毛澤東思想體系裡﹐

無論如何不會有這種雞零狗碎﹑自相矛盾的東西。這些編造“新民

主主義社會論”的學人﹐怎麼可能比毛澤東更懂得中國革命和新民

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呢﹖﹗怎麼可能比老一代革命家﹑理論家更懂得﹑

更理解毛澤東的思想和中國革命的歷史實踐呢﹖﹗但是﹐就是有這

樣一批人﹐自以為比中國革命的領導人毛澤東還懂新民主主義革命

和社會主義革命﹐在他們的文章裡 — 當然也只能是這樣 — 教訓

已經過世的毛澤東該怎麼做不該怎麼做。這批學人﹐多數是遠離人

民群眾﹑遠離社會生活﹐蝸居在大學和研究所﹐在書本裡討生活﹑

混職稱的人﹐而共產黨裡也不乏這樣一批嚴重脫離實際的不明事理

的書生。不要說他們沒有革命歷史實踐﹐甚至也極其缺乏在當代從

事群眾工作和工農業生產的社會閱歷﹐卻把自己僅僅從書本裡挑撿

的隻言片語﹐當成真理的標準﹐在那裡指點江山﹐亂開“藥方”﹔

其中的代表人物﹐要麼是混進共產黨的理論騙子和當代新自由主義

者﹐要麼是這些人的御用學者和應聲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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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學人﹐所以在研究上偏離了毛澤

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實踐和理論﹐除了極少數與社會主義為敵的

學者﹐大多數是被這樣一種十分惡毒的歷史謊言所欺騙﹐即“建國

以後﹐毛澤東放棄了自己創立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否定了自己提出

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需要幾十年上百年的結論﹐拋開了各民主黨派共

同制定的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共同綱領》﹐急於發動社會主義

改造”。5 這種歷史觀﹐就單純的學術研究而言﹐一方面對馬克思

主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關於革命轉變的實踐經驗﹑政策策略和理

論思想不甚了了﹐一方面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形成過程

和基本內容不甚了了。 
革命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是馬克思革命轉變理論的兩個緊密聯

繫的方面﹐是無產階級參加或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

革命的基本原理和政策策略﹐為列寧所領導的偉大十月革命成功運

用並得到證實。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轉變理論和實踐經驗﹐是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的一個主要來源和重要組成部分﹕“民主

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

命的必然趨勢﹔而一切共產主義者的最後目的﹐則是在於力爭社會

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後的完成﹔只有認清民主主義革命和

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同時又認清二者的聯繫﹐才能正確地領導中

國革命。”6 毛澤東的這一指導中國革命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思想﹐

就是在準確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轉變理論和透徹把握十月革

命的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產生的。不瞭解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三者

在理論和實踐中一脈相承的密切關係﹐忽視了其中任何一點﹐都不

能正確地認識和把握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實踐和理論。 

                                                        
5 姚監復﹕〈當代中國與新民主主義結構〉﹐《炎黃春秋》2008 年第二期。 
6〈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6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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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不是有的人說的那樣是在新中國成立

後的 50 年代才做出的“選擇”﹐而是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為

“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中國革命走上社會主義

道路﹐7 為中華民族未來的新社會和新國家﹐腳踏實地地做了很長

時間的準備工作﹐並在實際鬥爭中﹐把思想上理論上的準備工作與

現實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相輔相成﹐互相促進﹐

推動著革命向前發展。我們來看看﹐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為了

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現做了怎樣的思想上﹑理論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 1928 年底﹐毛澤東率領紅四軍上井岡山一年了。他多次與紅

四軍﹑紅五軍領導人交談中國革命的性質與前途﹕“中國現時確實

還是處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必定要經過這樣的民權主義

革命﹐方能造成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真正基礎。”8

— 1930 年 5 月﹐毛澤東率領紅四軍創建贛南根據地。為了培養

紅軍和地方幹部理論聯繫實際的作風﹐毛澤東決定從做好社會調查

入手﹐寫作了〈關於調查工作〉即現在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

教導他們在當前的民主革命中一定要樹立起社會主義革命的遠大目

標﹕“我們的鬥爭目的是要從民權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我們的任

務第一步是﹐爭取工人階級的大多數﹐發動農民群眾和城市貧民﹐

打倒地主階級﹐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國民黨政權﹐完成民權主義革

命﹐由這種鬥爭的發展﹐跟著就要執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9 請
讀者務必注意引文中“跟著就要執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這句

話。什麼叫“跟著就要執行”﹖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

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這兩種革命之間﹐不能有任何的間隔﹑

間歇﹐不能有任何的停頓。 
—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不久﹐1935 年底﹐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

                                                        
7〈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 647 頁。 
8〈井岡山的鬥爭〉﹐《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77 頁。 
9〈反對本本主義〉﹐《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 1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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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議上﹐毛澤東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告

誡全黨在當前的民族民主革命中不要忘記其中蘊含著未來的革命轉

變問題﹐“在將來﹐民主主義的革命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革

命。”10 所謂“必然要轉變”﹐就是“一定要轉變”的意思﹐只此

一路﹐別無他途。 
—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

黨的性質問題﹐中國革命的前途問題﹐成為全黨關心的大問題。1937
年 5 月延安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毛澤東專門指出﹐“共

產黨人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他們將經過資產階

級民主革命的階段而達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階段。中國共產黨

有自己的政治經濟綱領。其最高的綱領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

是和三民主義有區別的”﹔11“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主張民主革

命轉變到社會主義方向去”﹔在中國革命這篇大文章裡﹐民主革命

和社會主義革命是“兩篇文章﹐上篇與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

才能做好。堅決地領導民主革命﹐是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我

們是為著社會主義而鬥爭﹐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義者不相同

的。現在的努力是朝著將來的大目標的﹐失掉這個大目標﹐就不是

共產黨員了。”12

— 在抗日戰爭即將勝利的歷史關頭﹐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作〈論

聯合政府〉的報告﹐告誡全黨﹕“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

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

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

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

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個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心

目中就懸著為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鬥和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和
                                                        
10〈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 160 頁。 
11〈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 259 頁。 
12〈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

2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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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而奮鬥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而不顧那些共產主義敵人的

無知的和卑劣的敵視﹑污蔑﹑謾罵或譏笑﹔對於這些﹐我們必須給

以堅決的排擊。”13

在毛澤東為革命轉變所做的準備中﹐不僅有政治方面的內容﹐

還有哲學方面的內容。1937 年 8 月﹐抗戰爆發不久﹐毛澤東在延安

抗日軍政大學做了〈矛盾論〉的講演。其中就中國革命轉變的問題﹐

做了哲學上的分析和論證﹕“一切過程都有始有終﹐一切過程都轉

化為它們的對立物。一切過程的常住性是相對的﹐但是一種過程轉

化為他種過程的這種變動性則是絕對的”﹔“事物總是不斷地由第

一種狀態轉化為第二種狀態﹐而矛盾的鬥爭則存在於兩種狀態中﹐

並經過第二種狀態而達到矛盾的解決”﹔用這種哲學的思維看待當

前的革命鬥爭﹐那麼“共產黨人的任務就在於揭露反動派和形而上

學的錯誤思想﹐宣傳事物的本來的辯證法﹐促成事物的轉化﹐達到

革命的目的”﹔因此﹐共產黨人應當在當前的革命中創造條件﹐做

好從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各種準備﹐使“中國的革命可

以避免資本主義的前途﹐可以和社會主義直接聯繫起來﹐不要再走

西方國家的歷史老路﹐不要經過一個資產階級專政”。14 請讀者務

必注意“可以和社會主義直接聯繫起來”這句話中的“直接聯繫”

四個字﹐把握毛澤東的這一基本思想﹐可以使讀者歷史地﹑全面地﹑

正確地思考和理解中國革命的轉變﹐思考和理解為什麼建國後毛澤東

能夠領導全黨制定了過渡時期總路線﹐順利地開展了社會主義革命。 
只要認真閱讀毛澤東的著作﹐就不難發現﹐關於中國革命的前

途﹐關於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關係﹐即在革命轉變這個總題

目下的論述﹐內容之豐富﹐思想之深刻﹐文字之量大﹐是毛澤東思

想 —《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文集》的一個主要內容﹐教育全黨

認識到了這樣一個真理﹐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

                                                        
13〈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1059 頁。 
14〈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 330~3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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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這樣兩個實質上不同的事情聯接為一﹐想在進行革命鬥爭時把

社會發展的兩個環節合二為一﹐這等於把前者和後者到來的時刻都

推遲﹐而民主主義革命進行得越堅決越徹底﹐社會主義革命就會來

得越迅速越順利。其中﹐毛澤東做出了一系列著名的論斷﹐至今讀

來依然是那麼的精闢﹕ 
— 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分別為中國革命這篇大文

章的“兩篇文章﹐上篇與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 
— 在中國革命的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革命階段中﹐第一

個為第二個準備條件﹐而兩個階段必須銜接﹐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

級專政的階段﹐這是正確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發展論”。15

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為了將來實現革命轉變﹐為了社會主義

在中國實現所做的準備不僅是理論上的﹐而是把理論與實踐緊密結

合起來﹐深入到革命根據地的社會生活裡。 
在 30 年代的江西中央蘇區﹐毛澤東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主席﹐為根據地的經濟工作制定這樣的政策﹕“我們的國民經濟﹐

是由國營事業﹑合作社事業和私人事業這三方面組成”﹔“我們的

經濟政策的原則﹐是進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須的經濟方面的建設﹐集

中經濟力量供給戰爭﹐同時極力改良民眾的生活﹐鞏固工農在經濟

方面的聯合﹐保證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爭取國營經濟對私人

經濟的領導﹐造成將來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前提。”16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帶領全黨在 1943 年發動了大生產運動。

在根據地的勞動力組織和調配方面﹐毛澤東有意識地培養和推廣有

利於合作經濟和集體勞動的習慣和手段﹕“邊區今年來了一個革

命﹐全區 35 萬個全勞動力﹐經常組織在集體勞動的變工隊﹑扎工隊

中的有三萬餘人﹐即佔全勞動力總數的十分之一。臨時性組織的﹐

就延安縣說有 70％﹐明年一年還會有所發展和提高。邊區絕大多數

                                                        
15〈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 666﹑685 頁。 
16〈我們的經濟政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 133﹑1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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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縣﹐應向延安縣看齊﹐要將勞動力組織在集體勞動的形式中﹐其

中臨時組織的佔大多數﹐經常組織的要根據各縣情況由十分之一提

高到十分之二﹑三﹐達到十萬人左右。”毛澤東所以能夠主動地培

養和推廣這樣的勞動習慣和生產方式﹐完全是因為他用科學的理論

作指導﹐清醒地把現實和未來結合在一起﹕“邊區束縛生產力發展

的是過去的封建剝削關係﹐這種封建剝削關係﹐在有一半的地方經

過土地革命已經完全破壞﹐另一半的地方經過減租減息也受到打

擊。這就是土地革命﹐是第一個革命。但是﹐如果不進行從個體勞

動轉到集體勞動的第二個生產關係即生產方式的改革﹐則生產力還

不能進一步發展。將個體經濟為基礎的勞動互助組織即農民的農業

生產合作社加以發展﹐生產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

如果全邊區的勞動力都組織在集體互助的勞動組織之中﹐全邊區

1400 萬畝耕地的收穫就會增加一倍以上。這種方法將來可推行到全

國﹐在中國的經濟史上也要大書特書的。這樣的改革﹐生產工具根

本沒有變化﹐但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係變化了。從土地改革到發展

勞動互助組織兩次變化﹐這是生產制度上的革命。”17 就在那個時

候﹐毛澤東號召所有抗日根據地的農民“組織起來”﹐毫無隱瞞地

告訴全體農民﹐組織起來的一個目的﹐就是“在將來發展為蘇聯式

的被稱為集體農莊的那種合作社”。18

從毛澤東的這些自覺的有意識的歷史活動中﹐人們不難看出﹐

建國後蓬勃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不是毫無歷史準備的﹑

偶然的﹑個人“主觀意志”的產物﹔它的良種﹐不僅早已深深地播

種在民主革命的廣大沃土裡﹐而且已經是破土而出的幼芽了﹐它在

建國後的社會主義年代茁壯成長並獲得大豐收﹐是必然的事情。如

同毛澤東後來所說﹐“我們有經過幾十年革命鬥爭鍛煉的共產黨和

解放軍﹐有經過幾十年革命鬥爭鍛煉的勞動人民。我們的黨和軍隊

                                                        
17〈切實執行十大政策〉﹐《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第 70~71 頁。 
18〈組織起來〉﹐《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 9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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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群眾中生了根的﹐是在長期革命火焰中鍛煉出來的是有戰鬥力

的。我們的人民共和國是經過革命根據地逐步發展起來的﹐不是突

然建立起來的”。19 俗話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下的是社會

主義﹐就不能長出資本主義。毛澤東是中國革命的有心人。中國革

命的走向﹐寫完革命的“上篇”就寫革命的“下篇”﹐早就在革命

進程的一系列事情中敲定了。 
毛澤東在理論上的準備是中國革命在實踐方面的思想表現。因

為在中國革命的“上篇”和“下篇”的關係裡有一種不可分割的內

在邏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長時期內是反帝反封建。

在解放戰爭時期﹐我們又提出了反對官僚資本主義。反對官僚資本

主義的鬥爭﹐包含著兩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資本就是反買辦資本﹐

是民主革命的性質﹔另一方面﹐反官僚資本就是反對大資產階級﹐

又帶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過去有一種說法﹐民主革命和社會主

義革命可以畢其功於一役。這種說法﹐混淆了兩個革命階段﹐是不

對的﹔但只就反對官僚資本來說﹐是可以的。”20 毛澤東對中國革

命這段歷史的理論總結﹐揭示了中國革命轉變的內在聯繫。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

和中國人民自覺地貫徹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思想﹕“社會主義就是宣

佈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21“我們的利益和我們

的任務卻是要不間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

的統治全都消滅﹐直到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政權”。22 可以說﹐在中

國共產黨內﹐毛澤東是真正理解並徹底實踐馬克思主義不斷革命思

                                                        
19〈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217 頁。 
20〈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節選）〉﹐《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

出版社 1999 年﹐第 113~114頁。
21〈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

版社 1995 年﹐第 462 頁。 
22〈共產主義者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 3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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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第一人。那些持“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的學人﹐根本就不懂

馬克思主義不斷革命論的原理和鬥爭策略﹐甚至有些人在基本立場

上就是反對實行社會主義的。所謂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就

是他們編造出來在我國思想界用來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轉變理

論﹐企圖論證這樣一個反歷史的觀點﹐即中國革命應停止在資產階

級革命階段而不是前進到社會主義﹐從而達到否定毛澤東思想﹐否

定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 
 

 
陷於“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研究的多數善良學人﹐為自己論點

所依據的資料﹐不外乎這樣兩個方面﹐毛澤東怎麼說的﹐劉少奇怎

麼說的。其中經常引用的主要是﹐1936~1945 年這十年﹐毛澤東總

結新民主主義革命並創立新民主主義理論﹐寫作了〈新民主主義論〉﹑

〈論聯合政府〉等一批為後來研究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學者經常引用

的文章著作﹐引用劉少奇的文章只佔很小一部分。他們引用的涉及

“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文字﹐實際上幫不了他們的忙﹐因為所有論

證“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學人﹐首先在思想方法上就是錯誤的﹐

因而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在歷史研究有這樣兩種思路﹐一種從觀念出發解釋實踐﹐一種從

物質實踐出發解釋觀念。23 馬克思揭示了這種社會歷史現象﹐創立了

歷史唯物主義學說﹐指導人們觀察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種表現

時﹐要求人們自覺地堅持這樣的思路﹐判斷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乃

至一個變革的時代﹐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應當從物質生活

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現存衝突中﹐在社會的生活條

件和階級關係的變動中﹐去解決這個意識的發生和發展。24

                                                        
23〈“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 92 頁。 
24〈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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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前者的思路 —“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思想方法﹐不能

揭示事物的本質。這種思路的誤區﹐在於它找錯了確定事物性質的根

據﹐以三四十年代國共合作時期﹐毛澤東思考中國社會走向而提出的

這樣或那樣的設想﹐以毛澤東代表中國共產黨向執政的國民黨政府提

出的這樣或那樣政治改革的要求﹐作為判斷後來經歷了社會大變動而

產生的新中國社會生活的根據﹐以此剪裁中國革命的轉變﹐剪裁新中

國的社會性質。這種思路的錯誤﹐在於不懂得任何思想首先是一種結

果﹐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應當從產生這個思想的時代中﹐從這種思想

所反映的社會關係﹑政治力量以及它們與其他社會關係﹑政治力量的

相互鬥爭中尋求。思想﹑理論不是這種相互作用的原因﹐而是它的結

果。“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在思想方法上的錯誤﹐就在這裡。 
後者思路的方向是正確的。它力圖從社會本身的變動中探索毛

澤東的社會思想變化的原因。它不是以毛澤東這樣或那樣的社會思

想作為判斷中國革命歷史結果的根據﹐而是從他的思想變動中發現

中國社會發生了什麼實際的變化。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結果是社會主義﹐或者說中國資產階級

民主革命的歷史結果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為

之奮鬥的目標﹐也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和革命理論的本質

和歸宿。反映這些內容的基本觀點﹐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新民主主義論〉已經做了闡述。1949 年﹐毛澤東著文〈論人民民

主專政〉﹐寫了這樣一段話﹕“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的﹐中

國不能有﹐因為中國是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惟一的道路﹐是經過

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25 顯然﹐這樣的國家只能是社會主

義的新中國。 
由於社會生活的複雜性﹐人們對事物本質的認識﹐總有一個或

長或短的過程﹐所以人們的思想認識與實踐活動不總是同步的。況

                                                                                                                                                                       
年﹐第 33 頁。 
25〈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147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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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任何革命都不是純粹的﹐在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中有

社會主義革命的因素﹐而社會主義革命又可以附帶地完成資產階級

革命的某些任務﹐在革命的轉變時期尤其是如此﹐這就是毛澤東指

出的﹕“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它附帶地完成了民主革命遺留

下來的任務。”26 中國革命也是如此。這種革命交叉的社會現象必

然要反映到社會意識方面﹐認識不到這點﹐自然也就分辨不出作為

其意識表現的思想理論的複雜性和豐富性﹐在思想認識上犯簡單化﹑

機械論的錯誤。這就是為什麼 1949 年《共同綱領》仍然規定新中國

是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原因之一﹐而不少學者對此現象難以解釋清

楚。1953 年﹐毛澤東指出了“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一說法

的不確之處﹐批評了黨內存在這樣一種思想傾向﹐“有人在民主革

命成功以後﹐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

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27 
後來又明確指出“難道可以說既不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又不走社會

主義的道路嗎﹖”28 1954 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了新中

國第一部《憲法》﹐確認新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經過十年思考﹐

1959 年底﹐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以十分明確而肯

定的態度﹐就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歷史階段的劃分作了這樣

的論斷﹕“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

段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29 這表明﹐經過建國

前後的實踐﹐毛澤東對複雜多變的社會現象﹐對新中國社會關係和政

治關係的本質認識得越來越深刻了﹔或者說﹐經過建國前後幾年的發
                                                        
26〈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節選）〉﹐《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

113 頁。
27〈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第 81 頁。 
28〈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第 299 頁。 
29〈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節選）〉﹐《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

1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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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新社會的本質越來越清楚地表現出來﹐它必然通過這樣或那樣的

方式在人們的思想﹐在黨和政府的理論和政策中表現出來。社會存在

一定要在社會意識中反映出來﹐推動社會意識的變化和發展。 
毛澤東認識中國革命轉變的問題﹐也是在不斷的探索中前進。

反映在他的思想進程中﹐由於革命交叉這種社會現象而導致思想認

識上的這樣或那樣的交叉性或矛盾性是正常的﹐有許多情況也是出

於現實鬥爭策略上的需要和安排。因此﹐要找出反映事物的本質東

西﹐就不能停留在他的思想或文字上﹐而是從他解決社會問題的實

踐中﹐追尋社會存在的變化怎樣引起了他的思想變化。1953 年﹐毛

澤東說過這樣一段話﹐反映了他的思想認識和實施革命策略的曲折

過程﹕“我們說標誌著革命性質的轉變﹑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

段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的東西是政權的轉變﹐是

國民黨反革命政權的滅亡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並不是說社會

主義改造這樣一個偉大的任務﹐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就可以在全

國一切方面著手施行了……那時我們一方面在農村實行民主主義的

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著手接收官僚資本主義企業使之變為

社會主義的企業﹐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銀行﹐同時在全國範圍著手

建立社會主義的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並已在過去幾年中對私人

資本主義企業開始實行了國家資本主義的措施。所有這些顯示著我

國過渡時期頭幾年中的錯綜複雜的形象。”30

毛澤東自覺思考“我國過渡時期頭幾年中的錯綜複雜的形象”﹐

抓住“政權的轉變”這個重大歷史現象﹐通過現象看本質﹐認識到社

會主要矛盾不僅改變了﹐而且工人階級是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領導中國人民堅定不移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我們可以把這些思想﹐

看作他創立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的一個歷史性的總結。 
我們說以政權的歸屬作為判定國家性質及其社會性質的標誌﹐

實質是以誰是領導階級作為判定國家性質及其社會性質的根據。有

                                                        
30〈革命的轉變和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 3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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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讀者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那時還沒有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社會的

經濟基礎還沒有全部改變﹐還不能說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顯然﹐

要正確地認識這個問題﹐須把握無產階級的政治革命和經濟改造的

相互關係和歷史特點。 
無產階級革命與以往任何革命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不是以一種私

有制代替另一種私有制﹐而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逐步取代任何一種私

有制。因而無產階級不能將革命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一定

要把革命推向前進。因此﹐在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

會主義革命之間﹐不會有一個革命停頓時期﹐不會有也不可能有一個

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的社會階段。十月革命﹐中國革命﹐

20 世紀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都證明了這一點。另一方面﹐無產階級不

能像其他任何一個剝削階級曾發動的社會革命那樣﹐在他所反對的那

個社會裡建立起自己獨立的社會經濟基礎。以往的剝削階級所以能發

動社會革命﹐一個基本的前提是﹐在所反對的那個社會裡初步建立起

自身獨立的社會經濟基礎﹐然後發動政治革命﹐奪取政權﹐再鞏固和

發展自己的社會經濟基礎。由於無產階級不能在他所反對的那個社會

裡建立起公有制的社會經濟結構﹐所以無產階級必須先行進行政治革

命﹐奪取政權﹐然後以政權為強有力的工具﹐造就自己獨立的社會經

濟基礎。這就是為什麼蘇聯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在奪取了政權

以後﹐才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即經濟改造。在無產階級革命的進程中﹐

經濟改造反而是政治革命的結果﹐是把政治革命的成果貫徹和推廣到

經濟領域。這是無產階級革命進程中一個帶有規律性的普遍的社會現

象和歷史特點。關於這一點﹐毛澤東清晰地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

裡﹐已經產生了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想﹐但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是無

產階級奪取政權後建立起來的。”31

                                                        
31 鄧力群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1958 年 11 月~1960 年 2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 1998 年﹐第 30 頁。這部文集由鄧力群同志編輯

整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於 1998 年以《國史研究學習資料‧清樣本》的形

式﹐分上下兩冊﹐分平裝和精裝兩種形式﹐印了幾千套﹐分送給中央﹑國家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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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產階級政黨堅持不斷革命﹐並不否認在他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

革命時期舊的經濟基礎的也有這樣或那樣的變化。解放戰爭期間﹐隨

著革命進程的發展﹐國民黨政府和官僚資本的資產易手於無產階級。

這種量的變化是有重大意義的。但是﹐根本問題還是政權在誰手裡。

有了政權﹐可以奪取和造就更多的東西﹐沒有政權﹐奪取到的東西也

會失掉。這就是為什麼國內外史學家都是以 1949 年新政權的建立來

劃分中國社會發展的階段。儘管這個剛剛誕生的社會主義社會是那樣

的稚嫩﹐難道因為它是嬰兒﹐不具備成人的特徵﹐就不承認他是一個

人嗎﹖所以說﹐那種認為只有經過社會主義改造﹐1956 年以後中國才

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觀點﹐應當改變。 
分析建國前後毛澤東的思想發展﹐應注意到毛澤東的思想已經

隨著社會存在的變化前進了。比如﹐毛澤東告誡全黨﹕“過渡時期

充滿著矛盾和鬥爭。我們現在的革命鬥爭﹐甚至比過去的武裝革命

鬥爭還要深刻。這是要把資本主義制度和一切剝削制度徹底埋葬的

一場革命。‘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鬥

爭情況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

會主義’。這種提法不明確。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 15 年還

叫走向﹖走向就是沒有達到。這種提法﹐看起來可以﹐過細分析﹐

是不妥當的。”32 毛澤東的這些話非常深刻。我們應當通過這些不

同於三四十年代的思想認識和思想現象﹐去發現和挖掘中國的社會

生活發生了哪些深刻的變化。毛澤東是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創造者。

他緊跟發展著的實踐﹐不斷地完善這個理論﹐而不是在某一階段停

滯下來。因此﹐忽視這種變化﹐既不能全面理解新民主主義理論﹐

也不能對中國革命的歷史結果做出正確的分析和判斷。 
抗日戰爭勝利前夕﹐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同時召開了各自

                                                                                                                                                                       
北京地區高校和理論研究部門的幹部﹑教師和研究人員﹐其他省市自治區亦有贈

送 — 作者註。 
32〈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 8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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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大會﹐即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國國民黨第六

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七大﹐毛澤東作了〈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

這個報告是在第二次國共合作這個背景下﹐以國民黨為主要對象來

設計戰後的“聯合政府”。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裡﹐對

戰後的“聯合政府”﹐對未來的中國做了怎樣的設想﹐提出怎樣的

政治主張和社會要求是一個問題﹐它能不能實現﹐結果是什麼﹐則

是另一個問題。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重慶談判中﹐中國共產黨為實

現“聯合政府”做了政策上的調整﹐準備在“即將”到來的“和平

民主新階段”﹐為爭取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而努力。但是﹐

作為當時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國民黨政治集團﹐拒絕任何

進步的社會要求﹐拒絕變革。因此只有通過革命手段﹐改造國民黨

政治集團﹐中國社會才能前進。於是解放戰爭爆發了﹐從而導致了

一場翻天覆地的大變革。正是在這個大變革中﹐無產階級奪取了政

權。解放戰爭的實質﹐是把一個新國家﹑新社會即社會主義的新中

國解放了出來。無疑﹐由於國民黨統治集團拒絕中共“聯合政府”

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改革﹐導致中國社會的發展不得不“另起

爐灶”﹐兩種力量的較量推動中國的社會發展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 
這是不以各階級﹑各種政治力量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革命。在

此以前﹐不論社會各階級及其政黨對戰後的中國做過怎樣的設想﹐

提出過怎樣的政治主張和社會思想﹐都要在實際發生的這場政治大

革命中﹐依據階級關係的新變化﹐依據政治力量的新對比﹐依據它

們之間實際較量的結果﹐做出這樣或那樣的變動。新的社會存在必

然導致新的社會思想﹑新的社會意識的發生和發展。因此﹐各階級﹑

各黨派的社會思想和政治主張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是必然的﹑正

常的思想現象。史學的任務﹐不是停留在這場社會革命即解放戰爭

之前各階級的社會思想和政治綱領上﹐不是翻老賬﹐不是看他們以

前說過什麼﹐而是應當下大力研究這場社會革命如何使各階級自身

及其思想朝著什麼方向發生了什麼變化﹐研究他們提出了什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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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以往的新的社會思想和政治綱領。所以﹐40 年代前期的〈新民主

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的社會思想和政治綱領﹐那時毛澤東說

過什麼﹐已經並不特別重要了﹐它們為毛澤東後來的新的社會思想

和新的政治綱領所改變﹐所取代﹐是歷史的題中應有之義。誠如馬

克思所說﹕“一步實際運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33

解放戰爭改變著中國的社會面貌。中國各階級相互關係的根本

改變是在這個時期發生的﹐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轉化也是在這期

間發生的。這種變化的實質是屬於資本主義社會範疇的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會滅亡了﹐社會主義社會誕生了。這個新社會﹐不全是毛澤

東在〈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中設想過的那個樣子。這

就是後來毛澤東講的﹕“除了社會主義﹐再無別的出路。”34

毛澤東最先覺察到這個正在發生的社會變化﹐自覺地捕捉這個

變化﹐領導全黨﹑全國人民適應這個已經走來的變化。1947 年 12
月﹐他在一次會議上的講話﹐實際上已經蘊含了這個正在發生著的

鉅大變化﹕“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

點……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

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個偉大的事變。這個事變所

以帶著偉大性﹐是因為這個事變發生在一個 4.75 億人口的國家內﹐

這個事變一經發生﹐它就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35

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研究的一個重要

任務﹐就是深入揭示這個“歷史的轉折點”所包含的社會變化的性

質及其所達到的深度和廣度。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摧毀了百年之久的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會﹐把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從中解放出來。那種認為中

國革命的歷史結果是新民主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的觀點﹐既忽視了

                                                        
33〈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96 頁。 
34〈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 429 頁。 
35〈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 12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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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戰爭造成的階級關係﹑生產關係的鉅大變化﹐也忽視了毛澤東

的思想發生了怎樣的變化。認為中國革命的歷史結果是社會主義的

觀點﹐注意捕捉毛澤東思想變化的根本內容﹐高度估量新思想的重

大社會意義﹐注意研究起了變化的社會存在是怎樣影響一個人﹐一

個政黨﹐一個階級﹐乃至整個社會的思想變化及其發展的。 
解放戰爭把革命的矛頭﹐把社會改造的矛頭對準了帝國主義﹑

大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 — 國民黨反動勢力。1948 年

4 月﹐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作了新的表述﹕“無產階

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

的革命﹐這就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當

前歷史階段的總路線和總政策。”36 其中官僚資本主義是那一時期

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而使這場政治鬥爭和社

會革命具有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因素﹐從而使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

主義革命緊密地聯繫了起來﹐使新民主主義革命可以直接轉變為社

會主義革命。 
毛澤東後來指出﹐“打垮蔣介石﹐這是一個質變”。37 這說明﹐

革命的轉變在解放戰爭中已經悄悄地﹑不依各階級的主觀願望而發

生著。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從三座大山與人民大眾的矛盾﹐轉化為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由先前的三座大山轉

化為工人階級。這一社會變革的信息﹐已經在毛澤東的思想裡﹐在

黨的一些文件或政策中明確地表露出來了。1949 年黨的七屆二中全

會上﹐毛澤東講過這樣一些話﹕“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

市”﹔“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國營經濟成為整

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這一部分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

“把中國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等等。38 在七屆二中全會
                                                        
36〈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 1317 頁。 
37 鄧力群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1958 年 11 月~1960 年 2
月）》﹐第 257 頁。 
38〈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毛澤東選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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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毛澤東確定﹐由於“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國會制度在人民中已

經臭了”﹐所以在即將成立的新中國﹐“我們不採取資產階級共和

國的國會制度﹐而採取無產階級共和國的蘇維埃制度”﹐就是“採

用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制度”﹐即“人民代表會議制度和黨的代表

會議制度”。39 儘管那時在文字表述上還保留著某些“新民主主

義”概念的痕跡﹐但這已經不是問題的本質方面了。 
後來毛澤東這樣解說解放戰爭﹕“在解放戰爭時期﹐我們又提

出了反對官僚資本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鬥爭﹐包含著兩重性﹕

一方面﹐反官僚資本就是反買辦資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質﹔另一方

面﹐反官僚資本就是反對大資產階級﹐又帶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

過去有一種說法﹐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可以畢其功於一役。這

種說法﹐混淆了兩個革命階段﹐是不對的﹔但只就反對官僚資本來

說﹐是可以的。”40 無疑﹐在我國的民主革命中含有社會主義革命

的因素和成分﹐所以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可以直接連接起來。

所謂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決戰﹐實質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一次決戰﹐除此之外﹐沒有第三種命運﹐第

三種前途。“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41 其他“主義”都不能

救中國。解放戰爭直接回答了這個問題。 
1959 年底﹐毛澤東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對中國

革命的歷史進程作理論上的總結﹐講了這樣一段話﹐可以看作是對

中國革命歷史結果的明確結論﹕“我們經過解放戰爭﹐贏得了民主

革命的勝利。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

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我們立即沒收了佔全

                                                                                                                                                                       
四卷﹐第 1427~1437 頁。 
39〈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毛澤東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第

265 頁。 
40 鄧力群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1958 年 11 月~1960 年 2
月）》﹐第 157 頁。 
41〈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 2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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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工業﹑運輸業固定資產 80％的官僚資本﹐轉為全民所有。同時﹐

用了三年的時間﹐完成全國的土地改革。如果因此說全國解放以後﹐

‘革命在最初階段主要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的﹐只是後來才逐

漸地發展成為社會主義革命’﹐這是不對的。”42

 

 
那麼少奇同志對待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態度又是怎樣呢﹖ 
毋庸置疑﹐毛澤東是新民主主義理論或者說是新民主主義革命

理論的創造者﹐是毛澤東的著作和文章全面闡述了新民主主義政治﹑

軍事﹑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毛澤東的實踐之全面﹑思想之深刻﹑

著作之豐富﹐這在中國共產黨裡是找不出第二人的。中國革命的勝

利﹐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與成功﹐證明了毛澤東的理論是正確的﹐

這是黨內外﹑國內外都公認的基本事實。任何研究者﹐無論以何種

手段企圖淡化﹑貶低或歪曲這個事實﹐特別是有人試圖在中國共產

黨裡另找出一個人物﹐比如說豎起劉少奇﹐非要搞出個“劉少奇治

國﹑建國路線”﹐與毛澤東思想一爭高下﹐好像是給了少奇同志很

高的榮譽﹐實際上是給了少奇同志侮辱。這種有意或無意的貶毛抬

劉﹑分庭抗禮的做法﹐是對歷史的歪曲﹐已經越出了理論研究和學

術討論的範圍﹐客觀上是在分裂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引領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前進的航程及其理論創造﹐中國

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儘管也曾提出過一些有價值的思想觀點﹐但就

全局而言﹐就主要方面和主要方向而言﹐特別是在中國革命“上篇”

和“下篇”這樣的戰略轉變問題上﹐他們基本上是毛澤東思想忠實

的執行者和實踐者。普列漢諾夫說得好﹐方法在每一個嚴肅的體系

                                                        
42〈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節選）〉﹐《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

1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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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決定性的意義﹐“方法無疑是任何一個哲學體系的靈魂”。43 
這就是為什麼在目前公開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袖人物的選集

中﹐在毛澤東的著作裡才讀到了以“戰略”這個概念和術語作題目

的理論專著﹐比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游擊戰爭

的戰略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等﹔不僅如此﹐在毛澤東的著

作裡才讀到了關於方法論的專門文章﹐比如〈關於調查工作〉即後

來更名為〈反對本本主義〉﹑〈改造我們的學習〉﹑〈關於領導方

法的若干問題〉﹑〈黨委會的各種方法〉等等﹐以及社會主義建設

年代寫的〈工作方法 60 條〉。這種現象說明了什麼呢﹖即鄧小平很

早就闡明的﹐“中國的革命﹐不是由別的思想引導到勝利的﹐而是

由毛澤東思想引導到勝利的。革命勝利以後﹐也正是在毛澤東思想

的指導下﹐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才獲得了這樣偉大的成就”﹔44 也
如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坦誠指出的﹕“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

們整整一代人。我們在座的同志﹐可以說都是毛澤東思想教導出來

的。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

麼誇張。”45 可以說﹐包括少奇同志在內的黨的大多數領導人﹐他

們關於中國革命特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觀點﹐基本上是在毛

澤東的啟發和教育下而逐步獲得的﹐說明這點﹐絲毫不會貶低少奇

同志等黨的領導人在中國革命中應有的地位和作用。— 革命不僅需

要﹐也在客觀上造就出不同角色的領導人。 
由此不難理解﹐對一種理論而言﹐它的創造者和執行者在對該

理論的理解方面和實踐方面是有區別的﹐有差別的﹐不可能是同步

的﹐否則就分不出誰是理論的主要創造者了。 

                                                        
43〈Cant反對康德﹐或伯恩施坦先生的精神遺囑〉﹐《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第二

卷﹐三聯書店 1962 年﹐第 420 頁。 
44〈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298 頁。 
45〈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148~1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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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建國初期﹐一方面﹐少奇同志執行毛澤東提出和確定的大

政方針是沒有錯的﹔另一方面﹐作為掌握中國革命前進方向的毛澤

東﹐一直在思考並在方方面面潛移默化地逐步地實施著革命轉變﹐

不可能被包括少奇同志在內的很多中央領導所同步認識和把握的。

這種認識上的先後和實踐上的早晚﹐這樣的差別或矛盾是永遠存在﹐

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不值得大驚小怪﹐更不要小題大做﹐

誇大它﹑曲解它都是錯誤的。無疑﹐這種理解上的和實踐上的差別﹐

也可能發展﹐也可能不發展﹐因此研究者須要注意的是不要用後來

發展的結果概括和取代它初期的差別﹐二者之間有著很大的甚至根

本的不同。 
關於這一事情和現象﹐革命老前輩鄧力群作了實事求是的陳

述﹕ 
 

1951

 
1952 10 19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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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正是由於這樣﹐1954 年少奇同志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草案的報告〉﹐講了這樣的話﹕ 
 

1953
 

 — 

 

                                                        
46 鄧力群﹕〈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的講話（一）〉﹐參見烏有之

鄉網站http://www.wyzxwyzx.com/shudian/ShowArticle.asp?ArticleID=5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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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少奇同志講得多麼坦然啊﹗這裡絕沒有什麼欲與毛澤東思想一

爭高下的“劉少奇治國﹑建國路線”﹐任何企圖利用少奇同志的言

論﹐歪曲歷史﹐大做什麼“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的文章﹐都是自

欺欺人﹐枉費心機。 
 

 
編造“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一個主要目的﹐是用來否定我國

的社會主義改造﹐其中產生了這樣幾種錯誤觀點﹐進而企圖整個地

否定我國的社會主義道路。 
一﹐“唯意志論”。這種論點實際上是把社會主義改造看成是

毛澤東個人的事情﹐硬是把一場改變我國面貌的社會革命說成是毛

澤東個人的獨斷專行和主觀意志﹐從而否認社會主義改造是我國新

民主主義革命發展的必然產物和歷史結果﹐進而否定中國共產黨領

導中國人民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合理性。社會主義事業是人

民群眾的事業﹐不是哪一個人想怎麼辦就怎麼辦的﹐更不是哪一個

                                                        
47 劉少奇﹕〈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劉少奇選集》（下卷）﹐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141~1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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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哪一天下個命令﹐第二天社會主義就搞成了。在我國之所以搞起

了社會主義﹐是因為有那個客觀需要﹐是因為絕大多數人民群眾堅

決跟著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任何人攔也攔不住。冰凍三尺非一

日之寒。中國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經過了一個很長的奮鬥歷程﹐

根本就不存在哪個人的主觀意志的問題。 
二﹐“人為加速論”。認為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太快﹐是不正

常的﹐硬說這是毛澤東個人作用的結果。那麼什麼速度合適呢﹖一

些學者認為是 1953 年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時設想的 18 年﹐用“18
年”這個時間表來剪裁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進程﹐於是“18 年”成

了判斷社會主義改造速度正確與否的標準﹔至於為什麼“18 年”

是正確的﹐不是“18 年”就是錯誤的﹐持“人為加速論”的學者從

沒有解釋過。在速度問題上﹐把一種設想的大概的時間表當作判斷

歷史進程正確與否的標準﹐不是“用人們的存在說明他們的意識”﹐

而是“用人們的意識說明他們的存在”﹐48 反映出這些論者的思想

是多麼嚴重地背離了唯物主義歷史觀。社會發展的速度即歷史進程

本身是不存在正確與否的問題﹐一段歷史的進程或快或慢﹐為什麼

是這種樣子而不是別的什麼樣子﹐只有從各種社會經濟關係及其政

治力量的相互作用﹑相互較量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況且﹐人世

間的事情又有哪個不是人為的呢﹖不去主動地改造社會﹐不要說社

會主義改造﹐任何社會變革都不會自己從天上掉下來。 
三﹐“翻版論”。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方面不同於蘇聯﹐

在城市方面成功地實施了馬克思曾經設想的贖買資產階級的政策﹔

在農業方面克服了先有機械化才能搞合作化的思維屏障﹐經過了互

助組﹑土地入股的半社會主義的初級社和土地公有的高級社等步驟﹐

徹底剷除了存在幾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創造出了富有中國特色的農

村社會組織形式﹐打開了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道路。關於中

蘇兩國社會主義改造的若干不同方面﹐毛澤東做過明確解說﹐“我

                                                        
48〈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 3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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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農業集體化經過幾個步驟﹐跟他們不同﹔我們對待資本家的政

策跟他們不同﹔我們的市場物價政策跟他們不同﹔我們處理農業﹑

輕工業同重工業的關係﹐跟他們不同﹔我們軍隊裡頭的制度和黨裡

頭的制度也跟他們不同”。49 可是一些學者就是視而不見﹐硬說我

國的農業合作化是 30 年代蘇聯農業集體化的翻版﹐試圖通過全盤否

定蘇聯的農業集體化來影射﹐直至否定我國的農業合作化和整個社

會主義改造。 
四﹐“剝奪農民論”。是農業合作化實現的土地公有制﹐消除

了我國農村幾千年來土地私有制造成的階級剝削﹐從而使全體農民

一勞永逸地成為土地的主人﹐成為國家的主人。我國全體農民幾十

年來為國家工業化﹑現代化承擔了鉅大的人力﹑物資和資金﹐做出

了偉大的歷史貢獻。但是一些學者卻把以實現土地公有制為主要任

務的農業合作化和全體農民為實現國家工業化而做出的鉅大歷史貢

獻﹐歪曲並誣衊為是對農民的剝奪。其中﹐把 1953 年梁漱溟與周恩

來﹑毛澤東的一次爭論﹐50 視為一樁須重新評價的“歷史公案”﹔

他們吹捧 20 世紀 30 年代梁漱溟依靠軍閥地主階級搞的短命的“鄉

村建設”﹐極力迴避梁漱溟搞“鄉村建設”的宗旨是對抗中國共產

黨的土地革命﹐迴避其受到當地貧苦農民反對和徹底失敗的歷史事

實﹐誤導讀者以為梁漱溟搞的“農村建設”是中國農村的出路﹐以

此影射﹑貶低﹐直至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土地革命和社會主

義改造。 
五﹐“超越生產力論”。這是“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理論基

礎。他們認為新中國的社會生產力遠沒有達到可以建立社會主義的

程度﹐搞社會主義改造是超越了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這一理論觀點

                                                        
49〈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

五卷﹐第 320 頁。 
5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 年﹐第 326 頁﹔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

央文獻出版社 2003 年﹐第 2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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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質和特點是﹐不相信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改造社會的偉大力

量﹐用被他們歪曲了的抽象的空洞的生產力概念諷刺﹑挖苦我國的

社會主義建設﹐視而不見社會主義改造在發展工農業生產和國民經

濟方面發揮出的鉅大作用﹐視而不見我國在短短的 20 幾年裡就建立

起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樣鉅大的成就。那麼什麼

樣的生產力﹐或者說生產力發展到什麼水平才能搞社會主義呢﹖他

們遠遠地迴避這個問題。其實﹐這種自欺欺人的觀點不過是重彈第

二國際修正主義者否定十月革命的老調﹐沒有任何新東西。馬克思

的生產力學說指明﹐“在一切生產工具中﹐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

革命階級本身﹔革命因素之組成為階級﹐是以舊社會的懷抱中所能

產生的全部生產力的存在為前提的。”51 無疑﹐革命本身 — 偉大

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產物﹐革命階級本身就

是一種偉大的社會生產力。用“生產力”概念否定社會主義改造的

理論觀點﹐與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學說毫無共同之處﹐反而暴露出

這些“專門從書本上討生活的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 52 編造

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距離馬克思主義是多麼的遙遠。 
六﹐“超階段論”﹐這是“超越生產力論”觀點的另一種表述

方式。一些學者提出了一個實際上沒有發生過因而也不可能得到回

答的問題﹐即把“新民主主義社會”搞得時間長一些﹐中國的發展

“可能”更好。在這個偽問題﹑假問題下﹐企圖從主觀編造的“可

能”這一虛假的邏輯出發﹐演繹出否定社會主義改造的現實結論﹐

硬說我國過早地搞了社會主義﹐超越了“新民主主義”即資本主義

社會發展階段﹐超越了生產力的一個發展階段﹐或明或暗地要求恢

復“新民主主義社會”。這種論調﹐與公開要求我國退回去補資本

主義課的觀點﹐可謂異曲同工。 
這幾種觀點互為補充﹐共同的結論都是一個﹐50 年代的社會主

                                                        
51〈哲學的貧困（節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 194 頁。 
52〈反對本本主義〉﹐《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 1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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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改造搞早了﹐搞糟了﹐應當退回去。20 多年來﹐理論界不絕於耳

的批判和否定社會主義改造的聲音﹐就是這麼來的。問題的實質﹐

就是要不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在我們看來﹐上述一系列有爭議的問

題﹐恰恰是毛澤東結合中國實際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

的生動實踐﹐表現了最鮮活﹑最深刻﹑最濃郁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

的特色﹐是毛澤東豐富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成果。 
這些思想理論上的分歧﹐關係到馬克思主義的一系列基本觀點﹐

特別是如何正確認識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關係﹐是馬克思主義革

命實踐和理論思想中的一個重大問題。馬克思揭示出無產階級革命

中的一種現象﹐“由於無產階級在為摧毀舊社會而鬥爭的時期還是

在舊社會的基礎上進行活動﹐因此自己的運動還採取多少同舊社會

相適應的政治形式﹐— 所以﹐在這一鬥爭時期﹐無產階級還沒有建

立起自己的最終的組織﹐為了解放自己﹐它還要使用一些在它獲得

解放以後將會放棄的手段。”53 列寧把握了馬克思的這一思想﹐深

刻剖析了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本質區別﹐指明在以馬克思主

義為指導的俄國無產階級政黨建立之後﹐“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融

合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的俄國社會發展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

了”﹐告誡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在實踐和理論上清醒地認識到

“這兩種思想之間橫著一條鴻溝”﹐“應該懂得和民主主義者的思

想完全和徹底決裂的必然性和絕對的必要性”。54 馬克思﹑列寧的

這一理論思想﹐照射出所謂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反對走社會主

義道路的思想實質。這也是為什麼當歷史的發展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當社會主義革命到來的時候﹐進行的時候﹐曾是革命同路人的某些

社會民主主義者或早或晚地要停止前進的步伐﹐革命的馬克思主義

者﹑社會主義者與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分道揚鑣是不可避免的﹐是一
                                                        
53〈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

第 291 頁。 
54〈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列寧全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第 2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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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會發生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與“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

的爭論﹐就是上述“徹底決裂”﹑“分道揚鑣”的思想表現和理論

鬥爭。 
毛澤東真正領會和把握了馬克思﹑列寧的這一理論思想和革命

經驗﹐科學地制定了中國革命“上篇”和“下篇”的戰略策略﹐55 
要求全黨不僅在思想上﹐更要在行動上把握住“只有認清民主主義

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同時又認清二者的聯繫﹐才能正確地

領導中國革命。”56 所以當社會主義革命的形勢一經產生﹐就堅決

地從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是毛澤東創造性運用馬克思列寧

主義改造中國﹐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一個切入點和結合點﹐

也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一個生長點﹐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

實際表現和偉大成果。什麼叫理論聯繫實際﹐什麼是把馬克思列寧

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社會主義改造就是這樣一個光

輝的典型﹗ 
通過《炎黃春秋》雜誌最近發表的一系列文章﹑講話﹐通過這

些論者明確的語言及其所想所為﹐在思想上和實踐上把“新民主主

義社會理論”的實質和目的十分清晰地展現了出來﹐可以說﹐“新

民主主義社會理論”與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創造和長期堅持的新民

主主義理論毫無關係﹐是性質根本不同和對立的兩種思想體系。但

是這些論者卻非要掩飾這點﹐非要把他們編造的“新民主主義社會

理論”與毛澤東的名字聯在一起﹐說成是毛澤東的﹐這就不折不扣

地表明﹐“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是他們偽造出來強加給毛澤東的﹐

因而是一個欺騙讀者和世人的謊言。 

                                                        
55〈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

276 頁。 
56〈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 6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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