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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使勁鼓吹的“普世價值” 

實質上就是美國的價值 

 

  

 

近來﹐有那麼一幫子人使勁地鼓吹“普世價值”。他們說﹐

民主﹑自由﹑人權﹑公平﹑正義﹑平等﹑博愛等是“普世價值”﹐

在這些“普世價值”面前沒有必要區分姓“資”姓“社”﹐中國

不應強調特殊性而自外於這些普世價值。“30 年改革開放的歷史

功績”就是重新逐步融入世界文明﹐“人權﹑法治﹑公平﹑正義﹑

自由﹑平等﹑博愛等普世價值日漸成為我們文明中的核心價值。”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所走過的歷程﹐就是不斷學習和實踐

人類普世價值的過程”。有人還提出“解放思想應該有核心目

標”﹐這個核心目標“就是要確立普世價值”。主張無論是經濟﹑



政治還是社會﹑文化方面的理論創新﹐都必須以“普世價值”為

尺度﹐跟國際上的民主﹑憲政等主流觀念接軌。一時間﹐“普世

價值”成為時髦的流行語。 
他們鼓吹的“普世價值”的實質是什麼﹖它究竟是不是普世

的﹖中國是不是要沿著他們鼓吹的“普世價值”去發展﹖這些都

是事關我國前途﹑命運的大問題﹐需要認真探討。 
 

 

什麼叫“普世價值”﹖也就是說﹐價值的“普世性”指的是

什麼﹖顧名思義﹐應該是﹕第一﹐這種價值觀念適用於所有的人﹐

不管哪個階級﹑哪個個人﹐都贊成並實踐這種價值﹐即它具有普

遍適用性﹔第二﹐這種價值觀念適用於任何社會﹐不管哪種社會

經濟形態﹐都存在並適用這種價值﹐即它具有永恆性。使勁鼓吹

“普世價值”的人﹐雖然沒有這樣明確地給“普世價值”下定

義﹐但他們說的“普世價值”包含著這樣的意思﹐否則不會說中

國必須實行“普世價值”﹑“不應自外於普世價值”等等這樣的

話。 

如果這樣理解“普世價值”﹐那麼﹐他們關於“普世價值”

的論斷在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他們說的價值觀念是普世

的﹐那麼中國早就應該是贊成並實踐了的﹐怎麼會“自外於”這

種價值觀念呢﹖反過來說﹐既然擁有 13 億人的中國不贊成﹑或沒

有實行他們所說的“普世價值”﹐這種價值觀念怎麼能說是“普

世”的呢﹖顯然他們所說的“普世價值”並不真正是“普世”

的﹐而只是一部分人的價值觀念。 
倒還是某些西方學者對這一點看得清楚一些。按照我國鼓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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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價值”的人的說法﹐英﹑美﹑法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裡的

民主﹑自由﹑平等﹑人權﹑博愛﹑法制等等是“普世價值”﹐中

國必須遵行。然而恰恰是這些國家的某些學者對這些價值觀念的

普世性表示懷疑。法國前外長韋德里納與法國國際和戰略關係研

究所所長博尼法斯在新近聯合出版的新書《全球地圖冊》中﹐就

談到了這個問題。有人質疑韋德里納是否“過於偏激”地放棄了

人權﹑自由和民主等“普世價值”﹐他對此回答說﹕“我一直堅

信和捍衛這些價值﹐但我不無傷感地告訴您﹐西方世界十億人口

在全球 60 億人口中佔少數﹐我們認定的‘普世價值’未必真的就

是‘普世’的﹐現在我們沒有理由也沒有能力強迫別人接受我們

的價值觀。”顯然﹐得不到大多數人認同的價值不能算是普世的﹐

這一點﹐連一些西方學者也是承認的﹐而我國某些學者卻閉著眼

睛不承認這一點。 
可見﹐他們鼓吹的那些價值觀念的普世性是自封的﹐並不真

的就是普世的﹐其目的是想藉口“普世性”把那些價值觀念強加

給別人。 
 

 

價值﹐是指客體對主體的意義和作用。同一種事物﹐對不同

的人來說﹐意義和作用是不一樣的﹐價值因人而異。這是因為﹐

人的基本特性是社會性﹐人是在社會中進行生產和生活的﹐脫離

社會的個人無法生存。像魯濱遜那樣不同其他人發生關係的人﹐

只存在於傳奇小說裡﹐現實生活中是找不到的。在生產和生活中﹐

人與人之間必然發生一定的社會關係。由於人們在社會關係中的

 3



地位不一樣（在階級社會裡就形成不同的階級）﹐追求的利益也

不一樣﹐所以不同的人對同一種事物的價值判斷必然也是不同

的。這就是說﹐價值總是具體的。 
當然﹐為了使社會正常運轉﹐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人們也會

形成一些人人必須遵守的行為規範（這些行為規範或者是約定俗

成的﹐或者是由法律規定的）﹐即存在某種共同的價值觀念﹐1 但

是即使是公認的行為規範﹐不同的人也賦予不同的內涵。鼓吹“普

世價值”的人往往把不同階級﹑不同的人群存在的價值觀念中的

共同點﹐抽象出來把它叫做“普世價值”。例如﹐資產階級講民

主﹐無產階級也講民主﹐這兩種民主的性質和內容是根本不同的﹐

但兩者之間也有一些共同之處﹐有人就把共同點抽象出來﹐然後

把民主說成是“普世價值”﹐籠統地說“民主是個好東西”。 
但是﹐這種抽象的民主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獨立存在的。

從哲學上講﹐共性寓於個性之中﹐沒有脫離了個性而獨立存在的

共性﹐共性總是與個性結合在一起﹐總是體現在個性中。人們可

以在思維中把不同事物的共同點抽象出來﹐形成概念﹐但能夠在

現實生活中看得見﹑摸得著的只是個性的東西。打一個比方﹐人

們可以從各種各樣的具體水果（蘋果﹑桔子﹑梨﹑香蕉等等）中

抽象出共性的東西﹐把它概括為水果﹐但在市場上只能買到具體

的水果﹐而買不到抽象的水果﹐因為水果這一概念只存在於具體

的水果中。同樣﹐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抽象的民主﹑自由等等

也是不存在的﹐毛澤東說過﹕“實際上﹐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

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鬥爭的社會
                                                        
1 順便說一下﹐這種必須遵守的社會規範也並不是普世的﹐即並不是每個人都同意

並遵循的﹐因為總有一些人不贊成並違反這種規範。例如﹐在汶川地震中的“範

跑跑”就反對拯救他人生命這一大家公認的行為規範﹐而某些人還表示贊成他的

這種觀點。 

 4



裡﹐有了剝削階級的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

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

的民主。”他還指出﹕“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都

是在歷史上發生和發展的。”2

正因為這樣﹐鄧小平針對我國存在的民主發揚不夠的問題﹐

在提出“繼續努力發揚民主﹐是我們全黨今後一個長時期的堅定

不移的目標”的同時﹐強調“我們在宣傳民主的時候﹐一定要把

社會主義民主同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民主嚴格區分開來”。3 

他明確指出﹐有的人講的“民主化”的含義不十分清楚﹐“資本

主義社會講的民主是資產階級民主﹐實際上是壟斷資產階級的民

主﹐無非是多黨競選﹑三權鼎立﹑兩院制。我們的制度是人民代

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

套。”4 不能抽象地談論民主﹐不區分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

民主﹔更不能說﹐只要主張民主﹐不管是什麼性質的民主﹐就都

是社會主義。 
其實﹐歷史上早就有人鼓吹抽象的民主﹐考茨基就是一個典

型的例子。考茨基在反對十月革命勝利後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性

質的蘇維埃政權時﹐宣傳所謂的“純粹民主”﹐也就是抽象的﹑

普世的民主。列寧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歷

史﹐那就很明顯﹕只要有不同的階級存在﹐就不能說‘純粹民

主’﹐而只能說階級的民主。”考茨基談論“純粹民主”的目的

是“矇騙工人﹐以便迴避現代民主即資本主義民主的資產階級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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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209 頁。 
3〈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176 頁。 
4〈改革的步子要加快〉﹐《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2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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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5 近 90 年過去了﹐列寧這一論斷﹐今天讀來﹐仿佛就是針

對眼前鼓吹“普世價值”的人說的﹗ 
很明顯﹐某些人使勁鼓吹的“普世價值”﹐並不是﹑也不可

能是普世的。價值﹐在階級社會裡是具有階級性的﹐不過他們把

特定階級的價值觀念冒充為“普世”的價值觀念罷了。這種手法

卻很能迷惑人的﹕一宣佈是“普世”的﹐不明底細的人﹐誰還會

反對呢﹗ 
 

 

人們對客觀事物的價值判斷﹐是一種觀念﹐屬於上層建築的

範疇﹐它的內涵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因此﹐價值觀念的內容﹑

人們的價值判斷的標準﹐是隨著社會經濟關係的變化而不斷改變

的。在不同的社會經濟關係下﹐人們賦予同一個價值觀念以完全

不同的內涵。也就是說﹐價值是歷史的﹐而不是永恆的﹑不變的。

從人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看﹐沒有普遍地適用於一切社會的永恆

的價值。馬克思恩格斯曾針對共產黨要廢除“一切社會狀態所共

有的永恆真理﹐如自由﹑正義等等”的責難﹐特地指出﹕“人們

的觀念﹑觀點和概念﹐一句話﹐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

件﹑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這難道需要經過深思才能瞭

解的嗎﹖”“至今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

的”﹐所謂的“永恆真理”反映的恰恰是過去各個世紀所共有的﹑

在私有制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上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剝削”

                                                        
5〈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第

600﹑6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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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事實﹐因此﹐“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

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

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6

人們喜歡議論公平﹐把它說成是永恆的﹑人人都追求的東西﹐

似乎這就是普世的價值觀念了。試問﹐有誰不贊成公平呢﹖然而

抽象的﹑適用於一切社會的公平是不存在的。恩格斯在批評蒲魯

東小資產階級的“永恆的公平”時﹐給公平下過一個經典性的定

義。他說﹕公平“始終只是現存經濟關係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

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觀念化的神聖化的表現。希臘人和羅馬人

的公平認為奴隸制度是公平的﹔1789 年資產者的公平要求廢除封

建制度﹐因為據說它不公平。在普魯士的容克看來﹐甚至可憐的

行政區域條例也是對永恆公平的破壞。所以關於永恆公平的觀念

不僅因時因地而變﹐甚至也因人而異﹐這種東西正如米爾伯格正

確說過的那樣﹐‘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理解’。”7

馬克思在批評拉薩爾的“公平的分配”時﹐用提問的方式闡述

了自己關於公平問題的觀點﹐這一觀點同恩格斯是完全一樣的。他

說﹕“什麼是‘公平的’分配呢﹖難道資產者不是斷言今天的分

配是‘公平的’嗎﹖難道它事實上不是現今的生產方式基礎上惟

一‘公平的’分配嗎﹖難道經濟關係是由法的概念來調節﹐而不是

相反﹐從經濟關係中產生出法的關係嗎﹖難道各種社會主義宗派分

子關於‘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種極不相同的觀念嗎﹖”8

公平﹐作為人們的一種觀念﹐是經濟關係的反映。不存在某

種永恆不變的﹑超越社會經濟關係的公平﹐在不同社會制度下﹐
                                                        
6〈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92﹑293
頁。 
7〈論住宅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12 頁。 
8〈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 3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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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的標準是不一樣的。奴隸社會有奴隸社會的公平標準﹐封建

社會有封建社會的公平標準﹐而資本主義社會則有資本主義社會

的公平標準﹐如果用資本主義社會的公平標準去衡量奴隸社會﹑

封建社會乃至社會主義社會的事情﹐那是荒唐可笑的。對於民主﹑

自由﹑人權等等觀念﹐我們也應該這樣去理解。社會存在決定社

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道理。 
鼓吹“普世價值”的人是歷史唯心主義者﹐他們不是根據社

會經濟關係來確定價值的內容﹐而是倒過來﹐預先先驗地確定了

所謂的“普世”的價值觀念（這有點像黑格爾的“絕對精神”）﹐

然後根據這些“普世”的價值觀念來判斷現實社會的是非對錯﹐

進而要求按照這些“普世價值”來安排社會關係。他們從來不回

答他們所主張的抽象的﹑適用於一切社會的“普世價值”是哪兒

來的﹐仿佛這是人一生下來就必然具有的﹐是人的本性﹐或者是

上帝賦予的﹐“天賦人權”。其實他們鼓吹的“普世價值”並不

是人人所固有的﹐或上帝賦予的﹐而是由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關

係決定的。看一看他們“普世價值”的具體內容﹐就可以明白這

一點。他們正是把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裡的民主﹑自由﹑人權﹑

公平等等稱之為“普世價值”的﹐而這些價值觀念的內涵不就是

反映了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關係嗎﹖他們之所以拼命否認他們所

鼓吹的“普世價值”有姓“社”姓“資”的區別﹐恰恰是因為那

裡存在著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 
 

 

其實﹐鼓吹“普世價值”並不什麼學術問題﹐而是有著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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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目的的。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有一股勢力﹐想把我國引向

資本主義道路。意識形態領域始終存在著尖銳的鬥爭﹐這種鬥爭

的集中表現就是四項基本原則與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由於我

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國際國內的環境﹐這種鬥爭將長期存在﹐鄧小

平估計﹐直到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之前這種鬥爭都不會停息。搞

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手法可以不斷變化﹐可以宣傳新自由主義﹐

也可以宣傳民主社會主義﹐最近又冒出個“普世價值”﹐但萬變

不離其宗﹐其矛頭都是指向四項基本原則。鼓吹“普世價值”的

人﹐把英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等

封為“普世價值”﹐然後用這個標準來衡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實踐﹐指責這個不行﹑那個不行﹐然後要求按照資本主義的標準

改造中國﹐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成資本主義。他們把西方發達

資本主義國家裡的政黨輪流執政制度當作普世的﹑惟一的民主制

度﹐攻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共同協商的制度﹐說這

是“另搞一套”﹐要求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他們竭力歪曲和攻

擊無產階級專政﹐把它同民主對立起來﹐鼓吹西方的甚至臺灣的

所謂的“憲政”制度﹔他們宣傳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因而私有制

是最合理的﹑永恆的﹐私有產權是普世的﹐要求在經濟上實行私

有化﹔他們把資產階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宣佈為人類共同

的核心價值﹐要求放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

體系。如此等等﹐矛頭所向﹐十分清楚。最可笑的是﹐他們居然

把在共產黨領導下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取得的抗震救災的偉

大勝利﹐無中生有地說成是實施“普世價值”的結果﹐宣佈中國

走到了拐點﹐即放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拐到西方的“主流”社

會去。這哪裡是討論學術問題﹐分明是赤裸裸地要求徹底的資本

主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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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領導同志旗幟鮮明地指出了“普世價值”的實質﹐他

說﹐所謂“普世價值”就是美國的價值﹐美國想用他們的價值觀

改造世界。真是一語中的﹗大量事實證明﹐美國正在打著民主﹑

自由﹑人權等等旗號﹐在全世界到處推廣美國的價值觀念﹐把所

謂“持不同政見者”組織起來﹐通過街頭政治的辦法﹐搞顏色革

命﹐推翻不符合美國意願和利益的政府。這就是“普世價值”的

功用。這方面的例證﹐比比皆是﹐無須贅述。 
在社會主義國家裡﹐推行“普世價值”會是什麼樣的結果

呢﹖蘇聯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充分展示了這一點。大家知

道﹐戈爾巴喬夫是十分推崇“全人類的共同價值”即“普世價

值”的﹐他認為 “新思維”的核心就是“全人類的價值高於一

切”。9 他把法國 1789 年資產階級大革命追求的資產階級的民主﹑

自由﹑平等﹑博愛當作全人類共同的價值﹐甚至認為俄國的偉大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不過是法國大革命的回聲。他按照“全人類共

同價值”改造蘇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結果造成了亡黨亡國

的悲劇。蘇東劇變充分揭示了他所鼓吹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即

“普世價值”）的實質。這件事情過去不過 20 年﹐難道我們就忘

了不成﹖ 
在蘇東劇變以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加緊在我國推行西

化分化戰略﹐力圖使我國發生像蘇聯東歐國家那樣的和平演變。

其中一個重要手法就是在我國宣傳和推行美國的價值觀念﹐進而

按照這種價值觀念改變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國內那些把美國的

價值觀念當作“普世價值”﹐並使勁加以鼓吹的人﹐正好適應了

西方壟斷資產階級對我國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需要。 
 

                                                        
9 戈爾巴喬夫﹕《改革與新思維》﹐新華出版社 1987 年﹐第 1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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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出現一股使勁鼓吹“普世價值”的歪風﹐並不是偶然

的。一股思潮的出現總有它的根源﹐我們可以從當前國際國內階

級鬥爭的形勢中找到鼓吹“普世價值”這股風的源頭。我們不來

全面分析這個問題﹐而只想從我們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角度談一

點想法。在一次討論“普世價值”問題的研討會上﹐有的同志提

到﹐只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就可以看到

鼓吹“普世價值”的實質及其錯誤所在。但是近來多年不講馬克

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甚至把它當作宣傳思想教育

工作的禁區﹐這就導致很多人看不清“普世價值”的階級實質﹐

陷入了抽象的價值觀念的泥坑﹐分辯不了是非﹐引起了許多思想

混亂﹐這是“普世價值”得以氾濫的一個認識方面的原因。我非

常贊成這一看法。 
有人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同以階級

鬥爭為綱混淆在一起﹐仿佛否定階級鬥爭為綱就不能再講階級分

析了。這是極大的誤解。毫無疑問﹐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

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主義制度已經建立﹐大規模群眾性的階

級鬥爭已經過去的情況下﹐黨的工作以階級鬥爭為綱是錯誤的。

然而由於國際環境和國內的因素﹐階級鬥爭仍將在一定範圍內長

期存在﹐在一定條件下還會激化﹐因此﹐我們還必須堅持馬克思

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江澤民曾經指出﹕“我們糾正過去一度發

生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不等於階

級鬥爭已不存在了﹐只要階級鬥爭還在一定範圍內存在﹐我們就

不能丟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分析的觀點與方法。這種觀點

與方法始終是我們觀察社會主義與各種敵對勢力鬥爭的複雜政治

 11



現象的一把鑰匙。”10 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階

級鬥爭學說﹐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來觀

察和分析意識形態領域的種種現象。在階級分析方法面前﹐那些

使勁鼓吹“普世價值”的人就會現出原形﹐暴露出他們的反對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 

                                                        
1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

文獻出版社 2002 年﹐第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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