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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演變 20 週年有關爭論的隨想 

 
   

 

 
如果以蘇聯解體為標誌﹐1 2011 年是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的

20 週年。在這一年裡﹐我國學術界掀起了研究蘇聯演變的原因和

教訓的熱潮。出現了一系列著作﹐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兩本論文集﹐

一本是李慎明主編的《歷史在這裡沉思》﹐一本是陸南泉主編的

《蘇聯真相》﹐兩本書都聚集了一批專家﹐然而這兩本書在許多

                                     
1 蘇聯解體與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是性質不同的﹑然而密切相聯繫的兩件事情。蘇

聯解體是國家形式的變化﹐由一個統一的聯盟國家變為 15 個獨立的國家﹐而蘇聯演

變則是社會制度性質的變化﹐由社會主義變為資本主義。但如果蘇聯不向資本主義

演變﹐堅持統一的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蘇聯是不可能解體的。演變

是因﹐解體是果。演變是一個過程﹐人們往往把蘇聯解體看作是蘇聯演變的標誌。 



原則問題上的基本觀點截然相反﹐大體上可以代表國內學者在這

個問題上的看法。 
開始的時候﹐我還有點納悶﹕蘇聯問題終究是外國的事情﹐

而且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這件事情﹐已經過去 20 年﹐成了歷史了﹐

也許少數專門研究蘇聯歷史的人會對此有興趣﹐怎麼會在相當大

範圍內引起學術界的重視﹐並引發那麼熱烈的討論呢﹖隨著討論

的深入﹐慢慢我明白了﹕這是因為關於蘇聯演變原因和教訓的研

究﹐直接關係到中國應該怎樣評價自己的歷史﹐今後應該朝什麼

方向發展。終究我們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

義”﹐才“以俄為師”﹐成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取

得政權的﹔全國解放以後﹐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進行社會主

義建設﹐儘管有我們自己的特色﹐毛澤東等幾代領導集體在探索

中國走自己的路方面做出了鉅大努力﹐但基本原則﹑基本道路同

蘇聯是一樣的﹕都是搞社會主義。蘇聯發生了向資本主義演變這

樣的大事﹐當然會引發對我們已經走過的道路對不對﹑今後該往

哪兒走這類問題的思考和討論。總結蘇聯演變的教訓﹐看起來是

在研究蘇聯問題﹐實際上是在回答中國問題。有的事情直接就中

國說三道四﹐不大方便﹐借著蘇聯問題來發議論就好說一些。比

如﹐除了敵對勢力外﹐對某些人來說﹐直接說中國應該取消共產

黨的領導﹑實行多黨制﹐礙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

不便公開說﹐於是他們就間接地用蘇聯來說事﹐猛批蘇聯的共產

黨領導是“政治壟斷”﹑“專制”﹑“不民主”等等﹐因而導致

蘇聯政局劇變﹐弦外之音﹐明眼人一聽就知道了﹕中國必須放棄

共產黨的領導﹐否則早晚也會發生像蘇聯那樣的事件的。“古為

今用﹑洋為中用”﹐借著歷史說現在﹐借著外國說中國﹐歷來如

此﹐不過在當前蘇聯問題研究上更為明顯些。正因為蘇聯問題的

研究﹐從根本上說﹐總是與中國前途密切聯繫在一起的﹐難怪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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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學科的學者都來研究蘇聯演變的原因和教訓了。 
正因為研究的結論涉及中國本身應該如何評價自己的革命歷

史﹑應該朝什麼方向走﹐所以這種研究很大程度上就不僅僅是學

術性的了﹐往往帶有強烈的政治性。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在蘇聯

演變問題上意見是那麼的對立﹐而且爭論又是那麼的激烈﹗ 
 

 
當前學術界關於蘇聯演變問題的分歧﹐大體上可以概括如下﹕ 
一個價值判斷﹐即從總體上說﹐蘇聯演變是好事還是壞事﹐

這就是“好得很”與“糟得很”之爭﹔ 
兩個焦點問題﹕一個是如何評價蘇聯社會主義的實踐﹐即蘇

聯社會主義模式（也叫“斯大林模式”）﹐是基本否定﹐甚至“否

定得越徹底越好”﹐還是“三七開”﹐成績是基本的﹐問題是第

二位的﹔另一個是如何評價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基本肯定﹐認

為方向是對的﹐只是“搞晚了”﹐或者具體做法有毛病﹐還是完

全否定﹐甚至加以譴責﹐認為方向不對﹐搞的是資本主義化改革﹐

從而葬送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 
三個人物的評價﹕一個是對斯大林﹐是全盤否定﹐還是“三

七開”﹔一個是對赫魯曉夫﹐是讚揚他為“改革家”﹐還是批評

他是修正主義者﹐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奠了基﹔一個是對戈爾巴

喬夫﹐是為他開脫﹑辯護﹐還是斥之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叛徒。 
一個落腳點﹕中國應該從蘇聯演變這一事件中吸取什麼教

訓。這是研究蘇聯演變問題的根本目的所在。不過有的文章對這

一點往往語焉不詳﹐甚至不說﹐因為說出來有點不方便。這也是我

們在某些研究蘇聯問題的文章中常見的一種手法。譬如﹐有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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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是歷史的進步﹐那麼﹐中國是不是也應該這樣

演變﹖那他就不往下說了﹐讓讀者自己去想﹑去得出結論了。 
上述這幾個關鍵問題是有著內在聯繫的﹐作者在某個問題上

持一種觀點﹐按照理論的邏輯﹐我們就可以推論出他在另外幾個

問題上的觀點。例如﹐有人主張徹底否定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

（“斯大林模式”）﹐他就必然是全盤否定斯大林﹐讚揚赫魯曉

夫的秘密報告﹐肯定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進而認為蘇聯演變是歷

史的進步﹐最後必然得出理論﹕新中國成立以來走錯了道路﹐應

該趁早進行戈爾巴喬夫那樣的改革。即使有時只對某個問題發表

看法﹐只要作者邏輯清晰﹐那麼我們也可以推論出他在其他問題

上的觀點。 
 

 
關於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的價值判斷﹐即是好還是壞﹐這是

由階級立場決定的。說起來有點觸犯某些人的忌諱了﹐怎麼又講

階級立場呢﹖不過事實是如此的。像蘇聯演變這樣重大的歷史事

件﹐不同階級有不同的判斷﹐這是必然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

義國家﹐又是社會主義陣營中最強大的國家﹐改旗易幟﹐短短六

年時間就從社會主義演變成資本主義﹐這是好事還是壞事﹐不講

階級立場﹐能說得清楚嗎﹖顯然不能。 
回顧一下 20 年前蘇聯劇變前後的情景吧。那時西方壟斷資產

階級的政治家﹑思想家無不歡欣鼓舞﹐彈冠相慶﹐甚至斷言﹐“歷

史到此終結”﹐從此資本主義將重新一統天下﹐欣喜之情﹐溢於

言表。作為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社會主

義同資本主義是兩種對立的社會制度﹐兩者反映了無產階級同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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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階級兩個階級的根本利益。自從十月革命誕生了社會主義國家

以來﹐西方國家壟斷資產階級就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社會

主義制度作為根本任務。蘇聯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在以戈爾巴喬夫

為代表的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指導下﹐自己就主動地向資本主義

演變﹐西方壟斷資產階級不費一兵一卒就實現了自己夢寐以求的

願望﹐豈不喜出望外﹗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一些學者跟在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後面﹐

也表達出一種欣喜之情﹐宣佈蘇聯演變是歷史的進步﹐它使得蘇

聯擺脫了“斯大林模式的束縛”﹐澄清了“認識的迷誤”﹐回到

了“人類文明的正道”。把社會主義搞垮了﹐他們倒高興了﹐這

除了說明他們的確是站在同西方壟斷資產階級一樣的立場上觀察

和評價蘇聯演變這件事情外﹐還能怎麼解釋呢﹖ 
站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立場上﹐對蘇聯演變問題﹐必然

會做出截然相反的價值判斷。蘇聯東歐國家的演變使得世界政治

地圖上一大片社會主義的紅色改變了顏色﹐這些國家的勞動人民

重新陷入被剝削﹑被壓迫的境地﹐而且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經濟

滑坡﹑政局動蕩﹑治安惡化﹑生活下降﹐有的國家的經濟甚至至

今還沒有恢復到動亂前的水平。原來的蘇聯東歐國家﹐不管有多

大的失誤﹐搞的總還是社會主義﹐把社會主義搞垮了﹐總不能說

是好事吧。這一事件還改變了世界的格局﹐使得美國成為世界上

唯一的超級大國﹐沒有任何人可以制約它﹐美國可以在世界舞臺

上為所欲為﹐20 年時間就連續打了好幾次仗﹐像科索沃戰爭﹑伊

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等等。想打誰就打誰﹐沒有理由就編個理

由去打。所有這些﹐怎麼也不能說是好事吧。 
我還聽到過一種意見﹕只要實現了民主﹑自由﹐總是進步的

現象﹐不管花多大的代價﹐也是值得的﹐他們套用裴多菲的話說﹕

“若為民主故﹐一切皆可拋”。他們是“民主迷”﹐把一人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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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選舉﹐多黨制﹑輪流執政看作是民主與否的標準﹐認為這種

制度具有“普世價值”﹐只要實行這樣的制度就是進步現象﹐就

應該支持。按照這個邏輯﹐推翻了共產黨的領導﹐實行了多黨制﹐

當然是“歷史的進步”了。對這種說法﹐我們先從理論上講。民

主﹑自由﹐作為一種觀念﹑一種價值﹐其內容是由社會經濟關係

決定的﹐不同社會經濟關係就有不同的民主﹑自由。能把奴隸社

會的民主﹑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民主等同起來

嗎﹖顯然不能。世界上並沒有抽象的﹑“普世的”民主﹑自由﹐

能夠存在的民主﹑自由總是具體的﹐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不是

社會主義的民主﹐就是資本主義的民主。老實說﹐“普世價值”

本身就是一個西方故意炮製出來的虛幻概念﹐也是他們設置的一

個圈套﹕他們把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自由說成是具有“普遍適

用性”的價值﹐然後要求別的國家﹑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按照這

個“普世價值”去進行制度設計﹐改造自己的社會制度。這就是

那些人鼓吹“普世”民主﹑自由的目的。撇開這個理論問題不談﹐

就說現實生活中的事吧。劇變後俄羅斯建立的民主制度﹐符合他

們提出的標準﹕一人一票選舉總統﹐實行多黨制等等﹐然而這種

“民主”卻實在難以令人恭維。我們舉一個例子吧。1993 年 10
月﹐被西方譽為“俄羅斯民主之父”的葉利欽﹐當議會（最高蘇

維埃）不大聽他的話﹐他提交的法令往往通不過的時候﹐他就調

動軍隊﹐炮轟白宮（議會所在地）﹐打死了 150 多人﹐宣佈解散議

會﹐取消憲法﹐重新選舉。西方從來沒有指責他違反了民主原則﹐

始終讚揚他是“民主的鬥士”。但是﹐這種“民主”﹐不要也罷。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都有好的一面﹐又有壞的一面。

找點具體材料來說事﹐那是很容易的。但我們要對一個事物做總

體的價值判斷時﹐必須抓住它的基本性質。我們在對蘇聯演變這

件事情做價值判斷時﹐不應糾纏具體問題﹐而要抓住問題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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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分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人類社會發展的

歷史趨勢是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堅持社會主義才符合歷

史潮流。復辟資本主義雖然由於一段時間裡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

一時能得逞﹐但終究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我們對一個歷史事件

作價值判斷時﹐一定要看一看﹐它是否符合歷史發展的總趨勢。

這是最起碼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則。記得在抗日戰爭時﹐有人專

門揭露抗日根據地的陰暗面﹐毛澤東就說過﹐我們不否認根據地

工作中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首先要分清延安﹑西安。意思就是

首先要分清事情的基本性質﹐看看它的總趨向﹐然後再講其他問

題。我想﹐這一點﹐也應該是我們對蘇聯演變問題作價值判斷時

的基本方法論原則。 
 

 
如何評價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也就是如何評價蘇聯社會主

義模式（也叫“斯大林模式”）﹐是這場爭論的焦點問題之一。對

這個問題的回答﹐實際上決定著其他問題的答案。如果認為蘇聯

社會主義模式是錯誤的﹑失敗的﹐應該否定﹐甚至說應該“否定得

越徹底越好”﹐蘇聯演變的原因就在於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即

所謂“制度說”）﹐演變的責任在斯大林身上（因為這個制度是在

他領導下建立起來的）﹐那麼﹐必然認為蘇聯演變是歷史的進步﹐

它使得俄羅斯等國“走上了人類文明的正道”﹐同時必然肯定戈

爾巴喬夫的改革﹐讚揚赫魯曉夫的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

如果認為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成績是主要的﹐問題是第二位的﹐

總的評價是“三七開”﹐那麼﹐必然得出結論﹕應該在堅持它的正

確方面的前提下進行改革﹐而不應推翻社會主義制度﹐而戈爾巴

喬夫的旨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改革是錯誤的﹐應該否定﹐赫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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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夫的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也應該受到批判﹐蘇聯演變則

是歷史的倒退。正因為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評價牽涉到一系列

原則問題﹐所以﹐它成為爭論的焦點﹐是不足為奇的。 
從 1917 年十月革命勝利﹐俄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算起﹐到

1985 年戈爾巴喬夫上臺（他上臺後﹐逐步推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

義路線﹐意味著蘇聯進入由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時期）﹐

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有近 70 年的歷史。在這段時間裡﹐蘇聯經歷

了許多事情﹐回過頭來看﹐他們做的事情﹐有對有錯﹐有值得讚

揚的﹐也有應該批評的。歷史功過﹐任人評說。由於蘇聯問題涉

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黨建等各個方面﹐因而誰都可以引

用一些材料來對蘇聯問題發表議論﹐進而引伸出去﹐談論中國應

該從蘇聯演變中吸取什麼教訓。這就是在蘇聯問題上眾說紛紜的

一個原因。我們不來就一個一個具體問題進行闡述﹐重要的是從

總體上應該怎麼評價蘇聯社會主義模式。 
有人抓住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中犯的錯誤﹑體制上存在的弊病

大做文章﹐他們把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各個領域的問題說了個遍﹐

羅列了一大堆。且不論其中有許多是誇大其詞﹐甚至是造謠誣衊

（例如說肅反擴大化殺了五千萬人等等）﹐即使是事實﹐能不能依

據這些事實就完全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這就需要作點分析。 
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是把馬克思恩格斯

的科學社會主義理想付諸實施的第一個試驗場。馬克思恩格斯是

從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中推論出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的﹐但

它作為人類偉大的理想﹐怎麼在現實生活中付諸實施呢﹖在十月

革命之前﹐除了巴黎公社短短的 72 天外﹐人們沒有實踐過。蘇聯

是在沒有前人經驗可資借鑒的情況下﹐把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

義理想同本國國情相結合﹐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進行社會主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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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的。這是一個探索的過程﹐既然是探索﹐就難免犯錯誤。正如

列寧指出的﹕“在這樣嶄新﹑艱難和偉大的事業中﹐缺點﹑錯誤

和失誤是不可避免的。”那麼怎樣對待這些錯誤呢﹖列寧強烈地

批評了那種“對這些缺點採取譏笑（或幸災樂禍）態度”的人﹐

說他們是“除了維護資本主義的人以外﹐就只有那些毫無頭腦的

人了”。2 對社會主義的探索﹐無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挫折的教

訓﹐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寶貴的財富﹐都為後來的社會主義國

家進行革命和建設提供了豐富的借鑒材料。對前人在探索過程中

出現的失誤和弊病﹐我們應該採取寬容的態度。人類總是不斷發

展的﹐成年人對青年時代犯下的錯誤﹑甚至看來是幼稚可笑的錯

誤﹐不應苛求。重要的是要總結經驗﹐在前人的基礎上糾正錯誤﹐

繼續前進。因此﹐輕易地把第一個社會主義實驗貶之為“失敗”﹐

予以否定和咒罵﹐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鄭重的態度。 
有人喜歡說“真相”﹐仿佛拋出一些別人不大知道的材料﹐

就可以把人鎮住了。其實﹐列舉一些材料（即使那些材料是真實

的）﹐並不能說就說明了真相。對於一個複雜事物來說﹐只有透

過現象揭示它的本質﹐才能說明它的真相。單純羅列事實﹐不抓

住本質﹐好像是瞎子摸象﹐容易陷入片面性﹐反而把真相弄模糊

了。列寧曾經說過﹐“社會生活現象極其複雜﹐可以找到任何數

量的例子或個別的材料來證實任何一個論點”。3 因此他告誡我

們﹕“在社會現象方面﹐沒有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

例更普遍更站不住的方法了。羅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

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為在具體的歷史情

況下﹐一切事情都有它們個別的情況。如果從事實的全部總和﹑

                                     
2《列寧選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130 頁。 
3《列寧選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5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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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實的聯繫中去掌握事實﹐那麼事實不僅是勝於雄辯的東西﹐

而且是證據確鑿的東西。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繫中去

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麼事實只能是一種兒

戲﹐或者甚至連兒戲都不如。”4 記得有我們黨一位領導同志談

到“真實”時﹐也講過類似的意思。他曾經舉過一個例子﹐大意

是﹕一個小夥子﹐長得相當英俊﹐但是有點禿腦袋。你給他照相﹐

光照個禿腦袋﹐說他醜死了﹐儘管禿腦袋是事實﹐但不能說這反

映了真實﹐這叫做“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只有正面照相﹐既

看到腦袋脫髮﹐又看到全身﹐使人得出結論﹕這個人﹐總體上是

英俊的﹐但有個禿頭的毛病﹐這才叫真實。這個例子﹐我一直記

憶在心。生活的經歷使我慢慢悟出一個認識問題的方法﹕看一個

比較複雜的問題﹐不能抓住一點材料就下結論﹐必須運用辯證唯

物主義的方法﹐全面分析﹐抓住本質﹐防止形而上學﹑片面性。 
那麼﹐怎麼從總體上評價蘇聯社會主義的實踐呢﹖有兩個基

本事實是不能迴避的。一個事實是﹐沙俄是一個極其落後的國家﹐

1913 年蘇聯疆域內的工業總產值只佔美國的 6.9％﹐到 1985 年已

達到美國的 80％﹐從一個極其落後的國家一躍而成為世界上兩個

超級大國之一﹐而且蘇聯是在其國土歷經兩次世界大戰蹂躪的惡

劣環境下取得這一成就的。如果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是失敗的﹐那

麼怎麼解釋這個事實呢﹖丘吉爾在紀念斯大林逝世時曾指出﹐評

價一個歷史人物要看他接手的時候﹐國家是什麼樣子﹐而他離開

的時候﹐國家又是什麼樣子。斯大林接手的時候蘇聯是馬拉犁耕

地的落後國家﹐而他離開的時候蘇聯是擁有原子彈的強國。大家

知道﹐丘吉爾是堅決反對共產主義的﹐但他也不得不承認蘇聯在

斯大林領導下取得的偉大成就。另一個事實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4《列寧全集》第 28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第 3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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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德國挾大半個歐洲的軍事﹑經濟實力進攻蘇聯﹐在極其困

難的情況下﹐蘇聯憑藉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依靠廣大勞動人

民和紅軍戰士戰勝了法西斯﹐取得了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如果

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是失敗的﹐按照某些人的說法﹐國內人民怨

聲載道﹐矛盾重重﹐那麼在希特勒瘋進攻面前﹐蘇聯怎麼能頂得

住並取得勝利呢﹖ 
對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評價﹐毛澤東是辯證唯物主義分析的

典範﹐他的分析方法以及得出的結論﹐值得我們學習和認真思考。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毛澤東第一個指出對蘇聯的社會主義實

踐需要做具體分析﹐不能盲目照搬。他在世界社會主義各國紛紛

照搬蘇聯模式的環境下﹐強調必須以蘇聯為鑒戒﹐結合中國國情

進行探索﹐走自己的路。《論十大關係》就是一個典型。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就是由此發軔的。然而在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

時候﹐又是他站出來捍衛斯大林的正確方面﹐強調蘇聯社會主義

建設成績是基本的﹐不能否定。1956 年 8 月底﹐毛澤東明確指出﹕

“因為蘇聯發生了一些錯誤﹐這方面講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

那種錯誤不得了﹐這種觀察是不妥的。任何一個民族﹐不可能不

犯錯誤﹐何況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歷又那麼久﹐

不發生錯誤是不可能的。蘇聯發生的錯誤﹐像斯大林的錯誤﹐它

的位置是什麼呢﹖是部分性質的﹐暫時性質的﹐雖然聽說有些東

西有 20 年了﹐但總是暫時的﹑部分的﹐是可以糾正的。蘇聯那個

主流﹐那個主要方面﹐那個大多數﹐是正確的。俄國產生了列寧

主義﹐經過十月革命變成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建設了社會

主義﹐打敗了法西斯﹐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它有許多東西

我們可以學。當然﹐是要學習先進經驗﹐不是學習落後經驗。”

“所以﹐要加以分析。”“對斯大林要三七開﹐他們的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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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東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東西是錯誤的。”5 從實

際出發﹐全面地進行分析﹐同時分清主流和支流﹐這是評價蘇聯

社會主義實踐的唯一正確的﹑科學的方法。 
說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失敗的﹐聽起來那麼耳熟。老實說﹐

自從蘇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以來﹐西方國家一直就是這樣咒罵

的。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實際上就是給蘇聯的社會主義制

度抹黑﹐因為十月革命勝利後不久列寧就由於身體原因﹐不久就

病逝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基本上是在斯大林領導下建立起來

的。罵倒了斯大林﹐也就罵倒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戈爾巴喬

夫繼承了赫魯曉夫的衣缽﹐而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直截

了當地斷言﹕“斯大林模式遭到了戰略性失敗”﹐進而要求“徹

底拋棄斯大林主義及其有關的一切東西”﹐由此走上資本主義化

道路。可以說﹐從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思想家到共產黨

內的修正主義者﹐沒有一個不是咒罵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沒有一

個不是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的。國內發表這樣的意見的

人實際上不過是拾他們的牙慧罷了。 
 

 
經常有人說﹐蘇聯演變是因為他們所建立的制度不對﹐應該

拋棄這種制度﹐它早晚要變﹐而且越早變越好。這就是著名的演

變原因的“制度說”。 
這就涉及一個問題﹕從社會制度角度看﹐怎麼評價蘇聯社會

主義模式﹖評價蘇聯社會主義制度﹐要有正確的方法。1956 年我

們黨在批評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錯誤時﹐在毛澤東主持下

                                     
5《毛澤東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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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檢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

歷史經驗〉兩篇文章。這兩篇文章﹐在分析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時﹐

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具體制度（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具體體制﹑

運行機制）分開進行評價。過了半個世紀﹐回過頭來看﹐這個分

析方法十分正確﹐也十分重要﹐它可以對一種社會制度做出科學

的判斷。社會制度本身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它可以分為兩個層次﹐

一是社會基本制度﹐一是具體的體制﹑運行機制。前者是決定性

的﹐它反映了社會的本質特徵﹐後者是前者的具體實現形式﹐是

由前者決定的。我們應該就這兩個層次分別進行分析﹐然後綜合

起來進行評價﹐而不要籠統地談論蘇聯社會主義的制度模式。 
蘇聯建立了以工人階級（通過共產黨）為領導﹑以工農聯盟

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制度﹐以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

配為特徵的經濟制度﹐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文化制度。這

些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它們反映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和基本

原則。這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它“放之四

海而皆準”﹐是任何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都必須堅持

的。拋棄了這些基本制度﹐就不成為社會主義了﹐就變成別的什

麼社會制度了。 
這種基本制度不是出於人們的主觀想像﹐不是哪個人主觀設

計出來的﹐而是由社會發展的規律客觀地決定的。我們研究一下

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理論邏輯﹐就可以明

白這一點。與空想社會主義者不同﹐馬克思恩格斯在談到社會主

義時﹐並不是訴諸道德和法﹐他們認為﹐從道義上對資本主義的

剝削表示憤怒﹐由此出發設計新的社會主義制度﹐無論多麼入情

入理﹐我們總不能把它看做證據﹐而只能看做象徵。他們提出的

關於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設想﹐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現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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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矛盾進行科學分析的基礎上的。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

分工的加深﹑經濟聯繫的密切化﹐使得生產越來越具有社會的性

質。生產力的這種性質﹐客觀上要求由社會佔有生產資料並調節

整個國民經濟。但是﹐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私有制妨礙了生產力

性質的這種客觀要求的實現﹐因而生產的社會性與私人資本主義

佔有之間的矛盾就成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為了解決這個矛盾﹐

必須用生產資料公有制取代資本家的私有制。然而建立公有制﹐

“剝奪剝奪者”﹐勢必引起資產階級的殊死反抗﹐因此﹐代表先

進生產力的無產階級必須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推

翻資產階級政權﹐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生產

資料公有制的建立﹐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經濟基礎﹐就有可能實行

按勞分配﹐消除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所有這一切都必

須在無產階級世界觀 — 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才能做到。可見﹐按

照社會發展的規律﹐社會主義制度﹐作為資本主義的替代物﹐它

的本質特徵必然是﹕政治上﹐無產階級成為社會的統治階級﹐它

的政黨處於領導地位﹐並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建立生產

資料公有制﹐實行按勞分配原則﹐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逐

步實現共同富裕﹔思想上﹐馬克思主義居於指導地位。用我們常

用的說法﹐就是四項基本原則。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中有關社會主

義基本制度的內容﹐正是體現了這些原則。 
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中的具體制度﹐即具體的政治經濟體制﹑

運行機制﹐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具體實現形式﹐是蘇聯人民把

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與蘇聯具體國情相結合的產物。這一類制度

是在探索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對這些具體制度必須進行具體分

析。蘇聯建立的具體體制﹑運行機制﹐有幾種不同的情況﹕有的

是正確的﹐別的國家可以學習和借鑒﹔有的是錯誤的﹐必須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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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在蘇聯條件下是對的﹐但不能照搬到別的國家去﹔更多的情

況是﹐有的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正確的﹐隨著條件的變化卻必

須進行改革。 
把兩個層次的內容綜合起來﹐我們該怎樣評價呢﹖社會主義

基本制度是根本的﹑第一位的﹔具體的體制﹑運行機制是基本制

度的實現形式﹐是第二位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中社會主義基本

制度的內容是正確的﹐不能否定﹐它是不同社會主義模式的共同

的東西﹐只要搞社會主義﹐就應該堅持﹐拋棄了就不叫社會主義

了﹔有關具體體制﹑運行機制的內容則是有對有錯﹐既不能一概

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我們不能照搬﹐而應該把它作為借鑒﹐

結合我國具體國情﹐探索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兩方面的

內容綜合起來﹐應該說﹐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從制度角度看﹐基

本上是正確的﹐局部是錯誤的。儘管列舉起來弊病甚多﹐但從整

體上看﹐應該說是“三七開”﹐不能說是失敗的。 
國內學者從制度上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時候﹐是不區分

這兩個層次的。他們有時講具體體制方面的問題﹐聽起來頗有道

理﹐因為在這一層次蘇聯模式的確存在不少弊病﹐需要改革﹐但

他們突出反對的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是他們攻擊蘇聯社會主

義模式的核心。我看到一篇長文﹐詳細批判蘇聯社會主義模式﹐

中心思想是﹐蘇聯存在“三壟斷”﹐即政治上共產黨“一黨專

政”﹐不允許其他政黨的競爭﹐是“政治壟斷”﹐從而導致人與

政權﹑與政治的異化﹔經濟上公有制佔統治地位﹐排斥了對所有

制的自由選擇﹐造成“經濟壟斷”﹐導致人與生產資料﹑財產的

異化﹔思想上馬克思為主義居於指導地位﹐妨礙吸收先進的思想

文化﹐造成“精神壟斷”﹐導致人與文化的異化。於是他得出結

論﹕拋棄這樣的制度﹐建立“民主﹑自由的”資本主義制度﹐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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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壟斷﹐克服了異化﹐當然是歷史的進步了。這套“理論”聽

起來振振有詞﹐然而並不是作者的發明﹐戈爾巴喬夫在 20 多年前

就講過了﹐而且他是把這個“三壟斷”作為論證改革的必要性的

論據的。作者提出“三壟斷”一點新意都沒有﹐甚至連用詞都與

戈爾巴喬夫一樣。 
“三壟斷”的批判矛頭直指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按照馬克

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原理﹐社會主義必須由工人階級（通過

自己的政黨 — 共產黨）掌握政權﹐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資

產階級政黨掌握政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總不能搞社會主義吧﹖

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只有公有制才能消滅剝削﹑

消除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在以私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

礎上總不能搞社會主義吧﹖社會主義必須把工人階級的世界

觀 — 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用馬克思主義來引領社會思潮﹐

實行實質上是讓資產階級思想佔主導地位的所謂指導思想多元

化﹐總不能搞社會主義吧﹖可見﹐批判所謂的“三壟斷”﹐實際

上就是批判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就是反對社會

主義的本質特徵和基本原則﹐其目的就是要恢復資本主義制度。

看一看戈爾巴喬夫所幹的事吧﹐他正是從批判“三壟斷”著手﹐

把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逐一予以否定﹐然後通過改革把社會主義

制度復辟成資本主義制度的。 
所以﹐從理論上講﹐關於如何評價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爭論﹐

撇開那些細枝末節﹑無關緊要的爭論﹐歸結起來﹐其實質是關於

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是否正確的爭論﹐也是人類是不是要走社

會主義道路的爭論。有的學者想通過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來否

定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進而要求中國的改革也拋棄科學社會

主義確定的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和基本原則﹐走另外一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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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這就是他們起勁地全盤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動因。當然﹐

最後的目的﹐有的學者不願直接說出來﹐但實質是如此的。 
 

 
還有必要研究一下戈爾巴喬夫的改革。 
現在﹐國內的學者完全贊成﹑讚揚戈爾巴喬夫改革的人不多

了﹐因為他的改革使俄羅斯以及其他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國家紛

紛陷入嚴重的困境。但是﹐為他的改革開脫的人卻為數不少。例

如﹐有人說﹐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大方向是對的﹐只是具體做法有

毛病﹐他把改革的循序搞錯了﹐應該先搞農業改革﹐然後搞工業

改革﹔應該先搞經濟改革﹐然後搞政治改革﹐仿佛只要把改革的

循序搞對了﹐改革是能夠成功的﹔有人說﹐應該集中力量搞改革﹐

不該節外生枝﹐搞什麼加速戰略﹑反酗酒運動等等﹔有人說﹐蘇

聯解體﹑俄羅斯等國搞成今天這個樣子﹐不能怪戈爾巴喬夫的改

革﹐這是斯大林模式必然造成的﹐即使不搞改革﹐也會出現這樣

的甚至更壞的結果﹐責任在斯大林身上。如此等等。對於這些強

詞奪理的說法﹐我們不值得一一反駁。我們只想對戈爾巴喬夫改

革的性質﹑方向作一點分析。 
戈爾巴喬夫一上臺﹐就突出地強調改革﹐他在各種會議上﹐

言必稱改革﹐儼然以改革家自居。蘇聯人民曾對他的改革抱有極

大的希望﹐全世界的人也密切注視著他的改革會把蘇聯帶到哪兒

去。對戈爾巴喬夫改革的評價﹐可以說也代表了對他本人的評價。 
改革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客觀要求﹐因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各

種各樣的矛盾﹐需要通過改革來解決矛盾﹐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

前發展。理論上否定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才會從根本上否定

改革。蘇聯歷史上一度曾經犯過這樣的錯誤。到了 20 世紀 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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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提出改革﹐改革成為時髦的話題。這本身

並沒有錯。問題在於﹐改什麼﹐朝哪兒改﹐要改成什麼樣子﹐也

就是改革的性質和方向是什麼。 
社會主義國家客觀上存在兩種改革觀﹐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

改革觀﹐即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產關係中

不適合生產發展要求的那些部分﹐上層建築中不符合經濟基礎需

要的那些部分。這種改革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另一種

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改革觀﹐即把改革的矛頭指向社會主義基本

制度﹐通過改革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資本主義制度。回顧一

下從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沒有哪一個國家

不存在這兩種改革觀的鬥爭的﹐而這種鬥爭決定了社會主義國家

的命運和走向。有的學者極力否認兩種改革觀的存在﹐認為“改

革就是改革﹐哪有什麼兩種改革觀﹖提出兩種改革觀就是反對改

革”。這就設置了一個陷阱﹕他們自己設計了一套資本主義化的

改革方案﹐你要是不贊成﹐你就是反對改革。顯然誰也不願﹑也

不能反對改革。他們想用一頂“反對改革”的帽子﹐壓你跟著他

們的改革方案走。然而兩種改革觀是一種客觀的存在﹐不是靠扣

一頂帽子就能否定了的。我國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

典型﹐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則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的典型。兩

種不同性質的改革使得兩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這一事實﹐誰能

否定得了﹖ 
兩種改革觀分歧的核心是改革的對象﹐即改什麼。這裡的關

鍵是如何對待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的前提下進行改革﹐還是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作為改革的對象﹐

也就是說﹐要不要把改革的矛頭指向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撇開政治目的不說﹐僅僅從理論上講﹐這種分歧的根源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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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狀態。 
改革本身並不是目的﹐我們不是為改革而改革。從經濟上說﹐

改革是調整生產關係﹐目的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正如鄧小平指

出的﹕“我們所有的改革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掃除發展社會

生產力的障礙。”6 換句話說﹐就是要解決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

間的矛盾﹐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因此﹐科學地回答“改什麼”的

問題﹐應該具體分析社會主義社會裡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矛盾

的狀態﹐明確什麼東西是發展生產力的障礙。毛澤東指出﹐同其

他社會一樣﹐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與生

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但是矛盾的

狀態已同資本主義社會根本不同了。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是基本

上適合生產力性質的﹐它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資本主義社會所沒有

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

逐步得到滿足。正因為這樣﹐我們才得出結論﹕只有社會主義能

夠救中國。但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

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必須按照具體情況﹐克服

這些不完善的方面﹐解決矛盾﹐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的

任務。所以﹐只有改革才能發展社會主義。可見﹐社會主義社會

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關係﹐是處於既相適應﹐又不適應﹐而

且是基本適應﹑局部不適應的狀態。因此﹐我們的政策應該是﹐

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中﹐與生產力性質相適應的方面（這是基本的

方面）﹐必須堅持﹔而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方面（這是局部

的方面）﹐必須改革。換句話說﹐改革的對象不是整個社會主義

生產關係﹐而是其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的不完善的方面。這

些不完善的方面﹐只是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一部分﹐而且是它的

                                     
6《鄧小平文選》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1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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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基本部分。 
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既適應又不適應的狀

態（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也一樣）﹐使得我們不能籠統地談

論改革﹐而要把“變”與“不變”統一起來﹐在確定改革的對象

的同時﹐也要明確在改革過程中哪些東西是應該堅持﹑不能動搖

的﹐既講“改什麼”﹐也講“不改什麼”。 
那些主張資本主義化改革的人﹐在理論上有一種片面性﹐即

只看到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中同生產力發展相矛盾的一面﹐改革它﹐

可以解放﹑發展生產力﹐而看不到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基本部分

是適合生產力性質的﹐必須堅持﹐堅持它﹐也是解放﹑發展生產

力。只講改革﹐不講堅持﹐仿佛什麼都要改革﹐只要是改革就是

正確的﹐都應該贊成﹐仿佛什麼都不能堅持﹐只要是堅持就是錯

誤的﹐都應該批判。一切“改革派”都應支持﹐而不管他們改革

什麼﹔一切“保守派”都要反對﹐不管他們保守什麼。這種不作

具體分析的簡單化﹑片面性的邏輯﹐的確誤導了一些同志﹐模糊

了改革的方向和性質。 
在社會主義國家裡﹐只講改革不講堅持﹐其後果是十分嚴重

的。回顧一下 20 世紀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搞

的改革吧﹗那時他口口聲聲講改革﹐但從來不肯明確改革的對象﹐

即改什麼﹐同時卻在厲聲批判什麼“社會主義守靈人”。戈爾巴

喬夫製造了一種氛圍﹕誰否定社會主義實踐﹑否定黨的歷史﹐他

就是“改革派”﹐就應該肯定和支持﹐而且否定得越徹底﹐甚至

是破口大罵﹐他越是得到讚揚。一時間﹐“告別過去”﹐“炸毀

一切﹕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等等“改革”口號甚囂塵上。這

似乎是最徹底的改革了﹐然而正是這種否定一切的改革﹐導致了

資本主義的復辟。當這種“徹底改革”的惡果顯示出來﹐俄羅斯

人民痛心地覺悟到“上了政治騙子﹑理論騙子的當”的時候﹐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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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為時過晚﹐難以挽回了。俄羅斯的現實說明﹐只講改革不講堅

持﹐否認改革與堅持統一的必要性的實質究竟是什麼。 
進一步的問題是﹐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中﹐哪些部分是適應生產

力的性質﹐應該堅持﹐哪些部分是同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相矛盾﹐必

須改革。鄧小平全面地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對上述問

題作出了科學的回答。鄧小平在談到我國改革的偉大意義時指出﹕

“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後﹐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

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

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7 這裡﹐鄧

小平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原則﹐即應該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

具體的經濟體制﹑運行機制嚴格區分開來。這就在我國作為社會主

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過程中﹐明確了堅持與改革的對象﹕對於社

會主義基本制度﹐我們必須堅持﹔對於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

體制﹐我們必須改革。改革不是否定和取消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而

是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改

革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是發展社會主義事業這同一件事情的

兩個方面﹐是統一的。 
可見﹐從理論上講﹐兩種改革觀的分歧根源於對社會主義社

會矛盾狀況的判斷﹐進而是對改革對象的判斷。我們再來看看戈

爾巴喬夫的改革實踐吧。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前提是完全否定蘇聯

社會主義模式﹐因而改革的重點是針對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進行

的。他在社會制度方面的改革的內容﹐主要是﹕ 
第一﹐放棄共產黨的領導﹐主張實行多黨制。戈爾巴喬夫認

為堅持共產黨領導就是主張搞與“民治國家”相對立的“黨治國

家”﹐違反人民當家作主的思想。他否認共產黨代表工人階級和

                                     
7《鄧小平文選》第 3 卷﹐第 3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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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大勞動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把黨的領導看作是“官僚專制”﹑

“行政命令”﹐因而反對共產黨“對政權的霸佔”﹐要求放棄黨

的“政治壟斷”﹐取消憲法中有關共產黨領導的條款﹐使共產黨

成為與各種政治勢力（包括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進行所謂平

等競爭﹑爭取政治權力的政治組織。他鼓吹實行多黨制﹐強調黨

不謀求壟斷﹐允許“表達各種政治意願”的“各種政治組織和派

別自由競爭”﹐共產黨應在這一競爭中“謀求得到一個被承認的

席位”。然而放棄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讓資產階級政黨掌握政

權﹐還能搞社會主義嗎﹖我們黨對這一點有著清醒的認識﹐當蘇

聯共產黨 1990 年二月全會決定實行多黨制的時候﹐我們黨就明確

指出﹐蘇聯資本主義復辟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二﹐攻擊無產階級專政﹐鼓吹“全民國家”。戈爾巴喬夫

把剝奪階級敵人民主﹑自由的無產階級專政看作是“使人與政權﹑

與政治相分離”的根源﹐是“專制”﹑“獨裁”。他藉口社會主

義國家歷史上犯過的肅反擴大化的錯誤﹐把無產階級專政描繪成

違反人道主義的﹑不民主的﹑恐怖的制度﹐因而提出要“排除任

何階級的專政”﹐要求取消無產階級專政。戈爾巴喬夫宣稱﹕“我

不能接受下述建議和意見﹐即我們需要專政﹐只有某種專政才能

拯救我們。”他讚揚赫魯曉夫的“全民國家”理論。他提出改革

的最終目的是“全面充實人權”﹐使之符合“全民國家”的結

論。大家知道﹐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它總是具有階級性的﹐

不是這個階級的專政﹐就是那個階級的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是社

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可靠保障。世界上並沒有全民民主的國家﹐

只要是國家﹐就不可能是全民的。在當今條件下﹐否定無產階級

專政﹐只能是恢復資產階級專政。 
第三﹐否定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張私有化。馬克

思和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明確宣佈﹕“共產黨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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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8 生產資料公

有制是社會主義制度在經濟上的基本特徵。戈爾巴喬夫完全否定

這一最基本的原則﹐攻擊公有制佔統治地位是“經濟壟斷”﹐妨

礙人們自由地選擇所有制形式﹐妨礙人的價值的實現﹐因而要求

把已實現了公有化的經濟實行私有化。他藉口國有企業的經營方

式﹑管理方法方面存在缺陷﹐在“取消國家所有制的壟斷”的口

號下﹐主張把國營企業的財產分散歸個人所有。他認為只有私有

化“才能克服人與生產資料的異化”﹐“恢復社會公正”﹐“實

現個人利益”﹐“保證社會安定”。然而取消了公有制﹐實行私

有化﹐必然導致恢復資本主義私有制﹐為資本主義制度奠定經濟

基礎。 
第四﹐否認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主張指導思想多元化。戈

爾巴喬夫認為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就是“精神壟斷”﹐

妨礙了人們的思想自由﹐必須“拋棄對不同觀點和思想的意識形

態限制﹐教條主義和不容忍態度”。他主張指導思想多元化﹐認

為社會需要各種意識形態“自由競爭”﹐“堅決反對對輿論工具

進行任何形式的霸佔﹐堅決反對以任何形式對輿論工具進行壟

斷”﹐允許各個黨派﹑各種政治組織利用電視﹑廣播﹑報刊自由

地宣傳自己的政治觀點。大家知道﹐任何社會的意識形態領域都

是佔統治地位的階級的思想起指導作用﹐它引領社會各種思潮按

照符合統治階級利益的方向發展。一個社會﹐指導思想只能有一

個﹐在當今社會的意識形態陣地﹐馬克思主義不去佔領﹐資產階

級思想必然去佔領﹐多元化的指導思想只是一種空想。 
這種改革﹐推翻了社會主義制度﹐復辟了資本主義制度﹐是

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的典型。這種改革完全適應了帝國主義的需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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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難怪撒切爾夫人稱戈爾巴喬夫為自己人﹐說“借助他我們能

夠實現我們的想法”﹐也難怪西方要授予他諾貝爾和平獎﹐並建

議英國女王授予他榮譽爵士的稱號。他幹了西方想幹而又多年來

一直幹不成的事﹕消滅社會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戈爾巴喬夫是

社會主義事業的叛徒﹐一點也不為過。因此﹐我們決不能東拉西

扯地編點“理由”來為他辯護。 
值得注意的是﹐國內某些學者﹑特別是那些完全否定蘇聯社

會主義模式﹑反對“三壟斷”的學者的改革主張﹐都可以從戈爾

巴喬夫改革的實踐中找到影子﹐甚至用詞都是一樣的。這種改革

的後果是眾所周知的了。我們應該從蘇聯戈爾巴喬夫改革中吸取

教訓﹐劃清馬克思主義改革觀同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觀的界限﹐

決不允許我國走蘇聯改革的道路﹐步蘇聯演變悲慘結局的後塵。

這是一條最重要的﹑必須切記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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