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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左右說實話 劉少奇的新民主主義階段論與列寧的過渡學說

我的老師杜潤生 22 年前，對我們說：「農民貧，中國

窮，農民古代化，中國不可能現代化，誰要是在現代化的進

程中忘記了農民，誰就是數典忘祖。」圍繞著中國農民，我

們慶倖近代中國已經有過了兩次革命。最近，中國稅務雜誌

社將以影視的形式展現大幕初開的「第三次革命」。這篇文

章，就算是《第三次革命》的廣告吧。

一

老外有時確有一雙穿越時空的慧眼。外電評論，「胡

溫新政」在有條不紊、波瀾不驚的新背後，孕育著石破天

驚的舉措：新一屆黨中央空前絕後地把「三農」問題，強

調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80 年代初，中央有關農村

的五個一號文件，使城鄉差別迅速縮小，最好的時期城鄉

收入差別 1.7 比 1。20 年過去，城鄉收入差別又迅猛擴大，

至 2003 年底城鄉差別擴大至驚人的 3.5 比 1。事隔 18 年，黨

中央又發出了有關「三農」問題的中央一號文件，一號文

件重歸農村。中央相繼出臺了一系列重大政策，試圖全面

緩解「三農」困境，如：確定把今後財政在科技、教育、文

化、醫療等四個方面的新增開支，主要用於縣級以下的農

村；國家計劃的農業投資，也主要向縣級以下的農村基層的

「15 小」傾斜；城市必須取消歧視進城農民的政策；嚴格

財稅改革：將為「第三次革命」
作出決定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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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新一輪「圈地運動」；給種植糧食的農民直接補貼；取

消除煙葉之外的全部農林特產稅；進一步擴大農村稅費改革

試點，今後每年減少一個百分點的農業稅；逐步消滅城鄉二

元結構，逐步統一城鄉稅制。新一屆人代會，溫總理進一步

明確，五年之內徹底取消農業稅。16 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五

個統籌」，科學協調的發展觀，科學的政績觀，外界稱之為

「新政」的一系列善舉，觸及發展道路的根本。

共產黨「代表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農民的根本利益」，

應是中國特色的「三個代表」的題中應有之意。堅冰已經打

破，航船已可啟錨，緩解多年積累的城鄉矛盾的可能性，終

於曙色微曦。

我們的財政收入，連續十年超 GDP 兩倍速度發展，而

我們的問題是，財政的支出幾乎每三年半就翻一番，支出遠

遠大於收入。其根本原因，在於我們沒有給人民群眾一個廉

價又廉政的政府，而是一個最昂貴的政府。中國共產黨不是

靠共產主義綱領，帶領農民打天下、坐天下，而是用最樸素

的民主主義綱領，號召農村包圍城市，打土豪分田地，耕

者有其田，以幾千萬農民的犧牲，換取了紅色江山。也是

因為貧窮，新中國祇能自己剝奪自己完成原始積累。依靠

「趁熱打鐵」組織合作化，農村統購統銷，城市統分統配，

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五個人的活三個人幹，正如毛澤東當

年所說：「中國就是個聯合國，窮人也要有一條打狗棍」。

依靠勒緊褲腰帶，打完韓戰，打越戰，中間還有一個對印自

衛反擊戰，硬是造出了中國人自己的「兩彈一星」和完整的

工業基礎。靠著一把剪刀差，農民貢獻出了 6~8 千億元的

超額貢賦。改革開放 25 年，我們的農民每年又提供了 1.2 億

身體健康、平均受過 7.3 年義務教育、世界上最便宜的勞動

力，將中國建成了世界工廠，將世界上最便宜的土地供給城

市。這把金剪刀，又使農民提供了二萬億人民幣的超額貢

賦。而農民換取的是，幾千萬農民的無地無業，0.45 的基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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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數，中國已成為世界上貧富分化發展最快的國家。正如國

家統計局副局長邱曉華先生指出的，六個農民的消費，祇相

當於一個城市居民。農業在 GDP 中的比重，祇佔 GDP 總量

的 14.5％，卻有 70％ 的農民要靠純農業吃飯。縣和縣以下

的人口佔 10.6 億，而縣和縣以下的財政收入，祇佔整個財政

收入的 27％，但卻要養活 70％ 以上的吃財政飯的人口。農

村焉能不窮，農業焉能不危險，農民焉能不苦！

新中國 50 多年所積累的城鄉二元結構的矛盾，與「條

塊分割」的政治體制，這是毛澤東時代都沒有解決的老問

題。如今在 25 年改革開放、放權讓利的滋潤下，早已形成

「五統籌」的嚴重制約。「三農」問題，不僅僅是生之者

寡、食之者眾的問題，也不僅僅是財政的一個「窮」字了

得。早在延安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

家，就曾經面臨過同樣的問題，他們能夠先解決老百姓的救

民私糧，再解決抗日政府的救國公糧，開展大生產運動，自

己動手，豐衣足食。精兵簡政，在抗日根據地為老百姓提供

了一個既廉政又廉價的政府。這是為什麼？面對著敵偽頑固

的包圍，前有虎狼，後有追兵，不如此，就不可能號召根據

地的軍民，並組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

國。他們確實是一切「先進」的代表，他們與國民黨殺得血

流成河，但是為了民族大義，捲旗不繳槍。摘下紅領章，戴

上青天白日徽，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甚至違心地喊出，

蔣委員長萬歲！什麼樣的「胯下之辱」，什麼樣的「分一杯

羹」，在這樣的非常之量面前，都是小菜一碟。而如今，經

過 25 年的改革開放，從改革初期，我們的財政收入祇有幾

百億元，1994 年實行新的稅制改革，我們的財政收入達到

四千多億元，而如今，我們的財政收入已經超過二萬億元，

一年增收 3400 億元。如果仍然強調財政的盤子太小，仍然

不能徹底解決「三農」問題，我們政權的合法性將要受到人

民的質疑，非不能為，而不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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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之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調動了廣大

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民每年增收達 15.5％；農村中的糧食

及其主要農副產品迅速增加，那時出現了糧食過剩，「大屯

滿、小屯流」，政府號召「民代國儲」。城市的輕工產品、

三農必需品快速增加，二者之間形成美輪美奐的部類環流。

1985 年之後，形勢開始變化，改革的重心轉移到城市，整個

國家的資源配置發生變化，發達地區首先提出「無工不富，

無商不活」。好處是「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但是相當多的

地區，重新採取 1978 年之前的辦法搞原始積累，農民拿錢辦

鄉鎮企業，企業辦黃了，農民得不到回報，負擔重新加重。

1984 年之後，全國開始了「地改市」，全國三百多個

地區，80％ 以上改為了市，地委書記由市委書記取代，主要

精力也由農村轉移到城市。城市建設驚人的資源消耗，錢從

哪裡來？市吃縣，縣也改市，縣市吃鄉，鄉吃農民。地級地

區，原來是省委、省政府的派生機構，現在成為完整的政府

和完整的財政，五大班子配齊。建設開支翻番，幹部設置翻

番，整個地區範圍內的優質資源向中心城市集中，向市財政

集中，縣鄉兩級財政苦不堪言。在全中國的範圍內，三級財

政變成五級財政，「地改市」多了一級財政，「公社改鄉」

又多了一級財政。「地改市」、「縣改市」、「鄉改鎮」，

負擔層層加重，承擔的底座，就是一戶戶的農民。

全國都誇浙江經驗、溫州模式，其實，其真正體制意

義上的真經在於，祇有浙江省是省財政直接對縣財政。浙江

省的地級市的規模和豪華程度遠遠比不上落後的內地同等城

市，唯其如此，縣域經濟、鄉域經濟才有可能勃然興起一大

塊民營經濟。一個國家投資最少的溫州地區，孤懸東南一

隅，20 年的艱苦卓絕，形成三千億元民間金融資本。整個浙

江省，GDP 的四分之三是縣及縣以下產生。

我們財政體制的痼疾是，我們的政府不僅是政府，還

是世界上最大的企業。財政的背後是銀行，銀行的背後是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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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三位一體。它是國家投資性財政，而不是公共財政，政

府要給國有企業掏錢，圈錢。政府提供的公共財政品有限，

集中到城市都不夠，顧此失彼，焉能顧及農村。建設小康社

會，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規定要有 16 項達標。於是乎，在農

村就有了「人民教育人民搞」、「人民醫療人民辦」、「人

民道路人民修」、「人民城鎮人民建」等等不一而足。

1994 年分稅制改革，提高兩個比例，利大於弊，中央

和省財政收入大大增加。但是，毋庸諱言，它固化了城市化

啟動後的矛盾。好的稅源都集中到上面，縣以下不堪重負，

苦不堪言。計劃經濟的思維定式，發展經濟靠農民積累，過

去這把「剪刀差」功能衰減之後，財政建到鄉，直接到農村

吸血，「剪刀差」死灰復燃；發展無止盡，積累無止盡，又

一把新刀，苛刻農民工最微薄血汗工資；錢永遠沒個夠，

再伸手就是直接拿農民的土地，通過級差地租，直接換錢

了。所以說，三農問題，說到底是一個體制問題。稅費改

革，功不可沒，但是祇從稅費角度考慮問題，農村的正規稅

費加總，最多六百億元，攤到每位農民頭上也就 80 元錢，

中央一聲令下，全免了農民也富不起來（祇舉一個例子，

全民義務教育，如果真是惠及農村，一年國家的投入就要

六百億元）。2004 年，中央財政預算 405 億元的稅費改革全

面鋪開，其意義是將不斷導致農民負擔、造成農村停止不前

的根本原因從體制上揭示出來。溫家寶總理提出「第三次革

命」，其內涵是兩層：第一，這是繼土地革命和農村聯產承

包責任制之後的第三次革命；第二，這不僅是經濟領域的改

革，而且是上層建築領域的深刻革命。

二

是從根本上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時候了。如果沒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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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農民和其他弱勢群體的中央最權威部門參與，形成與

政府相關利益部門的談判機制，僅僅指望政府各個部門提出

改革舉措，落實中央善政，那就應了老百姓那句俗話：「烙

餅捲手指頭－－自吃自」，「農村的光棍－－日本人」。

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不容忽視。第一，誰為農村公共

品巨額負債買單？縣以下基層大多數相關部門都缺乏經費，

而且都試圖把所謂公共品「產業化經營」，上級的善良號

召，最終往往惡化為鄉村的債務負擔。權力商品化，執政產

業化，農村公共品開支所佔比重在全國財政支出中的份額過

低，農村的「三亂一攤派」實際上祇不過是基層政府自發節

省交易費用的本能反應。中央提出的善舉，但上級部門卻不

可能足額提供經費。不針對城鄉二元結構的基本體制矛盾進

行改革，執行所謂中央善意的開支來源也長期沒有解決，才

造成 90 年代以來，「三農」問題越來越嚴重，不僅農村公

共負債和農民負擔一再反彈，基層政府和農民的衝突也愈演

愈烈。中央高高舉起的板子，也祇好無數次地輕輕放下。基

層政權，是執政黨在農村唯一的政權組織資源，是執政的基

礎，病根在上面，不能總是讓下面吃藥。全國的赤字縣、赤

字鄉、赤字村公共負債幾千億元，都說明祇有善良的願望，

沒有真正的買單人。第二，農村組織「空白」，制度「空

白」，不具備貫徹「善政」的基礎。在農民人口眾多、勞動

力嚴重過剩的條件下，把沒有組織、無談判地位的農村勞動

力完全推進市場，祇能導致過度剝奪。條條系統和塊塊分割

的矛盾衝突，從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空前複雜化，條條專制

導致基層有收益的部門權力上收，塊塊分割導致地方弄虛作

假、欺上瞞下、機構膨脹、負擔加重。第三，農村公共事業

部門的特殊「產業化」，高負債的基層政府，不可能對公共

品支出足額付費。農村的醫療、教育、科技、文衛、司法等

公共部門，也祇好「產業化」。公共部門的人員，能夠憑藉

與普通農民的信息不對稱獲取收益，農村的醫療變成了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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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房吃病號。看不起病的農民，祇好「小病忍，大病捱，快

死才往醫院抬」。農村的教育祇好吃了學生吃教材。農村的

司法，也當然祇能吃了原告吃被告，秋菊的官司祇能討個說

法。農村的政府，由於經費不足，負債太高，祇好七八個大

簷帽圍著一頂破草帽，一稅輕，二費重，三費四費無底洞。

在聯產承包責任制恢復了傳統的小農經濟之後，相應

的上層建築在農村祇能是低成本的自治。全國 460 萬個自然

村，78 萬個行政村中，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本來就應該是

低成本的自治組織，遵紀守法、廉潔高效的基層政權，包括

節約成本的縣派出機構，包括各種形式的農協合作組織。

如果說，財政比我們困難得多的古巴，能夠很好地解決

農村科教文衛等問題。那麼，胡錦濤總書記在 16 屆三中全會

上關於農民看病、上學、打官司的三難問題，在中國經濟大發

展的今天，就更應該得到統籌兼顧地解決。多年積累的矛盾，

之所以沒有得到解決，最根本的原因－－要深化農村改革的綜

合政策體系，單一部門無法行使，仍需要重新組建中央農村工

作委員會，這種最具權威性的決策機構。如果沒有這樣的代表

農民，形成與政府相關利益部門談判的機構和機制，沒有這樣

的組織創新，公共財政的鮮紅太陽就不可能普照廣袤的農村大

地。低成本的自治和中央高度權威的農村組織相結合，祇要我

們按照現有的稅制、稅率，每年把應收而未收的幾千億元稅收

收上來，每年用其中的一半用於 50 年來對農民的欠賬。祇要

我們在推進農村城市化、低成本徵用土地的同時，為失地失業

的農民按照城市最低的「三保一費」，爭得社會保險，承包地

使用權入股。城鄉二元結構的改變，城鄉統一的稅制，農民的

國民待遇，就可得以實現（雖然不是一蹴而就）。祇要我們在

城市中少搞一點什麼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等等驢糞蛋工程（城

市化的經典定義是農民變市民，而不是剝奪之後，將農民擋在

城外）。真正加大對農村的轉移支付，我們完全可以循序漸進

地走出黃宗羲週期率定律的怪圈（雖然不是一蹴而就）。立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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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公，執政為民，解決「三農」問題，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的千秋功業。

三

在全球的人類歷史上，中華民族曾經創造過最光輝的農

耕文明，獨領風騷兩千年。中國之所以出現了 50 多年的城

鄉巨大反差的二元結構，完全是面對全球資本主義總體體系

下，強者恆強，弱者恆弱，一個後發型大國為擠進工業化、

現代化進程，為中國的崛起佔得一席之地的被動反映。

在世紀之交，品味歷史，咀嚼文字，從有我之境，到無

我之境，既拋開歐洲中心論，又拋開中華老大論，站在客觀

的立場上，尋找被觀察者的主述。

中國的三次革命，是一個中國現代化的完整過程，三

者缺一不可。墨西哥國民收入曾達人均六千美元，城市化

率 80％ 以上，照樣有農民起義，已堅持了九年多，美式裝

備的政府軍也沒有把它消滅。巴西、印度、印尼照樣有「無

地農民運動」，而且還出現了毛式「解放軍」。溫鐵軍說：

「無地則反，黨爭則亂」。我們之所以反對土地私有化，是

因為我們深知，一小塊地是農民最後的保險，無地、無業、

無家，必然出動亂！

中國的文化綿綿不絕，不管是蒙古人創建的元代大帝

國，還是滿洲人入關的清代大帝國，都保證了中華文化萬世

一系的相傳，儒、道、佛融會，表現了中華文化的包容性。

西方人喜歡傳教，中國人善於取經。

現代離古代並不遠，基本人性是一樣的，古代與現代人

類的基本興奮點也沒有什麼根本的變化。

現代化的高貴出身和現代化對東西方都是香餑餑的迷信

受到了懷疑。當今世界一百年的回顧與展望，強者恆強，弱者

恆弱，表現為一種先搶和後搶的關係。歐美帝國是先搶者，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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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帝國是後搶者，後搶者的心態很不平衡。社會主義運動是世

界被拖入資本主義總體系中的必然反應。疾風暴雨的社會主義

運動，在西方隨著 1871 年巴黎公社的失敗，已宣告結束。在

東方隨著蘇聯的解體，也陷入低潮。東方的社會主義是在資本

主義總體系下，為了適應全球資本主義化的一種後發形態，通

過剝奪自己完成積累。馬克思主義是隨西方資本主義的迅速發

展而引起的 19 世紀理性思維中的一種批判學說和獨特的話語

體系，它沒有解決資本主義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但是它曾幫

助資本主義克服自身的缺點，調整自身的結構。冷戰結束之

後，歐美所宣傳的全球化，實際上還是西方的全球化，特別是

美國的全球化，他們所宣傳的「新秩序」，完全是二戰之前的

那個舊秩序。世界強國的七加一會議，還是當年的八國聯軍。

中國作為一個後發型國家，在這樣一種國際大環境下，

我們所說的「平常心」，就是要丟開窮漢發財的幻想，丟棄

重做老大的強國夢，丟棄在古與今、中與外之間總是擺不

平，不斷地「開方」、「支招」、「玩命開發」的「競賽意

識」，丟棄心態失衡之中的幻聽幻覺。一百年來，中國人為

了自己的發展，不僅是閉關鎖國，而且對於西風東漸，簡直

是「神農吃百草，一日七十毒」，上吐下瀉，東試西試，

隨機偶合。什麼方法都用盡了，但經常是求榮得辱，欲益

反損。現代化的「遊戲規則」就是全世界 60 多億人給六、

七億人打工，打工的秩序能維持，就算是雙贏。按照中國現

在的發展模式，2020 年經濟再翻兩番，要用 6.5 億噸石油，

35 億噸標準煤，用光全世界的鐵礦石，「中國威脅論」就會

變成「中國吃光論」。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化，全世界最多

不超過十億人能過那種日子。「五統籌」，科學的發展觀，

深層次的含義，就是我們不能以美國式的現代化為目標。

祖宗、山川、人口都是歷史給定的條件。應該

直面看西方，直面看中國。「挑戰」、「機遇」、 

「千載難逢」已成為宿命的怪圈，掙扎在「崇洋與排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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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又自大」的怪圈之中，是一種現代迷信。中國也好，其

他發展中國家也好，都不可能以「白板」去接受現代文明。

中國既不用一闊臉就變，也不用一窮志就短，中國的事要辦

好，需要不急不躁，不等不靠，扎扎實實地去做。中國的事

沒有辦好，有遠因有近因，包括別人，也包括我們自己。包

括我們對進一步的經濟體制改革缺乏緊迫感；包括應該給予

非國有企業一定的融資渠道；包括國土整治，重整山河的調

水工程；包括全面開發大西部，再造一個中國；包括產業結

構的重組與調整；包括中國的城市化。歷史學是超越生命的

科學，祇要我們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像老專家杜潤生所說

的那樣，過好市場關和民主關，「用市場制度激勵群眾，用

民主制度團結群眾」，就會發現中國離現代化並不遠。

25 年的改革開放帶來中國經濟奇蹟般地持續高速增長，

在冷戰結束之後，東歐和前蘇聯的巨變，尚在進行之中，中華

民族已在悄然崛起。中國的偉大復興，全世界為之讚歎，看得

見、摸得著。1840 年鴉片戰爭以來，受盡屈辱和藐視的「東

亞病夫」，正以新的姿態躋身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的改革開

放事業，正在向前所未有的縱深推進，改革開放的難度加大。

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社會的迅速進步，大量前所未有的社

會經濟問題，長期積累的社會矛盾，成為中華民族振興之路

上的新的挑戰，「三農」問題可謂挑戰之最。所謂「新政」，

「五個統籌」，「科學協調」的發展觀，科學的政績觀，實

際上是想走一條現有的社會發展史上沒有的新路－－實現工業

化、城市化、現代化到底能不能不引起血淋淋的原始積累矛

盾。讓公共產品在農村從無到有，讓公共財政的陽光逐步普照

廣袤的農村，建立公共財政的財稅改革大有作為。珍惜已經取

得的成就，繼續探索中華民族的振興之路，繼承中華文明綿綿

不絕的優秀傳統，是每一個有歷史責任感的炎黃子孫時刻關

心、必須解決的問題。祖先的智慧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

發揚光大，我們就一定能走出黃宗羲週期率定律的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