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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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在實踐中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四個現代化的道

路，這首先就需要正確地認識中國的實際情況，需要以歷史

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中國的歷史，中國的

社會和中國經濟的現狀。祇有正確地總結我國革命和建設的

經驗，才能從「文化革命」浩劫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中解脫

出來，找出一條最穩妥而有效的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道路。

中國的歷史和社會經濟情況怎樣呢？

（一）解放前，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

中國共產黨正是在這樣的國家中領導無產階級，結成以工農

聯盟為基礎，團結全國勞動人民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反對帝

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廣泛的統一戰線，經過

近 30 年的艱苦卓越的鬥爭和武裝割據，以農村包圍城市的

革命戰爭推翻了國民黨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建立了以無產階

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革命政權。

這是我國革命的最根本的特點。

（二）在人民民主專政的革命政權領導下，完成了土地

改革，取消了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所有制，實行了耕者有其

田，徹底進行了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新民主主義革

命，並在全國實行了農業合作化和公社化；實行了資本主義

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三）解放以來，我國工業有了較大的發展，初步建立

起了自己的工業體系。

學習列寧的過渡學說肅清左傾流毒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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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的發展道路是曲折的，發展速度總的說來是緩慢

的。30 多年來我們確實犯過不少錯誤，特別在指導思想上犯

了「左」的錯誤。根本原因就在於我們指導思想離開了中國的

基本國情。我國有十億人口，八億農民搞飯吃。農民還以手工

勞動為主，處於半自給自足的經濟狀態。我們就是在這樣一個

國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這就是我們的根本困難所在。

不暸解這一點，在建設社會主義中貪多求快的思想指

導下，使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形成了兩個「馬鞍形」。這

就是：l957 年以前的三年恢復時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

由於採取了基本正確的路線和政策，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速

度超過了資本主義和其他社會主義各國。l958~l962 年「大

躍進」、「公社化」採取了過左的作法，國民經濟大幅度

下降。1963~l965 年經過三年的調整，經濟又有較快的恢復

和發展。l966 年以後經過「文革」浩劫的大破壞，「窮過

渡」、「割資本主義尾巴」、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堵

資本主義的路」，再加政治上的大動亂，使國民經濟瀕於崩

潰的邊緣。粉碎「四人幫」後，沒有認識到經濟形勢的嚴重

性，又來了一次盲目的「大幹快上」，盲目引進外國技術，

使我國本已失調的經濟，又遭到一次新的災難。黨的 11 屆三

中全會雖然提出了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收

到一定效果，經濟情況有所好轉，但還沒有從根本上扭轉被

動局面。我們必須從這個痛苦的現實入手，總結經驗教訓。

解放以後，我們的國民經濟迅速地恢復並提前超額完成

第一個五年計劃。其基本原因就是我國的經濟結構和生產關

係比較適合於我國生產力發展的水平。當時我國的經濟是這

樣的五種成分：

1、國營經濟（社會主義性質的）；

2、合作社經濟（半社會主義性質的）；

3、私人資本主義經濟；

4、個體農戶和獨立小工商業者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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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帶有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公私合營經濟。

這個時期各種經濟成分的比重和發展速度如下表：

年　份
工　業 商　業

備　註
國營 公私合營 私營 國營 公私合營 私營

1949年 34.7% 2% 63.3% 14.9% 85.1% 商業為1950年

1952年 56% 26.9% 17.1% 42.6% 0.2% 57.2% 商業零售

1956年 67.5% 32.5% 68.3% 27.5% 4.2% 商業零售

合作化的農業成分：1954 年佔 2％，l955 年佔 14.2％，

l956 年佔 96％。

在這種經濟結構基礎上，我國工、農業生產取得了遠較

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速度為高的發展。以 l952 年同 l949 年比

較，農業生產增長了 48.5％，平均每年遞增 l4.l％；工業生

產增長了 l45％，平均每年遞增 34.8％。1 工人、農民和其他

勞動者的物質文化生活得到明顯的改善。雖然從 1956 年之

後我國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急了一些，快了一些，人們仍

把這一時期當作我國經濟繁榮的黃金時代加以懷念。事實證

明，在一個小農經濟佔優勢的多種經濟成分並存，而資本主

義又發展不足的國家，以國家資本主義為發展的中間環節，

不是立刻封閉和堵死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利用各種形式的

國家資本主義溶合和引導各種小生產變為大規模的生產，是

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

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正確地總結了這個時期的經濟，肯

定了在 l952 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提出的適合我國國情的政治

路線。這就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逐步實現社

會主義的工業化，逐步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

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如果這條路線能夠堅持下來，我國經

濟就可能以較高的速度發展。但 l958 年的大躍進，背離了這

條政治路線，企圖把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的任務，來

個大躍進一蹴而成。一個逐步，一個躍進，兩字之差，謬以

千里，使我國蒸蒸日上的經濟局面受到挫折。因而造成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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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比例失調，人民生活困難。這除了左傾錯誤的干擾外，

還應從經濟結構的急劇改變中尋找答案。僅就商業經濟結構

的改變為例：「從 l958 年起，許多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組併入

國營商業，自負盈虧的小商店，小攤販幾乎完全被消滅，使

許多居民深感不便，吃飯、買菜排隊的現象愈來愈多。」2 商

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還帶來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由於消滅了

長途販運的私商，許多農副產品和土特產品的城鄉流通渠道

中斷了。供銷合作社獨家經營，解決不了成千上萬種小產品

的運銷問題。許多種山貨土產由於運不出來，祇能讓它爛在

山上。農民減少了收入，城市減少供應。許多山區、牧區有

很多種土特產品的產量，比剛解放時減少了 70~80％，城市

中則長期脫銷。這些地區利用當地資源製成的手工業品，也

因銷售困難而停止生產。3

上述情況反映了大躍進、公社化給生產和分配帶來的

混亂，證明我們違反了客觀規律，違反了列寧關於經濟落後

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學說。按照列寧的說法，類似俄國這

樣的小農經濟佔優勢的國家「開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是比

較容易的，但是把它繼續到獲得最後勝利，即完全建成社會

主義社會，就比較困難了」。4 列寧在批判「左派共產主義

者」亂叫什麼「完全打倒」、「徹底粉碎」、「最堅決的社

會化」的「胡說八道」時闡述了這一思想：

「在國有化問題和沒收問題上，可以有堅決的或者是

不堅決的態度。關鍵卻在於：要由國有化和沒收過渡到社會

化，即使有世界上最大的『堅決性』，也是不夠的。」5 列

寧認為既然革命是發生在如此落後的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

發展如此落後，那麼，要繼續完成由於資本主義落後而沒有

完成的任務，為資本主義發展不足補課。革命的無產階級就

不得不去做某些本來應該是由資產階級去做的事情，完成某

些應該是由資產階級去完成的任務，包括消滅小生產。這樣

就不得不允許某些可以稱之為資本主義的東西存在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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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針對當時俄國的具體情況，提出了在「新經濟政

策」下允許農民上繳糧食稅之後從事自由貿易，發展國家資

本主義的租讓制、租借制，提倡共辦合營企業，利用小業主

的合作制，促進工農之間的經濟流轉。「為了使『我們』能

順利地解決我國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就必須懂得，

需要經過哪些中間的途徑、方法、手段和補助辦法，才能將

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去。全部關鍵就在

這裡。」6

列寧認為在無產階級掌握了國家政權和經濟命脈的條件

下，害怕資本主義的某些有限度的發展是「可笑的」。在一

個小農國家裡，「小經濟的發展就是小資產階級的發展，也

就是資本主義的發展」；貿易自由基礎上，即使祇是地方性

的；也會「使小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復活」。租讓制的「承

租者就是資本家」；而國家資本主義在無產階級政權下，和

人們通常說的相反，它是「給以一定限制的資本主義。」7

「試圖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國營的交換的發展，即

商業的發展，即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這種發展在有千百萬小

生產存在的條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個政黨要是試行這樣的

政策，那它就是愚蠢，就是自殺。」8「全部問題，無論是

理論上的或實踐上的問題，在於找出正確的方法，即應當怎

樣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內不可避免

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軌道上去。」9

列寧還告誡我們：祇有國家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真正

「入口處」。國家資本主義的成功發展可以加強大生產來反對

小生產，加強先進生產來反對落後生產。而小業主的合作社

實施的成功，「卻能包括更廣大的居民群眾」，「就會使我們

把小經濟發展起來，並使小經濟易於在相當期間內，在自願

結合的基礎上過渡到大生產。」10 國家資本主義作為前資本

主義佔優勢的國家必須經過的「同一條道路」和「同一個中

間站」，「即所謂『對產品的生產和分配實行全民計算和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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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得以建立的「中間環節」，「是任何一個落後國家也不

能跳過的發展階段」。11 我們祇有這樣做，才能找到「私人

利益、私人買賣的利益與國家對這種利益的檢查監督相結合的

尺度，找到了使私人利益服從共同利益的尺度」。12 反之，

臆造任何共同體，幻想出任何堅決社會化的模式，以一種國營

經濟成分簡單取代多種經濟成分，其結果祇能使「官僚主義在

蘇維埃制度內部」「復活起來」。列寧指出：經濟落後的，無

產階級已經奪取政權的國家所產生的官僚主義，其經濟根源在

於：小生產者的貧困、不開化，交通閉塞，文盲現象的存在，

工農業間的缺乏流轉，缺乏聯繫和協作的隔絕狀態。這裡的官

僚主義是「小生產者散漫性和萎靡狀態的上層建築。」13

列寧既觀察到資本主義經由前資本主義，到自由資本

主義，到壟斷資本主義的一般發展道路，也看到了在帝國主

義條件下的新特點，它們在俄國社會中的不平衡的，多線條

的發展，國家資本主義加快溶合各種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過

程。並指出了這種溶合過程，即我們以上列舉說明的中介形

式。正因為如此，落後國家才具備了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

向社會主義逐步地、緩慢地過渡的經濟前提。

列寧指出，世界歷史的發展是按總的，一般規律進行

的，但是總的一般發展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

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表現出變例，反

而恰恰通過這樣的變例為自己的發展開闢道路。各個國家由

於向社會主義過渡時的起點不同，國情不同，「勢必表現

出某些特殊性，這些特殊性固然並不越出世界發展的共同

路線」，但顯然會有別於馬克思以西歐各國革命為背景的設

想，「而且在轉向東方國家時這些特殊性又會帶有某些局部

的新東西」。14

根據列寧的上述觀點：來總結我國 30 年的革命實踐，

我認為：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所肯定的路線是正確的，符合

馬列主義原理的。劉少奇同志在《政治報告》中說：「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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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按照

這樣的政策，工人階級又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了經濟上的聯

盟，並且在這種聯盟中實現了國營經濟對資本主義經濟的領

導，使資本主義私有制逐步地經過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

轉變為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15 十分可惜的是，這條正

確路線後來受到了左傾錯誤的干擾。

1955 年下半年以後所謂批判「小腳女人」以及對鄧子恢

同志和中央農村工作部的批評，標誌著左傾錯誤的抬頭。解放

初期土改之後，佔全部農戶 91.2％ 的貧農和中農，連一張犁、

一頭牲畜這樣原始的生產工具都不具備的情況下，多數農村居

民無力從事獨立的個體生產，除了把剛分得土地的貧農下中農

組織起來，互助合作，別無出路。王國藩三條驢腿的合作社的

出現並且增產的事實標誌著土地改革之後，連簡單再生產也無

法進行的，落後的農業生產力要求互助合作的必然性。中國共

產黨支持並領導農業合作化運動，使農業合作化所面臨的歷史

條件根本改變了，它已經不是歷史上農民自發互助合作經營的

簡單再現。如果引導得法，它將成為向社會化的大生產過渡的

第一個適當的環節。但是，由於沒有認識到這種合作組織與歷

史上自然經濟條件下的傳統合作組織一樣，是生產資料匿乏的

產物，因而在經濟上不可避免地帶有相當部分的原始共同體性

質。隨著經濟建設的勝利，小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思想迅速膨

脹並氾濫成災。他們一方面錯誤地把合作化的成績與左的冒進

措施聯繫起來，用農民的平均主義思想去「發展」馬克思的科

學社會主義，根本否認合作化運動中我們黨所堅持的平等互利

和自願原則，以為繼續強制推行公有制的高速度改造，就能提

前實現共產主義；一方面又把我國農村因生產力發展、國民經

濟系統結構變化而產生的新要求、新萌動，一概批作「農民的

資本主義自發傾向」，把發展商品經濟的一切前提和後果，把

可以引起幾千年宗法式自然經濟解體的因素，統統加以徹底批

判和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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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58 年大躍進、公社化，1959 年反右傾，事實上標誌

著這種左傾錯誤在黨和國家生活中佔據了統治地位。全國各

地大刮共產風，高征購、高指標，一平二調，大煉鋼鐵，虛

假浮誇之風橫行一時，使我國工農業生產受到極大的破壞。

l959 年廬山會議，本應對這種左傾錯誤進行糾正，但卻提出

了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口號，製造了彭、黃、張、周反黨集

團的冤案，打擊了以彭德懷同志為代表的，堅持實事求是的

正確路線的同志，實際上掩蓋並助長了左傾錯誤。

l962 年的三年調整，雖然使工農業經濟得到一定程度的

恢復，但由於黨內佔統治地位的左傾思想，沒有受到有力的

批判和抵制，經濟形勢剛剛好轉，隨之而來的就是文化大革

命的十年浩劫。

30 年的經驗證明了列寧的下述教導：「農民不是社會主

義者。如果把農民當作社會主義者來制定我們的社會主義計

劃，那就是把這種計劃建立在沙子上。」16 改造小農，改造

他們的整個心理和習慣，是需要經過幾代的事情，祇有有了物

質基礎，祇有有了技術，祇有在農業中大規模地使用拖拉機和

機器，祇有大規模地實行電氣化，才能解決這個關於小農的問

題，才能使他們的可以說是全部心理健全起來。」17 列寧明

確地指出，沒有以上所說的物質基礎，農民就仍然保持著小業

主的心理，「任何集體制、集體農莊、公社都是不能改變這種

現象的」。18

任何人都不會拒絕承認，我國解放初期在經濟上比俄國

落後得多。而我們卻不顧這些情況，想在幾年之內完成需要

幾十年時間才能解決的任務，脫離了當時的實際情況，急於

求成，從根本上違背了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客觀規

律。結果是欲速不達。

30 年來，中國人民自己的切身經歷和豐富的正反兩方

面的教材，使我們充分認識到左傾路線的毒害。我們必須認

真地從痛苦的經驗中認清左傾錯誤的實質，它的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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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根源和對革命的危害。

左傾錯誤的基本問題何在呢？

（一）在指導思想上脫離了當時中國落後的小農經濟佔

優勢的社會情況，過早地按照主觀的社會主義的模式進行經

濟上的改革和建設，這就是說，在無產階級的主觀力量還不

能完全擔負起組織全國經濟生活的任務和客觀的物質文化條

件還不具備的情況下，過早地消滅了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成分

和農民個體經濟。

（二）從理論觀點看來，我國實行了土地改革，取消封

建主義剝削的土地所有制祇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

僅僅因為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才具備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政治

前提。而在經濟基礎和科學文化發展水平上還不具備建立完

全的社會主義的條件。在小農經濟基礎上適合生產力進一步

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在國有經濟成分的領導下，調動

個體經濟積極性的自由周轉、這就是在適當地利用小商品經

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的經濟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列寧在分析

類似情況時指出：「無論如何都要活躍工農業間的流轉。誰

能在這方面取得最大的成績，即使是用私人資本主義的辦

法，甚至沒有經過合作社，沒有把這種資本主義直接變為國

家資本主義，那他給全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帶來的益處，也

比那些祇是『關懷』共產主義純潔性，祇是對國家資本主義

和合作社寫規章、條文、訓令，但在實踐上卻不能推動流轉

的人，要多得多。」

「這可能被認為是奇談：私人資本主義能成為社會主義

的幫手嗎？」

「但這絲毫也不是奇談，而是經濟上完全無可爭辯的事

實。既然這個小農國家，⋯⋯而在政治上是由掌握運輸業和

大工業的無產階級領導，那末，根據這些前提必然得出這樣

的結論：第一，地方流轉在目前具有頭等意義，第二，有可

能經過私人資本主義（更不用說國家資本主義）來促進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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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後來列寧又進一步指出，「利用國家資本主義，利

用國家調節的全國性的商品生產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

起點。」19 在這種情況下，取消個體農民經濟的任何存在和

禁絕一切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就等於抑制了廣大人民中生產

的積極性，堵塞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和自然資源開發的許多

途徑。延緩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大躍進以來在左傾思想

指導下為了從農民身上進一步獲取更多的積累，盲目地搞高

征購，高指標，一平二調，刮共產風和窮過渡等一系列的做

法就應運而生。這些做法都是脫離我國國情違背列寧的教導

的。

（三）從實踐上看，我們從舊中國接收了全部官僚買辦

資本，銀行、礦山、鐵路交通，基本掌握了和操縱著國民經

濟的命脈，再加上各級政權的力量，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我

們完全有可能在這些物質力量的基礎上，充分調動一切社會

經濟成分的積極性，迅速發展生產力，並逐步溶化改造它們

成為社會主義的經濟。那種害怕資本主義、害怕兩極分化、

害怕少數農民先富裕起來的思想是政治上軟弱怯懦，缺乏政

治遠見的表現。多年來我們在經濟政策上的基本錯誤在於，

把資本主義氾濫的可能性和允許資本主義在一定時間，一定

限度內存在的客觀必要性混為一談。低估了無產階級有把握

在限制和利用中改造資本主義的能力。因此，在經濟建設

中，這種實質上是右傾的「恐資病」卻在「割資本主義尾巴

上「堵資本主義道路」、「窮過渡」等等左傾口號下表現出

來。這種抱著小資產階級仇視大資產階級的病態心理的「恐

資病」是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過左政策的思想根源。

30 年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左傾錯誤集中於一

點：就是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抽象地對立起來，用「二律

背反」形而上學觀點，把兩者看成絕對不同的，非此即彼的

關係。不懂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關係之間的辯證的歷史

的聯繫。前者為後者準備經濟基礎，後者則以前者的全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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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文化遺產為自己存在的前提。因此，抹殺了從前者至後者

轉變過程中應有的中間環節。

在理論上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抽象地對立起來，在實

踐中就會必然地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混淆起來，把社會主

義所必要的經濟上的補充物當作資本主義加以消滅，使廣大

的農民長期陷入貧窮落後的半飢餓狀態。

黨的三中全會以來，認識到必須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

黨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發展國民經濟的正確路線，但左傾流毒

的陰影卻頑強地在阻礙著這個路線方針的貫徹。為了徹底清

除左傾思想的影響，最根本的關鍵是認真學習列寧關於經濟

落後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中間環節的理論。

列寧認為落後國家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必須警惕在這

個國家將會出現的主要危險是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思想不

斷地表現出來，並一再造成反動。20 長期以來，我們在一系

列基本理論上的混亂，政策上的搖擺，左傾錯誤反覆出現證

明了列寧關於落後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措施的學說是完全正

確的。雖然列寧的過渡措施學說祇是一些最初步驟，由於各

國的國情不同，實際進程一定會超過它們。但是這些措施本

身是不可能避免或逾越的。

在俄國這樣一個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的落後國家裡，

列寧曾經試圖推行這樣一個總戰略：以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

逐步增長為目標。為此就必須以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和與之類

似的合作制經濟的結合為發展鏈條中的特殊環節，並通過這

樣的中間環節，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和小農、最小農經濟的結

合，即經濟上的工農聯盟。在這種經濟措施下，以個人利益

的原則吸引和融合私人所有制的經濟成分逐步聯合，推動發

展商品經濟的供銷合作社向生產合作社過渡，並借此建立自

下而上的統計和監督。以農業提供的剩餘產品和積累的逐步

增加發展所必需的科學文化事業和大工業。而大工業的發展

將使整個俄國從「農民的、莊稼漢的、窮苦的馬上」跨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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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階級所尋求的大機器工業、電氣化等等的馬上。21 現代化

的大工業是實現發達的社會主義的唯一經濟基礎。列寧預測

這一過程需要幾十年時間，並且這一過程祇有和逐步把蘇維

埃俄國建成巴黎公社式的國家的目標結合起來才是行之有效

的。列寧科學地把這一發展的整個過程稱之為新經濟政策時

期。如果不帶偏見，我們就會看到這一思想像條紅線一樣集

中地貫穿於列寧逝世前的最後五篇著作之中。正因為如此，

列寧滿懷信心地說，蘇維埃俄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在一定的

意義上可以把這種社會叫作社會主義社會，是小農在居民中

佔優勢而具備一些特點的社會主義社會，並以此和發達的社

會主義社會相區別。

新經濟政策的實施曾一度使孟什維克和第二國際機會

主義者高興萬分，他們叫囂：「布爾什維克現在將倒退到資

本主義」，「本來就祇能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現在我們

和布爾什維克一致了。」列寧回答說，這一切祇暴露了他們

是畏首畏尾資產階級走狗和對事情的完全無知，這裡實施的

一切與倒退到資本主義毫無共同之處。恰恰相反，我們在落

後的俄國找到了向發達的社會主義過渡的正確的、真正的起

點，找到了千百萬小農最易接受，共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

形式，如果他們敢於跑到這裡來宣傳這種胡言亂語，我們將

以槍斃來回敬他們。22

今天，我們在認真貫徹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的政治路

線，總結 30 多年來領導實踐生產的經驗教訓，肅清左傾錯誤

的流毒中，結合中國的國情學習列寧的過渡措施，這對我們

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制定並實施正確方針政策是很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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