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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農業社會主義批判

①

一
什麼是農業社會主義？新華社 1948 年〈關於農業社會
主義的問答〉一文指出：
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是指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產生出
來的一種平均主義思想。抱有這種思想的人們，企圖用
小農經濟的標準，來認識和改造全世界，以為把整個社
會經濟都改造為劃一的「平均的」小農經濟，就是實行
社會主義，而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過去歷史上代
表小生產者的原始社會主義的空想家或實行家，例如帝
俄時代的民粹派和中國的太平天國的人們，大都是抱有
這一類思想的。②
俄國的民粹派，被列寧稱作「舊時農民社會主義」﹑
「小市民社會主義」﹑「農奴社會主義」和「反動的社會主
義」。

③

民粹派被資本主義在農村造成的兩極分化嚇昏了

①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寫作組編：《未定稿》49 期，1979 年 12
月 15 日。
②

毛澤東等：《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38 頁。

③ 分別見列寧：〈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
主義者？〉《列寧全集》1 卷 212 頁；〈土地問題和爭取自由的鬥爭〉，
《列寧全集》10 卷 407 頁；〈報紙上的一篇短文〉，《列寧全集》2
卷 277 頁；〈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列寧
全集》9 卷 4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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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腦。他們從抽象的道德觀念出發，否定資本主義的歷史進
步意義，把落後的小生產理想化，把原始的農村公社塗上一
層社會主義的油彩，「同情那種把半農奴半自由勞動的舊時
美好制度（這種制度具有各種各樣的剝削和壓迫的慘狀而不
給人以任何出路）永恆化的措施」， 「寧肯讓農民繼續停
留在自己陳舊的家長制的生活方式中，而不要在農村中給資
本主義掃清道路」。 所以，列寧認為：「 這種理論從出
現之日起，就是小資產階級的和反動的理論。」 「這種
小資產階級理論無條件是反動的」 。
中國的農業社會主義與俄國民粹派的理論，本質上同
屬小生產者反動的空想，但表現形式卻有明顯的不同。中國
封建社會土地可以自由買賣，這一不同於西方封建社會莊園
經濟的顯著特徵，往往產生大規模的週期性土地危機，造成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的現象。在頻繁激烈的
土地兼併中，中國農村的小生產者不斷破產，經常處於「衣
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的境遇，淪為比西方農奴更為悲
慘的「無產者」，從而使他們早在資本主義產生之前，就
對貧富懸殊的社會現象深惡痛絕，迸發出平均分配財富的強
烈空想。另外，中國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在理論上並沒有形
成什麼完整的體系，可是在實踐上，卻遠遠超過俄國民粹派
和西方任何空想社會主義者。一般說來，只要能夠存活，農
民是不會要求平分財產的，只有在階級矛盾空前激化的年代
裡，平均主義思想才有如決堤之水，汪洋恣肆。所以，中國
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主要的不是靠知識分子著書立說逐漸
④ 列寧：〈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
者？〉《列寧全集》1 卷 221 頁。
⑤ 列寧：〈我們究竟拒絕什麼遺產〉，《列寧全集》2 卷 458 頁。
⑥ 原文黑體；列寧：〈評經濟浪漫主義〉，《列寧全集》2 卷 215 頁。
⑦ 原文黑體；列寧：〈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
民主主義者？〉《列寧全集》1 卷 2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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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而是與中國歷史上規模極大的農民起義緊密聯繫在一
起，在實際行動中不斷豐富和發展。
早在西元二世紀東漢末年，張魯政權就以五斗米道的
宗教關係，結成原始公社式的組織，並從事「義米」﹑「義
肉」﹑「義舍」等公共事業。唐末的王仙芝，揭竿而起時自
稱「天補平均大將軍」。北宋的王小波大聲疾呼：「吾疾貧
富不均，今為汝均之」！南宋的鍾相﹑楊么起義，打出「等
貴賤﹑均貧富」的旗號。明末的李自成，用「均田免糧」為
號召。清末的太平天國運動，以平均主義與原始基督教的平
等觀相結合，更將農業社會主義具體化，並在權力所及的範
圍內大規模地付諸了實踐。
1853 年，太平天國頒佈著名的〈天朝田畝制度〉，詳
盡地描繪出農業社會主義的模式。這個文件根據「人人不受
私，物物歸上主」的公有原則，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
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的主張，廢除土地
私有制。同時，根據同一原則，〈天朝田畝制度〉要求人民
25 家為一「兩」，組成生產﹑分配﹑軍事﹑宗教﹑政治﹑
教育等幾合一的農村公社。在這種公社中，生產資料和剩餘
產品一律歸公。「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 25
家每人所食可接新穀外，餘則歸國庫。凡麥豆苧麻布帛雞犬
各物及銀錢亦然。」群眾生活則靠「聖庫」平均供給來保證。
太平天國的人們以為，一切都軍事化﹑集體化﹑規格化，人
人都過「通天下皆一式」的生活，就能實現「有田同耕，有

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的平均主義烏托邦。
太平軍長期處在戎馬倥傯之間，沒有一個安定的局面，

無法將這些理想實現，只好「曉諭良民，照舊交糧納稅」。
⑧   〈 天朝田畝制度〉，《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1 冊
321~322 頁。
⑨ 張德堅：〈賊情彙纂〉，《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3
冊 2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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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太平軍內部，則一直實行軍事供給制。建都南京，取
得行政權力之後，太平軍就開始按照小農的理想改造世界，
樹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農業社會主義理想國的樣板。其大
致改革如下：
一﹑取消私有制，實行「共產」生活。太平軍軍律規定：
⑩
不得私蓄財產，「凡私藏金銀剃刀即是變妖，定斬不留。」

佔領南京後，太平軍馬上沒收人民的財產，除個人隨身攜帶
的少數生活必需品（如衣褲被褥等）外，一切商店貨物﹑民
間糧食﹑房屋田產﹑金銀珠寶統統繳公。所有軍民的生活由
各地「照舊交糧納稅」為物質保證，實行平均主義的軍事供
給制，喫飯不要錢。
二﹑取消商品生產。錢﹑財﹑糧﹑物一律歸公之後，
全體市民按軍事編制編入各種行業的組織中，行動軍事化。
手工業者則編入「國營」手工業作坊 —「諸匠營」和「百
工衙」，從事有組織的集體生產。
三﹑禁止集市貿易。財產公有，生活供給，當然無需
貿易互通有無了。太平軍曾出告示說：「天下農民米穀，商
⑪
賈資本，皆天父所有，全應解歸聖庫」。 在一切貨物﹑
店鋪歸公之後，即使「鋪店照常買賣，但本利皆歸天王，不
⑫
許百姓使用」。
四﹑取消家庭，生活集體化。財產公有，生活供給，
教育由「天國」負責，家庭「三要素」（生產單位﹑消費單
位﹑教育單位）隨之消亡。太平軍嚴禁姦淫，明令諸王得娶
妻納妾，他人卻一概不准與異性接觸，雖夫妻﹑母子不得聚
⑩ 張德堅：〈賊情彙纂〉，《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3
冊 231 頁。一說五兩以下准許個人所有。
⑪ 張德堅：〈賊情彙纂〉，《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3
冊 275 頁。
⑫ 〈金陵被難記〉，《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4 冊 750 頁。
「天王」疑為「天父」之誤。
192
11

▎附錄一：農業社會主義批判 ▎

首。太平軍攻克南京後，即將百姓從家中逐出，分為男女別
⑬
館居住，「男有入女館者，無問軍民殺無赦。」 「雖夫妻
⑭

同宿，也視同犯奸，治以極刑。」
五﹑文化「革命」。太平天國對儒﹑釋﹑道三教徹底查
禁，同時將「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者盡行焚除，皆不
⑮
准買賣藏讀也，」 「凡一切妖書如有敢唸誦教習者，一概
⑯

皆斬。」 後來，太平天國又規定了「旨准頒行」制度，一
切出版物須「呈獻我主萬歲萬歲萬萬歲旨准頒行，但世間有
⑰
書不奏旨﹑不蓋璽而傳誦者，定然問罪也。」 再後，又成
立了「刪書衙」，專事刪書工作。所有書籍須經此機構將其
中「鬼話﹑怪話﹑妖話﹑邪話」一概刪剟淨盡，才能誦讀。
同時，太平天國在生活方面，除了厲禁鴉片﹑賭博﹑娼妓﹑
遊惰﹑纏足等陋習外，飲酒﹑吸煙，長指甲﹑剪髮剃鬍刮面，
「養鳥鬥蟀打鵪賽勝，戒箍手鐲金玉粉飾之類，」
「演戲鬥劇」
⑱

等諸端都在該禁之列。 抽煙喝酒﹑編歌作詩﹑剪髮剃鬍刮
⑲
面等，都是死罪。「如有聚人演戲者全行斬首。」 這樣一
來，庶民百姓耳聞目睹的都是大一統的「革命」天條，不受
異端邪說的蠱惑，固然思想純淨，精誠篤實。然而人們正常
的文化娛樂生活，除了吟誦幾本刪削剪裁的圖書，看看天王﹑
⑬

胡恩燮：〈患難一家言〉，《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2 冊 338 頁。

⑭

羅爾剛：《太平天國史事考》331 頁。

⑮ 〈詔書蓋璽頒行論〉，《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1 冊
313 頁。
⑯ 張德堅：〈賊情彙纂〉，《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2
冊 232 頁。
⑰ 〈詔書蓋璽頒行論〉，《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1 冊
313 頁。
⑱ 洪仁玕：〈資政新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2
冊 525 頁。
⑲ 張德堅：〈賊情彙纂〉，《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3
冊 2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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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王遊龍戲鳳的儀仗，其餘也就一概全無了。
太平天國運動是農民反抗封建壓迫的一次偉大嘗試。
太平軍本要建立「天下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暖」的人間
「天國」，⑳ 推行的結果，卻如《楊秀清誥諭天京人民》
中所承認：「在爾民人以為蕩我家資，離我骨肉，財產為之
一空，妻孥忽然盡散，嗟怨之聲，至今未息。」

㉑

可見這

許多極端措施已使人民極為反感。不容否認，軍事供給制在
戰爭環境中能夠團結官兵，是十分必要的。這些改革，主
觀上也確實反映了勞動人民要求消滅剝削制度的善良願望。
可是將這些「不僅是超出現在，甚至是超出未來」的荒謬空
想作為改造世界的措施付諸實踐，

㉒

失敗是在所難免的。

廢除商業的政策只在市內執行了一段時間；取消家庭生活的
制度兩年後不得不廢止；各種匠營﹑館集中的人大批逃亡；
「喫大鍋飯」由於接濟不上，最後只能喝粥；領導幹部貪污
受賄﹑發財致富早就使平均主義的供給制名存實亡。這裡，
值得引起我們注意的是，恰恰就在這一系列「革故鼎新」的
改革實行並逐一破產的同時，太平天國兩次頒佈《太平禮
制》，按照徹底的封建綱常倫理，建立起一整套「貴賤宜分
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等級制度，其森嚴完備的程度，與
舊的封建制度毫無二致。最後，洪秀全的「天國」化為泡影，
他自己卻大興土木，廣置妃嬪，深居簡出，出警入蹕，成了
名符其實的人間皇帝。
⑳ 〈天朝田畝制度〉，《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1 冊
322 頁。
㉑

金毓黻﹑田餘慶等編：《太平天國史料》138 頁。

㉒ 恩格斯論〈德國農民戰爭〉與早期基督教式的狂想相結合，「但
是如果這種超出不僅是超出現在，甚至是超出未來，那末這種超出只
能是蠻幹的超出，空想的超出，而在第一次實際試用之後就不得不退
到當時條件所容許的有限範圍以內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7
卷 4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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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太平天國運動近百年之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
義革命，推翻了剝削階級的統治，建立了工農政權，創造了
勞動人民徹底解放的先決條件。可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
中脫胎出來的新中國，如何迅速洗滌乾淨身上的封建污漬，
走上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這的確是一個前人不曾遇到的新
問題。本來，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結果。我們要
在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落後中國搞社會主義建設，
肯定有許多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需要探討和解決。
值得注意的是，在農民人數佔人口 80% 以上的中國，
我們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小生產者構成的。舊
中國，極為有限的近代工業僅分佈在少數交通樞紐和沿海城
市，內地廣大農村的經濟生活並沒有發生重大變化。革命的
領導力量是無產階級，但是在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過程中，
本來就為數戔戔的無產階級隊伍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並沒有
直接參加武裝鬥爭，革命首先和主要依靠的力量，是那些遠
離城市﹑遠離現代文明的內地和邊區農民。

㉓

這些農民，

一方面受野蠻的封建壓迫最深重，因而富於反抗精神；一方
面又很少接受現代文明的陶冶，他們的政治覺悟深受其小生
產者經濟地位的局限。他們習慣地憧憬著男耕女織的田園詩
生活，幻想著人人平等﹑處處平均的分配方案。在我們革命
隊伍中，一個時期內把「共產」當作動詞，誤認為革命就是
「共」地主老財之產的人，是很多的。他們對革命的理解往
往停留在農業社會主義階段，以為奪取政權，就是為了實現
太平天國所未竟的事業。
民主革命中，我們黨為了堅持無產階級的政治方向，
㉓

詳見王小強：〈農民與反封建〉，《歷史研究》1979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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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對平均主義作過鬥爭，但矛盾並不十分尖銳。因為在農
民幾乎無產可「共」的條件下，把「共產主義」作為生產高
度社會化帶來管理社會化的科學概念去理解，還是作為平分
地主財產的行為去描述，對於完成民主革命平分土地的主要
任務，客觀上並沒有決定性的影響。對地主的土地﹑牲畜﹑
農具和其他財物的再分配，就是對當時封建統治的一種直接
否定。它能夠吸引廣大饑寒交迫的農民投身革命，並直接促
進小農經濟的發展。科學社會主義從發展現代大生產的角度
出發，為了在產品極大豐富的基礎上各取所需，消滅三大差
別，實現真正的平等，而要打碎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農業社
會主義則從恢復自然經濟的角度出發，為了在普遍貧困的基
礎上，維持自給自足的小生產，而要改造貧富過分懸殊的社
會。兩種思想代表了兩個階級不同的世界觀，本質上屬於前
進和倒退兩個截然對立的範疇。但是，作為同是被壓迫階級
的理想，在否定封建大土地所有制這一點上，它們卻在一定
程度上得到了歷史的辯證的統一。
奪取全國政權以後，歷史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問
題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工農聯盟仍然是革命勝利的保證，但
是科學社會主義與農業社會主義臨時的「統一戰線」，卻已
隨著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被消滅，而喪失了思想聯繫的紐帶。
隨著革命進程的發展，農業社會主義將喪失它在民主革命時
期有限的積極作用，淪為反動﹑倒退的思想。無產階級以發
展現代大生產為實質內容的科學社會主義，與農民以維護原
始小生產為實質內容的農業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也勢必會
日益尖銳起來。這就使我們這場以農民為主力軍的革命取得
勝利之後，在防止舊制度復辟的同時，更直接地面臨一個是
按無產階級科學社會主義的面貌﹑還是按農民小生產者農
業社會主義的面貌改造世界的問題。
發人深省的是，以平均主義為核心的農業社會主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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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著極為廣泛和長久的影響。它不僅只是農民階級的空
想，作為歷史上許多政治改革家的口號，它幾乎成了我們的
「國粹」。早在兩千年前，孔夫子就從徹底的唯心史觀出發，
鮮明地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義思想，描繪了一
個「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兩千年來，許多知識分子
和地主階級政治家，大都重複了這一理想。到了近代中國，
一般致力於社會改革的志士仁人﹑甚至激進的資產階級革
命家，仍然脫不出這種理想的窠臼。中國近代史上有一個奇
特的現象，倡共產主義之新，往往成了復平均主義之古；社
會主義明明是歐洲最新的思想，可是卻成了中國最古老的傳
統的混合物。譬如：「行共產之說」﹑「倡共產之法」的康
有為，頗受西方思想影響，卻據公羊三世說，提出「無有階
級﹑一切平等」的大同世界，認為「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
私產而後可；凡農工商之業，必歸之公。」家是「太平世最
妨礙之物也。⋯⋯然欲致其道，捨去家無由。」他連篇累牘
地提出「公農」﹑「公工」﹑「公商」，消除家庭和私有財
㉔

產，其宗旨，還是孔子的「蓋均無貧」。

章炳麟則荒謬地

以為：古代「中國一切典章制度，總是近於社會主義，就是
極不好的事，也還近於社會主義。⋯⋯不說三代井田，便從
魏﹑晉至唐，都是行這均田制度。⋯⋯均田一事，合於社會
主義。」道理是「貧富不甚懸絕，地方政治容易施行。」

㉕

就連最激烈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也認為：「民生主義，
即貧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壓制貧者是也。但民生主義在前數
十年，已有人行之者。其人為何？即洪秀全是。」
㉔

㉖

他反

康有為：《大同書》235 ﹑ 240 ﹑ 191 ﹑ 235 頁。

㉕ 章炳麟：〈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陶志鈞：《章太炎政論
選集》上冊 278 頁。
㉖ 孫中山：〈實行三民主義改造新國家〉，《孫中山選集》上冊
4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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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指出：「我們國民黨的民生主義，目的就是要把社會上的
財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也就是共產主
義，⋯⋯ 不只是共產，什麼事都是可以共的。人民對於國
家要什麼事都是可以共，才是真正達到民生主義的目的，這
㉗

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

這些社會活動家代表著不同階級的利益，反映了不同
階級的要求，但是他們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小農平均主義理想
的薰染。究其原因，他們活動的舞臺背景，都是廣泛存在的
小生產；他們從事政治改革的社會群眾基礎，都是廣泛存在
的小生產者。在自然經濟的基礎上，他們的經濟改革不能不
體現出這種生產方式的需要；在小生產者的汪洋大海中，他
們的政治革命，不可能不反映出農民的要求。應當引起我們
深思的是：與農民根本利益相對立的剝削階級的政治理想，
尚且不期然而然地反映了農民平均主義的要求，那麼，缺乏
文化教養，又剛剛從農民中脫胎出來不久，並且在革命中以
農民為依靠﹑為主力軍的中國無產階級，能不能把自己消滅
剝削制度的理想與農民的平均主義區別開來，能不能克服被
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刺激得更加強烈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影
響，使新中國走上一條科學社會主義而不是農業社會主義的
道路？— 這就是當我們在理論上開始研究﹑解決大量書本
裡沒有的重大問題時，歷史為我們提出的批判農業社會主義
的任務。在農民人口最多的國家中，我們要完成這個任務是
極為艱難的。農業社會主義決非虛無飄渺的海市蜃樓，它始
終建立在堅實的自然經濟基礎上；它不是一般的塵飯塗羹，
它可以轉化成一股維護小生產的政治力量。所以，批判農業
社會主義，不僅是一次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甚至意味著一
場長期的政治鬥爭。列寧在總結社會主義理論鬥爭時指出：
「以馬克思主義學說為基礎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這個完全
㉗ 孫中山：〈三民主義〉，《孫中山選集》下冊 798~8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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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統治，並不是一下子就鞏固起來的，而只是在同一切落後
的學說如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等作了長期鬥
㉘
爭以後，才鞏固起來的。」 遺憾的是，當時我們並沒有
這樣清楚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1948 年，毛澤東同志針
對絕對平分土地的要求嚴肅指出：「在分配土地問題上主張
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這種思
想的性質是反動的，落後的，倒退的，我們必須批判這種思
㉙
想。」 解放初，在黨的領導下，我們曾一度開展了對農業
社會主義的批判，可惜，這個運動並沒有能真正深入下去。

三
土地改革以後，由於小私有制經濟發展的必然性，在
分得了土地的農民中間，重新出現了兩極分化的苗頭。為了
防止和改變自己破產的命運，一些貧苦農民自發地組辦了互
助組﹑初級合作社。爾後，在黨的支持和領導下，全國的農
業合作化運動開展起來。這條組織起來的道路，毫無疑問是
正確的。為人民謀利益的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決不能眼看
著一部分農民重新陷入貧窮而袖手旁觀，我們有責任領導農
民﹑幫助農民，走集體化的道路。所以，必須肯定合作化運
動的方向和進步意義。
但是，對於合作社的性質，理論上還需要深入細緻的
研究。因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是現代化大生產與
社會化管理的有機統一，僅就生產資料佔有的法權形式，並
不能說明生產方式的社會性質。例如俄國﹑印度及我國廣泛
存在過的農村公社，還有太平天國所嚮往的 25 家一「兩」
㉘ 列寧：〈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列
寧全集》9 卷 426 頁。
㉙ 《毛澤東同志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0~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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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有制經濟，顯然不能說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
恩格斯在闡述共產主義原理時指出：「社會制度中的
任何變化，所有制關係中的每一次變革，都是同舊的所有
㉚
制關係不再相適應的新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 可是
我國的合作化運動卻不是新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解放以後，
我國工農業生產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原來只佔國民經濟
10% 左右的近代工業，獲得成倍的增長。但是，生產力短
短幾年的發展，並沒能根本改變社會經濟的基本結構和經濟
生活的實質內容。在三大改造之前，我們仍然是一個前資本
主義經濟佔主要地位的貧窮國家。1954 年是農業合作化運
動高潮的前一年，從糧食產量上看，根據《我國的國民經濟
建設和人民生活》一書的數字計算，全國平均每人佔有糧食
㉛
約五百斤左右，平均每個農業勞動力約生產 1600 斤。 而
在兩千年前的漢代，我國平均每人佔有糧食就已達 640 斤
㉜
左右，每個農業勞動力就能生產約兩千斤糧食。 列寧說：
「社會主義的唯一的物質基礎，就是同時也能改造農業的大
㉝

機器工業。」 可是我國 1955 年，現代工業在工農業總產
值中只佔 33.6%，而且 50% 是以農產品為主要原料的加工
㉚ 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 卷 365 頁。
㉛ 見《我國的國民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1956 年糧食總產為
36502350 萬 斤， 為 1955 年 的 104.4%；1955 年 又 為 1954 年 的
109%（154 頁）；故 1954 年糧食總產應為：36502350 萬斤 ÷1.044
÷1.09 32077005 萬斤。
   1954 年全國人口（不包括臺灣﹑華僑及國外留學生）602 百萬人
（二頁），全國平均每人佔有糧食應為：32077005 萬斤 ÷602 百萬
人 533 斤  人。
   1954 年全國鄉村人口 520 百萬人（二頁），按現在八億農村
人口三億農業勞動力計算，1954 年平均每個勞動力生產糧食應為：
32077005 萬斤 ÷（520 百萬人 ×3÷8） 1645 斤  人。
㉜ 寧可：〈漢代農業生產漫談〉，《光明日報》1979 年 4 月 10 日 4 版。
㉝ 列 寧：〈 共 產 國 際 第 三 次 代 表 大 會 〉，《 列 寧 全 集 》32 卷
446~4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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㉞

工業，機器製造業只佔整個工業的 5.7%， 能夠改造農業
的主要機器（拖拉機）製造工業還沒有誕生。從農業生產力
來看，合作化以前，我國貧農平均每戶只有 11 畝七分耕地，
㉟
二分之一頭牲畜，三分之一張犁，17 分之一部水車； 中
農平均每戶只有 19 畝耕地，不到一頭牲畜，三分之二張犁，
㊱
13% 部水車； 就是所謂富農，也只是平均每戶 34 畝六分
耕地，兩頭牲畜，一張犁，三分之一部水車，剛能維持小農
㊲
經濟罷了。貧農和中農佔全部農戶的 91.2%。 由此可以
斷言：一些貧苦農民辦起合作社，不是由於生產力發展的結
果，而是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到連小私有制一家一戶的個體
生產都維持不住的程度，由於 91.2% 的農戶連一張犁﹑一
頭牲畜這樣原始的生產工具都不具備的緣故。王國藩三條驢
腿的農業社也能增產的事實，說明了在自願和自由結合基礎
上組織簡單協作的必要性。但是面對這種因為極端貧困而組
織的集體經濟，我們在認識上，如何求得歷史唯物主義關於
生產力發展決定生產關係變革的基本原理與實際的統一？
如何求得由《資本論》奠定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統
一？這的確是一個理論上很有意義﹑很有探討餘地的問題。
把這些不是因為生產發展而是因為貧困產生的帶有很
大插犋﹑夥種性質的低級合作組織，過渡到以大機器工業為
基礎的真正社會主義大農業的集體經濟，必須以生產力的發
展為前提。既然生產力的發展是一個日積月累﹑循序漸進的
過程，那麼這個過渡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列寧曾經指出：「從
個體的﹑單獨的小商品經濟過渡到公共的大經濟。這樣的過
渡必然是非常長久的。採用急躁輕率的行政和立法手段，只
㉞ 《我國的國民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26 ﹑ 16 頁。
㉟

薛暮橋等：《中國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61 頁。

㊱ 《我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3 頁。
㊲

薛暮橋等：《中國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62 ﹑ 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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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阻滯這種過渡，給這種過渡造成困難。只有採取各種使農
民能大大改善以至根本改造全部農業技術的辦法來幫助農
民，才能促進這種過渡。」

㊳

1953 年，毛澤東同志根據中

國經濟落後的現實，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鄭重指出：「黨的
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年到 15 年或者更多
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
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
工作的燈塔。不要脫離這條總路線，脫離了就要發生『左』
㊴

傾或右傾的錯誤。」

然而，我們以後的實踐卻快得出奇。
1953 年， 全 國 入 社 農 戶 佔 農 戶 總 數 的 0.2%。1954 年 年
底 10.9%。1955 年下半年，確切地說是後兩三個月，合作
化的發展則來了一個「閃電式」的飛躍。1955 年參加秋收
分配的合作社的農戶佔農戶總數的 14.2%，到了 1956 年 1
月底，就達到 80.3% ！與此同時，高級社也獲得了日新月
異的發展。1955 年年底參加高級社的農戶才達到 4%，到
1956 年 1 月底，僅一個多月時間，就一躍為 30.7%，6 月
底達 63.2%，12 月底就到了 87.8%。不少互助組和個體戶，
未經初級社，就「一步登天」，帶進了高級社。從 1955 年
下半年農村社會主義運動高潮開始至 1956 年 12 月，入社
㊵
農戶的比重由 14.2% 突飛猛進到 96.3%， 原來計劃「十
年到 15 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完成的艱鉅任務之一，只用
了不到一年半時間，就輕而易舉地完成了。
人們以為，合作化運動這樣迅猛的發展，是廣大農民
蘊藏的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迸發出來的結果。這種看法在
㊳ 列寧：〈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列寧選集》4 卷
92~93 頁。
㊴ 毛澤東：〈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毛澤東選集》5 卷
81 頁。
㊵ 《我國的國民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181~18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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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是沒有根據的。馬克思主義常識告訴我們，農民不是
新生產方式的代表，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創造者。作為
封建生產方式的消極代表，小生產者的經濟地位決定了農民
只能天然地具有農業社會主義的理想。無產階級如果不接
受馬克思主義的灌輸，尚且不能成為自覺的階級，更何況農
民。列寧曾反復強調指出：「 只有 無產階級具有社會主義
㊶
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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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㊷
沙子上，不瞭解我們的任務」。 「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
㊸
農民運動恰恰不是社會主義運動，」 「把農民當作革命運
動的 體現者 是荒謬的；黨如果認為自己運動的革命性 取決
於 農民的革命情緒，那是愚蠢的。」㊹ 可見，把合作化運
動不正常的發展，歸咎於農民，是沒有道理的。實際上，農
民信任我們黨，有聽從號召和命令的積極性。但是廣大農
民有沒有不是由於生產的發展﹑而是由於政治覺悟的提高，
就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自願將一些低級互助組織一下子變
成全國範圍的合作化運動的積極性？這就很值得懷疑。風馳
電掣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之所以脫離了黨的總路線，犯了
「左」傾的錯誤，與其說是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迸發出來
的結果，倒不如說是一些農民出身或受農民意識影響嚴重
的幹部蘊藏的農業社會主義積極性迸發出來﹑強迫命令農
民群眾的結果。在農業社會主義那裡，生產力發展不發展，
窮不窮，都無所謂。只要財富平均，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
範圍越大，財富當然也就越平均，因而也就越是社會主義。
㊶ 原文黑體；列寧：〈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列寧全集》18
卷 582 頁。
㊷

列寧：〈全俄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列寧全集》31 卷 457 頁。

㊸ 列寧：〈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列
寧全集》9 卷 428 頁。
㊹

原文黑體；列寧：〈我們黨的綱領草案〉，《列寧全集》4 卷 2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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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證明一位領導同志 1953 年的一次批評是正確的：脫離
了生產力的發展，用「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礎」的方
法，「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
㊺

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

1911 年，孫中山曾認為：「考諸歷史，我國固素主張
社會主義者。井田之制，即均產主義之濫觴；而累世同居，
又共產主義之嚆矢。足見我國人民之腦際，久蘊蓄社會主義
㊻

之精神，宜其進行之速，有一日千里之勢也。」

誰曾想，

他這番糊塗的論述，竟成了我們的讖語。47 年之後，當我
們一些同志「久蘊蓄社會主義精神」以「一日千里之勢」迸
發出來時，嚆矢之鏃變成「衛星」﹑「火箭」，濫觴之源匯
成洪水滔天！
1958 年，在「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人有多
大膽，地有多高產」一類反科學的豪言壯語中，只用了九個
月時間，我們就「新建 750 萬個工業單位，產糧七千億斤，
㊼

產棉七千萬擔。」

河南省「商城縣超英人民公社，十天之
㊽

中就能辦起鋼鐵﹑機械﹑化肥﹑水泥等 4500 多個工廠」！

河北省徐水人民公社的「衛星」：「一畝山藥 120 萬斤」，
「一棵白菜 500 斤」，「小麥畝產 20 萬斤」！㊾ 在那「一
天等於 20 年」的年月裡，就連《人民日報》的編者也無限
㊿

感慨地說：「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真像神話時代。」

生產力發展的神話，當然帶來生產關係飛躍的神話。
順便指出：這些神話都是由包括「辯論」﹑圍攻﹑批鬥﹑甚
㊺ 《我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47 頁。
㊻

孫文：《孫中山社會主義談》3 頁。

㊼

新華社訊，《人民日報》1958 年 10 月 6 日 1 版。

㊽

葛德：〈人民公社頌〉，《人民日報》1958 年 9 月 1 日 8 版。

㊾

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頌〉，《人民日報》1958 年 9 月 1 日 3 版。

㊿ 〈神話似的現實〉，《人民日報》1958 年 10 月 1 日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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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打人在內的「命令風」實現的。1958 年，全國農村掀起
了人民公社化的新高潮，很多地區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大泛
濫，颳起一場鋪天蓋地的「共產風」，大規模地「共」各
種產。
人民公社是繼農業合作社之後，「在所有制方面進一步
向『共有』發展。全部自留地﹑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
逐步轉為公社所有，私人暫時留下小量的家畜和家禽，也將
逐步轉為公有。」 甚至為了辦食堂，個人家庭用的桌椅板
凳﹑刀鍋碗筷也被「共」了產。在「共產」的同時，農村經
濟組織成了工﹑農﹑商﹑學﹑兵，多位一體；農﹑林﹑牧﹑
副﹑漁，全面經營的莊園式自給經濟。農民的生活也在「政
社合一」的體制中實行了「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
集體化。」真的是「貧富不甚懸絕，地方政治容易施行」。
這時，農業社會主義者最津津樂道的「一件震撼世界的奇


蹟」﹑「一件震天動地的大事」—「喫大鍋飯」誕生了。

人民公社普遍實行了以平均主義為原則的糧食供給制﹑伙食
供給制和生活基本需要供給制。有些地方還弄了「七包」或
「十包」，即：包喫﹑穿﹑住﹑教育﹑看戲﹑治病﹑死葬﹑
理髮﹑烤火和結婚等等。其實這些東西根本不是什麼值得大
驚小怪的新鮮事情。這種貧困基礎上平均配給的「共產主
義」，早在一百年前，太平天國就計劃並且實踐過了。
農業社會主義的泛濫，給我們理論上帶來了極大的混
亂。一些同志不懂得社會主義是一種基於高度社會化大生產
的社會形態，他們從小農的平等觀出發，以為社會主義科學
概念的全部含義，就只是分配上的平均主義；而按勞取酬

 河南省遂平縣〈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草案）〉，《人民日報》
1958 年 9 月 4 日 3 版。


廖士祥：《談「喫飯不要錢」》3 ﹑ 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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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制度是以不平等為前提的」； 解放後，我們把戰

爭時期的「供給制改工資制是一種倒退」； 喫大鍋飯的
配給制度，則在「『喫飯不要錢』這一點，已經衝破了『按

勞分配』的範圍，具有共產主義『按需分配』的因素」。
總之，他們不顧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個人對社會的貢獻，搞
「開倉賑糧」式的喫大鍋飯﹑「割富濟貧」式的「一平二
調」，以為只要是「有喫有穿有錢花，公社真正成了我的

家」， 就是社會主義；他們把實現共產主義的希望，不
是寄託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物質生活資料極大豐富的基礎
上，而是依靠行政權力，不斷「共產」，不斷改變分配形式。
對社會主義的這種認識，在今天看來，不過是套用了現代的
革命詞彙，表達了舊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可在當時，我們
得到的卻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學說史上嶄新的概念：「敢於與

資產階級法權觀念決裂的農民。」
值得注意的是，「四人幫」封建復辟的核心人物張春
橋，早在 1958 年就利用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向科學社會主
義理論進攻。他在臭名昭著的〈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
一文中，攻擊物質利益原則是「錢能通神」﹑「鈔票掛帥」，
把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與剝削階級的等級制度混為一談，把
堅持按勞分配的觀點，說成是「資產階級為了不平等的資產
階級法權，為了打擊無產階級的革命傳統，而對正確處理勞
動人民內部相互關係的共產主義原則的攻擊。」煽動人們


楊永慶：《怎樣搞好人民公社的分配工作》6 頁。

 王茂湘﹑張芳源﹑陳方﹑阮仁慧﹑侯學林﹑黎康時﹑楊嫻﹑蕭灼
基：〈供給制改工資制是一種倒退〉，《人民日報》1958 年 10 月 18
日 7 版。


廖士祥：《談「喫飯不要錢」》10~11 頁。

 《人民公社怎樣實行供給制》17 頁。
 于村：〈敢於同資產階級法權觀念決裂〉，《人民日報》1958 年
10 月 1 日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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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徹底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進行鬥爭。」
在一派震耳欲聾的大話﹑空話﹑假話聲中，毛澤東同
志很快看出了問題。他在 1959 年 3 月指出：「我們在生產
關係的改進方面，即是說，在公社所有制問題方面，前進得
過遠了一點。」這就使得一些幹部「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
則，否認等價交換。因此，他們在公社範圍內，實行貧富拉
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銀行
方面，也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調﹑三

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 毛澤東同志在建
議中央採取措施剎住這股歪風的同時，明確提出「農業的根

本出路在於機械化」的命題， 為我國農村生產力的發展
和生產關係的變革，提供了科學依據。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
下，黨中央頒佈了一系列農村整風整社的重要文件和緊急指
示，剎住了浮誇風和共產風，把國民經濟從崩潰的邊緣挽救
過來。但是，這場小資產階級狂熱病的大發作，已經給我們
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嚴重的惡果。大量財力﹑物力白白
浪費，無數勞動人民的血汗付諸東流。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
調，工農業生產大幅度下降。廣大農村更是深受強迫命令﹑
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之害。大煉鋼鐵，使許多成熟的莊
稼糟踏在地裡；一平二調，幾乎將農業社的積蓄和社員收入
損失殆盡。本來挺興盛的農業經濟，被弄得凋零破敗，一片
蕭條，人民生活水平也急遽降低，一些地區的農民甚至喪失
起碼的生活資料。筆者曾經待過的河南省遂平縣（原屬信陽
專區），1958 年放「衛星」，風頭出盡。1959 年下半年，
 張春橋：〈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人民日報》1958 年
10 月 13 日 7 版。1975 年張春橋重新發表此文，可以看出其前後思想
的一致性。
 〈毛澤東同志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農村整風整社文
件選編》57 ﹑ 51 頁。


毛澤東：〈黨內通信〉，《農村整風整社文件選編》8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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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卻過著飯糗茹草﹑菜色褸衣的困苦生活，有些不得不流
離失所﹑逃荒要飯，甚至因飢餒而倒斃於路旁！
人民血淚凝成的教訓，真值得我們共產黨人認真思索。

四
列寧說：「一個國家的自由愈少，公開的階級鬥爭愈弱，

群眾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烏托邦通常也愈容易產生，
而且保持的時間也愈久。」



在我們有兩千多年專制歷史

的國家裡，廣大農民以及幹部隊伍中，缺乏文化教育和馬列
主義理論修養的現狀，就是產生和發展農業社會主義烏托邦
的肥沃土壤。我們黨內外一個時期民主生活不正常，家長制
作風盛行，很大程度上妨礙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宣傳和對農業
社會主義的批判。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儘管在 1958 年的實踐
中遭到失敗，卻依然廣泛存在，一遇適當氣候，就會重新活
躍起來。
以平均主義為核心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決不只是簡
單地表達了小生產者在貧窮中對財富的嚮往，它主要是表現
了農民力圖恢復小生產的本能。很簡單，如果僅是出自對於
財富的佔有慾，那末只要打家劫舍就能滿足；農民起義之所
以提出平均主義，實踐農業社會主義，正顯示了處於自然經
濟生產方式中的小生產者的必有的世界觀。
在自然經濟狀態中，小生產者使用簡單的手工工具和
畜力經營農業，一般只能以個體家庭為單位，從事自產自消
的簡單再生產；與這種生產性質和生產規模相適應的理想
的所有制關係，應該是小塊土地私有制。然而，這種分散﹑
細碎的小塊土地所有制，卻不能長久。先不要說地主階級的
 原文黑體；列寧：〈兩種烏托邦〉，《列寧選集》2 卷 3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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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取豪奪，就是這種經濟本身的發展，也必然不斷產生貧富
的差別，使土地日益集中起來。當很多農民喪失了封建生產
方式中最主要的生產資料 — 土地，失去了生存的條件時，
他們就會自然而然地希望有一種超經濟的強制力量，能夠
用「平均」﹑甚至「公有」的辦法，制止兩極分化的趨勢，
保障小農經濟正常運行。小生產者的這種願望，在一定歷史
條件下，倒不完全是不可企及的幻想。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
之上的封建專制國家，為了自身的利益，就曾經採取過諸如
「均田」﹑「限田」﹑「輕徭薄賦」以及「官商」﹑「官工」﹑
「重本抑末」一類措施，保護小農經濟不致受到土地兼併﹑
高利貸盤剝和商品經濟的過分侵害。可是當土地集中和兩極
分化成了不可逆轉的潮流時，農民就只好發動起義，並在起
義中提出用行政權力平均分配土地和平均分配其他財產的
要求。這種要求邏輯發展的頂峰，就是農業社會主義，即：
希圖用取消私有制﹑實行平均供給和文化專制等一系列極
端措施，一勞永逸地在生產﹑分配﹑消費和意識形態領域，
根除兩極分化和土地兼併的可能，好讓小生產萬古長青。在
現代社會中，大機器工業和商品經濟的發展，使農業與手工
業牢固結合的小農經濟陷入絕境。資本主義造成前所未有的
兩極分化，理所當然地激起農業社會主義的刻骨仇恨，同時
也更加堅定了它使歷史車輪倒轉的決心。總之，農民的平均
主義決不是憑空杜撰出來的，而是植根於生產力水平低下﹑
生產規模狹小﹑接近於平均劃一的自給經濟。基於這種經濟
的世界觀，決不只是要平分一些財產，其本質，是要排除一
切干擾，恢復小生產，把整個社會改造成無數同名數相加而
成的集合體，「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
集成的那樣。」
農業社會主義表面上看來，確是反對剝削﹑崇尚平等
的美妙理想。它那些激烈的極左政策，似乎表達了消滅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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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的迫切心情。農業社會主義者憧憬著恬靜安謐的田園風
光，渴望著互不相擾﹑安居樂業的家庭生活，可恰恰是這種
個體家庭的小生產，「按其本性說來是全能的和無數的官僚
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國範圍內一切關係和個人的齊一的水
平。所以，它也就使得有可能從一個最高的中心對這個劃一

的整體的各個部分發生同等的作用。」 因此，「這種分散

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 農業社會主義
幻想著用取消私有制和平均配給的辦法，來消滅人間財富分
配上的不平等，甚至不惜使社會倒退到小農經濟成熟之前的
農村公社時代，不顧「這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初看起

來怎樣無害於人，卻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
一種思想，一方面頑固地要求恢復和鞏固專制統治的
自然經濟基礎，另一方面又反對在這種經濟基礎上必然高高
聳立的專制統治。這在邏輯上是一個「二律背反」式的矛
盾。這種思想的矛盾在實際生活中表現得最為典型。農業社
會主義的倡導者，往往就是專制統治的重建者；農業社會主
義的實踐過程，同時就是封建專制統治死而復甦的過程。那
種高喊平等，對貧富不均疾惡如仇，迫令老百姓「窮過渡」，
自己卻對封建特權甘之若飴，甚至擴大特權享受之人，在舊
農民起義中的例子，俯拾皆是，不勝枚舉；在我們的革命隊
伍中，也不乏其人。可見，取消不平等，是農業社會主義
的空想成分；維護小生產，才是農業社會主義的實質內容。
平均主義的理想是基於平均劃一的小生產，而維護小生產所
必需的專制統治和等級特權，又是對平均主義理想的否定。
農業社會主義不同於 18 世紀歐洲的空想社會主義，它在實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 18 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1 卷 697 頁。
 毛澤東：〈組織起來〉，《毛澤東選集》3 卷 931 頁。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 卷
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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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上不是對未來的幻想，而是對過去的回憶。它的反動性，
倒不在於它的空想成分不能實現，而在於它的實質內容本身
就是對自己空想成分的否定。所有舊農民起義必然的蛻變過
程﹑所有堅持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人最終走向反面的事實
告訴我們：當農業社會主義消滅不平等的幻想破滅時，它就
不可避免地要走上加強與小生產相適應的專制統治，靠超經
濟的行政權力來恢復和鞏固自然經濟的道路。
當然，在現代社會中，絕對地回復到自然經濟狀態，是
根本不可能了。但是，對農業社會主義者來說，人類所創造
的文明，並不妨礙他們喫大鍋飯的慾望，並不能改變他們對
科學進步的反感，也不能遏止他們用家長制﹑行會制的方式
管理現代生產的企圖。農業社會主義沒有一個大炸藥包能炸毀
現存的一切，但它卻企圖把現存的一切納入小農經濟的規範。
在現代社會中，封建社會主義從地主階級的利益出發，
為了恢復建立在小生產基礎上的專制統治，而反對包括資本
主義在內的一切現代文明；農業社會主義從小生產者的利益
出發，為了恢復專制統治的基礎 — 小生產，而反對包括資
本主義在內的一切現代文明。地主階級的封建社會主義與小
生產者的農業社會主義，分別代表了兩個對立的階級的願望
和利益。但是在恢復自然經濟﹑破壞現代文明這一點上，這
統一於封建社會形態內部的不同階級的理想，卻又反映了同
一種生產方式的要求。換言之，這兩種同屬過去時代的思想，
在反對剝削的問題上，它們是對立的；但是在倒退到自然經
濟的傾向上，二者並無原則分歧。實踐表明，農業社會主義
空想在實踐中的失敗，也就是封建社會主義「全面專政」學
說的勝利。這個實踐過程，也就是農業社會主義維護封建統
治的自然經濟基礎的實質，否定了自己消滅剝削的空想，而
與封建社會主義恢復專制統治的實質，最後統一起來的過程。
林彪﹑「四人幫」的世界觀，就是這兩種世界觀的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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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統一。
林彪﹑「四人幫」反對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是因為
這種生產將擴大人們的視野﹑豐富人們的社會聯繫，而自給
自足﹑與世隔絕的自然經濟，才是封建統治的物質基礎；他
們反對科學文化事業﹑殘害知識分子，是因為人類的精神文
明意味著人民的思想解放，而人們普遍愚昧無知的狀況，卻
是推行專制和皇權主義的必要條件；他們反對政治制度民主
化，是因為民主才能使勞動人民真正解放，而權力高度集中
則有助於他們篡黨奪權，實行家長制統治。這一切在今天看
來已經是洞若觀火﹑一目瞭然了。可是，在一個無產階級專
政的國家裡，林彪﹑「四人幫」為什麼能在反對資本主義的
幌子下對一切現代文明施以徹底地破壞，卻又在一個很長的
時間裡，不被人們識破其封建復辟的實質呢？— 是由於農
業社會主義思想在我們黨內和革命隊伍內部長期形成的鉅
大影響，才使他們明目張膽的封建復辟活動具有這樣大的欺
騙性。林彪﹑「四人幫」幾個跳樑小丑之所以能猖行於世，
有那麼大的政治能量，掀起反對社會主義的狂濤惡浪，也正
在於他們的一些口號和奮鬥目標，反映和適應了小生產者恢
復﹑鞏固自然經濟的天然要求。
馬克思指出：自然經濟「按其性質來說就排斥社會勞
動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積聚﹑大

規模的畜牧和科學的不斷擴大的應用。」 在這種經濟形
態中，農業小生產者「進行生產的地盤，即小塊土地，不
容許在耕作時進行任何分工，應用任何科學，因而也就沒
有任何多種多樣的發展，沒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沒有任何
豐富的社會關係。⋯⋯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
護自己的階級利益，⋯⋯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
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
 馬克思：〈資本論〉3 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5 卷 9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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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
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
陽光。所以，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力

支配社會。」 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牢固結合的自然經濟，
造成了行政權力支配社會，也造就了小生產者崇拜不受限
制的行政權力的世界觀。正是因為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
術的提高，對小生產來說不僅多餘，而且有害，農業社會
主義的實踐才必然帶來許多違背歷史﹑違反科學﹑甚至違
反一般生活常識的極端措施。也正是因為恢復自然經濟無
需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提高，小生產者按照農業社
會主義模式變革社會的全部活動，才都是以「行政權力支
配社會」的世界觀為指導進行的。
「四人幫」曾經一度代表了這種權力，賜予農業社會
主義者大量的「雨水和陽光」。「四人幫」對發展商品生產
的仇恨，符合於小生產者恢復和鞏固自然經濟的夙願；「四
人幫」對文化界的壓制，滿足了小生產者對知識分子天然不
信任的心理；「四人幫」對「資產階級法權」的抨擊，照顧
了小生產者平均主義﹑喫大鍋飯的空想；「四人幫」對「自
力更生」作「大而全」﹑「小而全」的解釋，迎合了小生產
者閉關保守﹑自給自足的傳統；「四人幫」對資產階級民
主的厭棄，有利於小生產者對家長權威及皇權主義的崇拜
⋯⋯。在「四人幫」指天畫地﹑叱吒風雲的時候，我們清晰
地看到農業社會主義與封建社會主義亦步亦趨的倩影，清晰
地看到農業社會主義與封建社會主義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地膨脹。正是在「四人幫」拼命吹捧法家﹑把封建統治的暴
君酷吏打扮成農民利益的代表之際，在同一面反對資產階級
和資本主義的旗幟下，他們把 1958 年對「右傾保守勢力」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 18 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1 卷 6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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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衝擊，發展成對「黨內資產階級」的征討；把 1958 年對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發展成對「反動學術權威」和
「臭老九」的韃伐；把 1958 年對「條件論」的批判，發展
成對「唯生產力論」的圍剿；把 1958 年的「現場教學」﹑
「農村辦大學」，發展成張鐵生式的「白卷英雄」和朝陽農
學院的「社來社去」；把 1958 年消滅三大差別的幻想，發
展成城裡人﹑腦力勞動者被驅趕到農村去從事體力勞動；把
1958 年否定按勞分配﹑「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所有制關
係上的「窮過渡」﹑禁止集市貿易和家庭副業等一系列蠻幹
的政策和作法都變本加厲地發展起來。太平天國走向反面的
歷史和「四人幫」利用農業社會主義的實踐，使我們清楚地
看出農業社會主義與封建社會主義之間的必然聯繫，清楚地
認識到農業社會主義在現代社會中的虛偽性和反動性。
「四人幫」的封建復辟，以及許多農業社會主義性質
的實踐，都是穿著極左外衣﹑打著革命旗號進行的。他們的
一些蠱惑人心的口號，表面上似乎迎合了小生產者的習慣心
理，實際上卻是與勞動人民﹑包括廣大小生產者群眾的根本
利益和現實利益相抵牾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社會基礎是
廣大的小生產者，它消滅不平等的空想吸引著群眾，但它
那些與生俱來的倒行逆施的極端措施，直接傷害了小生產者
的切身利益，也必然引起小生產者群眾的不滿。這個發展過
程，意味著農業社會主義在政治上，最終要走向人民的對立
面。小生產者像它自己的理想一樣，處於自相矛盾﹑自我否
定的狀況。小生產者從切身利益出發，既要維護小生產，又
想消滅剝削。其結果是消滅剝削的空想被維護小生產必需皇
權保護的現實所否定，而皇權的存在需要強制小生產者納貢
的現實和皇權擁有者的無窮慾壑，則又是對小生產者切身利
益的否定。這個同一平面的「否定之否定」過程，已被中國
封建社會循環往復的停滯和無數次農民起義帶來的改朝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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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所證明，今天，再次成為我們革命歷史中的教訓。實踐證
明，農民小生產者不是新生產力的產物，屬於將被現代文明
最終消亡的階級。在他們經濟地位沒有根本改變之前，他們
不可能自己求得解放。他們革命的努力，往往就是對自己革
命的否定。農民反對剝削，這是革命的。但他們「幻想把小
農生產普遍化，使它萬古長存，這是反動的」。農民的要求
「混雜著革命的成分和反動的成分。⋯⋯我們支持農民進步


的利益和要求，而堅決反對他們反動的要求。」 — 這就
是共產黨人的任務。可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幾乎是靠農民的
努力才取得了勝利，我們黨的最大組成部分是由農民成分所
構成，這就使得我們一方面很容易只看農民的優點，而不看
他們的缺點；另一方面，又不大注意從理論上，對農民階級
的兩重性，作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估計。由於一系列錯綜
複雜的歷史原因，造成我們黨內和幹部隊伍中，長期缺乏科
學社會主義的教育，缺乏對農業社會主義的批判，致使相當
數量的黨員和幹部，分不清科學社會主義與農業社會主義的
界限，習慣用小生產者的平等觀理解社會主義革命，習慣用
表面前進而實質倒退的辦法來解決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正
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極端革命」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
才一次又一次地迷惑了我們的一些幹部和群眾，甚至被「四
人幫」一類以極左面目出現的封建復辟狂所利用。
今天，「四人幫」被粉碎了，農業社會主義的實踐，
也開始受到了批判。然而，這並不是簡單的宿命地實現的，
它是通過無數革命者奮不顧身﹑屢踣屢起的英勇鬥爭，通過
千百萬人家的悲歡離合實現的。回顧我們黨 30 年來的戰鬥
歷程，我們不僅和封建主義的復辟戰鬥過，而且我們的許多
 列寧：〈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土地綱領〉，《列寧全集》6 卷
115~116 ﹑ 1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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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的政治鬥爭和政治事件，也是圍繞著按無產階級世界
觀﹑還是按小農世界觀改造世界這一線索進行的。在鬥爭
中，我們不僅為封建主義的復辟活動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也
為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泛濫付出了極大的犧牲。
多難興邦。經過 30 年曲折反復之後，當我們重新開始
在實踐和理論上研究解決一系列過去所沒能解決的問題時，
徹底清算農業社會主義的歷史任務，也重新擺在我們面前。
這個任務對於處在小生產者汪洋大海之中的中國共產黨人
來說，是異常艱鉅的。但是，我們相信，人類文明的歷史步
伐是永遠向前的。隨著大機器工業的發展﹑四個現代化的實
現，早晚有一天，中國無產者也能驕傲地為農業社會主義鐫
刻這樣一篇墓誌銘：
在農民階級遠遠超過人口半數的國家，例如法國，
那些站在無產階級方面反對資產階級的著作家，自然是
用小資產階級和小農的尺度去批判資產階級制度的，是
從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出發替工人說話的。這樣就形成了
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這種社會主義按其積極的內容來說，或者是企圖恢
復舊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從而恢復舊的所有制關係
和舊的社會，或者是企圖重新把現代的生產資料和交換
手段硬塞到已被它們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舊的所有制
關係的框子裡去。它在這兩種場合都是反動的，同時又
是空想的。
工業中的行會制度，農業中的宗法經濟，— 這就是
它的最後結論。
這一思潮在它以後的發展中變成了一種怯懦的悲

嘆。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 卷
276 頁。
216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