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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啟示 ①

「亞細亞生產方式」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論述東方

社會形態時多次使用的一個概念。很長時間裡，由於一系列

複雜的歷史原因，這個概念曾成為西方資產階級政客攻擊東

方落後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武器。魏特夫一類的反動學者借

它詆毀﹑誣蔑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使這個學術概念

蒙上濃郁的政治色彩，妨礙了我們正確理解馬克思的原意。

事實上，澄清這個概念，不僅不會動搖我們堅持社會主義道

路的決心，而且還能使我們得到對馬克思主義更為準確的理

解，得到些有益的啟示。

一、「亞細亞生產方式」是一個
科學概念嗎 

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東方社會時，曾多次運用「亞

細亞生產方式」的概念，並對基於這種生產方式之上的社

會結構，有過一系列細緻的描述，甚至對這種生產方式發

生的原因，也做過極有價值的探討。但是，由於材料有限，

①　原載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2卷，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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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一些分析，往往是針對一些個別國家的具體形態而發

的。很難說，他們在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研究上，也和

他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發生﹑發展的歷史一樣，形成了一個

完整﹑嚴密的系統。籠而統之，馬克思﹑恩格斯對「亞細亞

生產方式」的描述，通常是從沒有土地私有制開始的。恩格

斯曾斷言：「在整個東方，公社或國家是土地的所有者，在

那裡的語言中，甚至都沒有地主這個名詞。」�   馬克思和

恩格斯都曾借用過「不存在土地私有制。這甚至是瞭解東

方天國的一把真正的鑰匙」這句話。�   因為沒有土地私有

制，所以「國家既作為土地所有者，同時又作為主權者而同

直接生產者相對立，那末，地租和賦稅就會合為一體，或者

不如說，不會再有什麼同這個地租形式不同的賦稅。在這種

情況下，依附關係在政治方面和經濟方面，除了所有臣民對

這個國家都有的臣屬關係以外，不需要更嚴酷的形式。」�  

其邏輯關係為：沒有土地私有制，導致租稅合一；同時，

所有人臣屬國家，也就沒有西歐農奴制那般拘謹的人身或

土地依附關係。當然，這是要以為西方學者最關切的專制

主義統治為代價的。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形成原因，

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曾認為「主要是由於氣候和土壤的

性質。」�   馬克思完全同意，並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

中轉述了這個看法：「氣候和土地條件，特別是從撒哈拉經

過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韃靼區直至最高的亞洲高原的一片

②　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0 卷 192 頁。

③  「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確是瞭解整個東方的一把鑰匙。這是東
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礎。」（原文黑體；〈馬克思致恩格斯
1853 年 6 月 2 日〉和〈恩格斯致馬克思 1853 年 6 月 6 日〉，《馬
克思恩格斯全集》28 卷 256﹑260 頁）

④　馬克思：《資本論》3卷，《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5卷 891頁。

⑤  〈恩格斯致馬克思 1853 年 6 月 6 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28 卷 2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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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大的沙漠地帶，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設施成

了東方農業的基礎。⋯⋯因此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

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   根據以上基

本脈絡，意大利的翁貝托．梅洛蒂教授，在他那本很有影響

的研究「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專著中，把馬克思的有關論述

整理概括為以下三個基本特點：「第一，沒有土地私有制；

即使退一萬步，至少，土地也是屬於國家所有。第二，亞細

亞社會的基礎是村社制，每一個村社通過農業和家庭手工業

的緊密結合而達到自給自足。第三，中央集權起著支配作

用。這種權力是在歷史過程中確立的，這是由於要使農業滿

足人口不斷增長的需要而必須舉辦水利工程和其他公共工

程的那種環境造成的結果。」�

這些簡單的概括，遠不足以說明任何一個被人們通常

看成是主要的「亞細亞社會」國家的狀況，梅洛蒂教授曾

著重論述了俄國﹑中國和印度，並且視〈中國 — 馬克思主

義意義上的「亞細亞」社會的最典型例子〉。�   但是，中

國早在春秋戰國時代，井田制就已經瓦解。商鞅變法，「壞

井田﹑墜阡陌，民得買賣」，秦漢以降，「富者田連阡陌，

貧者亡立錐之地」的現象週期出現，土地兼併是幾千年循環

往復的封建社會不可治愈的絕症。封建社會前期，在部分授

田制﹑均田制以及準軍事的屯田制度下，是有租稅合一的現

象。然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唐宋以後，「地主土地

最低必要量」降低。�   地主經濟成熟，國家不僅不能再弄

什麼「均田」，其「以丁戶為本」的稅收重心，也不得不

⑥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卷 64 頁。

⑦　梅洛蒂：《馬克思與第三世界》63~64 頁。

⑧　梅洛蒂：《馬克思與第三世界》17章標題，117 頁。

⑨　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8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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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丁入畝」了。我國早在漢代，就有「官收佰一之稅，民

收太半之賦」的記載，要說我國不知地主為何物，是絕對不

可能的。俄國村社雖然一直保持到近代，但俄國並無引人注

目的水利工程。15 世紀末，俄國作為許多分散的諸侯國，

尚處於蒙古人的鐵蹄之下。直到 16世紀末，即歐洲文藝復

興兩個世紀後，伊凡四世才最終完成國家的統一，在世襲貴

族領主的基礎上，建立起野蠻的專制制度。俄國專制制度的

建立，世界史學界素有「再版農奴制」的評價，這不僅與俄

國社會自身的演進過程有關，而且已和西歐資本主義的崛起

相聯繫。印度雖有水利和村社的記載，但種姓制度的遺毒至

今未除，並且宗教糾紛此起彼伏，國家長期四分五裂，外族

入侵和統治幾乎從始至終，直到西方殖民主義侵入之前，南

印度尚未統一，以致馬克思說：「印度社會根本沒有歷史，

至少是沒有為人所知的歷史。我們通常所說的它的歷史，不

過是一個接著一個的征服者的歷史」。⑩   莫臥兒帝國最興盛

之時，君主也不過直接佔有全國土地的三分之一，大部分土

地仍不得不以軍事採邑的形式分封貴族。⑪   簡而言之，中國

有土地私有制和地主；俄國無鉅大的水利工程；印度沒有強

有力的中央集權。梅氏的概括，雖然都涉及這些國家的具體

特徵，但並不足以形成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完整認識。

對於不同社會的共同特徵進行現象形態的描述﹑類比

和概括，在科學上是允許的。但是，現象形態的分析，並不

能與社會形態的本質規定直接等同。在沒有做出準確概括的

情況下，在概念的外延﹑內涵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先入

為主地說我國或俄國或印度是「亞細亞社會」，是不完整﹑

不科學的。

⑩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馬克思恩格斯
選集》2卷 69 頁。

⑪　周一良﹑吳于廑：《世界通史．中古部分》48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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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亞細亞生產方式」提出的角度

「亞細亞生產方式」不僅不是一個系統的科學概念，

甚至也談不上是一個準確的地理概念。馬克思﹑恩格斯都曾

多次在「東方」﹑「亞洲」的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從他

們提到的那個沙漠地帶看，主要應包括北非的撒哈拉沙漠，

阿拉伯半島的內夫得和魯卜哈利沙漠，印度河流域的塔爾沙

漠，阿姆河與錫爾河流域的卡來庫姆和克齊爾庫姆沙漠，以

及我國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瑪干沙漠。從歷史上看，俄國和

中國本部的文明發展，均與這個沙漠地帶關係不大。印度河

在今巴基斯坦境內，經東印度公司為馬克思﹑恩格斯提供大

量「亞細亞生產方式」材料的印度，按獨立後的版圖看，

也僅僅在邊境上與這個沙漠地帶沾邊。然而，馬克思在談

論這個問題時提到的國家和地區，卻有埃及﹑美索不達米

亞﹑波斯﹑阿拉伯﹑土耳其﹑韃靼﹑俄國﹑中國﹑印度﹑爪

哇﹑東印度群島﹑阿茲特克時期的墨西哥﹑印加時期的秘魯 

等等，⑫   當時文明信息所及的地域，除西歐部分外，幾乎都

與這個問題有關。

馬克思不僅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導師，而且是一位

極其嚴肅的學者。不能想像他是在用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對

待「亞細亞生產方式」這一問題的。相反，從他的大量有

關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對於這個研究，傾注了極大的熱情。

亞里士多德伊始，凡與東方文化發生接觸的西方學者，都不

能不看到東﹑西方文化系統之間的鉅大差異。這種差異反映

在孟德斯鳩﹑黑格爾﹑亞當．斯密﹑詹姆斯﹑穆勒﹑馬爾薩

斯等一系列思想家的著作中。由於馬克思透徹把握了西歐社

會發展的歷史，所以使他能在與外部世界的有限接觸中，更

⑫　梅洛蒂：《馬克思與第三世界》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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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敏感地發現種種深刻的不同。雖然不能說「亞細亞生產方

式」的研究已經成型，但也不能不承認，馬克思憑藉獨到的

敏銳眼光，對東方世界做出的一系列真灼的判斷，在今天也

仍然閃爍著真理的光彩，具有極深刻的現實意義。儘管馬克

思所涉及的這些國家各不相同，儘管馬克思在分析這些國家

的特徵時有過不同的表述，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抓住

了這些不同國家的共同點，即：它們都與西歐不同。可以

說，「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概念，就是從這個角度提出並使

用的。

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在與泛斯拉夫主義的鬥爭中開

始使用「亞細亞」的概念和大量研究東方材料之後，曾幾

次堅決反對把他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分析看成是一切民

族的必由之路。馬克思說：「一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

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

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註定要走這

條道路，— 以便最後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

展的同時又保證人類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

⋯⋯ 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⑬  

很顯然，在他看到橫貫五大洲諸多國家歷史發展與西歐的

明顯不同之後，這決不是一般的謙虛。馬克思的這種態度，

實際上，始終是和他從什麼角度提出以及在什麼意義上使用

「亞細亞生產方式」這一概念緊密相關的。

從歷史上看，在這個廣闊領域中的許多國家的歷史發

展，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都沒有經過希臘﹑羅馬那樣高

度發達的典型奴隸制階段，北非﹑兩河流域和小亞細亞的

一些國家，即使曾一度被納入羅馬帝國的版圖，亦是如此。

⑬　馬克思：〈致《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馬克思恩格
斯全集》19 卷 1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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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奴隸制對歐洲歷史來說，卻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恩格

斯說過：

只有奴隸制才使農業和工業之間的更大規模的分工

成為可能，從而為古代文化的繁榮，即為希臘文化創造

了條件。沒有奴隸制，就沒有希臘國家，就沒有希臘藝

術和科學；沒有奴隸制，就沒有羅馬帝國。沒有希臘文

化和羅馬帝國所奠定的基礎，也就沒有現代的歐洲。我

們永遠不應該忘記，我們的全部經濟、政治和智慧的發

展，是以奴隸制既為人所公認、同樣又為人所必需這種

狀況為前提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理由說：沒有古

代的奴隸制，就沒有現代的社會主義。⑭

然而，歷史常識告訴我們，典型奴隸制，甚至並未在

西歐普及。其發生範圍，在當時有人類活動的領域裡，不過

是彈丸之地。如果那時就有世界史學家，完全有理由說「亞

細亞」是人類發展之正宗，而把希臘﹑羅馬當成特殊的變例

來處理。歐洲歷史的進一步發展，緣於蠻族入侵羅馬帝國。

當然，我們不能做出沒有民族大遷徙就沒有歐洲的農奴制這

樣的假設，同樣也不能認為沒有阿拉伯騎兵在歐亞大陸的馳

騁，就不會有意大利的文藝復興。但是，從不同國家不同的

歷史發展過程中，我們完全有理由說，人類歷史的發展，決

不只有西歐的一種模式。

世界歷史的發展，是「多線」還是「單線」，這在馬

克思主義創始人那裡，是十分清楚的問題。恩格斯在論及國

家和階級形成的問題時，曾細緻入微地描述了兩條不同的道

路，⑮   也明確證明了這一點。

⑭　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3卷 220 頁。

⑮　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3卷218~2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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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亞細亞生產方式」提出的意義

「亞細亞生產方式」提出的意義在於，馬克思主義創

始人承認，在世界歷史的發展中，各地區﹑各民族﹑各國

家在同時走著相互差異的不同道路；對於某個或某些個別

地區﹑國家或民族的歷史分析，不能直接套用一般歷史哲

學，用以解釋和指導一切民族的發展。這一科學認識，對

於落後國家﹑特別是東方國家，有著更為深刻的歷史和現

實意義。

在我國的歷史研究中，關於歷史分期﹑土地所有權﹑

資本主義萌芽﹑封建社會長期停滯的原因等問題，始終進行

著經久不衰的熱烈討論。歷史分期問題，即有西周﹑春秋戰

國﹑兩漢﹑魏晉等多種劃分；土地所有制亦有國有﹑私有及

三種所有制並存等諸家學派；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從明清直

至戰國時期。這些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觀點，都不可迴避

地正視了中國與西歐歷史的鉅大差異；都在自己的研究中，

為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道路提供了大量論據。

更具有戲劇性﹑同時對我國民族經濟發展也更具有現

實意義的是東方國家近﹑現代的歷史。

資本主義文明，能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使生產力的發

展超過人類幾萬年歷史發展的總和。它早期蓬勃的生命力，

具有打破國界﹑衝垮民族界限的鉅大能量。發軔於西歐的資

本主義，作為世界歷史發展中的「帶頭文明」，具有比古羅

馬或中世紀文明更強大千百倍的力量，在近﹑現代不同民族

文明的交互作用中，處於強大的輸出地位，並對其他民族文

明的發展，起到不容抗拒的決定性歷史作用。正是在這個意

義上，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用了大量篇幅來

描述這個歷史過程，並指出：

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到非常革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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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

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捲到文明中

來了。⋯⋯ 它迫使一切民族 — 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 

— 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

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

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⑯

然而，我們決不可以據此而對經典作家的論述（包括

經典作家在其他場合諸如此類的論述）採取教條主義的理

解，相反，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資本主義歷史作用的

充分肯定與「亞細亞生產方式」提出的角度和意義統一起

來考慮，才能得出對馬克思主義的全面把握。毫無疑問，西

歐資本主義向落後國家輸出了先進的生產力﹑生產關係和文

化，這是必須肯定的。但是，恰恰由於這種輸出以殖民主義

的形式﹑以一種取代落後國家自己歷史發展的姿態出現，才

在東方國家創造了一場離奇的歷史悲劇，而且「甚至詩人的

幻想也永遠不敢創造出這種離奇的悲劇題材。」⑰   馬克思﹑

恩格斯清楚的意識到了這種歷史悲劇的二重性。

印度，是較早也較徹底被西方文明所征服的東方古國

之一。在那裡，西方資本主義的輸出，帶來了一系列進步的

因素：

使印度達到比從前在大莫臥兒統治下更加牢固和佔

地更廣的政治統一，是使印度復興的首要前提。英國人

用寶劍實現的這種統一，現在將被電報鞏固起來，永遠

地存在下去。不列顛的教練班長組織訓練出來的印度人

軍隊，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侵略者就被征

⑯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卷 
253~255 頁。

⑰　馬克思：〈鴉片貿易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卷 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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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的必需條件。在亞洲社會第一次出現並且主要由印度

人和歐洲人的共同子孫所領導的自由報刊，是改建這個

社會的新的和強有力的因素。柴明達爾制度和萊特瓦爾

制度雖然十分可惡，但卻是亞洲社會迫切需要的那種土

地佔有制即私人土地佔有制的兩種不同形式。從那些在

英國人監督下在加爾各答勉強受到一些很不充分的教育

的土著居民中間，正在成長起一個具有管理國家的必要

知識並且接觸了歐洲科學的新的階層。蒸汽使印度能夠

同歐洲經常地、迅速地來往，把印度的主要海港同東南

海洋上的港口聯繫了起來，使印度擺脫了孤立狀態，而

孤立狀態是它過去處於停滯狀態的主要原因。

但是，這只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他們破壞了本

地的公社，摧毀了本地的工業，夷平了本地社會中偉大和突

出的一切，從而消滅了印度的文明。」⑱「印度失掉了他的

舊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這就使它的居民現在所遭

受的災難具有了一種特殊的悲慘的色彩，並且使不列顛統治

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傳統，同自己的全部歷史，

斷絕了聯繫。⋯⋯ 不列顛給印度斯坦帶來的災難，與印度

斯坦過去的一切災難比較起來，毫無疑問在本質上屬於另一

種，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⑲「像東印度居民的所

有的貧苦階級所受的那種苦難，恐怕在全部貿易史上都很難

找到第二個例子。」⑳   印度織工的苦難情景給我們留下了

可怕的印象。「這種災難在商業史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織

⑱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馬克思恩格斯
選集》2卷 70~71 頁。

⑲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9卷 
144~145 頁。

⑳　馬克思：〈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卷 
4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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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工人的屍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㉑「柴明達爾制度和

萊特瓦爾制度，再加上鹽稅，同印度的氣候結合到一起，就

為霍亂這種毀滅性的災難的流行造成了適宜的環境，這種災

難正在由印度向西方世界猛撲。這真是人類的災難和罪惡互

相影響的驚人的可怕的事例！」㉒「他們聽任灌溉渠道和水

閘毀壞」，㉓   結果經常發生饑荒。1866 年孟加拉省奧利薩

地區一次饑荒就餓死了一百多萬人。由於「完全忽略了公共

工程部門，因此，不能按照不列顛的自由競爭原則 — 聽之

任之原則 — 來發展的農業便衰落下來了。」一方面，英國

對印度的殖民，「在亞洲造成了一場最大的﹑老實說也是亞

洲歷來僅有的一次社會革命。」另一方面，英國的入侵給

印度帶來了飢餓﹑匱乏和疾病。並且「不列顛東印度公司在

亞洲式的專制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歐洲式的專制，這兩種專制

結合起來要比薩爾賽達廟裡的猙獰的神像更為可怕。」㉔

同樣的悲劇，緊接著就在更古老更頑強的中國重演。

1840 年，「英國的大炮破壞了中國皇帝的威權，迫使天朝

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內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

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在英國的努力之下被暴力

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

保存在密閉棺木裡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

一樣。」然而，「這種外國工業品的輸入，對中國工業也

發生了過去對小亞細亞﹑波斯和印度的工業所發生的那種

影響。中國的紡織業在外國的這種競爭之下受到很大的危

㉑　馬克思：《資本論》1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 472頁。

㉒　馬克思：〈戰爭問題。— 議會動態。— 印度〉，《馬克思恩
格斯全集》9卷 245 頁。

㉓　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0 卷 245 頁。

㉔　原文黑體；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馬克思恩格
斯全集》2卷 63~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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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結果就使社會生活受到了相當的破壞。⋯⋯ 從 1833 年

起，特別是1840以來，由中國向印度輸出的白銀是這樣多，

以致天朝帝國的銀源有枯竭的危險。」㉕   1840 年以後，一

方面，我國的民族工業開始發展，沿海地區區域性的專業

化種植開始形成，農產品的商品率有了顯著的提高。㉖   另

一方面，政府財政卻越發窘絀，富農經濟逐年萎縮，㉗   自

然災害﹑軍閥混戰﹑外敵入侵﹑割地賠款，此起彼伏，連

年不斷。整個政府日趨腐敗，國民經濟每況愈下，人民飢

寒交迫，流離失所，賣兒鬻女，轉死溝壑，處於水深火熱

的荼毒之中。近代中國，衣食無著的雇農有三千萬人左右，

土匪﹑遊民﹑兵痞竟有兩千萬人之眾。據外國學者估計，

「中國在 1927 年有九百萬人餓死，在 1928 年有 3700 萬

人餓死，在 1929 年有 5700 萬人餓死。」㉘   不能否認，資

本主義用大炮和鴉片為我們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方式和文化。

同樣，「有一點是毫無疑義的，那就是古老中國的末日正

在迅速到來。」㉙

就是在相對先進並地處歐亞兩洲的俄國，類似的歷史悲

劇，也同樣在所難免。恩格斯在〈論俄國社會問題〉一文中

曾有過一段形象的描述：

財政已經混亂到了極點。捐稅的重壓已在失去作用，

舊國債的利息用新公債來償付，而每一次新公債都遇到

㉕　馬克思：〈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
卷 2~3 頁。

㉖　參見卜凱：《中國農家經濟》，通過調查表明一些地區農作物
出售部分平均達 52.6%，生活資料購買部分平均達 34.1%。馬札亞
爾：《中國經濟大綱》通過部分地區的調查，認為農民經濟的商品
率不低於 40%。
㉗　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263 頁表 4。

㉘　馬札亞爾：《中國經濟大綱》38 頁。

㉙　馬克思：〈波斯和中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卷 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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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來愈大的困難；只有借口建造鐵路還能得到一些錢！

行政機構早已腐敗透頂，官吏們主要靠貪污、受賄和敲

詐來維持生活，而不是靠薪俸。全部農業生產 — 這是

俄國最主要的生產 — 都被 1861年的贖買辦法弄得混亂

不堪；大地產沒有足夠的勞動力，農民沒有足夠的土地，

他們遭到捐稅的壓榨，受到高利貸者的洗劫；農產品一

年比一年減少。所有這一切只是靠亞洲專制制度在表面

上勉強支持著，這種專制制度的專橫，我們在西方甚至

是無法想像的。這種專制制度不但日益同各個開明階級

的見解，特別是同迅速發展的首都資產階級的見解發生

愈來愈劇烈的矛盾，而且連它現在的體現者也不知所措

了：今天向自由主義讓步，明天又嚇得要命地把這些讓

步收回，因而自己愈益嚴重地破壞對自己的一切信任。㉚

「大難臨頭，出路何在？」— 革命，是這些東方國家

惟一的選擇。

但是，怎樣革？誰來革？馬克思﹑恩格斯對於西歐歷

史的研究，並不能直接套用於東方。他們本人，也始終深刻

地明瞭這一點。我們知道，早在 1848 年，早在西歐資本主

義蓬勃興起的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對社會發展的未來，

無產階級革命的性質和前途，做出了具體細緻的科學預見。

但是，對於東方革命，他們卻保持著審慎的態度。他們一方

面清楚地看到：「俄國無疑是處在革命的前夜。」㉛「俄國

社會的一切階層目前在經濟上﹑道德上和智力上都處於土崩

瓦解的狀態。這一次，革命將從一向是反革命安然無恙的堡

㉚　恩格斯：〈論俄國社會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8 卷
622~623 頁。

㉛　恩格斯：〈論俄國社會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8 卷
6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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壘和後備軍的東方開始。」㉜   一方面，除了（與把中國革

命看成是歐洲革命的信號  ㉝   一樣）把俄國革命視為歐洲革

命的信號外，卻一直沒有對革命的目的﹑性質﹑前途和領導

階級作過正面的描述。甚至已經到了這樣的最後關頭，革命

「它每天都可能爆發。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國家就像一顆裝

上炸藥的地雷，所差的就是點導火線了，⋯⋯ 很少幾個人

就能製造出一場革命來，換句話說，只需輕輕一撞就能使

處於極不穩定的平衡狀態（用普列漢諾夫的比喻來說）的整

個制度倒塌，只要採取一個本身是無足輕重的行動，就能迸

發出一種後來無法控制的爆炸力。」這時，恩格斯也只是說：

「據我看來，最重要的是：在俄國能有一種推動力，能爆發

革命。至於是這一派還是那一派發出信號，是在這面旗幟下

還是在那面旗幟下發生，我認為是無關緊要的。」㉞   革命

導師的這種審慎態度，曾使死搬書本的教條主義者處於絕望

狀態。托洛茨基沮喪地說：

行會是中世紀文化（它也傳播到鄉村去）的基礎。

中世紀的科學、經院哲學、宗教改革都是從行會這塊土

壤上成長起來的。而我們不曾有過這些東西。當然，萌

芽狀態的徵兆、跡象是可以找到的，但是在西方，這些

東西並不是徵兆，而是以行會為基礎的強大的文化和經

濟根底。中世紀的歐洲城市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而

且它在這個基礎上成長，開始同教會和封建貴族相衝

㉜  〈馬克思致弗．阿．左爾格 1811 年 9月 27日〉，《馬克思恩格
斯全集》34 卷 275 頁。

㉝  「可以大膽預言，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代工業體系的即將爆
炸的地雷上，使醞釀已久的普通危機爆發，這個普通危機一旦擴展
到國外，直接隨之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馬克思：〈中
國革命和歐洲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卷 6頁）

㉞　原文黑體；〈恩格斯致維拉．伊萬諾夫娜．查蘇利奇 1885 年 4
月 23 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36 卷 301~302 頁。



23131

歷史哲學超歷史 ▎附錄二：「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啟示 ▎

突，並且通過君主政體之手來反對貴族們。這種城市建

立了以火器裝備常備軍的技術條件 ⋯⋯。我們的行會城

市 — 即便是多少有點像西方的那種行會城市 — 在哪裡

呢？它同封建貴族的鬥爭又在哪裡呢？⋯⋯ 從我們的城

市本身的性質來說，我們不曾有過這類鬥爭，正如我們

不曾有過宗教改革一樣。⋯⋯ 我們的手工業還停留在家

庭手工業的階段 — 這就是說，還沒有同農業相分離。

我們的宗教改革還停留在農民教派的階段，因為它在城

市裡找不到領導者。原始和落後在這裡向蒼天呼叫。㉟

托洛茨基在這裡所反映出的，正是一般教條式地理解

馬克思主義，簡單套用西歐歷史模式的可憐相。顯而易見，

這種論調所能加予馬克思的，決不是「過多的榮譽」，只能

是「過多的侮辱」。

儘管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不能也不可能從頭系統研究東

方國家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但是世界歷史發展的多種道

路，始終是他們的基本的思想方法；西歐資本主義不能替代

東方各國自己的發展道路，在他們頭腦裡，始終是被他們

稱為「離奇悲劇」的歷史事實所驗證過的基本認識。這種認

識，反映在他們關於俄國村社及中國前途的一系列直覺判斷

和科學假設之中。馬克思多次指出：「俄國農村公社的情況

和西方原始公社的情況完全不同。」㊱   俄國村社是「古代

社會形態的最新類型」，俄國不是脫離現代世界孤立存在

的；「正因為它和資本主義生產是同時代的東西，所以它能

夠不通過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引它的一切

㉟　梅洛蒂：《馬克思與第三世界》107 頁。

㊱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 — 二稿〉，《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 卷 445~4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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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的成就。」㊲「由此可見，在《資本論》中所作的分析，

既不包括贊成俄國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證據，也不包括反對

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但是，從我根據自己找到的原始

材料所進行的專門研究中，我深信：這種農村公社是俄國社

會新生的支點」。㊳   馬克思這段《資本論》與東方國家的

某種生產方式的前途無關的論述，真是發人深省。基於這種

認識，他曾神采飛揚地預言：「如果我們歐洲的反動分子不

久的將來會逃奔亞洲，最後到達萬里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

守的堡壘的大門，那麼他們說不定就會看見這樣的字樣：中

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㊴

俄國革命沒有成為西歐革命的信號，經歷了起義﹑平

叛﹑軍事共產主義﹑新經濟政策﹑集體化這樣一條特殊的道

路。中國革命從「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們的城市暴動到

「農村包圍城市」，經歷了一個更為曲折漫長的獨特過程。

儘管同樣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儘管革命的最終目標同

樣都是實現共產主義，但是，他們都不是馬克思﹑恩格斯對

西歐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所設想的那種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

基礎上爆發的革命；革命勝利之後，也沒有經過一個資本主

義充分發展的歷史階段。毫無疑問，這絲毫不意味著對馬克

思主義的背叛，相反，革命的勝利證明，列寧﹑毛澤東領導

的共產黨，摒棄托洛茨基﹑王明式的教條主義，堅持世界歷

史的「多線」發展，堅持不同國家不同的革命道路，恰恰是

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忠誠於馬克思主義的表現。

㊲　原文黑體；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 — 初稿〉，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 卷 431~438 頁。

㊳  〈馬克思致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 1881 年 3 月 8 日〉，《馬
克思恩格斯全集》35 卷 166 頁。

㊴　原文黑體；馬克思﹑恩格斯：〈國際述評（一）〉，《馬克思恩
格斯全集》7卷 2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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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啟示

啟示一：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人類歷史的發展是通

過不同地區﹑民族或國家之間的相互作用實現的。但是，這

並不是問題的全部。要講相互作用，就必須有作用的主體和

客體，就必須以主客體之間的相異為前提。「亞細亞生產方

式」提出的意義就在於承認這種有時甚至是鉅大的相異性。

有些傳統的認識以為，隨著現代生產力的發展，各種信息急

劇膨脹，人類各組成部分之間相互作用的頻率和能量日趨

加強﹑加快，這種相異性會越來越小，直致「天下大同」。

邏輯常識告訴我們，相異性的消失，意味著相互作用的停

止，人類進步的終結。近﹑現代世界歷史的演進更在事實上

否定了這種僵化的思想方法。隨著人類進步節奏的加快，隨

著信息交往的極大豐富，供人類以及各不同民族活動﹑選擇

的可能性空間，也呈幾何級數迅速擴大，從而把歷史發展的

多樣化圖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豐富﹑更清晰地展現在我們

面前。從資本主義興起以來，在日趨頻繁的相互作用中，無

差異的歐洲「分裂」了，作為整體存在的東方「分裂」了，

不毛之地非洲﹑美洲也「分裂」了。人們看到了意大利都市

與漢撒同盟的不同，看到了英格蘭與尼德蘭的差異。英國的

圈地運動﹑美國的份地法﹑法國的小農﹑德國的容克地主，

這之間都在共性中蘊藏著個性，資本主義就在不同的個性中

尋求歷史前進的力量。西歐資本主義推廣「斯密原則」的結

果，卻是世界範圍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落後國

家的崛起，俄國﹑中國﹑印度的革命，波蘭﹑匈牙利﹑南斯

拉夫﹑日本﹑東南亞﹑南美諸國不同道路﹑不同模式的發展，

更給古代單調的人類歷史發展提供了廣闊﹑豐富的前景。

在自然經濟的寧靜生活中，在無數「同名數」相加，像

一袋馬鈴薯一樣組成一個無差異的封閉均勻的社會裡，「相

異性」不過是人們在享受停滯的安謐之餘，茶餘飯後閒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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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而在現代「異質社會」中，交換﹑分工﹑競爭使人們

無時無刻不在差異中生活。相異性成了人類生存的依據，一

切運動的源泉！機械﹑宿命的歷史決定論，被眼花瞭亂的多

樣性﹑不確定性事件所突破。人類面對日臻廣闊的選擇可能

性空間，面對日益複雜的相互作用，面對非西歐各國的豐

富發展模式，不能不再次提起必然和偶然這一古老的哲學命

題。從這個意義上說，多線史觀與單線史觀曠日持久的爭

論，除去政治意義外，並不在於對不同民族歷史發展中的相

異性和統一性的肯定與否，實質上兩種不同的歷史觀代表了

兩個不同時代的認識，他們都不能不面對這樣一個現實：正

是由於相互作用步伐的加快，世界歷史的多樣化發展，已使

任何迴避相異性﹑迴避不同民族有不同發展道路而空談一般

性﹑鐵一般必然規律的學說喪失了存在的價值。— 馬克思

作為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面對這個現實做出了明確的回答。

啟示二：歷史是一個有因果聯繫的過程。不同地區或

民族之間的相互作用，可以互相影響甚至改變一些地區或民

族歷史發展的方向，但是這種影響和改變，決不是一種簡單

的替代關係。

從生產力水平看，我國曾和西歐多次處於一個相類似

的水平。然而，由於一系列複雜的自然地理和經濟因素，我

國從一開始就形成了一種不同於西歐的社會結構和獨特的

民族傳統，直到今天還在發生著鉅大的作用。鴉片戰爭的

炮火，打斷了中華民族封閉的沉睡。面對強大的國際資本

主義，我們又經歷了一場半殖民地的惡夢。照搬西方的努

力，化成「離奇的悲劇題材」。事實證明，西歐的資本主義

僅僅就是西歐的資本主義。馬克思早就說過：「我明確地

把這一運動的『歷史必然性』限於西歐各國。」㊵   馬克思

㊵　原文黑體；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 — 初稿〉，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 卷 4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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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的政黨，使中國從悲劇中覺醒，我們革命了，勝利了，

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一系列極其鉅大的成就，在實

踐上說明了馬克思這一論斷的正確性。但是，出於對帝國主

義殘酷壓榨的切膚之痛，囿於對世界歷史發展一種鐵的必然

性的僵化理解，我們一些同志沒能真正從歷史的角度認識中

國近代的悲劇，沒有在認識上將資本主義的必然性限於西歐

各國，一方面對任何與資本主義相類似的現象充滿過分的恐

懼，一方面，教條主義式地過多過急地追求馬克思根據西歐

歷史發展線索對西歐式社會主義模式的種種具體描述，沒有

更明確地沿著我們獨特的革命道路繼續走出一條中國式的

社會主義道路，從而對東方傳統中的精華一概否定，而對糟

粕部分一度喪失了應有的高度警惕。為此，我們經歷了許許

多多的曲折反復。在十年動亂中，為這古老祖國的新生，我

們民族再次付出了高昂鉅大的代價。中國以及許多第三世界

國家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說明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

透徹把握西歐資本主義歷史進程之後重新研究「亞細亞」問

題的歷史意義，說明了世界歷史中的相互作用，既不意味著

人為地照搬哪個國家的模式，也不意味著自然地重複任何民

族（不管是先進的還是落後的）的老路。中國近代史上的離

奇悲劇為我們提出了一道二律背反式的難題：要振興中華，

我們既不能倒向西方而完全否認我國的國情和傳統，又不能

倒向傳統而完全否定西方的進步因素。這就是我們所要走也

只能走的特殊道路的本質規定。在這個相互作用的歷史過程

中，否定國情和傳統，只能重演歷史悲劇；否定西方文明的

先進因素，只能恢復停滯不前。這兩種傾向，都是使我們民

族不能在現代世界生存發展的錯誤抉擇。

啟示三：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

築，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從整個人類歷史運動的高度

看，一般地說來，生產力的先進，同時意味著生產關係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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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形態的更高級。為此，馬克思才有鐵器產生奴隸社會﹑

手推磨產生封建社會﹑蒸汽機產生資本主義社會的形象描

述。但是，哲學上對人類社會的一般概括，並不能直接套用

於民族經濟不同發展的歷史實踐。古代史上，羅馬帝國可謂

盛矣，生產關係﹑社會形態可謂發達﹑先進，但是並沒有哪

一位史學家斷言，全世界各民族都必須發達到這個程度，人

類才能繼續前進。中國早在秦朝，就車同軌﹑書同文，修長

城，開五嶺，雄踞海內。漢代精兵強將，征匈奴，通西域，

「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纍鉅萬，貫朽而

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

食。」㊶   盛唐時期，開海運，降四夷，興百工，修水利，海

內殷實如唐人鄭棨所記：「河清海晏，物殷俗阜，⋯⋯ 左

右藏庫，財物山積，不可勝數。四方豐稔，百姓殷富。」㊷  

商業繁榮，「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

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鉅艦，

千舳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㊸   我國古代人口眾多，

高度統一，有龐大的水利工程，發達的水陸交通，繁榮的內

外貿易，成熟的科舉制度，高度組織化的社會管理系統。作

為四大發明的祖國，我們古老的傳統曾使西方人驚嘆和欣羨

不已。但是，也沒有人認為，西歐黑暗的中世紀，應當用中

國文明來代替。在不同民族的經濟發展史上，生產力發達，

並不等於生產關係及其社會形態就總是絕對先進。歷史運

動不是公式的推演，它是無數「分力」作用的結果，包含有

被哲學抽象所揚棄的一切偶然因素。歷史淵源可以上溯到公

元前 60 世紀的古埃及，建築了宏偉的金字塔，但是典型奴

㊶   《史記．平準書》，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1冊 6頁。

㊷　鄭棨：〈開天傳信記〉，左圭：《百川學海》309 頁。

㊸   《舊唐書．蘇味道等傳》94 卷，《廿五史》3837 頁。



23737

歷史哲學超歷史 ▎附錄二：「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啟示 ▎

隸制卻發展成熟在開化較晚的地中海北岸；中國沒有經過古

羅馬的繁榮，但是她卻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東方文明；西歐中

世紀被教會的黑暗統治所籠罩，但恰恰是她而不是其他更發

達的地方擂響了城市崛起的戰鼓。人類歷史是在此起彼伏的

交互作用下前進的。如果不把資本主義看成是人類的終結，

那麼肯定還會有更優越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形式在人類交互

作用的歷史進程中誕生。根據以往的經驗，很難說這更優越

的社會一定誕生在歐洲。對於俄國村社，馬克思曾肯定「它

能夠不通過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

切肯定的成就。」並且進一步指出：「如果革命在適當的時

刻發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來以保證農村公

社的自由發展，那麼，農村公社就會很快地變為俄國社會復

興的因素，變為使俄國比其他還處在資本主義制度壓迫下

的國家優越的因素。」㊹   由此可見，傳統的延續或對傳統

的利用，並非消極的權宜之計。我們不僅不應用西方的模式

代替對我國國情的具體分析，絕對地排斥一切傳統，相反，

我們更應在改革﹑前進﹑與傳統徹底決裂的過程中，挖掘傳

統中有利於今天民族復興的積極因素，在與過去告別的現代

世界中，走出一條我們自己的更有生命力的中國道路。既然

馬克思敢於假設俄國村社可能成為比西方資本主義更優越

的因素，既然落後的蠻族入侵先進的羅馬，相互作用所產生

的既不是氏族社會也不是典型奴隸制而是更先進的席捲歐洲

大陸的農奴制度，既然近代歷史的悲劇證明了先進的資本主

義不能替代中華民族的文明，我們能不能在飽嚐失敗與挫折

的痛苦而重新面臨新的選擇關頭時，摒棄非此即彼的習慣方

法，衝出用西歐歷史和規範硬套我國實踐的藩籬，在實踐上

㊹　筆者黑體加重；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 — 初
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 卷 431~4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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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論上走出一條既不是傳統也不是西方但同時又包括傳統

和外國一切先進因素的新路呢？— 黨中央最近提出改革經

濟體制，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對這個歷史哲

學問題再一次做出了肯定的馬克思主義的回答。

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的行動指南。掌握馬克思主義不僅

要瞭解他的結論﹑觀點，更重要的是把握他的方法﹑世界觀

和歷史觀。「具體地分析具體的事物，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

魂」。這也許是我們在走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時，應當得

到的一點啟示。平凡的真理，是最不易被人理解，同時也是

最深刻﹑最有用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