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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两年，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用中

国的老话说，这个新中国成立已将一甲子。我以为，今

天已经很有必要从新中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来重新认

识中国的改革，而不宜再像历来那样把改革论述仅仅

局限于一九七九年后的近三十年。把改革论述仅仅局

限于“后七九”，不仅人为地割裂了新中国前三十年（一

九四九——一九七九）和后三十年（一九七九至今）的历史连

续性，而且这种论述往往隐含着把二者对立起来的倾

向，似乎只有全面否定前三十年才能够解释后三十年的

改革成功。而另一方面，近年来也出现了另一种日益强

大的论述，就是在批评目前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时，用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来否定其后三十年。可以说，近年来

中国社会内部的种种争论，已经使得新中国前三十年和

后三十年的关系问题变得分外突出。这实际也就提醒我

们，对于共和国六十年来的整体历史，必须寻求一种新

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

新改革共识的形成

我个人认为，无论从哪种角度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

年完全对立，都有失偏颇，而难以真正解释共和国六十

年的整体历程。首先，无论中国社会现在存在多少贫富

分化和社会不公的问题，仍然必须强调，中国改革所取

得的巨大成就几乎是前无古人，甚至是后无来者的。世

界银行最近的数据表明，过去二十五年来全球脱贫所取

得的成就中，67%的成就归功于中国，因为中国经济的

增长使得四亿人摆脱了贫困。这种巨大成就是不容抹煞

的。此外，我也想强调，无论中国的农民和工人今天的

生活状况还存在多少问题，但把他们说成好像生活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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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火热之中，是不符合事实的。总的来说，改革以来中国绝大多数老百

姓的生活都有明显的实质性提高，中国基本解决了历史上长期无法解决

的“挨饿”问题，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毫无疑问，九十年代以后贫富差异日益扩大，从而使社会公平的问

题成为当代中国的头号问题。但也正是在这里，我想指出，近来关于改

革的种种争论，实际并不是“改革共识的破裂”，恰恰相反，是一种“新的

改革共识的形成”。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就是强烈要求中国的改革要“更加

注重社会公平”而不再是片面追求“效率优先”，要求改革的结果是“共同富

裕”而不再是“少数人先富”，要求改革更加明确“以人为本”而不再是盲目

追求GDP增长。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最强大公共

舆论，并且已经促成近年来中国政府改革方针的重大调整和转向，这就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基本纲领的提出。在二○○五年底中

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

规划的建议》中，突出强调了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

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诚然，这种新改革共识会受到各种既得利益

集团的抵制，但我们应该看到，很少有人敢正面公开地反对这种“新改

革共识”。换言之，“新改革共识”的舆论威力不容低估，这种共识现在

至少已经形成了对利益集团的一定制约作用。

新改革共识与当代中国的三种传统

上述“新改革共识”的逐步形成，实际是共和国六十年整体历史所

形成的综合效应，亦即“新改革共识”首先带有调和共和国前三十年历

史与后三十年历史之张力的倾向。进一步说，“新改革共识”可以看成是

当代中国三种传统相互作用的结果。

如我近年来所指出，我们目前在中国可以看到三种传统，一个是改

革二十八年来形成的传统，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很

多观念包括很多词汇都已深入人心，融为中国人日常词汇的一部分，基本

上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基本是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包括很



5

多为我们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和权利等等。另外一个传统则是共和

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平

等，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这个传统从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表现

得日益强劲，今天已经无人可以否认，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已经成为当

代中国人生活当中的一个强势传统。最后，当然就是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

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传统，这在中国人日常

生活当中的主要表现简单讲就是注重人情乡情和家庭关系。

中国道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改革共识的形成，不可能脱离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即三种传统

的并存。因此“新改革共识”必然要同时承认三种传统各自的正当性，

并逐渐形成三种传统相互制约而又相互补充的格局。

可以说，现在的“新改革共识”初步体现了上述三种传统的合力作

用。首先，“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毫无疑问是植根于中国儒家传统的，这

与以往强调的西方传统的“阶级斗争”概念有根本的不同；其次，“和

谐社会”的实质目标亦即“共同富裕”则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传统的

核心追求；但第三，共同富裕的目标仍然将通过进一步完善改革以来形

成的市场机制来落实。毫无疑问，这三种传统的合力过程将充满张力，

但可以肯定，无论有多少张力，中国的“新改革共识”必然要同时包融

上述三种传统，而不可能排斥其中任何一种传统。

从长远的意义看，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如果得到

健康的发展，将有可能逐渐突显“中国道路”的真正性格，这就是：中

国的改革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形成一个像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

社会，而是要达成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我在不久前曾经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实际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首先，

“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其主干是儒家为主来包容道家佛教和其

他文化因素；其次，“人民共和国”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

和国，而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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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

共和国”。中国改革的最深刻意义，就是要深入发掘“儒家社会主义”的

深刻内涵，这将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大课题。

重新认识共和国六十年

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当然有其根本性的不同，这就是邓

小平时代开始决定性地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我们需

要指出，仅仅这个转移并不足以保证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因为苏联东

欧很早就放弃了阶级斗争，把一切都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可是他们的

经济改革却不能成功。为什么中国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改革后取得了比

较大的成功，而苏联东欧当年的经济改革却不成功从而导致全盘的社会

解体？这个问题事实上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解释。

我们只要稍微回想一下就会记得，一直到九十年代初，西方舆论界

和学术界很少有人看好中国的经济改革。原因很简单，他们很自然地认

为，既然同样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如果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都不能成

功，中国又怎么可能成功呢？苏联的工业化、现代化的程度，哪一样不

比中国高得多？他们的农村人口比中国少得多，他们的厂长经理的教育程

度和基本素质都比中国高得多：到一九七八年，中国厂长和经理的平均教

育水准是九至十一年，九年就是初中毕业，十一年则高中还没有毕业，而

苏联当时的经理厂长清一色都是至少大学毕业。尤其是，苏联东欧没有

搞中国式的大跃进，没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他们的经济改革搞不下

去，凭什么最落后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

对这个问题，其实可能只有一个解释：邓小平改革能够成功的秘密

恰恰在于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泽东决定性地破坏了中国建国后想建立

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这里可以借用熊彼特的说法，毛泽东时代实际上

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确实

对当时的中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这种破坏同时是一种“创造性破

坏”，这就是破坏了中国变成苏联式计划经济的方向，创造了中国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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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改革前就已经不是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结构，从而为邓小平时代的

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

毛泽东的“创造性破坏”奠定邓小平改革的基础

毛泽东搞“破坏”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毛泽

东把中国88％的工厂的管理权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辖范围，而把它们

转交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把财权、企业权统统给地方，不但各省、地

区，而且各县都有自成一套的工业，这就是毛泽东所谓“麻雀虽小，五

脏俱全”的主张，要求每一个县都可以自己发展工业。一九六一年所有

的经济权曾一度收回中央，但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开始又把经济权下放给

地方，提出要“虚君共和”，反对一切由中央管辖。毛泽东当时说的话非

常有名：从地方上收编中央的企业统统都拿出去，连人带马都滚出北京

去。到“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八年甚至根本没有计划，整个国家没有国

民经济计划，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

泽东实际上把中国当时力图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

以上的故事虽然人所共知，但很少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这一系列做法

恰恰为以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因此这里我愿引用美国

前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Shirk）的专著《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

她觉得，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个“政治逻辑”是很不符合西方逻辑的，而

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比较符合西方逻辑。问题是，为什么符合西方

逻辑的苏联改革反而不成功，而中国改革却高度成功？她研究得出的看

法是，中国改革和苏联改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事实上

是在毛泽东奠定的“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的轨道上进行的，而这是苏

联无法仿效的。最根本的一点在于，由于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

命”，使得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毛泽东不断解构中

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工作，使得中国实际在改革前就从来不是一个苏

联意义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个美国学者认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

分权化，亦即如果中国像苏联那样建立了完整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话，



8

那么就没有理由想象中国的改革会与苏联东欧有任何不同。

谢淑丽提出，中国在计划性最高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六

百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五千五百种。换言之，苏联的体

制是一切经济活动无不在中央政府控制管辖之下，中央计划之外几乎没有

经济，但中国经济体制则是多层次的、区域化和地方化的。中国改革前夕，

只有3％的中国国营企业是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其余的企业都为各级地

方政府管，其利润也多归地方政府。这种高度“行政分权”的结果，是中国和

苏联的经济结构截然不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特点是企业数量少，但企

业规模大，专业分工程度高，现代化程度高，中国的经济分权化特点则

是企业数量多，但规模小而且非常土。一九七八年的时候，苏联一共只

有四万个企业，但规模都很大，中国却有三十四万八千个企业，其中只

有四千个规模比较大，其余都是中小企业，多数甚至都不是省级企业而

是地县以至乡镇管辖的企业，这样大数量而且落后的中小企业是不可能

被纳入中央计划体制的。

但在谢淑丽看来，正是中国和苏联体制的这种不同，决定了改革结果

的差异的。因为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完全取决于国有企业改革，如果国有企

业改革无法成功，则整个经济改革就必然失败。但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最困

难的，因为涉及无数利益关系以及无数工人的福利。而中国的经济改革能

够成功地在计划的国有企业之外又发展出一套新的经济主体，是由地方企

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所带动的。谢淑丽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可以走出一条与

苏联东欧不同的道路，原因就在于七十年代末以来的邓小平改革，实际是在

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地方分权化”基础上进行的（关于经济改革的“地方分权”道

路，亦参甘阳、崔之元编：《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乡镇企业：从费孝通到毛泽东

邓小平主政以后的中国经济改革，在整个八十年代过程中常被称为

“让放权利”，亦即把权力和权利让给地方和企业。不过我们大家都会记

得，当时很多人都反复强调，“让放权利”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不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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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换言之，许多人的思考和苏联东欧一样，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如

何改造国有企业上，而认为把经济主要让地方搞，不是经济学的正道。

但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比

苏联东欧更好，而完全是因为中国新的经济是在地方上发动起来的，尤

其是由当时谁也看不起的乡镇企业所带动的。邓小平本人就讲过，乡镇

企业的发展和根本作用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中央也没有想到过，完全是

乡镇和农民自己搞起来的。但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事实上是当年大跃进

奠定的，大跃进本身当时虽然失败，但却在很多乡村留下了所谓社队企

业，这些社队企业就是日后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

我们都知道，费孝通先生当年写《江村经济》，他是最早提出中国

现代化的可能性在发展乡村工业。但是费孝通当时就已经指出，这种发

展道路在当时即解放前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乡村工业的发展需要很

多条件，比方说至少要有电，有公路，所有这些条件那时中国的大多数

乡村根本没有。但是费孝通的梦在中国八十年代开始有机会实现，其原

因就在于，由于毛泽东从大跃进开始力图把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引入乡村，

不断把中国的企业和经济下放到社会基层，使得中国的乡土社会不是外

在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在毛泽东时代，交通、水电以及至少小学教育

和赤脚医生的进入乡村，都是中国乡镇企业在七十年代后可以大规模发

展的根本性基础。八十年代中国乡镇企业的运作方式也几乎完全是“大

跃进”式的，所谓“村村冒烟”本身就是“大跃进”的传统。

虽然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非常多，比如重复生产和环境污染等

等，以及大规模的放权给地方导致后来的中央财政能力下降。但是我要强

调，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不能用后来出现的问题否定中国的经济改革

根本上是由乡镇企业搞活带动的这个事实。许多人常常想当然地以为应该

而且可以为中国的发展找到一条一劳永逸的理性化道路，可以走上所谓正

规的现代化道路，但这种思路本身不过是削足适履而已。中国的改革常常是

前五年正确的做法，后五年可能就是不正确的，需要不断调整，不断创新。



10

重新认识新中国前三十年：延安道路问题

我们现在不能不问，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如此顽固地不断瓦解以至

摧毁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我以为我们现在必须重新认识新中

国前三十年的道路，许多我们从前非常熟悉的概念，例如五十年代开始

提出的所谓“红与专”的矛盾，所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知识分子

与工农群众的关系”，以及“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等等，事

实上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学内涵，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矛盾。这些

问题今天都在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继续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

这里我想特别提及舒曼（Franz Schurmann）早在一九六六年就出版

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这本书对新中国建国以后逐渐走

向与苏联体制分道扬镳的原因有非常深刻的分析。舒曼认为，一九四九年

中共建国后要开始现代化建设时，实际面临一个基本选择，就是中国的工

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应该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还是应该继续走中共自己

的“延安道路”。“苏联道路”是高度依赖技术专家来贯彻中央计划经济指令

的道路，而“延安道路”则是一切首先发动群众依赖群众的道路。走苏联道

路就要强调技术专家，就要强调知识分子政策，而走“延安道路”则要首先

强调人民群众，要强调所谓“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建国初期中国的技术

专家极少（陈云曾说中共从国民党那里接收的技术知识分子一共只有二万人），而中

共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则是最广大的农民和工人。

我们知道，新中国最初的决定是必须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即迅速

建立全面的高度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全面的苏

联化，整个按照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做法来奠定。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

意味着高度专业化分工，所有的企业都要纳入中央的经济管辖，一切经

济计划都要在中央计划部门来决策。用当时的标准说法，计划经济就是

“在全国计划之外，不能再有其他计划。全国是一本账，一盘棋。不应该

有不列入计划的经济活动。不列入计划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不能一部

分是计划经济，一部分是无计划经济”。但这种把所有经济和所有企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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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中央计划的工业化道路，正是毛泽东很快就坚决反对而且从实际上

加以摧毁的。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毛泽东就已经怀疑苏联这套中央计划

经济体制，而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终于实际上把

中国正在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

舒曼曾深刻分析其原因。舒曼指出，仿效苏联经济模式对当时的中国

必然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即这种计划体制必然使得所有经济工作都依

赖于少数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专家，而中共的社会基础即农民和工人以及

中共的大多数干部包括多数高级干部都将无事可干，处在中国工业化和

现代化过程之外。以后公布的一些文件证明了舒曼当年的洞见，例如毛泽东

在一九五八年提出要求全党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就说：

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一九五七年北戴

河会议以后。过去不过是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现在是大家担当起来。

过去省一级的同志没有抓工业，去年起都抓了。过去大家干革命，经济

建设委托一部分同志做，书记处、政治局不大讨论，走过场，四时八节，

照样签字。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大家都抓工业了。

从毛泽东这段话可以看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绝大多数中共

干部，更不要说中国的普通工人农民基本上是无法参与中国的工业化和

现代化的。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要全党干部都抓经济，要全国普通民众

都投入工业化建设，这个过程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一般都被看成是毛泽

东头脑发热。但舒曼的看法远为深刻。在他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大

跃进”，要各省各地各县的第一书记都抓经济抓工业，并且提出“外行领导

内行”、“政治统帅经济”等，都与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有关，即毛泽

东强烈地要求农民工人和基层干部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人和主

体。他怕的是农民工人以及没有文化的所谓工农干部被边缘化，而被置

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之外，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强烈地反对把工业化和现

代化变成只是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知识分子的事。

舒曼认为，从大跃进开始，实际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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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摆脱苏联模式，重新回到毛泽东和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这就是毛泽东

一贯的发动群众、发动地方的道路。毛时代的一个特点是很多最重要的中央

会议都是在地方开的，例如郑州会议、南宁会议、杭州会议、武昌会议等等。

与此相应，毛泽东时代形成的中共领导层结构与苏联东欧共产党的结构非

常不同，即中央委员会的构成里面省、地干部占了很大比例，曾达43％，到

“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更刻意提高中央委员会中普通工人和农民的比例，

到中共“十大”的时候达30％，他要把整个政权权力基础往下放。

今天的人常常会对此很不以为然，以为应该强调知识、科学、技术、

文化才对，靠农民工人有什么用。但这种看法其实是片面的，而且缺乏

政治学常识。现代政党的政治生命首先取决于它是否有所谓“草根基

础”，即中国所谓群众基础。这在任何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基本常识。实

际上毛泽东在一九六九年前后提升工农在中央委员会中比例的做法，美

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也都在做类似的改革，他们改革的方向都是要使政

党更有群众代表性。美国的民主党在一九六八年首先规定党代表中必须

有多少黑人，多少女性，多少拉丁裔人等硬性比例，随后共和党也只能

跟进，因为都要争取群众基础。而毛泽东在“文革”中则是要求中央委

员中必须有工人多少，农民多少，女性多少，他也是强调社会基础，要

求把这个社会结构带进来。中国今天过分强调学历、学位，实际上是有

片面性的，从政治上讲，如果没有草根政治，没有群众基础，只有一大

批高学历高学位的人指手画脚，那是无济于事的。

十年前，我在《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中曾批评“今日中国知

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

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则闭口不谈自由主义

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且为此要特别强调那些无力保护

自己的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雇工的权

利、无知识者的权利”，并由此质疑“中国知识界到底是在利用自己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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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权力服务于少数人的特权，还是在伸张所有人的权利？”该文当时曾

引起很大反弹，许多人认为我的立论过于偏颇。但曾几何时，如今中国

社会对知识精英的强烈抨击几乎每天都见于各种媒体和互联网，其语言

的激烈远远超出我当年。同时，大约从二○○二年以来，中国左右两派

的学者几乎都提出了各种大同小异的所谓“精英联盟”说，认为中国现在的

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已经由于共同的利益均沾关系而形成了相

当稳定的统治精英联盟，共同排斥底层人民，精英和大众的矛盾已经成为

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矛盾。但我们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今天所谓“精

英与大众”的矛盾，实际就是毛时代以来一直面对的同一个基本问题。

也是从这种意义上，共和国六十年来的基本问题有相当的连续性。

但我个人对今天的看法反而有点不同。我以为，从近年的情况看，

我们恐怕不能贸然地就断定，现在已经形成了铁板一块的精英联盟，而

共同自觉地排斥底层大众。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事实是近年无论学者、

官员、媒体都在变。以知识界而言，现在自觉认同权贵，专门为权贵集团

辩护的学者恐怕只是少数人，大多数学者基本是关注同情大众和底层的。

其次，媒体近年在关注大众和底层方面起到很大作用。同时，对于官员

特别是基层干部，我以为不能用妖魔化的方式一杆子抹黑，事实上相当

多基层干部是最接近大众和底层的。我的看法是，近年来正在形成本文

前面所说的“新改革共识”，而这种“新改革共识”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

基础，亦即这种共识并不仅仅只是农民工人和底层的共识，同样是学者

官员和媒体的共识。也因此，这种“新改革共识”对于中国现在的改革

方向以及具体政策都在产生实际的影响。但为了巩固这种“新改革共识”，

我们今天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改革成功与毛泽东时代的联系和连续性，需

要重新认识整个中国历史文明传统对现代中国的奠基性。用我较早的说

法，中国改革需要达成新时代的“通三统”：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

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