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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与现实社会主义

智效和

  内容提要 斯大林把马克思消灭了阶级的社会主义变通为消灭了剥削阶

级的社会主义,从而确立了新的社会主义观。斯大林以来的现实社会主义,都

是没有完成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任务的社会主义,离“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尚

远。长期以来,由于人们不注意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的

差别,混淆了现实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造成了

许多麻烦。现实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的比较初级的阶

段,应当按照这样的历史定位发展马克思和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校正以“过渡时

期已经结束”为前提的某些不正确的认识,更好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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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认识20世纪以来的现实社会主义,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给出正

确的历史定位,这是一个尚需深入讨论的问题。笔者在《辨正马克思的社会主

义观》和《列宁是否改变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两文①中曾附带论及,现实中

的社会主义,或者斯大林以来人们承认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完成马克思和列宁

所说的过渡时期任务的社会主义。为了进一步说清楚这个观点,有必要在前

文的基础上再来谈谈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然后结合有关问题作一些讨论。

(一)斯大林社会主义观的变化

  20世纪30年代中期,斯大林宣布苏联实现了社会主义,进入了马克思所

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如果我们从理论上讨论问题,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

观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作一比较,不难发现,斯大林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

义社会第一阶段)与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② 是不一

样的。斯大林“变通”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并且,正是由于这种变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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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政治学研究,2002(3)。
  ② 本文讲的社会主义,是按照列宁以来特别是斯大林以来的习惯,专指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所谓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也是在这个含义上讲的,尽管这不大合马克思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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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得以宣布苏联实现了社会主义。

  20世纪30年代以前,斯大林一直坚持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社会主义

观,这与马克思和列宁的社会主义观是完全一致的。例如,1918年斯大林起

草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总纲》明确区分了实行无产阶级

专政的“过渡时期”和“既没有阶级区分也没有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制度”;①

1927年斯大林在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谈话时,不仅明确讲社会主义社会

是“没有阶级的社会、没有国家的社会”,还说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是完完全全

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基本原理为依据的”;②1928年斯大林在一封书信

中,仍然讲社会主义是“消灭了阶级,并废除了国家(因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意味

着国家的消亡)”的社会,说苏联叫社会主义共和国并非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
而只是“从我们决心和准备实现社会主义、消灭阶级等等的观点来看的”。③

当然,这也是列宁的说法。

  从20世纪30年代起,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开始发生变化。变化之一是

把“过渡时期”的一定阶段当作社会主义的开始。1930年,斯大林在《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中,既讲苏联当时还

处在过渡时期,又讲“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但“离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消

灭阶级差别还很远”。④ 斯大林区分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旧意义上的过渡

时期”与“社会主义成分掌握着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一切经济杠杆”的新过渡时

期,说:“那时也是过渡时期,现在也是过渡时期。但它们毕竟是彼此根本不同

的,是有天壤之别的。”⑤应当说,斯大林区分过渡时期的不同阶段及其各自的

特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正确的;但他没有提出“过渡时期新阶

段”的概念,而是把进入过渡时期新阶段又说成是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按照原

来的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成分掌握着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一切经济杠杆”的
时期,仍然只能属于“过渡时期”。斯大林把这个新时期又当作“社会主义时

期”,表明他开始向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的过渡。

  变化之二是,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从原来“没有阶级、没有国

家”的社会主义转而只提“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前述1930年联共十六大政

治报告的结论已不讲“没有国家”这一条,1932年联共第十七次代表会议继续

讲“无阶级社会主义社会”⑥,1934年斯大林在联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斯大林.斯大林全集[M]. 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73.
斯大林.斯大林全集[M].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12.
斯大林.斯大林全集[M].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0-111.
斯大林.斯大林全集[M]. 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7.
斯大林.斯大林全集[M].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7.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M].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407.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第3辑 智效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与现实社会主义 31   

中又重申了十七次代表会议关于“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提法①。应当说

明的是,在马列著作中,通常也把社会主义社会简洁地概括为无阶级的社会,
但他们所说的无阶级的社会在逻辑上同时也是无国家的社会。斯大林则有所

不同,他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无阶级的,但不能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无国家

的。在斯大林看来,似乎无阶级社会比较容易达到,只要推进生产关系的变

革,就可以实现消灭阶级;消灭国家就不同了,在明显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硬

要人为地取消国家,无异于自取灭亡。斯大林后来在联共十八大报告中解释

过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必须有国家存在②,这对于解释苏联当时何以必

须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疑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在理论上,斯大林把“消
灭阶级”与“消灭国家”区分开是说不通的,其目的想必是为尽早宣布苏联进入

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为后来提出向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过渡提供理论

依据。在1939年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斯大林已经触及到向共产

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话题,甚至认为在共产主义时期也可以有国家存在。③

  进入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加快了正式宣布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

进程。在1930年斯大林模棱两可地说苏联“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

1932年联共第十七次代表会议决议认为,苏联当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
战胜谁”的问题“已经以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彻底地永远地解决了”,而第二个五

年计划(1933-1937)的基本政治任务,“就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成分和一般阶

级,彻底消灭产生阶级差别和剥削的根源,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

义残余,使我国全体劳动居民成为无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的自觉而积极的建设

者。”④这也就是说,再过五年,苏联就是“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了。

  斯大林社会主义观的第三个变化是,从“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改变为“没
有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1936年11月,就在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再过四个

月即将提前完成的时候,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正式宣布:
“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就是

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⑤实际上,苏联

当时只是通过公有化消灭了剥削阶级。斯大林说“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或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表明他对把当时的苏联社会称作社会主义还留有余地,因
为当时尚未达到“无阶级社会”,而“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提法在同一报

①
②
③
④

⑤

斯大林.斯大林选集[M]. 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31.
斯大林.斯大林选集[M].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64-471.
斯大林.斯大林选集[M].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71.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M].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406、407.
斯大林.斯大林选集[M].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99.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32   海派经济学 2003卷

告中仍然被坚持着①。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由于“无阶级社会”的任务虽相

继被列入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但都未能完成,斯大林实际上已不再把“无阶

级”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斯大林1952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中,把集体农庄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看作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的条件之一②,足以证明,完全消灭阶级已被认为只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
特征了。从把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改变为消灭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来看,

1936年的所谓“基本实现”,也就是“实现”的意思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从1930年到1952年,斯大林的新社会主义观

有一个逐步确立和完善的过程。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是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观的重大变通,其差异主要表现在: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第一

阶段)实行全社会统一的公有制,即劳动者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联合为一体的社

会所有制,斯大林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则是全民所有制与

集体所有制并存的社会;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斯大林则

认为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生产,直到实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为止;马克思讲

的社会主义是消灭了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的社会,斯大林讲的社会主义则只

消灭了剥削阶级,工人阶级与集体农民的阶级差别还存在;马克思讲的社会主

义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已经消亡,斯大林则认为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

义)还有国家,必须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斯

大林的社会主义的差别是全面性的,并不止于这四条,只是我们这里主要谈论

基本制度的差异,其他就存而不论了。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没有讲

到计划经济与按劳分配,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两个涉及基本制度的问题上马

克思与斯大林是完全一致的。在这两个方面,从内容到形式,马克思与斯大林

都有差别,只是说法一样罢了。

  尽管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多有差别,但斯大林总

体上还是在马克思主义逻辑范围内谈论社会主义的。他强调消灭私有制,消
灭剥削,在理论上没有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如果撇开苏联当时(1936
年)全盘公有化的评价问题不谈,就抽象理论而言,斯大林所说的社会主义实

际上是没有完成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任务的社会主义,是把“过渡时期”的
一定发展阶段(两种公有制并存)当成“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了。这样一

来,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就对不上号,从而必须建立一个新

的社会主义观。既然苏联的社会主义存在两种公有制形式,因而两种公有制

组织之间的社会主义商品交换必然存在;既然私有制已被消灭,而不同公有制

之间还存在不平等,社会主义社会就只能是消灭了剥削阶级但尚未消灭一切

①
②

斯大林.斯大林选集[M].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96.
斯大林.斯大林选集[M].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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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差别的社会;既然还存在阶级差别,并且还有资本主义的包围,因而无产

阶级专政的国家就继续存在;既然已经全部公有化并且全民所有制经济占了

统治地位,计划经济与按劳分配原则就必然起作用;等等。不难看出,斯大林

新社会主义观的这些结论,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逻辑的。就事论事地看,斯大

林只是不该把在马克思看来属于“过渡时期”所达到的两种公有制并存的这个

阶段,说成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他一旦这样讲了,就必须对

这样的社会主义重新给出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试想一下,在已经宣布进入社

会主义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斯大林的这些新说法,而是坚持原有的说法,取消

商品货币关系,取消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仅更加脱离苏联实际,社会主义事

业也会立即呜呼哀哉了。

  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的。
经验已经表明,这些国家要达到马克思科学预见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
使在正确的理论、路线指引下,并且撇开国际因素不谈,也需要经历漫长的过

程。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个过程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是一百年,二百年,还是更

长。因此,对于取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来说,是否一定要等到真正达到马克思

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要求,才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呢? 这也许不是

理论问题,而只是政治问题,但并非没有理论意义。就斯大林来说,如果苏联

当时具备了全盘公有化的客观条件,他把两种公有制形式并存的社会状态称

作“社会主义”,似无不可。问题在于,他应该从理论上讲明,这是没有完成马

克思讲的“过渡时期”历史任务的社会主义,是尚未达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
的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新阶段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社会主义观意义上

的准社会主义,并由此建立一套新的理论范畴而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相衔接。
斯大林没有这样做,而是把经他“变通”了的社会主义(降低了马克思标准的社

会主义),直接与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相提并论,这就不能不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造成麻烦。一方面,既然苏联社会已经实现了马克思讲的

社会主义,那就必须(至少是力求)按照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

论述,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例如,在计划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问题上,不是按

照“没有完成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任务的社会主义”的认识来处理问题,而是

力求向马克思讲的没有商品货币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靠”。另一方面,
既然已经进入了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似乎社会主义建设的

下一个目标就是向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过渡,这就在已经脱离实际的基础

上更加脱离实际。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效法苏联,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

会第一阶段,又纷纷提出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进军,无不与斯大林社会主义观

中的失误有关。不仅如此,斯大林的失误也为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理论提供

了口实。在后者看来,既然苏联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那么,按照

马克思的观点,在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存在阶级和国家的。于是“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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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全民国家”的论调应运而生。说实在的,赫鲁晓夫们复述的马克思的观

点没有错,错就错在他们既不知道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并非马克思讲的共产

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又非要脱离实际按“本本”说话。斯大林则不然,他虽然宣

布苏联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但尚能在一定程度上从实际出发,
承认商品货币关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从这个角度来看,斯大林讲的社会主

义并不完全是教条主义。

(二)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20世纪50年代,各社会主义国家按照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和苏联的实

践,在经过了一个极短的过渡时期以后,先后宣布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

段。到了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在总结经验教训和发动大规模改革的同时,
普遍重估了本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不同程度地调低了原来的历史定位,例
如苏联从所谓“发达的社会主义”退回到了“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越南重新提

出仍处于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等。

  在改革开发中,中国对本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一提法在实践中的积极意义在于:第一,不再在现阶段提出向共产主义高级

阶段过渡的任务,从而避免了再犯盲目刮“共产风”的错误;第二,突出和强调

了现阶段与一般地讲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区别,为在实践中克服“共
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一般原则的束缚,从现阶段中国国情出发进行改革、进
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在理论上

又有一定的模糊性,这特别表现在:它是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的初级阶段,还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前的一个阶段呢? 对这个问题

的回答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理论界的一般解释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

段”的初级阶段。按照这种解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完成了马克思讲的

“过渡时期”任务以后的一个阶段。然而,众所周知,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最
终消灭了私有制,实现了社会所有,从而消灭了阶级,惟其如此,“过渡时期”才
得以结束,从而达到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没有阶级和国家的“共产主义

社会第一阶段”。显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远远没有完成马克思讲的

“过渡时期”的任务。理论界又解释说,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中他的过渡时

期观是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革命胜利以后的情况而言的,20世纪的社会主义

却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发生的,因而后者的社会主义自有其特点。这样的解

释当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也包含着模糊的认识在里边。因为,强调经济落后

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不同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特点(例如过渡时期的长与短,
直接过渡还是间接过渡,等等),这总是对的;但是,如果说经济发展程度不同

的国家可以在未来有社会制度不同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其中有的国家的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第3辑 智效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与现实社会主义 35   

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消灭

了阶级和国家,有的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私有

制,保留着商品货币关系,保留着阶级和国家,这想必是没有道理的了。这样

一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就成了多元的了,各讲各的社会主义,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也就被取消了。理论界还有一种流行的解释是,把公有制主体地

位的确立看作是“过渡时期”结束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并由此认为我

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进入了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初级阶

段。不难看出,这种解释是通过“变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而为人们所普遍

接受的,而在实际上,这种解释所包含的社会主义观,又大不同于斯大林的社

会主义观。按照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只有实现了普遍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

所有制,从而完全消灭了剥削和剥削阶级,才能达到他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
显然,仅仅确立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姑且撇开这个提法的含义不谈),并不

能实现完全消灭剥削和剥削阶级。事实上,当初我国所以能够宣布进入了社

会主义社会,也不是因为确立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是因为实现了普遍的公

有化。然而,在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将长期存

在,也就是说,一定数量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剥削将长期存在,剥削阶级并未完

全消灭。可见,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既没有完成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

的任务(消灭阶级),也没有完成斯大林讲的过渡时期任务(消灭剥削阶级)的
一个阶段,因而属于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的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人们又以

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成熟的过程为由,把确立公有制主体地位看作是开始“进
入”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而把经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样一个成熟过程以后所达到的社会发展阶段,看作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确,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成熟过程,马克思把共

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看来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分为两个阶段,正是考虑到

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成熟过程。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马克思讲的“共
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间,从我们现在的认识来看,至少还隔着“(1)实现全

面公有化,从而完全消灭剥削阶级”和“(2)实现单一的社会所有制,从而消灭

阶级”这样两个阶段或过程,而绝不是人们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只要“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结束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就建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本身就是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完全消灭剥削阶级直至消灭阶级则更需时日,
怎么可以把进入尚未完全消灭剥削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说成是开始进入已经消灭了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

段”了呢? 如果可以这样说,那么,按照这一逻辑,我们不是也可以说,自打新

中国建立我们就“进入”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社会,只是还没有“建成”么?
没有人可以阻止别人这样说,至于这样的说法和认识对不对,对社会主义建设

实践有什么好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很显然,人们以种种理由把“社会主义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36   海派经济学 2003卷

初级阶段”解释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初级阶段,都不过是不理解马克

思的社会主义观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的差别,思想认识实际上还停留在斯

大林社会主义观上面的表现。

  中国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要创新,
但任何创新又必须与马克思主义保持逻辑上的一致。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历史定位而论,我们这里把它解释为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的一个比较初

级的阶段,强调的正是其中的逻辑联系,而不是一个名词的字面意思。① 换而

言之,如果有人愿意把现实中国的社会主义称之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那也

不应当因此而说我国进入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社会,仍然只能解释为马克

思讲的“过渡时期”。这同时也说明了,我们今天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理论,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马克思的过渡时期理论上面,而不是离开中国

的现实专注于发展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理论。在马克思过渡时期

理论逻辑之内,列宁已经作出了重大发展,提出了利用非公有经济、利用资本

主义、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等重要思想,我们应当沿

着列宁的方向继续发展马列的过渡时期理论。

  理论界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释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初级阶

段时,由于逻辑上的困难,必然引起理论上的麻烦甚至混乱。这突出地表现在

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的非难方面。人们说,我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社

会主义社会,但我们亲眼看见的社会主义社会大不同于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

社会,可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是空想的,至少是有空想成分,例如在商品货

币问题上。这些年来,从讨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占
压倒优势的观点无不批评马克思没有预料到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商品经济或市

场经济。马克思被误解了。误解的原因正是在于,人们混淆了马克思讲的社

会主义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不了解马克思讲的是通过“过渡时期”完成了消

灭阶级任务以后的社会主义,而现实中人们讲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却是没有完成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任务的社会主义,离马克思讲的社

会主义尚远。显然,马克思并不否认在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还有

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进一步讲,如果把马克思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

① 有的学者认为,虽然现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初级阶
段,但也不属于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中的某个阶段。理由是,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要消灭资本主义,起
点很高;中国是在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现阶段还不能消灭资本主义。因此,这些学者倾向于把“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解释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本文不拟讨论这个问题,但也有必要说明:第一,经过列宁
发展了的过渡时期理论,已经包含着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点,包含着间接过渡的思想,包含着
在一定时期利用资本主义。因此,落后国家革命成功以后,讲“过渡时期”在原则上是可以的;第二,本
文强调的是理论逻辑,就此而论,认为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释为“过渡时期的比较初级的阶段”或
“新民主主义社会”,差别不大;第三,由于列宁的发展,“过渡时期”这个概念比“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包
容性宽,包含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的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的诸阶段,对
本文的论“理”更方便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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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存在商品生产的观点看作是“空想”的,那就等于说,马克思关于社

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所有其他一切观点都是“空想”的,包括通

常讲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因为,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并
不是现阶段人们所讲的那种公有制和按劳分配。顺便提一下,马克思还否认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然而,多少年来从未见有人在这个问

题上批评过马克思。这一方面说明人们在对待马克思社会主义观上面的实用

态度,另一方面也说明,由于人们不了解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尚处于马克

思讲的过渡时期,结果把在现实社会主义中仍然适用的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又当作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了。此类

混淆还广泛表现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其他许多思想方面。例如,在现

实社会主义中需要集体合作所有制,结果就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过渡时期

发展和利用集体合作所有制的思想,误认为是他们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在

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也存在集体合作所有制)的思想了;在现实社会主义中

需要商品货币关系,结果就把列宁关于过渡时期发展和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

思想,新经济政策的思想,看作是列宁大大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认为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也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了,等等。更有甚

者,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于把现实社会主义看作是完成了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

任务以后的社会主义,这就很容易使得一些人对现阶段存在的某些经济成分

和经济关系的性质判断不清,很容易离开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观察问题。
所有这些对马克思的不正确的非难以及由此引起的理论麻烦和混乱,削弱了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降低了马克思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这就不能不给

社会主义实践的方方面面带来不利的影响。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我们终于认识到,现实中国的

社会主义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我们只能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先搞不合格的

社会主义。这种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包括斯大林讲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讲的

社会主义一脉相承,主要不是表现在社会主义观的内容的一致上,而是表现在

社会主义发展逻辑的一致上,即斯大林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讲

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向着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是马

克思和列宁讲的“过渡时期”的不同阶段。由此而论,多少年来以“过渡时期已

经结束、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已经开始”为事实前提的一些理论提法和观点,就
是很难说得通的,因而又是值得反思的了。换言之,只有把“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界定为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的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才能更好地把握现

实,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前进方向,搞好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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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lin’sSocialismNotionandtheContemporary
Socialisms

ZhiXiao-he

  Abstract StalinestablishedanewdeferentnotionofsocialismfromMarx’sbychan-
gingMarx’sannihilatingallclassesinsocialismtohisownannihilatingexploitingclasses
only.AllthesocialismsfromStalin’sareorwerefarfrom “thefirstphraseofcommu-
nism”becauseoftheirnothavingaccomplishedinterimtasksprescribedbyMarx.Fora-
ges,manytroublesarecausedintheoryandpracticebecausethedistinctionsareignored
betweenStalin’ssocialismnotionandMarx’sandthecontemporarysocialismsarewrongly
regardedas“thefirstphraseofcommunism”.Thepresentsocialismofchinaisinthequite

primaryphraseof“theinterim”relatedbyMarx.Inordertomakegreaterprogressalong
thesocialismwayweshoulddevelopMarx’sandLenin’sinterimtheoryaccordingtosuch
ahistoryorientationandproofreadsomewrongviewpointsbasedonthecognitionthatthe
interimhasceased.
  Keywords Stalin socialismnotion contemporarysocialism inte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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