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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１８４４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历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观点到无产阶级

的共产主义观点;他们批判所谓的“真社会主义者”的大众习性,从法律、经济

学的表达方式总结成一个单独的、简短的标语,配上哲学的表达方式,然后记

在脑子里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用到.①

　　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声明:“我们开始的前提,不是随意,不是教条,而是

只能从抽象的想象中提取的真正的前提.他们是真正的独立的个体,通过劳

动创造生活的物质条件,他们是那些发现已经存在的和通过劳动创造的

人.”②

　　这也关系到老的并且同时也会产生新的问题:我们能够重复或者把昨天

问题的答案用来回答今天的问题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对每个问题做出答

复:这样是不行的.恩格斯１８４７年发表了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没

有把麻烦带到德国与法国的社会和政治发展水平的比较之中,也没有把麻烦

带到实际上在德国存在的依赖于更深的发展的条件的研究之中,他们草率地,
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把他们急速的获得的知识转移到了德国.”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很反对主观愿望和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观行

为.恩格斯在１８４７年发表的文章中写道:“我们不仅深信所有阴谋都是无用

的,而且深信是有害的.我们也知道革命不是蓄意的,不是任意的,但却是任

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结果,这种境况的结果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依靠

意志或者个别的政党的领导或者整个阶级.但是我们也看到几乎世界各国的

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都被统治阶级所抑制,所以共产主义的对手正在强制地

进行着一场革命.结果是,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为这样被迫卷入革命,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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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第３０辑 ２１世纪真正的社会主义:世界１/４的人创造了自己的生活 ６５　　　

么我们将用我们的文字就像我们用行为一样来保卫无产阶级者.[]民众

的发展不能用法令来安排.它取决于民众居住条件的改善,这样才能逐渐发

展壮大.[]首先,民众财产的最基本的条件是通过一个民主章程来对无

产阶级的财产所有权解放.[]在过渡期间.”①

　　马克思在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１１日写道:“在１７、１８世纪,当发表的观点是废除

封建制度的财产所有关系时,财产所有权的问题是对于资产阶级最重要的问

题.在１９世纪,当这是个废除资产阶级财产所有关系的问题时,这又是个对

工人阶级至关重要的问题.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问题,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是
一个具有史无前例意义的问题,然而只在当代资产阶级社会具有意义.这个

社会越发展,换句话说,就是在一个国家资产阶级发展的经济越发达,这个国

家越多的政权呈现资产阶级形象,这个社会问题就会更明显”②

　　１８４７年１１月中旬恩格斯写道:“通过它的工业、商业和它的政治体系,资
产阶级已经在拖拉到处较小的,独立的聚居地,这种聚居地由于独立而只为了

自己生活,使他们接触到另外的聚居地,去融合他们的兴趣,去扩大当地人的

范围,去破坏他们当地的习惯,努力和思维方式,替代这些迄今仍相互独立的

聚居地去建立一个有着共同兴趣,风俗和观念的伟大国家.资产阶级已经提

出了重要的中央集权制.无产阶级,远非遭受着这种制度的弊端,因此应该取

得一个位置联合起来,成立一个阶层,在民主政治中取得一个适当的政治观

点,并且最终取得胜利.民主的无产阶级不仅需要资产阶级开创的这种中央

集权制而且还需要把它扩展得更深.”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说社会矛盾或冲突必须通过矛盾的升级来解决.

１８４７年底马克思写道:“总的算一下,在当前社会条件下什么是自由贸易? 资

金自由.当你驳斥国家那几条限制资本自由发展的障碍时,你只不过把它完

全自主权了.只要你让工资－劳动力到资本这种关系存在,不管在你完成商

品交换下的情况有多么顺利,总会有一个剥削阶级,一个被剥削阶级.[]
但是,一般来说,这些日子保护贸易的系统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系统却是狼

狈的运行.它打破旧的国家,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带到最大限度.
总之,自由贸易系统加速了社会革命.在这种独立的革命意识下,同志们,我
很赞成自由贸易.”④

　　一周以后,也就是１８４８年欧洲革命的前一个月,恩格斯分析了奥地利真

正的发展形势,写道:“只要工业仍是国内的工业,只要每一个农民家庭或者至

少每一个村子生产自己的工业产品,而不把很多东西投向市场,工业本身仍是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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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的而且能很好地适应奥地利的原始.只要它仍旧只有较少的制造业,乡
村产业,内陆国家很少商品可供出口,并且和外国的交易也很少,只有几个区

域有工业,并且很容易适应奥地利的情形.如果制造业只是能相对地甚至在

英国或法国产生几个较大的资本家,那它只能产出一个谦逊的人数稀少的,在
奥地利的偏远地区的中间阶层,即使这只在这里或那里.只要手工劳动者存

在,奥地利就是安全的.但是机械被发明了,并且机器毁灭了手工劳动.工业

产品的价格下降很快,而且那么低以至于首先是制造业,然后,逐渐的老的封

建的国内的工业开始下滑.[]几乎没有逃过这种影响的.延伸着的山脉

把奥地利的君主体制同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但也在这种效应下倒下了

[]使每个省都有保持分开的民族性和有限的地方生存的花岗岩围墙,不
再是一个界限.突然间,规模较大的工业生产的,机器生产的产品,以他们自

己的方式,几乎免费运输,进入了这个几乎是遥远的角落的君主国,破坏了较

老的手工劳动,削弱了封建制度的原始.省之间的贸易和外界的文明,取得了

空前的重要性.多瑙河,流向不发达地区,不再是帝国的主干河流;阿尔卑斯

山和波西米亚森林已不再存在,新的主干河流现在流经的里雅斯特流向汉堡、
奥斯坦德和勒阿弗尔,远远超越帝国的边疆,通过山脉延伸至遥远的北海海滨

和海洋.参与一个国家的大众的正在外面的世界中发生的利益是一件必要的

事.当地的野蛮落后开始消失,特定的利益群体在一个地方产生分歧,又在另

一个地方合并.国家在一个地方分离又在其他某个地方联合,这样经历过混

乱的不同的省份的融合最终就出现了较大的,更清晰的团体,它们有着共同的

倾向和利益.”①

　　在文章的开始,我说过我们不能用过去的答案来解决今天的现实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和结论作为指导去检测和研究当代

的形势和问题.人类存在的问题必须通过国际间的规则的努力来解决.并且

我们必须永远牢记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所说的:“但是对抗主义的历史发

展(不是毁灭－H．K),在给定的内在的生产,是唯一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一

种生产方式被废除,另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被建立.”②“通过使物质条件成熟,
和在全社会的生产过程的联合,它[一般化的工厂系统EK]使资本家的生

产方式的矛盾和敌对成熟,并且从而准备为颠覆一个旧社会努力,同时形成了

组成一个新社会元素.”③“任何事情都能从根本上毁坏他自己的事业.”④

　　总起来说,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中我们能够学到:一个坚固的政治领

导需要一个对经济受制约的需要和社会阶层、特定社会团体的利益进行的唯

①
②
③
④

F．Engels．奥地利结束的开始．In:MECW６;５３２/５３３,５３４．
K．Marx．资本论,vol,１．In:MECW３５;４９１．
Id．;５０４/５０５．
K．Marx．资本论,vol．３．In:MECW３７;４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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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义的和辩证主义的分析.

　　就像我自己可以看到在自１９９７年以来,中国的政治领导在这个意义层次

上进行.

　　例如,到２００９年,这是一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国政府表明:“２００８年是

至关重要的,今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它也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

２１世纪以来最困难的一年.我们在推进改革、维持发展和保持稳定方面面临

着艰巨的任务.”

　　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表明,中国仍然处在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机

遇与挑战并存,艰辛与希望并存.中国基本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乐观的长

期发展趋势都没有改变.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就一定能克服任何困难和挑战,
我们有条件和能力去这么做.我们的信心和力量有很多来源:从中央领导的

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把握形势;从制定和实施的应对挑战,促进长期发展的政

策和措施;从基础设施的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和消费方式改变、环境保护、生态

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所产生的巨大需求;从我们充裕

的资本和劳动力资源的支持等因素,健全的运行平稳的金融体系、充满活力的

企业和灵活的宏观调控政策;从我们３０年改革开放创造的物质资料、科技基

础和制度环境;从独特的政治和体制优势,使我们能够整合资源来完成大的事

业,创建我们想要的稳定的、和谐的社会环境,还有全国上下促进科学发展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还从中国人民勤劳努力的建设强大的国家的伟大的中华民

族精神中得来.只要我们紧密跟随党的领导和坚决依靠全国各族人民,我们

将能克服任何困难,减少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不良影响,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快

速发展.

　　２００８年,为更好地执行政府工作,我们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我们要确保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我们必须加强

和改善宏观调控,积极拓展国内市场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改变发展模式和

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深化改革和完善我们对外开放的工作.我们需要

改善人民生活,增加社会和谐和促进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和生态的发展.

　　我们已经制定了２００８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国内生产总值

将增长约８％;经济结构将进一步提高;城市就业将增加超过９００万;城市登

记失业率将降到４．６％以下,城乡居民收入将稳步增长;CPI上涨约４％;国际

收支平衡将继续提升.需要强调的是,为保证 GDP增长率大约为８％,我们

考虑了当前我们的需要和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１３
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为扩大城乡居民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保持社会稳

定而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是必要的.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采取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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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并有效地实施,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为确保２００８年政府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的行为必须依靠以下原则:

　　首先,我们必须扩大内需来支撑经济增长.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把扭转

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下滑趋势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使扩大内需成为刺激

经济增长的一个长期的战略原则和基本着眼点.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
我们将努力增加有效需求,支持薄弱环节,并充分发挥国内需求的主导作用,
特别是消费需求.

　　第二,我们必须调整经济结构,使之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发展层次.在改变

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我们将继续关注经济的重组和自主创新.我们将把压力

转化为增长的动力,毫不动摇地保护和发展先进生产力,关闭落后的生产设

施、废除一体化的生产要素,为发展创造更多空间.我们要平衡我们维持经济

增长的努力,调整结构,提高经济效益,提高综合素质,加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

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我们必须坚持改革使经济更加旺盛.我们将继续把深化改革开放

作为推动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改革的主要

领域和关键环节,消除嵌在制度与机制中的障碍,促进产生更大的发展创造

力.

　　第四,我们必须优先保障人民健康,促进社会的和谐.我们面临的困难越

多,我们就越应该更多地关注保障人民的健康,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我们

将继续确保维持和改善人民生活贯穿我国经济工作的始终.我们要实施一个

更积极的雇佣政策,努力刺激就业增长率,改善人民生活以确保让全体人民共

享改革发展成果.①

　　在对抗国际经济危机中,这个计划是至关重要的.２０１０年３月５日,中
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提出,２００９年

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困难的一年.２００９年国际金融危机变得更严

重,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出口受损.许多公司生存

困难,有的就破产了.失业人员的数量增加,许多工人回到自己的农村地区.
虽然如此,国内生产总值(GDP)仍是３３５０万亿元,同比增长８．７％.政府的

收入６８５万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７％.粮食产量连续六年增长,总量达５３０．８２
万吨,达到中国历史新高.总共１１．０２万城市居民劳动力.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１７７８１元,比上年增长９．８％,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５１５３
元,比上年增长８５％.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财富和健康,以更坚实的步伐走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这些成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约７６００万成员和政策下实现的,

① 政府工作报告．发表在２００９年３月５日第１１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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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目的还是要为人民服务!

　　就是:

　　１加强和改善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

　　２积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

　　３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并不断提高农村经济收入.

　　４加速发展模式的转型和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５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并进一步提高系统和机制,以科学的态度发展.

　　６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保障和提高人民的福祉.

　　７加强政府自我管理,使政府能更好地掌握和处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

局.

　　８促进各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发展的政策关系到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

的根本利益;贯彻“一国两制”的政治政策,努力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９在外交工作方面,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近世界１/４的人口建立了一个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从
这一方面来讲中国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市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不是

一个想法,一个理想,不,这是一个事实,２１世纪的一个真正的创造社会主义!

结　论

　　１我们不能用过去的答案来解决今天的现实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用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和结论作为指导去检测和研究当代的形势和问题.人类

存在的问题必须通过国际间的规则的努力来解决.

　　２我们必须永远牢记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所说的:但是对抗主义的

历史发展(不是破坏历史H．K)内在于已经给定的生产方式,这是仅有的一种

能使那种生产方式消融而使新的方式建立的途径.

　　３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我们大体知道:一个坚实的政治领导需要一种

对在给定的社会中的那些阶层和组织的需要和经济利益进行唯物而辩证的分

析.

　　４自从１９９７年以来在中国我自己能看到中国的政治领导就是在这种感

觉中运行.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丁晓钦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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