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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所有制的变化:理论基础

[越]范文德

  越南正在进行的全面改革,起始思想主要是经济思想上的改革,已经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改革的结果,使现在的越南成为一个经济既有活力而又

保持稳定增长的地区,尽管它在历史上是一个发展缓慢、以农业为基础但又依

赖粮食进口的国家。经济改革,最主要的是所有制方面的改革,为国家近年来

的显著成就做出了贡献。这些改革已经为我们的经济创造形成了动力和生产

创新力,使我们的经济越来越有活力。

  首先,简要描述一下所有制领域内的一些改革。众所周知,所有制是所有

革命的一个基本主题。因此,自从1960年党的三大以来,越南劳动党(也就是

现在的越南共产党)就将当时存在的生产关系进行转型改造为新的社会主义

关系,主要有两种类型的所有制:公有制(全民性质)和合作制(集体性质)。这

两种类型的所有制成为构建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在1986年

党的六大之前,在越南只有两种主要的经济成分:社会主义经济(国营经济和

合作经济)以及非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小业主经济)。在那一时期,我们

只是仅仅集中于推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分离并逐步消除非社会主义

经济成分。

  然而,自越共的六大以及此后七大、八大和九大会议上,越南共产党有计

划地实现经济类型和部门的多元化。在越南,已经兴起的多种形式的经济成

分主要是建立在三种类型的所有制基础上:公有、合作和私有。除了国营、合
作经济、个体经济和小业主经济之外,还存在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

外国投资经济成分。

  应当指出的是,过去的经济成分主要是公有和合作经济,而现在的许多经

济成分从生产手段上来讲,则是以私有和混合所有制为基础。正是这一改革

构成了越南经济复兴的主要原因。

  还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南党代会关于多元化经济成分的政策和指导方

针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例如,我们一直确认国营经济的决定性地位,而现在国

营经济的职能和内涵变得越来越清楚和具体。在我们的多元经济成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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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经济不再被理解为在数量占据主导地位。相反,它的作用主要是作为经济

杠杆来刺激经济增长并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也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和构建

未来发展的媒介等。

  然而,有关所有制的政策和方针上的最基本变化还是关于私有经济。在

复兴(Doimoi)时期之前,资本主义的私有经济成分处在被铲除的边缘,个体

经济也是被改造和限制的。但自从六大以来,越南共产党坚定地反思和改变

了政策,鼓励和促进这些经济成分的发展。例如,党的九大确认“依法经营的

各类经济成分,是社会主义方向下市场经济成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应共

存、合作且依法竞争”①;“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行促进多元经济成分发展和消除

不同经济成分间差别对待的经济政策,运用更加平稳和有利的投资和商业政

策建立起公平、稳定和透明的环境。保护人民依法经营的权利。”②

  归功于非常恰当的政策和方针,越南的复兴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
实践中的诸多具体成就,已经证明了我们政策方针的正确性。但这里要提出

的问题是,近年来越南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首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关于社会主义内涵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理论的改革。

  我们过去曾经认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是艰难和痛苦的,但是可以通过若

干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克服的,在这一阶段,被称之为非社会主义因素和“旧社

会残余”应当被迅速地消灭。

  但是,越南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特别是在我们的改革时期,以及其他许

多国家的实践却显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是非常困难和痛苦的。没有一

个人能够确定这一时期会经历多长的时间。它不仅依赖于每个国家的经济起

点,而且也依赖于这些国家的发展战略及具体步骤。从理论上讲,我们只能说

这一时期是漫长的,它也许会延续上百年。我们在这一时期所能够做的就是

利用非社会主义手段,通过中间或过渡的步骤,来发展生产、创造就业和提高

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而且,在我们的改革时期,社会主义的概念变得越来越清晰明确。过去,
我们曾经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具有与资本主义迥然对立的许多具体特征的

社会。比如,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特征,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就要被消灭而

替代为公有制,这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就不会有剥削和压迫等。这些是马列

主义经典文献中所预测的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但“这些特征却在相当长的

时期内被理解为一些不可避免要发生的,然而,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

①
②

越南共产党.第九届党代会[M].河内:国家政治出版社,2001,95~96.
同上书.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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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来社会发展的可能性、预言性的形式来描述这些特征”①。

  但是,除了对社会主义具体特征的理解之外,经典马列主义还有对社会主

义的一些其他理解:是比资本主义更发达、更美好的社会。能够确认的是,在
马克思的文稿中,当他谈及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并没有较多地

涉及一个由前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他只是把这种情

况作为一个例外或是极其罕见的“捷径发展”的事例。因此,当对资本主义和

社会主义进行比较时,马克思几乎没有提及这两个社会的物质基础。对他而

言,资本主义已经为社会主义做好了物质准备,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

存在物质基础上的实质性差别。

  在继承马克思的上述思想时,胡志明提出了解释社会主义基本性质的很

多具体内容。在他的著作中能够发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的典型特征:它是一

个“越来越发达、物资越来越富足、精神生活越来越美好”的社会;在这个社会

里,“每个人都能享有充足的食物、衣服和幸福、自由”;“每个人都是富足的、幸
福的并接受了良好的学校教育”;“所有的人和民族都会越来越富足,我们的儿

童越来越幸福”;“劳动群众消除了贫困,所有人都有工作并享受着富足幸福的

生活”,“社会主义使人民更加富足,使国家更加强大”。②

  胡志明的思想在越南共产党七大中期的文件中以及八大、九大的文件中

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我们党已经确立了“富民、强国以及公平、文明的社会”目
标,这是确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基础。

  第二,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从把所有制理解为主要目标改为把所有

制既理解为手段又作为目标。目标是人民所向往的,而手段则是人民所用来

实现目标的。

  在推翻封建主义和打败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革命中,所有制问题是核心问

题。不仅如此,构建进步社会的任务也是消灭任何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以及在

世界范围内创建起平等友好的国家关系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但另一方

面,所有制的具体类型显然是由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这意味着

只有那些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所有制类型,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
它们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所有制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只是作为一

个手段。我们认为,这一点对所有正在通过捷径进入社会主义、而没有经历过

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

  由于缺乏对所有制的目标和手段的正确理解,或是把作为生产手段的公

有制当作构建社会主义的目标方面而给予过多的关注,越南在前改革时期集

中发展两种类型的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合作所有制。甚至有人认为,合作制

①

②

LeHuuTang.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主要的经历教训[M].河内:国家政治出版社,2003,
226.

胡志明.胡志明全集[M].河内:国家政治出版社,591;396;97;317;17;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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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人数越多,就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因此,当我们的党开始推行农业改革

政策也就是10号文件以解散合作社时,许多人认为社会主义将处于解体的边

缘,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标志就是单一的所有制,比如说是集体所有制。

  而现实中,集体所有制仅仅是发展生产力的一个手段。当手段不能适应

和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时,它必然要被其他更合适的手段所代替。

  自越共六大以来,伴随着经济思想的改革,所有制的内涵也逐步扩展。一

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而且具有较高理论一般性的表述是在党代会的文件决议中

“生产力不仅受制于过时了的生产关系,也受制于那些不和谐发展的、包含着

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不适应因素的生产关系”。①

  从那时起,出台了许多导向多种所有制和经济成分的具体政策,使经济发

展更富有活力和全面。不同类型的所有制和经济部门已经被视为构成社会主

义导向的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在近年来的党代会上,已经确认所有的所有

制类型都是构建越南富民、强国和平等、文明社会的手段。

  但是,如果不同的所有制类型,特别是私有制经济仅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目

标的手段的话,那么对它们的使用是临时的、在较短的时间内维持,而终将被

替代或消灭吗? 换句话说,鼓励私有制经济仅仅是作为一个暂时的策略还是

长期的战略?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这都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不
仅关系到社会主义理论,而且关系生产和商业领域中人们的心理和投资导向。
如果我们确认对私有制的运用仅仅是一个暂时的策略,没有商人会将他们的

资本投向任何生产领域,因为没有任何人希望他们的投资被充公或转化为其

他形式的所有制,就像过去曾经发生过的那样。

  我们应当在理论上确认,马克思在其文稿中反复声明,共产主义者在一般

意义上而言,没有消灭私有制的任务(现实中,当资本主义为了发展资本主义

形式的所有制而消灭封建所有制和其他形式的所有制时,却承担起了这一任

务),而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如利用其私人所有来剥削他人劳动的私有制

类型。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认为私有制的消灭依赖于生产力和产业发

展的需要。这意味着前资本主义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消灭是由于那个

时期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样,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将因为它变成生产力

发展的“锁链”而被消灭。然而,当私有制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还有使用价值

时,它的存在就是必要的。

  当具体到越南通过改革来建立社会主义导向的社会这一特定的环境中,
那就是如何利用私有制的正面效用来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

产力的发展是非常客观的要求。换言之,允许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

形式存在,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的。私有制将

① 越南共产党.第六届党代会文件[M].河内:越南政治出版社,198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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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很长一个时期。如果像某些国家那样,迈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会延续

上百年的话,那么私有制存在的时间将不会短于这个时期。

  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也表明,尽管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发

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多种形式的小规模私有制仍然存在,而且没有受到

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取缔的威胁。那么,越南的私有制将会在什么时候被消除?
如果要明确一个精确的时间,这一问题将很难回答。但系统地讲,我们能确

认,至少要当私有制不再是生产力的必要形式时,不再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

作用,从而成为与生产力发展极为矛盾的“锁链”时,私有制就要被废除了,这
是遵循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法则下,社会发展的自然的历史过程。
私有制向其他类型所有制的具体转换形式,如混合还是集体所有制还是其他

形式等等,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决定于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需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为了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发
展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形式所有制将是使经济更加富有活力的一个长期的、
最优战略,这也是评价构建社会主义导向下生产关系效率性的一个准则。未

来的改革成功将主要取决于有效运用不同类型所有制的政策和解决方案,包
括公有制、合作制和私有制。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生 周平轩 译)

潘金娥点评①

  范文德教授的报告主要阐述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越南所有制的变化

过程及其成就;二是越南所有制变化的理论基础。

一、对于第一方面的内容,作者的观点是:

  1.越南的改革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经济改革,尤其是所有

制方面的改革,为这一成就做出了重要贡献。

  2.越南所有制改革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

  1)1960年召开的越共三大确定了越南新型社会主义关系,主要所有制类

型有两种,即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合作制(集体所有制);

  2)1981年召开的越共六大提出了越南由两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经济

成分(包括国营和合作经济)和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个体和小业主经济);

  3)越共六大以后,从其达到九大期间,越共有计划地实现了经济类型的多

元化。目前已经兴起的多种经济成分主要建立在三种类型的所有制基础上,
即公有、合作和私有。此外,现实中还存在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外

① 潘金娥(1967-),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社会主义实践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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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资经济成分。

  4)目前,越共对多元经济成分的指导方针和政策已经发生了变化。表现

在:一是国营经济不再以数量占主导地位,主要的作用是作为经济杠杆来刺激

经济增长,并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二是私有经济成分从被消灭的边缘变成受

到了鼓励和促进。

二、关于越南所有制的理论基础,作者阐述了两点:

  1.关于社会主义的内涵

  在改革时期,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概念的理解与过去有所区别。首先,已不

再是与资本主义截然对立的了。其次,已经比资本主义更发达、更美好的社

会;胡志明把社会主义的典型特征概括为:它是一个“越来越发达、物质越来越

富足、精神生活越来越美好”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能享有充足的

食物、衣服和幸福、自由”;“每个人都是富足的、幸福的并接受了良好的学校教

育”;“所有的任何民族都会越来越富足,我们的儿童越来越幸福”;“劳动群众

消除了贫困,所有人都有工作并享受着富足幸福的生活”,“社会主义是人民更

加富足,是国家更加强大”。这代表了越南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内涵的认识;最
后,越共从七大到九大提出了越南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建立“民富、国强、社会

公平、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上,所
有各种所有制类型都是可以运用的。

  2.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

  主要观点是:(1)越南处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2)这个过渡时期将是漫长

的,目前还没有精确的时间,但是系统地讲,可以确定的是,当私有制不再发挥

作用,不再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成为生产力发生的枷锁时,私有制将被废除,
越南将完成过渡时期。

  总之,在越南,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并存(包括公有、合
作和私有)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是越南的最佳选择。未来越南改革的成

败将取决于对不同所有制类型的改革和措施的运用。

  范文德教授的观点代表了越南国内理论界的主流观点。我们从报告中可

以发现:越南所有制的改革过程及其内容与中国有很大相似之处。此外,文中

没有提及的是:在改革方式上,中越两国都是采取自下而上,然后再自上而下

的方式。还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越南

仍然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现在正在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

经济。这是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最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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