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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中国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与杨金海研究员商榷

奚兆永

  收稿日期:2008-08-10

  作者简介:奚兆永(1936-),南京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

论。

  ① 杨文载《辽宁日报》2007年11月21日。

  内容提要 本文对杨金海研究员的观点提出了异议:一、世界社会主义的

历史应该根据其客观存在的发展过程进行划分,而不应根据主观愿望任意裁

剪;二、必须严格区分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

观,而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三、应该正确理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这
个结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的结合,而不应归结为公平

与效率的结合;四、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成只是中华民族的贡献,片面宣传它

的世界意义也是错误而有害的。

  关键词 世界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 中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最近读到杨金海研究员写的一篇文章:《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具有

世界历史意义》①,有一些不同看法,故在此发表一点评论,与杨先生进行商

榷。

一、应该如何看待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

  杨文首先论述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文章写道:“从1848年《共产党宣

言》发表算起,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的具有世界性的科学社会主义已有近

160年的历史。在这期间,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发生了

三次历史性飞跃。第一个阶段,是从1848年到1917年,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

想到科学的飞跃,主要任务是进行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

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第二个阶段,是从1917年到1978年,社会主义实现

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主要任务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形成了传

统社会主义模式。第三个阶段,是从1978年以来,社会主义实现了从传统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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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到现代模式的飞跃,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辟不同于以往的新的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表面上看,作者把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并且相应地提出

“发生了三次历史性飞跃”,似乎也很有道理,但是,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并且跟

历史一对照,其破绽马上就露了出来。

  严格地说,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是不应该从1848年算起的,因为在科学

社会主义之前还有其他的社会主义。事实上,科学社会主义是在批判地继承

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要讲科学社会主义就要讲它的前史,不讲

这个前史,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飞跃就说不清楚。撇开这点不说,单就科

学社会主义的历史而言,杨文的说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就以作者所说的第一阶段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来说,把“从1848年到

1917年”作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的时段,显然是不正确的。人

们一般把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建立的标志,就是杨

金海先生自己也说“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算起,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

开创的具有世界性的科学社会主义已有近160年的历史”,怎么能够说1848
年只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的开始,而整个飞跃的完成是1917年

呢? 这样说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再以作者所说的第二阶段或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来说,把“从1917年到

1978年”作为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的时段,同样是不正确的。试

问:既然1848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已经建立,那么从1848年到1917年,在
这69年的时间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难道就只有理论活

动而没有实践活动吗? 这显然不符合事实。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里

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

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

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

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忍不

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①

  至于作者所说的第三阶段或第三次历史性的飞跃,把1978年作为一个标

志来说明社会主义“从传统模式到现代模式的飞跃”,我认为也是不正确的。
“传统”一词,在今天被一些人视作贬义词,只要一提“传统”两字就会被认为是

“过时”、“落后”的东西而加以排斥。其实,我们对“传统”应该取分析的态度,
好的传统不仅不应反对,还要加以继承。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

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曾说:“你们问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

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我们的做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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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

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

产阶级。”①可见,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并不是用什么新的模式取代传统模

式,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② 事实上,当1978年提出改革开放时

还根本谈不上用什么“现代模式”取代“传统模式”的问题,当时的口号是“摸着

石头过河”,因此,把1978年说成是“从传统模式到现代模式的飞跃”显然也是

不符合事实的。

二、必须区分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观

  杨文论述社会主义和市场阶级的结合是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

价值因素的结合说起的。文章说,“在过去的100多年间,西方资产阶级采取

了一系列改良措施,力图矫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弊病,特别是市场经济发展

的自发性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与之相伴,出现了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

会主义、人民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等,形成了各种形式的社会福利体系。
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调整生产关系,逐步吸收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

值因素,使其经济制度还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从而还具有一定的发展

潜力,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局面还将维持下

去。”

  在这里,杨文显然把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观———科学社会主义的社

会主义观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观,混为一谈了。

  要说资本主义的所谓“改良措施”,那也不是“一百多年间”的事,它可以追

溯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我们知道,早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

就通过圈地运动强迫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产生了大量无家可归的流浪

者,然后又通过血腥立法迫使一些有劳动能力的人进工厂做工,但是,还有一

些未成年人和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以及不愿进厂劳动的流浪者,成了当时一

个严重的社会问题。1572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开始征收济贫税,1576年又设

立教养院,收容流浪者,并强迫其劳动。1601年英国颁布第一个济贫法即伊

丽莎白济贫法,授权治安法官以教区为单位管理济贫事宜:包括按人头征收济

贫税和对年老及丧失劳动力者发放济贫费;对贫穷儿童则让其在指定的人家

寄养,长到一定年龄时送去作学徒;对流浪者则将其关进监狱或送入教养院进

行劳动。产业革命后,机器排挤手工业者的过程加剧,失业和流浪者剧增,为
了稳定社会秩序,英国于1834年颁布新济贫法,由国家承担起了济贫的责任。

①
②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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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济贫法规定只在济贫院实施救济,同时规定,被救济者必须进行劳动。济贫

院的生活和劳动条件极差,被人们称为“穷人的巴士底狱”。可见,资本主义国

家的“福利制度”由来已久,其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跟社会主义毫无

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况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其目的仍然一样,把它说成

是“逐步吸收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因素”,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杨文把公平正义说成社会主义价值的核心也是完全

错误的。

  我们知道,所谓公平正义,也和平等、自由、博爱一样,是资产阶级反对封

建特权的口号,在历史上曾经是进步的。但是,这些口号等比例资产阶级的利

益,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论述“劳动力的买

和卖”时曾经进行过深刻的揭露。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批判杜林时更对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种不同的平等观作了鲜明的对比。恩格斯说,“从消

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

级的要求———起初采取宗教的形式,借助于原始基督教,以后就以资产阶级的

平等论本身为依据了。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的话柄:平等应当不仅是表

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

领域中实行。尤其是从法国资产阶级自大革命开始把国民的平等提到重要地

位以来,法国无产阶级就针锋相对地提出社会的经济的平等的要求,这种平等

成了法国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战斗口号。”他还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平等的实际

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①显然,无产阶级的平等观和资产阶级的平等观

是大相径庭的,因此抽掉具体的阶级内容抽象地讲公平正义,无疑是不正确

的。

  现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但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只能是马

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

实践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就有一个与各种形形式式的社会主

义,特别是和在中国也有相当影响的民主社会主义划清界限的问题。2007
年,国内一度出现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胡锦涛总书记于这年6月25日在中

央党校的讲话和后来在中共十七大所作的报告,强调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

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时代特色的结合,实际上已经给这场与民主社会主义思

潮的论战做了结论。

  科学社会主义和各种形形式式的社会主义的最大区别,是科学社会主义

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实行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或社会占有。马克思和恩格斯

早在《共产党宣言》里就明确向全世界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

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同时,“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7~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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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①后来,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篡改马恩的理

论,提出了通过议会选举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受到了恩格斯和

一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左派的严厉批判。如果说,在历史上科学社会主义和

民主社会主义的分歧主要是表现在手段问题上(当然也表现在目标上),那么,
在今天,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分歧除了手段仍然存在的分歧外,已
更多的表现为目标的分歧。我们知道,历史上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反对暴力革

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主张是用民主的方法,即通过议会选举来实现政权的

更替,并进而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个观点

当然是错误的,但是,我们还能从中看到他们还是有制度目标的。现在不同

了。新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并不在于制度的改变,而是要实现以自由、公
正为核心的价值目标。他们认为,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追求制度目标是

错误的,因而就更加突出了价值目标。在《社会党国际原则宣言》里的第二部

分即“原则”部分,醒目地写上了“自由、公正与团结一致”几个大字,并且写明:
“民主社会主义是实现自由、社会公正与团结一致的国际运动。”②现在杨文也

强调公平正义这个价值目标,显然这是否是受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三、正确理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杨文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局

限性,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具有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所具有

的优越性较好地结合起来,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社会的

公平,而市场经济制度又从根本上保证了经济的效率。”

  我认为杨文的这些看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人们要问,什么是基本经济制度? 什么又是市场经济制度? 看来,杨文对

于这两个问题并没有弄清楚。

  在这方面,我们看到,杨文在谈到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时说,“资本主

义以市场经济、私有制及其相关的分配方式所组成的基本经济制度为特征。”
在这里,杨文是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首要组成部分看待

的。但是,当杨文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又把市场经济从社会主义基本经

济制度中分离出来,作为与之并列的所谓“市场经济制度”。这样做在逻辑上

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其实,基本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关系特别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而市

场经济只是一种运行机制,它并不构成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更不能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6、307.
社会党国际重要文件选编[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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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基本经济制度的首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曾经在极

不相同的基本经济制度或生产方式下存在过。马克思说,“商品生产和商品流

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

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

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①马克

思还说过,“作为商品进入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

出来的,———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还是

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生产的基础上,还实在不重要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

的,———都不会改变自己作为商品的性质;作为商品,它们都要经历交换过程

和随之发生的形态变化。”②总之,商品经济是许多生产方式都具有的共同现

象,甚至杨文自己也认为它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怎么可以把它作为资本主

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是首要的组成部分呢? 这显然是说不通

的。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经济制度,宪法第6条都有非常清楚和明确的规定,其根据都是生产关系特

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这是全国人民都赞成的权威的说法,想杨文作者也

不致有不同看法。问题是,杨文把市场经济也说成是“制度”,这就值得讨论

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或基本经济制度只能有一个,而不能有两个,这应该

是一个常识。实际上,市场经济只是一个运行机制或体制,而不能看做是一个

经济制度。应该说,经济制度和运行机制或体制虽然有关,但却不是同一个层

次的概念。事实上,同一个经济制度,可以运用不同的运行机制或体制。马克

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自由人联合体”是一个建立在生产资料由全社会共

同占有基础上的经济制度,其经济的运行则是根据社会需要的比例对社会总

劳动进行有计划的发配。后来的苏联就有所不同。虽然生产资料仍然是共同

所有,但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出现了全民所有制和部分劳动群众集

体所有制两种形式。与之相适应,经济的运行机制或体制除了计划的机制以

外,实际上也有市场机制的作用———尽管其作用是受到限制的。而我国又有

所不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市场机制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甚至提出了

市场对资源配置要起基础性的作用,但是,计划机制并没有被取消,在宏观调

控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主导作用。这一点,人们从“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

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提法的演变里可以充

分地看出来。这也说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结合

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说哪一种结合就绝对好,哪一种结合就绝对不

①
②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33.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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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这要取决于具体的经济条件。当不具备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条件

时去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当然不好,但是,市场经济本身也有其固有的缺陷,
将其理想化、绝对化也是错误的。而在将来,当具备了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条

件以后,它之被完全的计划经济所取代,应该也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

  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的理解上,杨文把它和公平与效率问题联系

起来,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社会的公平,而市场经

济制度又从根本上保证了经济的效率”的观点。不过人们要问: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为什么能够“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公平呢? 而市场经济又为什么能

够“从根本上保证”经济的效率呢? 杨文对此并没有作出理论的论证,而只是

打了一个比方:“形象地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经济成为一匹被

驯服的良马,它能够被人民所驾驭,并按照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不断前进。”但
是,这样一些空洞无物的话语又怎么能够代替理论的论证,证明所谓社会主义

的价值目标能够“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公平”和“经济的效率”呢?

  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不在于民主社会主义者所说

的“价值目标”,而在于科学社会主义者所强调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共产党宣

言》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其实消灭私有制也就是

建立公有制。只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进行这一点变革,才可能消灭阶级,
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离开这一点,一切公平正义的说法都只能是靠不住

的空话。我国这些年有的地方由于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公有制大为

削弱,私有制急速发展,结果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基尼系数不断攀升,已经超过

了一些发达国家,超过了警戒线。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仅仅有公平正义作为

价值目标是不行的,关键是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
这才是公平正义的真正保障,舍此别无他途。

  至于说市场经济能够从根本上保证经济的效率,也是难以成立的。实际

上,这个说法是以计划经济效率低为背景或前提的。而无论是过去实行计划

经济的苏联,还是后来实行计划经济的中国,其经济增长速度,都远远高于那

些实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怎么能够说市场经济从根本上保证了经济

的效率呢?

  应该看到,由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它排除了社会上

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能够更好地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能够在

全国范围内集中一切资源进行重点攻关和重点建设,往往能够完成一些资本

主义国家所做不到甚至是不敢想象的事情。这样的事俯拾皆是、不胜枚举,似
乎也用不着举例说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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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世界意义问题

  杨文是专门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文章说,“完全可

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新道路(至少是一种正在

探索中的新道路)。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的重大贡献。”

  我认为,无论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成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新

道路”,还是把它说成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的重大贡献”,都是不恰当的。

  列宁在论及马克思主义时曾说,“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

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

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

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

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①

  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应该这样看。就是说,不应该把这一理论

的提出看成是脱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脱离世界社会主义实践过程的一个孤

立的发现或发明,也不应该把它仅仅看作是中国人的一个理论创造,而应该把

它看作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今应用过程中提出的一个问题,看做是前人

在实践社会主义过程中已经提出的理论在当今的一个继续发展。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论述里,是没有商品生产和

商品流通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首先遇到了这个问题,他并不想在过渡时期

就消灭商品货币关系,也不想进行直接过渡,但是,14国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卫

分子的叛乱,迫使当时的苏维埃走上了战时共产主义的道路,并且开始了否定

商品货币关系进行直接过渡。实践终于使列宁认识到这样做是错误的,于是

列宁又提出“退却”,改行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重新恢复了

商品货币关系。不过新经济政策还是过渡时期的政策,建成社会主义后是否

要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仍然是个问题。这个问题(包括实践上和理

论上)是由斯大林解决的。在实践上,斯大林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强调发展

苏维埃商业的重要性,并且严厉地批评了在“红色教授”和商业工作人员中存

在的否定商品货币关系的错误思想;而在理论上,他又在20世纪50年代初发

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里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和商

品流通的原因,论证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生产和流通中的作用以及价值规

律与社会主义基本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关系等问题。应

该说,这是斯大林的一个很大的贡献。虽然斯大林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还不彻

底,但是其先斧之功却是不能否定的。其后,毛泽东也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

① 列宁.列宁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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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进行了研究,纠正了斯大林的不彻底性。我们讲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能够脱离世界社会主义这些实践吗? 能够脱离前人在这个问题

上所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吗? 能够说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只是在今

天才探索的吗? 能够把这方面的成绩都说成“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的重大

贡献”吗?

  还应该看到,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时间还不长,在实践中许

多问题还没有解决,需要总结和反思的经验和教训还很多,根本还不是向全世

界宣传其“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候。就是在将来,真正成功了,也应该谨言慎

行,而不应该自吹自擂。因为这样做效果往往不好,甚至适得其反,引起别人

的反感,毫无积极意义可言。在这方面,毛泽东是深有体会的,他曾经一再对

这类现象进行过批评。如他说,“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以我

为核心’的错误思想”;“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

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
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

基本原则。”①就此而论,杨文不仅在宣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世界历史意义

方面不妥当,文章把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的第

三阶段和“从传统模式到现代模式的飞跃”,同样也是不妥当的。

  在这方面,刚刚闭幕的北京奥运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受到了世人的称

赞,而中国却表现出了比较低调的态度,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古谚说,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的理论宣传工作特别是对外宣

传工作应该牢牢记住这句古谚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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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velopmentofSocialismintheWorld
andChina’sSocialistMarketEconomy

———DiscussionwithProf.YangJin-hai

XiZhao-yong

  Abstract Inthispaper,IhavesomedifferentsuggestionwithYANG
Jin-hai’sviews:First,thehistoryofsocialismintheworldshouldbein
accordancewithitsobjectiveexistenceofthedevelopmentprocessand
shouldnotbebasedonsubjectivewishes.Second,wemuststrictlydistin-
guishbetweenscientificsocialism anddemocracticsocialism.Three,we
shouldcorrectlyunderstandthiscombinationofsocialismandmarketecono-
my.Four,itiswrongandharmfulthatonlyseethesocialistmarketecono-
myasthecontributionoftheChines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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