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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与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其思想内核是一致的, 但在具体

提法上和怎样实现这一目标的探索方面却有所不同。系统地考察这些思想, 对我们加深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理

解,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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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和毛泽东的社

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本质相一致

“大跃进”失误后, 为了更好地统一思想认识, 总结经验教

训, 毛泽东建议各级干部联系实际学习理论, “使自己获得一个

清醒头脑, 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1]。毛泽东亲自带头

学习, 组织小组边学边议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学习中

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本质问题。经济本质, 即生产关系的本质,

它是生产关系性质的集中体现。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

认清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只有这样, 才能更深刻地认识社会

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形式。

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范畴。它直接关系

到生产资料所有制, 涉及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 突出地表现于

社会生产的目的。但是, 过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把公有制看

成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因而片面强调建立“一大二公”的所

有制, 急于过渡, 忽视发展生产力 ,特别忽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

的, 使社会主义经济受到严重挫折。这种倾向和教训,不仅在中

国, 就是在过去的苏联也是存在的。毛泽东联系这种情况, 在研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 “书中说社会主义经济不

为剥削者谋利润, 不能说是错误的。”从而提出, 社会主义经济

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

服务的经济”这一独特的论断, 突破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经济的

传统认识和表达方式, 言简意赅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

质, 这对我们端正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经营方向是有重

大意义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这一本质概

括, 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理论的创

造性的运用,也是我党宗旨的发扬和进一步体现。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都曾坚持把满足整个社会及其成员的需要,为人民谋

利益的思想, 作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以后未来社会的生产目

的。毛泽东指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集中地

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满足人民的

物质和文化需要,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 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

义经济的本质特征。

“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 在

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继承和发展的

问题, 他说: “三中全会后, 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

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

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 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已经

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 把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 把他

没有做好的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

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2]。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这

个问题的解决, 就是邓小平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例证。他

在 1977 年复出后,就一直在思考如何“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

速发展生产力, 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 使人民的文化生活、

精神面貌好一些”[ 3] ,认为这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大问

题。1978 年 12 月 13 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 根据我

国新的情况提出: “在经济政策上, 我们要允许一部份地区、一

部份企业、一部份工人农民, 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多一

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 就必然产生极大的

示范力量, 影响左邻右舍, 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

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

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4]后来,邓小平在其

著名的南巡讲话中总结他提出的共同富裕的构想时说: “共同

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 一部份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

一部份地区发展慢点, 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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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5]

从上面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 邓小平也和毛泽东一样, 是

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 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消灭

资本主义制度后未来社会的生产目的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 提

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共同富裕的观点, 不仅和毛泽

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是一致的, 而且还

有新的贡献。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将社会主义经济目的和整个社会主义本质联系起

来, 使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更具体、更落实。邓小平在 1992 年的

南巡讲话中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发展

生力,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生产

目的本来就是社会本质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样联系起来概括,

有利于人们从总体性与辩证统一上来把握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第二, 邓小平不仅提出了生产目的, 而且描述了实现目的

的途径和形式。以前只提社会主义的目标, 使不少人认为社会

主义就是要使大家富裕, 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一建立, 就要立足

于消灭阶级差别, 消灭人们的收入差别和富裕程度的差别, 从

而导致执行平均发展和平均主义分配原则。邓小平的论述使人

们清楚知道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但共同富裕目标

的实现, 不是一蹴而就的。由于经济发展条件的不平衡, 共同富

裕的实现需要有一个过程。它需要通过一部份人和地区先富起

来, 逐步带动其他人和地区富裕的渐进过程才能实现。因此, 邓

小平在讲“共同富裕”的时候, 总是讲“逐步达到”、“最终达到”。

第三, 邓小平的论述避免了人们把着眼点放在收入分配

上, 把收入分配的大体平均看成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人们

把共同富裕的着眼点放在生产发展上, 从而达到调动人们的生

产积极性, 促进生产力发展, 增加社会财富, 提高人们生活水

平。同时, 还可避免只重视公平, 不重视效率的现象, 使按劳分

配落到实处。邓小平针对我国 70 年代中的平均主义的工资制

度指出: “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

工资都是五十块钱, 表面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 但实际上是

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 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6]邓小

平在谈到我国的经济政策时,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

对不对, 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 这

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 人民不相信。”[7]

　　二、毛泽东对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

探索

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问题上, 毛泽东在《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中指出: “我们的根本任

务, 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条件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

力”。这说明了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生产能力的思想。

在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 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的思想,一直认为计划经济, 既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又是社会

主义经济形式, 也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好方法, 因此他说:

“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 在中国这个地方, 直到现在方才取

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这个条

件,我国的面貌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

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 8]。同时,他运用

唯物辩证法观点, 指出计划经济是既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

时的,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 不平衡是绝对的。暂时建立了

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 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毛泽东认

为用这个思想来指导计划工作, 才能显示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

采用计划经济形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实现为人民服务

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 ,是毛泽东的基本思想, 但关于利用商

品生产和商品流通 ,他也发表了很多谈话, 提出过很多观点, 有

些见解是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深刻的, 有些是偏颇的、过急

的, 有的甚至还是难以理解的“谜”。从建国初期到社会主义改

造基本完成以后的一段时期, 毛泽东基本上沿袭了斯大林的观

点,认为尽管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原来资本主义的范畴, 但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能发挥其积极作用, 因而需要利用它来为社

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他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到社

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我们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几

亿农民;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

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他还强调指出, 想废除商品生

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资调拨, 这样就是剥夺农民。但毛泽东没

有固守斯大林的观点, 他认为斯大林的两种所有制存在, 是社

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前提条件的论述“不完整”。商品生产的命

运,最终和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有密切关系, 即使将来过渡到了

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如果产品还很不丰富, 某些范围

内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可能存在。“大跃进”实践的教训更

使他明确主张商品经济不能取消,必须发展。

关于发展商品经济思想, 毛泽东提出过很多卓越的、超过

前人的正确观点,但他终究超脱不出时代的束缚,以致他对商

品经济的认识上又存在局限性。他试图划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界限, 但在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划清。

他始终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会产生资本主义。他虽然指出价

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 但他又认为价值法则在社会主义

生产过程中既不起决定作用也不起调节作用, 起决定调节作用

的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而价值规律则只是计划工作的

工具,不是计划工作的主要依据。这样, 计划工作的作用被无限

度地扩大, 成为我国长期存在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依

据。

随着“左倾”指导思想的发展, 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不断升

级,使毛泽东那不成熟的、含有矛盾的商品经济的理论, 并没有

重庆邮电学院学报　·　社科版　　2000年(第 1卷)第 3期 　 政治理论 　



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由于过多看到, 甚至夸大了商品经济、价值

规律的消极作用,因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提出了要限制商品生

产的思想。主要表现在 1974年 12 月 26 日发表的一段“理论指

示”上,毛泽东说:“我国现阶段在实行的商品制度, 工资制度也

不平等, 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

制。”[ 9]

综观毛泽东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 尽管有发展、有突破, 但

他始终没有完全摆脱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异己物”的传统

束缚。其根源不仅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商品经济论

述的教条理解,而且也是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及其形式缺乏深

入探究。因而,他想用商品经济来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服务的

目标就难以实现,但他提出的观点和实践上的探索对我国后来

的改革是有启迪作用的。

　　三、邓小平在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上对

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从上叙可见, 毛泽东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 也曾

想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想把生产力搞上去, 并且

在利用计划调节, 利用价值规律和发展商品经济上作了探索。

但是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 毛泽东有一个重大缺点就是忽视

发展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 但方法都是不对头的。

例如搞人民公社, 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办事事实上,

毛泽东对此问题的认识是矛盾的。由于历史条件和主观因素的

制约, 毛泽东整个思想框架的意识中心是革命, 这种革命,主要

表现为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 因而, 他习

惯于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搞政治运动的方法来开展工作, 包括经

济工作。这种方法如果运用得好, 尊重客观规律,政治与经济结

合得好, 就可恰当地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但如果运用不当,发挥

其作用过了头,甚至不按社会发展规律办事就会产生事与愿违

的负效应。

邓小平在把握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需要的问题上比毛泽

东准确。早在 1957 年 4 月 8 日在西安干部会上的讲话他就指

出: “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面对群众需要。”1975年邓小

平复出后, 提出全党全国面临的大局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1979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

的工作重心。因而,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说邓小平继承了毛

泽东关于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合理内核,继承了把我国工

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积极思想成果,继承了毛泽东提

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理想,但他却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

纲的理论迷误,把发展生产力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党的政治路线, 并把发展生产力作为

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这是个理论上的巨大飞跃。

为了尽快发展我国经济满足人民需要, 邓小平和毛泽东虽

然都强调从国情出发,并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情作

了具体分析,但邓小平却作了更深刻的阐述。1957 年至 1958

年,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一穷二白”, 从政治、人口上

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1984 年, 邓小平也

说: “中国是个大国, 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是人多, 土地面积

大,所谓小国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 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

人均不过三百美元”[ 10]。因此, 加快我国经济发展问题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就凸现出来,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

存亡。毛泽东说过,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大块地方, 资源

那么丰富, 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

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 你像个什么样子呢? 那就要从地球

上开除你的球籍! 但邓小平却进一步指出, 现在虽说我们也在

搞社会主义, 但事实上不够格。由于我们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 社会主义优越性还未充分发挥出来, 国内还有一些人不

大相信社会主义。对这些人要加强说服教育, 但最终说服不相

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

邓小平在认真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摒弃了

毛泽东发展目标中超越阶段的空想成份,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1982 年的“十二大”上,他从总结历史经

验出发,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情况结合

起来,走自己的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此后, 他围

绕这个基本结论和科学命题, 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新见解, 阐明了我们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

化,不是照搬别国模式的社会主义, 而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

主义,各项工作都要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积极思想成果, 以极大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勇气, 突破了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这一公认

的“基本原理”。早在1979年 11月, 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就

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 只有资本主义的市

场经济, 这肯定是不正确的”,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

济”[ 11]。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在这个思想指

导下,中央文件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但 1989

年的政治风波后, 理论界仍有人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与姓

“社”姓“资”问题联系起来, 对此邓小平多次严肃地指出:“资本

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

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 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

本主义,不是那回事, 两者都是手段, 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

务。他的一系列讲话, 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思想基础。这为社会主义经济持续、快

速、健康地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需要, 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动

力和保证, 从而将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思想更加

深化,并落到了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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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eri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ssence of Mao Tse-tung Thought

on Socialist Economy by Deng Xiao-ping

Abstract　T he essence of the socialist economic t heo r y put forw ard by M ao T se-tung coincides w ith Deng Xiao-ping 's t heo ry

of “common prosperity”. How ever, in r egard to concr ete w ording of and approaches t o the goal, they were somew hat differ ent. A

systematic st udy o f these thought s is o f g r ea t significance to dee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 f Deng Xiao-ping 's economic theo ry and

acceler ating the const ruction of socialist m odernizations.

Key words　M ao T se-tung ; Deng Xiao-ping ; so cialist economic natur e

(上接 17 页)

学。要根据有关法规的规定, 多渠道引资、融资,实现教育投资

的多元化, 要积极探索教育、科技和经济相结合的新形式。如与

企业、社会其他组织联合办学, 发挥高校人才、科研、知识和信

息中心的优势;建立各种科研和开发基地, 创办和孵化科技企

业, 为企业、社会提供科技、管理、信息服务; 积极支持新兴产业

的发展, 促进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其三, 高校应

当按照产业化的要求, 积极推进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要

以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创新性人才为己任, 主动适应社会经济

的发展; 要进一步精简机构、减员增效, 实行多劳多得、优劳优

酬的分配和奖励制度,以提高教育资源的运用效率和增强学校

的活力; 要积极探索高校产业化管理的模式, 调动社会各方面

的力量参与高等教育产业的建设和发展, 提高高校的人才、知

识和科技成果的产出效率; 要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 实施现

代远程教育工程, 大力开展和参与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等, 充分

发挥学校各种教育资源的效率, 力争把西部原来的沉重的人口

包袱,转化为强大的人力资源, 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持续、

快速、健康地发展。

Propel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Bring About a Rapid

and Continuous Economic Growth in Western Regions

Abstract　Education is clo sely a sso ciated with economy . A lar ge number o f high-leveled t alents ar e needed in developing the

Western Reg ions. T hey w ill function a s a founderm ent al suppo rt t o the development o f Western Reg ions. So the industr i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s an effective w ay t o develop higher education in W estern Reg ions.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industr i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W estern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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