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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

周新城

［摘 要］ 毛泽东最先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这在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中是振聋发聩的，为我国改革的认识和实践奠定了哲学基础。毛泽东认为，对苏联经验必须进行

分析，应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走自己的路。在防止资本

主义复辟问题上，尽管毛泽东的某些说法并不十分恰当，有的做法不成功且留下了许多教训，但提出这个问题

是有重大意义的，不能否定这方面探索的意义。苏东剧变证明了毛泽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思想是富有远见、具

有战略意义的，绝不能因“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予以否定。

［关键词］ 毛泽东 社会主义社会 矛盾 社会主义建设 资本主义复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怎样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一系列有关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需要中国

共产党回答。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创造性

的探索并取得了伟大成果，这些成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值得用重彩浓墨载入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史册。

一、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存在着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

会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存在不同看法的。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他们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在分析资本主义现实存在的矛

盾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然而，除了短短几十天的巴黎公社，他们在世时社

会主义还没有实践，因而不可能具体描述社会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虽然列宁根据辩证法的一般

规律预言，社会主义社会“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① 但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理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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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列宁: 《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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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长期否认矛盾的存在，把社会主义描绘成一种十全十美、完美无缺的

社会。他们认为: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两者之间已不再有矛盾; 推

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再是矛盾着的对立面的斗争，而是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面前，虽然斯大林晚年开始承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存在

着矛盾，但仍不承认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毛泽东说这是不彻底的、“羞羞答答的辩

证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形而上学观点一度处于统治地位，严重影响了人们对社会

主义社会的认识。按照这种认识，在社会主义社会，党和国家的任务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不

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一旦社会出现风吹草动，人们就惊慌失措、找

不到问题的根源，总归之于外部敌对势力所为，不能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矛盾。毛泽东既坚持马

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又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进行探

索，才在这方面得出了科学的结论。

除《论十大关系》外①，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的思想最早也许出现在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 简称《经验》) 中。1956 年 2 月，赫鲁晓夫在苏共 20 大作全

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发了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怎么看待社会主义社会成为

这场斗争的中心问题之一。同年 3 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书记处扩大会

议，专门讨论和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问题，还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并经政治局集体讨论撰写了

《经验》。《经验》指出: “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再有矛盾

存在了。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

是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中进行着的……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

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一切都还将是这样: 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

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② 正是运用这种辩证法，中国共产党科学分析斯大林的功过是非及其

错误的根源，批判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错误观点。这说明，只有

坚持这种辩证的观点才能正确看待社会主义社会，进而正确判断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问题。

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简称 《正处》) 中得到了系统

的阐述。《正处》是一部充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文献，从酝酿到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

探索的过程，不仅是毛泽东个人艰苦探索的成果，也凝结了全党的智慧。在 《正处》中，毛泽

东仔细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指出其中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

盾，并就其基本特点、总体状况以及处理方法等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辩证法

批判了苏联理论界的形而上学观点。《正处》指出: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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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 我国存在的十种关系，这些关系都是矛盾; 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

世界; 我们的任务是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并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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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

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

不同。”① 因此，毛泽东认为，应该从理论上公开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引导人们正确

认识客观存在的矛盾，在实践中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毛泽东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仍然存

在着矛盾，并且指出这种矛盾的性质与资本主义不一样，这一论点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

振聋发聩的。从这个角度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也才是符合客观

实际的。

正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不能

把社会主义绝对化。毛泽东指出: 不要迷信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如果只谈成绩而不谈

错误和缺点，那就没有反映现实的真实情况。他强调: “事情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

面，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先进的，也有落

后的。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好的东西。我们必须准备着还有坏

的东西，否则一个问题出来了，就会认为不得了了。”② 有些人往往看问题绝对化，把改革开放

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完全否定、说得一无是处，而完全肯定改革开放的实践，把改革开放的实践说

得一点问题都没有，谁要提反思改革、说改革的不足就被扣上反对改革的帽子，忘记了社会主义

社会是有矛盾的，事情都应该一分为二，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任何工作都既有成绩

也有错误。我们强调一分为二绝不是主张折中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着的双方总有一方是主导

方面，只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共产主义这个方向，成绩总是第一位的、主导的方

面，错误总是非主导的、第二位的，因为总的方向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我们应从社会主义存在矛盾出发得出结论: 彻底巩固社会主义是做不到的，必须重视社会主

义的发展方向。毛泽东在读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要 “彻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时

说: 看到“彻底巩固”这四个字很不舒服; 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关系要巩固，但不能强调过分;

一定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的时期内需要巩固它，但这种巩固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永远地巩固

下去; 认识不到这一点，反映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就僵化起来，人们的思想就不能适应新的变

化。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因而它就不可能是凝固不变的，必然是一个不断变化与改革

的社会，关键是朝什么方向变化。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社会变化的方向无非是两个: 一个是按

照社会发展规律，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 另一个是在特定的阶级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倒退到

资本主义去，像苏联东欧那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始终注意，我们是朝着共产主义这个方向

走的，忘记这一点就会走偏方向，“摇摆”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苏联东欧的教训就在于此。

发展社会主义的一切决策都要从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出发。例如，由于社会主义存在着矛

盾，所以我们才进行改革，通过改革来解决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只有从分析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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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13 页。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9 ～ 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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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矛盾出发，才能得到关于改革的重大原则问题的科学答案，才能正确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

题。改革要解决的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类矛盾不需要通过推翻现有社会制度来解决，可以通

过社会主义制度自身来解决，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既适应又不

适应的状态决定了改与不改的统一，我们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不适合生产

力发展需要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不符合经济基础需要的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以此推动

我国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改革的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把社会主义搞得更

好，而不是打着改革旗号恢复资本主义制度。阶级矛盾的存在导致不同的改革观，改革中的许多

分歧从根本上说是由不同改革观引发的。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奠定了我国改革的哲学基础，是我们进行改革的指导思

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

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我

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社会基本

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改革开放只

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① 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思想同毛泽东的观点

是一致的。

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走自己的路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开始时我们在这方面毫无经验，不得不向苏联学习。但是，毛泽东很快

觉察到，对苏联经验必须进行分析，应该区分基本经验和具体经验。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

也就是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必须坚持，这就是 《论人民民主专政》里讲的 “走

俄国人的路”，是总结建党 28 年的经验得出的结论。至于苏联的具体经验则要区分不同情况:

有的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学习、借鉴; 有的只适合苏联国情，不能简单照搬到其他国情不同的国

家去; 有的则是在苏联条件下也是错误的，必须扬弃。我们应该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探索自己的社

会主义建设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而这一探索集中体现

在《论十大关系》中。②

在酝酿写作《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把各国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的基本原则概括为 “共同规律和民族特点相结合”。他指出: “十月革命是各国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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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 《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人民日报》2013 年 12 月 5 日。

“走俄国人的路”与“走自己的路”是统一的，这是就不同层次的问题而言的。“走俄国人的路”，是就社会发展的根

本道路来说的，即必须走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绝不走英美的资本主义道路; “走自己的路”是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来说的，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结合本国国情进行探索，不能照搬外国经验。我们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用一个否定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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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的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规

律。”① 他还指出: “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正如每个

人的面目不同一样，每棵树长得也是不一样。要讲个性，不讲个性此路不通。各国革命都有具体的

民族特点，十月革命本身也带有一些民族特点，没有民族特点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但是，所有道路

都有它们的共性，条条道路通莫斯科。这就是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各国革命党人的任务是把体现

在十月革命道路中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本国革命的路线、方

针、政策。”②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坚持共同规律，即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因

而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自己的社会主义事业看作十月革命的继续。但是，不结合本国国情探索自己的

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不注意民族特点，照搬别国做法，那就是教条主义，也会导致失败。

共同规律要通过具有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来实现。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再论》对这个问题

做了一个经典性的概括: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

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在一些基

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只有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运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③ 每个民族 “基本点上相

同”，就是都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否定了这个基本点就是抛弃社会主义; “具体形式上

各不相同”，说的是共同的基本点怎么实现，需要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国情、本民族的特点进行

探索。把共同规律与民族特点结合起来，这是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必由之路，

这个论断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颠扑不破。可见，《再论》中的这个论断含义深刻，实际上并不

简单，应该成为我们探索社会主义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是按照这一原则探索的。既然社会主义建设是探索，就不可避免会出现

一些曲折。1958 年 5 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通过了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这条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反映了广

大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调动了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和创造精神，取得了伟大的成果。这条总路线及其基本点的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对中国

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 “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 “左”倾

错误泛滥开来，给经济带来一定的损失，是探索过程中的失误。1960 年冬，毛泽东开始纠正上

述“左”倾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 年 1 月召开

了有 7000 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国民

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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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冷西: 《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6 页。

吴冷西: 《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6 ～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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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正是在那时的探索中确定下来的。例如，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

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

社会主义强大国家; 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建立在

共产党领导下各党派民主协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全新政党制度; 在经济工作中统筹安排，

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

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

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争取外援等各种

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 在企业管理中，强调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实行

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和技术人员、工人、领导干部 “三结合”;

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些都是我

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在心。

毛泽东的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探索过程中，虽

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

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① 从毛泽东开始，我

们坚持走自己的路，结合中国国情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开辟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实现民族复兴之路、国家富强之路、人民幸福之路，是我们党和

人民选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 5000 多年文明史、13

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

使的教师爷。鲁迅先生说过: ‘什么是路? 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

辟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发展的康庄大道，必

须毫不动摇走下去。”②

三、要警惕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不仅探索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探索了如何巩固社会主

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列宁去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里资

本主义不可能再复辟了。斯大林就说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剥削阶级消

灭了，连矛盾也不存在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不可能再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要警惕资本主义复辟，需要

采取切实措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问题在当时和现在都显得十分重要。在探索过程中，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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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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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 年 11 月 18 日。

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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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毛泽东的某些说法和做法并不十分恰当，但提出这个问题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敌我矛盾。对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他在 《正处》中是

这样估计的: “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① 他强调: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

定要乘机捣乱，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

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

吃大亏; 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政权仍然存在被

颠覆的危险，这是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应该看到，我国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进行社

会主义建设的，资本主义世界在政治上、经济上、科技上、军事上甚至在意识形态领域都占有优

势，帝国主义时时想搞垮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他们武装进攻不能成

功，就转而推行和平演变，在苏东剧变后把和平演变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我国始终面临着

“颜色革命”的危险，国内敌对势力一直得到国外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人数虽然不多，但能量

不容小视。种种迹象表明，对敌对势力的活动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认真对待和正确处理敌我矛

盾。我们讲建立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这应该包括正确处理敌我矛盾的内容。

1957 年春夏，少数右派分子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对我们党发起猖狂进攻。他们毫不隐

晦地提出“请共产党下台”，要求各个党派通过竞选 “轮流坐庄”，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一时间

仿佛要变天了，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不得不组织反击，开展反右派斗争。事实证明，尽管反右

派斗争存在扩大化问题，存在着把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的错误，但这场斗争

是完全必要的，否则社会主义政权无法巩固。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和反右派斗争使得毛泽东认识

到: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

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

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

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

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

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

正解决。”② 事实说明，就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来说，仅仅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不够的，还

需要有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场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前途命运的严重的阶级斗

争。我们不能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谁战胜谁”

的问题就解决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已经 “一劳永逸”地解除了。

毛泽东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在中苏十年论战中深化了。在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斗争

过程中，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把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

提上了日程，就巩固社会主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观点: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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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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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应该有足够的认识、不能掉以轻心，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一思想虽然有估计过于

严重之处，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提出这个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社

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 “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必须警惕资本主义势力的活动; 第三，最

大的危险是党内出修正主义，也就是后来说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赫鲁晓夫就是一个代

表。毛泽东提出这些观点，当时并不被某些人接受甚至遭到过批评，但过了不到 40 年时间发生

了苏东剧变，血的教训证实了这一思想是正确的。不管怎么分析，有一点是无法否定的，那就是

苏东剧变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斗争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上的敌对势力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党内

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 ( 也就是现代修正主义) 配合下夺取了政权、恢复了资本主义制度。苏东

剧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根本原因是党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如果

没有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的叛卖，苏联东欧国家是不可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事

实证明，毛泽东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是有战略远见的，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预

见到 90 年代苏东局势的变化。正像王震同志说的那样: 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 50 年! ①

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且在实践中提出一系

列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措施。毛泽东提出: 全党要普遍学习马克思主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修正

主义的界限，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凡是要夺取一个政权

总是先制造舆论、做意识形态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领导人很重

要，领导人变了一切就要变，要保证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要培养千百万无

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保证我们党永远不改变颜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一再强

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十九大提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是保证我们党和国家长

治久安、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性的措施。苏东剧变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戈尔巴乔夫取消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地位，用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思维”取而代之，这导致苏联党和国

家思想、政治上的混乱，给西方国家宣传资本主义、攻击共产主义以可乘之机，最终导致苏共亡

党、苏联解体的结果。正反两个方面的事实充分证明，毛泽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措施是正确的。

毛泽东实践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集中体现在 “文化大革命”上。邓小平曾提出，要把 “文

化大革命”的做法同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出发点区分开来，这个原则我们应该坚持。

邓小平指出: “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

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② 薄一波对 “文化大革命”有一个评价: 如果实事

求是地具体分析 “文化大革命”，“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当时提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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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成: 《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文献———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 60 周年》，《中华魂》

2017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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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的这一战略思想有不少重要之处，至今仍不失深远意义，这是应该历史地加以肯定的; 同

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有重大失误之处，由此带来的许多做法则是应该

加以抛弃的”。① 这一评价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

“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是错误的，这些错误归结起来主要是三条: 一是指导思想是错误的，

错误地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要矛盾，并把这一指导思想错误地发展成为具有特定含义的 “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工作中以阶级斗争为纲; 二是对我国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

于严重，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

文化领域的各界里，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已经形成了

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三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错误的，采取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既脱离

党的组织又脱离广大群众，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各级领导干部

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给一些阴谋分子、野心家以可乘之机，造成了全面内战，这样的搞法并不

能达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

然而，这不等于说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是错误的。如同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盲目进攻大城市是错误的，但不等于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

革命也是错误的。恰恰相反，苏东剧变证明了毛泽东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是富有远见、

具有战略意义的，绝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予以否定，对这个问题应该做科学分析，

切忌“把脏水同孩子一起泼掉”。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误的教训，毛泽东理论上社会主义社

会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论断和实践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探索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并进一步探索。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根本的是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成功开辟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坚定不移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社会主义在

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撑这种精神和信仰的强大物质力量。这就要靠通过不断

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

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②

( 周新城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敬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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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 and Practice: Two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Francesco Maringio Translated by Li Kaixuan ( 19)………………………………………………………………

Sinicized Marxism has many distinctive features. It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s are also unique. One of the
major featur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its respect for history and dialogue with tradition. The great
revolutionary achievements during the Mao Zedong era not only helped China win its national liberation and independence，but
also laid foundation for its late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other unique fea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its
strong sense of mission and emphasis on practice. China's reform is a theory and practice with great power，which has not only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Marxism，but also adapted it to China's special national conditions. During the reform，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led the people in continuously resolving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and in embarking on a path of rebirth
and development. Since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a grea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and the language it uses has a strong sense of value and appeal
even in the West，socialism once again represents the desire of most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for freedom.

 Special Contribution 

Mao Zedong's Exploration of Socialism Zhou Xincheng ( 22)…………………………………………………………
Mao Zedong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put forward the idea that there are still contradictions in a socialist society and

established the theory of contradictions in sociaist society，which enlighten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and
laid a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for the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China's reform. Mao Zedong held that the experience of
the Soviet Union must be analyzed 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China should explore its own socialist construction road and follow its own path. On preventing the restoration
of capitalism，although some of Mao Zedong's statements were not very appropriate，and some of his practices were
unsuccessful and have left us with many lessons，raising this question is of great importanc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xploration in this regard cannot be denied. The drastic changes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proved that Mao Zedong's thought of preventing the restoration of capitalism is far-sighted and is of strategic
significance，which shall not be denied because of the mistak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udies on World Socialism 

Strategic Proposi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USA and Its New Trend Zhou Yaru ( 31)…………………………
The year 2019 marked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USA，which held its 31st National Congress in

Chicago. The Party，guided by Marxism，criticized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rump
came into office，and revealed the impact of the capitalist principle of“profit first doctrine”on the worl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risis. At the congress，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e Party emphasized
strengthening the unity of the working class，decided to take Marxist education as the primary goal of its party building，

established a national communist youth organization and worked out new policies to actively build a united front against the
right-wing forces and promote faster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ovement in the US.

An Analysis of the Policies and Practi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Finland
Yang Chengguo and Chen Yao ( 38)…………………………………………………………………………………

Facing profound changes at home and abroad，the Communist Party of Finland condemns the right-wing governmen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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