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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主义
“是在对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
出来的，
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习近平
——

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李学俊

摘要：
现代社会主义在欧洲兴起，
为

题，遂推行经济改革政策，
实施社会主义，建立
国营制度，以防止私人独占山川资源；避免富
者越富，
贫者越贫……武帝的这些经济改革措
施，一时收效宏达……中国至此，达于鼎盛时
代。”
而孙中山则直截了当指出：
“考诸历史，我
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我国人民之脑际，
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宜其进行之速，有一
日千里之势也。”
习近平主席就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在
对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
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
础。”
正是由于丰富的社会主义历史传统，所
以，当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成为必
然选择。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古代社会主义思
想与实践天然亲近，因此，互相成功融合也是
大概率的。

何又在上世纪末失败？为何苏东社会主
义国家崩溃的多米诺骨牌被阻止在中
国长城脚下？为何马克思准确地预言中
国不久将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华共和国？
为何科学社会主义一进入中国就立即
被中国人民接受，
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兴旺蓬勃？因为中国有用马克思
主义作为指导，
继承中华文明优秀传统
的中国共产党，
因为中国自古就有丰富

《经济学家周刊》主编管益忻先生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一书研讨会
上作重要发言。

的大同与小康社会主义传统。马克思、
恩格斯、
威尔·杜兰、
孙中山、
陈焕章、
胡
适等都不同程度地发现了中华古代的
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传统。
今日中国正在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复兴什么？目标很明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的时候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在新中
国成立 100 年的时候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小康正是中国古代
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与真实历史，
其经验教训
就成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
借鉴与创
新重要基础。
二十世纪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事件不是两
次世界大战，
而是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兴
起与 1989 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崩溃如多米诺
骨牌般倒下，却被阻止在中国长城脚下。
二十一世纪，
人类历史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将是中国复兴中华文明，并以现代社会主义国
家的模式艰难崛起，
并引领世界。

三、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

一、现代社会主义为何兴起在西
方，
又在上世纪末失败？
现代社会主义为何兴起在西方，
又在上世
纪末失败？
马克思主义诞生在西欧，因此，要按科学
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苏东国家就有马
克思主义苏东化的问题，
中国就有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问题。
那么，
马克思主义苏东化过程中为何最后
失败了？
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苏东国家原本就
没有社会主义基因与传统。苏联的前身是俄罗
斯，而俄罗斯是斯拉夫人在 15 世纪战胜蒙古
俄国人。
藩属国金帐汗国才发展起来的国家，文化主要
这是为什么？
来自东正教，因此没有社会主义的历史的基因
重要的原因是俄罗斯历史上原本没有社
与传统。俄国曾经整体地保持着比较原始的农
村公社，还没有发展出市场经济模式。因此， 会主义基因、思想与实践传统。苏东国家崩溃
后在迷茫混乱时刻，病急乱投医，坚信强大的
《资本论》传播到俄国的时候，俄国知识分子争
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
俄国可否不经过资本 西方开出的“休克疗法”药方将使他们成功，中
国将失败。所以，
苏东国家失败虽不是必然的，
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 。
但一定是大概率的。
十月革命后，
苏东国家主要根据马克思主
但是中国却不同，中国古代具有丰富的社
义的一些原则性设想，进行制度设计。虽然也
会主义思想理论与实践，
有与之基本对应的成
产生了不少伟大的思想与好的政策，但是，
他
熟的市场经济模式与政治模式。
所以，马克思，
们实施了完全的计划经济模式（这本身违背马
恩格斯，威尔·杜兰，孙中山，陈焕章，胡适都不
克思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时期经济模式的思
同程度的认识到了这一点。
想）和过度集中的政治制度。将马克思主义苏
经济学家周刊总编管益忻先生在《中国古
东化的过程就逐渐变成教条化，僵死化和背叛
代的社会主义》一书研讨会上作重要发言。
化的过程。最后，经济模式与政治模式没有经
受住长时间的历史考验，苏东国家对社会主义
既失去了初衷，也失去了方向，
更失去了人民， 二、社会主义为何在中国日益兴
自然也失去了自信。在与西方竞争中与其说是
盛？
被忽悠叛变，
还不如说是他们主动彻底放弃社
会主义，
改行资本主义。
鸦片战争后，西方无政府主义、宪政主义、
英国经济学家，伦敦前经济与商业政策署
社会主义等各种主义进入中国，中国为什么最
署长罗思义在俄罗斯奇遇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后选择了社会主义？
1992 年，他移居莫斯科，希望说服俄罗斯
就是因为社会主义最符合广大人民的根
政府不要采纳西方给出的方案，改学中国的改
本利益与中国古代具有社会主义基因与传统。
革。他写了一篇《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会成
中国古代有丰富的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
功，而俄罗斯和东欧会失败》的文章，观点与 （详见拙作《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
但没有社
99%西方经济学家观点相反，所以产生了很大
会主义这个词汇，而是用“大同”
“小康”
概念称
影响。文章被印发给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每一位 之。由于长期以来，缺少彻底全面的研究，所
议员，他就此与俄罗斯副总统、总统经济顾问
以，学界的共识是“社会主义西来说”
。令人意
进行过交流与公开辩论，
希望说服俄罗斯采取 外的是，
马克思恩格斯似乎早就洞悉到中国古
中国的作法。他的文章与讨论资料真实可靠， 代就有社会主义的历史传统。他们在“新莱茵”
详实充足，逻辑严密，分析透彻，语言生动，观
报上发表的国际述评（一）的最后，记述了这样
点正确（现在已经）被证明），但终究没能说服 一件真实的故事：

荩荩荩咱上接

渊一冤中国古代没有进入西方式奴隶社会
1859 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
言中论述了人类社会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
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
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规律发展的思想。
于是，不少学者认为，
中国也如此，在原始
社会解体后也进入了奴隶社会。他们被称为
“有奴派”
。也有许多学者根据中国历史资料反
对这种生搬硬套，
称为“无奴派”。
马克思本人认为，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
替的规律只适合西欧国家。
1881 年 2 月 16 日，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
奇给他写信，
希望他对当时俄国正在激烈争论
的，俄国是否可以从农村公社直接进入社会主
义问题发表意见。他复信明确地表述道：
“我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说：
‘因
此，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
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
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彻底完成了
……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同样
的运动。’
（《资本论》法文版第 315 页）可见，
这
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
国。”
可见，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指出，五种社会
形态依次更替规律只局限在西欧国家，否认世
界各国都按此发展的。他在 1882 年《共产党宣
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甚至推论，“假如俄
“最后，再谈一谈有名的德国传教士居茨 平天国运动就是社会主义运动。
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
拉夫从中国回来后宣传的一件值得注意的新
按社会主义西来说，这时候社会主义幽灵
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
奇事情。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 还在欧洲徘徊，
距十月革命也还早。但是，传教
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过剩人口，
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 士肯定说他在中国看到了社会主义。可见，社
因此，再次证明，马克思否认五种社会形
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后来，英国人来了，
用 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前确实就有。
态的依次更替是人类各国历史普遍规律。
武力达到了五口通商的目的。成千上万的英美
那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不是如马克思
今日中国历史学界的众多研究表明，古代
船只开到了中国；
这个国家很快就为不列颠和 恩格斯认为的社会主义运动呢？
中国虽然也产生了奴隶，但并没有进入西方式
美国的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
他们对此持肯定态度。他们肯定在中国，
的奴隶社会。那么，中国原始社会解体后，
进入
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 过去和现在一直有消灭私有制，重新分配社会
了什么样的社会呢？
国遭受了社会危机。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 财富的思想和运动后紧接着又说：
认真研究中国历史就会发现，
华夏在原始
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这些居民开始愤懑
“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
社会解体以后进入了类似马克思所说的以公
激怒，进行反抗，殴打和杀死清朝的官吏和和
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
有制为根本特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形
尚。这个国家据说已经接近灭亡，
甚至面临暴
于是，他们大胆地预言：中国也许不久将
态。华夏地区自三皇五帝始就具有若干社会主
力革命的威胁，
但是，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 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共和国。
义的思想，实施了若干社会主义政策（详见拙
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困和另一部分
“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
作《中国古代社会主义的政体与治道》
）。周朝
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过去和现 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
开国元勋姜太公就告诉周文王天下不是私家
在一直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当居茨拉夫先生 但是，有一点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
天下：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
离开 20 年之后回到文明人和欧洲人中间来的 最巩固的帝国 8 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
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
时候，
他听到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
于是问道： 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
失天下……能生利者，
道也。道之所在，
天下归
这是什么意思？别人解释以后，他便惊叫起来： 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
之。”
‘这么说来，我岂不是到哪儿也躲不开这个害 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
渊二冤管仲宣言院实现人民野贫富有度的共同
人的学说了吗？这正是中国许多庶民近来所宣 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
富裕冶
传的那一套啊？’
”
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他们说不定就会看
姜太公分封到齐国后，实施了无为而治的
这个故事和他们的论述说明了以下几个
见这样的字样：
市场经济政策，使齐国经济迅速繁荣。 三百
问题：
REPUBLIQUE CHINOISE
年后，
宰相管仲（前 723 年-前 645 年）上任时，
第一，当时，西方机器制造的廉价产品进
LIBERTE,EGALITE,FRATERNITE
无为而治的市场经济造成齐国严重经济危机
入中国，使中国手工业大量破产，同时，
产生了
中华共和国
和严重贫富悬殊。他分析后一针见血地指出，
贫富悬殊的两极化，于是，正爆发了旨在消灭 自由，
平等，
博爱”
。
“私者，乱天下者也。”因此他认为，解决的根
私有制，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社会主义诉求的
本措施就是“废私立公”，鲜明提出“有众废
太平天国运动。
美国学者威尔·杜兰在其全球影响重大的
私”的社会主义宣言，
其思想理论与时间和《共
第二，中国人“过去和现在一直要求完全 巨著《世界文明史》中指出，汉武帝因为实施了
产党宣言》基本一致。
消灭私有制”
。
社会主义使汉朝达到了中国的鼎盛时代：
第三，传教士居茨拉夫肯定，他看到的太
“武帝为了要解决日益严重的民生经济问
咱下转 A4 版暂

A2 版暂

守正出奇，
把供给侧结构改革推向新阶段
贾院中国到了现在必须拥抱全球化，
要更主
动地走出去，
从商品输出到劳务输出，
到技术输
出，
现在还有资本输出。其实是以西为主，
路上
海上，避免东边在太平洋方向上跟美国正面对
撞。在这边，
中国也自己循序渐进地跟欠发达沿
线国家，更多学会处理在复杂情况之下怎么样
来寻求共鸣，
那么多国家不同的法律环境，
不同
的规则，
不同的特殊情况，
我们一步一步地在已
经有的可能调动潜力基础之上把事做起来，这
就是到了特定阶段上要继续走出去。要在所谓
循序渐进的强起来的时代，形成不可逆转的全
球化和中国有作为的空间逐渐打开的过程。

管院要大家相信和平时代，发生大的战争
不可能了。为什么呢？第一条就是凡是大一点
的企业，
产业链已经全球化了。我 2014 年发表
过一篇言论，买全球卖全球。大的战争打不起
来，小的战争一定会打，美国人一定会打，
不打
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个大问题，生活方式在互
相渗透。美国人和中国人大的矛盾主要就是生
活方式和价值观，
现在已经互相渗透了。那几
年大家都喜欢过洋节，这也是大趋势，谁也挡
不住的。还有就是你说的守正出奇，咱们会守
正出奇，
美国人也会守正出奇的。市场经济一
定要有中心，所以说去中心化是不对的，中国

和美国一定是要争老大的，非争不行，一定有
个中心，
是中国还是美国？现在还不好说，
也可
能两边合作。
贾院从技术理论讲，
我们也强调一个观点，
供给侧的特点就是解决问题一定要强调定制
化，
因为供给侧的特征就是不管碰到什么结构
问题特别明显，需求则不一样，需求主要是一
个总量问题，那么多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
体
现为一个总需求。这里面结构怎么处理，它自
己回答不了，
一定靠供给侧的有效供给有一个
结构方面的合理化和支撑出来的高质量的供
给品，
使需求侧的有支配自己收入的主体眼前

一亮，
欣然出手形成交易。所以说真正的创新
一定发生在供给侧，需求侧是有新而无新。它
的新就是需求总在不断升级，希望有更高的用
户体验，但它自己说不出来，什么东西感觉能
让我有这个体验。供给侧的竞争、
合作，
不断的
使供给质量提升去满足需求的变化的要求。从
这个角度来说，
供给侧所要求的更多的一定是
实事求是。因为从全局来说是结构问题，一个
行业、一个企业、一个部门碰到的供给侧改革
一定是一个带有结构特征的定制化解决方案
的问题。具体到雄安新区，得拿全套的结构化
的开发规划，说到高新科技，必须有具体化的

结构特征非常明显的一大套安排。中关村这个
概念出来了这么多年，实际上是想打造中国的
硅谷，但是这话可能始终还说不出口，因为跟
人家硅谷的差距还是太明显了。其实是把它作
为国家战略，内在的逻辑一定是这样的。中关
村潜力活力的释放，一方面是有效市场，另外
一方面是守正出奇的有为政府。在美国硅谷已
经有的成熟经验上，我们更多的加上产业引导
基金、孵化器等等这些东西，争取加快我们走
的速度，
缩小和硅谷的距离，而不是拉大，这就
是我们希望之所在。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定制化
的力求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