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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以来，作为苏联最后历史阶段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始终是中国改革道路
的一个比较对象。在很多研究者看来，中国改革的成功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恰
成对照。但在具体的论述中，所谓“成功”和“失败”又颇具歧义，其背后蕴含着对社会
主义体制改革的不同理解。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国的改革事业正面临
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毫无疑问，坚持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既定方向，
但对如何深化改革也存在不同的认识，其中包含着如何认识和总结苏联社会主义模
式失败的教训。因此，在这个时间点上讨论已经成为历史的苏联模式的最后阶段，
具有以史鉴今的特殊意义。

戈尔巴乔夫改革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课题，首先需要收集整理反映这一阶段客观
历史进程的历史资料，同时也需要借鉴俄罗斯学者及国际学术界在这一研究领域的
学术成果。关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研究是与苏联解体后的历史进程同步的，迄今已
经积累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但大多仍属于国际政治领域的观察和评述，真正具有历
史学深度的论著还不多见，即使在俄罗斯学界亦是如此。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史料
的丰富，对这一课题的历史研究正在展开，并将成为今后的学术主流。从这个意义
上说，中国学者目前的研究也正处在这样的学术演进的潮流中。作为“优秀青年学人
支持计划”之一，《探索与争鸣》组织了对复旦大学薛小荣副教授主撰的《戈尔巴乔
夫改革研究》丛书的研讨，并形成了一组专题论文。丛书作者和参与研讨的学者围
绕戈尔巴乔夫改革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体制所提供的历史教训，从不同的角度和层
次展开比较深入的讨论，表达了对这一历史课题的现实关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中国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在苏联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旨趣。

戈尔巴乔夫改革和苏联模式的兴衰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对这一历史现象的
研究需要长期的学术探索，目前的研究仅仅是个开始。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路易·波
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写的序言中说：“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
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但是要做到这
一点，就需要像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
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便将来所用。”  
如果将戈尔巴乔夫改革这样的历史现象放在历史的长时段中考察，那么今天人们的
研究就像当年马克思对刚刚过去的事变——“活的历史”的研究，特别需要凭借长期
积累的历史学养来洞察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我们当为之而努力。

——特约主持人  余伟民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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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改革历史的回顾与再思考

1991 年底，存在 69 年之久的苏联解体了。现

在回过头来从体制改革这一重要视角分析，拥有 93

年历史和 1800 万党员、已执政 74 年之久的苏联共

产党，在短短的时间内被冲垮、丧失执政党地位，

其中不少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丧失改革机遇导致苏联模式
   社会主义失败

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没有对“斯大

林模式”进行根本性改革。“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

义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

后，不断巩固与发展，二战后还推行到东欧各国。

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苏联利用高度集权的政治

经济体制，保证了经济高速发展，在第三个五年计

划结束时，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本上发展为

一个强大的工业国，为战胜法西斯德国奠定基础。

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在一定时期推动了经济发展，

但同时也积聚了很多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弊

端也在显露，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

济的发展，离科学社会主义越来越远。所以 , 这使

我们认识到，正在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必须通过改革

加以完善 , 使其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同时 , 高度集

权的体制模式的种种弊端，也必须通过改革才能克

服。这些都说明 , 只有不失时机的改革才能避免苏

联的剧变。而苏联却一次次丧失机遇，最后积重难

返，走向崩溃。

“斯大林模式”的失败，并不意味科学社会主

义的失败。由于“斯大林模式”不能与时俱进，适时

地进行根本性改革，其体制日益僵化，成为社会经

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对此，胡绳同志指出：“20 世

纪的历史经验，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灭亡，

但的确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改革。在 20 世纪大

部分时间通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模

式，随着世纪的更替，新的模式正在促成社会主义的

更生。” ①问题是苏联一次次地丧失改革机遇，问题

日积月累，最后积重难返，最终导致苏联模式社会

主义的失败。

【内容摘要】  

【关  键  词】   斯大林模式   苏联改革   体制问题   深化改革

【作        者】   陆南泉，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北京  100732）

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它对“斯大林模式”长期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苏联不断丧失

改革机遇，最终导致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苏联剧变的一个基本教训是，必须坚持不

断深化改革， 从而建立起现代化的政治和经济体系。

1987 年十月革命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莫斯科红场

①王文滋：《胡

绳晚年论社会主

义模式》，《中

共 党 史 研 究》

2004 年第 1 期。

陆南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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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中止执行“新经济政策”。1921 年初列

宁在总结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在

当年 3 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

过了由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

由于列宁于 1924 年 1 月 21 日逝世，因此他提出的

“新经济政策”实践时间很短，一些主要思想也没有

得到全党的普遍认同。到 1928 年，斯大林利用粮

食收购危机，宣布中止执行“新经济政策”，于是按

照“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建立经济体制的可

能性被排除了。也就是说，又回到了向社会主义“直

接过渡”的方式上来了。符合当时苏联社会经济状

况的“新经济政策”只执行了 8 年就被中止，意味着

苏联历史上第一次重大变革停止了。

第二次错失改革良机，是在二战后到斯大林逝

世前。这是一个极好的改革时机。战争胜利后，人

们强烈地希望能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重建国

家经济与家园，尽快地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

们意识到，要实现这种愿望就不能简单地再回到战

前的状况，必须在对战前的各种政策进行深刻反思

与认真总结的基础上，根据战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

形势，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目标与实行的政策等

进行重大调整。这必然涉及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斯

大林模式”的改革。实际上在战前最后确立的斯大

林经济体制模式，其严重弊端在其形成过程中就已

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战前，苏联的经济问题与人民

生活的困难已非常明显。战争的严重破坏，使问题

发展到极其尖锐的程度。在战争时期这些困难暂时

被掩盖起来了，但战争结束后，问题自然就会很快

凸显。

从改革的客观条件看，当时开始出现了和平发

展的机会，东欧与亚洲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不再是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另外，取得战

争胜利的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空前巩

固；苏维埃政权在战争时期产生的凝聚力尚未消失；

斯大林个人的威信因战争的胜利也空前提高。再说，

当时苏联国内也出现了要求改革的思潮，如时任联

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

沃兹涅辛斯基就提出在经济领域要充分利用商品货

币关系。如果斯大林能正确对待这个情况，利用这

些有利条件，以战争胜利为契机进行改革，那么苏

联就会出现崭新的局面。

但遗憾的是，斯大林不仅不思改革，而且继

续强化战前体制。斯大林在战后仍坚持原来的体制

并不断强化，其主要原因是斯大林把战争的胜利主

要归功于苏维埃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他在 1946 年 2

月 9 日《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

上的演说》中指出：“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

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

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

式。”①斯大林在这个演说中，还特别强调工业化与

农业集体化的重要作用。为什么在工业化与集体化

早已完成的 1946 年，斯大林要讲这么一通话，目

的十分明显：一是通过战争的胜利，证明他搞的工

业化与集体化是完全正确的，不可怀疑的；二是说

明工业化与集体化形成的经济体制模式是十分有效

的，因此也是不能改变的。从而，战后苏联排除了

对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与高度集权的政

治体制进行改革的可能性，丧失了改革时机，并且

使体制更加僵化与凝固化。另外，从斯大林思想深

处来看，战后他并没有离开战备政策。在二战尚未

结束的 1945 年 4 月，铁托率领南斯拉夫政府代表

团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在其别墅宴请代表团中的共

产党人时讲：“战争结束了，再过 15—20 年，我们

也会恢复起来，然后再打仗！”②战备经济必然要求

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化，把物力、财力和人力集中

用于军事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为了保证军

事工业的优先发展、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不可能

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与经济体制，而是相反实行强

化这种体制的政策。

第三次是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只告别斯大林

而不与“斯大林模式”告别。作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个

改革者的赫鲁晓夫，在对斯大林过度集中体制弊端

有所认识的基础上，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开始

“ 解 冻” 后，下决心在各个领域进行了改革，这对

苏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有关评论赫鲁晓夫的论著卷帙浩繁，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但笔者认为，不论是赞誉还是诋毁，有

一条是不能否认的：赫鲁晓夫顶住了巨大的压力，

勇敢地站出来揭露斯大林，破除个人迷信，成为苏

联第一个改革者，使苏联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活

跃了气氛，振奋了人心，在苏联历史上留下了不能

抹煞的深深印痕。这就是为何笔者在论述赫鲁晓夫

时期改革的意义时，首先是从他的改革对苏联历史

进程的影响这个大视角来考察的。苏联不少学者也

①《斯大林选集》

下卷，北京：人

民出版社，1979

年，第 492页。

②米洛凡 • 杰拉

斯：《同斯大林

的谈话》，赵

洵、林英译，长

春：吉林人民出

版社，1983 年，

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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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当时赫鲁晓夫的改革，是符合社会发展已经

成熟的需要的，改革在当时官僚化的苏联引起了一

场“地震”，在国内和国际关系方面都产生了“良好的

变化”。

但是，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未获成功，其原因

比较复杂，涉及的问题很多，可以从多方面去分析。

其一，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局限性。不认识这

一点，就难以对赫鲁晓夫时期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

有深刻的理解。现在人们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

反斯大林已有一个共识，即“赫鲁晓夫揭露的、批

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

义。也许，他真诚地相信，整个问题也就是这样，

只要揭露斯大林，他就解决了使社会从过去的极权

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全部问题”①。赫鲁晓夫并不

理解，揭露斯大林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

而更重要的是，对斯大林模式，必须在经济、政治、

社会精神生活等方面进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问题的认识之所以存在严

重的局限性，这与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时代的产儿、

是斯大林体制形成与发展时期的产儿有关。正如阿

尔巴托夫说的，赫鲁晓夫的“主要问题在于他本人

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斯大林主义的产物”。因此，

要靠他来“清除斯大林主义遗产方面做更多的事，

他多半是根本做不到的”。这样，“在政治上他变成

了‘在原地跑步’ ”。②因此，就产生了赫鲁晓夫这

位“非同寻常的、带有悲剧性的双重意识的矛盾

人物。他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关于揭露斯大林镇压

的报告，这是在政治上走出的出色的一步，它在很

多方面决定了斯大林去世后的过渡时期事态发展方

向。他想要同斯大林主义分手，但不是同这种制度

分手。他虽同这种制度的创造者决裂，可是他崇拜

由这位创始者所创造的世界。这种矛盾无法解决，

但他不懂得这个道理”③。

其二，与上述因素相联系，赫鲁晓夫时期的改

革，从来没有离开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大框架。他在

改革过程中，往往是一只脚向民主迈进，另一只脚

却陷入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泥潭。由于赫鲁晓

夫个人的经历，他在反斯大林过程中，也能感悟到

战后新时代将会到来，但他又无力自觉地把握住战

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深刻地转变斯大林留下的

不能再继续推进社会经济进步的体制。很明显，他

只能是个过渡性人物，而不是能改变旧体制、推进

苏联社会大步前进的代表新生力量的人物。

其三，赫鲁晓夫的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存在一

系列问题。从改革思路上讲，为了克服传统体制的

弊病，在改革开始阶段，首先应把重心放在改革经

济机制和调整经济关系上，即要调整好国家与企业

的关系，扩权让利，重视商品货币关系与经济杠杆

的作用。而苏联 1957 年的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把

中心放在调整经济管理组织形式上，只是把经济管

理的重心由中央转到地方，管理机构从条条搬到块

块，即只是在条条与块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

兜圈子。大改组的结果，只是从一种行政手段转为

另一种行政手段，即从中央的行政指令方法转向地

方的行政指令方法。改革失败导致苏联国内出现了

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这是赫鲁晓夫下台的真正原

因。

第四次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以停滞与悄

然重新斯大林化为特征。长期以来，勃列日涅夫时

期给人们的表象是稳定。一些人认为，勃列日涅夫

时期的改革是苏联历史上最为稳妥的改革。人们没

有看到，这种稳定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相当一个时

期里意味着停滞。勃列日涅夫提出“稳定”的口号，

实际上是静止不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也就

忽略了这种稳定所掩盖的在当时苏联社会正日益发

展着的种种矛盾。

勃 列 日 涅 夫 执 政 的 第 一 个 五 年 计 划 期 间

（1966—1970 年）经济情况较好，社会总产值年均

增长率为 7.4%（1961—1965 年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

6.5%）。这一时期，勃列日涅夫对改革持积极态度，

力图通过改革扭转经济下滑趋势。也是在这一时期，

勃列日涅夫站稳了脚跟。但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上

半期开始，保守、僵化与停止改革的趋势日益明显，

后来实际上取消了改革。在 1971 年的苏共二十四

大后，就不准用“改革”而改用“完善”一词。俄罗斯

学者认为这一改变是向“停滞”过渡的标志。   

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勃列

日涅夫时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不仅没有

触动政治体制，而且出现了不少倒退，这突出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恢复并逐步加强党政集中领

导体制。突出表现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进一步

发展；个人集权加强，独断专行现象严重。二是个

人崇拜盛行。个人集权、缺乏民主必然产生个人崇

拜。随着勃列日涅夫个人权力的膨胀，个人崇拜也

① 格 • 阿 • 阿 尔

巴托夫：《苏联

政治内幕：知情

者的见证》，徐

葵等译，北京：

新 华 出 版 社，

1998年，第139页。

② 格 • 阿 • 阿 尔

巴托夫：《苏联

政治内幕：知情

者的见证》，第

141 页。

③亚 • 尼 • 雅科

夫列夫：《一杯

苦酒：俄罗斯的

布尔什维主义和

改 革 运 动 》，

徐 葵 等 译， 北

京： 新 华 出 版

社，1999 年，

第202—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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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滥起来。三是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体制弊端日

益严重。四是“特权阶层”扩大化、稳定化和思想僵

化。斯大林时期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使

命是不同的，斯大林时期的“特权阶层”主要使命是

维护、巩固斯大林的体制模式；而勃列日涅夫时期，

“特权阶层”的主要使命是抵制各种实质性的改革，

维护现状，使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更加“成熟”。这

也是这个时期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因素。

政治体制倒退在各方面产生严重后果 , 除了成

为改革的主要障碍外 , 更严重的问题是悄悄地重新

斯大林化。勃列日涅夫重新斯大林主义化，主要是

通过一些行政措施对站在反斯大林主义立场上的人

施加压力，但又不采取或很少采取极端手段。

第五次是为时已晚的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根本

改革。勃列日涅夫之后，经过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

科的短暂执政，1985 年起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

书记，执政 7 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最初采取的一个

行动是，组织主要部门、研究机构与著名学者，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苏联社会经济状况进行调研并详

细分析。在此基础上，戈尔巴乔夫作出苏联必须进

行根本性改革的决定。这个调研材料，也是后来戈

尔巴乔夫撰写《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的重要素材。

戈尔巴乔夫把解决人的问题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

强调不能把人视为党和国家机器的“螺丝钉”，而是

应该使人成为主人，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从国家

与企业的关系来看，戈尔巴乔夫认为，应该从经济

的基本环节——企业着手，根本改造经济机制，目

的是解决企业内在动力，发挥其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其总目标是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但到了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改革遇到了很大阻力，阻

碍机制的作用已非常强大，1988 年之前的经济体

制改革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往往处于空转状态，

主要阻力来自政治体制。在此背景下，1988 年 6 月

召开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着手政治体制改革，

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在戈尔巴

乔夫的报告中，专门有一个题目：“始终如一地实

行根本的经济改革。”在这次会议上，他把社会主

义新形象最后归结为是一种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

义。这是第一次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

概念。到了后期，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成了政

治斗争的“人质”，最终亦以失败告终，从而加速了

苏联剧变的进程。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是苏联历史上最后一次

改革。由于以往历次改革都是局部性的，只是对传

统体制进行修补，积累了大量问题，到了这个时期

已是积重难返，主要是来自政治体制方面的阻碍越

来越大。可以说，戈尔巴乔夫力图进行根本性的改

革已十分困难了。

苏联剧变的一个基本教训：必须坚持
不断深化改革

回顾苏联历史，根本教训是：

（一）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改革

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不断地改革才能

发展，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这句话，对我们大

多数国人来说是十分熟知的，但结合斯大林模式在

苏联的实际，再考虑到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的重要

历史时期，来领悟这句话可能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社会主义必须不断进行改革，有以下两个重要

原因：

第一，社会主义至今尚在实践中，并未定形。

中国经过对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总结，明确提出中

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邓小平在谈

到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时特别强调：“我们现

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

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

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

学，在实践中探索。”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

一百年的时间。至于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

需要更长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

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这说明，中国远未建成

社会主义，而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说明，

社会主义远未定型，必须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探索，

在此过程中使社会主义日益成形、完善。在实践与

探索过程中，必然根据客观变化了的情况进行改革。

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曾说过：“所谓‘社会主义’不是

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

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的改革的社会。”小平

同志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

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

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

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②，“要发展生产力，经济

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③。不改革死路一条。改革是

革命，是一个不断进行的革命，也就是说，只有通

过不断的改革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①《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 . 北京：人

民出版社，1993年，

第258—259 页。

②《邓小平文选》

第3卷，第370页。

③《邓小平文选》

第3卷，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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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正如前文所述，不断丧失改革机遇与改

革失误导致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试验失败。这个

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不论从社会主义存在的客观条

件来讲，还是从苏联改革的实践来看，都说明社会

主义社会必须进行改革。1991 年底苏联发生剧变的

历史事实，亦明确无误地证明，不改革是死路一条。

30 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

此同时亦出现不少问题，而解决问题首先要弄清问

题产生的原因：是改革过了头，还是改革不到位；

是在总结改革经验教训基础上进行反思，还是否定

改革。其次，要在弄清产生问题原因的基础上，在

各个领域深化改革，决不能走“回头路”。苏联解体

后，1992 年 1 月 17 日，88 岁高龄的邓小平开启南

巡。这次南方之行的背景有二：一是国内改革受阻 ,

姓 “ 资 ” 姓 “ 社 ” 争论不休；二是苏共垮台，使邓小

平产生了加快改革的紧迫感。他十分清楚，苏共垮

台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弊病

太多，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历史唯物

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

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

亦应从制度中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领袖

人物的作用。

（二）在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

制改革

苏联历次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个重要

原因是，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有时还出现倒退。

如勃列日涅夫时期，不仅不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个

人崇拜深入进行下去，即进一步揭示斯大林模式的

严重弊端，而是通过各种方式悄悄地重新斯大林主

义化，其主要目的是维护斯大林模式。这样就不可

能对导致苏联剧变的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进行改

革，他没有朝着历史发展潮流而进，结果严重阻滞

了苏联的发展。总结这一历史史实，应该认真严肃

考虑以下问题：

第一，中国改革就是要“去苏联化”。人们普遍

认识到，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扬弃斯大

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应该说，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

我们在去苏联化方面已取得很大进展。

第二，要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体制的

特点。我国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在政治体制建设方

面基本上搬用了斯大林模式，这是一种高度集权的

体制。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的

种种弊端问题时指出：“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

在中国的家长制作风有其非常悠久的历史，“陈独秀、

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一九五九年‘反

右倾’以来，党和国家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

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

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不少地方和单位，

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

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从上到下，从领导

到一般群众，都赞成政治体制改革。中央高层领导

并不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他们也

有着紧迫感与危机感。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指

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

永逸的”，“今天拥有，不等于明天拥有；明天拥有，

不等于永远拥有。”应该说，已经把问题看得十分

尖锐了。

总之，在我国，不坚持不断解放思想，不冲破

传统观念，不抛弃“左”的教条，政治体制改革很难

取得实质性进展。邓小平同志说得好：“一个党，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

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

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①我认为，这句话应该永远

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理论工作者从事研究

工作的座右铭。

（三）关于改革要坚持正确方向的问题

由于苏联长期以来把斯大林确立的一些社会主

义理论视为经典，因此如果在改革过程中背离了这

些“经典”理论，都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这个

原因，决定了苏联长期坚持批“市场社会主义”，坚

持“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结构与高度集权的政治

体制，经济体制改革从来不以市场经济为取向，政

治体制改革也从不朝民主化方向发展。

中国在三十多年的改革过程中，也从来没有停

止过姓“资”姓“社”的争论。从中国改革理论的发展

来看，邓小平并没有纠缠在姓“资”姓“社”问题上。

他在 1992 年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

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

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

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

民的生活水平。”②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从邓

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来又提出科学

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发展，这些既符合马克思

主义基本理论，亦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

内容。

①《邓小平文选》

第2卷，北京：人

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43 页。

②《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

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2004年，

第1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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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要坚持正确的方向。经济体制改革的

方向应该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

过渡；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高度集权的

体制向民主制度过渡。这一改革大方向已成为人们

的共识。以上内容与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视

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

联合体”的主张是一致的，也体现了马、恩以人道

主义为核心的社会理想，在马、恩看来，共产主义

与“真正的人道主义”是画等号的。

（四）正确认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间的辩

证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勃列日涅夫执政 18 年的教训

特别值得我们吸取。不少俄罗斯学者在分析勃列日

涅夫时期出现全面停滞的原因时指出，它与一味地、

片面地维持“稳定”有关。勃列日涅夫靠稳定来维持

其领导地位，也用稳定来压制改革，从而导致社会

经济发展的停滞。这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给人们

留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教训。这个时期，苏联最紧

迫的任务是通过改革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从体制上

解决一系列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缓解矛盾，达

到社会稳定的目的。当然，改革的力度要根据当时

社会承受的能力。但同时又应该清醒认识到，任何

改革都是权利在各阶层间的一种调整，会打破原来

的平衡，从而也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社会波动，之

后达到新的平衡。如果只是求稳怕乱，不敢冒一点

风险，最后只能是问题越来越多，积重难返，走向

停滞。对此，邓小平同志就讲过：“强调稳定是对的，

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可能我们经济发

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

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

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①就当今

中国情况来说，在改革中出现的如腐败、贫富差别

拉大、垄断等问题，也只能通过改革来解决。有些

人一提政治体制改革就认为会出现社会动荡。实际

上，稳定不可能压倒一切，稳定也不应该以放弃改

革而导致社会经济停滞为代价。我们要特别警惕勃

列日涅夫时期以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乃至倒退为代价

换取社会短暂与积聚大量矛盾问题的稳定。这个惨

痛的教训值得总结与吸取。

（五）通过改革形成现代化的体制才能成为现

代化国家

苏联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要成为现代化国家

必须通过改革使制度与形成该制度的一系列体制现

代化。俄罗斯历史上搞了多次现代化的尝试，但都

遭到失败或付出太大代价，现在不得不回过头来再

做这件事。俄罗斯要立足于世界先进行列，必须通

过转型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对像俄罗斯、中国等

国家现代化的研究，必须从改革、转型这个大视角

来分析。邓小平在 1979 年强调，现代化是中国“今

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他还指出，在国家

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为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改

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

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政治民

主化与经济市场化，是使国家朝着现代化迈进的必

由之路。

苏联前车之鉴使我们认识到，我国不论经济体

制还是政治体制都有待进一步完善，改革需要进一

步深化，绝不能停顿，更不能倒退 , 正如习近平同

志指出的：“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他

执政后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

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伟大梦想就是要使

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正如他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的，中国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

像苏联、中国这样的国家，要实现国家现代化，

必须通过改革实现制度转型，集中解决以下六个相

互关联、相互影响的问题：（1）政治民主化，成

为法治国家； （2）经济市场化，经济运行机制必

须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

体制；（3）转变落后的、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

长方式，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科技进步 , 即创新

型经济；（4）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与调整不合理的

经济结构，形成现代化的经济体系；（5）转变文化、

观念与意识形态，即实现人的现代化；（6）融入

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开放型国家，处理好与发达国

家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现代化的政治与经济

体系，其制度与作为制度基础的价值观才具有国际

影响力。

①《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

第 13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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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才是成功之本

——读薛小荣研究戈尔巴乔夫改革新著的随想录

据我所知，大约五年前，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

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教授和该校历史系原主任

余伟民教授领衔，开始全面地收集、翻译、编纂关

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大型档案文献资料集，并听说

这一浩瀚工程已接近完成。除此之外，没有听说上

海还有自甘寂寞的年轻人在研究苏联历史。因此，

得知薛小荣潜心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研究，确有期待。

我原以为，就史学研究来说，2013 年人民出版社出

版的中共中央党校左凤荣教授撰著的 74 万余言的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一书，已经全面、完整、

清晰地阐明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苏联历史。在

沈志华教授主持的大型档案文献资料集问世之前，

就现有的资料和条件来说，当下的年轻人能写一本

四五十万字的研究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著作，已很难

得了。大出我意料的是，薛小荣出版的居然是厚重

的一套四本的遑遑巨著。在边读、边思考的过程中，

也产生了一些想法（读书心得）。

印象之一是，作者的研究视角新颖、独特。

我原以为这是一套史学研究著作，读过之后，

方知这是一套以戈尔巴乔夫改革为对象，结合苏联

74 年历史，综合评论苏联社会主义的著作。具体地

说，这套书是以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苏联历史为

主要对象，从政治学的视角，汇集当代社会方方面

面关于戈尔巴乔夫改革和苏联社会主义评论的综合

性著作，也即综合各方研究者以及关注者的观点，

评论苏联社会主义发展及其终结的评述性著作。能

这样来研究戈尔巴乔夫改革和苏联社会主义，我觉

得着实是年轻人放眼全球、学术视野开阔，才能做

到。阅读这套书，确是让人耳目一新。由于这套书

的这一特点，在读这套书时，逼得你集中注意力，

边读边思考。也是由于这一特点，读这套书确实比

较累。读这套书感到比较累，已足以表明这套书的

广度、深度，已超越了一般著作。

印象之二是，深感作者是一位超常勤奋，且具

有超强的驾驭资料能力和综合研究能力的年轻人。

虽然收集资料工作早就开始了，也可以凭借和

使用一些科技手段，但作者毕竟是在三年左右的时

间里，就戈尔巴乔夫改革和苏联社会主义问题，写

【内容摘要】

【关  键  词】   人的自由发展   马克思主义   苏联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改革    理想主义   现实主义  

【作        者】   叶书宗 ,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234）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通向“人的自由发展”的联合体的“第一阶段”。苏联社会主义偏离了这一方向，

因而在当代社会发展的激烈竞争中落败。戈尔巴乔夫把改革定位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这一目标定位

看似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实则既违反马克思主义关于任何民主、自由、幸福都是有“度”的这

一基本原则，更是脱离苏联社会现实矛盾的某种理想主义政治鼓吹。由此，戈尔巴乔夫改革本拥有比赫鲁

晓夫改革、柯西金改革更为有利的主客观条件，但是从着手改革到失败，直线下滑，导致苏联剧变。以发

展的眼光，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精神，是提高戈尔巴乔夫改革和苏联问题的研究水平的根本。

叶书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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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出版 200 余万字的学术专著。如此勤奋，我确

实称奇，并从心底里钦佩、羡慕。听作者介绍自己

的研究过程时，得知那几年他每天睡眠不足四五个

小时，除了吃饭及某些必须做的事情之外，其余时

间全是读书和坐在电脑前写作。这样玩命似地从事

学术研究，既令人动容，也让人怜惜。因为如果长

期这样玩命，是会“透支”的。

本书的特点，决定了全书所涉及的问题极为广

泛。因此，只有博览群书，才能收集到这么宽泛的

资料。而从烟海般的资料海洋中，分析、梳理成作

者的学术理念，更加需要作者具有超强的驾驭资料

的能力。一位年轻的学人，能有这样的献身学术事

业的精神，并已具备从事学术研究的如此能力，实

在难能可贵，学术前景真的不可限量。

不过，读完全书，细细想来，也有两点不满足。

下面谈谈我读这套书的两点不满足。

 

社会主义是通向“人的自由发展”的
第一阶段

不满足之一是，虽然并没有明确标示，但作者

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这是一条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作为全书的基本结论，并以这一断语作为贯串全书

的指导思想。我以为，与其以这一断语作为全书的

基本结论和指导思想，不如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

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提出的，共产

党人的奋斗目标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

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作为全书的基本结论

和撰写指导思想，更为科学，更具学术蕴含。因为

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的这一表述，才

是迄今为止对人类社会最终归宿的科学而准确的表

述，是共产党人奋斗的最终目标。苏联社会主义经

过 74 年的实践，不仅没有战胜资本主义，反而落败。

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当然有多种因素，而其根本原

因，恰恰在于偏离了社会主义社会是走向“ 人的自

由发展” 的第一阶段，忽略了“人的自由发展” 是社

会主义社会的中心，模糊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宣

言》中所指明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

1847 年，马克思、恩格斯接受正义者同盟的

邀请，参加并协助改组该同盟时，提议把该同盟的

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之所以改 “ 正义者同

盟” 为 “共产主义者同盟”，正如 1847 年 6 月共产主

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告信所说：“然而我们

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并不在于我们希望得到一般的正

义，——关于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主张的；

而是在于我们攻击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私有制。”对

于同盟来说，只有一个名称是适合的，“这个名称

表达出我们真正是些什么人” ①。马克思、恩格斯受

同盟委托，为同盟起草的纲领《共产党宣言》，把

共产党人追求的理想社会，并且动员世界无产阶级

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归结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

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

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

发展的条件” ②。《宣言》所指的“人”，当然是单体

的“人”，即普适的、一般意义上的“人”。“人的自由

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义，是共产主义的核心。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所以，“人的自

由发展”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追求，

是社会主义的中心。

自《宣言》发表以来，有些人一听到“人的自

由发展”，马上就想入非非，以为就是人人可以为

所欲为。这实在是极其庸俗的理解。这里，对“人

的自由发展”的含义，有必要作辨析，因为这牵涉

到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核心问题。

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来理解，其一，“人

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自近代以来以人

为本的思想和观念的升华，是人本主义的完美收官。

从古至今，社会都是由人构成的，人是社会的

主体。人创造社会，推进社会不停地向前发展，并

随着社会的发展，构建相应的政治、经济形态。人

之所以不停地创造这一切，从根本上说，并非为自

织罗网，作茧自缚，而是为自身的生存创造更为有

1967 年，十月革命胜利 50 周年红场纪念活动

①转引自海因里

希·格姆科夫等：

《恩格斯传》，

易廷镇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75

年， 第 121 页。

②《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5 年， 第

2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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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更加自由发展的条件，并不断开拓新的发展空

间。可是，几千年的文明社会发展史的现实却是，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自身反而失去了自由。14—15

世纪，西欧掀起了确立人的社会中心地位，崇尚人

的自身价值的人本主义运动。人本主义者大声疾呼：

改变现实政治生活中道德合理性与国家政治权力合

法性的错位，建立新的理性王国，实现人的自由、

平等。但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现实的

“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共和国。雇佣工人阶

级虽然从人身上获得了自由，却被剥夺得除了自身

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对于广大劳动大众来说，

“自由” 仍然是难以企及的奢望。因此，人本主义者

的 “ 人 ” ， 并不是普适性的人，而是有一个新的、

狭窄的范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建立“ 每个人的

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这

一目标，打破了人本主义者设定的范围，具有了作

为人的普适性，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

其二，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是消

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从而根本改变国家的性质

和职能，使现代国家改换其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性质

和职能。

当地球上最初出现人类社会的时候，人在社会

里本来是自由的。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才失去

了自由。所以，人是从原始的自由发展到不自由的。

而人从原始的自由发展到不自由的最基本因素，或

者叫做最基本的条件、最根本的原因，是私有制和

阶级的产生。因为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原始

氏族社会的原始权威、原始公共权力，就演化成以

暴力为支撑的国家，来维持一定的秩序。所以，马

克思、恩格斯认定，当国家这一既是阶级压迫的暴

力机器，又是强制性的公共行政权威，转变成无需

暴力支撑的“联合体”的时候，制约人的不自由的最

基本的因素，当然也随之消失。那时，人也会自然

地从不自由进入真正的自由境界了。因此，人要从

不自由进入真正的自由，第一步，或者叫做最基本、

最根本的一步，就是消灭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并

由此，使国家政权的性质和职能，也随之自然地、

慢慢地、逐渐地改变，直至发生根本性的质变。

其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由”是社会秩

序和人的思想观念的辩证统一。因此，人要实现自

由发展，即使在消灭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之后，

仍很漫长，只能更为耐心、细致地工作，这将是包

括观念在内的人自身的自我改造；也即随着客观世

界的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的自我改造。

就 “ 人 ” 来说，一方面是作为个人的人；另一

方面又是作为一切人的人，即社会的人。原始氏族

社会时期，限于生存、认识、活动等各方面客观条

件，人的原始自由观也就与原始氏族社会的秩序自

然地相应。所谓 “ 人之初，性本善” ， 是说原始人

的思想观念纯朴到与本真自然地重合。这样，在原

始氏族社会的氏族群里，“一切”原始人的自由发展，

事实上就自然地存在着以每个原始人的自由发展为

条件。《宣言》发表时的 19 世纪中期，虽然比不

上当今社会的发展，但是世界市场已经形成，人类

社会已经步入全球整体化发展的新台阶。单个的人，

不管是否意识到，实际上也随之扩大为世界的人了，

即“一切人”的人了。当能够使每个人都可能自由发

展的时候，“ 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不就也自然地可能

了吗！因此，在共产党人追求的未来的联合体里，

“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自然地会以“每个人的自由发

展”为条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自然地会以“一

切人的自由发展”为依托。

“自由 ” 既有社会立法层面的意义，更是一种

观念。当不妨碍他人的自由发展逐渐演变成全社会

每个人的本能的时候，那么每个人也能够自由发展

了，也即到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

发展的条件”的境界了。因此，当今的人，追究 “ 每

个人的自由发展 ” 与 “ 一 切人的自由发展 ” 究竟孰

先孰后，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被几千年私有观念浸

透了的人，是无法想象，也难以相信，怎样才能使

不妨碍他人的自由成为每个人拥有自由的本能。毫

不奇怪，为什么当今的一些人，也几乎是本能地把

“ 人的自由发展”理解成自由占有，或者可以“ 自 由地 ”

为所欲为。

其四，如同“自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样，“每

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境

界，也是相对的。由于这种境界只能是不断积累、

逐步递进、渐次完备的漫长过程，所以，作为共产

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就要不

忘初心，并且始终从小处入手，在方方面面有意识

地、点点滴滴地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

自由发展的条件”构筑适宜的环境。这是社会主义

国家的职能之一。因为在“过渡时期”里，也不管“过

渡时期”多么漫长，都不可能想象：将来的某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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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觉醒来，仿佛一切全都脱胎换骨，倏然就进入了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

联合体。

可见，“人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义，

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

囿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马克思、恩格斯还

认为，如果不是全世界，至少也会是世界上的主要

国家，将同时到达社会主义。所以，具体到社会主

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都只有原则性的提示。

恩格斯说：“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

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

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

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

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 18

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

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①可是，通过资产

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被启蒙学者们作为 “ 永 恒 真

理 ” “ 永 恒正义”的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

不过是被理想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和现代资本主义

社会。所以，恩格斯说：“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

行，就不能说是永恒真理。”②马克思则从社会发展

阶段上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

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③马

克思虽然没有明确，但实际上是称社会主义社会为

“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 的社

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④，也即“人”从“不

自由”通向“自由发展”的第一阶段。从资本主义社会

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为什么必须有“过渡时期”，

共产主义为什么必然要有“第一阶段”呢 ? 原因之一

是“人的自由发展”需要以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

为物质基础。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建设作

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大

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恩

格斯晚年对社会主义社会，还有一个终极性的感悟。

恩格斯说：“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

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

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⑤

过渡性和变革性，是马克思、恩格斯赋予社会

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提高

人民的生活水平，是马克思、恩格斯赋予社会主义

社会的基本任务。

因此，社会主义之所以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

主义之所以必然胜利，从社会制度层面说，因为社

会主义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发展”目标

追求之上的。甚至可以这样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人”

从不可能“自由发展”过渡到“自由发展”的奠基社会。

苏联社会主义的大大小小弊端可以列出一串，苏联

社会主义的失败也有诸多因素，从社会制度层面上

说，就是因为它没有专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背离了“人的自由发展”，从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社

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终极目标。

20 世纪现实的社会主义不是如马克思、恩格

斯预料的那样“同时胜利”，而是在苏联一国首先建

立。如同苏联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是社会主

义的共同模式一样，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也绝对不

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

中国走上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

路后，邓小平反思中国 30 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

多次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 ?
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邓

小平还更明确地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

完全正确的，但是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

主义，还在摸索之中。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就是

要发展社会生产力。”⑥邓小平后来还多次讲：“不

完全懂社会主义。”邓小平说“认识社会主义不是完

全清醒”， “不完全懂得社会主义”，是说不完全懂

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对作为通向 “ 人的自由

发展”的 “ 第 一阶段 ” 的 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是完

全清醒”。

戈尔巴乔夫的理想主义断送了
苏联社会主义

不满足之二是，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最终导致苏

联剧变的主要原因，全书没有明确的意见，是我读

这套书的一大遗憾。

既然全书是以戈尔巴乔夫改革为基本研究对

象，纵览苏联 74 年历史，评论苏联社会主义，那么，

无论如何，似应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苏联历史

之所以定格在 74 年的主要原因，给出明朗的评判，

使这套著作成一家之言。当然，对戈尔巴乔夫改革

失败的主要原因，学术界有着各不相同的意见和看

法，再过多少年恐怕也难有基本一致的看法。但是，

①《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 3 卷，

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5 年， 第

719 页。

②《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 3 卷，

第 448 页。

③《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 3 卷，

第 314 页。

④《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 3 卷，

第 305 页。

⑤《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37卷，

北京：人民出版

社，1971 年， 第

443 页。

⑥《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

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2004 年，

第 986、11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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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观点的不同并不与著书立言相矛盾。恰恰相反，

著书立言既是作者学术思想的宣示，又是推进学术

繁荣的途径之一。对青年学人来说，这点恐怕尤其

需要。

关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导致苏联雪崩似

地剧变，我以为主要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的理想主义；

甚至可以这样说：戈尔巴乔夫的理想主义断送了苏

联社会主义。

1985 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作为苏共中央总

书记、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心骨，面对苏联错综

复杂而又深刻的社会矛盾，迈出改革的步子，当然

要以远大的理想来支撑。但是，具体部署、操纵改

革，不仅必须把握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现实矛盾的

主、次，分清轻、重、缓、急，脚踏实地地处置；

更需要有政治家的处理社会政治问题的艺术手法和

匠心。也就是说，具体部署、操纵改革，必须持现

实主义态度；只有把远大理想与现实辩证地结合起

来，社会主义改革才有成功的可能。

不仅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如此，成功的社会

主义革命、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无不如此。列

宁创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是把共产主

义的远大理想与解决革命实际问题的现实需要辩证

地结合起来，现实主义地调整方针政策，现实主义

地果断处置，才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请看，列宁是怎样领导俄国革命取得胜利的！

列宁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熟读马克思的各

种重要著作，通晓马克思主义。列宁走上领导俄国

革命道路之后，针对俄国国情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成立后的实际状况，在怎样建党和建立什么样的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问题上，极其现实地提出：建立

高度集中、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职业革命家组

织”。列宁半是嘲笑、半是规劝那些主张实行广泛

民主制的理想主义者们，说：“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

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

民主制’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说它是一

种毫无意思的儿戏，是因为实际上任何一个革命组

织从来也没有实行过什么广泛民主制，……说它是

一种有害的儿戏，是因为贯彻‘广泛民主原则’的尝试，

只会便于警察进行广泛的破坏。”①列宁的名言是：

“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

来！”②由于列宁这一全新的建党思想和原则，才

使俄国布尔什维克成为书写俄国新历史的新型无

产阶级革命政党。

1917 年 10 月，俄国能够建立起苏维埃国家，

也是列宁果断采取革命现实主义的方针和政策的结

果。俄国二月革命和临时政府成立后，列宁和布尔

什维克如果不是针对当时的形势，极其现实地打出

“和平、土地、面包、自由”的口号，哪里会有十月

革命 ? 又如，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由于布尔什维克

尚没有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而广大农民却眼巴巴

地看着布尔什维克如何处置土地问题，以决定自己

的取舍。在这个关乎苏维埃政权能否站住脚跟的当

口，1917 年 10 月 26 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

大会上，列宁当机立断，使大会通过了《土地法令》，

使农民转变态度，争取到农民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的支持。有人指出，这个法令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东

西。对此，列宁回答得干脆、现实：“就让它这样吧。

谁拟订的不都一样吗 ?” ③再如，1921 年春，苏维埃

俄国之所以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变到新经济政策，正

如《新经济政策的俄国》一书的作者郑异凡研究员

所说：“经济破坏，广大农民、工人和士兵对军事

共产主义政策的不满以至武装反抗，迫使布尔什维

克党开始考虑修改政策，以缓和社会矛盾，摆脱危

机，维持政权。” ④之所以必须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变

到新经济政策，原因极其简单、现实：就是为苏维

埃俄国寻找出路。

列宁创建布尔什维克党，胜利领导十月革命，

建立和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称作

是贯彻革命现实主义的典范。即使是马克思、恩格

斯从事共产主义的伟大理论创造，也是现实主义的。

拿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文献《宣言》来说，当

戈尔巴乔夫在妻子赖莎的葬礼上

①《列宁选集》

第 1 卷，北京：

人 民 出 版 社，

1995年，第418页。

②《列宁选集》

第1卷，第406页。

③《列宁全集》

第 33 卷，北京：

人 民 出 版 社，

1985年，第20页。

④ 郑异凡：《新

经 济 政 策 的 俄

国》，北京：人

民出版社，2013

年，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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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要明确宣示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但是《宣言》

是从深刻、透彻地解剖现实资本主义开始，进而阐

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随之原则性地规划无产阶

级在完成阶级使命过程中的基本方针及策略，才自

然地浮现出无产阶级奋斗的理想目标。所以，共产

主义在 1848 年诞生的时候，还是在欧洲游荡的“一

个幽灵”。仅仅过了 42 年，到 1890 年的时候，共产

主义就能吸引全世界的无产者，“全世界的无产者

现在真正联合起来了”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

能如此迅速发展壮大，就是因为《宣言》不仅是共

产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也是革命现实主义的典范文

献。《宣言》发表以后，马克思、恩格斯为指导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即使在一系列极其重要的

著作中，再也不去论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

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而是紧随时代的

脚步，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各种现实问

题，既指导实际运动，又充实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

论大厦。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创建共产主义理论的

一生，就是践行革命现实主义的一生。

因此，只有现实主义；不，应当说是只有无产

阶级现实主义，才是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之本。

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背离了现

实主义，沉湎于理想主义。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

理想主义，断送了苏联社会主义。

1985 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虽然苏联社会各

种矛盾错综复杂，已是危机四伏，但是，苏联作为

社会主义国家，毕竟已经 68 年了。在这 68 年的历

史时段里，原来老迈孱弱的沙皇俄国，已成为世界

上顶级的社会主义大国、强国。社会主义苏联不仅

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

献，并已跃进为能与美国抗衡的世界两霸之一。苏

联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社会现实，尽管积郁着越来越

多的不满和抱怨，但是对社会发展的主流和苏联发

展变化的历史事实，仍然有着自豪感。因此，戈尔

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时，苏联共产党的执政

地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人民心目中的拥戴度，

以及各族人民对联盟国家的认同感（波罗的海沿岸

三国和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因为情况特殊，另当别

论），都没有到根本性动摇的地步。这是当时苏联

社会的事实。

再说，戈尔巴乔夫改革，还拥有比赫鲁晓夫改

革和柯西金改革更为有利的主、客观条件。

赫鲁晓夫发起改革的最大艰难和风险，是因为

他充当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第一个吃螃蟹者”。赫鲁

晓夫在苏联社会主义的故乡，发起对苏联社会主义

体制的第一次冲击，并最先挺身撼动斯大林的偶像

地位。为此，他不仅要承受来自苏共党内、苏联国

内的巨大压力 ，还要承受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

面雷霆万钧般的压力。柯西金改革是在赫鲁晓夫改

革的基础上前进一步。这样，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

改革就不必承受赫鲁晓夫冲击苏联社会主义体制，

挑战斯大林偶像地位的压力。作为苏共中央主席团

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虽然是勃列日

涅夫当政初期苏联政坛的三驾马车之一，可是，没

有勃列日涅夫的点头，他的观念、主张是不可能转

变为可以具体操作的改革政策的。也就是说，柯西

金虽然是改革的总设计师和主持者，但是改革的生

杀大权，是由勃列日涅夫一手操控的。因此，毫不

奇怪，1968 年“布拉格之春”凋零之后，因为勃列日

涅夫对改革的态度从基本上认同转变为根本上反

对，柯西金改革也被施以“勃列日涅夫式的安乐死”，

不了了之。

虽然，赫鲁晓夫改革和柯西金改革，都是以半

途而废和失败而告终。但是，无论是赫鲁晓夫改革

或者柯西金改革，都曾经取得显著的阶段性成果，

多少推动了苏联国家和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进步，

这也是历史事实。可是，拥有比前两者改革更为有

利的主、客观条件的戈尔巴乔夫改革，从开始到终

结，前后七年，对巩固苏共一党执政、坚持苏联社1964 年莫斯科红场五一游行的群众

①《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 1 卷，

第 2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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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制度、维护联盟国家而言，几乎是直线式地

下滑；直至最后两年，几乎是雪崩。对于改革的这

种结局，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颇有点儿痛定思

痛地认为是“没有掌握好分寸”。戈尔巴乔夫说：“由

此可见，我们所遇到的问题，除了因改革、民主化、

经济和政治变革而引发出来的是全新的外，毕竟我

的主要教训仍然是旧有的，它像世界一样古老。那

就是——必须掌握好分寸。……在脑子里反复回味

着 80 年代后半期和 90 年代初我国所发生的一系列

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

是：几乎我们所有的挫折、错误和损失恰恰都和我

们偏离了合理分寸相联系。”①戈尔巴乔夫改革确实

没有把握好“分寸”；但是，改革失败，急速导致苏

联剧变，岂止仅仅是没有把握好“分寸”。他可能至

死都不明白：断送苏联的是他自己的理想主义。

为什么这样说 ? 因为理想主义者的悲哀是：既

颠倒了现实与未来的位置，陷入“头足倒立”的泥潭，

又幼稚地幻想一步登天，难逃被摔落尘埃的命运。

戈尔巴乔夫理想主义的表现之一是，置苏联人

民长期以来对改善贫困物质生活状况的殷切期望于

不顾，推出“加速发展战略”，使苏联人民对戈尔巴

乔夫改革从充满期望很快变成失望。

1986 年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提

出，实施“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方针”。“加速

发展战略”仍然把机器制造业看成是国民经济的基

础，要求加速发展机器制造业。因此，所谓“加速

发展战略”，说白了还是推行斯大林那套优先发展

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国家工业化方针，力图扭转苏

联经济发展的颓势，再树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霸气。

可是，戈尔巴乔夫当政之后，苏联社会亟待解

决的，苏联人民翘首以待的是提升经济，改善民生。

“加速发展战略”脱离了苏联人民的现实需要，根本

得不到苏联人民的支持，难以推行。

“加速发展战略”碰壁后，1987 年 6 月，戈尔巴

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了经济改革的方针。经

济改革的总构想是强化管理体制，引入某种市场激

励机制。这种经济体制改革思路，总的来说，是从

赫鲁晓夫改革到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一脉沿袭

下来的。可是，应当看到，赫鲁晓夫的经济体制改

革（特别是农业生产体制改革），以及柯西金的新

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已经挤兑完苏联经济体制所

能释放的历史能量。戈尔巴乔夫再走这条路，实际

上已是干瘪的、没有生机的断头路。经济体制改革

搞了两年，国民经济没有起色，生活必需品短缺却

愈加严重，人民怨声载道。

戈尔巴乔夫理想主义表现之二是，当经济体制

改革受阻，推行不下去时，主观主义地把政治体制

改革当做经济体制改革的助推剂，轻率地调头，转

向政治体制改革。

1988 年 6 月底、7 月初，苏共举行第 19 次代

表会议，表明戈尔巴乔夫从经济体制改革转向政治

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推行不下去，戈尔巴乔夫

认为是由于人都丧失了作为社会主体的意义。政治

体制改革是要恢复人作为社会主体的意义。戈尔巴

乔夫说：“改革的核心是让人作为主角回到政治进

程中去，回到经济中去，回到社会精神发展中去，

把业已开始的为克服使人失去生产资料、失去权力、

失去文化的变革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②

戈尔巴乔夫把“恢复人作为社会主体”，作为政

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从理论层面来看也不正确；就

苏联社会当时的实际状况来看，更是错误。

就改革事业来说，经济体制改革必然会触动政

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当然有区别，但是两

者之间又息息相关。因此，从苏联历史的实际来看，

改革都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当经济体制改革触动

到政治体制时，选择具体的切入口，必须考虑社会

现实的紧迫性，社会的承受度，以及尽可能做到与

经济体制改革“无缝对接”。可是，戈尔巴乔夫转向

政治体制改革选择什么问题呢 ? 他认为，只要“恢

复苏维埃的职能”，就能够“恢复人作为社会主体”。

他说：“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恢复苏维埃的职能”；

“恢复列宁时代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原则”；“把权

力从共产党的手中转到苏维埃的手中”③。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确是列宁提出的。不过，

列宁提出这个口号的时间是 1917 年 4 月；是争取

和平结束俄国在二月革命后出现的“两个政权并存”

这种奇特的政局，而提出的策略性口号。且不说这

个口号在布尔什维克转向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后就

已收回；更应注意到，在苏联的历史上，包括列宁

在世时期在内，苏维埃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实际上从来都是无足轻重的。戈尔巴乔夫把政治体

制改革集中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实际作用就是

瓦解苏联共产党的一党执政地位。

①米·谢·戈尔巴

乔 夫：《 戈 尔

巴乔夫回忆录》

（全译本）下册，

述 弢 等 译， 北

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03

年， 第 1428—

1429 页。

②米·谢·戈尔巴

乔夫：《戈尔巴

乔夫回忆录》（全

译本）上册，第

477 页。

③ 转 引 自 左 凤

荣：《戈尔巴乔

夫改革时期》，

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3 年，

第 2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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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理想主义表现之三是，离开 20 世

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实际，无视苏联社会的现实

状况，不切实际地提出民主化、公开性。

戈尔巴乔夫认为，“民主化，再民主化，它正

是改革的意义之所在，也是解决已出现的种种尖锐

矛盾和问题最有效的手段。管理的行政命令方式正

在阻碍我们前进。惰性和消极被动状况的保护伞依

然存在”① 。戈尔巴乔夫的话是动听的，但是就苏联

社会现实来说，是“毫无意思的有害儿戏”。戈尔巴

乔夫提出“民主化”“公开性”的口号，对于业已出现

混乱局势的苏联社会而言，简直是火上浇油。因为

在当时的苏联，提出“民主化”“公开性”的口号，只

能加剧人民和全社会的思想混乱，并造成各级组织

瘫痪，使局势越发不可收拾。

“民主”从来都是一种社会公众秩序。即使人类

社会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国家还没有出现时，氏

族群、部落盛行的也是原始民主制。原始民主制虽

然不是以暴力为支撑，但是绝不是没有敬畏、没有

约束、没有“度”。所以，原始民主制本身就是一

种公众秩序，是一种“原始民主秩序”。即使将来，

很长、很长时间以后的将来，阶级消亡了，国家也

随之消亡了，人类社会进入“联合体”的境界。即

使到那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也是说，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也就是说，从社会秩序层面来看，在联合体里，“每

个人的自由发展” 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互为条

件的。“互为条件”是什么 ? 互为条件也就是某种

约束，某种“度”，某种公众秩序；绝不是无边无沿，

任意泛滥的什么“化”。至于“公开”也与民主一样，

是有边界的。而且，现代民主制的内涵之一，是

从国家立法层面保护隐私权。即使作为单个的“人”

尚且拥有隐私权，何况国家！不错，一个具体的、

特定的社会，应当有越来越高的透明度。但是，

到任何时候，任何社会的透明度，都是有限度的。

可以断言：迄今为止，不管任何国体、政体，从

来也没有过彻底的“民主化”“公开性”。因此，即使

从理论层面上说，公然号召“民主化”“公开性”也

是错误的。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化”“公开性”的

口号，至少是低级的哗众取宠，是“毫无意思而且

有害的儿戏”，就像列宁批判的布尔什维克建党

初期那些要求在党内实行“广泛民主制”的糊涂虫

一样。

总之，如果是在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理想主义会毁掉革命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理想主义就会断送社会主义事业。对于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理想主义的可怕更在

于它鼓动的目标，听起来似乎是真理。戈尔巴乔夫

把苏联改革的目标定位为“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一

切为了人的幸福”；使苏联社会实现“民主化”“公

开性”。这些，看似不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

可是，这些“真理”对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巩固

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坚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维护联盟国家来说，实际上是灾难。

列宁说：“共产党人要竭尽全力来指导工人运

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沿着最直最快的道路走向苏维

埃政权在全世界的胜利，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这是

无可争辩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

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

误。”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目标和定位，对于亟需改

善日用生活必需品供应状况的苏联社会来说，岂止

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实际上是颠倒现实

与未来的某种理想主义的政治鼓动，焉能不断送

苏联！

回到本文的主题，我认为研究戈尔巴乔夫改革，

研究苏联社会主义，除了尽可能多地占有历史资料

之外，当然要参阅各方面的相关著作，引用世界各

方的相关评论。但是，研究这个重要问题，最基本

的、最需要的，还在于认真地、不断地阅读马克思

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众多著作，细

心领会、融会贯通其精神实质，指导研究工作，将

其融化在研究成果中。这是提高这方面研究水平，

提升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① 米·谢·戈尔巴

乔夫：《戈尔巴

乔夫回忆录》（全

译本）上册，第

418 页。

②《列宁选集》

第 4 卷，北京：

人 民 出 版 社，

1995年，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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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如何寻求共识

薛小荣主撰的多卷本《戈尔巴乔夫改革研究》，

从“上层”、“下层”、内部、外部多个侧面对戈尔巴

乔夫改革进行了主题式考察，为进一步深入讨论这

一历史课题提供了开阔的研究视角和大量的研究资

料。作者尤其关注苏联的政治体制及其改革的教训，

并在“导语”和“结语”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此书的

主旨是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中吸取历史教训，

在具体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对改革必要性的关

注。其中，苏联政治体制（特别是苏共领导体制）

的结构性问题正是改革的对象。正是由于体制的结

构性弊端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改革，终于酿成了

“来自上面的革命”和“来自内部的革命”。这是一

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视角，需要继续深入探讨。当然，

从这一角度展开的讨论有相当的难度，因为政治体

制改革一直是敏感的领域，它涉及基本的政治立场，

即使在学术性的历史研究中也往往缺乏共识。

就戈尔巴乔夫改革研究而言，目前在中国学术

界比较容易形成共识的是关于苏联经济体制的弊端

及其改革失败的观点。所谓戈尔巴乔夫改革在经济

领域的失败恰恰是他未能走出苏联模式的旧体制。

其次，从苏联国家体制角度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也

能形成一定的共识。苏联式民族本位的加盟共和国

联盟体制为民族分离主义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中国

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虽然学习了苏联的民族区域治

理形式，但没有照搬苏联那样的联盟体制，坚持了

大一统的国家体制，从而避免了民族分离主义获得

合法性。因此，批判苏联的国家体制弊端也正是肯

定中国特色的国家体制。最难以形成共识的是关于

苏联政治体制的评价，因为它既是苏联模式社会主

义体制的历史起点和基础结构，又是 20 世纪现实

社会主义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符号。正是在这个关

涉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认识领域，大致上表现出三

【内容摘要】  

【关  键  词】   戈尔巴乔夫改革   经济体制   政治体制   改革共识

【作        者】   余伟民，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副院长、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24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苏联解体过程的档案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14ZDB062）

 

————简论戈尔巴乔夫改革研究的三种立场

就戈尔巴乔夫改革研究而言，目前在中国学术界比较容易形成共识的是关于苏联经济体制的

弊端及其改革失败的观点，从苏联国家体制角度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也能形成一定的共识。

最难以形成共识的是关于苏联政治体制的评价，正是在这个关涉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认识领

域，大致上表现出三种不同的立场。三种立场有对立，也有重合。分歧在于：对作为改革对

象的旧体制的定位；对改革方向和路径的选择。如何解决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协调转型，

是否能在新旧体制的整体转换中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保持社会发展的连续性，避免改革进

程中出现剧烈震荡和断裂性跃迁，这是目前需要寻求共识的主要问题。

余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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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的立场。

其一，认为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体现了社会主

义制度的本质，它的错误主要在体制的运行层面。

因此，对苏联模式的批判不能深入到制度的本质层

面，对体制的改革是为了“完善”体制，而非革命性

的变革。戈尔巴乔夫改革之所以被称为失败的改革，

就是因为其动摇了“党政合一”为特征的政治体制，

使苏共丧失了政权。所谓“亡党亡国”论即是从这一

立场出发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否定。

其二，认为苏联模式是一个包含着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诸层面的制度结构，各层面的体制改革

互相联系，不能分离。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必要性

来自苏联模式的弊端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包括政治体制的苏联模式整体上是改革的对象。改

革的目标是从整体上扬弃僵化的旧体制，建构新型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体制。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有

其客观的原因，苏联的改革启动太晚，而且进进退

退，长期停顿在体制的表层，不触及旧体制的深层

结构，结果丧失了机遇。戈尔巴乔夫是在旧体制根

深蒂固的条件下寻求出路，经济体制动不了而仓促

转向政治体制，推行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结果既

没有改善经济形势，也没有获得民众的支持，而且

释放了民族分离主义的力量，其失败就很难避免了；

同时也有主观原因，即戈尔巴乔夫当政时的领导集

团缺乏驾驭改革大局的经验和能力，并且内部分裂，

形成各种利益集团，最终在政治博弈中将国家推向

解体。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不等于苏联模式的旧

体制不能改革，也不等于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行。在

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认识应

该有符合时代发展的新高度，不应该停留在维护旧

体制的水平上。

其三，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是一个自

足的封闭体系，政治体制是支持这一体系的核心结

构。由于苏联模式的建构是在政治权力的驱动下实

施的，是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建构的一种社会体制，

所以解释苏联模式的关键是理解其政治结构。这种

体制的发生学决定了体制改革的困难，如果要完成

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要触动政治权力机制，而政治

体制的改革又会带来旧体制的整体性变革，从而使

原来的封闭体系瓦解。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模式

的改革是要付出政治转型代价的。对戈尔巴乔夫改

革的评价可以有两个角度：一是在苏联模式体制框

架内未能实现改革的目标，结果以苏联体制“失败”

的形式解决了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政治障碍问题；但

换个角度，从俄罗斯社会形态的演进和社会发展的

现代化指标衡量，可以做另外一个判断，由于走出

了苏联模式体制，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在现代化进

程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上述三种立场有对立，也有重合。无论何种立

场，似乎都肯定改革的必要性，分歧在于，对何为

“改革”存在不同的认识。具体表现为：一是对作为

改革对象的旧体制的定位；二是对改革方向和路径

的选择。

如果说，改革仅仅是为了纠正旧体制的局部错

误，其目的是为了完善原有的体制，那么势必不允

许改变旧体制的深层结构。这种立场决定了对改革

的基本态度，只要改革触及旧体制的核心层面就会

出现反改革的取向。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研究中我们

看到有些文章就是以此立意，他们以戈尔巴乔夫改

革的失败为理由肯定苏联模式，甚至将改革中发生

的问题都归咎于改革，而回避旧体制的弊端才是问

题的根源。显然，此类观点的实质乃是反对改革。

坚持这种立场，在关于深化改革的讨论中往往成为

改革论述的对立面，与基于这种立场的观点很难取

得共识。

另两种立场在对苏联模式体制的定位上是有共

识的，都认为作为改革对象的旧体制是一个整体性

结构，要克服旧体制的弊端，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改

革。改革一般从经济领域起步，但随着经济体制的

转型势必会涉及政治权力机制，由此进入改革的“深

水区”。如何解决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协调转型，

是否能在新旧体制的整体转换中坚持社会主义的方

向，保持社会发展的连续性，避免改革进程中出现

剧烈震荡和断裂性跃迁，这是目前需要寻求共识的

主要问题。

从戈尔巴乔夫改革和苏联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

历史经验看，在走出苏联模式体制的过程中，有些

经历了比较激烈的政治冲突，如罗马尼亚（因统治

者不愿放弃权力和军队倒戈）、南斯拉夫（因民族

分离酿成内战），但大部分实现了和平过渡。总体

而言，东欧国家的转型相对顺利，苏联解体后的俄

罗斯及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则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经

济社会重建，民众为转型过程中的经济衰退付出了

沉重代价。如果不以代价大小论成败，这些国家最



青年学人支持计划   第三辑  薛小荣

127Jan.   2019

终都完成了体制转型，进入了后苏联模式的发展阶

段。问题在于，苏联东欧的历史经验只是提供了这

样的结论：“当最终发生真正的革命性变革之后，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将一去而不复返，社会也将从此

迈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提出这一看法的匈牙利

经济学家科尔奈，在其研究苏联模式体制的专著中

将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体制分为三种类型：

1. 革命过渡体制（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如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时期）；

2. 经典体制（即斯大林时期确立的苏联模式社

会主义体制）；

3. 改革体制（即对经典体制进行改革时期，向

后苏联模式过渡）。

他认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无法走出自己的

影子，局部改革永远不可能突破自身，因此，必须

要有体制上的彻底变革”。同时他认为，已有的社

会主义体制改革经验还没有提供既完成体制的彻底

变革而又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特性的成功案例。但是

他仍然期待：如果整个体制能够在经济体制内发展

出与经典体制完全不同的全新特征，而且在不改变

政治体制基本特征的情况下，以一种修正后的体制

模式继续生存并顺利成长，“那么就会构成对既有

理论的严重挑战，或者说能够将建立在苏联东欧国

家转型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完全证伪” 。

科尔奈的专著发表于 1992 年，也就是苏联东

欧国家基本完成体制转型的时候。当时，中国的改

革正处于经历一番曲折后重新启动的当口。此后 20

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尤

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建设目标的提出，为后苏联模式的发展能否走

出一条新型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世纪课题提供了

实践中的中国改革的经验。2006 年，当科尔奈为其

专著中文版写序言时，他对中国的改革探索走出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寄予希望：“我坚信中国的读

者能够认真思考本书所表达的观点，从而以更开放

的心态看待当前的社会主义变革。”因为“中国既不

同于苏联，也不同于波兰和越南”，“从一方面看，

社会主义制度支配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

这为今天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 ? 从另一方面看，其

他一些因素在塑造中国的独特历史过程中又发挥了

什么样的作用 ? 这些因素包括：独一无二的历史和

文化传统、广袤的国土面积、地理位置、伟大人物的

个人品质（毛泽东或邓小平）以及其他一些因素”。①

确实，中国的改革没有也不会重蹈苏联的覆辙，中

国改革的成果已经突破了苏联模式旧体制的藩篱，

正在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路。尽管曾经影响中国近半个世纪的苏联模式体制

的遗产仍在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但那已是进一步

改革的对象，而不应成为迟滞改革或反对改革的理

由。

当然，目前的中国经验还不足以完全证伪科尔

奈的理论假设。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各种社会

矛盾进一步凸显，深化改革的难度也明显提高。因

此，关于改革的方向和路径选择问题再一次引起了

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成为当下社会舆论的热点。而

能否突破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创造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新型政治经济体制的整体结构，是中国经

验全面超越苏联东欧改革经验，在 21 世纪社会主

义现代化实践中作出原创性贡献的关键。

中国改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进一步凝聚改

革共识，而首要的共识是不能回到已被历史淘汰的

苏联模式旧体制。在此前提下，为了在改革方向和

路径选择上取得社会认识的最大公约数，针对当前

的关键问题、主要的改革对象和改革的方略来一次

思想解放，在有利于自由讨论的氛围中形成社会共

识，乃十分必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对

戈尔巴乔夫改革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从这

一参照系中吸取有助于推进改革的历史经验，而不

是在相反的意义上对其作简单的否定和类比。

① 关 于 科 尔 奈

观点的引文见其

著：《社会主义

体制：共产主义

政治经济学》，

张安译，北京：

中 央 编 译 出 版

社，2007 年。

“赫鲁晓夫楼”在 1959—1985 年是苏联居民的最主要民宅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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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主要原因

的思考

【内容摘要】 

【关  键  词】   戈尔巴乔夫   苏联改革   教训   启示

【作        者】   左凤荣，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091）

薛小荣副教授出版了一套四册关于戈尔巴乔夫

改革的书，以一己之力完成如此规模的著述令人佩

服。作者花费了大量辛苦劳动，也提出了许多问题，

但该套书最大的欠缺是使用二手资料太多，学术性

有待加强。作者为了系列书名的一致，都用了“革命”，

但来自外部的很难用“革命”来概括，主要是压力与

挑战。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苏联的国际环境要

好于其改革开始之时。苏联改革的失败是历史事实，

其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从历史的经验看，改革要取得成功，首

先必须回应民众的诉求，满足民众的期望与要求。

戈尔巴乔夫改革不成功，很大程度在于其没有满足

群众最重要的诉求。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只满足了
民众部分需求

戈尔巴乔夫接手时的苏联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国

家。在国际上，由于苏联四面出击，入侵阿富汗，

遭到了全世界的反对，处于孤立状态。在国内，苏

联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经济增长速度逐年下降，

民众对日用品的匮乏、老人政治、干部的特权腐败

十分不满。对于这些问题，戈尔巴乔夫看到了，他

在回忆改革时说：“我们不得不放弃的东西显而易见：

僵硬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制度，与世界上很多

国家的对抗，不受约束的军备竞赛。”①不能说戈尔

巴乔夫的改革完全没有计划，其最初的措施也是针

对这些问题采取的。

首先，戈尔巴乔夫改变了苏联的外交政策。戈

尔巴乔夫放弃了苏联以往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理想，

他认识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取代不了资本主义。可以

说，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调整是务实的，他实现

了从阿富汗撤军，没有回应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

放弃了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不再干涉东欧的内政，

给了东欧人民选择的自由，改善了与中国的关系，

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1989 年 12 月戈尔巴乔

夫与布什举行马耳他会晤，双方达成协议，不再以

对方为对手，标志着影响世界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结

束了。这些政策改善了苏联的外部环境和国际形象，

有利于苏联专注于国内的经济建设，也有利于苏联

人民。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人出国容易多了，

从 1987 年开始犹太人可以自由移民，不少人去了

①Горбачев М.С. 

Перестройка, 

25 лет спустя，

原 载《 俄 罗 斯

报 》，2010 年 3

月 12 日，转引自

www.gorby.ru/

rubrs.asp?art_

id=27221&rubr_

id=22&page=1。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改革，改革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尤其重要。改革成功的重要条件是回

应民众的诉求，满足民众的期望与要求。戈尔巴乔夫改革不成功，原因在于其只满足了民众

的部分需要，而没有解决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没有让民众在改革中得到实惠。

左凤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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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和美国。

其次，戈尔巴乔夫在社会主义建设理念上开始

强调重视人，要建设“带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

这也是一大进步，原来苏联的体制是民众为制度服

务的，人民只是计划经济的工具，人民的愿望与要

求被置于次要地位，苏联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推进世

界革命和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列宁曾提出：“一

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 , 只有让群众知道一

切，能判断一切 , 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

才有力量。” ① 戈尔巴乔夫强调改革要发挥民众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要让民众有知情权，让民众成为

推动干部改革和做事的力量。他自己经常深入民众，

听取民众的意见，因此，在上任之初受到了民众的

普遍欢迎，被民众寄予厚望。知识分子有了一定的

创作自由，新闻媒体报刊杂志也活跃起来了，一些

社会阴暗面被揭露出来，人们看到了存在的问题，

也拥护改革。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利用民众的支

持找到解决问题的良方。

再次，计划经济不再是铁板一块。戈尔巴乔夫

的改革，扩大了个体劳动、合作经营和私人贸易的

范围，在城市和乡镇出现了第一批合作经营的咖啡

店、小饭店，允许买卖郊区的个人住宅，城市住宅

开始私有化，取消对宅旁园地经营的不合理限制等。

但囿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在 1990 年经济危机前，

改革在经济体制上并无实质性突破，因此也没有解

决民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戈尔巴乔夫没有满足民众
最重要的诉求

中国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让民众普遍

得到了实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有取得成功，最

重要的原因是戈尔巴乔夫忽视了人最基本的需求：

对基本的物质生活的要求，没有从解决民众的衣食

住行开始改革。苏共最初设定的“加速战略”的目标

还是强国，而不是富民。苏联最大的特色是民众日

用品的短缺，苏联可以在军事上达到与美国的战略

平衡，却不能满足民众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苏联有

世界上最广阔的领土，最肥沃的平原，却要大量进

口粮食。在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戈尔巴乔

夫不是着眼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把重心放

在了加速发展机器制造业上（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

始苏联一直如此）。同时进行反酗酒斗争和与“非

劳动收入”作斗争，也是不适当的。戈尔巴乔夫改

革目标的失误耽误了宝贵的时间，于事无补，反而

加重了经济的困难，特别是日用消费品的短缺，引

起了人民的不满。正如一位加拿大学者所说：“戈

尔巴乔夫执政五年的后果已经显现出来，他拉开了

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距离，使党和政府陷入瘫痪状

态，使党的先锋队体制处于全面危机。后来将用于

工业现代化的资源转向生产日用消费品，但为时已

晚，根本无法改变日用消费品的严重匮乏的局面。

戈尔巴乔夫失去了人们对其政策的政治支持，但他

又没有建立起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家和人民的机

制。” ② 1988 年农业生产开始下降，1990 年工业生

产也开始下降，出现了和平时期经济的首次负增长，

经济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

苏联与中国不同，斯大林模式已历经几代人，

人们所接受的是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教育，公有制、

计划经济难以撼动。戈尔巴乔夫改革比中国改革起

步晚，当时中国已经突破了计划经济模式和公有制

的束缚，个体经济和市场都有了很大发展，但戈尔

巴乔夫并没有吸取中国的经验，仍受制于传统社会

主义理念，其出发点是反对私有制，反对市场经济，

仍在完善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修补苏联高度集中

的管理体制。1987 年开始搞的经济体制改革，仍视

市场为资本主义的，并没有超出当年柯西金改革的

范畴，用国家订货代替国家计划，实质未变。人民

没有从改革中得到好处，生活水平在下降。1989 年

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了 7％，生活在贫困线下

的居民为 4100 万人，占总人口的 14％，1990 年增

加到 34％，1990 年苏联失业人口达到 2000 万人。

1985—1991 年，实际工资增长了 51%，但在商店里

没有为这些钱提供可购买的商品，所以工资越高，

商品赤字越大。③在 1990 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二月全

会上，斯柳尼科夫说：“由于国家调节不够，4 年来

货币收入超过了用于购买商品、服务、付款和缴纳

①《列宁全集》

第 33 卷，北京：

人 民 出 版 社，

1985 年，第16页。

② 转 引 自 罗

伊·麦德维杰夫：

《苏联的最后一

年》，王晓玉、

姚强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 社，2009 年，

第254—255页。

③ТимошинаТ.М.  

Эконом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М.2000. С.358.

薛小荣等撰写的关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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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的 1600 多亿卢布，而在这一时期商品周转额

仅增长了 790 亿卢布。结果，居民在银行的存款及

其手中的现金增加了 1/3。货币如此大量增加，使

消费市场一片混乱，柜台和货架上的各种商品空空

如也，造成了社会一定的紧张局面，甚至使人对改

革产生了怀疑。1200 种商品中有 1150 种匮乏。政府

所采取的措施是不充分的，收效小，也不及时。” ①1990

年 4 月 6 日，中央银行行长格拉先科致函最高苏维

埃指出：“消费品市场满足居民需求的形势仍然极

为紧张。许多食品供应不足，首先是畜牧业产品、

鱼类、糖果食品、茶叶、土豆、蔬菜、水果。集体

农庄市场的农产品价格显著上涨：1990 年 1—2 月

份较 1989 年相应时期上涨 14%。” ②经济改革应该

优先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苏联政府没有做到这

一点。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没能让民众体会到改革

所带来的实际物质利益，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

信念。“1990 年春天，经过六年改革之后，实际上

被迫推行票证制度。我国各族人民经历了七十多年

艰辛劳作，无尽的磨难和千百万人牺牲，结局竟是

如此令人失望！……” ③在经济改革不成功，找不到

摆脱危机出路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政治

体制改革解决问题，开始实行总统制、多党制和人

民代表竞选制，人们有机会把不满情绪发泄到戈尔

巴乔夫和苏共头上。结果，旧的政治体制被摧毁了，

新的又未能运行起来，苏联成了随波漂流的“无锚

之舟”。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起到为生

产力发展和克服经济危机服务的作用。经济的困难

与危机，也促使加盟共和国自寻出路，纷纷脱离苏

联而独立，联盟大厦垮塌，国家解体。

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教训

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并没有错，如果他不进行

改革，也许他今天仍然是苏共的总书记，会成为苏

共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总书记（比斯大林执政的

时间还长），这样的结果苏联人会接受吗 ? 历史虽

然不能假设，但假设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历史。当

今俄罗斯在发展中面临着不少问题，但也鲜有人要

回到过去的体制中去，包括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这

也说明苏联体制没有生命力和可持续性。

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解决民

众最起码的衣食住行问题，没有让民众从改革中得

到实惠。当年赫鲁晓夫开始改革时，通过提高农产

品收购价格，降低宅旁园地产品的税收，扩大宅旁

园地等，让民众得到了一些实惠。到戈尔巴乔夫改

革时，他无视民众的生活，把改革的重心放在加速

机器制造业上，把本来用于进口食品的钱拿去进口

设备，加剧了食品的短缺和经济困难。改革让民众

失望，最后被民众抛弃也是自然的。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看，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是

历史的潮流，经济上需要确立多种所有制和企业的

自主地位，政治上需要有公平公正的法律环境，需

要尊重民权。在斯大林时期定型的苏联体制被实践

证明是落后的，并不能激发社会的活力，农业的衰

败、错失信息革命的良机、老人政治、政治与社会

的僵化保守等都充分表明这一体制需要改革。戈尔

巴乔夫在改革中，仍然受制于这一体制的观念，仍

顽固地坚持苏联这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既没有向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也没有向改革中的中国学

习，改革没有目标和参照物，很难成功。苏联经济

的危机与崩溃，是导致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主要

原因，也说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有问题。但也

不能把苏联改革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也

不能完全否定苏联改革过程中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的探索。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教训，也可以转

化为宝贵的财富。它时刻告诫我们，人民才是社会

的主人和改革的出发点，只有满足人民实际需要、

让民众有获得感和满足感的措施才是有生命力的。

①《苏共中央二

月 全 会 文 件 汇

编（1990 年 2 月

5—7 日）》，北

京：世界知识出

版社，1990 年，

第 211 页。

② РГАФ（ 俄

罗 斯 国 立 经

济 档 案 馆 ）

Ф . 2 3 2 4 . оп.33.

Д.741.Л.24，转引

自 Гайдар Е.Т. 

Гибель империи. 

У р о к и  д л 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2-е изд.

М.:РОССПЭН,

2007. С.262.

③瓦列金 • 别列

什科夫：《斯大

林私人翻译回忆

录》，薛福岐译，

海口：海南出版

社，2004 年，第

168 页。

1986 年莫斯科街头的报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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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内外上下的挤压

苏联解体已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多，薛小荣经过

多年打磨的四卷本戈尔巴乔夫“改革”系列，历经坎

坷终于面世了，翻读之余颇多感慨。这个系列从“来

自内部”（苏共中央）、“来自外部”（西方势力）、

“来自上面”（政治体制）和“来自下面”（社会运动）

这四个视角对苏联垮台的“临门一脚”进行了比较透

彻的分析批判，涉及内容相当广泛，论述也很见积

淀和功力。这里仅就我所关注的苏联意识形态问题

作几点发挥。

关于苏联解体，一般认为是由多重因素，也就

是薛著所概括的那几个方面聚集导致的系统“崩溃”，

其中西方长期开展的“和平演变”是一个重要的外部

因素。它一方面严重威胁了苏联的意识形态安全，

激化了苏联内部的矛盾；另一方面又由于苏联意识

形态空洞、教条而日益僵化，“培养”出来的干部（官

员）进入体制，遂将其虚伪性转变为“自上而下”的

体制行为，以致紧要关头“竟无一人是男儿”。这是

一个很值得汲取的教训。

外部与内部

战后西方“和平演变”延续了德国军事战略家

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思路，即运用强大的国家舆

论机器，把意识形态进攻作为颠覆敌对政权的思

想武器。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

（J.F.Dulles）提出通过“和平的转变”，改变“他们的

孩子的孩子”，即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

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

到了肯尼迪总统时期，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

战略性行为，要求“必须立即动手……在裂缝中培

养自由主义种子”。“美国应当设法同共产主义集团

的知识分子，最后同中上层政治家建立广泛联系，

以期逐渐影响他们对意识形态的态度。”七十年代，

尼克松政府在推行“军事外交”的同时加紧对苏联东

欧国家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八十年代，里根政府专

门召开“关于共产党国家民主化”会议，制定“促进在

共产党政权下发展民主的办法”，发动“和平政治

攻势”。里根认为，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斗争中，

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核弹和火箭，而是意志和

思想。正好这时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提出国际

关系“新思维”以及“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美国和

西方国家抓住这个“历史性机会”，加紧推行“和平

演变”，重点吸引苏联东欧人民对本国经济社会负

面问题的关注并加以放大，抹黑苏联（共）历史

和领导人，煽动人民的不满，并把这种情绪引向

对共产党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怨恨。

【内容摘要】   

【关  键  词】   意识形态   “和平演变”  思想危机   苏联解体

【作        者】   肖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从苏联意识形态及其体制效应审视

意识形态问题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西方长期开展的“和平演变”严重威

胁了苏联的意识形态安全，激化了苏联内部的矛盾；另一方面又由于苏联意识形态空洞、教

条而日益僵化，“培养”出来的干部（官员）进入体制，遂将其虚伪性转变为“自上而下”

的体制行为。意识形态失灵加剧了苏联体制失效乃至解体。

肖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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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克松看来，保持接触就是对苏联最大的

威胁，这种接触播下不满的种子，有朝一日将结出

和平演变之果。这个“不战而胜”（Victory without 

war）被认为是“和平演变”战略更明确的目标，内

容包括：利用苏联与东欧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内部的

民族矛盾，加深“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的离心倾向；

支持这些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组织，作为

推行“和平演变”的力量；注意到这些国家新一代领

导人政治信念动摇，面对国内外各种复杂问题捉襟

见肘因而有机可乘；意识形态争夺与较量是和平演

变战略的重点；保持强大军事压力，逼迫苏联削减

核武器和常规力量，失去扩张能力；通过大力传播

西方思想文化促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接受；阻止

共产主义在第三世界扩张；激发非俄罗斯人的民族

意识逼迫苏联当局让步；最后建立一个“自由”的世

界，终结两大社会制度的系统较量。

正如薛著用“来自内部”和“来自外部”来形容俄

罗斯谚语“没缝的石头流不出水”的道理，再具有挑

衅性的外部攻击，如果没有内部的吸收、发酵和策

应也是很难得逞的。在西方“和平演变”战略攻势下，

苏联的意识形态暴露出许多问题。

其一，对于意识形态必须联系实际、顺应时代、

响应民众的需求这一点，其估计严重不足。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如果脱离实际、不能与时俱进，甚至抱

残守缺，就会失去凝聚力和号召力。从斯大林时期

宣布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赫鲁晓夫提出建设共

产主义社会的日程表，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

理论，到安德罗波夫不得不承认苏联处于“发达社

会主义这个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再到戈尔巴乔

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所有这些论证充满

了任意裁剪现实的说教，它们本应与普通民众保持

血肉联系并满足其精神需求，却不断地被人为抬高。

伴随着苏联后期的骤然开放和对外比较，人们马上

产生了长期受骗的感觉，“由此导致苏共意识形态

满足民众精神诉求的功能不断退化，最终只能是‘自

说自话’，见诸材料上的‘辉煌成就’。而与外部世界

联系的不断加深，在对国外的了解、认知和比较下，

整个苏联社会遭受了严重的心理挫折”①。

其二，教条主义作祟导致社会主义实践的“盲

区”。苏联意识形态排斥客观存在的利益冲突和思

想多样性，无视社会主义制度同样存在社会矛盾的

现实，而把所有负面情况归结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

破坏和捣乱，却没有从自身问题上找原因，更谈不

上研判和解决这些问题。越往后，“铁板一块的权

力结构、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国家所有权的绝对

支配地位、直接的官僚控制、强制增长、短缺、因

为不信任而与外部世界隔绝”②，共同造就了暮气沉

沉的苏联体制。

其三是色厉内荏，丧失了思想引导作用和感召

力。广大民众尤其青年对那些说教产生了愈演愈烈

的逆反心理。特别是苏联后期，官方对所谓“持不

同政见”（диссидент）运动的处理方式简单粗暴，

反而使那些异见和反对派思想博得了不少同情，他

们的主张引起了共鸣。这就是为什么“当敌人向苏

联和社会主义发起实实在在的进攻时，党的意识形

态‘机器’竟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③的间接原因。

面对突然冒出来的各种政治力量和五花八门的思想

喧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及苏共意识形态根本

无法适应，不仅政治斗争策略上乱了阵脚，连支撑

斗争的政治信念也不见影踪。思想混乱而又束手无

策的苏共及其庞大的意识形态机器气数已尽了。

上面和下面

苏联后期，作为意识形态宣传主渠道，相对于

国内两亿人口，苏联（共）中央系统的报刊发行量

和广播电视规模相当可观：《消息报》（苏联最高

苏维埃机关报）640 万份、《真理报》（苏共中央

机关报）1040 万份、《共青团真理报》1130 万份，

电视发射中心 126 座，电视机 8500 万台（覆盖率

达 93%）。但这些宣传表面上很热闹，对现实生活

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和积弊却视而不见，坊间因此

流传有“《真理报》无真理，《消息报》没消息”

之说。许多苏联人暗地收听美国之音、BBC，还有

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RFE/RL），或从地下

及非法出版物获取西方传来的信息。戈尔巴乔夫时

戈尔巴乔夫、里根、老布什在美国自由女神像前

① 薛 小 荣、 王

萍：《来自上面

的革命——戈尔

巴乔夫时期的政

治体制改革》，

天津：天津人民

出版社，2017 年，

第 192、193 页。

②雅诺什 • 科尔

奈：《社会主义

体制：共产主义

政治经济学》，

张安译，北京：

中 央 编 译 出 版

社，2007 年，

第 348 页。

② 尼 • 伊 • 雷 日

科夫：《大国悲

剧：苏联解体的

前因后果》，徐

昌翰等译，北京：

新 华 出 版 社，

2008年，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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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当局以“公开性”名义停止干扰西方电台，增加

西方报刊进口。苏联报刊也争相披露原来被禁止报

道的内容，实况转播重要会议和议会辩论，报刊发

行量和电视电台节目收视（听）率急速提高。这些

做法明显助长了西方“和平演变”的效果，特别是对

于苏联青年，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产生了很大

影响。

为了加强思想控制，苏联意识形态机构异常膨

胀，除了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苏共中央文化部，

还有克格勃第五局，有关意识形态的会议、决议和

文件多如牛毛。在苏联，“意识形态仅仅是实施统

治的装饰品而已”，“弥漫于苏联政治生活中的意识

形态仪式化和犬儒化，最终使苏联共产党丧失了辨

别政治是非的理论能力”①。苏联意识形态以一种“奇

怪的方式”成为苏联人生活的一部分，很少被认真

对待，但又要装得很服帖，也即充满了虚伪性或犬

儒化。

苏联意识形态还产生了可怕的溢出效应，这

就是“来自上面”和“来自下面”形成了思想危机的

漩涡。“社会的政治、精神和道德氛围明显地变

坏了”，并以极大的传染性败坏整个苏联社会。

苏联干部（官员）作为政治精英，既是苏联体

制的制造者、操作者，更是受益者，他们的产生主

要取决于上级领导的“看好”，并通过“选拔”和任命

成为“在册权贵”（Номенклатура）的一员，实则为

特权阶层的一份子。这种制度意味着出现了“靠

封建主义的私交和个人依附制度结成一体的阶

层”②，它还“培养”了官员和知识分子逢场作戏的

本领，那些善于钻营、擅长表演的人物更具有竞争

优势，吹牛拍马成了体制内的“投名状”，不少投机

分子混迹其间。苏联政治生活中有相当一部分口是

心非的“双面人”，他们说一套做一套，台上台下、

人前人后大相径庭，久而久之，大家也就见怪不怪

了。而更多的人们则习惯了作壁上观，“把自己的

思想和感情隐藏起来”。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怎

么可能有对党和国家的忠心耿耿，怎么可能干得好

事业，又怎么可能赢得人民的信任呢 ?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为改变苏联经济衰退趋

势，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提出以改革经济体制为主的

纲领，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制定了“加速发展

战略”。但苏联体制僵硬、积重难返，官僚阶层明

里暗里进行抵制，改革一筹莫展。为了破除阻力，

戈尔巴乔夫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用“人道的、

民主的社会主义”来推动社会转型，在他倡导“民

主化”和“公开性”的鼓动下，“抛弃意识形态的陈

词滥调和过去的教条”成为时髦，一批批历史档案

被公开，大量冤假错案得以昭雪，人们面对猝不及

防的揭露、批评和攻击，长期严厉的意识形态控

制“见光死”造成巨大的荒诞感，被欺骗的愤懑情

绪迅速扩展开来。苏联党内外各种反对势力趁机

兴风作浪，日益成为失控的思想和政治力量。就在

这个紧要关头，当局者对有关意识形态的争论要么

态度暧昧，要么辩解苍白，甚或推波助澜，旋即转

变为苏联民众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信任危机。

1988 年苏联废除书报检查制度，1990 年 3 月苏联第

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实行总统制和多党制，

7 月苏共二十八大提出放弃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垄断

主义”，改革航船陷入不可自拔的泥潭，苏联体制

也摇摇欲坠了。

意识形态失败加剧体制无能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解体是各方面

挤压的共同结果。无论如何，来自外部的“和平演

变”毕竟要通过苏联体制的“内因”才能有效，对这

个体制进行改革的上层决议和设计总要有“下面”的

人来实施。但是，严密的科层官僚体制有它自己的

一套运行逻辑，其等级化、程序化和仪式化等组织

要求和精神状态，与改革的要求相背离。“内在的

精神张力在无法得到有效的社会纾缓的时候，一种

遵从官僚体制程序规则的意识形态变体——犬儒主

义——开始弥漫于整个苏联体制内外。”③

官僚阶层只需讨好上级，意识形态表现“正确”，

就能保住地位、觊觎升迁，并通过手中的权力谋取

各种利益，乃至制造“寻租”腐败的机会。他们使出

浑身解数抵制改革，以防失去利用特权得到的好处；

继而他们琢磨如何将特权所得转变为私有财富……

越到后来，各级官员表现出来的行为举止与虚假意

识形态的反差越明显，形成苏联意识形态的体制效

应或“塔西佗陷阱”：它所公布的信息，无论是否真

实，都不能取信于民；所宣扬的思想，无论是否有

理，都不受公众欢迎；所提出的政策，无论是否合适，

都遭到怀疑；所任命的官员，无论是否廉洁，都遭

到非议。苏联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居然毁于一旦，只

能说明它建立在很不坚固、很不稳定的基础之上。

落后的体制缺乏应变能力。戈尔巴乔夫自己也

承认：“把现实说成‘没有问题’的做法起了不好的作

用：造成了言行不一，产生了社会消极性和对提出

①薛小荣、高民

政：《来自内部

的革命——戈尔

巴乔夫时期的苏

共中央政治局、

书记处与中央委

员会》，天津：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2017 年，

第373—374页。

②鲁 • 格 • 皮霍

亚：《苏联政权

史》，徐锦栋译，

北京：东方出版

社，2006 年， 第

597 页。

③ 薛 小 荣、 王

萍：《来自上面

的革命——戈尔

巴乔夫时期的政

治体制改革》，

第 192、1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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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垄断资本家和富翁，相当一部分

就是前任官员，尤以年轻高学历的共青团高官为

甚。据俄国《消息报》报道：到 1996 年，原苏联

官员出身的人员在总统周围占 75%，政党领袖中

占 57.1%，地方精英中占 82.3%，政府中占 74.3%，

经济领域精英中占 61%。这些人中来自原苏联经

济 部 门 的 在 政 府 中 就 占 42.3 ％， 在 经 济 领 域 占

37.7％。⑤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意识形态失灵与体制无能相辅相成。人们注意

到，苏联这个庞然大物居然在短短几年中崩溃了，

成为最离奇的历史事件。作为一个时代的特点，“传

统的意识形态在工业化、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下，被

不断壮大的社会消蚀、融化，从而开始丧失对思想

的引导控制能力”⑥；新技术愈是让外部世界进入苏

联人民的生活和想象，它们就愈具有破坏性。虚假

意识形态及其“培养”出来的官场生态充满着口是心

非、欺上瞒下和互相欺骗。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

打破了苏联死气沉沉的思想牢笼，却没有激发人们

创造性的能量，而迅速异化为充满恶意的发泄、抱

怨和攻击。苏联后期很少看到体制内知识分子提供

有力辩护或建设性的改革言论了。作为掌握较多资

源的国家和社会精英，官场和知识界的犬儒化和虚

伪，使得这个体制缺乏可靠的信息来源和充分的智

力支持，不仅难以体现国家和社会的利益，甚至不

能保住自身的利益。当局因此转而更加重视情报安

全机构的意见，希望通过它们来了解真实信息；但

情报机构为了自身利益往往扩大敌情甚或谎报军

情，以至于根据这些情报作出的应对昏招迭出，不

可收拾。

当然，薛著在这方面也还存在若干有待充实、

调整和改进的地方，譬如对苏联后期意识形态纷争

的梳理，苏联崩溃前夕的意识形态失灵如何与抵制

改革的体制行为形成螺旋效应，我们又可以从中吸

取哪些教训等。

的口号的不信任。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对所号

召的东西，对讲坛上讲的东西，对报纸上和教科书

中说的东西就开始不那么相信了。”① 阀门一旦打开，

只要有某种貌似能解释眼下困境原因的激进思想或

主张，封闭僵化、充满陈词滥调的意识形态就很容

易被民众抛弃。在苏联体制中，对官方意识形态的

熟稔程度和表态作秀很大程度上影响官员的前程，

但这些官员的政治能力，从他们后来的表现看非常

糟糕。1988 年 10 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关

于修改和补充苏联宪法的法律》和《苏联人民代表

选举法》，习惯于事先布置好的“选举”的官员不知

所措，仓促上阵，形态狼狈，接连输掉了苏联人民

代表大会选举、波罗的海三国苏维埃选举和俄罗斯

苏维埃选举。1990 年 5 月“民主俄罗斯”在俄罗斯苏

维埃选举中获得多数，不久即退出苏共的叶利钦当

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苏

维埃主席也相继换成了反对派人士。“党在垄断权

力的几十年里，丧失了开展政治斗争的能力，因为，

国内没有任何以别的政党和社会运动形式出现的反

对派。结果，作为唯一的组织，党丧失了自身最优

秀的品质——战斗精神、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

精神……它的能力就慢慢地衰退。”②苏共官员在议

会党团提出立法建议、组织议会辩论、推动法案表

决等方面处处居于下风，在激烈的大变局中成片失

去民众的支持，苏共组织的 1990 年“五一”游行居然

中途“翻转”为反戈尔巴乔夫的示威。

体制认同感不断弱化。苏联官员对官方意识形

态阳奉阴违，他们的行为与那些连他们自己都不相

信的价值观貌合神离。“绝大多数党—国精英都是

追求名利和地位的人，他们从没有考虑过苏联社会

的未来选择方向。”③他们对待体制的态度完全是实

用主义、机会主义的。苏联领导人的旨意往往以苏

联共产党的名义神圣化，实际上与两千万普通党员

没有什么关系。“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宣传工作

中就出现了一些典型的套话：‘党揭露了斯大林’、

‘党开始了改革’。‘党’这个词成了意识形态专家们从

事各种活动的掩蔽手段。而在现实中，普通党员在

做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甚至在地方一级党组织中也

在逐渐下降。”④危急时刻，他们隔岸观火就算不错

了，为了一己之私出卖体制的大有人在。叶利钦眼

看苏共颓势一发而不可止，干脆宣布退出苏共，扛

起了反对派的大旗，从中大大捞取了政治资本，同

时给了风雨飘摇的苏共政权一个致命打击。苏联后

期许多拥有特权的大小官僚甚至希望“改制”，以期

在“新体制”中合法地占有其通过权力攫取的私利。

①米·谢·戈尔巴

乔 夫：《 改 革

与新思维》，苏

群译，北京：新

华出版社，1987

年第17—18页。

② 雷 日 科 夫：

《大动荡的十年

尼》，王攀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

出版社，1998 年，

第 130 页

③ 大 卫· 科 兹、

弗 雷 德· 威 尔：

《来自上层的革

命——苏联体制

的终结》，曹荣湘、

孟鸣歧等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2 年，

第 146 页。

④ B.A. 利西奇

金、 Л.A. 谢

列平：《第三

次世界大战：

信息心理战》，

徐昌翰等译，

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

社，2003 年，

第 167 页。

⑤季正矩：《腐

败与苏共的垮

台》，《当代世

界与社会主义》

2000 年第 4 期。

⑥薛小荣、高民

政：《来自外部

的革命——戈尔

巴乔夫时期的苏

联改革与西方的

遏制战略》，第

234 页。



青年学人支持计划   第三辑  薛小荣

135Jan.   2019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大国改革的

“十大关系”
——兼论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

【内容摘要】  

【关  键  词】   社会主义   超大规模国家   改革   十大关系 

【作        者】   薛小荣，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433）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的苏联改革（亦可称

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既是社会主义大国改革史上

的标志性事件，又是影响全球格局的战略性事件。

在今天人类社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共同性和全球性

问题，民族国家内外问题越来越具有复杂性、勾联

性和全局影响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处在新的

历史发展的大转折时期，重新检视苏联改革并深刻

总结其经验教训，具有极为重大的世界历史借鉴意

义。本文在吸收部分专家对拙著批评意见的基础上，

提出社会主义大国改革应该在价值理念、战略设计

和组织行动三个层面上，妥善处理好关系改革前途

命运的“十大关系”。

一

改革的价值理念是决定社会主义大国改革能否

稳妥推进的思想前提。它集中反映了改革者对社会

主义国家前途命运的价值性思考和政治性谋划。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改革之所以会给人一种

否定和放弃社会主义的政治印象，问题就出在对苏

联改革的价值理念进行整体性构想时，采取的是割

裂对立而不是兼容吸纳的立场来消解而不是重构社

会主义政治价值。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戈尔巴乔

夫在政治价值理念层面上没有能力处理好以下三种

关系。

一是自由与开放。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实质

上是在一种反思性的政治心理环境中发生的。对戈

尔巴乔夫领导集团来说，首先需要在政治认知上回

答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如果是自由而开

放的，那么苏维埃体制是否能够通过改革实现这种

政治价值 ? 正是在对苏维埃体制的反思过程中党内

分歧和矛盾开始出现。以雅科夫列夫为代表的政治

激进派认为，苏维埃体制根本不具有改造成为自由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的苏联改革，既是社会主义大国改革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又是影响

全球格局的战略性事件。在今天人类社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共同性和全球性问题，民族国家内

外问题越来越具有复杂性、勾联性和全局影响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处在新的历史发展

的大转折时期，重新检视苏联改革并深刻总结其经验教训，具有极为重大的世界历史借鉴意

义。苏联改革在价值理念、战略设计和组织行动三个层面上，没有妥善处理好关系改革前途

命运的“十大关系”：自由与开放、民主与选举、市场与私有；苏共与改革、领袖与制度、

武力与政治、苏联与西方；历史与共识、中央与地方、精英与大众。

薛小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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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的可能，因而主张坚决放弃；以利加乔夫为代

表的政治稳健派认为，苏维埃体制有自己的政治逻

辑和社会历史，通过可控性改造是可以注入自由开

放的政治因子的。面对经济改革的困顿和停滞，干

部官僚群体的不作为和社会大众的冷漠，苏共中央

高层的争论和斗争最终迫使一贯善于搞政治平衡的

戈尔巴乔夫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他把斯大

林以来逐渐形成确立的苏维埃体制称为“兵营式社

会主义”。并且认为，要把这种极权体制改造成为

自由体制的唯一途径就是：苏联共产党放弃对权力

的全部垄断，实行竞争性选举政治。苏联宪法第 3

条和第 6 条的修改，就是这一选择的政治结果。然

而，当戈尔巴乔夫确定苏维埃体制与自由开放无缘

时，在苏联共产党被迫退出政治舞台后，涌现出来

的“自由力量”并没有展现出文明理性的政治精神。

恰恰相反，以“自由”之名，这些政治力量像脱缰野

马一样爆发出摧毁一切旧秩序的“野蛮之力”：对社

会主义和苏维埃体制的肆意诋毁成为其夺取权力的

政治助力器。

二是民主与选举。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民主与

自由的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都无法遮蔽这样一个问

题：如何才能发动社会大众并激发大众热情，从而

使改革真正成为人民的事业 ? 或者更进一步，如何

才能把社会主义民主从政治宣传变成政治现实呢 ?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传统苏维埃体制下的社会主义

民主具有很大局限性甚至是虚伪性。因为苏联共产

党通过政治遴选制度实际上就已经提前决定了干部

人事任免，大众民主权利的实施只不过是被操纵的

政治傀儡戏而已。当戈尔巴乔夫发现单纯依靠干部

官僚体系推进改革的愿望落空时，他从苏维埃式的

“ 民 主 ”实践中挖掘到了可以利用的政治资源。从“公

开性 ” “ 民主化”的提出及其在新闻舆论领域的实施，

戈尔巴乔夫在说服苏共高层后以党的第 19 次代表

会议决议的名义，正式提出了政治民主化的制度改

革方案。其中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使民主变得更加具

有真实性和可操作性。为此，新的选举规定了三个

基本原则：差额选举原则、自由推荐原则和直接选

举原则。这三个选举原则的规定，实质上是要取消

苏联共产党对国家公职人员人事任免的权力垄断。

正是从 1989 年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

举开始，苏联共产党实际上逐步丧失了对国家政权

的绝对控制。身具苏共党员政治身份的国家公职人

员发现，决定他们政治前途的不再是威严庄重的苏

共中央，而是拥有了投票权的普罗大众。迎合选民，

赢得选民，成为所有政治候选人的唯一动机。但是

问题在于，戈尔巴乔夫把大众选举政治过于理想化

了。在苏联共产党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并成为社会攻

击对象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期待的理性选民只不过

是一个好听的纸上名词而已。在自由派知识分子和

政治反对派的舆论操纵下，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历

史沦为候选人用来吸引选民的工具。在丧失了理性

思考的大众政治生活中，谁骂得最凶狠，谁获得选

民的支持就越多！在打倒一切权威的狂热政治氛围

中，民主实际上成为反建制派精英们操纵大众抢夺

权力的政治道具而已。戈尔巴乔夫期待的人人参与

的改革，实质上已经蜕变成为赤裸裸的权力角斗场。

三是市场与私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

计划与市场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

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在戈尔巴乔夫为计划体制寻

求替代性的市场方案并开始从企业放权做起时，苏

联社会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讨论已经公开化并日益走

向尖锐化和对立化。以亚夫林斯基为代表的激进市

场派认为，采用零敲碎打的方式来改革苏联经济时

间上已经绝无可能，必须在最短时间内用外科手术

式的方法给苏联经济注入新的能量——私有化。以

雷日科夫为代表的稳健市场派认为，苏联经济规模

庞大，经济改革牵连甚广，必须在政府主导下稳步

推进市场化以代替计划体制，逐步增强企业的自我

造血能力。实事求是地说，雷日科夫的政府方案是

比较稳妥的。虽然改革见效比较慢，但由于联盟中

央政府能够掌握庞大的经济力量，因而对维护已经

开始出现乱局的苏联局势还是具有不可小视的积极

作用的。但是雷日科夫的政府方案遭到了来自亚夫

林斯基和叶利钦等人的猛烈批评，认为政府方案实

质上就是计划体制的“借尸还魂”，是要继续维护旧

体制的特权。此时，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方案之争已

经演变成为不同派别的政治路线之争。叶利钦支持

下的亚夫林斯基明确提出了市场化的逻辑就是自由

化、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在俄罗斯独立后，这一逻

辑成为叶利钦全面实施“休克疗法”的核心。那么，

叶利钦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地推行私有化改革呢 ? 问

题的实质在于，市场私有化与其说是一个经济体制

改革的技术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关乎权力构成和基

础的政治问题。叶利钦和新俄罗斯权贵们无论如何

不会忘记他们的权力脱胎于苏维埃政权，也常常感

受到苏维埃政权可能的政治复辟的现实威胁。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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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过颠覆性的政治经济利益的重新洗牌以培养出

忠诚于新政权的社会基础，那么新政权就可能成为

没有经济基础的政治浮萍，从而经受不起任何风吹

浪打。一切行动的逻辑正如主持俄罗斯私有化工作

的丘拜斯所说的那样，“我有私有化的权力，我结

束了共产主义制度”①。

二

作为改革的政治理念，自由、民主和市场不仅

具有形而上的价值意义，更具有形而下的实践意义。

过分注重对价值意义的言辞表达而忽略了更具积极

意义的制度建设，往往会在思想认知和行动逻辑上

给改革带来混乱。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之所以会表现出自我否

定倾向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把

自由、民主和市场的概念过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

认为其与社会主义和苏维埃体制完全不兼容，预先

判定社会主义和苏维埃体制的政治原罪。

这一认识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改革思维和行动

逻辑的简单化——只要否定了社会主义和苏维埃体

制，国家和人民就能够自动实现自由和民主。这种

认知之所以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观点，就在于人们常

常没有认识到苏维埃体制在后斯大林时代的缓慢变

化甚至可以说是缓慢进步。在改革的意识形态语境

中，人们犯的一个失误就是把斯大林时期的苏维埃

体制作为改革的主要对象，而没有注意到或者出于

政治需要而有意否定了自赫鲁晓夫以来苏维埃体制

的政治进步，尤其是从 1985 年至 1988 年苏维埃体

制已经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在戈尔巴乔夫的强

力控制下，通过“公开性”“民主化”的实施，苏维埃

体制在被注入新的政治质素后实际上已经开始朝着

系统性政治生态改善的方向发展。但是这种可控性

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却在 1988 年苏共第 19 次代表会

议结束后被打断，进而一发不可收拾地陷入全国性

的政治失序和混乱之中。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呢 ? 现在看来，问题就在于戈尔巴乔夫没有能够处

理好关系改革命运的四个战略性支撑关系。

一是苏共与改革。对苏联共产党与改革的关系，

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认识得很清楚。

第一，改革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是苏联共产党。如果

没有苏联共产党（主要是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

的同意，改革是不可发动起来的。第二，改革的对

象也包括苏联共产党。从普通工人到政治局委员，

都应该参与到改革中，都应该对照改革的要求实现

自身革命。第三，苏联共产党应该学会在竞争性政

治中开展工作的本领。尽管在对第一和第二两个问

题的认识上曾经发生过争论，但是戈尔巴乔夫的主

张还是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事

实上，即使在关系到苏联共产党政治命运的第三点

认识上，在戈尔巴乔夫的努力和坚持下，苏共中央

仍然表现出了对党的总书记的高度政治服从——相

信总书记不会做出有损党的根本利益的事情。但是

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苏共第 19 次代表会议作出

的关于政治民主化决议，为苏联实现竞争性选举政

治打开了大门。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设想，通过差额

选举、直接投票和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强迫性推

动苏联共产党去官僚化和去权力化以适应新的政治

环境——重建苏共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争取选民的

支持）和重构苏共与政权的政治关系（以人民代表

的身份参与执政并执掌权力）。在戈尔巴乔夫看来，

只有真正通过人民的选举和授权，才能把苏共垄断

政权的革命合法性（革命暴力）转变成为苏共执政

的政治合法性（选民认同），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

义“一切为了人民”的政治价值。事情就在这个关节

点上发生了变化。在一个被戈尔巴乔夫鼓动起来而

又充满社会怨气的大众政治氛围中，把一个长期习

惯于行政指令的官僚化的苏共直接抛入竞争性选

举，其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选举政治的实施深

刻改变了苏联的政治权力格局——苏联共产党对干

部人事的垄断控制被实际废除了。在 1989 年苏联

人民代表选举之后，苏联共产党在法律上就已经丧

失了对改革的政治领导权和组织实施权。在既成事

实面前，苏共中央不得不于 1990 年 2 月通过了向

苏共第 28 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草案——《走向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宣布放弃对国家权力

的政治垄断。至此，戈尔巴乔夫完成了对苏联共产

党进行改革的政治目标。然而，在剥离了苏联共产

党这一苏维埃体制的决定性权力支柱后，谁来填补

苏联共产党离场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并能够维持国家

政权的基本运转呢 ? 总统制作为政治替代品的迅速

出台，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力图以个人权威来克服

新旧体制过渡时期出现的政治失序的战略设计。但

是，戈尔巴乔夫高估了自己的政治权威。在剥去了

苏联共产党的组织威严后，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沦为

反对派们争相食用的“政治甜点”。失序的政治秩序

① 霍 夫 曼 等：

《寡头——新俄

罗斯的财富与权

力》，冯乃祥、

王维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04 年，

第 2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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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陷入混乱。

二是领袖与制度。在社会主义大国的改革中，

领袖权威往往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

用。但是也必须看到，不同的领袖所拥有的政治权

威也各不相同。在苏维埃政权史上，作为缔造者

的列宁和斯大林所拥有的权威都是后继者无法比拟

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列宁和斯大林是制度的创立

者和完善者，制度实际上是党的领袖所代表的集体

意志的政治工具而已。但是在斯大林之后，从赫鲁

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到戈尔

巴乔夫，其实都是苏维埃体制的官僚产物。更明白

地说，他们只是高层领导集团的政治代言人而已。

他们的领袖权威实质上只是苏联共产党的组织权威

的个体人格化呈现。从 1985 年到 1988 年苏共第 19

次代表会议期间，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在不断受到党

内批评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按照自己的设想推动改

革，实际上是“书记治国”体系下的政治规则——对

总书记的政治服从——在起作用。但是在苏联共产

党被迫放弃国家政权后，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

尔巴乔夫实际上处于没有权力依托的尴尬境地（苏

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并没有给戈尔巴乔夫带来

想象中的政治权威）。总统制的提出实际上成为戈

尔巴乔夫重建政治权威的关键举措。但是实施总统

制的最大缺陷在于：戈尔巴乔夫根本没有能力在短

时间内建立起与之相匹配的权力支持体系。这样一

来，仓促实施的总统制在政治秩序即将失控的情况

下，实际上成为一颗引发政治混乱的“政治炸弹”。

对这一可能出现的形势，戈尔巴乔夫其实很清楚。

因而他采取了两个应对措施：一是仍然兼任苏共中

央总书记，以使苏联共产党分布于国家政权的组织

仍然能够为其所用，保证过渡时期权力移交的稳定。

二是利用改革家的政治形象弥合各派分歧以达到尊

其为共主的政治目的。但是戈尔巴乔夫太高估自己

的影响力了。在丧失了苏联共产党的权力支持后，

戈尔巴乔夫的领袖权威就像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一

样，根本经受不住反对派们的猛烈攻击。从各加盟

共和国要求按照政治对等原则设立总统制开始，戈

尔巴乔夫实际上已经陷入众叛亲离的政治绝境之

中。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军

队的力量了。尽管苏联军队在改革中也是受损者，

但是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总统的

双重政治身份仍然能够使他得到军队的拥护。但是

戈尔巴乔夫在浅尝辄止后就放弃了这种想法，哪怕

是在苏维埃联盟分崩离析之时。

三是武力与政治。戈尔巴乔夫认为，要想使政

权从苏联共产党手中平稳移交给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包括其常设机构最高苏维埃），就必须在权力转

移过程中保证党内保守力量不使用武力来挽救党即

将失去的政治权力。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就是他

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最大职责。不能使用武力来

解决政治问题，成为戈尔巴乔夫的重要政治原则。“我

生平的另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

手段，暴力是没有用的。” ① 戈尔巴乔夫认为，提

出“新思维”，就是表明苏联的立场是要把全人类利

益放在首位，而不仅仅是其过去所宣扬的狭隘的阶

级利益。因此，作为这一新的政治立场的政策延伸，

戈尔巴乔夫要求在对外政策中放弃以武力对抗为主

要表现形式的实力政治原则，通过对话、谈判的方

式来解决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既然苏联主张在处

理国际关系事务中放弃使用武力，那么，在国内又

该如何体现政治的“新思维”呢 ? 面对发生在第比利

斯、卡拉巴赫、巴库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一连串

流血冲突，戈尔巴乔夫的选择是：在处理国内政治

矛盾时不使用武力。对戈尔巴乔夫作出这一选择的

政治心理，马特洛克看得很明白。他说，戈尔巴乔

夫“要想使改革获得成功，与西方保持良好的关系

是关键，因此我坚信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将继续

强调保持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合作关系。这就意味着，

如果东欧进行改革，戈尔巴乔夫不可能使用武力来

镇压，那样只会牺牲他的国内政策，甚至是他的政

治生命” 。② 甚至于在最后挽救苏联的新联盟条约

时，面对各共和国领导的集体反对，戈尔巴乔夫也

不愿动用军队来逼迫各共和国通过并签署新联盟条

约。在后来同俄罗斯政治学者鲍·费·斯拉文的谈

话中，戈尔巴乔夫解释说：“如果我请求军队的帮助，

很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流血。从另一方面来讲，当

时这样做会被人看作是抓住权力不放的表现。我认

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幻想。” ③对戈尔巴乔夫的选择，

祖博克这样评价道：“意识形态的因素对于苏联的

垮台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就像充满救世热情的戈

尔巴乔夫那样，倡导‘新思维’，拒绝把武力作为强

权政治的基本手段来使用，哪怕只是为了维持国家

的秩序。在历史最终的反讽中，以革命的暴力作为

意识形态基础的苏联社会主义帝国，却死于非暴力

的意识形态。” ①

四是苏联与西方。社会主义大国的改革从来

就不仅仅是纯粹的国内事务。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

需要还是国家利益需要，改革者都必须正视和妥善

①米·谢·戈尔巴

乔夫：《真相与

自白：戈尔巴乔

夫回忆录》，述

弢等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02 年，

第 455 页。

② 小 杰 克·F. 马

特洛克：《苏联

解体亲历记》上

册，吴乃华等译，

北京：世界知识

出版社，1996 年，

第 217 页。

③戈尔巴乔夫、

斯拉文：《尚未

结束的历史：戈

尔 巴 乔 夫 访 谈

录》，孙凌齐、

李 京 洲 译， 北

京：中央编译出

版社，2003 年，

第 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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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与西方的关系。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改革“被

公正地认为是一个具有重大国际后果的事件” ②，其

目的在于重新塑造苏联国内的社会政治生态以使之

符合社会主义民主价值。同时，在重新构建与西方

国家的新关系中，改善苏维埃的国家形象以更好地

肩负起超级大国的国际责任。简而言之，改革最为

关键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它将通过自身的成功实践

为从十月革命后在苏联与西方之间产生的意识形态

争论提供坚实的历史证据。然而在西方世界看来，

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宏伟设想仍然是布尔什维克

一贯的意识形态主张——社会主义制度必然战胜并

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续和再现，苏联改革的目的

仍然是为了强化其国家力量从而增强其全球战略霸

权的竞争能力。作为苏维埃的意识形态死敌和全球

利益的竞争对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戈尔巴

乔夫主导下的改革进程中，看到了长久期待的政治

机会——通过促进苏联内部的变化实现和平演变的

可能。当苏联最终走向解体之时，美国国务卿詹姆

斯·贝克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出战斗的号召：苏

联的崩溃给了美国“一个世纪才有一次的机会”在全

世界推行其利益和价值观念。③看来，戈尔巴乔夫

始终没有明白，苏联与美国的冷战对抗，“是一场

水火不容思想与军备的斗争，是一场基于人性、人

民与政府关系的竞争，更是一场思想的竞赛，虽然

双方能够在军事上‘共存’，但是在政治上永远势不

两立” ④。

三

任何对组织行动细节的忽略都将会对改革的系

统工程带来致命伤害。戈尔巴乔夫改革之所以会以

一种激进动荡的方式走向失败，其实是与改革实施

过程中没有处理好三个敏感性关系有着内在联系的。

一是历史与共识。对社会主义大国来说，改革

尤其需要达成政治共识。但是在如何评价苏联共产

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历史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始终没

有凝聚出积极向上的政治共识。这成为改革最终沦

为各种政治力量进行权力斗争的重要原因。在政治

公开性的号召下，戈尔巴乔夫认为人民有权了解真

相、有权对苏联过去发生的历史重新作出评价。只

有这样，才能摆脱历史的包袱，重建人民的精神家

园，才能真正激发人民对于改革的热情和动力。然

而，戈尔巴乔夫掀开的不仅仅是苏联的历史帷幕，

而是历史背后的社会愤怒。以 1987 年 11 月 2 日戈

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70 周年联席会

议上对苏共领袖的历史评价为标志，苏联正式打开

了社会思想禁忌的闸门。在知识精英和社会舆论的

引导下，这些 “ 民主斗士”们通过填补苏联历史“空

白点”，肆意地向普通民众撒播着敌视、仇恨的消

极情绪，用各种匪夷所思的 “ 黑幕” 爆料冲击和逼

迫着“读者产生了离经叛道的念头：难道需要社会

主义吗 ?”⑤就像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利加乔夫指出的那样：“他们关心的不是深思熟虑、

严肃认真地分析我们矛盾的历史，而首先是自己的

‘斯大林主义斗士’的政治形象。有一个重要的事实

恰好证明了他们这一企图，即‘工程主任们’很少引

证苏共二十大揭露个人崇拜的事实，而宁愿‘忘

记’ 它。 他们企图把同斯大林主义斗争的功劳据为

己有，而且仅仅是归自己所有。他们沽名钓誉，企

图在‘白纸上’书写这段历史，这绝不是没有政治目

的的。” ⑥在整个社会大众陷入仇恨的政治狂热的

时候，苏共执政的历史合法性被彻底颠覆，凝聚改

革共识的政治基础被彻底摧毁。

二是中央与地方。在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的

联邦制国家里进行改革，必须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

关系（主要是加盟共和国和联盟中央的关系）。戈

尔巴乔夫的失误就在于，在推进改革的时候习惯性

地按照中央集权制国家来处理加盟共和国事务，但

是却忘记了在苏联共产党被削弱和被剥夺了国家权

力后，联盟中央的政治权力基础实际已经受到来自

加盟共和国的挑战和侵蚀。斯大林在解释 1936 年

宪法规定的“每一加盟共和国均享有退出苏联之权”

条款时说，在苏联没有一个共和国会愿意退出。这

是因为，维护苏联政治结构平衡和稳定的关键性、

决定性因素是共产党而非其他力量。只要苏联共产

① 弗 拉 季 斯 拉

夫·祖博克：《失

败的帝国：从斯

大林到戈尔巴乔

夫》，李晓江译，

北 京： 社 会 科

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第473页。

②米·谢·戈尔巴乔

夫：《改革与新

思维》，苏群译，

北京：新华出版

社，1987 年， 第

153 页。

③路透社华盛顿

1992年2月5日电。

④罗伯特·盖茨：

《亲历者：五任

美国总统赢得冷

战的内幕》，刘

海青、吴春玲译，

南京：江苏文艺

出版社，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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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鲁· 格· 皮 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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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徐锦

栋等译，北京：东

方出版社，2006

年，第 553 页。

⑥叶·库·利加乔

夫：《警示》，

钱乃成等译，北

京：当代世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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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80 后”，1985 年 摄于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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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保持强大和统一，那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就只是一种政治形式，而其政治运行实践则集

中体现了中央集权制的本质。各加盟共和国实际只

是中央的下属机构，并没有宪法规定所应享有的自

主权。在这种政治安排下，一切都是由苏共中央来

统筹安排，然后由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负责落实执

行。通过党的机关系统，莫斯科的苏共中央牢牢地

掌握了对地方各共和国全方位控制。这种事实上的

权力运行模式给戈尔巴乔夫造成了政治错觉，认为

仍然可以继续沿用中央集权的方式来推进改革。但

是在多元竞争政治已经形成的情况下，这个巨大的

政治漏洞就被加盟共和国的领导者所利用。政治上

的最大挑战来自俄罗斯共和国。对俄罗斯来说，大

多数俄罗斯人对苏联帝国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他

们视整个国家为自己所有，但又经常不满于将资源

运往俄罗斯境外，特别是中亚地区。他们为苏联的

规模和力量感到自豪，但又不满于共产党为维系这

一帝国强迫他们作出牺牲。” ①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

时期，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加盟共和国所形成的“吃

亏心理”，伴随着政治局势的恶化而日益演变成为

脱离联盟的离心倾向。当以叶利钦为代表的加盟共

和国政治精英开始向中央政权发起冲击的时候，由

“吃亏的民族”心理所滋养出来的民族独立愿望已经

被在民族感情上进行的政治投机所代替。时任哈萨

克斯坦共和国党中央书记的纳扎尔巴耶夫指出：“正

是在加盟共和国之中，俄罗斯联邦率先宣布自己的

主权后，苏联解体就具有了不可逆转的性质。” ②    

三是精英与大众。在更大程度上讲，戈尔巴乔

夫开启的改革运动看起来是万众参与的大众运动，

但实际上却是精英们在摧毁苏维埃政权后重新进行

权力分配的政治分肥而已。改革不过是精英们用以

蒙骗人民以掩饰其争夺权力的亮丽幌子而已。（1）政

治精英，不仅包括政治反对派，而且也包括苏共党内

和政府内部的高层人士。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政治反

对派，之所以能够最后掀翻苏联而在各自国家独立

后走上权力的顶峰，有其自身所拥有和蓄积起来的

强大社会资源，但是，如果没有苏共党内精英政治

立场的彻底改变，政治反对派根本就无法在短期内

形成气候。（2）知识精英，既包括以持不同政见

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如安德烈·萨哈罗夫等，也

包括在改革年代里应时而动风起云涌的知识分子，

如加夫里尔·波波夫等。随着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

知识精英也表现出社会角色的多样性。既有继续从

事改革理论工作的研究者，也有从书斋走向街头的

社会活动家（如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

还有委身于政治领导人从而获取相应权力的“御用

文人”（如叶利钦的国务秘书根纳季·布尔布利斯、

经济顾问叶戈尔·盖达尔等），更有摇身一变借助

民主运动而成为地方领导人的“知识政客”（如当选

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的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等）。

在整个民主运动期间，知识精英以其精深的专业素

养把持着社会舆论工具，以其充满悲情的“社会良心”

的道德心理歪曲着普通群众对苏维埃历史的真挚情

感，并不断营造着“历史恐惧”的政治氛围。大众运

动时期苏联知识精英们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已经

丧失了作为学者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科学研究的立

场和态度。事实上，这种蜕变的知识精英根本容不

得理性的声音和冷静的态度，实质上已经沦为追逐

权力的知识政客。（3）经济精英，既包括在改革

后通过白手起家而获取大量经济利益的“草根精英”，

又包括通过改革政策和内部体制调整而发展起来的

“体制精英”，还包括利用苏联官僚体制中普遍存在

的裙带关系攫取利益的“寄生精英”。当戈尔巴乔夫

的改革成功摧垮了苏维埃政权的权力支柱——苏联

共产党后，走向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社会精英的普遍

性利益选择。在改革中获利的经济精英们对未来充

满着信心。对他们来说，最紧迫任务是挤进政界和

立法机关，尽快使“上层”出现“自己人”。就在精英

们开始享受权力盛宴之时，狂热的社会大众却在不

堪承受的生活重负之下再一次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

之中。对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这种社会阵痛，

后来负责俄联邦国家财产委员会的阿尔弗雷德·科

赫冷酷地说：“几十年以来，俄国人民都是依靠国

家来领导的，他们只有通过痛苦的错误，才能学会

拥有和管理自己富饶的国家。” ③

深刻反思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教训，是中国共产

党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重要历史资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

样，深刻总结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不是说苏联

当时就怎么好，也不是要为苏联和苏共唱挽歌，而

是说我们要注意在历史和现实的重大政治变局中认

识和把握治国理政规律，善于认识和运用规律。不

注重历史规律，总有一天要吃大亏”！④

① 小 杰 克·F. 马

特洛克：《苏联

解体亲历记》上

册，第 23 页。

②纳扎尔巴耶夫：

《站在 21 世纪门

槛上:总统手记》，

北京：时事出版

社，1997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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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The Keypoint of Reconsideration of China and the World
Cai Tuo & Zhao Kejin & Zhang Shengjun & Yang Xuedong & Cai Cuihong & Gao Qiqi

Abstract: In June 2018, Xi Jinping profoundly pointed out at the Central Foreign Affairs Work 
Conference that China is in the best period of development since modern times, and the world is in an 
unprecedented change in a century. The two are intertwined and mutually agitated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interpret the important proposition of "Great Change Unseen in a Century", we jointly organized 
a special seminar. Scholar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seminar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great change" lie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that is,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led by the developed western countries which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recent years, a series of 
drastic changes and adjustments have taken place. The momentum of the great change mainly comes 
from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the United States, that lea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order, has been withdrawing from the ranks, engaging in unilateralism and protectionism, 
and undermining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and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the emerging economies represented by China have risen as a group, and firmly uphold the principles of 
multilateralism and free trade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soun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vigorous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towards a more just and rational 
direction. Scholars pointed out that the great changes contain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future is uncertain. Only by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resolving the challenge and grasping the initiative in 
the great change, can China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change in a direction conducive to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mankind.

Global Changes: China's Position and Way Out
Liu Zhenye

Abstract: The world today is in the midst of a great change in glob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world'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shown an unprecedented turning 
point. Looking around the global revolution in the current era, the structure of global system and world's 
development are taking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traditional dominance of the Western world in the global 
system faces new challenges, the new round of industrialization has subverted the "core-edge" status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is undergoing a huge flip, 
the nationalist model has returned strongly to the centre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after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liberal economic policies has been prevailing for a long time, the Sino-US relations is 
now facing unprecedented uncertainty and historical turning, and so on. One after another, the historical 
changes are waiting for us to grasp and steer it direction with a rational attitude. In the face of the global 
changes and the world's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how does China get along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How to rationally deal with the complex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changes, and then develop 
appropriate strategies to achieve success in its own development? Generally speaking, we can think it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China should maintain established strategy, not make directional mistakes; 
continuing to open to the outside world, adhere to the path of multilateralism and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diplomatic cooperation; seizing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of a new round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adhering to promote and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round of industrialization; rationally 
recognizing the resurgence of nationalism, not only to strengthen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but also 
to be vigilant and alert to the trend of nationalism; rationally cognizing the reverse and the advance of 
globalization, continuously promoting and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ctively exerting its 
own advantages in the field of development, and striving to promote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ability of 
development.
Keywords: global change; global system change; world development; industrialization; reform and 
opening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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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orm Path of Labor Relations Governance
——Based on a Perspective of Increment and Stock

Li Gan & Dong Baohua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vision of the Labor Contract Law being suspended and 
the booming development of sharing economy, the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and the judiciary have 
increased the flexibility of the labor market from the ways of "increment" and "stock". It achieved the 
goal of increasing labor market flexibility, but it also promotes the dual system of employment of labor 
relations and non-labor relations. The "dual system" of employment embodies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legal system and the reality. Its existence has certain inevitability, but it also implies many drawbacks and 
risks.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do subtraction" from standard labor relations, "do 
addition" in non-labor relations, and "expanding the middle" of non-standards labor relations. 
Keywords：labor relations；increment；stock；Labor Contract Law；dual system of employment

How Should Body Aesthetics be Constructed
——Deliberate with Professor Wang Xiaohua

Zhang Yuneng & Zhang Gong
Abstract：Wang Xiaohua's Introduction to Body Aesthetics is the first systematic book about body 
aesthetics in China. It has contribu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school of physical aesthetics 
and deserves our atten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triggered our thinking: how should body aesthetics 
be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new practical aesthetics, body aesthetics should start from the practice 
of the body, not just from the body. Body aesthetics should take practical ontology as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not just material ontology, which is the self-evident premise of practical ontology. Body aesthetics 
should be body aesthetic theory, not just body sensibility.
Keywords：new practical aesthetics；body aesthetics；construction；practical ontology；body 
aesthetic theory 

Rethinking the Idea of Conscious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ideggerian AI
——Deliberate with Mr. He Huaihong

Duan Siying
Abstract: In an era wh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seems increasingly invasive in our daily life, the 
issues including how to understand such an existence or how to understand human beings anew have 
been debated in academic circles. Many scholars express their concern, anxiety or even fear for the threat 
of AI to human civilization, advocate returning to the spiritual culture as opposed to material culture 
represented by AI, in order to guard against intelligent machines’ superb capabilities and their possible 
rebelling in the future. However,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I shows 
that they cannot develop an "independent consciousness" for rebelling against human, but may develop 
a certain "cognition" that belong to AI themselves. However, to deal with the potential danger of the 
development of AI cognition, we should not be satisfied with looking for the meaning of human beings 
as opposed to AI or simply resisting the research of AI, but rather break the disciplinary barrier, trying 
to understand AI actively from its own perspective and thus improving the way AI could coexist with 
human beings. There are lots of research tasks for humanists to engage in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AI in 
human society.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rtificial life；consciousness；cognition；mind-body relationship

Network Pledge：Lucky Game , Spiritual Selfishness and Identity Dilemma 
Jiang Jianguo & Yang Panpan

Abstract: Recently, online forwarding pledges have frequently appeared in various social medi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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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received widespread public attention. The network forwarding pledge is a game behavior about 
lucky symbols. It has certain utilitarian appeals and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religious belief 
rituals. It reflects the identity anxiety and value confusion of contemporary young people. The network 
forwarding pledge caters to the emotional and entertainment needs of contemporary young netizens, and 
develops into a new subculture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The spiritual selfishness 
and individualism tendency reflected in the process of forwarding and interaction is worthy of our 
attention.
Keywords: network pledge；identity anxiety；spiritual selfishness；youth subculture

Ideological "Suture"：Critical Thoughts on "Kunshan Anti-killing Case" in the 
Context of Post-ideology

Zeng Yiguo
Abstract：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et, the mobility of Chinese society has been greatly 
strengthened, and what Baumann calls "mobility, liquidity and complexity society" has gradually formed. 
Such a society, on the one hand, 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to people's lives,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brings unstable and insecure factors，thus arise many new social disputes and contradictions. 
For example, the recent "Kunshan anti-killing case"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mobility, liquidity and complexity of society. After the incident, the discourses of public opinion are also 
complex, which reflect the current Chinese social mood and social mentality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ex and diverse. How to form a consensus opinion for a mobile, differentiated and pluralistic 
society? The reasonable solution of the "Kunshan anti-killing case" may provide some enlightenment for 
dealing with other public opinion events in the mobile society.
Keywords："Kunshan anti-killing case"；ideological "suture"；post-ideological society；consensus

Population Optimization：The Mission of Humanistic Demography
Mu Guangzong

Abstract：Und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discussed how the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relations have been transformed from tension to ease and finally entered a 
virtuous circle.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is largely created by population mobility. The main problems 
China would face in the future are the citizenization of urban migrant popul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It reflected and discussed the methods and mechanism of population governance and summarizes eight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control. The achievement of low fertility level does not mean the end of 
population problem, but accompani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pulation problem. China needs more 
far-sighted policies to encourage fertility and optimize population. The reform of population policy is a 
process of continuing to empower and benefit the people and improving the general social welfare of the 
population. The mission of humanistic demography is to build the population optimization theory with 
Chinese local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reform and opening-up; population control; birth planning; population optimization; 
humanistic demography

Reinterpreting the "Family Planning" Fertility Policy
——Promoting "Reproductive Freedom" and Avoiding Misinterpreting "Birth Promotion"

Hu Zhan & Peng Xizhe
Abstract: There are lots of discussions and disputes about further reform of China's fertility policy 
recently. It argues that the "family planning" fertility policy should be interpreted in a new way. Based 
on the current two-child policy, the fertility policy should be transformed from " birth restrictions " to 
" reproductive freedom "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new population strategy should not interpret "family 
planning" in narrow sense, the term "family planning" is not the same as "only have a child" or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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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two children", and also do not mean "birth limitation" or "birth control". It is still a "planned" 
strategy, which means the couples can determine their own birth plans according to the individual 
conditions, the family situations, an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Not only that, while 
accelerating the realization of "reproductive freedom",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should also avoid 
misinterpreting "birth promotion". The "birth promotion"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functional system 
of family policy and the relevant social policies, meanwhile the policies need to emphasize the parenting 
responsibility of families.
Keywords: fertility policy；reproductive freedom；family policy；population aging

"Intellectuals": Contradictions between Specialty and Super-Specialty and Ways to Improve
You Xilin

Abstract: The word"intellectual" is evolving into the activity mechanism and functional field of verb 
characteristics. Kant's "open use of rationality" activities on individual construction of super-professional 
public sphere and realization of personality freedom not only laid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intellectual 
philosophy, but also revealed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specialty and super-specialty in modern 
society, and predicted the boundar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frontier of 
specialization. Highly specialized modern society has required intellectuals to have professional analysis 
ability in super-professional criticism, but both natural-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sciences are limited 
by one-sidedness of professionalism, and unable to obtain super-professional integrated vision and critical 
position. The contemporary marginalization of intellectuals stems from the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communication of information. The direct and 
feasible way to improve is to use the internal communication specialty of super-professional general 
education as the intellectuals' super-professional activities to apply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ir own 
production mechanism.
Keywords: intellectuals；"open use of reason"；personality freedom；specialty and super specialty； 
general education

Reform and Governance of Large Socialist Country
——Rethinking the Lessons of the Soviet Union

Lu Nanquan & Ye Shuzong & Yu Weimin & Zuo Fengrong & Xiao Wei & Xue Xiaorong
Abstract:Since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Gorbachev's reform, as the final stage of the 
Soviet Union's history, has always been a comparative object of China. In the eyes of many researchers, 
the success of China's reform is in contrast to the failure of Gorbachev's reform. However, in the specific 
discussion, the so-called success and failure are quite ambiguous, which implies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reform. 2018 is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s 
reform cause is facing new situations and new problems. At this point, discussion has become the final 
stage of the Soviet model in history, which has a spe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event.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organized the discussion of Xue Xiaorong's Research on Gorbachev’s Reform, and formed a group 
of thematic papers. The author of the book and the scholar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discussion makes a 
thorough discussion on the historical lessons of Gorbachev's reform, the Soviet model and the socialist 
system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levels. It expresses the realistic concern for this historical topic. 
It also reflect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academic purport of Chinese scholars, especially young scholars,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Soviet his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