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共 中 央 党 校（国 家 行 政 学 院）学 报

第 23 卷第 3 期
2019 年 6 月

Journal of the CCPS ( CAG )

Vol.23，No.3
Jun.，2019

阶级的人、
经济的人、
全面发展中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制度设计基点的变迁
项佐涛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海淀 100871）

[摘要] “人”是制度设计的出发点，
“ 人”的差异是制度差异的根源。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作为制度设

计基点的“人”经历了阶级的人、经济的人、全面发展中的人的三次转变。阶级的人强调社会的阶级划分
法和阶级斗争，注重人的整齐划一性，而忽视具体人性，在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同时，却导致了“以阶级
斗争为纲”指导下的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人将人性从阶级的“牢笼”中释放出来，注重激发人的
物质欲望，导致市场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但也滋生了贫富分化等现象。全面发展中的人符合马克思
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最终目标，既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财富的不断丰富和分配的公正
性，又注重人的政治权利、道德文化素质的提升，致力于实现阶级性和人性的统一，即人的阶级觉悟的提
高和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的相互促进。三次转变是相互衔接、不断前进的探索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人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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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如何定义“人”成

中的人的转变。这三次转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

为不同制度差异性的根源。建立自由人的联合

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理

体，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

解以及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它促成了中国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保证

社会主义事业不断砥砺前行。

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1] 体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使命感。

一、阶级的人（ 1 9 4 9 年— 1 9

回顾共和国 70 年历程，虽然存在着曲折与艰辛，但

7 6 年）

前进。70 年来，作为制度设计基点的中国“人”经

改造社会的基本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

历了三次转变，即阶级的人、经济的人、全面发展

宣言》中写道：
“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带领全国人民朝着这一目标

阶级分析法是共产党人观察社会、分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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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导师。

争的历史。”[2]后来，马克思也曾经这样总结自己的
贡献，
“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
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

展敌特党团分子的登记工作。1951 年底到 1952 年
10 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

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

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

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

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

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1956 年底，基本完成

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

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

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
（1）阶级的存在仅

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按照

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2）阶级斗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标准，从生产资料所有制

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

的角度来讲，剥削阶级在被剥夺生产资料后作为

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3]

阶级的整体已经不复存在。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共产党人将阶级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完成后，刘少奇代表

和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政权构建的出发点。无

中共中央所做的八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国

论是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赞美的无产阶

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成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

级直接民主制，还是斯大林的共产党人是特殊材

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成

料制成的名言，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具体的

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

政治实践中，阶级也成为苏联政权建设的基本“单

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即先

元”。然而，苏联的政权建设存在两个缺陷：第一，

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由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险恶的国内外

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开始由“阶级斗争”转向“发

环境，
“ 斗争哲学”盛行，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扩大

展生产力”[5]。然而，由于接下来的国内外与党内

化；第二，缺少对于落后国情所导致的无产阶级及

外形势的变化，毛泽东严重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

其先锋队的先进性不足的充分认识，党的建设、政

势，中共八大的决议被束之高阁。

权的建设缺少足够的权力制约机制，这也成为苏
联政权建设致命的缺陷。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由俄国传入的，中国的
社会主义模式是向苏联共产党人学习的。毛泽东
曾经说过：
“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因此，

1956 年 2 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做了

《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10 月，波匈

事件爆发。上述事件致使毛泽东错误地研判了国
内阶级斗争的形势。1957 年 1 月，毛泽东专门阐述
国际风潮对党内和国内的影响：
“ 党内党外那些捧

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制度的设计

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

基本单元也是“阶级”，中国“人”是阶级的人。

利。这一下子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

早在 1949 年，毛泽东便阐明了自己对阶级问

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

题的立场。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毛泽

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6]“反右运动”由

东指出：
“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

此开始。1957 年 10 月，随着“反右运动”扩大化，毛

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

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当前中国社会

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

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4] 新中

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1962 年 10

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中国共

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拾阶级斗争，指出无产阶

产党先后进行了一系列“阶级斗争”。1950 年 3 月，

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始终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阶

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开

纲，以生产为中心”的口号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

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

段。1964 年 11 月，中共中央正式以“以阶级斗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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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工作的指导方针，
“ 以阶级斗争为纲”跃居“以

克思恩格斯笔下的理想化和抽象化的无产阶级的

生产为中心”之前。

差异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中国的无产阶级难

此 后 ，中 国 政 治 生 活 中 开 始 了“ 以 阶 级 斗 争

以自己直接管理国家，无产阶级“大民主”难以实

为纲”的极左路线，以政治运动取代或冲击国家

行，而是需要依靠中国共产党和“科层”化的国家

经济建设，而“突出政治”实际上就是突出阶级斗

政权。甚至，由于中国是在落后国家的基础上建

[7]

争 。当时社会主义政权已经稳固，生产资料所

设社会主义和实现现代化的，还由于生产和分配

有制的改造也已经完成，敌对阶级存在的政治和

的职能在废除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交由政权来行

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反动阶级由何产生？毛

使，党和国家在经济管理中发挥着比资本主义国

泽东给出的答案是两点：一是思想文化领域存在

家更加必需且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发起的反对

旧的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二是国外敌对势力尤

“官僚阶级”的斗争，有出于对党和国家权力过度

其是“苏修”的渗透。因此，需要进行一场“文化

集中而引发官僚主义的担忧，但更多的是“两条路

大革命”。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在不断的阶级斗

线”的斗争。在反“官僚阶级”的斗争中，正常的

争 中 ，中 国 共 产 党 才 能 够 保 持 其 先 进 性 和 纯 洁

“科层制”也被砸碎了。阶级斗争破坏了国家权力

性。阶级斗争也由此逐渐从全党全国的工作扩

结构的正常运行，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失去了

展到个人生活领域，不仅要反修防修、打倒党内

领导作用，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巨大混乱。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官僚阶级，还要“狠

可以说，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一定程度上

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中国社会进

脱离了经济基础，主要是通过加强阶级斗争和无

入“无序”的动乱阶段。

产阶级专政，以政治制度、人的意志来消灭私有

可以说，
“ 阶级斗争”论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巩
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作用，但它的负面影响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也是显而易见的。

所说，
“ 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

首先，人性淹没在阶级性中。新中国政权建

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

设的具体实践中，国家权力结构的设置与社会生

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

活过多地强调了阶级的一致性，人被试图塑造成

‘理论根据’。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当成保卫

整齐划一的阶级成员，而忽视了人性的存在。在

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8]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

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下，强调阶级性的

里，虽然阶级是社会分析的基本单元，但是他们并

同志关系实际上压抑了人性，以出身成分来划分

没有因阶级性而忽视人性的存在。在他们看来，

全国人民。同时，过度强调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

阶级性表现为在于无产阶级反抗资本家、推翻资

争性造成了社会成员内部的信任危机。更为重要

本主义制度的集体行为，而无产阶级个体的行为

的是，对物质需求的忽视，造成普遍贫穷的社会主

虽然受其阶级地位的影响，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

义、平均主义大锅饭。政治优先于经济，经济基础

级的阶级意识、行为方式有着根本不同，但是无产

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被颠倒过来，最终才有了邓小

阶级并不是“铁板一块”，无产阶级个体之间的日

平所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常行为是存在差异性的。

第二，过高地估计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性。
中国的无产阶级由于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革命性更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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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消灭阶级，陷入了教条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

二、经济的人（ 1 9 7 6 年— 2 0
1 2 年）

决和彻底；但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中国无产阶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让中国人尝尽了阶

级的文化水平较低，甚至落后思想根深蒂固，与马

级斗争的苦楚，到后期已是人心思变，普遍贫穷的

社会主义难以为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断然纠

序幕，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

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将党和国家的工

为中心。1982 年 1 月，中共中央发布《全国农村工

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

作会议纪要》，文件从根本上将包产到户纳入了社

伟大战略决策。在此过程中，中国人开始由阶级

会主义经济体制范畴，完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的人向经济的人转变。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

制改革的重要一步。1985 年 10 月，邓小平在会见

性基础，
“ 经济人”指追求利益最大化并且基本能

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
“ 一部分地区、一部

够按照理性的方式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的人[9]。

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

经济人的逐利倾向使其最大限度地参与经济活

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1]1992 年，邓小平又提出：

动，激发市场活力，促进资源的流动与财富的创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计划多一点还是市

造。然而，由阶级的人转向经济的人，并不是说中

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国人成为追本逐利者，而是说对经济利益的关切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12] 可

变得合理、合法。

以说，改革开放就是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的绝对偏

人性的“释放”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首先
是恢复“文革”期间被“打碎”的国家机器，邓小平、
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粉碎
“四人帮”后开始着手平反冤假错案，让国家机器

见，
“ 不以阶级论英雄”，而是通过合理地利用资本
主义的因素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在共和国第一个三十年里，阶级是划分人的
标准，无产阶级代表着先进与无私，
“ 越穷越革命”

重新运转起来，让政治生活重归“正常化”。国家

“越穷越光荣”；改革开放后，在从阶级人向经济人

虽然仍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

的转变过程中，中国的意识形态由僵化、教条的阶

会主义国家，但是阶级对立、阶级斗争被极大地淡

级斗争转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从“宁

化，而阶级性更多地体现在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

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向着“解放

不容挑战等方面。

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转变。中国人逐渐成为追求

与此同时，思想领域和经济领域淡化阶级、注

个体利益的经济的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成为一

重经济的改革开始稳步推进。1978 年 5 月 11 日，

些人的目标。

真理的唯一标准》，矛头直指“两个凡是”的教条，

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第一，中国的经济

即“凡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

总量实现了飞速增长。1978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

是毛泽东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路

值世界排名第 11 位；2010 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光明日报》刊登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

线。文章提出，
“ 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

人性的“释放”提升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

体，并在此后稳居世界第二位。我国占世界经济

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

总量的比重逐年上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

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

计算，2017 年，我国 GDP 为 120146 亿美元，占世界

的。……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
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
[10]

的正确态度……” 由此掀起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
的大讨论，从思想上终结了“两个凡是”，中国人得
以打破阶级斗争的思想禁锢，阶级出身不再是人
的唯一身份，阶级斗争不再是党和国家的工作出
发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经济体制改革的

总 量 的 15%，比 1978 年 提 高 了 13.2 个 百 分 点[13]。
第二，中国居民收入显著提升。1978 年，全国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仅 171 元，2009 年突破万元大关，
达到 10977 元，2014 年突破 2 万元大关，达到 20167
元。2017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5974
元，扣除价格因素，比 1978 年实际增长 22.8 倍，年

均增长 8.5%。2017 年全国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占
全部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达到 8.1%[14]。第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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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生活条件不断改善。2017 年，全国居民人均

质。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人民不满的并不是社会

消费支出 18322 元，扣除价格因素，比 1978 年实际

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实现得不够。改革开放产生

增长 18.0 倍，年均增长 7.8%。消费层次由温饱型

的问题依然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去解决。在深化改

向全面小康型转变。2017 年，全国恩格尔系数为

革开放的进程中，需要让人民更加切实地分享到

29.3%，比 1978 年 下 降 34.6%。 居 住 条 件 显 著 改

社会主义发展的成果，在社会主义发展中实现人

善。2018 年，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
积比 1978 年增加 30.2、38.6 平方米[15]。社会主义因
此有了经济的基础，有了“底”。

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

三、全面发展中的人（ 2 0 1 2 年
至今）

仍旧十分重视上层建筑、政治、思想的作用，但前

由阶级的人向经济的人的转变，带来了生产

提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现代

力的快速发展和物质财富的丰富。然而，全面的

化的经济基础之上。这就摆脱了改革开放前的主

人而不是“单向度”的人才是社会主义的目标。物

观唯意志论，把社会主义立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

质的丰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经济条件，但是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上了。

只强调人的经济方面，人有可能会变成自私自利

然而，人性的“释放”却也导致了“资本”和“权

的“畸形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
“ 人，

力”向着野蛮、不可控的方向发展，有不被社会主

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

义“驯服”的风险。避讳谈阶级、阶级斗争，导致中

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
‘ 单向度’的人。人

下层劳动者相对于“资本”和“权力”的劣势，由此

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

产生了一系列社会负面现象。第一，社会贫富差

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

距扩大，国人无止境地追逐私利，有损于社会主义

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

的公正性。与共和国第一个三十年相比，物质财

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

富的增长可谓极其丰富，但是收入的现实差距又

义。”[16]在当前的中国，全面发展中的人意味着人的

给普通人带来“相对剥夺感”。中国虽然已经实现

进一步解放与自由，既要破除共和国前三十年形

了一部分人的率先富裕，但共同富裕还任重而道

成的阶级观的桎梏，又要将人从改革开放后盛行

远。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

的物质主义中解放出来。

义。第二，社会上出现了为官不正、为富不仁的情

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共产党人的终极目

况。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价格

标，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

双轨制的出现助长了倒买倒卖与权力寻租的现

指出的，
“ 每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

象，催生出中国第一批既得利益者。此后，官商结

面发展的条件。”[17]何谓人的全面发展？对此，恩格

合、钱权交易、腐败滋生、奢侈浪费等行为的出现

斯作出定义说：
“ 全面发展的人‘是’各方面都有能

成为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代价。第三，社会道德

力的人，即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18] 当然，真

标准出现滑坡。在有些人中，社会主义原本追求

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即马克思所说

的公平、正义让位于官本位、钱本位。有些人信奉

的“自由王国”，是共产主义社会[19]。但是，这并不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诚信匮乏、人情

等于说在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前，共产党人可

冷漠、自私自利比较严重。

以毫无作为，坐等“全面发展的人”诞生，而是需要

显然，上述消极现象与共产党人的追求是格
格不入的，影响着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因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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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面发展，以此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行。

部分人开始不满甚至质疑中国政权的社会主义性

通过奋斗使人处在“全面发展中”，以此为进入共
产主义社会不断积累条件。
中国是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

的，因而不可能快速建成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自

其次，要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

由人的联合体。在这里，没有发达的物质基础，社

明素养，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实现“人民有信

会主义的建设者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纯

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全面发展中的人

粹的”、脱离任何低级趣味的理想化的无产阶级。

应该继承中华传统美德，
“ 讲仁爱、重民本、守诚

部分党员干部、普通群众受旧的私有观念影响很

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应该恪守社会主义

深，或者难以抵抗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因

的道德要求，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做到心

此，
“ 文化大革命”有其逻辑合理性。然而，
“ 文化

中有他人、心中有集体、心中有国家，达到集体主

大革命”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

义与个人主义、阶级性与人性的高度统一；需要具

本道理是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而不是政治

有世界主义情怀，共创和平、安宁、繁荣、开放、美

决定意识。通过灌输、政治斗争来塑造人的思想

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观念的做法只能一时有效，不能“一劳永逸”地解

而奋斗。

决问题。

第 二 ，增 加 社 会 财 富 ，解 决 财 富 分 配 不 公 问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是提

题，以此建立政治权利和道德文化素质的物质基

高生产力并创造出更多社会财富。同时需要注意

础。
“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产阶级意识的培养和文

的是，人的发展与物质生产力的提高往往是有矛盾

化水平的提高应该是现代化大生产的产物，离开

的，这通常表现在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会造成人的片

了物质基础，人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发展。消灭

面的、畸形的发展，乃至造成对人自身的压制和践

私有制、建立社会所有制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

[20]

踏 。因此，
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需要全社

党宣言》中为共产党人提出的历史使命。但是，消

会包括个人、
国家与政党从多个维度来推进。

灭私有制并不等于消灭个人财产，在马克思恩格

第一，注重人的政治权利、道德文化素质的提

斯的语境中，取代私有制的是社会所有制，而社会

升，致力于阶级性和人性的统一，即人的阶级觉悟

所有制以工人阶级自己集体掌握和管理生产资料

的提高和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的相互促进。在社

为本质的，惟其如此它才可能成为“自由人的联合

会主义国家，阶级觉悟应该是个人自由发展之上

体”[22]。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所有制被

对社会主义的拥护，而不是压制人性、人的发展，

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而国家所有制在极端的情况

主观地通过行政手段来实现。

下却可能成为“人人都没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首先，保障和发展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

段，国家所有制在积累资源、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

权利，通过民主生活锻炼人民管理国家的能力。

发挥着不可否认的重要作用，但是社会主义国家

依法保障人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保障人民参加

应该朝着不断公正地增加个人物质财富、工人阶

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

级集体掌握和管理生产资料的方向前进。它既不

务，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等权利；保障公民

同于平均主义大锅饭，又不同于市场经济的贫富

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权

分化，而是建立在物产丰富的基础与个人财富分

利；落实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

配的公正之上。可以说，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

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机关进行申诉、控告或检举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

的权利。正如列宁在俄共（布）七大所言：
“ 苏维埃

系中不同，而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存

政权是群众立即开始学习管理国家和组织全国范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对立，无产阶级意

围内的生产的机构……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

识建立在个人的获得方面，基于其在社会主义建

是一个党所能实施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

设中感悟到的社会主义优越性。

[21]

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才能实施社会主义。”

正因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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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

中共党内官僚特权阶层产生，中国模式的社会主

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义性质就会发生蜕变，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就会失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去人民的支持。

矛盾。其本意就是让更多的人获得社会主义发展

从更加长远的角度看，政治国家不能实现人

的成果。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在分配过程中体

类的解放，相反，政治国家权力的膨胀反而会侵犯

现公正的原则，缩小收入差距，为实现人的全面发

个人的自由。国家对社会的过度介入会造成个人

展提供物质基础。资本的本质是追求利润，中外

权利的丧失，不利于公民意识的培养。在道德和

皆是如此。因此，需要通过社会主义政权的力量

财富高度发达的阶段，国家应逐步退出。这是符

驯服资本，让其既能够给经济带来活力，又不至于

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

损害社会主义对于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更要避

判》中指出：
“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

免权力与资本结合为权贵资本。

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

第三，重视并规范党和国家的作用。首先，党
和国家需要起到引领和表率作用。十九大报告指

这个时期的国家职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24]

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

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专政定位于资本主义社会和共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实现人的全面发

产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

展的过程中，党和国家要做人民的“主心骨”。党

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

和国家不仅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生产力的

渡”[25]。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过渡时期后，国家

持续发展，还要做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平衡器，通过

还是要逐渐走向消亡的。

法律和政策规范市场行为，避免经济人逐利的行
为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党员和干部要带头重塑道
德规范，促进社会价值观的重新构建，所谓“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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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

结语
共和国走过了 70 年历程，中国“人”经历了阶

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次，党和

级的人、经济的人、全面发展中的人的三次转变。

国家要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实现依法治

三次转变相互衔接、螺旋上升，体现的是中国共产

国。中国模式的优势在于有一个强大的执政党和

党人对于社会主义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其间，

强有力的政府推动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

虽然伴随着一些曲折和痛苦，但是三次转变让中

这是一把双刃剑。权力过度集中而又缺乏有效监

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走向“强起来”。强

督的政治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要表现形

起来的前提是中国“人”的强大，
“ 人民强，才能国

式就是权力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绝对权力导致绝

家强”。只有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政党的执政

对腐败，权力拥有者的利益被强化是一种必然趋

根基才会牢固，国家才会长治久安，经济才会持续

势。1980 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

发展，社会才会全面进步。

革》讲话中指出，现行政治体制的首要弊端是“权

然而，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

力过分集中”，并进一步指出：
“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

业，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中国正处于并将

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

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实现

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

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代又一

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

代中国“人”在共产党带领下不断探索。它的实现

好 可 以 使 好 人 无 法 充 分 做 好 事 ，甚 至 会 走 向 反

需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持续解放和发展

面。”[23]这也是中共领导人提出“绝不允许形成既得

生产力，积累社会财富，优化分配原则，注重人的

利益集团”，
“ 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原因。一旦

政治权利、道德文化素质的提升，实现人的阶级觉

悟的提高和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的相互促进。削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刻以“人民为中心”，把“人”

足适履，过高估计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只会适得

作为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我将无

其反。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应牢记全心全意

我，不负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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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as Social Classes, People as Homo Economics, and People
as Subjects for All-Around Development: Changing Premises of
Social System Design in the PRC
XIANG Zuotao
Abstract: "People" is the premise of social system design,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eople" is the root
of differences among social systems.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people" as
the premise of social system design have experienced three changes: people as social classes, people as homo
economics, and people as subjects for all-around development. The premise of people as social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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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hasizes the method of class division as well as class struggle of society. It focuses on the uniformity of
human beings, regardless of the specific human nature. Since the guidance of "class struggle as the key link"
played a key role, though the socialist regime was consolidated, the society became generally poorer. The
premise of people as homo economics releases humanity from the "cage" of social classes, and focuses on
stimulating people's material desires, lea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and material richness, but
also the polarization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The premise of people as subjects for all-around
development conforms to the Marxists’ultimate goal, which is the free association of human beings. It
emphasizes not only the material basis of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such as the constant
enrichment of wealth and the impartiality of distribution, but also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political rights
as well as moral and cultural qualities. To sum up, it concentrates on the unification of class and humanity, that
is, the mutual benefit between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 class-consciousness and the human’s personality.
These three changes are the process of mutual exploration and continuous advancement, reflecting the CPC's
continuously deepen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socialism.
Key Words: People as Social Classes, People as Homo Economics, People as Subjects for All-Arou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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