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一國兩制”下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 

 

王 禹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被概括為近代社會以來互

相對立的兩種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1 中國是社會主

義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1 條對此做了明

確規定。2 而“一國兩制”是指中國在收回香港和澳

門以後，建立特別行政區，特別行政區內不實行社會

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

方式五十年不變。兩部基本法的序言和第 5 條對此作

了明確規定。 

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是指不在特別行

政區推行和建立中國已經建立起來的具有社會主義

性質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文化制度。中國憲

法規定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

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據此

建立起來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人民民主專政

的政權組織形式，是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具有鮮明

的社會主義性質，不能在特別行政區建立這樣的地方

政權組織形式。中國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即以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制度，以

及有關社會主義的原則及文化教育制度和政策，也不

能在特別行政區推行。 

問題還在於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資本主

義是腐朽的社會制度，隨着歷史的發展， 終會被社

會主義取代，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目的就

是消滅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歷史使命是消滅資本主

義。中國自上個世紀 70 年代末 80 年代以來，逐漸確

立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大膽吸收了資本

主義體制中一些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建立了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且改革開放在不斷深化過程

中，可能還需要進一步吸收資本主義體系裏一些有益

的因素。這就提出了在當代的具體歷史條件下，如何

看待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問題。同時，香港和澳門

已經回歸，“一國兩制”下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又

是統一在一個共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因此，這就

出現了“一個國家”內部，如何處理兩種在思想體系

和社會制度上根本對立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問

題。 

如何看待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這是中國

實施“一國兩制”與基本法過程中必須回答的重大

問題，甚至“一國兩制”能否行得通，基本法規定的

特別行政區制度能否長期實行，也取決於對這一問題

的回答。3 

本文試圖從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概念入手，進

而討論馬克思筆下的社會主義理想，以及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理論的確立，在這些基礎上，本文試圖將“一

國兩制”下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概括為三

種關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和平共處，社會主義為

主、資本主義為輔，以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共同發

展。 

 

 

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概念 

 

“社會主義”(socialism)從字面上看，就是“社

會至上的學說、思想或主義”。“社會主義”的 初

含義是與“個人主義”相對，含有“集體主義”的意

思，後來，進一步發展為“在公有制基礎上重建社

會、經濟、法律秩序”的內涵。4 中國使用“社會主

義”一詞是從日本傳入的5，而且從一開始就含有重

建資本主義社會的意思。6 
1753 年，德國神學家、歷史學家安賽爾姆‧德辛

把遵循自然規律的人稱為“社會主義者”，所指是注

重人的社會性的人。7 1803 年意大利傳教士賈科莫‧

朱利阿尼寫成《駁斥反社會主義》一文，他認為，人

生下來就註定是社會的人，個人主義是“反社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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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社會主義是上帝安排和歷史遺留下來的傳統社

會，社會主義者也正是維持傳統社會制度，反對個人

主義和個人主義者的人。8 然而，這些含義都不是我

們今天所說的“社會主義”的意思。 

“社會主義”獲得今天所說的內涵，則始於 19

世紀 20 至 30 年代的空想社會主義者。1822 年，英國

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 年)的一位通信者愛德華‧科珀第一次用英

文使用“社會主義”這個術語。1827 年 11 月，羅伯

特‧歐文的信徒主辦的《倫敦合作雜誌》上，將“社

會主義者”與“公有主義者”相提並論，用來指主張

財產公有的人。1832 年法國的喬西葉爾在聖西門派主

辦的《環球》期刊上，把“社會主義”解釋為人與人

之間的有組織的聯繫：“我們不願意為社會主義而犧

牲個人，也不願意為個人而犧牲社會主義。”1833

年英國歐文派的刊物《貧民衛報》也使用了“社會主

義”這個詞。1834 年聖西門派活動家比埃爾‧勒魯發

表了《論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文，雷諾又同時發

表了《論改革派和現代社會主義》一書，從此，“社

會主義”一詞在歐洲廣為流傳。1840 年，歐文出版了

他的《社會主義或理性社會制度》一書。 

在歐文的這部作品裏，社會主義是作為理性社會

制度的同義詞出現的。這就是指“社會主義”這種社

會制度是人類通過自己的理性設計的。這種空想社會

主義的思想 早可以回溯到 1516 年英格蘭的湯瑪

斯‧莫爾(Saint Thomas More，1478-1535 年)。他用拉

丁文寫成《烏托邦》(Utopia)一書，虛構了大西洋上

的一個小島，小島上的國家，擁有完美的社會、政治

與法制：所有制被廢除，產品只歸全社會所有，公民

在政治上一律平等，人人參與勞動，沒有剝削，也沒

有壓迫。 

到了 19 世紀的 30 年代與 40 年代，這種空想社

會主義思想達到了頂峰，出現了三大著名的空想社會

主義思想家：英國的羅伯特‧歐文和法國的聖西門

(Claude Henri de Rouvroy, comte de Saint-Simon，

1760-1825 年)、查爾斯‧傅立葉(Charles Fourier，

1772-1837 年)。他們在著作中抨擊和批判當時所處時

代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和僱傭勞動，致力於設計一種新

的社會制度，在這種新的社會制度下，實行生產資料

公共佔有與共同勞動，沒有不勞而獲，也沒有剝削與

壓迫。 

與“社會主義”相聯繫，還有一個概念：共產主

義。空想社會主義者起初使用的“社會主義”是指為

提高勞動群眾福利和保障社會和平而改造社會制度

的意思，而緊接着出現的在巴黎成立的秘密團體裏使

用的“共產主義”(拉丁文communis，意為“公共

的”)的概念則更加激進。這些秘密團體使用“共產

主義”，意在強調其主義更加富有革命精神，強調徹

底消滅財產的不平等，實行財產公有制。 9  馬克思

(Karl Marx，1818-1883 年)和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les，1820-1895 年)在《共產黨宣言》裏，為了同

當時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相區別，用“共產主義”命

名自己的學說，所以，在他們的著作裏，社會主義與

共產主義在一般情況下沒有區別。 

後來，為了更好地闡述自己的思想，馬克思和恩

格 斯 將 自 己 的 社 會 主 義 學 說 稱 為 “ 科 學 社 會 主

義”。恩格斯在 1873 年的《論住宅問題》首次使用

了“科學社會主義”來表述立場：“德國科學社會主

義的觀點，即無產階級必須採取政治行動，必須實行

無產階級專政作為達到廢除階級並和階級一起廢除

國家的過渡。”10 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認為，已經

找到了實現社會主義的階級力量，即無產階級及其為

此進行奮鬥的階級組織共產黨，從而使得社會主義由

“空想”變成了“科學”。 

馬克思在其《哥達綱領批判》裏並明確區分了共

產主義的兩個階段：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

來，在經濟、道德和精神等方面還都帶有資本主義社

會痕跡的第一階段，以及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起來

的高級階段，即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和高級階段。列

寧在此基礎上，在其《國家與革命》裏明確將共產主

義的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稱為“社會主義”，將共

產主義的高級階段稱為“共產主義”。因此，當我們

使用社會主義來表達社會制度和社會形態時，就專指

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這就是我們今天所

說的“社會主義”的內涵。 

至於“資本主義”(capitalism)，從字面上看，是

指“資本至上”的意思。第一個使用“資本主義”一

詞的是英國小說家威廉‧梅克匹斯‧薩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 年)，他以此表示大

量資本的所有權，而非一種生產制度。然而，直至 1867

年馬克思發表《資本論》，馬克思仍然不知道有“資

本主義”一詞，以後也沒有使用過這個詞。11 馬克思

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裏是使用“資產階級社

會”來指稱我們今天所說的“資本主義社會”。1902

年，維納‧宋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 年)在

其著作《現代資本主義》才將資本主義作為社會主義

的反面來形容生產制度。12 

我們今天所說的資本主義，首先是指一種經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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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這種經濟制度包含着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僱傭

勞動以及自由生產與經營，及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

的一整套社會制度。馬克思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

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

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

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

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

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

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着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

精神生活的過程。”13 他由此創立了社會經濟形態的

概念，並指出，“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

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

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

是社會生產過程的 後一個對抗形式”。14 後來的馬

克思主義者把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概括為五種社會

經濟形態，即原始公社制的、奴隸制的、封建佔有制

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 

這些社會經濟形態依次更替，決定着社會的性

質。在社會經濟形態的具體結構下，處於不同利益地

位的社會集團，就形成了不同的階級。這些在經濟上

不同，乃至根本上對立的階級，必然表現為階級衝突

和階級鬥爭。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

裏宣稱，“到目前爲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

爭的歷史。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

行會師傅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

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

開的鬥爭，而每一次鬥爭的結局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

改造或者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15 

階級鬥爭推動了社會經濟形態的變更，而到了資

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反對組成階級的鬥爭，就必然

發展成政治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無產階

級專政。馬克思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社會裏存在着其

自身不能克服的內在矛盾所導致的，資本主義社會必

然會被更高級的共產主義社會取代。這是歷史發展的

規律，是由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所決定的，是不以人的

意志所轉移的。馬克思的這個思想，在 1977 年《蘇

聯憲法》的序言第一段就有深刻的體現： 

“俄國的工人和農民在以弗‧伊‧列寧為首的共

產黨領導下進行的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推翻了資

本家和地主的政權，砸碎了壓迫的枷鎖，建立了無產

階級專政，創立了蘇維埃國家──新型的國家，保衛

革命成果、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基本工具。人

類從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

的轉折開始了。”16 

二、馬克思筆下的社會主義理想 
 

馬克思在《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

書摘要》和《哥達綱領批判》裏，描述了資本主義社

會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幾個階段：○1 資本主義向社

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

階級的革命專政，它將持續到階級存在的經濟基礎被

消滅的時候為止；○2 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或低級階

段，即我們今天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3 共產主

義社會的高級階段，即共產主義社會。17 

馬克思筆下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或低級

階段”具有以下特徵：第一，生產資料由社會佔有，

實行“社會所有制”，“以生產資料公有為基礎”，

“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轉為個人

的財產”。18 第二，商品生產和交換已不再存在，使

用勞動券按勞動量來直接分配消費資料。19 第三，政

治意義上的國家已經消亡，“階級統治一旦消失，目

前政治意義上的國家也就不存在了”，“選舉將完全

喪失它目前的政治性質。”20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如同人類歷史上以往階級

鬥爭的歷史經驗一樣，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和共

產主義社會的過渡，就必須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

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在此基礎上，通過對當

時壟斷資本主義的批判研究，得出結論說，“經濟和

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

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甚至在單獨一個

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21 這個結論為俄國發動

十月革命提供了理論依據。 

1917 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

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誕生。馬克思筆

下的社會主義由理想變為現實，社會主義從思想體系

轉變為作為社會制度。1918 年 1 月 16 日，全俄中央

執行委員會通過了由列寧起草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

利宣言》，宣佈俄國為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

中央和地方的全部政權均歸這些蘇維埃掌握，其主要

任務是消滅一切人剝削人的現象，完全消除社會的階

級區分，無情鎮壓剝削者，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組

織，使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中取得勝利。22 

二戰結束後，在蘇聯的幫助和支持下，歐洲、亞

洲與拉丁美洲一系列國家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如蒙

古、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阿爾

巴尼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民主德國、越南、朝

鮮、中國和古巴等。這些國家以馬列主義為理論指導

建設社會主義，實行共產黨領導，並以蘇聯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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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與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相抗衡的社會主

義陣營。23 

那麼，甚麼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的特

徵有哪些？根據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

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它們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是

不同的。根據這個區別，蘇聯的傳統經典看法認為：

“社會主義(緣於拉丁文socialis，意謂社會的、公共

的)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沒有人剝削人的現象、並

實行全社會規模的有計劃的商品生產特徵的、取代資

本主義的社會制度，是共產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的第一

階段。”24 中國有關辭典將其定義為社會主義國家的

特徵在於：○1 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或以生產資料

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結構的經濟基礎之上，它

的本質是工人階級的政治統治，即無產階級專政；○2

是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時期的政權；○3 它的主

要任務是：消滅一切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大力發展

生產力，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

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進而消滅一切階級差別、城鄉

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為實現共產主義和

國家消亡創造物質與精神條件。  這些特徵主要可以

概括為以下幾點： 

25

第一，生產資料公有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

產黨宣言》裏稱：“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

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尤其是“現代的資產階級

私有制是建立在階級對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對另一

些人的剝削上面的產品生產和佔有的 後而又 完

備的表現”，“共產主義的特徵並不是要廢除一般的

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  

私有制是以往剝削社會的基本特徵，從而產生了

剝削和壓迫，“決定了被剝削者的屈辱地位和剝削者

人性的墮落”26，因此必須消滅生產資料的私有制。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礎上，實

行公有制，“只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人們擺脫

了奴隸制、奴役制和資本主義一切剝削方式時才能獲

得人的全部尊嚴”。27 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後，消

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從而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是確

立社會主義社會的首要特徵。 

傳統馬克思主義設想的生產資料公有制，還與計

劃經濟相聯繫。斯大林說，“我相信在資本主義條件

下不可能實行計劃經濟”，“如果不從資本家下面解

放出來，如果不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那末你就不能

建立計劃經濟”。28 根據這種看法，公有制與計劃經

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私有制與市場經濟是資本

主義的本質特徵。 

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中，後來則進行了經

濟體制改革，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鄧小

平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

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

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29 而在

朝鮮和古巴，到現在為止仍然堅持計劃經濟下的生產

資料公有制。 

第二，共產黨領導。共產黨，有些國家也稱工人

黨， 初是指為代表無產階級(即工人階級)的利益而

成立的政黨，現在通常是指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指

導，並致力於將社會推向共產主義社會為 終目標的

政黨。30  

馬克思主義認為，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

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是指由共產黨領導

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

義憲法都明確規定了共產黨或工人黨在整個國家生

活中的領導地位。但有兩種情況，如阿爾巴尼亞、匈

牙利、羅馬尼亞、古巴、蒙古、南斯拉夫，在歷史上

形成了只有共產黨或工人黨的事實，因而在這些國家

裏實行一黨制，在另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裏，除共產黨

或工人黨之外，還有非執政的一些民主黨，在這些國

家裏，往往實現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

制度。 

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由憲法

明確規定。如蘇聯 1977 年憲法第 6 條就明確規定，

“蘇聯共產黨是蘇聯社會的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是

蘇聯社會政治制度以及國家和社會組織的核心。蘇共

為人民而存在，並為人民服務。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學

說武裝起來的蘇聯共產黨規定社會發展的總的前

景，規定蘇聯的內外政策路綫，領導蘇聯人民進行偉

大的創造性活動，使蘇聯人民爭取共產主義勝利的鬥

爭具有計劃性，並有科學根據。”31 朝鮮 1972 年憲

法第 4 條規定，“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是以把馬

克思列寧主義創造性地運用於我國現實的朝鮮勞動

黨的主體思想作為自己活動的方針。”32 

這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制度有根本性不同：西

方的政黨是通過競選的形式輪流坐莊執政。與社會主

義政黨制度相適應，社會主義國家不採用資本主義的

三權分立。恩格斯說，所謂三權分立，實際上是資產

階級國家機器的一種日常分工罷了，掩蓋了資產階級

國家的階級實質。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法學在理論上一

般不把“三權分立”看作是憲法的原則，而是普遍確

認權力的統一和民主集中制原則。其主要內容是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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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上確認國家權力的不可分割性，在實踐中以人民的

代表機關作為統一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 

第三，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信奉馬克思列寧主

義，是指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去分析和解

決國家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國際問題，形成馬克思

列寧主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 

“馬克思主義”早在馬克思在世的時候就已經

使用，是指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9 世紀工人運動實踐

基礎上而創立的理論體系，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馬

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科學社會主義。列寧在繼承和

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創建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

家，在其去世後，蘇聯將列寧的思想體系以及對馬克

思主義的貢獻定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

列寧主義”也即成為共產主義及世界各地共產黨對

這種思想體系的稱呼。 

因此，社會主義國家有自己嚴密的思想體系，有

自己奮鬥的社會目標，有自己的領導力量。在馬克思

和他的追隨者看來，資本主義社會是建立在不合理制

度基礎上，是腐朽的，必然走向滅亡。馬克思筆下的

社會主義，是在否定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進行設計

的，擔負着消滅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打碎資本主義

的國家機器，解放資本束縛下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階

級，以及解放全人類的歷史使命。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中國自 1840 年鴉片戰爭以後，逐漸步入近代社

會，並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外國侵略者瘋狂

地向中國傾銷商品和掠奪原料，逐漸把中國市場捲入

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大片領土被割讓，領海和司法等

主權遭到嚴重破壞。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以後，中國

甚至到了亡國滅種的地步。1911 年中國爆發了辛亥革

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進入了軍閥混戰、民不聊

生的民國時代。1921 年 2 月，在共產國際的資助下，

來自全國的 13 名代表在上海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

次全國代表大會，其後在蘇聯的幫助下，經過土地革

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在毛澤東的領導下，

1949 年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1956 年完成了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經濟基

礎實現了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所以，中國 1982 年憲

法序言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社會

逐步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生產資

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人剝削人的制度

已經消滅，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憲法明確規定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

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憲法第 1 條)，並

明確規定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領

導地位，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國家意識形態中的指

導地位。 

1976 年以後，中國經歷了從傳統計劃經濟的社會

主義向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渡，指導思想亦從原

來 的 “ 階 級 鬥 爭 為 綱 ” 演 變 成 “ 經 濟 建 設 為 中

心”。憲法序言明確指出了中國的這種轉變：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事業

的成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馬克思

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堅持真理，修正錯

誤，戰勝許多艱難險阻而取得的。我國將長期處於社

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的根本任務是，沿着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道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

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

重要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

道路，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

度，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

全社會主義法制，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

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推動物質文明、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

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這段序言指出了中國現在所處的社會階段、發展

道路、建設目標、領導力量和指導思想等。這是中國

1982 年憲法迄今以來修改 為頻繁的地方。1993 年

修改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寫進“建

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堅持改革開放”。1999

年修改提出了“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

段”的論斷，指導思想在原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與

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增加了“鄧小平理論”，並提

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2004 年修改在指導思

想方面又增加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內容。 

這段憲法序言的修改來之不易。1949 年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就領導中國共產黨，開始了對

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1956 年以後，

中國在社會主義道路探索上，走了不少彎路，甚至爆

發了成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國民經濟被破壞到

崩潰的邊緣。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對傳統的社會主義

進行了反思：“甚麼叫社會主義，甚麼叫馬克思主

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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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是甚麼，馬克思主義是甚麼，過去我們並

沒有完全搞清楚。”“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包括甚

麼叫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也要解放思想。經濟長期處於

停滯狀態總不能叫社會主義。人民生活長期停止在很

低的水平總不能叫社會主義。”33 正是在這種反思的

基礎上，鄧小平指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和發

展中國，但社會主義必須是切合中國實際的、有中國

特色的社會主義。34 

斯大林認為：“無階級社會主義不會按所謂自流

的方式到來的。它是必須由全體勞動者共同努力，用

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機關、展開階級鬥爭、消滅階級、

消滅資本主義階級殘餘的手段，在反對內外敵人的戰

鬥中爭得和建成的”35，並認為真正體現社會主義本

質與方向只有國家所有制，他稱為全民所有制。他認

為，社會主義只能實行計劃經濟，“應該一往直前，

毫不猶豫地推行這種制度，一步一步地縮小商品流通

的活動範圍，而擴大產品交換的活動範圍”，“這樣

的制度既縮小着商品流通的活動範圍，就使社會主義

易於過渡到共產主義。此外，它使我們有可能把集體

農莊的基本財產、集體農莊生產的產品納入全民計劃

的總系統中。”36 這就實際上把社會主義等同於階級

鬥爭、等同於清一色的國家所有制和大一統的計劃經

濟。鄧小平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想，

就突破了這些傳統的社會主義觀念。他說，“社會主

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

消除兩極分化， 終達到共同富裕。”37 

江澤民在鄧小平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三個代表

重要思想。所謂三個代表，是指“中國共產黨始終代

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

進方向，代表 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錦濤繼

續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思想。這些思想進一步豐富

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因此，中國

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理論體系的科學命題，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

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

的科學理論體系。” 

傳統的社會主義是指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

階級專政，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與計劃經濟，以消滅

僱傭勞動剝削為主要任務，取代資本主義的剝削制

度。中國的發展表明，必須改變對這種傳統模式社會

主義的看法，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實行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並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在

這個階段，社會主義並不把消滅資本主義作為自己的

首要任務。中國共產黨通過修改黨章，將自己定位為

不僅僅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且還是中國人民和中

華民族的先鋒隊。這些實際上構成了現階段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的特徵，而且對社會主義本質屬性的認識也

在不斷的深化中。 

鄧小平在 1987 年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

員的時候說過，“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具有中國特

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特色，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

是對香港、澳門、台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國兩

制’”。38 這裏明確指出了，“一國兩制”是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內容。“一國兩制”理論是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的國家統一理論。這就是指，在堅持“一個中

國”的前提下，國家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香港、

澳門和台灣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按照

這個原則推進和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 

 

 

四、“一國兩制”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

三種關係 

 

“一國兩制”下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可以概

括為以下幾種關係：○1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和平共

處；○2 社會主義為主、資本主義為輔；○3 社會主義和

資本主義共同發展。 

 

(一)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和平共處 

在馬克思看來，社會主義革命的 終目的是解放

全人類，在全球範圍內推翻資本的統治，建立無產階

級專政，進而共同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從這個角度

看，社會主義國家不應該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

十月革命後，列寧和他的布爾什維克黨就推動成立了

共產國際，幫助和指導一些國家的共產黨進行一系列

奪取政權的革命鬥爭，當時的主導思想是世界革命，

即歐洲各國無產階級應當在本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起

來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進

而建立歐洲甚至全世界的蘇維埃共和國。39 

然而，當時的社會主義尚未達到完全戰勝資本主

義的力量，列寧首先提出了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

的思想：“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希望同

各國人民和平共處，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來進行國內

建設，使自己能在蘇維埃制度基礎上把生產、運輸和

社會管理工作納入軌道。”40 1922 年 3 月 15 日，蘇

俄政府在一份照會裏說，“俄國政府從不掩飾各蘇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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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共和國同各資產階級國家在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

上存在着根本差別，然而同時認為，雙方要為在經濟

領域進行有效的合作而達成協議無疑是可能的”，各

蘇維埃政府“並決心打算同一切保證互不干涉內部

政治與經濟組織的國家進行經濟合作”。41 1954 年 4

月中國與印度簽訂的《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

的通商和交通協定》，首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

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中國憲法在其序言

部分明確承認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此來作為發展

同世界各國的外交關係和經濟、文化交流的指導思

想。 

因此，和平共處原則原來是指國家與國家之間的

和平共處，尤其是指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

間的和平共處。鄧小平在此基礎上，指出和平共處不

僅適用於國與國關係，而且也用於處理一個國家內部

不同社會制度的問題：“現在進一步考慮，和平共處

的原則用之於解決一個國家內部的某些問題，恐怕也

是一個好辦法。”42 這裏說的某些問題，就是指國家

統一問題。鄧小平指出，“一國兩制”下的“社會主

義”和“資本主義”是“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

掉我”，“十億人口的大陸堅定不移搞社會主義，台

灣可以搞它的資本主義，北京不派人到台灣去。這不

也是和平共處嗎？”43 

“一國兩制”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和平共

處，是指在共同承認和尊重一個國家主權和維護國家

統一的基礎上，在意識形態上互相尊重，而不是互相

批評、指責和不信任，更不能強制向對方推廣自己的

這一套。正如江澤民所說，“我搞我的社會主義，你

搞你的資本主義，井水不犯河水，我不會在港澳和台

灣搞社會主義，你也不要把資本主義的一套搬到內地

來。”44 

內地的社會主義不能試圖“改造”港澳的資本

主義，港澳的資本主義也不能試圖“演變”內地的社

會主義。從法律上看，作為內地社會主義的機構載體

中央，要保障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對於高度自治

範圍內的事務，不予以干預；而作為實行資本主義制

度的香港和澳門，應當堅守自己作為地方行政區域的

法律地位，服從中央的統一領導，不得持有社會主義

與資本主義繼續冷戰的思維，更不能將特區的利益凌

駕於國家利益上。 

 

(二) 社會主義為主、資本主義為輔 

“一國兩制”下以社會主義為主，資本主義為輔

的關係，鄧小平在多次講話中有明確論述：“我們的

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

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他又說，“中

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中國的主體是社會主

義”，“主體是很大的主體，社會主義是在十億人口

地區的社會主義，這是個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不行。

在這個前提下，可以容許在自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

範圍內實行資本主義”。45 

這就是指，“一國兩制”下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

義雖然和平共處，並不是平起平坐的，而是有主次之

分的。社會主義是國家的主體制度，資本主義則是在

少數特殊地區考慮到歷史和現實情況而保留下來

的。憲法第 1 條就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一國兩制”下的“兩制

並存”是指以社會主義為主體的前提下實行社會主

義和資本主義兩制並存。這也就是說，“一國”是

“兩制”的基礎和前提。而“一國”就是以社會主義

為主體和主導的。 

 

(三)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共同發展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作為兩種不同的思想體系

和社會制度，都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歷史產物，其中社

會主義從根本上反對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和一切不

合理現象，是對資本主義的揚棄。兩種既對立又傳

承。二戰以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蘇

聯為首社會主義國家兩個陣營除直接交戰以外，在經

濟、政治、軍事、外交、文化、意識形態等各方面進

行了長期的“冷戰”。46 1991 年蘇聯解體和東歐劇

變，意味着馬列主義指導下的社會主義運動進入了低

潮。47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長期的對抗中亦互相學

習和互相借鑒。現代資本主義在發展過程中也不得不

借鑒和吸收社會主義的營養。傳統的社會主義國家也

在積極探索經濟體制的改革。在當今世界，不論是資

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發展水平都

還遠遠沒有達到人們期望的那種高度發達的程度，貧

富差別是目前所有國家面臨的共同問題。社會主義與

資本主義都面臨着共同發展的問題，社會主義取代資

本主義、完全戰勝資本主義還不可能上升到現實層

面。 

社會主義的特點在於實行公有制和共產黨領

導，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強調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

理想，強調威權政治和建立統一的政權。而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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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礎上，強調人權和自由，強調市場

經濟的靈活性。在統一的國家裏實行兩種不同的社會

制度，這就應當說明兩制應當互利共贏，共同發展。

這兩種制度都建立在一個共同的目標和基礎上，即實

行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實行國家現代化和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建立社會主義制

度，以及後來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探索出來的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理論，都是以此為目標。中央對香港和澳門

實行的基本方針政策也是以此為目標的。既然有共同

的目標和基礎，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和特別行政

區實行資本主義，就不是一種互相對立的關係，也不

僅僅是一種和平共處的關係，而是一種優勢互補和共

同發展的關係。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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