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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色及其意义*

武 鹏

摘 要: 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相较于激进式的改革方式，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在与我国

具体国情和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多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用雄辩

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增进了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

信，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提供了诸多有益的经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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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迄今已走过了 40 年的历

程。其间，无论国内外局势如何风云变幻，我们始终

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走自己的道路，不迷信，不盲从，从而成功开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特有的方

式方法和经验策略。这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当代

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构建与逐渐走向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另一

方面，打破了自东欧剧变以来西方“自由民主”模式

的终极神话，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提供了

一套新的、富有吸引力的模式选择。对中国渐进式

改革的主要特色及其成功实践的国内、国际意义加

以归纳总结，有助于我们更广泛深入地理解中国道

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经验。

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道路: 激进与渐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欧亚大陆上相继诞生

了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仿照苏联模式建立

起了计划经济体制。起初，这一体制加快了社会主

义国家的战后恢复进程，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

展。但是历经 10 年左右的实践后，其也逐渐显露出

一系列的问题，如企业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不高、
生活用品供应偏紧、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等。为此，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陆

续对原有体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试图有限度

地引入市场的调节作用。然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推进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始终未能达致合意的效

果。历经了长期探索后，“建立市场经济”作为经济

体制改革的目标最终获得了广泛认同，绝大多数的

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步入了经济体制转型的进

程。这一进程涉及了 30 个国家，覆盖了全球近 30%
的人口，堪称 20 世纪规模最为宏大、影响最为深远

的改革浪潮。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伴随着东欧剧变

的发生，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呈现出两种截然不

同的方式: 一种方式是以我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

即在不骤然打破原有体制的基础上，通过逐渐引入、
培育市场经济因素，以最终完成经济体制的转型，这

常被称为“中国模式”; 另一种方式是以俄罗斯等多

数东欧国家为代表的激进式改革，即在尽可能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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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通过同时推进产权私有化、契约自由和宏观

经济紧缩，一步到位地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型，这常被

称为“休克疗法”。各个国家无论选择何种改革方

式，其目的都是要摆脱经济困境，实现繁荣富裕。那

么，从这一点出发来审视改革的效果，渐进式改革要

明显优于激进式改革。借助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

我们对此可以获得一些直观的认识。自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015 年，中国以 10%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创

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仿照中国模式进行渐

进式改革的越南，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也达到了 6．8%
的较快水平。相比之下，以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

共识”作为理论指导，选择走激进式改革道路的东

欧各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大多不到 2%，不仅低于

全球平均水平，也低于欧、美、日发达国家的平均水

平。其中，表现最好的波兰也只是达到了 3．7%，表

现最差的乌克兰甚至未能恢复至改革前的水平，俄

罗斯则仅达到 0．5%。两种改革方式的成效呈现如

此巨大的反差，以至于很多顽固的自由主义者也不

得不承认激进式改革是失败的。
事实上，激进式改革给当事国带来的创伤还远

不止经济增长数据所呈现的那么简单，部分负面影

响甚至持续至今。
第一，“休克疗法”所引发的突如其来的经济社

会秩序大混乱，给当事国的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

灾难，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即使是在号称

激进式改革“优等生”的波兰，“休克疗法”也曾导致

了 1990 年到 1991 年工业品产值下降 40%，GDP 下

降近 20%，失业率从 0%蹿升到 1994 年春的 17%，

1990 年末的通货膨胀率高达 250%，并且到 1991 年

底还处在 70%的高水平上，1992 年的财政赤字超过

GDP 的 6%。与此同时，贫富差距继续扩大，贫困不

断蔓延，企业间的拖欠不断上升，大量的养老金补偿

没有得到支付，银行资产组合中的坏账在增加，黑市

经济和逃 税 行 为 横 行 并 且 日 益 泛 滥 ( 科 勒 德 克，

1999) 。有鉴于此，曾亲身经历了激进式改革的波

兰前副总理和财政部长科勒德克将“休克疗法”讥

讽为“没有疗法的休克”( 科勒德克，1999) 。
第二，激进式改革导致多个当事国的民族资本

被西方国家剥夺控制，曾经较为发达的、独立的工业

体系趋于瓦解，科技、金融等领域的国家核心竞争力

丧失殆尽。这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等

经济较发达的东欧国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美籍

波兰裔学者波兹南斯基 ( 2004 ) 提供的资料显示:

2000 年，西方资本在工业和银行业中的比重，波兰

为 40% 和 75%，捷克为 35% 和 65%，爱沙尼亚为

60%和 80%。私有化过程中，波兰的工厂和银行资

产被仅以相当于其实际市场价值 10%或 20%的价

格卖了出去，多年累积起来的资本约有 90%左右蒙

受损失，成为主要来自西欧国家的买主们的利润。
最后，激进式改革过程中，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的民

族资本虽然避免了被西方剥夺，但却集中到了国内

寡头的手中。据统计，俄罗斯 500 家实际价值超过

1 万亿美元的大型国有企业，在管理层收购过程中

只卖了 72 亿美元，许多大型企业的售价仅相当于西

欧一个中 型 面 包 作 坊 的 价 格 ( 金 雪 军 和 杨 晓 兰，

2002) 。在财富分配高度不公的同时，强大的寡头

利益集团还与政客相互利用、相互勾结，从而严重恶

化了国家治理能力，加剧了政治腐败，侵害了人民群

众的利益。典型的如乌克兰，经济寡头化导致了寻

租泛滥，政治成了大资本控制的“提线木偶”( 张弘，

2016) 。寡头及其政治代理人之间的竞争乃至争

斗，极大地恶化了政治稳定，割裂了国家认同，成为

近年来该国内乱分裂的重要诱因。

二、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实践

与弊端丛生的激进式改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

得到了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和赞许。2004
年 5 月，英国著名智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美

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

亚·库珀的一篇调查报告。该报告在否定“华盛顿

共识”的同时，通过总结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成功经

验，提出了“北京共识”，并指出，中国模式不仅适合

于中国，同时也是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

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

到，仍有少数激进式改革的支持者在极力地为其失

败进行辩护，力图将以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归于

某些特殊的客观条件，进而弱化乃至否定改革方式

与改革绩效之间的关联。其最主要的辩护理由包括

两点: 一是中国在转轨之初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低

于苏联解体前的苏东各国，那么，根据新古典经济增

长理论的收敛推论，其受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约

束较小，更易于吸收前沿国家的技术外溢，进而其经

济增速快于大多采用了激进式改革方式的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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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苏东各国，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能将两者间转

轨绩效的差异过多地归于转轨方式的选择。二是与

苏联解体前的苏东各国不同的是，中国改革的初始

条件中包括典型的城乡分割特征，体制改革后劳动

力在城乡部门间进行再配置将会显著提升社会的生

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无非是发

展经济学早已阐述了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的经济增长

而已( Sachs ＆ Woo，1994; Sachs et．al，1994) 。然而，

通过对比各国( 或地区) 实际的经济发展情况，我们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上述两点辩护理由是根本站不

住脚的。新自由主义者实际上是在用另一种经不起

实践推敲的理论观点为自身经不起实践推敲的理论

观点来辩解。进一步来讲，对这些辩驳的分析，恰恰

印证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实践检验是十分成功

的，具体来看有下面几点。
第一，二战后除了“亚洲四小龙”外没有任何一

个后发国家或地区成功跃升为发达国家(地区)，国家或地

区间贫富差距的固化、扩大而非收敛，才是世界经济

发展中的常态。如 Pritcherr ( 1997 ) 的研究显示，

1870—1990 年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和最富裕国家生

活水平的差距扩大了 5 倍; Maddison ( 2001) 的研究

显示，1950—1998 年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的人

均收入差距扩大了 1．75 倍。收敛的证据即使存在，

也主要是来自于发达国家之间或其内部各区域之

间，这意味着实践中的收敛是有条件的，呈现出“富

国俱乐部”的特征。作为新古典增长理论创立者的

索洛便曾指出，美国各州之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 成员国之间可能呈现经济趋同，但更大范

围内则没有趋同的趋势( Solow，2009) 。
第二，在转轨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也并未呈现出

收敛特征，即使是条件禀赋更为相近的苏东各国，其

经济发展总体上仍维持乃至强化了改革之初的差异

格局。如 Ｒapacki ＆ Próchniak( 2009) 对 1990—2005
年苏东 27 个国家的实证分析表明，转轨国家的经济

增长总体上不仅未呈现出显著的收敛特征，甚至还

表现出了发散性; 侯铁建和王威 ( 2013 ) 对 1991—
2011 年苏东 27 个国家的实证分析表明，受制于经

济转轨各国初始禀赋条件的差异和不同路径选择，

其相互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且这一差异目

前依旧存在，甚至有所扩大。
第三，二元经济结构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

具有的典型特征，并非中国所特有，但只有中国等极

少数发展中国家跳出了贫困陷阱，实现了经济的赶

超式发展。这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 一是二元经济

结构并不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式发展的充分条

件，甚至很多时候它可能只是作为经济不发达的一

种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因而出现的。二是

二元经济结构至多只能解释发展中国家所普遍能够

达到的经济增长水平，而无法解释高速增长的部分;

或者说，二元经济结构只能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一

般性的经济增长，但要用来解释中国这般的奇迹式

增长则是明显不够的。
综上所述，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古

典主义的二元经济增长理论①，都无法从实践上否

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功。相较于经济缓

慢增长的乃至陷入了转型陷阱和贫困陷阱的大多数

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

顺利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同时还

从低收入国家快速跃升为中上等收入国家，即成功

地完成了“双重过渡”②。正是在这种“万马齐喑，

一马当先”的事实基础上，“北京共识”成功取代了

“华盛顿共识”，“中国模式”成了经济体制改革和赶

超式发展的世界性范本。

三、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特色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在国民经济基础差、底子

薄，生产力发展水平高度不均，同时又缺乏理论和经

验指导的背景下起步，不断克服国内外一系列艰难

险阻，走出了一条举世瞩目的成功道路。其在与我

国具体国情和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

形成了诸多鲜明的特色。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先易后难，从薄弱环节打开突破口。由于

渐进式改革没有骤然打破原有的利益关联格局，为

尽快开辟局面，需要从利益关联少、改革阻力小的环

节率先入手。比如，我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

的，然后再推进至城市部门。一方面，农产品的统购

统销制度、户籍分割制度使广大农民在旧体制中获

益最少，被“挖得太苦”; 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过

剩、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导致农民收入水平和购

买力水平过低，生活普遍较为穷困。这使得农村内

部积聚了强烈的改革愿望，农村和农业改革所面临

的助力要远大于阻力，改革易于得到施行。农村改

革过程中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增强了城市部门全面

改革的信心，为城乡商品流通的市场化改革打下了

61

中州学刊 2018 年第 1 期



基础，从而带动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扩展。
第二，先试验，后推广，由点到面逐步展开。这

种俗称为“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一方面降低了改

革中的学习成本和适应成本，另一方面避免了个别

决策的失误演化成系统性、颠覆性的重大错误。典

型的例子如我国对外开放在空间范围上的逐次推

进。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先在南方的深圳、珠

海、汕头、厦门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 20 世纪 80 年

代中期增加了天津、大连、秦皇岛等 14 个沿海开放

城市，同时还将经济开放区扩展为珠江三角洲、长江

三角洲、胶东半岛、辽东半岛等片状区域; 20 世纪 90
年代初进一步将对外开放的空间范围扩展到内陆和

边境口岸城市。近几年来的自贸区建设也充分彰显

了这一特色。2013 年，我国率先成立了上海自贸

区; 2015 年，在东部沿海地区又相继成立了天津、广
东、福建三个自贸区; 2016 年，新批准的辽宁、浙江、
河南、湖北、四川、重庆、陕西等 7 个自贸区，在分布

范围上从东部地区逐渐拓展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逐渐覆盖了全国四大区域板块。
第三，增量改革先行，带动存量改革。计划经济

体制下形成的僵化的资源配置体制和利益分配格

局，具有极强的刚性结构，推动其改革的难度很大。
为此，我国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基本没有触动国有经

济的产权基础，而是采取一些修补的办法来暂时维

持其运转，以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

行。与此同时，将主要的注意力转移到增量上来，允

许并鼓励私有经济和乡镇企业等非国有经济的发

展，逐渐引入市场调节作用。伴随着时间的推移，非

国有经济和市场力量逐渐壮大，与国有经济日益紧

密地结合在一起。此时，一方面，国有经济面临着非

国有经济愈益紧迫的外在竞争压力，改革开始形成

倒逼机制; 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对国

有经济改革的物质补偿能力，稀释了改革成本。最

终，国有经济改革的阻力被层层弱化，市场化改革得

以在全社会范围内顺利推进。
第四，兼顾改革、发展与稳定，实现三者的有机

统一。首先，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是执

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任何改革都是以发展为最终目

标和根本出发点的。其次，要实现发展与改革的目

标，需要长期保持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是我们开

拓一切事业的根本前提。最后，改革是促进发展、保
持稳定的根本动力，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和社会的

长期稳定繁荣都离不开改革的持续深入推进。简明

言之，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三者共

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非常注

重把握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较好地实现了改革的力

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有机统一。
第五，绕开争论抓紧干，先干再说不怕错。中国

的改革与发展有着极强的紧迫感，邓小平同志南巡

时曾说: “中 国 穷 了 几 千 年 了，是 时 候 了，不 能 等

了。”“我们耽误了几十年，不耽误这几十年，现在的

面貌就完全不同，再耽误不得了。”③然而，人们的思

想认识有差异，观念转变有先后，改革积极性有高

低，加之体制改革本身的复杂性，将大家意见统一起

来的难度非常之大，迁延不决地争论在所难免。对

此，绕开争论，抓紧时间推进改革与发展就显得十分

必要。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要争取时间干，不

要争论，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

干不成。④进一步地，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克服一个

“怕”字，要有勇气，大胆地试，大胆地闯。⑤毕竟，中

国的经济改革没有参考书，没有活案例，“摸着石头

过河”的过程中，蹚错一步，在所难免。如果因为怕

犯错误、怕担责任而畏葸不前，靠“不干事”来保障

“不出事”，则难免会得不偿失，最终耽误改革进程。
为此，只要出发点契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中国

的改革事业对先行先试者一贯秉承“允许犯错、宽

容失败”的态度。

四、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实践的意义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落后生产力条件下开展社会

主义建设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无论是从国内还

是国际、从理论还是现实来看，改革的“中国模式”
均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意义。

第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用雄辩的事实证

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东欧剧

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遇到了重大挫折，陷入了低

潮期。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借机放言社会主义的失

败，妄谈共产主义的“历史终结”。在这一关键的历

史时刻，中国顶住了压力，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

路，通过改革来逐渐引导经济体制与生产力的发展

相适应，打开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局面，用事实

回击了西方反动势力的猖狂攻击。中国模式的实践

证明，所谓社会主义的失败，只是苏联斯大林式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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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的失败，只要找对方向走对路，社会主义必

定能够重新焕发勃勃的生机和活力。如今的中国，

犹如屹立于世界东方的灯塔，照亮着社会主义的光

辉前途，引导并鼓舞着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继续追求

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
第二，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极大地增进了中

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

信，令中国人民怀着前所未有的信心踏上了国家富

强、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征程。近现代的中国曾饱

受侵略与压迫，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这难免会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民族自信心，使部分人滋生崇洋

媚外的心理。然而，正是由于国家身处逆境，激励了

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无数仁人志士不懈地探索

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道路。在经历了洋务运动、戊
戌变法、辛亥革命和“苏式”计划经济等一系列尝试

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之下终于找到了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正确的道路，用不到 40
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100 多年走

过的发展历程，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国际地位空

前提高，经济文化影响力迅速扩大，彻底改变了积贫

积弱的旧面貌。改革的伟大成就极大地提升了我们

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凝聚

了越来越广泛的共识，围绕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目

标形成了空前团结的大好局面。
第三，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丰富和发展了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化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

规律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方法，是开放的

理论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然而在改革

之前，我们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将社会主义教条地理

解为计划经济，将资源配置的手段等同于社会性质，

未能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走了不少弯路，耽误了国民经

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有鉴于此，中国在改革

过程中始终注重解放思想，结合中国发展中的具体

实践，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如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厘清

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做出了中国正处于并将长

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提出了“三

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等。伴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

推进，继邓小平理论之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

成果相继问世，持续深化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的认识，强化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

理论指导。
第四，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为广大发展中国

家和转轨国家提供了诸多有益的经验参考，“中国

模式”逐渐成为推动经济起飞与实现现代化的学习

样板。二战后，除了“亚洲四小龙”没有任何一个后

发国家或地区能够成功跻身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行

列，经济赶超和实现现代化成了一件近乎不可能的

事情。面对如何快速提升人类福祉这一重大的现实

问题和理论难题，全世界都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之中。
对此，西方国家开出的所谓“自由民主”的药方，不

仅没有成功地指引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

化，反而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引起了分裂和动荡，让那

里的人民陷入无穷无尽的痛苦之中，像近来的叙利

亚就是一个极为明显的例子。目前，除了越南等体

制转轨国家外，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将学习的

目光从西方转向了中国，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

成绩。例如，近年全球经济增长的新星———埃塞俄

比亚，从政府到民间都在积极、认真地学习“中国模

式”，“改革开放”“经济开发区”“五年计划”等中国

概念、中国符号被大量吸收进其国家发展战略中。
相应地，埃塞俄比亚经济在最近的 10 年里保持了

11%的高速增长，摘下了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国家的

桂冠。⑥放眼当今世界，中国模式正在逐渐取代西方

国家宣扬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模式，成为许多发

展中国家的现实选择。

注释

①古典主义范式是指边际革命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将劳动力市场假定为实际工资为生存工资和劳动力无限供给。尽

管刘易斯的论文中大量使用了边际分析方法，但按照刘易斯自己的

说法，他的文章仍是建立在古典框架上的。参见邵晓、任保平: 《古

典主义范式下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理论述评》，《福建论坛》2009 年

第 6 期。此后，刘易斯模型经费景汉和拉尼斯的发展，形成了古典主

义框架下分析二元经济发展的经典模型: 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

模型。②“双重过渡”的概念最早由陈宗胜在 1995 年提出。③上述

讲话内容未收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

和《邓小平思想年谱( 1975—1997) 》，参见中央电视台、中央文献研

究室于 1997 年联合摄制的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第 12 集。④参

见《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1992 年 1 月 18 日—
2 月 21 日)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74 页。

⑤参见《视察上海时的谈话》( 1991 年 1 月 28 日—2 月 18 日) ，《邓

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67 页。⑥根据世界银

行数据库提供的分国家或地区 2004—2015 年 GDP 增长率数据计算

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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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of China's Gradual Ｒeform
Wu Peng

Abstract: China's gradual reform has achieved great success compared with radical reform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system trans-
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mbining China' s specific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socialist specific practice，many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ve been formed． The success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reform has demonstrated the superiority and vitality of the so-
cialist system with eloquent facts． It promotes the Chinese people's confidence in its path，guiding theories，political system and cul-
ture; enriches and develops the theory of Marx doctrine in contemporary China; provides a lot of useful experience for developing coun-
tries and the transitional countries．

Key words: economic system reform; gradual reform; Chinese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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