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在他的带领下，我党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化
三改”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他将“建立”和“建成”、“不发达”和“比较发达”社会主义进行了明确地划分。迫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以
及主观认识的不足，他将“大过渡”与“小过渡”相混淆，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危害。这启示我们要以本国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为
基础，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
【关 键 词】毛泽东 社会主义 发展阶段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4）08-0020-05

2014 年 8 月 社科纵横 Aug，2014
总第 29 卷第 8 期 SOCIAL SCIENCES REVIEW VOL. 29NO. 8

引言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同

志认为我国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社

会建设时期，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原因在于只

有等到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完全成熟以后，我国

才有可能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为了更好地进行

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一系列有真知

灼见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如：“过渡时期总

路线”、“一化三改”，“建立”和“建成”社会主义、
“不发达”和“比较发达”社会主义等等。然而，受到

历史条件的局限以及主观认识的不足，毛泽东同

志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上，也出现了

严重的失误，混淆了“大过渡”与“小过渡”，超越了

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客观评价毛泽东同志的这

些理论，借鉴其经验、吸取其不足，对于我们自觉、
能动地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有着重要

的启示意义。
一、社会主义改造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

“一化三改”
毛泽东同志对新民主主义何时过渡到社会主

义以及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经过了长时

间思考。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在毛泽东同志的带

领下，我党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和“一化三改”等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
毛泽东同志“过渡时期总路线”理论的形成，

经历了一个长期、复杂的探索过程。在该理论提出

之前，他曾经设想用 3 年的时间恢复我国的社会

经济，再用 10 年的时间进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建

设。也就是说 15 年之后再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
然而，从 1952 年起，毛泽东同志认为我国社会的

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

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是民族资产阶级与

广大人民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已不再是我们联

合的对象，为了尽快埋葬剥削人民的资本主义制

度，夺取同民族资产阶级斗争的胜利，我们需要缩

短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间。同年 9 月，毛泽东同志

提出了要用 10 年到 15 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向

社会主义的过渡。1953 年 6 月 15 日，毛泽东同志

提出了完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理论，他指出：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 10 至

15 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

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

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

倾的错误。”[1](P315)毛泽东同志强调“过渡”要逐步推

进，他指出“所谓逐步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十

二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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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2](P697)同年

7 月至 8 月间，毛泽东同志对“过渡期”的起点和终

点又进行了补益，他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

期”[1](P316)。将“在 10 年到 15 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

内”，改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1](P300)。即新民主

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以建国的时间为起点，而

对过渡期的终点则限定在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
1953 年 12 月 28 日，“过渡时期总路线”以文

件的方式对外界公布，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

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

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

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

右倾或‘左’倾的错误。”[1](P316)而“相当长的时间”，具

体指的是 3 个 5 年计划，也就是要经过 15 年时间

过渡到社会主义。
（二）“一化三改”
我党在毛泽东同志的带领下，于 1953 年确立

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就开始了对农业、手工

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尽快实

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当时我党将“百分之七

八十的精力，都集中在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事

上”[1](P305)。他指出：“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

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

合作社。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

要大合作社才行。”[1](P299)在毛泽东同志看来，“资本

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

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

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1](P299)“对

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

就必然会去占领。”[1](P299)因此，“社会主义道路是我

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提高

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2](P715)毛

泽东同志指出，在我国农村地区发展互助合作运

动，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

第二步是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是组织农

业生产合作社[1](P434)。毛泽东同志对农业合作化，还

提出了一系列有建设性的意见，如农业合作化要

采取积极引导、稳步前进的方针、要遵循自愿互利

的原则、要把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机结合在一起等等。对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也同样是合作化

的道路。即逐渐改变生产关系，把分散的个体小生

产转变为集体生产，逐步实现手工业的机械化和

半机械化。其贯彻的原则是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

国家援助，方针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对手工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同样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分

别是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生产供销合作社以

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我们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这种资本主义只限定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民族

资本主义，而不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

中国的存在和发展，不是不受限制的，这与资本主

义国家的资本主义有实质上的区别。对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改造主要是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将其

改造为国家资本主义，但这一改造的进程是稳步

推进的、手段是灵活多样的。他指出，“国家资本主

义，是讲逐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公私合

营一种形式，而是有各种形式。一个是‘逐步’，一

个是‘各种’。这就是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

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

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

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

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

活了。”[1](P326)

二、社会主义划分论：“建立”和“建成”社会主

义、“不发达”和“比较发达”社会主义

1956 年后，我国经“一化三改”过渡到了社会

主义社会。然而，人们对我国究竟处于社会主义的

哪一个阶段还不甚了解。毛泽东同志为了给人们

答疑解惑，运用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对社会主义发

展阶段理论进行了探索，将“建立社会主义”与“建

成社会主义”、“不发达社会主义”与“比较发达社

会主义”作了明确划分。毛泽东同志这些理论上的

创见为人们找到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

路指明了方向。具体详述如下：

（一）“建立社会主义”与“建成社会主义”
毛泽东同志在 1954 年，就有了区分“建立社

会主义”与“建成社会主义”的初步设想。他认为，

“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

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

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

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

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

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

了。”[1](P329)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理解的“打下一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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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也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的阶段，具体指的是

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建成

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建成社会主

义”的阶段。毛泽东同志于 1957 年在《关于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严格区分了“建立社会

主义”与“建成社会主义”，此时他的着眼点是生产

关系的完善。他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

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3](P214)“建

立”和“建成”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对社会发展阶

段的定位却是完全不同的。“建立”是现在进行时，

“建成”是现在完成时。我国只是“建立”了社会主

义的生产关系，而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生产力还

较为薄弱。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尚未“建

成”。毛泽东同志认为：“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

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

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

充分的物质基础 （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

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

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

差十年至十五年的时间。”[4](P6)毛泽东同志从我国物

质基础的现实状况出发，来分析社会主义的“建

立”与“建成”，着重强调了生产力对社会主义建设

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对我国建成社会

主义的时间设定，从客观上讲，还是比较短的。然

而他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只是刚

刚建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还尚未解决。
只有在化解了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我国的社

会主义制度才能最终建立起来。毛泽东同志的这

一思想，对于我们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所处的

历史阶段，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不发达社会主义”与“比较发达社会主义”
毛泽东同志于 1955 年指出，“我们可能经过

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

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

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

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1](P390)毛泽东同志认为

我们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后，要用五十年的时

间，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

化的国家”，而“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也就

是后来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同志明确地将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和
“比较发达”两个阶段，起初的目的是纠正部分人

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

有制的认识[5]。他于 1958 年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

申明，“我国现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

共产主义社会。”[6](P415)我们要划清两条线，大线是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小线是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

有制[7]。那些认为我国已进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

进而在人民公社的问题上，认为我国已经由集体

所有制转向全民所有制的观点，是错误的、有害

的。毛泽东同志对这些思想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他

指出，“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

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4](P606)毛泽东同

志于 1959 年初期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再次重申

建成社会主义要经过多个发展阶段[8](P71)，妄图逾越

历史发展阶段的思想和行为是应该摒弃的。毛泽

东同志于同年 12 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时，将社会主义明确划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

达”两个发展阶段[9](P11)。他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

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

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

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

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

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

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10](P116)毛泽东同志认为我国

正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建设“比较发

达”的社会主义，比“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所用的时

间要更长，遇到的挫折会更多。然而，当我国社会

进入到了“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人们的物质产

品和精神境界都会得到极大地提升。伴随着共产

主义的到来，是人们生活水平大幅度地改善。毛泽

东同志有关社会主义“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

阶段的划分，对澄清人们的错误认识，指导国民经

济的调整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三、发展阶段混淆论：“大过渡”和“小过渡”
毛泽东同志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

上，曾经出现了严重的失误，集中表现在混淆了

“大过渡”和“小过渡”。混淆二者会产生哪些危害，

以及为什么会将二者相混淆，是一个值得我们深

思并探讨的时代课题。
（一）混淆“大过渡”和“小过渡”的危害

“大过渡”是针对“小过渡”而言的，“小过渡”
指的是从建国后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段

历史时期。“大过渡”指的是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一

段历史时期。我国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得较为顺利、彻底。然而，

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却远未实现。因此，我党在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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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15 日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没有宣布

我们实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所设定的目标。次年 2

月，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问题》的讲话中指出：“向自然界开展，发展我们的

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

过目前的过渡时期。”[3](P216)要使人民顺利地实现过

渡时期总路线所设定的目标，就要大力发展我们

的经济和文化。毛泽东同志在此期间的思想都是

正确的，他将未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原因，归结为生

产力发展的不足。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只是

意味着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

义社会，而不是说过渡时期已经结束了。可是，毛

泽东同志在此后的几次讲话中，多次将“小过渡”
与“大过渡”相混淆，最终在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

设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本已不再是

社会的主要矛盾。然而，1957 年 6 月发生的“反右

派斗争”，使毛泽东同志的认识开始发生转化。[11](P93)

1957 年 7 月，毛泽东同志在青岛会议上指出，过渡

时期“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

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12](P490)。在此次会议上，

毛泽东同志暴露出混淆“大过渡”与“小过渡”的错

误想法。在同年 10 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

泽东同志又指出，“使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

义全民所有制，使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集体

所有制，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究竟多长时间叫过

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2](P420)毛泽东同志主观地

延长了“小过渡”的时间，这直接影响到他对社会

主义矛盾的判断。他进而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

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是无产阶级革命。说资产阶

级与无产阶级是主要矛盾，我认为在理论上是没

有问题的。”[12](P695)他明确指出，“在过渡时期肯定主

要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13](P161)毛泽

东同志在这里，将本已下降为次要矛盾的阶级斗

争，重新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 1959 年召开

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又指出：“我国现在还处于由资

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

阶级的思想斗争，是波浪式的，高一阵，低一阵，直

到这一场斗争彻底熄灭为止，那就是资产阶级思

想政治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14](P510)毛泽东同志彻

底混淆了“大过渡”与“小过渡”的时间界限，不仅

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也将我国的社会主义

建设引向了歧途。

（二）混淆“大过渡”与“小过渡”的原因

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

同志由于受到历史条件以及主观认识上的局限，

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

的失误，集中表现在混淆了“大过渡”与“小过渡”，
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从历史条件来看，毛

泽东同志受到苏联模式消极因素的影响。新成立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上，除了苏联模式，没有更好的选择。尽管毛泽东

同志能够认识到照抄照搬苏联模式是有害的，可

是不管怎么努力，还是会受到苏联模式消极因素

的影响。如苏联模式强调过渡时期结束之日，就是

社会主义建成之时。斯大林就曾把建立社会主义

与建成社会主义混为一谈。毛泽东同志虽然明确

区分了建立社会主义与建成社会主义的区别，但

这一划分还是较为浅显的，毛泽东同志使用频率

较高地词汇是“不一定”、“大概”、“差不多了”等
等，未能从根本上进行划分。这就为日后的阶级斗

争扩大化乃至“文化大革命”埋下了隐患。此外，毛

泽东同志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斯大林“左倾”冒进

主义思想的影响。从主观认识来看，帮助人民群众

尽快摆脱贫困状况是毛泽东同志混淆“大过渡”与
“小过渡”最根本的动因。毛泽东同志作为人民领

袖，始终心怀百姓，我国从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后，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客观上

刺激了毛泽东同志尽快让人民群众摆脱贫困的主

观愿望。这种思想反映到生产力上，就是不顾我国

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将“大过渡”与“小过

渡”相混淆，盲目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这种思

想作用到生产关系上，就是无视生产关系一定要

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妄图在我国落后的生产

力基础上加快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跑步

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1958 年通过的《关于在农村

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指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

现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种“穷过渡”、
“大过渡”带来的直接恶果就是“一平二调”，平均

主义和无偿调用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给我国的农业生产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此外，阶

级斗争扩大化也是导致毛泽东同志混淆“大过渡”
与“小过渡”的直接诱因。1957 年至 1959 年“反右

斗争扩大化”，致使毛泽东同志重新思考我国阶级

斗争的状况，他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

盾仍然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他将我国

所处的这一历史阶段称为“革命转变时期”[15](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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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于 1963 年更是提出了“在进入共产主

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

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
错误主张。可以说，阶级斗争扩大化是毛泽东同志

“大过渡”理论的直接诱因，“大过渡”理论反过来

也为“以阶级斗争为纲”提供了理论依据。
结论

毛泽东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

认识虽然有失之偏颇的地方，但我们绝不能因此

而否定他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所作出的贡

献。在毛泽东同志的带领下，我党所制定的“过渡

时期总路线”和“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由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建立”和“建成”、“不发达”
和“比较发达”社会主义划分理论，这些宝贵的精

神遗产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将永放光芒！将“大过

渡”与“小过渡”相混淆的理论，给我国社会主义建

设所造成的巨大危害，需要我们引以为戒，警醒我

们要以本国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为基础，正确认识

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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