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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化到现代化: 毛泽东工业化
思想的演变①

王赟鹏
(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摘 要: 毛泽东的工业化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形态。新中国成立以前，毛泽东工业化思想表现

为以建立工业国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工业化构想; 新中国成立后至 1957 年 2 月，毛泽东工业化思想逐步深化，转向社会

主义工业化; 1957 年 2 月之后，毛泽东工业化思想从单纯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转向整体层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毛泽东

工业化思想演变过程中，既受到了中国近代工业化思想的启发和苏联工业化理论的影响，更有其自身追求民族独立、国

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内在动因。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富强之路是毛泽东贯穿始终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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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Industrialization to Modernization: The Evolution of
Mao Zedong's Thought of Industrialization

WANG Yun-peng
(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s thought of industrialization showed different thought patterns in differently histor-
ical periods．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ＲC，Mao Zedong's thought of industrialization was an industrialization
conception of building a New Democratic industrialized country．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PＲC to February
1957，Mao Zedong's thought of industrialization gradually deepened and turned to socialist industrialization．
After February 1957，Mao Zedong's industrialization thought changed from purely socialist industrialization to
overall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Mao Zedong's thought of industrialization，he was in-
spired by the thought of Chinese modern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theory of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Additional-
ly，it had its internal causes，such as Mao's pursuit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national prosperity，and the
people's happiness． Exploring a road to industrialization and prosperity suitable for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is Mao Zedong's value pursuit throughout his whole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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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无疑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毛泽东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扮演着承前启后的

重要角色。目前，学界对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研究很多①，但对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生发、演变过程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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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尚缺乏系统梳理。梳理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演变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

建设、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上的选择。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演变既受到中国近代以

来工业化思潮和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的影响，也有其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内在动

因。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是毛泽东贯穿始终的价值追求。

1 思想的萌发: 新民主主义工业化构想的形成

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新中国成立以前，囿于历史条件毛泽东

的思考重心主要在政治革命和军事斗争上，对工业化缺乏深入的论述。虽然如此，这一时期毛泽东工业

化思想的肇端也展现出了许多独特之处。毛泽东一方面摆脱早期大本大源的救亡图存思想，逐步认识

到工业化是实现中国富强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以土地革命为前提，以建立工业国为目标

的新民主主义工业化构想。
中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富强之路? 这是近代以来各派人物或主动或被动都要去思索的一个问

题。从洪仁玕《资政新篇》提出发展近代工业，到洋务运动主张兴办军事工业，康有为呼吁“定为工国”，

工业化的理念虽自晚清即开始萌发，但社会的普遍认知却经历了长期的过程。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工业化理念才逐渐被社会各界普遍接受［1］125。在青年时期，毛泽东一度认为求得国家富强需从

“大本大源”的思想处着手，而把实业与教育、政治、军事等皆视为枝节［2］73。所以学界一般研究毛泽东

工业化思想多从抗日战争后期着手。但实际上，最晚至 1927 年 4 月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工作时

期，毛泽东就认识到了中国工业化之必要。毛泽东明确主张，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之一在于“发展中国

工业”［3］43“促进中国工业化”①。20 世纪 20 年代正值中国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论战正酣之际，这场

论争为工业化理念在社会的普及起到重要作用。毛泽东接受工业化理念恰在此时。土地革命时期，尽

管中央苏区只有很少的军工厂，毛泽东仍然把发展工业生产视为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中心之一［4］130，毛

泽东认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将来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他将实行国家工业化政策”［5］534。从中也可以

看出，此时期毛泽东只是把工业化视为中国未来的任务，并未对具体问题深入思考，其工业化思想尚处

于萌芽阶段。
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工业化思想进一步发展的时期。日本侵华战争刺激毛泽东思考中国落后挨

打的深层原因。1941 年 3 月 1 日毛泽东专门致信在国统区的周恩来、董必武，请其尽快向位于重庆的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代购《日本对支经济工作》《中外经济年报》《中外经济拔萃》等系列书刊，并再三

要求托购《中国工业资本问题》一书，并叮嘱要挂号邮寄至延安［6］154。可以看出，此时毛泽东已开始对

经济问题及工业化问题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在 1944 年 5 月 22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

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工业; 要中国的

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

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辱我们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

们全民族的任务。”毛泽东号召要充分认识最有发展、最富生命力的边区工业，因为工业是“决定一切

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针对党内部分不关

心经济、不关心工业、只会做抽象“革命工作”的空头革命家，鲜明提出“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

化的”的口号［7］146 － 147。这表明毛泽东已充分认识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工业化是中国富强的

必由之路。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必须以创建新民主主义国家作为政治条件和保障。在《新民主主义论》

中，毛泽东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基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认为出路是要建

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创建和工业化的实现存在着互为支

撑的辩证关系。他指出: “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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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解决土地问题之意义〉决议案》，载竹内实监修:《毛泽东集补卷》第 9 卷，东京苍苍社 1985 年版，第 223 页。结合毛泽东此期

间工作内容和《毛泽东年谱( 1893 － 1949) 》上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94 页。) 记载判断，该决议案应

为毛泽东所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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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

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

工业国。”［8］1080 － 1081刘少奇也从两方面谈到: “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府，是保障工业的发展的，老百姓也

需要发展工业，以便于达到工业品的完全自给。”［9］302只有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才能为实现工业化扫清

道路，只有实现工业化国家独立富强才有根基，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中间基本达成共识。通过

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为工业化扫清障碍，是中国共产党工业化构想的主要特点。
在毛泽东看来，土地问题的解决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前提。毛泽东主张，“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

‘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10］678所谓“节制资本”就是“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大工

业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所谓“平均地权”就是彻底的土地革命。毛泽东在 1944 年 7 月同英国记者

斯坦因谈话时指出:“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特征是土地革命”，“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

题。没有一场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国家许多年前的发展已十分清楚

地表明了这一点”［7］183 － 184。近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封建土地

关系。在封建土地关系下，农民缺乏流动，经济基础是分散的个体经济，不利于工业的发展。要实现工

业化，就必须首先进行土地革命，将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转变为合作社形式的集体经济模式。消灭封建

的土地关系，就为农业国转向工业国奠定了基础。一方面，土地革命可以解放农民，输送产业工人。
“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

长过程。”［8］1077另一方面，农村的发展也可以为工业化提供广阔的市场。“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

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8］1077所以，土地改革被认为

是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11］763。
毛泽东理解的工业化主要是指通过发展大机器工业、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认

为这一过程也包含建立工业社会和民主社会的意义。毛泽东在 1944 年 8 月 31 日给秦邦宪的信中说: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

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7］207 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同于封建社会之

处，就在于它的基础是机器工业。毛泽东批评那种把新民主主义社会基础建立在农村中，依靠家庭农业

和家庭手工业的民粹主义观点，指出: “现在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可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

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7］207 工业社会是与传统社会或农业社会

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在毛泽东看来，“工业社会”与“民主社会”密切相连，基于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

散的个体小农经济是中国古代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的基础。毛泽东认为，“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

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工业化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

的主要经济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7］183 － 184所以，毛泽东说:“民主革命的中心目

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7］206

毛泽东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逐步工业化的构想虽然勾画了美好的前途，但在理论上呈现着矛盾交

织的图景。首先，毛泽东所追求的“工业国”性质上存在变化的过程。新民主主义理论在不同时期存在

发展变化的过程［12］22 － 23，所以这种工业国的内涵也会有所变化。在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倡议的联合

政府主要以国民党为主导，其所追求的工业国在性质上也只能是指新民主主义工业国①。到建国前夕，

中国共产党成为工业化的主导力量，毛泽东就越来越强调新民主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因素，越

来越希望通过工业化为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其次，逐步工业化的过程具有一定

的模糊性。虽然毛泽东再三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13］1477，

但由于长期的农村革命斗争，理论和实践准备不足，使得工业化在具体实现过程和步骤方法上都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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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民主主义论》中认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
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78 页。) 但在最

初发表《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 《中国文化》，1940 年创刊号，第 10、22 页。) 一文中并无类似表述。恰恰相反，直到抗日战

争后期，毛泽东更加强调新民主主义具有自身独特的性质。在 1944 年 3 月 22 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我们

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新民主主

义。”(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10 页。) 所以，此时期毛泽东所设想的工业国就是指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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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模糊性。最后，毛泽东提出的“两个转变”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基于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中

共七届二中全会确认了毛泽东两个转变的思想，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完成之后，“迅速地恢复和发

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

义国家。”［11］210 － 211但是当时中共领导人对两个转变之间的关系并未来得及深入思考，对每个转变应该

何时转、怎么转也没有统一的看法。正是由于工业国的双重属性、逐步工业化过程的模糊性及两个转变

的不确定性之间多重交织的矛盾，决定了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必然进一步转变。
总之，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对工业化经历了逐步接受、创造发展的过程，并最终形成了以建立新民

主主义工业国为目标的工业化构想。新民主主义工业化构想是中国共产党在工业化道路方面的初步探

索。这种构想从中国农业大国实际出发，以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为追求，以解决土地问题为前提，既不同

于欧美资本主义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也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但是，由于内战爆发，加之

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构想内在的多重张力，为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2 思想的深化: 从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到社会主义工业化

从新中国成立到 1957 年 2 月，是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毛泽东鉴于中国社会性质和

社会矛盾的变化，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希冀通过工业化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加快完成向社会主

义过渡。在此过程中，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模式和经验，都对毛泽东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产生

重要影响。
从新民主主义工业化转向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毛泽东对革命阶段和社会矛盾性质认识的转变有着

紧密的关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要“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创立国家工业化

的基础”［11］759 － 765。从内涵来看，此处“国家工业化”一词仍然是指新民主主义国家条件下的工业化。在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基本也是从这个意义上使用工业化的①。按照毛泽东的设想，

新中国成立后首要任务是迅速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基

础。但是到 1952 年下半年，因为土地改革及恢复国民经济预定目标的基本完成，加上国营工商业和私

营工商业比例发生根本性变化，土地改革后农村互助组的发展等因素，都促使毛泽东思考提前向社会主

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开始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提法提出批评，认为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

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4］251。这实际上是对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毛泽东本人和中共领导人在社会性质和社会矛盾看法上的重大转变，也是对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的

重构。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开始酝酿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时用的仍然是“国家工业化”，而并未明确

使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概念。当毛泽东在 1953 年 6 月 15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党的过渡时

期总路线时，是寄希望通过国家工业化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加快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②。但仅过半个

月，即在 6 月 30 日接见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毛泽东就首次明确指出:“党

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5］281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明确了新中国工业化的性质为“社会主义

工业化”。工业化道路性质的改变意味着生产资料所有制属性将发生变化，也就预示着新民主主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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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俄国学者亚历山大·潘佐夫在其所著《毛泽东传》一书中认为，毛泽东从七届二中全会就开始竭力避免提及“新民主主义论”，

而在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就没有再使用“新民主主义”这个概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8 月版，第 543 页。) 这一说法是值

得商榷的。毛泽东在对待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上有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至少到 1952 年 3 月，毛泽东在仍然认为“在新

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3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61 页。)
此外，根据周恩来、薄一波的记录，1953 年 6 月 15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批评时，其着眼点也在于“确立”
二字，而并非否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提法。( 参见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6 － 47
页。)

毛泽东早在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阅读苏联《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就表达一种看法，认为:“苏联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其他一切矛盾，都受这个主要矛盾所规定。只是由于工业化及农业社会化才能将此主要矛盾解决”。
(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9 页。) 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

成为当时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所以寄希望通过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解决这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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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容许非社会主义工业存在的政策也将发生变化。二是工业化和三大改造完成的时限基本一致，即

工业化与改造互相关联不可分离。但实际上，后来三大改造迅速完成，远远走在工业化之前，客观上也

促进了毛泽东加速工业化想法的实施。同年 10 月 31 日毛泽东在对中央关于统购粮食的宣传要点稿修

改时，更 是 将 其 中 涉 及 工 业 和 工 业 化 的 六 处 表 述 全 部 改 为“社 会 主 义 工 业”“社 会 主 义 工 业

化”［16］379 － 380。表明毛泽东已彻底放弃新民主主义工业化而转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苏联的工业化道路

是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所以毛泽东实际上就是转向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
毛泽东转向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同时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也深深

影响了毛泽东的工业化思想的演变。一方面，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迅速找

到发展方向。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曾说:“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

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

右。”［14］1429 － 1430对中国工业状况的判断成为建国后毛泽东工业化道路选择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正是

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说:“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17］

另一方面，当时参考苏联工业化建设经验存在生搬硬套的弊病，对苏联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没有具体

情况具体分析［18］154。毛泽东后来也认为:“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

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

畅。”［19］177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为毛泽东调整工业化政策提供了契机。在 1956 年 4 月 25 日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

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 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

更要引以为戒。”［20］23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 扩大) 会议上，毛泽东发表《关于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落脚点就在于要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毛泽东说: “这里所讲的工业

化的道路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

这一点必须肯定。但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20］240 － 241 从照抄苏联到以苏为戒，探索适

合国情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表明毛泽东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最终确立，也标志着其工业化思想的

基本成熟。
如何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毛

泽东突破苏联工业化模式的主要表现。苏联工业化模式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受此影

响，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希冀通过重工业带动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说: “为了完成工业化，必

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

和国防工业。”［13］1428这是转向苏联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必然。实际上，在建国初期中共领导人由于对工

业化发展道路存在不同认识，在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上是存在分歧的。刘少奇就

认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应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为重心。因为只有农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工业以足够的

原料和粮食，并为工业的发展扩大市场。只有轻工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农民需要的大量工业品，交换农

民生产的原料和粮食，并积累继续发展工业的资金［21］5。在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再集中资金和

力量去建设、发展重工业的设想，符合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后期设想的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再考虑发展国

防工业的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但是，建国后毛泽东在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上

更倾向于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资金，这些资金在当时的条件下必然大部分从农

业积累而来。毛泽东把这个问题看作是“大仁政”和“小仁政”的关系。随着自身工业化建设取得的经

验和对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反思，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把如何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关

系作为社会主义建设首要问题。毛泽东提出要适当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在重工业为

主的前提下，加重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提倡“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20］25。在《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思想。毛泽东认为:“我国是一个农业

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并举”“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

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

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20］241毛泽东甚至在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上辩证的指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

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当这样做。”［20］199 － 200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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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工农业投资比例以及工农业并举的思想有利于突破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长期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

弊端，表明毛泽东对于如何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的认识更趋合理。
此一时期，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向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巨大转变。从基本

上照抄苏联到以苏为戒，毛泽东以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为核心，试图突破苏联工业化

模式，探索形成了基本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社会

主义工业化思想的基本成熟。在此过程中，既取得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都为毛泽东工业化思

想的进一步转变埋下了思想因子。

3 思想的超越: 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1957 年 2 月以后，是毛泽东工业化思想演变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毛泽东一方面从单纯的社会

主义工业化转向整体视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工业化思想的超越。另一方面，突出强调科学技术对

工业化的促进作用，同时表现出过度强调精神文化、政治因素的倾向，致使基本符合国情的中国工业化

道路探索遭遇曲折。在这段时期，思想探索的两种趋向呈现互相融合、交错存在的状态。
现代化( modernization) 作为一种理论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学术界首先提出，但“现代化”

一词，早在民国时期的报刊、著作中就经常使用［22］365。我国著名现代化理论研究学者罗荣渠曾把现代

化涵义归为四类，其中，第一类“现代化是指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上落后

国家通过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并认为“这是我国党和政府

领导人在阐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针与政策时所明确表述的一贯思想。”第二类“现代化实质上就

是工业化，更确切地说，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22］9 － 11。其实，这两种观点并无实质区别。
第一种说法更多是从政治意义上分析现代化的内涵，第二种说法更加偏重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一般

认为，工业化或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迁的概括。工业化作为这一变迁的

原动力，必然同时引发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变革。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把工业化与现

代化等同视之的倾向，导源于用过程的某一种因素去指称整个过程的做法”，但同时他也承认“工业化

一词的习惯用法往往是指我们所谓现代化的整个变化范围”［23］5。实际上，在不同时期毛泽东就经常将

工业化和现代化在两种内涵上混用。
在毛泽东看来，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本质和核心，现代化又是工业化的延伸与深化。从毛泽东关于中

国现代化理解的不断演进可以看出二者的关系。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就经常把工业化与农业的
“近代化”“社会化”作为现代化的不同方面并提。比如，毛泽东说:“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

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8］1081“农业社会化的

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13］1477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开始将工业

化纳入现代化的整体视阈下加以考虑。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把工业化和现代文

化相联系，他指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

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24］400 在 1957 年 3 月 20 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宣

传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指明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具有工业、农业、科学文化上的现代性，提出要将我国建

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20］268 从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毛泽东集中两个多月时间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综合之前的看法，最终确立了较为全

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毛泽东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

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116这一思想成为后来“四个现代化”的雏形。从中可以看出，此

时毛泽东考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以经济层面的工业化为基础，但又超越工业化，更加突出现代化的整体

性和系统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抓住了工业化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核心和关键。
从毛泽东对于工业化实现衡量标准的变化也可以看出其思想的转换。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

曾提出以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作为工业化实现的标准。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还

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

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13］1433。根据斯大林提出的标准，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全部

生产的比重占到百分之七十意味着实现工业化［25］424。但是这一标准对于新中国工农业极端落后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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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来说显然存在缺陷。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曾意识到这一问题，并说明:“过去我们经常讲把

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20］310毛泽东在 1959 年底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

科书》时，更明确地谈到:“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大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百分之七

十，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根据统计，我国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六点

六; 一九五九年计划完成后，估计一定会超过百分之七十。即使这样，我们还可以不宣布实现了工业

化。”［19］125因为中国还有五亿多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如果宣布实现工业化，不能确切地反映国民经济

的实际状况。周恩来后来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阐述，认为: “苏联就是光提工业化，把农业丢了。”［26］510

“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

和科学技术现代化。”［26］504毛泽东在 1964 年 12 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肯定了周恩来的这一系列提法。
工业化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核心部分，以何作为其实现的衡量标准显然有着重要意义。所以，从中也可以

看出，毛泽东已逐渐超越单纯追求工业化实现的苏联标准，越来越注意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视阈下

考量工业化［27］。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开启了工业化进程。从 20 世纪 40 年代起，世界范围内又出现了以电子

计算机、原子能、航天空间技术等为标志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毛泽东无疑关注到了这一点。在现代

化的层面，毛泽东十分注重科学技术对工业化的促进作用。他早在 1944 年 5 月 22 日在中共中央办公

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就号召“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

种技术知识”［7］147。在 1958 年 1 月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 草案) 》中，毛泽东再次号召:“把党的工作

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20］351毛泽东认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19］351 毛泽东提倡

技术革命最重要的目的在于促进生产力发展、实现工业化，以便达到超英赶美、甚至超越苏联的战略和

雄心。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

样。”［19］1271964 年 12 月毛泽东在审阅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指出:“我们不能

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

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19］341现代化可以看作是人

类社会在科学技术革命冲击下经历和正在经历的转变过程［23］3。可以说，“技术革命”为毛泽东继续加

速工业化、建成现代化的构想找到了有力的助推器［28］。
从建成一个工业化强国的目标转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毛泽东重视科学技术在现代化进程

中的重要作用，又强调不能忽略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从语意分析，毛泽东使用“科学文化”比“科学

技术”的概念更早，也更频繁。无论是在 1957 年 3 月 20 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还是在阅读苏

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最初表述，使用的都是“科学文化”的概念。“科学文化

现代化”后经周恩来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而沿用。前者含义虽不如后者明确，但指称的内容显然更

加广泛。毛泽东经常把经济和文化两方面作为中国落后的主要表现，所以毛泽东理解的现代化实际可

以概括为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但从当时来看，毛泽东过度突出了思想文化对

经济生产的促进作用。毛泽东强调“思想政治是统帅，是君，技术是士兵，是臣，思想政治又是技术的保

证”［29］25，“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20］351，“提高劳

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19］125。这些思想

后来也成为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理论的诱因。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过分突出精神因素

的作用，希望通过政治挂帅、文化革命的意识形态方法促进工业化建设，必然导致技术革命让位于政治

革命和文化革命，导致工业化和现代化走入误区。
这一时期，毛泽东深化了对工业化内涵的理解，开始从现代化的层面总体考虑工业化问题。从单纯

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转向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极大丰富了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内容，是工

业化理论的重要超越。毛泽东注重科学技术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促进作用，但通过意识形态方法促进

生产、促进工业化的方法，放大了精神因素在经济建设中的效果。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毛泽东向早期

大本大源救国思想的复归，从而走向迷误。
综上所述，毛泽东一生始终把工业化作为贯穿始终的价值追求，三种不同的工业化思想形态既有明

显的分野，也在一定时段交错。新中国成立之前，它在近代工业化思潮、苏联工业化以及日本侵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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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和刺激下，逐步接受工业化理念，谋求建立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国家。新中国成立后至 1957 年 2
月，是毛泽东集中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时期，从照抄苏联到以苏为戒，既取得成功的

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都潜藏着思想发生转变的必然因素。1957 年 2 月之后，毛泽东在加速工业化的

反思过程中实现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超越。可以说，毛泽东一生都在探索一条适合

国情的中国工业化富强之路。正如毛泽东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工业化进程中

也是如此，当结合问题处理得好，工业化就能较顺利的进行，结合问题处理得不好，工业化就会遭遇挫

折。深刻理解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演变，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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