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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 究 概 况

邓小平理论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对

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也是顺应这一实践活动的客观要求而兴起并不断深入的。在 南方谈话

前, 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就已形成一定规模, 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但是由于邓小平著作还未

完全出版, 且邓小平理论还在发展当中, 所以这个时期的研究, 除中共十三大以后有一些系统

研究成果外, 总的看, 还缺乏系统性、全面性和深刻性。

1992年初, 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 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形成的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作了系统概括。同年 10月, 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九个主要方面作了更为全面的阐述。以 南方谈话 和十四大为标

志, 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邓小平理论研究也高潮迭起, 进入

一个新阶段。这个时期研究氛围之浓烈、研究人员之众多、研究成果之丰硕, 都远远超过了

南方谈话 前的状况。这个时期的研究, 以十五大为界, 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 南方谈话 、中共十四大到十五大。1992年春, 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

要谈话。同年 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

战略任务。为了配合全党的学习, 1993年 11月 2日,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出版。同日, 中共

中央做出 关于学习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的决定 , 江泽民在中共中央举行的学习 邓小平

文选 第三卷报告会上发表讲话。中共中央连续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同志学习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研讨班, 并要求各级党委健全学习制度, 加强邓小平理论的学习。1994年 11月, 邓小

平文选 第一、第二卷增订再版。1995年 5月,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印发 邓小平同志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 的通知 。邓小平理论研究就是在全党上下学习、宣传邓

小平理论的热潮中展开的, 并同理论学习、理论宣传紧密结合起来, 相互促进, 不断深化。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及 学习纲要 的出版, 为研究者进一步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国家还调

整充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 确定了一批重点课题, 如 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道路研究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体制研究 、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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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思想研究 等, 以加强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为了推动邓小平理

论的研究, 有关方面还举办了不同层次、多种专题的邓小平理论研讨会。其中, 最重要、最有

影响的是 1993年、1994年、1996年分别在上海、北京、北京召开的三次全国邓小平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这些活动, 极大地推动了邓小平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这个阶段

研究的特点:

一是围绕十四大对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概括, 从武装全党的指导地位的高度, 论述邓小平理

论体系的科学性、对指导全党各项工作的重要意义等; 在研究方法上, 宏观与微观并重, 既研

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也研究其某一方面思想。这个阶段的研究产生了

许多高质量的成果。仅中共中央党校 1997年出版的 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 , 就汇集了 1992

年以来省级以上书刊发表的优秀理论文章、历次全国邓小平理论研讨会入选论文及部分全国

五个一工程 获奖理论文章 2000余篇。集体成果如上海社科院编写的 邓小平理论和实践研

究丛书 、国防大学组织编写的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研究丛书 , 专著如龚育之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 、乌杰 邓小平思想论 等, 论文如郑必坚、龚育之和逄先知三人合

写的 论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 、石仲泉的 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

义 、冷溶的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怎样在实践中产生的 、李君如的 邓小平的 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 、王梦奎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发展 等均影响较大。

二是研究队伍大大加强。为加强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 1994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党校、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教委、国防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地。许多省、

区、市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党校等也相继成立了研究中心、研究小组。研究中心或基地组

织开展的大量课题研究和学术研讨活动, 在广大理论工作者及其科研工作中起到了引导、示

范、带头、辐射作用。这就在全国形成了一支人数众多的邓小平理论研究队伍, 分布在全国各

条战线和各个方面。这个阶段的邓小平理论研究, 为党的十五大科学概括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

位和指导意义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阶段, 从十五大到现在。1997年 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 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

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十五大后, 中共中央连续举办了两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学习邓小

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研讨班, 江泽民在研讨班上强调全党要形成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 把

这一学习提高到十五大所达到的新水平。1998年 2月 19日, 在邓小平逝世一周年之际, 江泽

民发表文章, 强调要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6月, 中共中央发布 关于在全党学习邓小平理论

的通知 。7月 17 19日, 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江泽民在会上强调, 高举邓

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是十五大主题, 是全党各项工作的主题, 也是兴起学习新高潮的主题。在

理论学习、宣传新热潮的氛围下, 理论研究工作继续深化。继 邓小平文选 三卷出版后,

1998年 11月, 邓小平思想年谱 出版发行。邓小平经济理论、人才人事理论、教育理论、党

的建设理论、科技思想、军队和国防建设思想、统战理论、外交思想等方面的学习纲要也陆续

编辑出版。这为研究邓小平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素材。除不同规模、不同类别的邓小平理

论研讨会外, 为推动邓小平理论研究, 这个阶段还举办了两次全国性的邓小平理论研讨会, 即

1998年12月中宣部等六部门联合主办的 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 、

2001年 7月中组部等 8家单位联合主办的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理论研讨会 等。这

个阶段研究的特点:

一是起点高。十五大进一步概括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把邓小平作为 20世纪三次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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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性巨变产生的三位伟人之一, 把邓小平理论称为党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 并

概括为四个 新 (新境界、新水平、新判断、新体系) 等。这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使研究得以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上展开。在围绕十五大精神进行论述时, 对邓小平理论的应用性

研究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与发展的研究呈逐步加强趋势。

二是研究、宣传邓小平理论的阵地更加扩大, 除已有的不少专业刊物如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研究 、 邓小平理论研究 、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等外, 许多理论刊物还开辟了 邓小

平理论 专栏, 相关的学会也相继成立; 此外, 还出现了对邓小平理论研究成果及研究著作进

行梳理的学术资料著作, 如李锦坤主编的 90年代邓小平理论研究 、周龙祥主编的 邓小平

研究著作总览 等。

纵观 南方谈话 后近 10年的邓小平理论研究, 广大理论工作者解放思想, 积极探索,

把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与全国上下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宣传热潮互相促

进, 使邓小平理论日益深入人心, 邓小平理论成为继毛泽东思想之后政治理论界的一大专门学

科。

二、若干问题的研究进展及争鸣

经过近20年、特别是近 10年的研究, 邓小平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许多领域取得

了重大进展。但由于研究者认识或视角不同, 因而在一些问题上观点纷呈。限于篇幅, 本文仅

略述以下几个问题的研究动态。

(一) 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理论界对该问题发表的专题论文不少, 仅从 1992年中共十四大到 1999年, 见诸报刊的就

有40多篇, 主要集中在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起点、发展阶段及形成标志上。

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起点和形成标志, 目前较普遍的看法是: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

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 1975年的整顿是该理论的直接酝酿。以 南方谈话 和党的十四大为

标志, 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 形成体系。

在理论的发展阶段上, 主要有 二阶段 说和 三阶段 说两种代表性的意见。 二阶段

说以党的十二大为界, 把邓小平理论产生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一个叫 新道路 的开辟 从

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 其主要特点是在纠正错误基础上对毛泽东思想的恢复和继承; 一个

叫 新体系 的产生 从十二大到十四大, 其显著特点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 1]

三阶段

说认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 是邓小平理论在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中开始形成主题; 从

十二大到十三大, 在全面改革中该理论逐步展开, 形成轮廓; 从十三大到十四大, 以 南方谈

话 和十四大为标志, 该理论走向成熟, 形成体系。
[ 2]

近几年, 在对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问题的探讨中, 1978年 9月邓小平的 北方谈

话 引起不少研究者的关注。1978年 9月, 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 视察黑龙江、吉林、辽宁、

鞍山、沈阳军区、天津等地, 一路煽风点火 , 发表了六次重要讲话。研究者探讨了 北方谈

话 的社会背景、主要内容、重要特点, 高度评价其作用和意义, 认为 东北之行讲话是开辟

新道路 的先声, 集中反映了他在历史转折前夕的理论思考 ,
[1] ( P, 30)

是邓小平理论开始形

成时以口述形式所表现的开篇之作
[ 3]

, 是 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坚实基础 , 是 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重大决策的舆论准备 , 是 国民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的正确指针 ,
[ 4]
具有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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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意义和深远的理论意义。

(二) 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的认识, 是随着新时期历史发展而在全党逐渐提高的。中共十三

大、十四大均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作过评价, 十五大上, 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邓小平

理论的历史地位, 称它是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十

五大前, 就有不少学者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作过探讨, 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

历史地位的评价凝结着这些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十五大之后, 理论工作者围绕十五大对邓

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的评价, 并结合新的实践, 继续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进行探讨。大致说

来, 主要有以下一些看法:

1 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 提出 三飞跃 说、 四阶段 说。认为世

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在 150年的历史跨度中, 经历了三次伟大的历史性推进。第一次是马克

思主义的创立, 使社会主义由空想成为科学, 在这一科学理论指导和影响下, 世界社会主义运

动得以展开; 第二次历史性推进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使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 第

三次历史性推进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胜利, 尤其是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 使社会

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这两大世界历史潮流相互连接, 使得中国在 90年代以来世界社会主

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背景下仍然 朝气蓬勃 , 而取得这一胜利的根本在于伴随着第三次历

史性推进所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 5]
持 三阶段 说的另一种意见是把列宁和毛泽

东划为 第二阶段 , 把邓小平划为第三阶段。
[ 6]

四阶段 说。即马克思、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具有 奠基

性 意义; 列宁为第二阶段, 其历史功绩是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 具有 开创性 意

义; 第三阶段是 20世纪 30年代以来毛泽东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 提出了由新民主主

义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 创造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通向社会

主义的道路, 这一阶段具有 开拓性 意义; 第四阶段是 20世纪 70年代以来形成的邓小平理

论, 这一阶段具有 独创性 意义。
[ 7]

2 从我党运用马列主义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来看, 认为十五大提出邓小平理论是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这是 一个新的有深刻内涵和理

论内涵的科学论断 ,
[ 8]
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成

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第二次革命 20世纪后期开始并将跨向 21世纪的中国第三次历史

性巨变的理论旗帜 。
[ 9]
主要表现为: 在理论的时代课题上, 彻底实现了从成功的革命道路到成

功的建设道路的重大飞跃; 在关系社会主义建设若干重大问题上, 完成了从初步探索到取得突

破性创造的重大飞跃; 在理论体系方面, 完成了从初步酝酿到系统化的飞跃; 在实践上, 实现

了用科学理论全面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大飞跃。
[ 6]

3 从邓小平理论对当代中国和未来中国所发挥的作用来看, 提出邓小平理论是中国胜利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 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20 年这场大考试考出来的两个伟

大成果之一。有的研究者进而指出, 21世纪的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 而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其理论基础和理论支柱就是邓小平理论,

因而邓小平理论是 21世纪中国的基本理论。
[ 10]

在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的评价上, 还有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建设理论的新发展、邓

小平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等观点。还有学者提出, 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当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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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11]
邓小平党建理论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的新里程碑

[ 12]
等。

(三) 关于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和核心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就要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或主要之点, 因此, 探

讨和把握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或主题就很有必要。目前学术界对此已有不少的研究, 有的论者把

主题与核心等同起来, 但多数研究者认为主题与核心虽然存在着某种联系, 但它们是两个不同

的范畴: 主题的确认, 应从邓小平理论的全部内容中去归纳和概括, 而核心不一定要通过归纳

和概括, 可以直接指明; 主题所包括的内容可宽可窄, 而核心内容只能是一个; 理论的主题同

实践的主题相一致, 实践性很强, 而理论的核心既同实践主题相联系, 是实践活动的中心, 又

是相对内部关系说的, 对它在一定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要作特殊的理解和处理。
[ 13]

关于邓小平理论的主题, 目前较普遍的看法认为: 主题是邓小平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问

题, 即 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理由是: 这两个问题是困扰我国社会主义建

设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首要的基本的问题, 也是邓小平殚精竭虑、悉心研究的首要的

基本的问题。
[ 14]
也有不同意见, 如有的认为主题是一心一意搞建设

[ 15]
; 有的认为是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
[ 16]

; 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 17]

; 是 改革、发展、稳定
[ 13]
等。

关于邓小平理论的核心, 较有代表性的看法认为是发展。理由是: ( 1) 发展论, 即加快中

国发展的理论, 是邓小平全部理论的基础, 在邓小平理论中居于中心地位, 其他所有理论观点

都是围绕这一中心问题展开的。发展论是贯穿邓小平所有理论观点的一条主线。( 2) 尽快地发

展中国, 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是邓小平毕生的追求和为之奋斗的目标; 是他一生理论活动和实

践活动的中心; 是他思考问题、制定政策、部署工作的着眼点和立足点。( 3) 把发展视为邓小

平理论的核心, 与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和当今中国的历史主题是一致的。( 4) 加快发展, 尽快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几代中国人的神圣历史使命; 发展, 是当代中国人面临的头等大

事, 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 发展, 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惟一抉择。
[ 18]
另一种代表性的

意见认为,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观点和战略主

导思想。邓小平理论中的其他思想观点都是围绕这个主导思想的。
[ 19]

除上述两种代表性的意见外, 还有的认为邓小平理论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20]

,

有的认为核心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 21]

, 还有论者提出核心内容是两个的、四个方面的、五

个方面的、六个方面的, 显然没有抓到真正的核心。

(四) 关于邓小平理论的体系

关于邓小平理论体系是近年来邓小平理论研究中争论较为热烈的问题之一, 1993 1998年

间专论邓小平理论体系的论文约有 50余篇。研究远没有形成统一认识, 论证时所使用的术语

也五花八门, 有的用 柱石 说, 有的用 基石 说, 有的用层次说, 有的用部分说, 等等。

大致说来, 研究者构筑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 一是以党的文献中关于邓小平理论的概念和论述

为直接依据; 二是依据现有的邓小平理论中的基本概念、范畴, 提出各自关于邓小平理论体系

的概括、框架结构等; 三是通过确定邓小平理论的主题或核心来构筑理论体系。目前关于邓小

平理论体系的研究, 大致有二层次说、三层次说、四层次说、五层次说。

二层次说。第一层次讲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以及我们现在所建设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主

义; 第二层次回答和阐述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如何巩

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 22]

三层次说。一是有一个贯穿其中的思想路线, 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二是形成一个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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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主题, 即 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个最主要的最基本的理论问题; 三

是围绕这个主题, 展开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23]
三层次说的另一说是把邓小

平理论划分为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 (包括基本目标、方针、政策)。
[ 24]

四层次说。认为第一个层次是回答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 第二个层次是回答 什么是社

会主义 , 第三个层次是回答 什么是资本主义 , 第四个层次是回答 如何建设社会主

义 。
[ 25]
靳辉明等人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一书中提出, 邓小平理论体系含有

四个相互关联的逻辑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实事求是的哲学层次, 是最高的理论层次; 第二个层

次是四个理论 (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改革

开放理论 作者注) 基石和一系列基本观点; 第三个层次是建立在基本理论之上的党的基本

路线和政策; 第四个层次是理论的基本范畴。这四个层次概括起来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基本政策。
[ 26]

五层次说。沈宝祥将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大框架归纳为五点: 思想路线; 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
[ 27]
包心鉴则认

为: 第一层次基石是初级阶段理论; 第二层次支柱理论是基本规律理论, 包括本质论等四个基

本理论; 第三个层次是前两者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个层面的展开, 包括根本任务、

三个有利于 标准、战略步骤等; 第四层次是应用理论, 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

论在实践中的深入展开, 包括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及由此引申的基本范畴; 第五层次是世界观

和方法论。
[28]

(五)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

邓小平在 南方谈话 中提出: 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

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 南方谈话 以来, 该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关心、讨论

的热点问题。研究者围绕社会主义本质产生的根据、形成阶段、特点、内涵等展开了讨论, 到

今天仍然是见仁见智, 众说纷纭。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特点, 有论者提出: 第一个特点, 突出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

根本任务; 第二个特点, 突出社会主义在社会关系方面的根本目标, 这两个特点、两个内容的

统一, 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 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的统

一, 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的统一, 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手段和终极目的的统一, 是

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和最后结果的统一。
[ 2] ( P, 102、106、109)

有的说本质论反映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阶

段性特点, 或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践性、渐进性特点。还有的认为是 指明了社会主

义建设的全面性 , 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态性 , 突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

性 。
[ 21] ( P, 76 77)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内涵, 研究者普遍认为,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一个严密的整

体, 几句话是相互联系的。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是社会主义的目的, 又为消灭剥削、消

除两极分化创造物质条件; 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有赖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并要求逐

步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共同富裕。
[ 23] ( P, 66 67)

也有论者认为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
[ 29]
。还有的认为,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中的核

心
[ 30]
。

在社会主义本质的研究中, 引起研究者讨论的热点问题是: 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

论断中, 为什么不提公有制和按劳分配? 公有制、按劳分配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有的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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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不属于社会主义本质范畴, 它只是社会主义本质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方面的体现, 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或基本特征。
[ 31]
与此相近的观点是, 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作

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所必需的, 是不可缺少和替代的条件和保证。

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意义并不是独立地自我实现的, 它们的意义要通过本质体现出

来。
[ 2] ( P, 110 111)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 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不仅属于社会主义本质范畴, 而且是最重要的内容

之一, 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 是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的重要根据, 是最高层次的内容, 是社会

主义本质中应有之义。而社会主义本质定义只是社会主义若干概念中的一种。所以, 在社会主

义本质论中, 不必再写上 公有制 和 按劳分配 。
[ 32]
有的论者在考察了邓小平对于 本

质 、 特征 、 特点 、 原则 的使用后指出, 在邓小平那里, 本质 与 特征 、 特点 、

原则 是同一层次的概念, 它们之间没有高低、内外之别。 公有制 和 按劳分配 是社会

主义制度。过去我们讲 社会主义的特征 , 主要是从社会主义的制度方面讲的。现在邓小平

讲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讲的, 或者说指的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社

会主义的优越性, 就是社会主义所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或者说是效能。邓小平是着重从优越性和

效能上特别是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而不是从制度上讲的, 那么在社

会主义的本质中自然就不包括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等制度性的东西了。
[33]

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讨论中, 还有不少引起争鸣的问题。如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新概括中

没有包括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社会主

义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是什么?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不是属于社会主义本质概念? 共

同富裕包括哪些内容? 等等。

(六) 关于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南方谈话 前, 对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的探讨主要是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的总体框架下进行纵向比较研究。党的十四大提出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

全党的战略任务, 党的十五大科学地说明了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以

及二者之间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 这就为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

论依据和思想指南。研究者突破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总体框架下进行比较的研究模

式, 在进行纵向比较的同时, 还进行横向的、逻辑的比较, 研究思路也大大拓宽。毛泽东思想

与邓小平理论比较研究成了近几年学界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关于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方面, 研究者普遍认为, 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之

间是继承和发展关系, 不存在纠正问题。就 邓小平的思想和实践 同 毛泽东的思想和实

践 的关系这个范围来讲, 两者之间存在着 继承、纠正和发展 三重关系。有的学者把邓小

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概括为 一脉相承, 两个阶段 。两者的共同方面, 即相承之

脉为: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之脉;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之 脉 ; 推进中

国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之 脉 ; 共同语言之脉 (即共同的政治语言、理论语言) ; 战略思维

之脉 (如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等)。
[34]
有学者把两者的继承方面概括为: 理论

思路的连续性, 主要指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即坚持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 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 理论性格的连续性, 主要有两点: 一是强调 中国特色 ,

二是不固守本本, 强调发展马列主义理论; 理论内容的连续性, 如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

想路线、社会主义存在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生产力标准、共产党领导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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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的领

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
[ 35]

关于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不同, 有学者从时代背景、理论主题、体系内容等方面进

行考察, 指出: 第一, 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 毛泽东思想所处的战争与革命时代, 邓小平

理论所处的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第二, 理论的主题不同, 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主题是在一个落

后的中国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 邓小平理论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 如何进行社会

主义建设的问题; 第三, 理论体系的内容不同, 毛泽东思想是围绕着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

如何进行革命这一主题构建的, 邓小平理论是围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

义建设这一主题而构建的。
[ 36]

除了宏观上对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进行比较外, 对毛泽东与邓小平这两个

创立不同体系的主要人物的思想, 如实事求是思想、人生观、价值观、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

理论、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发展战略思想、国情分析思想等多方面, 研究者也进行了比较,

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 如樊瑞平主编的 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比较研究 、尹全忠

的 毛泽东邓小平思维方式比较研究 等著作和叶启绩的 毛泽东、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

主要矛盾理论比较研究 、林蕴晖的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比较研究 等论文。这

里着重说明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邓小平哲学思想比较方面的新进展。

邓小平哲学思想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什么关系? 邓小平有没有自己的哲学体系? 目前基本

上是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邓小平哲学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属于同一哲学理论体系, 两

个应用发展阶段。认为邓小平哲学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同属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理由是:

邓小平所用的哲学基本概念、范畴来自毛泽东; 邓小平分析问题的哲学思路与毛泽东一脉相

承; 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本结构和主要方面, 大体与毛泽东哲学一致, 没有超出毛泽东哲学思

想的大框架, 如唯物论、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等几个方面的思想内容, 都直接受毛泽东哲学

思想的影响; 邓小平的哲学性格与毛泽东有连续性, 如邓小平强调独立自主, 走自己的路, 强

调随着实践的发展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等, 这种性格可谓毛泽东的嫡传。
[ 37]
认为邓小平哲学

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又一应用发展阶段的理由是: 邓小平在应用过程中对毛泽东哲学思想

有了很大发展, 并且这种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故称是 应用发展的又一个阶段 。
[ 37]

另一种观点肯定邓小平哲学思想对毛泽东的继承与发展, 且认为邓小平形成了自己的哲学

体系, 邓小平的新的哲学思想形成了以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为灵魂, 以思维方式现代化为思

维工具, 以改革开放、科学技术、精神文明建设为动力, 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的, 在历史

和逻辑统一的基础上, 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内容的完整的科学体系。这个体

系、结构、框架较为全面、准确反映了邓小平哲学思想内涵和深厚底蕴。
[ 38]

邓小平哲学思

想产生于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承担了新的历史使命, 解决了新的历史课题, 构成了新的理论形

式, 不是在某一观点上有新判断, 而是有自身独具的鲜明主题、丰富的内容和科学的体系, 是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整体推进。
[39]

有关邓小平哲学思想与毛泽东哲学思想比较方面还有其他一些观点, 如有的研究者认为,

毛泽东哲学思想更多地带有毛泽东个人的哲学思考的特征, 而邓小平哲学思想则更多地反映了

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研究成果, 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邓小平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 不能

局限于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人之间的比较, 而应是两个时代精神的比较等。
[ 40]

以上仅从几个方面简要介绍了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进展情况。除上述问题外,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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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总体特征等, 也是研究中争论较多的问题。在思想路线、社会主义

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发展对外开放、精神文明建设、军队和国防建设等诸多问题

上, 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三、深化研究的重要着力点

经过近 20年特别是 南方谈话 以来近 10年的研究, 邓小平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新世纪的邓小平理论研究要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 除了需要从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入手展开研

究外, 还必须结合新的实践进行研究。这既是理论武装头脑的需要, 又是理论自身发展的要

求。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 坚持邓小平理论, 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

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十三届四中全会形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

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四大以来,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实践中, 新的中央领导

集体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新的理论成果, 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近几年, 不少研究者

从不同角度, 阐述了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1 全面地概括和阐发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 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历史地位和

指导作用。研究者普遍认为, 党的十四大报告将邓小平理论概括为九条, 使它第一次呈现出比

较完整的科学理论形态。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正式使用 邓小平理论 这个科学称谓, 明确地将

邓小平理论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十五大报告还从新境界、新水平、新判断、新体系四个方面

进一步对它的历史地位作了新的阐述, 指出它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科学体

系,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还有的研究者指出, 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

这三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确立过程中的三个里程碑。十四大上, 邓小平

理论指导地位正式确立, 十五大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动摇的宣言书。
[41]

2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十三大已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过系统阐述。

在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 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 人们

的思想也有一些新的困惑。十五大报告在十三大的基础上,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进一

步阐发, 强调它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进程、主

要矛盾和根本任务, 指出了准确把握这一基本国情的极端重要性, 系统地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及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基本制度。

3 关于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问题。江泽民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改革

和现代化建设长期的实践经验, 精辟地指出,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重要的是要处理好改革、发

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改革是发展的动力, 发展是改革的目的, 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要

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 做到三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1994年1月, 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 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

进发展、保持稳定, 是全党工作的大局。他还强调, 全面正确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必须注意

排除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要警惕右, 主要是防止 左 。在实践中应当根据实际情况, 有右

反右, 有 左 反 左 , 在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时要注意防止出现另一种错误倾向。

4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究者指出, 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

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 第三代领导不仅在十四大报告中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更重要的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的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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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中, 在理论上和方针政策上建构了这一体制的基本框架

三大制度、两大体系 : 现代企业制度、 一主多辅 分配制度、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 全国

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特别在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关系上, 从理论到实践都有

突破性发展。十五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五大突破性思路以及 配套改革、系统攻坚 、 着眼

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 、 抓大放小 、 三改一加强 、 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

增效和再就业工程 等一系列创新的方针政策, 特别是关于市场经济所有制结构认识上的重大

突破, 进一步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目标、原则、方针, 为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行

改革系统攻坚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5 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理论。邓小平提出了 三步走 发展战略, 他对前两步目标作了较

多论述。第三代领导集体在 九五 计划和 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特别是在十五大报告中,

对 第三步 发展战略作了进一步细化, 即 2010年比 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小康生活

更加富裕、建立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建党 100周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更为重要的是, 党中

央提出了为实现奋斗目标而必须要实行的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转变: 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

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江

泽民提出的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 被研究者誉为 社会主义建

设辩证法 , 更是全面地丰富、深化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发展战略的思想。在十五大上, 中共

中央又明确提出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 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两只翅膀或两

个车轮。

6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邓小平提出 两手抓 、 两个文明都搞好, 才是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指导思想。第三代领导集体吸取 一手硬、一手软 的教训, 高度重

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多方面地丰富发展了邓小平的有关思想。研究者归纳为: 党的十四

届六中全会在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基础上, 根据新的情况, 又一次专门做

出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 进一步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在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 第一次明确提出, 要探索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和对外开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十五大从文化的角度阐述了精神文明建设问

题,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写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并提出了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的崭新观点。江泽民提出 以科学的理论武装

人,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 为新时期思想文化

工作提出了完整而明确的行动纲领和奋斗方向。他提出的关于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

主义思想教育, 加强近代史、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 关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等许多

重要思想, 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他还提出以德治国的方针, 推动了社会全面进步。

7 关于党的建设理论。邓小平强调, 办好中国的事情 关键在党, 关键在人 , 告诫 中

国要出问题, 还是出在共产党内 , 并在1989年后对第三代领导集体作政治交代时, 提出 这

个党该抓了, 不抓不行了。 第三代领导集体以此为指导, 从一开始就聚精会神抓党建。1994

年9月, 十四届四中全会专门讨论加强党的建设问题, 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总要

求, 这就是: 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

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江泽民针对一些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埋头业务、埋头经济工作而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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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政治的倾向, 在多次会议上鲜明地提出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面对党内外对

腐败之风蔓延的严重不满, 中共中央加大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十五大提出:

要把反腐败斗争置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之中, 放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

重要位置。2000年 2月, 江泽民在视察广东时又提出了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对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党的建设学说作了重大发展。

除上述问题外, 研究者还就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农村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对外关系理论、

科学教育、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 一国两制 , 以及在外交、统战、民族、宗教等多个方面提

出的许多新思想进行了梳理。还有研究者探讨了江泽民对邓小平理论丰富和发展的客观条件,

指出其重要特色是: 鲜明的时代特征, 深入的求实精神, 全面的大局意识, 精辟的规律揭

示。
[ 42]

邓小平理论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学说。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 它的科学性和巨

大影响力会愈加显现出来, 而人们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必将会更加自觉和深入, 取得的成果会

愈加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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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economic base, relat ions of production and the super-structure. Jiang Zemin. s th-i

nking on innovation-reflects the outstanding feature of being grounded in pract icalities but rising above them.

Key words: Jiang Zemin; thinking on innovation; practicalit ies

Deng Xiaoping. s Status and Role in the Course of Tibet. s Peaceful Liber at ion

ZHANG Hao( 5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bstract : Deng Xiaoping. s status and role in Tibet. s peaceful liber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as-

pects. One was that the formulated the basic rat ionale and framework for the Seventeen Point Agreement, pro-

foundly expressing the ideas of ethnic equality and ethnic regional autonomy. Second was that ,with an unwa-

vering adherence to the policy of peacefully liberating Tibet and following Mao Zedong. s instruct ions, he and

He Long and other leaders of the Southwest Military Region commanded the battle of Qamdo with intelligence

and restraint .And he organized special political training for troops entering Tibet to ensure the observa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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