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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通过比较分析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可归纳为三个重要方面：改革领导者的政治素质是

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保证；正确的战略、战术与策略是改革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始终坚持唯

物史观和人民利益观是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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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 1978年进行改革以来至今已三十年,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勿庸置疑,改革总

体上是比较成功的。但改革并没有最终完成，为了在今后的改革道路能走得更好，人民生活

更幸福,社会发展更和谐，值此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及时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改革经验

和教训,无疑对下一步改革会有所裨益的。基于此，本人选取中外历史上比较有影响的几次

改革如中国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清朝戊戌变法、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前苏联戈尔巴乔

夫改革及美国罗斯福新政与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进行比较分析，有以下结论或可供参考。

一、从改革主体角度看：改革尤其是改革初期，改革领导者的政治素质是改革顺利推进的重

要保证。

所谓改革，《辞海》的释义是“改去，革除”，常指改变旧制度、旧事物。因此，改革过程中

往往充满着尖锐复杂的斗争，如新旧体制之间、新旧人员之间的斗争，并且这种斗争在改革

初期显得尤为惨烈，因为改革伊始，新生改革派力量由于种种原因往往相对于旧势力非常弱

小，因此在改革初期越需要改革领导者有一种强势政治力量与之对抗才能控制局面，保证改

革的正常进行。

从历史比较分析来看，成功的改革其改革领导者应具备相当好的政治素质。政治素质包含很



多方面，但其中有三个要素不容忽视：其一是改革领导者是否拥有实权。改革往往意味着利

益的调整，这尤其会遭到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而既得利益者之所以能先期获得利益，往

往是因为他们已掌握较多的实权，这就意味着改革派会遭遇特别大的阻力，因此，除非改革

派尤其是改革派领导者拥有足以与旧势力相抗衡的政治权力，否则改革是难以推行下去的；

其二是改革领导者是否有相当的政治阅历，即对改革前的社会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是否有深

切科学认识，对改革将会遭遇的困难和阻挠尤其是旧势力的阻挠是否足够的心理准备和应对

策略等；其三是改革者是否有相当的政治威望和是否有“舍得一身剐”的政治气魄。当然，改

革领导者的政治威望相当部分是来自政治权力或政治阅历，但其它因素也不容忽视，如宗教

因素或个人人格魅力。

客观地说，成功的改革并非要求上述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但可以确定的是如这几个条件具备

越多者越容易成功，遭遇挫折也越少。这从几次改革比较就一目了然了。如戊戌变法中光绪

虽是皇帝且登基 24年，但并未掌握实权，在朝中也无多少威望，远非慈禧太后为首的旧势

力的对手。如若有些政治历练，他远可行韬光养晦之计，逐步等到自己羽翼丰满时再大刀阔

斧。但遗憾的是他政治历练不深，对变法的困难估计不足，对旧体制认识不深切、不到位，

在条件不成熟时就与慈禧等旧势力摊牌对抗，是以卵击石。其落败的原因从主体角度看三个

条件都不具备。再看看日本的维新变法之所以比较成功，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变法前政府已

推翻了强大的旧势力——幕府统治，为改革变法扫清了最大的障碍，明治天皇拥有绝对的政

治权力。原因之二是明治天皇拥有来自日本传统中天照大神嫡系子孙的血脉，赋予其较高的

宗教和政治权威，从而保证了改革相对顺利地推进。当然也由于其本人政治阅历并不甚丰富，

对改革中的问题尤其是当时的国际时局认识并不是很清楚，所以改革进程也遭遇一些挫折，

如当时主持改革的大久保利通被谋杀，尤其是后来军国主义的膨胀导致参与两次世界大战，

日本损失惨重，元气大伤。试想，日本如果不是参与两次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

百年维新的发展结果应该比现在更好。

中国 1978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之所以取得较大成功，与其个人较强的政治素质分不开的：

其一，邓小平多年的政治运动生涯及亲自操刀过多次经济、文化建设的整顿工作，这样的政



治阅历使他对当时中国的国情认识非常深刻，他提出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矛盾，而

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真可谓一语中地，切中要

害。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就形成了，于是改革的着力点就抓住了。而毛泽东领导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抓革命，促生产”最后导致十年浩劫，其根本原因是毛泽东对当

时中国国情把握不准所致。其二，邓小平拥有较强的政治实力尤其拥有崇高的政治威望和政

治魄力。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

务。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拥有较强的党政军等职权。但当时并不是党内最高领导人，却成为实际的最高领导者，这与

他多年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建国后多年的执政业绩、个人独特的人格魅力而建立起来的崇

高威望以及他“三起三落”的政治磨难锤炼了他那种不怕丢乌纱帽，“舍得一身剐”的政治气魄

是分不开的。因此在改革初期他能凝聚老一辈领导人和革命家与当时的“旧势力”相对抗，改

革当时主要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及“拨乱反正”才能推行下去，“不要怕，天塌下来，大个子

顶不住，小个子准能顶住”恰恰说明了邓小平的政治实力。

二、从改革的策略角度看：正确的战略、战术与策略是改革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改革如同革命，是对旧制度、旧势力的挑战，往往会遇到较多的阻力。因此，改革也必须像

革命一样进行战略战术上的通盘考虑、周祥策划，改革才能顺利进行。

（一）从战略上，渐进式改革往往更能使改革得以顺利推进并最终取得成效。

所谓渐进性改革是指将改革从整体布局上包括改革目标、改革时间、改革范围（地域与内容），

改革思想准备等方面始终坚持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战略原则进行的改革。它是与激进式改

革相对应的一种改革模式。成功的改革往往是自始至终可控的，有序的过程。激进式改革往

往会导致矛盾的激化甚至社会的过分震荡，最后导致失控。这一点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则

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戈尔巴乔夫在其早期的经济方面的改革未能取得成效之后，他认为根本

原因是政治上的不民主所致，所以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

是取消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这在当时真可谓大刀阔斧，轰轰烈烈，整个世



界为之震动，戈尔巴乔夫也因此成为大红大紫的改革风云人物。但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使改

革变成了改向，很快苏联陷入了政局动荡，政治“地震”频仍的境况。随后，他又在经济上搞

所谓 500天“休克疗法”，企图向市场经济强行转轨，使原先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彻底瘫痪，

由此造成所谓休克，然后是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开始运行。但休克容易苏醒难，此后苏

联的经济经历了长达六七年的混乱和下滑。①中国从十九世纪末叶开始面临所谓“三千年未

有之变局”, 从此不断趋向激进：从“国民革命”到“共产革命”乃至“文化大革命”, 势图从“天下

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其实都属于震荡治疗。然而, 过于激进化的社会变迁并没有实现预

期的目标, 反而留下了无数欲速不达的沉重教训。②

正是在吸取这些教训基础上，同时邓小平又深谙中国几千年传统积淀而成的“中庸”文化、凡

事不走极端、强调适可而止等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及行为选择倾向即排斥激进。此外，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非均质、不平衡的特点，如经济上存在着二元结构, 城乡差别大；由于

地理位置、自然禀赋、历史及其他因素的作用和影响，我国地区发展极不平衡； 原有经济

体制在不同产业中的实现程度和运行绩效也存在很大的差异等等。这就决定了城乡之间、不

同的地区及不同的产业之间, 对改革的需求程度是不一样的, 对新体制的认同条件和速度也

会很不一样。③所有这些因素使得邓小平认识到中国改革不能向民族小国那样, 一声令下,

齐头并进地从一种体制迅速转向另一种体制，而只能在保证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大局不

变的情况下，采取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等先易后难、先

局部到整体、逐步推开等渐进式的改革战略。这样, 由于范围的缩小和步伐的减慢, 人们对

改革的接受程度会相应提高, 改革可能遇到的阻力将大大减弱。同时, 还可利用对改革不同

意见分布不均衡的特点, 避难就易, 优先选择大家意见相对一致的领域，采取人们较易接受

的方式。再者, 分步走的渐进方式拉长了改革的时间和周期, 有助于在改革的推进过程中,

充分发挥渐进改革的教育功能, 利用改革的收益逐渐说服不同意见, 化解阻力。④

（二）从战术上，在坚持渐进式改革战略基础上，采取试验式改革则更容易减少失误，提高

成功的机会。

所谓试验式改革（也称试错式改革）是指改革不是一开始就全面、正式地展开, 而是先进行



局部非正式的试验, 取得成效后再大范围正式地推开的改革。它往往反应的是改革在具体操

作中的基本战术方法。改革是要破旧立新，破旧容易立新难，往往需要摸索。中国的改革是

在理论和经验准备很不充分、物质与其他条件尚不宽松的情况下开始的。因此,改革不可能

依照某种事先设计好的目标、方法、路径、规则等推进，改革能否及在多大程度上成功, 也

没有十足的预期和把握。因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只能试验。而在空间上划小范围的试验,

就可以变一次试验为多次试验，与此相应, 改革的成本和风险也就化整为零, 每次试验的成

本和风险大大减低。同时还可对不同的试验方式进行比较, 有利于发现和产生创新性的制

度，还能取到很好“后发优势”和“示范效应”，使改革的经验化零为整，避免犯错误和走弯路。

⑤在这方面中国从沿海到内地的由点到线到面的开放格局是一个成功的例证。中国 80年代

到 90年代的价格改革也是通过试验式改革最后成功的典型。这次改革共分为四段：第一阶

段是 1979—1984年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格调整 ,其主要特征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

正是有了第一阶段“以调为主”的价格改革的成功 ,才有了第二阶段（1985—1988年）“调放

结合，以放为主”的价格改革的深入。但在第二阶段价格改革过程中 ,由于没有足够重视日

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混乱 (1987年 ,在加快改革中坚持价格“闯关”,结果酿成全国抢购

风潮 (1988年),导致第三阶段（1989—1991年）的价格治理整顿。正是有了第三阶段的价格

治理整顿积累了的经验教训，才有了第四阶段（1992年以来）的全面价格改革,全国物价稳

定。⑥

（三）在策略上，坚持改革政策的弹性与刚性有机结合是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

改革是要破旧，但改革又要依靠旧才能破旧。因此，在制定改革政策时，既要切中时弊，革

除不利于发展的旧制度，旧势力，这是基本的刚性原则不能放弃，但同时也要讲究一定的策

略，制定改革政策时保留相当的弹性，要给人也给改革本身以回旋余地。刚性有余而弹性不

足，往往会加剧改革派与改革反对派之间的对立斗争，甚至把对改革持观望态度的中立派推

向反对阵营，从而严重削弱了改革的社会基础，也影响了改革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宋王安石

变法最后挫败，基本原因就在于此，变法实施中的政策弹性不够，导致未能很好团结当时一

些有思想、有作为、愿改革的才子，如富弼、欧阳修等人，使之成为自己改革的同盟军，同



时又不能吸收当时与其同样享有“皆天下大贤”名气的司马光的合理意见，调整自己的政策，

而是固执已见，一意孤行，最后由于阻力太大王只好自己请辞出局。戊戌变法时康梁二人书

生意气，在改革中拒绝当时力求改革的洋务派李鸿章、张之洞等重要领导人的参与，还简单

将其以“老臣”划归到保守派阵营，要光绪帝撇开元老重臣。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最有政治经

验且可能支持改革的洋务派推到了改革的对立面，改革失败也就意料之中了。可见改革实施

过程中保留相当的政策弹性是非常必要的。

比较而言，罗斯福和邓小平在改革时则非常注重这种弹性策略的运用。罗斯福在改革时非常

注意在改革与传统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注重用“旧瓶装新酒”，吸收保守派的合理之处，赋

与其新意，化解其阵营然后推进改革。因此美国有些人称罗斯福是“狮子和狐狸”，恰恰反映

了他高超运用了改革的弹性策略。邓小平经常讲“允许看、鼓励试、不争论”，这其实就在保

证完成改革的总体目标情况下，团结尽可能多的人投入改革，让事实说服对改革有疑虑、有

异议的人。同时，也是在改革的试探性措施中不断完善政策，包括吸收反对者的合理意见，

解除疑虑者的后顾之忧。如特区建设、农村改革都是给时间，允许看。这才使反对的力量被

不断转化，使改革的路子越走越宽。⑦尤其是这种弹性也给后来改革领导者有了很大的政策

调整空间，如国企改革、非公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提升等，使改革能做到不断与时俱进，从

而促进改革的可持续发展。

但邓小平并非仅仅注重改革政策的弹性，他深知，改革政策弹性有余而刚性不足，改革政策

的相对稳定性和延续性难以保证甚至改革的方向性也难以保证，将改革变成改向已有先例。

因此，邓小平在改革时注重政策的弹性同时，对于改革的根本目标、原则及其它已经看得很

准的基本政策他是绝对不动摇、不放弃的。如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个中心，两个基

本点”、“共同富裕”、“公在制占主体地位”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等。三十年的改革，

延续了几代领导人，如果不是这种刚性原则所保证的政策延续性，改革的方向性和成效是很

难保证的。正所谓“一个最伟大的观念，一个最好的政策，一个最好的对策，如果延续不下

去，那只具备思想史的意义，不具有政治史和经济史的意义，当然也不具有社会史的意义。”

⑧



三、始终坚持唯物史观和人民利益观是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

动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

发展。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莫不追求这两点，即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发展，而其成功与否，

也恰恰取决于这两点：一是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是否适应经济基础的

需要。二是改革是否最终以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为主旨。

纵观人类社会的种种改革，无不彰显了这一道理。以下几次改革成败之比较也可作一鉴证。

不同改革思路、不同改革成效及其原因的比较分析

改革名称 改革的根本原因与基本动力 改革主要着力点 改革成效及其原因

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生产效率低下，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不理想，毛泽东认

为根本原因是“封、资、修”等旧思想和自私观念还残留在广大人们的思想中，因此要进行思

想上的革命，提出所谓“抓革命，促生产”，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成为解决问题的基本动力 “斗

私批修”尤其批“修”即修正主义干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一次文化意识

形态的大革命（属上层建筑） 失败，改革最后导致内乱，中国政治文化生态严重失衡，经

济衰退。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能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即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而是从上层

建筑中意识形态出发过分夸大人的思想觉悟，从而滑向了唯心主义的泥潭。

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 认为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苏联社会在民主和人

道上的缺失，没有尊重和发挥人的因素。改革根本动力是要“公开化、民主化”，提高人们的

政治参与热情，“通过加强人的因素来发现和发挥社会主义的潜力。”⑨ “公开化、民主化”

的政治体制改革（属上层建筑） 比较失败。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能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

即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只注重人民的民主参与热情，而忽视了民众的切身利益，是“脚（经

济基础）痛医头（上层建筑）”。

罗斯福：罗斯福新政 经济大萧条。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资本过剩，工农群众的购买力严重不



足”，根源则是“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因此通过国家干预以解决无政府竞争，通过

立法提高劳工地位和社会福利及知识产权保护促使资本走沧桑正道。 调整资本主义经济运

行方式（属经济基础）并在此基础通过一系列法律规范（属上层建筑）保障其经济运行正常

进行。比较成功，延长了资本主义的生机。成功之处在于抓住了唯物史观的两个重要方面，

尤其注重了广大中下层人民的利益，使之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邓小平：改革开放 生产力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社会的主

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而改革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环节，改革诉诸的根本动力是经济利益。以思想大解

放为先导（属上层建筑）以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及其它改革等综合进行全面的改革，

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环节（属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 比较成功。成功之处在于抓住了

唯物史观的两个重要方面，“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是其根本体现，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水平显著提高，从而使改革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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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30 years of successful reform of the reasons for the Study

---- Based on the number of major reform of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History

Guo hua hong

Abstract: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the success of China39;s reform can be

summed up in three important areas: reform of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of the quality of the smooth

progress of reform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of the right strategy, tactics and strategy of reform is

the key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lways adhere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of the success of the reform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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