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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决不会” 的科学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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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两个决不会” 原理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ꎬ 包含着丰富的内容ꎮ 一个社会形态只

要其生产关系还能够以较快的速度推动生产力发展ꎬ 这个社会形态的灭亡就不会立即出现ꎻ 社会形态

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指的是所有该社会形态国家的整体的生产力状况ꎬ 不是仅仅指一个国家的生产

力或者几个国家的生产力ꎮ 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力ꎬ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

的社会ꎬ 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ꎻ 只要是在物质存在条件已经成熟的条件下ꎬ 与这种物质

条件相适应的社会形态就会产生ꎬ “物质存在条件” 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生产力ꎮ 正确理解了 “两个决

不会” 原理ꎬ 我们就能坚定理想的主心骨ꎬ 筑牢信念的压舱石ꎬ 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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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决不会” 原理的提出已经过去一个半世纪了ꎮ 在这一个半世纪中ꎬ 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ꎮ 这期间发生了无数革命ꎬ 包括巴黎公社革命、 俄国十月革命、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

命、 古巴革命、 越南革命等ꎻ 出现了社会形态的内在新变化ꎬ 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ꎬ 产生了

帝国主义ꎻ 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会形态ꎬ 产生了苏联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阵营ꎬ 产生了中国的社会主

义等ꎮ 每一次革命的背后ꎬ 每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ꎬ 都会伴随着 “两个决不会” 的争论ꎮ
１８５９ 年ꎬ 马克思在 «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 中指出: 在人类历史上ꎬ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

态ꎬ 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ꎬ 是决不会灭亡的ꎻ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ꎬ 在它的

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ꎬ 是决不会出现的ꎮ 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

任务ꎬ 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ꎬ 任务本身ꎬ 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

生成过程中的时候ꎬ 才会产生”ꎮ 特别要注意的是ꎬ 马克思在这一论述之后ꎬ 马上就讲ꎬ “大体说

来ꎬ 亚细亚的、 古希腊罗马的、 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

的几个时代ꎮ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ꎬ 这里所说的对抗ꎬ 不是指

个人的对抗ꎬ 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ꎻ 但是ꎬ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

展的生产力ꎬ 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ꎮ 因此ꎬ 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

态而告终”①ꎮ 这段论述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思想ꎬ 需要我们深入思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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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两个决不会” 的论断不是即兴式的论断ꎬ
而是一个有着历史发展过程的成熟论断

　 　 有人说ꎬ 关于 “两个决不会”ꎬ 马克思就是在 １８５９ 年讲过这么一次ꎬ 之前和之后都没有更多论

述ꎬ 因此这是一个带有即兴性质的论断ꎮ 这种看法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的ꎮ
１. “两个决不会” 原理的初步确立阶段 (１８４８ 年之前)
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唯物史观的重要著作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就已经有了 “两个决不会” 思

想的基本理念ꎮ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ꎻ
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ꎻ 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ꎻ 当人们还不

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ꎬ 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ꎮ ‘解放’ 是一

种历史活动ꎬ 不是思想活动ꎬ ‘解放’ 是由历史的关系ꎬ 是由工业状况、 商业状况、 农业状况、 交

往状况促成的”①ꎮ 可以说ꎬ 工业状况、 商业状况、 农业状况、 交往状况等这些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是

决定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能否出现的关键因素ꎮ 离开了工业状况等生产力的发展ꎬ 新的社会形

态就不会产生ꎮ 要理解社会形态发展史ꎬ 就要了解商业史、 工业史、 农业史ꎮ 在马克思 １８４７ 年 １０
月写的 «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 论著中ꎬ 这一理念更加清晰ꎮ 他指出: 当使资产阶级生产

方式必然消灭、 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 尚未在历史

的 “运动” 中形成以前ꎬ 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ꎬ 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ꎮ 这

个阶段的 “两个决不会” 思想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相一致的ꎮ
２. “两个决不会” 原理的成熟阶段 (１８４８—１８５９ 年)
这个阶段 “两个决不会” 思想是与 １８４８ 年革命后的经济社会状况特别是资本主义进入相对和

平稳定发展的状况相联系的ꎮ 把握 １８５９ 年提出的 “两个决不会”ꎬ 一定要回到那个年代ꎬ 回到那个

年代的时光中去思考ꎮ
１８４８ 年欧洲革命失败后ꎬ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言ꎬ 新的革命高潮很快还会到来ꎬ 无产阶级将获

得最终胜利ꎮ 但是ꎬ 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超乎马克思恩格斯的想象ꎮ 关于这一点ꎬ １８９５ 年恩格斯回

忆道: “如果说在头三篇文章中 (载于 １８５０ 年汉堡出版的 «新莱茵报ꎮ 政治经济评论» １ 月号、 ２
月号和 ３ 月号)ꎬ 还在期待不久革命力量新高涨就会到来ꎬ 那么由马克思和我为 １８５０ 年秋季出版的

最后一期合刊号 (５—１０ 月) 所写的那篇 «时评»ꎬ 就已经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②ꎮ 他进一步指出:
“历史表明ꎬ 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ꎬ 都是不对的ꎮ 历史清楚地表明ꎬ 当时欧洲大陆

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ꎻ 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ꎬ 从

１８４８ 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ꎬ 在法国、 奥地利、 匈牙利、 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

确立了大工业ꎬ 并且使德国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ꎬ 可

见这个基础在 １８４８ 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ꎮ”③ １８４８ 年欧洲革命失败后资本主义的扩展能力有多

强呢?
霍布斯鲍姆这位被称为现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的学者ꎬ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写出了史诗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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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四部曲”ꎬ 其中之一就是 «资本的年代 (１８４８—１８７５) »ꎮ 他在书中描述了 １８４８ 年欧洲革命失

败后欧洲国家经济社会的大发展ꎮ 书中的第二篇标题就是 “发展”ꎬ 其中的第二章标题则是 “大繁

荣”ꎮ 我们可以跟着霍布斯鲍姆的描述回顾那个资本大发展大繁荣的年代ꎮ 对这个时代ꎬ 霍布斯鲍

姆作了以下几方面的概括: 第一ꎬ １８５０ 年之后发生的事情是如此的反常ꎬ 根本找不到先例ꎮ 例如ꎬ
英国的出口从未比 １８５０ 年后的 ７ 年间增长得更快ꎮ 英国棉布出口的实际增长率超过之前的几十年ꎮ
１８５０—１８６０ 年ꎬ 大约增长一倍ꎬ 出口额增长了大约 １３ 亿码ꎬ 而从 １８２０—１８５０ 年 ３０ 年间也只是增长

了大约 １１ 亿码ꎬ １０ 年的增长量超过以前 ３０ 年ꎮ 第二ꎬ 新兴产业不断涌现ꎬ 例如股份公司的大量涌

现ꎮ １８２５—１８５０ 年ꎬ 在普鲁士出现了 ６７ 家股份公司ꎬ 拥有的资本总额是 ４５００ 万塔勒ꎬ 而 １８５１—
１８５７ 年短短 ６ 年间ꎬ 就建立了 １１５ 家股份公司ꎬ 拥有的资本总额是 １ １４５ 亿塔勒ꎮ 在这个令人眼花

缭乱的时期ꎬ 巴黎信用动员银行的资本利润率一度高达 ５０％ ꎮ 第三ꎬ 对于产业工人的需求越来越

多ꎬ 欧洲几乎看不到失业ꎮ 仅 １８５１ 年的伦敦ꎬ 建筑业便雇用超过 ６６０００ 人ꎮ 第四ꎬ 资本主义开始用

工业博览会来庆祝自己的胜利ꎬ 炫耀其经济成就和工业发展ꎮ １８５１ 年第一届万国博览会在伦敦召

开ꎬ 有 １ ４ 万家厂商参展ꎮ １８５５ 年巴黎博览会则有 ２ ４ 万家ꎬ １８６２ 年伦敦博览会上有 ２ ９ 万家ꎬ
１８６７ 年巴黎博览会有 ５ 万家ꎮ 恩格斯说: “英国的贸易达到了神话般的规模ꎻ 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

工业垄断地位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ꎻ 新的炼铁厂和新的纺织厂大批出现ꎬ 到处都在建立

新的工业部门ꎮ”① 第五ꎬ 一个全新的世界经济已经出现ꎮ 霍布斯鲍姆说: “海因德曼 (他是维多利

亚时代的商人ꎬ 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ꎬ 尽管在这两方面皆不是代表人物) 在几乎半个世纪之后回顾

这段时期ꎬ 他很恰当地把 １８４７—１８５７ 年这 １０ 年与地理大发现以及哥伦布、 达伽马、 科尔特斯和

皮萨罗的征服时代相比拟一个全新的经济世界已加在旧经济世界之上ꎬ 并与其融为一体ꎮ”② 全

新的世界经济ꎬ 包括新的经济规则、 新的资本运作方式、 世界性市场销售的产生等ꎮ 第六ꎬ 政治进

入了冬眠时期ꎮ “在英国ꎬ 宪章主义销声匿迹琼斯是宪章主义领袖群众最坚忍不拔者ꎬ 但即便

是他ꎬ 在 １８５０ 年后也放弃了重振独立工人阶级运动的企图ꎮ”③ 无独有偶ꎬ 路透社资深记者加布里

埃尔在 ２０１７ 年出版的 «爱与资本: 马克思家事» 一书中也说: “实际上ꎬ 资本已经在全欧洲加

冕ꎮ”④ 英国国教会宣布工业为新的信仰ꎬ 英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由此开始ꎮ 在这个时期法国、 德

国的工业、 农业都有很大的提升ꎮ
可以说ꎬ 进入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整个欧洲大陆真正确立起来ꎬ 封建制度被

全方位地替代ꎬ 新确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很好地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ꎮ 关于新的制度ꎬ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时期提到过很多ꎮ 第一ꎬ 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和发展ꎮ 马克思在 １８５６ 年 ６ 月就

指出: “动产信用公司的章程规定ꎬ 它只能保护那些由匿名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的工业企业ꎮ
结果必然会产生一种倾向ꎬ 即尽量多地建立这种公司ꎬ 使一切工业企业具有这种公司的形式ꎮ 当然ꎬ
不能否认ꎬ 把股份公司的形式运用于工业ꎬ 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ꎮ 一方面ꎬ 它显示

出过去料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能力ꎬ 并且使工业企业具有单个资本家力不能及的规模ꎻ 另一方面ꎬ
不应当忘记ꎬ 在股份公司中联合起来的不是单个人ꎬ 而是资本ꎮ”⑤ 第二ꎬ 新的制度的出现推动了诸

如铁路这样的基础设施的发展ꎬ 使资本主义生产力有极大提高ꎮ 马克思在 １８５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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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经济危机» 一文中指出: “总的说来ꎬ 特许修建的铁路总共长达 ５５８４ 英里ꎬ 其中已经建成

和通车的只有 ２８８４ 英里ꎮ 因此ꎬ 目前正在修建或即将动工的还有 ２７００ 英里ꎮ 但是还不止于此ꎮ 政

府正在修建比利牛斯山区的几条线路ꎬ 并且已经下令修建土鲁斯至贝云、 阿仁至塔布、 蒙德马松至

特拉贝斯坦的新线路———这些线路全长超过 ９００ 英里ꎮ 实际上ꎬ 法国正在修建的铁路甚至比它已经

拥有的还要多ꎮ”① 在资本主义这种相对和平发展的条件下ꎬ 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是比较困难

的ꎮ 所以ꎬ 马克思强调: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ꎬ 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ꎬ 是决不

会灭亡的ꎮ
３. “两个决不会” 原理的继续发展阶段 (１８５９ 年之后)
１８５９ 年以后马克思恩格斯继续发展了这一原理ꎮ 发展这一原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ꎮ
第一ꎬ 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ꎬ 使资本主义的扩张能力发生了质的飞跃ꎮ 在

从 １８５９ 年到恩格斯逝世的 １８９５ 年近 ４０ 年的历史进程中ꎬ 除了 １８７１ 年发生了巴黎公社革命之外ꎬ
大的社会革命并没有出现ꎬ 相对而言ꎬ 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的发展程度是比较高的ꎮ 生产能力有了

大幅度跃升ꎬ 关键是其管理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ꎬ 一种适应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治理模式开始出

现ꎬ 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ꎮ 一方面适应经济规律的要求ꎬ 经济集中的规模越来越大ꎮ １８８０
年ꎬ 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控制了美国精炼石油的 ９０％—９５％ ꎬ １８９３ 年ꎬ 德国 “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

业联合组织” 控制了当地 ９０％的煤炭产量ꎮ 这些垄断企业的出现使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率都有根本性

的改变ꎮ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泰勒制的出现ꎮ １８８１ 年美国钢铁业采取这一管理制度ꎮ 泰勒在 «科学管

理» 一书中说过: 科学管理如同节省劳动的机器一样ꎬ 其目的在于提高每一单位劳动的产量ꎮ 而提

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企业的利润或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ꎮ 泰勒制科学管理的特点是从

每一个工人抓起ꎬ 从每一件工具、 每一道工序抓起ꎬ 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ꎬ 设计出最佳的工位设置、
最合理的劳动定额、 标准化的操作方法、 最适合的劳动工具ꎮ 这些新变化ꎬ 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敏

锐地注意到了ꎮ
第二ꎬ 资本主义出现了周期性危机ꎬ 同时其克服危机的能力也在提高ꎮ 恩格斯在 １８９２ 年曾经指

出: “所有过去应用蒸汽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ꎬ 同 １８５０—１８７０ 年这 ２０ 年间生产的巨大飞跃比起

来ꎬ 同输出与输入的巨大数字比起来ꎬ 同积聚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人的劳动

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ꎬ 就微不足道了ꎮ 诚然ꎬ 这个进步同以前一样被每十年一次的危机所中断:
１８５７ 年有一次危机ꎬ １８６６ 年又有一次ꎻ 但是这种危机的反复出现如今已经被看成是一种自然的、 不

可避免的事情ꎬ 这种事情是无法逃脱的遭遇ꎬ 但最后总是又走上正轨ꎮ”② 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开

始适应这种危机ꎬ 并且用各种手段去缓解危机、 克服危机ꎬ 甚至不惜用战争去转嫁危机ꎮ 这种克服

危机的能力尽管是暂时的ꎬ 但表明资本主义有其存在的空间ꎮ 新空间的出现带来的是新的危机ꎬ 因

为资本主义有它的阿基里斯之踵ꎬ 这就是生产必须无限扩大ꎮ 恩格斯指出: “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

停止增长ꎬ 情形又将怎样呢? 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ꎬ 是它的阿基里斯之踵ꎮ 必须持

续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的基础ꎬ 而这种持续扩大现在越来越不可能了ꎮ 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绝

境ꎮ 英国一年比一年紧迫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 要么是民族灭亡ꎬ 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灭亡ꎮ 遭

殃的究竟是哪一个呢?”③

这个阶段ꎬ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 “两个决不会” 原理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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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 没有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充分发展ꎬ 没有资产阶级的成熟ꎬ 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

产生和发展ꎮ 恩格斯在 １８７４—１８７５ 年写的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中ꎬ 批判了俄国民粹派理论家特

卡乔夫关于因为俄国既没有城市资产阶级ꎬ 也没有城市无产阶级ꎬ 所以比西欧实现无产阶级社会主

义革命要容易得多的荒谬观点ꎬ 并指出: “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ꎬ 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

胜资产阶级ꎬ 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ꎮ 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

无产阶级ꎬ 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ꎮ” 恩格斯认为:
“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ꎬ 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ꎬ 才有可能

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ꎬ 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ꎬ 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ꎬ
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ꎮ 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

的发展程度ꎮ 可见ꎬ 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ꎬ 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ꎬ 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

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ꎮ 因此ꎬ 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

容易进行这种革命ꎬ 那就只不过证明ꎬ 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ꎮ”①

第二ꎬ “两个决不会” 是就客观规律而言的ꎬ 社会主义革命还有一个重要的主观条件ꎬ 这就是

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ꎮ 恩格斯在 １８９０ 年 ９ 月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谈道: “根据唯

物史观ꎬ 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ꎮ 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

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ꎮ 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ꎬ 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ꎬ 那么他就

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 抽象的、 荒诞无稽的空话ꎮ 经济状况是基础ꎬ 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

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ꎬ 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 阶级斗

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ꎬ 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

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ꎬ 政治的、 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ꎬ 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

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ꎮ”② 无产阶级革命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ꎬ 离开了无产阶级革命ꎬ
“两个决不会” 就有可能使社会主义变成遥不可及的幻象ꎮ １８７５ 年 １１ 月ꎬ 恩格斯在致彼得拉甫罗

维奇拉甫罗夫德的信中说: “如果像目前这样ꎬ 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所生产出来的生存资料和发

展资料远比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消费的多得多ꎬ 因为这种生产人为地使广大真正的生产者同这些生存

资料和发展资料相隔绝ꎻ 如果这个社会由于它自身的生存规律而不得不继续扩大对它来说已经过大

的生产ꎬ 并从而周期性地每隔 １０ 年不仅毁灭大批产品ꎬ 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ꎬ 那么ꎬ ‘生存斗争’
的空谈还有什么意义呢? 于是生存斗争的含义只能是ꎬ 生产者阶级把生产和分配的领导权从迄今为

止掌握这种领导权但现在已经无力领导的那个阶级手中夺过来ꎬ 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ꎮ”③ 社会主

义革命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革命ꎬ 但同时需要无产阶级组织起来ꎬ 夺取领导权ꎮ

二、 “两个决不会” 具有丰富的含义

“两个决不会” 原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ꎬ 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ꎬ 需要我们深入正确

地把握ꎮ
１.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ꎬ 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ꎬ 是决不会灭亡的

第一ꎬ 一个社会形态只要其生产关系还能够以较快的速度推动生产力发展ꎬ 这个社会形态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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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就不会立即出现ꎮ 正是基于这样的论断ꎬ 马克思在 １８５０ 年年底写成的总结 １８４８ 年革命经验的长

文 «１８４８ 年至 １８５０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中指出: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ꎬ 即在资产阶级社会

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ꎬ 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

革命ꎮ 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ꎬ 这种革命才有可能ꎮ”①

这段话有三层含义: 普遍繁荣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很好地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ꎬ
能够及时主动地调整自身的状况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ꎬ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 １８０ 多年中不断进行

自我调整ꎻ 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力还能够以几何级数不断增长ꎬ 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还能够担负下

去ꎬ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社会革命就不会发生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要与其生产力发展发生根本性

的冲突ꎬ 导致其生产力只能以越来越少的算术级数增长ꎬ 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将终结ꎬ 无产阶级

革命就会爆发ꎮ
第二ꎬ 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指的是所有该社会形态国家的整体的生产力状况ꎬ 不是

仅仅指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或者几个国家的生产力ꎬ 也不是指这个社会形态中有代表性的国家的生产

力ꎮ 全部生产力包括两个方面: 该社会形态的所有国家和所有民族的生产力ꎬ 一个社会形态可能包

括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国家和民族ꎬ 在马克思那个年代ꎬ 可能还会包括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邦国、 领地、
诸侯国、 采邑地等ꎻ 一个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所有生产力的状况以及发展程度都包括在内ꎮ 例

如奴隶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是指奴隶社会形态下的所有国家综合的生产力状况ꎬ 封建社

会形态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是指封建社会形态下的所有国家综合的生产力状况ꎬ 资本主义社会形

态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所有国家综合的生产力状况ꎮ
第三ꎬ 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的过程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ꎮ 有时候可能需要

几百年甚至更长的过程ꎮ 因此ꎬ 前一个社会形态的衰落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ꎮ 埃及在公元前 ４０００ 年

就产生了奴隶制ꎬ 欧洲在古希腊、 古罗马时代开始比较普遍地建立奴隶制度ꎬ 这一社会形态在世界

上产生、 发展的历史长达 ５０００ 年ꎮ 封建社会形态ꎬ 中国在春秋战国就已经开始发展起来ꎬ 在欧洲大

陆普遍确立是在中世纪ꎬ 整个发展史也长达 １５００ 年左右ꎮ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 １６４０ 年英国资产阶

级革命后开始建立起来了ꎬ 而法国则是 １００ 年后即在 １７８９ 年大革命后才摧毁了封建制度ꎬ 德国是在

１８４８ 年二月革命后逐步消除了封建制度 “奥吉亚斯牛圈”ꎬ 也就是说ꎬ 封建制度的衰落是经历了近

２００ 年的历史过程的ꎮ 在这 ２００ 年中ꎬ 封建社会形态下的社会生产力总体上是高于资本主义的ꎬ 只

是到了 １８４８ 年革命之后ꎬ 整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才开始高于封建社会形态ꎻ 又经过半

个世纪的演变ꎬ 资本主义生产力数倍于封建社会形态的生产力ꎬ 封建社会形态就逐步退出了历史舞

台ꎮ 社会主义要最终战胜资本主义ꎬ 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生产力必须高于所

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ꎮ
２. 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ꎬ 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ꎬ 是决不会出现的

第一ꎬ 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出现是以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生产力为基础的ꎬ 也就是说ꎬ
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力ꎮ 马克思说: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ꎬ 蒸

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ꎮ”②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不了封建社会形态ꎬ 封建社会

形态的确立是以奴隶制社会形态数千年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状况为基础的ꎻ 在奴隶社会生产力

的基础上产生不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ꎬ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确立是以封建社会形态数百年中发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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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社会生产力状况为基础的ꎬ 也包括以国家治理方式和文化成就为基础ꎻ 在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基

础上产生不了社会主义社会形态ꎬ 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确立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数百年中发展起

来的社会生产力状况为基础的ꎬ 也包括以科学技术、 政治制度和文化成就为基础ꎻ 在资本主义社会

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不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ꎬ 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一定是以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自身

数百年的发展为基础的ꎬ 没有这样的基础ꎬ 共产主义就难以实现ꎮ
第二ꎬ 只要是物质存在条件已经成熟ꎬ 与这种物质条件相适应的社会形态就会产生ꎮ 这里讲的

“物质存在条件” 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ꎬ 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生产力ꎬ 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ＧＤＰꎮ 物质存

在条件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生产力发展的程度ꎬ 工商业发展的状况ꎬ ＧＤＰ 发展的总量ꎬ 市场交易规模ꎬ
农业发展的情况ꎬ 国家的基础设施状况ꎬ 管理经济事务的政府规模、 大小以及作用状况ꎬ 交通顺畅程

度以及由此带来的物流状况ꎬ 等等ꎮ 物质存在条件是综合性的条件ꎬ 绝对不是单方面的条件ꎮ
３. “两个决不会” 是与 “两个必然”、 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

“两个决不会” 原理不是孤零零存在的ꎬ 而是与很多其他原理和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ꎬ 特别

是与 “两个必然”、 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联系尤为密切ꎮ
第一ꎬ 离开了 “两个必然”ꎬ 就没有 “两个决不会”ꎮ 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ꎬ 决定了社

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ꎮ 从长期发展的历史趋势看ꎬ 马克思一直强调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

的ꎮ 在资本主义时代ꎬ 资本主义由于其内在的基本矛盾使经济生活、 政治生活、 社会生活到处都呈

现出惊人的矛盾ꎮ 减少人类劳动的技术变成工人贫困的源泉ꎬ 经济的进步带来社会道德的大幅度退

化ꎮ 在政治上也是如此ꎬ 政治制度的发展使人民大众的政治权力缩小了ꎬ 而不是扩大了ꎮ
第二ꎬ 理解 “两个决不会” 的科学内涵一定要放到社会形态的演进中来看待ꎮ 马克思是在社会

形态更替的意义上来谈论 “两个决不会” 的ꎬ 而不是在国家或者民族的范畴内进行的ꎮ 所以ꎬ 在讲

了 “两个决不会” 后ꎬ 马克思明确说: 大体说来ꎬ 亚细亚的、 古代的、 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

产方式可以看作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ꎮ 也就是说ꎬ “两个决不会” 是社会形态演变上的

“决不会”ꎬ 不是就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民族而言的ꎬ 决不能离开社会形态来谈论 “两个决不会”ꎮ
离开了社会形态ꎬ “两个决不会” 就是无源之水ꎬ 就只是抽象意义上的论断ꎮ 我们看亚细亚的、 古

代的、 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这几个社会形态的演进ꎬ 恰恰证明了 “两个决不会” 的正

确性ꎮ 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在其社会形态内生产力发展到了极限ꎬ 最终就被古代的社会形态代替了ꎻ
同样ꎬ 古代的社会形态在其范围内使生产力的发展到了自身的限度ꎬ 最终被封建社会形态代替了ꎻ
封建社会形态在其范围内使生产力的发展到了极限ꎬ 最终被资本主义代替了ꎮ 有的人不讲 “五形态

论”ꎬ 或者否认 “五形态论”ꎬ 根本目的是否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ꎮ ２０１２ 年北京某出版

社出版了一本名为 «倒转 “红轮”: 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 的著作ꎬ 在开篇的自序中作者就说

“五形态论” 是斯大林构造的范式陷阱ꎮ 她说: “由于传统的解释模式存在着明显弊端ꎬ 有太多范式

陷阱ꎬ 尤其是斯大林的依次递进的 ‘五种社会形态说’ 建立以后ꎬ 阶级斗争模式下的社会进化理论

遮蔽了其他所有的社会矛盾ꎬ 这种规律化的归纳方式ꎬ 把所有国家民族一律都按五种社会形态划分ꎬ
即便不符合的也要削足适履硬往上套ꎮ”① 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ꎮ “五种社会形态说” 不是什么臆

造的范式陷阱ꎬ 更不是什么斯大林的臆造ꎬ 而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人类思想的巨大原创性贡献ꎮ
可以说ꎬ 在马克思那里ꎬ 遵循 “两个决不会”ꎬ 就必然会推导出 “五形态论”ꎬ 生产力发展的限

度是在社会形态之内的ꎮ 离开了五种社会形态ꎬ “两个决不会” 就是空论ꎮ 只有在五种社会形态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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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基础上ꎬ 才能科学地理解和把握 “两个决不会”ꎮ 坚持 “两个决不会” 原理ꎬ 就一定要捍卫

“五形态论”ꎮ 对于 “五形态论”ꎬ 日本共产党前委员长、 现任干部学院院长的不破哲三在 ２００９ 年出

版的 «马克思还活着» 一书中用日本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了马克思 “五形态论” 的正确性ꎮ 他说:
“刚才已经介绍过了ꎬ 马克思将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历史阶段划分为原始的共同体社会、 古代的奴隶

制社会、 中世近世的封建社会和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ꎮ 对日本历史的认识ꎬ 一般情况下大体上也

按类似方式进行时代划分ꎮ 在继原始共同体社会之后的古代社会ꎬ 日本因为没有产生如同古希腊、
古罗马式的奴隶制社会的条件ꎬ 而是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形态ꎬ 成为一个让各地共同体完全隶属于

中央政权的古代国家ꎮ” “继古代社会之后ꎬ 历经一系列的革命ꎬ 日本典型的封建制社会应运而生ꎮ
之后ꎬ 众所周知ꎬ 以明治维新为转机ꎬ 日本踏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ꎮ”① 不破哲三先生的看

法是有客观依据的ꎮ

三、 “两个决不会” 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两个决不会” 这一基本原理是经受了 １５０ 多年各种历史事件、 各种历史变革检验的ꎬ 其真理

的价值随着历史的发展更加显现出来ꎮ
１. 正确理解和把握 “两个决不会” 就可以理解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伯恩施坦在进入 ２０ 世纪之初就认为ꎬ 随着卡特尔、 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ꎬ 资本主义有了极

大的适应能力ꎬ 经济危机已经可以防止甚至根本消除了ꎬ 资本主义的矛盾不是趋于尖锐而是趋于缓

和ꎻ 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组织的发展ꎬ 中间阶级的人数愈来愈多ꎬ 社会关系的尖锐化没有按 «共产

党宣言» 所描绘的那样实现ꎬ 资本主义的经济崩溃是不可能的ꎮ 他还认为ꎬ 政治自由、 民主、 普选

制已经使阶级斗争的基础日趋消灭ꎬ 随着工人的数目和知识的增长ꎬ 普选权可以成为使人民代表从

人民的主人转变为人民的真正仆人的工具ꎬ 而阶级专政则属于较低下的文化ꎬ 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ꎮ
他的基本结论就是: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学说已经过时ꎬ 在 １００ 年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

才能实现的变革ꎬ 今天只要通过投票、 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逼手段就能实现ꎻ 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实

践活动应当归结为创造条件去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爆发的情况下ꎬ 转变为一个

更高级的社会制度ꎬ 即通过改良使资本主义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ꎮ 所以ꎬ 他对以暴力革命方式夺取

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充满着敌意ꎮ 他在 １９２４ 年发表的 «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 一文中说:
“第八讲的题目是 «社会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变种»ꎬ 它说明布尔什维克党的学说及其从马克思武库里

搬来的口号是一种非常粗暴化的马克思主义ꎬ 马克思主义正是要人们认识意志力量在历史上的界限ꎬ
而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学说却别有用心地无视这种界限ꎬ 陷入了对暴力的无限创造力的迷信ꎬ 这在

实践中就成了一种祸患无穷的蹩脚试验的始祖ꎮ”② 伯恩施坦把资本主义的发展成就迷信化了ꎬ 导致

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背离ꎬ 也就必然导致其结论谬误ꎮ
十月革命发生后不久ꎬ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理论家、 第二国际领导人考茨基就撰写了 «无产阶

级专政» 一文ꎬ 否定苏维埃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其存在的依据ꎮ 而其理由就是片面理解 “两个

决不会”ꎬ 把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看作进行社会革命最重要的基础ꎮ 考茨基强调: 只有资本主义所带

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ꎬ 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并且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的巨额财富ꎬ 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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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也即在现代文化之下的普遍福利———才会成为可能ꎮ 他还说: “凡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还不能

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的地方ꎬ 资本主义生产就必须继续存在ꎬ 否则ꎬ 生产过程将告中断ꎬ 从而

引起普遍的贫困ꎬ 这种贫困是现代无产者所十分害怕的ꎬ 因为它会成为普遍失业ꎮ”① 这就把 “两个

决不会” 原理绝对化了ꎬ 在考茨基看来ꎬ 社会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完全瓜熟蒂落的结果ꎬ 无产阶级

的任务就是等待资本主义完全成熟ꎬ 自己自动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ꎮ 无产阶级就是在议会中争取席

位ꎬ 不用组织起来夺取政权ꎮ 考茨基把 “两个决不会” 原理绝对化后ꎬ 就提出ꎬ 在经济相对落后的

国家里不可能建立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权ꎮ 他说: “在一个在经济上还是如此不发达ꎬ 以至于无产阶

级还只构成居民少数的国家里ꎬ 不能指望无产阶级会具有这种成熟性ꎮ”② 不仅如此ꎬ 考茨基还把十

月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比喻为 “早产儿”ꎬ 认为这个 “早产儿” 是活不长久的ꎮ 他一再说ꎬ 布尔什

维克所宣扬和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ꎬ 无非是一种想要超越或者用法令来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的

大规模的试验而已ꎮ “他们认为ꎬ 这是使社会主义诞生的最无痛苦的方法ꎬ 是使社会主义 ‘缩短和

减轻分娩的痛苦’ 的最无痛苦的方法ꎮ 如果还想继续用比喻来说明的话ꎬ 那么这种做法更使我们想

起一个怀孕妇女ꎬ 她疯狂万分地猛跳ꎬ 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ꎬ “这样生下

来的孩子ꎬ 通常是活不成的”③ꎮ 普列汉诺夫也持类似的观点ꎮ 普列汉诺夫在 １９０３ 年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ꎬ 与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ꎬ 转向了孟什维克主义ꎬ 成为孟什维克的一位代

表人物ꎮ 他对十月革命一直持反对态度ꎮ 在十月革命之前ꎬ 他就认定俄国社会生产力落后ꎬ 不具备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ꎮ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ꎬ 他指责俄国的社会主义是 “早产儿”ꎬ 是 “活不成

的”ꎮ 无论是考茨基ꎬ 还是普列汉诺夫ꎬ 其说法都是没有道理的ꎬ 十月革命产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是

“顺产”ꎬ 是 “足月的自然分娩”ꎮ
十月革命的发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ꎬ 符合马克思主义 “两个决不会” 原理ꎮ 俄国十月革命的发

生ꎬ 一方面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ꎬ 也就是说ꎬ 资本主义发展到 ２０ 世纪第一个十年ꎬ 其生

产力发展的水平以及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内在矛盾已经为俄国十月革命奠定了基

础ꎻ 另一方面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俄国社会矛盾出现尖锐化ꎬ 布尔什维克党及时抓住各种矛盾ꎬ
带领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ꎮ 十月革命是顺应人民要求的革命ꎬ 人民不愿意被统治下去了ꎮ 列宁说:
“１９１７ 年的整个关键是什么呢? 是摆脱战争ꎬ 这是全体人民的要求ꎬ 因此这压倒了一切ꎮ”④ １９１７
年ꎬ 人民再也不愿意被统治下去了ꎬ 他们要求的是和平ꎬ 不是帝国主义战争ꎮ 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

才能制止帝国主义战争ꎬ 为人民赢得真正的和平ꎮ 首先ꎬ 广大工人要求和平ꎬ 要求工作ꎮ １９１７ 年 １
月 ２２ 日ꎬ 为纪念 １９０５ 年的 “流血星期日”ꎬ 彼得格勒、 莫斯科、 巴库等地的工人举行大规模的罢工

和示威游行ꎮ ３ 月初ꎬ 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人的 ３ 万多人开始大罢工ꎬ 拉开了二月革命的序幕ꎮ ３ 月

１０ 日ꎬ 彼得堡爆发 ２５ 万工人总罢工ꎬ 要求和平和面包ꎮ 列宁在 ３ 月 ７ 日写的 «远方来信» 中说ꎬ
这次革命中建立的 “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工人的组织ꎬ 是工人政府的萌芽ꎬ 是全体贫苦居民群众即十

分之九的居民的利益的代表者ꎬ 它正在努力争取和平、 面包和自由”⑤ꎮ 其次ꎬ 广大农民要求和平ꎬ
要求土地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俄国农业经济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ꎬ 到 １９１７ 年初ꎬ 约有 ４０％ 的农村

劳动力被征调入伍ꎬ 大批马匹和牲畜被征用ꎬ 农业产量锐减ꎮ 农民运动风起云涌ꎬ 他们反对政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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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ꎬ 并且开始夺取地主的粮财ꎮ 可以说ꎬ 在 １９１７ 年的俄国ꎬ 几乎所有的社会基层都在要求结束战

争ꎬ 实现和平ꎮ 谁能实现这一任务? 就是布尔什维克党ꎮ
２. 正确理解和把握 “两个决不会” 就可以懂得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为什么过渡到社

会主义ꎬ 而不经历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

在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之后ꎬ 有一种说法就是讲中国在 １９５６ 年搞社会主义改造搞

早了ꎬ 搞糟了ꎬ 应当 “回归新民主主义社会” 或者是 “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ꎮ 其实ꎬ 在新中国成

立之初ꎬ 就有人认为ꎬ 我们的生产力不发达ꎬ 搞社会主义没有基础ꎬ 孕育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还

不够ꎬ 可以先搞一段资本主义、 待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之后再进入社会主义ꎮ 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这

种主张ꎬ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第二种发展道路ꎬ 并且旗帜鲜明地对上述主张作过严厉批评ꎮ 他指出: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 这种提法是有害的ꎬ 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ꎬ 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

的发展的ꎮ １９５３ 年 ６ 月 １５ 日ꎬ 毛泽东在审阅李维汉的报告 «关于利用、 限制和改组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若干问题 (未定稿) » 时指出了几种错误观点: “几点错误观点: (一) 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

秩序ꎻ (二)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ꎻ (三) 确保私有财产ꎮ”① 他在 １９５３ 年 ６ 月 １５ 日晚上主持

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并讨论李维汉 «关于利用、 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 的报

告时的讲话指出: “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ꎬ 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ꎬ 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

转变ꎬ 还在继续搞他们的 ‘新民主主义’ꎬ 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ꎮ 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ꎮ”② 他在

１９５４ 年 ９ 月 ７ 日审阅修改排印的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修正稿) » 时指出: “大
家知道ꎬ 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ꎮ 在我国ꎬ 这个时期也叫做新民主主义时期ꎬ 这

个时期在经济上的特点ꎬ 就是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ꎮ 有一些人就希望永远保存这种状态ꎬ 最

好不要改变ꎮ 他们说: 有了共同纲领就够了ꎬ 何必还要宪法呢? 最近几年ꎬ 我们还常常听见 ‘巩固

新民主主义秩序’ 这样一种说法ꎬ 这种说法就是反映了这种维持现状的思想ꎮ”③ 毛泽东还对与 “确
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 相关的所谓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的说法作过明确批评ꎮ 毛泽东

之所以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ꎬ 是因为他认为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会更好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ꎮ
他在 １９５３ 年 １０ 月指出: 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ꎬ 国有制扩大了、 私人所有制改变

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ꎬ 这才能提高生产力④ꎮ 他在 １９５３ 年 １２ 月强调: “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ꎬ 是因

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ꎬ 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

展ꎬ 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ꎬ 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

的情况ꎬ 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ꎬ 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

农业产品ꎬ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ꎬ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⑤ꎮ 这一认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的ꎬ 也是符合当时中国实际的ꎮ
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后选择社会主义道路ꎬ 并没有违反 “两个决不会” 原理ꎬ 而是历史的必然ꎮ

第一ꎬ 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建立为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重要的物质前提ꎮ 国营经济是没收国

民党官僚资本的结果ꎮ 新中国成立前夕ꎬ 国民党官僚资本约占全国工矿业、 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

８０％ ꎮ 到 １９４９ 年年底ꎬ 人民政府接管了属于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 ２８５８ 家ꎬ 使国营工业的产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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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 年占全国工业产值的 ３４ ７％ ꎬ 到 １９５２ 年ꎬ 这一比重增加到 ５６％ ꎮ 国营批发商业占全国批发商

业营业总额的份额ꎬ １９４９ 年到 １９５２ 年由 ２３％增加到 ６０％ ꎮ 到 １９４９ 年年底ꎬ 人民政府没收了属于官

僚资本的金融企业 ２４００ 家ꎬ 银行基本上由国家经营ꎮ 第二ꎬ 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ꎬ 建立中国的社会

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ꎮ “一五计划” 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是: 为实现工业化奠定基础ꎬ 并为社会

主义改造、 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创造前提①ꎮ 第三ꎬ 建立了社会主义政

治制度ꎮ １９５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ꎬ
到会代表 １２１１ 人ꎮ 大会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ꎬ 它以根本法的形式规定了我们国家的性质和其他

根本制度ꎮ 这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

民ꎻ 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ꎬ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实行民主集中制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成立和宪法的公布施行ꎬ 开创了我国人

民民主的全新阶段ꎮ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 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 保证人民

当家作主、 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ꎮ 这一制度从政治上保证了我们国家社会主义道路

的选择ꎮ 著名学者范若愚和江流在 «科学社会主义概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问题» 一书中曾经提

到过一个观点: “要使客观的历史趋势能够在较少反复、 较少曲折的情况下尽快变为现实ꎬ 就需要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ꎮ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ꎬ 是历史的主动性和历史的必然性紧密结合的结

果ꎮ”② 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是历史规律使然ꎬ 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ꎮ
３. 正确理解和把握 “两个决不会”ꎬ 可以更好地让我们保持战略定力

对于 “两个决不会”ꎬ 我们党始终十分重视ꎮ 在 ２０００ 年ꎬ 江泽民同志就两次谈到 “两个决不

会”ꎬ 一次是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ꎬ 在上海主持召开江苏、 浙江、 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ꎮ 他

说: “马克思在 «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 中说ꎬ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ꎬ 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

力发挥出来以前ꎬ 是决不会灭亡的ꎻ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ꎬ 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

里成熟以前ꎬ 是决不会出现的ꎮ” 引用完这段话后ꎬ 江泽民同志指出: “但是ꎬ 列宁突破了这个论

断ꎬ 提出由于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ꎬ 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 在

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首先获得胜利ꎬ 并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ꎮ”③ 他是从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角度来谈 “两个决不会” 的ꎬ 是从与时俱进的角度谈这个问题的ꎮ 另一次是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ꎬ 江

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一八五九年ꎬ 马克思在 « ‹政治经济学批

判› 序言» 中指出: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ꎬ 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ꎬ 是决不会

灭亡的ꎻ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ꎬ 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ꎬ 是决不会出现

的ꎮ’ ”④ 运用 “两个决不会” 原理ꎬ 江泽民同志指出两点: 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

和发展ꎬ 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运行、 管理机制作了不少自我调节、
改良和改善ꎬ 包括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ꎬ 吸收和利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ꎬ 为资本主

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ꎬ 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能够容纳现实的生产力ꎬ 而

且生产力还在发展ꎬ 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程度的缓和ꎻ 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进行的自我改良和改善ꎬ 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ꎬ 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ꎬ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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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能够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的基本矛盾ꎬ 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真理性ꎮ
习近平总书记更加重视 “两个决不会” 的思想ꎮ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ꎬ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同志在出席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时ꎬ 就强调领导干部

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ꎮ 在谈到学习哪些经典著作时ꎬ 习近平同志提到了马克思的 « ‹政
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ꎮ 他说ꎬ 在这篇序言中ꎬ 马克思对唯物史观作了深入阐释ꎬ 科学阐明了生产

力决定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ꎬ 揭示

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进程ꎬ 论证了旧的社会形态为新的社会形态

所取代的历史法则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 １１ 次集体学习时

特别谈到过 “两个决不会”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这里还要说到马克思提出的 ‘两个决不会’ꎬ 马

克思说: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ꎬ 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ꎬ 是决不会灭亡的ꎻ 而

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ꎬ 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ꎬ 是决不会出现的ꎮ’ 马克

思的这一重要论点ꎬ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至今没有完全消亡ꎬ 为什么社会主义还会出

现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那样的曲折ꎬ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预见的共产主义还需要经过很长的历史发展

才能实现ꎮ 学懂了这一认识和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ꎬ 我们就能坚定理想的主心

骨、 筑牢信念的压舱石ꎬ 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ꎮ”① 保持强大战略定力的来源之一就是准确掌握 “两
个决不会” 的原理ꎮ

“两个决不会” 之所以能够使我们保持强大战略定力ꎬ 原因在于: 第一ꎬ 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是

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ꎬ 无论历史多么曲折ꎬ 生产力等物质条件的生长都会使社会主义成长壮大ꎬ
即使出现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这样的历史变化ꎬ 也改变不了人类发展的大趋势ꎮ 社会主义是以资本

主义创造的生产力为基础的ꎬ 是具有无限生机活力的社会形态ꎬ 资本主义生产力越发展ꎬ 社会主义

社会形态的基础就越强大ꎮ 第二ꎬ 社会形态越向前演进ꎬ 更先进的社会形态代替前一个社会形态的

时间就越短ꎮ 也就是说ꎬ 人类社会形态是加速度演进的ꎬ 奴隶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经历了 ４０００ 年以

上的历史ꎬ 封建社会代替奴隶制社会经历了 ３０００ 年的历史ꎬ 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经历了 ５００
多年的历史ꎬ 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经历的时间将会更短ꎮ 第三ꎬ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历了

多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强大的物质基础ꎬ 其物质存在条件越来越雄厚ꎮ 中国不仅 ＧＤＰ 总量在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１０１ 万亿人民币的规模ꎬ 而且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ꎬ 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

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ꎻ 中国不仅有雄厚的基础设施ꎬ 包括交通基础设施、 电力基础设

施、 水利基础设施等ꎬ 而且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ꎬ 一些前沿领域开始进入并行、 领跑阶段ꎬ
科技实力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 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ꎮ 这些物质存在条

件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ꎬ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稳固的基础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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