泌採中斤嶄忽議⑬糞
──“自由主義者、新左派争論”的背后──

興梠一郎
〈KOROGI Ichiro, 神田外語大学〉

自由主義和新左派間的争論在最近幾年受到中國國内外的注目。 両者間的争論並不光是
学術争論。 它的背景是激烈変化的中國社会的復雑現実。 社会面対的各種各様的矛盾是什
麼 ？ 如何看待市場経済化 ？ 中國是否是資本主義 ？ 同時也是対到現在為止被認為理所当然
的 “改革開放政策” 的是非争論。 両者的目的是什麼 ？ 産生争論的中國的現実是什麼 ？ 従此
中國面向什麼方向 ？
自由主義者與新左派的主張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與新左派間的争論背景里， 首先有 “如何認識市場経済化” 的問題。
中國雖然連続保持令人眩目的経済成長， 但貧富差距、 環境汚染、 農村的疲敝、 失業等各種
社会矛盾明顕出現。 過去的計壤経済体制的政治権力構造依然存在的同時， 因為只有経済的
市場経済化， 政治明顕介入経済的傾向愈加強烈。 擁有政治権力的特権階層或與他們有関係
的人們壟断経済活動的 “官商” 現象有所抬頭， 不公正感愈加強烈。 這就是所謂的 “権力的
市場化”。
面対這種事実， 使対長期推進的改革開放政策的認識出現分愡。 80 年代因為経済改革帯
來了生活的改善， 大衆間未出現太多的不同意見。 但是 90 年代開始， 利用特権的人們愈加富
有， 煩悩于收入減少和負擔増加的農民及下崗工人開始出現不満。 結菓在思想界也出現了囲
繞市場経済化的不同認識。 這就是産生自由主義者與新左派争論的背景。
自由主義者主張， 造成経済改革的問題是共産党一党専制政治引起的。 他們認為正是因
為不受任何威脇的絶対権力没有約束， 権力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壟断使用社会資源， 才鼓動了
人們撈取不法財産。 同時， 包括所有権在内的公民基本権利未得到保障也是一個原因。 例如
自由主義者的徐有漁写到 :
“自由主義認為保護個人財産是保障個人自由的重要条件。 ……対個人自由的最大威脇
來自政府。 因此， 需要対権力機構進行監督， 在権力高度集中的國有制条件下， 國家政治権
力的壟断、 濫用與経済権力的壟断、 濫用密不可分”。1
対自由主義者來説， 貧富差距和腐敗等中國面臨的問題不是市場経済的結菓。 因此， 他
們主張不能帰罪于市場経済， 而是 “旧権力体制和市場体制同時存在， 前者蚕食后者， 彈曲
后者”。2 因此， 他們指出成功実現市場経済化需要進行政治体制改革， 樹立権力監督体制，
実行憲政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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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則認為 “市場経済化” 是造成不平等和腐敗的原因。 因此， 対自由主義者賛同的
市場経済化采取否定態度， 向往毛沢東時代。 他們采用西欧新左翼的資本主義批判方法批判
中國的市場経済化。 希望能在中國被指責為大失敗的毛沢東 “大躍進運動” “人民公社” “文
化大革命” 等中尋找新的可能性。
新左派一員的汪暉指出， “従一定的意思來説， 市場社会本身造成了難于剋服的矛盾”3。
崔之元主張対毛沢東的人民公社化運動進行再評価， “為今天的村民民主自治樹立了重要的
基礎。 首先， 土地的集団所有給農村的民主自治帯來了有利的前提”。4 関于文化大革命， 他
也指出， “応該将毛沢東所説的 ‘７－８年圦一次文革’ 制度化， 定期地在全國進行直接普
通選挙。 只有這様才是人民民主専政”。5
這種両者的立場來自于対中國現状的不同認識。 因此， 我們如要対双方争論進行評価就
必須対以下問題進行探討 : 第１， 造成不平等和腐敗的原因是什麼 ？ 中國社会的現状如何 ？
第２， 中國是否已是資本主義社会 ？ 如菓是的話， 是什麼様的資本主義 ？
如何看待中國的現状
首先中國的現状如何， 是什麼原因導致現状中産生了諸多的矛盾。
現在的中國社会是明顕的 “官支配民” 的社会。 在中國用 “官本位” 這個詞， 這里 “官”
可以理解為中國共産党。 在経済方面， 雖然私営企業正在継続成長， 國有経済継続向私有経
済転型， 但並不那麼簡単。 猶如中國報張頻繁報道的一様， 私営企業因与政府發生摩擦而被
剥奪發展機会的事件並不少見。
比如重慶市的陳興萍経営的屠宰場由于銷售比較好而被政府相関人員妬嫉， 他們使用多
種名目課以大量的罰款， 最后使之倒閉。 随后政府相関人員自己経営屠宰場并壟断了市場。6
這種例子在中國並不為少。 最近連続發生了河北省徐水県的孫大午和遼寧省沈陽的仰融等私
営企業家與政府發生摩擦后， 或被逮捕， 或被通緝的事件。
同時， 私営企業由于存在着各種市場準入的障碍， 不能進入國有企業或與之擁有合作関
係的外資企業所壟断的領域， 不能進入金融、 電信、 教育、 公共交通、 航空、 鉄道、 用水、
證券、 石化、 基礎建設相関部門。7 融資方面也是國有企業独梺七成， 私営企業因資金的不足
而煩悩。 上海的周正毅事件等私営企業的非法融資事件的頻繁發生就是出于這個原因。
那麼， 這種状况為什麼能垉長期不衰廢 ？
理由很簡単。 因為中國的経済發展是在強権政治体制下進行的経済發展。 政治権力幇助
資本獲得利潤， 亦或直接収斂資本。 計壤経済雖然応該已経結束， 但政治体制並未改変。 這
是一種和以前同様的単極集中。 因此， 経済發展和政治権力変得密不可分。8 具体來説， 政府
部門或政府相関人員、 親戚或家属利用政治特権壟断商業。 其結菓是一部分的人変得富裕，
産生貧富差距。 只要看一眼政治腐敗愈演愈烈的事実就会一目了然。
中國是資本主義社会嵎 ？
下面， 移至第２個争論点的 “中國菓真是資本主義社会嵎”。
新左派認為中國由于資本主義化産生不平等和腐敗等現象， 自由主義者則認為中國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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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還処于向資本主義転化的階段。
厳格地説， 中國的経済体制連社会主義都不是。 比如， 看了農民的生活条件就会明白。
毛沢東時代的農民的生活很惨淡。 卍小平時代， 農民的生活由于生産承包制的実行一時得到
改善， 但現在仍然苦于收入的減少和負擔的増加。
農民不是医療保険、 年金等社会保障的対象。 生病后因為没有保険， 一般只能選択借大
筆的銭來治療或等待死亡。 毛沢東時代雖然一時存在着被称為合作医療制度的集体保険， 但
水平很低。 現在是完全自費。 最近由于土地価格激増， 與地方政府有関係的開發商低価強制
性地進行收購， 造成了很多損害農民利益事件的発生。
工人在毛沢東体制下的生活比較安定， 但在卍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政策下失業者増加，
生活条件愈加悪化。 従農村來的民工的権益也経常被侵犯， 由于拿不到工資而試図跳楼抗議
的事件也曽経被報導過。 最近在貴州省貴陽市， 剛發生 16 名女工試図跳楼自殺， 被警察成功
解救的事件。9 工会的全國組織、中華全國総工会相関人員的数据表示労動紛争的年増加率為
50％。 去年僅限于被受理的違法事件就超過５萬件。10
馬剋思以資本主義的発達生産力為前提構想了社会主義。 従此観点來看， 中國其実不是
社会主義， 而是処于資本主義初期階段。 近年在農村急劇増加的 “地価上昇” 正是英國資本
主義勃興期的 “圏地運動” 的翻版。
但中國的資本主義是什麼様的資本主義廢 ？ 中國的資本主義好像和所謂的 “官僚資本主
義” 更加相像。 比如説 “官商” 現象的蔓延是它的典型。 政府官僚兼任企業経営者的地方也
不少見。最近成為報紙話題的是安徽省蕪湖市委書記的例子。他也兼任着奇瑞汽車的総経理。11
在其他地区， 政府相関人員與商業有直接関係的例子也不少。 也存在行政改革中下崗的
公務員在政府成立的企業再就業的事例， 形成了政府保護這種企業， 使民間企業家無法施展
才能的局面。
四川省雖然下發了禁止公務員兼任企業経営者的通知， 但政府部門而不是個人進行企業
的経営本身就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它的解决決非易事。12 此外， 官僚本身経営商業的例子
也很多， 家族利用官僚的特権得到利益的類型較多。 例如父母従政， 子女経商的 “一家両制
（一家二制度）”。 在官僚或熟人等特権階層壟断経済利益的情況没有変化。 建国后共産党接
收國民党的官僚資本， 将其改造成國営企業 （現在的國有企業） 嵎 ？ 而半個世紀后歴史又
“返祖” 了。
那麼， 這些問題只是市場経済化 （資本主義化） 帯來的嵎 ？ 不是。 毛沢東時代就存在特
権。 新華通訊社的前記者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指出， 毛沢東体制下的1956 年的上海已経存在
供共産党高級幹部等特権階層使用的医院，也有可以便宜地買到高級商品的不挂招牌的商店。
同時， 著作回憶在北京秘密地挙辧着舞会和電影放映会， 高級幹部可以得到特殊物資的
供応， 家属也可以乗坐高級轎車。 在農村， 党幹部掌握渡船塢的経営権， 向交納手続費的國
営渡船公司優先提供客人，並且發生過作為競争対手的民間経営的船老板被懆進河里的事件。
此幹部在整修自己的住宅時也曽経不付報酬給労動的農民。13
指出在革命聖地的延安即已存在特権而被毛沢東粛清的作家王実味的経歴非常有名了。14

159

文化分組 Cultural Session

毛沢東時代絶対不是理想時代。 這種特権階層在卍小平開始的改革開放政策実行以后， 利用
市場経済化， 将政治権力 “貨幣化”， 成為富余所層的例子也不少。 毛沢東時代、 蒋介石時
代的中國也出現過同様的現象。 比如， 経済学者王亜南 （1901 －1969 年， 暦任厦門大学教授
等） 在半個世紀前國民党統治下的中國曽写到 :
“官僚資本本來是利用政治特権， 壟断所産生的。 没有壟断利益， 没有依頼政治権力得
到的差別待遇就不能維持。 因此， 為了維持拡大官僚資本， 就有必要拡大壟断権， 拡大政治
権力。 ……官僚以壟断或統治的経済事業為政治性資産”。15
王亜南認為這種現象的原因存在于中國的伝統社会， 他指出 “専制官僚統治一定会産生
官、 商、 高利貸者、 地主的四位一体， 産生集権性或官営経済形態。 同時也会産生腐敗無法
的風潮”。16 換句話説， 筆者認為就如 “昇官發財” 這句話所反応的， 在 “当官” “發財” 作
為一個整体而存在的中國， 根深蒂固的歴史延続性正是問題所在。
結

論

那麼， 如果対上面的現状把握正確， 対自由主義者和新左派的争論応該作出怎様的結論
廢？
自由主義者認為共産党一党専制是問題的根源， 提倡建立憲政政治。 言論、 結社自由、
多党制政治、 保護私有財産所有権等実現資本主義社会共有的価値是他們的理想。 新左派則
対資本主義社会本身懐疑， 抱有懐念毛沢東時代的傾向。
両者的共同点是対腐敗和貧富差距等社会不公正的憤怒， 対于何為原因則有着完全不同
的認識。 自由主義者在一党専制中尋找原因， 新左派則在市場経済化中探索原因。 但是， 相
対自由主義者明確地以憲政政治的実現為目標， 新左派則没有提出明確的目標。 他們以対資
本主義化的批判為主， 没有明確地提出政治体質改革的方向。
若将現在中國所処的位置定義為資本主義初期階段， 那麼主張応該建立與之相対応的政
治構造的自由主義者比較有説服力。 新左派従 “中國已経是資本主義” 的前提出發， 展開反
資本主義性的議論， 従某種意思來説， 與極端地警戒中國的資本主義化 （修正主義化） 的毛
沢東極其類似。
毛沢東雖然激烈批判資本主義化傾向， 但未能提出作為代替的有效的経済發展模式， 他
甚至反対馬剋思的只有経過資本主義發展才能到達社会主義的観点。 而他向往的社会主義是
怎様的廢 ？
当然自由主義者也有不足之処。 就是其理論無論如何正当， 在現実中国中会被解釈成什
麼様子的問題。 資本主義與現在的市場経済化相適応， 在此点上雖然與政府当局的方針無較
大区別， 但囲繞多党制和三権分立等政治主張由于触犯了一党専制政治的権力利益， 而受到
政治上的圧制。17 対于以憲政政治為目標的修憲議論， 政府也已経發出禁令， 自由主義者的
政治主張依然受到防犯。
新左派 “市場経済化帯來貧富差距和腐敗” 的反資本主義的観点， 対于中國的民衆特別
是未従経済改革中受益的農民和労動者來説， 確実有很強的説服力。 民衆対毛沢東的強烈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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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給新左派提供了富沃的土壌。 支持 “経済自由” 主張的資本主義者対于不能享受改革恩
恵的人們來説， 被認為有容忍腐敗和不平等的傾向。
今后， 如菓共産党継続采取 “経済自由， 政治専制” 的立場， 市場與権力的融和将変得
更為厳重，有可能成為特権階層的家族及其熟人支配経済的“親朋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
在中國也開始有人擔心中国的拉丁美洲化和印尼化了。
像不動産投資的過熱和開發区熱潮一様， 政府與開發者聯合投資， 銀行進行政策性融資
的方式很普遍。 已経処于供給過剰状態的中國経済在投資熱潮結束時， 将誘發不良債券和金
融危機的可能。 這種畸形投資結構無視效率， 是只追求政績的政府主導型経済体制造成的。
結菓経済發展也在専制体制下産生較大矛盾， 這個事実已経在亜洲貨幣危機中得到證実。
最近， 在中國各地已経出現各種形式的民主化変化也是事実。 比如， 今年５月在深眤市
富田区， 没有登記在政府推薦的候選人名単中的候選人在選挙中当選。 重慶市農村開始 “鎮
長直接選挙 （鎮是末端行政単位， 與郷相比工商業的比例較大）” 的探索。 今年１月的湖南
省岳陽市市長選挙中也發生了候選人落選的意外。 但是， 抵抗這種変化的力量依然較強， 重
慶市的鎮長選挙因為上級県政府的介入而被迫中止， 岳陽市的落選市長最終還是在第２次選
挙中当選。18
不管如何，中國現在応該選択的道路是，従旨在富裕一部分特権階層的 “特権資本主義”
転向全体國民富裕的 “民主資本主義”。 因此， 需要進行自由主義者主張的政治改革。 不然，
“経済自由， 政治専制” 路綫無法対応貧富差距和腐敗的悪化， 并導致民衆不満的高漲， 或
還可能回帰毛沢東時代的 “経済専制， 政治専制”。 比如， 対回帰毛沢東時代， 中國的作家
王力雄認為 :
“存在于中國底層的毛沢東情節和社会表面下的動向非常危険。 不久的将來， 重畳累積
的中國社会的矛盾可能以毛沢東思想為幌子， 従社会的底層開始爆發。 它不但無法解决社会
矛盾， 反而会導致社会動乱”。19
王先生認為， 没有民主主義経験的國民很可能訴諸于文化大革命式的大衆民主主義， 他
們憎悪官僚， 対有銭人發起没收財産和企業的 “経済文化大革命”。 同時， 如菓發生動乱， 那
是在経済領域發生問題時， “経済危機成為契機的可能性很大”。20
中國的發展需要政治、 経済、 法律、 社会等多方面的民主化。 在一党専制的框架中能否
実現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同時， 在進行適合市場経済的政治民主化， 和保護個人的基本権利
的同時， 有必要提供支持市場経済的社会保障制度， 没有這張安全網的市場経済化只能拡大
貧富差距和更加激烈的対市場経済化的否定。 近年一般市民的爆炸事件就反映了不存在解决
深刻的社会矛盾所必要的 “安全閥” 這個現実。 在中国欠缺公正的司法制度和縮小貧富差距
的税收制度等有效的社会調節機能。21
重要的不是向毛沢東時代的國家統治経済体制下的表面公正和平等 “后退”， 而是在市
場経済体制下実現真正的公正和平等。 這個過程中， 従一党専制向民主政治的転換是不可缺
少的。
一党専制体制下的不受制約的政治権力導致腐敗， 成為銀行的不正融資、 地方政府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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剰投資， 無規則的経済活動等的原因。 一旦供需間的均衡崩潰了， 銀行的不良債券将進一歩
増大， 政府的財政赤字發生悪化的可能性也不能否定。 也就是説， 妨害中國経済安定發展的
是 “政治”， 没有政治的改革， 也没有中國経済的持続性發展。 “経済自由， 政治専制” 遅早
要面対這個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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