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暦史運行如螺旋。
治乱循環， 王朝更迭， 人存政挙， 人亡政息──便是中國暦史運行軌跡的体現。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和中國大陸的統一， 本來為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創造了自清
王朝瓦解以來難得的和平安定的社会環境， 而且共和國成立后的最初幾年， 也的確開了一個
好局面 : 到1952 年的短短三年， 中國大陸就恢復了被長期戦乱所破壊的経済， 國民生産総値
達到了暦史最高水平。
但是， 好景不長。 接着就被以毛沢東為領袖的執政者沿着農民民粹主義的道路， 以不断
“革命” 的方式， 従 “左” 邊転回到二千余年前的周秦時代 : 通過 “三大改造” （即農業、 工
業和手工業的 “社会主義” 改造）、 “人民公社” 和 “文化大革命” 運動， 在経済上， 農業土
地梺有和生産方式回復到了西周的井田制 （其中大片的土地是公田， 房前屋后、 田邊地角的
小塊土地為自留地即私田） ; 工業， 回復到了商周以來的官営手工業的方式 ; 商業， 亦完全
為國家所壟断的禁憇制; 政治上， 毛沢東実現了超越秦皇漢武、 唐宗宋祖及成吉思汗的夙願，
確立了至高無上的絶対権威的地位， 公然以 “萬歳” 自居。 社会控制達到空前厳屶的程度。
而文化専制的暴虐， 更使秦始皇的焚書坑儒、 清朝的文字獄黯然失色。 到毛沢東逝世時， 中
國幾乎被他旛回到了百廃待興的洪荒時代。
毛沢東逝世， “文革” 收場， 標志着中國伝統農民運動的終結。
在毛沢東去世之后， 卍小平復出， 發起了中共執政后的 “二次革命”， 撥乱反正， 把共
和國引向改革開放的新航程， 標志着中國現代化的重新啓動。
中國暦史上， 真正起到社会制度根本変革作用的改革有両次。
一次是公元前356 年開始的商殃変法， 経過一個多世紀的反復曲折的激烈斗争， 終于廃
除了既往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礎上確立起了皇帝中央集権以行政層級進行
統治的制度。 這種政治体制実際上一直延続到毛沢東統治的終結。 其間雖経大小数百次農民
造反、 政変、 改朝換代和具体制度上的調整、 修修補補， 但是個人専制独裁的根本体制並未
改変。 在這個延続二千余年的専制体制下， 整合這個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人力、 物力， 創
造了中國的伝統文明， 直到近代才受到西方工商業文明的真正挑戦。
第二次即是1978 年啓動的改革。 這次改革， 就其実質而言， 是要在中國実現産業革命，
建立現代民主制度。 其現実的起点和運作， 就是革除在毛沢東執政的時代， 内承中國幾千年
皇帝集権専制的大伝統、 外加従蘇聯引進的 “無産階級専政” 的小伝統而強化的制度積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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総結暦史的経験教訓， 吸取、 效法發達國家的成菓和経験， 摸索出通向経済繁栄、 政治民主、
人民幸福的現代化發展道路。
在上世紀 80 年代中后期，中國学術界関于中國現代化和發展理論的探討已突破了毛沢東
在1960 年代初提出的 “四個現代化” （即工業現代化、 農業現代化、 科学技術現代化和國防
現代化） 的局限， 而認為全面的現代化的概念的内容是包括経済、 社会、 政治、 文化在内的
係統工程， 是一個整体性社会変遷過程。 当時中國共産党和政府的領導者在發展戦略的時序
安排上， 也力求諸方面的協調發展。
然而， 由于社会發展的主客観要素条件的差異， 中國現代化無論是在1840 年鴉片戦争后
的近代， 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這25年的發展， 無論是在空間地域方面、 社会各階級階層之間
利益的獲得， 還是経済、 社会、 政治、 文化各大要素的推進， 都是不平衡的、 異歩的。 主観
願望與目標的同歩性和協調性要求， 與事実上的異歩和非協調性發展， 構成了中國現代化的
理論、 發展戦略和実践的対立統一的矛盾運動過程。
以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会為標志的改革開放， 首先是由在死亡綫上椈扎的農民， 従
最低的求生願望出發， 自下而上， 由暗化明， 推動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運動， 進而推動整個
経済体制的改革。 経済体制的改革和対外開放的深入、 拡大， 又将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上了日
程。 1986 年６月10日卍小平在聴取経済情况匯報時指示: “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 但
没有具体化， 現在応該提到日程上來”。 “不圦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適応形勢”。 “只圦経済体制
改革， 不圦政治体制改革， 経済体制改革也圦不通， 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于是， 在 1986
年７月１日中共建党六十周年紀念日， 重新發表了卍小平在六年前發表的 《党和國家領導制
度的改革》。 政界、 理論界立即活躍起來。 為加快政治改革歩伐， 做思想上和組織上的准備，
同年９月成立了以趙紫陽総理任組長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討小組， 下設政改辧公室， 提出
了七個方面的改革内容 : 党政分開、 重視党的組織和党内民主、 進一歩下放権力、 精簡政府
機構、 改革人事制度、 加強社会主義民主、 健全法制。 雖然這次政改因1986年底的学生運動
及壘耀邦総書記下臺事件受到一定衝撃， 但是卍小平在次年中共十三大召開前仍鄭重指出 :
“十三大実際上応該叫做改革、 開放的大会， 要加快改革歩伐， 深化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的
問題幾年前就提出來了， 但過去把重点放在経済体制改革上， 這次才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議
事日程上來”。
中共十三大強調政治体制改革的緊迫性和長期性， 其長遠目標在于建立高度民主、 法制
完備、 富有效率、 充満活力的政治体制。 当時的具体做法， 趙紫陽総書記提出了従両頭入手:
“一頭従党内做起， 従中央做起， 中央従建立程序、 制度、 規則做起”; “一頭従社会上做起，
従基層做起。 要保障基層民主， 保障公民的民主権利， 廣泛開展政治協商対話”。
中共十三大以后， 趙紫陽力図積極推進政治体制改革， 但是遇到了來自左、 右両方面的
阻力和幹擾， 終于釀成1989年春的政治風波和 “左” 的旧勢力的反弾， 導致経済發展速度的
劇降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后退。
1992 年春， 卍小平南巡， 發表一係列講話， 総結了中共暦史上屡受 “左”、 右之禍， 而
危害最大的主要是 “左”。 再一次彈転局面， 給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以新的動力。 次年， 朱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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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入主國務院， 直到2003 年任期屆満功成身退。 其間， 中國的経済得以在剋服内部体制的弊
病和亜洲金融風暴的艱難険阻中迅猛推進， 並在世紀之交成功與國際接軌， 加入了 WTO。
経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改革和發展， 現在中國社会経済総体發展水平已由低收入的貧困
状態上昇到了世界中等水平的温飽和小康状態。 但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却是進展緩慢。
不過， 随着市場経済和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 対外開放的拡大， 國民的私生活的自由和
民間言論自由仍有相応發展， 逐歩釀出了新一輪啓蒙思潮， 催促着政治体制改革重上征程。
社会結構的分化和重構、 利益格局的変動， 使重新活躍起來的思想討論呈現出了多元化
的時代特征。 這也是我們這次討論会 “思想文化組” 関注的内容。
経過十多年的休剋、 反思和柧釀， 在中共十六次代表大会領導人換屆之后， 新任総書記
壘錦涛以 “立党為公， 執政為民” 為宗旨， 于2003 年９月29日進行的中共政治局第八次集体
学習時， 総結暦史経験， 重新提出継続推進政治体制改革。 他強調 : 必須従全面建設小康社
会的戦略全局出發， 充分認識社会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性， 深刻把握社会主義政治文明
建設的規律， 継続積極穏妥地推進政治体制改革， 拡大社会主義民主， 健全社会主義法制，
依法治國， 建設社会主義法制國家， 実現社会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 規範化和程序化， 鞏
固和發展民主団結、 生動活溌、 安定和諧的政治局面。
這是切実的， 也是符合民意的。 当然， 中國政治改革的道路還将是漫長而艱難的。 重要
的是有不畏艱険的改革者， 善于総結経験教訓， 在実践中開辟成功之路。

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