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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
周新城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民主社会主义是主张在资本主义框架下进行社会改良的思潮，它与科学社会主义是有
本质区别的。我们必须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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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围绕着民主社会主义的议论多了起来。
有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它
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而且是更好的模式，中国
应该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甚至提出：“只有民主
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就涉及我们应该举什么
旗、走什么路的大问题。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的教学中，必须讲清楚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
它的性质是什么，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
义的界限，以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民主社会主义是主张在资本主义
框架下进行社会改良的思潮
最近我国有的学者宣称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
思想变了，已经变成了主张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
社会主义、谴责暴力革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了，进
而说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这些说法是违背事实的，因而是错误的。例如，
他们断言恩格斯晚年不赞成共产主义，根据是 1893
年 5 月 11 日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一
次谈话。在谈话中，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
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
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
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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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1](P628-629)他们由此得出结论：“令人信服
的历史考证说明”，“共产主义”只是一个 27 岁青
年对未来理论社会的憧憬，恩格斯晚年否定了青年
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
想。这显然是对恩格斯原意的曲解。这段话的本意
是强调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决不
会束缚后人的手足，未来社会的具体情况将由实践
来回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只是按照社会发展的总
趋势，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和必经的道路，至于怎么
走，就要靠革命者自己的实践了。这段话并不意味
着恩格斯不再赞成共产主义这一奋斗目标了。值得
注意的是，这句话的后半截说，“当我们把生产资
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
了。”这个观点同他年轻时与马克思共同撰写的《共
产党宣言》是完全一致的、相互呼应的。在从 1890
年 1 月至 1895 年 8 月写的一系列著作中，恩格斯
始终旗帜鲜明地坚持着《共产党宣言》提出过的那
些基本原理。例如 1890 年为《共产党宣言》写的
序言里，在谈到为什么我们这个宣言要叫共产主义
宣言而不叫社会主义宣言时，他说：“我们也就丝
毫没有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
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
称抛弃。”[2](P264)1894 年他再次宣布：
“我处处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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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
[1](P489)
“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1](P490)这表明恩
格斯始终是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者。即使最富有想
象力，也无论如何得不出共产主义理想是恩格斯早
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结论。
又如，他们断言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暴力革命，
主张和平过渡，根据是 1895 年恩格斯写的《〈法兰
西阶级斗争〉导言》。他们撰文说，《〈法兰西阶级
斗争〉导言》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
言，是对《共产党宣言》
“旧策略”的重要修改，
“令
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
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创者”；
“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
保留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这“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
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是对恩格斯
《〈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的歪曲，是把本来分
散在互不相干的段落中的话，按照作者的意图拼凑
成完全是另外一个意思的东西。在《导言》中，恩
格斯总结了 1848 年到 1895 年这一段时间（包括巴
黎公社在内）革命斗争的经验，认为阶级斗争很复
杂，资本主义在发展，人口在增多，资产阶级的势
力也在增长，反动军队更以三倍的速度膨胀，而无
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又不很高，在斗争中很多被骗跟
随资产阶级走。在这种形势下，只靠过去那种简单
的“筑垒的巷战”、
“旧式的起义”是不可能取得胜
利的。所以，恩格斯认为，应充分利用资产阶级议
会斗争，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但他在
指出合法斗争的作用的同时，充分肯定和赞扬巴黎
公社的暴力斗争。他指出，在 1870—1871 普法战
争后，
“结束这个时期的却是巴黎公社”，当时“在
巴黎，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外，任何其他的革命
都已是不可能的了”。需要指出一点：这篇《导言》
是恩格斯 1895 年 3 月 6 日完成的，3 月 8 日，他给
社会民主党联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应你们的
要求，这篇《〈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用的语言
比较缓和一些，但你们不要因此把我说成是暴力革
命的反对者，是议会迷，那是你们糟蹋我的名誉。
显然，他在《导言》发表前就发出了警告，果然发
表以后，恩格斯就被说成是议会迷，否定暴力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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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和平过渡。他的预言不幸而言中，这个担心今
天又出现了。
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根本不赞成马克思主义，
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
历史上的伯恩施坦、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反马
克思主义的实质，列宁早就揭露过了。他明确指出，
伯恩施坦、考茨基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
出卖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他们是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中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
我们例举一些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从中也可
以看出，它是与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
民主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
阶级分析方法，主张阶级调和。然而即使在社会主
义国家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
成以后，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将长期存在，这
是不可避免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社会主
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
小，也不应该扩大。”[3](P182)在存在阶级斗争的地方，
必须坚持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江泽民同志也
指出：“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
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不等于阶级斗争
已不存在了，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
观点与方法。这种观点与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
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
钥匙。”[4](P34)这一论断对分析当前国际国内一系列
重大问题具有指导意义。
民主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尤其是谴责
暴力革命。他们声称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说“列宁、斯大林、
毛泽东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历来主
张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有两种方式：和平的方式和非
和平的方式。工人阶级最愿意通过和平的方式取得
政权。但是，必须把可能与实现、愿望与能否实现
愿望区分开来。应该从阶级斗争的实际出发来谈论
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问题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制
度，需要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用公有制取代
私有制，需要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
政，这触及资产阶级的根本的政治经济利益，它必
然要进行拼死的反抗。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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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实践表明，还没
有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是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
的。
民主社会主义竭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谴
责无产阶级专政导致“专制”、
“独裁”、
“无法无天”，
主张排除任何专政。他们把民主与专政对立起来，
仿佛无产阶级专政妨碍了人民的民主权利。然而只
要有国家就必然有专政。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
具，为了保证统治阶级利益的实现，不能不对敌对
势力实施专政。历史表明，没有专政的国家是不存
在的。同时，专政与民主是统一的，它们是同一件
事情的两个方面：对一个阶级讲民主，必然对同它
相敌对的阶级实行专政。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只有
对极少数敌对势力实行专政，才能充分保障绝大多
数人民的民主权利。正如列宁指出的：
“只有承认阶
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
思主义者。
”[5](P139)
民主社会主义否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
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现
今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因素越来越多，而社会
主义国家正在吸收资本主义的优点，因此社会主义
与资本主义越来越“趋同”了。这种观点实际上是
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翻版。社会主义经济
与资本主义经济在现象上、在具体的运行层次上是
有共同之处的，因而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但在本
质上、在基本制度层次上两者有着原则的区别。西
方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
变战略，力图恢复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在这种情况
下，鼓吹“趋同论”实际上是适应了垄断资产阶级
的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战略需要。
可见，民主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更不是
“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
而是作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
国内有的学者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
的一种模式，而且它是“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模
式”，声言“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首先要明确，不是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就
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在历史上，许多揭露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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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制度弊病的人，往往自称为“社会主义”者。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曾经对各种各样
的“社会主义”做过阶级分析，指出：有被“可恨
的暴发户”打败了的封建贵族批评资本主义的“封
建社会主义”，有“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
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也有“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消除社会的弊病，
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的“保守的或资产
阶级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所谓的“社
会主义”一一作了批判，指出这些所谓的“社会主
义”从来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也就是说，本质
上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获得解放
的思想和制度。从历史的经验看，只有科学社会主
义才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思想，只有在
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民主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因而
它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谈到社会主义的模式
问题，在方法论上，应该区分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
这些本质特征的具体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和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这样两个层次。作为一种
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具有自身固有的、与其他社会
制度相区别的本质特征：政治上，无产阶级政党掌
握政权（也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行无产阶
级专政；经济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按劳
分配，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在
初级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
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思想上，马
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简要地说，这就是邓小平
指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体现这些本质特征的就是社
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具有这些本质特征，才能称之
为社会主义；抛弃了这些本质特征，就不能叫社会
主义。正如邓小平指出的：
“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
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
业。”[3](P173)在这一层次上，社会主义不存在不同模
式，这是社会主义的统一性。在社会主义本质特征
的具体实现形式这一层次上，即在具体的体制、运
行机制方面，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根据不同的历
史条件和本国的具体国情，自行探索，走自己的道
路，不能照搬别的国家的做法，而且随着条件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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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应该及时进行改革。在这一层次上，社会主义存
在、而且应该有不同的模式。每一个国家建设社会
主义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共性，又要探索本国建设
社会主义的特殊性。
民主社会主义尽管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
但它反对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主张实行听任资
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多党制；反对无产阶级专
政，赞成以议会民主、三权分立为形式的资产阶级
专政；反对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要求实行私有化；
反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它
否定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否定了社会主义的
共性，不赞成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怎么还会是社
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呢？西欧某些社会党、社会民主
党执政几年、几十年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由于实
行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就从资本主义变成了社
会主义的，而只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做一点改良，这
一点，连他们自己也不讳言。苏联在戈尔巴乔夫当
政的短短几年时间里，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
线，很快就从社会主义演变成为资本主义，这一事
实说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民主社会主义是从社
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桥梁。可见，民主社会主
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它的实质是资本主
义，只不过主张对资本主义作若干改良而已。
民主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说成是诸如
民主、自由、公平等“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认为
只要实现这些价值就是社会主义，因而民主社会主
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而且是更加完善的模
式。这就是所谓的“伦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
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由生产力的社会性质所决定
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崭新的社会制度。从基本
制度角度来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对
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出
现，它必须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通过无产阶级
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诞生。
民主社会主义宣传的“民主、自由、公平”等
价值，听起来十分动听，似乎谁都会赞成，有人正
是因此而衷心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然而按照马克
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
“民主、
自由、公平”是社会经济关系反映到人们头脑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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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因而它是历史的、具体的，不同社会里有不
同含义，没有一个适用于各种社会形态的、统一的
“民主、自由、公平”。即使在同一个社会里，不
同阶级出于自身的阶级利益，赋予“民主、自由、
公平”这些概念以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内涵。在
阶级社会里，并不存在抽象的、全人类共同的“民
主、自由、公平”。民主社会主义宣称民主是“人
类文明伟大的价值观”，是“全人类的理想”，其实
这种说法不过是考茨基“纯粹民主”的翻版。正如
列宁指出的：“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
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
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谈论“纯粹民主”，
目的是“蒙蔽工人，以便回避现代民主即资本主义
民主的资产阶级实质。”[5](P602)自由，历来是资产阶
级学者用来攻击社会主义的工具，哈耶克就说社会
主义违反自由，是“通向奴役之路”。其实，自由
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自由，无产
阶级有无产阶级的自由。不同阶级的自由甚至是对
立的，有了资产阶级雇用工人的自由，就没有工人
免遭剥削的自由。阶级社会里没有一个统一的适用
于各个阶级的自由。公平、公正也是一样。恩格斯
在批判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永恒公平”
时指出，公平“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
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
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
公平的；1789 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
因为据说它不公平。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
怜的行政区域条例也是对永恒公平的破坏。所以关
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
而异”。[6](P212)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公平的标准是不
一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认为资本获得
利润是天经地义的事，是最公平不过的了；但在工
人看来，利润是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无偿占
有的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是剥削，是不公
平的。
其实，民主社会主义宣扬的“民主、自由、公
平”等原则，如果撇开漂亮的词藻，抓住背后隐含
的实质，应该说，他们所说的“全人类共同的价值”，
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西欧社会党执政的国
家的实际情况和苏东剧变的事实都说明，把民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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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的价值原则付诸实施，搞的只能是资本主
义，至多是做点改良的资本主义而已。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有人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民主社会主
义，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
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
的产物，它与民主社会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
在思想建设方面，我们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
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
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相结合，与时
俱进，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民主社会主义则
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甚至把马克思主义从党纲中
完全排除出去。
在政治建设方面，我们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
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
专政，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民主
社会主义则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主张实行西方的多
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
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
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
分配制度，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而民主社会主义主
张维护和加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主张用对经
济的民主监督取代消灭私有制的要求，用社会保障
来缓和阶级矛盾。
在文化建设方面，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的前进方向，努力建设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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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荣辱观等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民主
社会主义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听任资产阶级思想
泛滥，把冒充“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资产阶级核心
价值体系，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在社会建设方面，我们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社
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尊
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最大限度地实
现、维护、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把共同建设、共同享
有贯穿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而民主社会主义
则主张保留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制度，在此前提下
采取一些具体措施维护社会稳定。
很明显，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
主社会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
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综合国
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
的历史性跨越，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
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是我国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道
路。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
国、振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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