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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中國歷史課程知識增益 
 

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講座系列 (1)： 
改革－革命－再革命－繼續革命－告別革命 (改革開放) 的歷程 

 

課程 B：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不斷革命與告別革命 

 
連浩鋈博士 

(香港大學歷史系名譽副教授) 

 
(2007 年 6 月 20 日) 

 
 

第三講   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一) 華國鋒時代 (1976－1978 年)：走向改革開放的過渡期 

 
 
延續的一面 
 

 強調政治掛帥、階級鬥爭、群眾運動 (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 
 
轉變的一面 
 

 強調經濟、科技發展 (四個現代化) 
 實行開放政策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 (1978 年 12 月)：華國鋒失勢與鄧小平時代的開始 
 

 1977 年 7 月：鄧小平復職 (黨副主席) 
 1978 年 11 月：「天安門事件」獲得平反 
 1978 年 12 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 

 
批評「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

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批評「洋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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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小平的勝利：「中國命運大轉折」(見葉永烈：《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

廣州出版社，1997 年) 
 

(二) 鄧小平時代 (1979－1997 年)：「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的目的 
 

 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解決「三信危機」、確保中共的領導地位 
 
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的特色 

 
 摒棄「階級鬥爭為綱」 

 
 摒棄用群眾運動來建設社會主義：重新重用專家 

 
 擺脫教條式之意識形態的掣肘 

 
 推行務實的政策 

 
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胡耀邦) 
 
認為改革就是：調動人民的積極性 

 
 採用試探、循序漸進的方式：「摸著石頭過河」 

 
 一方面推行經濟自由化，另一方面盡力防止政治自由化 

 

 

(甲) 農村改革的開展與經濟特區的創立：農業的黃金時期 (1979－1984 年) 
 

農村改革的開展：由「指令性經濟」過渡到以「承包」制為基礎的經濟 
 

 「承包責任制」的崛起與確立 
 
 「發明權是農民的」(鄧小平語) 

官方只是批准正在實行中的政策：安徽 (萬里)；四川 (趙紫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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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村經濟多元化：農村副業的復興與鄉鎮企業的崛起 
 

 農村改革的成績  
 
1979－1984 年：農業總產量增加 50% 

 1979－1984 年：糧食年均增長率：4.80% 
 

 未能解決的問題與新問題的出現 
(一) 農業機械化的程度仍低，故農業難取得持續發展 
(二) 農村人口持續增長，使人均經濟得益繼續偏低 
(三) 農民改種經濟作物，導致糧食大幅減產 
(四) 人民公社解體 (1983 年)，使農民失去福利保障 

 
經濟特區的創立 (1979－1980 年) 
 

 深圳市、珠海市、汕頭市 (廣東)、廈門市 (福建)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79 年 3 月) 與第一次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1981 年) 
 

 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 (1981 年改：人民民主專政)，共產黨的領導，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傷痕文學的興起與被批判 (白樺：《苦戀》) 
 

 「北京之春」/「民主牆運動」(1978 年 11 月－1981 年 5 月) 
 
大字報、民刊的主流意見：建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  
 
另類 (少數) 意見：「第五個現代化」(魏京生) 

 
統一思想：〈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 年 6 月) 
 

 有關毛澤東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有關毛澤東思想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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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社會主義階段的主要矛盾問題 
 

 必須同時強調發展經濟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中共「十二大」的召開 (1982 年 9 月) 
 

 鄧小平、胡耀邦 (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 (國務院總理) 的「三頭馬車」

領導局面初步形成 
 

 制定黨的主要任務： 
(一)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鄧小平語) 
(二) 爭取祖國統一 
(三) 反對霸權主義 

抓緊四項工作： 
(一) 實現幹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 (即幹部四化) 
(二) 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三) 整頓黨風 
(四) 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由 1980 年的 7,100 億元增至 2000

年的 28,000 億元 (即翻兩番) 
 
清除精神污染運動 (1983 年 10 月－1984 年 5 月) 
 

 有關異化與人道主義的討論 (王若水、周揚) 
 

 由批判對異化與人道主義的討論 (胡喬木、鄧力群、王震) 到清污運動的急 
  剎車 

 
政治體制改革 (政改) 的初試與困境 (1980-1984 年) 

 
 「政治體制改革」的涵義：與一般政治改革之分別 

 
 政治體制改革的局限性 

 
 

(乙) 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開展、發展與波折：中共中央總書記 
胡耀邦、趙紫陽下台；六四事件；治理整頓 (1984 年底－1991 年) 

 
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的召開 (198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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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城市經濟改革的展開 
 

全面改革的大方向：發展「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即縮減指令性計

劃，加強指導性計劃及市場調節的比重 
 
陳雲對「計劃」與「市場」之關係的闡釋：「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 

 
推行價格改革 
 

 價格雙軌制 (計劃內價格與計劃外價格並存) → 官倒 
 

 「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原則下的價格改革 →「扭曲價格」 
(distorted price)？「鳥籠經濟」(香港中國問題分析家語)？ 

 
推行企業改革 
 

 實行政企職責分開：擴大企業自主權 
 

 實行廠長負責制：企業的生產、經營、盈虧交廠長全盤負責 
 

 實行勞動合同制 
 

 試行企業破產法  
 

 中國的股票和股票市場在上海及深圳誕生 
 
擴大對外開放 
 

 擴大對外貿易 
 

 鼓勵外商作直接投資 
 

 劃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南三角洲為沿海開放區，設 14 個開放城市 
 

 向國際金融機關貸款以加速國內的經濟建設 
 

 以中外合資形式在國外進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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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大旅游事業，爭取多創外匯 
 

 鼓勵學生、學者出國留學、交流，學習外國先進科技 
 
政治體制改革再上馬 
 

 鄧小平於 1986 年 9－11 月四次談到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性：現在經濟

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

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

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 
 

 鄧小平又談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 
(一) 黨政要分開 
(二) 權力要下放 
(三) 精簡機構 

 
八五、八六學運，胡耀邦下台 (1987 年 1 月) 與第二次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1985 年 9 月：北京大學生藉紀念「九•一八」爆發反日學潮 
 

 1986 年：中共高層開明派（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朱厚澤、王

蒙）開創了一個寬鬆的政治環境；黨內外知識分子（嚴家其、蘇紹智、

李洪林、方勵之、溫元凱、于浩成、王滬寧）相繼發表開放大膽的言論 
 

 1986 年 12 月：安徽爆發學運，迅速蔓延至全國各地 
 
鄧小平：「專政手段不僅要講，必要時還得要用，但要慎重。抓人要慎重，

要少、避免流血，但如果他們製造流血，有甚麼辦法？我們的辦法是最

好地揭露他們的陰謀。一個不死最好，寧可我們的人被打傷，也要把為

首的人抓起來，要下決心，我們如後退，以後麻煩更多。」 
 

 1987 年 1 月：胡耀邦下台 → 第二次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部份黨內知 
識分子被開除出黨） 

 
中共「十三大」的召開 (1987 年 10 月) 
 

 趙紫陽：〈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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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 
 
基本路線：「一個中心（經濟建設）、兩個基本點（四項基本原則、開放政策）」 

 

實施沿海經濟發展戰略（1988 年 3 月） 
 

 戰略構思來自國家計委副研究員王建的「國際大循環」理論（1987 年） 
 

 戰略內容：在沿海地區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外向形經濟；把原料來源和產品 
銷售放到國際市場上去（「兩頭在外」）；大力發展外商獨資經營、中外

合資經營、中外合作經營的三資企業 
 

 試行「一企兩制」 
 
勇闖物價關（1988 年 4－8 月） 
 

 1988 年 4－5 月：經濟改革重點由「企業改革」轉變到「價格改格」 
 

 1988 年 5－7 月：開放價格步伐加速（6 月通脹：16.50%；7 月通脹：19.30%） 
 

 1988 年 8 月：一般老百姓從銀行提出存款，搶購貨品 
 
大膽推行全面的政治體制改革（1988 年） 
 

 黨政分家 (逐步撤銷黨組) 
 權力下放 (調動基層的積極性) 
 精簡機構 
 改革幹部的使用和管理制度，實行公務員制度 
 建立各級諮詢、對話制度 
 改善促進社會主義民主的人大、政協制度 
 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建設 

 
改革進退維谷：八九民運，趙紫陽下台以及六四事件 (1989 年 4－6 月) 
 

 趙紫陽面對的困境 
 

 胡耀邦逝世 (1989 年 4 月 15 日) → 學潮再起 → 《人民日報》 4 月 26 日

的社論將學運定性為「動亂」 → 學生藉戈爾巴喬夫 (Mikhail Gorbach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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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華期間絕食 (5 月 15 日) → 李鵬宣佈戒嚴令，反映出強硬派勝利、趙紫

陽失勢 (5 月 19 日) → 自治團體相繼組成，學運轉化為群眾運動 → 武力

清理天安門廣場 (6 月 4 日) → 江澤民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6 月 24 日) 
 
穩定壓倒一切：「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鄧小平「十六字

方針」) (1989 年 6 月－1991 年) 
 

 政治：「反和平演變」 
 

 經濟：「治理整頓」 
 

 經濟發展大方向問題：姓「社」還是姓「資」？ 
 
 

(丙)  改革不走回頭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 (1992－1997 年) 
 

鄧小平南巡 (1992 年 1 月) 
 

 澄清計劃與市場問題：「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 
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

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指出現階段的基本任務是防「左」：「右的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 
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鄧小平南巡後的經濟發展熱潮 
 

 從穩定之中求發展到各地搞「翻番」的高速發展及投資狂潮 
(一) 房地產熱  
(二) 開發區熱  
(三) 股票熱  

 
 全面開放價格與通脹捲土重來 

 
1992 年底：開放了 571 種商品的價格； 通脹達 13% 

 
 中國全方位的對外開放 

(一) 以上海浦東為龍頭，開發長江沿岸城市，西至四川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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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放沿邊 (界) 城市，形成周邊對外開放格局：西北、西南、東北 
(三) 1992 年 10 月，國務院批准的開放城市有 300 多個 

 
 逐步開放第三產業 (即服務業) 予外商投資 

 
包括：交通、商業、飲食、金融、保險、房地產 

 
中共「十四大」的召開 (1992 年 10 月)：中國走向「市場化」的里程碑 
 

 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計劃」和「市場」的分別在於兩者發揮不同的功能 
 

 擴大「公有制」的範圍 
 
包括：國營企業、集體企業、鄉鎮企業、股份制企業  

 
 確認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審慎地推行政治體制改革 

 
經濟局部過熱與宏觀調控 (1993－1995 年) 
 

 1992 年高速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問題 
(一) 經濟過熱：投資項目過多、規模過大 
(二) 金融秩序混亂：銀行違章拆借失控；社會非法集資；金融機構人員及

企業領導人貪污腐化，大量投機、炒賣股票及房地產 
(三) 嚴重的通貨膨脹：1993 年 6 月高達 25% 

 
 解決經濟危機的方法：由副總理朱鎔基負責推行宏觀調控 

(一) 〈宏觀調控十六條〉(1993 年 6 月 24 日)：治亂、治熱 
(二) 〈(市場) 改革五十條〉(1993 年 11 月 14 日)：規劃企業、金融、財稅、 

投資及外貿的改革，藉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鄧小平逝世 (1997 年 2 月) 
 
 

(三) 二十世紀末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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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五大」的召開 (1997 年 9 月) 
 

 肯定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理論」(2000 年 2 月) 
 

 「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 

黨要始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黨要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基本利益」 

 
二十世紀末的中國農村 
 

 農民人口 9 億 (佔總人口 70%)；失業或就業不足人口 2 億；離村流動人口

70,000,000－80,000,000 
 

 「三農」(農業、農村、農民) 問題：1998 年，湖北村幹部李昌平上書總理

朱鎔基，論述「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三亂」：「亂徵收、亂集資、亂罰款」 
 

 政府處理農村危機的政策： 
(一) 精簡基層行政機構，重建基層黨組，改善及提高領導質素 
(二) 1999 年，規定公糧不得超過農民收入 5% 
(三) 鄉村選舉實行全民投票 
(四) 建立中、小型市鎮以吸收更多農民 
(五) 開發中國西部，為農民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二十世紀末的中國城市 
 

 國營企業的改革：1998 年，朱鎔基以「抓大放小」的政策來整頓國企 
 

 工人失業問題：失業率 4% (官方數字)；10% (專家估計) 
 

 政府處理失業工人的政策：發放生活補助金 (1999 年，每月 300 元) 
 

 「中產階級」的崛起：一股不可忽視的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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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 世紀 80、90 年代改革開放的評價 
 
經濟方面 
 

 成就 
 中國國民生產總值(GDP)：3,624 億元 (1978 年) → 116,694 億元 (2003 年) 
 年均增長率：9.70% (1979－1990 年)；11% (1991-1994 年)；7% (1995 年後) 
 人均 GDP：379 元 (1978 年) → 8,469 元 (2003 年) 
  

 問題 
經濟增長有賴發行國債推動： 
 近年財赤佔 GDP 3% 
 近年國債佔 GDP 16% 

 糧食短缺問體嚴重，皆因： 
  人口龐大及不斷增長 (13 億) 

生態環境日益惡劣 
  耕地日漸縮少 
 
社會方面 
 

 成就：社會較開放，人民有較多選擇和機會 
 

 問題 
商品化現象湧現： 

勞動力的商品化 
土地的商品化 
文化的商品化 (消費主義的崛興、價值觀的轉變) 

社會上不公平現象的湧現 
  地域之間的不公平 
  社會階層之間的不公平 
 貪污成風、罪案劇增、社會治安日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