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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十年对改革开放的历史作用

段　妍

摘　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

期，这两个历史时期虽然各具鲜明特点，但并不是彼此割裂的，存在着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

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十年为改革开放时期奠定重要基础，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

制度条件；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方面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启示；在国内积聚了民心力

量、在外交上争取了有利于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改革开放时期正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时期创造的有利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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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党史党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

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

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

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

践探索。”[1]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以

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巨大成就，作出重要贡

献，如果没有这一时期的条件准备和经验积累，改

革开放就很难顺利进行。因此正确认识和评价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改革开放的历史作用具有正

本清源、凝聚共识的积极意义。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积累了

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

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

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

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改革开放正是

在一定条件下、一定基础上得以实行的，这个条件

和基础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所积累的思

想、物质、制度条件。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改革开放奠

定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走出一条适合国

情、符合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共产党人

进行了深入思考和长期探索，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

经过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认识，为改革开放提供

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首先，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

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

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

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

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3]这表明我们

党已经开始反思“苏联模式”，开始探索一条适合

中国的道路。《论十大关系》基于我国经济建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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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突出矛盾以及苏联建设过程中所暴露出的缺

点和错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论述了我国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中具有全局性的十大关系，提出了许

多具有重要意义的新思想和新方针。毛泽东指出：

“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

主义事业服务。”[4]“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

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

地发展农业、轻工业。”[5]这些基本方针和基本原

则的提出，勾勒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本框

架，有利于深化全党对如何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情

况和新矛盾等的认识，更好地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新征程。可以说，《论十大关系》是探索中国社

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奠基之作，同时也为改革开放提

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其次，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阐发了社

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是党在新形势下对社会主义社

会发展规律的新探索。毛泽东首先分析了两类矛盾及

其性质特点和处理方法，认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

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

矛盾。”[6]这两类矛盾性质完全不同。其中，敌我之

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则是非对

抗性的。在处理方法上，毛泽东提出了正确解决人

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或

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为改革开放后

正确认识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合理协调人民内部

物质利益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

的借鉴。同时，毛泽东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

矛盾，他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

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

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7]这为坚定不移地推进改

革开放，不断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

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科学 
指南。

此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

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还对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经济理论和经济

政策、社会主义文化方针政策、中国外交总的方针

原则、执政党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形成了

许多独创性理论。这些理论成果是我们党的宝贵财

富，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提供了重要思想来源。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改革开放提

供物质准备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恢复

国民经济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从而实现中国

经济总量大幅增长，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

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现实状

况，为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增长储备了物质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49年10月到1952
年底，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三年努力，国民

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并实现初步发展。至1952年
底，钢、生铁、原煤等主要工业产品都超过了历史

最高年产量。国家财政收入有了成倍增加，从1950
年到1952年，财政总收入为361.07亿元。[8]进入过

渡时期，为实现国家工业化，我国从1953年开始实

行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战略目标的“一五计划”，把

社会的生产剩余（主要是农业剩余）悉数转入需要

优先发展的工业部门中去，重点建设包括煤炭、石

油、电力、钢铁、汽车等项目。到1957年，在全国

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一五计划”取得显著成就。

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124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1952年增长67.8%。其中，农业总产值537亿元，

增长24.8%，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增长128.6%。[9]

基础工业部门得到加强，粗钢产量增长296%，煤产

量增长98.5%。[10]在轻工业方面，基本实现满足人

民需求。“一五计划”的实施，使我国建立起比较

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迈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

化的第一步，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奠

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国家工业化起步的同时，

社会主义改造也顺利进行。积极引导个体农业手工

业走合作化道路，有计划地推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

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1956年同1952年相

比，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合计达92.9%。[11]在工业总

产值中，社会主义工业由56%上升到67.5%，国家资

本主义工业由26.9%上升到32.5%[12]，标志着公有制

经济成分占绝对优势，为改革开放的推进提供强大

的物质保障。十年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

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经济建设虽历经曲折但也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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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成就。1965年同1957年相比，全民所有制企业

固定资产按原值计算，增长1.76倍[13]，一批重要企

业得到扩建，电子、原子能、航天等新兴工业部门

也逐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国防建设方

面，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学技术在这一

时期取得重大突破。我国科技实力显著增强，为改

革开放时期提供了技术支持，培养了科技人才。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十年，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艰苦奋斗，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取得显著

成绩，积累重要财富，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正

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

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

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

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

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14]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改革开放提

供制度保障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十年，党团结带领人民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逐渐形成了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和一系列基本政治制度，

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总体框架，为改革开

放时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筑牢制度基础。

首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国家政治制度体

系中居于根本地位，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是

人民民主的集中表达。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

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

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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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这

一制度赋予了人民广泛的参与权和监督权，为人民

提供了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的广阔舞台，使广大人

民积极投身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实践中。改革开放

后，中国共产党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

统一起来，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彰显强大治理效能，

凸显中国制度优势。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形

成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指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

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中国

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

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

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16]1956年，毛泽

东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并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对

这一方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释。“长期共存、互

相监督”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

执政治国的一项重要方针，为改革开放后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党执政的科学性和民

主性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最后，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时期形成的另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领》指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

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

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17]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正式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时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与完善，既维护了

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同时又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少

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愿望与诉求，为改革开放新时期

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促进民

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

保障。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积累了

正反两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开

启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取得了重要的

理论与实践成果。同时，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

足，也不可避免地走了一些弯路。这些宝贵经验与

失败教训，为改革开放事业的开启与推进提供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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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启示与借鉴。

（一）在成功探索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

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形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

国民经济体系，其艰难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如果

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离开了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的原则，离开了人民群众，这一切都是难

以实现的，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十年的宝贵

经验，也为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提供重要保障。

首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取得一切成就的根本保证。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初期，国家建设面临严峻形势和种种考验，

军事上，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大

批残余力量严重威胁新生政权的安全和稳定；经

济上，物价飞涨、市场混乱、民生困苦。面对复

杂形势，中国共产党组织“银圆之战”和“米棉之

战”，统一财政工作，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

重大决策，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开展镇压反革命运

动，进行各项民主改革，出台一系列重要方针政

策，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

性变革。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

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

不能胜利。”[18]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根据国

家建设新形势和新任务，提出一系列新方针。召开

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

动员令；制定《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

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编制12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的远景规划。1957年，我国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发展

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8年后，社会主义探索出现

曲折，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党积极贯彻调整

方针，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并取得显著进展。实践证

明，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坚持正确的发展

方向，保持强大的政治定力，才能充分调动党内外

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动员一切积极力量，共同推进

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其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探索符合中国国

情的发展道路，是我们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

践得出的宝贵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随

着建设经验的积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

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渐认识到必须走出一条适合中

国国情与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从

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际出发，成功开辟出一条

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现了中华民

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确立“自力更生为主、争取

外援为辅”的方针，并开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20世纪60年代，在苏联对华援助全面中断后，

毛泽东提出：“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

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

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19]正是坚持了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们才没有被击垮，并且取

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三十年历史证明，“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

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20]

最后，始终与人民血脉相连，是中国共产党的

优良传统和鲜亮底色，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

践经验的科学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

通过一系列举措保障人民权利，改善人民生活，凝

聚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力量。在农村，土地改革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赋予和保障了农民

的土地权益，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城市中，

通过对工厂实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废除企业封

建残余旧制度，建立民主管理新制度，实行企业管

理民主化，巩固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保障

了工人的权益。为解决民生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就

业、救济、养老、医疗卫生和社会救助方面采取有

力措施，颁布《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着力

解决各种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广泛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加强公共卫生管理，增进和保护人民群众的

健康……这些举措极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

神生活水平，赢得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拥护与支持，

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生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

为中心，始终保持与人民血肉联系的光辉历程。

（二）在失败挫折中获得深刻的启示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由于社会主义建设

经验不足，我们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出现曲折

与失误。这些挫折和失误为改革开放时期提供深刻

启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坚持实事求是；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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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坚定不

移走法治建设道路。

首先，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同党内错误倾向作斗

争。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

规律和基本国情认识存在不足，部分中央和地方同

志滋长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片面夸大主观努

力的作用，盲目追求公有化程度和平均主义，发动

“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左”倾

错误严重泛滥开来，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

害。此后，由于未能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

义社会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错误地将马克思主

义某些观点教条化，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

是阶级斗争，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

误发生。经验表明，只有坚持运用科学的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尊重发展规律，把

握基本国情，坚持实事求是，才能不犯道路偏移的

错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

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

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1]

其次，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解决一切

问题的关键。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

作为第一要务，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1956
年，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并

强调全党要集中力量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

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求。但是，由于错误估

计了国内和党内的阶级斗争形势，政治领域出现阶

级斗争扩大化趋势，一些适合当时生产力情况的有

益探索遭到严厉批判，在党的八大上提出的经济建

设方针也没能坚持贯彻下去，国家发展重心偏移，

经济建设遭受挫折，严重阻碍了生产力水平的提

升。这一时期的挫折和失误使全党全国人民深刻认

识到，必须将国家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

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

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22]改革开放新时

期，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经验教训，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以发

展为第一要务，注重内涵式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健

康发展。

最后，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走社会主义

法治道路。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

度和原则，是我们实现团结统一，保持强大战斗力

的必要条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前期党

非常重视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氛围浓厚，国家政

治局面风清气正。后期由于受到一些错误倾向的影

响，出现了“一言堂”、个人权力过重等问题，反

右倾斗争扩大化、组织权力运行体制集权化，党的

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法制建设衰退，制度规范缺

失，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深重苦难。针对这一时期的

错误与教训，邓小平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

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

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

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凡是

违反这个制度的，都要纠正过来。”[23]基于此，改革

开放新时期，在反思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将

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写入《关于党内

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党内重要文

献中，不断加强与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积累了

深厚的民心民意、国际条件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十年，中国共产党通

过社会改造和整风整党运动，净化社会环境，建立

新社会道德，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认同，

为改革开放时期积累了深厚的民心民意，提供了重

要的条件准备。在国际上，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

义、强权政治，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友好外交关 
系，为改革开放后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和

平环境。

（一）积累了深厚的民心民意

文明的社会环境、良好的社会风气、稳定的社

会秩序是巩固新生政权、获得人民支持与拥护的重

要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通

过社会改造与整党整风运动，革除社会痼疾，为国

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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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通过改革封建婚姻制度与扫除社会各种

弊病，进行社会改造。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

府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

《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

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

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

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24]为推动《婚

姻法》的有效执行，大规模的宣传贯彻活动在全国

开展起来。通过地方妇联、法院组织专题讲座、学

习班，并于1953年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月，进行宣

传教育，帮助群众树立起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新

的道德观念。《婚姻法》的颁布与实施，对旧的家

庭关系、家庭结构进行全面改造，将新民主主义的

价值观渗透到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提升了妇女的社

会地位，塑造了新型家庭关系。同时通过取缔卖淫

嫖娼与开展禁毒禁烟运动，涤荡旧社会封建残余思

想和习俗观念，推动新社会新秩序的建立，进一步

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

治认同，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积累

了深厚的民心民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

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各大中城市采用不同方式

对当地妓院予以坚决取缔，全国共查封妓院8400余 
所。[25]查出制造、贩卖、运送毒品的毒贩36.9万余

人，逮捕8.2万余人[26]，有力解决了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之前长期存在的烟患问题和娼妓现象。

其次，开展整风整党运动，密切党同人民群

众的联系、提高党的威信。1950年下半年至1950年
底，中国共产党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通过阅

读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

评的方式，严格整顿作风，着重整顿干部作风。大

规模的整风运动有效克服了党内存在的各种不良思

想倾向和工作作风，增强了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

1951至1954年，开展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

育，使广大党员干部深切意识到，一名合格的共产

党员必须将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放在自己的私人利

益之上，虚心听取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做好

人民的勤务员。在整党期间，中共中央发出将“三

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对贪污腐败

行为进行揭发检举，并按情节轻重，给予程度不等

的处理，对浪费行为进行斗争，并制定惩治办法，

对官僚主义分子以失职论处，决不宽恕，营造起清

正廉洁的政党形象，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政治认

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整风整党运动的开

展，聚焦人民深恶痛绝的作风问题、腐败问题，官

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全面净化党的思想、政治和组

织队伍，增强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提升党员干部

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本领与能力，获得了广大人民群

众的信任和拥护。

（二）积累了良好的国际资源环境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

际上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从容应对敌对势力

对我国的孤立、封锁、干涉和挑衅，维护了国家主

权、民族尊严，赢得亚非拉广大国家与地区的支

持，为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外部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以毛泽东同志为

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其他国家要建立何种外交关系进行积极探索。毛

泽东提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

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

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

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27]根据毛泽

东所提出的外交关系重要论断，周恩来在对中国的

国内局势和所处的外部世界形势进行科学分析的基

础上，于1953年12月31日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指

出：“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

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

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28]他首

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明确了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的科学内涵。自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

中国处理与其他国家外交事务的重要准则，也成为

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和处理世界争端的重要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和实践，贯彻了独立自主

的根本原则，捍卫了国家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奠定

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外交政策“独立自主”和“维护和

平”的主基调。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积极贯彻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关系，不断

开拓对外关系的新局面，使得我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得

到改善和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进一

步巩固和加强。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面对美苏争霸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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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复杂的国际环境，毛泽东从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

度出发，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旨在通过团结

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联合第二世界国家，建立新的

战略支点。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

统卡翁达时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

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

世界。”[29]“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

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30]这是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首次完整表述。这一理论以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国家安全为主要政治目的，坚决

维护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尊严，拓展了中国新的外交空

间，相应的反霸权主义战略获得了更多的力量支持。

同时，“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及其战略的提出为世界

人民提供了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有力思想武

器，塑造了社会主义中国新的国际形象。邓小平曾高

度评价：“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

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

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

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

的作用。”[31]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理论以追求国际正

义和国家安全为原则，为“我国后来的对外开放政策

的推行作了一定的准备。”[32]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进行

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体制机制、

行政政策等方面存在差别，但归根结底是一脉相承

的，统一于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

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

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

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

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33]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三十年为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

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深厚的民心民意基础，创

造了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没有这些积累与宝贵经

验，改革开放就很难顺利推行。因此，不应该将改

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对立起来，而是应当树立

正确的历史观，坚持实事求是，从整体上把握和认

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十年历史，分清主流和支

流，辨别现象和本质，敢于纠正错误，善于总结经

验，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不断开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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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Role of the Three Decades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Reform and Opening-Up

DUAN Yan

Abstract: Of Chinese People’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led by the CPC, there are two historical periods, before and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up. Although these two historical periods hav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they are not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and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The three decades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have laid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accumulated important ideological, material and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It 

provides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in the exploration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t has gained popular support 

at home, and diplomatically, earned a peaceful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the construction. In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t is under the favorable conditions created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at we continue to 

advance the great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reform and opening-up;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