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研究综述
一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最为基本的内容。从宏观上说，它包括新民主主义
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两大组成部分;从微观上说，则包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对于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和社会诸多方面问题的认识和思想，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提出的
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在解决这些问题过程中所积累的一些具体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包括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总路线、革命道路理论、革命纲领以及革命的“三大法宝”等。狭义的新民主主义革
命理论，则只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革命道路理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新民主
主义革命理论的理解多取其狭义，一般均把革命道路的理论等排除在外。实际上这种理解是
过于狭窄了。笔者以为，就其理论思路的合理性而言，广义地理解和把握新民主主义的革命
理论，显然要更为符合这一理论自身所具有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
度上都有明显进展，在许多问题上都取得了一致意见，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
目标和前途等问题的认识，就是如此。不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基本内涵、形成的时
间和标志，以及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等问题的认识上，却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
关于前者，分歧主要集中在形成标志问题上。其基本内涵和形成时间的认识，都与标志
问题直接相关，甚或就是因其派生出来。“文化大革命”之前，人们普遍认同两种观点:一
种是以 1925 年中共四大的召开为其标志;另一种则以同年 12 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
级的分析》一文为其标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的学者研究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基
本思想的形成，应该以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解决为其主要标准。因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是关系到中国革命能否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区别新、旧民主革命的根本标志所在，也是新
①
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实在都无从谈起 。应当说，
这一标准的提出是基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根本把握，较为可取。
但是，问题却并未能因此而自然得到解决。因为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何时形成，它形成
的标志是什么，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般认为，中共四大是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形成
的标志;也有观点认为，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形成要比四大晚些，应以毛泽东的《中国社
会各阶级的分析》为其标志;还有观点认为，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形成比这还晚，四大和
四大以后虽然提出了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并且认识在不断深化，但却一直并未真正解决这一
问题。应该把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区别开来。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真正解决，是以农村包
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形成为标志的。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武
装斗争和农民问题，只有无产阶级掌握了革命武装，并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才能取得中
国革命的胜利。所以，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得到真正解决，只能是在中国共产党开辟了农村
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之后，才能得以圆满实现。也就是说，直到 1930
年前后，即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完全形成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才能够说基本形成了。
这一观点，较诸上述其他看法，显然要更有说服力。
不过，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真正彻底的解决这一问题，仍然存有讨论的余地。因为毛泽
东等人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完整认识及其政策策略的最终完善，恐怕一直要到抗日战争时期
才得以实现。而不妥善解决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问题，所谓“领导谁”和“怎样领导”的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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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任务，也就依然不能说已经最终完成。事实上，“新民主主义”概念的提出也已是抗战
时期的事情了。所以，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视作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来看待，认为
从党的一大到四大，经过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初步形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基本思想，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把这些思想系统化并加以发展，后来
这些思想不断丰富，到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看法，可能
①
要更为稳妥些，恐怕也更为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形 。
学术界之所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时间等问题上有着不同看法，一个重要的原
因，也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内涵本身，还存在着不同理解的缘故。传统观点一般
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的时代、领导、动力、对象、目的和前途，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基本思想的五个基本点。另有一种观点则认为，应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即革命的
领导、动力、对象三方面内容，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这两种观点，都是根据毛
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直接概括而来，因此至今仍有不少人坚持它们，也就毫不奇怪。
但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则主张，除上述内容之外，至少还应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
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也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主要内容来看待。在他们看来，革
命道路问题是涉及革命成败的最基本问题之一。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民是中国革
命的主力军，农民的土地革命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不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
路，就无法发动和组织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就无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也就无法根本
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从而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民主主义
革命就是一种中国独特的革命道路的选择。所以，如不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
命道路理论纳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范围之内，该理论体系就是不完备的。而且，如今人们
已普遍认定，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提出又是
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那么既然如此，将作为毛泽东思想形成标志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
路理论排除在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内容之外，无论如何
是讲不通的。另外，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内在逻辑来看“， 三大法宝”的理论其实也
未尝不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这也就预示着，放弃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狭义理解，认同其内
容的广义理解，已正在成为一种自然趋势。
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问题，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个问题
上，长期流行且得到过较多学者认同的观点，是中共二大正式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说，
具体表现为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明确分别。但这种观点的局限性，80 年代以后也开
始为人们所指陈。如有的学者就分析指出，“二大”既不明确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
也未弄清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两步走”的
理论。其所通过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只是为后来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形成确立了正确的出
发点和良好的基础而已。中共科学而完整地提出这一思想，当是抗战开始以后的事情。
不难理解，考察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理论的形成，应该首先了解这一理论本身的内涵是什
么。它不仅要说明，革命应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这
两个阶段之间的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其最终目的都是
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要说明，这两个阶段的革命都必须是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
导下才能完成，也就是说，应把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作为“两步走”理论的重要内容来理解。
而从这几个方面来全面检视这一理论的形成，就应该看到它实际上是一个较为长期的历史发
展过程。其中，二大和四大等，都只不过是这一过程中的阶段性发展罢了，直至抗日战争中
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文中，才最终从理论上系统地阐明了分两步走的问题。目
前，这种理解，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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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进入 90 年代以后，学界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研究，开始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学者们较为注意从宏观上来总体把握这一理论，并注重对国内外流行的一些观点进行研讨、
分析和辩驳。其中，沙健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概论》和王桧林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
义理论研究》表现尤为突出。前者对这一理论中的一些最基本问题，一些长期以来学界广泛
使用、似无异议而实有进一步论证之必要的定义和结论，进行了深入透辟的分析和论述。如
对于为什么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为
什么要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等等问题的回答，即是如此。后
者则在“绪论”中，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角度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产生以及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必然性;揭示了社会发展、政治需要对政治理论的选择性。并从学术思想发展“相
生相灭”的辩证法入手，深刻地说明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中国其他思想理
论的关系。遗憾的是正文部分对这一点未能设专章展开具体分析。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如何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它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处于何种
地位的问题，受到了不少论者关注。一般认为，这一理论突破了马克思、列宁关于世界上只
有两种革命和两种类型国家的传统论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第三种
类型的新概念、新学说。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如何进行共产主义运
动，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架起了一座桥
梁，打开了一个通道，成功地解决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问题。这一理论对马列主义的继承
和发展表现在: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原理、暴力革
命的原则、阶级分析法、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以及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
理论。
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学界的意见则比较一致。一般认
为，任何一个思想体系，都包含着若干个理论，而其中必有一种理论是该体系的核心。作为
思想体系的核心理论，至少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自身必须形成体系，既理论的系统化;二是
必须能够成为这个体系中其他理论的基础，或者说其他理论都是由这一理论导引而出的。新
①
民主主义理论具备了这两个条件，所以它构成为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核心理论 。
注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问题的研究，特别是注重将它和三民主义理论进行对
比，努力揭示其彼此之间的继承与超越关系，可以说是进入 90 年代以来的热点问题之一。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注意到并明确强调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和观点，即认为孙中山的思想，
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理论来源。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董世明的《新民主主义
②
③
革命理论与三民主义比较研究》 ，陈金龙的《孙中山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等。
如陈金龙的文章就认为，毛泽东不仅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外交等六个思想方
面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思想，而且还大量引用孙中山有关新三民主义的论述，来阐明其
新民主主义理论。例如，他曾引用孙中山的“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
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
私也”，来说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指出中共的主张“是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完全
一致的”。又引用孙中山的“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
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
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来说明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中的工商业政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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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示“在现阶段上，对于经济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孙先生的这些主张” 等等。基于这些细
致深入的分析，作者最终得出毛泽东继承了三民主义的精华，三民主义实际上成为了毛泽东
思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来源的结论。在以往的研究中，虽不断有人零星地述及于此，但
像这样明确地给以强调，并系统深入地予以论述的，似乎还不曾有过。
与此相关，抗战初期，中共党内掀起对于三民主义的研究热潮，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思
想现象和文化现象。我们探讨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时，对此重要现象是
②
不能视而不见的。在这方面，宋进的专著《挈其瑰宝:抗战时期中共与三民主义研究》 也是
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关于共产国际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形成所产生的影响问题，论者很多。其中较为全
③
面系统的论述，可以东方溯的《共产国际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形成》 一文作为代
表。该文根据大量的史实，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证。认为大革命时期，在中共早期理论家
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初始阶段，便得到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理论的具体指导，中共二大
在理论探索方面的成果，无论是概念的引用还是理论的内容，都深深地打上了列宁和共产国
际正确指导与帮助的烙印。陈独秀更是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正式使用“国民革命”的口号，
以替代“民主革命”的口号，并赋予它以新的生命力，这一口号对国共合作后的革命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在探索各革命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特别是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以
及工农联盟等重要课题上，共产国际的有关论述和指示，也为中共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养料，
推动了中共对这些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此外，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非
资本主义前途”的论述，也引导中共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一个整体，并进一步
设想了如何造成“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问题等等。显然，这一论述，对于今人深入认识中共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外来影响很有帮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三民主义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固然重要，但这一思
想形成的当下“现代化”思想环境，也不容忽视。最近，有学者著文将新民主主义理论放在
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现代化论争的大背景中来加以把握，分析了三四十年代各种繁杂的现代
④
化思潮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所起到的思想作用，较为引人注目 。文章认为，离
开现代化思潮的整体，试图单纯描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轨迹，必然脱离当时的历
史条件，是难以做出科学论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的许多探索不无开创性和
合理性，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工化”和“农化”之争中提出的有关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
农业是基础，工农之间的关系，工业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以及中国工业化面临的阻力与困
难等问题的讨论，对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工业经济思想的形成，均产生了影响。作者
同时还分析指出，由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同三四十年代的各种现代化思潮诞生于同一时代，立
足于相同的国情，面临相同的矛盾焦点，受到相同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因而使得这一理
论也不能不具备中国现代化思潮所具有的一般特征，如:把中国问题归结为根本是一个文化
问题，而很少涉及经济发展的问题;对资本主义主要从批判层面去认识，而忽略了资本主义
所具有的现代化的一般特征;较少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现代化的出路问题等等。
应当说，这样一种现代化思想视角的分析，对于我们今天认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意义
及其限度，都是不无裨益的。
随着 80 年代“文化热”的兴起，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研究也逐步得到了深化。该思
想的形成和构建过程、形成标志、思想内容等问题，也受到了广泛重视。一般认为，新民主
主义文化思想的酝酿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的最初探索
开始，中共成立后瞿秋白等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论研究，又使其得到进一步的推动和深化，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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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3 卷，第 1056-1057、1057 页。
广西师大出版社 1994 年版。
《齐鲁学刊》1996 年第 3 期。
参见张勇：《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论争》，《中共党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

①

到 40 年代初期，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为标志，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 。
但是，近来有学者认为，学界长期流行仅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作为新民主主义文
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标志的说法，尚不完备。
除该文之外，居于这一“标志”地位的，至少还应有张闻天等人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
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等文。这样来理解“标志”问题，可以较清楚地反映该思想体系
的形成特征，真正体现中共高层在文化问题上的集体智慧、思想共识和整体认识上的互补性
特点。并特别强调，张闻天等所概括的“民族、民主、科学、大众”的文化四原则，较之于
毛泽东概括且后来流行的“民族、科学、大众”的三原则，不仅要更为准确和完整地揭示出
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也更能反映 1942 年以前中共高层在这一问题上的集体共识
③
。
将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进行比较，探讨两者间的联系与区
别，则突出地反映了时代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的现实影响。这方面的文章也不少。一般认
为，两个纲领在长远目标上完全一致，都是为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其性质都
是过渡性质，一个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一个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富强、民
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二者都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中揭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两个必然”的科学社会主义纲
领。两个纲领在基本理论上一脉相承，这表现为:其一，两者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
主义纲领。所谓“中国特色”，必须包含两个要素，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中国实际。
舍弃其一都无法构成中国特色，只有将二者结合，才能创造出中国特色来。而两个纲领都包
④
含这两大要素。其二，在具体内容上，后者更是对前者的全面继承和发展 。此外，还有学
者专门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进行了有意义的比较研
究。
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乃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十分重要的
⑤
课题。在这方面，王占阳的《毛泽东关于中国资产阶级两个部分理论的历史演变》 和郑德
⑥
荣、柳国庆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述略》 两文，颇值得注意。特别是
后者，专门考察和辨析了毛泽东七大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一新概念，具有理
论认识价值。文章认为，这一概念不是泛指中国的一切资本主义经济，它不包括官僚资本主
义经济，而是特指由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
义经济;同时也不是泛指任何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特指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或政权下
的资本主义经济。对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应当
允许它存在和发展，不能急于消灭它，但它的发展必须受到限制，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又不能破坏国计民生。论者还认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是毛泽东在借鉴俄国十月革命后
“新经济政策”的成功经验、批判地吸收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思想、总结土地革命时期党对待
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这一理论作为新民主主义理论
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现阶段我国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便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
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这一认识，对于今人理解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理论，
不乏启示意义。
另外，随着对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朱德、陈云等领袖群体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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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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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学刊》1996 年第 1 期。
⑥
《党的文献》2000 年第 1 期。
③

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中所做出的探索和具体贡献进行分析论述，也成为 90 年代
以来有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周恩来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对中国资产阶级理论
的探索，张闻天最早对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的论述，刘少奇对党的建设方面的理论贡献
等等，都受到了广泛关注，发表了不少专题论文。这些研究，无疑都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人
们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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