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党内资产阶级问题的意见综述

这个材料，是从一些省、市（包括广州地区）的理论讨论会材料和

一些大学学报的有关文章中整理出来的意见综述，只供同志们作进一步

讨论、研究党内资产阶级问题时参考。

—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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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是对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

关于这个问题，一些文章和讨论材料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的：

(一） 在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科学论断，指出了在社

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所在。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资产阶级的渗透、腐蚀、收买，在工人运动中，在共产党内也

有资产阶级队伍。但是，资产阶级的基本队伍，它的主力，它的核心，是在工人运动和共产

党之外。那个时候，资产阶级司令部是由一小撮大资产阶级控制和操纵的资产阶级国家机

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在分析右倾机会主义派别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总是指出两者在阶级

本质上的一致，同时又非常强调工人运动内部、共产党内部的这些派别对社会上的资产阶级

的依赖、从属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说机会主义者是自由资产阶级的附庸、尾巴、小伙计。

列宁说修正主义者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工具、奴才、代理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要战

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首先摧毁资产阶级的司令部，即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以无产阶级

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阶级关系的新变动产生了阶级斗争的新特点。随着资产阶级早

期武装复辟的失败，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以及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进

攻屡遭惨败，资产阶级很孤立、很臭。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在整个资产阶级复

辟的活动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十月革命后，列宁在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反党集团的

斗争中，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这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毛主席在领导我国人民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为大斗争中，总

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教训和我国解放后历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根据阶级关系的

新变动，不断地从理论上概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规律，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的新

动向。毛主席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提出了关于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问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又指出在党内存在着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炮打

司令部的伟大号召。在最近的重要指示中，毛主席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

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党内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些都是马列主义理论中的

新的科学概念和新的科学论断。这些科学论断，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

客观规律，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主要危险所在，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

个巨大飞跃。

（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内资产阶级产生、存在的

经济基础和政治思想根源，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产生和存在条件的学说的新发展。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制。在无产阶

级夺取了政权并基本上完成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资产阶级还存在不存在？马克

思、恩格斯、列宁都曾经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阶级和阶级差别存在的一个条

件，只要资产阶级法权存在，就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同时也提出了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新

资产阶级的土壌和条件的光辉思想。毛主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捍卫和发展了这些光辉思



想。毛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

权他们有反感。”毛主席的这段指示，深刻阐明了党内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说

明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态度。

党内大官与工人、贫下中农在生活水平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如果他们

不具备共产主义世界观，把革命的胜利看作是轮到自己捞一把的机会，把资产阶级法权看作

是自己应得的“优待券”，千方百计地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

命，反对限制、甚至力求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就会堕落为党内资产阶级。很明极，资产阶级

法权的存在，是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经济基础。

毛主席还教导我们，由于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我们现在述设的是一个没冇资本家的资

产阶级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就从根

本上回答了，为什么资本主义不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却可能和平演变为资木主

义这样一个重大问题。

毛主席在分析党内产生资产阶级的根源时，在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闸明了从资产阶

级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的问题。关于资产阶级民主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早已指出过，

“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

第 3 7 4页）“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货。”（同上）列宁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

中，许多人加入我们的党，并不纯粹是由于拥护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纲领，而主要是因为看到

我们党为争取民主而进行了光辉的坚决的斗争，他们在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民主主义的

口号时，并没有把这些口号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整个斗争联系起来。”（《列宁全集》第

15卷，第 4 13页）“如果这样的分子企图把自己的‘理论’，自己的世界观即自己的狭隘观

点强加于工人政党，那末，同他们实行决裂就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全集》第 16卷，第

50页）毛主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这些光辉思想，并进一步指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

权，无产阶级的党成为执政党之后，那些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果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思想

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为了保护大官们的利益而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就会由民主革命的同

路人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派，堕落为革命对象，成为走资派。毛主席的这个光辉思想，

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英明论断，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

自由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以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出现的党内资产阶级，它们赖以

生存的经济基础的内容虽然没有改变，但它的表现形式却不断变化；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

阶级对立关系虽然没有改变，但这种对立的具体形式却不断变化。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就利用这种非本质的变化进行政治投机，不断制造资产阶级正在自行消失或者已被消灭的谬

论，力图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看不清资产阶级在哪里，掩护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在每一个重要历

史阶段，根椐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阶级斗争的新特点，不断粉碎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界掩

护资产阶级的种种奇谈怪论，不断解决怎样识别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哪里的问题，为无产

阶级制定了战胜资产阶级的理沦、路线和策略。

马克思、恩格斯划时代的贡献，主要在于用唯物辩证法宇宙观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

式，创造了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把自由资产阶级从第三等级以及所

谓“人性王国”的宫殿中暴露出来，组织并领导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作出了阶

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指出了消灭阶级的历史必由之路。



列宁的功绩，主要在于剖析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

段，国家垄断组织不过是集休的资本主义，垄断资产阶级比自由资产阶级更疯狂、更残酷地

压迫、剥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把垄断资产阶级从所谓的“国家共同体”、“民族共同体”

中暴露出来。指出帝国主义所固有的三大矛盾空前激化，得出了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

前夜，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取得胜利的革命结论。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变

成了直接实践的问题，夺取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创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新纪

元，并且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提出要

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

个新阶段。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英明论断，为马列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极其蜇要

的新内容，为共产主义战士提供了极其锐利的新武器。它进一步揭示了苏联变修的秘密，让

全世界人民更清楚地看到隐藏在“全民党”、“全民国家”、“仙山琼阁”中的赫鲁晓夫、

勃列日涅夫一类，原来不过是过去布尔什维克党内的资产阶级、现在社会帝国主义的官僚垄

断资产阶级。它剥去了刘少奇、林彪一类以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马列主义外衣，撕

下了他们的“老党员”、“老干部”、“老革命”的画皮，还他们的党内资产阶级的本来面

目。它指引我们更加深入地领会党的甚本路线，更透彻地掌握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

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

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伟大真理。

马克思、恩格斯奠定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他们全部革命学说

的总结。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的英明论断和毛主席关于资产阶

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英明论断，先后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理论，对人类在地球上消灭阶

级的事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意义极其重大，影响极其深远。

二、关于如何理解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各地的讨论和文章一般都从以下几个方面阐明共产党内确实存在资产阶

级。

(一）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来看。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间的根本规律。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

的.都存在着对立的统一和对立的斗争两个方面。党也不例外。

毛主席指出：“党外有党，党内有派”。“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

右”。这就告诉我们，共产党是可以分析的。在我们党内，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动摇

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修正主义者，这就是党内的左、中、右。我们党内产生资产阶级是不

足为怪的。这不仅因为党在一个一个的革命高潮中会带进一些泥沙来，从而造成成份不纯，

而且还因为党在革命斗争的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被急速前进的列车甩下来，不再前进

甚至反对前进了。走资派就是党内反对无产阶级的—个派，这个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他

们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成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这是客观存在的，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生死斗争的漩涡里，抱着善良愿望，好心肠，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

走资派的辩护士。我们敢于承认党内存在着阶级斗争，并为实现共产主义而积极地开展阶级



斗争，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彻底的辩证唯物论。我们这样做，丝毫也无损宁我们党

的光辉，恰恰说明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

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发生了十次大的斗争和分裂，但是却越战越强，日益兴旺，这是为

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它是在斗争中诞生的，也是在斗争发展壮

大的。今后它仍将经历二十次、三十次大的斗争和大的分裂，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但

它也必定能经得起这秤分裂，从而证明自己是胜利的政党。

(二）从建国以来毛主席的有关论述来看。

早在同高、饶反党集团斗争时，毛主席就指出，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

在总结同彭德怀反党集团斗争的经验时，毛主席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

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

继续。”

当毛主席察觉到刘少奇搞修正主义的危险时，及时提醒全党“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

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还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主席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并且指出，支持这些

当权派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往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一九六五年九月在中央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又一次尖锐指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

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

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

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

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

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

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是炮打刘

少奇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毛主席指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

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

的斗争。

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毛主席又指出了党员一部分也有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

级的情况，告诫全党“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毛主席的一系列论述，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在党内，就连资产阶级司令部都

在党内，资产阶级怎么可能不在党内呢？两条路线的斗争，正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

级在党内的大搏斗。
(三）从我国建国以来的斗争实践来看。

建国以来，特别是反右斗争以后，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主要表现在同党内

走资派的斗争上。

经过反右斗争，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不仅失去了经济上同无产阶级较量的实

力，而且在政治上已声名狼藉。于是，他们就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党内修正主义上。

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带领他的军事俱乐部的大小喽啰，向我

们党发动了猖狂进攻。他们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向共产党夺权。在



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很快摧毁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俱乐部。

随后，刘少奇又跳出来，他网罗了一伙叛徒、特务、走资派，组成资产阶级司令部，向

无产阶级发动全面进攻。他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打起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黑幡。毛主席亲

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

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接着，林彪反党集团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抢班夺权，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他们甚嚣尘上，

杀气腾腾。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

当前，邓小平又逆历史潮流而动，他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推行一条

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组织“还乡团”集结反革命力量，大刮右倾翻案

风，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妄图复辟资本主

义。

斗争实践有力地证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发展的

必然规律。

(四）从苏联变修的情况看。

苏联变修的根本原因，一不是外来帝国主义的颠覆，二不是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

上台，而是苏联共产党内部产生的资产阶级篡权复辟。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的出身

看，有的是矿工，有的是机械工，还有的是乞丐。就是这些人，后来变成了旧土壤上长出的

新毒草，资本主义的复辟狂。这些人上台，是以老干部、老党员、革命功臣、红色专家的外

衣作掩护，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当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苏联共产党正是对这样一批头戴

光荣帽的资产阶级分子放松了警惕，以至让他们把好端端的苏联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这个

教训也清楚地说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主要最危险

的敌人。

对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是说党内有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还是说党内有一个独立的

资产阶级这个问题，却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大概也可以区分为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看法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是说党内有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具体说主要就

是党内的走资派，因为它集中代表着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是整个资产阶级把复辟的

愿望变为复辟的行动的主要政治力量。其主要理由是：

1、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和影响

着其他一切矛盾。不论哪条战线，不论党内党外，我们与之斗争的都是一个资产阶级。党内

的资产阶级是整个资产阶级的一翼。

2、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尽管它的内部有各种派别和阶层，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

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但其本质都是一样的。在剥削无产者、维护私有制、反对消灭阶

级、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这些根本问题上，他们始终是一个整体。因此，作为阶级来讲，资产

阶级只能有一个。

3、 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走资派还在走，旧资产阶级还存在，党内外都有新产生的资

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要拥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出来

做匈牙利的纳吉，正证明党内走资派正是代表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他们一

起构成了资产阶级整体。

笫二种法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是说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完整的资产阶

级，否则就不能说党內有资产阶级。其主要理由是走资派人数虽然不很多，但可以说是成



“堆”了，他们推行了一条要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能量很大。我们同走资派的斗

争，是把它作为一个阶级来看待的。

第三种看法认为，党内资产阶级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有其共同的本质，从而构成了同一

个阶级，同时，他们各自又有特殊的本质，有其相对独立性，因而有根据也有必要把它同社

会上的资产阶级区别开来，单独看作一个阶级。其理由是：

党内资产阶级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政治态度、经济利益、世界观以至于生

活方式、思想作风都是一样的，就其阶级本质讲是同一个阶级，不是完全独立的两个阶级。

另一方面，由于党内资产阶级具有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特殊地位、特殊权力、特殊作

用、特殊的剥削方式和他们同无产阶级的特殊的矛盾关系和斗争方式，所以它又具有自身的

特点。他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

用，以及领取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相比，都有明显的不

同，它们的的确确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集团，具有独立的政治力

量，独立的经济条件，独立的活动能力，可以单独地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从这方面看，可

以而且有必要把它看作为一个有相对邮立性的阶级。比如过去的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

级，就其共同性来讲，都是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不同部分，但就其特殊性

讲，有根据也有必要把它们各自单独作为一个阶级。党内资产阶级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也

有类似的情况。

三、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问题

在不少的文章和讨论材料中认为，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是深刻

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而提出来的。所以，我们对社会主

义时期阶级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新变化这个问题，必须有所了解。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历来十分重视阶级关系的问题。列宁早就指出：“阶级关系，——这

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只有客观地考虑某个社会

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该社会和其他社

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成为先迸阶级制定正确政策的依据。”早在五十年前，毛主席就教

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

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还指

出：“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

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那些阶级是革命斗争

的主力，那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那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巨的完全在这

里。”研究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明了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特别是无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的关系，看到资产阶级在那里，我们才能正确理解和自觉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自觉

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一些讨论材料认为，要研究和了解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就要注意分析社会的基本矛盾，

分析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每次大的革命运动之后阶级关系的变动。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

命的历史时期后，社会上存在的基本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对抗阶级，以及处

于这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整个社会

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不会根本改变，但这



个主要矛盾在其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上，却会表现出不同的斗争内容和形式。所谓分析社会

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就必须紧紧把握住这个主矛盾，分析几个基本阶级、特别是无

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对抗阶级各自的阶级地位、力量的消长以及相互斗争而又相互联结

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

开始。我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无产阶级由被统治阶级变成为统治阶级，国

内的主要矛盾由人民大众同“三座大山”的矛盾转变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

级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但是，在

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上，这个矛盾又会显示出它特有的内容和形式，阶级关系的变化也就有

它的阶段性。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和深入，阶级关系总是不断发生变化的，特别是在一

次重大的革命斗争之后，这种变化尤为显著。

对于如何具体分析我国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及其阶段性问题，有不同的理解。

一种意见认为，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是一个道要的转折。在此以

前，无产阶级问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在社会上围绕生产资料所冇制问题而展开的。经过斗争，

没收了官僚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赎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同时，改造了小生产者

的个体私有制。斗争的主要形式适改造与反改造。这个时期，斗争也反映到党内来，触动到

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主要战场还是在社会上。毛主席指出了当

时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化：“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小资

产阶级和工商迎资产阶级，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了，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

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祥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

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被剥夺、被改造之后，又从政治上、思想上对无产阶级展开了猖狂进攻。

毛主席在反右派斗争时指出：“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当时的斗争矛头主要还是指向社会

上的老资产阶级；当然，党内也出现了一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并接着击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以后，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的建立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而老的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已

被剥夺，政治上已被批臭，他们要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本身没有多大力量，在社会上也缺

少号召力，于是，他们便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党内出现他们的代理人身上，他们利用资产阶

级在劳动人民内部的政治思想影响，利用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仍然存在的资产阶级法

权，千方百计地在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组织他们的政治队伍，找寻代理人，妄图通过党内资

产阶级代理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来复辟资本主义。斗争的内容从对生

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和反改造转变为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生要战场则从

社会上逐步转到党内；这样，党内走资派就成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搞资本主义

复辟的主要力量。

一种意见认为，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无疑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过程中阶级关系变

化的一个重要阶段。经过这个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地位及其力量对比是发生了进一

步的变化，而且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内容和形式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但是，他们认

为，不能说在三大改造和反右派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才千方百计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

才把复辟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党内走资派身上，党内走资派才成为资产阶级进行复辟活动的

主要力量。理由是：（1)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就处于执政的地位，统治的地位，这集中

地体现了无产阶级从被统治地位变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关系的变化。从这时候起，社会上的



资产阶级就千方百计在共产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党内走资派就成为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主

要力量，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2)走资派是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贯串整个社

会主义时期始终的，不是从中途某个阶段开始的。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

资产阶级在哪里”时，就同时指出：“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这就说明，三大改造完成

前，党内走资派就已经是革命的主要障碍，是革命的主要对象。（3)三大改造完成前，从

总的来说，我们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好象不似同社会上资产阶级的斗争那样激烈，这只不过

是由于当时斗争的具体条件使矛盾呈现出不同的激化形式。例如当时党内我们同高、饶反党

联盟的斗争、同大砍合作社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就是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这种斗争

不能说不激烈，这些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但是，可以说，由于经过三大改

造和反右派斗争，阶级关系出现新的变化和阶级斗争出现新的特点，党内走资派越来越成为

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阶级关系又有了新的变化，这也应作为

一个重要阶段。因为文化革命前党内资产阶级有很大的力量和影响，在一个时期内控制了

党权、文化宣传工作的权和许多地方的权。在上层建筑若干领域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

政。文化大革命对党内资产阶级进行了一次大的斗争，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

令部，批判了他们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领导权，对资产阶

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四旧”进行了一次大扫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空前广泛地

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大量涌现，进一步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总之，资产阶级的力

量又一次大大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大加强了。在这种情况下，斗争的内容和形式义都

有了新的特点，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愈来愈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

斗争重要内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进行着翻案与反翻案、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党内走资

派愈来愈成为新老资产阶级，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

和社会集团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挂帅人物。党内那个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也

就是这样的人物。

四、关于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根源问题

在一些文章和讨论中，探讨了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产生的根源问题。社会主义时期为

什么党内会出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怎么能跑到我们党内来？而且不是一次而是多次；不是个

别的而往往是一伙人；不仅跑进党，而且跑到党的司令部里？同志们认为这不是偶然的、孤

立的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阶级根源的。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

阶级囯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

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只要这种状况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还存

在，只要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还

存在，党内资产阶级就必然会产生，“走资派还在走”，将是长期的历史现象。不少文章、

材料还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等方面具体地分析了党内资产阶级产生

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思想条件。

(一）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

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

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虽然我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而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



基本完成，但是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完全取消，在

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可避免

地存在资产阶级法权，一些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就可能利用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采

取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新的资产阶级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批批地产生出来的。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资产阶级思想就会腐蚀着我们党内一些同

志，特别是处于领导地位、掌握权力的一部分同志。这些同志如果不努力改造思想，抱着资

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不放，把职权变成特权，并且利用这种特权，去竭力维护和扩大资产阶

级法权，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推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修正主义路线，就会堕落成为资产阶

级，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有一种意见提出，即使是在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还有一个支配权和所有权

的矛盾。例如，在全民所有制企业里，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归全民所有的，但是，在目前条件

下，还不可能使全体工人都参加到企业的领导管理工作，而只能由少数人来行使对企业的生

产资料和产品的支配权。如果这些处于领导地位的人不注意思想改造，不走群众路线，推行

修正主义路线，扩大人们相互关系方面和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扩大支配权和所有权

的矛盾，这样，就很容易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变成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实质上的少数走资派

所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因为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这些企业

的少数领导人，也就成了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

有的意见还进一步提出，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是统一的，关键是路

线。当权派不仅掌握政治权力，还掌握着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如果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就必

然要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因此，走资派手中的生产资料支配权，就是走资

派最重要的经济基础，而资产阶级法权，对于走资派来说，则只是他占有他人劳动的直接经

济手段。

(二） 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

的存在，是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根源。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各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阶级、阶级

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国际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影响还存在，反动的阶级为了颠覆无

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总是千方百计地向我们党进攻，腐蚀我们的党，用打进来和拉

出去等办法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这也是我们党内产生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我们的党处于执政的、统治的地位，我们的干部是当权派，手中有权，这是一些

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党员干部向资产阶级演变的一个方便条件。

毛主席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同

样是当权派，同样是处于上述那种客观的政治、经济环境之中，一些同志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而另一些人却为什么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变成了资产阶级了呢？这就

不能不从主观上找原因。

1、这些人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毛主席指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

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

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有一些从民主革命阶

段走过来的同志，他们的思想没有随着革命的转变而转变，他们的身子虽然进入了社会主义

社会，思想却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 一九五九

年，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就曾经深刻地指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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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

们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正是这样一种

人。他们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来参加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他们“在组织上入了

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他们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党的最低纲领，

有的人还是拚命干了的；但对党的最高纲领，就不那么赞成了。既得利益到手，革命就到头

了，专心致志地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了。因此，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越来越深入，他们总是埋

怨革命的车子走得太快了，“过站了”，总是力图把头脑中的资产阶级王国变为现实的资产

阶级王国，由不想革命到反对革命。这样，就必然推行或者执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修正主

义路线，成为了党内资产阶级。

2、这些人的思想政治路线不端正。由于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思想政治路线也

必然不端正。他们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是干什么的，怎么干法，所以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

线，不为人民服务，而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为少数官老爷服务。他们不抓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迷信唯生产力论，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极力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等等。这样，也

就逐步变成了党内的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五、关于党内资产阶级的特点以及无产阶级与党内

资产阶级的矛盾性质问题

关于党内资产阶级的特点问题，在一些文章和讨论中认为，对党内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

和阶级特征，必须从整个资产阶级所处的历史地位中去考察。在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早

已成为腐朽、没落的阶级，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党内资产阶级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产生

的，是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垃圾堆上长出来的毒草，因此在它的身上集中反映出整个资产阶

级处于垂死挣扎状态的各种特征，也集中反映出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共同特征，就是在政治

上反对社会变革，反对新生事物，搞复辟倒退；在经济上占有他人的劳动；等等。他们的具

体特点是：

第一、在政治上反对社会变革，否认阶级斗争，利用手中权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复

辟倒退。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社会主义时期每一场伟大的社

会变革发生后，他们都要疯狂地跳出来反攻倒算。合作化时，他们要大砍合作社；人民公社

化后，他们又大刮“三自一包”黑风；文化大革命，更是引起了党内资产阶级的拚命反抗。

他们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林彪就是咬牙切齿地叫喊要“克己复礼”。党内最大的不肯

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否

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大刮右倾翻案风’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走资派都不承认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他们不主张最后消

灭阶级，要搞资产阶级共和国。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都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

生产力论”的，邓小平就说什么“阶级斗争哪有那么多”，“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等等。

笫二、在思想上，他们往往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世界观。他们的历史观是唯心史观，他

们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工农兵要继续前进，他们却停止不前了，甚至反对革命。这些走资

派虽然身子进入社会主义，而思想还停留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头脑还保留着小资产阶

级、资产阶级的思想王国，反对世界观的改造，顽固地用资产阶级世界观认识世界、改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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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解放以来党内历次路线斗争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在经济上，他们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保护他们这些搞修正主义的“大官”

们的经济利益和特权地位。他们参加革命，不过是为了“入股”。他们中不少人是从民主革

命走过来的，民主革命胜利后，主张“分红”，自以为推翻三座大山有功，应该轮到自己捞

一把，享受享受了。因此，民主革命胜利后，他们当了大官，也有了一部分政治权力，有了

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髙，还有服务员，还利用手中的权力，极力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

权，侵吞和挥霍大量的社会财富，大搞资本主义，破坏和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因此经济上的

贪婪也是他们的特性。

笫四、在组织上，他们结党呰私，招降纳叛。形成党内一个资产阶级派别，即走资派。

这些人，有着共同的政治要求，共同的思想基础，共同的经济利益，他们在党内形成一股反

动的阶级力量。

第五、在策略手段上，他们往往披着“老革命”、“老干部”、“共产党员”的外衣，

从事修正主义的勾当。他们中不少人参加革命较早，资格较老，在民主革命时期打过仗，对

推翻三座大山有过贡献，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在他们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世界观未暴露之

前，人们不易认识他们的反动性和危险性。他们手里拿着党票，嘴里讲着马列主义词句，身

上穿着红衣服，头上戴着红帽子，打着各种旗号，可以暂时蒙蔽和欺骗一部分不明真相、觉

悟不高的人，跟着他们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走。因而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关于我们同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的矛盾性质问题。走资派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代表，

他们同新老资产阶级有共同的利益、要求和愿望，有共同的阶级本质，因此，我们同走资派

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这是一致的意见。但是，对走资派

究竟有没有两面性，我们同走资派的矛盾是否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则有不同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走资派也有它的两面性。搞修正主义，走资本

主义道路，是它本质的一面；有可能接受改造是它的另一面。因此，我们同走资派的矛盾就

有对抗的一面，也有非对抗的一面。问题在于那一面占居了主导地位，如果接受教育改造而

改悔，那就不会发展到对抗，如果坚持不肯改悔，矛盾性质就要转化为对抗。从中央关于撤

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看，邓小平这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问题也有一个从非对抗

性转化为对抗性的过程。

另一种意见认为，走资派同无产阶级的矛盾，既是两大对抗阶级的矛盾，那就完全是对

抗性的矛盾，不具有两面性，不能用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来照套。这是从整体来说。至于

对走资派中具体人问题的性质，则要做具体分析，要看罪行轻重和是否改悔等情况，才可以

确定是对抗性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矛盾。有的意见还认为，那些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本质上是

资产阶级的右翼，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完全谈不上具有两面性。他们与我们的矛盾，是对

抗性的敌我矛盾，正如资产阶级右派一样。至于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

理，那是属于政策的问题。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无不具有两面性（或叫两重性，都是一个意思），只

是依不同事物和不同过程两面性各有不同表现罢了。走资派包括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都具有

他们各自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在不同条件下也有不同表现。例如邓小平在民主革命时期既

冇革命的一面，又有不彻底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从民主派转变为走资派；在文

化大革命中在风头上认罪，过后又翻案，认罪是假，翻案是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从非

对抗发展到对抗，等等。我们就是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分析走资派的两而性。这样说，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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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削弱我们对走资派的斗志，而只会更好地认识走资派。但也有的同志认为，这种意见是

混淆了政治态度上的两面性和哲学上的一分为二这两个不同命题。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

的，但不是任何人都具有政治态度上革命和不革命、反革命的两面性。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走资派有三种人：一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二是资产阶级野

心家；三是民主革命派演变为走资派。我们与前两种人的矛盾是对抗性敌我矛盾；同第三种

人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但不一定是敌我问题。

六、关于对党内资产阶级的识别和斗争问题

关于对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的识别标准问题，大多数意见认为，指出走资派是党内资

产阶级，并不是要在党内来个划阶级，而是要我们看淸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认识走资派的

反动阶级本质，学会识别走资派并同它作斗争。识别党内那些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新资

产阶级分子，可以主要看其非法的经济占有，看其经济地位；但要识别一个当权派足不是走

资派，则主要是从政治思想上看他推行什么路线。而鉴别路线正确与否的标准，则是毛主席

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

诡计”三项原则，其中最主要的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

现。看政治，看路线，归根到底是看他代表那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政治利

益。有的同志还认为，识别走资派主要看路线，这是由无产阶级专政下走资派产生和活动的

特殊性所决定的。资本家的产生及其活动特点，是把货币转化为资本，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剥

削剩余价值。走资派则是在政治上占有地位和权力，把职权变为特权，把权力转化为“资

本”，利用权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由于走资派推

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最终目的和必然结果是要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以至整个生产关系的社会主

义性质，复辟资本主义，所以，主要看路线，同列宁划分阶级的定义并不矛盾。同时，资产

阶级法权的存在，是资产阶级赖以存在和再产生的重要土壤和条件，也是党内走资派的命根

子，党内走资派必然要利用政治经济权力，通过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来强化和扩大资

产阶级法权，把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改变为少数大官压迫统治劳动群众的关系，并把社会主

义公有制蜕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刘少奇、林彪是这样干的，邓小平也是这样干的。

也有一种意见认为，主要从经济上看，认为经济标准仍是划分阶级包括划分党内资产阶

级的主要标准，政治态度只不过是经济地位的集中表现。党内资产阶级就是指在党内形成的

妄图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高薪阶层、特权集团。由于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

是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而党内资产阶级正是利用生产关系三个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

法权，以合法和非法的形式，占有大量的商品和货币，吞并广大劳动人民的财产，在经济上

对广大劳动人民形成剥削，同时由于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结果，把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

有制变成走资派集体所有制。所以应着眼于经济方面进行识别。

还有一种怠见认为，产生资产阶级的因素是复杂的，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原因，

要具体问题作具休分析。在社会主义时期，既要看其经济地位，也看政治态度，要把两方

而结合起来晋。毛主席最近的指示也是从这两方而来分析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

关于如何与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问题，在一些讨论材料和文章中提出：

第一、必须把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注意力放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特别是要狠

抓两条路线的斗争。社会主义时期的主危险是修正主义，而这种危险主来自党内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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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从与刘少奇、林彪到邓小平的斗争，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说明。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

争，架中表现为两条路线的斗争。走资派往往以老革命的面目出现，打着红旗反红旗，因此

我们必须随时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动向，及时觉察走资派的阴谋活动，发扬反潮流的革

命桁祌，象过去斗地主、资本家那样去斗党内走资派。

第二、把党内的路线斗争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运用“四大”，打退党内资产阶级，的猖

狂进攻。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

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因此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不能靠少数人，一定要动员千

百万群众。而群众的觉悟，是能不能造成反对走资派的群众运动的关键。正如列宁说的：

“在我们看来，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

觉地从事一切斗争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因此就要求我们经常对广大群众进行思想政治路线

教育，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增强识别能力。

第三、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党内出资产阶级这个事实

说明，每个人都有变成资产阶级的可能性。要使自己能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

变成资产阶级分子，不当走资派，不做投降派，就努力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搞清楚社

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迫切需要出发，

清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半截子革命思想，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参加集

体生产劳动，虚心接受群众监督，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中共中山县委宣传部翻印

         一九七六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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