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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评论

改革“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
——— 重温先辈的声音之八

□刘瑞明

1985 年，邓小平会见了津巴布韦
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
贝，并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在这次谈
话中，邓小平回顾了我们党从建国以
来的一系列举措，总结了其中的经验
教训，进而指出“要发展生产力，经济
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

从 1978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
始，经过三十余年的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改革是
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今天
重新回顾这一论断，对于当今的改革
发展而言颇有意义。

邓小平是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
总设计师。他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中，
集人民群众的智慧，逐步形成了内涵丰
富、体系完整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早在
1962 年7 月7 日，邓小平在谈到对农业
生产和包产到户的看法时，就说：“生产
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
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
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
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
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
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在谈话中，他还
引用了刘伯承经常说起的四川谚语：“不
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这就是被后来广泛称颂的“猫论”的最早
版本。之后，这个比喻被指责为“唯生产
力论”，遭到了错误的批判。

在第三次复出后，邓小平对改革开
放的一系列极富洞见的认识更是直接
影响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党的方针政
策进一步集中在了经济建设方面。1980
年 1 月 16 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
的干部会议上指出：“说到最后，还是要
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
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
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
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在

改革前景不明朗和全国经济形势低迷
的情形下，邓小平在1992 年春天再次
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奋力推进中国
改革。在这次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
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
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
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
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
段。”他还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
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
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正是在这些改革思想的指导下，
经过三十余年的奋斗，中国的经济取
得了极大的进步，这在世界历史上都
是罕见的，被称为“神话”和“奇迹”。但
是，我们同时也必须承认，中国仍然需
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现在所面临
的一些社会矛盾也是邓小平当年所预
见，并且必须通过改革才能解决的。

首先，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不断扩
大，社会阶层在不断分化。在一个正常
的市场经济当中，每一个人都因为努
力、智力和机会等的不同而获得不同的
收入，收入差距和阶层分化也会客观存
在，但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公平的竞争
环境下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阶层流动，
也即社会中的“机会”是平等的，存在一
个正常的“流动机制”。但是由于我国在
转型过程中的机制不完善，部分行政垄
断和权力寻租导致了“流动机制”的丧
失，“机会不平等”导致这种不合理和非
法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这可能引发
社会不满。1986 年 9 月，邓小平指出：

“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
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
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
地实现共同富裕。”今天，我们重温这些
警示，越发感到振聋发聩。

其次，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由于
监督体系的不完善，政府权力依然过大，
政府官员利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进行
权钱交易，侵占公共财产。近年来腐败官

员的贪腐数字动辄上亿，其危害之大、影
响之深有目共睹。腐败已经成为影响当
前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一大毒瘤。而
且，在新时期，部分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央
企业利用种种手段进行了事实上的“内
部人化”。甚至在改制过程中通过内部人
的腐败侵吞国有资产。早在1989 年6月
16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
话时就指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
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
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
险。”他还提出：“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
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
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1992
年，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在整个改革开
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事实上，党的领导集体也意识到，
要想解决如上的各种问题，仅仅依靠经
济体制改革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政治
体制改革。早在1986 年 6 月，邓小平就
提出：“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
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
个标志。”“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
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同年9 月，他
又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
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
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
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
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
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在今天，重温邓小平同志的这些
谆谆教导，会更清醒地认识到“改革
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的正确方
向，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方面继续
推动改革也势在必行。我们坚信，在
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坚持经济改
革和政治改革并举的策略，以经济改
革带动政治改革，以政治改革保障经
济改革的果实，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
性，中国必将走向更加繁荣和富强。

(作者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副教授)

94 . 7 亿元

中央单位三公经费

6 月 30 日，财政部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的决
算报告，在中央公共财政
支出决算情况的说明中，
以文字形式公布了汇总的
“三公”支出情况。 2010
年中央单位三公经费为
94 . 7 亿元。其中公车购置
费为 61 . 69 亿元，公务招
待费为 15 . 28 亿元，出国
经费为 17 .73亿元。

13% 以上

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

根据日前出台的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纲要，未
来 5 年，我国最低工资标
准年均增长 13% 以上，绝
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
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
平均工资的 40%以上。

10 . 7 万亿
截至去年底

全国地方债务

全国地方债务家底摸
清。审计署 6 月 27 日发布
《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
计结果》称，截至 2010 年
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
余额 107174 . 91 亿元。总
体看，我国地方政府性债
务负担尚未超出其偿债能
力，不过个别地方政府负
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负担较
重，只能举新债还旧债。

432 亿元

今年旱涝灾害

直接经济损失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
部办公室统计显示，截至
目前，今年洪涝灾害已造
成 27 个省区市农作物受灾
面积 2598 千公顷，成灾
1159 千公顷，受灾人口
3673 万人，因灾死亡 239
人、失踪 86 人，倒塌房屋
10 . 65 万间，直接经济损
失 432亿元。

6000 万工薪层

不需要再缴纳个税

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
王建凡表示，个税起征点
提高到 3500 元后，工薪收
入者的纳税面经过调整以
后，纳税人数由约 8400 万
人减至约 2400 万人。这就
意味着，经过调整，约
6000 万人不需要再缴纳个
人所得税。

整理：吴华伟

舆情

郭美美

中国红十字会和郭美
美究竟存在何种关系，成为
近期舆论关注的焦点。中国
红十字会已经连续两次回
应质疑，称郭美美与其没有
任何关系，与中国红十字会
副会长郭长江更是没有半
点关系。但是舆论并未因此
放松，评论者认为，红十字
会“只有声明，没有证明”，
姑且不论郭美美的真实身
份如何，单看舆论对红十字
会紧追不放，就能揭示出一
些耐人寻味的问题。郭美美
或许仅仅是一个导火索，而
由此暴露的问题是公众对
红十字会募捐体制不够透
明的忧虑。

高铁

酝酿多时的京沪高铁
终于在 6 月 30 日，中国共
产党建党 90 周年前夕正式
开通运营。京沪高铁让以
京、沪为代表的两大经济
区以更快的速度相连接，
对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意义重大。但是京沪高铁
的建设过程并不是没有争
论，其中最引发关注的就
是高铁安全问题，中国高
铁试验时速已经刷新了世
界高铁史的纪录，但是最
终确定以最高时速 300 公
里运行，也许可以看作对
安全问题的回应。公众需
要的是既快捷又安全的高
铁，高铁开通前的广泛讨
论确有必要，这也说明在
国家重大建设工程中，决
策过程的透明、公开是值
得期待的方向。

悬浮照

自从网友发现四川会
理县政府网站领导视察悬
浮照后，山西寿阳、山西
沁源县的政府网站上也被
曝光了疑似 PS 过的领导考
察照片。在政府网站上发
布 PS过的照片看上去不是
什么重大的事件，但是引
来广泛质疑说明这种作假
行为对政府机关的诚信产
生破坏作用。政府在网站
上发布信息具有权威性，
而真实则是最基本的要
求，照片能造假，政府工
作的其他方面也可能会造
假呀！领导视察悬浮照背
后还暴露出部分官员过分
追求形式主义、过于追求
完美形象的问题。没去过
的地方也要合成到照片
中，照片姿势形态要完美
无缺，否则就 PS ，上有所
好下必甚焉。

执笔：高扩

食品安全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及其办公
室正在组织有关部门编制《“十二五”
期间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规划
(2011-2015)》，指导全国食品安全监
管体系的建设。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
检查组建议，国务院要加强对地方政
府食品安全工作的考核评估，并逐步
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责任体系，比如
进一步提高对食品安全重要性的认
识，把食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组
成部分。

海外投资

国资委网站 6 月 27 日正式对外

公布了《中央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央企业境外国有
产权管理暂行办法》，这两份文件已经
国资委第 102次主任办公会议审议通
过，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文件
均明确了中央企业是其境外国有资产
管理的责任主体，其中对于境外企业
管理失控、越权投资、内部控制和风险
防范存在严重缺陷、未建立境外企业
国有资产和产权监管制度，并造成国

有资产损失的情况，国资委将按照法
律、行政法规以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微博政务

近日，南京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政务微博建设的意见》，其中明确规
定，对于灾害性、突发性事件，要在事
件发生后的一小时内或获得信息的第
一时间，进行微博发布。这份意见提
出，对各类的政务信息和涉及市民生
活的公共信息，特别是灾害性、突发性
事件，要求在事件发生后做到尽快或
是第一时间进行微博发布，如果涉及
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水、电、气、自然灾
害等事件，要尽量做到一小时之内发
布。

温故
新语 中国仍然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现在所面临的一些社会矛盾也是邓小平当年所预见，并

且必须通过改革才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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