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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與 2016 年 5 月之後的中華民國 

 

俞劍鴻 

國立金門大學一點理論研究中心主任 

pyu8@hotmail.com 

 

中華民國第十四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將於

民國 105 年 1 月 16 日舉行。該次選舉為中華

民國第六次總統、副總統公民直選，採用普

通、直接、平等、無記名、單記、相對多數投

票這個制度。大部分的觀察家並不看好目前

的執政黨中國國民黨。本文旨在說明大陸的

科學發展觀和中華民國的未來是環環相扣、密不可分的。換

言之，只要台灣、澎湖、金門和馬祖維持中華民國這個國號

就是絕對安全的。 

 

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胡錦濤已經在

2012 年 11 月結束了 10 年的任期。 

 

1949 年 3 月，西柏坡成為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所在地

或者該黨進入第一個城市北京、解放全中國内地的最後一個

農村指揮所。1 

 

2002 年 11 月，被鄧小平欽點的胡錦濤正式成為總書記。

同年 12 月，他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曾慶

紅等中央書記處的同志刻意地前往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

參觀和考察。簡言之，西柏坡象徵著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2或

者毛澤東所言的代表新民主主義3時期。這也就是為何中共元
                                                 
1 1991年 9月，當時擔任總書記的江澤民也專程來到這個革命聖地，強調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他

們的黨員必須始終堅持毛澤東所言的“兩個務必”，並且作了重要題詞：“牢記‘兩個務

必’，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2 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 
3 因為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不能夠使用新三民主義這個概念.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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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1%B8%E8%88%89%E6%AC%8A#.E5.B9.B3.E7.AD.89.E9.81.B8.E8.88.89.E6.AC.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6%95%B8%E5%88%B6#.E7.9B.B8.E5.B0.8D.E5.A4.9A.E6.95.B8.E5.88.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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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陳雲曾經說過中共不必更改黨名，因為每位黨員仍然可以

擁抱廣義的社會主義。 

 

在面對每個重大的歷史轉折加上中共領導人一向有建

立一套政治理論的傳統，從毛澤東思想到鄧小平理論、江澤

民重要理論亦即三個代表，胡所代表的意識形態究竟為何？ 

 

讀者也許會問為何要提出這個問題？2015 年 2 月 1 日，

大陸發佈了「中央一號文件」，連續 12 年把焦點聚在「三農

（農村、農業、農民）」問題。早在中共第十七次三中全會於

2008 年 10 月 9 日至 12 日在北京審議《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

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簡稱決定）》，試圖在土地

管理制度、城鄉一體化建設、農村金融體系、保障糧食安全

等方面有所突破，讓農民享有更多的土地使用權和（自由）

流轉(transfer)權，4紓解長期困擾大陸內地的“三農”問題的壓

力。 10 月 9 日，新華社通過授權公布新土地改革方案，除

允許農民自由買賣土地承包經營權，還允許農民參與開發集

體土地，並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11 月，北京市平

谷區良莊子村十八名村民代表上周一致同意，將承包的萬畝

山地流轉（出讓使用權）拍賣。這項決定標誌著中共十七屆

三中全會後，“農村土地流轉第一拍”將合法地走上拍賣台。

有三家企業有意競標。其中的一位是台灣商人李復聖。 

 

官方資料顯示，從 1990 年到 2002 年，內地農民土地被

徵用的面積高達 4,736 萬畝。此話的意思為 13 年間推算有至

少 6,630 萬農民失去了土地。這些失地農民既沒有從征地補

償中獲得足夠的創業資本，又無法享受城鎮居民的社會保護

福利，大多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流民又稱無業遊民。 

                                                 
共而言代表進步或者非反動，可以使用有別於舊三民主義的新三民主義. 
4 官方媒體於 12日晚上公佈了三中全會的會議公報，與土地有關的僅有兩句話：“健全嚴格規

範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以及“提高土地產出率”。這同胡錦濤暗示要土地自由流轉，以及

官方媒體隨後的熱議所引發的土改期待，有著明顯的落差。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F%9B%E6%B3%BD%E4%B8%9C%E6%80%9D%E6%83%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2%93%E5%B0%8F%E5%B9%B3%E7%90%86%E8%AE%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4%B8%AA%E4%BB%A3%E8%A1%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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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要忘記《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簡稱物權法）》

於 2007 年 3 月的通過，等於告訴我們中國內地的格局可以

更加接近資本主義但仍然與資本主義保持一段距離。可是如

何以文字來表達呢？ 

 

須要知道的是，從 1921 年 7 月建黨至今，中共是一分

鐘、一秒鐘乃至半秒鐘也沒有放棄過馬克思主義。以下每個

人類發展的階段皆為馬克思主義的一環：原始共產主義、奴

隸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順便

一提的是，如果引述鄧小平 1984 年 6 月有關“一個國家、兩

種制度”的談話，我們會看到以下的文字：“港人治港有個界

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

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

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

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

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 又比馬克思主義的格局小一些

的列寧主義的焦點是放在或者說他的架構等同於封建主義、

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也就是說他並沒有必要深

入地探討馬克思主義的第一和第二個階段。 

 

至今，在重要場合，中共領導人仍然講馬、列主義和毛

澤東思想。5毛澤東思想的架構就是共產主義 vs.資本主義。

不用說，這個架構是馬克思主義的一部分也同時是列寧主義

的一部分。因此，當鄧於 1970 年末第三次復出政治舞臺之

際，他只說毛澤東的三七開缺點和成績。6換言之，他不能夠

全盤否定毛；否則邏輯上就說不通、站不住腳了。 

 

緊接著，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我們看到鄧小平理論

                                                 
5 很多的西方學者和專家錯誤地認為說中共早就已經揚棄馬克思主義了. 
6 70% achievements and 30% shortcom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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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式推出，亦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vs. 資本主義

這個框架。換言之，雖然鄧的格局要小於毛的格局，但是鄧

小平理論絲毫沒有脫離毛澤東思想。 

 

反映了從中共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到十六大這十三年間

中共的重大理論成果就是於 2002 年 11 月被寫入中共章程和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江澤民重要理論。這個術語也是在鄧

小平理論之間打轉的或者為一環並且提醒共產黨員三點：

「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的[第一]代表」、「中國先進文

化的前進方向[第二]代表」和「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三]代表。」 

 

2004 年 12 月，胡強調要堅持以科學發展觀來統一領導

發展全局。此涵意就是說有朝一日大陸要再度以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而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主流經濟路線。

須要記住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就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2007 年 11 月，科學發展觀在中共第 17 次全國代表

大會被寫入中共章程。須要知道的是，對中共而言，科學是

辯證的同義字。 

 

為了落實、貫徹科學發展觀，從 2005 年 1 月開始，用一

年半左右的時間，胡下命令在全黨開展以實踐“三個代表”重

要理論為主要內容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以及大

學裡的“加強大專院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活動。第三個

代表等於農民和工人；第一個代表指的是那些胸懷社會主義

和共產主義的企業家和一般的商人；而第二個代表亦即知識

分子和文化界人士則要懂得以言論和著作來調和第一個代

表和第三個代表之間的可能矛盾、對立和不相容現象。 

 

不用說，物權法加上 2002 年 8 月的《農村土地承包經

營法（簡稱經營法）》等於是把內地更加推向或者靠近資本主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85%B1%E4%BA%A7%E5%85%9A%E7%AC%AC%E5%8D%81%E4%B8%83%E6%AC%A1%E5%85%A8%E5%9B%BD%E4%BB%A3%E8%A1%A8%E5%A4%A7%E4%BC%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85%B1%E4%BA%A7%E5%85%9A%E7%AC%AC%E5%8D%81%E4%B8%83%E6%AC%A1%E5%85%A8%E5%9B%BD%E4%BB%A3%E8%A1%A8%E5%A4%A7%E4%B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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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因為一旦有一天在情勢比人強之下土地可以在大陸內地

買賣了，內地就等於是在搞 100%的資本主義了。這就是大陸

內地的保守派例如李鵬所擔心的地方。 

 

可是，就像上面所講的，科學發展觀是在提醒每個黨員

中共有一天還是要回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主流經濟路

線的。不過，江在十四大提醒過黨員需要幾代的人，十幾代

的人，乃至於幾十代的人才能夠走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

路線。屆時，中共才不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之間搖擺

不定。 

 

放眼看世界，很多西方的國家不是在實行某一種版本的

社會主義嗎？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的 Bertell Ollman 指出

社會主義有幾百種。只要看到某一個西方國家重視社會福利，

就是在實行社會主義。例如加拿大沒有一家私人醫院。簡言

之，內地只會接受 50%的資本主義，亦即好的一面。 

 

如何為胡在當上總書記之際進一步為他創造有利條件

也就是緊密的結合理論與實際？ 

 

如果要一語道破，胡的格局就是社會主義版本的市場經

濟 vs.資本主義版本的市場經濟。就像馬、列沒有談到市場經

濟加上他們也沒有想過胡的格局，從某一個角度而言，胡對

國際共產主義的論述或者話語權 (discourse) 是有其貢獻的。

不得不承認，這就是辨證法厲害之處，因為它可以幫助應用

者自圓其說，亦即最起碼在邏輯上站的住腳。自 2008 年 6 月

開始，中共中央批准重慶市和成都市成為内地城鄉統籌綜合

配套改革試驗區後，成渝兩地在城鄉統籌做了許多嘗試。這

兩個地方最明顯的做法就是允許土地流轉，此土地流轉比例

在内地領先。根據 2008 年 10 月的報導， 當時重慶準備申

請設立内地的第一個土地交易所，目的是要擴大農村土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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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轉範圍，將城市建設用地增加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相掛鈎，

並且開展農村土地使用權或承包經營權流轉服務。7筆者也聽

到一位時常來金門地區的大陸人士說中共會給每位農民 27

萬人民幣來收購其土地。 

 

我同意說至今，沒有一分內地的土地被買賣過，只有被

允許以多種形式（轉包、承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

式）流轉。有關人士提醒在堅持土地公有制的大前提下，中

共會進一步地講解土地財產權，完善土地徵用制度，延長土

地經營權年限，甚至容許農民的宅基地加入流轉，使土地收

益更多地轉向農民，也為農業集約經營創造有利條件，推進

農業的現代化。  

 

如果有人說《決定》的通過標誌著內地的第二次土地革

命，那就是大錯特錯了。充其量只能夠被稱之為“新土地改革”

或者另外一次的重大變革，對農村經濟制度和鄉村社會治理

將有重大影響。2013 年 11 月，中共第一次推出了國家治理

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並且強調依法治理這個政策。1949 年 10

月，是所謂的第一次土地革命，因為中共首次把土地國有化

了。1978 年 11 月，由安徽省滁州市鳳陽縣小崗村農民所首

創的農業大包乾也就是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只等於拉

開了內地農村改革的序幕或者解散了人民公社的制度。(1958

年 4 月，河南省遂平縣成立了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成為中

國歷史上第一個人民公社，也得到毛的讚賞。) 這一改革激

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内地走出了糧食和農副產品缺乏

的困境。 

 

就以上所言，告訴我們一件事，亦即並沒有丟掉老祖宗

的8胡還是一個 100%的馬克思主義信徒，只不過他的科學發

                                                 
7 http://www.zaobao.com.sg/zg/zg081014_503.shtml, dated October 14, 2008.   
8 The then President of Venezuela visited the Chinese mainland in September 2008 and said he is a 

Maoist.  See China Times (hereinafter CT)(Taipei), October 15, 2008, p.A9. 

http://www.zaobao.com.sg/zg/zg081014_50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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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觀到目前為止反映的還是 99%的意識形態，旨在提醒每個

黨員有一天他們的黨還是要返回毛的那個比較大的架構。這

對中華民國是否有影響? 

 

由於要回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100%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需要幾十年的時間，台、澎、金和馬維持中華民國這個國號

絕對是安全的，只怕一些政客搞不懂中共的邏輯就把國號改

變成為台灣共和國。屆時，中共就會不客氣地祭出 2005 年 3

月的反分裂國家法，要不然它會臉不紅、氣不喘的把現在有

的國號也就是中國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改為中華民國，以阻

撓其他國家例如美國和日本對台灣共和國的承認。不能夠忘

記的是，中華民國 = 台灣 + 大陸，而中華人民共和國 = 大

陸。總之，不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只要他們制定沉的住

氣的政策並且知道我們還是有一些牌可以打，9答案就是：安

啦!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9 參閱我的專書， The Second Long March:  Struggling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Under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Constitution (New York: The Continuum,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