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面纱
高和荣

内容提要：新自由主义是在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尤其是在反社会主义的运动中诞生的 ，尽
管其理论派别与理论观点各不相同 ，但其主要内容都体现着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 ，是真
真切切地披着经济理论外衣的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副产品 ”而
是它的本真之义。它通过输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把非西方国家纳入到整个资本主义体
系之中来以实现其所谓的“历史的终结 ”。 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始终都与西方政府及财
团的支撑密不可分，它必然要为资产阶级服务。为此，我们必须认清新自由主义的意识
形态本质，必须在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对新自由主义进
行深入批判，以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更加合理地构建 。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 意识形态； 价值观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 20 世纪初并于 20 世纪 80 年代逐渐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行其道的政
治经济学理论，也是最能体现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派别之一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
快，新自由主义思潮实现了从经济向政治 、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内的全面渗透与浸入 ，并借助于
强势国家及国际组织的推崇而处于轴心地位 。准确把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本质，对新
自由主义展开深入批判，吸收其合理内核，有助于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

一、究竟何谓新自由主义
分析新自由主义必须要始终追问究竟何谓“新自由主义 ”？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
相异的研究旨趣。当前，人们普遍地把它当成一种体现着资本主义精神的“标准 ”的“经济增长
理论”。例如，乔姆斯基就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一个新的
理论体系”，“亚当·斯密被认为是其创始人，该理论体系也称为‘华盛顿共识’，包含了一些有关
全球秩序方面的内容……所谓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 ，他们由美国政府
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所制定，并由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在经济脆弱的国家，这些理论经常
用作严厉的结构调整方案。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 、市场定价、消除通货膨胀
和私有化。”①在乔姆斯基看来，新自由主义是对亚当·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一
种彻底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乔姆斯基的观点成为人们把新自由主义当成一种经济理论的重要
依据。
其实，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理论 。罗伯特·W·迈克杰斯尼就曾经指出，新自
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政策与过程： 相当一批私
①

2000 年版。
诺姆·乔姆斯基： 《新自由主义与全球秩序》，第 3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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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业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广的社会层面 ，从而获取最大的个人利益。 新自由主义首先与里根
和撒切尔关联。最近 20 年，它一直是主流政治党派、大多数传统左派和右派所采取的全球政治 、
经济趋向。这些党派及其他方面的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 1000 家庞大公司的直
接利益。”①迈克杰斯尼揭示了隐藏在新自由主义经济背后的意识形态本质 ，指出新自由主义实
质上是通过经济手段去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 。为此，法国学者科恩·塞阿认为，新自由主义是
资本主义全球化战略下的“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
国内学术界对于新自由主义范畴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 一些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最
早产生于经济学领域，从广义上看主要包括“伦敦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产
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公共选择学派 ”等②，因而它首先是一种经济理论，“泛指经济学中
的市场自由主义思想”③，并且在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公有与私有、约束与放任、经济全球化
与反全球化等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经济主张 ，构建了自己的经济体系。 为此，一些学者站在新、
旧自由主义比较的基础上认为，新自由主义之所以“新 ”，主要体现在它的内部不断产生出许多
新的经济学流派，提出了一些新的经济学思想，如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以弗里德曼
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科斯开创的新制度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以及以布
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等④。路爱国也认为，新自由主义把“对市场和市场力量的认可变成
了一种近乎宗教式的信仰，市场被当成唯一合理、公正、民主的资源配置者，建立和发展自由市场
被当成了目的本身，而一切干预市场的行动都遭到反对 。”⑤
毫无疑问，
新自由主义不只是一种经济理论，
随着“华盛顿共识”的提出，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
苏
东、
俄罗斯以及亚洲国家的实践，
及由此引发的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新自由主义越来越带有
政治色彩，
表现为“政治化、
国家意识形态化”，进而成为发达国家“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⑥。周穗明为此把新自由主义看成“最近二十余年来西方政坛的主流政治思潮”，更主
要特指撒切尔、
里根主义为代表的“一整套新自由主义思想和政策”⑦。李其庆认为，新自由主义打
着“自由、
平等”等带有所谓普世价值的旗号，
其实质是维护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这就决定了“新
自由主义必然走向政治保守主义”，进而成为“政治专制主义”⑧。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认
为，
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
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
主要特征，
”它“通过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而著称于世”； “‘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则是新自由主义
张。
”⑨
从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的主要标志。
表面上看，新自由主义是对亚当· 斯密“看不见的手 ”理论的继承与超越，也是对凯恩斯革
命的“反革命”，因而表现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新自由主义似乎具有了纯粹经济学理论色
彩。但是，我认为，新自由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已经明显地带有政治倾向与政治目标 ，体现为一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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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 《新自由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4 年版。李其庆： 《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
参见何秉孟： 《新自由主义评析》，第 1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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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意识形态理论，因而始终是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反映着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愿望与要求。 只
不过随着这个理论的发展以及它对拉美 、苏东以及亚洲国家的输出，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才
逐渐为人们所觉察。所以，新自由主义实质上就是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学 ”，是披着经济理论
外衣的意识形态理论。

二、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彻底的意识形态理论
我们之所以把新自由主义当作一种彻底的意识形态理论 ，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具有如下四个
方面的显著特征。
第一，新自由主义是在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尤其是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中诞生的 。 反社会主
义与反国家资本主义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题与理论目标 ，离开了反社会主义与反国家资
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也就失去了自身的存在根基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开山人物，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哈耶克在与兰格的论战中虽然没有取得胜利 ，但却及时宣扬了他的反国家资本主义与反社
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引起了私有企业主以及其它垄断资产阶级的普遍关注与极大兴趣。1944
年，在具有新自由主义“宪章”的《通往奴役之路 》一书中，他对社会主义以及当时正在实施的凯
恩斯主义经济社会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 ，认为英国的福利政策以及美国的“罗斯福新政 ”是对资
本主义的修正，与资本主义本质背道而驰，而苏联的社会主义简直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因为
它们“朝着专制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在哈耶克看来，计划经济必然导致“极权主义 ”①。 哈耶克
的这些思想与其说是对“看不见的手 ”理论的发展，倒不如说是彻底的反社会主义、反国家资本
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借反凯恩斯经济理论之名而反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反社会主义之实 ，是体
现着资本主义本真精神的意识形态理论 。尽管新自由主义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也对自己的理论
进行了某些修正，出现了“左派”、“右派 ”以及“第三条道路 ”等理论形态，其目的只不过是使自
己的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性与迷惑性 ，因而丝毫不能改变它的意识形态本性 。
第二，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新自由主义总是在一个国家出现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
的时候获得了较快发展。一次是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使得西方国家进入了所谓的
“滞涨阶段”，以凯恩斯主义为原则而建立起来的福利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负担危机 ，这为新
自由主义全面批判凯恩斯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 。此时，以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货币学
派、理性预期学派等彻底否定了国家资本主义 ，新自由主义从边缘走向了中心，成为里根和撒切
尔政府的治国之道。第二次则是在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原来以进口替代为主导的拉美国家陷
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于是，在个别国家及国际经济组织的压力下 ，一些拉美国家只好接受新自
由主义思潮，调整经济结构，大力推行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实行金融、贸易以及投资的自由化。
但是，这些改革是建立在接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 。也就是说，如果全盘接受了新自
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迟早也会逐步认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 。
在那个时代，苏东地区发生了颜色革命与政权更替 ，这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向这些国家的
输入创造了有利时机。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以“华盛顿共识 ”为主要内容，以私有化、
市场化、自由化为导向的“休克疗法 ”就成了苏东以及俄罗斯经济体制改革的唯一指南，导致新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这些国家的侵入与渗透 。新自由主义透过个别国家及国际组织试图将他们
苦心经营的“华盛顿共识”拓展成为“全球共识 ”，用西方的意识形态一统全球，而全然不顾这些
①

1997 年版，封二。
弗里德利希·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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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经济改革成效以及人民福祉的提升 。可以这么说，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与勃兴是建立在对
别国意识形态侵入与颠覆基础之上的 。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必然要
接受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
第三，从新自由主义所标榜的内容来看 ，尽管新自由主义理论派别各不相同，理论观点有所
差异，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与主要内容都围绕着如何推进“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以及
全球化”而展开的①。只要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这些主张，自然就得接受它所追求的私有制、资
本主义一统天下、非资本主义终结等意识形态观念 。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市场化 ”是对注重政
府调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否定 ，进而“逻辑地”否定了社会主义本身，新自由主义甚至把“政
府调控”当成经济不稳定、效率低下以及社会不公平的总根源。因此，坚持市场化就必然反对政
府调控，倡导“小政府大市场 ”，坚持“个人自由 ”，主张“小政府大社会 ”。 新自由主义的“自由
化”以个人自由为前提、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它是“私有业者 ”最大限度地“控制社会层面 ”的自
由，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建立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之上的“人类
整体”的自由②。也就是说，这样的自由只是“资产阶级 ”最大限度地获取自身利益的自由，它不
是“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私有化”最能体现新自由主义的精神实质，一
味地坚持私有化而忽视产权改革的社会主义主体地位就会从根本上否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及
集体主义，成为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演变、向全球推广其意识形态的最佳路径 。
马克思认为，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必然也支配着这个社会的“精神力量 ”，形成与这个社会
经济相一致的意识形态观念。新自由主义所标榜的“贸易全球化 ”或“贸易自由化 ”不仅是发达
国家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向发展中国家倾销自身商品、掠取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最好办法，也是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兜售其文化价值观念 、让这些国家听命于资本主义安排的重要手段。 为
此，马克思精辟地指出： “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
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③此时，这些国家
的经济究竟能否真正增长，贫困问题能否真正消除，社会公正能否真正实现，新自由主义已经没
有必要关注了，或者说就不曾关注过。 可以这么说，“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以及全球化 ”是引
导其他国家接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观念的“潘多拉之盒”。
第四，从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来看，新自由主义借助于浸透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制度向
其他国家推广，把非西方国家纳入到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去实现所谓的“历史的终结 ”。 马
克思曾经指出，意识形态“本身是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 ”，它是由“这个阶级的物
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④，在全球推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内在地推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 按
照新自由主义的看法，尽管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中仍然会发生着一些冲突 ，但由于整个世界
已经普遍性地接受了“民主”、“自由”、“私有 ”等价值观念，普遍性实行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
制度，使得人类关于自由、民主的争论已经结束，整个世界的意识形态观念必将“全盘西化 ”，西
方国家现行的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而表现为“历史的终结 ”⑤，与西方资本
主义相左的意识形态将会不复存在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念将一统江山 ，至于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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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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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2005 年第 3 期。
参见程恩富： 《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发展及其影响》，《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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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94 页，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98 页，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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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89 页，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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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魏万磊、刘黎： 《毁灭“乌托邦”的“异托邦”———读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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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发展就不再是一个重要问题了。 这正如新自由主义者福山所言，这样的历史终结是“人
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 ”①。 因此，“历
史的终结”不是指人类历史本身的消亡，因为“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
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②，而是说意识形态在全球的推广与渗透，使得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达
到了“孤独求败”地步，新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高唱赞歌 、鼓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由此昭然若揭 。
至此，原本似乎作为经济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已经彻底撕开了它那伪善的衣裳 ，变成了赤裸裸
的政治意识形态理论以及文化霸权理论 。所谓的“市场化”、“全球化”、以及“自由化 ”等只不过
是它用来推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

三、新自由主义为何能够大行其道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英美等国实行了新自由主义方面的某些改革 ，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当时国内出现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矛盾 ，新自由主义思潮被这些国家捧为圣典 。随后，这个理论在
拉美、苏东以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改革中再次得到了运用 ，使得一些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
首先，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脉相承 ，必然得到资产阶级的拥护。资本主义以资本为
纽带整合资产阶级，“自由”与“扩张”构成了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推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于
是，听命于资本的统治、对价值和利润的无休止追逐就成了人们活动的直接目标以及资本主义社
会的生存法则，谁掌握的资本多、谁的利润高，谁就越能够支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害怕没
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
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 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 ……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
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③ 资本的目的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是通过私人资本的无限积
累、不断扩大的再生产“谋得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这是资本的本质，也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任
何一种学说只要彰显资本主义本质它必然会得到这个阶级的拥护与支持 。而建立在个人主义基
础之上、试图恢复所谓的“纯正的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所坚持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以及
全球化理念则与资本主义精神完全一致 ，它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个人资本向垄断资本、国内垄断
资本向国际垄断资本尤其是金融垄断资本的集中提供了理论支撑 。因此，只要有可能，资产阶级
就会将新自由主义捧为“圣经”而不管这个思潮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矛盾性 ，也不管这个理论给世
界各国业已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其次，新自由主义本质上反对社会主义 ，自然得到资产阶级国家的支持。新自由主义一旦要
恢复所谓的“纯正的资本主义”，自然就要反对社会主义，甚至把实行国家干预、实施社会福利的
资产阶级改良政策都贴上“偷偷摸摸的社会主义 ”标签，并按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去分析 20 世
纪 70 年代西方国家所发生的“滞胀”问题，构建凯恩斯主义之后的理论体系与解释框架 。 于是，
新自由主义再也不是什么“纯粹的经济学人 ”了，比起其它任何一种理论，它具有彻底的反社会
主义以及反国家资本主义性质，而这种意识形态必然会得到试图向外扩张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大
力支持。乔治·苏尚在 1996 年发表的《单一思想是怎样形成的 》文章中披露了美国大财团、大
资本家支持新自由主义的若干细节 。

①

1998 年版。
转引自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5 页，新华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4 卷，第 216 页，人民出版社，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7 卷，第 258 页，人民出版社。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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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面纱
一方面，垄断资产阶级为新自由主义开展学术研究及传播思想提供庞大的经费支持 。例如，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 ”以及“传统基金会 ”等
1280 万以及 2500 万美元。1990 至 1994
新自由主义研究机构的年度经费预算分别高达 1700 万、
年间，美国《国家利益》《公众利益》等 4 家最大的新自由主义刊物得到了 2700 万美元的资助，而
同期《民族》《革新者》等 4 家进步刊物只获得了 26． 9 万美元的慈善赞助①，经费支持不及新自由
主义的 1% 。另一方面，垄断资产阶级不惜对新自由主义学说加以美化 ，把他们的观点包装成具
有普世价值的“客观真理”，让这些学者获得学术荣誉，以利于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其他国家的渗
1974 年、
1976 年以及 1995 年，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弗里德曼以及卢卡斯等人相继获
透。为此，
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资产阶级还为新自由主义学说的传播与践行提供条件 ，让这些学者
成为英美等国政府的座上宾，进而把它推广到拉美、苏东、俄罗斯以及亚洲部分国家。 从而使得
新自由主义成为资产阶级的御用政治哲学 ，作为一种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本性暴露无遗。 正
如文甘君所言： “这里有什么非意识形态吗？ 没有。 这是货真价实的意识形态，甚至他们的‘非
意识形态’本身也属于意识形态。”②所言极是！
再次，新自由主义试图淡化其意识形态特性 ，具有很强的迷惑性与欺骗性。新自由主义的发
展得益于 20 世纪 70 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失灵所引发的滞胀危机 ，得益于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得
益于苏东社会主义的挫折，得益于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 在这种情况
下，新自由主义把最具有欺骗性的“民主”、“自由”、“经济全球化”、“金融市场化 ”当成普世的、
具有中立地位的价值观念，摆出一幅价值中立的样子。而那些急于摆脱债务危机的国家在接受
发达国家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提供的金融安排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接受了隐藏在经济背
后的意识形态，最终别无选择地接受新自由主义，按照新自由主义开出的“药方 ”进行政治体制
改革，从而实现资本主义在全球胜利的这个梦想。 此时，新自由主义不是一剂“治国良方 ”而是
引导民族国家走向消亡的“死亡陷阱”。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最初总是以“纯粹经济 ”的面孔进
入到其它国家中去，打着拯救这些国家的经济，帮助这些国家脱贫致富的旗号。 其实，自从它踏
进这些国家领土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是什么纯粹的经济理论 ，而是成为发达国家推行自身价值观 、
推行和平演变的有力工具，从而成为把其它国家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意识形态理论。 这正如马
克思所言： “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 ，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
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 ，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
来决定的。”③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打着经济旗号来渗透自身的意识形态，因而使得它具有很强
的隐蔽性与欺骗性，并使得这个理论大行其道。

四、自觉抵御新自由主义的侵袭
一段时期以来，新自由主义主要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进行消化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新自
由主义在向发展中国家侵入过程中日益彰显其意识形态功能 ，并开始向我国渗透，试图左右我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因此，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的渗透 ，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

①

②

1996 年 8 月号，转引自文甘君： 《新自由主义缘起考》，
乔治·苏尚： 《单一思想是怎样形成的》，法国《外交世界报》，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5 年第 5 期。
2005 年第 5 期。
文甘君： 《新自由主义缘起考》，《马克思主义研究》，

1995 年版。
第 1 卷，第 289 页，人民出版社，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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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就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共同要求 。
一是要认清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本性 。 新自由主义思潮绝不是什么纯粹经济学思
潮，它从来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只不过在新自由主义还没有获得主导地位的时候 ，在凯恩斯主义
仍然发挥作用、能够解决资本主义国家面临困难的时候 ，它的经济功能掩盖了政治功能，意识形
态本性被经济理论所遮蔽了。然而，一旦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获得了主导地位 ，左右着这些国
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本性就暴露无遗。 而且这种意识形态本性迎
合了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侵袭的需要 。 此时，新自由主义思潮所关注的则
是非西方国家有没有吸收它们的思想 ，有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 ”进行“休克疗法 ”式的改革，它
们关心的是非西方国家有没有进入到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之中 。 从这个角度看，新自由主义为建
立全球资本主义埋下了邪恶的种子 ，它试图在整个世界建立起庞大的资本主义依附体系 ，努力使
穷人从属于富人，东方从属于西方。因此，认清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本性有助于揭开新自由主
义的神秘面纱，自觉抵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侵袭 。
二是要明确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不是否定改革 。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建立，我国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 ，政府着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快产权
制度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大力引进外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责任界限与责任
范围，强调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健全法律法规 ，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创造公平竞争的机会。 这些思
想与新自由主义的某些主张不谋而合 。一些学者据此就认为，如果对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批判
就无异于否定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其实不然。我们主要批判依附在新自由主
义身上的意识形态，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假设与理论前提 ，批判新自由主义假借全球化、金融
贸易自由化、市场化之名推广所谓的普世价值观 ，进而批判它们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思想，批判
它们否定市场经济的阶级性质，批判他们否定世界各国探求适合本国发展道路的做法。 而对于
新自由主义中的某些合理成分我们固然需要继续吸收 。因此，批判新自由主义不是否定改革，恰
恰正是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也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能使我们保持一颗警惕
之心对待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思潮 。
三是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开展经济社会建设。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内在地需要我们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使之既能吸收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优
秀成果，又能不断自我创新； 既能充分发扬民主，又能实现集中领导； 既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又
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将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强大合力，积极应对各种风
险、各种思潮乃至各种政治风波的挑战 ，不断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
供重要经验，使哪些标榜所谓“历史终结”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永无立足之地 。 深化政治
体制改革内在地需要我们扬弃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所有经济社会建设理论 ，强化政府在经济
社会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努力克服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指导的西方国家所固有的积弊 ，让社会
主义成为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因此，我们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并不是全面否定新自由主义，
而是通过批判新自由主义所隐藏的意识形态 ，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改革的侵袭，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始终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
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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