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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研究》

邓小平经济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
生产力对经济起决定作用
陈宣明
（ 厦门大学， 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要】 在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中蕴涵着这 样 一 个 基 本 观 点 ： 生 产 力 对 经 济 起 决 定 作 用 。 其 寓 意 非 常 深 刻 ， 主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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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在六个方面： 生产力是经济的前提和基础； 生产力是经济的来源； 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建设
的根本目的； 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建设的根本任务； 生产力是检验经济建设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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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经济哲学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博大精深的邓小平经济哲学
中就蕴涵着这样一个基本观点： 生产力对经济起决定作用。其寓意很深刻， 内容很丰富，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生产力是经济的前提和基础
邓小平认为生产力是经济的前提。他说：“ 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
义的初级阶段， 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 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这就是说， 我国现在所处
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 这是我们制订经济建设等规划的前提。他还指出， 若不以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为前提， 那么， 就搞不好经济建设，“‘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 中国吃了苦头。……总的来
说， 就是……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 超越”也就是没有以现有的生产力为前提， 反而背离这
个前提， 中国因此未能把经济搞上去。
生产力作为经济的基础， 它决定着社会经济的状态。邓小平认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科学技
术的发展， 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首先， 它决定
着产业性质。他说：“ 四个现代化， 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 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
工业、现代国防。”他还说：“ 一系列新兴的工业， 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
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 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其次， 它决定着经济生产的发展方向。他说：“ 现代科学
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 决定它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 现代科技创新了生产工具等， 经济的发展方向就
会随之变化。再次， 它决定着经济发展速度。他说：“ 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 应用于生产， 使社
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 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
动化程度。”
“ 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 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复次， 它决定着劳动生产率。
他说：“ 同样数量的劳动力， 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 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劳动生产率
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 靠得是什么？ 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二 、生产力是经济生活的来源
邓小平关于生产力是经济生活的来源的观点， 有这样几层意思： 其一， 如果没有生产力， 经济就成为无源之
水， 无本之木。其二， 如果生产力水平很低就意味着经济来源极端不足。他指出：“ 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
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说， 现阶段生产力水平很低， 意味着我国经济来源极端不足， 无
法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其三， 如果生产力发展缓慢， 经济落后问题也无法解决。他说：“ 社会生产力发展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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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 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 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其四， 要有高效率的经
济生产， 就必须具备高水平的生产力。他说：“ 经济发展得快一些， 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高科技领域的一个
突破， 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反映高水平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技术是现代高效率经济的主要来源。其五， 只有高
度发展的生产力， 才有高水平的社会经济生活。他说：“ 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共产主义高级
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 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 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这就是说， 共产主义
社会的“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的经济生活来源于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 只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 才是共
产主义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源泉。
既然生产力是经济的来源， 那么就应该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强调说：“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
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 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 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
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
“ 在社会主义国家，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 一定要致力于发
展生产力， 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 、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人的需要在它与劳动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增长扩大永无止境， 人类劳动的动因客观上是永恒的， 在劳动中形
成的主体生产力， 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永恒动力。邓小平正是基于这一点， 而强调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 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 使每一
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 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 一
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 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 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 几百万
个生产队都要开动脑筋， 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 为国家创造财富多， 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 集体的福利就应
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 不重视物质利益， 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 对广大群众不行， 一段时间可以， 长期不
行。”人民群众首先是社会生产力的主体力量， 只有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调
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就能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很显然， 生产力就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四 、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
邓小平说：“ 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
“ 发展生产力”与“增加人民的收
入”， 相比较而言， 后者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是经济建设的直接目的， 以前者为基础。
而前者“发展生产力”更具有根本性， 它是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只有“根本目的”达到了，“ 直接目的”的实现才
有根本保证。所以， 邓小平强调说：“ 搞四个现代化， 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 发展国民经济， 发展社会生产力。”
“我们的政治路线， 是把四化建设作为重点， 坚持发展生产力， 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 除非打起世界战
争。即使打世界战争， 打完了还搞建设。”这就是说， 四个现代化就是经济建设， 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生产
力。邓小平还说：“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 而
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这就是说， 只有实现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才能实现共产主
义， 不言而喻， 发展生产力也就成为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
经济建设如果没有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目的， 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说：“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
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但什么叫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还在摸索之中。……‘文化大革命’， 搞了十年，
……要人们安于贫困落后， 说什么宁要贫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这就是‘四人帮’搞
的那一套。哪有什么贫困的社会主义， 贫困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讲的共产
主义是‘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的社会。什么是按需分配？ 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达， 没有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 怎
么搞按需分配？ 马克思主义讲的共产主义是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 社会
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 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生产力不断发展， 最后才能达到共产主义。
‘四人帮’荒谬的
理论导致中国处于贫困、停滞的状态。”以往的教训， 就是没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来始终牢
牢抓好， 结果不但不能解决人民群众眼前的基本生活需要问题， 而且背离了共产主义的客观要求——
—不断发展
生产力。

五 、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建设的根本任务
发展生产力， 既然是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 那么， 也就成为经济建设的根本任务。邓小平说：（ 下转第 ７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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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５７ 页）“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
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 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里说
得很明白， 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即经济建设的根本任务， 就是发展生产力。
当今的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建立起来的， 发展生产力这个经济建设的根本任务就
成为更加紧迫的中心任务。邓小平说：“ 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 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
的资本主义国家， 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 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 逐步消灭贫穷， 不断提高人民的
生活水平。否则， 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 ”
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经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说：“ 社会主义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
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说， 要在社会上去除剥削、两极分化等不合理现象，
代之以合理的共同富裕， 归根到底是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实现的， 因而发展生产力必然地成为经济建设的根本任
务。

六 、生产力是检验经济建设的根本标准
邓小平反复强调， 生产力是检验经济建设的根本标准。早在 １９７９ 年他提出：“ 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
是有害， 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实质就是发展生产力。１９８０ 年， 他指
出：“ 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 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１９８７ 年党的十三大
报告明确提出：“ 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１９９２ 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 再次强调判断改革开放事业即经济建设的标准，“ 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
会主义社会生产力。”
综上所述， 根据邓小平经济哲学的思路， 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建设必须在现有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 不得
“左”而超越这一基础； 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力系统是生生不息的经济的源泉， 没有生产力， 经济就成为无源之水；
生产力发展水平低， 就意味着经济来源不足； 只有不断发展生产力， 才能不断发展经济； 只有高度发展的生产
力， 才有高效率的经济建设； 人民群众是生产力系统的主体力量， 经济发展依靠人民群众的推动， 因而生产力就
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所
以， 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 ， 而且事关社会主义前途； 这样， 发展生产力就成为经济建设的根本任
务， 检验经济建设的根本标准就是生产力。总之， 生产力对经济起决定作用。这是博大精深的邓小平经济哲学所
蕴涵着的基本观点， 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它从哲学的高度反映了经济事物内在的本质联系
和运行规律， 在理论上它是邓小平经济哲学乃至于邓小平理论的主要的逻辑支点之一， 在实践上它已经是还将
继续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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