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

论陈云的改革方法论
● 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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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

要] 改革开放是关系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抉择，又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没有
现成的路可以走。陈云作为党和国家的老一辈领导人，以其一贯稳健踏实的作风，在改
革开放初期践行了“实”“试”“稳”三条重要的改革方法论，为改革能够沿着正确的
道路推进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将尝试分析陈云改革方法论的具体内容，并阐释其在改
革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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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关系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抉

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 [1]。

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改革开放是

而国际上，全球经济却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

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梦

的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迅速向前发展。我们迫

的必由之路”。整整40年前，1978年底，以党

切需要通过改革，改变我们落后的面貌，改善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改革开放拉开

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缩短与世

了帷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开启了新的历史征

界的差距。邓小平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

程。陈云作为老一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改

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

革开放初期为改革的启动和稳步发展作出了杰

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了十一届三

出的贡献。今天，我们回顾和总结陈云的改革

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他强调：“再不实行改

方法论，对于当前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既有重

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

要的理论意义，又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葬送。”[2]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表

“文革”结束之后，党内国内、上下各方都

示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3]

认为中国需要改革。一方面，粉碎“四人帮”

但是，对于怎样改，大家都不清楚。改革是

标志着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中国进入了一个

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我们没有现成的

新的历史时期，人们期待着新时期新气象；另

路可以走。陈云以一贯稳健踏实的作风，在改革

一方面，客观形势的压力，也迫使我们必须进

起步的关键时刻践行了他自己独特的改革原则方

行改革。改革前的国内形势，“就整个政治局

法，即“实”“试”“稳”三条改革方法论，对

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

改革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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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
一、“实”：改革首先要弄清实事，

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

做到实事求是

搞四化。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

实事求是，是陈云一贯的原则，是他处理一

出发点。”[7]

切问题的首要原则。对于怎样进行改革，他仍

整个80年代，在陈云领导的改革中，实事

然坚持要首先弄清实事，根据实际情况找准问

求是的改革方法论得到了始终的贯彻。80年代

题，针对实际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

初，根据陈云的意见，中央确定了调整国民经

“实”，是陈云的第一条改革方法论，是最根

济的新“八字”方针，决定在前两年经济恢

本的一条。

复的基础上，集中三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的调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国务院着力

整，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奠定更加稳固的基础。

进行了企业整顿，国民经济得到了一定恢复。

这一调整方针的确定，是当时经济工作中的一

但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没有彻底清

个重要转折点。如果当时没有实事求是地确定

除，很快又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加剧

调整方针，一旦大批新项目上马，则损失会极

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

大，后果可能极为严重。为了农村改革的全面

上就经济问题谈了五点意见，明确提出，“我

推进，陈云十分重视“南水北调”工程。他同

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

样强调，要收集不同意见，认真研究，使这项

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实事，这是关键问题”

工程避免各种片面性。他批示，“我曾是热心

[4]

。这说明，陈云的改革思路一开始就很清晰，

于南水北调的，但必须按实际情况办事，因为

他从没给改革画一个框框，他认为改革首先一

这件事有关大局”[8]。宝钢建成，也是在陈云实

条就是实事求是。

事求是改革方法论的指导下实现的。由于宝钢

对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1979、1980两年的

项目是仓促上马，存在一些问题，调整开始以

计划草案，陈云认为仍存在指标高、缺口大的

后，对宝钢是继续上马，还是下马，意见不一

问题。他在李先念批请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国

致。陈云在反复听取各方意见、多次召开会议

务院关于传达《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经济

讨论并亲自到上海实地调研考察的基础上，最

计划的安排（草案）》通知稿的信上批示：

终下定决心宝钢要“干到底”。

“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
减建某些项目。” [5]邓小平十分重视陈云的意

二、“试”：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

见，批示“请计委再作考虑”。原先已准备下

总要下河试一试

发的通知因此没有发出。随后，在邓小平的积

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陈云主张改革要“摸

极支持下，1979年3月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

着石头过河”。从试点开始，既要大胆实践，

由陈云任主任，统一领导全国财经工作。陈云

又要稳步推进。“试”，是陈云的第二条改革

重新主持中央财经工作以后，大力贯彻了他的

方法论，是最重要的一条。

实事求是的改革方法论。他多次强调：“我们

1980年底，为了贯彻“调整、改革、整顿、

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

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央专门召开工作会议讨

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

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陈云在会上提

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

出，“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

[6]

好。” 陈云对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实际情况，

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

即基本国情有着实事求是的判断。他认为：

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9]。

“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二十

“摸着石头过河”是一贯的思想，新中国成

年，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

立初期陈云就多次提出过这一思想，并切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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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到了经济建设的实践中。这一思想反映的是

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道理。” [13] 1988年5月，

陈云反对从抽象的教条出发，而注重实践并倡

陈云在同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薛驹等人谈话时又

导从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的原则方法。历史证

强调：“做工作，不能只想快。慢一点，稳一

明，这种方法论是适合中国现实情况的，在改

点，可以少走弯路。走弯路的损失比慢一点的

革的成功推进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现在我们回

损失多。有人批评‘摸着石头过河’不对，但

过头来看，改革初期几乎所有成功的改革举措

没有讲出道路来。‘九溪十八涧’，总要摸着

都是摸索实践出来的。比如包产到户，三中全

石头过，总要下河去试一试。‘摸着石头过

会时并没有放开，是农民自发搞起来的，中央

河’，这话没有错。”[14]

逐渐在文件和政策中予以了肯定，从“包工到

从后来的改革实践看，我们走的正是一条

组，联产计酬”，一步步发展到“家庭联产承

“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实践、试点推开、及

包责任制”。陈云“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

时总结经验的道路。农村改革方面，安徽等地

同邓小平“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思想内涵

率先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

是一致的。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第

双层经营体制的改革试验，取得了巨大成功，

一句话就表示：“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

得到群众的普遍支持，然后在全国推广开来。

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31

城市企业改革方面，在四川等地率先进行扩大

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

企业自主权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国务院颁布

[10]

“扩权十条”，企业扩权在全国范围内铺开。

指导方针。”

此后，陈云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摸着

宏观经济管理方面，从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到

石头过河”，这一改革方法论对改革实践发挥

价格、流通体制改革，采取的都是“试点—推

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81年10月底，国务院批

进”模式。试办经济特区是经济体制改革探索

转国家经委、国务院体改办《关于实行工业生

和试点过程中的一项重大决策。1979年7月，

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并在通知中

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第50号文件，决定在广

说：“实行经济责任制，目前还处在探索阶

东和福建两省进行大胆的体制改革试验，试办

段，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领导，要摸着石

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试办

头过河，水深水浅还不很清楚，要走一步看

特区成功后，我们又搞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

一步，两只脚搞得平衡一点，走错了收回来重

再到内陆开放城市，最终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

走，不要摔到水里去。这样才能使经济责任制

的开放格局。陈云对试办特区持谨慎态度，他

[11]

在中央确定实行经济

主张：“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

体制改革方针后，陈云反复表示经济体制改革

使特区办好。” [15]“摸着石头过河”，采取试

势在必行，同时也反复提醒要“摸着石头过

点、实验再稳步推开的办法，避免了改革的盲

河”。1983年初，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内商

目性，又实现了以点带面、谋一域而促全局、

业流通体制改革。周太和将会议纪要送给陈

积小胜而成大胜的目的，保证了改革以较小的

云，想听听陈云的意见。陈云复信说，“对这

成本获得巨大的成功。

健康地向前发展。”

个问题的总的看法是：‘第一，体制必须改
[12]

特别要强调的是，陈云对中国的市场化改

1984年

革目标也是持“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论态度

6月，陈云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反映美国国务

的。陈云并不排斥市场经济，相反他是整个社

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爱德乐对我国财经工作提

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提出用市场经济弥补

出两条意见的内部材料上批示：“有经历的外

计划不足的第一人。陈云对市场经济的态度

国人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所有外国资本家都是

是，不要盲目照抄照搬西方模式，要摸索我们

如此。凡属危险项目，他们不搞，宁吃利息。

自己的经验。在陈云那里，市场调节是他结合

革。第二，改革必须经过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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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多年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立足中国的国

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总方向是正确的，具体的

情，经过深思熟虑提出的，实际上仍然是“摸

步骤措施，正在探索中。要走一步看一步，随

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论态度。但因此看起来似

时总结经验，坚持把改革搞好。“说到底，还

乎陈云对市场经济接受得慢一些，有人就此认

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

为陈云反对市场化改革，这是对他的一种误

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

解。

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

今天我们强调“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仍

达’。”[21]

然离不开“摸着石头过河”，因为任何改革

陈云的这一改革方法论实际上体现的是一

本身都离不开摸索、实验，顶层设计仍然要

种渐进式改革的思想。中国改革的成功，很大

“试”。

程度上在于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正确地选了一条
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粉碎“四人

三、“稳”：改革的步子要稳，

帮”以后，国内已经形成了改革共识。但是，

按比例发展才是最快的发展

由于宏观政策环境在短期内难以根本触动，价

找准了问题，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格体系的扭曲无法迅速解决，这就使传统产业

怎样保证改革的成效，或者说怎样使改革成效

结构具有了一种很强的惯性。因此在改革之

最大化？陈云的观点是，改革的步子要稳，按

初，我们只能通过管理体制的最先改革实现渐

比例发展才是最快的发展。“稳”，是他的第

进式的增量改革，从而达到调整产业结构、提

三条改革方法论，是最体现陈云思想特点的一

高经济效率的最终目的，这是最优的改革路径

条。

选择。如果我们不顾改革的初始条件，贸然选

1979年，陈云在给中央的关于财经工作的

择激进式的改革道路，如完全放开价格等，那

信中提出，“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

必将事与愿违，非但不能达到改革目的，甚至

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从

会引起社会动荡，进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俄

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

罗斯“休克疗法”改革的失败就是典例。

[16]

陈云认为，“我们要改革，但

陈云认为，体制的转轨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

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

史时期，改革之初，市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国

快的速度”。
能要求过急”

[17]

，“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

家宏观调控机制都没有建立起来，市场机制的

[18]

积极作用难以有效发挥，消极作用又得不到有

改革初期，在工业引进项目问题上，陈云

效控制，整个经济体系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

认为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他分析，我们的

因此他强调改革的步子要稳，要避免风险和不

起点是三千万吨钢，但是，不能光看钢铁这个

必要的损失，以求得最大的改革成效。应当

指标。我们同日、德、英、法不同，工业基础

说，陈云是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推动者和护

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不如他们；我们也不能同

航者。

行”

。

韩国、台湾比，它们是美国有意扶植的，而且

然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并不是一帆风

主要是搞加工工业，我们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

顺的。纵观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渐进派是在

业体系。因此，“我们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

同激进派的不断争论和角力中、在不断地摸索

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

和总结经验中，开辟适合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道

[19]

。1985年9月，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路的。比较突出的是价格改革问题。对于物价

上，陈云再次指出：“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

改革，陈云根据自己多年抓经济工作的经验，

则不达”

[20]

他提出，经济体制改革，

认为这个问题很复杂，因此改革的步子要稳，

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城

不能过急。陈云主张在一定时期内还是要保持

有计划按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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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改革之初他就

着现实的价值。只要我们认真学习领会、继承

指出：“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

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留给我们的思想法宝，我们

[22]

1988年，中央决定“物价闯

就能够完成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逢山开

关”，想要在短期内迅速理顺紊乱的价格体
济决策。陈云同多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明确

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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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的压力之下，很多商品已经供不应求。而时
间推到90年代，在通胀压力不大的情况下再放
开物价，人们很容易适应和接受，因而物价改
革得以顺利完成。说到底，要保证改革顺利推
进、保证改革的成效，还是要坚持陈云的改革
方法论 —— 改革的步子要稳。渐进式改革道路
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用陈云自己的话说：“实
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
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25]
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从农村到城市，
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
革，40年的改 革 历 程 成 就 巨 大 。 但 是 ， 改 革
开放作为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
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陈云的“实事求是”
“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的步子要稳”的改革
方法论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
的改革经验，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当前和今后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依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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