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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梁漱溟提出的“铁钩”与“豆腐”这一比喻切入，结合梁漱溟20世纪20—40年代的思想、

实践脉络及50年代的历史背景，梳理了他在50年代的三次思想转变,进而指出，“铁钩”与“豆腐”的辩证关

系是贯穿于梁漱溟思想脉络中的重要母题。该视角有助于把握梁漱溟50年代思想转变的动力、曲折与张

力，同时其复杂性及与毛泽东在思想观念上的错位和对立统一，也促使我们理解现实状况下中国“建国之

路”内在的“双重性”与“独特性”，以新的视野进一步思考乡村革命与乡村建设、激进与改良之复杂关系。

［关键词］梁漱溟 20世纪50年代 思想张力

（梁漱溟与中共）这两条道路虽然在中国是

否存在阶级这一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是相互对立

的，但在建立新中国的局面下，却显现出犹如两

根稻草被捻成了一根绳子般的协调。

——沟口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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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929年，梁漱溟自广东北上游历，考察各地

乡村运动。在其后的记述文章《北游所见记略》

中，他提出了一个形象而深刻的比喻：“中国人民

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强似铁钩。亦许握铁钩的

人，好心好意来帮豆腐的忙；但是不帮忙还好点，

一帮忙，豆腐必定要受伤”（梁漱溟，1929：910）。
该比喻源起于他对阎锡山治下山西村政建

设的参观考察。对于这一声名在外的实践，梁漱

溟批评道，要谈乡村改进，根本在于发达生产、解

决农民贫困问题，若对此问题无解决办法，则乡

村问题即不必谈，“然而大家却都是无办法，而要

谈的；要谈就是要钱罢了。山西对此问题，并无

办法……所以他的村政，亦是向村民要钱的村

政，要钱之结果有二：一是村民厌嫌头痛……二

是贫而益贫”（梁漱溟，1929：906）。相应地，土豪

劣绅在当时之应运而生则“实属势所必然”（梁漱

溟，1929：903）。由此他进一步认为，对于当时以

小农经济为主要基础的中国而言，各项建设事业

的成本必然主要由农民承担，以致官僚本位下的

诸多建设事业，往往如“铁钩”伤害“豆腐”一般，

最终沦为“劳民伤财”乃至于“横征暴敛”。①

20世纪20年代末是梁漱溟通过“乡治”（后来

发展为“乡村建设”）探索中国问题的思想形成

期，《北游所见记略》带有一定的“思想起点”色

彩。他关于乡建运动、农民大众与政权关系的思

考，在这篇文章中以“铁钩”与“豆腐”的比喻形象

地呈现出来，表现出“制度成本”转嫁给农民的后

果。该比喻或隐或现地贯穿在梁漱溟 30年代投

身乡村建设的思考与实践中，也构成他多次强调

乡村建设运动不要“自操政权”的动力之一。

不过，这一忧虑和挑战也在他亲自推动的乡

建实践中深刻地存在。

就在 20世纪 30年代前期，中国乡村状况因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与国内政治经济宏

观环境的变化而进一步恶化。在这一背景下，梁

漱溟于 1935年作了题为《我们的两大难处》的演

讲。他毫不避讳地指出，由于“乡村运动没有自

己的财源”，故乡建运动的头一大难处即为“高谈

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他担忧地表示，“如此结

果下去，有让乡村工作行政化的趋势——乡村工

作变成地方下级行政”。若真如此，那么乡建运

动岂不亦成为他所批判的“铁钩”之一部分？面

对这一困局，如何在接受政府资助的同时保持自

身独立性？他并未作进一步的回答，仅在演讲最

后重申“我们要守定社会运动的立场，绝对不自

操政权”（梁漱溟，1935b：573-584）。
梁漱溟的模糊回应与内在矛盾恰可以视作

他个人及乡村建设所遭遇的“两难”的某种症候

性体现。梁漱溟 30年代从地方政府获取经费支

持进而领导乡村建设运动，与他 20年代末对“铁

钩”或主动或被动地伤害“豆腐”的批评之间，构

成了值得注目的反差。对他而言，一方面，他拒

绝并警惕于政权以“建设”为名而对乡土的实际

攫取，因此对“铁钩”与“豆腐”的问题充满忧虑，

并与各种形式的政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另一方

面，自下而上且由民间力量操持的乡建运动本身

无法产生稳定财源，故难以克服自身的依附性和

不稳定性。当自己从一个“观察者”转为“当事

人”，面对“铁钩”与“豆腐”的两难，梁漱溟同样充

满着困惑与尴尬。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20世纪50年代

的梁漱溟再次成为更大建设实践的“观察者”，他

又有些什么样的独特观察与思考呢？

二、问题的提出

痛感于清末以来国家衰颓、军阀混战和政治

纷乱，经过长期思考，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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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在于统一、稳定之国权无法建立。以此为出

发点，他发展出自己的建国主张——乡村建设，笃

信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方法。与此同时，民

国现实政治的太多“建国”失败使他一次次失望，

也由此而更加确信自己理论的正确。因此，当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梁漱溟的反应比较

淡漠，并不认为统一、强大的国家将就此建立。

1950 年，梁漱溟到山东、东北、河南等地参

观，并于次年到重庆参加土改，才发现自己梦寐

以求几十年之统一、稳定的国家已开始建立，这

给他带来极大的冲击。在此期间，他撰写了数篇

长文，反思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认识之不足，

并阐释中共建国成功所带来的贡献。

然而，1953年9月，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

时刻，梁漱溟与毛泽东却围绕农民工人“九天九

地”问题发生了一场至今仍被不断提及的著名论

争。到 1959年，他却让人“意外”地写作了《人类

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试说明建国十年一切

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以下简称《大发挥大表

现》）一文，对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建设取得的成绩

重新表达了极大的赞赏。梁漱溟对中共从赞叹到

质疑，到再次赞赏，其思想转折背后的理路是怎样

的？蕴藏着什么样的历史意涵？

有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毛泽东与

梁漱溟之间的契合之处，并追溯了契合之处背后

的宏观历史脉络，强调了理解两人在表面分歧下

更深层次的相通性的重要性（艾恺，2011；沟口雄

三，2011；钱理群，2016）。在对梁漱溟 50年代思

想状况的研究上，贺照田以梁漱溟关于中国社会

阶级问题的论述为中心，将他20—40年代的思想

和在50年代的思想转变相联系，讨论了梁漱溟所

提供的问题视野对于我们理解中国革命的意义

（贺照田，2011；2012；2013）。吕新雨则从现代民

族国家建设的视角讨论了 1953年毛泽东与梁漱

溟的论争，并指出毛泽东一直在通过各种设想与

实践来破解以“三大差别”为代表的社会分化，尝

试克服这一现代性悖论（吕新雨，2007；2013）。
这些研究启示我们：一方面，对梁漱溟 50年

代思想的考察，应注意到与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的

思想实践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应该将梁漱溟

50年代思想的曲折性放置于当时复杂的历史脉

络之中。

基于以上问题意识，本文将以1953年梁漱溟

与毛泽东的论争及前后思想变化为中心，将之回

置于共和国初期的历史语境与政治经济脉络之

中，并结合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思想状况进行分

析梳理，以探索一个新的理解视角。

三、梁漱溟式反应：曲折与张力

（一）从“不看好”到理解反思

1930年，梁漱溟接办《村治》杂志，他一扫过

去几年对中国前途问题看不到出路的苦闷，用确

定的语气说道：“否认了什么？否认了一切的西

洋把戏，更不沾恋！相信了什么？相信了我们自

有立国之道，更不虚怯！”（梁漱溟，1930c：13）所

谓“西洋把戏”，指“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和

“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而“自有立国之道”则指

作为建国方案的乡村建设运动。

他认为，一方面，“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

会特征使得中国社会和平散漫，未能形成阶级对

立之势，因此中国缺乏复制欧洲近代民主政治或

苏联建党建国的社会基础。也正是因为缺乏团体

生活和阶级对立，才导致“武力没有主体”，演为军

阀割据，无法实现政治统一；另一方面，“理性早

启”使得中国民族的固有精神高于西方，“以低就

高易”而“以高就低难”。在他的思路中，中国问

题的解决，应当通过培育社会（乡村）自身的力量

而形成新社会构造、建设新秩序，以克服国家的分

裂。也即，相对于“西洋把戏”，建立统一、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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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权、实现中国民族自救的路径唯有乡村建设

运动。

基于此，梁漱溟与中共在思想见解上“一直

有很大距离，就直到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还

是自信我的对”（梁漱溟，1951a：873），认为中国

共产党不可能建成统一、稳定的国权。1949年10
月新中国成立时，梁漱溟尚在重庆北碚。11 月

末，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相继入川。他看到

四野在军事装备和待遇上优于二野，又看到两军

在重庆接收物资时发生了彼此争夺的状况，且全

国划分了六大军区，颇有割据之势。关于“武力

主体”问题及军阀割据再现的忧虑，重新回到梁

漱溟的脑海。既有的理论思路，加上这一近距离

的观察，再次使得他“信不及中国能就此统一稳

定下来”（梁漱溟，1977：443）。
不过，这一疑虑却在他 1950年 4月至 9月参

观山东、平原、河南各省和东北各省后打消了，各

地的新气象使他震动欣喜。随即，10月他着手写

作《中国建国之路（论中国共产党并检讨我自

己）》。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梁漱溟视角里共产党的

成功之处，以及他对这些成功之处的理解和解释。

梁漱溟认为，共产党有三大贡献：一是建立

了统一、稳定的国权，二是“引进了团体生活”，三

是“透出了人心”。

对于梁漱溟而言，统一、稳定的国权有极大

的意义。在讨论中国出路时，他曾说：“二三十年

扰攘不宁，国家法律总是无效、社会秩序几时可

得安定，今后仍无把握……非经济问题有办法，

中国无办法；但非政治有办法，则经济无办法。”

（梁漱溟，1933a：412）也即，中国若要寻求到出

路，必须以统一、稳定的国家权力作为前提。在

这个意义上，他指出共产党对于“武力”缺乏“主

体”问题的贡献在于“从建党入手，再以党来建军

建国”，“结合一个团体，以统治中国的武力主体

自任”（梁漱溟，1951b：336），由此建成了统一、稳

定的国家权力，并避免了割据的再次出现。

“团体生活”在梁漱溟的思考中一直占有重

要位置。晚清时梁漱溟曾积极参与政治运动，但

辛亥革命后，“一年一年希望幻灭，直由失望而绝

望”（梁漱溟，1951b：341）。他认识到，政治改革

失败的根源在于中国人缺乏团体生活的习惯、参

与公共事务的政治意识，因此乡村建设运动的动

机之一即“在乡村下功夫培养中国人的新政治习

惯——团体组织生活”（梁漱溟，1951b：342）。此

外，团体生活更意味着一种新社会的可能性——

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避免西方资本主义

的垄断与不平等之弊病，达到经济民主化，并且

通过生产与分配的社会化而促进政治民主化。

尽管团体生活对于他而言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设

想，在乡村建设实践中却遭遇了“号称乡村运动

而乡村不动”的困境（梁漱溟，1935b：573）。然

而，此次参观使他认识到共产党真正把自己梦寐

以求的团体生活引入到了中国。

“人心”是梁漱溟思想中的一个独特概

念。他曾说自己一生主要思考两个问题——“人

生问题”与“中国问题”，可见前者在梁漱溟思想

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他认为，人类之所以异于

动物，乃在于人类能够超脱自身的“机械性”并获

得“自觉性”。这里的“机械性”指人受自身本能

的驱使而“不由自主”；与此相对，“自觉性”意味

着人能够超脱单纯的本能，反身认识自己、获得

自主性；生命的“自觉”与“自如自主”，意味着“非

被动”、主动创造、向上求进步。

梁漱溟谓之为“理性”——不是当下“reason”
意义上的“理性”（他用“理智”来指代“reason”意
义上的“理性”），而是指超脱生物本能的是非之

心与“情理”。在这个意义上，他建构了一个二分

法——“身”意味着生物本能和私欲，而“心”（或

“人心”）则意味着超脱生物本能的自觉、向上利他

的“理性”。他认为，人心虽然“本是超于身而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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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身的，但却又容易陷于身中而顿失主宰”，“透出

了人心”即指将“心”从“身”的蔽障中超拔出来。

这正是共产党的贡献和成功之处。以东北

国营企业工人为例，他认为：首先，中共把“身”的

问题安顿好，解除了工人的生活顾虑；其次，在管

理民主化的制度与风气下，尊重感有效地激发起

工人的觉悟与主动性，这使得工人的“心”可以

“从浅近狭小处解放出来”，激发起创造性、向上

心，推动了各项经济建设事业的开展（梁漱溟，

1951b：383-410）。他曾被民国时期社会中被动、

机械、死气沉沉的普遍氛围所深深困扰，这次参

观经验使他被新社会中人们饱满、向上的精神状

态强烈触动。

随后，他关于共产党何以能够成功建国的认

识更加深了一步。1951—1952 年，他相继写成

《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与《何以我终于落归

改良主义》②两篇长文，阐述了自己思想上的剧烈

转变。归结起来，在与中共的关键分歧“阶级”问

题上，受到事实与共产党理论的冲击，他开始思

考“特殊性”与“一般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阶

级分化乃是人类社会的“一般性”，共产党正是以

阶级观点把握住了这一般性，同时把握住国际上

“正从阶级立场分成两大阵营而决斗”的形势，在

阶级斗争的同时进行统一战线的联合工作，“斗

而不乱”，由此建立了稳固的国家权力（梁漱溟，

1951a：873-892）。他承认：“我的错误，实错在过

分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梁漱溟，1952：967）
以上是梁漱溟在新中国成立初年思想转变的

要点，概括地说，其核心内容是对共产党成功建国

经验的思考与对其贡献的体认。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中共成功的经验及其意义，梁漱溟之所以给

出这样一条解释路径，与他自己在20世纪20—40
年代的思想与实践脉络密切相关。共产党实行

新民主主义这段时期的发展事实，使他部分吸收

了共产党的理论表述，以尝试重新形成一个自洽

体系；或者说，他是在自己既有问题意识规定下

发展出了对于中共贡献的论述。

然而，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按照接受苏联战

略性援助的军重工业发展需求而改变新民主主

义路线，发布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城市推动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期在农村通过

统购统销与互助合作加大提取农业剩余……而

对于此时的梁漱溟来说，不大可能及时掌握苏联

援助下外资主导的国家资本迅速增长等重大变

化等情况，因此他对工业化崛起带来城乡、工农

差别的历史性变化提出了相关质疑。不过这一

质疑也并不表明他改变了自己在 1950—1952年

新民主主义时期形成的积极看法。

（二）敏感与疑问

1953年 9月 8日，全国政协召开常委扩大会

议，由周恩来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会

后周恩来特意嘱咐梁漱溟发言。9月 11日下午，

梁漱溟在会议发言中谈及建国事业的各项计划、

如何组织与动员群众等，并延伸出关于农民处境

的相关问题（梁漱溟，1953a：3-6），并未引起特别

关注。不过，次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未点名地批评

了梁漱溟，称他“反对总路线”。梁漱溟意识到遭

误解，急欲辨明。9月16日获得发言机会后，他复

述了此前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大意及 11日政协

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大意，以证明他并不反对总路

线，最后申明其本意在于就建国各项事业提出一

些具体建议。不料在 9月 17日的会议上，周恩来

就梁漱溟的历史做了较长时间讲话，批判梁漱溟

“一贯反动”（梁漱溟，1953b：12），且毛泽东表示

梁漱溟之反对总路线乃是恶意。他意识到遭到

毛泽东、周恩来误解之深，但又自信不曾反对总

路线，因此在 9月 18日的发言中“气势甚盛”，要

“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说他有恶意的话（梁漱

溟，1953c：14-18）。会场哗然，要求梁漱溟下台，

不准再发言。此后，他便致信政协，请假在家，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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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处理，但此事之后就再无动静。

要理解毛泽东、梁漱溟之间的这场论争，我

们不妨先回到梁漱溟的发言本身。梁漱溟9月11
日的发言主要是针对周恩来的报告。对这份报

告他提出了几个疑问，并希望建言献策，也即9月

16日他在会议上表示愿意“提供一个建议”，而他

9月18日的报告则主要是对历史问题与前几日发

言动机的自我辩白。若将“有无雅量”的类似意

气之争搁置一旁，可以发现，梁漱溟针对周恩来

的报告所提出的疑问，仍然是延续自己先前的问

题意识，而这些疑问中真正引起毛泽东批评的，

主要是梁漱溟所说的工人农民生活有“九天九

地”之差。

从这几篇草稿中我们可以归纳出梁漱溟疑

问的以下要点：

梁漱溟先交代了自己发言的动机。他看到

建国各项事业如火如荼地展开，因此希望将自己

先前对建国运动的两个重要思考提出来，“说些

对领导党有所贡献的话”（梁漱溟，1953c：14-
15）。

这两个重要思考，第一个是“统盘计划性”。

在 1953年 9月 11日政协会议上，梁漱溟表示，会

议中似乎未听到关于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发展

状况及计划，是否可以请党告知政协委员以方便

参酌和协商。这一点，在他发言结束后，即由周

恩来和农业部部长李书城作了答复。

第二个是“群众运动性”。梁漱溟认为，“建

国”之根本在于通过群众工作培养群众积极性，

启发“人心”。他的疑问在于，整体而言，似乎未

看到群众工作有相应“充分计划性的安排”，故希

望党能够“再注重于此”（梁漱溟，1953a：4-5）。

他希望将自己关于社会教育的一篇文章——《社

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作为建议提出来。

随后则是引起轩然大波的“农民问题或乡村

问题”。他指出，关于乡村问题的发言，正是从上

述群众工作与群众积极性的启发培养这一脉络

中引发出来的。他的疑问在于，负责农民动员和

教育工作的组织——农会，在土改后逐渐式微，

乡村中只有党政干部，导致“行政命令传达有之，

教育意味不够，群众工作谈不到，……而且量亦

不够……总之农民是比较落空的”。他认为，在

农民的动员与教育工作上，欠缺相应组织力量，

农民生活未被安顿好，阻碍了“人心”的透出。进

一步，他转向城乡关系与工农关系，“今建设重点

在工业，精神所注更在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

农民九地”，批评工农差距大、城乡关系脱节等问

题（梁漱溟，1953a：5-6）。
以上是梁漱溟所提出疑问的主要内容。如

果说“统盘计划性”只是事务性的疑问（而且随后

就得到了答复），那么梁漱溟带有“质疑”色彩的

疑问主要集中在上述群众运动性问题与乡村问

题。要理解这两个疑问，需要回到他的思想与实

践脉络中。

首先，在群众工作上，他认为缺乏整体性的

组织安排这一点，与他对教育问题的理解密切相

关。上文已述及“人心”“自觉性”在梁漱溟思想

中的重要位置，他认为中国革命无法用暴力完成，

只能通过培育、建设新的“文化-礼俗-秩序”来完

成。这一培育与建设，离不开对人“自觉性”的培

养、启发与“人心”的透出，而这正是教育的任务。

他为此设想了作为新教育系统的村学、乡学，将

教育工作与乡村组织化结合起来，一方面进行民

众知识技能教育，另一方面进行精神层面（即“人

心”“自觉性”）的培育。他认为只有如此，方能激

发民众参与各项建设事业的自觉性、自主性与积

极性，将社会改造真正有效地落实到每项工作上

（梁漱溟，1931：654-684；1934：528-531；1936a：
804；1936b：790；1937d：966；1953d：21-22）。这

便是他在 1933年的《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

中提出，并在实践中展开探索的教育工作。他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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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曾说这一草案乃是“一生从少壮而中年思索解

决中国问题几经曲折转变臻于成熟的具体规划”

（梁漱溟，1976：3）。因此，作为对建国问题的重

要思考，他愿意提出建议，以贡献于建国事业。

其次是乡村问题。如果说农村中缺乏相应

的组织力量、农民生活未被安顿好，是延续上述

群众运动性问题而提出的，那么值得追问的是，

为何他由此折入城乡关系、工农关系问题。如果

说在 1953年大规模工业化开始展开的这一历史

时刻，梁漱溟敏锐地感受到了城乡关系、工农关

系的变化，切中了那一时刻的关键历史张力，那

么他的敏感来自哪里？要回答这些问题，在回到

他20—40年代的思想和实践脉络之前，应先讨论

共和国初年的历史语境。

1950年开始的朝鲜战争不仅导致国际地缘

战略结构重大改变，也为中国带来了苏联援助的

战略性投资，加快了国家资本主导的工业化进程

（温铁军等，2013：39）。重工业的发展使人口开

始由农村向城市流动，1953年城镇人口比1949年

增长约 36%，城市商品粮消费剧增；与此同时，农

村自给性消耗的上升使得公粮和商品粮占比下

降，这导致1953年出现农产品供给不足的紧急状

况（温铁军，1999；薄一波，2008：181）。1953年上

半年，毛泽东要求中央财经工作委员会就粮食供

销矛盾加剧问题提出方案。陈云提出“农村征

购、城市配售”的方案，上报中央。10月2日，毛泽

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陈云提出的

方案。这一方案随后定名为“统购统销”（薄一

波，2008：183-187），10月16日起正式实行。历史

地看，这一政策的功能不仅在于保证城市工业人

口的商品粮需求，更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定价机

制有效促进了城市工业的资本积累。

实际上，内向型资本积累演化的城乡二元结

构矛盾恰是从 20世纪 50年代开始显露，并在以

后相当长时期难以缓解。在这一宏观背景的基

础上，再联系梁漱溟 20—40年代的思想脉络，就

会理解他质疑的客观性。

梁漱溟晚年吐露，“九天九地”的说法来自友

人彭一湖（李渊庭、闫秉华，2011：233）。就像前

述重庆解放时二野与四野争抢物资一事带给他

的刺激，可以想象，在一个工业化全面展开的时

刻，了解到工人农民生活水平开始产生差异，对

近代以来“百年乡村破坏”状况及城乡关系、工农

关系等问题高度敏感的梁漱溟来说，很难不引起

对往昔局面重现的担忧。

尽管梁漱溟常被视为民国时期“以农立国”

派的代表人物，但他并不承认这一点。③相反，他

对于工业化极为重视。④或者说，他素来所敏感

的不是工业化，而是资本主义式工业化所导致的

畸形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等社会弊端。

实际上，对此问题的思考贯穿在梁漱溟的整

个思想与实践脉络中。在其关于乡治／乡村建

设的思路形成后，他开始在具体的社会层面，从

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等方面反思西方资本主义道

路所造成的弊端——近代西洋人的路“工商业偏

攲”，“都市畸形发达”，农业受到桎梏，乡村归于

衰落，“实为一种病态文明”，是“人类文化的歧

途”。在这一问题意识的驱动下，他注意到虽然

当时中国未能成功走上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但类

似弊端却已戕害中国社会。例如，他指出中国民

族自救运动对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经济、政治、

教育上的模仿无不是朝着“侵渔乡村摧抑农业的

方向而猛进”（梁漱溟，1930b：222-225），乃至于

“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

史。……外力之破坏乡村尚属有限，我们感受外

面刺激而起反应，自动的破坏乡村，殆十倍之不

止”（梁漱溟，1937b：150-151）。
某种意义上，“自毁与他毁”也是“铁钩”与

“豆腐”的另一版本。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铁

钩”主要指官府，而对于更长历史进程而言，则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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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种脱离国情现实，自上而下推进的民族自救

运动。

梁漱溟的“由农业引发工业”的工业化方案

同样也应放置在“铁钩”与“豆腐”的问题意识下

加以审视。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工立国”还是

“以农立国”的论战中，对于中国的工业化方案，

他认为：第一，从资本角度而言，作为工业后进国

的中国必须以农产品出口为基础，换回机器，从

而积累资本；第二，从市场角度而言，中国工业品

没有在国外求市场的可能，必须以国内为市场，

而国内市场主要由占人口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村

和寄托于农村之上的大小都市构成，因此必须通

过乡村建设、农业改良，培养农民购买力，从而为

中国工业培养市场，这是资本进一步积累的必要

条件（梁漱溟，1930b：227-228；1933b：367-368；
1935c：630- 632；1935a：637- 642；1937a：961；
1937b：495-515）。他曾专门指出，西方工业化的

历史经验中，“多数工人遭受无情的排斥，工业的

进步在残忍中进行……这其中总有许多人被牺

牲……工业化的高度文明，简直都是血换的”。

正是基于这一自觉，他才强调，“假若我们也肯随

便走那（西方式——笔者注）工业发达之路我们

就用不着讲乡村建设、作乡村运动了”（梁漱溟，

1937b：549-550）。⑤可以说，该工业化方案与他

对中国之为农业国家及缺乏统一、稳定的政治局

面等国情现实的思考有关，⑥也紧密联系着他对

于西方式工业化对乡村抽空和破坏的警惕，以及

对一种城乡和工农均衡发展、对“豆腐”伤害较小

的新型工业化的设想与探索。⑦

当 1953年国家战略朝向城市为载体的军重

工业转型之际，他重新获知城乡脱节、工人农民

生活水平差距等问题时，“铁钩”与“豆腐”这一母

题似乎以一个新形式重新显现在他的思想意识

中：新中国实行的以国家为主导的工业化，是否

会让乡村再次陷入被破坏与被剥夺的处境？

1953年的粮食问题及与此紧密相联的工业

化问题，同样也是理解毛泽东这一时期思想状况

的重要背景。杨奎松指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

初期事实上十分重视农民负担问题。他对于农

民负担问题的态度变化恰始于 1953年“一五”计

划实施、工业化大规模展开、粮食需求猛增的时

刻。就在此时，梁漱溟公开提出“九天九地”问

题，正刺中了毛泽东纠结苦恼的心态，毛泽东的

反应之激烈折射出他内心的矛盾（杨奎松，2013；
钱理群，2016）。对于毛泽东而言，农民的当前利

益和民族国家工业化的长远利益是需要一起考

虑的，不应顾此失彼。他正是在这种纠结中对梁

漱溟进行了虽然猛烈但充满张力的批评。

首先，毛泽东将梁漱溟所说的工人农民生活

之差“九天九地”疑问理解为对农民“施仁政”的

要求，从而作了“大仁政”与“小仁政”的区分。他

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

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

建设重工业。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

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

政上”（毛泽东，1953a：104-106）。
其次，针对农民生活水平问题，毛泽东指出：

“事实如何呢？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

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有房子，生

活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不过，他接下来转向

了另一个问题：“用什么办法来让农民多得一些

呢？你梁漱溟有办法吗？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

患不均’。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

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

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

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

国亡党”（毛泽东，1953b：113）。且不讨论梁漱溟

的意思是否为“不患寡而患不均”，重点在于，毛

泽东这里的话暗示，在农民生活水平确实低于工

人的情况下，消解“大仁政”与“小仁政”之间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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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唯有发展生产。

结合毛泽东当时及在此前后一段时间内关

于相关问题的论述可知，这里的“发展生产”包括

以下两方面：

一是推进农业合作化，通过解决所有制问题

提高农业生产力。与梁漱溟的“大小仁政”论争

发生一两个月后，在与陈伯达和廖鲁言的谈话

中，毛泽东专门强调，农村所有制的改变是提高

农业生产力的关键，“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

发展互助合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

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

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

那真是难矣哉！”（毛泽东，1953c：119-120）。我

们不难体会到其中包含对梁漱溟的批评意味

——梁漱溟的“仁政”仅是“行小惠”，唯有农业合

作化方能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

二是推动农业工业化，通过工业促进农业生

产力的发展。毛泽东很早就将农业与工业联系

起来讨论。1951年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

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时，毛泽东特意将其

中“大规模的集体经济”改为“大规模的使用机器

耕种和收割的集体经济”，意在强调“大规模的集

体经济”与工业以及农业的工业化改造之间的紧

密联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3：350）。到过

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时，毛泽东关于此问题的思考

更加清晰。1953年12月，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

《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

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

学习和宣传提纲》发布。此文件指出：“为了发展

和改造我国的农业，就必须集中力量发展工业，

特别是重工业，否则就不能出产新式农具和其他

农业机器，不能生产大量的化学肥料，因而农业

生产就不能迅速增长，……发展工业，以便进一

步以新的技术来改造和提高农业，这就是过渡时

期工农联盟的新的经济的基础。”（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1993a：719）
可见，在毛泽东看来，梁漱溟“九天九地”的

批评带有反对当前工业化建设路线的意味，而工

业化恰恰正是毛泽东解决“九天九地”问题的根

本。他认为“大仁政”与“小仁政”之间尽管存在

张力，但可以通过发展生产统一起来。将上述内

容纳入视野后，毛泽东对该时期党外党内的相关

批评就不难理解了。⑧

（三）再理解

1953年那场论争后，梁漱溟很快就反思了自

己当时在会议上的态度。但是，对于 1955—1956
年针对他开展的思想批判运动，他则直言不讳

道：“所有这许多批判给我启发不大，益处不多”

（梁漱溟，1958：35）。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各项建

设事业的蓬勃开展，继续给予他较深的刺激。

1956年，在一次政协会议发言的最后，他提到新

中国成立以来无论是国内建设还是国际威望都

一日千里，“令人兴奋感动得落泪”（梁漱溟，

1956：31-32）。
1959 年初，梁漱溟开始写作《大发挥大表

现》。他在这篇长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各

项建设突飞猛进，根本原因在于“走社会主义道

路”。在他看来，尽管资本主义也唤起了人类的巨

大创造力，但是主要在于“人身”与“个人”（如生存

压力、私有财产等）层面，而社会主义唤起的创造

力则更进一层，在于“人心”与“群众”，即所谓“安

顿其身而鼓舞其心 ”，由此唤起的创造力将远高

于资本主义。此外，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具有另一

个资本主义所缺乏的优势，即一方面“集中领导、

统一规划”，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合理规划、分配

于建设事业；另一方面在集中与统一下，能够发

扬民主，启发出群众的自觉性与积极性。

从 1953年对共产党的疑问到 1959年对共产

党领导各项建设事业的热烈称赞与喜于言表，笔

者认为梁漱溟 50年代思想再次转变的原因潜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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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长文中，我们仍需回到具体文本和时代脉

络之中，而非仅将其视作“思想改造成功”的另一

简单例证。⑨

从《大发挥大表现》一文的核心论点可知，梁

漱溟对共产党领导建设事业之所以得法的原因

的分析，首先仍基于自己的“人心”理论。我们已

经知道，1953年9月政协会议上，梁漱溟提出质疑

的第一点，即关于启发群众的自觉性与积极性以

更好地参与建国运动，而在《大发挥大表现》中，

他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使得群众能够

“透出人心”，启发出自觉性、积极性与创造力这

一点再次进行肯定。这基于他对资本主义与社

会主义的抽象比较，更来自数年来他对中共工作

方法的体认及对各项具体建设事业的观察。

例如，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因为对于其人的

尊重，最足以刺激（感动）人心”，由此激起了劳动

者的主动性与组织性（梁漱溟，1961：466-467）。

他认为，正是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给予群众以发

挥主动性与积极性的机会，因此他对“种试验田”

及鞍钢“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做法表示了极大赞

赏，对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批判，并对 1957年整

风、反官僚主义予以热烈呼应。如果联系1953年

政协会议发言中梁漱溟对于中共群众工作的质

疑、对农村干部“强迫命令包办代替作风”的批

评，那么当他在随后几年耳闻目睹中共实行的社

会主义民主和群众路线，看到“人心”、自觉性和

积极性得以“透出”，“铁钩的豆腐化”似乎成为可

能，组织起来的“豆腐”则重新透出尊严与力量时，

他在50年代末所发生的转变就可以理解了。⑩

1953年政协会议上梁漱溟提出的第二点，是

对农民未获得较好安顿，工农之间差距拉大、城

乡之间开始脱节的批评，而《大发挥大表现》一文

中很多重要内容，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

首先，他指出农业合作化使得农民形成集

体，集中人力完成了诸多建设事业（如水利），并

促进农产量上升。他欣喜地看到农民生活在集

体化中获得了安顿，对此专门指出：“在工人是要

靠工会组织和国家劳保制度来安顿其身的，而在

农民则必待其身生活于高级社中方算安顿下来”

（梁漱溟，1961：457）。
其次，在论述共产党的“集中领导、统一规

划”优势时，他指出这意味着“要大协作、要反对

本位主义”，“从整体观念出发”，“全国一盘棋思

想”，“相互支援”等（梁漱溟，1961：459）。这似乎

是站在“国家／全局”的立场上，强调各小单位应

服从“国家／全局”的调配指挥，与他1953年在国

家主导的工业化建设背景下强调农民利益背道

而驰，但其实并非如此简单。他认为“局部”应服

从于“整体”，更指出“一切大小单位的利益要求

是由其上层更大单位和各方面彼此间去照顾

的。非这样，……不能顺成统一规划、集中领导”

（梁漱溟，1961：449），即强调“整体”和“局部”之

间的平衡发展。实际上，这一思考在经验层面的

支撑，即来自于他所了解到的“城乡互助、工农结

合以发展经济的那些协作和其订立合同彼此支

援的具体事例”（梁漱溟，1961：452）。
再者，就工农关系而言，梁漱溟指出，“一般

人在今天强调工业化之时不免忽视农业”，“却不

晓得同时从另一方农业来促进工业，其效更稳且

速。而离开农业以求之，恰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不止发展的慢而已，在经济发展上失去比例

均衡还必然百病丛生”（梁漱溟，1961：488）。因

此，他对毛泽东提出的工农并举的“两条腿走路”

方针表示赞赏，并对生产技术上的“土洋结合”表

示肯定。对梁漱溟而言，这一方面照顾到实际国

情，另一方面，正如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

报告中所指出的，亦“有利于缩小城乡间和工农

间的差别”（梁漱溟，1961：489）。
若联系 1953年政协会议发言中他对农村因

农会式微而缺乏组织力量以教育启发农民、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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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亦未被安顿好的批评，对城乡开始脱节、工

农差距拉大的忧虑，那么当他看到农民并未停留

于土改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在农业合作化的推进

中，终于一改千年的散漫习惯而形成集体力量，

并在集体化中“安顿其身”，当他看到农村服从国

家工业化建设全局的同时，国家／全局也倡导实

行“城乡互助、工农结合”，当他看到毛泽东实行

“两条腿走路”“土洋结合”方针，由此可以平衡城

乡、工农关系时，他在这一点上的态度转变，也就

可以理解了。

（四）“铁钩”与“豆腐”的辩证

若将前文所分析的梁漱溟在 20世纪 50年代

的三次思想转变放在一起看，可以发现，“铁钩”

与“豆腐”这一结构性关系是贯穿前后的潜在

线索。

例如，梁漱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第一次认

识转变——对中国共产党贡献的体认与钦佩，之

所以集中在“引进团体生活”等三个方面，原因在

于这些正是他长期致力但一直未能成功解决的

问题。他在 1950年的参观中观察到，在工厂中，

无论工人的工作问题还是生活问题，都得到组织

的解决与保障，工人的精神、活力与创造性在相

互尊重、畅所欲言的氛围中激发出来；在农村中，

组织起来的农民实行生产互助与供销合作，基层

组织执行力强，区乡干部对群众认真负责，而群

众也参与到团体中去（梁漱溟，1951b：353-
364）。当年他在乡建运动中尝试推行的诸多内

容，恰恰被共产党实现了。更重要的是，他一直

以来所忧虑的“铁钩”有意或无意地伤害“豆腐”

的问题，在当时表现出转化的可能性。一方面，

依靠“农村包围城市”和长期扎根乡土的务实实

践而获取政权的人民政府继续推行“群众路线”，

并以“工农联盟”为执政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为自我要求，意味着“铁钩豆腐化”的可能；

另一方面，将劳动者组织起来，同时强调对其主

体性和价值的肯定与尊重，使之“透出人心”，意

味着改变此前散漫弱势的状态，实现“豆腐铁钩

化”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铁钩”与“豆腐”的

可能转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梁漱溟的担忧。

但是，两者之间的张力并未彻底消失。在

1953年这一关系中国工业化前途命运的关键时

刻，对“铁钩”与“豆腐”的问题的忧虑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再次凸显，成为他发出疑问的内在动力。

如果把“铁钩”与“豆腐”的问题理解为“强势者”

（政权／师法西方的救国实践／工业化／国家）

与“弱势者”（农民／乡土）之间的一对结构性关

系，尽管不同历史情境下承担“铁钩”角色的主体

充满差异，但就力量对比而言却有相似之处。梁

漱溟先是批评阎锡山 20世纪 20年代的村政实验

导致“铁钩”对“豆腐”的可能伤害；而30年代他自

己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时候，则意识到乡村建设

要想有力量，也将难以避免地带上“铁钩”色彩。

区别于一般的旁观，来自乡村建设亲自实践的

“难处”与内在张力似乎本有可能使梁漱溟对近

代中国历史展开之复杂性与悖论性产生更深刻

的理解，然而在《我们的两大难处》中，尽管梁漱

溟面对这一问题确实左右为难，但他对“难处”

的处理最终仍然回到自己关于中国问题的既定

理解内部，并未形成对已有理论框架的突破。也

可以说，以其略显宏观和抽象的理论推导把这一

复杂问题不无遗憾地放过了。

因此，1953年当“铁钩”与“豆腐”这一母题以

“大仁政-小仁政”的新形式再次出现时，一方面，

基于对民国时期乡村问题的深切思考，他的发言

敏感地切中了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等关键问题；另

一方面，由于他对这一结构性关系的思考仍内在

于之前的认识框架，虽然这一母题再次出现，但梁

漱溟并未能从一个更高的层面加以认识把握。

1953年以后几年的经验事实继续给予梁漱

溟以较大的冲击，到 50年代末，他的理解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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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延续着既有的理论进行。在这一再理解与

再解释中，包含着他对自己在1953年政协会议上

提出疑问的部分回答——包括对于“人心”的启

发、农民的安顿、城乡差距的缩小、工农关系的平

衡等，使他发现“铁钩”与“豆腐”的问题在现实中

动态辩证地展开并发展着，也使他从1953年对中

共的质疑再转变为50年代末的赞赏与肯定。

总之，“铁钩”与“豆腐”这一母题在梁漱溟50
年代的思想脉络中数次复现，并非说梁漱溟该时

期的思想论述可以被还原为这对抽象母题的具

体展开，而是说对于他在20年代末酝酿乡村建设

思想时就已存在的这对结构性关系，尽管在接下

来数十年的思考与实践中数次变换形式，我们依

然能够较为清晰地辨认出其踪迹。对该结构性

关系的把握，有助于我们对梁漱溟50年代曲折思

想的理解。同时由于梁漱溟的思想曲折与 50年

代的社会主义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也能够

为我们突破主流历史叙述对国初历史的去脉络

化认识，从而理解社会主义实践的复杂性提供一

个观察视角。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理解，反过来

可以促进我们更好地把握梁漱溟的思想脉络及

“铁钩”与“豆腐”的问题的历史意涵。此即下文

将展开讨论的内容。

四、原始积累、乡土回馈与建国之路

（一）农业国的原始积累

前文将毛泽东和梁漱溟之间的论争放置在

1953年粮食问题背景下讨论，实际上我们还应在

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对这场论争进行再

理解。

20世纪 20年代，面对工业化道路、城乡工农

关系问题，苏共党内也发生了一场围绕“社会主

义原始积累”问题的论争（蔡恺民，1981；吕新雨，

2016；Sam Moyo，Praveen Jha，and Paris Yeros，

2013）。尽管两场论争发生在不同的历史脉络

中，但是同一个结构性矛盾在不同历史时空下彼

此呼应的历史性反应。该结构性矛盾在于：对于

资本绝对稀缺的农业国家而言，当要迈向工业化

之路时，必须跨过资本积累关隘；但在无法复制

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海外殖民扩张等手段进

行资本原始积累之路径的情况下，只能以本国内

的全体劳动者为剩余提取对象进行资本积累；对

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言，这又以从农民、

农业中提取剩余为主（温铁军等，2013：11-14；
Terence Byres，1986）。

在工业落后、以农业为主的俄国等国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苏联正是如此。论争中布哈林与托

洛茨基的关键分歧之一在于社会主义是否也存

在“原始积累”，但对于苏联而言，无论采取激进

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方式，还是温和的“工农

联盟”方式，资本积累是无论如何无法绕过的客

观阶段，而且资本积累所需的剩余毫无疑问地主

要来自对农业、农民的提取。

对于中国而言也是如此，如陈云所言，“中国

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

意”（陈云，1950：97）。无论是1949—1952年的新

民主主义经济实践（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促进城

乡交换），还是1953年推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行

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为进行资本积累所需的剩余

都只能主要来自农民和农业。而从新民主主义

经济实践过渡到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路径，原因之

一恰在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在从农民和农业

中提取剩余来完成资本积累上陷入了困境。 粮

食统购统销与农业合作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

出，以低成本、高效率地从农业剩余提取、服务于

资本积累。可以说，中国的发展经验“基本上是

一个资源禀赋极差的超大型农民国家，在周边地

缘政治环境紧张的压力下，主要通过对本民族进

行剥夺的内向型积累方式，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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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过程”（温铁军，2001）。
从这个意义上说，使农民和农业承担起资本

积累的历史重担似乎是一个“不得不”的选择。

斯大林在 20世纪 20年代后期一改对布哈林“工

农联盟”理论的认同，转而站在“社会主义原始积

累”立场上，开始实行强制征粮和全盘集体化，背

后原因历来聚讼纷纭。吕新雨指出，对这一转变

的理解需要考虑到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对苏联

的影响（吕新雨，2016）。同理，中国之所以选择

类似道路，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到 20世纪 50年代

初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如世界范围内的冷战与

朝鲜半岛的热战），“保家卫国”对于在近代历史

中遭受长期屈辱的中国的政治意义，以及因巨大

外部压力而对国家工业能力的强烈需求。

在全球资本主义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竞争

格局中，“国家”及其工业能力的重要性与社会主

义关于平等的诉求之间形成了内在的深刻张

力。这是我们今天重新理解 1953年毛泽东和梁

漱溟论争时所必须考虑的。

如果说当年本土的“梁漱溟式反应”从乡村

的角度“直白”地表征出这一历史张力，那么当下

吕新雨的追问（“这些赋予‘民粹主义’以生气的作

为社会现实的利益和情感，在苏联和中国的社会

主义蓝图中，究竟应该如何安置？”）如何进一步为

我们理解中苏社会主义现实历史提供更多启示？

如果说斯大林的铁腕工业化所完成的历史使命，

是近代“世界竞争格局的产物”，“本身就包含了暴

力与残酷”，论证了“现代民族国家与暴力的内在

逻辑”（这些都属于梁漱溟批评的“铁钩”），那么

究竟应该如何在一个“更深刻和广阔的历史视野

中去理解”这种残酷、牺牲与暴力呢？（吕新雨，

2016）
回到中国，赋予梁漱溟以质疑与纠结的“作

为社会现实的利益和情感”，在中国的社会主义

政治构想中究竟应如何安置？尤其是 20世纪 90

年代由产业资本扩张而演变为“生产过剩”以来

“三农”问题浮现、城乡差距拉大、农民重新沦为

“豆腐”的时刻，怎样在一个“更深刻和广阔的历

史视野中”理解中国农民的“豆腐”命运及其与国

家和国家主导的工业化“铁钩”之间的关系，是

“梁漱溟式反应”驱使我们追问的问题。

（二）汲取与回流

如上所述，如果说 1953年毛泽东、梁漱溟之

间的论争是历史张力的表征，那么对梁漱溟50年

代后期的思想再转变，自然也需要从不同角度将

其回置于所处的历史脉络中加以理解。

按照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的叙述，始于

1953年的“一五”计划“几乎是苏联1928—1932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翻版”。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

时，带来了相应的后果（如城乡差别等“新的等级

制和新型的社会不平等”），也付出了相应的代

价，并且“绝大多数代价是中国农民承担的，城市

的工业化主要是建筑在剥夺农村的基础之上”。

由此，“作为对苏联式工业化导致的社会和政治

结果的反应”产生了“毛主义的独特发展道路”。

在迈斯纳看来，50年代后期的相关政策与制度，

核心在于回应苏联模式工业化所带来的政治与

社会后果，其重点之一即缩小城乡差距（迈斯纳，

2005：104-117）。从这一角度观察，在人民公社

的制度与政策安排中，正包含着通过发展地方工

业、农村工业，实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更有成

效地使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和相互支

援”，以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政治设想（陈

伯达，1958：46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b：
223、582、599、609-610）。

在迈斯纳解释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还有以下

几项背景同样应纳入考虑：

首先，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所揭露的苏联经

验中的负面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鉴于苏

联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不均衡性，以及农民与

111



□

2018/02 开 放 时 代

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毛泽东说：“他们走过的弯

路，你还想走？”（毛泽东，1956：267）因此强调必须

要重视农业，并且一定要兼顾国家与农民的利益，

处理好两者间关系。1956年之后，毛泽东曾在不

同场合多次强调这一点，工业农业“两条腿走路”

与照顾农民利益成为他在此时期的重要关注点。

其次，在资本稀缺的状况下，一方面要维持

对重工业的投资，另一方面要为农业、地方与农

村小型工业投资，资金短缺是必须克服的问题。

苏联在 20世纪 50年代末的撤资更加剧了资本稀

缺的困境。按照温铁军的研究，中国此时仍然维

持工业化进程而不中辍，除调动地方积极性、推

动地方主导的工业化之外，关键在于动员广大劳

动力，以“成规模的劳动集中投入替代资本”，由

此产生了“亲劳动”（pro-labor）政策取向（如梁漱

溟特别表示赞赏的“鞍钢宪法”）。实际上，这也

是当时“豆腐铁钩化”——社会主义民主与群众

路线实践的重要背景之一。

尽管历史背景与动力多元而复杂，但可以确

定的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

及工业化建设的思考，以及相应的政策与制度安

排，呈现出强调农民与农业，并积极设想克服城

乡差别、工农差别的政治意识。工业化固然造成

了社会的重新分化和“三大差别”的加大，但如吕

新雨所指出的，毛泽东的工业化道路不是以此作

为理所当然的前提，而是相反，“是以消除城乡差

别为诉求的”，“人民公社及其社队企业的试验，

工人作为工厂主人的‘鞍钢宪法’，正是‘人民主

权’思想的重要体现”，“国家、政党与社会（乡村）

的复杂关系”是毛泽东一直以来持续关注的问

题，否则一党制自身必然出现“去政治化”的合法

性危机，其后果就是“越来越严重的国家与社会

（乡村）的分裂”（吕新雨，2013）。
（三）建国之路的“双重性”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及其主导的工业化对农

民和农业既有汲取又有回馈，我们在这里尝试称

之为建国之路的“双重性”。一方面，以国家／工

业／城市为优先，从农民和农业中提取剩余以服

务于工业化的资本积累，这代表了资源自下往上

的“汲取”趋势；另一方面，强调“人民主权”和“工

农联盟”，对工农价值充分肯定，并通过促进农村

工业化等方式以缩小城乡差距、平衡工农关系，

同时对原先以城市为导向的文化教育、社会建设

等进行了方向性改变，并践行社会主义民主与群

众路线，确立劳动者的尊严、主体性及能动性，这

代表了资源自上往下的“回流”趋势。

进一步说，如果我们对乡村建设进行更开放

的理解，新中国成立后事实存在的“没有乡建派

的乡村建设”正是“双重性”的某种体现。笔者曾

在另文中指出：“熟悉乡土脉络及其内在机理的

中国共产党虽然不得不通过内向型原始积累完

成工业化，进而派生出自上而下高度（过度）组织

农民、动员乡村和提取农业的做法，但也充分尊

重基层与群众的创造，促进包括教育、医疗等资

源通过另外途径向乡村回流”。新中国的建立虽

然使乡建派知识分子的乡建实践中止，但却“由

于新国家社会广泛参与基础的形成，使得乡村建

设的理念和工作在国家建设背景下，以新的形式

被高效、全面地替代与覆盖，比如全民扫盲、技术

推广、水利建设、互助合作和各种实践创新（如赤

脚医生、乡村民兵、社队企业等），以及对农民主

体地位、妇女解放、尊严劳动等的强调”（潘家恩、

温铁军，2016）。易言之，对于“三农”而言，中国

独特的“建国之路”并非只有资源外流这一单向

过程，“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同时在平行发

生，对乡土社会起着“回流”作用。

从另一角度说，虽然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多

次发生经济危机，但是“避免了各种政治或社会

问题的集中或连锁爆发”，维持了工业化进程不

中断，并未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堕入“发展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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阱”。其根源在于，中国能够依托国内的城乡二

元结构，“弱化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向农村转移危

机成本”。乡土社会之所以能够维持对于危机成

本的承载能力，原因恰在于国家除从乡村汲取资

源之外，还对乡土社会进行着多种形式的回馈。

梁漱溟一直担忧中国会因“外无市场、内无资本”

（梁漱溟，1937b：160）而难以展开工业化，而这种

“双重性”恰是破解梁漱溟担忧的独特经验所在

（温铁军等，2013：15-16）。
也正是因为这种“双重性”，“建国之路”内部

才会充满张力。在一定程度上，梁漱溟20世纪50
年代的思想张力正是这种“双重性”历史张力的

某种体现。与此同时，梁漱溟的思想曲折及其历

史意涵启发我们，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乡村革命

与乡村建设本来就影响交融、相互转化和覆盖交

叉。乡村建设在百年中国不同历史条件下时隐

时现，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革命、激进与改良的

复杂辩证关系，重建理解近代中国的整体性视

野。进一步说，“乡村革命”和“乡村建设”都是面

对历史和外部环境诸多限制下的“不得不”——

如果说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面对的是乡村不断

破坏、激进之中和激进之后的环境，那么新中国

成立后的冷战环境和冷战思维同样也充满着限

定性，其所借助的与民国时期看似充满差异的思

想资源，也常携带着西方中心主义的烙印与陷

阱。正因如此，两种实践自然就充满探索性和曲

折张力，我们的认识也需要更加开放与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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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20世纪30年代初，梁漱溟也通过对当时盛行的“地方

自治”的批评提出了类似忧虑：“借着自治二字，就可以

横征暴敛无所不为么？……诸公知道，自清季到民国

历次举办新政，三十余年间无一次不是欺骗农民，农民

听到新法新政就厌嫌头痛么？”（梁漱溟，1930a：243-
244）沿着这一思路，他认为，清朝崩溃的原因就在于

“拿许多钱办许多事，本身无力而过于用力”，也即无力

承担现代国家建设的高昂成本（吕新雨，2007：98-
99）。笔者认为，这一分析与杜赞奇对民国时期地方政

权内卷化问题的讨论可以对照起来看（杜赞奇，1996）。

②这篇文章写成后并未发表，至1987年首次发表时，标

题改为《我的努力与反省》。

③“中国一定要工业化，这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就是在

要走哪一条路达到工业化。……恐怕有人会说我们是

重农主义者。这是一个错误。我们没有这个意思。并

且我们觉得如果去讨论重农重工的问题，完全是一种

冤枉的讨论，不应当有的讨论，我们决不想去参加这个

讨论。”（梁漱溟，1937e：985）
④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的一次演讲中，梁漱溟强调，

“中国民族的能否复兴再起，中国社会的能否繁荣进

步，定规要看中国社会能否工业化”（梁漱溟，1935a：
638）。同时他亦认识到重工业对于工业全局发展的重

要性（梁漱溟，1937e：994）。

⑤需要指出的是，梁漱溟也深刻意识到，他所提出的这

一工业化方案，“整个的打算从头到尾皆以多数人为

重，结果怕是受多数人之累！”（梁漱溟，1937b：550）。

若将此处的“多数人”与1953年的“仁政”大小之辩放在

一起，我们不难体会到其中的深长意味。

⑥中国走“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发达工商业、繁荣都市

的路”，他认为乃是“主观的梦想”；而走“集团主义国家

统制的路来开发中国的产业”的路，虽有经济层面的合

理性，但四分五裂的政治状况使得这条路同样不可能

（梁漱溟，1935a：637-638）。

⑦梁漱溟对这种“另类”工业化已经做过一些具体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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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比如“工业向乡村分散，农业工业相结合，都市乡村

化，乡村都市化”，以克服“人才钱财充于都市，而乡村

衰蔽无人问”的状况；在论述乡村建设运动所致力的新

社会时，他也提出，“农业与工业相结合，而非相分离，

二者为自然均衡地发展而无欹轻欹重。乡村为本，都

市为末；乡村与都市不相矛盾而相沟通，不相乖离而相

调和”（梁漱溟，1937b：511-514；1937c：1052）。

⑧除 1953年毛泽东对梁漱溟这一党外人士的批评外，

1955 年还对党内的邓子恢进行批评，一定程度上可视

为同一问题的延伸和呼应。邓子恢认为当时农业合作

化步伐过快，主张“反冒进”；而毛泽东则从社会主义工

业化对农业合作化的要求出发，批评道：“这些同志不

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

去进行的”（毛泽东，1955：168、181-183）。社会主义工

业化的迫切需求或者“大仁政”对于农业合作化的规定

性，构成了毛泽东坚持批评“反冒进”的重要因素。毛

泽东批评邓子恢为“小脚女人”，与批评梁漱溟为“小仁

政”，背后的逻辑是相似的。

⑨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他因针对他的思想批判和政治

压力，放弃了原先的思考而“服软”。不过，稍微熟悉梁

漱溟的思想品格，再阅读梁漱溟 50年代遭受批判后的

文章与会议发言即可知，这一说法并没有令人满意的

解释力。我们不妨参看梁漱溟1973年在纪念早逝的乡

建同道王鸿一的一篇小文中所表露的心迹：“四十余年

来，世局丕变，实历史发展所应有。从一方面来说，似

为先生所不及料，而另一方面恰恰妙符先生均平之要

求。先生今若在世，必将不胜其诧讶，卒又不胜其快慰

者。当彼时，愚在悼文内亦曾有拒斥共产党之语，同为

错误……鸿一先生有知，从其好善服善之心，必然服

输。愚幸以八十之年躬逢盛世，时时在学习改造之中”

（梁漱溟，1973：240）。意味深长之处在于，此文写作于

1973年8月，正是他卷入“批林批孔”风波（始于1973年

11月）、自陈“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1974年 9
月）之前（梁漱溟，1974：318）。

⑩正如定县实验的重要参与者、社会学家李景汉在

1935年对“铁钩”与“豆腐”这一比喻的呼应：“但凡到过

北方的人们，大概都见过，若普通的软豆腐一变而为冻

豆腐时，则其坚硬有如铁石。此时铁钩要帮豆腐的忙，

不但不能钩碎而致有负好意，而且铁与冰二者恰好合

作，未有不提得牢牢固固者。本来用软豆腐变成冻豆

腐，豆腐的原料毫未改变，只是加了一股冷气。这股冷

气就是一股劲儿，一种力量，就是团体的组织力。……

全国宜在确定的目标之下，一致向这方面努力，以最基

本的教育与训练来促成民众的组织力，使有共同建设

的意识，民族自觉自信的精神，国家的观念，合作的技

术，团结的习惯。”（李景汉，1935：14）
需要指出的是，梁漱溟并未看到“大跃进”与人民公

社化背后的诸多问题，这是因为他的参考材料与信息

来源主要是当时的党报以及政协文件。因此，梁漱溟

在这篇文献中的热烈呼应背后，更多是对毛泽东在此

方面的政治设想的认同。

梁漱溟左右为难的心态，明显地表现在对“难处”这

个词的选择使用上。他说“你所苦心焦思地在那里干

的，照这样干下去，明明做不到，非失败不可的；这不是

危机吗？可是现在我们不说是矛盾，也不说是危机，而

只是轻轻地说是两大难处。……我再三想，左右想，想

了半天，只好说是两大难处”（梁漱溟，1935b：576）。

延伸说去，从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交锋点上，我们也可

以窥见两人在思考上的差异。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如

果说工业化和现代国家建设的成本只能主要地来自国

内农民的贡献／牺牲，那么“铁钩”与“豆腐”必然意味

着一个结构性困局：“铁钩”的增强依赖于“豆腐”的贡

献，或者说，“救国”与“救民”之间并非贴合无间。毛泽

东把握住了其中的辩证性，即承认两者的张力并区分

主次，从而提出“大仁政-小仁政”论，在后者服从前者

的基础上同时兼顾两者，尝试在冲突之中求得两者统

一。梁漱溟似乎并不承认两者之间的冲突性。其乡村

建设理论一个值得思考的特点在于，他认定此方案可

以同时解决中国问题的多个方面，例如既可以“救国”

又可以“救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够理解在 1953
年 9月政协会议的发言中，梁漱溟所说的“农民就是人

民、人民就是农民”），既可以解决农业问题又可以同时

解决工业问题，既能让乡村繁荣又可以让都市发展，以

至于他曾自叹，似乎上天把中国自救的其他路都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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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只恰恰留下这一条“最合理想”的路，而正是他发现

了这一道路——“这真是天造地设，再巧没有了！”（梁

漱溟，1937b：515）。这一感叹（以及由此而来的历史使

命感）也许正是理论与认知的简单化所带来的反应。

也即，似乎梁漱溟是以自己的理论建构了一个能将两

者统一起来的方案，由此弥合了实际存在（而他并未认

识到）的张力。

土改之后全面恢复的传统小农经济，是一种资本浅

化的经济类型。小农经济呈现为生产与消费高度内部

化的小型综合经济体，农村手工业产品对城市工业品

形成较高替代。因此，政府虽在 1951—1952 年缩小工

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以促进工业品下乡，但仍出现了

农村收入增加多、支出增加少的趋势。这表明城市工

业品难以打开农村市场，城市工业的资本积累难以进

行。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所遭遇的内在困境，也

是社会主义改造、粮食统购统销等推出的历史背景（温

铁军等，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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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his metaphors of“iron hook”and“tofu”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in conjunction with his

thought and practice in the 1920s- 1940s an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1950s，this paper traces Liang

Shuming’s three changes of thought in the 1950s. It then proceeds to point out that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

tween“iron hook”and“tofu”is an important motif throughout Liang Shuming’s thought. This perspective is

conduciv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motivation，the tortuous path and the tension of Liang Shumin’s thought

changes in the 1950s. At the same time，the complexity of Liang’s thought and its inconsistency with Mao Ze-

dong’s ideology also prompts us to understand the inherent“duality”and“uniqueness”of China’s“path of na-

tion building”under realistic conditions and to reconsider in a new perspective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

tween rural revolution and rural construction，and between radical and gradual re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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