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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余义月
(安徽．E-业大学安徽--5鞍山2430021)

摘 要：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这一思

想经历了酝酿萌芽、初步形成、成熟和丰富发展四个阶段，它系统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目标和主要

内容等，是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明晰改革思想的发展脉络对于更好地把握当今政治体制改

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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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是又13I／,平理论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

中，特别是在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萌芽、形成和发展的。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就提出，要对包括政治

体制在内的上层建筑领域进行改革，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肯定了他的这一观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邓小平又不失时机

地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他的这一思想逐

步发展成熟。

一、酝酿萌芽阶段

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有一个酝酿萌芽、逐

步发展的过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协调

各抗Et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在根据地采取了“三三

制”的政权形式。为搞好“三三制”政权的建设，邓小

平指出。“三三制”的实质是民主，共产党在领导政

权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对政权采取指导和监

督的政策，“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

高于一切”．党的领导仅在于政治原则，要坚决反对

“以党治国”的观念。

同时。对于确保党对政权的领导、发挥党在政

权中的优势、密切党群关系和正确处理党与群众团

体的关系。邓小平也有精辟见解。1942年2月20

日．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邓小平

指出，党对群众团体应加强政治领导，但不应在组

织上包办，“群众团体的工作，应由群众团体自己去

讨论和执行。党对群众团体的政治领导，也不能直

接下政治命令。而是经过党团去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成为一个

迫切的现实实践问题，7,13／J,平开始从加强党的建设

的角度考虑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1956年9月，邓

小平在党的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指出为了防止形形色色官僚主义现象的滋生和蔓

延，“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

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

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做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

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为克服在部分

党员和党员干部中已经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主观主

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1957年，邓小平又郑重指

出。必须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加强党组织对

党员、群众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对党和党员的

监督。

上世纪60年代初，根据建设形势的需要，邓小

平开始考虑干部人事问题。1961年1 1月。又13d,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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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冶金工业七年规划汇

报时指出。要大批提拔年轻的技术干部。1962年12

月，邓小平又指出，“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

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

干部”，因此，要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为了健

全党内民主生活，邓小平也多次提出加强民主集中

制的建设。在1962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扩大会

议上。邓小平着重阐述了要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

设。他认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正

确的民主和集中，关系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

要发扬民主，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集中，防止少数

人或个人专断。

从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可以看出．他已经开始注

意到要解决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工作制度存在的

问题，要逐步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但

这些论述是零散的，有待更加系统化。

“文革”期间。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和政治打

击，但仍不屈不挠，1973年复出后，开始调整现行体

制的弊端．于1975年进行了包括解决机构臃肿问

题的全面整顿，但由于“四人帮”破坏等因素。整顿

最终夭折。改革的措施也因此而停顿下来。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

成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邓小平都积极思考，为民主政权的建设提出了

许多有价值的观点，这为他在“文革”后着手政治体

制改革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积累了丰富的实践

经验。

二、形成阶段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0年8月邓小平发

表著名的《八·-／＼讲话》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

改革》，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从初步提出到系

统化．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四人帮”被粉碎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

方面的工作百废待兴。但“两个凡是”又造成了新的

思想僵化，邓小平深刻认识到这种思想僵化与政治

体制的弊端有密切关系，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

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当前最大的政治”，而“民

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当前最重要的是强调

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民主集中

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了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同

时针对实际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和官僚主义，邓小

平着重从推进民主化的角度提出保障人民的民主

权利、加强党内民主、改革干部制度、实行权力下放

和加强法制建设等一系列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

重要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实际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开辟新时期

新道路、开创新理论新体制的宣言书．也可以说是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扬党内民主。打破个人

崇拜和个人专断。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

线，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会议公报也强调要“认真

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为政

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成为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起点。从此，中国的政治体制

改革开始曲折前进．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也在

改革的实践中逐步形成。

1979年3月．邓小平针对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

的不够、实行的不够及制度上的不完善，指出：“继

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

定不移的目标。”同年lO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

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祝辞中。提出要改革和

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

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11月，在党

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又提出要

防止高级干部生活的特殊化。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

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并开始考虑建立

退休制度，为年轻入让路，培养和选拔好事业的接

班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党在现代化

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邓小平也深刻认识到这

一点。1980年1月。他号召要研究党怎样更好地实

行领导，如何处理党与工厂、军队、学校的关系，以

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的威信。同年2月，邓

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

我们现在的体制就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克服官僚主义。首先还是要着重研究体制的改

革，”同时也要注意工作方法。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推

动了全党坚定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邓小

平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讲话共分

五个部分：国家领导人的变动情况；改革党和国家

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主要是为了发挥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分析了现

行体制的弊端主要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和形

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

想的问题。讲话并提出了改革的基本思路：从党和

国家的领导制度上，国务院的领导成员将作调整和

变动，这是改善政府领导制度的第一步，并准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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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中顾委，逐步让老干部退休。实现干部年轻化；成

立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维护党纪，保证党内民主；

从法制建设上，要修改宪法，通过法律防止权力过

分集中．切实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真正建立国务

院到地方各级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实行党政分

开，改善党的领导；加强群众团体的建设等等。邓小

平所提出的这些改革设想，以厘定党和国家机构的

权力为核心。为那时以至现在所进行的政治体制改

革。设计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总体框架。邓小平的这

一讲话得到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一致通过，成为我国

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此后，中国政治体制

改革的初步探索就围绕着《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

革》一文的思路进行，这也标志着邓小平的政治体

制改革思想已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三、成熟阶段

从1980年末到中共十三大，随着我国经济体

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治体制改革也逐步提上日

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一整套关于政治体

制改革的理论，特别是1986年、1987年的一系列讲

话，深化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这标志着邓小

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成熟。

1985年以前，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从干部队伍建设方面考虑的比较多。1981年7月，

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指出选拔中青年干部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

们命运的问题，老干部的首要任务就是选拔中青年

干部。1982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精简问

题的会议上，邓小平告诫老干部一定要努力实现干

部“四化”。同年7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

小平又指出设顾问委员会是从干部领导职务终身

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要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

化，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

造条件。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邓小平更是把实现

干部“四化”作为20世纪末要抓紧的四项工作之一

向全党提了出来。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顾委第

三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建设事业的成败在于入才，

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并郑重申明，选拔年轻干

部是中顾委的一个重要责任。十年“文革”，耽误了

一代年轻人的培养，也严重影响了对优秀中青年干

部的选拔，使得干部队伍跟不上经济建设事业的发

展。因此。邓小平反复把干部队伍建设作为政治体

制改革的一项战略任务提到全党面前。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开

始，改革政治体制成为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1985

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明确表示中国“政治

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6年，对于政治

体制改革，邓小平几乎是逢会必讲，党内外都讲。他

反复强调：“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

势”，“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

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这一时期．邓小平对政治

体制改革的一些问题讲得更加具体，政治体制改革

的思想与前两个阶段相比也更加深化。这主要表现

在：第一，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在全面改革中的作

用，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

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事情是要由人来做”。因

此把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视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明确了

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地位。第二，明确提出改革的

目的是克服官僚主义，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提

高效率。第三，规定改革的内容主要是党政分开，权

力下放和精简机构。第四，提出了评价一国政治体

制改革是否正确的三条标准：一是，看国家的政局

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

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这为明

确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与否提供了一个衡量标准。

也有利于保证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

针对政治体制改革涉及面广、难度大的特点。

邓小平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要有计划、有步骤、

稳妥地进行。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在这一阶段

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决心坚定。邓小平曾多次提

出，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有风险，然而不能因噎废

食，停步不前，决心要大，态度要积极，步子要稳妥。

二是要求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1986年，

邓小平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说：“1980年就提出

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提到日程上

来。”1987年6月，邓小平表示，政治体制改革是“今

年十月将要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的主要议程之一。”

他还建议中央要找些人议论这件大事，制定改革范

围。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央正式成立政治体制改

革领导小组，搞调查研究．起草政治体制改革的总

体设想。提交十二届七中全会讨论，并把它作为十

三大政治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邓小平这一思想

的指导下，这一时期更加注重改革的现实实施，明

确改革任务．对政治体制的各个侧面都有所触及，

如党政关系初步理顺，也探索了党的领导制度的改

革，干部制度的改革和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也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等等。这些都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

革思想成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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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丰富和发展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

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邓小平创建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使得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

也不断发展、丰富和完善。

党的十三大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

和近期目标，并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

党政分开”，提出要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完善党内选

举制度，加强党内监督。党的十四大在确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时，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

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并根据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把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放

在民主和法制建设以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层面。

党的十五大用专题系统阐发、论述了“政治体制改

革和民主法制建设”，强调“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

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并提出要“扩大基层民

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力，依法管理自

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

最广泛的实践。”

党的十六大则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指

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

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必须在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

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

制。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

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这些预示着我国

政治体制改革战略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

七大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极稳妥推进政

治体制改革。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

旺盛的生命力。并再次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

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

适应。

五、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重要指导意义

从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

本线索可以看出，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从提出

到成熟和完善，始终是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相合拍的，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实

践的客观反映，这一思想体系的产生、发展和丰富

符合历史的必然性。

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

革的明确战略定位。邓小平认为。建设高度的社会

主义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内在的价值诉求，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是改革最基本的价值取向。而坚持人民

群众的历史主体与价值主体地位，调动人民群众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则是改革终极的价值目

标。这对积极坚定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把握当今

体制改革的方向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总结、吸取党在领导民主政治建设过程

中的经验教训，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理

论和实践上的艰辛探索，科学回答了有关政治体制

改革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

思想提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系统，明确了

改革的价值取向，主张用法律手段解决前进中遇到

的若干问题，并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正确把握中

国国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与中国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际问题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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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Summary：Formed and improved in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socialist con—

struction，Deng Xiaoping's thought On the reform of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experienced four stages：germina—

tion，initial formation。maturation and enrichment．It expounds the reasons，aims and main contents of the

reform of the political structure，etc．and serves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eform of Chinese political

structure．Clarifying the thread of the thought development is of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reform of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at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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