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富国强兵和改革开放 

 

二战结束之前，救国救亡，对近代中国是应有之义。但是二战结束，西

方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集体放弃了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为基础的旧

的国际秩序，民族自决，国家独立，成了时代潮流。蒋中正的中华民国

政府，因为八年抗战，声名鹊起，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和美俄

英法并列，成了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孙中山在 1924 年开口就来的帝

国主义列强瓜分，亡国灭种之祸，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   

接下来三年内战，共产党国民党争天下，就与救国救民，没有了一点关

系。国共内战，是争夺天下的农民战争。相互中伤抹黑，毛泽东说国民

党是美国的代理人，如果蒋介石得了天下，会把中国卖给美国；蒋介石

说共产党是俄国人的走狗，如果毛泽东得了天下，会把中国卖给俄国。  

其实蒋介石毛泽东，一心想成就的，是青史留名的王霸之业，不论谁得

了天下，都不会卖国。  

内战是毛泽东赢了。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国退守台湾。

接下来七十几年的中国现代史，就是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翻来复去的

折腾。 这一章讲现代中国，分三节三个时间段，第一节，从毛泽东打败

蒋介石，到他死后文革结束；第二节，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到 2012 年

习近平当政；第三节，讲习近平恢复列宁主义，终结改革开放。 

 

                    1.列宁主义的毛时代 

三年内战，毛泽东共产党赢了。恨共产党的，说他们之所以能赢，第一

是靠俄国人的援助，第二是把人命不当命，打仗靠人海战术。这些当然

是胡扯。 巅峰时期列宁主义的军队，有特殊强大的战力。美国人写的朝

鲜战争，对志愿军的战术能力，特别是普通战士的勇敢和牺牲精神，评

价极高。长津湖一战，把美军换成别的任何国家的军队，都会是一败涂

地。另一边的毛泽东，赢了嘛，就把自己吹成了古今少有，用兵如神的



军事家战略家。其实呢，就看朝鲜战争，从第三次到第五次战役，毛泽

东所有的战略决策，都是一个错字，知己不知彼，连打到三八线见好就

收的分寸都没能把握好。  

三年内战，共产党能赢，靠的是列宁主义。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闹的

苏维埃革命，一半靠天生的才干，一半靠一知半解的列宁主义，和张国

焘不过是半斤八两。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共产党在延安得了几年的太

平日子。毛泽东静下心来，研究列宁主义，融会贯通，脱胎换骨。他的

列宁主义，是从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里学来的，学来学去，居

然学出了哲学家的感觉，就真厉害了。他搞延安整风，用列宁主义的一

套一套细致严密的宣传组织控制人的方法，整顿共产党，把自己整成了

中国的列宁。  

延安整风前，毛泽东不过是一方诸侯。共产党内，只有听命于共产国际

的总书记，没有独立掌控全局，统领全党的领袖。他说遵义会议，确立

了自己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是胡吹大气。遵义会议前，他从来都没

有进入过中共的领导核心，对党的方针决策，连起码的发言权都没有。 井

冈山上的红军，只是无数股在各地造反作乱做土匪的共产党其中的一股。

即使在井冈山，他也因为与朱德陈毅争权，被赶出了红四军。后来是周

恩来从上海代表中央发指示帮他翻身，才有了《古田会议决议》。《杜

鹃山》里唱，毛委员指方向。区区一个中央委员，指什么指，不怕风大

闪了舌头。遵义会议的结果，张闻天是总书记，周恩来是中央红军拍板

决策的最高指挥，毛泽东不过是升级进了决策领导层，特别是在军事上，

有了发言权。之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的时候，号称十

万，中央红军只有两万不到，张闻天毛泽东怕被陈昌浩徐向前武力解决

了，落荒而逃分裂红军。三年国共内战时期共产党的五大书记，其他四

位，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遵义会议前后，在党内军内，都是与他

地位大致相当的同事。但是延安整风之后，就不一样了。中国革命的红

太阳，冉冉升起。共产党纪律严明，上下一心。人心齐，泰山移，这就

了不得。 

列宁主义的组织手段，严密细致，厉害无比。延安时期，每个从国统区

来的人，不管革命资历有多老，党内地位有多高，配偶是谁，都必须通



过严格的政治审查。 被审查的人里边，有王若飞，杨子烈和江青。王若

飞到延安，没有通过审查前，连高级干部吃小灶的待遇都没有；杨子烈

是张国焘的夫人，中共的第一批党员；江青当时，是毛泽东的恋人。这

些人过往的历史，都要被查得底朝天。不管是谁，只要有过去对党不忠

诚的嫌疑，就绝不会得重用。政治审查，是具体有形的列宁主义。 

延安整过了，还不够。内战时期，结合土地改革，继续整党整军。具体

内容，叫三查三整。三查，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是整顿

组织，整顿思想， 整顿作风，要落实到每个人。三查三整，其实是一查

一整，查阶级整顿组织。 查阶级，就是查成份；整顿组织，就是把成份

不好的人，撤职清除出党。这个成份有多厉害，八零后九零后可能不明

白，但是五零后，六零后，都应该知道。在共产党那里，成份不好的人

绝对没得混。不要说自己，你爹妈，你爹妈的爹妈，他们的兄弟姐妹，

有一个成份不好，你就没得混。这个事有个学名，叫清理阶级队伍。 

反过来看国民党，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嫡系桂系西北军，派系林立。 国

共每每一开仗，就有国军的高级将领，暗藏在军中的共产党员，临阵叛

变。邯郸战役，是国共内战的序幕，国军的战区副司令高树勋率部起义，

投奔共产党。淮海战役，张克侠何基沣临阵倒戈，是黄百韬兵团被围，

战役第一阶段国军失败的主因。第二阶段黄维兵团突围，打前锋的师，

师长廖远周，又是共产党的奸细，在双堆集叛变起义，国军的突围，变

成了被合围。国民党学列宁主义，学了一半，所以蒋中正对付地方军阀，

游刃有余，但是遇到列宁主义学了全套，融会贯通的毛泽东共产党，就

一败再败，根本不是对手。美国人帮他多少钱多少武器，都没有用。国

共内战期间，搞统一战线，分化瓦解国民党，是共产党克敌制胜三大法

宝的第一宝。  

江山打下来了，毛泽东下面自然是要富国强兵，成就一代圣君之业。不

过这位通读了二十四史，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不如自己有文化，自诩

是前无古人的风流人物，居然连打天下的办法，不能用来治天下的道理，

也没弄明白。相反，他的逻辑是列宁主义能帮他打天下，与人斗战无不

胜，就能帮他治天下，与天斗富国强兵。所以开国之后，毛泽东就搞列

宁主义加强版。 第一，控制全部的社会生产资源，在农村搞农业集体化，



在城市搞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第二，左右社会思潮，

控制全体人的思想。具体就是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思想。知识阶层，搞

思想洗澡运动，人人自我批判，洗澡过关；还不行，干脆就无产阶级专

政反右派。 列宁主义人治人，人整人，战无不胜，他一路走过来，势不

可挡。 开国后的第一个十年，在知识界消灭自由思想，在农村消灭个体

经济，在城镇消灭私营工商业，想到哪里，做到哪里，从胜利走向胜利。

到后来，在中国与人斗，已经没得斗了。 

接下来，就与天斗富国强兵。拥有绝对权力的独裁者，胜利越大，野心

越大，自大狂妄，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把自己无知无畏的狂想，

当作了现实的可能。于是他就赶英超美，大练钢铁，搞大跃进人民公社。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时候，说话做事，既狂妄到了极点，

也愚蠢到了极点。任何稍有常识的人，看一下那几年人民日报第一版的

标题评论，就知道他是真的疯掉了。自己发疯，也逼着共产党，全体中

国人，跟着他一起疯。一场疯病发下来，国民经济，全面崩溃，中国老

百姓，全体营养不良得浮肿病，饿殍遍野，制造了一场古今中外，人类

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人道灾难。于是毛泽东千古一帝，富国强兵的宏图伟

业，和中共的七千人会议，一起落幕。他退居二线，让陈云刘少奇主持，

帮他收拾烂摊子。 

但是几年后，毛泽东又卷土重来，为了夺回他失去了的独裁权力，天良

泯灭，机关算尽，又一次把国家民族，推入了大动乱之中。从大跃进开

始到他死，毛泽东统治下的列宁主义的中国，政治文化，极度愚昧黑暗。

他焚书坑儒治中国，既不要德先生，也不要赛先生。文化大革命，更是

全面摧残毁灭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同时闭关锁国，全体中国人，与世

界隔绝。杀尽读书人的红色高棉，是他列宁主义理想国的实验。 

有一点必须讲清楚。毛泽东在中国搞的列宁主义的专制独裁，和中国社

会传统的皇权制度，是不一样的。毛泽东这样的独裁者，在列宁主义的

体制下，拥有的是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权力。用毛泽东自己的话，他是

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集权制度下的中国皇帝，没有无法无天的权力。

中国社会的劳心者，读书人的群体，有独立的集体人格。社会治理，具

体的事，皇帝决定，但是做事的总体原则，士大夫阶层，有一整套全体



认可的道德理念标准。皇帝做事，如果违背了这些原则标准，手握执行

权的士大夫阶层就反抗。他想做的事，就做不成。比如说皇帝喜欢哪个

女人孩子，是他的家事，但是立谁做皇后皇储，那就是国事，必须得到

士大夫阶层的认可。皇帝想无法无天，士大夫们不能造反，但是他们能

以死相抗，文死谏，把脖子伸直了让你砍，青史留名。这就叫读书人有

读书人的脾气。 

中国人现在还在说的一句话，叫打天下坐天下。这句话说全了，是皇帝

打天下，皇帝的子孙坐天下。 皇帝不会跟帮他打天下的人，一起坐天下，

他必须找另一帮人来跟他一起坐。和帮他打天下的人一起坐天下，皇帝

坐不稳，他的子孙，就更不行。所以他要开科取士另找人。具体找谁，

谁说都不算，大家考试。考什么录取谁，不归皇帝管。中国皇帝没有考

试权。 

皇帝通过独立公正严格的考试，选拔帮他治理天下的人才。这样皇帝和

跟着他打天下的兄弟们，才不会你争我抢，你死我活。开国功臣，皇帝

可以跟你做亲家，把女儿嫁给你儿子，但是如果你儿子不读书，通不过

考试，也做不了官。这就是中华文明，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

智慧。共产党建国的时候，中华民国的一大帮子读书人，以为毛泽东也

有这样的智慧，所以大家都留在大陆，想入朝做官帮他治天下。可是这

样的智慧，列宁主义里面没有，所以毛家王朝，这帮子留下来的读书人，

就惨了。共产党内部，大家一起坐天下，结果就是不停地内斗，没有一

刻安宁。富国强兵的事，大家最后其实都顾不上了。周恩来说要四个现

代化，在毛泽东面前，都是小心翼翼，理不直气不壮的样子。 

毛泽东列宁主义的中国，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党领导一切，管理

一切。中国老百姓呢？开始被镇压反革命吓蒙了，后来是天天大喇叭喊

着唱着，共产党的恩情似海深，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你跟着喊跟着

唱，一切听党安排做驯民，不动脑子不问问题，省心省力，除了穷，没

有其他特别的不好。 但是如果你动脑筋，有思想，就有麻烦。结果是大

家都不用脑子，省心省力地受穷。 先唱东方红，太阳升，毛主席是人民

的大救星，接着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大家天天唱，就没

人觉得不对劲。其实是觉得不对劲的人，一个一个运动，早都给灭了。



对毛泽东，有文化有思想的人最麻烦，所以他把大学都关了，中学生毕

业全体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让你识几行字，政治学习的时候，

能念毛主席语录，读人民日报，差不多就行了，恨不能把大家伙儿全体

整成文盲。 

  

                    2. 改革开放富国强兵 

毛泽东一死，邓小平翻身掌了权。毛泽东统治中国的二十七年，整人害

人，有两个厉害的打手。后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是打手；文革前

的十七年，邓小平是打手。文革中，江青为毛泽东冲锋陷阵，但她不是

打手。她手上没有能打到人的板子。林彪打过不少人，不过他那是浑水

摸鱼，扩张自己的势力，不是帮毛泽东打人。毛泽东在文革中，要打什

么人，不找林彪江青，找周恩来。所有整人害人的中央专案组，都归周

恩来负责。 

文革前的十七年，整人害人的事，除了毛泽东，数邓小平做得多。胡耀

邦拨乱反正，平反冤案假案，有几桩文革前的大冤案，死活翻不过来。

第一桩是高岗饶漱石反党案。毛泽东当年，调各大区首长入京，分周恩

来刘少奇的权，高岗邓小平饶漱石习仲勋邓子恢，最受器重的，是高岗。

当时说他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高岗被打倒，是邓小平在毛泽东面前

争宠告黑状起的祸。第二桩是反右。反右运动是邓小平具体主持搞的，

不能全盘否定，所以几十万的右派分子，不能全体平反，必须留几个做

种，强词夺理，说反右只是扩大化。第三桩是批判刘伯承粟裕的军事教

条主义，这是邓小平配合彭德怀搞的冤案。邓小平恨粟裕，是在淮海战

役中意见不合结下来的梁子。谁平反都行，就是粟裕的案子，到死都翻

不了。说这些，有些走题，算是我家长里短的八卦。当年和苏共论战，

九评苏共公开信，也是邓小平主持搞的。 

周恩来邓小平，之所以能成为毛泽东的打手，是因为他们在中共党内，

是管人做事能力最强的实干家。但是这两个人做事的风格，截然不同。

周是举轻若重，邓是举重若轻。举重若轻的人，做事不免粗糙，所以邓

说自己是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但是这样的人，面对不管是如何复



杂的局面，都有能力很快找到问题的结点，快刀斩乱麻，而且这一刀，

不是蛮力，手法力度，都恰到好处。这个是好本事，周的能力，特别是

掌控全局的能力，远不如邓。 

毛泽东给邓小平留下来的，是一个烂到了底的烂摊子。列宁主义控制一

切，一时间也能让人耳目一新，但是新鲜感一过，问题就都来了。要从

思想上组织上控制全体中国人，真实不容易。一条规矩定下来，不能有

让人变通的缺口。比方说取消言论自由，做起来，就成了防民之耳，甚

于防川。那年头用短波收音机听美国之音，是要坐牢的；取消经济自由，

就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屋子的周边，种一点自己吃的蔬菜，也不可以；

搞革命文化，必须把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学艺术，都灭了，什么都不让

看，所以七亿人民，十年八个样板戏，能看到的书，除了毛泽东选集，

就是鲁迅的杂文，其他没有了；宣扬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品德，要斗私

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 

这样的做法，肯定不是以理服人，所以强词夺理，一开口就是伟大领袖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他是伟大的导师，理树长在他嘴里。不听，就无产

阶级专政使蛮力。靠蛮力，问题其实解决不了，但是一时间压得住。不

过时间长了，即使有毛泽东的本事，也不怎么压得住。周恩来死后，就

有了 76 年清明节的四五运动。再有，毛泽东在共产党内，控制人的手段，

是用新人打旧人。每次只打一小撮，但是一次一次的一小撮，加起来就

成了大多数。结果他死的时候，已经很不得人心了。 

邓小平当时的问题，真正严重的，还不在党内。共产党把全国人民管住

了，大家省心省力过穷日子，什么也不让看，什么也不让玩，但是毛泽

东百密一疏，没管到老百姓天黑关灯以后的事。中国的人口基数大，人

一年多过一年。城市人一多，就有了失业问题。不要赛先生，工业没有

进步，怎么解决失业问题？毛泽东想出来的缺德招，是把城里的熊孩子，

赶到乡下去。人民公社，把农民也管得死死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

要资本主义的苗，但是人不能吃草。粮食生产搞不好，产量上不去，人

越多就越穷，大家吃不饱。农村人也要吃饭不是？   

所以当时最严重的问题，是人口问题。 计划生育，就成了邓小平的基本

国策。但是计划生育，救缓不救急。救急的办法，是在农村搞三自一包，



这个大跃进失败后，刘少奇陈云搞过。不过三自一包，是给农民松绑，

和列宁主义给人上绑的原则，背道而驰。老邓本来就是白猫黑猫论，一

急了也就不管列宁主义了。工业呢？明摆着，发展工业要靠赛先生，要

有懂自然科学的人，所以不能再赶熊孩子们下乡，不让人读书。这个又

和毛泽东的愚民政策弄反了。这就是邓小平起头的两件大事：三自一包，

恢复高考。 

这样一搞，问题的症结，不止是邓小平，大家都看明白了。中国的问题，

是列宁主义把大家管死了。老毛治国，绑得太紧。那就给大家松松绑。

不过哪儿该松，松多少合适，谁也说不好，就慢慢松。邓小平的改革就

这么来了。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松绑。怎么改怎么松？用他的原话，

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松绑不是不绑，不是放弃一党独大的共产党政权。邓小平代表的，

是共产党的利益。 让他放弃一党专政搞法制民主，不可能。所以他要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分寸。共产党内，他让胡耀邦拨乱反正，也有

分寸，不能彻底否定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就否定了共产党，大家就

都没得混了。毛泽东周恩来干的那些缺德冒烟的坏事怎么算？都推到林

彪四人帮身上。把黄吴李邱和王张江姚，绑在一起审，反正也不怕冤枉

他们。 

下面说开放。毛泽东的中国，走回了闭关锁国的老路，与世隔绝。所有

的高级领导人，对现代西方世界，都没有直接的感性知识。邓小平 74 年

到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是文革中唯一一个到过西方的高级领导人。但

是那一次，走马观花都算不上，路过法国，居然买了一大堆面包带回来

请大家。直到 1979 年他正式访问美国，才算对现代西方世界有了切实的

感知。去波音公司看，参观福特公司的汽车生产线，真正是开了一回眼

界。再琢磨琢磨，打开世界地图，一眼看下去，凡是美国的朋友，都富

裕了，凡是和美国作对的，都穷了。这也是两个凡是。所以他下了决断，

向美国学习。不过他这个决断，和一百年前的慈禧李鸿章，没什么分别。

他学美国，也是要科学不要民主。 他的开放，新瓶旧酒，又回到了大清

朝的洋务运动。他一直都很明白，自由民主的西方世界，从根本上，是



共产党的敌人，向西方学习，是情势所迫。他给美国人赔笑脸，是韬光

养晦，不是真拿他们当朋友。 

一松绑一放开，就明白了毛泽东为什么只绑不松。列宁主义的控制，必

须做到极致，一松就收不住， 一松，就有人，以方励之苏晓康为代表，

对青年大学生，搞起了宣传自由民主的思想启蒙运动。要自由民主，是

要一党独大的共产党政权的命。这个邓小平绝对不能接受。所以他反对

资产阶级自由化，松了又收紧，紧了再放松，直到 1989 年的六四学生运

动。学生运动被压下去了，共产党内部的保守势力抬头，要往回走。这

个他也坚决不干，南巡讲话，拿着枪喊，谁不改革开放，谁下台。六四

不压下去，共产党就垮了。不改革开放，回到毛泽东那儿，肯定也不行。 

邓小平当政，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坚持改

革开放。六四镇压，是第一个基本点，南巡讲话，是第二个基本点，这

就是邓小平举重若轻把握全局的能力分寸。一来一回，是真了不起。邓

小平要拯救的，是被毛泽东折腾得风雨飘摇的共产党政权，这是第一个

基本点。怎么救？全面放弃列宁主义，这是第二个基本点。 

共产党最初的目标，是夺取政权。列宁主义严密的组织，统一的思想，

能生出大力来，与人斗无往而不胜，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都做到了。 苏

联中国的共产党，都不是败在与人斗，而是败在与天斗。与天斗，靠科

学不靠人斗人。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几十年的折腾，给中国人带来

的，是极度的愚昧贫穷。想要有饭吃，不被饿死，想要与天斗富国强兵，

必须放弃列宁主义。邓小平放弃了列宁主义，但是又不愿意放弃一党独

大的共产党政权，共产主义没人信了，自由民主又不能搞，怎么办？回

到孙中山的办法，喊大家来发财。 这就是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邓小平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是内政，开放是外

交。 内政改革，分政治经济。政治上，搞党政分开，废除领导干部终身

制，用集体领导的分权机制来预防，阻止个人的集权独裁；经济上，全

面放弃国家对社会生产的计划管控，搞市场经济。外交开放，打开国门，

跟美国和西方世界交朋友，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利用外资帮助中

国发展。 



接下来的江泽民，胡锦涛，赶上了西方以生物科技互联网计算机为主导

的新的工业革命，西方世界产业升级，劳工密集型的制造业外移全球化。

相对开明的集权体制，将动员社会资源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中国成

了国际资本牟取暴利最理想的场所。 你好我好大家好，各取所需，一起

发财。从 2001 年正式加人世界贸易组织（WTO），短短十几年，中国工

业化现代化，成了世界工厂，国民总产值，世界第二，真正是其兴也勃

焉。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 

 

              3.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这一节的标题，第一句讲兴起，第二句讲终结，说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

今天的中国，又出了一个列宁主义的红太阳。下面这一段，是人民日报

2023 年 3 月 10 号的社论里的一段。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船重千钧，掌舵一人。在风云变幻中举旗

定向、掌舵领航，在大战大考中指挥若定、运筹帷幄，在惊涛骇

浪中力挽狂澜、砥柱中流，习近平总书记谋划国内外大局，统领

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充分展现了马克

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恢弘气魄、远见卓识、雄韬伟

略；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始终秉持为民造福的价值追

求，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充分彰显了大党大国领袖深

厚真挚的人民情怀，不愧为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不

愧为党领导人民成就伟业的主心骨，不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

巨轮的掌舵者、领航人。  

这可是在习近平三年清零防疫彻底失败，全国人民集体染疫人人发烧，

不知道病死了多少人，中国经济下行，中美关系，国际环境严重恶化的

背景下写出来的文章。 从 2012 年到现在，习近平当政，一步一步恢复

列宁主义，终于有了结果。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寿终正寝，被正式画上

了句号。   

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中国的国际环境，经济政治形势，都是一片大好。

但是中国好，和共产党好，是两码事。当时共产党政权面临的，是又一



场生存危机。致命的威胁，第一是无人不贪的经济腐败；第二是西方世

界自由民主的社会理念。 

经济发展和贪污腐败，在集权专制的社会里，是如影随形的孪生儿，双

胞胎。毛泽东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经济发展不了，邓小平只好放弃，

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怎么搞？发展是硬道理。这话落到实处，就是你

官做得好不好，要看你管的这片地方，有多少人做生意买卖，看这些人

的生意，做没做大。他们的生意做多做大了，你就升官，不然就滚蛋。

不过当官的无利不起早，你不能指望他们一心帮别人发财，自己没好处。

他们有权，帮护生意人发财，可以帮张三也可以帮李四。张三懂事给他

上贡，天知地知，他自然就帮张三。结果你们生意做大了，他就又升官

又发财，两头循环。经济越发展，贪腐越严重；贪腐越严重，当官的发

展经济的劲头才越大。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生意人一心一意，挖空心思

想怎么发财，当官的也一心一意，挖空心思想怎么帮他这一片的生意人

发财，他好升官拿回扣。贪腐拿回扣，从上到下，先是大家都装看不见，

后来约定俗成，居然成了规矩。 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到了

习近平当政的 2012 年，共产党的贪污腐败，前无古人，已经到了万民侧

目，民怨鼎沸的地步。经济腐败，损害了共产党政权的公信力，动摇了

共产党执政，一党独大的民意基础。 

当时中国的思想氛围，明显在向自由民主的方向走。八十年代西风东渐，

邓小平就感到了威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2012 年的中国，实实在在

是超级自由化了。西方的思想习俗文化，潜移默化，无孔不入，无处不

在。 自由民主的社会理念，跟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水火不容。继续和

美国交朋友，任由现代西方文化，在中国转播发展下去，共产党政权肯

定要完蛋。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话毛泽东说过无数遍，习近

平这一代人，都记得。说美国和西方世界，还在搞帝国主义，殖民主义，

要灭亡中国，是胡说八道。但是，说他们是共产党最可怕的敌人，要和

平演变消灭共产党，没有错。   

习近平和邓小平一样，代表的是共产党的利益。他要救共产党，就必须

治理经济腐败。反腐倡廉，势在必行。 反腐有两条路。一条是自由民主，

一条是集权反腐。搞自由民主，就是放弃一党独大，对共产党政权是死



路。国民党在台湾，是前车之鉴。所以他自然而然地，就走上了集权反

腐的路。 

经济上的腐败，可以用集权去反，遇到强有力的独裁者，也能成功。习

近平刚执政的时候，共产党经济腐败，已经到了风气养成，虽有大力，

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的地步。很多人说习近平借反腐集权，其实不

然。没有权力，你让他拿什么去反经济腐败，拿什么去救共产党？如何

集权？当然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集权与人斗，战无不胜。邓小平坚持

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一党独大，列宁主义的党，根基还在。这就给了习

近平机会。他于是乎一步一步，一板一眼地搞开了集权独裁，恢复列宁

主义。前面说过的，邓小平的改革是松绑，列宁主义是上绑，上绑自然

就是反改革走回头路。 

一个人一旦走上了个人独裁的路，那就骑在了虎背上，要么成为比对毛

泽东的伟大领袖，要么死无葬身之地。绝对权力，是世界上最迷人，也

是最可怕的东西。最迷人，是因为拥有它的人，是环境的主宰。最可怕，

是因为它比任何毒品，都更能够侵蚀人心。拥有绝对权力的人，不知不

觉中，心智会被权力控制，成为权力的奴隶，成为蔑视摧残世间一切平

凡美好的怪物。习近平十年做下来，本事加运气，自然而然就成了比对

毛泽东的统帅舵手。这样的怪物成了形，邓小平的政治经济改革，自然

就无疾而终了。 

内政说完了说外交。习近平外交，总体上两件事。一件是一带一路，一

件是和美国对抗。拍他马屁的，说这两件是他深谋远虑，雄才大略，也

不是全没有道理。 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要敢于斗争，善于斗

争。斗争的第一步，要弄明白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习近平认定了美国

和西方世界，是共产党最危险最可怕的敌人，没有错。  

敌人明确了，就对双方的实力，做比较考量。习近平对国际形势的基本

判断，是东升西降。这些年墙内墙外的中国人，对习近平外交最直接的

批评，是说他背离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原则。这个批评，一点道理都没

有。邓小平九十年代初说这个话的时候，中国人均年国民产值是四百多

美元， 国力军力，有什么光可韬，晦好养？他当时也说过，等中国的人

均年国民产值翻两翻，到两千美元，就大有文章可做了。习近平上台的



2012 年，中国的人均年国民产值是六千美元，2021 年是一万二，用中国

的人口基数乘一下，了不得。习近平的中国，不但不需要，也没有可能

在西方世界面前韬光养晦装穷装孙子。 

拳头大小，看了量了才知道。怎么量？一根筋看一个指标。毛泽东的中

国，看钢产量，只要钢产量超过美国，就是世界第一。他那是在朝鲜被

美国人炸了几年得的后遗症。今天中国的钢产量，是美国的十几倍，伟

大领袖恐怕在梦里，也没敢想过，可惜了不能都造成炸弹，给美国人扔

回去为他儿子报仇。 朝鲜战争，1950 年 6 月 25 号开打，1953 年 7 月

27 号停战，中国 1950 年十月正式加入，一共打了小三年。共产党说的

抗美援朝的五次战役，都发生在中国参战后的前半年。前两次算赢了，

后面三次，一次投入的兵力比一次多，但都是大败而归。余下的两年多，

光挨炸了。 

习近平的中国，也只看一个数，就是鸡的屁 （GDP，国民总产值）。 也

不止是中国人，当年人均鸡的屁到了美国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时候，日

本人也兴奋过。算总量不算人均也有道理。 国家的实力，用社会生产的

总量算，没毛病。于是对中美两国的实力，习近平看鸡的屁的总量，做

了东升西降的判断。中国暂时还不是老大，但是快了。 

真要和美国杠，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了从西方来的科技资源，在

习近平眼里，中国什么先进技术没有？没有的，只要砸钱办大事，自然

就有了。但是自然资源，石油矿产，会有不足。这些东西在哪里？东欧

非洲中亚东南亚。正好中国的制造业产能过剩，逼得他连千年大计雄安

新区这样的馊主意都想出来了。和美国对抗，未雨绸缪，就搞开了一带

一路。开始走起来，顺风顺水，连意大利，澳大利亚，都往前凑想得便

宜。美英法德日的那些跨国公司，国际奥委会，好莱坞，美国的国家篮

球协会，都想到中国来做生意。只要让他们来，一个个卑躬屈膝，点头

哈腰。 什么事不高兴，一变脸，他们立马道歉。也是奇了怪了，洋人过

去两百年的威风，一下子不知道都到哪儿去了。 

全体中国人，慢慢也就感觉到了，我们现在不但日子过滋润了，而且国

富兵强，厉害了，我的国。于是大家跟着习近平，一起做上了大国崛起，

民族复兴的好梦。我 2018 年回了中国一趟，照例同学朋友请吃饭，听老



同学老朋友在饭桌上谈中国强大，说美国穷了，不行了，一个个眉飞色

舞，那叫一个兴奋，一个扬眉吐气。不管有钱没钱，都要平等待人的道

理，在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不存在。有钱拳头大，欺负别人天经地义，

于是中国就有了战狼外交。中国当年穷，求美国要加入世贸组织，什么

条件都答应。现在不一样，老子天下第二了。为香港的事，和西方世界

翻脸；到阿拉斯加，跟美国人掀桌子，说你们定的破规矩，我不认了。 

但是你不认美国的规矩，他就要跟你为难。 美国一旦跟你过不去，就是 

整个西方世界跟你过不去。 2008 年北京奥运会，高朋满座，到了 2021 

年北京冬奥会，大家都不来了。美国人过去十几年，什么好东西都跟你

分享，现在不但新的不给，以前给的，也没了。他不给，也就罢了，其

他国家，他也不让给，卡你的脖子。 数数现在中国的朋友，不是穷鬼， 

就是鬼穷，一个有点体面的都没有。外资撤离，产业链外移，邓小平的

外交开放，寿终正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