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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的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的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资本主义世

界发生了由“古典资本主义社会”向“工业社会” “丰裕社会”的转变，贫困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

然而，表面上的物质财富丰富只是资本主义在一定发展阶段及有限范围内所表现出的虚假繁荣景象，当代资本

主义社会内生的贫困问题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越发酿成了世界性贫困局面。纵观资本主义的当代进程，资本

主义社会始终囿于狭隘的生产关系而根本无从摆脱危机和贫困的阴霾，只有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在充分发挥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解决贫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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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在新兴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发展出日益自动化的生产体

系，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由此在西方理论界催生出一些观点，认

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一个物质丰裕的社会，这与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贫困的 “古典资

本主义”有了很大不同，继而一些人声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所作批判的一些基本原理已经

过时。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亟须认清其看似繁荣的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矛盾及贫困问题，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论断，已经成为研

究当代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关键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诊断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

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然而资本主义并没有解决贯穿人类历史的贫困问题，反而使社会贫困

问题越加严重。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交换关系的研究，深刻揭露了资本

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及其内在矛盾，指出只有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狭隘外壳，才能使被束缚

的生产力获得进一步发展，才能使贫困问题得到真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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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资本主义社会贫困问题的内生

资本主义生产是以获取剩余价值为唯一目的的特殊生产，在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间存在着

不可调和的斗争。资本家越是想要获取更多剩余价值，越是要想尽办法改变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

之间的比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资本家出于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贪欲总是想法设法地改进

生产工艺和水平来提高生产的效率和规模，以图通过压缩必要劳动时间在工作日中所占的比例来

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受限于资本主义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和人民群众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

盾，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总趋向使资本主义越是发展越是造

成更多的过剩及贫困人口。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劳动使资本发酵并成为资本增殖过程的必要部分。工人和资

本家的交换关系使工人获得一定量的货币，这些货币构成了工人的工资。如果说工人抱有和资本

家同样的致富欲的话，工人的普遍工资不再是作为转瞬即逝的交换手段，而是作为财富的一般形

式并由工人把这些货币储存起来，把货币从流通中抽出。工人要把这部分交换价值变为独属于他

自己的产物，他为了财富的欲望而必须克制自己的消费欲望，通过禁欲、节约、紧缩自己的消费

来保持自己所存有的货币量，而且也使工人要依靠自己的勤劳来获得更多的交换价值。这些行为

的原因只在于当工人发生疾病、年老，或发生危机的时候，使工人不至于成为国家、资本家阶级

的负担，这种负担落在了工人阶级自己的身上。所以，工人所做的一切节约也是在为整个资本主

义社会生产，为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节约。然而，工人为了求生存或改善生活作出的一切努力，最

终只能为资本主义残酷而无情的生产体系所摧毁。原因在于如果单个的工人通过自己超过一般水

平的勤劳，可以获得超过维持一个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程度，但如果全体或多数工人的过度勤劳会

产生普遍性积蓄，那么社会性的普遍工资又会退回到原来的或应有的水平，仅仅是因为工人阶级

普遍勤劳使他们的工资超过了他们维持一般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商品。因此，对于整个工人阶级

生存状况的改善而言，如果工人不把使用价值或对生活资料的必要消费当作自己的目的，而是把

财富当作了自己的劳动目的，那么最终的结果是工人 “不仅得不到任何财富，而且除此之外还

会失去使用价值”①。

( 二) 资本主义贫困加深的历史趋向

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根源在于其特殊生产方式的矛盾，表现为庞大社会财富的商品生产本身

就是以广大劳动人民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因此，尽管资本主义创造了比以往一切世代还

要多的生产力，但并没有解决贯穿人类历史的贫困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反而产生了更

为严重的剥削和贫困问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尖锐的对抗关系逐渐发展起来了。

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要求消灭掉以往的小农私有制形式来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它把

大量的人口转变为一无所有的自由民，使他们除了自己可怜的劳动力可以出卖之外一无所有。资

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使大量小农生产者从封建关系的农奴地位中获得解放，但这些刚被解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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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在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所给予他们的生存保障后很快便被抛入只能依靠出

卖廉价劳动力才能得以生存的艰难局面，这促使原来以耕作为生的农民直接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无

产者，他们被“游离”出来投向了工业生产领域，这些农民的工资最多只能够满足他们必要的

生活所需。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这个历史阶段，已经逐渐使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 “国

民财富和人民贫穷是一回事”①。

随着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到大工业生产时期，工人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在

资本主义进入大工业生产时期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历史趋向使机器这种劳动资料一出

现，就立刻剥夺了工人饭碗并成为工人阶级的对立面，机器成为工人本身的竞争者。工人这种特

殊商品像其他一切供给过剩的商品一样最终被抛弃在资本主义市场，一部分工人的劳动力像停止

流通的纸币一样面临着再也无法被出卖的局面。在过剩人口的压力下工人为求生存成为彼此的竞

争者，使资本家可以更进一步地压低工人工资，劳动力的价格降到它的价值以下。机器在某一生

产领域的广泛使用，直接造成了这一生产领域的工人普遍性的慢性贫困，一部分工人由于无法出

卖自己的廉价劳动力而饿死，另一些工人则因为就业紧张而长期依靠最低工资来维系一家人的

生活。

当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逐渐走向资本集中和规模扩大的垄断阶段，工人贫困的范围和程度也

在不断地扩大和加深。资本主义积累绝对的、一般的规律使社会财富被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变得

越来越大，资本增长的规模和能力也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大，资本主义社会的过剩人口

却变得越来越多。在资本的规模和集中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被剥夺对象也不再限于以往的小生产

者，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敌对和战争已经开始。在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作用下，资本

的集中过程必然表现为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

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②。

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资本主义为追逐更多剩余价值而力图发展起来的生产

力并没有成为解放人的力量，反而日益成为广大工人阶级的对立面，使整个社会性的贫困问题更

为突出，这也充分表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必然引起工人阶级的日益贫困。

( 三) 社会主义阶段贫困问题的化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

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③ 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出现了发达的工

业和商业，然而周期性的商业危机却使整个社会陷入混乱并不得不消灭大量的社会财富，这充分

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狭隘性质。不仅如此，与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出的庞大财富相矛盾的

是那些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广大的工人阶级不仅无法享用资本主义社会那些已然过剩的生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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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而且还被卷入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商业危机中，其生活变得更为艰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频

发也表明资本主义制度由于无法克服的内部缺陷已无法容纳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曾用来推翻封

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已经对准了自己。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要解放被资本主义所束缚的生产力

必然要求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只有废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实现更为发达的

社会生产力，使社会财富的生产不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而是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要。

社会主义是同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彻底决裂，彻底解放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束缚的生产

力。历史进程中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催生了巨大的生产力，但随着资本主义一同发展起来的生产

资料却并没有用作发展人的手段，反而造成了更严重的 “异化”问题。资本主义为获取更多剩

余价值所作的一切努力，使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其自身的限制，资本主义制度

的矛盾越是发展，越是表现出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工人群众

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①。只有在超越了资本主义狭隘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阶段重新建

立个人所有制，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再是为资本服务，而是为社会创造出更多自由支配时间，

这些可自由支配时间也将不再是资本增殖的手段，而是真正用于人的自由发展，整个社会财富的

生产与人的需要达成一致关系，为满足人的需要而进行的社会生产无疑将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打开新的局面。到“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

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②。

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贫困程度的缓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的新兴工业革命，生产力因此

得到极大提高，但这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剥削属性，也没有改变工人被奴役的处境。

( 一) “丰裕社会”生产了大量物质财富

由新兴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为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大量的物质

财富，满足了大多数人在物质方面的需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水平不断提

高。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加尔布雷思 ( John Kenneth Galbraith) 在其

代表作《丰裕社会》中指出，当今的美国已经进入 “丰裕社会”的时代，整个社会富裕程度已

经到了“死于食物太多的人比饿死的还要多”，与以往贯穿人类全部历史的贫困情况不同，“在

这里，特别是美国，才有巨大而十分空前的丰裕”③。面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出的巨大物

质财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 ( Herbert Marcuse) 也指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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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上的丰裕，而且这种丰裕的状态使一般平民百姓的物质需求也得到了基本满足，这使得

“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

车”①。

新兴科技革命使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由此带来了大量物质财富，当代

资本主义不仅没有迎来其历史性的灭亡，反而继续成为一种 “营业发达的商行”。资本主义社会

的再度繁荣不仅使资本家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财富，而且也在其发展的上升阶段短暂地提高了工人

阶级的生活水平。

( 二) 阶级结构变化引发社会矛盾缓和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科技和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劳动力构

成和职业结构已与传统资本主义社会有了较大不同，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生产条件、知识文化

和思想意识等方面已然发生较大变化。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工人所从事的还只是一般性无差别

的繁重体力生产劳动，工人的生活状况较为穷窘，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似乎为工

人阶级摆脱濒临饿死的 “绝对贫困”状态提供了基础，社会阶级结构上出现了许多不同于以往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单纯体力劳动者的劳动工人，他们大多是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管理人员。发达资

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化，一方面使大多数工作岗位的劳动形式不再是以往资本主义社会当中

令人不堪忍受的繁重的体力劳动，另一方面还意味着从蓝领向白领的转变过程使工人的工资水平

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工人的贫困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新兴科技革命的带动下创造出巨大生产力，这不仅意味着可以满足人的

更多需求，而且也直接或间接地创造出许多新的就业岗位，劳动力构成和职业结构都发生了许多

变化。古典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还只是限于体力繁重的物质劳动，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

更多的工人开始从事非物质劳动，劳动的形式和内容已然发生巨大变化，整个劳动过程看起来不

再是那么的难以让人忍受。在这种条件下，曾经被资本家像使用牲畜一般剥削工人劳动力的情况

已有了很大改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其社会内部激烈的阶级

对抗。

( 三) 福利制度改善了工人的穷困局面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资本家竭力压低工人的生活工资，这对当时工人阶级的生命健康造成

了严重损害。为应对过度剥削而导致工人大量死亡带来的无足够再生劳力可用的局面，也为缓解

日益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福利社会的萌芽。这种福利社会的萌芽虽然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早有出现，但最终能够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机制和体系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之后。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创痛以及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越发严重的爆发，资本主义国家不

得不开始反思社会发展前途和命运。随后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经济学和福利政策也开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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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其道，由此逐渐发展出了一套普及化、全民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当时西方福利制度的指导思想

普遍认为，应保障社会居民应有的维持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资料，强调社会保障的普遍性，通过税

收的调节实现一定程度的收入再分配，改善国内人民的贫困处境，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贫困处境，但这种改善只是在

资本主义狭隘生产关系允许的一定范围内的调整，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的根本，没有

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性质，更没有改变工人被剥削和奴役的地位。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普

遍性的经济增速放缓，其福利支出也越发的难以维持，许多工人又被迫卷入失业和贫困的状态。

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内外表现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创造了比以往规模更大的物质财富，但并没有解决其内在的贫困问

题，只是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内短暂地掩盖了这一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不断消耗着新兴工

业革命带来的阶段性福利之后又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曾被 “丰裕社会”所掩盖的贫困问题不

仅再度凸显，而且使贫困问题在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变得尤为普遍。

( 一) 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总是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规模的扩大与集中，整个社会的剥削程度

和对抗性矛盾不断加深，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表面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贫困危机。自 20 世

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开始加深。以当代资本主义最繁荣

的美国为例，过去 50 年来美国的基尼系数一直稳步上升。1970 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 0. 41—0. 45

左右①，到 2019 年 5 月，美国的基尼系数已达 0. 482，远超 0. 4 的国际 “警戒线”②。资本主义

国家发展过程中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导致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越来越多的人民

群众被迫失业，成为贫困人口。尤其是在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美国的贫困人口和

失业人数正在变得越来越多，美国的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拉大。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又不断生产出更多的贫困人口，使贫

困问题在数量和范围上都变得更为严重。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到最后总是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内

部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进而造成越来越严重的贫困和失业问题。虽然当代资本主义一直力图通

过一定程度的分配政策来缓和社会矛盾，但是贫困问题始终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愈合的伤口，而

且愈加发展到更加难以调节和解决的地步。

( 二) 资本主义酿成世界性贫富差距问题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关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

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以及资本输出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掠夺和剥削。一方面，由于发达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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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发达国家在生产上更具有效率，而且凭借科学技术优势更是

形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高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高科技产品的输出获

得了大量的高额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凭借着对外投资并打

着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幌子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掠夺，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

资源的使用进一步加剧财富上的不平等。通过资本的大规模投资，发展中国家消耗了大量资源和

人口劳动力所生产出来的财富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通过 “割息票”的形式拿走。根据世界

银行发布的《2018 国民财富变化》报告数据，从 1995—2014 年，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生

产资本和外国净资产在内的全球国民财富增长了 66%，达到 1143 万亿美元。然而低收入国家与

中高收入国家的贫富差距问题也在进一步凸显，低收入国家的财富占比仍不到 1%①。进入 21 世

纪后，全球性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最富的 0. 1%人群大约拥有全球财富总额的 20%，最富的

1%拥有全球财富总额的约 50%，而最富的 10%则拥有全球财富总额的 80%—90%②。

资本主义出于扩大销路和争夺原料市场的需要 “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

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③，同时资本主义也把自身的缺陷和矛盾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使贫

困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棘手问题。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资本的全球流动以及国际

分工体系的建立使大批的发展中国家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寻求摆脱

贫困走上富强之路的问题上一直难以找到科学方法与正确途径，不仅在经济上与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债务问题越加沉重。

四、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趋向

尽管当代资本主义为避免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重现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一定程度的改

良，但这始终是在资产阶级可允许的范围内所作的狭隘调整，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

人类社会贫困问题在资本主义狭隘的生产关系内根本无从解决，只有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才能最

终消解。在消解贫困道路上的中国之治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方法和实践依据。

( 一) 资本主义分配调整是否意味着会自行长入社会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一些政策上的分配调整来挽救资本主义必然

灭亡的命运，资产阶级的激进分子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新变化指斥这是在搞社会主义。但

是，从根本上讲，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触动其筋骨，主要目的也仅是为了在

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允许的范围内实行一定程度的改良来弥补资本主义的缺陷。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是以攫取更多剩余价值为唯一目的的特殊生产，“它的直接目的是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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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而不是使用价值”①。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日益庞大的生产力面前，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

的历史趋向以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小，使资本主义生产力越是发展越是受到它自身固有的限

制，最终不可避免地使其尝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资本的增殖过程一旦中断便陷入无法实现自身的

困境，资本的停滞带来过剩的危机，并进而造成更严重的失业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分配政策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紧张程度，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保留一定的余地

和缓冲空间，但总体而言当代资本主义所采取的调整生产关系及缓和阶级矛盾的努力与尝试并没

有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这就注定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问题和经济危机，而且

日益使矛盾发展到更广阔的领域，资本主义社会将不得不准备面临更全面更猛烈的社会危机。

( 二) 社会主义对消解贫困问题具有制度上的根本优越性

贯穿人类历史过程中的贫困问题只有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够得以解决，马克

思认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②，如果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只能是贫穷

的普遍化，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③。

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优越性就在于能够不断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而且使社会的发展与

人的发展相统一。资本主义尽管创造出了巨大的生产力，但其狭隘的生产关系却阻碍生产力的进

一步发展，而且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也并不是用作发展人的手段，机器大工业体系的进步反而

剥夺工人的就业机会并成为工人阶级的对立面。对财富的贪欲驱使资本把一切都作为实现自身增

殖的手段，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只考虑自己手中资本的增殖，只考虑生产的扩大，而根本不

去考虑消费的限制。资本主义的矛盾越发展，越是表明生产力的增长已经不能再为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所束缚了，工人应该从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直接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资本主义固有矛

盾的解决必然要突破资本主义狭隘的生产关系才能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也必然只

有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才能使生产力发展的庞大成果为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享用，在进一步激发历

史主体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和活力的基础上，“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④。资本

主义不断追逐剩余价值的这种特殊生产方式使得生产力越是发展越是会造成更为普遍、更为严重

的贫困问题，社会主义则彻底突破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狭隘性。社会主义将摆脱生产的无

政府混乱状态，把整个社会生产置于集体的有意识的控制之下，使整个社会生产和财富创造能够

更好地为人的发展服务，这不仅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而且真正把人的发展

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形成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的高度统一关系。

( 三) 社会主义将为解决世界贫困问题不断提供更多证明

纵观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尽管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阶段或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部分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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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贫困状况，但资本主义显然并没有消除贫困问题。与资本主义的内生狭隘性不同，社会主义从

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内在的固有矛盾与弊端，在发展生产力与消解贫困等问题上明显具有无比

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建设更是要求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在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

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来发展出适合本民族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这个

看家本领活学活用，既不拘泥于教条，又不偏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奇迹迭现之路。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发展的波澜壮阔的历程，中国从起初的贫困国家已经成为世界历史上的发展奇迹。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贫困治理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最新发布

的《中国统计年鉴 2020》的数据，依照 1978 年的贫困标准，我国的贫困人口高达 25000 万人，

贫困发生率为 30. 7%。到了 2020 年底，我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按照每人每年生活水平 2300 元 ( 2010 年不变

价) 的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计算，551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① 经过几代共产党人和中国

人民的不懈努力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这其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更是被国

际社会称为“中国奇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贫困治理上创造的伟大奇迹，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

先进性、优越性。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披

荆斩棘，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摆脱贫困实现富强不断努力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用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

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②。

( 史孝林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 2018 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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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acts． But this debate had many historical limitations and cannot possibly lead to a

comprehensive and deep understanding of“whether the socialist system is feasible”． The Austrian school made four

theoretical mistakes in criticizing the Soviet model: their criticism was based on a“static vision”; they ignored the dynamic

optimizing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economy; they ignored the various advantages of a socialist system;

they neglected the complexity of the causes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drastic changes in Eastern

Europe．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powerful refutation of the Austrian school's

arguments． China's socialist system ha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t organically combines the advantages of a socialist system

with the efficiency related advantages of market economy in resource allocation; as a constantly self-improved constructive

system，it demonstrates dynamic efficiency advantages; and its economic system is more conducive to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n Poverty Problem in the Transition from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Shi Xiaolin ( 69)……………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greatly advanced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The capitalist world witnessed a transformation of“classical capitalist society”into“industrial society”and“society of

abundance”． Poverty was alleviated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the apparent abundance of material wealth is only a false

prosperity of capitalism at a certain stage of development within a limited scope． The endogenous problem of poverty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y has not been eliminated; on the contrary，it has become a worldwide problem． Throughout

its modern history，capitalist society has always been confined to narrow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has found no way out of

the haze of crisis and poverty． Therefore，only after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can the poverty problem be truly resolved on

the basis of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Insights from History 

Ｒeflections on History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Ｒussia ( 1945—2006)

Liu Shulin ( 78)…………………………………………………………………………………………………………

The Modern History of Ｒussia ( 1945—2006) contains many new analyses and new viewpoints． It is a masterpiece of

profound reflections by Ｒussian historians and has been positively received by the Ｒussian authorities，especially President

Putin． It clarifies the confusion on many major historical issues． For example，it restores the image of the Soviet Union as

“an example of the best and fairest society in the world”，which was previously vilified by the West; it restores the image

of Stalin as“the most successful leader of the Soviet Union”，who was slandered in the past; it reevaluates the highly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that was criticized in the past as a legitimate practice in line with traditional Ｒussian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reality; it treats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s a national tragedy and victory of

the Western“Cold War”; and it regards the privatization reform promoted vigorously by Yeltsin as a big scam． The book

demonstrates that the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Ｒussia have had more and more in 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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