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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是简单的东西越难明白”. “纯粹的谬误並不可怕, 可怕的是混有真理的谬误”. 

内容提要: 我们宇宙中最多的物质是氢原子。它也是最简单的元素。简单就意味着稳定。所以氢 

是宇宙中最简单最多最稳定最长寿命的元素。 

        根据近代科学和粒子理论, 其它的化学元素都是由氢原子在恆星和超新星爆炸中合成出来。一 

般恆星最多可將氫和氦融合成鐵和鎳那樣重的元素, 至於更重的元素則主要從超新星爆炸而來. 超 

新星就是大恆星的爆炸。在超級熱的爆炸中, 藉由氦原子核互相結合成較重的原子核，然后這些較 

重原子核再捕捉會衰變成質子的中子，大部分較重的元素會因此而產生。在恒星之外层和冷的宇 

宙空间和行星上,，氢除了稀有气体之外，几乎可与所有元素结合成化合物。以氢碳为基础的碳氢 

化合物形成了有机物。有机物在类地(球) 行星的适当环境下，就有可能演变进化成生物和人类。 

        因此，宇宙中任何复杂的物体都是由最简单的许多氢原子所结合成的元素和化合物等层层结 

合而成.所以复杂来源于简单. New York Science Journal, http://www.sciencepub.org, ISSN 1554-0200 

        因此，由一个质子 p和一个负电子(e-)所组成的氢原子 H是构成我们宇宙中的任何物质、物体

和事物的元件和基石。而氢原子本身就是由 2 对的矛盾体分 2 层组成的。可见，没有一个事物是

由单一的矛盾体构成的。所有事物都是有多种和多层矛盾构成的矛盾体系或矛盾系统。 

        因此, 宇宙中任何事物, 不管是现存的或已存在过的事，不管是个体群、体或整体，都是由相 

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矛盾体组成的。所谓 “矛盾体”或 “对立统一体”，就是其内部的各个结构部 

分和其间各种斥力(如电斥力、热斥力、辐射压力、分离力,、恨等)与其相对应各种引力(如万有引 

力、电引力、化学键、凝聚力,、爱等)保持相对的对称平衡以维持事物本身的相对稳定的结果。 

这就是中国古代哲学 “相反相成”的道理。如果内部斥力大于引力，物体就会膨胀、破裂,，改变结 

构、解体爆炸.。如果内部斥力小于引力，物体就会缩小、挤压、破裂,、改变结构、塌缩。因此,  

内部对称与平衡度愈高的物体和事物，其稳定性就愈高，其寿命就会愈长、中国古代佛道家所追 

求的得 “道”，就是要在修炼中保持身心的均衡和宁静。以达到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和成仙的愿望。 

       事物本身与外界一方面是靠斥力和引力的相对平衡，以维持其相对稳定的内部结构和运动状 

态(对立统一),，其随时间而产生变化和消亡的过程是与外界在同时间内持续作用的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当事物内部的某部分或整体的斥力或引力增减至某一临界值时，该事物的相对应部分或 

整体将发生结构和形态的改变而消亡，或转变成另外的事物。事物本身保持稳定的另一条件是该 

事物前后吸收和排除的能量和物质应达到相对的平衡.。事物与外界的碰撞作用是突发性的突变， 

往往对二者都造成直接的损伤破裂，甚至毁灭性的解体爆炸而消亡。 

        本文的新观点和重点在于将矛盾体按照其不同的结构分为不同类型，各种不同结构类的矛盾 

体将有不同的特性、运动形态和转化结果。混淆矛盾的结构类型会导致重大的错误和结论。 

[New York Science Journal. 2008;1(3):50-65]. (ISSN: 1554-0200).   
 

关键词: 对立统一规律(矛盾律)；矛盾体结构的不同类型；矛盾和中间体组成的“三位一体”；事

物运动变化过程的中间态,；氢原子的对立统一结构；事物的进化是由突变产生的不可逆过程； 
 
【I】. 对立统一规律 (矛盾规律) 的普遍性，氢原子的对立统一结构，宇宙中无论多么复杂的物体

和事物都是由许许多多氢原子层层迭迭结合而成。复杂来源于简单。老子曰: “大道至简”. 
        

        我们现在的宇宙大约共有 1080氢原子。一个体重 75公斤的人大约由 5×1028个氢原子组成。而

氢原子的质量只有 1.66×10-24克。对立统一规律 (矛盾律)是小至氢原子大到恒星、星系和宇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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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的普遍规律，也是我们宇宙中现存的和过去的每一个独立存在的事物内部与外部之间的最根

本的规律，还是我们现在的物质世界、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世界中所固有的和共有的最根本和最

一般的规律。 

    黑格耳和以后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对对立统一规律或者说矛盾论作出了深入研究和取

得了重要的成就。.然而，由于后者们常将研究工作过分注重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标，因而将对立

统一律简单化，而导致一些重大的错误结论。比如，由矛盾对立面的转化而得出无产阶级专政。

由一分为二而反对合二为一，并将一分为二绝对化，煽动仇恨和斗争。虽然便于夺取政权，但是

在夺取政权后，仍然不断扩大仇恨和斗争。这必然导致社会分裂和经济崩溃。如果与天地人斗争

就其乐无穷，而爱天地人并与其和谐相处就会失去快乐而悲哀无限吗? 再者如果更进一步追问，

事物真的就只限于一分为二而不是一分为多吗? 那么, 多极化, 多元化, 多样化等又从何而来? 

    对立统一规律 (矛盾律)其实就是每个事物内部各个物质组成部分之间及其相互作用力(引力和

斥力)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保持其对称平衡的规律。只有该事物保持其内部平衡和与外部的作用也

保持平衡的情况下，该事物本身才能保持稳定，即稳定的结构、性质和运动状态。 

         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性从何而来? 就在于构成我们现今宇宙中, 最基本最大量最普遍最简单

最稳定和最长寿的物质是氢原子.。氢原子是由一个质子 p和一个负电子 e- 所组成.的，其内部组 

成和作用力(斥力和引力)的对立统一达到了最高的对称平衡。因而达到了最高的稳定。现今宇宙 

中的各种元素化合物无机物有机物和生命都是由最基本的许多氢原子所组成，小至宇宙空间物质, 

大至行星恒星，也是由最基本的氢原子所组成。因此宇宙中所有物体中的 “矛盾”或 “对立统一”的 

本质就是由许多氢原子层层迭迭所组成的各种事物内部复杂结构的 “对立统一”所表现出的 引力与 

斥力的平衡。这就是中国古老易经哲学中的 “天地人三才合一” 思想正确性的来源。 

        1974年乔治（Georgi）和格拉肖（Glashow）提出了把强、弱、电三种相互作用统一在一起的

SU（5）大统一理论。按照该理论，质子是不稳定的，它的寿命约为 1028 ～2.5×1031年。但实际上

美国、印度和日本等国的实验尚未有确切的公认的证据证实质子有衰变的迹象。 

         按照近代粒子物理理论，质子核(内部) 由两个上夸克(u)和一个下夸克(d)组成(即 uud)。夸克

之间的核引力(核力，色力)与夸克之间的斥力(泡利不相容原理)达到了最稳定的平衡即矛盾的统

一，而使夸克长期被禁锢在质子内，无法脱离。从而使质子的寿命超过 1030年。相比较而言，宇

宙的年龄才不过 1.37*1010年。地球和太阳的年龄约 50 亿年(5*109年)。质子核外部是质子核内正

电子(e+)和其外层运动的负电子(e-)的引力和斥力达到了平衡，即矛盾的统一而成为氢原子.的结

果。因为正电子(e+)和负电子(e-)是质量和电量完全相等而有电引力的粒子。由于在质子外层运动

的单身负电子(e-)较易脱离，使质子成为正离子。因而两个质子常结合成化合物成为氢分子(H2)或

与其它元素组成化合物，以满足该化合物外层电子所需容纳的饱和电子数，如盐酸(HCl),水(H2O)

等、大量质子在恒星和超新星内合成其它稳定的元素时，核内不能仅仅由质子组成。根据泡利不

相容原理，多个质子之间在核内会产生斥力，因而质子间必须由中子(n)间隔开来以维持核内引力

和斥力的平衡，从而保证该元素的核内部的稳定。所以元素核内的中子数都等于或大于质子数，

如氦原子核(He)就由两个 p和两个 n所组成. 

    中子(n)由一个上夸克(u)和两个下夸克 (d)组成(udd)。单独自由的中子是不稳定的，会在约 15

分钟(896 秒)内会衰变为质子。这种不稳定大概是由于中子(n)内的两个下夸克 (d)之间的斥力大于

质子内两个上夸克(u)之间斥力的缘故。但由一个中子和一个质子结合成的氘核以及两个中子和一

个质子结合成的氚核，却都能维持其稳定。因为其核内上下夸克之间的适当的空间结合维持了内

部各夸克之间的引力和斥力的平衡. 

        这就是说，只要质子或者说氢原子不衰亡,我们宇宙中现有的各种有关物质结构和其运动的各

种科学规律就不会改变.，对立统一规律 (矛盾规律)也就不会改变。这就是对立统一规律 (矛盾规

律)的科学依据和物质基础。 
 
【II】.我们现今宇宙中的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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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近代粒子物理的研究结果表明，构成物质世界的最基本的粒子有 12 种，包括 6 种夸克

（上、下、奇异、粲、底、顶），3 种带电轻子（电子、缪子和陶子）和 3 种中微子（电子中微

子，缪中微子和陶中微子）。它们都是长寿命粒子。氢原子中就包括着夸克、电子和中微子。大

量氢原子的存在和在不同条件下的相互结合是进化成人类的物质基础。而各种元素粒子之间在不

同情况下同层次间和不同层次间所形成的引力和斥力的平衡是千变万化的，它们形成了各种各样

物质千变万化的结果性质和运动状态，它们组成和演变成现今的千万种物质生命和人类.。设想如

果粒子之间仅仅有斥力而无引力, 或者斥力在任何地方总是大于引力，我们宇宙将是一个由无数

孤立粒子组成的冷冰冰的世界。再设想如果粒子之间仅仅有引力而无斥力, 或者引力在任何地方

总是大于斥力，我们宇宙将塌缩成为一个奇点，即回到宇宙大爆炸的起点----普郎克时代。 

        在自然界, 引力有正负电子的引力、化学键、分子链、万有引力、核力等。斥力有同性电子的

斥力、热压力,、辐射压力、各种泡利不相容原理所形成的排斥力等。 

       在生物界----除上之外, 还有新陈代谢、酸碱平衡、生存竞争等。 

       在人类社会----除上之外, 还有利害矛盾、权力斗争、阶级种族宗教文化各种矛盾等等。 

       在人类思想感情-----除上之外，还有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得失、进退、存亡、爱恨情仇等等。 

       我们现今世界各种各样物质千变万化的性质和运动状态，特别是生命和人类复杂遗传因子

DNA等等，均源于以氢原子和各种元素所带的外层电子在不同情况下的复杂的藕合形式后的运动

的表现。而这正式现代科学技术尚未完全了解和解决的问题. 
 

【III】. 对立面(矛盾)共存的基础或者说基本条件必需是二者统一和依附于一个或多个“中间

体.”。“中间体”将矛盾的双方既分隔又结合而共同组成一个“三位一体”独立的事物。“中间

体”比矛盾的双方愈强大，该事物就愈能保持长期的稳定。仅有矛盾双方而无中间体是不能构成

任何独立存在的个体的。 
         

         一个独立的事物是由诸多的“矛盾”的统一体（三位一体）构成的系统。所谓“矛盾”的统一体 

不只是包括矛盾的双方，,还包括其支撑和依附的中间体而共同组成的一个统一体。只有它们有机 

地共同组合在一起才能构成一个独立存在的事物。仅有矛盾的双方是不可能构成一个独立存在的 

事物的。仅仅一个正电子(e+)和一个负电子(e-) 不可能组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二者碰在一起只能湮 

灭成一堆能量。所以它们只能依附在一个原子核上才能组成一个独立存在的氢原子，或者共存于 

一个原子核内组成一个中子，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事物.。甚至在质子核内部，矛盾的双方也有它 

们支撑和依附的的中间体。 

        质子核由两个上夸克(u)和一个下夸克 (d)组成(即 uud)。三者有不同的颜色即色引力。它们其

中的任何一个夸克即是另外两个矛盾夸克之间的支撑和依附的的“中间体”，而任何两个夸克之

间的引力 (核力,红兰绿三种色力)与夸克之间的斥力 (泡利不相容原理)均达到了极好的平衡，即矛

盾的统一。也许正是核内 uud 这种三足鼎立而又不可分割的互相平衡的结构才保证了质子核的最

高的稳定性和最长的寿命.。在两个质子组成一个氦原子时，必须至少还要两个中子作为中间体将

它们结合在一起，也可以说是将质子既分隔又结合起来. 

        电子和中微子内部是否也由矛盾的统一体组成? 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近代科学还不能

解答这些问题。但是电子有结构和可分解是无疑问的。因为电子可以在质子内被三分到三个夸克

上就是明证。 

        一个 DNA 的基本结构单元称为核苷酸。其中除了一个碱基和一个磷酸的这一对矛盾以外，

中间还必须有一个糖分子。正是这个糖分子将碱基和磷酸牢固地联接在一起又分隔开来，才保持

了核苷酸的稳定。这种大量的核苷酸的有序连结形成了 DNA的极其复杂的稳定可靠遗传作用。 

        随便一男一女不可能组成一个家庭。他们必须要有财产、利益、爱慕和能满足对方的各种需

要作为条件或基础。这些东西的存在就是中间体，即男女双方结合成家庭所必需的粘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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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封建社会不能仅有地主和雇农佃农。还一定有大量的中农工商业的老板和雇工等。同样,

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仅有资本家和工人，还一定有许多大量中产阶层、自由职业者、甚至还有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残余。所以，列宁说过: “没有纯粹的资本主义.” ，就是这个道理。 

        中间体的作用:：比如左中右，前中后，敌友我，前线中间地带和后方，正负数之间的许多数 

和 0等等。说明“中间体”的存在是矛盾双方依附或依存的和不能相互湮灭的必要条件。也是矛 

盾双方盛衰和可能转化的基础。在战争中只有能得到最多中间群众拥护的一方才能战胜敌人。中 

间体将矛盾的双方既结合又隔离开来而组成一个独立存在和活动的整体。 

       矛盾的双方的既排斥又吸引的相互作用力只有在“中间体”的介入下才能达到平衡而组成一 

个相对稳定的事物。矛盾相当于毛,，中间体相当于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间体比矛盾的 

双方愈强大，该矛盾体就愈能保持长期的稳定。如氢原子核比一对正负电子重大 1840倍。这是 

氢原子最稳定最长寿命的物质基础。如氦、铁和各种元素和各种化合物甚至构成生命的物质，所 

有组成物质的原子核中由于中子的存在就使各个原子核比其外围总电子重大 1840倍还多. 

        因此,，稳定的矛盾体(事物)是“中间体”比矛盾本身重大得多的橄榄型的矛盾体。 

        事物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一分为多”的。当事物被分解时，不仅仅分解为矛盾的双方。

总还有其它的东西被分解或者产生出来。同样，既然所有的矛盾必需有所依附的“中间体”。那

么, 事物就不是“合二为一”，而是“合多为一”。 

        先从宇宙中最简单原子氢 H(质子 p + e-)说起。原子氢仅能存在半秒钟，随后便重新结合成分

子氢 H2。并放出大量的热。把原子氢气流通向金属表面时，原子氢结合成分子氢的反应热可以产

生高达 4273K的高温。这就是常说的原子氢焰。但在高温下，在电弧中，或进行低压放电，或在

紫外线的照射下，氢分子能发生离解作用，得到原子氢。这就是说，无论是 2个 H变成 H2，还是

H2分解成 2个 H，都需要大量的能量供给或释放，或有高能粒子的参与。另外, 氢离子 H+也只能

在水中才能存在。而同时还必定有 OH-离子存在于水中才能平衡。这就是说，氢 H不可任意分解

成为 e-和 H+ 两部分，而在水中的氢离子 H+也只有用电解的方法供给电子 e-才能得到原子氢 H。 

        一个中子可通过弱作用衰变为质子，放出一个电子和一个反电子中微子。 质子很快就会捕捉

一个 e-而成为一个氢 H.。如上所述,，氢 H很快就会与另一个氢 H合成氢分子 H2。所有这些过程

都必须有能量的参与。这能量就是第三者。 

        如前所述的核苷酸，其中除了一个碱基和一个磷酸之外，还必须有一个糖分，共有三者所结

合而成。一对光棍的男女无法组成一个稳定的独立的家庭。他们还得有其它的各种共同的财产、

政治经济利益、文化感情和家庭等等各种需要或对对方各有需求。 

        在封建社会, 不仅有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还有中农小手工业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有资

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还有大量的中产阶级、自由职业者。 

        当中国共产党在 1957 年将 5%的知识分子打成资产阶级右派时，受损伤的就不仅仅是这 5%

知识分子本人，而还包括其家庭成员及许多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对全社会的影响。这一大片“中间

体”所受到的伤害造成了可怕的后果.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仅需要其生活所依赖的动植物共同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还需要将共同聚

居的环境保护，以适宜共同的生存。 
 

【IV】.对立统一体(矛盾体)的结构类型。这里所指的类型是对立统一的物体内部的实体结构。 

        矛盾体存在的空间结构形式有不同类型。每种类型的矛盾有其特定的结构、性质、作用方式

和变化规律。下面只有 A型矛盾类型是基本的原生型。其它的 B,C,D型都是次生的派生型。 
 
(A)。反质型矛盾体( 相反相成型, 异性相吸引型)：矛盾的任何一方不能完全脱离对方而成为独立

的事物。矛盾的双方在这种类型中具有相反的性质, 它们同生共灭、相互需求、相互依存、不离

不弃、互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条件。二者只有与“中间体”共同(化合) 结合在一起成为“三位一

体”，才能成为一个独立存在事物。这事物的结构和特性并不等于原来矛盾双方二者的叠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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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质变。矛盾双方的主次地位不能互相转换和颠倒。这是宇宙构成任何一个独立稳定的事物的诸

多种矛盾体中必需的和最基本的原生类型。是构成其它矛盾类型事物的基石。反质型矛盾最显著

结构特点是其构造为 “对偶型”,，或 “两极型”，或者说 “共轭型”。它们成双成对地存在，其表现

形式为异性相吸的引力和互相需要的不弃不离.。在正常情况下，二者的互相排斥是在有中间体的

条件下形成的。 

        矛盾的吸引和排斥的相互平衡依赖其间必有一个较大的“中间体”作为稳定中心。中间体比 

矛盾的双方愈强大，矛盾就愈能保持长期的稳定.。以正负电子对组成为 “对立统一体”或者 “矛盾 

”的氢原子是构成宇宙间各种事物的最稳定的基本物质单元,，是形成宇宙中恒星行星甚至生命物 

质的基本元件. 

        当各种元素在一定条件下能结合成化合物或复杂的物体，尤其是在地球上结合成水和碳氢化

合物时，有机物就可能发展演变成生命生物，直到人类。因为每一个层面和层次的结合(化合)都

产生了质变。 

         一个电子只能和一个质子才能组成一个氢原子。 氢原子就变成一个稳定物。 也就是说, 一个

电子如要和一个正电子相组合，就必需找一个比自己重 1840 倍的核子作媒介以成为稳定中心.。

这个媒介或稳定中心的性质应既不带正电也不带负电，它对两极的正负电子来说是中性的。但不

是绝缘的。 正负电子通过中心体而相互作用以维持一个平衡和稳定的整体，成为一个独立的事

物。一个本质上不同于原来正负电子的新事物.。同样，两个夸克不能组成一个质子或中子，而必

须由第三个夸克作为中间环节才能组成。 既然这氢原子是宇宙中最小、最简单、最基本的原始的

物质结构的形式, 其它复杂的事物只不过是这许许多多氢原子在不同条件下组成多层次的组合和

结合的结果.。因此，在宇宙中， 一个过去的和现存的稳定的结构或事物除了两端(极,边)有相互对

立的一对或多对较小的矛盾组合体外，中间还要有个较大的“中间体” (或中性体)作为该事物的

重心和稳定部位。总体组成一个橄榄型矛盾体。没有任何一个事物是单纯由一对简单的两极型矛

盾体所组成。 如上所述, 一个正电子与一个负电子绝不能组成一个粒子，而只能湮灭成一堆能

量.。一个磁铁的两极间如果没有磁铁体也不能存在。一个只有资本家与工人而无中间(产)阶层的

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有少量的中间阶层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只有中产阶层占多数的

社会才是稳定的。同样, 只有在中产阶层占多数的社会在实行民主政治时，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和

发展。在中国大陆, 有九亿农民的现况下，中国要想成为一个较高速发展的稳定的民主国家，一定

得至少将 5~6亿农民转变成中产阶级才行。 

         在这种类型的矛盾体内，不可能由矛盾的一方将另一方消除而使整个矛盾消失。 比如, 由正

负电子和质子所组成的各种原素、分子、化合物等等都是由许多对正负电子对平衡地组合而成。

由有一个碱基、一个磷酸和一个糖分子组成的核苷酸，由地主与农民为主组成的封建社会，由资

本家和职工组成的工厂或公司，由统治者(领导者)和被统治者(被领导者)所组成的政府等等，所有

这些矛盾的一方不能失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它们双方是同时增加或减少，或者是组成其它事物

时的成对参与者。比如质子和中子组成的其它原素分子化合物时，不可能只有正电子或负电子参

加，而必须是正负电子成对地与其中间体质子一起参加。如核苷酸是 DNA 的一个基本结构单

元，其中是一个碱基和一个磷酸的这一对矛盾。当 DNA 复制时，每个核苷酸中碱基、磷酸和糖

分子缺一不可。 

        在人类社会的进步的每个阶段，主要矛盾的双方不可能一方消灭另一方而单独存在。比如在

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一对相互需要而又相互对立的阶级，他们是同生共灭的。农民

不可能消灭地主阶级建立一个只有农民的长期稳定的社会制度。因为一旦农民剥夺了地主的土地

和财产，他们本身中的一部分就变成了新一代的地主统治者。 这就是农民起义几千年来不能推翻

封建制度的根本原因。当封建社会内部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对矛盾统一体由于生产力的发展

而壮大时，地主和农民这对矛盾体就会同时逐渐缩小，而最终会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对发展

壮大起来的矛盾体所取代。于是,，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

阶级和工人阶级也是一对相互需要而又相互对立的阶级。工人阶级不可能消灭资产阶级后而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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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存在，以建立一个 “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一旦掌握政权后的 “无产阶级”在打倒资产阶级

后，其中少数人只能异化为新的资产阶级。因为任何暴乱和革命不可能使生产力发生质变，而产

生新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是资产阶级专政和统治工人阶级。能不能造成一个无产阶级

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长期稳定的社会制度呢? 这就是马列毛等共产党错误理论的精髓。从以前的分

析可想而知，这是一条行不通的乌托邦理论。这也是共产党上百年革命实践失败的根本原因。因

为当无产阶级剥夺了资产阶级的财产后，其中的一少部分人一定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将资产垄断而

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即官僚资产阶级。 结果仍然改变不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而这种落后的官

僚资产阶级专政制度只能被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取代。这就是世界上共产党国家蜕变为自由资

本主义制度的原因。因此，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高度发展后，在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

地区差别大致消失后，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转变成社会主义社会。因此，社会主义只能从资

本主义社会中生成出来。然后发展壮大而逐步取代资本主义。而不是也不可能由工人阶级直接消

灭资产阶级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而建立起 “社会主义社会”。 

        在这种类型的矛盾体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地位是不可能逆转的或者说转化的。

正如一个带正电 e+ 的质子 p不可能直接转变成一个带负电的 e- 的质子一样。当工人阶级中少部分

人有了权力以后，他们绝对不会放弃手中的权力，而甘愿再当平凡的工人。他们必然会利用手中

得到的权力转换为资本而成为新的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

人”，这句话是违反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事实的。同样，在历史上农民并没有成为地主阶级的

掘墓人。奴隶也并没有成为奴隶阶级掘墓人后成为统治阶级。 
 
(B)。同质型矛盾体(差异型, 同性相斥型)。矛盾的双方或诸方是由本质和性质相同或类似的矛盾

体或有差异的矛盾体所组成。双方或诸方可以各自独立地存在，但並不同生共灭。它们彼此之间

的关系是互相独立地组合在一起。它们的相互对立和排斥是因为它们同性相斥和互不相容或对某

种东西有共同的需要而又相互排斥。它们的的相互吸引和并存是因为它们暂时有某些互补性或对

对方各有所需或有暂时的力量平衡等。这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矛盾结构类型。 

        比如，在钠 Na原子核外，共有 11个电子，最内层 2个电子达到了饱和状态。第二层 8电子

也达到了饱和状态。第三层只有 1个电子。在内层 2个电子互相之间与第二层 8电子互相之间，

电子与电子既是同性相斥又有共同需要互相合作组成饱和电子层状态。 

        再如，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社会集团或财团之间的矛盾、人民的内部矛盾、军阀甚至国家之

间的矛盾等等。矛盾的双方既不一定同生或同灭， 也可相互排斥又可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吸引和

共存。双方相互排斥的根源或出于对同一外部事物的需求和争夺，或出自单方面要对另一方面的

强占和并吞。而相互依存或吸引则或出自有共同的敌人，或力量对比的暂时平衡。矛盾的单方可

以长久独立存在壮大或缩小，而各方可保持其独有的本性。在一定条件下，双方或可合并，或可

一方吃掉各方成为强大的一方，或保持相对独立，或走向永久分离。与 A 型矛盾不同，B 型矛盾

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换位置和互相转化的。如次要方面不被吃掉就可能

会成主要矛盾方面的附庸。 “差异就是矛盾”， 这观念只对同质型矛盾有效。 

  同质型矛盾体的性质可以是对抗性的，也可以是非对抗性的。它们可以为敌或为友，可非敌

非友，可亦敌亦友，也可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 同质型矛盾体之间产生对抗性矛盾的根源在

于一方最终要吃掉另一方。 比如, 强国要侵略弱国，大鱼吃小鱼，猫吃老鼠，大星体吃掉小星

体，老虎要吃人，人也要吃老虎， 细菌也能吃人，人杀人，不同宗教或种族之间的仇杀等等。 

       毛泽东正确地提出了社会中存在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种不同类型的矛盾。而矛盾的性

质可分为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非对抗性矛盾是共存共荣，也可在一定的条件下转变成你活我

活。对抗性矛盾的 4 种结果是你活我死、或者你死我活、或者你死我也死、也可在力量平衡的条

件下暂时性的你活我活。 非对抗性矛盾和对抗性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好的社会政

治制度应尽可能化解集体集团或阶层之间产生的对抗性矛盾。在现代社会，不同宗教或种族之间

的矛盾还很难化解。往往激化成对抗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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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的出现，是在宇宙演化的早期，宇宙内少数地方能量物质密度稍微大于其外部环境的结

果。也就是说，该地方的引力或凝聚力高于外部膨胀环境的斥力结果。换句话说, 比周围环境更团

结、更联合、更融合、更凝聚，才是由许许多多氢原子层层结合进化成星星而后人类的必要条

件。因而，现今文明进步的人类要想能在宇宙中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就只能要更加团结，相互依

存和合作。而不是像过去野蛮时代一样，相互仇恨斗争和残杀。好的先进的哲学应该是和合(谐)

的哲学。与天合(和)、与地合(和)、与人合(和)。在解决矛盾中以求团结合作减少斗争的哲学。因

为矛盾无须煽动就本已存在。斗争只能造成分离分裂和分散。所以在社会的非对抗性矛盾中，斗

争只能是手段，团结合作才是目的。更反对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因为人类本身

在宇宙中是渺小的。无节制斗争的结果只能伤害人类本身。因此，“不断革命论”是一个完全错误

的理论。丛林法则应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而过时，它不适合现代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比如现在大陆和台湾的统独之争，一看就明白是属于 B型的同质型矛盾。二者可不同生不同

灭，互不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条件，没有必然的互相依存性。 

         多极化, 多元化, 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多党合作，多边合作等等就是同质型矛盾体存在的

各种不同类型的表现。人类要想在地球上长期发展进步，就要与生物界共存共荣。一方面节制人

类的过度发展和过度消费，另一方面要保护环境和生物界。 
 
(C). 层级或层次或代级间矛盾: 事物结构的发展进化是分层级的。这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

高级、由下层到上层的逐级（阶梯式）发展的过程。各个层级或层次之间既互相联系配合、又有

各自的性质状态和特殊需要而互相制约以构成一个整体。各层是不可以脱离整体而独立存在的。 

          如各个社会集团、公司、组织直到政府的组织中的上下级、上下层、领导与被领导、管理层

与被管理层、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复杂原子中各电子层、硬件与软件、人与自然等。DNA 就是

一个极其复杂的由低层向高层发展的层次分明的结构整体。各层次之间既相互依存相互配合又相

互竞争相互制约。同样，胚胎在母体从精卵结合到出生的成长过程也是由低层向高层发展的层次

分明的发育成长，而各层次结合成一个整体。各层级不可能从整体中单独地脱离和独立出来，各

层次之间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体。 

         我们宇宙从大爆炸诞生约有 137亿年。在大爆炸后的 3分钟内，就完成了核合成的任务，产

生了最稳定最长寿命的物质--氢原子。物质在不断地运动发展。经过一系列的逐级变化。首先，

经过恒星的产生和超新星的爆炸，合成了所有的元素。原始地球形成以后的十余亿年间，地球上

的无机物 (无生命的物质)产生出有机物 (碳氢化合物和以后的有生命的物质)，即由无机分子生成

低分子有机化合物.然后，再由低分子有机化合物生成生物大分子，由生物大分子组成分子体系，

进而演变为原始生命。生命的诞生是物质不断由混沌到有序运动层层进化的结果。这一进化分为

两个阶段。一是在生命系统诞生之前的 “化学进化”阶段，为生命的诞生准备有机材料。二是生命

诞生之后，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漫长“生物进化”过程。在原始生命的进一步演变过程

中，从最简单的非细胞形态发展为细胞形态，从低等的单细胞生物渐次分化为高等的众多的生物

类型，直至出现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类。因此，天地人具有同一本原。只是在不同情况下发展到不

同的层次而已。所以 2500年前老子所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反映了宇宙

中不同发展阶段的事物所应当遵循的最基本的依从法则。        

        在每两个相邻的发展层次中,下层是上层的根基并为上层服务，也制约着上层的发展、性质、

方向和规模。上层是下层的发展、进步和提升，并对下层有反作用。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下

层比上层简单固实，上层比下层复杂脆弱多变而更高级，所以从下层到上层是发展进化，是有序

性增加的过程。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构成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是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社会生产力中的主要动力决定了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发

展。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和依附关系。只是在不同时期，其矛盾的性质和特点不同而已。矛

盾运动过程是由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再转到基本适合，由此推动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马克思)。社会经济结构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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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结构直接决定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构成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现实基础。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马克思把作为生产关系的总和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

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构成了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发展状况的规律。根据这一规律，上

层建筑的性质的变化发展、是否需要改革以及改革的形式和方向、都取决于经济基础的状况。 

        各个社会集团、公司,、组织直到政府的组织中，都是由基层、各级中层和最高层所组成。各

层之间也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而不能独立存在的矛盾整体。 

        总结上述层级或层次间矛盾体的特性如下: (1).下层先于上层产生和存在. (2). 二者相互依存相

互制约构成矛盾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整体。(3). 下层是基础。上层比下层复杂脆弱多变，上层是下

层的发展和进化。下层比上层简单固实。下层制约上层发展的性质、规模、发展方向，但上层对

下层有反作用和相辅相成的作用，并对整个事物的发展起促进或阻碍作用。(4). 下层和上层的性

质作用、地位、性质和次序不可逆转。各层都不能脱离整体而独立存在。(5). 从下层到上层是随

时间和外界环境的变化而顺序发展进化的过程，是有序性增加的过程。 
 
(D)。个体与其所属(同类)的群体(集体)之间的矛盾: 没有个体，就没有由个体组成的群体(集体)。

因此, 个体与其所属的群体(集体)之间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其表现为个体与群体(集

体)，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个人与集体(组织,团体,阶层,阶级,国家等)，树木与森林，宏观与

微观之间的矛盾。 

        当然，在同一个集体中, 一个个体与另一个个体之间的关系构成另一种矛盾体的关系。这种关

系即如 B型矛盾体。因此，此地的 D型专用于指个体与群体(集体)之间的矛盾。 

         在我们现今的宇宙中，最简单的氢原子 H中只有一个单身的负电子 e-和一个正电子 e+组成。

所以它不稳定而有极强的结合力，结合成氢分子 H2或其它的化合物。氢分子 H2就由 2 个负电子

e-和 2个各带一个正电子 e+的质子组成。而铁原子 Fe外却有 26个负电子 e-。在资产阶级社会，资

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本身都是由成千上万的个人组成。其个人和集体间矛盾就属于此种 D型。 

        当将一个事物与其相互作用的周围环境一起考察时，也可以看成为 “个体与群体(集体)之间的

矛盾”这种类型。 

        矛盾体中的个体：在无机界，每个个体与其组成的群体之间的结构形式、特性和运动是有显

著的区别的。比如一个水分子是作分子运动，而整个河水是作整体的流动。一粒盐与整块盐，一

粒铁与整块铁的特性、作用、功能和用途都有很大的区别的。然而，在生物界，每一个生物都有

其独特的个性，而与任何一个其它的同类的共性的区别就更为悬殊。但是同类之间又有共同的性

质即共性。好像一个容器内一个气体分子与容器内所有其它分子的关系一样，在稳定时都有几乎

相同的同一的温度，即每个分子的平均动能都相等, 这就是共性。但各个分子的动能又不完全一

样，这就是个性。正如古人云：“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 

         在自然界，如上面提到的铁原子 Fe中，外面有 26个负电子 e-，组成了 4个电子层。由内层

到外层各层的电子数的顺序为: 2、8、14、2。虽然负电子 e-不能变成正电子 e+而进入铁原子核

内，但当 X射线或 γ射线辐射到铁物体上时，由于光子能量很高，能穿入物体，使原子内壳层上

的被束缚电子发射出来。当一个处于内层电子被移除后，在内壳层上出现空位，而原子外壳层上

高能级的电子可能跃迁到这空位上。同时释放能量。这就是说，在外力的作用下，电子是可以在

各个电子层间跳跃的。但是这种跳跃不可能改变其各个电子层的结构和整个铁原子的属性。 

        然而, 在社会里，比如在资产阶级社会，每一个资本家和工人个人都有与其它资本家和工人不

同的独特个性，也有与其本阶级所共有的阶级共性。但是，一个资本家和工人个人都有可能改变

自己的地位。一个工人有可能转变成资本家, 一个资本家也有可能转变成工人。但这种变化改变不

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整体在社会中的原有的地位和性质。 

        个体虽然有集体的共性，也属于集体。因此，集体与个体有主从关系，主流与支流的关系。

但是在生物界中，优越的个体往往会成为该集体的主导或领导，造成优胜劣汰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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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和先哲都只教导人们要独善其身，如何对待天地君

亲师等。其实就是处理好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而不知道如何去对待集体和组织，用集体和组

织的共同力量去改变社会。所以孔子教导要: “君子群而不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

下”。但从列宁起到以后的各国共产党为了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需要，又强调 “个人一切服从组

织”，使个人成为驯服的工具。这些观念都不合时宜和现时代的要求。 
 
4种不同矛盾体结构类型的比较 

           
     A型：反质型                   B型：同质差异型           C型：上中下层(级.代)  D型，个体集体整体 

结构特征     异性相吸,对称,共轭    同性相斥,各方独立有差异   由底向上层发展,低实高华茂     个体是集体中之一员 

矛盾方面     双方, 主次方不能变    可多方, 主次方能变           可有多层,各层地位作用不变 个体集体可多,地位可变 

生存特征        同生共亡,         不同生死,可灭其它而独存    由底向上生,由上向底亡,整体亡    各个体集体可自存亡 

各方关系     双方永结合,互引互斥  各方独立,互斥多于互需  下层支供上层发展,各层不独存.  个体在集体内有有限的独立 

关系例子       夫妻              兄弟各个人之间关系      父子   诸兄弟各人与所有其他人 

主次地位     双方主次不能转换       各方主次地位变,可衰亡    各层地位不变,特性或可变       个体集体在整体地位可变 

矛盾结局     双方共存共衰亡          可独存亡共存亡,或一方      高层可先亡,底层残存,或         单独个体集体可独存亡, 

                      消灭各方，分久必合           整体衰亡.                               整体解散消亡或被消灭, 

      
 (E)。从一个铁原子 Fe的结构去认识上面的 4种矛盾类型，事物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在自然界,如

上面提到的铁原子 Fe中，外面的 26个负电子 e-组成 4个电子层。由内层到外层各层的电子数的

顺序为：2、8、14、2。因此，所有 26个外层负电子 e-与铁原子 Fe中心的有 26个正电子 e+的核

构成 A型矛盾体。而各层电子中各个电子之间 相互构成 B型矛盾体。4层中各层级之间构成 C型

矛盾体。最内层由 2 个电子组成，是基层，能级最低而最稳定。各电子层中每个电子与该层所有

其它电子组成的整个电子层构成 D型矛盾体。其中 A型矛盾代表着铁原子 Fe的主要结构的稳定

和特性。特别是 2个外层电子主导着其化学性质---即与其它元素和分子的结合性能。其次是有 14

个电子的次外层，从铁原子还能找出其它类型的矛盾吗?找不到。再来看氢原子。如果将其核中的

夸克看成更低一层的结构，同样可以找出氢原子中有 A,B,C,D 四种矛盾类型。夸克是基本粒子，

它是我们现代物理学认知的最底层，至于比原子更复杂的分子、化合物、有机物、生物以至人类

只不过是具有许多元素和化合物由低层向高层逐级发展而组成的许许多多的结构层次的事物而

已。而其结构的 A, B , C , D四种矛盾类型则都变得更加复杂。因此，不管宇宙中多么复杂的事物

而有多么千姿百态的外貌和运动形态，都不过是许许多多元素和化合物的核外电子层在空间上有

序地藕合后所表现出的各种不同的特性而已。 

         再比如，一男一女组成夫妻和家庭为例，从男女的夫妻婚姻角度来看，属于 A型矛盾。但双

方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文化程度、宗教信仰、经济地位等各方面的差异和矛盾则属于 B 型。

双方与其子女的矛盾则属于 C型。而各个人与整个家庭的矛盾，比如利益冲突则属于 D型矛盾。 
  

(F)。一个事物内部的某种主要矛盾体（在事物内，主要矛盾会改变）和其它所有矛盾体所组出的

“中间体”的互相影响和作用是该事物变化、进步发展或者退化衰弱的内因。在一个事物的内部

诸多对矛盾体中，各矛盾体之间互相为另外某矛盾体之外的“中间体”。一个简单的氢原子和铁

原子就包含有上述 4 种矛盾结构类型。而且，宇宙中任何一个独立存在的事物都比氢原子和铁原

子结构错综复杂得多多。必须指出的是，事物内部诸多对矛盾体中，对某一对矛盾体而言，其它

的诸多矛盾体就都是该对矛盾体的“中间体”。因此，一个事物内部诸多矛盾体是互为矛盾体和

中间体的，各种矛盾体之间总是互相影响和作用的。这就是事物变化或者发展进步的内因。比

如，在封建社会，有地主和贫雇农之间的矛盾，有官员和老百姓之间的，也有商人老板和伙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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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矛盾，还有官员上下级、皇帝和官员、官员和官员的矛盾等等。对地主和贫雇农之间的矛盾

来说，所有其它的矛盾体都是其存在和依附的“中间体”。对商人老板和伙计之间的矛盾来说，

所有其它的矛盾体都是其存在和依附的“中间体”。对一个家庭的内部矛盾来说，整个社会的各

种矛盾都是其存在和依附的“中间体”。所以一个事物内部的各种矛盾之间在特定的条件下都是

可以转化的。其所以能够互相转化，就是各矛盾体之间互相为某矛盾体之外的“中间体”。  
 
(G)。一个矛盾体内部各方主次地位的转换和各矛盾体之间主次地位的转换。 

         如上所述，在一个矛盾体内部各方主次地位的能否互相转换取决于矛盾体的结构类型。对应

AC 型矛盾体来说，矛盾各方的主次和特定地位和作用是不可以颠倒和转换的。先看 A 型矛盾

体。比如在封建社会，地主是统治阶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农民是被地主统治的阶级，是矛盾

的次要方面。二者的地位和作用无法改变和倒换的。同样，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是统治阶

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工人是被资本家统治的阶级，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二者的地位和作用也

是无法改变和倒换。在任何原子中，带正电核子的核心地位和主体作用是无法被外层的 e-负电子

所取代的。如果原子核变成为带负电，那就是反物质了。它是不存在于我们这个宇宙中的东西。

但是矛盾各方中的个体的地位和作用是可以改变和转换的。比如，个别的农民可以变成地主，个

别的地主也可以变成农民。个别的资本家可以变成工人，个别的工人也可以变成资本家。再来看

C 型 矛盾体。一个建筑物的底层、中层、上层的各层的地位和作用，社会中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

础、一颗树的根、树干、叶等等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可能转换、替代和颠倒的。 

         但是，BD 型矛盾体则与 AC 型矛盾体完全不同，内部矛盾各方的地位和作用是可以转变和

互换的。先看 B 型矛盾体。在原子中，各层之间的电子在外界能量的刺激下是可以互换层次和位

置的。在战场、商场、情场上，胜败兴亡或鹿死谁手是随外缘内因条件的改变而决定的。再看 D

型矛盾体。在一个集体或群体中，哪一派、哪一个体成为主流、主力或主导也是随外缘内因条件

的改变而决定的。在政府或组织的同级人员中，哪一群、哪一人的升降、进退、得失都是由内外

条件决定的，在 1 亿多精子中，哪一个成为受精卵，多为强者胜。在这类矛盾体中，大多服从优

胜劣败的规律。极少数会受偶然因素和突发事件的影响。 

        结论：混淆矛盾体的结构类型将导致重大的错误，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毛泽东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谬误就是源于混淆矛盾类型的结果。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地主

和农民都是 A型矛盾体。矛盾的双方是同生共死，主次地位和作用不可能颠倒，也不可能一方消

灭对方而单独存在。无产阶级怎么能消灭资产阶级的对方后而建立单纯的无产阶级政权呢？再看

毛泽东的人民公社组织，它是政权，也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上层建筑，而其

经济基础和社会的主体生产力是牛耕田加人力的农业，而毛泽东所实行的是要用上层建筑主导和

决定生产力的发展。怎么能不失败呢？ 
 

【V】. 中间态: 宇宙中任何一个事物的生长衰亡是普遍规律，它在生死之间都保持其内部主要结

构的稳定性。每个事物的结构可在一定的范围内量变而保持该事物本性和本质。但是结构的量变

都有其极限和范围，当结构量变到最高极限（高临界点）或最低极限（低临界点）时，该事物就

产生质变，即转变为不同结构的另外一种事物，或者结构解体为该事物的组成元件。事物结构在

高低临界点之间量变无论在内部和外在表现可呈现出复杂的许许多多的不同状态，所有这些状态

都是中间态。  
  
 (A)。事物内部结构和外在特性的中间态。    

        当事物在外界的影响和作用下，在其内部主要矛盾体结构没有被破坏、而在其下限和上限之

间的量变过程中未达到临界点的极限情况时，该事物并没有改变其本质，即质变。该事物必然表

现出的内外部表象、性质和运动状态的量的差异。这些量的差异的总和就是其内外部变化过程中

表现出来的中间态。正是事物内外部表现出的量的差异所组成的各种中间态才使人们观测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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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杂性和多彩多姿。这些上下极限(两端的临界点)之间的中间态中各种各样量的差异并未打破

该事物内部主要矛盾体之间的平衡和结构的稳定。因而也并没有改变事物的本质，即其内部的主

要矛盾结构类型和结构形式。观察分析事物内部矛盾体结构和形式的改变是从微观研究事物的内

部“中间态”变化。而观测研究事物外部运动状态、特性的差异是从宏观观察研究事物的外在的

“中间态”变化. 

        老子主张“清净无为”、“守中”，孔子主张“中庸之道”，佛家的“净修、打坐、闭关”

等，其实质就是都主张尽可能长久的保持在“中间状态”，以便能缓慢地走到极端，就能长寿。 
 
(B)。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要经历生长衰亡的过程，都要在一定的条件下生死而有有限的地寿命。

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可以永恒存在的，大至我们宇宙，小至质子。这是宇宙的普遍规律。  

        事物的量变质变和临界点：一个事物是由许多个对矛盾体及各自中间体所组成的“三位一

体”结合而成。在外界的影响和作用变化的情况下，该事物之所以能相对稳定的存在，保持其本

性和原貌，在于各对矛盾之间的引力和斥力在各自中间体的作用下保持相对的平衡，即保持内部

主要结构的相对的稳定而未达到解体崩溃的程度。但这种平衡和变化有其上限(极限)和下限(极

限),--即上下两个临界点。当事物内部结构的主要矛盾体的量变达到上下极限（临界点）时，事物

的内部主要结构即产生质变而成为另外的事物，或者产生整体性破坏毁灭。其外在的主要特性和

运动状态也会随着内部结构的质变发生质变。当外界对该事物的作用使其内部诸矛盾结构产生质

变而变成新事物新结构时，就转变为在新条件下内部矛盾体达到新平衡的新结构而成为新事物，

或者因事物受直接冲击而局部损伤或衰退或解体灭亡。这就是一个事物寿命的终结。 

        一个事物从出生到走向毁灭的整个过程（寿命）中，会经历许许多多的状态变化，所有这些

有差别的状态都可以称之为“中间态”。 
 
 (C)。量变、质变和突变的相对性，临界点为尖点的突变和临界点不成为尖点渐变。一个事物的

出生和死亡当然是质变，这是临界点为尖点的突变。但是在其生死之间也会产生许多性质很不相

同的阶段，或可称之为小的质变。比如，一个人的生死是质变，即达到其生命的临界点。但是，

在其正常的寿命期间，还有性质很不相同的幼儿期、少年期、青春期、壮年期和老年期等。这各

期的变化对整个人生来说，可看成量变。但各期之间相比较，也可看成为质变。这种质变的显著

特点是其间的临界点并不突出，不成为尖点而是圆弧状的顶点。比如，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人民

公社结束了，这对人民公社来说，是质变。但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本质未变。因此 ，人

民公社结束只不过使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在广大农村有所松动或者弱化而已，而只是量变。 

        人的创造性几乎都来源于“灵感”、“顿悟”、“醍醐灌顶”等思想的突变，即“爆发力

“，而较少来源于学问的循序渐进的质变。但是，广博的学问知识的积累是产生“灵感”的基

础。佛教所强调的“慧根“、”悟性“等是有重要作用的。但是，如果没有博学多思为基础和后

盾，其“慧根“、”悟性“等就是有限的。成”大器“只能靠”学而知之“，不能靠”生而知之

“。但是学习要有独创性、好方法，不能”鹦鹉学舌“、”拾人牙慧“、”跟在人后面爬“。 

        突变也有相对性。对一个人来说，出生和死亡是突变。但对人体中的组织、器官、细胞而

言，其各自的新生、进化、部分损坏和死亡也都是突变。但对整体的一个人而言，则是渐变。 
 
(D)。事物的 2种变化和运动：直线和循环（包括震荡，振动）的复杂组合。 

        无论是事物内部结构的运动和变化或者其外部的形态的运动和变化，其过程都是直线运动和

循环运动的复杂结合的运动过程。宇宙中的事物极少有单纯的直线（线性）运动或者完整的圆周

（循环）运动，都是二者时时刻刻互相结合着的运功，而成为非线性运动。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中国 2500年以前的老子和易经中所讲的阴阳八卦的基本原理就是 “阴

极转阳”和 “阳极转阴”的道理。当事物的变化发展到极限即临界点时，即相当于八卦中的从第一

爻变化到第六爻的状态时，该事物就会质变而走向反面，变成另外的事物。而在未达到或者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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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极限即临界点前后，就呈现出许多中间态.。八卦中的每一爻都代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有显

著特性的中间状态。而一爻的 “由阴变阳”或 “由阳转阴”或者一卦变成另外一卦都代表具有某一特

性的一个中间态转变为另一个中间态。 

         单纯的线性运动极容易走向顶端，即临界点而产生突变，这种临界点是尖点。因此，其“物

极必反，否极泰来”的结果是旧事物的毁灭，或者导致某种新事物的产生。而循环运动的走向顶

端，达到其临界点时，该临界点不是尖点，而是园弧的顶端，其“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结果

不是该事物的毁灭，而是渐变转变成的质变，或者说是小的质变。革命成功的临界点是尖点。改

良逐步成功的质变是由许许多多的渐变链接而成，其临界点不是尖点，而是园弧的顶点。 

         事物的循环运动与代代相传：宇宙中绝大多数物体和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过程都是一环接一环

或一代接一代的循环（其实是螺旋状）的演进过程。地球围绕太阳的周期运转，地球的四季更

替，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园缺，钟摆运动。生物的一代接一代的生死交替，社会生产中的生

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过程的循环等等。完全相等的重复循环是绝对没有的。因为任何事物都是时

时刻刻在外界各种力的复杂影响和作用下运动和变化。仅作直线运动和变化过程的事物是极少

的，是难以长期发展和进化的。而较易走到极端即其反面的。事物只有在许许多多的循环过程和

代代相传的长期过程中才能有机会遭遇反复的作用和刺激后而产生恰当的反应，导致突变或进化

或者衰亡。事物在一个循环中的运动和变化是量变，而小的质变则往往发生在循环的始端和末

端。因此, 始端和末端之间的特性和运动状变化态就是中间态。事物进化或退化的过程是螺旋式

的渐进上升或下降的过程。而任何螺旋式运动都是不同的直线运动和不同的圆周运动结合而成。 
 
(E)。突变，进化，退化: 物体和事物内部或外表在直接遭受它物(能量,粒子或物体)的严重撞(冲)击

或刺激下，从而使该物体和事物受到部分破坏，甚至于整体爆炸解体而消亡。更多的情况是在较

轻微的反复刺激作用下，偶然产生某种突然的进化或者退化过程。这对生物界的进化演变尤其重

要。例如，癌症就是正常细胞的 DNA 在不良因素的反复作用和刺激下发生的突变。这种突变对

人来说，就是退化过程。 

        所有的突变都是不可逆转的过程。总地来说，突变所产生的的进化过程是熵减少的有序性增

加的过程。而突变所产生的的退化过程是熵增加的过程。宇宙中的演化总进程是熵增加的过程。

所以突变在宇宙中所产生的进化比所产生的退化要少得多。而由量变产生的质变在机机械运动、

物理过程和化学反应中都是可逆转的过程。而由量变产生的质变在生物界在许多情况下也能成为

不可逆转的进化或退化的过程。 

         所有生物的新物种、新事物的产生都是突变的结果，所有的突变都是不可逆转的过程。因

此，生物的所有进化都是在循环的过程中受反复较轻微的刺激产生的突变。而剧烈的突变往往造

成生物的毁灭和解体。这些较轻微的刺是指小的能量、粒子、小能量的振动、温度、微生物等。 
 
(F)。外界对事物的影响和作用有 3种。1*。外界物质物体的引力、电磁力、人为的动力机件、碰

撞力使事物产生整体的空间运动或者碰撞使其毁坏或毁灭。2*。外界与事物内部的粒子、化合

物、微生物等的物质交换，以改变事物的内部结构。3*。外界通过引力场、电磁场、温度、压

力、核力、弱力、振动的频率等与事物内部作能量交换，能使事物内部粒子改变运动速度或振动

速度和频率从而改变和破坏内部结构形式，使其变为别种结构形式新事物。在通常情况下，温度

对改变事物结构和状态起重要作用。各种物体都有其临界温度。也有临界压力、临界速度等。 

        当水到 1000C 时变成气体。00C 变成冰。愈是复杂高级的物体, 其可承受温度变化的范围愈

小。如人是恒温动物，他的体温大约只可承受到小于 10o C 的温度变化。所有同种成份和结构的

物质物体和事物在保持其原有结构和本性的情况下，均可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改变其特性和运动的

状态。除了温度之外，使事物发生量变和质变、破坏、衰亡解体的因素还有许多种，如压力、场

引(斥)力、细菌、氧化、腐蚀、冲击、爆炸等等。因此, 同一事物可以出现和存在介于两个极端之

间的许多中间状态和环节，其中包括许多所谓的灰色地带(也属于中间态)。一个物体可在同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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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过程中有许多互相排斥的不同状态共存。比如，金属在不同的温度下可能有不同的热胀冷缩，

而发出不同颜色的光。半导体在不同外源的激发下能发出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一个人可以在同时

和不同时间有相互矛盾思想和行为。一棵树可有不同颜色的花。一朵花可以有多种颜色。既然有

白天和黑夜，就会有黄昏和黎明。一个人的人性中除了有善和恶的对立面之外，更多的是有许多

“善多恶少”、“亦善亦恶”的东西.。老子所言: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 “祸福无常”，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等。这些都表明人的生活状况具有朝对立面转化的趋势。对一个人在通常

的情况下来说，是处于 “小祸小福”或者 “非祸非福”的中间状态。 “差异就是矛盾”是“对立统一规

律”对物质(物体)的性质和运动状况的量的差异的正确解释，如红黄蓝白黑之间，1234567 之间，

不同频率的光波和不同频率的光电磁波之间，不同温度之间等等。这诸多量的差异都可以看作为

其内部 (对立的统一)结构所容许的量的改变。 

        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影响和作用就太复杂了，思想意识、政治观点、宗教信仰、爱恨情

仇、喜怒哀乐等都可以彼此互相影响。 

        事物的两重性是指事物在运动和变化中同时表现出来的相反特性。如一个人既有优点，又有

缺点，有善也有恶，有人性也有兽性的一面。地球有阴阳的两面。在空间上表现出事物同时存在

许多对相反的特性。在时间上也表现出事物在运动变化的过程中有许多对相反的特性，可在不同

条件下下转化。 
 

VI. 一些重要的结论及其分析: 根据上述许多新观点, 我们就可以对下面一系列的众所周知

理论或观点重新作出分析和评价，并力求得出新的较可靠的结论.       
 
(A). 任何事物都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一分为多”的，不是“合二为一”，而是

“合多为一”的，因为任何事物都是由矛盾双方和“中间体”所组成的“三位一体”。

所以，研究和分析任何一个独立事物作的内部矛盾时, 过分强调“一分为二”，并将其简单

化、绝对化，就会导致巨大的错误。因为事物内部不仅仅有诸多矛盾, 还有“中间体”。

而且“中间体”都比矛盾的双方还要复杂得多。事物内部诸多矛盾体（即矛盾和“中间

体”所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共存和它们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就是事物内部诸多矛盾

的同一性或统一性。实际上，任何事物都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一分为多”的。最

简单切西瓜，一刀除了将西瓜切成两半外，还会流出许多水。任何元素和化合物的分解或

者合成，都会伴随着能量的释放或者吸收。强调 “一分为二”、斗争、不断革命等实际上

是为破坏旧事物和打倒政敌的需要。根本无法创新和建立新事物。是没有认识到旧事物

内部诸多矛盾的同一性，是没有认识到新事物是蕴藏在旧事物内部，是在旧事物内部萌

芽长大的。当彻底破除和砸烂旧事物时，也就将新事物消灭在萌芽状态了。 

 
(B)。事物的发展规律是“推陈出新”，而不是“破旧立新或者灭旧创新”，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

进步都是有继承性的。如何判断破坏旧事物后所建立起来的事物是 “新”还是 “更旧”呢？因为真正

的新事物只能是从原来旧事物内部诸多矛盾中最有发展力的一种发展出来的。如果它是对旧事物

择优去劣的结果，它就会比旧事物更优越，就能发展壮大而有发展前途。如果它从旧事物中继承

的缺点比优点还多，它就会是劣种或者变态或者是崎形儿，就会被淘汰。所以，认识旧事物内诸

多矛盾和中间体的存在，客观地分析和对比各自的作用和发展方向，就能从旧事物内找出萌芽的

新事物。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真正优越的新事物是在旧事物的“中间体”内萌芽和成长的。在奴隶社
会，新兴的地主-农民生产关系是在该社会中间阶层的自由民中产生的，而不是从奴隶主中产生

的。同样，在封建社会，资产阶级-工人的先进生产关系是在该社会中间阶层的手工业中产生的，

而不是从地主阶级中产生的。同样，在资本主义社会，先进的管理-被管理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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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社会中间阶层的技术和管理阶层中产生的，而不是从资产阶级中产生的。由于社会文明的进

步，法治和民主制度的逐步建立，资产阶级是被迫的逐步的被动接受和实现的。 
 

 (C)。从哲学上认识孔子和亚理士多德都强调走 “中庸之道”的重要性，就在于认识“中间体”在

每个事物中的重要性。从而清楚地认识毛泽东“一分为二”和“斗争哲学”等观点的片面性、狭

隘性和偏执性的错误。 

        在 1949年中共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原来中共在掌权前所倡导的发展自由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

义本来是符合当时的国情的。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而提倡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在旧

中国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生产力的正确主张。所以在 1950到 1953年这 3年期间，由于私有经济和

自由市场的存在，虽然那时有朝鲜战争，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都是 1980年改革开放前最好的几

年。这表明发展资本主义的私有经济和自由市场是符合和促进当时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然而

毛泽东却要年搞政治运动整人，瞎折腾，年年搞“一分为二”，杀、关（进监狱）、管（群众监

督，当斗争靶子）、打倒戴帽子。49 年 50 年经过土地改革消灭了旧的地主阶级富农后，接着就

是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打老虎、由反胡风而肃反、公私合营、反右派、反右倾，直到 60年饿死

约 3500 万人。当年人口约 6.62 亿，约饿死 5%多。毛泽东每次搞运动，也要打倒对象群体中的

5%多，美其名曰团结 95%的大多数。 

        毛泽东“一分为二”思想的片面性导致他思想上的绝对性。他年年改变生产关系，他认为

“一大二公”就绝对好。妄想用“先进的生产关系”促进“落后的生产力”发展。然而变化从

1953 年的农村统购统销开始，接踵而来的是农业合作化，公私合营到 58 年的大跃进，人民公

社，甚至搞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穷过渡，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妄称：“共产主义是天

堂，人民公社设桥梁”。58 年毛泽东狂妄地对赫鲁晓夫说过：“现在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然

而，事与愿违，从 1953到 1961年，人民生活如同江河日下，而造成 59到 62年的大饥荒,以至于

饿死数千万人。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国民经济跌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就清楚的表明 1949年建国后

直到 1976 年之间，生产关系的每次的 “大跃进”就造成生产力的大倒退。因为毛的这种观点和做

法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是违反客观规律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毛泽东用简单

粗暴的“一分为二”思想方法将所谓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归结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反

资本主义复辟，一批一批的打倒他所不合意的所谓 “资产阶级代理人”。纵观被他打倒的刘少奇、

彭德怀、邓小平、林彪、陈伯达和想打倒而未能打倒的周恩来等都是较清廉而生活作风比较正派

的。他们中谁像资产阶级? 只有一个人的生活作风更像资产阶级，那就是高岗。而高岗却与毛泽

东最亲近。毛还要社会广大群众成为他的斗争工具。社会经过不断地“一分为二”地 “破”和 “分”

后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广大中间群众的和近两极对立的社会。因此，这就是孤立的四人帮一夕之间

倒台而大快人心，甚至没有引起社会小小骚乱的原因。 

        其实，很明显的，当时在打倒地主阶级和 1956 年公私合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 “一大二

公”的生产关系阻碍当时落后的生产力的发展。但这“一大二公”自毛泽东起，就成为中共的传家

宝。除了邓小平稍较务实之外，其余的共产党核心领导都当成真经来念。请看现在的举国办奥

运、举国办国庆、举国办世博等，都在搞面子工程，都想为自己树立长久的纪念碑。中国古人说

过：“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劳民伤财的土方工程对后世能有多大的影响和作用

呢？据调查，中国现在的建筑的寿命只有 30 年。但拿破伦的说法却让人永志难忘。他说过,“我

的所有战绩可以被遗忘,但这个(拿破伦法典)一定不会”.这个法典奠定了法兰西发展的基础.所

以，只有建立一些好的制度才是一个政治家的丰功伟绩。这就是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杰弗逊永

为后世所敬仰的原因。 
         毛的高喊阶级斗争，反资本主义复辟和不断革命论等只不过是用以维护他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的

走火入魔的托词而已。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并不在于解决当时的实际存在的社会矛盾，而

是要逐个打倒他的政见不同者以便为他所属意的亲信接班人扫清接班的道路，以维护他身前的最高权威和

身后的 “不朽英名”。结果文化大革命不仅更加破坏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使国民经济达到崩溃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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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同时，更加剧了广大群众与新暴发的掌权者的矛盾。这就导致了 1976年 4月 5日天安门事件的发生和

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失败。                
 

(D)。为什么从斯大林起，共产党内的斗争就如此残酷激烈，非搞得你死我活不可? 这就是因为矛盾的类型

决定了斗争的性质手段和结果。政治斗争或者说争权夺利的矛盾是 B 类型，在共同敌人弱小或者已被消灭

的情况下，就会转变为你死我活的血腥的争权夺利斗争，最典型的就是封建社会的王位争夺。这是比 A 类

型的阶级矛盾残酷激烈得多的。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往往煽动仇恨，过分誇大阶级间的残酷压迫和剥削，

连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的罪恶都被誇大。反观刘少奇、彭德怀连恳求当一个普通农民都不可得。最后

受尽无穷的折磨而惨死狱中。A 类型矛盾中的阶级之间矛盾有相互的需求和依赖性的一面，奴隶主不会将

自己的奴隶全部杀光吧。从社会发展的总的趋势来看，地主和资本家是愈来愈走向文明了。由此可见，民

主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其主要目的不是解决阶级矛盾问题。各公司企业内部有什么民主? 不是都照常营运的

很好吗? 所以民主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各级政府的权力斗争问题，就是限权、分权、限期交权和监督权，以

使争权夺利的斗争特别是高层的权力斗争限制在合法的有序的范围内。一句话,民主的主要作用在于尽可能

地阻止公共权力的私有和私用，其次是限制资本主义的恶性发展。现在国际间因为没有有效的民主制度成

为游戏规则。所以披着华丽外衣的 “弱肉强食”的 “丛林规则”仍然起着主导作用。由此可见,B类型矛盾才是

产生战争和对抗性矛盾的主要来源。 

 
(E)。区分矛盾的类型，正确认识阶级矛盾和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 

    在奴隶社会, 奴隶主和奴隶的矛盾属于 A 型矛盾。奴隶阶级不可能打倒奴隶主阶级后而独立

存在和掌权。在封建社会，地主和农民是属于 A 型矛盾。农民阶级不可能打倒地主阶级后而独立

存在和掌权。同样，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也是属于 A 型矛盾，工人阶级不可能打

倒资产阶级后而独立存在并建立一个 “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这种 A 型矛盾的双方是同生共灭

的，其主次地位是无法颠倒的。历史上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其对立的另一个阶级的成功革命的事

实。因此，这类矛盾的解决只能是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条件下, 一对新矛盾的发展壮大后，逐渐取

代另一对衰退的矛盾，而成为社会的一对主要矛盾。从而改变生产关系和社会性质。在资本主义

社会的生产力高度发展后, 只有在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大致消失的情况下, 资本主义社会

才能转变为后资本主义社会或初级社会主义社会，最后转入社会主义社会。此时, 资产阶级和工

人阶级这对矛盾体就会逐步缩小，而让位给发展壮大起来的管理阶层和被管理阶层这对矛盾。这

主要表现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矛盾。随着社会生产力和文明的高度发展，脑力劳动

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矛盾和差别会缩小，但不会消失。孟子在 2500 年前说过： “劳心者治人, 劳力

者治于人.”。这是社会分工的铁规律。因为在发达国家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大多数人都有多余的

财产可以买股票或投资而成为中产阶级。因此, 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就成为社会产生矛盾的主要来

源。如各级政府首脑官员与老百姓的矛盾，公司中经理和各级管理员与职工的矛盾等。可见，社

会主义只能从资本主义社会中生长出来，然后发展壮大。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资本家对经济

的管理就是尽力加强剥削以便获取最大的利润。管理者和资本家或是一体或依附于资本家，而不

能独立。因此，马列主义理论中是忽视经济管理的社会作用的。然而，在后资本主义时代，管理

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部门)已成为经济独立的社会阶层。没有他们的工作，整个社会就无法正常

而有效地运转。 

(F)。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属于 C型。生产力是基础，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生产关系是

上层建筑。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广大农村还主要是牛耕田的低下生产力条件下，就搞 “人民公社”

这种 “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生产关系，这是搞乌托邦。其结果必然是垮台无疑。按照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只有适合与不适合的问题，没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

适合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适合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中共在 1956 年公私合营(实际上是以小

收买的方式消灭资产阶级)后，非毛派提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所谓 “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户的

生产力的矛盾”。这种无阶级斗争的理论当然不合毛的胃口。在毛心里，生产关系越先进，就越能

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毛搞大跃进遭到失败的原因。他所提倡的 “精神变物质”中的含意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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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 “一大二公”先进意识形态高于一切。而毛泽东则到他 1976 年 9 月死前，一直把无产阶级

与资产阶级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把所有不满意他和反对他的意见人都打成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和资产阶级右派。并在 1957年将大批 20来岁的穷学生和知识分子打成 “资产阶级右派”，其中包

括后来当总理的朱熔基。用思想意识来划阶级成份也算是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发展到顶峰了吧。这

些右派在毛泽东的压迫下，过着非人的苦力生活，许多人连糊口都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

毛泽东本人稿费钱财几百万，行宫遍全国，专列全国跑，究竟谁是资产阶级？           

(G). 个人与集体国家的关系属于 D类型矛盾。没有个人就没有集体国家。私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国

有制的关系如前者一样也属于 D 类型矛盾。在 1958 年，中国在初创人民公社时，剥夺私人生产

工具和几乎所有私人财产。结果，是不到 2 年时间，大家就都变得一无所有。马列主义的最终目

的是要消灭私有制。毛泽东在半年的时间内就做到了。当然，比起他的学生波尔布特，还是逊色

得多。现在的问题在于私有制能被最终消灭吗? 在阶级社会里，奴隶、农民和工人阶级之所以受

压迫和剥削，并不是由于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有财产，而是由于奴隶贫农和工人阶级没有个人

财产。因此，当大多数人有了较多的个人财产时，它们就免除了受压迫和剥削的自由。在生产力

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当大多数人有了较充裕的个人财产时，他们的个人自由、个性解放才

会较真实地实现。同时, 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后, 个人分工会愈细，交换就愈频繁，个人的成就、

智慧、才能和价值就能较充分实现, 但也只能通过自由市场的交换才能公平地体现出来。也只有

通过自由市场的交换才能提高工作效率、节约资源和成本。有人用 “否定之否定”规律说明私有制

最后会被消灭。他们认为从原始公社到阶级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是一个从公有制到私有

制再到公有制的过程。然而，原始公社有生产工具吗? 如果有，它们都是大家共有吗? 当时的主要

的工具其实是个人的一双手。这能成为公共财产吗? 当时就没有一点私有物品或食品吗? 一支鸟还

有自己的鸟巢，何况有思想意识的原始人呢?             

(H)。斯大林毛泽东式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社会生产中的生产、分

配、交换和消费四过程的循环中，从全社会的总体来说，是生产决定着分配交换和消费。但是，

分配、交换和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刺激是巨大的。特别是对个人分配的公正与否。而个人所得到

的分配应该按照其个人的才能、智慧和创造力对社会的贡献而定。而人的才能智慧和创造力往往

是在较自由的环境下有机遇时突然间爆发出来的，斯--毛式计划经济除了将生产、分配、交换和

消费四过程完全按计划统筹安排固定外，却将每个人固定在他所不情愿的环境中不能动弹，以作

为驯服的工具或者罗丝钉。只有极少数人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才能登上政治金字塔的尖顶。这种

计划经济是主观的、往往是不计成本而低效率的。因为产品的价值和劳动的价值不能在自由交换

中实现。因而是无法计划而无竞争力的。所以只能成为一种 “专制的和贫穷的社会主义”。贫穷是

产生独裁的最好土壤。当个体的生产单位和个人(个体,微观)完全服从于国家计划(整体,宏观)时，

个体的生产单位和个人就失去自由和主动性。因此，只有以市场经济为主宏观调控为辅才能使国

民经济较得到高速和良性循环的发展。 现在俄罗斯，东欧国家和中国已抛弃了斯大林毛泽东式社

会主义模式，因为这种社会体制中最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权力的私有制。这是一种无法

调和的矛盾。现在俄罗斯、东欧国家和中国都已经将社会经济转回到了发展私有制和市场经济，

转向较正确的发展方向，所以经济都有较快的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和个人自由都已快速提高。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