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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創刊號選粹 

中國大陸「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華文雜誌創刊號--《世界經濟》 

陳惠美 ∗、謝鶯興 ∗∗ 

館藏《世界經濟》是「1978 年第 1 期」，由「《世界經濟》編輯部」編輯，

北京「商務印書館」出版，「北京印刷二廠」印刷。封面上題「世界經濟」，

右下角題「1  1978」；封底上方有「《經濟學動態》徵求訂戶」及「《哲學譯

叢》出版」兩則廣告，下方左側題：「世界經濟」、「1978 年第 1 期」、「1978 年

5 月 15 日出版」，中間由上至下分別題：「編輯者：世界經濟編輯部」、「北京

沙灘北街 15 號」、「出版者：商務印書」、「北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發行者：

新華書店北京發行所」、「印刷者：北京印刷二廠」，右側題：「內部刊物」及

「每冊定價 0.40 元」。 

 

據〈發刊詞〉記載： 

《世界經濟》的創刊，得到中央各有關業務部門、高等院校，以及各

地世界經濟研究工作者的熱心關懷和大力支持，在此我們表示衷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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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配合「封底」標誌的「內部刊物」等字，我們可以知道《世界經濟》的創刊，

還僅限在「內部」，是屬於「理論性刊物」，「著重反映當代世界經濟中的重大

理論問題」。可惜未見究竟是「月刊」、「雙月刊」或「季刊」。 

按，「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網頁」的《世界經濟》簡介

記載： 

《世界經濟》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世界經濟學會與世界經

濟與政治研究所共同主辦的學術期刊，創刊於 1978 年，是國內創刊最

早的世界經濟類刊物之一。 

參酌「封底」的「《經濟學動態》徵求訂戶」及「《哲學譯叢》出版」兩則廣

告，內容都屬中國社會科學院，館藏之《世界經濟》創刊號與「簡介」所說

若干符合，雖然該網頁收錄該刊各期的目錄，但僅到回溯到 2002 年第 1 期，

未能得以進一步的比對。 

壹、目錄 

《世界經濟》同時有〈發刊詞〉和〈編後話〉，是比較特殊的現象，〈目

錄〉部份篇名前冠有「動態」、「資料」、「問題和建議」、「人物介紹」等方框，

亦即〈發刊詞〉所說：「為了有利於「百家爭鳴」的開展，對於有爭論的重大

問題，編輯部將通過刊物或座談會形式組織大家展開深入的討論。」 

目錄 

發刊詞……本刊編輯部 (3) 

胸懷祖國，放眼世界，開展世界經濟問題的研究……許滌新 (7) 

研究世界經濟，促進我國的四個現代化……薛暮橋 (9) 

動態 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北京地區世界經濟科研規劃座談會……(13) 

深揭狠批「四人幫」，把世界經濟研究工作迅速搞上去……舒冬平 (14) 

國家壟斷資本主義是壟斷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李琮 (17) 

動態 國家壟斷資本主義是不是壟斷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本刊編輯部召開的

小型理論討論會紀要…… (23) 

蘇聯國家壟斷資本主義的形式與特點……林水源 (25) 

試論當代帝國主義生產和技術的迅速發展趨勢與停滯腐朽趨勢……黃蘇 (31) 

前景暗淡的美國經濟……俞可興 (37) 

美國的能源問題及其對內外政策的影響……郭潔松 (41) 

石油武器的運用是第三世界反殖反帝反霸鬥爭的歷史創舉……陳悠久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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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 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 ……秀卿 (51) 

德賽執政後印度的經濟政策……稻葵 (52) 

戰後的日本鋼鐵工業……盛繼勤 (57) 

加拿大的農業……趙德縯 (61) 

十月革命勝利後蘇聯對外國資本的利用……王傳綸、史楚 (65) 

問題和建議 應當研究技術引進中的經濟問題……第一機械工業部唐允斌 (69) 

通貨膨脹 --失業併發症和當前凱恩斯派的所謂「對策」……厲以寧 (72) 

人物介紹 1977 年諾貝爾經濟學獎金獲得者詹姆斯．米德和貝蒂爾．烏

林…… (78) 

統計資料：1977 年蘇、美、日、西德、英、法的主要經濟指標…… (79) 

編後話…… (77) 

 

 貳、發刊詞 

《世界經濟》的創刊號，〈發刊詞〉長達四頁，粗估超過四千字，其創辦

的目的是「推動世界經濟研究工作，為無產階級世界革命事業服務，為我國

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現四個現代化服務」，「特別是關於資本帝

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以及與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科學論斷有關的

經濟理論問題；反映世界各個地區、國家的經濟，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經濟關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71 期 

 170

係中的重大現實問題；反映與當代世界經濟問題有關的世界各國經濟史。」 

發刊詞  

本刊編輯部  

創辦《世界經濟》，目的是推動世界經濟研究工作，為無產階級世界革命

事業服務，為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現四個現代化服務。  

推進無產階級世界革命，是我國對世界人民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要在

國際階級鬥爭中取得勝利，必須對世界政治進行深入的研究。而研究世界政

治，又必須以對世界經濟的研究為基礎。列寧研究帝國主義，就是從其經濟

基礎著手的。列寧在他的光輝著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

首先研究了帝國主義的基本經濟特徵，把這些經濟特徵都歸結為壟斷，指出

帝國主義是壟斷的資本主義，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資本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

義，得出了「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前夜」的政治結論。列寧還研

究了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各國經濟、政治發展不平衡規律，得出了社會主

義「將在一個或幾個國家內獲得勝利」的政治結論。列寧的理論在思想上武

裝了各國無產階級，激發了他們進行社會主義革命、奪取政權的主動性，極

大地鼓舞了殖民地、附屬國人民進行革命的信心。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

勝利和其他一系列國家革命的勝利，殖民地、附屬國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興

起，就是在列寧的這些光輝思想的指導下取得的。列寧關於帝國主義和無產

階級革命的理論，始終是指導我們進行世界經濟研究工作的重要理論基礎。

列寧逝世以後，帝國主義發生了很大的變化，世界革命和國際階級鬥爭的形

勢也發生了根本變化。毛主席把馬列主義的普遍真理同世界革命的具體實踐

相結合，科學地分析了各個時期的國際形勢，作出了一系列英明的論斷，促

進了世界革命事業的發展。毛主席根據六十年代以來世界各種政治經濟力量

分化和改組後出現的新情況，提出了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理論。毛主席的這

個理論是對馬克思列寧主義的重大貢獻，是列寧關於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

命理論的繼承和發展，為國際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國家和被壓迫民族團結一

致，建立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反對蘇美兩霸和它們的戰爭政策，推動世界革

命前進，提供了強大的思想武器。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理論，是我們

當前研究世界經濟的重要指導思想。而要真正深刻領會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

劃分的理論，又不能不以對三個世界各國經濟的研究為基礎。如果我們不對

蘇美兩霸的經濟基礎 --高度集中的資本主義壟斷進行深入的研究，就不能深刻

理解為什麼蘇美兩霸必然成為世界最大的國際剝削者和壓迫者，成為爭霸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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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兩個超級大國；特別是如果我們不對蘇聯社會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 --從高

度集中的社會主義經濟蛻變成的特殊類型的國家壟斷資本主義進行深入的研

究，就不能深刻理解為什麼蘇聯成為當前最危險的世界戰爭策源地。如果我

們不對第二世界的發達的資本主義各國的經濟，以及它們既受第一世界控制

剝削、又剝削第三世界許多國家的情況，進行深入的研究，就不能深刻地理

解為什麼包括相當一部分帝國主義國家的第二世界會成為反對美蘇兩霸鬥爭

中可以聯合的力量。如果我們不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 (包括社會主義國家的

經濟和民族主義國家的經濟 )及其在國際上的經濟鬥爭進行深入的研究，就不

能深刻地理解為什麼第三世界國家必然會成為反帝、反殖、反霸的主力軍。

總之，不了解和研究世界經濟及其變化，就不能真正理解世界政治形勢及其

變化的根源，就不可能自覺地貫徹執行毛主席為我們制定的世界革命的戰略

策略，就有可能給我國外交鬥爭和無產階級世界革命事業帶來損失。  

當前，在世界經濟、政治和帝國主義的發展中雖然出現了許多新現象和

新問題，但是列寧主義並沒有過時。毛主席指出，我們仍然處在帝國主義和

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現代修正主義者和帝國主義御用學者叫嚷，馬克思主

義的政治經濟學已經過時了，列寧的帝國主義理論已經失效了，帝國主義不

是垂死的腐朽的了，如此等等。因此，批判修正主義，批判資產階級，是我

們在思想戰線上面臨的一項重大的戰鬥任務，是我們推進無產階級世界革命

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如果我們只是簡單地重複馬克思和列寧已

經說過的話，是很不夠的。我們必須運用馬克思列寧主義的立場、觀點、方

法，對世界經濟、政治和帝國主義發展中出現的新現象和新問題進行科學的、

實事求是的研究和分析，從理論上加以說明，才能真正把修正主義和資產階

級批倒，才能捍衛和豐富馬列主義政治經濟學，捍衛和豐富列寧的帝國主義

理論，才能使我們的理論工作為促進無產階級世界革命作出貢獻。  

加強世界經濟的研究還是推進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特別

是實現我國四個現代化的需要。我國現在還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

經濟和科學技術水準還比較落後。敬愛的周總理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第三

屆和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提出，要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四個現代化，

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列。英明領袖華主席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上發出了要「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的偉大

號召。為實現這個宏偉目標，我們必須堅持毛主席早就提出的「洋為中用」

的方針，學習外國的好的東西。華主席在《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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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的重要講話中指出：「為了提高我們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準，有必要重

申毛主席提出的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我們的方針是，一切民族、一切國家的

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切真正好的

東西都要學。我們是在獨立自主、自力更生的基礎上，有分析、有批判地向

外國學習。」「現在我們要向外國學習，將來我們從落後轉化為先進了，還要

不要學呢？那個時候，外國仍然會有許多值得學習的好東西，我們仍然要向

人家學習。這有什麼不好呢？一萬年都要學習嘛！」在學習外國方面，我們

世界經濟研究工作者有著不可推卸的責任。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狀

況和經濟建設、經營管理方面的經驗，我們要進行實事求是的研究，它們成

功的經驗可供我們借鑒，它們失敗的教訓也值得我們研究，引以為戒。資本

主義國家的經濟制度同我們是根本對立的，我們的社會主義制度比資本主義

制度優越，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研究資本主義的經濟制度是為了揭露其反

動本質而不是為了學習。但是它們的先進的科學技術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它

們組織管理現代化經濟的經驗 (除去其剝削工人的一面 )是可供我們借鑒的。對

外國科學技術的研究是我國科技工作者的任務。而對外國組織和管理現代化

經濟問題的研究，則是世界經濟研究工作者的任務之一。我們要對各國的經

濟發展、經營管理情況，進行詳細研究，吸收對我們有用的好的經驗和方法，

以提高我們的經營管理水準，降低原材料、燃料消耗，降低成本和提高勞動

生產率。這對於加速實現我國四個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毛主席和周總理歷來重視對國際問題和世界經濟問題的研究。一九六四

年，根據毛主席的批示精神，在周總理的親切關懷下，成立了一批世界經濟

的研究機構。它們在制訂世界經濟研究規劃、搜集資料、開展調研方面做了

不少工作，為配合國際階級鬥爭和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出了一定的

貢獻。但是，多年來，世界經濟研究工作同社會科學的其他領域一樣，遭到

了「四人幫」的嚴重干擾和破壞。他們炮製「兩個估計」，推行法西斯文化專

制主義，瘋狂摧殘和扼殺以馬列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世界經濟研究工

作和研究隊伍。同時，他們又極力歪曲和篡改馬列主義、毛澤東思想，炮製

種種反動謬論，妄圖使世界經濟研究為其篡黨奪權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務。

由於「四人幫」的嚴重破壞，使我們損失了十多年的時間，使世界經濟研究

工作至今處於極其落後的狀態，與國際階級鬥爭的需要，與我國社會主義革

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遠遠不相適應。  

當前，以英明領袖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粉碎了王張江姚「四人幫」，抓綱



華文創刊號選粹 

 173

治國已經初見成效，我國已經進入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

期。全國八億人民意氣風發，為在本世紀內實現四個現代化而開始了新的長

征。全世界人民反對蘇美兩霸特別是蘇聯社會帝國主義的鬥爭空前高漲，一

個以第三世界為主力軍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正在廣泛發展。當前的國際國內

形勢和黨在新時期的總任務對世界經濟研究工作者提出了新的、更高的要

求。英明領袖華主席及時作出了要加強國際問題的調研的重要指示。我們一

定要遵照華主席的指示精神，鼓足幹勁，力爭上遊，把因「四人幫」干擾破

壞而損失的時間奪回來，迅速地把世界經濟的研究工作搞上去，《世界經濟》

要在這方面盡力作出應有的貢獻。  

《世界經濟》作為理論性刊物，著重反映當代世界經濟中的重大理論問

題，特別是關於資本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以及與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

劃分的科學論斷有關的經濟理論問題；反映世界各個地區、國家的經濟，以

及它們相互之間經濟關係中的重大現實問題；反映與當代世界經濟問題有關

的世界各國經濟史。  

刊物要以馬列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堅持理論聯繫實際的原則，緊

密結合國際階級鬥爭和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為貫徹執

行毛主席的革命外交路線服務，為實現我國四個現代化服務。刊物要批判世

界經濟研究領域內「四人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謬論，批判現代修正主義和

現代資產階級各種經濟流派的理論。  

刊物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反對在世界經濟研究工作中說假話，說空

話，說過頭話的不正之風，提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度。對世界經濟研究方

面的各種反動謬論的批判，也應當是建立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上的，有事實根

據的，有說服力的。  

刊物要堅決貫徹執行毛主席制訂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

倡在馬克思主義理論指導下，展開不同意見的爭論。對學術方面有爭論的問

題，不要輕率作結論，而要通過充分討論和實踐的方法去解決。我們要注意

嚴格分清兩類不同性質的矛盾。決不能把一個人在學術問題上的觀點同這個

人是否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這樣的基本政治立場和政治態度混為一談。要

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為了有利於「百家爭鳴」的開展，對於有爭論

的重大問題，編輯部將通過刊物或座談會形式組織大家展開深入的討論。堅

決反對「四人幫」那種動輒抓辮子、戴帽子、打棍子的惡劣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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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要提倡敢想、敢說、敢幹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鼓勵勇於探索的「攻

關」文章。要徹底砸碎「四人幫」加在我們身上的一付付精神枷鎖，沖垮「四

人幫」設置的一個個「禁區」，突破一道道難關，去攀登世界經濟科學的高峰。 

《世界經濟》的創刊，得到中央各有關業務部門、高等院校，以及各地

世界經濟研究工作者的熱心關懷和大力支持，在此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我

們的工作還剛剛開始，我們將努力向從事世界經濟研究的理論工作和實際工

作的同志們學習。希望同志們對我們的工作不斷提出批評和建議，以便幫助

我們搞好刊物的編輯、出版工作。  

讓我們在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領導下，在黨的十一大路線的指引下，乘

五屆人大第一次會議的強勁東風，爭分奪秒，為提高我國的世界經濟研究水

準而團結戰鬥！ 

三、編後話 

〈編後話〉感謝郭沫若的題刊頭以及經濟學的耆老賜稿，強調「深入批

判『四人幫』在世界經濟研究領域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謬論，是世界經濟研

究工作者的一項重要戰鬥任務」。 

編後話  

《世界經濟》作為百家爭鳴的一個小小的園地終於同廣大讀者見面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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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八十六歲高齡的郭沫若同志欣然為本刊題了刊頭，經濟學界的有些老

前輩專門為我們寫了文章，有關部門、院校也給我們以大力支持。這對我們

都是巨大的關懷和鼓舞。對此，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深入批判「四人幫」在世界經濟研究領域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謬論，是

世界經濟研究工作者的一項重要戰鬥任務。在這方面，同社會科學的其他領

域比較，我們是落後了。希望同志們積極參加戰鬥，寫出有份量的深入揭批

「四人幫」的文章。  

本期內容中涉及到一些理論性問題的文章，有些觀點可能是不成熟的或

者錯誤的。但把它們作為學術研究、探討的課題提出來，目的是引起大家更

深入的討論和研究，特別是在有關蘇聯社會帝國主義經濟、國家壟斷資本主

義問題等方面，希望同志們繼續投稿，進一步展開討論。  

由於我們馬列主義、毛澤東思想水準不高，編輯工作經驗不足，在選題、

內容和編排上肯定存在不少缺點和錯誤，懇切希望讀者們提出寶貴的建議和

批評意見，以便改進我們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