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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人民的国家和２１世纪的社会主义斗争
———社会主义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前景

【澳】大卫麦特斯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５－３０

　　作者简介:大卫麦特斯(DavidMatters),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２０世纪最后１０年,帝国主义的代表胜利的宣告历史的终结,庆祝资本主

义关系在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地区的复辟.

　　也门人民共和国是一幅街战和暴动的场景.巴尔干半岛南斯拉夫解体,
阿尔巴尼亚被暴徒和罪犯所控制.实际上暴徒资本主义对全体人民资产实施

的条款是将其扣押并在很多情况下转移出他们的国家.表面上看通宵的激烈

战争首先在苏维埃共和国打响,实际上它们中的一些仍旧没有展开.

　　在亚洲,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的分裂更加激化;古巴经历了特殊时期和牺

牲,并从反革命的猛攻中幸存下来.

　　在德国民主共和国,对柏林墙的猛然袭击和党内争辩击垮了社会主义的

防御工事,由罗斯福策划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合并戏剧性的发生了.在苏

联,公然宣布共产党的非法性,被新成立的资本主义流氓国家所获取.差不多

一夜之间,所有这些地区的法西斯出现了,共产党被分裂和镇压下去.在波罗

的海诸国,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进步分子和共产党武装力量受到挤压转入地

下.爱沙尼亚、立陶宛还有其他国家都沦入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之手.

　　在捷克斯洛伐克,所谓的天鹅绒革命恢复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并在其第一

次行动中将该国家划分为两个新的共和国.由于与前执政家庭有关系,哈维

尔被区别在外.这些前执政家庭在人民革命之前占有大部分捷克的实业公

司.通过法西斯军队的战争干预和数十年的破坏和孤立没有可能成功,这样

似乎在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期以相对不流血的方式完成的.

　　在所有这些发展中有共同的因素:共产党及其与人民关系的削弱;各大城

市的示威活动;包括种族仇恨复燃在内的极端民族主义运动;无产阶级专政机

制的改变;由美国主要大型公司援助的如 XEROX、宗教和其他民间组织的涌

入;宗教组织的复辟和国家宗教信仰的复苏;一些经济体中的经济混乱;执政

党内部的腐败;作为新兴资本主义一部分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出现;迷失方向的

国家机器和国家机制的瘫痪.

　　当那些被视为保守党派的人们为改变而战的时候,当许多政党变成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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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和民主主义论者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危机进一步增强.

　　意识形态的解体造成了瘫痪;对世界劳动人民运动的破坏逐步加重了.
伴随着这一瓦解蔓延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党那里,先前强大的共产党,
如意大利共产党瓦解了.在所有的大陆,共产党溶入到民主运动中,或者转移

到多党派倾向的位置.曾经只有一个党的德国社会主义联合党现在宣布分成

六个部分.

　　在澳大利亚,这种分裂和意识形态的混乱也不再新鲜.共产主义运动经

历了一系列的分裂与分歧,而这一分裂还在随着当地和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

而变化.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件被夸大了,并在全国范围内以斗争来

解决.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伴随着国际斗争接触并影响到我们的发展,澳大利

亚人注意到的是其他国家的发展,尤其是其祖籍国的发展.因此,爱尔兰期待

着爱尔兰的斗争,俄国人由于要逃离沙皇的迫害爆发了早期的工会斗争,希腊

人和塞浦路斯人参与了他们的劳动斗争.对意大利甘蔗种植者田园工人的影

响使得在澳大利亚议会中产生了唯一的一位共产党代表———昆士兰州的弗雷

德帕特森(FredPatterson).英国工会运动在澳大利亚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同时英国殖民主义控制了权利,直到在工人阶级中落后才结束.在澳大利亚,
国际事务变得遮遮掩掩,机会主义武装力量利用这一现实分裂政党.在欧洲

和亚洲,事情产生了模仿者,并在澳大利亚形成一定形式.

　　由这些部门组成的政党本身受到了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鼓舞,因
此在悉尼,共产国际说服这两拨共产主义政党联合起来,于１９２０年１０月在澳

大利亚成立共产党.因此开始了运动的暴动史.作为一个政党,有许多值得

骄傲的东西;作为政党,从一开始就要英勇善战.第一个将土著人当做人类对

待的政党;首个解放运动的伟大先锋;第一个为抵抗殖民余迹和为人类生存而

战的先锋.并为了使澳大利亚文明产生进步的方面而进行坚决的斗争,站在

巨人们凯瑟琳苏珊娜、普里查德之间.普里查德是一位作家,她在真实传说集

著作Coonardoo中为展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斗争和土著人受到的可耻待遇

做了很多工作,并且她承诺将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的事情讲出来.文化财富增

添了新的戏剧活动.在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战争中的主角,“俄罗斯羊皮”
运动和为了民主政治权力和公共场合人们的话语权而举行的运动都组成了我

们的运动.共产党与工会运动和工党联盟能够战胜反动派发动全民投票镇压

共产党的运动.

　　在工会运动中,党的影响和领导能力延伸至２０世纪４０~６０年代,并且在

许多工作场所和实业公司隐藏着组织.许多工会转变成工人阶级的战斗组

织.这些概念工会兰斯夏基出版物中有很好的解释.创作出数以百计的关于

澳大利亚社会和国际问题的所有方面的出版物.

　　党是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力量.虽然这一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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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和现在都是成功的无产阶级和失败的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一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的扩张和工业的发展带来了长期的繁荣景象,并
且在这次战争中澳大利亚的社会得到了改变和发展.一种特定的政策使得工

人们能够自置居所以及广阔的新郊区让人们产生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取

得进步的幻觉.在国内,这增加了劳动贵族,并且使得工党成为了资本主义制

度中的第二个政党,其主要建立在新的财富基础上.收入的增长和福利深入

的影响了生活的许多方面.

　　最近几年的改革已经把世界帝国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与帝国主义的财

务状况联系起来了.工人的退休养老金享受市场投资和自置居所,郊区人口

和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可能是解散组织的导火索.

　　正是这些趋势,影响了阶级意识的发展,并导致了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

中机会主义的不断上升,这些显示了左倾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双向增长,且社

会民主倾向的结算也增长了.

　　机会主义是一种国际趋势,像现在所说的那样,澳大利亚病害已经在所有

的政党中体现出来了.这与帝国主义相联系并导致了向帝国主义的投降所

致.这消弱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并淡化了先锋队的阶级意识.在１９１４年,它已

成为世界人民的悲剧,这是通过第二次国际性的民族沙文主义的一系列条款

反应出来的.Kautsky和 Bernstein充分体会了人文主义趋势的作用.

　　我认为,在澳洲共产主义运动情况下,这种特征是定位在前苏联的赫鲁晓

夫模式和阿伦斯兄弟的模式下.这是他们曲解的根源,我们应该加以研究,这
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制造了这种曲解,而是因为他们在运动中反应出了唯心

主义趋势并且允许修订共产主义运动的方案.

　　这些曲解的实际类别和物质基础仍然是许多猜想的主题.是什么导致了

思想观念的这种变化? 这促使了社会主义宣言的胜利,同时资本主义关系还

是在集体农场中占有优势的.这是由于简单的错误或工作中的阶级力量? 实

际推翻社会主义关系在随后的３０年及期间仍有发展.

　　什么样的失败能够对付腐败的兴起和非法经济的崛起.都市居民走在大

街上并执行有效的第一有色革命,以及安装令人陶醉的装置,叶利钦作为资产

阶级大佬的代表登上了政治舞台.在反革命势力的利用和影响下,这种状态

下滑了.

　　共产主义运动的声望的下降促成了这些力量的思想立场以及把这种流行

趋势归因于斯大林的作用和“个人崇拜”.

　　这种狂热的崇拜被赫鲁晓夫在２０世纪的苏维埃政党代表大会上明令禁

止,尽管赫鲁晓夫在后来对经济管理管理不善,但是这好像从来不会被审查

的.斯大林变成了许多变化的一个代码,而这些变化是在这个时期得到贯彻

实施的,并且对国际运动造成了许多损害.一连串事件的发生导致了许多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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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内部的分裂和中苏关系的破裂,这导致了所有共产党的分裂.

　　反革命的浪潮看起来与社会主义团体的“去斯大林化”是一致的.赫鲁晓

夫的讲话和苏维埃政党的斗争围绕着个人崇拜观念和不科学方法进行的,其
中这个问题为抨击无产阶级政党开辟了一条道路.脱离苏联历史的斯大林喷

雾及其妖魔化每年不断的增长导致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观念的抨击.

　　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忠实的共产主义者经受了声称支持“个人崇拜”
的组织的攻击,并且在澳洲的反对斯大林的共产党中,共产主义者被交付给所

有的党组织.那些没有被划请界限的共产主义者被判为是斯大林主义者.苏

联所谓的“秘密”演讲除了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媒体外,其他什么都没有,困惑和

苦恼被这样的事实变得复杂.斯大林主义遭受了支持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思想

的人们的各个方面的责骂,这种曲解的思想盛行在现代无政府主义者之间.
这些都增加了混乱的思想,并且几乎没有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
因为基本原则中未被发现的观点在共产主义脚下破灭.赫鲁晓夫的攻击恢复

了合法性并在很大程度上借用了托洛斯基对斯大林的公开的谴责.没有分析

证明这个利用革命空话伪装的方法的成就.

　　苏联的文学作品中删去了斯大林,用赫鲁晓夫来代替,并将其视为智慧的

源泉;苏共第２０、２１、和２２次代表大会被赞誉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决定性

的贡献.在接近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时,其变化是微小的.以经验中学习建

设社会主义为幌子,就出现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曲解.

　　在３１８~３２０页中的代表大会 V．Afanasyev的影响下,从无产阶级专政

的国家到整个人民的国家.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存在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

过渡时期.工人阶级需要用它来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废除人对人的压迫并联

合农民和社会其他工人阶级来建立社会主义.

　　苏联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的援助下成功的进行了这项划时代的工作.苏

联社会主义最终赢得了完全的胜利.随着这场胜利的消失,这些条件成为无

产阶级专政的必要因素.“工人阶级”在C．P．S．U．计划中说仅仅是一个阶级,
在历史中它的力量是不会永久存在的.

　　“随着完全的、最终的社会主义胜利的到来———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

段———和共产主义全面建设的社会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完成了它的

历史使命,用国内发展的眼光看待苏联已不再是必须的了.而一个无产阶级

专政的国家出现,在新时期的当代舞台上,称为代表全体人民利益和愿望的机

构.”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历史上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当劳动人民建设社会

主义的时候,它是必须出现的.当社会主义取得最终的完全胜利时,无产阶级

专政也就走到了尽头.当社会主义的胜利是牢固的时候,工人阶级就会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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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当前统治的社会,而将其转变为全体人民专政的国家.

　　作者进一步荒谬地宣称“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失去其领导地位”,于是

“仅仅在阶级消失的情况下,即共产主义的建设,将会使得工人阶级以社会领

导者的身份完成使命”.

　　另外,“苏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经验表明,无产阶级的专政不再

是一个国家灭亡之前的自然规律.但是作为全体人民的组织的国家将会一直

被保留,直到共产主义完全胜利的到来.”

　　相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是“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列

宁主义被修改了.

　　在列宁１９４９年的关于«国家与革命»著作的２０~８０页,列宁说道:国家是

一种剥削阶级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工具.

　　他指出,“没有武装革命,无产阶级国家取代资产阶级国家是不可能的.
无产阶级国家的废止,肯定会通过一个“消亡”的过程.

　　断言无产阶级通过放弃国家政权来废止一个国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说

法,在权力转移之后谈论社会主义民主的建立实际上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一

种抨击,作为一个国家的最后形式,实际上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这种抨

击源于对这个时期社会主义社会所做的努力的不道德攻击.

　　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抨击仅能造成一个以上的国家必须发展其不利条件为

再度出现的阶级的发展工具,但是从残余的资本主义关系及其腐败和偷盗案

例来看,这并没有完全击败资产阶级.这就导致了中坚分子取代无产阶级作

用,并开始向帝国主义演变,这并不是一个国家的灭亡,而是如上所说的一个

巩固的国家的阶级(所有阶级)取得的革命的胜利.

　　废除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后,加强了农民经济,并使其对商品经济实行对外

开放.在这种形势下从中央控制的分离到一个商品市场的建立演绎了经济学

的发展过程.通过集体的农场财产转移其所有关系拖拉机站完成了从企业所

有到农民所有的私有化过程.黑色经济的出现及其忍耐力未能处理与帝国主

义者之间交易的问题.这些帝国主义者是有能力通过律法的组合和不平衡发

展的手段与社会主义国家交换有用性的.这些是较早显露的关于出现新的领

导阶层的征兆,然而其无疑已经有了特权的发展,但这些都不是决定性的,是
一种已经采取的以及还未采取的物质行为的积累导致了这种变化.

　　有人这样问道:苏联社会的发展中究竟夹杂了什么,以致让苏维埃的领导

阶层看到了他们的工作是对斯大林地位的否定.这样的话谁会得到好处,并
且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对个人崇拜的抨击导致了对党的作用的否定以及无产阶级在斗争来建立

社会主义.它将个人列入阶级和历史时期之外.将所有消极的发展置于某人

的脚下是唯心主义的,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在斯大林领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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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年里,社会主义社会是巩固的、法西斯主义者被战败了并实现了农业集体

化.对斯大林的贡献作出全盘否定是因为他阻碍了整整一代革命者对运动的

物质基础的正确认识,并导致了一系列的反革命活动,对这些活动的必要的镇

压导致了民主国家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的高涨,那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认识和

实践的弱化暗中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并带来了修订基本概念的运动.在其

他实践中,这种主观做法是很明显的,并逐渐切断了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以及

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物质来源.

　　在欧洲政党中,无产阶级专政的设想是不被接受的,因此许多无产阶级政

党从彻底革命的理念中抽身出来,转而执着于对资产阶级国家进行改造.

　　因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５１页中说到:

　　为了继续下去,马克思对于一个国家引导的实质仅仅被那些懂得一个阶

级的专政是必要的人们所掌握,它不仅仅是为了一般的每一个阶级社会,以及

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也是为了从共产主义或“无阶级社会”中分离出资

本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

　　在后文中,出版于１９７４年的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政治

经济学的４２３~４２９页继续写到.

　　其中许多正确的和经常重复的关于专政的性质的声明是对社会主义国家

的形式的描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形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苏联形式,无产

阶级专政形式已经立足于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例如亚洲和古巴;社会主义国

家的其他形式也是有可能出现的,包括议会制共和国).但是这些形式的实质

是完全一样的,即,“工人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种做法没有降低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而是又一次废除了无产阶级专

政的国家形式;这不是一个阶级的统治.其还倒退回了议会制共和国的资产

阶级民主形式,并且再次引入了追求利用资产阶级国家的想法,或者说用其部

分职能做了解释说明.

　　此外,“当大多数人变成一种工具将矛头指向剥削者的时候,国家就变成

了所有社会成员的工具;这已经不再是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一种手段了,剥削者

的消失,体现了人们的一种团结形式.”

　　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无阶级社会,如果仅在生产关系上来说,还存在着资

本主义的残余思想,民主时期的到来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联盟仅仅是一个社会

主义的一个阶段,且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职能是限于暴力的,照现在这样的国

家观念,任何和平时期都是会到来的,这是在对全体人民实行以上的阶级统治

的条件下.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修订的核心,使得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运动

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导致了当前混乱局面的发生.全体人民对国家行

政机构造成的困扰是导致国家灭亡的一部分原因,国家的阶级性并没有因此

而改变,并且在帝国主义存在的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则仍然为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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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义的复辟保留着议程.这回慢慢地使一个国家走向灭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资产阶级的合法存在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并不是要取代另一种国家形式

(按能力分配劳动).

　　苏联国家政权的转移是由从苏联转移到杜马(议会共和国)的戈尔巴乔夫

派完成的.在这么长的时期内,重建苏联国家是有可能的,这需要共产主义者

主动鼓动无产阶级专政重建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这是安德罗波夫在担任总

书记时试图要做的事.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军事和政治压力,这影响了苏联的

其他阶级,并导致无产阶级远离国家权力,引进的观念和思想最终导致新思想

的形成,并削弱了苏联的国力.非法经济的内部动态和其他形式的腐败削弱

了无产阶级的士气.这种无能在反革命斗争中是显而易见的,并来源于国家

形式的革命斗争的终止.

　　这些修订对澳大利亚共产党造成影响.

　　如前所述,这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持久的风暴和分歧被转移到澳大利

亚共产党内部了,特德希尔领导的力量在由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引起的

纠纷中,他们站到了中国共产党这边.这种复杂化的发展是澳大利亚政党的

“去斯大林化”模式.中国政党的发展也对已经成形的澳大利亚共产党(ML)
有一定的影响.社会主义社会分裂的不同变化是国际地位发生变化的结果.
对于“文革”的深思使得其他时期的中国政党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开展

运动.

　　这种分歧造成了工人阶级内部共产党人之间的矛盾.当在现实斗争中澳

大利亚能够站出来的时候,这是能够克服的,大团结到来的标志是,落后于澳

大利亚共产党的工人阶级领导电车联盟和总罢工,这被叫做是１９６８年反梦席

斯政府的刑罚权利的运动和科拉里奥谢的牢狱之苦.

　　在这场斗争中,工人阶级的团结和战斗模式带来了大规模的胜利.这种

力量的团结只是暂时的,并且澳大利亚共产党内部的分裂已经显现出来了.
一部分领导阶层正在向正确的方向迈进,并且采用正确的方法向发展中的青

年、周边环境以及妇女运动迈进.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早期,在越南战

争的影响下,青年激进运动的爆发对当代社会的所有方面产生了质疑,这反映

了这样的事实:社会青年的队伍得到了不断的壮大,受科技革命的影响,在发

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多的大学都在实行扩招政策.这就形成了脑力劳动和体

力劳动之间的较量.把个人主义和无产阶级在数十年的斗争中形成的集体主

义精神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他们把劳动过程和技术与无产阶级紧密的结合在

了一起,这是他们智慧的结晶.

　　这涉及新的阶层加入共产党和一些老阶层与工人阶级之间没有直接的联

系的问题.在梦席斯继续试图铲除共产党的情况下,对斯大林和个人崇拜的

抨击伴随着反共产主义运动.在工人运动中,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在天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第３０辑 全体人民的国家和２１世纪的社会主义斗争 １４５　　

主教会开始有组织的破坏共产主义事业以及工人运动带来的任何进步.在

２０~３０年间,共产党人被判入狱,包括党的兰斯夏基总书记.在波梅茵尼克

Origlass中,第四届国际的Pabloite的成功之处在于为推翻的铁厂工人联盟

实行了选举活动,并且使得共产主义者陷入牢狱.在有托洛茨基分子的协助

下,天主教会鼓励人们夺取铁厂工人联盟.这种事件的发生也与欧盟联邦职

员工会和店员工会有关;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组织是仍然存在的,并且被视为

工党的正派的一部分.

　　１９４８年,奇夫利的工党政府在煤矿矿工联盟中发动了一场全面的反共产

主义影响的运动,军队是用来装载煤的,并且共产党领导的联盟失败了.天主

教成员支持工党,但最终遭到了抵制以及产生了分裂,许多反共产主义者退出

共产党并形成民主党派,他们的目标是站在保守派这边阻碍政府工党的发展,
同时破坏共产主义和进步的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这就形成了左倾分子的全

面攻击以及联盟运动中的进步力量和许多共产主义劳动者的联盟的领导遭到

了挑战.

　　在此期间,第四届国际的Pabloite采取了打入共产主义者和共产党内部

的策略.这将带来警方间谍并最终使得最高法院的法官约翰克尔成为共产党

的一份子.这种趋势的一个动因是:丹尼斯开始和澳大利亚 L阿伦斯共产党

的国家总书记商讨加入共产党和形成一个派系的有关事宜.他们被反斯大林

的雄辩言辞和对苏联的不断批评所吸引.在小资产阶级的实际生活方式中加

入新的学生激进思想和政党中一些阶层的转变,使得这些度量标准渗透到政

党的各个阶层中去.党的工人阶级的事业受到了阻碍.

　　阿伦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政党开始开除老一辈的共产党人并且由于一些

小的领导意见的不合,就解散了诸如航运分公司一类的产业部门.这种领导

哲学后来在劳里亚伦的弟弟埃里克的书中的“爆炸世界的哲学”的影响下变得

根深蒂固.同时,这本书不是导致分裂的基本原因,它证实了唯心主义的政治

并且说明这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在这本书中,埃里克需求一种“价值革命”并且向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基础

发起了进攻.阿伦斯用新兴青年和学生运动代替工人阶级作为改革的骨干,
并且采用了来自于个人变化的唯心主义思想.

　　对于爆炸性的世界,埃里克阿伦斯在他的哲学观上揭示了他的立场(见布

罗格书籍的pp．８).

　　“在本世纪的混乱和变化的影响下,已经对革命的态度和思想形成了一种

新的思想风潮,这就伴随并促进了每一个社会的历史变化.所有国家的人民

都被同时牵扯进来了,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东方还是西

方、工业发达的国家还是欠发达的国家因此,各国的思想家们不得不考虑

最根本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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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此外,“自然‘价值’正在被审议.”他们是纯粹的男子行为模式,还是一种

世界精神的体现?

　　在这些并列的概念之后还有:

　　“我希望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变化能够认真的确定历史事实,但是一些东西

值得我们保持积极交流的关系:不仅仅是这些条件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思路,而
是利用这些思想,通过干预历史并根据我们的需要和愿望努力塑造理想的历

史形态.”

　　这本书概述了共产党走向其最终解散以及澳大利亚共产党分裂的观点,
因为他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取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些攻击社会主义的叛徒

现在又在我曾经作为资本主义媒体共产党员的地方开始了重新经营.

　　虽然这对于学习什么是新以及是正在形成的新很重要,而且思想是基于

物质世界的并具有物质现实的出发点,甚至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可这种对已

经证明了的历史事实的攻击是到底是什么让共产党的领导人脱离工人阶级并

且对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进行攻击而不是取代现实的幻想.

　　在他的虚假哲学里爆出 BillBrown让新成立的社会主义政党来解释如

下的烂摊子:

　　既然是作为思想领域确定的物质现实受到挑战,这显然是一个远离马克

思主义哲学立场的转变.什么是另类? 这个转变只能站在把思想摆在首位的

立场上.

　　提到那些作者对马克思的攻击“更严重的是,这个小册子意味着马克思在

没有认识到思想方面的作用而返回到实践和物质世界中时通过了错误的位

置.这仅仅是诉诸于陈腐的“稻草人”装置.这归因于那些并没有能力却要面

对挑战的人们.”

　　正是这种已经在澳大利亚共产党内部发展的趋势带来了澳大利亚社会党

的成立,其中这些成员有的是被驱逐出共产党的,还有些人是因为其他原因离

开的.

　　社会党通过了主张将由攻破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最终肃清共产党.这一观

点在１９９２年被确认当时为了履行其分裂运动的使命这些肃清者们完成了对

共产党的解散,并且建立了搜索基础作为一个组织来管理旧党相当可观的资

产.

　　在与共产党有关联的联盟积极分子对资本家给予更多有用的地位,并且

在联盟中获得更多的领导权,就像澳大利亚金属工人联盟一样开始采用阶级

合作的方法不久之前.澳大利亚重建的议案以及源于一个民族主义和保护主

义立场的澳大利亚的很多的出版物.对社会主义的斗争被贬到了一个次要地

位.

　　临时苏维埃社会党在建筑、海运和运输行业有很大数量的联盟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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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０辑 全体人民的国家和２１世纪的社会主义斗争 １４７　　

从１９７１年直到８０年代早期都在继续活动着,当时围绕着价格和收入符合以

及党的纪律问题产生了分裂的发展.党主席 PatClancy和建筑领导 Tom
McDonald,部分海运和运输分行对工人党在交换社会工资上的工资约束协议

采取支持政策.思想家 BillBrown也来称赞劳动协议.该协议终于导致了

工人阶级在战斗性上的缺失.

　　在社会主义政党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主要关系到工业联盟中不同

的领导人.共产党员的战斗性以及左翼工党领导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长

期繁荣导致了这些团体的工人过上了比其他团体的工人更好的生活,统一战

线的概念被扭曲为为经济斗争服务而不是为工人的政治斗争服务的.

　　这导致了党内部分人在 ACTU 随着右翼社会民主党来到了一个缓和的

政治立场,并且对阶级和平和实际工资的减少做出保证.因为社会工资意味

着确保工党政府的持续性.

　　Clancy使用资本主义的报纸“澳大利亚人”向资本主义发起了攻击;他同

时还保持着同苏维埃国际联盟的联系,后来还在汤姆和奥黛丽的麦当劳传记

中发现了向他投注的战略.他被开除了党籍并且以此掀起了反党运动而且从

党中分裂了许多rankandfile的工人.愤怒如此强烈以至于 Clancy的部队

对其给予了拳打脚踢和恐吓.两个组织成立了,一个是短暂的名不副实的共

产党团结协会,另一个是社会主义联盟海事协会,该协会在一些港口依然存在

着.这些组织的大多数人都在解散后加入了澳大利亚工党,其他人一生从事

于同一项活动.

　　在１０年间欧盟的成员进入了一个下降阶段,从澳大利亚工人阶级贸易组

织中近６０％的成员地位下降了１５％~２５％.工业活动的锐减,以及参加反资

本主义活动的联盟是不予注册的,在其他时间内,当一个联盟失去威信时,就
会发现他们的成员会被国家招募到其他联盟中去.

　　这里有一个涵盖所有让特定行业的雅阁时代结束的工人的奖励制度,而
且工党政府看到了这项每个公司或工作场所都有自己的协议的新制度,在整

个行业内讨价还价被认为是非法的,并且新的自由党政府有能力引进与工人

签订独立合同的步骤并在１个政府１０年内将其进一步扩大.

　　工党政府有能力广泛推行政府资产的私有化,并且把工人们安排到他们

的退休储蓄被冻结并变成部分资本主义股市的地方.起初所增加的社会薪酬

被私有化所侵蚀,工人的就业条件日益个性化.

　　这将花费很长的时间,但是社会主义政党已经从这些分裂中复苏过来,并
且作为当时的澳大利亚共产党的改革１９９６年已经制定了自己的宪法.

　　在此期间,党正确地拒绝了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新思维并且与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保持联系,已经造成的损害是工人阶级远离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的

转变以及左倾势力从工人阶级运动中的日益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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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澳大利亚共产党的新改革不会拒绝接受历史的教训也不会攻击现有的社

会主义.我们看到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可以通过统一理论和实践的开放

应用而统一起来.

　　作为这篇论文的作者,我提供了关于２１世纪社会主义问题的看法,这不

能被建立除非我们准备接受在我们之前建立社会主义的人们经验以及我们的

历史是一个连续斗争的历史.提出２１世纪社会主义理念的人可以会由于没

有接受和发展这种连续性而犯错误.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依然是只有用工人阶级的统治替换资产阶级的统

治才能改变社会主义.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仍然需要我们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

先锋队的作用.

　　重要的是我们源于生活的理论和实践是统一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

清晰的但其并不是直线道路,它需要马列主义原理明确和谨慎的指导.这些

原理包括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

　　在澳大利亚这些信念的扭曲导致工人阶级迈进了一个死胡同,并导致了

他们阶级意识的弱化,这让澳洲社会主义的斗争遇到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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