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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共产党人与工会:英国

１９６４年到１９７９年案例

【英】罗杰塞夫特　汤姆西布利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５－３０

　　作者简介:罗杰塞夫特(RogerSeifert),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劳资关系教授,著书«团结就是

胜利:２００２－２００４英国消防员纠纷»(与 TomSibley合著,２００５),«面对撒切尔主义»

(与 MikeIronside,合著,２００１),关于医疗和教育服务的劳资关系系列书的作者.

汤姆西布利(TomSibley),博士,文学学士学位(奥克森)博士学位 (基尔)是一位总

部设在伦敦的特约研究员.

　　内容提要　１８８０年,住在伦敦的马克思和在曼彻斯特工作的恩格斯正在

写关于在英国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一书.他们大部分的数据收集

与此后的分析都是以维多利亚帝国,以及在发达工业国家的资本主义运作中产

生的社会等级制度和等级倾轧为基础.自此,英国共产党人已解读了他们的预

测,并将其转变成具体的革命行动和组织,以列宁主义的方法来表明权利和革

命.这就意味着要非常依靠作为工人阶级团结和斗争的大众表达渠道的工会,

并且要与工党,这个掌控着大多数工人的思想与行动的右翼民主主义者之间展

开持续斗争.本文探讨了现代历史时期中,大不列颠共产党通过对在官方层面

以及在工会或其他地方的基层群众中工人阶级积极分子与劳工运动中的左翼

势力的联合最大程度地意识到他自身的革命潜力和革命方案.

　　关键词　大不列颠共产党　英国左翼工会　社会民主主义和工党

引　言

　　到２００９年底,英国劳工运动(工会、工党、共产党和其他各类左翼集团的

组合)的前景似乎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变得暗淡无望.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
工会成员达到了最低点,而集体协议涵盖下的工人数量每年都在下降,如今在

私营部门已经降到了２０％以下.在政治前线上,工党政府似乎正面临着大选

中的败北以及成员的大量流失.和之前每一届工党政府一样,布莱尔－布朗

政府更大程度地在国内外采取亲商,新自由主义和反工人阶级政策.共产主

义运动范围虽然小而分散,却通过唯一一份在劳工运动积极分子中有些许读

者的社会主义报———«晨星报»,持续产生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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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对于英国社会主义者而言,其近期前景极其不乐观.但这并非一直如此.
在从１９６０~１９８０年的２０年中,虽然成员较少,英国共产党提出一个富于战斗

性的反资本主义策略,这一策略影响甚广,以至于在这一时期中英国统治阶级

真正地担忧起其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规范下的统治能力.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

７０年代初,工会力量击垮了民选政府,同时限制雇主自由经营,阻止其实现利

益最大化.这一举措在统治阶级中引起了严重不安.１９７４年,英国煤矿工人

挑战政府薪资控制政策而进行罢工抗议,由爱德华西斯领导的保守党政府为

此举行了一次大选,提出“是谁在统治这个国家,政府还是矿工?”的问题.英

国人民的回复则是投票罢免保守党政府.因此这一时期共产主义对英国工业

政策产生了相当有效的影响.(Hyman１９７３,１９７９,１９９０)．它与国际性的有

利局势相符,由民族解放运动胜利取得的阶级力量的平衡已经倾向反帝国主

义和反对美国和英国.本文分析了英国共产党人是如何根据其写在«英国通

往社会主义之路»一书中的革命战略来影响这些大事件(１９７７).

一、工会问题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到７０年代末,工会问题已位居当权派政治议程之首.

７０年代中期,政客、时代周刊首席作者、军队和情报界人事公开质问,如果在

工会力量有所谓的增长,英国资本主义处于长期危机的情况下,英国是否还能

被统治.杰克琼斯(英国运输总工会领导,TGWU),休斯坎隆(工程工人联合

会领导,AUEW)和选举产生的工业记者如杰佛理古德曼 ,这些人是组织了一

些军事政变的黑暗势力.当然,由劳工部长和高级公务员提交给他们的议案

似乎已经影响了一些工会领导欲帮助他们支持薪资限制和削减公共部门的想

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德曼详述了前SAS老板上校大卫斯特林如何成立

了一家私人保安公司以建立一支准军队来暗中削弱以及如果可能的话来组织

打压罢工活动,这其中包括用武力来保护资本主义不受其左翼敌人的侵害.
后来他在自己的书中引用了一位非常资深的公务员康拉德赫伦,他在由爱德

华西斯政府回应１９７４年矿工罢工时推行的一周三天工作制的前期表现得如

此警觉,因此他说 “这个国家可能正处在革命的边缘.”(古德曼 ２００３:１４５~
１４６)很明显的,许多工会联盟总评议会成员担心此次危机会导致社会动荡,进
而右翼当权派掌握政权.正如一位精明的评论员所说:“几乎每位工会联盟总

评议会成员开始相信英国的经济情况如此危险以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支持政

府的经济政策他们主要出于害怕而谨小慎微.”(多夫曼１９７９:１２).

　　这是自１９２６年以来的１０年,工会工业实力第一次被用来挑战和颠覆那

些被国家视为对其利益至关重要的政策.这是一个建立真正国家等级的员佐

级人员运动的时期,是一次能成功动员有效的,能强有力地影响官方工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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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迫使政府和法院退让的工业行动.这是一个成千上万的工作场所被搞运

动的工人所占领的时期,他们以此来抵抗失业,提升工资以及改善工作条件.
有一条普遍事实蕴含其中,那就是:共产党的角色.这是基于一项共产党倡

议,即成立保护工会联络委员会(麦克罗伊和坎贝尔１９９９)来保护工会,抵御

国家薪资削减和合法打压.这主要是一个员佐级人员组织,寻求影响和改变

官方工会运动政策和战略的方法,而不是作为工会权利替代中心设立的.

　　代理,工厂占领是在由吉米艾尔利、萨姆巴尔、吉米里德以及所有主要共

产党成员领导的上克莱德船厂的鼓舞下引进的,而且开展了如潮水般汹涌的

活动,在工会这些年努力提高就业率和工业民主的斗争中起了主要作用.比

如飞行纠察队战略,成为了约克郡矿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的工业经验,被共产

党员作为新需求,新斗争形势,员佐级人员水平的新结构的实例加以推广.

二、大不列颠共产党工业战略

　　虽然客观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条件对激进的工团主义发展有利,但人们

普遍认识到,共产党工业部门提出的战略和论点不论是对于员佐级人员运动

还是对于广泛在官方工会框架下运作的左翼在指明方向,政治透明度和信心

方面都很重要(安德鲁斯２００４;卡拉汉２００３,２００４;戈伦１９７５).从劳工运动

来看,正是共产党在工业斗争中采取了战略性的方法.而且也主要是共产党

把这些斗争同现实的倡导左翼先进和社会主义变化的政治目标联系了起来.

　　不像其他左翼改革部门条件反射性地把官方员佐级人员运动以敌对的相

反双方对立起来,共产党辩证地表明,激进斗争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影响和改变

劳工运动的政策,而政府和国家的压力只有在把官方运动涉及在内时才有效.
选举左翼工会官员以及因此上升的改变工党政策的可能性不是建立工作场所

斗争和活动的选择,而是互补的.

　　大量文章和书籍已经讨论并分析了共产党的工业政绩(麦克罗伊 etal．
１９９９).其中只有麦克罗伊 (１９９９)看到了组织的要点以及它与战略之间的

联系.他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但他过分乐观地看待员佐级人员运动,并且未

能理解这一运动只有在它作为其中一个更为重要的目标且把官方工会运动转

到左翼去时才最有效.因此,他的整体分析被这一观点所玷污了.２０世纪六

七十年代的经验表明如果左翼将其自身联系到强有力的员佐级人员运动以及

一个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时,将会在工会中大获成功.

　　极端左派分子,先进原教旨主义者解释共产党所谓的失败(达灵顿和莱登

２００１;林多普２００１;科恩２００８)源于一个普遍的主题:共产党太专注于选举策

略,这被他们错误地称为“通往社会主义的议会制度之路.”因此,工业工作被

忽视了.为了反驳这一说法,在１９５６~１９７６年期间担任共产党总书记的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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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戈伦辩驳道:“处在我们这一阶层的英国人民在决策时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通

过矛盾和斗争来体现,而不是通过正式地参与.我们寻求通过民主政治斗争

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戈伦１９７６:２１)另一则不那么极端的选举主义批

评说共产党的主要关注点是确保选举和广大左附属全职联盟官员的任命.在

共产党看来,这是在工会和工党中改进左翼政策的最好方法.因此,共产党不

仅忽视而且轻视了员佐级人员工作来奉承国家级的工会领导人.评论家们表

明,当官方运动出错时要调整社会契约论,因为它必定显示了工会官僚机构的

本性以及全职官员和员佐级人员之间的不同利益.那么在过去几十年里发展

起来的激进斗争的动力就消失了.

　　其他更为老于世故的批评(卡拉汉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则关注广大左翼和共产党

之间的关系,以及此内琼斯和斯坎隆这两大在他们这一代最具影响力的工党

领导人所作的特殊贡献.在此评论家表明共产党调整其政策和方法以发展大

众对左翼领导人的支持,而不是提升激进的甚至社会主义的目标.这些将在

联系社会契约的前提与下文中进行讨论.

三、金钱战斗和革命转变

　　«英国通往社会主义之路»一书中共产党的革命战略:

　　全面赢得工会运动———从个体成员,工人代表委员会到国家执行官以及

英国总工会———因为关于及时问题的大型行动,以及支持社会和政治变化是

至关重要的.这在最近一段时期内已经被证实,工业战斗是不够的,必须与视

就经济问题进行的工会斗争为足够的经济展望作斗争(１９７７:２３).

　　值得注意的是,负责指导修改方案通过共产党政策制定大会的党员领导

是贝尔拉梅尔森 ,他是BRS委员会的主席,处理成百上千份由共产党分支

提出的修正案与EC的原始草案.拉梅尔森是一个杰出人物.他出生在乌克

兰,但却是一位加拿大籍知识产权律师.他的政治能力与战术是在西班牙内

战以及在托布鲁克的英国军队中磨砺出来的.复原后他先是成为利兹地区的

秘书,后来于１９５３年成为约克郡地区共产党秘书.正是在那里他运用了共产

党工业战略.因此在１９５３~１９６４年间他发展了一套标志着他成为新型杰出

领导的工作模式.

　　本着共产党已有的工业战略,拉梅尔森与左翼工会领导会员合作,通过发

展广泛左翼结构来加强运动,以此他们能赢得主要工会的控制,并且在基本经

济议题和更广泛的政治问题上领导大型活动.他说服全国工会内的共产党,
约克郡地区的全国矿工联盟,这个曾经是最大的向来由右翼控制的政治中心

掌握着关键.如果广泛左翼能赢得约克郡,那么全国矿工联盟的政治将被转

变,而且这一点将会有利地反映在英国总工会和工党层面的力量均衡变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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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因此,以全职党员形式的额外资源将被投入到约克郡的矿场.到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约克郡全国矿工联盟的左翼占有主导地位,预示着军队领导人米克

麦加西,彼得西斯菲尔德和阿瑟斯卡基尔等人将会选举成为２０世纪七八十年

代的民族领袖.更重要的是左翼把工会转变成经济和社会先进性的战斗力,
同时也是国家限制自由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的一个强有力的对手 (艾伦

１９８１;泰勒１９８４).拉梅尔森也与当地工会领导和强大的谢菲尔德工程工业

共产党员密切合作,了解了很多员佐级人员组织与官方工会结构的关系.当

１９６５年拉梅尔森来到伦敦担任共产党民族工业组织者一职时,他已拥有大量

的工业经验.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拉梅尔森以他的共产党领导地位发动了几

次运动,如为了转变英国国家社会主义而引发的运动,为了左翼势力联合的运

动,以及为了要加强进步力量,尤其是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中树立社会主义意

识的必要性的议会外斗争运动.正如一些评论家所言,共产党的工业战略重

视薪资斗争,视其为一支移动力量,改善生活标准和工会组织方式.而在工党

党员传统里,往往误解和无视共产党的地位(安德鲁斯２００４;汤普森１９９３).

　　约翰萨维尔把工会主义描绘成是使用工会活动的传统形式结合议会斗争

形势,在从未挑战资本主义资产关系或国外资本主义利益的前提下来推进工

人阶级的利益(萨维尔１９８８).共产党一次又一次地警告,光靠战斗加一个工

党政府是不够的,取得的任何暂时性进步都是脆弱的,除非有组织的工人阶级

准备使用其大众力量来捍卫他已经赢得的胜利,来推进左翼和社会主义政策

挑战资本主义垄断.但是共产党时刻意识到,一个不捍卫工会基本需求和自

由的工人阶级永远不会成为为社会主义而战的先锋.在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
工会卷入大规模抵抗薪资控制和罢工权利的进一步限制斗争中,正是在那时

他们最容易接受围绕工业民主,工作权利,工作和社会平等以及工业团结问题

展开的连续需求(阿尼森１９７０,１９７３;贝克 １９７４;莱恩和罗伯茨 １９７１;马修斯

１９７２;皮特１９７９).

四、多年的进展

　　正如我们所见,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英国工会蓬勃发展的时期.对于工

会激进分子而言这是令人振奋的时代,且许多人会说这是运动的黄金期.他

们和共产党一样,对工会战术,战略以及工党的政策(如果不是当时的工党政

府的话)有很大影响力.虽然国际资本主义的长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繁荣在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走向终结,大量事实使得英国统治阶级很难回应诸如严重

通货紧缩和高失业率这些与日俱增的传统形式的危机.拥有一个高就业率以

及高福利的国家这一战后共识根深蒂固,主要议会党双方都认为偏离经济管

理这一举措具有高度的政治和选举风险.在回应与日俱增的价格通胀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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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制造业衰减的国际竞争力方面,这一时期所有政府都倾向于通过控制薪资,进
一步限制工会自由以及工人的权利来解决他们的危机.

　　工会问题在英国政界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心议题,那时工会成员不断增加

并向新地区辐射,尤其是在新国有化制造业(航空工业与造船业)与越来越多

的女性中出现了白领职业.同时工人代表运动迅速成长.在摆脱了迪金主义

和工会势力范围(或至少它最恶劣的暴行)的桎梏后,这一运动,在得到越来越

多的秘书长以及弗兰克曾斯和杰克琼斯 (bothTGWU)的鼓舞后开始以更快

的速度发展.员佐级人员结构诸如厂级工会代表委员会以及公司级联合委员

会.这些联合工会机构,在回应生产方式变化和公司结构方面变得越来越重

要,因而使那些国家级工会领导层更难与政府和那些为了薪资限制政策发动

其员工的雇主有合作的倾向.正如多诺万 (１９６８)所预料的,劳资谈判变得更

分散,这一点在主要出口工业显得尤为突出.

　　这些发展发生在政治不稳定和持续变动期间.在威尔逊 (１９７１)看来,随
着工党作为政府的自然政党崭露头角,执政１３年的保守党政府(１９５１~１９６４)
被新一轮的政治力量平衡所取代,但比艾德礼政府时期更甚的是工党执政却

不当权.在从１９６４~１９７９年的其中４年时间里有过工党政府,但是大部分时

间里威尔逊和之后的James卡拉汉 (卡拉汉１９８７;Morgan１９９７)与小部分获

得议会多数席位或依靠少数政党的支持来领导管理部门.西斯政府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４年以撒切尔议程为蓝本开始,在矿工挫败了公共部门非正式薪资政策时

被迫重新考虑 (多夫曼１９７９)之后西斯努力与英国总工会领导基于薪资限制

换取能推进社会消费和防止大规模失业的需求管理政策,希望协商出一条社

会契约,但这些协商被另一轮要求提升工资到三级薪资政策限制以上的矿工

罢工事件所打断.大选被迫举行,西斯落选.

　　在以上的情况下,工会力量以及欲使用其力量的意愿在很多方面影响了

政治进程.当第一届威尔逊政府(１９６４~１９７０)未能成功地在英国总工会理事

会的支持下维持自愿薪资政策时,它进一步通过Bevanite部长芭芭拉卡素尔

(１９８０)制止工会权利,结果导致贯穿整个劳工运动的更激烈的抵抗.这在由

卡拉汉领导的内阁里也有所反映———作为首相(１９７６~１９７９),他之后后悔没

能尽力克服工会问题.随之而来的是令人不堪的下坡路,为了与英国总工会

达成自愿协议,议会议案被抛弃,而这协议几乎没有涵盖引发最初立法提案的

关注点.缺乏坚定的政府外加对熟练技工的薪资限制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导致

１９７０年选举失败,而且从某方面来说,在１９７９年再进行选举的预兆迎来了撒

切尔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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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员佐级人员对于官方运动的影响

　　有一个重点必须要明白的是这一连串的事件不仅仅是议会事件和总工会

理事会的介入,而首先是工会动员,员佐级人员主要由共产党领导的 LCDTU
组织,这使英国总工会有信心采取公然的政治立场挑战政府,并且知道如果有

必要的话,这将会得到大型活动的支持.反过来这给反叛内阁部长亮起绿灯

以支持他们的反对意见,不管这意见是出于原则原因或个人图谋.LCDTU
是一个成功打败反工会法和薪资限制政策的组织,是在共产党指导下基于工

作场所的工会组织(它的主要力量在工程、建筑和印刷方面),动员大型活动抵

制反工会措施.在其众多更重要的目标中,影响官方工会运动,使大工会阵营

投入积极斗争.

　　在许多工业领域共产党建立了一张具有影响力的广泛左翼员佐级人员代

表网,并与某些重要联盟以及区县,地区和国家级专职官员有联系.正是此次

运动,得知了由共产党提供的关于资本主义关系和政治可能性的清晰分析后,
有信心和动力为最大可能反对国家政策服务.社会契约论是工党政府为了压

缩因此增长的左翼影响力而设的.这也是我们现在求助的对象.

六、社会契约论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英国工会开始代表其成员敦促广泛的社会和经济需求

(泰勒２００４).这包括价格控制,延长公有制,更多社会住房可供出租,工作保

障以及更好的国家养老金.１９７１年后工会试图废除由保守党政府颁布的攻

击工人权利和工会自由的反工会条例.于１９７４~１９７９年间成立政府的工党

领导层急于控制工资通胀.为此它与工会领导达成全国协议,以承诺达到工

人们的愿望作为交换条件,从而抑制薪资需求.此条件包括改善福利,工作保

障,工会权利,获得可负担住房以及价格控制.这则协议在１９７４年大选前达

成,因此被称为“社会契约”.直到１９７７年,大多数工会成员才清楚的看到工

党政府对保障薪资限制更感兴趣,而不是像之前那样通过收入再分配提高社

会正义.

　　共产党的立场是,改善社会薪资在他们自己的权利以及在国家能支付的

情况下是必须的.而且,共产党表明薪资上涨不是导致经济通胀压力的主要

或基本原因;薪资限制对广大工人阶级不利,它会阻碍工会在会员和组织方面

的先进性,对工党选举前景也有害(拉梅尔森１９６６,１９６９,１９７０,１９７４,１９７７).

　　拉梅尔森表明,政府的反通胀政策既是误导的也是反工人阶级的.他分

析了由政府和一批他自己党内的高层反对者提出的论点,揭示了通胀是由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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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多原因造成的,相比武器开支,货币贬值和缺乏投资所造成的巨大影响,提高

工资只是其中一个不太重要的因素.

　　对一些评论家而言,１９７４年社会契约论的成立是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

(卡拉汉２００４).在此之前的整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初,在广泛左翼

里共产党是向工业战斗前进的先锋,为了广大工人阶级的利益促进更替性经

济和政治途径以解决英国长期危机(戈伦１９７５).大多数工会领导人狂热支

持社会契约论,而共产党则强烈反对,它的采用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如今,据
一些共产党批评家而言,正在崛起的正是广泛左翼工会领导人.但是社会契

约论寿命不长,而且正如拉梅尔森所预料的不久便在员佐级工会主义者的压

力下崩溃了.当此契约的社会部分变得模糊而真实的工资却在下降时,反对

迅速崛起.政府的行动又给了反对活动们进一步动力.随着通胀超过了

１０％,５％的工资上涨限制被采纳.这有效表明工会成员的实际工资大幅缩

减,并证明了对于大部分工会工人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这使工会领导人,即
使是德高望重的琼斯也不可能保持薪资限制(HMSO 指挥文件１９７５,１９７６,

１９７７,１９７８).

　　随之而来的是１９７８年末的多次工人罢工,来保护他们的生活标准,其中

包括油罐车司机、福特汽车工人和当地权威手册.这其中许多争端是由工人

代表而不是国家工会领导带头的.他们公开首相卡拉汉的主张,工党可以和

工会合作控制通胀.在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的“不满的十月”,很明显社会契约不再

有效,工党回应经济危机的政策已经崩溃(海 １９９６;罗杰斯 １９８４;史密斯

１９９９).

　　一方面,至少对于工党政府而言社会契约发挥了功效,另一方面却很难视

其为除了愤世嫉俗的策略来控制薪资而不是促进再分配和扩张社会正义.有

了后见之明的好处,共产党作为“社会欺骗诡计”的特性展露无疑,失业率上

升,实际工资在５年内刚刚能维持,公共部门被削减以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实施的货币目标 (阿蒂斯和科波姆 １９９１).但对一些左翼人士,包括一组经

济学家和欧洲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的今天»(普莱尔和珀迪 １９７９).受共产

党影响的广泛左翼因未能为了给予社会主义内容而在社会契约的制约内工作

而错过了几个把戏.如果这是个跑步者,这将意味着官方工会运动会成为国

家计划机构的一部分,并且会被迫把所有工人阶级,包括老年人和社会经济方

面的失业者的利益考虑在内.换言之,工会会从一个行动和需求经常与广大

人民的利益相对的部门利益集团转变成带头更广泛的那些曾是资本主义优先

权下的受害者的社会力量的联盟.欧洲共产党评论随即由约翰卡拉汉着

手.在他的书和文章里这么写道,共产党拒绝面对提升工资是使价格通胀上

升的重要原因这一事实意味着包含左翼更替性经济战略在内的总经济战略缺

乏公信力(卡拉汉２００４).他得出一个似乎刚愎自用的结论:左翼进步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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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政工党政府下的社会契约薪资限制进程下才最有效.如此的结论公然违

抗这一事实:艾德礼政府的每一项安排都以眼泪和选举失败告终.

　　对于拉梅尔森而言,这个新葛兰西主义方法既不现实也不可实现.它太

过早熟与顽固.当然在真正的左翼政府当权的情况下,这种方法也许会得到

认可,只要工会自主权能得到保护,员佐级人员机构能保持提升其会员的需求

和愿望的权利.共产党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的分割线很清楚“一个实施如此

先进的经济政策的政府相信,工会会在构想他们的薪资需求时把这个考虑在

内.”拉梅尔森辩驳道,薪资斗争是即时需求的发动机,来保护和改进生活标

准,从此刻起便产生了为了社会正义和民主先进而进行更广泛的运动的力量

和信心.并且,在未受关于传统工会议题的激进斗争的挑战下,工党政府没有

政治动机来听取该运动的更广日程.没有薪资斗争,工会运动不能为其更广

泛的不断进步的日程引发必要的大众政治支持,尤其是在其会员之中.为了

从工党会议上所接受的更替性经济战略那得到需求是一回事,而赢得工会成

员的理解,让他们知道我们需要根本上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英国经济问题又是

另一回事.在这之前,必须要击败社会契约和这些巩固它的争论.只有这样

才能在即时工会需求和必要的彻底改革之间建起桥梁,从而挑战资本主义国

家的霸权.当拉梅尔森展开这些争论时,他归还了时间,并再次提到以下基本

要素:战斗本身并不足够,如果要保证进步,劳工运动必须超越其强大的趋势,
走向经济主义.只有通过一个国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政治变化,才能保障工

会进步,而这需要一个强大的以劳工运动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七、致命弱点

　　无论共产党取得何种胜利,其缺点证明了胜利的暂时无效.毕竟共产党

没能成功创造一代共产党工业积极分子.但正如麦克罗伊在文中所言这不是

为了尝试(１９９９:２２５).共产党承认这一问题并遵照行事.在这方面它的努力

失败了,没有证据表明共产党的单脚作战(以员佐级人员为中心)而不是双脚

作战(与官方运动相关的员佐级人员外加共党内部增长)的战略导致其没能更

新自己以面对即将来临的冲击.

　　这一致命弱点(未能进一步推进战斗,甚至未能保护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

的成果)不能归咎于共产党的战略.Kelly总结说:“它没能在工会基础上保

持其组织.与一些断言相反的是,这不是广泛左翼战略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
这是共产党没能吸收年轻工人,补充其积极分子核心的结果”(２００４:１５９).吸

收新成员的失败部分源于冷战的影响.这一时期初期,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训

练有素的工业积极分子处于颇具影响力的地位.到了７０年代中,其中的许多

人有的退休了,有的过了他们的黄金期,有的则成为工会全职官员.５０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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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轻工人是冷战的一代,他们在共产党被孤立,被右翼诽谤的时候参与了运

动.正是这“垮掉的一代”在７０年代中处于车间领导层地位.他们的经历和

态度传给了年轻的积极分子,其中一些被新左翼力量吸引以及被东欧与中欧

的一些发展所排斥.这被国际社会主义者巧妙利用,他们认为共产党已经过

时,并且依赖着苏联.一定程度上,当共产党里一小组自称为新葛兰西学派的

人不断地挑战共产党的战略时,当几年后他们处于领导地位而清算共产党时,
这就反映出来了.

八、结　论

　　本文探讨的时期是一个世界性的激进战斗时期,而其无疑是越南人民赢

得独立的成果和布拉格之春的例子,尤其是１９６８年法国学生起义,虽然间接,
但对英国工会主义者的觉悟,鼓励更多战斗性方法来推进工人权利的需求带

来很大影响.但这一时期的工会发展主要不是由员佐级人员力量所驱动.其

动力来自主要广泛左翼运动,共产党领导和组织的联合非官方和官方的元素.
这一动力足够强大以挑战很多区域的对与维护资本主义霸权至关重要的政治

建设.

　　左翼的胜利包括打败被提议的实际立法,控制工会力量,平衡薪资控制.
伴随这一胜利 的是全新的战斗方法,保护 UCS工作斗争(福斯特和伍尔夫森

１９８６)示例的工作,拓宽传统工会政治日程来促进更替性经济战略(AaronoＧ
vitch１９８１);国际团结以及妇女和少数群体的权利.在成员增长,使用工业措

施促进政治目标,与工会权利的威胁而战方面,超越了以往任何成果(克劳奇

１９７９;泰勒１９７８,１９９３,１９９４).

　　在拉梅尔森的领导下,共产党的工业部门在改变劳工运动政策和实施的

重要方面既具影响力又具实效性.拉梅尔森懂辩证法,也知道要想改变劳工

运动的领导层,就必须动员与加强基层群众,这样能有助于离开领导层并在上

层施加影响力.前进的关键在于建立统一的行动.正如麦克罗伊声称的,共
产党非但不为其对工会更高阶层的影响付出代价,而且在近十年来鼓励员佐

级人员组织的成功发展,鼓励新战斗形式,鼓励对国家政策提出新的更广泛的

挑战,并鼓励在更广泛劳工运动中采取总行动.

　　对于一个少于三万成员的小型政党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
揭示了只要具备正确的条件,现实的有灵活策略的战略,革命左翼就有可能在

英国劳工运动中既具影响力又具实效性,哪怕它有改革主义者和工党党员传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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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温共产党人与工会:英国１９６４年到１９７９年案例 １３５　　

参考文献

[１]Aaronovitch,S．(１９８１)TheRoadfrom Thatcherism:TheAlternativeEconomic
Strategy．London:Lawrence& Wishart．

[２]Allen,V．(１９５４)PowerinTradeUnions．London:Longman．
———(１９８１)TheMilitancyofBritishMiners．Shipley:TheMoorPress．
[３]Andrews,G．(２００４)EndgamesandNewTimes:TheFinalYearsofBritishCommuＧ

nism１９６４－１９９１．London:Lawrence& Wishart．
[４]Arnison,J．(１９７０)TheMillionPoundStrike．London:Lawrence & Wishart,with

forewordbyHughScanlon．
———(１９７４)TheShrewsburyThree:Strikes,Picketsand “Conspiracy．”London:LawＧ

rence& Wishart,withforewordbyBertRamelson．
[５]Artis,M．,andD．Cobham,eds．(１９９１)Labour’sEconomicPolicies１９７４－１９７９．

Manchester: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
[６]Beck,T．(１９７４)TheFineTubesStrike．London:Stage１．
[７]Callaghan,James(１９８７)TimeandChance．London:Collins．
[８]Callaghan,John(２００３)ColdWar,CrisisandConflict:AHistoryoftheCPGB１９５１

－１９６８．London:Lawrence& Wishart．
———(２００４)“IndustrialMilitancy,１９４８－１９７９:TheFailureoftheBritishRoadtoSocialＧ

ism?”TwentiethCenturyBritishHistory１５,４:３８８－４０９．
[９]Castle,B．(１９８０)TheCastleDiaries１９７４－１９７６．London:WeidenfeldandNicolson．

Cohen,S．(２００８)“The１９６８－１９７４LabourUpsurgeinBritainandAmerica:Acritical

history,andalookatwhatmighthavebeen,”LabourHistory４９,４:３９５－４１６．
[１０]CommunistPartyofGreatBritain(CPGB)(１９７７)BritishRoadtoSocialism．
[１１]Crouch,C．(１９７９)ThePoliticsofIndustrialRelations．Glasgow:Fontana．
[１２]Darlington,R．,andD．Lyddon(２００１)GloriousSummer:ClassStruggleinBritain

１９７２．London:Bookmarks．
[１３]Donovan(１９６８)ReportoftheRoyalCommissiononTradeUnionsandEmployers’

Associations１９６５－８(Chairman:LordDonovan)．London:HMSO,Cmnd３６２３．
[１４]Dorfman,G．(１９７９)GovernmentVersusTradeUnionisminBritishPoliticssince

１９６８．London:Macmillan．
[１５]Foster,J．,andC．Woolfson(１９８６)ThePoliticsoftheUCSWorkin．London:LawＧ

rence& Wishart．
———(１９９９)“How WorkersontheClydeGainedtheCapacityforClassStruggle:TheUpＧ

perClydeShipbuilders’Workin,１９７１－２,”inMcIlroyetal．(１９９９),pp．２９７－３２５．
[１６]Gold,M．(２００４)“WorkerMobilisationinthe１９７０s:RevisitingWorkins,CooperaＧ

tivesandAlternativeCorporatePlans,”HistoricalStudiesinIndustrialRelations１８:

６５－１０６．
[１７]Gollan,J．(１９７５)“From ‘Consensus’toConfrontation(１９６１－１９７４),”inA．Hu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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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１３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ed．,BritishTradeUnionism:AShortHistory．London:Lawrence& Wishart,pp．

２１６－２６０．
———(１９７６)“SocialistDemocracySomeProblems,”MarxismToday,January１９７６,pp．

４－３０．
[１８]Goodman,G．(２００３)FromBevantoBlair．London:PlutoPress．
[１９]HMSO(１９６９)InPlaceofStrife．London:HMSO,Cmnd３８８８．
———(１９７５)TheAttackonInflation．London:HMSO,Cmnd６１５１．
———(１９７６)TheAttackonInflationTheSecondYear．London:HMSO,Cmnd６５０７．
———(１９７７)TheAttackonInflationafter３１stJuly１９７７．London:HMSO,Cmnd６８８２．
———(１９７８)WinningtheBattleagainstInflation．London:HMSO,Cmnd７２９３．
[２０]Hay,C．(１９９６)“NarratingCrisis:TheDiscursiveConstructionofthe‘WinterofDisＧ

content,’”Sociology３０:２５３－２７７．
[２１]Hughes,J．(１９６７)“TradeUnionStructureandGovernment,”ResearchPaper５,part

２,inDonovan(１９６８)．
[２２]Hyman,R．(１９７３)“IndustrialConflictandPoliticalEconomy,”SocialistRegister,

１０１－１５４．
———(１９７９)“ThePoliticsof WorkplaceTradeUnionism:RecentTendenciesandSome

ProblemsforTheory,”CapitalandClass,８:５４－６７．
———(１９９０)“TradeUnions,theLeftandtheCommunistPartyinBritain,”Journalof

CommunistStudiesandTransitionPolitics６,４:１４３－１６１．
[２３]Kelly,J．(２００４)ReviewofCallaghan(２００３),HistoricalStudiesinIndustrialRelaＧ

tions１７:１５５－１６０．
[２４]Lane,T．,andK．Roberts(１９７１)StrikeatPilkingtons．London:Fontana．
[２５]Lindop,F．(２００１)“Racism andthe WorkingClass:StrikesinSupportofEnoch

Powell１９６８,”LabourHistoryReview６６,１:７９－１００．
[２６]Mathews,J．(１９７２)FordStrike:TheWorkers’Story．London:Panther．
[２７]McIlroy,J．(１９９９)“NotesontheCommunistPartyandIndustrialPolitics,”inMcIlＧ

royetal．(１９９９),pp．２１６－２５８．
[２８]McIlroy,J．,andA．Campbell(１９９９)“OrganizingtheMilitants:TheLiaisonCommitＧ

teefortheDefenceofTradeUnions,１９６６－７９,”BritishJournalofIndustrialRelaＧ
tions３７,１:１－３１．

[２９]McIlroy,J．,N．Fishman,andA．Campbell,eds．(１９９９)BritishTradeUnionsand
IndustrialPolitics:TheHighTideofTradeUnionism１９６４－１９７９．Aldershot:AshＧ

gate．
[３０]Morgan,K．(１９９７)Callaghan:ALife．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３１]Pitt,M．(１９７９)TheWorldonourBacks:TheKentMinersandthe１９７２Miners’

Strike．London:Lawrence& Wishart．
[３２]Prior,M．,andD．Purdy(１９７９)OutoftheGhetto．London:Spokesman．Ramelson,B．

(１９６６)IncomesPolicyTheGreatWageFreezeTrick．London:CP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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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温共产党人与工会:英国１９６４年到１９７９年案例 １３７　　

[３３](１９６９)KeeptheUnionsFree．London:CPGB．
———(１９７０)Carr’sBillandHowtoKillIt．London:CPGB．
———(１９７４)SocialContract:CureallorContrick? London:CPGB．
———(１９７７)BurytheSocialContract:TheCaseforan AlternativePolicy．London:

CPGB．
[３４]Rodgers,W．(１９８４)“GovernmentUnderStress:Britain’s WinterofDiscontent

１９７９,”PoliticalQuarterly５５,２:１７１－１７９．
[３５]Saville,J．(１９８８)TheLabour MovementinBritain．London:FaberandFaber．
[３６]Seifert,R．,andT．Sibley(２００５)UnitedTheyStood:TheStoryoftheUKFirefightＧ

ers’Dispute２００２－４．London:Lawrence& Wishart．
[３７]Smith,P．(１９９９)“‘TheWinterofDiscontent’:TheHireandRewardRoadHaulage

Dispute,１９７９,”HistoricalStudiesinIndustrialRelations７:２７－５６．
[３８]Taylor,A．(１９８４)ThePoliticsoftheYorkshireMiners．London:TaylorandFrancis．
[３９]Taylor,R．(１９７８)TheFifthEstate．London:PanBooks．
———(１９９３)TheTradeUnionQuestioninBritishPolitics:GovernmentandtheUnions

Since１９４５．London:Wiley．
———(１９９４)TheFutureoftheTradeUnions．London:AndreDeutsch．
———(１９９９)“‘Whatareweherefor?’:GeorgeWoodcockandTradeUnionReform,”in

McIlroyetal．(１９９９),pp．１８７－２１５．
———(２００４)“TheRiseandFalloftheSocialContract,”inA．SeldonandK．Hickson,eds．,

NewLabour．OldLabour．London:Routledge,pp．８７－１０３．
[４０]Thompson,W．(１９９３)TheLongDeathofBritishLabourism:InterpretingaPolitiＧ

calCulture．London:PlutoPress．
[４１]Thompson,W．,andF．Hart(１９７２)TheUCS WorkIn．London:Lawrence &

Wishart,withaforewordbyJimmyReid．
[４２]Wilson,H．(１９７１)TheLabourGovernment１９６４－１９７０:APersonalRecord．LonＧ

don:WeidenfeldandNicolson．

(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　童珊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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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