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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处理当前的经济危机中,美国政府救助了一批金融及其他公司,而政府

相应地要求得到这些公司的股份。这引起了媒体的恐慌。媒体称这些行动会

逐渐使美国变成社会主义。然后,关于社会主义构成的讨论接踵而至。

  首先将对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术语的使用进行

讨论。然后转而讨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转变过程中社会经济变化的一些

问题。

  根据《牛津英语词源辞典》的解释,社会主义者这一术语由空想社会主义

者罗伯特·欧文于1827年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在法语里)于1832年被首

次使用。共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术语由空想共产主义者埃提安·卡贝

特(在法语里)于1839年初次使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术语很快被

区分开。社会主义与逐渐将生产方式变为合作产权和技工所有权的运动相

关。共产主义与将生产方式和其他私有财产以革命形式变成社会财产相关,
因此包含产权这一特别概念———这是第一次现代共产主义运动,即“平等主义

阴谋”运动的特点。这一运动在格拉古·巴贝夫(1797年被判处死刑)的领导

下兴起于法国大革命觉醒时期。虽然废除了产权和财产,实行按需分配,巴贝

夫的运动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而这是引进共产主义社会关系的前提。

  在恩格斯为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国版写的序言中,他提到:

  当这本书完成时,我们没有将它命名为《社会主义宣言》。1847年,人们

认为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各种空想体系的拥护者:在英国是欧文主义,在法国

是傅立叶主义,而这两部分都已经被削弱,只剩些许派别,逐渐走向消亡;另一

方面,各种各样的社会派别,本着各式小修小补的姿态,在不危及资本和利益

的条件下,彰显出他们对各种社会弊病的调整。在这两种情况中,他们都游离

于工人阶级运动之外,看起来更像是寻求精英阶层的支持。那部分已经相信

仅有政治革命是不够的工人阶级,那部分已经发出宣言,强调整个社会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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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的工人阶级称他们自己为共产主义者。这是一个残酷的,粗糙的,完全

基于直觉的共产主义;而且,它涉及到了一个基本点,因而在工人阶级中有着

足够的力量来产生乌托邦共产主义,如在法国有卡贝特,在德国有魏特林。因

此,社会主义在1847年是中产阶级运动,共产主义是工人阶级运动。社会主

义在欧洲大陆至少是“值得尊重的”,而共产主义刚好相反。我们的想法从一

开始就是“工人的解放必须由工人阶级自己完成,”那么我们用哪个名称来做

书名也就毫无疑问了。从此,我们紧紧与它联系在一起(1990a,516-17)。

  今天人们能够说出1840年代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区别。两者的

关键区别在于他们对国家属性和角色的理解不同。共产主义者认为国家是阶

级的权利工具,它的社会功能是维持财产关系的稳定,但是社会主义者将国家

看作一个超越阶级的机构。因此,共产主义者在财产关系消亡的时候看到了

国家正在消失。恩格斯后来这样说道:

  一旦没有任何社会阶级居于被支配地位;一旦阶级规则,基于目前无政府

生产状态的个人生存挣扎,连同由此产生的冲突和过剩都不存在了,镇压的对

象没有了,那么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也没有必要继续存在。国家之所以

为国家,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它所走的第一步———以社会名义掌握生产方

式———同时也是国家作为国家的最后一步独立行动。国家干预社会关系在一

个接着一个的领域开始变得多余,然后自行消亡;人们的政府被管理物的行政

机构和对生产过程的管理取代。国家不是被“废除”的,而是自行消亡的

(1987,268)。

  除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术语之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术语

是———社会民主。因为1848年社会主义者,政治领袖赖德律一洛兰(Ledru-
Rollin)呼吁激进的共和党人和社会主义者“共同遵守社会民主原则”(Beecher
2001,228)。

  这个术语后来又在1949年巴登的一场起义余波中出现(Billington1998,

371)。虽然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Bebel)和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与马克思的关系比起他们与自称为社会民主人士的拉萨尔派人

士(Lassalleans)更为密切。奥古斯特和威廉作为这个党派的主要发起人于

1869年在埃森纳赫采用了德意志社会民主工人党作为名称。马克思和恩格

斯对此未发表声明,但他们显然不喜欢这个名字。恩格斯于1894年在他的一

本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出版的文集前言中讲到:

  你会注意到,在所有这些文章里,尤其是在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里,我坚

持不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人士,而是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那时在很多国家,
人们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人士,而他们实在没有将把所有生产方式置于社会

掌控之下写进他们的主张中。在法国,一个社会民主人士被看作民主共和党

人,他们或多或少对工人阶级保有真实却总是难以捉摸的同情。这些人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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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的赖德律一洛兰,和1874年的带有小资产阶级色彩的“激进派社会主

义者”。在德国,拉塞尔派称呼他们自己为社会民主人士;但是虽然他们中的

大多数逐渐认识到生产方式社会化的必要性,他们的议程上却仍然只公开承

认一项,那就是具体的拉萨尔式的生产与国家援助的合作。因此,我和马克思

觉得,我们不可能用这么一个富于弹性的名字来形容我们的特殊立场。今天

的形势不同了,这个名字也过时了,可以不用了,因为它不再适合一个经济运

行不仅仅总体上是社会主义,还会直接进入共产主义,最终的政治目标是超越

整个国家,因而也就超越民主的政党。真正的政党的名字从来不是完全契合

的;政党在发展,但名字没有(1990b,417-18)。

  在《国家与战争》一书中,列宁引用了恩格斯的这一论述,并解释道,这就

是他为什么提议将俄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的名字改为共产党。列宁对恩格斯关

于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超越整个国家,因而还有民主”(“超越”—德语

Überwinden,也作“推翻”)的论述做了进一步详述:

  第一眼看,这个论断好像非常奇怪,难以理解;的确,一些人也许以为,我
们期待着一个新的社会体系的来临,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将不存在———因为

民主意味着承认这一基本原则。

  不是的,民主不等于少数服从多数。民主国家承认少数服从多数,即在一

个组织内,一个阶级或一部分人系统化地使用权力对抗另一个阶级,另一部分

人。

  我们给自己定的最终目标是推翻国家,也就是推翻所有有组织的和系统

化的暴力,一般指所有对抗人民的暴力方式。我们不希望一个没有少数服从

多数原则的社会体系的到来。然而,在我们朝着社会主义努力的过程中,我们

渐渐深信,社会主义会发展成为共产主义。因此,一般的用暴力对抗人民,一
个人服从另一人,一部分人服从另一部分人的需要会一同消失,因为人们逐渐

习惯对社会生活基本状况无暴力和无服从制度的监督管理。

  为了强调这个习惯因素,恩格斯认为“成长于新的自由的社会环境下,”新
的一代人,将“能够废除国家”———任何国家,包括民主共和国家。(1964/

1974b,461)

  从这一引言中我们看到社会民主人士与共产主义者的本质区别。社会民

主人士,虽然刚开始追求一定程度上的公共所有权———大多数欧洲的社会民

主党派现已放弃这一追求———将国家看成调节阶级关系的永久性制度。他们

没有投身于废除生产方式和阶级社会的私人所有权之中。

  让我们看看列宁的观点,“然而,在我们朝着社会主义努力的过程中,我们

渐渐深信,社会主义会发展成为共产主义……”在此,我们有了一个关于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分,即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几页之

后,列宁将此与国家力量转化为工人阶级统治之后的两个发展过程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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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是列宁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oftheGothaProgram)
中领悟到的。因为几页之后,他又写道:

  所以,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律”没有

完全被废除,只是部分废除,废除的程度与至今取得的经济改革相适应,也就

是在生产方式方面。

  他所涉及的“资产阶级法律”是指依据工人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付给他们

的工资。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知道,资产阶级掌握的国家权力通过革命手段

转移到工人手中,并不能立即产生共产主义社会,而且离国家消亡的成熟时机

还有很长时间。国家权利转移,进入过渡阶段,但他们从来不用社会主义这一

术语来表示这一过渡阶段。在列宁选集中,我从一篇名为《关于欧洲联合共和

国的口号》文章中发现了最早关于这一区分的例子。这篇文章写于1915年8
月,比《国家与革命》早大约两年。其中反应了当时的一种观点,即社会革命只

有针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才能完成。他写道:

  整个世界所有国家形成的联合共和国(不只是欧洲)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民

族联合和自由的国家形式—这种形式的存在会一直持续到共产主义取得完全

胜利,并使国家灭亡,包括民主国家的灭亡之前(1964/1974a,342)。

  虽然列宁将社会主义这一术语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第一阶段

相联系,但他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混同使用,作为

工人阶级斗争的共同目标。恩格斯的册子名称《社会主义:空想主义和科学》
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让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下,考虑到历史上在这之前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进

行的各种努力尝试,我们现在应该如何使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有他们作

为形容词的使用)来描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出版于1917年8月。当时正处十月革命前夕。与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一致,列宁认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分为三

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革命转变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工人阶级在全世界的资本

主义国家夺取国家政权。全世界范围的夺取是必要的,因为资本主义可能通

过国际联合,推翻任何民主革命政府,正如他们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确实这样

做了。在革命转变这一阶段,工人阶级将巩固统治(无产阶级专政),夺取并控

制生产方式,废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而也就消除资产阶级。马克思,
恩格斯和列宁没有预测这个巩固阶段的持续时间。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两

段相关内容,如下:

  我们已经知道,革命的第一步是工人阶级将无产阶级推上统治阶级的位

置,赢得这场民主战争。

  无产阶级利用它的政治优势,通过各种方式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所有资

本,将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国家所有,也就是无产阶级组成的统治阶级所有;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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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增加总的生产力(1976,504)。

  将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国家所有的完成标志着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开

始。这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讨论的起点;是列宁描述的社会主义的

第一阶段。

  人民逐渐意识到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列宁认

为这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以及世界范围内各个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不同

造成的,但在俄国继续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可行的。在1921年,他开始新

经济政策,鼓励受到一定限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虽然土地已经国

有化,但是农民拥有土地的继承权并以此作为他们的主要生产方式(虽然他们

不能自由买卖)。另外,虽然在城镇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个体控制农民

生产方式的情形依然存在,人们还是认为这个时候的苏维埃是个社会主义国

家,因为国家权利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国家和合作部门在工业和商业活动中

占据主导地位。1936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消除和农民自愿或不自愿

地加入合作社,斯大林关于苏联完成了对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宣言被载入

苏维埃宪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其他13个国家开始了

对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古
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蒙古,波兰,罗马尼亚,
越南和南斯拉夫。虽然一些国家允许农民继续掌握土地权,并允许私人工商

业的存在(它们雇用有限的工人),这些国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国家

和合作社在经济领域占据主导。所有这14个国家采用集中计划经济的制度,
不过其中的南斯拉夫的集中化要松散一些,因为它的工业———以工人合作社

形式运行———在管理它们的资源方面拥有更多灵活性。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

使得它们不断增进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联系。在70年代中叶,它们无法与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达到同等的科技发展水平,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对它们的经

济产生了极大的内部压力。外界首先觉察到这种处境的迹象是苏联出版的年

度数据报告中不再显示婴儿死亡数据。因为其他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蒙古与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体系上的纠缠,社会主义政府在1989~
1991年间随着苏联经济的内部瓦解而瓦解。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和越南,在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的经济集中计划

(包括农业)警戒下,开始分解农业合作社,公社,并允许农民个体承包土地。
它们开始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型社会主义经济向混合型的经济的转变,向着

内外资并存,国有和合作并存,农业发展。

  在今天的中国和越南,内外资企业在工业生产中的比例已超过国有和集

体企业。不过,它们经济中的基础行业和工业经济中的关键领域依然由国有

企业占主导地位。国家对信贷体系的有效控制是掌握经济发展方向的关键。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第28辑 政治经济学有作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分的必要吗? 31   

虽然资本主义企业家可以成为共产党成员,他们的影响力受到极大限制,这样

工人阶级的利益仍旧在国家政治中处于主导。它们长期的目标是发展生产

力,直到生产力能够完成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它们没有这一过程的日程表,这
一过渡的成功取决于工人阶级维持它们在党和国家中的利益占据主导地位的

能力。

  人们认为中国和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依照经过斯大林实践过的马克

思列宁的政治经济理论,所有生产方式都必须是国家或集体合作方式。只有

这样,这个国家才能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实践中,国有经济在工商业占据极大的主导地位的国家,即使有很大部

分的农业领域私有经济,只要领导层保证该国的经济发展目标不变,是向着全

面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那么这个国家也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需要对共产主义运动与其他自称社会主义的运动

相分别时做出了他们的区分。列宁在他科学地讨论共产主义低级和高级阶段

时,对它们进行区分。因为列宁和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认为几乎一切生产方

式的社会化都会随着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而来。他认同《哥达纲领批判》,
因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论及以工业为基础的苏维埃夺取权力并控制生

产方式后,布尔什维克将不得不面对的重要的理论问题。

  TetsuzoFuwa是一位著名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他于2003年的演讲,
重读《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未来社会观(2004年出版此书,冠以

相同的名字)中,也揭示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经常混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但是他认为列宁过分强调了《哥达纲领批判》的重要性。注意,马克思于

1873年逝世。他生前未出版此书,只将它寄给了少数几个重要的潜在盟友。
恩格斯于15年后,即1891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Erfurt代表大会前夕出

版此书。他这样做是为了阻止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批判的纲领材

料被继续采用。因为虽然马克思对它们进行了批判,在那时,它们还是被广泛

采纳了。恩格斯的努力没有白费。1891年代表大会的纲领中未包括任何马

克思批判过的要素。Fuwa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避免给出从资本主义

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蓝图。他的强调是正确的。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批
判了拉萨尔主义给出的蓝图,但却没有提供他的蓝图。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

总是认为工人阶级夺取权力会首先发生在工业化国家,然后生产方式的社会

化才会进行。他们从未预测过实现全面生产方式社会化的几十年过渡时期。
在高举“所有力量归苏维埃”口号的那场革命前夕,列宁只能设想生产方式的

社会化将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旋即展开。对于列宁来说,将马克思的

《哥达纲领批判》作为指引,处理分配和生产的问题是合理的。即使列宁在十

月革命后马上实施新经济政策,马克思基于工人对生产过程的劳动力贡献,进
行的分配讨论还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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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wa主要批判了列宁对于国家政权发生革命性转变之后,资本主义向

共产主义过渡的两个阶段的描述①。列宁用社会主义描述第一阶段,这导致

斯大林将这两个阶段作为通往共产主义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显然,这个包含

两个阶段的过程对于中国或越南这样规模的混合经济型国家意义不大,不是

它们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中国和越南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在来讲道路问

题时机还未成熟,在这一过程中财产关系还会发生变化。但是列宁也未曾考

虑过像中国或越南这样规模的混合型市场经济的可能性。这一规模只能在劳

动力进程全球化过程中才有可能。因此,现今的生产过程是跨越各大洲的劳

动力发展过程的结果。科技的发展涉及信息交换,计算机自动化,以及交通发

展,并使全球化的工业运行成为可能。而这在十月革命时并不存在。我赞同

Fuwa的观点。因此,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相联系是不合适的。
他选择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个两者结合的词来指涉未来社会。我则宁愿

回头选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正常语境下混合交互使用,但对于未来社会

的科学指称用共产主义这一术语。

  我们今天面临的现象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碰到的类似。有很多运动,
很多人自称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或社会主义者。美国的媒体经常把一些斯堪的

纳维亚国家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它们有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很多进步

人士也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了普及基本人权,包括维持

生存的基本工资,联合,教育,医疗保健,经济住房,充裕的津贴,娱乐设施和文

化活动等。他们这些人如果只把视野局限在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他们不能被

称为社会主义者。偶尔我们还会碰到“推翻资本主义”这样的召唤。他们殊不

知这也包括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虽然共产主义者也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为使这些人权制度化而努力,但是我们继续朝着社会主义转变而努力。如果

丢弃了共产主义目标,那么对社会主义的召唤毫无意义。

  共产主义者当然会与所有进步人士合作,包括那些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

但持不同政治经济观点的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为争取如上所述的人权的普

及而努力的过程中,我们促进了阶级意识的发展,为工人阶级掌握权力做出了

贡献。因此,与它的同盟者一起,工人阶级最终会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登上国家政权的位置。

① Fuwa对两个阶段理论批判的另一方面,着重强调了向共产主义过渡过程中的分配问题。Fu-
wa认为基于产品分配划分的阶段论导致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政治影响力的下降”(2004,87)。
他将此看作斯大林时期镇压人民的根源,也看作对重塑人类关系的基本目标的破坏。我认为,两个阶
段理论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政治影响力下降的原因,放弃列宁在《还要做什么?》(WhatIsto
BeDone?)中罗列的党组织基本原则才是根本原因。这才导致了Fuwa所指的变化。这又导致共产党
从原先作为引导力量和民族良心的党组织变成了支持错误的社会经济发展国家政策的官僚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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