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
（1870-1924）

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製作



不販售只分享

2012
翔宇譯 晨星校

來源：

http://getpoliticalnow.com/politi

cal-lives/

2012
翔宇譯 晨星校

來源：

http://getpoliticalnow.com/politi

cal-lives/

http://getpoliticalnow.com/political-lives/
http://getpoliticalnow.com/political-lives/
http://getpoliticalnow.com/political-lives/
http://getpoliticalnow.com/political-lives/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在 年
代沙皇統治下的俄國，被革命社會主義活動
所吸引。
• 當列寧還只有十來歲的時候，他的

哥哥因為革命活動被逮捕並被處決
了，這件事情深深地影響了列寧。

• 不久之後，當列寧還是個學生時，
就因為參加非法抗議活動遭到逮捕，
他加入了地下革命組織。

1890



• 年輕的激進分子被卡爾．
馬克思的思想所吸引，也
被起來反抗的工人階級的
經驗和想法以及革命社會
主義運動所吸引。



為社會主義而鬥爭—人人皆有權過體面的生

活—是一個激勵人心、慎重而深遠的承諾。



馬克思的策略觀點，成為年輕的烏里揚
諾夫的中心思想：

1） 社會主義思想和工人階級的運動必須結合，才能開創出
未來。

2） 我們這些想法相似的人應該通力合作，展現出最大的效
率—這意味著我們必須成為一個嚴肅組織的一部分。

3） 社會主義者組織必須要是一個民主的、遵守紀律的力量，
而且參與到實際的工人鬥爭中—這是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



除了他個人的幹勁和才智，他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有力的革
命者，身邊人數不斷增加的同志也功不可沒，其中包括他的
妻子，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她在組織工作上扮演了關鍵

的角色）。



借著「列寧」這個筆名，他全副精神地運用
馬克思的理論分析他所生活的、具體的俄國

現實。



俄國被絕對專制的君主，沙皇統治著，他的權力根
源於有權有勢的土地貴族們。



上層階級因剝削多數俄國人民而富有。



支持皇權的菁英階層，鼓吹在俄國發展工業資本主
義，如此一來可以更加鞏固他們自身的財富和權力，

並在國際範圍內擴大他們的財富和權力。



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了一個人數
越來越多，充滿活力和戰鬥性的工人階
級。



在俄國，像列寧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決心要組織強而有力的工人運動，
來推翻沙皇，並朝著社會主義邁進。1905年，俄國爆發了一場以工人為
中心的起義，雖然沒有獲得勝利，但卻是一場未來革命的「預演」。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RSDLP）的馬克思主義
者，因為一場嚴重的分歧而導致了分裂。

• 由列寧的朋友，馬爾托夫領導

的「孟什維克」（少數派），
贊成較鬆散的組織，支持工人
和資本家聯盟共同推翻沙皇制
度。

• 由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

（多數派），贊成嚴守紀律的組
織，不相信資產階級，支持工人和
農民聯盟進行民主革命。



兩派人馬在當時都支持「社會主義國際」（第二國際），一
個以全世界為範圍的社會主義政黨聯盟，受到俄國馬克思主
義者的認同。他們把社會主義國際視為工人階級國際團結和
實現社會主義的保證。



在社會主義國際的國際大會上，列寧和馬爾托夫與羅莎·盧
森堡一起，號召革命者同日益增長的軍國主義和戰爭威脅做
鬥爭，這在當時是所有社會主義運動的共同立場。

1907年斯圖加特大會的代表 1910年哥本哈根大會的代表



當世界大戰爆發，隸屬社會主義國際的多數
政黨，從反軍國主義轉向「護國主義」，支

持本國政府發動的戰爭。



軍國主義打敗了社會主義原則。



各個國家的工人沒有團結起來終結資本主義，卻在
本國資產階級政府的指揮下互相殘殺。





列寧聯合其他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與支持戰爭的
「社會主義者」徹底決裂，並號召建立新的國際，
為實現一個社會主義世界而鬥爭。列寧試圖解釋這
一可怕衝突的經濟基礎。



資本主義的本性，迫使它不斷向世界的每個
角落擴張，尋找市場、原料和投資機會，並

以世界上大多數人的生命作為代價。



資本積累的需要，冷酷無情地產生了橫掃全
球的經濟擴張主義，這對世界上的大多數人
民來說，意味著嚴酷的壓迫和極端的暴力。



帝國主義的全球政治「遊戲」，是
一個個具爆炸性的聯盟和反聯盟。



如此局勢下，軍國主義和世界大戰
的威脅是自然結果。



戰爭的後果是毀滅性的。



列寧很清楚，那些被說服要支持戰爭的勞動人民，
已經大批大批的因為戰爭的恐怖而產生幻滅情緒，
也變得更激進化了。



為了「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把國與國之
間的戰爭轉變成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壓迫者的戰爭，
列寧和他的同志們積極地為社會主義革命進行組織

和動員。



列寧在俄國認真且具開創性地工作著，為了推進工
人階級的事業發展馬克思的思想，目的是建立激進
的民主、工人政權和社會主義。他特別注意建立革

命者組織的問題。



列寧對組織的概念
• 用一個馬克思主義綱領把革命者團結起來，這個綱領需要不斷地在報

紙和其他媒體中加以解釋—目的是努力為工人群眾的鬥爭帶去民主和
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

• 列寧同時強調民主和向心力，必須有效地推動地方層次的積極性和全
國層次的協作。



在列寧早年的革命運動中，他用馬克思的理論來理
解現實，用講求實際的組織來改變現實—支持「在
討論上充分自由，在行動上完全一致」的原則。



列寧並沒有發明「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這些原則
在眾多俄國革命者中流傳—但是列寧最嚴肅地採納
了這些原則。

民主

1.在達成決議之前，必須經過自
由、批判性的討論。

2.決議必須用民主的方式達成。

3.領袖是由選舉產生，並且對全體
成員負責的。

4.在執行決議中，地區性的組織擁
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
5.決議在執行後，經過適當的時
間，必須批判的、民主的檢討成
敗。

集中
1.決議一旦達成，就必須執行（討
論要服從行動）。

2.在討論過程中不同意此決議者，
不得阻擋或暗中破壞決議的執行。

3.經由民主選舉產生的領袖，他的
權威必須被尊重。

4.組織在執行決議中彼此協調。

5.整個組織共同決定決議的優先順
序，並且協助做成未來的決議。



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代表大會，是由各支部推派的代表所組成
的（經過針對特定議題的討論、有時甚至有爭辯）。一個由
全國代表所選舉出來的領導層（全國委員會、政治委員會）
則負責確保所有決策的確實執行，並協調黨內組織之間的合
作。



這個組織在越來越廣泛的勞動人民中擴散開來—
為了動員他們起來反對絕對專制（沙皇制度）和

資本主義。

• 列寧和同志們的思想，越來越
多地為參與鬥爭的青年工人所
理解。

• 1917年國際婦女節，女工舉行
示威遊行—推翻沙皇。



工人和農民群眾被捲入了爭取自由的鬥
爭。
• 工廠工人會議 • 農民會議



這個黨致力於組織和動員一個能夠挑戰現存

壓迫和剝削秩序的工人運動。



當列寧和他的同志們（包括托洛茨基，在講
臺旁的階梯上），集合工人和農民中的大多

數，贏得了1917年大革命的勝利。



「工人同志們…所有受苦受累的人們：請把所有地方的權力拿到你
們自己手上…一步一步，在農民的支持下，我們將堅定而且毫不遲
疑地邁向社會主義的勝利，幫助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那些國家裡
的工人階級先鋒分子，解放人們免於被奴役和被剝削的命運。」



美國記者約翰．里德當時就在現
場，並把他的見聞紀錄在《震撼
世界的十天》裡。

• 「布爾什維克勝利的唯一
原因就在於，他們瞭解廣
大人民最深切而簡單的願
望，召喚他們起來打碎舊
的世界，並在廢墟的硝煙
中，重建新的框架…」

• 俄國革命為了工人的民
主 而奮鬥，並企盼全世
界的工人階級革命浪潮，
讓社會主義成為可能。



蘇維埃（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會議）是革命
新政權的心臟和靈魂。

• 1917彼得格勒蘇維埃。 • 第二次蘇維埃全國大會。



列寧和他的同志們把來自全世界的革命者團結起來，

成立共產黨，為在全世界徹底推翻資本主義而鬥爭。



共產國際在推翻壓迫、資本主義剝削、帝國
主義和種族主義的鬥爭中，接納來自世界各

地的不同文化。
• 共產國際組織的1920巴庫會議 • 克勞德·麥凱（Claude 

McKay，1878–1972，美籍牙買
加裔作家，詩人），在共產國
際第四次大會上做《關於黑人
問題的報告》。



許多國家的抗爭遭到血腥鎮壓，德國就發生
了對工人階級積極分子和羅莎．盧森堡、卡
爾．李卜克內西等領袖的屠殺。

• 右翼武裝力量 — 以「自由軍團」
的名義 — 與革命工人作戰。

藝術家凱綏·珂勒惠支（Kathe  
Kollwitz）紀念被謀殺的李卜
克 內西。



鎮壓激進工人的殘忍屠殺，為希特勒的納粹

勢力崛起鋪平了道路。



資本主義國家的武裝干

涉、窒息俄國經濟的企
圖，還有慘酷的內戰
這些困境迫使列寧的
新政府採取一系列緊
急措施，導致了俄國
共產黨的專政。



在苦難中被壓垮的俄國革命 —

• 敵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襲擊

• 國內敵對勢力發起的內戰

• 因為戰爭和缺乏經驗導致的經濟毀滅

• 緊急的專政手段

• 其他國家的起義失敗，造成孤立和絕望

• 革命者中的錯誤、粗暴、官僚化和腐敗

— 這些因素阻礙了民主和社會主義。



日漸增長的官僚主義，主宰了新生
的蘇維埃共和國。



列寧對官僚主義的
危險提出了警告，
也與之鬥爭。



在列寧死前，警告道：不能讓斯大林（在崛起的
官僚集團中扮演核心角色）把高度集中的權力掌握
在他手上。



同一時刻，他相信俄國革命仍然可以獲得最
後勝利。



許多價值在革命覺醒中被實現了。

• 土地分配給農民 • 婦女權力的進步



縱使有許多問題，大多數的工人仍然有
足夠的理由認同新的政權。

• 八小時工作日和其他工人
權利的提升

• 工人和他們的家庭受到了
幫他們識字的教育



列寧仍然相信，只要共產國際幫助全世界工
人和受壓迫群眾把革命擴展到全世界，這些

成果就能得到鞏固和深化。



紀念革命烈士羅莎．盧森堡和卡爾．李卜克內
西，列寧強調了自己對革命國際主義的承諾。



列寧和他的同志們動員工人和農民群眾，
為社會主義的未來奮鬥。



直到列寧生命的最後一刻，他仍孜孜不倦地為了擊
退官僚主義腐化和提升工人、被壓迫人民的權力而
工作，也不忘加強世界革命的力量。



• 在政治理論家漢納．阿倫特的
經典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
她寫道：

「毫無疑問，列寧為嚴重的挫敗
所苦，在內戰爆發的時候，他
原本想集中在蘇維埃的權力，
被轉移到了黨的官僚集團手
中。」

但這一悲劇性的發展，她爭辯
道，並沒有使集權主義不可避
免。當列寧即將過世的時候，

「道路仍然是敞開的」，存在不
同的可能性 — 一個「社會主

義、國家資本主義或自由企業的
模式。」



列寧因為1918年的一次暗殺行動而負傷，接著又遭遇了在1922年開始的
一連串嚴重的中風。
剛開始時，他還能夠從事一些工作 — 包括努力阻止以斯大林為中心的
官僚專制所帶來的危險，而死亡正在逼近。1923年整年，他完全無法行
動，1924年初，他去世了。



列寧死後，約瑟夫．史達

林耐心地、機警地、殘忍
地而且成功地進行了一系
列權力鬥爭，消滅了他在
共產黨內的所有對手。

斯大林承諾要把蘇聯變成
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他
稱之為建成「一國社會主
義」）。方法是高速工業
化和強迫性的土地集體化。



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採用了大量的鎮壓、清洗、
處決、強迫勞動營的措施。他甚至會利用世界共產
主義運動和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來達成他自己的目
的。



絕大多數列寧最親近的同志，以及數以千計

參與過革命鬥爭的共產主義老戰士，都被史

達林視為敵人，遭到了消滅。



1932年，一名前共產黨領
袖米哈伊爾．里奧廷
（M.N.Riutin，前莫斯科
區委書記）觀察到：「列
寧身邊的主要同志無一例
外的被從領導位置上清除
了，其中有些被監禁，有
些被流放，其他的投降
了，再剩下的則是沮喪消
沉和飽受羞辱，只能維持
著可悲的存在，直到最
後，那些蛻化得最徹底
的，成為了獨裁者的僕
人。」

里奧廷

在實施大清洗時期，
被關進勞動營的一分
子。



那些哀悼列寧的工人們，將列寧視為「他們的」列
寧，因為他象徵著為了解放而鬥爭，絕非壓迫。



「列寧的足跡遍佈全球，黑皮膚、黃皮膚、白皮膚的人都接
受他。語言不是障礙，那些操著不同母語的人都相信他。」

—蘭斯頓·休斯（Langston Hughes）



列寧的想法和抱負，建立在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刻理
解和靈活運用上，加上他豐富的實踐經驗，直到今
天仍然值得那些為了民主和社會主義而奮鬥的人們
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