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月革命八十年與社會主義反思

傳統、改革與革命：

1917年俄國革命再認識

一　世紀之交的反思

「震撼世界的六年」——學者以此形容那最終導致蘇聯劇變的戈爾巴喬夫改

革（1985-1991），它與當年里德（John Reed）筆下的「十月革命」——「震撼世界

的十天」同樣給後人留下了無盡的思考1。如今「震撼世界的六年」之後又六年過

去了，而「震撼世界的十天」也迎來了它的八旬之祭。但是，1991年後的幾年猶

如1917年後的幾年一樣，價值判斷往往遮蔽了對歷史進程的理性觀察。從蘇俄

之亡究及蘇俄之興，不能不對這個動盪世紀中俄國與全人類的命運，浩歎再

三！

近年來俄國人對革命的反思與中國一樣出現了兩極化趨勢：有人批評革命

切斷了傳統，帶來了「西方理性的災難」，有人批評革命植根於傳統，造成了「東

方專制的泛濫」；有人批評革命毀滅了凝聚¼斯拉夫美德的俄國農民，有人卻認

為革命是農民俄羅斯對現代化的反撲；有人認為革命可悲地摧毀了東正教，有

人卻認為革命恢復了中世紀式的宗教專政；有人認為革命純屬是「列寧的陰

謀」、「布爾什維克的政變」，有人卻認為革命是歷史的必然——用別爾嘉耶夫的

話說，是俄羅斯文化的「宿命」2。

另一方面在今日俄國左派（包括以戈爾巴喬夫、麥德維傑夫為代表的社會民

主派）中仍然用「體制內語言」討論¼蘇聯解體前已開始的：十月革命究是「早產

的社會主義革命」還是「過激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今年3月於德國Elgerburg

舉行的俄國革命國際學術會議上主要仍是這種討論。有人問：「怎麼能把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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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消滅民主的革命叫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甚麼不叫社會主義革

命？」有人則認為：「如果是社會主義革命，那就無法理解為甚麼社會主義領

導人列寧、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被毒死或槍殺，列寧的最後著作被隱

瞞。」3

但不管立場觀點各異，有一點是各方都看到的，這就是各派都意識到

1917年革命與俄國傳統及「反傳統」的改革有關。肯定「革命」者、肯定「改革」者

與弘揚「傳統」者為此形成了三方論戰之勢。其實這一趨勢早在蘇聯解體前已經

出現，在1990年6月列寧格勒國際史學家圓桌會議就以「改革還是革命？1861-

1917年的俄國」為主題4，把十月革命放到十九世紀俄國傳統社會現代化歷程加

以理解。90年代討論更深化，其中尤以1993-1994年間俄國《歷史問題》破天荒以

連續六期刊出伊斯肯德羅夫（該刊主編）的〈俄國的君主專制、改革與革命〉長文

引起的討論為重要5。有的歷史學家不僅否定1905、1917年的三次革命，而且對

知識界自由派與沙皇政權中的立憲派也不看好，而大捧「鐵腕改革家」斯托雷平6

解散公社之功。有人則盛稱傳統公社的偉大活力，對它遭到破壞痛心疾首7，甚

至對極右保皇組織「黑幫」表示同情8。

然而，傳統、改革、革命果真是互相排他、彼此取代的選擇嗎？這個問題

不僅對俄國史有意義，同樣面臨這三者關係的中國又何嘗與此無涉？有人則認

為：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的俄國是今天人們稱之為「發展中社會」那類國家

中的第一個，而且也是這種「特定的社會類型中產生危機與革命的頭一個國

家」，「這就是為甚麼俄國的實踐無論是好是壞，都是今日所謂第三世界國家永

遠必須考慮的」9。要疏理十月革命這一巨變的歷史線索，必須從俄國傳統社會

講起。

二　俄國歷史巨變的起點：三位一體的「公社世界」

十六世紀以前俄國農民主要以獨戶村的形式自由散居在「黑地」上，其土地

是可以繼承與買賣的「習慣法私有」制，與此並存有波雅爾（古典貴族，與依附於

皇權的後世貴族不同）世襲領地。十六世紀後中央集權專制帝國形成，「黑鄉」的

自由與波雅爾的勢力被剝奪，於是俄國發生了數位一體的過程：自由農民向農

奴轉化，農戶地產向「公社份地」轉化，準私有的世襲領地向國家授與的封地轉

化，古典色彩的「地主」向「公社主」轉化，鬆散型的自由米爾向緊密型的農村公

社轉化，而鬆散型的諸侯聯盟與霸主政治也向中央集權的專制國家轉化。農民

屬於公社、公社屬於國家，而國家將其賜予貴族，並從而實現專制國對包括貴

族與農民在內的全體臣民的嚴格控制——這樣一種公社世界—農奴制—中央集

權專制主義三位一體的傳統體制，加上以東正教為核心的意識形態，便構成了

封建俄國或前近代俄國的總框架。在這一框架中，公社處於關鍵地位：公社屬

於國家，所以公社社員又是專制國家的臣民，而國家賜之予貴族，於是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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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又成了貴族的農奴。正是公社世界中這種社員—農奴—臣民三位一體的身

分，使得俄國嚴酷的農奴制與高度的中央集權可以融為一體，而不像其他國家

的農奴制常意味¼領主稱雄與皇權衰弱bk。

公社的職能有：（一）土地公有，定期重分。重分時為求「平均」、遠近、肥

瘠、水旱條件不同的每片土地都要求劃成許多長條，戶戶有份。此即所謂的村

社條田制。領主或者通過公社徵取代役租而不設自營地，或者自營地也作為條

田插花分散於農民份地中並定期重劃，真正處於公社之外的私有地產在改革前

是不多的，俄語 （主子）常被漢譯為「地主」，其實在改革前應當說是

「公社主」更確切些。（二）連環保。即公社集體為社員個人承擔責任，同時個人

即處於公社束縛之下。這尤其體現在租稅徵收上，實行「徵稅對社不對戶，貧戶

所欠富戶補」的原則。公社作為一整體向國家與主人承擔交納義務，國家與主人

不直接與農戶打交道。在連環保中某戶如果欠稅，他將因連累全社而受到巨大

壓力，如果他逃亡，那麼不用國家與領主出面，公社就會千方百計把他弄回

來。但另一方面，連環保等於借租稅徵收實行「一平二調」，削富益貧，農民的

分化因而更受抑制。（三）勞動組合。公社雖以「公有私耕」為主，但並非完全「單

幹」在許多生產環節上實行「集體主義」的勞動方式，除份地外還有部分土地作為

「共耕地」，國家常用擴大「共耕地」來作為保證賦役的手段。（四）強制聚居與強

制耕作。公社取消了以前「黑鄉」時代的獨戶村，實行強制性大村落制，禁止社

員任意遷居以逃避管束。在耕作方面，除「共耕地」與領主自營地上的「勞動組

合」外，農戶份地上的家庭耕作也不是自主的，由於公社的插花條田制形成他人

過境權、敞地制、公牧制諸慣例，各戶的輪作順序與農事日程都必須由公社統

一計劃，強制各戶執行，以便於敞地放牧和避免穿越條田時的踐踏損失。這樣

便剝奪農戶的經營自主權。（五）「村社民主」與「畜群式管理」的統一。公社中實

行無視人權的「習慣民主」，盛行「五個人作出決定便可剝奪第六個人」的原則，

村會可以對社員私行刑罰，甚至草菅人命。這種無視人權的「大民主」適為「公社

之父」的專制提供基礎。正如維特所說：「從行政警察的角度看公社更加方便：

放一群牲口總比一頭一頭地放來得輕鬆。」bl

1906年以前，沙皇當局對村社生活的各個方面，從土地重分（份地制），共

耕地、勞動組合、強制聚居、連環保直到村社審判都曾給予大力支持與提倡，

甚至強制推行。正如維特所說，當時的國策宣布：「公社是俄國人民的特點，侵

犯公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羅斯精神。」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曾有句名言：「俄國的

一切不是為了強者，而是為了弱者。」bm「抑強扶弱」，抑制分化一直是當局所標

榜的目標。而另一方面，農民的村社生活使他們有一種「寧可全部土地歸沙皇，

只不要歸地主」的觀念bn，所謂的皇權主義正是這種觀念的體現。

顯然，公社世界的文化—制度遺產對1917年革命及革命後建立的體制影響

不容忽視。這一點甚至連酷愛俄羅斯傳統而又排斥1917年革命的「文化保守主義

者」也難以否認。別爾嘉耶夫在其轉向東正教尋神派時曾經把俄國「革命」指斥為

一種「激進西化」的結果，但其晚年在流亡中寫成的《俄國共產主義起源及其

1906年以前俄國公社

世界的文化—制度遺

產，對1917年革命及

革命後建立的體制影

響不容忽視。別爾嘉

耶夫曾經把俄國「革

命」指斥為一種「激進

西化」的結果，但其

晚年深思後的結論

是：俄國革命之根不

在西方，而在俄羅

斯，它是俄國傳統文

化特性的「宿命」。但

筆者並不同意「宿命」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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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義》一書中卻得出了深思後的結論：俄國革命之根不在西方，而在俄羅斯，它

是俄國傳統文化特性的「宿命」。

三　「反動時期」的「徹底改革」：
「斯托雷平奇T」的甜頭與苦果

但筆者並不同意「宿命」說。儘管革命與「傳統」有聯繫，但它並不構成所謂

「必然性」。正如十六世紀「公社化」以前俄國有過古典獨立農民一樣，十六世紀

後，尤其進入近代後，俄國人也作過擺脫公社傳統的努力。這種努力的流產，

與其說是因為俄國人天性留戀「公社」，勿寧說是因為公社解體過程的不公正。

近代俄國第一場大改革——1861年的「農民改革」，就是一次「父奪子利」的

改革。貴族割佔公社部分最好的土地為私有，從而由「公社主」變成了地主，公

社社員因此不再是貴族的農奴。然而公社的束縛依然，只是其土地因「割地」而

縮小了，而農民還要為這已經減少的份地交納「贖金」，並且還不是以戶，而是

以公社的名義贖地，即贖下的土地仍是公社的份地而非農戶的地產。這就好像

一個「大家長」把宗法式大家庭的頗大一部分家產席捲而逃，同時卻仍把「子弟

們」圈在「大家庭」中。於是，子弟們的第一個願望便不是如何「分家」而是怎樣

追回被盜竊的大家庭財產了。這就形成了以捍,公社為宗旨的民粹派運動。它

在改革後20年間成為俄國反對派的主流。1907年起，俄國開始了摧毀傳統公

社、實行土地私有化並確立資本主義產權制度的「斯托雷平改革」。用斯托雷平

的話說，國家原先要「抑強扶弱」，充當「公社精神」的化身，而今不然了，「國

家是為強者而存在的」！

為了讓社會認可「家長」對家產的霸佔，斯托雷平的辦法是讓「長子」也分一

杯羹以獲得他們對家長的支持。用權勢幫助公社的「強者」（所謂「富農」）以「強

迫動員」bo的方式摧毀公社世界，從而用把「弱者」趕出家門的辦法實現對農民的

「第二次解放」bp（1861年是「第一次解放」）。為此，當局以「11月9日法令」鼓勵

農民退出公社，以「5月29日法律」推行「一戶決定」原則下的強制性「土地整理」

（只要一戶要求，就可以打亂公社原有的條田分布，實行小條併大塊以便設立

獨立農莊）。同時建立官辦農民銀行，一方面低價收購「弱者」的份地並轉售

「強者」，一方面向「強者」提供優惠貸款。

一時看來，這樣的「分家」倒也乾脆利落、產權明晰，市場導向的農場經濟

畢竟比種「大鍋」地、納「大鍋」稅的村社經濟有效率，而鐵腕下的安定更有助於

這種效率的發揮，於是產生了「斯托雷平奇[」：從1907到1914年間沙俄經濟持

續高漲。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數年俄國糧食產量一舉超過當時西方三大糧食出口

國——美國、加拿大與阿根廷的總和，1913年的全俄糧食人均產量紀錄甚至

直到赫魯曉夫時代才被打破，俄國成了「歐洲穀倉」、世界最大農業出口國。由

於農業的拉動，整個國民經濟也繁榮起來，斯托雷平改革的幾年間（1907-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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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資本投資總額即從26億多盧布增至51億盧布，其中外資由9億增至19億多

盧布，翻了一番。1913年與1900年相比，俄國人口增長22.35%，而煤產量增長

121%，棉花加工量增長62%，出口總額增長112%，國民總收入增長78.8%，

製造業國民收入增長83%，農業國民收入增長88.6%，這些都是沙俄經濟史上空

前的。

在市場大潮中，俄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商熱。1905年的政治熱情似乎已

一去不復返，維特在1913年感歎道：「這件事過去六年了，斯托雷平宣稱『安寧』

也有那麼久了，但他所實行的制度迄今沒有改變，輿論對之也沒有反應，現在

輿論所感興趣的主要是口袋�有多少錢⋯⋯」bq

於是當年的反對派知識份子便陷入了空前的尷尬中。海外「政治僑民」日久

無聊，內訌成習，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內的派系越來越多，而社會民主黨

內的兩派更於1910年徹底分裂為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兩黨，彼此從政見直到

經費之類的瑣事都鬥得不亦樂乎。而俄國國內的自由主義者更出現了急劇的分

化，有的如馬克拉科夫，成了支持當局鎮壓「弱者」搗亂的政治保守主義者；有

的如別爾嘉耶夫，由鼓吹西化急變為宏揚「國粹」，成為不問政治的東正教「尋神

派大師」；還有的如米留可夫，反對保守主義，但卻越來越趨向民族主義br。

於是，俄國自由主義作為一般以知識份子為主體的社會運動，在斯托雷平

時代逐漸從歷史舞台上「缺席」了。這倒不是說俄國不再有「自由派」。相反，由

於斯托雷平式的「分家」對傳統體制起¼強烈的腐蝕作用，到1917年前夕這部貌

似龐大的統治機器已經「自由」得鬆鬆垮垮：所謂文官要錢不要命，武官怕死更

愛錢，個個「自由化」得可以，仍然具有忠君報國傳統信念者已如鳳毛麟角。但

是，那種作為社會公正象徵的自由主義反對派，那種在變局來臨時「既能說服莊

稼漢，又能說服小市民」的理性力量，卻已然消失。這是1917年與1905年的俄國

最大不同之處。或許可以說，俄國那時就已差不多注定與自由憲政無緣了。

在知識界日益保守化、邊緣化的同時，下層社會卻積累了日益強烈的激進情

緒，這一過程在斯托雷平時代以前已經開始。沙俄司法部門統計的政治罪，即所

謂「反國家罪」的分布表明，1890-1903年間受過大學教育的貴族、軍政公職人員與

自由職業者等知識階層，在「反國家罪」「案犯」中的比重下降了一半，而體力勞動

者的比例則相反地上升了一倍半。1890年前「反國家」者中大多數為知識階層，而

1903年時，在「反國家」的人中，體力勞動者已佔60%。1905年以後這趨勢更加明

顯，在政治性「罪案」中，貴族、教士與富商所佔比例已由49.1%下降為16.4%，而

下層市民（包括工人在內）則從27.5%增至43.9%，農民也從19.1%增到37%bs。

斯托雷平改革大大加速了這一變化。「父奪子利」式的不公正改革，首先

使得「父親」聲望掃地，隨¼沙皇從「公社之父」變成「公社破壞者」，傳統皇權

主義的民眾心理基礎被破壞。隨¼改革的進展，精英層對沙皇的敵意在淡化，

而大眾對沙皇的敬意卻消逝得更快。其次，「父親唆使長子搶奪家產」的做

法也導致了「兄弟」矛盾加劇，俄國農村除了農民反對貴族之外又出現了公社

農民反對獨立農民（退社者）的潮流。90年代的檔案研究也表明「農民騷亂」

當年的反對派知識份

子陷入了空前的尷尬

中。海外「政治僑民」

日久無聊，內訌成

習，立憲民主黨、社

會革命黨內的派系越

來越多，社會民主黨

於1910年徹底分裂為

布爾什維克、孟什維

克兩黨。而俄國國內

的自由主義者或成了

支持當局鎮壓「弱者」

搗亂的政治保守主義

者；或由鼓吹西化急

變為宏揚「國粹」；或

越來越趨向民族主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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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反改革」案件在這幾

年急劇上升，1907年只佔

總發案的5.1%，1908年為

14.3%，1909年為23.3%，

1910年已達75%bt。社會

上維護公社的情緒從鼓吹

「村社社會主義」的社會革

命黨之興衰明顯可見。該

黨在改革前對農民影響很

小，在農民聯合會與第

一、二屆杜馬的農民代表

中屢受冷落。然而改革後

其勢力即迅速上升，從微

不足道的小團體一舉成了

1917年有百萬之眾的全俄

第一大黨，不僅在農村

蘇維埃中一統天下，在城

市蘇維埃中也曾有半壁

江山。

斯托雷平改革雖然成功地消解了自由主義反對派運動，但卻使民粹主義

死灰復燃，「骯髒的進步」導致了「乾淨的反動」，「傳統多元主義反對現代化

專制」的鬥爭又一次排擠了「現代化多元主義反對傳統專制」的運動。俄國反對

派的主流由自由主義再次復歸民粹主義。然而與1870年代的民粹主義不同的

是：那時知識份子鼓吹革命而人民卻寄希望於「公社之父」，而今天完全倒過

來。隨¼反對派由自由主義運動變成民粹主義運動，由知識份子運動變成工

農運動，在工農心目中，知識份子的形象也由公道與正義的化身逐漸變成類

似貪官污吏的人，正如米留可夫所擔心的：「他們並不能對政府的政策產生決

定性影響，但在人民眼中他們已經是政府的夥計了。」ck知識界道德形象的極度

下降，在革命後不久訪俄的瞿秋白的記錄中可見一斑。瞿秋白曾在圖拉訪談一

老農，該老農對托爾斯泰一代的知識份子崇敬至極，而對當時的知識界卻是如

此評價cl：

知識階級負罪不小。俄國人的心念中，知識階級向來和普通平民分得清清

楚楚，革命初起，他們就已談甚麼憲法、國會，人民看得他們和皇上一樣

高高在上。等到事情急了，他們又都拋棄了人民逃到外國去了，——不來

幫b人民共負大業。怪不得無產階級也走極端：那幾月風潮洶湧的當口，

看見帶眼鏡的人都指為知識階級、怠工者，拼命排斥，於是知識階級更逃

得厲害，至今弄得要人辦事的時候，人手又太少了。

斯托雷平（圖）改革雖

然成功地消解了自由

主義反對派運動，但

卻使民粹主義死灰復

燃，俄國反對派的主

流由自由主義再次復

歸民粹主義。知識份

子的形象也由公道與

正義的化身逐漸變成

類似貪官污吏的人，

在人民眼中他們已經

是政府的夥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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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革命雖然發生

在首都，根子卻在農

村。俄軍基本是一支

純農民隊伍，其瓦解

的主要原因是「穿軍

裝的農民」急於回鄉奪

取土地。有趣的是：

10月之夜攻打冬宮的

主要就是「穿軍裝的

農民」，而唯一進行

抵抗的則是「穿軍裝

的知識份子」——士

官生。

四　「公社世界」的復興：「反傳統」還是「超傳統」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俄國迎來了1917年。筆者曾撰文指出：當年的「二月革

命」並無任何組織策劃發動，完全是在偶然事件引發社會積怨、而政府公信力極

差的情況下突發的cm。從身居瑞士以40歲之年已作終老他鄉打算的列寧，直到遠

離首都駕幸軍中的沙皇，以及當時在首都的各黨首領，對此都大出意外。至今

討論這場革命是否「必然」發生，仍是困難的。有人認為倘若沒有第一次世界大

戰，俄國可以沿¼斯托雷平之路走完權貴資本主義加「現代化專制」的普魯士式

進程。但應當指出，大戰本身與斯托雷平改革就有一定關係。正是斯托雷平改

革摧毀了「公社精神」，使帝國傳統的精神支柱不復存在。為了填補這一空缺，

沙皇政府的辦法是極力強化民族主義與沙文主義。斯托雷平提出了「俄國是俄羅

斯人的俄國」的口號，並一手扶植、建立了「民族主義黨」。他一向以「你們需要

大動亂，我們需要大俄羅斯」為號召，攻擊反對派企圖渙散俄羅斯民族。他還在

其任內多次出鎮芬蘭等地，親自主持強化俄國的殖民統治。於是俄國在民族主

義的膨脹中一步步邁向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戰爭觸發的危機便成了革命的直接

原因。

事實上，1917年革命雖然發生在首都，根子卻在農村。這不僅因為俄國

工人在世紀初94%出身農家，本身具有濃厚的「農民性」，與西方市民文化背景

下的城市無產階級不同cn，也不僅因為革命本身的民粹主義色彩與農村中的公

社復興，還因為士兵——「穿軍裝的農民」在革命中的特殊作用。戰時俄軍曾達

1,500萬人，部署在首都一帶的就有320萬，遠比首都工人為多。由於要保證軍工

生產，俄軍極少徵召工人，基本是一支純農民隊伍。而革命中產生的彼得格勒

蘇維埃雖號稱「工兵代表蘇維埃」，其產生卻以軍隊為主：工人每1,000人選一代

表，士兵則每連（100人左右）就有一代表，士兵代表共達2,000名，工人代表只

有800名co。從2月到10月的整個期間，士兵都顯得比工人更激進。因此有學者

指出：「任何情況下處處都宣傳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人就是前線的士兵和波羅的海

艦隊的水兵」，「士兵已經絕對控制了群眾」cp。俄曆2月23日彼得格勒的街頭婦

女騷動之所以演變為革命，是由於派去彈壓的部隊嘩變。革命的成功則是由於

俄軍普遍抗命（這也是後來臨時政府垮台的原因）。而軍隊瓦解的主要原因又是

農村普遍發生「雪崩」，「穿軍裝的農民」急於回鄉奪取土地。有趣的是：10月之

夜攻打冬宮的主要就是「穿軍裝的農民」，而唯一進行抵抗的則是「穿軍裝的知識

份子」——士官生。然而在斯托雷平以前，在農民與農民出身的軍人普遍是皇權

主義者的年代，士官生曾經是俄軍中最具激進思想的人群！

因此，我們雖然不能說斯托雷平改革「必然」會引起革命，但革命確實與

斯托雷平改革激起的公社復興運動有直接聯繫。正如維特所抨擊的，這場改革

「注入了濃厚的警察色彩」，因而很不公正，「將來很可能招致嚴重革命動亂」cq。

維特於1915年去世，不到兩年，他的預言便成為事實。

從2月到10月，導致衝突的主要事情幾乎都與其說與工人、不如說與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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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穿軍裝的農民）利益有關。二月革命後臨時政府的第一號令便是恢復軍隊

秩序，而彼得格勒蘇維埃第一號令則是實行「軍隊民主」。十月革命中的核心問

題是「土地與和平」，革命中召開的蘇維埃「二大」上通過的是「土地法令」與「和

平法令」（而不是工廠國有化之類的法令）。在當時，土地與和平這兩個問題其實

就是一個問題：士兵們急不可耐地要求「現在就要和平」，為的是趕快回鄉參加

遍及全俄農村的自發性「土地革命」，而堅持作戰就意味¼要至少暫時地維持農

村秩序。

在農村，當時出現的完全是個自發的（如果不純粹自發的話，那起了作用的

就是民粹派——社會革命黨人）「非斯托雷平化」過程。十月革命中通過的土地法

令是根據社會革命黨人主持的農民代表蘇維埃提供的文本制訂的，它在理論上

規定一切土地屬國有，但實際上正如列寧所解釋的：「在由誰掌握土地的問題

上，我們讓土地公社在解決這一問題時居第一位。」cr所以，土地國有化實際上

是村社化cs。在名義上，《土地法令》附件曾規定：「使用土地的方式不應受任何

限制。」農業人民委員部在土地改革的指令中也認為，獨立農莊仍應保持原狀，

「但這個決定只在獨立農莊不屬於富農時才適用」。然而，當時何為「富農」並無

規定，而且不久後為徵集餘糧又恢復了早在1902年就廢除了的村社連環保，所

以真正允許存在的獨立農莊很少。在主要農業區，更實行了強制消滅獨立農莊

的制度。在全俄範圍內，「獨立農莊主開始『自願』回到重分公社中，對那些頑固

者則採取強制手段，直到收回他們的土地」ct。

這樣，村社不僅在十月革命中「復活」了，而且發展到空前的程度，甚至包括

了那些歷史上本來早已沒有村社的地方。在主要農業區，幾乎全部土地（98-99%）

都屬於村社，即使在村社化程度最低的西部和西北地區也佔到70%左右。就全蘇

而論，直到新經濟政策時期的1927年仍有96%的土地與95%的農戶在村社中。在

革命前的村社中，除了重分型村社外，還有許多非重分型村社，而革命後的村

社只有土地重分社這一種類型dk，土地重分頻率也大大提高。革命後初期平分土

地都是臨時的，大多數情況都只管1918年一次春播或秋播。在沃龍涅什省，

1918-1919兩年間所有村社都重分土地一次以上，而絕大部分（70.3%）的村社竟

然重分了三次以上，「革命後逐年間在村社成員中土地使用最大限度平均的傾向

越來越嚴重」dl。儘管這帶有革命初期的非常性質，但此後土地重分也很頻繁。

據1925-1926年調查，主要農業區北高加索、中央黑土地區及烏拉爾等地許多省

份每年都要重分村社土地，沃龍涅什省近半數的村社二三年一分。同時村社的

插花分散的條田制及由此而來的強制耕作、強制聚居等，都比斯托雷平改革前

更嚴格，每戶份地塊數更多、面積更小，交錯、分散程度更嚴重，平均距離更

遠，村社對農戶耕作方式、作物品種、茬口及至農活的硬性規定更多，從而削

弱了農戶經營自主權與適應市場的能力，阻礙了正常的社會分工。這樣，村社

的自然經濟性即宗法性也更強了。

經濟上的宗法性造成了政治上的宗法性。儘管蘇俄當局力圖對村社進行「民

主化改造」，如規定村社為純經濟組織，不享有超經濟權力即統治權力，村會不

村社不僅在十月革命

中「復活」了，而且發

展到空前的程度，到

1925-1926年強制耕

作、強制聚居等，都

比斯托雷平改革前更

嚴格。經濟上的宗法

性造成了政治上的宗

法性。1917年後的俄

國一方面打倒了沙皇

與地主，表現出強烈

的「反傳統」色彩，另

一方面卻以復活並強

化了的公社世界消滅

了獨立農民，體現¹

一種「超傳統」的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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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是家長會議，而必須是全體成員會議等。但「傳統村社民主」的根本缺陷——

整體主義對個體權利剝奪，卻不僅未改，而且比昔尤甚。「米爾由於它實質上的

優勢效能，在排濟蘇維埃並在鄉村行政事務中起決定性作用」，村會專橫跋扈，

「仍然是革命前的舊斯霍特（ 長老會）」dm。其最惡劣的表現便是20年代震驚

全俄的「盧多爾瓦伊事件」：村蘇維埃與米爾首領操縱村社會議「集體決定」，一

次便當眾鞭笞了三百多個違犯了「社會意志」的村民。

這樣，1917年後的俄國一方面打倒了沙皇與地主，表現出強烈的「反傳統」

色彩，另一方面卻以復活並強化了的公社世界消滅了獨立農民，體現¼一種「超

傳統」的方向。革命後的俄國與其說如列寧所言成了農民「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

海」，不如說成了35萬個傳統公社的汪洋大海。村社經濟的非市場化（自給自足）

傾向與村會政治的專橫傾向一直令蘇維埃政府頭疼，但他們不可能再搞一場「新

的斯托雷平改革」。於是在拿不到「商品糧」時，他們不去責怪公社阻礙了獨立農

民的商品生產，反而歸罪於「農村資產階級的糧食進攻」，在面對村會的惡霸行

徑時，他們不去責怪共同體侵犯了公民人權，反而歸罪於「資產階級富農迫害了

貧農」，不去保障村民的權利，反而忙於剝奪米爾的自治。這樣蘇俄便在「超傳

統」之路上越走越遠，直到以村社消滅獨立農民之後，又以集體農莊消滅村社，

用一個全能的「全俄大公社」取代了35萬個傳統小公社——這就是世人皆知的斯

大林體制。整個過程恰巧應了當年民粹派設計的「獨特的俄國道路」：從米爾

（ 傳統公社）到康姆尼（commune共產主義公社）。

五　1917年革命還是「十月」革命？

前面提到，1905年的俄國本可以有另一種選擇，但1917年的俄國可以有別

的選擇麼？這就涉及目前一個通行的見解，即把1917年的俄國劃分為「二月資產

階級民主革命」與「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兩段。於是「要二月，但不要十月」便成

為蘇聯解體後的流行觀點。如果俄國人在推翻沙皇後止步，是不是就能建立一

個憲政民主國家？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實際上，觸發1917年之變的已不是「現代多元主義反對

傳統專制」的鬥爭（如同1905年那樣），而是「傳統多元主義反對現代專制」的鬥

爭，不是傳統公社的束縛引起反抗，而是斯托雷平的不公正「分家」引起反抗，

因此重建公社世界的大方向一開始就確定了。在很大程度上，2月�爆發的是誰

也沒有想到的劇變。然而它一旦發生便一瀉千里，不可遏止。從2月到10月，俄

國社會幾乎是處在一個急速「激進化」的連續過程中，不想被大潮所淘汰的各種

政治力量不管原來信奉甚麼「主義」，此時都捲入了一場「激進比賽」之中。正如

盧森堡所說：沙皇的傀儡、「最反動的」第四屆國家杜馬一夜之間「突然變成了一

個革命機關」dn。為了搶佔潮頭，這個右派比重很大的「黑幫杜馬」不但抗旨逞

強，而且竟在沙皇尚未退位時就宣布接替沙皇政府，代行其職能。從國家杜馬

村社經濟的非市場化

傾向與村會政治的專

橫傾向一直令蘇維埃

政府頭疼，但他們反

而歸罪於「資產階級

富農迫害了貧農」，

反而忙於剝奪米爾的

自治。這樣，蘇俄在

村社消滅獨立農民之

後，又以集體農莊

消滅村社，用一個全

能的「全俄大公社」取

代了35萬個傳統小公

社——這就是世人皆

知的斯大林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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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執行委員會到後來的四屆臨時政府，俄國政壇八個月之內五易其主，一屆

比一屆更「左」，其主導力量從溫和自由派、自由民主派演變為社會民主派與革

命民粹派（見下表）。最後在10月的冬宮之夜，後兩派中的最激進者（社會民主黨

〔布〕與左派社會革命）又推翻了兩派中較正統者（社會民主黨〔孟〕與社會革命

黨）控制的末屆臨時政府。

當時人們對這後來被稱為「十月革命」的事件並未感到過於吃驚，以為不過

是八個月來的第六次政府更迭罷了。直到次年1月立憲會議被解散，6月左派社

會革命黨被趕出政府，人們才恍然大悟：「人民專制」中更嚴厲的鐵腕誕生了。

從這一過程中我們很難看到「兩次革命」。事實上，80年代學術界已有1917年

是「一次革命的兩個階段」dp之說，然而，「兩個階段」其實仍是過於清晰的劃分。

過去的論著都說，從2月到10月俄國出現了「無產階級的」蘇維埃與「資產階級的」

臨時政府「兩個政權並立」之局。然而實際上這「兩個政權」本來都是過客匆匆的

「流水席」，首屆蘇維埃與末屆臨時政府基本上是同一批人（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

黨dq）所主持，何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分？10月冬宮之夜，冬宮內外雙

方不僅很難說是階級之分，甚至很難說是主義、政黨之分：雙方都是社會民主

黨人與社會革命黨人的混合體，而雙方都同意結束戰爭，按民粹派原則解決

土地問題以及召開立憲會議釐定國是dr，雙方都既反對沙皇，也反對科爾尼洛夫

的「軍官救國」企圖和李沃夫的「漸進改革」主張，亦即：雙方大體上都是「社會

主義」者。

雙方的分歧實際只在於：冬宮�的一批人有「革命護國主義」傾向。他們未

必贊成「帝國主義戰爭」（不少人在沙皇時是反戰的），但卻認為革命後戰爭的性

當時人們對這後來被

稱為「十月革命」的事

件並未感到過於吃

驚，以為不過是八個

月來的第六次政府更

迭罷了。直到次年

1月立憲會議被解散，

6月左派社會革命黨

被趕出政府，人們才

恍然大悟：「人民專

制」中更嚴厲的鐵腕

誕生了。

1917年2月-10月間俄政局的急劇激進化do

a b c d e f g

a-d項

時間 機構 右 中右 中左 左 其他 總計 總計 左傾度

2月27日前 四屆杜馬 185 98 59 14 86 442 356 -1.07

2月27日 杜馬臨時委員會 0 8 3 2 0 13 13 -0.08

3月2日 第一屆臨時政府 0 3 6 1 1 11 10 0.5

5月6日 第一屆聯合臨時政府 0 2 6 6 1 15 14 1.15

7月24日 第二屆聯合臨時政府 0 0 6 8 0 15 14 1.57

9月25日 第三屆聯合臨時政府 0 0 6 10 0 16 16 1.63

10月25日 蘇維埃政府 0 0 0 15 0 15 15 2.00

（1）表中「右派」指黑幫及各保皇派政團，「中右」指十月黨、進步黨及其他「溫和自由派」，「中左」

指以立憲民主黨為代表的自由民主派，「左派」指各派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人及類似傾向的無

黨派人士。

（2）「左傾度」的計算公式為：[2d+c－（2a+b）]/g，其可能的數值在+2 與 –2之間。其值為負，表

示右派佔主導；為正，則表示左派佔主導。換句話說，數值愈大，左傾的程度越高。從表中可見，

當時政壇越來越左的明顯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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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就起了變化：德、奧、土、保皇帝們與英法俄民主國家之間的戰爭成了專制

與共和之戰，類似於法國大革命後新法國與反法聯盟之戰那樣。因此他們反對

向德求和，因而也就反對那導致軍隊瓦解的「自發的土地革命」，主張先「保,

祖國」，再在立憲會議上解決土地問題——即同樣是重建公社世界，只不過要

有序些，免得發生大亂而為「革命的敵人」（德國人）所乘。事實上，布爾什維克

在掌權之後自己也轉向了「革命護國」。但在此之前，不拘一格的列寧首先想的

是怎樣把政權奪到手。因而在土地與和平問題上都號召「馬上就要」而不容稍

緩，於是迫不及待的群眾便轉向了這個原先影響不大的黨並支持它奪取了政

權。

顯然，這並不是方向的轉變。實際上真正的轉向就是二月，在這一大潮

中，「個人主義」的斯托雷平改革一開始就成為過街老鼠。儘管斯托雷平改革中

俄國人（包括下層在內）絕對生活水平實際都有提高，但社會上的不公正感經戰

時困難的觸發一下便燃起了清算的怒火，無論持何種「主義」的政治力量，當時

都在抨擊斯托雷平的「個人主義」，並許諾要重振公社世界之雄風。臨時政府的

最高土地委員會首任主席波什尼科夫在5月19日該委員會首次會議開場便譴責斯

托雷平改革，斥責斯托雷平「為私人而對公有土地發動掠奪」，並表示臨時政府

將立即糾正這種「專橫的」不公正。在聯合臨時政府中任農業部長的社會革命黨

領袖切爾諾夫也宣布，政府將在廢除斯托雷平法案之後，「在農村公社的深度與

隱秘之處找到（土地）法律的新源泉」，「新的改革將從這些深層生活中湧現」ds。

然而公社世界的「深層生活」中能湧現市場經濟與民主嗎？

自由主義的立憲民主黨，這時的處境與1905年判若霄壤。在既不能「說服莊

稼漢」又不能「說服小市民」的情況下，這個以「立憲」為名的黨一反常態，力圖

推遲立憲會議，因為它預感到這個會議將是法國大革命中國民會議的再版。沒

想到這個會議剛開場，就被比它更「激進」的蘇維埃所驅散。但即使不驅散又怎

樣？「立憲」民主黨在「立憲」會議選舉中只有2%強的席位，整個會議是民粹派

控制的。而民粹派就其思想而言是「人民專制」論者，很難設想他們會搞憲政

民主——儘管他們的被驅散使人們把他們看成失敗的憲政的象徵。而像米留可

夫這樣的立憲民主黨人對立憲會議則不抱希望，寧可支持科爾尼洛夫的軍事獨

裁的企圖！

總之，在以「人民專制」重建公社世界的大潮中，憲政民主幾乎不可能立

足。當然，這並不是說布爾什維克取勝是必然的。在1917年2月的形勢下，社會

革命黨應當說是最有可能奪魁的。因為它的民粹主義綱領與公社復興的大潮最

合拍，反斯托雷平最堅決，大潮初起時其人多勢眾聲望高亦為各黨所不及，甚

至到十月之後仍在立憲會議選舉中佔優勢。如果不是囿於「革命護國主義」的書

生之見而在土地與和平問題上動作遲緩，讓長於謀略的列寧搶佔了潮頭，新的

「公社之父」很可能就是社會革命黨人而不是布爾什維克。俄國歷史上便可能出

現民粹派對自由派與社會民主派實行「人民專制」的一幕——但這與布爾什維克

主導下俄國後來的實際進程有多少本質區別？

革命後的「超級公社」

與傳統俄羅斯公社世

界之間的文化聯繫是

明顯的，今日的俄共

也十分明白，久加諾

夫不是有「俄羅斯思

想就是深刻的社會主

義」之名言嗎？俄國

革命的歷史表明，它

實際上是一個由傳統

→改革→革命→傳統

在某種程度恢復的怪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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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改革與革命，俄羅斯走過的路的確是令人浩歎的。

革命後的「超級公社」與傳統俄羅斯公社世界之間的文化聯繫是明顯的，今

日的俄共也十分明白，久加諾夫不是有「俄羅斯思想就是深刻的社會主義」之名

言嗎？但這種聯繫並不是宿命的。在現代化進程中，俄國人也曾有過通過公正

的「分家」擺脫公社世界，建立以公民權利、個性發展為基礎的社會的衝動，尤

其當反對派運動以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為主流，而當局又由開明改革派主

導的時候，這種衝動曾經有過走向成功的良好機遇。

但俄國人未能把握這一機遇，隨¼「要否分家」之爭被「如何分家」之爭所取

代，不公正的「分家」方案擊敗了公正「分家」的要求，一場「家長霸佔家產驅逐子

弟」的改革贏來了一時的繁榮，卻種下了不祥的種子，當反對派運動主流轉為民

粹主義而當局則扮演「貪婪的家長」角色時，建立公民社會的前景便渺茫了。以

「分家」為滿足的自由派丟棄了公正的旗幟，也就埋下了為「貪婪的家長」殉葬的

伏筆。

於是當危機爆發時，「重建大家庭」便成洶湧大潮，此時再談如何「分家」已

不合時宜，回歸公社世界勢成必然，剩下的問題只是誰來當新的「公社之父」？

在這�我們看到了出奇制勝的一幕，但對俄國的去向而言它已不很重要。

俄國革命的歷史表明，它實際上是一個由傳統→改革→革命→傳統在「新的」

名義下恢復並強化的怪圈。七十多年後俄國人又重作努力，試圖跳出歷史的怪

圈，然而，別人會不會又跳入這個怪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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