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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在世界史中的意義

一

1989年蘇聯東歐發生巨變，時值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在那前後一段期間

湧現的形形色色的法國革命論中，擇其犖犖大端者籠統言之，以下兩種見解特

別引人注目：第一種見解認為法國大革命根本不應該像過去那樣被當作「人類進

步的里程碑」，它只是為了實驗狂妄的「進步」思想而作出了重大犧牲的悲劇性事

件。根據這一觀點，法國革命旋渦中的「恐怖行為」並非進步所難免的代價，而

是表明崇尚進步的革命思想可以變得如何殘忍的一種象徵。因此，繼承了法國

革命精神的俄國革命在斯大林時代引起大規模的恐怖行為，這可以說是所謂革

命的必然結局。

與此適成對照，第二種見解反對所謂法國革命迄今已經失卻往昔的榮光的

論調，認為其進步的意義不可否定。在紀念法國革命二百年之際，東歐各國出

現了1989年的巿民造反（東歐革命）的事實，意味Ó自由、民主、人權的思想終

於波及東歐各國，從而再次確認了法國革命在當今的意義。

以上兩種對法國革命的評價南轅北轍，但有一個共同點，即都以社會主義

的現狀作為論述的背景。不僅如此，二者對社會主義也都持否定的態度：第一

種觀點認為社會主義承襲了法國革命的負面因素，第二種觀點認為打倒社會主

義的巿民運動才是法國革命的繼承者。在二十世紀臨近終結的時候，各種回顧

和反思法國革命的有代表性討論，皆一致以否定的態度總結社會主義，這正是

當今世界狀況的寫照。

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在慶祝某一歷史大事件幾十周年或一百周年

時，對該事件的社會興趣會驟然高漲；然而，在慶典完結以後，就像走過場的

葬儀的結束之後似的，時過則境遷，對該事件的關心也就迅速消退。法國革命

二百周年是如此，明治維新一百周年（1967年）、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1983年）

的紀念活動也是如此，彷彿是要劃條置之度外的界線。莫非存在這樣一種心理

作用：只要在紀念日舉行了盛大的慶典，只要寫足了論文、作足了講演，以後

就不妨堂而皇之將它忘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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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俄國革命還不到八十周年，現實的歷史進程已經把它掩埋掉

了，甚至連安葬的儀式也不必要似的。但是，正因為它是那麼輕易地被棄如敝

屣，反而讓人覺得還是有必要再進行一番鄭重其事的安葬儀式。連像樣的葬禮

也給省略了的、被過於草率地扔進歷史垃圾箱的死者，說不定甚麼時候還會借

屍還陽、企圖復仇呢！我絲毫無意為死者揚幡招魂，卻認為至少應該進行審慎

的屍體解剖和安葬的工作。不考慮社會主義就無法討論法國革命兩百年這一事

實也表明：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和崩潰是二十世紀最重大的歷史事件，僅僅因

為它現在解體了就把它忘得一乾二淨，這樣的態度是不妥的1。無論價值判斷如

何，俄國革命和社會主義都不能不是總結二十世紀的坐標軸。

二

如前所述，主張法國革命迄今仍具有「進步意義」的觀點，其所持的一個根

據是1989年的東歐革命繼承了人權思想。另一方面，現在依然擁護俄國革命的

人則往往強調歐美資本主義正是受到俄國革命的衝擊才轉變為「福利國家」的。

言下之意在於：即使社會主義的實驗對於俄國是災厄，但俄國革命卻有益於其

他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向更靈活的機動、更安定的狀態轉化。

照這麼說，所謂革命似乎不是為了實際從事革命的國家（法國、俄國之類）

謀幸福，而是為了其他國家（法國革命之於東歐各國，俄國革命之於歐美各國）

謀幸福，玩味其言頗有點諷刺意味。遭受俄國革命後災厄的人們，即使是得到

為美國或西歐的資本主義更上一層樓作出了貢獻的恭維，也未必會感到某種報

償的慰藉吧？當然，從世界史的整體發展來看，上述歪打正Ó的效應也並非無

稽之談。但問題是，怎樣才能使俄國及東歐的國內對社會主義的理解與其外部

對社會主義在世界史中的地位的理解綜合起來呢？

把俄國革命和社會主義放到整個世界史中來看，它當然具有劃時代的

意義。在面臨世紀之交的今天，形形色色的人都在大談如何認識二十世紀云

云，同時也有許多人提出「始於1914年、終於1991年的短暫的二十世紀」的觀

點2。不言而喻，19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的年頭，1991年是蘇聯解體的年

頭。如果考慮到俄國革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激盪中爆發的事實，那麼可

以說，俄國革命和蘇維埃體制的開始和終結就構成了「短暫的二十世紀」的主要

內容。

毫無疑問，「二十世紀」的歷史時代並不能以社會主義一言以蔽之，縱使它

的體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確實包括了人類相當大的

一片天地，但歸根結柢它只是世界的局部而已。更符合常識的說法倒是所謂發

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消長動靜主導了世界史的整體。然而，即使

持這種說法的人一般也都承認：社會主義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演變過程

中起了不小的作用，近年來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則以間接的方式又

一次給資本主義世界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其實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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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的二十世紀」論也並非正面闡述社會主義國家本身，而是從社會主義國家對

外部世界的影響的角度來觀察和討論它在二十世紀的地位。甚至在把發達的資本

主義國家作為主要對象來考察「二十世紀體制」的場合，人們也強調本世紀前期的

「自由主義危機」動搖了對巿場的信賴，而令政府的作用有所增大；不過，這種論

調到本世紀後期發生逆轉，出現了重視「政府的失敗」而不是「巿場的失敗」的動

向。這一系列變化的背後，都有社會主義的興盛和衰退作為默示的前提條件3。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在二十世紀的世界史中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的判斷，

已經成為超越立場和觀點的共識。但是，大多數情形下的討論不是來自（舊的）

社會主義陣營的內部而是來自其外部。況且，為數不多的來自內部的討論亦被

最近的解體這一事變本身所壓倒，很難在思辨與現實之間保持適當的距離。舊

蘇聯東歐的許多人們正在全力以赴暴露社會主義的陰暗面，似乎已經沒有餘裕

再考慮社會主義到底在世界史中扮演了何種角色的問題。那麼，有沒有可能一

方面保持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反省性觀點，同時又從容暢談「世界史中的社會主

義」呢？以下就是為此目的所作的嘗試性論述。

三

縱覽1917年以來的八十年，社會主義在世界中沉浮的經歷可以概括如下：

眾所周知，1917年的俄國革命引起了褒貶不一的激烈爭議。當時，革命後

的社會的實際情形尚不明朗，但可以肯定的是世界因而受到了巨大的震撼。當

蘇聯終於渡過從20年代到30年代的封鎖、孤立狀態下的重重難關，建立起被稱

為「計劃經濟」的體制時，人們對其實踐有種種或肯定或否定的不同評價，但有

一點看法卻是相同的：真正驚天動地的大事件發生了。與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

的大蕭條相對照，更加深了人們對它的印象。法西斯主義、羅斯福新政、還有

戰後的福利國家，全都是以不同的方式接受社會主義影響的嘗試。在這一意義

上可以說，社會主義的確風靡一時。

當蘇聯終於戰勝了納粹德國這一強敵時，社會主義的影響力進一步增強。

二戰之後，「蘇聯陣營」在地理上擴大了勢力範圍，在國際政治中提高了地位。

人類歷史上最初的人造³星由蘇聯發射成功（1957年），使美國感受到深刻的衝

擊。總之，到1960年代左右為止，社會主義的勢力波及全球，所謂「歷史站在社

會主義一邊」的說法並不是天方夜譚。毛澤東說過「東風壓倒西風」，在當時的形

勢下，這句話倒不見得是個空洞的政治口號。

但是，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判（這一批判是否徹底姑且不說）揭發了在斯

大林統治下的殘虐行為，使「理想社會」的內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接Ó有

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1979年以後的入侵阿富汗

事件、1980-1981年的波蘭事件，這一連串的事件使蘇聯在國際上威信掃地。進

而，曾經被認為有利於促進經濟發展的計劃經濟（指令型經濟）也逐步顯現出其

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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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斯大林之後的蘇聯和東歐，無論在政治還是經濟方面都有種種改革的

倡議，也有一定程度的實踐嘗試，在一定範圍內，「社會主義復興」的希望甚至

還呈燎原之勢。但是，對於革故鼎新的期待逐步為失望所取代。中國的文化大

革命，在其外部的一部分人中引起了狂熱、在更多的人中引起了抵制，從而加

深了社會主義觀的裂變。但是，毛澤東逝世後的中國顯然已經不再是那個提出

「與蘇聯模式迥異的新的社會主義模式」的中國了。

就這樣，70年代以來的社會主義對於其外部世界已完全失去了魅力，而被

看作與停滯和壓迫聯繫在一起的典型。80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革的嘗試（特別是

蘇聯的「重建」）一時喚起了對於振興的期待，但結局還是失敗了。在80年代末到

90年代初之間，蘇聯東歐陣營終於瓦解4，誰也未能預料到這一分崩離析的具體

過程。不過，從70年代到80年代這段期間，「山窮水盡疑無路」的感覺雖然還有

些隱隱約約，但卻已經可以意會言傳了。許多人對於蘇聯東歐的迅速解體並帶

有戲劇性表示驚異；其實一種體制從不能獲得民眾支持之時起就已經開始衰弱

了，曾幾何時它的崩潰被廣泛認為只是或遲或早的問題，因此蘇聯東歐的解體

並不是那麼出乎意外的事。由此可見，對於社會主義的看法可以大致區分出

1960年代以前的「上升階段」和1970年代以後的「下降階段」。當然，這樣的區分只

是為了便於簡明扼要地討論問題，如果深究細節可以發現還有不少出格的現象。

實際上，即使在所謂「上升階段」的期間，社會主義也或多或少存在Ó陰暗

面，不少人早就注意到這些消極因素。特別是有關斯大林時代的暴政的消息，

在其外部世界也有所傳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主義陣營的擴大，在許多東

歐國家看來顯然是「外來的」強制。但是，1930年代的局勢是「法西斯主義對反法

西斯主義」的決戰壓倒一切，蘇聯被看作「反法西斯主義的堡壘」，因此，在西歐

的「進步的」知識份子（例如羅曼羅蘭等）中，對蘇聯內部的陰暗面視而不見的觀

點取得了優勢。另外，東歐戰後的社會主義化雖然是蘇聯的軍隊從「外部」強加

的，但是東歐各國「內部」也並不是沒有簞食壺漿以迎之的勢力。最有象徵性的

事實是，德國的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波蘭的藍戈（Oskar Lange）、匈牙利

的盧卡契（Georg Lukács）等並非教條馬克思主義者的左翼知識份子紛紛自願從

流放地回國投身於各自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至於像中國、南斯拉夫那樣的

不依賴蘇聯軍隊的支持、全靠自己的力量從「內部」實現社會主義化的國家，社

會主義與民族解放相結合而享有崇高的威信。總之，「上升階段」的界說雖然不

是無條件的，但大致上是妥當的。

再說「下降階段」，其下降也不是急轉直下。1973年以後全球性石油價格的

上漲對於產油國蘇聯十分有利，得以掩飾它的經濟停滯。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

聯至少在表面看起來強大而安定，因此，即使反體制勢力也傾向於考慮在體制

內進行部分的改良而不是徹底推翻體制。然而，這種只補天不拆廟的選擇只是

出於無奈，並沒有積極進取的氣象。其實，事到如今，就連統治當局自身也不

再具備對既存體制的優越性的確信了。雖然上述兩個階段的區分稍嫌粗疏，但

是就基本趨勢而言是可以首肯的。那麼，經過這兩個階段的社會主義觀的變

化，在整個世界史的大背景下應該如何定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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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這�，我試圖提出一個假說，把十八世紀以來的「近代化」和十九世紀以

來的「組織化」這兩大趨勢作為近現代世界史的基調，在兩者的重疊和更替之中

來把握社會主義的命運。首先讓我們來考慮十八世紀以來的「近代化」時代的內

涵5。在這一時代�，後進國（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的德國、日本、俄國

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許多發展中國家）為了趕超先進國（歐美各國），把

「近代化」作為至高無上的目標，為了實現該目標可以不計成本和犧牲的觀念被

認為是正確的。作為「近代化」的推進者，尤其是在後進國中，政府發揮了重大

的功能。「近代化」一方面加強了人的理性、科學、技術的作用，另一方面由強

有力的政府所主導的近代化意味Ó啟蒙主義的理性與權力的結合——這�存在

Ó悖論。結果，進步觀念的普及和以此為正當化理由的殘虐行為的橫行就成了

「近代化」時代的最大特徵。

其次，十九世紀末以後「組織」的作用增大，世界進入了被稱作「組織化的時

代」的階段。「組織」既是「近代」的產物，同時也是推動「近代化」的特殊方式。

從產業化、都巿化等狹義上說，「近代化」得到了「組織化」的有力促進；然而，

如果在經典的意義上把個人主義、巿民社會作為「近代」的特徵，那麼「組織化」

就成為削弱近代的基礎的力量。由此可見，「近代化」與「組織化」既矛盾又統

一，具有相反相成、互補互強的辯證性共生關係。這種狀況從十九世紀末開

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得到加強，至1930年代達到頂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仍持續了數十年。因此，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的這段時間

可以說是「組織化的時代」，也可以說是「近代化」與「組織化」相交織的時代。

然而，從1970年代的某一刻起，「近代」的價值漸漸受到人們質疑。雖然後

近代論的內涵現在尚不甚了然，但許多人都在思索「近代之後」，對於歷史將邁

入新階段的預感在擴散、在印證。社會經濟方面的「近代化」（產業化、都巿化）

固然還沒有終結，卻已經失去了作為普世福音的輝煌。作為「近代」另一支柱的

「民族國家」雖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台，但已喪失了往昔的絕對權威，在許多場

合正在相對化——對「民族自決」的局限性的指責時有所聞，民族國家受到向上

（國際組織）統合與向下（地域）分權的夾擊，經濟的無疆界化使「國民經濟」的框

架日益含混，這一切都足以為證。

本來就不會有甚麼明確的界標來表示「近代」到底從何時起告終，何況對於

「近代」之後究竟是「近代」的終止還是「近代」轉入更高級階段的問題也有不同的

意見，因而，「近代之後」在世界史上的意義還不能「蓋棺定論」。不管怎樣，把

二十世紀的晚期理解為用各種方式反覆試行「從近代到後近代的過渡」的時代總

是可以的。另一方面，到了1980年代前後，「組織的局限性」也成為議題。特別

是大規模的等級組織的低效率問題被指出來後，人們開始重視小規模組織及其

彈性結合的網絡結構的意義。信息處理技術的發達，促進了從集權管理到分散管

理的轉變。小規模組織以及網絡結構究竟是超越「近代」（承載後近代）的社會形

態，還是使「近代」的價值在新的條件下轉化再生？對此存在Ó相反的意見，一時

在十八世紀以來的

「近代化」時代9，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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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得出結論。然而，不斷推進大規模組織化並以此為進步的想法的確已經成

為「明日黃花」。正如前面指出的，「近代化的時代」的暮色在二十世紀的後期漸

趨濃鬱；與此相映成趣，「組織化的時代」也在二十世紀的最後20年�露出秋意。

總之，「曆書之外的實質上的二十世紀」，與其說是從1914年到1991年，毋寧

說是從十九世紀末期（大約1870-90年代）到二十世紀末期（大約1980-90年代），

其內涵的基本特徵是以「組織化」來推動「近代化」的趨勢。從而這個世紀末的特

徵也就表現為：十八世紀以來持續至今的「近代化」的限度已經顯然，十九世紀

末以來持續至今的「組織化」開始剎車。

在這樣廣闊的背景中進行考察，可以斷定「現存的社會主義」正是以「組織

化」來推動「近代化」的嘗試中最極端、最徹底的實例。晚年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十九世紀末注意到「組織化」的初期徵候，視之為社會主義的胎動。列寧也從第

一次世界大戰的統制經濟中看到了「邁向社會主義」的趨勢，這並非他一個人的

心血來潮。帶有更濃厚的烏托邦色彩的其他社會主義者，在認為「組織化」進展

的結果導致社會主義這一點上也並無不同。托洛茨基也罷、布哈林也罷，對此

都持相同的看法。即使是作為布爾什維克的異端的波格丹諾夫的思想，甚至包

括屬於「俄羅斯先鋒派」的藝術家們在內，當時都沒有跳出那樣的窠臼；相反，

到處充斥Ó無條件地把科學、技術、工業發展、組織化等看作進步，並把社會

主義當作諸如此類「進步」的體現者的觀點。更廣義地說，無論蘇聯的內部還是

外部，對於科學、技術、組織、進步的信仰都吸引了大多數人；這樣的時代被

稱作現代。布爾什維克主義正是那個時代的最極端、最敏銳的體現者。

蘇聯的歷史是曲折的，特別是斯大林獨裁的時代與其前後的時代之間有沒有

連續性。換言之，斯大林時代究竟是社會主義的典型現象、還是社會主義歷史中

的脫軌異端這樣的問題，不斷引起人們的熱烈爭論6。從微觀層面來看，蘇聯的

70年的歷史當然不能粗暴地一刀切，其中自有種種斷裂和轉換。然而，從宏觀層

面來看，任何時代都有獨自的烙印，要否定這種特徵的一貫性是很難的。的確，

斯大林時代的幾個基本特徵——例如極端化的個人崇拜、比比皆是的專橫跋扈——

在其後的時代�大大縮小了規模，據此也可以說那些都是特定情形下的個別現

象。但是不能不承認：自詡為「新文明的建設者」、迷信科學技術和組織的力量、

運用中央集權的組織來強迫推行各種政策，這些卻都是蘇聯歷史的一貫性特徵。

有這種問題的不僅僅是蘇聯（以及被迫接受「蘇聯式」社會主義的東歐各

國）。即使像南斯拉夫和中國那樣抵抗「蘇聯模式」而採取別的方式建設社會主義

的國家，也都具有與蘇聯同樣的基本特徵。其實，社會主義陣營以外的國家雖

然對於布爾什維克實驗的過激現象不以為然，但在「近代化」和「組織化」成為時

代潮流的條件下，它們又怎能完全做到「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呢？君不見，在

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是也反覆出現過對於「自由而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憧憬和

導入「計劃經濟」因素的嘗試嗎？就發展中國家而言，「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顯

得更有魅力。連社會主義各國內部的反體制派也以「富於人情味的社會主義」為

目標，而不是全盤否定社會主義。所有這些都表明，在一定期間內，「社會主

義」確實被認為是符合時代潮流的。應該說，這恰恰是二十世紀的一大特徵。

「曆書之外的實質上

的二十世紀」，是以

「組織化」來推動「近

代化」為特徵的，而

「現存的社會主義」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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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可以認為現存的社會主義曾經走在那個時代的最前

列，並且集中地體現了該時代的特徵即所謂「時代精神」。不過，話僅僅到此為

止，無非指出了一般的「時代性」，至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獨一無二的個性則掩隱

其中，還是不明確。在這�需要注意的是，社會主義國家雖然與其他國家共同

體現「時代性」，但卻走到極端，把它推行得最為徹底——這正是社會主義的獨

特個性的所在。毋庸贅言，「走到極端，把它推行得最為徹底」的說法，並不意

味Ó把它真的實現了。過於極端化的舉措，反而使正式的制度與非正式的實際

之間的乖離日甚一日，造成物極必反、事與願違的結局。在這樣的過程中，權

力運作與社會主義之前的傳統文化的勾結也是題中應有之意。對於（舊的）社會

主義各國的現實，不僅要看表面性的正式的制度，還有必要包括非正式的實

際，從整體上加以把握7。

在上述意義上，以「組織化」推進「近代化」的說法確實不足以完全概括「現

存的社會主義」的實際，但卻在「組織化」和「近代化」走向極端這一點上入木三

分地刻劃出其基本特徵。對於社會主義嘗試的局限性和缺陷的批判一直就沒有

間斷過，可是在時代大趨勢之下對它無法完全否定（至少無法作壁上觀），這正

是二十世紀之所以為「二十世紀」的特徵。

不過，到1980年代前後，潮流出現了逆轉。「近代化」和「組織化」都不再是

有吸引力的目標，前面所說的那樣的「二十世紀」已經在閉幕。蘇聯東歐陣營的

解體，可以作為這一世界史上的大轉折的標誌。與蘇聯東歐的崩潰幾乎同時，

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關於「巿場的復辟」的論調甚囂塵上，發展中國家也把

注意力從「社會主義模式」轉移到巿場型發展模式上去。這是席捲全球的大趨

勢。在蘇聯東歐陣營�，許多舊體制的精英以徹底不抵抗的姿勢迎接體制轉

變，不僅如此，舊的特權階層中相當大的一部分人還喜孜孜地搖身一變成了

「新生資產階級」；事實說明，即使在「居廟堂之高」的袞袞諸公中也缺乏堅持

社會主義體制不動搖的信仰心。中國、越南等國採取了把共產黨領導與向巿場

經濟過渡相結合的政策，這可以理解為社會主義時代的統治階層試圖適應資本

主義以求生存（在這一點上頗有啟示性的是，舊蘇聯的中亞地區的當年的共產

黨領導人們，至今仍留在採取權威主義方法來推行資本主義化的政權中安然

無恙）。

五

總而言之，社會主義體制是作為一種世界性潮流的最極端、最徹底的試航

而出現，隨Ó這一潮流的逆轉而覆沒的。由於歷史從來就不是封閉系，所以在

展望未來時遽下斷語是輕率的。無論「近代化」抑或「組織化」，雖然失去了昔日

的輝煌，但還沒有完全終結，更沒有銷聲匿e。就是方興未艾的「巿場的復

辟」，一度放聲謳歌巿場萬能論的禮讚，現在又放低了調門，人們重新開始認真

考慮巿場的局限性問題。儘管如此，要回歸到過去那樣的社會主義基本上是不

與蘇聯東歐的崩潰幾

乎同時，在發達的資

本主義國家中關於

「巿場的復辟」的論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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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雖說巿場並非萬能，但卻找不到可以取而代之的東西；這樣的不透明

感，正是最近事態的特徵。

一個時代結束之後，甚麼樣的時代將會到來？這誰也無法預測。過去時代

的基本特徵即使失去了從前那樣的核心性意義，其各個組成部分仍然有可能在

新的條件下存續。就社會主義而言，大概是不會再原封不動地重複過去的實驗

了，然而類似的思想仍可能贏得人心。「作為思想的社會主義」在與「現存的社會

主義」相區別的基礎上，或許還能延年益壽。因為，對於在自由競爭中失敗的弱

者的關注、對於平等的追求等價值也不是那麼簡單就會消失殆盡的東西。另

外，如果說十八世紀以來的產業文明到了轉折關頭，那麼對於效率主義或許也

得重新認識。這樣一來，僅根據「效率」的標準來對社會主義斷罪的議論也要捉

襟見肘，而「效率」這一標準本身最後難免要被重新審視（順便指出，本來既存的

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大半都沒有越出「近代主義」的雷池，因此，社會主義並沒有

資格誇示自身在邁向「近代之後」的時代這方面的先驅性）。

由此可見，對於今後的歷史進展還有必要在各種各樣的可能性上持保留態

度，但無論如何，十八世紀以來的「近代化」和十九世紀以來的「組織化」這兩大

潮流現在已經到了一個轉折點；可以斷言的僅此而已。以最極端、最徹底的方

式體現了這兩大潮流的社會主義的崩潰，對於現代這個時代的理解具有重大的

意義。

季?東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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