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蘇聯劇變後，俄羅斯聯邦共產黨

經歷了艱難崛起、迅速發展到面臨嚴

峻挑戰的不平常發展歷程。其前身是

成立於1990年6月的俄羅斯蘇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共產黨，「8．19」事

件後被禁止活動，1992年11月俄羅斯

憲法法院解除了禁令。1993年2月俄

共召開第二次非常代表大會，在這一

會議上，其名稱由「俄羅斯蘇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共產黨」改為「俄羅

斯聯邦共產黨」，首次選舉久加諾夫

（Gennady Zyuganov）為黨的領導人。

俄共重建後發展迅速，在1995年12月

舉行的第二屆杜馬選舉中俄共成了議

會第一大黨，在議會內佔據優勢，若

沒有俄共的同意，任何法案都難以通

過。俄共的迅速崛起，首先是因為俄

共充分運用了原來蘇共的組織系統、

幹部等資源，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局

激進的經濟轉軌措施給廣大人民群眾

帶來了極大損害。1999年以來，隨Æ

俄羅斯政治經濟狀況的好轉，俄共面

臨Æ新的挑戰，其地位與影響有所下

降。目前俄共在國家杜馬中佔110個

議席，為議會第二大黨，也是俄羅斯

組織最嚴密、人數最多、對廣大群眾

影響最大的政黨，有30%以上選民的

堅定支持。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
的理論變化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宣布自己是蘇

聯共產黨的繼承者，它對蘇共失敗教

訓的總結和對社會主義理論的新探

索，對於冷戰後的社會主義運動是至

關重要的。俄共仍堅持社會主義和共

產主義目標，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分析

社會現實，認為自己是代表勞動人民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

理論變化與策略調整

● 左鳳榮

政治與法律

＊ 本文為作者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主辦的「冷戰後的世界社會主

義運動」學術研討會（北京，2002年1月25-27日）上宣讀的論文，在本刊發表時作了刪

節，現向會議主辦機構謹致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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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黨，工人階級是黨的核心，堅持進

行反對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鬥爭。

2001年7月普京（Vladimir Putin）總統在

記者招待會上建議俄共改名，希望它

放棄反對資本主義的立場，朝社會民

主主義方向演進，被俄共拒絕。但

是，與蘇共相比，俄共還是發生了很

大變化，最突出的表現是從過去的一

元主義轉向了多元主義。在指導思想

上，俄共宣稱：「遵循發展的馬克思列

寧主義學說、唯物主義辯證法，依靠

本國和世界的科學文化的經驗和成

就」，並要依據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全

面發展馬列主義學說；承認多黨制、

政治多元化和思想言論的自由；承認

多種所有制形式平等，等等。隨Æ形

勢的變化，俄共不斷進行理論與策略

的調整，力圖以靈活務實的作風吸引

更多的支持者。

首先，俄共強調所要建立的社會

主義是革新的社會主義。俄共認為，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原則爭論在歷

史上並沒有結束」，「對俄羅斯而言，

最站得住腳的、最符合其利益的選

擇，是選擇最佳的社會主義的發展，

在這一發展過程中，社會主義作為一

種學說、一種群眾運動和社會制度將

會獲得新的生命」1。俄共認為，社會

主義的基本價值觀是人民政權、公

正、平等、人道、愛國主義、民族友

好等等。

深刻總結蘇共失敗的教訓，這既

是俄共繼續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也

是其責無旁貸的義務，更是革新社會

主義的需要。俄共在這方面的工作比

較薄弱，許多俄共成員，包括黨的領

導還留戀蘇聯作為一個超級大國、作

為世界霸主的輝煌，他們反對大幅度

地削減核武器和軍工企業的軍轉民，

認為這是向西方投降，會降低國家的

防禦能力。俄共認為，蘇聯時期好的

東西比壞的多，最重要的是存在社會

保障。在俄共綱領中對造成蘇聯農業

長期落後的農業集體化和畸形發展的

工業化仍持肯定態度，俄共認為蘇共

失去政權是因為內部對立傾向的鬥

爭。這些看法並不能令人信服，讓人

覺得俄羅斯共產黨是一個背Æ沉重的

歷史包袱、抱Æ陳舊教條的黨，難以

前進。但是，俄共有些認識還是很深

刻的：如認為實行嚴格的集中化和社

會生活的許多領域國家化，「使人民自

由獨立的組織越來越受到限制，勞動

者的社會力量和首創精神不再被提

倡」。「蘇共由於對小資產階級的影響

估計不足、由於壟斷了政權和意識形

態、由於黨的許多領袖犯了共產黨員

的狂妄自大症而驕傲自滿起來。高層

領導越來越嚴重地脫離千百萬黨員和

勞動者」2。導致蘇共喪失政權的最有

害的因素是黨壟斷一切。首先是對政

治的壟斷，國內看不到其他觀點，

對不同的觀點一味壓制，不允許討

論。其次是對經濟的壟斷，任何創新

都被扼殺，像俄國這樣的大國不能僅

僅靠中央來管理。第三是對真理的壟

斷3。俄共提出他們所要建設的社會

主義是吸收了過去社會主義建設成就

並克服了其缺點的、「經過革新的社會

主義」。在這個社會中存在多種經濟成

分，實行有計劃的市場經濟，但公有

制要起主導作用；建立真正的人民政

權，實現社會的公正、平等，即公民

對社會負責，社會對公民負責，實現

人的權利與義務的統一，實行多黨

制、有言論與思想的自由；實現愛國

主義與族際主義相統一，民族友好，

鞏固多民族的聯盟國家。

俄共對蘇共失敗的教

訓的一些認識是很深

刻的：如認為導致蘇

共喪失政權的最有害

的因素是黨壟斷一

切。首先是對政治的

壟斷，國內看不到其

他觀點，一味壓制不

同觀點；其次是對經

濟壟斷，任何創新都

被扼殺，像俄國這樣

的大國不能僅僅靠中

央來管理；三是對真

理的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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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但實現社會主義是長期的過程，

要做長期的準備。他們強調，實現

社會主義的途徑是通過和平和民主

選舉的方式，依靠群眾運動，反對

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激進主義。

建立蘇維埃式的人民政權是俄共的

優先任務，俄共將為通過新的蘇維埃

式的憲法而努力。俄共認為要徹底

地、和平地達到自己的目標需要經歷

三個政治階段：在第一階段共產黨

人領導群眾保護自己的社會、經濟和

政治利益，領導勞動者進行爭取自

己權益的群眾運動。俄共爭取與自己

的同盟者一起建立民族拯救政府。

這個政府當前要消除「改革」的災難性

後果，阻止生產下降，保障勞動者

基本的社會經濟權利。它的使命是把

化公為私的財產歸還人民並置於國家

的監督之下；為商品生產者創造使之

能在法律範圍內有效生產的條件；

組織好勞動集體的自治和對國家財富

生產與分配的監督。在這一階段存在

多種經濟成分。第二階段勞動者將

更廣泛地參加國家事務的管理，社會

主義經營方式的主導作用將明顯表

現出來。第三階段最終形成社會主義

關係，生產資料公有制將佔優勢，

並在經濟中佔統治地位4。俄共仍強

調未來社會主義的主要特徵是公有制

佔統治地位，強調國家對經濟的調

控作用。

俄共認為，民主的真諦是全體人

民的政權，人民應該直接參加制訂和

實施國家的政策。經濟發展應該有利

於公民和整個社會，市場應該為人服

務，而不是人為市場服務。

作為通向自己目標的第一步，俄

共積極參加地方行政長官和議會的選

舉工作，爭取使俄共成員或俄共的支

持者取勝。目前有30名俄共黨員或人

民愛國力量的代表擔任地方行政長

官，其中有七個州和邊區的行政長官

是俄共的中央委員和書記。俄共的戰

略是把這些地方作為社會主義的試驗

基地，通過地方政府實現俄共的政策

主張，使這些地區成為榜樣，實現社

會主義從點到面的擴大。因此，重視

和加強地方政權建設，特別是注意提

高左派和愛國力量掌權地區的工作水

平，久加諾夫指出5：

我們的基本任務是使紅色的、愛國的

地帶在使國家走出危機、在採用現代

的經營方法、在恢復社會公正等方

面，成為先進經驗的基地。

如果俄共成功做到這一點，自然會提

高其對政府的影響力和在群眾中的威

信，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俄共的這

一戰略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它

的推行也不會一帆風順，因為地方行

政長官在資金等方面要依賴中央，他

們不可能與中央對抗；在地方行政長

官選舉中，現政權及俄共的對手也在

設置障礙。

在黨的建設方面，俄共適應俄羅

斯存在多種所有制，多種社會階級與

階層的實際，更強調黨的群眾性而不

是階級性。久加諾夫在俄共第八次（非

常）代表大會上強調6：

我們應該成為不是簡單的人民政權的

和正義的黨。我們一定會成為民族利

益的黨，建設性工作的黨，廣大勞動

群眾的黨，聯合一切想得到尊敬的公

民和想在受尊重、有尊嚴的國家生活

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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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通過地方政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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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這些地區成為榜

樣，實現社會主義從

點到面的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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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雖然也說黨的核心是、並永遠是

工人階級，把參加工人運動作為自己

的重要工作，同工會進行合作，鞏固

在工會運動中的影響；但俄共同時強

調要吸引農民與之一道進行政治鬥

爭，強調知識份子是俄共的同盟者，

甚至資產階級中民族的、愛國的實業

界人士、中小企業家、千百萬小商小

販，也是共產黨的同盟者。

俄共注意加強了黨的民主化建

設，在中央委員會下建立了一個由盧

基亞諾夫（A. Lukiyanov）領導，由經驗

豐富、學識淵博、有威望的人組成的

諮詢委員會。他們能夠對久加諾夫等

俄共中央領導提出任何意見。「我們認

為，這對於防止再犯使蘇共癱瘓和導

致國家出現尖銳危機的病症是特別

重要的。」7俄共雖然也強調黨的紀律

性和組織性，但對持不同意見的黨員

及領導幹部，只要他們願意留在黨

內，俄共也很寬容地接受，俄共黨內

存在多種派別是不爭的事實，只求大

目標的協調一致。俄共不像蘇共那

樣強求所有共產主義性質政黨的統

一，而是承認其他共產黨的獨立性，

但注意加強與其他共產主義性質政黨

的團結與協作，每次俄共舉行大型活

動，也都積極爭取俄國其他共產黨組

織參加。

俄共強調與愛國力量的聯合，久

加諾夫強調，社會主義是現代的俄羅

斯愛國主義，俄共是重建人民愛國聯

盟的倡導者；共產黨人和愛國者的聯

盟是俄國走出目前困境的主要條件。

2001年9月在莫斯科召開了人民愛國

力量代表大會。會議前夕，俄共與其

他15個組織的代表簽署了合作協議。

俄共將以左翼力量的大聯合組織——

「人民愛國聯盟」為依託，向基層縱深

發展，爭取在下次杜馬選舉中東山再

起，奪回議會多數派地位，借此提高

自己的影響力。

俄共也是一個帶有強烈民族主義

色彩的政黨，強調從俄羅斯的傳統文

化中汲取營養。俄共黨綱認為，俄羅

斯的文化和道德傳統的主要價值是：

「社團精神、集體主義（同教一家）；愛

國主義，個人、社會和國家的緊密聯

繫（強國精神）；對體現真、善和公正

的崇高理想的追求（精神至上）；所有

公民不分民族、宗教和其他差別一律

平等（人民性）。」「俄羅斯思想其實就

是深刻的社會主義思想」。恢復蘇聯與

回歸社會主義是不可分的8。久加諾

夫強調9：

沒有俄羅斯文化、俄羅斯精神的復

興，就不會有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力

量的團結。因為俄羅斯文明的基礎包

含有偉大的思想和精神、包含有強國

性和發展的文化。

俄共積極推動俄白聯盟，俄共認為

「這一聯盟是我們未來的關鍵與象

徵」。「對於我們共產黨人而言，聯盟

國家的鞏固是最主要的任務。首先是

俄白聯盟，然後烏克蘭和摩爾多瓦與

之聯合，最後外高加索和中亞國家加

入這個新聯盟。」bk對於俄國和蘇聯歷

史上的侵略擴張，對於俄羅斯獨特的

帝國文明，俄共並沒有做出檢討。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
鬥爭策略的變化　

在葉利欽（Boris Yeltsin）當政時

期，俄共是不與當局妥協的反對派，

俄共是帶有強烈民族

主義色彩的政黨，強

調要從俄羅斯的傳統

文化中汲取營養。黨

主席久加諾夫說：

「沒有俄羅斯文化、

俄羅斯精神的復興，

就不會有愛國主義和

社會主義力量的團

結。因為俄羅斯文明

的基礎包含有偉大的

思想和精神、包含有

強國性和發展的文

化。」



118 政治與法律 在幾乎所有問題上都與葉利欽政權相

對立。普京當政後，俄共對當局的態

度有一個變化的過程。2000年12月，

在俄共七大上久加諾夫在政治報告

中明確說：俄共對當局持「負責任的不

妥協的立場」。對總統的正確決定，

俄共一向支持；對不能接受的決定

則提出批評。但是隨Æ普京深化改

革，俄共又走到了普京的對立面，又

開始在與當局的對立中尋找自己生存

的意義。

俄共與總統和政府的分歧主要

在經濟領域，普京雖然多次會見俄共

領導人，但並沒有採納他們的經濟

政策建議，令俄共失望。2001年3月

22日，俄政府通過了以格列夫綱領為

基礎的《俄羅斯經濟社會長期發展基

本方針》；4月2日，普京發表第二個

國情諮文，宣布「俄羅斯當局的任務

是使民主自由的原則不可逆轉，經濟

方針不變」。這與俄共停止私有化和

重新評價私有化結果的要求相距甚

遠，俄共由此改變了對當局的態度：

完全否定普京的政策方針，認為普京

的國情諮文是資本主義化的宣言，

勞動法典是把資本主義剝削固定化，

實行退休金累進制，把教育和醫療

從由社會的戰略性資金撥款轉向一般

性的有償服務，允許土地買賣，都

是不能允許的。2001年4月俄共召開

七屆二中全會，庫普佐夫（Valentin

Kupstov）的報告認為普京沒有把保護

國有制提上日程，使俄共認清了普京

政權的實質，俄共要把議會內與議

會外的鬥爭結合起來，向當局施加

壓力。

2001年7月議會通過了以普京方

案為基礎的《政黨法》，各黨加快重組

步伐，形勢對俄共不利。2001年9月

28日俄共召開七屆三中全會，俄共中

央副主席梅列尼科夫（Ivan Melinikov）

在報告中對普京持完全否定的態度，

認為普京在政治上比葉利欽更無恥，

他在愛國主義花言巧語的掩蓋下，頑

固地推行毀滅國家的自由主義政策。

現政權所奉行的方針是破壞性的，是

與勞動人民的利益和俄羅斯的歷史經

驗相抵觸的。他提出，要抵抗當局的

這些破壞性舉動，必須把工作重心從

議會內轉到議會外，組織群眾性抗議

運動，應該成為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

的主要方針。俄共還在大多數地區成

立罷工運動指揮部，在中央也組建了

支持勞動人民抗議運動的大本營。但

是，人們不願看到社會動盪，穩定

是俄羅斯進一步發展不可缺少的條

件，俄共組織的群眾性抗議活動並沒

有取得實際效果，更沒有使當局改變

政策。

2002年1月19日，俄共召開第八

次（非常）代表大會，久加諾夫在會上

作了報告，大會通過決議，並確定俄

共在新世紀的鬥爭策略。代表大會的

決議指出：在俄共七大後國家社會經

濟和政治局勢複雜化和惡化了，總統

和政府的政策是強使國家和社會進行

又一輪自由主義的改革，其真正目的

是使俄羅斯成為西方的原料供應者。

葉利欽滅絕俄羅斯人民的政策在繼

續。引起全面貪污受賄的政權不能阻

止國家繼續犯罪。議會兩院成了執行

權力機構馴服的工具，反映的是寡頭

集團的利益，其突出表現是通過了土

地法典和勞動法典。現政權的政策是

全面討好西方、美國和北約，忽視和

損害俄羅斯的民族利益。俄共主要的

政治任務是與新一輪自由主義改革進

行不妥協的鬥爭，使國家社會經濟方

俄共與總統和政府的

分歧主要在經濟領

域，普京雖然多次會

見俄共領導人，但並

沒有採納他們的經濟

政策建議。俄共由此

完全否定普京的政策

方針，認為普京在政

治上比葉利欽更無

恥，頑固地推行毀滅

國家的自由主義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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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轉向符合勞動人民的利益。俄共提

出的現實的經濟綱領是bl：

為了拯救國家，必須首先讓寡頭們夾

起尾巴，把一系列自然資源國有化，

把自然資源的收益收歸國庫，擴大預

算收入，停止掠奪和勒索。

其核心就是恢復國家對經濟的有效管

理，發揮全民所有制和國家對經濟的

調控作用。久加諾夫在談到與政權的

關係時說：在從原則上激烈批評自由

主義的、破壞性的和有損尊嚴的方針

的同時，要繼續與國家政權對話，對

現政權施加影響。杜馬雖然變成了反

人民的，但它是與群眾聯繫必須利用

的平台和手段。要多做地方行政長官

的工作，積極參加各級選舉。

普京執政以來，俄國局勢的好轉

已為世人公認： 2001年，俄羅斯GDP

增長5.5%，工業產值增長5.2%，農業

實現了自60年代以來從未有過的大豐

收，糧食產量達到8,370萬噸，農業產

值增長5.5%，固定資產投資增長8%，

居民實際收入提高6.5%。此外，俄財

政出現盈餘、外匯儲備大幅增加、外

債負擔明顯降低、居民就業狀況也有

改善。俄羅斯社會也向有序化發展，

社會比較穩定，人們開始對未來有了

信心。俄共看不到這些變化，一味否

定現政權的工作，採取不妥協的反對

派立場，難以得到普遍認同，其結果

將難以預料。

現在，俄羅斯人的意識形態觀念

在淡化，人們追求實際利益，更多的

人嚮往西方，接受西方的價值觀，自

由、民主、法制得到了人們的認可，

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按市場經濟發展

的要求進行改革，是俄羅斯社會發展

的需要，任何一個政黨要想發展，也

必須適應這一潮流。俄共雖然在新的

條件下調整了自己的理論與政策，但

其民族主義色彩過濃，仍把國有制作

為判定社會性質的重要標準，對市場

經濟的許多規則與原則缺乏研究，這

必然影響到俄共的發展。同時，俄共

本身還存在Æ人員老化和資金不足的

問題，在可預見的將來，俄共沒有重

掌政權的機會。如果俄共堅持不妥協

的反對派立場，不能在協調勞動與資

本方面尋找自己政策的契合點，其地

位與影響還會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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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執政以來，俄國

局勢的好轉已為世人

公認，人們開始對未

來有了信心。俄羅斯

人的意識形態觀念在

淡化，追求實際利

益，接受西方的價值

觀。俄共雖然在新的

條件下調整了自己的

理論與政策，但其民

族主義色彩過濃，對

市場經濟又缺乏研

究，這必然影響到它

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