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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蘇聯亡國的討論 

—
 

 

蘇聯亡國是一個影響世界的大問題﹐引起了世界各國一切階級的

反響﹐至今議論紛紛。關於蘇聯亡國的原因﹐不同階級﹑政黨﹑政治

派別由於其思想體系不同甚至對立﹐不可能有一致的認識。但是國內

有那麼一些人﹐不僅以真理自居﹐甚至還要壟斷真理﹐充當歷史的判

官。例如﹐一些文章以我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為由﹐否定 20 世紀

60 年代的“九評”﹐指名道姓斥責原中組部部長張全景同志的文章

〈蘇聯亡黨亡國的慘痛教訓〉繼承了 20 世紀 60 年代中國共產黨的觀

點﹐甚至把這種斥責擴散到他們所謂的深受“九評”影響的一代人﹔

揚言只要揭露當年中國共產黨搞“九評”的目的﹐只要證明斯大林不

是列寧主義者﹐就是推翻了 20 世紀中國共產黨對赫魯曉夫的批判﹐



還自認為是解決了當今關於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歷史評價問題。這樣

一類文章﹐企圖通過全盤否定斯大林及其歷史功績﹐把他們所謂的

“斯大林模式”判定為蘇聯亡國的根本原因﹐幻想以此來統一國人的

認識﹐理由之荒唐﹐口氣之張狂﹐令人瞠目結舌。這種強詞奪理﹑專

橫跋扈的做派﹐哪裡是在討論問題﹖﹗簡直是剝奪人們自由研究蘇聯

問題的權利﹐是對科學與民主的公然踐踏﹗ 
 

 
在我國學術界理論界﹐產生了這樣一種思想現象﹐為時不短

了﹐即為斯大林說句公道話﹐或者為斯大林辯護﹐不要說文章很

難發表﹐即使發表出來也往往受到斥責﹐甚至相關的國家級研究

課題做完了也不予通過﹐這是造成當今學界批判甚至肆意辱罵所

謂“斯大林體制”﹑“斯大林模式”的文章特別盛行的原因之

一。難道為斯大林說句公道話﹐為斯大林辯護就錯了嗎﹖此種現

象不打破﹐不糾正﹐學界的科學與民主將被踐踏一空。所以﹐筆

者特別懷念 20 世紀 60 年代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那一代中國共

產黨人為斯大林辯護的情景。 
1963 年 9 月 6 日﹐《人民日報》發表〈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

來和發展 — 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即“一評”﹐七天後﹐發表〈關

於斯大林問題〉﹐副標題是“二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一評”是

總論﹐緊跟其後的“二評”﹐是具體而翔實地展開中國共產黨與蘇聯

共產黨之間分歧的第一篇﹐可見斯大林問題在中蘇兩黨分歧中佔有多

麼重要的地位。 
在這篇文章裡﹐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以無畏的姿態

和坦蕩的胸懷﹐公開向世界表示﹕“蘇共領導人指責中國共產黨為斯

大林‘辯護’。是的﹐我們是要為斯大林辯護。在赫魯曉夫歪曲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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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情況下﹐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我們理所

當然﹑義不容辭地要起來為斯大林辯護。” 
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那一代中國共產黨人所以這樣做﹐是因為

“怎樣認識和對待斯大林的問題﹐不只是對斯大林的個人評價問題﹐

更重要的是﹐怎樣總結列寧逝世以後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問

題﹐怎樣總結列寧逝世以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的問題。”

因此﹐“中國共產黨為斯大林辯護﹐是為斯大林的正確方面辯護﹐是

為十月革命創造出來的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光榮鬥爭歷

史辯護﹐是為蘇聯共產黨的光榮鬥爭歷史辯護﹐是為國際共產主義運

動在全世界勞動人民中的聲譽辯護。一句話﹐是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理論和實踐辯護。不僅中國共產黨人要這樣做﹐一切忠實於馬克思列

寧主義的共產黨人﹐一切堅決革命的人﹐一切正直的人﹐也都已經或

者正在這樣做。”1

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那一代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這樣做﹐是因

為必須要揭露和打破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各色各樣的機會主義者

企圖把全盤否定斯大林作為一個定論推向全世界﹐堅決支持世界上一

切為斯大林的正確方面辯護﹑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辯護的

人們及其思想。 
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那一代中國共產黨人所以敢這樣做﹐是因

為必須要衝破由於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為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

派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反蘇反共的彈藥﹐在全世界掀起的大規模反共浪

潮。 
自那以後﹐40 多年過去了﹐斯大林問題依然如當年毛澤東分析的

那樣﹕“斯大林問題﹐是一個世界範圍內的大問題﹐曾經引起了世界

                                     
1《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誌編輯部﹕〈關於斯大林問題 — 二評蘇共中央的

公開信〉﹐《人民日報》1963 年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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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一切階級的反響﹐至今還在議論紛紛。各個不同的階級﹐代表各

個不同階級的政黨或政治派別﹐意見不同。估計在本世紀內﹐這個問

題還不可能作出定論。但是﹐在國際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範圍之內﹐

多數人的意見其實是相同的﹐他們不贊成全盤否定斯大林﹐而且越來

越懷念斯大林。” 
正如毛澤東的預言﹐進入 21 世紀以來﹐首先是俄羅斯國家和人民

對斯大林的評價﹐與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戈爾巴喬夫時期有了很大不

同﹐可謂風向大變﹔尤其是 2007 年俄羅斯教育部對歷史教科書作了重

大調整﹐將斯大林時代及其政治思想列入新學年歷史教科書﹐確定斯

大林為蘇聯最成功的領導人﹐“斯大林建立了一個偉大的祖國”。2

值得人們注意的是﹐俄羅斯民族的這一重大思想變化一經傳到我

國﹐立即在學術界思想界引起了不小的反響﹐一些學者隨之開始了新

一輪對“斯大林模式”﹑“斯大林體制”的批判。這種思想現象﹐在

當今一切與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對立的思想體系中較為流行。這

種試圖遮蔽和淡化俄羅斯重新肯定斯大林的思想現象﹐反映了我國部

分學者企圖掩蓋他們與直接造成蘇聯亡黨亡國的戈爾巴喬夫派別思

想上的聯繫﹐千方百計地維護他們從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各色各

樣的機會主義者那裡﹐從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那裡搬來的關於全盤

否定斯大林的種種謠言﹑謬誤和觀點﹔同時也揭示了這樣一種思想現

象﹐即關於評價斯大林的國內外種種動向﹐往往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起伏的一種風向標。顯而易見﹐斯大林問題仍然在世界論壇佔據著重

要位置﹐依然是人民民主主義﹑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這兩

大陣營尖銳對立和鬥爭的一個焦點。 
在世界和中國都已發生了很大變化的情況下﹐對當年毛澤東為領

                                     
2 張樹華﹕〈俄羅斯重編歷史教科書﹐重新認識蘇聯歷史〉﹐《2007 年馬克思主義研

究和建設工程參考資料選編》﹐學習出版社 2008 年﹐第 4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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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核心的那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為斯大林辯護這一史實﹐究竟怎麼看﹐

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呢﹖筆者認為﹐在這一問題上﹐雖然歷史的現

象有了很大變化﹐但歷史的本質依然如故。正直的人士﹑革命的人民

和一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歷史的風浪面前要不為所動。因而﹐

對當年那場中蘇兩黨論戰的態度﹐特別是在斯大林問題上﹐敢不敢為

斯大林辯護﹐是肯定斯大林﹐還是否定斯大林﹐依然同當年那樣﹐是

鑑別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試金石﹐是鑑別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

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是鑑別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和資本主義

思想體系的試金石﹐是鑑別人民民主主義﹑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

帝國主義陣營的試金石。同樣﹐當年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那一代中

國共產黨人在中蘇論戰中書寫的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對赫魯曉夫為

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的透徹揭露和粉碎性批判﹐是完全必要的﹑正確

的﹐儘管並非句句都是真理﹐但仍然堪稱是一部馬克思主義系統揭露

和批判修正主義的教科書﹐它像一面照妖鏡﹐令一切帝國主義﹑各國

反動派﹑各色各樣的機會主義者痛恨和恐懼﹐所以他們千方百計地誣

衊並要除之﹐因而對“九評”的態度﹐是在當代判別革命與假革命﹑

反革命的一塊試金石。 
今天我國思想界有些人為赫魯曉夫翻案﹐宣揚赫魯曉夫的觀點﹐

不過是當年中蘇論戰在新的歷史環境下的再現而已。所不同的﹐由於

蘇共亡黨蘇聯亡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論戰的方式改變了﹐

且發生在民間﹐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同志變得小心謹慎了﹐而

對方或投靠對方的人張狂起來﹐盛氣凌人得很啊﹗這倒有一個好處﹐

可以使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同志們更清楚地﹑更深入地瞭解對

方﹐從而更全面的知己知彼﹐把鬥爭堅持下去。 
顯然﹐科學地研究斯大林問題﹐是有重大意義的。斯大林領導蘇

聯長達 30 年﹐是 20 世紀最有影響的人物。他對世界的影響不僅在他

活著的時候就很大﹐死後依然影響很大。認識人類在 20 世紀經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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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怎樣的路程﹐把觀察的視角選在斯大林這個歷史人物上﹐以斯大

林問題為切入點﹐解剖﹑分析 20 世紀承前啟後的歷史進程﹐是合適

的。可以說﹐斯大林問題是認識人類剛剛走過的 20 世紀的一把鑰匙。 
 

 
 
在研討蘇共亡黨蘇聯亡國這一問題上﹐有這樣一種現象﹐非馬克

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派別總是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斯大林﹐相

當一致地認為“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3 而其他原因

談得不多﹐甚至不怎麼談。這一思想現象和社會現象﹐是耐人尋味的﹐

很值得有思想的人們認真思索。 
在研討蘇聯亡國這一問題上﹐為什麼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

義的一方總是緊緊抓住斯大林問題不放﹐總是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斯大

林﹐其中緣故何在﹖有什麼深邃的奧秘﹖筆者反復思考﹐深受啟發﹐

很是佩服他們在這一問題上的敏銳嗅覺。他們提出了蘇共亡黨蘇聯亡

國“問題的總根子則是斯大林種下的”這樣一個命題和論斷﹐4 可以

說﹐是他們發現了蘇共亡黨蘇聯亡國之根﹐只不過他們的論述是頭足

倒置而已﹐憑此一點﹐就非常值得馬克思主義一方給以認真地學習和

研究。筆者以為﹐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如此一致

地否定斯大林﹐從反面非常直白而清晰地提示我們﹐導致蘇共亡黨蘇

聯亡國的原因雖然很多﹐但是千原因﹐萬原因﹐否定斯大林是其中最

根本的原因﹐其他原因都是第二位﹑第三位的﹐都是由否定斯大林而

衍生或派生出來的。 
                                     
3 陸南泉﹕〈有關斯大林模式若干重要問題的再思考〉﹐《社會科學報》2007 年 6 月

21 日。 
4 黃元﹕〈蘇聯解體的挽歌 — 兼談“蘇聯亡黨亡國的慘痛教訓”〉﹐《香港傳真》

No. 2009~11 和No. 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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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如此看重斯大林問題﹐下

那麼大的力量研究和宣講斯大林問題﹐絕非無中生有﹐空穴來風﹐而

是這個問題對他們來說太重要了。在他們看來﹐只要緊緊抓住斯大林

問題就夠了﹐至於其他問題﹐諸如思想理論﹑黨的建設﹑群眾路線﹑

幹部問題等等﹐本來就不是他們的思想體系的內容﹐不要指望他們會

在這些方面能有什麼認真的研究和深入的討論。應當承認﹐是非馬克

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一方﹐是他們的思想體系比當代馬克思主義

一方更快﹑更準確地觸到了蘇共亡黨蘇聯亡國的根本﹐— 所謂頭足

倒置﹐只是表明對立的雙方在同一個問題上作出的論述和結論不同。

毛澤東有這樣一個觀點﹐被敵人反對的是好事而不是壞事﹐這對我們

思考為什麼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在討論蘇共亡黨

蘇聯亡國這個問題上總是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斯大林﹐提供了一個很有

啟發性﹑很有判斷力的思想方法。 
關於“問題”﹐馬克思曾做出這樣一個論斷﹕“一個時代的迫切

問題﹐有著和任何在內容上有根據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問題共同的命

運﹕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世界史本身﹐除了通過提出

新問題來回答和解決老問題之外﹐沒有別的辦法。因此﹐每個歷史時

期的謎語是容易找到的。這些謎語都是該時代的迫切問題﹐如果說在

答案中個人的意圖和見解起著很大作用﹐因此﹐需要用老練的眼光才

能區別什麼屬於個人﹐什麼屬於時代﹐那麼相反﹐問題卻是公開的﹑

無所顧忌的﹑支配一切個人的時代之聲。問題就是時代的格言﹐是表

現時代自己內心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緊接其後﹐馬克思講了這樣

一句﹕“任何一個時代的反動分子都是反映時代精神狀態的準確晴

雨錶。”5 這段精妙之言﹐與毛澤東講的被敵人反對的是好事而不是

                                     
5 馬克思﹕〈集權問題（1842 年 5 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03~2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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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事一樣﹐可謂一語破的。 

斯大林生活在極其慘烈而動盪的兩次世界大戰的戰爭與革命的

年代﹐一生為無產階級的解放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而頑強地﹑不

屈不撓地與兇惡的帝國主義及其形形色色的敵對勢力作鬥爭。無疑﹐

只有站在斯大林對立面的階級﹑政黨和派別﹐為了復辟被斯大林領導

的蘇聯各族人民打碎的“天堂”﹐才會把攻擊的矛頭指向斯大林﹐總

是千方百計地否定斯大林的偉大歷史功績﹐極盡造謠誣衊之能事﹐肆

意地貶低﹑醜化斯大林。正如毛澤東指出的那樣﹐蘇聯修正主義者“把

斯大林醜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堅決同帝

國主義鬥爭。他們把自己和斯大林區別開來﹐是要得到帝國主義的賞

識。”6 毛澤東的分析﹐深刻地揭示出一切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

主義的派別及其思想體系為什麼總是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斯大林。 

 

 
 
只要讀者認真閱讀批判斯大林的文章著作﹐即不難發現﹐這些作

品總是千方百計地迴避或者極力貶低斯大林的歷史功績﹐原因並不複

雜﹐就是斯大林在開闢社會主義道路上所發生的肅反擴大化等這樣或

那樣的失誤也好﹐錯誤也好﹐與他所建立的震撼世界﹑改變世界的歷

史功績是根本無法相比的。否則﹐他們的文章﹐他們的“研究成果”

就拿不出手﹐就無法掩蓋自身反歷史﹑反人民﹑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

及其拙劣的思想。 
斯大林是改變過 20 世紀的歷史人物﹐他的歷史功績之鉅大﹐影

響之深刻﹑深遠﹐20 世紀裡能與之相提並論的人物也不過二三。筆

                                     
6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1998
年﹐第 79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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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認為﹐他的鉅大歷史功績至少有這樣三項﹕ 
第一﹐成功地捍衛和發展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無疑是

人類社會發展的轉折點。但是要讓這個轉折點能夠在人類歷史上真正

站住腳﹐確立起來﹐就不能像 19 世紀 70 年代的巴黎公社那樣﹐如劃

破長夜的流星﹐稍縱即逝﹐就必須使蘇聯這個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

主義國家在世界資本主義列強的“圍剿”下生存下來。這個重大的歷

史任務 — 保衛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無疑是由斯大林完成的。

斯大林接手蘇聯﹐使 20 世紀上半葉世界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

頂住了資本主義列強長達 20 多年從政治﹑經濟﹑文化到軍事顛覆的

猖狂進攻﹐不僅生存下來﹐而且還奇蹟般地發展壯大起來。不僅如此﹐

在斯大林領導下﹐蘇聯衝破帝國主義的重重包圍和封鎖﹐在世界發展

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從而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

設﹐為人類社會的發展開闢出一條全新的道路。斯大林勝利地完成了

歷史賦予他的任務﹐影響之鉅大﹑深遠﹐筆者是無以言表的。如果說

列寧創立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在實踐上證明了由於“資本主義的發

展在各個國家是極不平衡的”﹐因而“社會主義不能在所有國家內同

時獲得勝利﹐它將首先在一個或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而其餘的國家

在一段時間內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或資產階級以前的國家”﹐7 那麼

斯大林就是把列寧在一國獲得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推向了全世界﹐

推動社會主義在一批國家陸續獲得勝利﹐從而在實踐上證明了列寧的

理論判斷科學地揭示了社會主義運動的一條基本規律。 

第二﹐斯大林領導的蘇聯領銜打敗了德日意法西斯陣營﹐拯救了

20 世紀的人類。 
蘇聯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做出的貢獻最大﹐犧牲最多﹐是蘇

                                     
7 黑體字為原文所有﹔《列寧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7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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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紅軍攻克了柏林﹐消滅了德國法西斯主力﹐又出兵百萬消滅了侵略

中國的日本關東軍﹐解放了世界上許多的民族和領土﹐受益國家眾

多。不是美國﹐更不是英國﹐是蘇聯領銜打敗了德日意法西斯陣營﹐

拯救了 20 世紀的人類。美﹑英盟國是發揮了很大作用﹐做出了重大

貢獻。但是事實表明﹐斯大林領導的蘇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法西斯

陣營的領頭羊﹐是中流砥柱。斯大林功高蓋世﹐美國﹑英國和其他國

家領導人的作用無可與他爭鋒。蘇聯軍事上的鉅大勝利﹐改變了世界

軍事力量的格局﹐兩個陣營的“冷戰”由此產生﹐針鋒相對了近半個

世紀。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的崛起﹐在改變蘇聯的同時﹐也改變著美國

及其為首的世界資本主義陣營﹐導致了 20 世紀下半葉美國針對蘇聯

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而制定﹑實施的爭霸世界的全球戰略﹐影響之深﹐

延至今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殘酷戰爭表明﹐無論怎樣強大的帝國主

義戰爭機器都不能摧毀斯大林領導的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蘇聯﹐反

而證明了帝國主義是“泥足鉅人”﹐是“紙老虎”﹐只要全世界人民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下團結起來﹐就一定可以戰勝和消滅帝國主

義﹐建立起社會主義的新世界。 
第三﹐造就了一個新型的人類社會及其思想道德體系。 

英國前首相丘吉爾 1959 年 12 月在英國下議院發表講演後﹐流傳

開了他的一句評價斯大林的名言﹕“他接手的是一個使用木犁的國

度﹐撒手人寰時卻是一個擁有原子彈的國家。”8 無疑﹐一國軍事力

量﹐是該國經濟實力直接的﹑真實的體現。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裡

的鉅大作用和偉大勝利﹐反映出了那個時代的蘇聯所具有的強大的國

民力量和經濟實力。蘇聯這種令人震撼的實力﹐毫無疑問是在斯大林

領導下發展和積聚起來的﹐是他領導蘇聯人民把俄國這樣一個曾是歐

                                     
8 張樹華﹕〈俄羅斯重編歷史教科書﹐重新認識蘇聯歷史〉﹐《2007 年馬克思主義研

究和建設工程參考資料選編》第 4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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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資本主義經濟弱國﹐經過短短 30 年﹐其中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及

其國內戰爭的鉅大破壞﹐建設成可與美國抗衡的世界第二強國。不僅

如此﹐斯大林的力量和功績還表現在﹐他發揮蘇聯自身的經濟力量和

文化力量﹐慷慨地“支持兄弟黨和支持它們本國的人民為爭取解放而

鬥爭﹑為維護和平而鬥爭”﹐9 帶動了一大批國家和民族的社會進步﹐

使它們從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文化發展中受益匪淺﹐大大地解

放和推動了 20 世紀社會生產力的鉅大發展。斯大林身後沒有任何錢

財。他的生活儉樸廉潔﹐工作勤奮刻苦﹐思想敏銳活躍﹐信念堅強如

一。他在蘇聯人民中發現﹑培養了青年突擊隊﹐推廣了斯達漢諾夫群

眾運動﹐帶領蘇聯各族人民在廣闊的土地上不僅創造了新型的美好的

社會主義生活﹐還造就了沁人心脾的社會主義的道德觀念和理想情

操。這種以集體主義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完全不同於幾

百年來資本主義社會的金錢至上﹑利慾薰心﹑血腥爭奪的個人主義價

值觀念。存在了幾個世紀的美好願望和理論形態的社會主義﹐變為實

實在在的社會現實和人類生活﹐成為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

追求的能夠觸手可及的理想社會﹐成為人類社會發展中一個現實的社

會形態和必須經歷的歷史階段﹐可以說主要是經斯大林之手實現的。 

曾在蘇聯受過不公正對待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

特朗﹐直面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而引發的世界反共狂潮﹐毅然決

然地出版了“美國人所著的第一本全面論述斯大林問題的著作”—
《斯大林時代》﹕10“對我的西方朋友們﹐我得說﹕這是歷史上一個

富於動力的偉大時代﹐也許是最偉大的時代。他不僅改變了俄國的生

活﹐而且也改變了全世界的生活。”“千萬人民建設了世界上第一個

                                     
9《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676 頁。 
10（美）威廉‧茲‧福斯特﹕〈評《斯大林時代》〉﹐華新譯自美國《工人日報》1956
年 12 月 3 日﹐轉載《國際問題譯叢》1957 年 3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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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國家﹐而他則是工程師。”斯特朗以親身經歷﹐客觀而全面

地描述了斯大林領導蘇聯各族人民為人類社會的進步披荊斬棘及其

所建立的豐功偉績﹐11 把“斯大林時代”這樣一個改變了俄國﹑也

改變了世界的歷史概念推向了全世界。 

是斯大林領導的蘇聯支持﹑推動了 20 世紀 20~50 年代﹐進而繼

續影響了六﹑七十年代長達半個世紀的風起雲湧的世界民族解放運

動﹐幫助和催生了一系列新興民族國家﹐摧毀了統治世界達二三百年

之久的西方殖民主義體系﹐從而整個地改變了 20 世紀發展的格局和

世界的面貌。斯大林領導和發展出來的社會主義陣營﹐由此誕生並初

步形成了一個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相對立的﹑相爭奪的生氣勃勃的世

界社會主義體系 — 這是帝國主義和一切資產階級最為害怕的東西﹐

把世界“分裂”﹑劃分為兩大陣營﹐從而產生了一個凌駕於二者之上

的聯合國﹐一度造成了“東風壓倒西風”的國際形勢。斯大林在世界

造就了社會主義的半壁河山﹐迫使曾經分裂﹑對立的帝國主義列強圍

繞美國聯合起來﹐共同敵對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它支持的世

界民族解放運動﹐從而抑制了﹑改變了帝國主義自身舊有的存在方式﹑

擴張方式和爭霸方式﹐才至今沒有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就是為什

麼當代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模樣在某些方面已經與二次世界大戰前

有了較大變化。關於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這種變化和現狀﹐它為什

麼是這種樣子而不是別的什麼樣子﹐當代人至今認識模糊﹐言不及義﹐

沒有一個關於帝國主義的新的有分量的理論著述﹐癥結就在對這樣的

因素不甚了了。 
斯大林做出的這三大歷史性功績反映了蘇聯什麼呢﹖在他領導

下的蘇聯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創造的鉅大成就及其對世界的鉅大影

響又說明了什麼呢﹖它雄辯地反映了﹑說明了這樣一個任何人也無法

                                     
1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時代》﹐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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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蓋和詆毀不了的事實﹐那就是在斯大林時代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蘇

聯的生產關係極大地解放和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蘇聯的社會主

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蘇聯的政治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是成功的﹐

是先進的﹐其生命力是強大的﹐旺盛的。否則﹐就很難解釋蘇聯哪兒

來的這種力量﹐為什麼有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取得那麼鉅大的勝

利﹐為什麼有能力解放了那麼多的國家和民族﹐為什麼有能力援助和

支持了那麼多的國家和人民﹐為什麼會在短短的 30 年裡並在遭受了

那麼嚴重破壞後還能迅速恢復和發展起來﹐為什麼不是別的國家而是

蘇聯能夠迅速發展成歐洲第一強國﹐世界第二強國﹐等等。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斯大林也犯過諸如肅反擴大化的這樣或那

樣的失誤﹑錯誤。那麼這些失誤﹑錯誤是在什麼情況下發生的呢﹖是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無任何先例和經驗而完全靠自己摸索的

情況下發生的﹐是在打破帝國主義和國際資本主義的封鎖和反復圍剿

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艱難鬥爭中發生的﹐是在社會主義由俄

國一國勝利向全世界發展的前人從未走過的道路上發生的﹐是發生在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 20 世紀上半葉不斷取得勝利的征途中。 
不僅如此﹐斯大林的影響在他死後依然是鉅大無比的﹐有兩件眾

所周知的事情足以說明斯大林影響之深遠。 
一件是﹐1956 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秘密報告﹐否定斯大

林﹐借此抬高自己﹐改弦易轍﹐另起爐灶﹐哪知消息洩漏﹐招致嚴重

後果。帝國主義抓住此事﹐在世界掀起了大規模的反蘇﹑反共的浪潮﹐

東歐爆發了波蘭﹑匈牙利事件。赫魯曉夫這一舉動的直接影響﹐達十

年之久﹐波及範圍廣泛﹐特別是改變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兩個最大的

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 — 中國和蘇聯之間的關係﹐導致了 60 年代

中蘇兩黨的世紀大論戰。赫魯曉夫不知深淺﹐不接受斯大林的寶貴遺

產﹐反其道而行之﹐引發蘇聯國內暗流湧動﹐政治上長期不穩﹐經濟

上無所建樹。這成了 1964 年赫魯曉夫被趕下臺的一個主要原因。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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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日涅夫吸取了赫魯曉夫的一些教訓﹐“冷凍”﹑擱置斯大林問題﹐

局部調整蘇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的政策﹐換來了日後 18 年的社會政

治穩定。 
另一件是﹐戈爾巴喬夫絲毫不考慮前任幾代領導人在斯大林問題

上的經驗教訓﹐尤其是對赫魯曉夫的前車之鑑置若罔聞。戈爾巴喬夫

搞改革﹐遲遲找不到切入點﹐為迎合西方﹐於是想入非非﹐自作解人﹐

拿起西方編造的所謂“斯大林模式”﹑“斯大林體制”大批特批起

來﹐一下子把偌大一個蘇聯攪得民怨沸騰﹐舉國震盪﹐造成自身分崩

離析﹐亡黨亡國﹐世界為之震動﹐毀掉了社會主義陣營﹐毀掉了一大

批社會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政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下子陷入低

潮。經歷了二次大戰方平靜了 40 多年的世界﹐一下子冒出了一大批

新國家﹐至今爭鬥不斷﹐世界的格局和面貌又一次發生鉅大改觀﹐人

類社會發展的前景變得迷惘﹑混沌起來。人類世界就是在這樣一種

“西風壓倒東風”的情景下﹐忐忑不定地走進 21 世紀﹐猶如吳牛喘

月﹐畏首畏尾﹐踟躕難行。 
一個人一生能做成一件影響世界﹑改變世界的事情﹐就已經很了

不起了﹐就可以堪稱一名世界級的偉人。而斯大林有生之年﹐一人就

做出了三件﹐件件都改變了蘇聯﹐改變了許多國家和民族﹐影響了整

個資本主義世界﹐由此也就改變了 20 世紀人類世界的面貌和發展的

格局。無疑﹐斯大林是對世界做出了卓越貢獻的偉大人物﹐其影響之

鉅大而長遠﹐已經遠遠地超出了 20 世紀。平心而論﹐斯大林的諸如

肅反擴大化等失誤和錯誤對歷史的影響是十分有限的﹐與他影響世

界﹑改變世界的歷史作用相比是局部的﹑暫時的﹐在他推動人類社會

發展的歷史進程面前更顯得那麼的渺小。至於錯殺了多少人﹐是不能

輕信別有用心之人的捏造﹐俄政府表示一定要進一步核對﹐以正視

聽。至於深受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各色各樣的機會主義者誣衊和

攻擊的什麼個人崇拜呀﹐什麼獨裁政權呀﹐等等﹐那就另當別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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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否定斯大林﹐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 
一切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派別及其思想體系千方百計迴

避或否定斯大林的鉅大歷史功績和歷史作用﹐不能不使人們思考這樣

一個問題﹐他們為什麼那麼仇視和害怕斯大林的歷史功績和歷史影響

呢﹖斯大林歷史功績的根本作用和意義到底是什麼﹖列寧的這樣一

種思想認識深深地啟發了筆者﹐即﹕在理論上認識一個問題與在實踐

中解決這個問題不是一回事。循著這個思路﹐筆者感到﹐馬克思列寧

在理論上基本解決了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社會的一系列問

題﹐可是真正在實踐上﹐將他們的理論具體化﹑生活化﹑民族化﹐變

成現實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和生活的內容﹐並為之確立了一系列實

現和鞏固這個基礎的原則和方法﹐是由斯大林完成的﹐或者說其中相

當的一個部分是由斯大林完成﹔不僅如此﹐斯大林還為無產階級及其

政黨繼續開拓社會主義事業指出了前進的方向和進一步發展的生長

點。正是這樣一些具有長久性的﹑根本性的原則﹑方法和思想理論﹐

使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各色各樣的機會主義者非常害怕﹐寢食不

安﹐正像他們自己所表白的﹐“一切問題的總根子﹐就在斯大林所建

立的這一政治制度上”。12 顯然﹐這一切對他們來說﹐如果不將其

除之﹐被無產階級政黨和革命的人民完全繼承和掌握了﹐他們就再也

無力回天了﹐他們的末日就不遠了﹐這是他們總在那裡妖魔化斯大林﹐

總是反復地批判﹑醜化﹑誣衊所謂“斯大林模式”﹑“斯大林體制”

和離間革命人民的真實意圖和原因。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各色各

樣機會主義者們盤算得非常精細﹐只要搞臭了斯大林﹐只要扳倒了斯

大林﹐與斯大林相聯繫的一切﹐也就隨之崩潰了。他們這種事半功倍

的舉措﹐真是值得馬克思主義一方認真地思考。 
 

                                     
12 黃元﹕〈蘇聯解體的挽歌〉﹐《香港傳真》No. 2009~11 和No. 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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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美國的生活方式﹐令世界上許多國家和民族羨慕﹑模仿﹐

他們又自命為人權衛士﹑民主楷模﹐幾個世紀以來到處推銷他們的民

主觀念和他們自導自演的民主方式﹐可謂爭鬥不斷﹐硝煙彌漫。但是

讀者什麼時候聽到或看到過國內學界﹑新聞界廣泛使用諸如“美國模

式”﹑“西方模式”這樣的術語和概念嗎﹖要講這模式那模式﹐難道

最該有的不是“美國模式”﹑“西方模式”嗎﹖﹗可是偏偏就是“美

國模式”﹑“西方模式”這樣的概念﹑術語﹐美國﹑西方的學術界思

想界自身是不怎麼講的。國內外這種奇怪的思想現象和社會現象﹐很

是值得人們深思。 
懂外語的讀者都不難理解﹐“模式”與“方式”一詞無論在英語

裡還是在俄語裡﹐是兩個詞﹐區別是明顯的﹐有著完全不同的內涵。

在馬恩列斯毛的著作裡是不怎麼使用﹐甚至很難看到使用“模式”這

個概念或術語﹐經常使用的是“方式”一詞﹐如生產方式﹑消費方式

等等。所謂方式﹐它的精神內涵﹐筆者的理解是﹐“方式”是一種不

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你有你的方式﹐

我有我的方式﹐你是你的﹐我是我的﹐你幹你的﹐我幹我的﹐願意學

就學﹐不願意學就別學。“模式”一詞就不同了﹐上來就自我標榜﹐

自己是模型﹑樣板﹑典範﹐其潛臺詞是說我是先進的﹐你得學習我﹐

要推廣我的一套。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裡有這樣一個不大被人注意的事情﹐

在恩格斯的名著《反杜林論》第一篇第四節﹐徹底揭露並粉碎性地批

判了杜林自我標榜和試圖推行的“世界模式論”。由此﹐在以後相當

長的時期裡﹐社會科學界不再敢像杜林那樣使用“模式”一詞。讀者

可以翻翻我國 70 年代末以前的理論文章和著作﹐是很難看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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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一詞的﹐不像現在﹐“模式”一詞廣為使用﹐動不動就稱自己或

恭維別人的某某東西為“模式”。現在的情景是﹐“模式”一詞驅趕

了“方式”一詞﹐廣為流行﹐成了學術界思想界一種行文的時尚。 
“模式”一詞的再生﹐源於西方學術界思想界﹐他們在斯大林逝

世之後﹐欺世盜名﹐把“模式”一詞用在斯大林身上﹐編造了“斯大林

模式”這一理論概念﹐並賦予它一套內容和邏輯﹐推向全世界。毫無

疑問﹐西方學術界思想界在編造這個概念時﹐是作為貶義詞使用的﹐

諷刺和挖苦蘇聯﹐諷刺和挖苦那時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

制是套用蘇聯的﹐是斯大林創造的﹐是什麼極權呀﹑獨裁呀﹐等等。幾

十年來﹐西方學術界思想界不斷地把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領導下

否定斯大林﹐反其道而行之搞出來的政治﹑經濟﹑思想等方面的種種

弊端和僵化體制﹐統統塞進“斯大林模式”﹑“斯大林體制”﹑“蘇聯

模式”這樣一類概念裡﹐把不是斯大林的東西硬按在斯大林身上﹐以

此來抹黑﹑否定﹑詆毀斯大林﹑斯大林時代和蘇聯﹐以此來醜化﹑污

衊﹑否定斯大林領導下創建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採用謊話重複千

遍即是真理的手段﹐攪亂人們的思想﹐矇騙和誤導了不少善良的人們。 
其實﹐斯大林去世後﹐蘇聯在一段很長的時期裡﹐也是不用西方

學術界編造的“斯大林模式”這個意在否定蘇聯的概念。蘇聯思想界

開始頻繁使用“斯大林模式”這一概念﹐是在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後。 
“模式”一詞大規模進入我國思想界﹐是改革開放以後﹐西方學

術界思想界的一大批理論概念滾滾而來﹐我國學術界思想界的許多人

連想都沒想﹐就全盤接受並廣泛使用“斯大林模式”這樣的理論概

念﹐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其中的思想邏輯所左右﹐信手拈來﹐批這個﹐

批那個﹐年深日久﹐積習頗深。 
“斯大林模式”一詞進口我國﹐成了思想界一個經常議論的話

題﹐後來有了這樣一種離奇的觀點﹐即“斯大林模式是蘇聯劇變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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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因”。13 這一東施效顰的觀點如果成立﹐豈不等於是說﹐爺爺

艱苦奮鬥創下豐厚的家業﹐被子孫們吃喝嫖賭輸個精光﹐責任不在子

孫而是爺爺。這種令人瞠目結舌﹐堪稱彌天大謊的“學術”觀點及其

思想邏輯﹐在中國思想界至今風頭不減。顯然﹐不能指望持這種“學

術”觀點的學者能夠科學公正地研究斯大林問題。 
斯大林一生高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旗幟﹐他繼承和發展了列寧

主義﹐從未以任何形式和名義樹立自己的思想﹐就更談不上什麼“模

式”了。他帶領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經過 30 年艱苦奮鬥﹐創下

了特別豐厚而龐大的社會主義事業。所謂的“斯大林主義”﹐也是西

方思想界在斯大林去世後編造出來﹐硬按在斯大林的頭上。是赫魯曉

夫到戈爾巴喬夫這樣一批人﹐全盤否定斯大林﹐在其後近 40 年裡﹐

他們領導的蘇聯走上了一條與斯大林時代背道而馳的道路﹐把蘇聯這

份雄厚的家產敗了個精光。可是我國一些評論家﹐不是從戈爾巴喬夫

這樣一群敗家仔身上找原因﹐置一系列基本事實不顧﹐把蘇聯亡國的

板子打在辛勞的創建者斯大林身上﹐非要斯大林創造的輝煌成就為戈

爾巴喬夫幹出的亡黨亡國的敗績承擔責任。這是當今我國思想界理論

界存在的一種十分反常而離奇的思想現象。 
不僅如此﹐我國有學者更荒唐地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蘇

聯模式的全面突破”﹐這是一種赤裸裸地對中蘇兩國歷史和國情的無

知與妄斷。蘇聯的政治體制實行的是一黨制和聯邦制﹐它產生並形成

於兩次世界大戰這樣一個既是國際戰爭又是蘇聯國內戰爭的歷史背

景和歷史條件下。1922 年烏克蘭﹑白俄羅斯﹑南高加索﹑俄羅斯四

國“自願﹑平等地聯合成一個新的國家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盟”﹐簽署條約規定“每一個共和國保有自由退出‘聯盟’的權

                                     
13 陸南泉﹕〈有關斯大林模式若干重要問題的再思考〉﹐《社會科學報》2007 年 6 月

21 日。參閱陸南泉主編﹕《蘇聯興亡史論》﹐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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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正式成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14 1936 年蘇聯新憲

法保留並再次“明文規定加盟共和國有自由退出蘇聯的權利”﹐建立

起了一種完全不同於西方國家兩院制的具有蘇聯特色社會主義的政

治體制和政治架構﹐即全新的兩院制 — 聯盟院和民族院﹐確認了一

系列加盟共和國。15 無疑﹐新中國在誕生時﹐我國的政治體制就與

蘇聯有著極大的不同。1949 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時期﹐就已經產生

並確認新中國的政治體制之一是在少數民族集居的地區實行民族區

域自治﹐這就是為什麼內蒙古自治區的歷史比新中國還要長的原因﹔

同時確認的政治體制還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

會議﹐它還一度起過臨時制憲會議的作用。1954 年第一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制定了我國第一部憲法﹐確立了我國的政治體制和政治架構

是“兩會制”﹐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像這樣在毛澤

東時代創造出來的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還有一

系列﹐直到今天﹐還在建設我國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中不但依然保持

著不可移易和替代的重大主導地位﹐而且繼續發揮著重大基礎性作

用﹐哪裡談得上什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從體制模式

層次上對蘇聯模式和斯大林體制的全面突破”。16 這是無中生有﹐

生拉硬扯﹐自欺欺人。 

在如何學習蘇聯的問題上﹐毛澤東的態度歷來非常明確﹐那就是

“無論什麼時候﹐都要謙虛謹慎﹐把尾巴夾緊一些。對蘇聯的東西還

是要學習﹐但要有選擇地學﹐學先進的東西﹐不是學落後的東西。……

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有益的東西﹐我們都要學。找知識要到各方面去找﹐

                                     
14《蘇聯共產黨歷史》（蘇）﹐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第 384 頁。 
15《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第 413 頁。 
16 馬龍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蘇聯模式的全面突破〉﹐《社會科學報》2007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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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到一個地方去找﹐就單調了。”17

20 世紀以來中國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科學﹑文化﹑思想﹑

理論等一系列重大領域﹐幾乎都能找出這樣或那樣的斯大林因素或斯

大林烙印。無疑﹐既然都是搞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就會有

關於社會主義本質和形式上相似或相同的東西﹐這是必然﹐也是無可

厚非的。西方各國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不是也有許許多多的相同和

相似的地方嗎﹖以批判所謂的“斯大林模式”為一種突破口﹐是帝國

主義顛覆蘇聯的一種“冷戰”工具和重要手段﹐現在帝國主義又把這

個戰略用於中國。這就是為什麼八九風波後鄧小平大聲疾呼﹕“西方

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

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18 — 善良的人們﹐一定要記住鄧小平的

忠告﹐千萬不要上當啊﹗ 
 

 
 
有人提出﹐要弄清蘇聯亡國亡黨的原因﹐只要“深入探討”這樣

幾個問題就夠了﹐其中擺在第一位題目是﹕“斯大林的功過是非﹐也

就是說他所代表的制度是否就是列寧所期望的制度﹐他本人是否列寧

主義者﹐抑或相反。”其中竟說什麼把斯大林視為馬列主義者“是十

分荒謬的”﹐是“文不對題”。19 筆者以為﹐這樣的研究題目和內

容的文章﹐絕不是什麼幼稚可笑了﹐而是企圖通過造謠惑眾﹐攪亂是

非﹐從而渾水摸魚。當年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否定斯大林﹐也不

得不承認斯大林是一位堅強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我國學界竟出此荒唐

                                     
17《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192 頁。 
18《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344 頁。 
19 黃元﹕〈蘇聯解體的挽歌〉﹐《香港傳真》No. 2009~11 和No. 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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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豈不被我國的友鄰俄羅斯思想界和國際學術界恥笑。這種學者

的思想水平和自以為高明的手段﹐完全可以與法國大文豪巴爾扎克生

動描繪的“攪水女人”為伍。但凡有思想的學人﹐不齒於討論這樣齷

齪的問題。 
常常讀到一些理論文章﹐不講道理﹐上來就斥責斯大林﹐斥責“斯

大林模式”﹑“斯大林體制”僵化﹑教條﹑獨裁﹑極權﹐實際上﹐這

些作者大多不瞭解斯大林的生平和思想。 
斯大林嚴於律己﹐是有口皆碑的﹐無論對自己還是對家人。 
早在 20 世紀 30 年代﹐他寫信給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

員會兒童讀物出版社﹐堅決反對並阻止了《斯大林童年時代的故事》

這樣一類書出版。他非常生氣地指出﹕“在這本書裡有大量不符合事

實﹑歪曲﹑誇大﹑和過分頌揚的地方。作者被童話愛好者﹑扯謊者（大

概是‘善意的’扯謊者）﹑阿諛奉承者弄迷糊了……這本書有一種傾

向﹐即在蘇聯兒童（以及一般人）的意識中培植對個人﹐對領袖和絕

對正確的英雄的崇拜。這是危險的﹐有害的。‘英雄’和‘群氓’的

理論不是布爾什維克的理論﹐而是社會革命黨的理論。社會革命黨人

說﹕英雄創造人民﹐把他們從群氓變為人民。布爾什維克回答社會革

命黨人說﹕人民創造英雄。”斯大林嚴肅地指出﹕“一切這樣的書都

將為社會革命黨人張目﹐都將危害我們整個布爾什維克的事業。”他

“建議把這本書燒掉”。20

1946 年﹐與編寫《斯大林傳略》的學者座談時﹐斯大林嚴肅指出﹐

這本書敘述的調子不好﹕“傳略中好話很多﹐讚揚個人的作用。讀者

在讀了這本傳記後該做什麼呢﹖他們得跪下來向我祈禱。”他對傳略

中沒有提他是列寧的學生表示不滿﹕“任何地方都沒有明確說明我

是列寧的學生……而事實上我過去和現在一直認為自己是列寧的學

                                     
20 黑體字為原文所有﹔《斯大林文集（1934~1952）》第 1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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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這一點我在同路德維希的談話中明確地說過。列寧教導我﹐而不

是相反。”他反對把他的某些觀點抬高到“學說”一類的地位﹐用諷

刺的語氣說﹐“我現在居然有了各種學說﹐直到關於戰爭中起作用的

經常性因素的學說。甚至發現我還有共產主義學說﹑知識分子學說﹑

集體化學說等等”﹔“這樣的學說在我這裡‘發現’了整整六

種……實際上一種也沒有”﹔“我們有馬克思和列寧的學說﹐任何補

充的學說都不需要”。1947 年出版時﹐他又作了多處刪改﹐勾掉了“在

斯大林領導下”﹑“斯大林領導的”這樣的字句﹐去掉了“天才的理

論家”﹑“蘇維埃國家真正的舵手”﹑“最偉大的統帥”等頭銜。21

諸如此類的事情﹐筆者能舉出許許多多。就是這樣一個斯大林﹐

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斷然拒絕了德國提出的用他被俘的兒子換一名

德國將領的要求﹐他的兒子犧牲在了德國集中營。難道斯大林就是這

樣搞個人迷信﹑個人崇拜嗎﹖把人民群眾對革命領袖的熱愛﹐當作所

謂的個人迷信﹑個人崇拜來誣衊和批判﹐這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及

其御用文人慣用的挑撥離間的欺騙手段。這表明他們是多麼害怕和妒

忌革命領袖在人民群眾中的崇高威望﹐而這樣的威望﹐正是無產階級

革命事業獲得勝利的一種必須的條件和保障。 
斯大林不但有影響世界﹑改變世界的偉大歷史實踐﹐也有著豐富

而深刻的理論思想﹐這二者是統一的﹐是相輔相成的。根據筆者的接

觸﹐遺憾的是﹐研讀過斯大林文章和著作的學人真是太少了﹐造成學

界不少人被道聽途說的口耳之學所影響﹐以訛傳訛﹐是非難辨。尤其

是如果不知曉﹑不懂得兩次世界大戰這樣一個既是國際戰爭又是蘇聯

國內戰爭的歷史背景和歷史條件﹐就既不能理解斯大林的偉大革命實

踐﹑理論思想和創造性歷史功績﹐也不能理解他的失誤和錯誤。關於

這個方面﹐筆者將另文再說。 

                                     
21 俄羅斯《真理報》﹐1999 年 3 月 19~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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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畢生為無產階級革命和人類解放無私無畏地奮鬥﹐他學習

刻苦﹐思想敏銳﹐遠見卓識﹐留下了豐厚的思想和著述﹐是 20 世紀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一。斯大林的文章﹑

報告﹐都是自己動手﹐有自己特殊的風格﹐同誰也混淆不了。22 這
在蘇聯﹑俄羅斯和世界思想界是公認的。這種非凡的理論思維和寫作

能力﹐連他的政治對手都十分的欽佩和服膺。1959 年﹐丘吉爾在紀

念斯大林講話中說﹐他“能明晰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斯大林自己寫發

言稿。在他的著作裡總是有一種執行者的力量。斯大林身上這種力量

之大﹐使他成為所有時代和民族領導人中獨一無二的人。”23
 憑此

一條﹐20 世紀以來能列入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理論家的人可謂寥寥無

幾。斯大林能有如此鉅大的世界影響﹐原因在於他有真才實學﹐有實

實在在的親筆著述的《斯大林全集》這樣輝煌的理論著作。 

斯大林直至晚年﹐依然保持著活躍的思維﹐與時俱進﹐筆耕不輟﹐

親筆著述了《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這樣一本至今仍然堪稱經典

的語言學著作。其中﹐斯大林針對蘇聯科學界﹑思想界特別強調﹕“沒

有不同意見的爭論﹐沒有批評自由﹐任何科學都不可能發展﹐不可能

有成就。可是這個公認的規則﹐竟被忽視和極粗暴地踐踏了。一些自

認為完全正確的領導者組成一個排他的小集團﹐保證自己不受任何的

批評﹐恣意橫行﹐為所欲為。”24 可以說﹐在蘇聯科學發展史的一

個相當的時期裡﹐不是別人﹐正是斯大林一次又一次隻身奮起﹐力排

阻礙蘇聯科學發展的障礙﹐造就百家爭鳴﹑推陳出新的局面。請問﹐

世界上有幾位共產黨領袖說出了如此擲地有聲﹑力透紙背的話語﹖世

                                     
22 Ф‧丘耶夫﹕《莫洛托夫 — 掌握一半權力的統治者》﹐（俄羅斯）奧爾馬出版社

2000 年﹐第 618~619 頁。 
23 轉引自（俄）尤‧瓦‧葉梅利亞諾夫﹕《在權力的頂峰》﹐譯林出版社 2006 年﹐第

611 頁。 
24《斯大林文集（1934~1952）》第 5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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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有這樣的“現代沙皇”﹑“個人獨裁”﹑“寡頭領袖”嗎﹖25 如
此論斷﹐才是不折不扣的十分荒謬呢﹗ 

斯大林的刻苦勤奮和理論創造是超群的。這鮮明地表現在二次世

界大戰結束後﹐他就預見到一個全面的和平建設的時代很快到來了﹐

於日理萬機中不倦地探索“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規律”﹐真是活到

老﹑學到老﹑寫到老﹐生命不息﹑奮鬥不止﹗在他人生的最後時光﹐

1952 年﹐74 歲高齡﹐親筆著述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樣一

部劃時代的理論著作。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

是斯大林第一次明確而完整地提出了“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

生產問題”。 
— 他嚴肅而誠懇地告誡人們﹐“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會有落

後的惰性的力量”﹐“新的生產關係不可能永遠是新的﹐而且也不永

遠是新的﹐它開始變舊﹐並和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發生矛盾﹐它開始

失去其為生產力的主要推進者的作用﹐變成生產力的阻礙者”﹐就會

產生“就出現新生產關係來代替這種已經變舊了的生產關係”的社

會願望和要求。那麼自覺地實現這種社會要求的切入點在哪裡呢﹖就

是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及其交換。因而需要圍繞商品生產作

一篇大文章﹐來啟動和改變蘇聯思想界理論界在這個問題上的僵滯局

面和已經變得陳舊的思想觀點﹐以便提出適應時代發展的新的想法﹑

新的理論。這就是為什麼當蘇聯經濟剛剛從戰爭破壞中恢復﹐斯大林

不顧朝鮮戰爭尚在進行的半“熱戰”的國際局面﹐通過組織編寫《政

治經濟學教科書》﹐在國內啟動了一場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大討

論﹐把“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問題”作為整個討論的出發點和

重點。他提醒人們﹐“不能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混為一談”﹐

啟發人們思考和探索“為什麼商品生產就不能在一定時期內同樣地

                                     
25 黃元﹕〈蘇聯解體的挽歌〉﹐《香港傳真》No. 2009~11 和No. 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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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服務而並不引導到資本主義”。26 這個提法和

論點﹐在當時來說可謂驚世駭俗﹐振聾發聵﹐實際上是提出了社會主

義改革的切入點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生長點。五個來月後﹐斯大林逝世﹐

他要改革蘇聯社會經濟運行體制的願望和思想﹐被赫魯曉夫全盤否定

斯大林的高音長期湮沒了﹐蘇聯歷史的車輪走上了另一個方向。 

筆者深感﹐斥責一個 70 多歲高齡﹑親筆寫出《馬克思主義和語

言學問題》﹑《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老人是什麼獨裁﹐僵化﹐

教條主義﹐只能表明我國一些評論家的思維很不正常。 
實際上﹐斯大林從理論思想到社會實踐的各個方面﹐其青春活力

和與時俱進﹐堪稱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的典範﹑楷模。 
— 在 20 世紀 20 年代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即將全面爆發之

時﹐斯大林深謀遠慮﹐及時﹑果斷地調整了列寧時期的“新經濟政

策”﹐轉軌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爆發

之後﹐又大膽地﹑廣泛地引進美歐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技術﹑人才﹐

不餘遺力地利用資本主義的科學技術成果改革﹑改造蘇聯的社會主義

經濟建設體制﹐創造了 20 世紀上半葉世界經濟中高速發展的奇蹟﹐

造就了強大的蘇聯經濟及其在世界的地位﹐27 為日後打敗德日法西

斯侵略者﹑拯救蘇聯﹐奠定了雄厚的﹑必勝的經濟基礎﹔ 
— 20 世紀 30 年代中期﹐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全面爆發後﹐

國際政治領域也不斷滋生出令人擔憂的情況﹐斯大林高瞻遠矚﹐審時

                                     
26《斯大林選集》下卷﹐第 545﹑577﹑585﹑549 頁。 
27 筆者認為﹐面對斯大林在 20 世紀實施的蘇聯特色的改革開放政策﹐世界資本主義思

想界和話語體系之所以長期失語﹐一言不發﹐是因為在斯大林的領導下﹐蘇聯巧妙地

借助﹑利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迅速發展並壯大了自己﹐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歷史

奇效。而斯大林的經濟政策和經濟手腕兒﹐使美歐資本主義國家在蘇聯經濟的高速發

展中沒有得到什麼好處。蘇聯經濟在那時不僅一枝獨秀﹐氣勢如虹﹐戰後還發展出了

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令美歐資本主義國家寢食難安﹐懊惱不已﹐不得不悄悄地嚥下這

一賠了夫人又折兵的苦果。這個問題﹐另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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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勢﹐為共產國際制定了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的政策和策略﹐再度

推動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蓬勃發展﹔這一策略對挽救當時處於極

度危機中的中國共產黨﹑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都產生了極其深

遠的影響和作用﹔1943 年﹐斯大林又果斷地終止﹑解散了由列寧創

建的共產國際﹐這又是何等的眼光和魄力﹗ 
— 1939 年蘇聯共產黨（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斯大林通過修

改聯共（布）黨章﹐取消了由列寧創造的﹑已經運用了近 20 年的大

規模“清黨”這樣一種往往造成黨內矛盾擴大化的黨的建設的方式

和方法。 
等等﹐等等﹐不勝枚舉。難道這就是一些人常常批判的所謂的僵

化的﹑低效率的“斯大林模式”﹑“斯大林體制”嗎﹖﹗ 
這裡需要再告訴讀者的是﹐在 1939 年蘇聯共產黨（布）第十八

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以鮮明而透徹的語言表達了如下這樣一段經典

思想﹐深深地影響了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不能要求距今 45~55
年以前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預見到每一個別國家在遙遠的將來所

發生的所有一切歷史曲折。如果要求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對每一個

別國家在 50~100 年以後可能發生的一切理論問題都給我們作出現成

答案﹐使我們這些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後代可以安然地躺在暖炕上

來咀嚼這些現成的答案﹐那就太可笑了。”28 斯大林的這一理論思

想﹐深刻地揭示出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和建設的政策和策略產生和形

成的唯一途徑。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就是這樣的一批馬克思主義者。

他們不會討論諸如馬克思論“怎樣”革命和建設這樣一類的問題﹐當

然也就不會被這樣的問題束縛自己的思想和手腳。毫無疑問﹐斯大林

就是以這樣的思想方法和態度領導蘇聯人民和蘇聯共產黨進行社會

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顯然﹐用教條主義﹑僵化﹑獨裁之類的

                                     
28《斯大林文集（1934~1952）》第 27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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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語來評論斯大林﹐來評論斯大林的實踐和思想﹐是顛倒了黑白。 
實際上﹐只有那些專門在書本裡討生活﹑混職稱的書生﹐才不厭

其煩地在文章裡提出和討論什麼諸如什麼馬克思﹑列寧論“怎樣”革

命和建設的問題。可以說﹐不是別人﹐正是這樣一批貌似博學的人﹐

在那裡不斷地“發現”所謂的馬克思的﹑列寧的革命和建設的種種

“方案”﹐或者把他們對某段歷史或某個歷史事件的評論當成現成

“方案”﹐來剪裁歷史或指責像斯大林這樣的人民領袖的實踐經歷﹐

從而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建設的研究領域裡﹐在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裡

無事生非﹐製造了數不清的思想混亂和學術垃圾。 
那些指責斯大林是教條主義者的人﹐那些製造了“斯大林模式”

和不厭其煩地批判所謂“斯大林模式”﹑“斯大林體制”的人﹐才是

具有嚴重教條主義思想的人。為什麼﹖說明這點並不是什麼困難的事

情﹐是斯大林繼承列寧的遺志﹐領導共產黨和蘇聯人民創建了社會主

義的基本制度及其在兩次世界大戰這樣一種歷史條件下的運行體制﹐

而這些都是史無前例的﹐完全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造﹐是無“條”可

“教”的﹐又能“僵化”誰呢﹖只能是後人“僵化”斯大林的創造﹐

根本就談不上那時斯大林創立的新生的﹑年輕的蘇聯社會主義的基本

制度及其那時的運行體制教條﹑僵化的問題。 
有這樣一件事情長期被忽視﹐甚至被遺忘﹐那就是斯大林在 1952

年 10 月蘇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這是斯大林最後一次公開

講話﹐之後四個月就去世了。在這篇一千來字的短短的講話裡﹐斯大

林可謂苦口婆心﹐告誡“那些還沒有取得政權而繼續在資產階級殘酷

法律的統治下工作的共產主義的﹑民主主義的或工農的政黨”兩件極

為重要的事情。一件是﹕希望他們從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錯誤和

成就中學習﹐從而便於進行自己的工作”。另一件是﹕“從前﹐資產

階級敢於實行自由主義﹐維護資產階級自由民主﹐從而在人民中間為

自己樹立了聲望。現在……資產階級自由民主的旗幟被拋棄了。我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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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你們﹐共產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政黨的代表們﹐必須舉起這面旗幟﹐

打著這面旗幟前進﹐如果你們想把大多數人民集合在自己的周圍的

話。除了你們以外﹐再也沒有人能舉起這面旗幟。”“從前﹐資產階

級被當作民族領袖﹐他們維護民族的權利和獨立﹐把它們看得‘高於

一切’。現在……資產階級出賣民族的權利和獨立來換取美元。民族

獨立和國家主權的旗幟已經被拋棄了。毫無疑問﹐你們﹐共產主義的

和民主主義的代表們﹐必須舉起這面旗幟﹐打著這面旗幟前進﹐如果

你們想成為本國愛國者的話﹐如果你們想成為自己民族的領導力量的

話。除了你們以外﹐再也沒有人能舉起這面旗幟。”29 斯大林人生

的最後一次講話﹐內涵豐富﹐意境深遠﹐令人感慨萬千﹐思緒不止。

他對自由民主的理解和呼喚﹐對民族獨立和愛國主義的理解和呼喚﹐

是那麼的深邃和真誠。斯大林這篇最後的講話的意義是什麼呢﹖筆者

以為﹐是為當代世界的人民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指出了進一

步發展的生長點。凡具有正義感和道德感的讀者﹐是不可能把斯大林

設想成什麼獨裁﹑什麼極權主義﹐只有那些指鹿為馬的人才能幹出這

樣的事情。 
斯大林的一生是在創造﹑創新中度過的﹐否則就不可能戰勝對手﹐

取得勝利。這一方面源於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深刻把握﹐一方面源

於他總是處於國內外各種政治力量相互較量的最前沿。 
在怎樣革命﹑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是不可能照搬馬克思

的理論的﹐因為馬克思從來就沒有為後人提出過﹑制定過任何所謂這

樣或那樣的關於革命和建設的方案。 
馬克思主義創立時﹐即在思想上確立了這樣一個理論原則﹐共產

黨人的理論原理“是現存的階級鬥爭﹑我們眼前的歷史運動的真實關

係的一般表述”﹐“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

                                     
29《斯大林文集（1934~1952）》第 677~6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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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30 不僅如此﹐馬克思恩格

斯明確地告誡他們的戰友和同事﹐給戰鬥的工人階級制定任何可供後

來革命和建設的具體的實踐方案都是一種罪過。為準確把握這一原理

和原則﹐恩格斯曾負責任地說﹕“無論如何應當聲明﹐我所在的黨並

沒有任何一勞永逸的現成方案。我們對未來非資本主義社會區別於現

代社會的特徵的看法﹐是從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中得出的確切結論﹔

不結合這些事實和過程去加以闡明﹐就沒有任何理論價值和實際價

值。”所以不要用“學理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態度去對待它﹐認為只要

把它背得爛熟﹐就足以滿足一切需要”。31 馬克思恩格斯這方面的事

例不勝枚舉。1894 年﹐恩格斯最後的晚年﹐意大利勞動社會黨領導人

庫利紹娃和屠拉梯給恩格斯寫信﹐請他就意大利國內所醞釀的革命危

機談談他們將應採取“怎樣的”策略﹐恩格斯告誡他們﹐雖然《共產

黨宣言》所制定的關於一般革命策略的原理是正確的﹐“但是說到怎

樣把它運用到意大利目前的狀況﹐那就是另一回事﹔必須因地制宜地

作出決定﹐而且必須由處於事變中的人來作出決定。”32 因此﹐所謂

“照搬”馬克思恩格斯理論是一個假問題﹐是個思想陷阱。在馬克思

恩格斯之後﹐像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這樣總是處於敵我鬥爭的風口

浪尖﹐歷經千辛萬苦﹐才爭來勝利的革命家﹐是絕不存在諸如“照

搬”﹑“教條”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這樣一類幼稚可笑的問題的﹐

否則他們不可能取得任何革命和建設的成就﹐早在半路就失敗了。 
毛澤東說得好﹕“斯大林同志的一切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不

朽的文獻。他所著的《列寧主義基礎》﹑《蘇聯共產黨歷史》以及他

最後的偉大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百

                                     
3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85﹑248 頁。 
3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676﹑677 頁。 
3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 4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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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全書﹐是百年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經驗的綜合……我們中國共產黨

人和世界各國共產黨人一樣﹐是從斯大林同志的偉大的著作中去找尋

自己勝利的途徑的。”33 從毛澤東的這段話裡﹐我們不難覺察到﹐

那些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思想流派﹐為什麼那麼熱衷

於醜化和誣衊斯大林﹐因為斯大林的實踐和理論思想是當代社會主義

運動的活水源頭﹗ 
 

 
在探討蘇聯亡國這個問題上﹐認識之對立﹐論爭之尖銳﹐是不存

在什麼單純的學術研究的﹐所以事情就沒那麼簡單﹐因為不同的思想

體系有著完全不同的目的。 
只要讀者認真閱讀批判“斯大林模式”﹑“斯大林體制”文章﹐

不難發現這樣一種現象﹐即這樣的文章常常是筆鋒一轉﹐就把批判的

矛頭從斯大林轉到了毛澤東身上。其實﹐這才是他們的興趣所在﹐這

才是他們研討蘇共亡黨蘇聯亡國的真正目的﹐斯大林問題不過是他們

實現否定毛澤東的一根槓桿。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各色各樣的機

會主義者曾經用來妖魔化斯大林的種種手法被他們用在了毛澤東身

上﹐就有了這樣一些聳人聽聞的謠言﹐什麼“中蘇的分裂是毛澤東想

成為國際共運的新領袖”﹐什麼中蘇論戰“是毛澤東置國家根本利益

於不顧﹐利用製造意識形態分歧的辦法﹐來完成自己的政治目的”﹐34 
什麼“毛澤東後來把斯大林模式出現的錯誤在中國基本上實踐了一

遍”﹐35 等等﹐等等﹐力圖把毛澤東描繪和污衊為一個陰謀家﹑獨

                                     
33 毛澤東﹕〈最偉大的友誼〉﹐《人民日報》1953 年 3 月 9 日。 
34 黃元﹕〈蘇聯解體的挽歌〉﹐《香港傳真》No. 2009~11 和No. 2009~12。 
35 陸南泉﹕〈有關斯大林模式若干重要問題的再思考〉﹐《社會科學報》2007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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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者﹐以此來貶低和醜化毛澤東在中國人民中的形象﹐挑撥﹑離間毛

澤東與黨和人民的關係。他們的目的是什麼呢﹖醉翁之意不在酒﹗無

疑﹐從手段的卑鄙不難看出目的的卑鄙。這絕不是什麼學術研究﹐而

是企圖通過否定斯大林來醜化﹑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否定

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從而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列寧主

義﹐在中國再現蘇共亡黨的歷史現象。這是其中一些人求之不得的﹐

除此之外﹐還能有什麼更好的結果嗎﹖ 
斯大林對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對中國革命﹑對中國社會主

義建設的無私幫助﹐被國內某些學人扣上“斯大林模式”而加以全盤

否定。筆者以為﹐善良而正直的中國人民是不會忘記斯大林和蘇聯人

民對中國人民的友好和無私援助﹔喜歡歌唱美好而動聽的蘇聯歌曲

的中國人民﹐也是不會相信被國內某些人肆意污衊的斯大林時代是什

麼“蘇聯歷史上最為恐怖的個人獨裁社會”的。36

在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最初年

代﹐斯大林和他領導的蘇聯對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的積極影響﹐即

“斯大林因素”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獲得勝利和發展的一個基本條件

和基本因素。 
在革命戰爭年代﹐大革命的興起和北伐戰爭﹐江西中華蘇維埃共

和國﹐西安事變﹐抗擊日軍空襲的武漢保衛戰﹐延安整風與中國共產

黨的建設﹐解散第三國際﹐百萬蘇聯紅軍消滅日本關東軍﹑解放中國

東三省﹐支持中國共產黨奪取和建立東北根據地﹐在世界上第一個承

認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等等﹐都有著深深的斯大林印跡。 
在中國革命的實踐和理論方面﹐是斯大林發現和提出了由北伐戰

爭顯露出來的中國革命的特點﹐提醒共產國際領導層不要“忽略中國

革命的一系列的根本問題”﹔精闢指出﹐“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

                                     
36 黃元﹕〈蘇聯解體的挽歌〉﹐《香港傳真》No. 2009~11 和No. 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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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中國革命軍

隊的特殊意義正在這裡。”斯大林還語重心長地告誡中國同志﹕“中

國共產黨人應當特別注意軍隊工作。”37 這是斯大林對中俄兩國革

命實踐進行深入比較而做出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概括﹐真可謂出手不

凡﹐立意高聳啊﹗在中國共產黨﹐只有毛澤東真正領會了斯大林的這

個理論思想﹐不僅多次引用斯大林的這句話解說中國革命﹐尤其是堅

持運用這一卓越的思想指導中國革命﹐進而提出了武裝鬥爭是中國共

產黨“在中國革命中的三個基本問題”之一﹐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

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主要的法寶”之一。38 可以說﹐是有了斯大

林的啟發﹐毛澤東繼續回答和解決了這一“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

點之一”裡面的具體內容﹐從而解決了中國革命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政

策問題。正是通過斯大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才掌握了

活的馬列主義﹐並最終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而斯大林生前也曾多

次誠懇地告誡中國共產黨人﹐注意避免蘇聯走過的彎路。不管斯大林

對中國革命有過怎樣的誤解或失誤﹐他是在一心幫助和支持中國革命

的﹐他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貢獻是第一位的。 

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新中國成立﹐中蘇兩國簽訂了《中蘇

友好互助同盟條約》﹑《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

還簽訂《關於蘇聯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等。不是別人﹐是

斯大林無私而慷慨地援助新中國經濟建設﹐在這個貸款協定裡﹐蘇聯

以年利 1％的優惠條件﹐向我國提供三億美元貸款。當年蘇聯即用這

筆貸款向我國提供第一批大型建設項目 50 個。這 50 個項目就是後來

被稱為新中國 156 項工程中的第一批﹐主要是煤炭﹑電力等能源工業﹐

鋼鐵﹑有色金屬﹑化工等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1950 年朝鮮戰爭爆發﹐

                                     
37《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第 483﹑487 頁。 
38《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605~60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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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大力援助我國進行抗美援朝戰爭﹐除了支援武器彈藥﹐那時保衛

我國領空和與美軍空戰主要是依靠斯大林派出的蘇聯空軍和飛機進

行的。這樣強大的經濟和軍事援助﹐是蘇聯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鉅大破壞而國內也在恢復經濟建設的時期所能盡力給予和提供的。 
1952 年 8 月﹐毛澤東派周恩來總理再次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

帶著有關“一五”計劃的設想和草案﹐赴莫斯科訪問。斯大林滿腔熱

情地接待周恩來總理﹐表示願意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幫助中國。特別

是斯大林主動提出了一系列十分中肯的建議﹐他強調中國在軍事工業

方面應自己生產飛機﹑坦克﹑雷達等武器裝備﹐從修理經過裝配到製

造﹐從小到大﹐以利培養幹部﹐否則只有工廠沒有人才﹐是絕對不行

的。他還誠懇地建議﹐最好是中國派人到蘇聯學習﹐培養自己的幹部﹑

工程師及技術工人。1953 年﹐中蘇簽訂關於蘇聯援助中國發展國民

經濟的協定和議定書﹐蘇聯承諾援助中國新建和改建一大批規模鉅大

的工程項目﹐即在 1953~1959 年期間﹐援助我國建設與改建 91 個大

型企業。從 1950~1959 年﹐我國從蘇聯引進的技術設備投資總計 76.9
億舊盧布（折合人民幣 73 億元）。十年中﹐來我國幫助建設的蘇聯

專家有 8500 多人﹐向我國提供的各種資料和設計圖紙僅 1953 年就達

23 噸﹐1954 年為 55 噸。蘇聯在向我國提供成套設備和專門的生產技

術的同時﹐還在地質勘查﹑選擇廠址﹑搜集資料到確定企業的設計書﹐

從指導建築安裝﹑開工運轉﹐培養技術幹部﹐一直到新產品研製﹐都

給予了全面﹑系統的指導。應該說﹐這是世界現代史上一次前所未有

的最全面﹑最無私的技術轉讓﹐使我國的工業技術獲得了一次史無前

例的突飛猛進的提高和發展。與此恰恰相反的是﹐赫魯曉夫捏造藉口﹐

撕毀援華合同﹐給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了嚴重損失。 
斯大林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第一個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做出

理論總結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他的理論貢獻在中國得到了積極的反

響。1958 年底毛澤東向全黨發出讀書倡議﹐要求全黨認真學習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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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分析經濟建設出現的“一大堆混亂

思想”﹐“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

作”。39 毛澤東一再告誡全黨﹐“俄國產生了列寧主義﹐經過十月

革命變成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建設了社會主義﹐打敗了法西斯﹐

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它有許多東西我們可以學。當然﹐是要學

習先進經驗﹐不是學習落後經驗。”40 正是這樣的學習﹐幫助了毛

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思考和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現象﹐

探索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規律﹐培養了一代經濟理論人才﹐從而為

後來的改革開放作了思想準備和幹部準備。 
毋庸置疑﹐在新中國初創的那麼困難﹐那麼窮苦的時候﹐不是別

人﹐只有斯大林幫助了我國﹐而且是在蘇聯戰後國民經濟恢復時期﹐

國內建設也急需資金並不富裕的情況下﹐節衣縮食﹐支援了中國等一

大批新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向我國索取過什麼“知識產權”﹐

當代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就是在那時蘇聯的援助下建立起來的。俗

話說﹐事實勝於雄辯﹐真理是依靠事實而存在的。難道我們中國人不

是感謝反要怨恨斯大林嗎﹖至於後來兩國鬧翻了﹐那筆帳要記在蘇聯

後期的赫魯曉夫身上﹐一筆是一筆﹐各算各的嘛﹗ 
毛澤東通曉斯大林問題的重要性和尖銳性﹐深諳其牽一髮而動全

身的鉅大作用﹐因而把斯大林比作一把“刀子”﹐41 真可謂寓意精深。 

20 世紀 60 年代﹐中蘇兩黨發生震動世界的論戰﹐斯大林問題是導

致兩黨矛盾及其辯論的一個主要議題。毛澤東指出赫魯曉夫全盤否定

斯大林是完全錯誤的﹐“是別有用心的”。自那時以來﹐世界關於斯

大林問題的爭論至今不斷﹐正如當時毛澤東就指出的那樣﹐一切修正

                                     
39《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 432 頁。 
40《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 91 頁。 
41《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第 321~3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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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分子“時時刻刻感覺到斯大林的陰魂不散﹐在威脅著他們”。42 赫
魯曉夫不聽毛澤東好言勸告﹐製造兩黨矛盾﹐自己落了個身敗名裂。

蘇聯是列寧主義的故鄉﹐但是在斯大林死後﹐蘇聯領導層拿著黃金當

糞土﹐錯誤地批判斯大林﹐背道而馳﹐走上了亡黨亡國的不歸之路。 
 

不論斯大林對蘇聯﹐對別的國家和民族﹐有過怎樣的失誤﹑錯誤﹐

也改變不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20 世紀的人類生活和發展道路既因

蘇聯興而變﹐又因蘇聯亡而變﹐這兩種變化的主要因素﹐都這樣或那

樣地與斯大林密切聯繫在一起。可以說﹐蘇聯問題實質上就是斯大林

問題。按中國人的語言﹐成亦蕭何﹐敗亦蕭何﹐是一點也不過分的。 
有不少世界級的大人物﹐被人們漸漸地遺忘了﹐不再被本國或世

界提及﹐淡出了人們的視野。而斯大林卻不是﹐他總是不斷地被來自

不同陣營的人們提出來﹐擺到世界面前﹐似乎世界上的許多事情至今

還離不開斯大林這樣一個因素。由此﹐把斯大林問題當作開啟﹑解讀

20 世紀歷史的一把鑰匙﹐是可行的﹐合適的。 
20 世紀﹐這個離我們最近的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波動最大的世

紀。因斯大林的作用而興盛﹑光明﹐又因詆毀斯大林而變得混亂﹑迷

茫。雖然人們生活的世界早已進入了 21 世紀﹐但是感到依然籠罩在

20 世紀的“陰霾”之下﹐某種神秘的 20 世紀之物﹑20 世紀之魂還在

糾纏著人們。這是為什麼呢﹖就是當年毛澤東說的﹐斯大林問題﹐這

樣一個引起了世界各國一切階級反響的世界範圍的大問題﹐至今沒有

做出一個科學的定論。看來﹐只要世界一天不接受斯大林問題 — 20
世紀最大的遺產﹐就難有安寧。 

那麼半個世紀以來議論紛紛﹑迷霧重重的“斯大林問題”到底是

什麼呢﹖斯大林問題的核心是什麼呢﹖不同陣營的人們所爭論的焦

                                     
4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6 年﹐第 369~3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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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到底在哪裡呢﹖長期以來﹐西方及戈爾巴喬夫“改革”散佈的“斯

大林模式”﹐通過各種媒體滲透到各國﹐向聽眾灌輸了一大堆不著邊

際的假話﹑瞎話﹐“忽悠”了不少人﹐是非難辨。其中掩蓋並扭曲著

這樣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即蘇聯歷史以蘇共二十大為界﹐分為發展

方向相反的兩個時期。前期的斯大林時代以兩次世界大戰為背景﹐是

社會主義蘇聯從弱國奮起﹑走向繁榮強大的歷史﹔後期是和平建設年

代﹐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是蘇聯衰落下來直至亡黨亡國的歷史﹐

因而不存在一個一概而論的“斯大林模式”或“蘇聯模式”。無疑﹐

只有運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才能科學地研究蘇

共亡黨蘇聯亡國的歷史。其實﹐關於蘇聯亡國原因的辯論所涉及的斯

大林問題﹐不是什麼玄妙的﹑神秘的問題﹐一言以蔽之﹐就是放棄和

否定了斯大林堅持和捍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放棄和否定了斯大

林帶領蘇聯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曾經開闢出來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實

踐和理論。蘇共蘇聯悲劇的根本原因不是別的﹐就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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