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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在1890年
代沙皇统治下的俄国，被革命社会主义活动
所吸引。
• 当列宁还只有十来岁的时候，他的

哥哥因为革命活动被逮捕并被处决了，
这件事情深深地影响了列宁。

• 不久之后，当列宁还是个学生时，
就因为参加非法抗议活动遭到逮捕，
他加入了地下革命组织。



• 年轻的激进分子被卡尔·
马克思的思想所吸引，也
被起来反抗的工人阶级的
经验和想法以及革命社会
主义运动所吸引。



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人人皆有权过体面的生
活—是一个激励人心、慎重而深远的承诺。



马克思的策略观点，成为年轻的乌里扬
诺夫的中心思想：

1） 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阶级的运动必须结合，才能开创出
未来。
2） 我们这些想法相似的人应该通力合作，展现出最大的效
率—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成为一个严肃组织的一部分。
3） 社会主义者组织必须要是一个民主的、遵守纪律的力量，
而且参与到实际的工人斗争中—这是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



除了他个人的干劲和才智，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有力的革
命者，身边人数不断增加的同志也功不可没，其中包括他的
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她在组织工作上扮演了关键

的角色）。



借着“列宁”这个笔名，他全副精神地运用
马克思的理论分析他所生活的、具体的俄国

现实。



俄国被绝对专制的君主，沙皇统治着，他的权力根
源于有权有势的土地贵族们。



上层阶级因剥削多数俄国人民而富有。



支持皇权的菁英阶层，鼓吹在俄国发展工业资本主
义，如此一来可以更加巩固他们自身的财富和权力，

并在国际范围内扩大他们的财富和权力。



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一个人数
越来越多，充满活力和战斗性的工人阶
级。



在俄国，像列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决心要组织强而有力的工人运动，
来推翻沙皇，并朝着社会主义迈进。1905年，俄国爆发了一场以工人为
中心的起义，虽然没有获得胜利，但却是一场未来革命的“预演”。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SDLP）的马克思主义
者，因为一场严重的分歧而导致了分裂。

•由列宁的朋友，马尔托夫领导
的“孟什维克”（少数派），
赞成较松散的组织，支持工人
和资本家联盟共同推翻沙皇制
度。

• 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
（多数派），赞成严守纪律的组织，
不相信资产阶级，支持工人和农民
联盟进行民主革命。



两派人马在当时都支持“社会主义国际”（第二国际），一
个以全世界为范围的社会主义政党联盟，受到俄国马克思主
义者的认同。他们把社会主义国际视为工人阶级国际团结和
实现社会主义的保证。



在社会主义国际的国际大会上，列宁和马尔托夫与罗莎·卢
森堡一起，号召革命者同日益增长的军国主义和战争威胁做
斗争，这在当时是所有社会主义运动的共同立场。

1907年斯圖加特大會的代表 1910年哥本哈根大會的代表



当世界大战爆发，隶属社会主义国际的多数
政党，从反军国主义转向“护国主义”，支

持本国政府发动的战争。



军国主义打败了社会主义原则。



各个国家的工人没有团结起来终结资本主义，却在
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指挥下互相残杀。





列宁联合其它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与支持战争的
“社会主义者”彻底决裂，并号召建立新的国际，
为实现一个社会主义世界而斗争。列宁试图解释这
一可怕冲突的经济基础。



资本主义的本性，迫使它不断向世界的每个
角落扩张，寻找市场、原料和投资机会，并

以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命作为代价。



资本积累的需要，冷酷无情地产生了横扫全
球的经济扩张主义，这对世界上的大多数人
民来说，意味着严酷的压迫和极端的暴力。



帝国主义的全球政治“游戏”，是
一个个具爆炸性的联盟和反联盟。



如此局势下，军国主义和世界大战
的威胁是自然结果。



战争的后果是毁灭性的。



列宁很清楚，那些被说服要支持战争的劳动人民，
已经大批大批的因为战争的恐怖而产生幻灭情绪，
也变得更激进化了。



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把国与国之
间的战争转变成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压迫者的战争，
列宁和他的同志们积极地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组织

和动员。



列宁在俄国认真且具开创性地工作着，为了推进工
人阶级的事业发展马克思的思想，目的是建立激进
的民主、工人政权和社会主义。他特别注意建立革

命者组织的问题。



列宁对组织的概念
• 用一个马克思主义纲领把革命者团结起来，这个纲领需要不断地在报

纸和其它媒体中加以解释——目的是努力为工人群众的斗争带去民主
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

• 列宁同时强调民主和向心力，必须有效地推动地方层次的积极性和全
国层次的协作。



在列宁早年的革命运动中，他用马克思的理论来理
解现实，用讲求实际的组织来改变现实—支持“在
讨论上充分自由，在行动上完全一致”的原则。



列宁并没有发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些原则
在众多俄国革命者中流传—但是列宁最严肃地采纳
了这些原则。

民主

1.在达成决议之前，必须经过自由、
批判性的讨论。

2.决议必须用民主的方式达成。

3.领袖是由选举产生，并且对全体

成员负责的。

4.在执行决议中，地区性的组织拥
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

5.决议在执行后，经过适当的时间，
必须批判的、民主的检讨成败。

集中

1.决议一旦达成，就必须执行（讨
论要服从行动）。

2.在讨论过程中不同意此决议者，
不得阻挡或暗中破坏决议的执行。

3.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领袖，他的
权威必须被尊重。

4.组织在执行决议中彼此协调。

5.整个组织共同决定决议的优先顺
序，并且协助做成未来的决议。



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代表大会，是由各支部推派的代表所组成
的（经过针对特定议题的讨论、有时甚至有争辩）。一个由
全国代表所选举出来的领导层（全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
则负责确保所有决策的确实执行，并协调党内组织之间的合
作。



这个组织在越来越广泛的劳动人民中扩散开来—
为了动员他们起来反对绝对专制（沙皇制度）和

资本主义。

•列宁和同志们的思想，越来越
多地为参与斗争的青年工人所
理解。

• 1917年国际妇女节，女工举行
示威游行—推翻沙皇。



工人和农民群众被卷入了争取自由的斗
争。

•工厂工人会议 • 农民会议



这个党致力于组织和动员一个能够挑战现存
压迫和剥削秩序的工人运动。



当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包括托洛茨基，在讲
台旁的阶梯上），集合工人和农民中的大多

数，赢得了1917年大革命的胜利。



“工人同志们…所有受苦受累的人们：请把所有地方的权力拿到你
们自己手上…一步一步，在农民的支持下，我们将坚定而且毫不迟
疑地迈向社会主义的胜利，帮助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那些国家里
的工人阶级先锋分子，解放人们免于被奴役和被剥削的命运。”



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当时就在现

场，并把他的见闻纪录在《震撼
世界的十天》里。

• “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唯一
原因就在于，他们了解广

大人民最深切而简单的愿
望，召唤他们起来打碎旧
的世界，并在废墟的硝烟

中，重建新的框架…”

•  俄国革命为了工人的民
主而奋斗，并企盼全世界
的工人阶级革命浪潮，让
社会主义成为可能。



苏维埃（民主选举的工人代表会议）是革命
新政权的心脏和灵魂。

• 1917彼得格勒苏维埃。 •第二次苏维埃全国大会。



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把来自全世界的革命者团结起来，

成立共产党，为在全世界彻底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



共产国际在推翻压迫、资本主义剥削、帝国
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中，接纳来自世界各

地的不同文化。
• 共产国际组织的1920巴库会议 • 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

1878–1972，美籍牙买加裔作
家，诗人），在共产国际第四
次大会上做《关于黑人问题的
报告》。



许多国家的抗争遭到血腥镇压，德国就发生
了对工人阶级积极分子和罗莎·卢森堡、卡
尔·李卜克内西等领袖的屠杀。

• 右翼武装力量 — 以“自由军团”
的名义 — 与革命工人作战。

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Kathe  
Kollwitz）纪念被谋杀的李卜
克 内西。



镇压激进工人的残忍屠杀，为希特勒的纳粹
势力崛起铺平了道路。



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
涉、窒息俄国经济的企
图，还有惨酷的内战
这些困境迫使列宁的
新政府采取一系列紧
急措施，导致了俄国
共产党的专政。



在苦难中被压垮的俄国革命—

• 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袭击
• 国内敌对势力发起的内战
• 因为战争和缺乏经验导致的经济毁灭
• 紧急的专政手段
• 其它国家的起义失败，造成孤立和绝望
• 革命者中的错误、粗暴、官僚化和腐败

— 这些因素阻碍了民主和社会主义。



日渐增长的官僚主义，主宰了新生
的苏维埃共和国。



列宁对官僚主义的
危险提出了警告，
也与之斗争。



在列宁死前，警告道：不能让斯大林（在崛起的
官僚集团中扮演核心角色）把高度集中的权力掌握
在他手上。



同一时刻，他相信俄国革命仍然可以获得最
后胜利。



许多价值在革命觉醒中被实现了。

• 土地分配给农民 • 妇女权力的进步



纵使有许多问题，大多数的工人仍然有
足够的理由认同新的政权。

• 八小时工作日和其它工人
权利的提升

• 工人和他们的家庭受到了
帮他们识字的教育



列宁仍然相信，只要共产国际帮助全世界工
人和受压迫群众把革命扩展到全世界，这些

成果就能得到巩固和深化。



纪念革命烈士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
西，列宁强调了自己对革命国际主义的承诺。



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动员工人和农民群众，
为社会主义的未来奋斗。



直到列宁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孜孜不倦地为了击
退官僚主义腐化和提升工人、被压迫人民的权力而
工作，也不忘加强世界革命的力量。



• 在政治理论家汉纳·阿伦特的
经典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
她写道：

“毫无疑问，列宁为严重的挫败
所苦，在内战爆发的时候，他
原本想集中在苏维埃的权力，
被转移到了党的官僚集团手
中。”

但这一悲剧性的发展，她争辩
道，并没有使集权主义不可避免。
当列宁即将过世的时候，“道路
仍然是敞开的”，存在不同的可
能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资
本主义或自由企业的模式。”



列宁因为1918年的一次暗杀行动而负伤，接着又遭遇了在1922年开始的
一连串严重的中风。
刚开始时，他还能够从事一些工作 — 包括努力阻止以斯大林为中心的
官僚专制所带来的危险，而死亡正在逼近。1923年整年，他完全无法行
动，1924年初，他去世了。



列宁死后，约瑟夫·斯大林

耐心地、机警地、残忍 地
而且成功地进行了一系 列
权力斗争，消灭了他在 共
产党内的所有对手。

斯大林承诺要把苏联变成
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
称之为建成“一国社会主
义”）。方法是高速工业
化和强迫性的土地集体化。



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采用了大量的镇压、清洗、
处决、强迫劳动营的措施。他甚至会利用世界共产
主义运动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来达成他自己的目的。



绝大多数列宁最亲近的同志，以及数以千计

参与过革命斗争的共产主义老战士，都被斯

大林视为敌人，遭到了消灭。



1932年，一名前共产党领
袖米哈伊尔·里奥廷
（M.N.Riutin，前莫斯科
区委书记）观察到：“列
宁身边的主要同志无一例
外的被从领导位置上清除
了，其中有些被监禁，有
些被流放，其它的投降了，
再剩下的则是沮丧消沉和
饱受羞辱，只能维持着可
悲的存在，直到最后，那
些蜕化得最彻底的，成为
了独裁者的仆人。”

里奧廷

在實施大清洗時期，
被關進勞動營的一分
子。



那些哀悼列宁的工人们，将列宁视为“他们的”列
宁，因为他象征着为了解放而斗争，绝非压迫。



“列宁的足迹遍布全球，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的人都接
受他。语言不是障碍，那些操着不同母语的人都相信他。”

—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



列宁的想法和抱负，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
解和灵活运用上，加上他丰富的实践经验，直到今
天仍然值得那些为了民主和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人们
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