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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理论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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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对爱德华·伯恩施坦“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为逻辑起点，以对俄国十月革命社会主义性质的认定为现

实抓手，罗莎·卢森堡形成了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理论，其内涵主要有 3 个方面：抛弃改良，坚守革命；依靠革命锤击夺取

政权；充分开展议会斗争和工会斗争。

关键词：罗莎·卢森堡；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理论；暴力革命；夺取政权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9）02-0006-03
作者简介：孙志娟（1975—），女，硕士，淮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

收稿日期：2018-09-18
基金项目：2015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第二国际理论家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的比较研究及当代价值”（15BKS066）。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罗莎·卢森堡（以下

称“卢森堡”）作为最优秀的理论家和革命家，被看作

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卢森堡从 16岁

投身革命，到 48 岁血染城河，她为无产阶级解放事

业奉献了一生。 革命的道路需要披荆斩棘。 为无产阶

级争取解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始终是卢森堡坚贞不渝

的革命信仰。 为了捍卫信仰，卢森堡写了《社会改良

还是革命？ 》一书划清了与爱德华·伯恩施坦（以下称

“伯恩施坦”）“议会迷”的界限，又写了《论十月革命》
一文彻底清算了卡尔·考茨基（以下称“考茨基”）的

机会主义思想。在此过程中，卢森堡逐步提出了独特

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理论。

一、卢森堡对伯恩施坦“和平长入社会主

义”的批判

作为第二国际赫赫有名的右翼领袖，伯恩施坦

被奉为修正主义鼻祖和民主社会主义鼻祖。 1899年

2 月，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

任务》一书出版，他凭借这本书名扬欧洲。 从此以后，
欧洲大陆上的社会主义运动基本上远离了马克思主

义的影响，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割袍断义，彻

底决裂。
“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伯恩施坦民主社会主义

思想的理论基石。 所谓“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其实就

是通过推行普选和进行议会斗争来合法改良资本主

义，从而和平实现社会主义的模式。 针对马克思的资

本主义崩溃论，伯恩施坦抛出了“资本主义适应论”。
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富含张力和变化，随着历 史

的沧桑变迁，社会主义会在资本主义内部一点一点

地自然生长，人们无须处心积虑地谋划流血革命，也

用不着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一切顺从时光流逝，
静等社会主义和平来到。伯恩施坦认为，社会主义革

命绝非是一场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而是工人阶

级和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取得一个又一个政治、
经济、文化、道德果实的过程。一个个政治、经济、文

化和道德果实的累积，表征着社会演进采用了越来

越文明的方式，而这种文明的方式则是实现社会主

义的最好路径。在伯恩施坦所青睐的文明方式中，最

让他迷恋的是普选制和议会制。在他看来，普选能量

极大，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政治素养的提升，
普选权最终会成为“使人民代表从人民的主人转变

为人民的真正仆人的工具”［1］270。伯恩施坦鼓吹：“在

一百年前需要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

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

实现了。 ”［1］106 除此之外，伯恩施坦还是一个“议会迷”。
俾斯麦倒台后，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的

“不俗”表现，伯恩施坦备受鼓舞。 1890 年 4 月，以“礁

石”为名，伯恩施坦发表了 3 篇系列文章。 伯恩施坦

在文章中慷慨激昂地指出，“反议会”无疑就是一块

危险的礁石，一块在社会主义前进的航道上会带来

翻船的致命礁石。在他的思想深处，议会就像一个新

生婴儿，虽然具有种种缺点和弊端，但是，它却代表

了不可抗拒的新生力量。 走向民主，走向自由，走向

社会主义，绝不能绕过议会，对待议会只能勇敢面对

和积极接受。
针对伯恩施坦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思想，卢

森堡始终走在批判的最前沿。 1899 年，被誉为第二国

际时期最优秀的反修专著《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 》
问世。卢森堡在书中对伯恩施坦在 1896—1897 年撰

写的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的系列文章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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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并对伯恩施坦 1899 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前

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进行了批判，系统地揭

露了伯恩施坦“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质，尖

锐地驳斥了伯恩施坦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 在米勒兰

入阁后，面对“议会迷”的沾沾自喜，卢森堡于 1901年

发表了《法国的社会主义危机》一文，彻底清算了伯

恩施坦的机会主义思想。 卢森堡指出，虽然资产阶级

议会把整个国家的中央政府联结在了一起，但是，整

个国家和社会运转的原动力归根结底是社会的生产

关系和经济关系。卢森堡强调指出，伴随着资本主义

经济的暴涨与辉煌，“议会迷”们所憧憬的、美好的社

会改良并不会真正出现。相反，由资产阶级贪婪的本

性所决定，人类社会将会真正开始呈现风云变幻、矛

盾升级、冲突加剧的格局。在资本主义社会根深蒂固

的根本矛盾面前，国民议会作为一件时代道具，注定

是没有灵魂的民主空壳，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景也终

将在历史的画卷里变得苍白无力。她认为，伯恩施坦

抛弃流血革命，取道议会斗争的真正意图究竟是什

么呢？ 是用糖衣炮弹迷惑成长中尚不成熟的无产阶

级！是在虚无缥缈的政治愿景中，让羔羊失去对狼的

警惕和防范，从而自觉不自觉地迷失方向，导致社会

主义运动的彻底失败！ 针对伯恩施坦所鼓吹的国家

民主化，卢森堡批驳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有一个

永不更改的内核，那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和经

济利益。在这一前提下，只要民主形式一有青睐无产

阶级的苗头，资产阶级就一定会拼尽全力抛弃这些

民主形式，把那些苗头扼杀在摇篮里。卢森堡指出，社

会主义运动一定要抛弃伯恩施坦设想的蓝图，因为民

主制这种社会主义因素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在资本主

义土壤上开花结果。 相反，它会是一种特殊手段，在

无产阶级的手中趋于成熟和发展起来，最终帮助无

产阶级战胜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

二、卢森堡对俄国十月革命性质的认定

考茨基是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之

一、社 会 民 主 主 义 活 动 家、国 际 工 人 运 动 的 理 论 权

威，也是《资本论》第 4 卷的编者。 1918 年，考茨基完

成《无产阶级专政》一书，认定俄国十月革命并不是

社会主义革命，而仅仅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首先，
考茨基以民主为切入点，分析了社会主义与民主的

关系，指出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和平的道路达到社会

主义的彼岸。 他认为，社会主义并非目的而是手段，
准确地说，人类的最终目的是全面根除任何形式、任

何种类的剥削和压迫。所以，民主和社会主义必须联

手，要高度统一，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空洞的和无

法想象的。 其次，考茨基在分析俄国社会条件时，认

定俄国缺乏通往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他指出，实现

社会主义需要一种“特殊”的社会条件，这种“特殊”
的社会条件主要有 3 个：一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

兴起而不断积累的物质条件；二是随着资本主义大

生产而不断强大的无产阶级；三是随着资本主义社

会发展而不断蓬勃地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 基

于这种分析和认知，在考茨基看来，一个经济落后、
无产阶级力量单薄且政治意识不强的俄国，怎么可

能完成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 充其量

也只是最后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罢了。
与考茨基的观点相左，卢森堡热情讴歌了俄国

十月革命，认定十月革命不仅挽救了俄国革命，也挽

救了整个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苏维埃政权是第一个世

界性的、历史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卢森堡殷切

期盼的心始终伴随着俄国革命的洪流跳动，当二月革

命胜利的喜讯传来时，身陷乌克朗克监狱的卢森堡

大声疾呼：“那里的胜利也就是我们的胜利！ ”［2］3 特别

是十月革命胜利的喜讯传来，卢森堡挥毫泼墨，立即

撰写了《俄国革命》一文，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伟大

胜利。在这尚未完成的书稿中，卢森堡深刻分析了俄

国革命的历史背景，认定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
首先，卢森堡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与成功绝不

是偶然的，而是建立在自己特定的土壤之上的，那片

俄国的土壤有其自身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厚的政

治条件、经济条件、文化条件、社会条件和历史根源，
并且酝酿成熟。 其次，卢森堡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此进程中扮演了“催产婆”的角色。 1917 年的俄国

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工人阶级揭竿而起、一呼百应，
在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工人阶级专政的

第一次世界历史性试验”［2］3，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最后，卢森堡分析了十月革命的特殊性。 她指出，为

了获得土地，孟什维克打出了“与资产阶级自由派联

合起来”的牌，而布尔什维克却高瞻远瞩，振臂一呼

“全部权力归还人民”，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工人、农

民、士兵、小生产者、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分子统统聚

集在麾下，“解决了关于‘人民的多数’的著名问题”［2］10。
在这里，卢森堡以敏锐的眼光看到十月革命已完全

不同于英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在根本上实现了

对资产阶级革命范围的超越，从而精准地把握住了

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

三、卢森堡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理论的内涵

卢森堡的一生是革命和战斗的一生。 为什么而

革命？ 为什么而战斗？ 当然是为了她心中的革命信仰。
卢森堡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实现社会主义是她的

最终目的。 在投身于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中，在与伯

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论战中，卢森堡社会主

义革命道路理论逐渐形成，其理论内涵主要有 3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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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抛弃改良，坚持革命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如何选择社会主义革命

道路一直是理论焦点，工人运动理论家和活动家们

围绕着改良还是革命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翻开国际

共运史，有两句在第二国际时期风行一时的话会立

即跳入眼帘。 伯恩施坦说：“最终目的无论是什么对

我来说都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3］考茨

基也说：“社会主义本身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4］

面对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机会主义思想，卢森堡进

行了揭露和批判。 在她看来，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
其实都是社会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所需要的。 但是，
无产阶级一定要擦亮眼睛，分清主次。社会改良是量

的积累，无产阶级可以运用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
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低潮时期，一点一滴地创造社

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伴随着社会改良不断推进，无产

阶级逐渐成长、逐渐壮大。 而社会主义革命则是质的

变迁，无产阶级要运用它，彻底赶走资产阶级，彻底

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彻底消灭贫穷、剥削和压迫。
她指出，是改良还是革命问题，其实质就是对工人运

动性质的认定问题，不外乎工人运动到底是无产阶

级性质还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问题。 在当时的社会

民主党内部，小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社会利益和社会

角色出发，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烈火熊熊燃

烧，只希望通过社会改良来实现他们的政治诉求和

经济诉求。 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则成为这一帮小资

产阶级的代言人，不断兜售他们的社会改良思想，妄

想用“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念来迷惑成长中的无产

阶级。翻开历史的书卷，卢森堡的这一发现无疑是伟

大的。 正是由于这一发现，无产阶级才看清了前方，
认清了道路，社会主义才从模模糊糊的美好愿景变

为了现实的存在。
（二）依靠“革命的锤击”夺取政权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伯恩施坦一直站在马克

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的反面，关于资产阶级对无产

阶级运动的血腥镇压，他要么熟视无睹，要么帮腔帮

调，说什么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反动者极少，说什么

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运动从来都只是在

防御。而考茨基也不断为资产阶级辩白，称资产阶级

中的一些阶层对待无产阶级的态度是尊重的，并愿

意以友好让步的方式与之相处。对于这些腔调，卢森

堡非常反感，并不断进行了批驳。 在她看来，自从人

类步入阶级社会，政权始终是各阶级较量和争夺的

核心，建立政权是一个历史时代的起点，政权坍塌是

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点。 资产阶级贪婪的本性让资本

主义社会修筑了一堵既高不可攀，又密不透风的墙，
这堵墙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法律关

系来修建，牢固而高大。无产阶级想攀爬进入那堵墙

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想绕道而行那也是不可能的。
“要打垮这堵墙，只有靠革命的锤击，即由无产阶级

夺取政权。 ”［5］在此，卢森堡提出了“革命的锤击”的独

特表述。 何为“革命的锤击”？ 即用铁锤猛击资本主义

社 会 的 法 庭、监 狱、警 察、军 队、议 会 和 政 治 法 律 制

度 ，锤 击 它 ，敲 碎 它 ，砸 烂 它。为 何 要 用 “革 命 的 锤

击”？ 因为无产阶级要朝着一个方向进发，那个方向

就是夺取政权。
（三）广泛开展议会斗争和工会斗争

作为一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森堡一

直头脑清醒、思路清晰。她虽然尖锐批判伯恩施坦的

“议会迷”思想，但是，也一直在强调议会斗争和工会

斗争的重要性。关于社会主义的实现，卢森堡深信人

民群众是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活”的因素，
是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最终走向胜利的舵手。
在风雨飘摇、波涛汹涌的茫茫大海中，舵手具有怎样

的 革 命 意 志 和 革 命 素 养 是 实 现 社 会 主 义 的 核 心 所

在。 如何启蒙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 如何尊重人民群

众的首创精神？ 如何让人民群众披上革命的盔甲、吹

起革命的号角？ 在卢森堡的心里，这些都是整个社会

主义运动的重中之重。 卢森堡认为，工会是工人阶级

对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防御体和屏障。 在日常

生活中，工人阶级可以利用工会进行增加工资、缩短

劳动时间和改善劳动条件等斗争。 在这种日常性、经

常性的较量和博弈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会不断

增强，政治素养会不断提升，而这些恰恰是无产阶级

抡起革命的铁锤，勇敢夺取政权所必需的。 关于议会

斗争，卢森堡认为，民主形式必不可少，没有民主形

式，社会主义一定会成为可笑的空谈。 她观察了西欧

各国的议会斗争后指出，人民群众的情绪日益高涨，
他们火热的激情使资产阶级嗅到了严肃的、敏感的、
多变的政治空气，伴随着这种政治空气的不断扩散，
资产阶级逐渐变得谨小慎微起来。 就这样，人民群众

积极的、自觉的、蓬勃的政治参与，一点一滴地以极

其奇妙的方式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舵手自由航行在

通往社会主义的大海上。
回首过往，重温经典，恰如列宁所指出，卢森堡始

终是社会主义运动洪流中高高盘旋的一只革命的“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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