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列宁主义救中国 

 

这一章讲中国近代史。 鸦片战争, 大清朝的武备，在洋枪洋炮面前，不

堪一击。当时的中国人就觉得，这一回恐怕又要亡国了。这样的想法不

全对。两次鸦片战争，是大失败，但不是亡国之祸。洋人船坚炮利，确

实可怕，不过他们没想灭了你，而是要跟你做生意。做生意和做强盗不

同，做买卖要讲规矩，具体的规矩，英国法国就派人来谈。不成想还没

谈到买卖生意，就卡住了。火烧圆明园，居然是为英法使节见了中国皇

帝要不要磕头这样的事起的祸。谈不拢，中国人火大，把英法使团全体

抓到牢里去了。到英法联军攻下北京一看，使团男男女女几十人，被害

死了多一半，活下来的，也都被折磨得没人形了。发疯报复，把圆明园

给烧了。  

当时的中国，虽然被两次鸦片战争和天平天国洪扬之乱，折腾得一片狼

藉，但是清廷最终在慈禧的主持下，内平洪扬之乱，对外放下身段，向

西方学习，搞了三十几年的洋务运动，造船造炮救中国，不但稳住了阵

脚，而且隐然有中兴之相。近代史上，想武力征服灭亡中国的，不是西

洋鬼子，是东洋鬼子。中国那时候能有三十多年相对太平的日子，是因

为没有东洋鬼子。 

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几近亡国之祸的，是东洋鬼子。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

争，中国海上陆地，都是惨败，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这是两次鸦片战争三十年多后，中国遭到的一次撼动全局的军事失败。

战争失败，中国的国际地位，严重下降，西洋各国，逼迫中国搞利益均

沾，马关条约你给日本的权益优惠，他们也要。中国于是就有了被列强

瓜分之势，救国救亡，从那一刻起，就成了近代中国的主题。 

这一章讲近代中国，从日本开始。第一节讲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

段；第二节讲列宁主义；第三节讲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1. 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 

日本的国门，是 1853 年被美国人轰开的。 在此之前，日本虽然受中国

传统文化的影响极深，但是社会组织，却是和欧洲旧文明类似的封建制

度。天皇的地位，和中国春秋时期的周王有些相像，实际号令天下的，

是德川幕府。日本的武士集团，比对中世纪欧洲的骑士，是维护各地封

建领主统治的主力。明治维新，不是天皇放弃集权搞宪政民主，而是他

利用社会变革，洋务运动，推翻德川幕府。日本的维新，简单讲就是全

盘西化。别人作业做好了，放在那儿，抄这个作业，除了德川幕府，对

大家都是好处大大的，所以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一起改，从

1868 年天皇发表五条御誓文，到 1888 年公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比对德

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短短二十年，日本就脱胎换骨，成了新兴的资

本主义国家，军事经济实力，突飞猛进。日本一强大，中国人相对太平

的日子，就到了头。 

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全盘西化不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在中国

的实践，到了大清朝，文治武功，都是前无古人。 所以中国人有文化自

信，制度自信。 洋人厉害，不过是奇技淫巧。中国向西方学习，该学的

学，不该学的坚决不学。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的道德伦理，集权的社会

制度，坚决不能丢。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在当时的中国，没人

有异议。事实上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都还相信比对西方文明，中国文

化集权制度有优势。 

甲午一战，中国完败。清廷和民间，拿中日两国的洋务运动做比较，反

思检讨中国失败的原因。 一比较，一目了然，中国的问题，是治标不治

本，没有引进西方的思想理念和社会制度。于是朝廷内部，就有了变法

图强的声音。光绪在慈禧的默许下，说干就干，信用康有为梁启超，抄

日本人的作业，搞起了戊戌维新。 

当时的中国，民智未开，没有实行如此规模宏大的社会改革的民意基础，

所以维新变革，只能自上而下。变革要成功，必须有慈禧的全力支持推

动。慈禧对变法的基本态度，是支持不是反对。 即使在如何变的问题上，

她与康梁，也没有根本分歧。比如光绪罢免顽固派刚毅的内阁大学士，

慈禧是认可的。再比如变法失败后，有人指责李鸿章同情变法，是康梁



同党，慈禧当面问他，李鸿章回答，说如果同情赞成变法就是康梁同党，

把我算进去，也没错。后面没说出口的，是如果这么算，你也是康梁同

党。然而，一下子要满清朝廷，搞满汉平权君主立宪，她下不了这样的

决断。 

康有为梁启超却以为变法受阻，是因为光绪的权力不够大。他们异想天

开，居然派谭嗣同去策反袁世凯，谋划兵变想推翻慈禧。戊戌以后，慈

禧最恨康梁，不是恨他们的政治主张，而是痛恨他们离间她和光绪的母

子关系。后来经过了义和团八国联军，慈禧痛定思痛，下了变法维新的

决心。她晚年实行的政治变革，各种举措，包括兴实学废科举，走得比

康梁更远。只是她终究敌不过权力的魔咒，君主立宪这一步，怎么也迈

不出去。到她死的时候，满清王朝已经是风雨飘摇，穷途末路了。 

把满清王朝送上末路的，不是东洋西洋鬼子，而是孙文革命党。甲午海

战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兴中会。兴中会的成

立，与甲午战争，中国败局已定同步。战争还没有结束，孙中山就去日

本谋求财政武器支持，筹划发动广州起义。孙文革命党的根本主张，是

中国要富国强兵，必须向日本学习，搞政治变革。但是满清是异族，指

望清廷搞满汉平权，民权政治，君主立宪，是缘木求鱼。中国要富国强

兵，障碍拦路虎，不是西洋鬼子，也不是东洋鬼子，而是满清政府。甲

午战争之前，中国的政治氛围，算得上祥和，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同志，

纵有这样的认识思想，海内海外，都没有市场。但是甲午一战，清廷三

十多年的武备，毁于一旦，后面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八国联军之祸，

再加上清廷的君主立宪，一拖再拖，使中国新一代的青年知识精英，全

盘接受了孙文的革命主张。大家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武装起义，驱

除鞑虏，恢复中华。清廷原本指望着用来抵御外辱对抗列强，在全国各

地建起来的新式军队，不是造反就是逼宫。于是 1911 年武昌起义辛亥革

命，革命党和袁世凯联手，武汉的新军造反，袁世凯的北洋军逼宫，推

翻了满清王朝。 

富国强兵分两步，第一步是推翻满清朝廷；第二步是建立民权政府。现

实的考量，在大家的意识中，第一步是原创，第二步是抄作业，民权革

命，先难后易。但是事实是破旧易，立新难。革命党十几年致力于驱除



鞑虏，对民权政治，包括孙文自己，也只是一知半解。中国两千年集权

专制的传统，根深蒂固，袁世凯满脑子帝王思想，把清帝逊位，当做了

又一次王朝更叠。孙文的革命同志们，辛亥革命前，无权无势，大家一

腔热血，革命成功了，各人就有了现实利益的考量，所思所想的，就是

如何扩大自己的权势。如果袁世凯和国民党同心合力，民国还有些希望，

但是以宋教仁被暗杀为转折，国民党和袁世凯决裂，接下来二次革命，

袁世凯称帝失败，群雄并起，天下大乱，中国就成了一盘散沙，民国的

议会民主制度，成了不中不西的四不像。向日本学习，搞西式民主的尝

试，彻底失败。接下来，孙中山不屈不挠，从头来过闹革命。 辛亥革命

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青年，在中国积贫积弱，一盘散沙的时代背景

下，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当时孙文对付北洋政府的做法手段，是比对推翻大清王朝的革命实践，

依样画葫芦，说白了就是拉赞助搞武装，走上层路线夺取政权。那些年

他革命财政的主要来源，是日本的右翼财阀集团。 当年五四运动的学生

领袖，张国焘许德珩等四人，和孙中山面对面的一段对话，真实反映了

国父和刚长成的一代新青年的隔膜分歧。张国焘回忆录里的这一段追忆，

生动传神。学生们批评孙中山，只注重上层政治活动，搅外交，搅军队，

搅土匪，对民众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重视。孙中山回答，说你们无非是

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

罢工罢课罢市几天。他说我愿意给你们五百枝枪，如果你们能找到五百

个真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接

下来几个学生，和他激辩了好几个小时。 从张国焘的这段回忆里可以看

出来，孙中山作为手创民国的革命领袖，在五四青年中，没有起码的威

望影响。 

事实上这一代的知识青年，是在由陈独秀胡适蔡元培主导的新文化运动

的知识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说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启

蒙运动，没有错。但是，比对法国大革命前传播自由民主博爱的社会理

念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对一群一心想救国图强的孩子，

启的是什么蒙，可就是各说各话了。蔡元培做北大校长，主张思想自由，

古今中外，西方十九世纪末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就都来了。 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陈信共产主义，

胡信自由主义，蔡信无政府主义。孙中山蒋介石，对新文化运动，总体

上持否定态度，这是后来蒋介石的话： 

我們試看當時所謂新文化運動，究竟是指什麼？就當時一般實際

情形來觀察，我們實在看不出他具體的內容……，老實說：當時

除了白話文對於文學與思想工具略有所貢獻以外，其他簡直無所

謂新文化……, 由是不三不四的思想與各種異端邪說，一齊傳布

出來，反而使中國真正的文化，有陷於無形消滅的危險！（黑体

是我加的） 

陈独秀正面总结，说新文化运动宣扬的，是德先生赛先生。但是德先生

是什么，他自己就没弄明白。无产阶级专政，是德先生的对头。懂德先

生讲德先生的人，怎么可能去信仰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他讲的赛先

生，也不是自然科学，而是五花八门的人文科学，这个也不应该弄混了。 

五四运动，是青年学生自发救国情结的总爆发，和新文化运动，没有因

果关联，更不是一回事。没有新文化运动，也会有五四运动。中国近代

史上两次成规模的学生运动，一次是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一次是 1989

年的六四运动，相隔七十年，政府镇压，都在六月四号。1919 年的北洋

政府，六三六四两天，抓了超过一千名学生，结果引发了上海天津等重

要城市，全体市民罢工罢市。当时的民国政府被吓着了，总统徐世昌下

令放人，答应学生们的要求。学生的要求，一是要政府罢免几个负责向

日本借钱的部级干部，二是要求政府不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开除几个

具体办事的，冤枉他们是汉奸，没什么要紧；那个倒霉的巴黎和约，中

国政府有美国人撑腰，原本就没打算签。学生爱国对头，民国政府，包

括几位被冤枉的汉奸，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其实也是尽心尽力，在为

国家办事。双方原本就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所以好说好商量，和

平解决。 

五四运动，之所以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不是因为它撼动了北洋政

府，而是因为第一，它重塑了孙文的革命方略。五四前的孙中山，一门

心思到日本人那里拉赞助。他给日本人开的条件，按五四学生的标准，

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不过这些事情，学生们当时不知道。五四运动，全



体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把他吓醒了。孙中山是天才的政治家，学生运

动激发出来的巨大的社会能量，也让他明白了，跟北洋政府斗，必须拿

救国做旗号，争取依靠新一代的青年学生。所以接下来，他驱除鞑虏的

民族主义，就变成了打倒帝国主义列强，联俄联共的救国主义。第二，

五四运动后，北洋政府对北京大学的压迫，将新文化运动的左翼思想领

袖，陈独秀李大钊，推进了现实政治之中。共产国际列宁找到了陈独秀，

中国就有了共产党。  

后面几十年，国民党共产党，就成了中国现实政治的主力。向日本学习

的潮流，彻底消退。大家以俄为师，都变成了武装军阀。国共之争，蜕

变成了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中华大地，不幸成了蒋介石毛泽东武力争

夺天下的舞台。五四以后的中国政治，也就完全没有了现代文明的气息。 

 

                     2. 列宁主义是什么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说送来了马克思主

义，至少话没毛病， 但是说送来了列宁主义，就有些语病。 不要说十

月革命的 1917 年，就是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 1921 年，全世界都没有

列宁主义这一说。列宁是政治家行动家，一辈子没说过自己有什么主义。

列宁主义这个词，是在他死前一年的 1923 年，才有人造出来送他的。 但

是， 1917 年没有列宁主义这个词，不等于没有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当然

有，不过不是理论是实践。列宁的革命实践，改变了俄国中国，也改变

了世界。所以这里我们把中国的事先放一放，讲列宁主义。 

无论是谁，要在现实政治中有所作为，第一件，必须给大家画个饼。铲

尽世间不平的共产主义，除了得到神的眷顾，永生极乐之外，是古今中

外被用得最多的一张饼。柏拉图耶稣基督，都有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

孙中山说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在中国早有理论实践，没错。毛泽东当年

搞大跃进，也拿东汉末年张鲁在汉中搞的五斗米教，做古代中国共产主

义的例子。但是共产主义，有悖自私利我的人性，过往的实践，都是画

虎不成反类犬。马克思恩格斯，说这一回不一样。过去的共产主义，因



为社会生产力低下，是空想。现在科学进步，社会生产力提高了，共产

主义不但可以成为现实，而且必定会成为现实。 

但是共产主义，和现行的社会制度接不上。马克思推翻资本主义的逻辑，

和孙文革命党鼓吹推翻清王朝的逻辑，有共通之处。孙文的逻辑，是中

国要富国强兵，清廷是拦路虎，马克思说人类要全体幸福，实现共产主

义，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是拦路虎。不过即使资本主义灭亡了，为什

么就必然是共产主义呢？《共产党宣言》里没讲。 恩格斯在 1847 年写

的《一个共产主义信仰者的自白》里，倒是有解答。他说第一是因为社

会生产力大发展，第二是因为人的天性中有很多固有的不言自明的原则。

这些不言自明的原则，包括每个人都追求幸福，个人的幸福和全体人的

幸福是一回事，等等。 个人的幸福是什么，全体人的幸福又是什么，个

人的幸福和全体人的幸福，怎么不言自明就成了一回事，我不知道恩格

斯想没想清楚，反正我是想不明白。他这个解答，怎么看也还是在画饼。 

马克思是哲学家，他的认识论，见解独到。他说过往的哲学家，讲的都

是如何认识世界，但是对人类最重要的，不是如何认识世界，而是如何

改造世界，是实践。所以他和孔子类似，不但是有一套完整的社会理论

的哲学家，而且是身体力行，鼓吹实践自己的社会理论的政治活动家。

但是马克思的政治活动能力，不怎么样。如果他只理论不实践，在大学

里风风光光做个丰衣足食的名教授，肯定没问题。一实践，就糟糕，除

了失败，还是失败，连养家糊口，都成了问题。失败了，当然要做理论

总结。马克思想要的，改善无产阶级生存处境的社会变革，资产阶级全

体反对，这个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了；阶级斗争，好说

好商量没有用，必须是暴力革命； 暴力革命一旦成功，对资产阶级，更

没有什么好商量，就无产阶级专政。所以 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开

头是阶级斗争，结尾是暴力革命，中间是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经济基础是科学技

术社会生产，上层建筑是政府公权力。搞无产阶级革命的人，不是科学

家资本家，大家看重的，不是科学技术社会生产经济基础，而是政府公

权力。 《共产党宣言》宣扬暴力革命，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和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其实不怎么对得上。不过哲学政治经济学，



一般人学不懂。 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大家一听就明白。

于是《共产党宣言》，就成了在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最广

泛的政治文献。 

列宁主义，第一步自然也是画共产主义这张饼，你要问这张饼的道理，

他让你从黑格尔开始, 去读你怎么也不可能读得懂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吴

法宪在林彪事件后，被关押审查，没事干居然去读《资本论》。他没说

当时读懂了多少，但是后来是一句没记住。这是他自己在回忆录里说的。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讲黑格尔的时候，说他的书，自己看来看去，

有地方还是看不太明白。他都看不明白，其实就没什么人能看明白。李

大钊五四后有一段，全神贯注钻研马克思主义，把组织共产党的事，推

给了陈独秀。但是他结果必然也是害头疼看不明白。不过看不明白不要

紧，直接跳到共产党宣言就是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

一看就明白。 

所以列宁主义，《共产党宣言》是起点。列宁主义解答的问题，不是要

做什么，而是具体怎么做。阶级斗争要怎么斗，暴力革命要怎么革，无

产阶级专政到底怎么个专政法，马克思恩格斯没讲，就听列宁的。列宁

主义不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不是理论是实践，是极高明的人斗人，人

征服人的手段，一套一套的组织行动的具体做法。 

要成事必须有政权。夺取政权，首先要有一帮人跟着你一起玩命，其次

要有可以依靠的，支持你的大批群众。当时的俄国，可以依靠，支持列

宁的群众，自然是一无所有，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刚刚形成的无产阶

级。这个和马克思恩格斯说的无产阶级革命，就勉强接上了。要成势，

必须把无产大众组织起来。列宁说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除了组织，

没有其他手段。 怎么组织？ 第一要拉起一支肯跟着你一起玩命的职业

革命家的队伍，然后以这个队伍为核心，组织共产党，再通过共产党，

组织工人和一般民众。这样的组织，职业革命家的队伍，共产党内部，

大家要齐心协力，思想步调要一致，所以共产党要有统一的目标行动纲

领。普普通通一个人，什么都不是，入了共产党，组织就成了你的靠山，

你做事就有势可仗，有力可借。 



列宁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如何组织管理共产党。你想入党，仗党的势，

必须跟党签卖身契，把自己卖给党，要为党的事业，不顾生死。要严守

党的机密，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列宁主义第一条，

是共产党要有铁的纪律。什么是铁的纪律？ 就是你不听话，就要你的好

看，一个杀字。斯大林的杀人如麻，肃清异己，毛泽东在江西抓 AB 团，

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搞白雀园肃反，夏曦在红二军团杀人如麻，得的都

是列宁的真传。你可能要问，这样的党，和黑帮有什么区别？谁会去加

入？区别在于宣传组织。第一是宣传，党有马克思恩格斯画的一张学问

无穷大的饼，叫共产主义。党的事业，是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最美好

最壮丽的事业。能让你参加进来，是你身逢其时，是你的好运气。你现

在受苦受穷，都是老板政府害的，想要翻身过好日子，过来跟着共产党

闹革命。第二是组织，共产党有列宁。全世界古往今来的黑帮老大，加

着一起，都比不上这个千年一出的超级组织天才。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届

中央委员会，就三个委员，陈独秀是总书记，李达是宣传委员，张国焘

是组织委员。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共最重要的两个部，一个是中宣部，

一个是中组部。 

列宁是超天才的组织家。孙中山 1914 年改组国民党，要在思想上组织上

强化对革命同志的控制力，想出来的办法，是要求大家打手磨宣誓效忠，

搞来搞去，也没能搞出一支真正效忠自己的队伍。但是他后来联俄联共，

学习列宁主义，重组国民党。重组后的国民党，一下子脱胎换骨，就有

了推翻北洋政府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原则，到组织纪律， 没有

一样，不是从列宁那儿来的。这样的有共同的社会理想，有严密的组织

纪律， 又有统一明确的行动纲领的一群人，不管在哪儿，都了不得。 结

果，哪里有了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哪里就生出了一股潜力无限的政治势

力。共产党发展壮大，与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无产阶级，没有一毛钱

关系，依靠的，是列宁一套一套的严密细致的宣传组织办法。中国没有

无产阶级，毛泽东就用列宁主义去组织农民。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把俄

国工人换成中国农民，按列宁主义照方抓药，就是毛泽东思想。为什么

共产党国民党是兄弟？因为都学列宁主义。为什么蒋中正会败给毛泽

东？因为蒋中正学列宁主义学到一半，说这个东西太邪恶，不学了。 



夺取政权，只是第一步，下面要搞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政权。什么是无

产阶级专政？杀人立威，是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后，凡是反对布尔

什维克的，杀无赦。斯大林是杀人魔王，不管是谁，只要惹了他，不是

杀，就是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做的第

一件事，是镇压反革命，杀了几百万；接下来，剥夺地富反坏右，五类

分子，一切的政治经济权利。朝鲜的共产党金家王朝，传了三代，靠的

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杀字诀。 

政权巩固了，怎么统治？从组织上物质上思想上精神上控制所有人。共

产党，是金字塔型的集权组织架构，每个党员，都签过卖身契，必须听

党的；党在各级政府，所有的社会团体，方方面面，建立党组织。共产

党执政，事无大小，党领导一切，拥有一切，控制一切，决定一切。 列

宁说这叫做党的一元化领导。控制人，不但要从组织上物质上控制，而

且必须在思想上精神上全面控制。怎么控制呢？列宁的做法，第一步把

所有的报纸，办成共产党的机关报，然后把文学艺术，变成党的文学艺

术，变成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文学艺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没有一条是原创，全是从列宁那儿来的。 

列宁的下一步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具体的做法，是在思想上组织上，

把苏联共产党，全体变成职业革命家，把整个国家，搞成共产党。这样

的共产党国家，有统一的意志，有严密的组织，力量无穷。接下来，就

可以考虑消灭资本主义，统一世界，将红旗插遍全球了。可惜列宁的命，

不够长，不过他活着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有了具体运作。他手创共产

国际，向周边的国家，包括中国，输送马克思主义，组织共产党。每个

国家的共产党，都是列宁主义的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共产党的厉害，和我同龄或者大一些的中国人，多多少少都领教过。上

面说的这些东西，大家其实都熟悉，耳目能详。不过不少人可能以为，

这些厉害做派，是从斯大林毛泽东那儿起的。其实都是列宁的原创，是

列宁主义。 今天的中国， 相信共产主义的人，一个都没有了。但是，

马克思画的饼没了，列宁主义的组织根基还在，习近平这十年在中国，

不过是全面恢复被邓小平改革开放弄丢了的列宁主义。毛泽东骂赫鲁晓

夫背叛列宁主义，没骂错。他是列宁的好学生，习近平又是他的好学生。 



                3.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从最初的筹划到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整个过程，张国焘

的回忆录里交代得清清楚楚。不过他的回忆，第一是具体日期，几月几

号到几月几号，和中共官方的说法对不上。第二是会址，他说开会，是

借用的法租界蒲石路博文女校的课堂，不是现在官方说的李汉俊家。第

三也是和中共官方的说法最不一致的地方，是他说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

和尼可罗夫斯基，始终是听他通报出主意，没有参加会议，连旁听也没

有。马林唯一参加的一次会议，也是唯一一次在李汉俊家里开的会，是

因为党纲通过后，他要求到会，代表共产国际发表讲话。不过会还没开

始，就被租界的警探打断了。张国焘说马林对全体一大代表，说过的唯

一一句话，是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人分头离开。一大是张国焘主

持开幕的，也是他致的闭幕词，这三件事，他没必要有意说假话。 第一

件，日期他可能记错了，第二第三件，我觉得他说的，比官方靠谱。当

时李达李汉俊，强调独立自主，对马林代表共产国际，以指导者上级自

居，起了很大的反感。后来张国焘做主，党拿了马林给的活动经费，在

他和其他领导人，包括陈独秀之间，引起过不小的争执。张国焘说一大

也没有决议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那是到二大才正式确立的。 

中共一大，马林有没有列席参加，中共是不是确认了自己是共产国际的

支部，其实没什么要紧。重点是这个党，不是陈独秀李大钊，更不是张

国焘刘静仁李达李汉俊周佛海陈公博毛泽东董必武，而是列宁的共产国

际缔造的，是在共产国际的具体指导推动下组织成立的。中共的第一批

党员，都是狂热爱国的知识青年，和中国工人阶级，八竿子打不着。 

这些爱国知青，包括他们的导师陈独秀李大钊，没人真明白马克思主义

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想要的，是给中国找一条救亡的路。原以为孙文革

命党推翻了满清，中国走共和宪政的路，会变好变强，不成想结果反而

四分五裂，内忧外患，积贫积弱，一天不如一天。共和立宪的资本主义

道路走不通，那社会主义行不行？社会主义分巴枯林的无政府主义，马

克思的共产主义。于是五四青年，一多半信了无政府主义，一小半信了

共产主义。李大钊搞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开始的时候，九个人只有四个

信共产主义，倒有五个信无政府主义。信共产主义，是因为这是十月革



命的旗号。俄国那个时候，比中国强一些，但强不到哪里去，1905 年的

日俄战争，也被日本打败过。十月革命后，苏联与整个西方世界为敌，

居然能自强自立，巍然不倒。列宁的路，听起来看起来，是一条可能成

功的救国图强的路。 这些年轻人的目标，是救国救民，想知道想学的，

是苏俄自强自立的办法。 

大家正开始琢磨，老师就找上门来了。救国救民，是大事业，这个事，

很难做，大家必须齐心协力。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是光明白没用，要

行动，要组织起来。怎么组织？第一要有一个声望能服众的人起头，然

后一步一步，有老师教。共产国际第一个来中国探路的，叫威金斯基，

先找李大钊，李大钊说这个马克思主义，我一时半会儿，还没琢磨透，

陈独秀比我能干，你去找他。于是威金斯基就去了上海，一拍即合，教

陈独秀先在各地联络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然后成立共产党。几个月后，

弄得有模有样了，威金斯基回去报告，换了级别高许多的马林来。这个

马林，是当时共产国际有名望的东方问题专家，和列宁一起起草过文件

的。于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就这么地诞生了。 

前面说过，一旦有了列宁主义的党，就厉害了。陈独秀李大钊，带着一

帮年青人，之前都是无权无势。有了组织，就有了权势。一个人，不管

以前多单纯善良，一旦得了权势，身不由己，就会入魔。这是人性，真

正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接下来，人斗人人杀人，就成了主题。开始

把大家伙儿引过来的大饼，救国救民，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美好的共产主

义事业，就成了大家一起泯灭人性，杀人放火，造反做土匪强盗的根据

由头。下面这一段，是张国焘做的总结： 

总括的说，少数人所发动的武装暴动，暴力革命，建立这种那种

的革命政权，实行专政的统治，必然会抛弃初期的理想主义，人

道主义和道义，代之以权力的观念，计谋，恐怖和残忍等等。共

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骨肉相联，因之，独裁的丑恶现实

必然会淹没了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黑体是我加的） 

这些话，是他在以权力的观念为主导，十八年内，用计谋，恐怖和残忍

杀了无数革命同志阶级敌人，但是不幸在和毛泽东争做共产党的独裁领

袖落败之后，反思悟出来的。红四方面军的革命领袖，中国工农红军的



总政委张国焘，独裁革命的时候，打土豪分田地，杀人如杀鸡，用计谋，

搞恐怖残忍，无恶不作。徐向前回忆录里，讲张国焘的白雀园肃反，说

两万人不到的红四军，被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

部被逮捕杀害， 徐向前的老婆程训宣和王树声的妹妹，也都被肃掉了。 

专制独裁的绝对权力，是世上最可怕，同时又是最能让人着魔入迷的东

西。九十年代，美国有一部系列电影， Lord of the Rings, 《指环王》三

部曲。指环，是这三部影片里最重要的道具，是绝对权力的化身。在影

片里，人类，仙族，谁得到了这枚指环，甚至只是看到它，谁的思想心

智，就会被它侵蚀控制。 故事的主人公，不是人类，仙族，而是天性中

既没有野心和冒险精神，也没有占有欲和征服欲的兔人族。他历经千辛

万苦，带着这枚指环到了能毁掉它的地方，却在毁掉它拯救世界，还是

将它据为己有之间，选择了据为己有。在这枚指环机缘凑巧被毁掉之后，

他说，我的脑海里，终于又出现了家乡的孱孱流水，蓝天白云，出现了

世间生活平凡美好的一切。只要有这枚象征绝对权力的指环在，他的脑

子里就不可能有人世间的平凡美好。  

共产党人干革命，就泯灭了人性。拿程训宣的事做例子。徐向前是红四

军的军长，程训宣是他老婆，被抓走了，他自己在回忆录里居然说，她

的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听候组织审查就是了。直到七

年后在延安，他才听说程训宣被杀了。想想看，这个组织该有多厉害。

再看看徐向前在组织面前的这付嘴脸，真的是比肃反杀程训宣这件事本

身，更让人恶心。 

陈独秀又不同，他是一介书生，不是张国焘毛泽东那样的乱世枭雄。1940

年，他写了《我的根本意见》一文。下面这一段，是他对无产阶级专政

的反思。 

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

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

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

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

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黑体是我加的） 



他这里说的独裁，和专政同义。他要是在 1921 年就明白了这些道理，就

不会帮共产国际组建中国共产党，也不至于害得自己的两个儿子，陈延

年陈乔年，年纪轻轻就送了性命。 

从共产党成立到二战结束这一段，列宁主义救中国的革命史，我们就不

接着往下说了。近代中国，孙文革命党和袁世凯合力，推翻了满清王朝，

换来的却是天下大乱。乱世英雄起四方，大家自立山头，当土匪做强盗，

一堆的乱七八糟。然后呢？国民党共产党，大家你杀我我杀你，武力兼

并，一步一步地，土匪做成了军阀，军阀做成了领袖，领袖做成了皇帝。

事情说起来，惊心动魄，其实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中国

的集权王朝，两千多年，几百年一轮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刘邦刘

秀扬坚朱元璋努尔哈赤，再加上三国水浒说唐演义，同样的故事，多了

去了。说不完，也没什么新鲜。再有就是共产党写的中国近代史，几十

年的歪曲捏造，改来改去，共产党如何如何，国民党怎样怎样，谁做了

什么样的贡献，谁做坏了什么事，谁品德高尚，谁人品低劣，连标点符

号，都没法信，你想去弄，也不可能弄得明白，所以不值当的，没必要

白费这个工夫。举个例子，江青在文革中，让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组织

人写中共党史，吴法宪看了，问杨成武，这个党史，怎么连朱德周恩来

都没有？杨成武回答说江青不让写。现在要想知道点什么，千万不要去

查百度百科，那里全都是胡说八道。维基百科要好不少，可以做参考。 

当然，最后救了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的，不是三民主义国民党，也不是

列宁主义共产党，而是美国。中国差一点被日本灭了，幸亏美国在太平

洋战争中，打败了日本野心狼。是美国救了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