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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问题研究·

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教训与启示 ( 中) *

———写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 100 周年之际

李慎明 等

［摘 要］ 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教训告诉我们，大党的自身建设不仅关乎党的兴衰存亡，而且关乎国家、人

民乃至人类的前途命运; 党的领袖的信仰信念、理论素养、人生观和价值观直接关系社会主义宏伟大业的成败;

党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不清醒、不正确、不坚定，势必将党和国家引向歧途甚至邪路; 必须把体现人民意志

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落实到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法律和具体实践中; 必须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坚定社会主义必胜信念，党才有凝聚力、战斗力; 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必然导

致改旗易帜、亡党亡国的恶果; 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警惕、抵制和及时回击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

克思主义思潮，时刻保持党的革命性、先进性和纯洁性; 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不能自断

脊柱，沦为反动势力刀俎下的鱼肉; 必须高度警惕、有效防范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坚决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

［关键词］ 苏联 苏共 亡党亡国 党的建设 党的领导集团

二、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教训

如前所说，苏联亡党亡国最为深刻的警示和教训，就是共产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是党的领导

集团内部出了问题。

( 一) 大党的自身建设不仅关乎党的兴衰存亡，而且关乎国家、人民乃至人类的前途命运

苏联共产党曾经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它不仅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

且有力发展了社会主义事业，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和人类社会发展方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获

得广泛的世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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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宁和斯大林时代，苏共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等方面进行的建设，使

其能够适应革命和战争、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并推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大踏

步前进。在苏共的坚强领导下，苏联人民付出巨大的牺牲和代价，打败外敌入侵，并建设了强大

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击败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之后，社会主义

革命从一国发展到多国，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苏维埃政权是通过苏共的领导来实现人民管理自己的国家的。这就意味着党的自身建设任务

艰巨，必须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性质，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

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然而，自赫鲁晓夫担任最高领导人时起，苏共各方面的建设尤其

是思想、政治、作风建设出现了严重问题，特别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担任最高领导人后期，苏联官

僚主义现象蔓延，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形成了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相对立的官僚特权阶层，苏共

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严重受损，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开始动摇。

官僚特权阶层因循守旧，不愿或反对进行任何涉及自身利益的变革。更为严重的是，官僚特

权阶层完全脱离广大群众，使党的威信和社会主义声誉下降，为戈尔巴乔夫时期反共反社会主义

势力的壮大培植了土壤。为使非法占有的国家资源合法化，特权阶层极力推动苏联社会制度演

变，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将苏联引向解体。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苏联共产党历经革

命和战争的考验，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和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然而，在和平

发展年代，苏共却逐渐忽视了党的建设，党的领导人追名逐利、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忘记了自

己的初心使命，逐渐脱离群众，与人民离心离德，最终被人民抛弃、被历史抛弃，也就在情理之

中了。

苏共败亡的历史表明，建立政党、夺取政权相对容易，但一朝倾覆、亡党亡国后再图崛起，

就会异常艰难。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和平方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争取恢复社会主

义，曾经发挥过重要影响。然而，进入 21 世纪以来，俄共发展并不稳定。2018 年 3 月，俄罗斯

举行第七届总统大选，曾 4 次落选的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没有参选，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推举了无

党派人士格鲁季宁 ( Павел Грудинин) 作为其候选人。2021 年 9 月，俄罗斯官方公布了第八届

杜马选举结果， “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为 49. 82%，俄共为 18. 93%。但俄共实际得票率为

30%，统俄党为 35%①。普京在大选前后都找过久加诺夫谈话以给俄共施压。

政权易手后，广大老百姓与共产党人的处境变得十分艰难。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经

济学家鲁斯兰·格林伯格 ( Руслан Гринберг) 在苏联解体 25 年时，曾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状况作

过这样的解读: “如果有很多穷人，经济就不会成功。”他认为，当代俄罗斯正经历着苏联解体

后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贫困问题，这是俄罗斯 25 年经济转型失败的象征; 经济不平等不仅是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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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且对国家经济发展极为不利①。2019 年鲁斯兰·格林伯格再次指出，2018 年 3% 最富有的

俄罗斯公民拥有国家 89%的金融资产，这是轻率拒绝苏维埃正义的结果，清楚地表明俄罗斯选

择了一条错误道路②。

2021 年 12 月 8 日，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 ( Вячеслав Володин) 发文回忆苏联解体时

表示，苏共高层领导人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选择背叛理想、背叛国家、背叛人民，而政治精英们

则从国家崩溃中攫取利益，美国和欧洲也因此得以消灭了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对手，将苏联分裂

成不同的国家。但在这个过程中，苏联 15 个加盟共和国却没有任何一个从国家崩溃中获益。沃

洛金强调，这些加盟国的经济、工业联系被切断，工业能力丧失，这一切综合要素导致了一场重

大危机，而到目前为止，他们仍在承受着这场悲剧带来的后果③。

与此相反，以“非常规战争”即意识形态战、经济金融战等为主要手段摧垮苏联和东欧社

会主义国家的美国，却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收割了巨额财富，原用于军事对抗的计算机、互

联网等高科技产业，转为民用，进一步形成金融资本 + 技术资本，共同推进了美国经济高增长，

以美元霸权为基础和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这亦相当于苏联和东欧国

家将自己的财富拱手相让，奉养了自己的竞争对手。

( 二) 领袖的信仰信念、理论素养、人生观和价值观直接关系社会主义宏伟大业的成败

从苏联共产党兴亡的经验教训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必须如列宁所说是 “最有威

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④，需要他们具备高瞻远

瞩、领航掌舵的政治远见，坚定非凡、无所畏惧的革命勇气，开拓创新、驾驭复杂局势的卓越领

导能力，更为重要的是，需要他们能够始终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正确一边，带领党和人民始终

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自列宁、斯大林之后，苏共主要领导人的思想政治素养下滑，意志品质低下，有的还变成了

特权阶层利益的顽固维护者。“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他们更多的是考虑个人、家庭和小集团

的利益。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领导集团经不住复杂局势的考验和物质利益的诱惑，理想信

念、意志品格、人生观、价值观等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苏联社会主义事业遭遇覆亡的命运也就

无法改变了。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列宁、斯大林领导时期，苏共之所以能够由弱到强、领导社会主义事

业蒸蒸日上，是因为有列宁、斯大林这样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的存在，而斯大林逝世

之后，苏共之所以由盛转衰，其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最终毁于一旦，也是因为苏共缺乏坚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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Гринберг Р. Если бедных много，значит экономика неуспешна，https: / /www. if24. ru / ruslan － grinberg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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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苏联解 体 30 周 年 俄 国 家 杜 马 主 席: 至 今 没 有 任 何 前 加 盟 共 和 国 从 中 获 益》，http: / /news. sohu. com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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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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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到强，历经百年风雨取得辉煌成就，正是

因为有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因此无往而不胜。

( 三) 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不清醒、不正确、不坚定，势必将党和国家引向歧途甚至邪路

如果党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缺乏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科学武装，就容易在复杂多变的国内

外形势面前迷失方向、失去动力。苏共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不清醒、不正确、不坚定，极大地

危害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担任最高领导人时期，苏共看不清帝国主义的本性，淡化国际范围

的阶级斗争，一厢情愿地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 “和平过渡”，并出于 “苏美合作，主

宰世界”的政治需要，在社会主义阵营搞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在世界范围推行霸权主义。

为了加强对东欧盟国的控制，勃列日涅夫抛出了所谓 “社会主义大家庭论” “有限主权论”和

“国际专政论”，控制其他兄弟国家，甚至公然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还打着 “支持民族解放

运动”的旗号对第三世界进行侵略扩张。苏共的这些错误做法，败坏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声誉，

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裂等严重后果。

戈尔巴乔夫推行外交“新思维”，鼓吹“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认同西方价值观为 “全

人类价值观”，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按照西方价值观指引国内改

革，在思想上行动上完全投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甚至出卖苏联核心利益以换取西方的信

任，结果换来的却是亡党亡国的悲剧，以及西方世界的弹冠相庆。苏联的教训深刻表明，社会主

义国家如果走屈服、投降西方国家的道路，改旗易帜，必然自取灭亡。

要避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充分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制

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并存和较量的时代，在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仍主导世界的时代，决不能屈服于帝

国主义的压力，搞不讲原则、不计后果的妥协退让。应当清醒地看到，自从出现社会主义国家以

来，国际反动势力一直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图谋，国际舞台上始终存在着渗

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有时还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面对复杂尖锐的国际斗争形

势，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既要善于把握时机，调整政策，尽可能将国际关系引向有利于和平、有

利于发展、有利于人类进步事业的方面，又要时刻保持清醒正确的政治头脑，坚持原则，敢于斗

争，确保国内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 四) 要把体现人民意志的根本制度体现在宪法的文本里和贯彻落实中，决不能动摇或变相

动摇甚至取消这些根本原则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只有在其先锋队组织的领导下才能逐步实现。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

权后，制定一部体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意志的根本法，将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性质和

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核心领导地位，通过宪法法律文本明确予以确认与维护，并把这些根

本制度通过各种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坚决落实到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以及外交等方方面

面，决不能仅把这一根本制度通过各种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空悬在法律条文里，甚至从法律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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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就直接取消这些不可动摇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维护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否则，这样的党和国家必将被人民所抛弃。

1989 年以后，在政治“多元化”、社会“民主化”等旗号下，戈尔巴乔夫采取所谓 “自由”

“公正”的方式，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和最高苏维埃代表 ( 议员) ，结果是一大批激进分子、反苏

反共头面人物、持不同政见者当选。“跨地区议员团”提出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要求废除苏

联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内容。1990 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定放弃苏共执政地位，在

苏联推行多党制。同年 3 月召开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废除了苏联宪法第六条，规定苏联实

行多党制、总统制，建立三权分立的国家政治制度，这就从根本上摧毁了苏共执政的法理根基，

给苏维埃政权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以致命一击。

在宪法中，确立并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确立并维护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

制度，具有极端重要性。苏联的教训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一段时间以来，在我国出现了一股所谓

“宪政民主”思潮，其打着“民主”“法治”等旗号，要求修改我国宪法关于共产党领导地位的

表述、借鉴美国等西方国家经验搞 “宪政民主”，内容包括所谓开放 “党禁” “报禁”，推行多

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推行“司法独立”“政治中立”和军队 “非党化”，“在民主宪政

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些主张和戈尔巴乔夫时期 “改造苏共”的言论如出一辙，要

害是把党的领导与宪法和法律对立起来，否定党的领导、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否定我国宪

法及其确立的制度和原则，最终实现改旗易帜，把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搬到中国来。我国宪法始终

明确并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2018 年宪法修正案在正文第一条中添加 “中国

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内容，是无比正确的。事实表明，不是

“宪政民主”能够拯救苏联，而恰恰是“宪政民主”搞垮了苏联。

( 五) 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社会主义必胜信念，党才有凝聚力、战斗力

苏共软弱涣散，丧失战斗力，根本原因在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

标，放弃了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解放的崇高追求。尤其是苏共领导人淡化、放弃、背离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对于全体党员起到的是恶劣的 “榜样作用”，教训极其惨痛。

赫鲁晓夫在思想上政治上宣扬阶级调和的 “全民党”“全民国家”论调，宣扬抽象的、超阶

级的人道主义观，要求把所谓“伟大的人道主义”作为“我们的意识形态”，淡化马克思列宁主

义指导地位。苏共在勃列日涅夫担任最高领导人后期普遍存在言行不一、形式主义、夸夸其谈、

只说不做等现象，严重弱化党的影响力，使苏共的威信不断下降。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彻

底放弃马列主义指导地位，党内思想混乱，派别林立，乱象丛生，人心涣散，最终惨遭解散的

命运。

苏联惨痛的教训表明，坚定理想信念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重大意义，对于社会主义国家

具有重大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讲，理想信念是否坚定，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必须始

终如一地坚持和加强党的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是克服一

切困难、取得一切成就的思想保证。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坚持思想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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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推进理论强党，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牢牢把握意识形

态工作领导权，这一系列重大举措是完全正确的。

( 六) 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必然导致改旗易帜、亡党亡国的恶果

围绕改革问题，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改革观: 一种是把改革看作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

发展，把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与完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具体制度有机统一起

来，既把改革视为一场根除体制机制弊端和突破思维、利益固化藩篱的革命性变革，又坚持科学

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前进。这是在实践中被证明为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改革观。另一种改革观主张本质上不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它是借改革之名，打

着“改革”旗号，根本否定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把资本主义的那一套社会制度移植

过来，实现国家的资本主义化，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属于这种类型。

纵观苏联历史，如果说改革始于赫鲁晓夫的话，那么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一

方面，苏共领导集团在思想上政治上已经开始偏离、背离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

和基本制度; 另一方面，仅在原来体制机制下采取一些修补措施。而从戈尔巴乔夫担任最高领导

人至苏联解体，推行的则完全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所谓 “改革”，把

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根本否定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

从苏共的教训看，在改革问题上既不能走僵化封闭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其中，

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避免犯颠覆性的错误，尤为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强调我国的改革是有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立场和原则的，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

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强调我们要增强政治定力，坚守政治原则和底线，决不

能把改革变成“改向”，变成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弦更张，这些重要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 七) 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及时回击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思想政

治理论上时刻保持党的革命性、先进性和纯洁性

纵观苏俄和苏联 70 余年的历史，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经历了一个演化蜕变的过程。列宁时期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为布尔什维克党确立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原则、方针

和理论指导，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先河。斯大林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既有重大成就也

出现过偏差，但总体上方向是正确的，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列宁、斯大林时期，苏共

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和清算是坚决的、彻底的，使党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能够自觉抵御

各种资产阶级思潮的侵蚀，尤其是对民主社会主义及其前身社会民主主义本质的认识是深刻的、清

醒的。这显然与列宁、斯大林长期坚持与第二国际右派进行坚决的斗争有直接关系。

从赫鲁晓夫开始，苏共意识形态工作在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越走越远，苏联各种非马克

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始死灰复燃。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

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

争有所缓和，当时流行的民主社会主义、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借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之机以及匈

牙利事件和波兹南事件造成的反共浪潮，也竭力拓展着自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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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时期，苏共党内出现 “人道主义化”，党员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受到极大冲击。当

时，东欧一些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出现 “新马克思主义”派别，

这些派别以摆脱“传统马克思主义”束缚之名，否定列宁主义，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西欧

各国的社会党人高举民主社会主义旗帜，服务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需

要。赫鲁晓夫的“人道主义”以及“三和” “两全”思想就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中形成的。这股

错误思潮在苏共党内长期得不到纠正，以至于演变成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

经过勃列日涅夫形式主义的治理，各种错误思潮有增无减，使苏共思想上的纯洁性受到很大

影响，党内形成了滋生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温床。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领导集团则走上全

面彻底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道路，各种错误思潮严重泛滥。

戈尔巴乔夫抛弃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照搬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分析苏联社

会中存在的问题，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不符合所谓人性，甚至摧残所谓的人性，“阉割了社会主

义结构的人道本质”。他还曲解《共产党宣言》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

条件”这一论断，认为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纲领”，体现了 “伟大的人道主义原则”。他还把

人道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视为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与任务，视为共产党人的奋斗

目标，这就完全陷入唯心史观的泥潭。

“人道主义”作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与神学统治的一面旗帜，在历史上有其进步意义，

但资产阶级所说的人和人性，是抽象的人、抽象的人性，是不具有阶级属性的所谓的 “自然而

永恒”的东西，是所谓“衡量一切包括人类历史的标准与尺度”。把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

归于人类的善良天性或者人类的理性，这是唯心史观的典型表现。抽象的人性论既看不清苏联社

会问题的本质，也看不清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使苏共迷失了前进方向，也使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

命性、先进性和纯洁性荡然无存。

历史证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旗帜鲜明地开展

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批判抽象的人性论和抽象的人道主义是完全正确的。这对于我国摆脱苏联

解体、东欧剧变的消极影响，推动我国改革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发挥了巨大作用。

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表明，意识形态工作贵在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意识形态这块阵地，

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就必然会去占领。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高

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

位，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持之以恒地锤炼党性修养，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坚决斗争，

让思想舆论阵地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依然存在，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各种非马克

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社会基础就始终存在。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反

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共产党人必须给予足够的警惕。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并努力进行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号召全党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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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建设具

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新胜利，这些重大论断和

决策是英明正确的。

( 八) 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不能自断脊柱，沦为反动势力刀俎下的鱼肉

苏联红军自创立起，就遵循列宁的建军原则，确立了苏共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将无产阶级的

军队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政党手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一再证明，坚持党对军

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首位，具有极端重要性。

1991 年苏联“8·19”事件中，奉命进入莫斯科的空降兵部队、克格勃 “阿尔法”行动小

组拒绝执行上级命令，调转枪口，支持 “民主纲领派”的叶利钦。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

时刻，苏共自己缔造的军队非但不履行自己的使命责任，反而临阵倒戈，加速了苏共的崩溃和国

家的瓦解，究其根本原因是戈尔巴乔夫以 “改革”为名，搞所谓 “军队国家化”“军队非党化”

的恶果，使苏共彻底放弃了对军队的领导权。

在思想上，戈尔巴乔夫极力宣扬军队 “非政治化”“非党化”和军队 “国家化”，其实质是

把领导军队的最高指挥权由苏共中央转移到苏联总统那里。在政治上，撤销了军队总政治部，削

减了军队各级政治机关，裁减了数万余名军官，取消了军官晋升的政治审查制度，使军队对党和

国家的忠诚度、可靠性迅速下降。此外，1990 年 3 月制定的 《关于设立苏联总统和苏联宪法

( 根本法) 修改补充法》，从法律上剥夺了苏共领导和指挥苏联军队的最高权力。

为达到把领导军队的权力从苏共手中夺出来的目的，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更加泛滥，开

始制造旨在颠覆国家的舆论，将否定的矛头指向苏联军队和苏联英雄。反苏反共报刊和极端势力

专门揭露和抨击苏军的所谓问题，把因戈尔巴乔夫错误改革造成的后果嫁祸给军队，苏军成了苏

联同其他国家关系紧张的 “罪人”，而经济衰退是苏军这只 “怪兽”吸干了国家血汗的结果。诋

毁苏联军人、否定苏军历史成为时髦。卓娅 ( Зоя Космодемьянская) 、马特洛索夫 ( Александр

Матросов) 、克洛奇科夫 ( Федор Крючков) 、青年近卫军等苏联国家英雄和英雄团体遭到污蔑。

苏军成了“法西斯政权”的帮凶，卫国战争胜利不过是苏联这个 “大法西斯”打败了德国这个

“小法西斯”。1990 年 11 月 14 日，苏联元帅阿赫罗梅耶夫 ( Сергей Ахромеев) 在《苏维埃俄罗

斯报》发表文章指出，整个反军活动从今年年中起就已不再是局部问题了。分离主义和反社会主义

势力把败坏军队名誉的方针同排挤共产党的做法结合起来，并搞起要求政府辞职的大规模动乱。

当时被谎言玷污的绝不仅仅是卓娅一位英雄。苏联国内外敌对势力对苏联人民引以为傲的几乎

所有英雄人物都进行了诽谤和侮辱，如苏联近卫军列兵亚历山大·马特维耶维奇·马特洛索夫

( Александр Матвеевич Матросов) ，1943 年 2 月 23 日在普斯科夫州大卢基城下争夺切尔努什卡村

的战斗中，他用自己不屈的胸膛堵住了从德军碉堡向外喷射着火舌的机枪眼。马特洛索夫为胜利奉

献了年仅 19 岁的宝贵生命。1943 年 6 月 19 日，他被追认为“苏联英雄”。时隔 9 年后在朝鲜战场

也出现了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特级英雄黄继光。然而这位“苏联的

黄继光”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却被丑化成“少年犯”、从古拉格流放地走上前线的“囚犯军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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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者还污蔑说: 马特洛索夫身材矮小瘦弱，德军机枪口径达 40 毫米，且有多挺机枪射击，射击孔

宽度达一米半，他不可能挡住枪眼。就连目睹马特洛索夫牺牲的战友塔吉罗夫 ( Хамза Тагиров)

的证词也遭受质疑，认为其记忆靠不住。这些说法和我国一度出现的污蔑黄继光的流言蜚语何其相

似! 只不过这些历史虚无主义的邪说，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已经被广大群众批得如过街老鼠。同时，

我国也作出了维护英雄声誉的立法，严惩对人民英雄模范的玷污行为。

一个否定了英雄的社会，注定是没有前途的。如过江之鲫的谎言，不仅搅乱了舆论，混淆了

视听，使 500 万苏联军队丧失昔日的一切荣光，使苏联人民丧失保卫自己政权的坚强后盾，而且

也使拥有近 2000 万党员的苏共与 70 余年历史的苏俄和苏联一起走向瓦解。强大苏军的最终命运

让人唏嘘不已，历史镜鉴值得我们永远牢记。

( 九) 要高度警惕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决不能让第五纵队在国内甚至党内横行无忌尤其是在

党的领导集团中出现“鸠占鹊巢”之现象，否则党和国家的倾覆将成为必然

“和平演变”是约翰·杜勒斯 ( John Dulles) 和艾伦·杜勒斯 ( Allen Dulles) 兄弟二人在

1953 年 ～ 1961 年为美国政府“遏制”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战略思想。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

将结束之际，时任美国情报部门高级官员的艾伦·杜勒斯详细勾勒出如何用和平办法促使苏联演

变: “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

全部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 “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

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 “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

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

地促进官员们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抹去他们的

社会存在。”“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

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

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 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方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①

1953 年 1 月 15 日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声称，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

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太无知了。

西方敌对势力对苏联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首先是在苏联党、国家各级领导中及社会各界尤其

是最高领导层培植西方的强大内应力量，也就是俗称的 “第五纵队”②。西方利用文化交流、经

济活动、人员往来等途径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培植西方在苏联的代言人; 主要通过广泛招募各学

科的专家、学者，利用宣传、互访、侦察、谍报等手段，进行大规模的心理战; 通过声援、收买

等途径，支持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 利用民族矛盾，制造民族分裂，煽动苏联社会的不满情绪;

通过散布政治谣言，丑化列宁、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的形象，煽动群众对苏联制度的反感和仇恨

及对西方社会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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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俄〕尼·伊·雷日科夫: 《大国悲剧: 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北京: 新华出版社，2010 年，第 1 －2 页。

“第五纵队”是指在内部进行破坏，与敌人里应外合，不择手段意图颠覆、破坏国家团结的团体。———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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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9 月，美国政府决定利用赫鲁晓夫倡导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 “和平共处”之机，鼓

动苏美间进行“大规模人民对人民的交流”，主张邀请一万名苏联大学生到美国留学，费用全部

由美国政府负担。其寄希望有朝一日，美国培植的这一批人在苏联掌权。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

人没有白费苦心。美国通过吸引大量苏联年轻人赴美留学等方式，对他们进行反共宣传，培养出

一批亲美亲西方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力量。雅科夫列夫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据原苏联国家安

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 ( Владимир Крючков) 披露，雅科夫列夫 1960 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进修期间被美国特工机关收买并在苏联 “改革”期间接受过美国方面的指示。

西方还利用自己把持的诺贝尔奖、各种基金会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影响并主导苏联社会的

知识分子群体，培植亲西方的“知识精英”，让他们宣传西方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诺贝尔文学

奖、和平奖包括经济学奖，都带有鲜明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苏联一共获得 5 次诺贝尔文学奖、

2 次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除了 1965 年获奖的苏联著名作家、《静静的顿河》作者

肖洛霍夫 ( Михаил Шолохов) 外，其余 4 位获奖者的作品都以否定和丑化十月革命、斯大林时

期而著称，最有名的就是以撰写《古拉格群岛》闻名的索尔仁尼琴 (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

两个和平奖一个奖给了苏联著名 “持不同政见者”、科学家萨哈罗夫 ( Андрей Сахаров) ，此人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从事反苏反共政治活动，他在 1975 年的获奖源自西方对其政治活动的肯定。

另一个和平奖在 1990 年给了戈尔巴乔夫，奖励他在瓦解苏共及推动东欧 “民主”方面作出的

“杰出贡献”。至此，暗箱操作“诺贝尔奖”的黑手终于暴露出来了。

西方非政府组织在瓦解苏共意识形态、推动苏联解体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反共、反马克

思主义著称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哈耶克 ( Friedrich Hayek) ，在英国

财团资助下利用蒙特普列基金会，在 20 世纪 80 年代积极参与西方对苏联的思想渗透，重点资助一

批苏联学者到西方进修，其中包括盖达尔 ( Егор Гайдар) 、丘拜斯 ( Анатолий Чубайс) 。在哈耶克

和蒙特普列基金会影响下，盖达尔、丘拜斯极力在苏联和俄罗斯传播新自由主义思想，推行以新自

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休克疗法”，成为导致苏联经济和俄罗斯经济崩溃的重要推手。

美国开放社会基金创始人索罗斯于 1987 年在莫斯科建立了苏联索罗斯基金会，积极资助反

苏反共的自由派分子从事解体苏联的政治活动，比如著名的 “持不同政见者”、历史学家尤里·

阿法纳西耶夫 ( Юрий Афанасьев) 。除此之外，索罗斯基金会还在 1990 年资助由亚夫林斯基

( Григорий Явлинский) 等人组成的旨在制定苏联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方案 ( “500 天计划”) 的

工作小组。该基金会还资助大量新闻记者和电视主播，培养了一批所谓独立的电视媒体专家，充

当反苏反共的喉舌，积极从事反苏反共活动。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尤为重视在苏联各级领导层寻求培植代理人。西方的神秘组织共济会在推动

苏联解体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催化作用。据俄罗斯历史学家普拉托诺夫 ( Олег Платонов) 在

《俄罗斯荆棘之冠: 共济会历史 ( 1731 ～ 1995 ) 》一书中揭露，自 1945 年至 1994 年，原苏联体

制内约有 400 名以上的党政高级官员加入共济会或隶属共济会的国际组织 ( 如 “彼得伯格俱乐

部”“大欧洲”委员会、“国际俄罗斯俱乐部”等) ，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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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德纳泽、叶利钦等苏共高层领导人①。

作为苏联这样大国大党的总书记，本应是全心全意为本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亦即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坚定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十分可惜，这样关键重要的岗位，

却逐渐出现“鸠占鹊巢”这一奇特的现象，被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所把

持。这一奇特现象的出现，当然有极其复杂的党内国内原因，但与极其复杂的国际因素亦有着直

接的关联。很多确凿材料证明，戈尔巴乔夫这样一个完全丧失了共产主义信仰的人之所以能够当

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诱导和扶植密切相关。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

亚·季诺维也夫 ( Александр Зиновьев) 称，1979 年左右他曾与英国情报机构的某工作人员交

谈，该工作人员告诉他: “很快他们 ( 即西方势力) 将把自己的人安排在苏联的王位。”② 尽管

这个工作人员并没有提及戈尔巴乔夫的名字，但季诺维也夫据此作出结论: 这一预言有先见之

明。早在 1983 年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掌握了关于戈尔巴乔夫的很多情报，这些情报使美国

特工部门相信，“可以利用他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③。此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多次试图与戈

尔巴乔夫建立秘密联系，并将他视为苏共领导人的最佳人选。撒切尔夫人也曾直言不讳: “是我

们让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④ 有评论认为，伦敦先于莫斯科批准了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

总书记。其实，1953 年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时，戈尔巴乔夫就与捷克留学生兹德涅克·姆林纳日

( Зденек Млынарж) 成了好朋友。而兹德涅克却是美国在捷克早就着力培养的 “持不同政见

者”。兹德涅克 1968 年任捷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主席团成员，是 “布拉格之春”的领袖之一，

1970 年被开除出党。1977 年，兹德涅克还与其他 240 位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及其他界别、

阶层的人士签署并发布了要求保护所谓基本人权的宣言 《七七宪章》，对所谓斯大林主义的专制

统治发起挑战。戈尔巴乔夫表面上与兹德涅克基本没有联系，但戈尔巴乔夫传记的作者格拉乔夫

( Андрей Грачев) 曾引用戈尔巴乔夫 1994 年对 《共青团真理报》所说的话: “兹德涅克是我最

亲密的朋友，比任何人都更亲密。”2002 年戈尔巴乔夫还证实: “我有一个朋友叫兹德涅克·姆

林纳日，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都保持着友好关系。”当选总书记之后，戈尔巴乔夫立即

邀请兹德涅克赴莫斯科，但与他的会见却不公开⑤。

美国中情局高官艾伦·杜勒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出版的 《间谍艺术》一书中承认，西

方情报机构密切关注着社会主义国家 “各个级别的共产党员，从最高层到基层，认真建立档案

卷宗，详细记录他们的活动和讲话，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有关情况”。苏联克格勃将军西多连科

( Андрей Сидоренко) 回忆说: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克格勃从其消息来源得到了关于中央情报局

和美国其他特工机构转入招募所谓利益代理人的第一份情报。”“而招募这些利益代理人，是为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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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参见张文木: 《共济会的演变及其历史命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 年第 4 期。

李慎明主编: 《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232 页。

李慎明主编: 《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234 页。

马维先: 《关于苏联解体的六大问题》，《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 年第 10 期。

参见李慎明主编: 《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232、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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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使用，即指望在今后的某一未知的时刻，他们能够晋升到党和国家机关、有影响的社会机构以

及苏联军队，并在那里工作。”① 俄罗斯历史学家奥斯特罗夫斯基 ( Александр Островский) 在

《谁扶持了戈尔巴乔夫?》一书中提出: “戈尔巴乔夫的姓名出现在中央情报局人物资料卡片的时

间，不会晚于 1968 年，当时他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②

苏联解体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 ( Robert Gates) 不无骄傲地在莫斯科红场

散步并说道: “我们知道，无论施加经济压力还是进行军备竞赛，甚至用武力也拿不下来。只能

通过内部爆炸来毁灭它。”③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说: “如果内部没有一个实际

上完全奉行苏联的敌人所树立的目标的 ‘第五纵队’，而只靠外部力量，谁也不能把我们国家怎

么样。”④ 原苏联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说: “有一支所谓的 ‘第五纵队’，这些人依靠美国

人吃饭。这些人不多，但正是他们打残了苏联。”⑤

在戈尔巴乔夫去世后，拜登等西方国家领导人给予他极高的评价，毫不吝啬地给他献上了种

种溢美之词。美国总统拜登称: “戈尔巴乔夫是一位有着非凡远见的人。在他上台执政时，冷战

已持续了将近 40 年，而共产主义存在的时间甚至更久，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苏联高层领导人中

几乎没有人有勇气承认需要进行改变。作为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我看到戈尔

巴乔夫这样做了，并且他做的不止于此。”⑥ 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 “我对戈尔巴乔夫去世的消息

感到悲伤。我一直钦佩他为和平结束冷战表现出的勇气和诚实。”⑦

“第五纵队”的存在，使美西方和平演变战略获得全面的 “胜利”。这是自社会主义国家建

立后，西方从未有过的“胜利”。苏联“第五纵队”的危害告诉我们，军事战场上的战斗往往因

为看得见而惊心动魄，但是在经济、思想、文化等看不见的战场上的战斗，表面上风平浪静，但

因其具有很强的隐蔽性、迷惑性，往往变得更加致命。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苏联策反安置的 “第五纵队”包括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

德纳泽、叶利钦等人与西方反苏势力里应外合搞垮苏联的党和国家是不争的事实，其过程触目惊

心，很值得我们去研究。( 待续)

( 李慎明系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 晓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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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明主编: 《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2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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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 as booming China and Russia to maintain its unipolar hegemony． China has calmly responded to the US

provocations，has always pursued an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of peace，unswervingly followed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actively promot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advocated multilateralism． In the context of the Russian-

Ukrainian conflict，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needs to seriously examine the theme of the times － “peace and

development”and its significance． China is a major country with a sense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and an important

force in resisting power politics，safeguarding world peace and promoting global development． China's stable development

and its concept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is the core of shaping a more stable，orderly，rational and fairer new world order．

 Issues of Ideology 

The Root Causes，Lesson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CPSU ( Part 2) —Writte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USSR Li Shenming et al. ( 96)……………………
The important lessons of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CPSU tells us that the self-building of a big party is not

only related to its own existence，but also has a bearing on the future and destiny of the country，the people，and even the

whole mankind． The belief，conviction，theoretical attainment，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of a party leader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great cause of socialism． The lack of consciousness，correct understanding and

firmness of the party in ideology，theory or politics is bound to lead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to a wrong or even evil path．

The fundamental，basic，and important systems that embody the will of the people must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s and specific practice of socialist countries; Only by adhering to the lofty ideal of communism and strengthening the

belief in the victory of socialism can the party maintain its cohesion and strength，while giving up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and abandoning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consequences of the change of banner

and the demise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In the face of attacks by enemies in and outside the country，we must always

maintain the party's revolutionary，advanced，and pure nature; we must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ideological work，and

remain vigilant against and resist and promptly counterattack all kinds of non-Marxist or anti-Marxist ideological trends，and

always maintain the party's revolutionary，advanced，and pure nature; we must unswervingly uphold the party's absolute

leadership over the armed forces，and should never give up on this point and become the prey of the reactionary forces; we

must remain highly vigilant and effectively guard against the Western strategy of peaceful evolution，and resolutely win the

“war without the smoke of gunpowder”．

Critique of Historical Nihilism under the Macro View of Party History Zhang Can and Chen Shudan ( 108)………
The macro view of party history is an extens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macro view of history in the narratives and studies

of party history． As an innovative view and perspective for scientifically evaluating the Party's historical development，it

plays an important and unique role in the critique of historical nihilism． Against the various forms of historical nihilism

today in the narratives and studies of the“four histories”，we must raise profound critique against historical nihilism with a

macro view of party history， focusing on objectivity of facts， macro-level narrative， stage-wise connectivity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we must，based on the Party's stance and the people's stance，comprehensively and profoundly

understand the Party's century-long history; we must rectify the situation at the root level and consolidate our bases while

grasping the main line and essence of the party history．

［责任编辑: 凯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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