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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俄共是当今俄罗斯政坛的重要政治力量ꎬ 也是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的重要力量ꎮ 它经历了从苏共加盟共和国党组织到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从不

妥协反对派到体制内反对派的发展历程ꎮ 俄共通过调整战略、 策略和活动形式ꎬ
成为俄罗斯政坛上一支积极活动的左翼力量ꎮ 俄共从苏共发展而来ꎬ 它在尝试继

承苏共的优秀成果ꎬ 探索在新形势下实现党的理想、 捍卫劳动者权益之路ꎬ 尝试

在新形势下完善党的纲领和意识形态ꎬ 尝试在俄罗斯现有政治格局中获得生存、
活动、 斗争的有利条件ꎮ 俄共是俄罗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ꎬ 也

是原苏联地区最活跃的共产党组织ꎬ 它的成功与根据俄罗斯政治进程发展不断作

出战略和策略调整有密切联系ꎮ 与此同时ꎬ 俄共在未来也面临巨大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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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苏共分支到俄联邦共产党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以下简称 “俄共”) 经历了从苏共的分支到独立政党的

建设和发展过程ꎮ 俄共是苏联后期成立的ꎮ 苏联由 １５ 个加盟共和国组成ꎬ 每个

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党组织ꎬ 如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ꎬ 唯独俄罗斯

联邦没有自己的共和国党组织ꎮ 这是因为ꎬ 俄罗斯联邦是苏联的支柱ꎬ 俄罗斯共

产党组织无论在人数还是组织数量上均占绝大多数ꎬ 在苏联共产党内发挥重要作

用ꎬ 因此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党组织受苏共中央直接领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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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时期ꎬ 为了满足俄罗斯联邦党组织要求ꎬ １９５６ 年苏共中央二月全

会成立了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ꎬ 赫鲁晓夫亲任俄罗斯联邦局主席ꎮ 勃列日涅夫

取代赫鲁晓夫担任苏共领导人后ꎬ 也兼任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主席ꎮ 苏共中央

俄罗斯联邦局的机构设置与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的机构设置没什么差别ꎬ 内

设领导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职能局ꎮ 俄罗斯联邦境内各边疆区和州党组织第一书记

大都是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的成员ꎮ １９６６ 年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决定撤

销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ꎬ 俄罗斯联邦境内共产党组织恢复由苏共中央直接

领导ꎮ
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ꎬ 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民族分离倾向日益明显ꎬ 苏共党内

在改革方针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加大ꎬ 尤其是到了 １９８９ 年ꎬ 随着苏联中央权力日

益削弱ꎬ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日益紧张ꎮ 部分不同意戈尔巴乔夫改革方针的共产党

人计划建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ꎮ 为了安抚俄罗斯联邦那些试图建立共和国党组织

的共产党人ꎬ 阻止建立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党组织ꎬ 苏共中央在 １９８９ 年十二月全

会上成立了苏共中央俄罗斯局①ꎮ 全会决议指出ꎬ 苏共中央俄罗斯局的任务是

“协调俄罗斯联邦州和边疆区党组织的活动ꎬ 贯彻苏共政策ꎬ 对执行苏共代表大

会、 代表会议及中央全会和政治局决议的情况进行监督”ꎮ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

巴乔夫兼任俄罗斯局主席ꎮ 进入俄罗斯局的还有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党组织第一书

记普罗柯菲耶夫和吉达斯波夫、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沃罗特尼科

夫、 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弗拉索夫以及俄罗斯地方党组织 (州委和边疆区区

委) 的书记ꎮ 此外ꎬ 苏联科学院副院长科普丘克、 乌拉尔重型机械厂钳工队长科

罗廖夫、 科斯特罗马亚麻厂纺织女工普列特涅娃以及苏共中央书记马纳因科夫和

乌斯马诺夫也进入了俄罗斯局ꎮ
戈尔巴乔夫成立苏共中央俄罗斯局的本意是阻止俄罗斯出现共和国党组织ꎬ

维护自己在党内的地位ꎬ 但是俄罗斯局组建后ꎬ 尝试建立俄罗斯共产党组织的努

力实 际 上 并 没 有 停 止ꎮ １９９０ 年 出 现 的 “ 共 产 党 倡 议 运 动 ” ( Движени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 就是以建党为目的成立的ꎮ “共产党倡议运

动” 代表大会声明ꎬ 运动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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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俄罗斯共产党人ꎬ 阻止苏共内部的分离主义倾向ꎬ 维护苏联的统一和完整①ꎮ
到了 １９８９ 年ꎬ 不仅苏共开始失去领导地位ꎬ 苏联实际上也开始解体ꎮ 不仅

各加盟共和国在谈论退出苏联的问题ꎬ 连俄罗斯也有人在谈论这样的问题ꎮ 在苏

联各加盟共和国分离主义情绪占主导地位的形势下ꎬ 苏共内部的分离主义倾向也

愈演愈烈ꎬ 加盟共和国共产党逐渐与地方民族主义势力合流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俄

罗斯共产党员要求建党的呼声日益高涨ꎮ 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再次作出妥协ꎮ 在

１９９０ 年的苏共中央三月全会上ꎬ 戈尔巴乔夫表示: “鉴于党章草案所包涵的解决

共和国党组织问题的原则和立场ꎬ 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俄罗斯建立共和国党

组织ꎮ 无须赘言ꎬ 俄罗斯作为苏联强大的支柱发挥着特殊的作用ꎬ 俄罗斯共产党

员在保证苏共统一和完整方面也发挥特殊作用ꎮ 今天ꎬ 大多数州党组织非常坚决

地提出了建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问题ꎮ 比如在列宁格勒ꎬ 列宁格勒州委通报

说ꎬ 全民公决过程中ꎬ ８０％的共产党员主张建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ꎮ 我认为ꎬ 这

个问题应该由共和国共产党员自己决定ꎮ”②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ꎬ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 在苏共 ２８ 大前召开俄罗斯共产

党代表会议ꎮ 代表会议的代表应该由俄罗斯联邦党组织选举产生ꎬ 代表会议代表

将同时是苏共 ２８ 大的代表ꎮ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ꎬ 俄罗斯共产党人倡议代表大会在

列宁格勒召开ꎬ ６００ 名代表出席大会ꎬ 代表着俄罗斯 ３７ 个边疆区和州的 １４５ ５ 万

共产党员ꎮ 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在召开苏共二十八大前成立俄罗斯共产党ꎮ 俄罗

斯党代表会议的日期定在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ꎮ 为贯彻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ꎬ 俄罗

斯局成立了由 ８７ 名代表组成的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③ꎮ
俄罗斯党代表会议分两个阶段举行ꎮ 第一阶段是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 １９ ~ ２３ 日ꎬ 第

二阶段是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 ４ ~ ６ 日ꎮ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ꎬ 也就是在俄罗斯共产党代表

会议召开的当天ꎬ 苏共中央宣布苏共中央俄罗斯局停止履行职责ꎮ ６ 月 ２０ 日ꎬ
代表会议宣布这次会议是俄罗斯共产党成立大会ꎮ 代表们讨论并通过了 «关于建

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决定»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大会声明» «告各加盟共

和国共产党员、 告俄罗斯共产党员和人民书» «关于当前形势和俄罗斯联邦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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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首要任务的决议» «关于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纲领性声明草案和苏共

党章草案的决议» «关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大会对俄罗斯联邦媒体的态度的

决议»ꎮ И К 波洛斯科夫当选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一书记ꎮ 在俄罗斯联邦共

产党建党代表大会的第二阶段ꎬ 即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苏共 ２８ 大召开后ꎬ 俄共宣布继续

忠于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ꎬ 因为苏共 ２８ 大纲领性文献中已经没有关于马克思主

义的表述ꎬ 实际上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ꎮ 从此ꎬ 俄共与戈尔巴乔夫分道扬

镳了ꎮ
俄共一开始是作为苏共内部的共产党组织建立的ꎬ 因此没有自己的党章ꎬ 俄

罗斯境内的所有基层组织成员都是俄共党员ꎮ 这意味着俄共成立时党员人数就达

到近 １ ０００ 万ꎬ 但是到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 １ 日只剩下 ６８０ 万人ꎮ 在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 ６ 日召开

的俄共中央全会上ꎬ 波洛斯科夫被解除第一书记职务ꎬ ８ 月 ８ 日ꎬ 瓦库普佐夫

当选第一书记ꎮ ８ 月 ２３ 日ꎬ 即 “８１９” 事件后ꎬ 叶利钦颁布俄罗斯联邦总统

令ꎬ 暂时停止俄共的活动ꎬ 而同年 １１ 月 ６ 日ꎬ 俄共被取缔ꎮ 俄共于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

停止活动ꎬ 只存在了一年多时间ꎮ 可以看出ꎬ 俄共的成立过程有几个显著特点:
首先ꎬ 俄共反对戈尔巴乔夫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ꎻ 其次ꎬ 俄共维护苏联统一ꎻ 第

三ꎬ 俄共继承了苏共的所有组织分歧和矛盾ꎬ 因此从一开始就不是团结的具有活

力的组织ꎮ
１９９１ 年底ꎬ 苏联解体ꎮ 俄共面临非常严峻的生存环境ꎮ 实际上ꎬ 俄共被禁

止后ꎬ 一直没有屈从现实ꎬ 而是以劳动人民社会党的名义为掩护开展活动ꎬ 制定

了不与叶利钦当局直接冲突的斗争策略ꎮ 与此同时ꎬ 俄共努力通过合法程序获得

合法活动的权利ꎮ 俄共和苏共部分领导人伊雷布金、 根久加诺夫、 库普佐

夫、 Ｂ 佐尔卡利采夫等人倡议发起致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的呼吁书ꎬ 要求宣布

总统关于禁止苏共和俄共的命令是违反宪法的ꎮ １９９２ 年俄罗斯宪法法院作出裁

决: 总统关于解散俄罗斯领土上的苏共领导机关和作为苏共组成部分的俄共领导

机关的命令是符合宪法的ꎬ 而针对俄共基层组织采取的这些措施则不符合宪法ꎮ
与此同时ꎬ 法院认定ꎬ 俄共基层组织的活动合法ꎬ 并且有权建立自己的新中央领

导机关ꎮ 这个裁决对于俄罗斯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转折性的意义ꎮ
俄罗斯宪法法院的裁决为俄共恢复活动扫清了障碍ꎮ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 １３ ~ １４ 日ꎬ

在莫斯科郊区召开了俄共第二次非常代表大会ꎮ 来自俄罗斯各地的 ６９５ 名代表

(代表着 ４５ ５ 万党员)、 新成立的俄罗斯各共产主义政党代表和原苏联加盟共和

国共产党代表出席了会议ꎮ 代表大会决定ꎬ 俄共作为独立的政党恢复活动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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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ꎮ 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性声明和党章指出ꎬ 俄共是现存制度的反对党ꎬ 利用

议会和议会外的各种方法进行政治斗争ꎬ 拥护改革ꎬ 特别是主张维护劳动者利益

的改革ꎬ 为使国家回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斗争ꎮ 代表大会承认ꎬ 俄共是苏共在

俄罗斯领土上的财产的全权继承者ꎮ 大会选出了由 ８９ 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和中央监督检查委员会ꎮ 在 ２ 月 １４ 日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ꎬ 选出了由

主席和 ６ 名副主席组成的主席团ꎮ 主席是久加诺夫ꎬ 副主席是尤别洛夫、 维
库普佐夫、 斯戈里亚切娃、 Ｂ 佐尔卡利采夫、 米拉普申、 伊雷布金ꎮ 在

选举俄共中央执委会主席时发生一个插曲ꎮ 最初ꎬ 代表大会计划党内设立以库普

佐夫为首的共同主席制ꎮ 但是ꎬ 马卡绍夫将军提出ꎬ 库普佐夫追随戈尔巴乔夫ꎬ
不适合担任党主席ꎬ 建议由久加诺夫任党主席ꎮ 结果ꎬ 久加诺夫当选俄共主席ꎬ
并与 ６ 位副主席组成 ７ 人主席团ꎮ

二　 从不妥协的反对派到促进社会稳定的体制内反对派

在俄罗斯激进改革年代ꎬ 人民的利益受到粗暴侵犯ꎬ 国家财产被一小撮接近

权力的人和与权力相勾结的人攫取ꎮ 俄共作为社会动荡受害者的代言人在政坛上

以当局不妥协反对派面貌出现ꎮ 恢复和重建的俄共此时最需要解决的是斗争策略

和斗争形式问题ꎮ 是继续鼓动人民走上街头抗议当局的执政方针ꎬ 还是根据变化

的形势改变斗争策略ꎬ 是俄共面临的第一个问题ꎬ 这个问题在 １９９３ 年尤为迫切ꎮ
１９９３ 年在俄共发展史上ꎬ 甚至在俄罗斯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是非常重要

的年份ꎮ 苏联解体后获得独立的俄罗斯面临政治、 经济、 地缘政治、 价值观体系

重建的历史任务ꎮ 从苏联继承的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总统制执行机关在权力分配

上出现了严重分歧ꎮ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对立双方的天平开始向立法权力机关倾斜ꎬ 标志

性事件是俄共召开了恢复代表大会ꎬ 久加诺夫成为党主席ꎬ 号召人们同反人民的

叶利钦政权斗争ꎮ 最高苏维埃主张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ꎬ 这是十月革命的口

号ꎮ 而叶利钦认为ꎬ 自己是唯一民选总统ꎬ 更具有合法性ꎮ 形势发展的结果是俄

罗斯权力陷入深深的危机ꎮ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 ２１ 日夜ꎬ 最高苏维埃代表宣布停止叶利

钦的总统权限ꎬ 副总统鲁茨科伊走上最高苏维埃讲坛ꎬ 宣誓就任俄罗斯联邦代总

统ꎮ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 ３ 日ꎬ 叶利钦派炮轰最高苏维埃 (白宫)ꎬ 以武力和流血方式

结束了这场僵持不下的危机ꎮ “１０ 月事件” 后ꎬ 俄罗斯司法部决定停止一些共产

主义和民族爱国主义组织的活动ꎬ 实际上是查禁了这些组织ꎬ 包括民族拯救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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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和俄罗斯劳动者联合阵线、 “劳动俄罗斯” 运动等

等ꎮ 俄共也被禁止活动两个星期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 ４ ~ １８ 日)ꎮ «真理报» «苏维埃

俄罗斯报» 等共产党报纸也被查封ꎮ 不过ꎬ 这次被查禁时间不长ꎬ 没有影响俄共

参加 １９９３ 年年底国家杜马选举的讨论与决策ꎮ
“１０ 月事件” 后ꎬ 俄罗斯着手通过新宪法ꎮ 新宪法草案明确规定俄罗斯联邦

实行总统制ꎮ 俄罗斯联邦会议是俄罗斯联邦的代表与立法机关ꎬ 由联邦委员会和

国家杜马两院组成ꎬ 其中议会下院———国家杜马由 ４５０ 名代表组成ꎬ 由居民选举

产生ꎮ 根据有关选举法ꎬ 国家杜马代表中有 ２２５ 名由党派竞选产生ꎬ 其他 ２２５ 名

按照多数制原则在单名制选区竞选产生ꎮ 是否参加国家杜马选举ꎬ 对俄共来说ꎬ
是一个困难的抉择ꎮ 而俄罗斯其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派几乎一致抵制国家杜

马选举ꎮ 俄共领导人深思熟虑后ꎬ 作出了 “历史性妥协”ꎬ 其实质是ꎬ 党不再把

夺取全部政权作为努力目标ꎬ 而是与国内主要政治力量ꎬ 首先是与作为政治经济

精英为主力的 “政权党” 实施战略妥协ꎬ 努力 “参政”ꎮ 俄共妥协的政治战略客

观上既是党本身的性质决定的ꎬ 也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ꎮ 俄共领导人意识到ꎬ 不

可能恢复苏联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ꎬ 而且基层党的积极分子也不愿意参加

未经批准的社会活动ꎮ 显而易见ꎬ 既然没有足够的力量使社会倒转ꎬ 俄共只能同

意参加既定的经济和政治改革ꎮ 归根结底ꎬ 妥协的实质在于俄共意识形态中的国

家优先思想ꎮ 在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依然摇摇欲坠的形势下ꎬ 俄共不同于 “左
翼” 激进分子ꎬ 其战略是巩固国家ꎬ 而不是努力摧毁国家ꎮ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ꎬ 俄罗斯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如期举行ꎬ 刚刚恢复活动不久的

俄共和俄罗斯共产党人取得不俗成绩ꎮ 考虑到俄罗斯农业党实际上由共产党人组

成ꎬ 第一届国家杜马中共产党人有 ８０ 多个议席ꎮ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ꎬ 俄罗斯举行第二

届国家杜马选举ꎬ 俄共获得 １５７ 个代表席位ꎬ 占国家杜马总席位三分之一以上ꎬ
而以俄共为代表的左翼党派和竞选联盟控制了议会下院半数以上席位①ꎮ 这个结

果对俄罗斯政坛产生了巨大影响ꎬ 因为与当局在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立场相左的左

翼议会党团有使当局政策的立法工作陷于瘫痪的危险ꎮ 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

个判断ꎮ ９０ 年代中后期ꎬ 正值俄罗斯转轨的关键时期ꎬ 苏联政治、 经济和文化

体制被彻底摧毁ꎬ 少数金融寡头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ꎮ “休克疗法” 改革的沉重

负担均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ꎮ 国家杜马选举结果反映出民众对当局和现状强烈不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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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ꎮ 俄共在议会讲坛上揭露社会黑暗面ꎬ 为民众鸣不平ꎻ 俄共党团在国家杜马全

面抵制激进自由主义改革的立法草案ꎻ 在确定政府总理人选时成功抵制盖达尔的

政府总理提名ꎬ 把俄共认为是民族利益代表者的切尔诺梅尔金扶持为政府总理ꎮ
１９９６ 年的总统选举最能说明俄共当时的影响ꎮ 虽然叶利钦和强大的资本集

团使出浑身解数ꎬ 对叶利钦展开全方位宣传ꎬ 对共产党候选人久加诺夫进行全面

封锁、 诋毁ꎬ 久加诺夫在第一轮投票中还是获得了 ３２ ０３％ 的选票ꎬ 与第一名的

叶利钦 (３５ ２８％ ) 相差不到 ３ 个百分点ꎮ 久加诺夫第一轮投票中获得了 ２ ４００
多万张选票ꎬ 而在第二论投票中则获得近 ３ ０００ 万张选票ꎮ 这是选民对执政当局

态度的最好体现ꎮ 与此同时ꎬ 俄共与掌握国家行政和金融资源的利益集团能够在

政治格局中保证 “三分天下有其一”ꎬ 足以说明其影响力ꎮ 虽然久加诺夫最终未

能赢得总统大选ꎬ 但是俄共在议会中的席位足以让它施加必要的影响ꎮ 值得指出

的是ꎬ 国家杜马不仅是俄共表达立场、 批评当局政策、 维护劳动者利益的舞台ꎬ
更是俄共的指挥中心和中央机关活动的重要场所ꎮ

９０ 年代初期和中期ꎬ 处在恢复重建中的俄共经济状况非常艰难ꎮ 虽然俄共

宣布是苏共继承者ꎬ 包括苏共财产的继承者ꎬ 但是苏共的财产已经被当局没收ꎮ
俄共尤其是地方组织ꎬ 既没有稳定的办公地点ꎬ 也没有开展活动的资金ꎮ 根据俄

罗斯相关法律ꎬ 政府财政对参加国家杜马选举的党派和由政党提名的总统候选

人ꎬ 根据其获得的选票数量给予财政拨款支持ꎮ 目前拨款门槛是 ３％ ꎬ 即一个政

党在选举中获得 ３％的选票ꎬ 就可以获得财政补贴ꎮ 每张选票的价值在不同时期

有所差别ꎮ ２００６ 年以前ꎬ 每张选票获得 ５ 卢布ꎬ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８ 年每张选票可获得

２０ 卢布ꎬ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年是 ５０ 卢布ꎬ ２０１５ 年每张选票涨到 １１０ 卢布ꎬ 从 ２０１６ 年

起ꎬ 每张选票获得 １５２ 卢布ꎮ 目前这部分资金对于俄共来说几乎是绝大部分党的

活动经费ꎮ 比如ꎬ ２０１６ 年国家杜马选举中ꎬ 俄共获得 ７００ 万张选票ꎬ 因此获得

１０ 亿多卢布的财政拨款ꎮ 这部份资金占俄共总收入的 ９０％以上①ꎮ
在叶利钦时代ꎬ 俄共通过调整、 改变斗争策略和主要活动形式ꎬ 成功地在俄

罗斯政坛上稳住阵脚ꎬ 获得相当选民支持ꎻ 几届国家杜马选举的成功ꎬ 使俄共获

得影响政局的手段ꎻ 在俄罗斯左翼甚至共产主义力量中ꎬ 俄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是遥遥领先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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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Миллиарды каждый годꎬ еще и из бюджета На какие деньги живут российские партии и куда они
ихтратят?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ｎｋｓｔｏｄａｙ ｎｅｔ / ｌａｓ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ｍｉｌｌｉａｒｄｙ － ｋａｚｈｄｙｊ － ｇｏｄ － ｅｓｈｈｅ － ｉ － ｉｚ － ｂｙｕｄｚｈｅｔａ － ｎａ －
ｋａｋｉｅ － ｄｅｎｇｉ － ｚｈｉｖｕｔ － ｒｏｓｓｉｊｓｋｉｅ － ｐａｒｔｉｉ － ｉ － ｋｕｄａ － ｏｎｉ － ｉｈ － ｔｒａｔｙａｔ



作为政治反对派的俄共及俄罗斯共产主义运动　

１９９９ 年１２ 月３１ 日ꎬ 叶利钦突然辞职ꎬ 由普京代行总统之职ꎮ ２０００ 年３ 月ꎬ 普

京在总统大选第一轮中获胜 (普京获得 ５２ ９４％的选票ꎬ 久加诺夫获得 ２９ ２１％的

选票)ꎮ 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的是一个政治上动荡不安、 经济上濒于崩溃、 社会

上民怨沸腾的俄罗斯ꎮ 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ꎬ 整顿宪法秩序ꎬ 遏制寡头干政ꎬ
“净化” 媒体空间等ꎬ 而在提高立法效率和完善政党制度建设方面ꎬ 普京必须解决

两个问题ꎬ 一是建设强有力的政权党ꎬ 二是削弱最大的反对党俄共ꎮ
政权党建设是 １９９３ 年宪法通过后俄罗斯执政当局一直关注的问题ꎬ 但是直

至 “统一俄罗斯” 党在政治舞台上做大以前ꎬ 政权党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始终

没有发挥决定性作用ꎮ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成立的 “俄罗斯选择” 运动是组建政权党的

首次尝试ꎬ 目标是赢得 １９９３ 年底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ꎮ 这个由总统支持、 高举

自由主义旗帜、 有着强大资金支持的竞选联盟最终仅获得 １５ ５１％ 的选票ꎬ 远远

落后于名不见经传的 “黑马”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 (２２ ９２％ )ꎮ 连刚刚被解

禁、 政治处境十分艰难的俄共获得的选票 (１２ ４０％ ) 也接近 “俄罗斯选择” 运

动ꎮ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ꎬ 为迎接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ꎬ 当局成立了以时任总理切尔诺梅

尔金领导的 “我们的家园———俄罗斯” 运动ꎬ 这是一个中间偏右翼型政治运动

(政党)ꎬ 其纲领性目标是在稳定和秩序的基础上建设民主共和国ꎬ 巩固俄罗斯

国家ꎬ 党的意识形态取向是自由主义和中间主义ꎮ 执政当局希望这个运动 (政
党) 能够改变立法机关被反对派控制的状况ꎬ 但选举结果是ꎬ “我们的家园———
俄罗斯” 仅仅获得 １０ １３％的选票ꎬ 而俄共在这次竞选中获得 ２２ ３０％的选票ꎮ

今天俄罗斯政坛上一家独大的政权党一开始就与普京的政治活动联系在一

起ꎮ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普京就任俄罗斯政府总理ꎮ 同年 ９ 月ꎬ 成立了旨在支持普京的跨

地区 “统一” 运动 (又译 “团结”)ꎬ 领导人是时任俄罗斯联邦民防和紧急状态

部部长、 联邦安全会议成员绍伊古ꎮ “统一” 竞选联盟在１９９９ 年议会选举中成绩不

俗ꎬ 获得 ２３ ３２％选票ꎬ 组成国家杜马第二大党团ꎮ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ꎬ “统一” 运

动正式改组为政党ꎮ ２００１ 年 “统一” 党与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领导的 “我们的家

园———俄罗斯” 竞选联盟共同组建 “统一俄罗斯” 党ꎮ 在 ２００３ 年第四届国家杜马

选举中ꎬ “统一俄罗斯” 党获得 ３７ ５７％的选票ꎬ 与其他同盟者组成议会宪法多数ꎮ
从此ꎬ 作为普京铁杆支持者的 “统一俄罗斯” 党一党独大至今ꎮ

俄共支持者的社会群体相当稳定ꎬ 而俄共的理念、 意识形态与俄罗斯执政集

团的理念是相抵触的ꎮ 因此ꎬ 当局在建立有效的政权党后ꎬ 即有计划地削弱反对

派俄共ꎮ 当时负责俄罗斯内政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苏尔科夫的想法是ꎬ 俄罗斯应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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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建立两党制ꎬ 政权党以外还要建立一个大党ꎬ 吸引左翼选民①ꎮ 此举目的是要

分流俄共选民的选票ꎬ 削弱俄共的影响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ꎬ 俄罗斯 “祖国” 党、 退

休者党、 生活党和统一社会党在莫斯科宣布成立社会主义政党 “公正俄罗斯—爱

国者—追求真理” 党ꎬ 简称 “公正俄罗斯—追求真理” 党ꎬ 后来社会上习惯称

之为 “公正俄罗斯” 党ꎮ 上院议长谢米罗诺夫任党主席ꎮ 在克里姆林宫的支

持下ꎬ 新成立的 “公正俄罗斯” 党的确发挥了吸引左翼选民的作用ꎬ 俄共的选

票明显减少ꎬ 但是它还是无法取代俄共成为第二大政党ꎮ 与此同时ꎬ 俄共也在不

断调整斗争和活动策略ꎮ 俄共虽然依旧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ꎬ 反对政府的自由

主义经济政策ꎬ 但是对普京整顿宪法秩序、 遏制寡头参政、 强调社会政策的执政

方针ꎬ 相当程度上是理解的ꎬ 尤其对普京的对外政策完全支持ꎮ 俄共逐渐从不妥

协的反对派过渡到建设性反对派ꎬ 最终成为俄罗斯政坛上的 “体制内反对派”ꎮ
在某种意义上说ꎬ 虽然克里姆林宫没有实现两党制的目标ꎬ 但是体制内反对派ꎬ
即俄共、 自民党和 “公正俄罗斯” 党共同发挥第二大党的作用ꎮ 这是当前俄罗

斯政局稳定的重要原因ꎮ 体制内反对派是俄政坛引人注目的现象ꎬ 在对待像纳瓦

利内这种有境外背景的反对派时ꎬ 体制内反对派的立场与克里姆林宫没有差别ꎮ
针对纳瓦利内对普京腐败的指责ꎬ 国家杜马俄共党团代表呼吁追究纳瓦利内的刑

事责任ꎻ 久加诺夫明确指出ꎬ 纳瓦利内是西方反俄势力制造的 “产品”②ꎮ
总之ꎬ 俄共作为左翼政治力量ꎬ 在俄罗斯政坛已经获得稳定地位ꎮ 在自身建

设方面ꎬ 俄共不断吸收年轻人加入ꎬ 最近 ４ 年约有 ６ ４ 万人加入俄共ꎬ 多数是年

轻人ꎮ 目前俄共党员约 １６ 万人ꎮ 在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党的代表大会上ꎬ 久加诺夫再次

当选党主席ꎬ 带领俄共参加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份的国家杜马选举ꎮ

三　 俄共与俄罗斯共产主义运动

在俄罗斯ꎬ 主张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左翼政党不仅有俄共ꎬ 还有许多其他

政党ꎮ 俄共与这些政党的关系、 分歧与矛盾构成了俄罗斯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内

容ꎮ 俄罗斯大多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成立

６２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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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ꎬ 这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导致苏共分裂的结果ꎮ 苏联解体初期ꎬ 除俄共外ꎬ 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组织主要有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 劳动人民社会党、 俄罗斯共

产党人党、 全俄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共产党人联盟以及 “劳动俄罗斯” 运动

等①ꎬ 其中有些组织在 “１０ 月事件” 后被查禁ꎮ 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性质的

政党开始整合ꎬ 并且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ꎮ 这些问题包括: 谁是苏共

继承者ꎬ 共产党应该坚持何种思想体系ꎬ 以哪个组织为基础重建统一的俄罗斯共

产党ꎬ 是否参加俄罗斯国家杜马即议会选举ꎬ 未来的主要斗争方式是街头抗议、
革命还是以议会斗争为主要方式ꎬ 等等ꎮ

在谁是苏共继承者问题上ꎬ 各组织争论不休ꎬ 俄共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

力ꎮ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俄共召开恢复代表大会时就声明ꎬ 俄共是苏共在俄罗斯领土上的

财产的全权继承者ꎮ 但是俄共的做法遭到一些组织的反对ꎬ 如全苏共产党布尔什

维克认为俄共重建是 “右倾机会主义进攻ꎬ 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和社会民主主义

立场的强化”ꎮ 俄罗斯共产党人党则谴责俄共中央前领导人破坏共产主义运动的

联合ꎮ 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走得更远ꎬ 他们干脆于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 １３ ~ １４ 日在莫

斯科召开平行代表大会ꎮ
俄共恢复活动后ꎬ 部分共产党人还在搞恢复苏共的活动ꎬ 一些新成立的共产

党组织建立共产党联盟ꎬ 思路是建立一个没有苏共 “缺点” 的共产党ꎮ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 ８ 日ꎬ 俄罗斯共产党人政治协商协调委员会 (Роскомсовет) 成立ꎬ 由全苏共

产党布尔什维克、 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 俄罗斯共产党人党、 共产主义者同盟

和劳动人民社会党领导组成ꎮ 这个跨党派机构的宗旨是 “把分散的共产主义政治

力量联合起来ꎬ 未来成立一个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联合组织”ꎮ 俄共第二次非常代

表大会召开半年后ꎬ 俄罗斯共产党人政治协商协调委员会恢复活动ꎬ 但俄共领导

人拒绝参加该委员会活动ꎮ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ꎬ 俄罗斯各共产党领导机关召开第

二次会议ꎬ 参加会议的有全俄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 共产

党人联盟、 俄罗斯共产党人党和俄共内部的 “列宁主义立场派”ꎬ 俄共没有参加

会议ꎮ 会议审议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 战略和策略、 目的和原则以及团结共产

主义运动的措施ꎮ 会议对俄共的思想立场作出评价ꎬ 认为俄共正在 “分阶段脱离

共产主义运动”ꎬ 其具体表现是没有抵制国家杜马选举ꎬ 没有参加 １１ 月 ７ 日十月

革命纪念活动ꎬ 拒绝参加俄罗斯各共产党领导机关会议等等ꎮ 但是会上也有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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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刘淑春等: «当代俄罗斯政党»ꎬ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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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ꎬ 俄罗斯共产主义运动思想分化严重ꎬ 组织薄弱ꎬ 在工人中的影响非常有限ꎮ
这说明ꎬ 俄罗斯共产主义运动存在严重的分裂ꎮ 对于许多共产党人来说ꎬ 苏共就

是他们的一生ꎬ 是他们的过去ꎬ 这种感情并没有因为苏联解体而弱化ꎬ 反而在强

化ꎮ 因此ꎬ 恢复苏共的想法有一定市场ꎮ 但是ꎬ 分散的共产党组织领导人有一种

拉帮结派ꎬ 甚至 “自我封官” 的现象ꎮ 前苏共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协调委员会委

员 Ｃ 斯科沃尔佐夫倡议建立的全苏共产党人统一委员会 (Всесоюзный комитет
за единство коммунистов ꎬ ВКК) 于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１６ ~ １７ 日在莫斯科州热列兹诺

多罗日内召开所谓的 “俄罗斯联邦统一共产党” 成立 － 恢复代表会议ꎮ ７ 月 ４
日ꎬ Ｃ 斯科沃尔佐夫集团召开所谓的苏共第 ２９ 次代表大会ꎬ 但是新成立的各共

产党代表没有出席代表大会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举行了所谓的苏共第 ２０ 次全国

代表会议ꎬ 来自苏联 １３ 个加盟共和国和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的 ５００ 多名代表出席

会议ꎬ 通过了关于在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举行第 ２９ 次代表大会的决定ꎬ 并组建了苏共第

２９ 次代表大会组委会ꎮ 组委会成员主要来自共产党联盟和布尔什维克纲领派ꎮ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２６ ~ ２７ 日ꎬ 一些组织举行了苏共第 ２９ 次代表大会ꎮ 来自原苏共 １３
个加盟共和国的 ４１６ 名代表 (他们不是代表加盟共和国共产党ꎬ 而是个别党组

织) 和俄罗斯 ６０ 多个地区的代表出席会议ꎮ 俄共代表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ꎮ 代

表大会通过声明ꎬ 临时 (在苏共重建以前) 将苏共改组为国际社会政治组织

“共产党联盟—苏共” (共联—苏共)ꎬ 声明共联—苏共是苏共唯一合法继承者ꎮ
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共联—苏共纲领和章程ꎬ 规定参加联盟的各党由于面临的任务

不同在组织和纲领问题上可以保持独立性ꎮ 第 ２９ 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共联—苏

共总委员会和政治执行委员会ꎮ 共联—苏共总委员会政治执委会主席是苏共中央前

书记、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 Ｏ 舍宁ꎮ 从 ２９ 大召开到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１ 日ꎬ 又有

几个没有参加代表大会的政党声明加入苏共ꎬ 包括塔吉克斯坦共产党、 吉尔吉斯斯

坦共产党ꎮ
于是ꎬ 共联—苏共成了原苏联框架内活动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中心ꎮ 但

是ꎬ 共联内部的力量分布ꎬ 包括其领导机关内部的力量分布ꎬ 总体上很像俄罗斯

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ꎬ 即在思想上百花齐放ꎬ 纲领性文献各有千秋ꎬ 战略和策略

方针五花八门ꎮ 由于在俄罗斯领土上没有组织基础ꎬ 共联—苏共实际上只是原苏

联加盟共和国成立的共产党的协调和信息中心ꎮ
俄共与共联成员党的主要分歧表现在: (１) 在斗争目标上ꎬ 俄共宣布自己

的战略目标是用合法手段从权力系统中取缔反人民的黑社会买办集团ꎬ 即取缔民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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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卖国党ꎬ 建立劳动者、 爱国主义力量的政权ꎻ 维护俄罗斯国家的完整性ꎬ 恢复

更新的各苏维埃人民联盟ꎬ 保证俄罗斯人民的民族统一ꎻ 加强联盟的政治独立性

和经济自主性ꎬ 恢复其在世界上的传统利益和地位ꎻ 保证社会公民和睦ꎬ 通过合

法手段用对话的方式解决分歧和矛盾ꎮ 而共联各政党的主要战略目标是让国家重

新回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ꎬ 他们的出发点是: 社会主义失败是暂时的ꎬ 资本主义

复辟是可逆转的ꎬ 不转向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走出危机ꎮ (２) 在战略问题上ꎬ
俄共领导者认为ꎬ “俄罗斯不能搞革命和国内战争”ꎬ 而共联主张进行二次社会

主义革命ꎮ 俄共主张通过选举或者其他和平的、 非暴力形式建立广泛的 “左翼力

量、 中间力量和爱国主义的人民民主力量” 联盟ꎬ 共产党人成为这个联盟的核

心ꎮ 而共联各政党则提出更激进的纲领ꎬ 希望共产党人通过发动大规模罢工运

动ꎬ 通过组织全俄政治罢工和公民抵制运动来夺取政权ꎮ (３) 关于民族问题ꎬ
俄共纲领中不再承认民族自决权ꎬ 甚至分离组建独立国家的条款ꎮ 久加诺夫在竞

选纲领中表示: “只有在每个民族承认俄罗斯国家统一的情况下才承认民族自决

权ꎮ”① 此外ꎬ 他在自己的文章 «动荡» 中指出ꎬ 如果今天坚持列宁的民族自决

权原则ꎬ 则 “不仅引爆后苏联空间ꎬ 而且引爆整个战后欧洲”②ꎮ (４) 关于恢复

联盟国家问题ꎮ 虽然俄共纲领中有关于必须恢复联盟国家的条款ꎬ 但是久加诺夫

认为ꎬ 恢复过去的苏联已经不可能ꎬ 主张首先实现俄罗斯、 乌克兰、 白俄罗斯和

哈萨克斯坦的联合体ꎮ 而共联各政党则主张无条件恢复苏联ꎮ
普京时期ꎬ 随着俄罗斯社会不断趋于稳定ꎬ 法制建设逐渐理顺ꎬ 经济形势不

断好转ꎬ 俄罗斯社会上对稳定的期待既有利于当局的执政环境ꎬ 也给左翼政党的

活动提出挑战ꎮ 在现实生活中ꎬ 那些没能够根据俄罗斯政党法在司法部注册的政

党渐渐淡出社会政治舞台ꎬ 那些以恢复苏联为目的的政党无论在俄罗斯ꎬ 还是在

后苏联空间其他国家ꎬ 都失去群众支持和活动基础ꎮ 这种形势也向俄共提出了新

课题ꎮ 俄共既要处理好组织建设问题ꎬ 也要处理好与自己支持者ꎬ 既要处理好与

传统选民的关系ꎬ 同时要处理好与当局的关系ꎮ
俄共非常重视组织建设ꎬ 最近一次代表大会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４ 日) 进一步完

善组织建设工作ꎬ 提出发展新党员的目标ꎬ 还提出对新党员增设预备期ꎬ 显示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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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已经不再为组织的数量担忧ꎬ 开始关注党员的质量①ꎮ 虽然党员人数为 １６ 万左

右ꎬ 不及 ９０ 年代 ５０ 万人的规模ꎬ 但是年龄结构不断改善ꎬ 活动能力不断提高ꎬ
已经成为俄罗斯重要政治力量ꎮ 只要俄罗斯社会结构不发生重大变化ꎬ 政府经济

政策不作原则性调整ꎬ 社会上就有相当居民支持俄共ꎮ 俄共是参政党ꎬ 俄共的党

纲以及领导人的演讲显示ꎬ 俄共意识形态在不断发生变化ꎮ 久加诺夫呼吁全党同

志 “在自己的工作中创造性地对待现实ꎬ 从现实出发ꎬ 而不是从意识形态神话和

空想出发”ꎬ 既是一名 “突破性” 思想的勇敢创新者、 代表者ꎬ 又是祖国经验的

坚定捍卫者和保护者”ꎬ “不惧怕民族传统ꎬ 甚至主张创造性保守主义”②ꎮ
在处理与当局关系方面ꎬ 俄共支持普京总统强调国家作用ꎬ 加强和巩固国家

在世界地位的努力ꎬ 反对政府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ꎬ 努力维护劳动者权益ꎮ 俄共

认为ꎬ 普京总统的执政理念中有俄共的要素ꎬ 比如俄共一贯倡导俄罗斯思想ꎬ 很

多已经被当局接受ꎬ 或者说与当局倡导的理念是吻合的ꎮ 总而言之ꎬ 俄共在俄罗

斯政治舞台上已经站稳脚跟ꎬ 而这与俄罗斯整个政治生态有密切联系ꎮ 综合俄共

的发展历程ꎬ 可以归纳一些结论性的观点: (１) 俄共在俄罗斯共产主义运动中

能够脱颖而出ꎬ 在于俄共能够根据形势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和策略ꎬ 而不是

固守成规ꎮ (２) 俄共能够得到相应选民的支持ꎬ 始终是国家杜马中的重要力量ꎬ
在于俄共是社会底层的代言人ꎮ (３) 俄共发展到今天ꎬ 在于俄共与俄罗斯执政

集团的执政理念存在某种程度的契合ꎮ 在某种意义上ꎬ 选民需要俄共ꎬ 当局也需

要俄共的配合ꎮ (４) 俄罗斯完成修宪后ꎬ 政治稳定性将进一步加强ꎬ 政治力量

格局将在相当时期内保持稳定ꎮ 这有利于俄共继续加强组织建设、 思想建设和活

动能力建设ꎮ
但是ꎬ 俄罗斯政治生态不可能一成不变ꎮ 在现有体制下ꎬ 俄罗斯政权党的高

支持率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民众对总统的支持和当局治理能力ꎬ 俄共相对稳定的政

治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也源于俄政局保持稳定这一内在因素ꎮ 因此ꎬ 俄共要实现久

加诺夫经常强调的那样ꎬ 既保证继承苏联时期的优秀成果ꎬ 又满怀信心地面向未

来ꎬ 还要面对和克服来自自身和外部环境的诸多挑战ꎮ
(责任编辑　 张昊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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