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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法兰西内战〉导言》是恩格斯对巴黎公社新型国家治理经验教训的最后总结，代表着马克思主义
在国家治理问题上的最高成就。它科学论证了巴黎公社新型治理的主体是代表工人利益的社会公仆，治理的方
式是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治理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廉价政府，治理的前进方向是社会主义; 同时
也深刻指出:未能以马克思主义统一领导层思想和缺乏权威统一的领导核心，是巴黎公社治理失效的两个重要
原因。从而系统阐明了工人阶级新型国家治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必须
有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为核心权威等重要思想。《〈法兰西内战〉导言》这些宝贵思想遗产对推进中国国家治
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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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内战〉导言》( 下文简称《导言》) 是恩格斯 1891年为纪念巴黎公社 20周年而作的重
要文献。它反映着恩格斯在社会主义运动 20年来新进展的基础上，对工人阶级首次新型国家治理
经验教训的再思考，是对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 下文简称“公社”) 新型治理经验总结的拓展和升
华，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②。列宁曾深刻指出: 国家问题“是全部政治的
基本问题，根本问题”③，“这个问题极其复杂，又被资产阶级的学者和作家弄得极为混乱，想认真考
察和独立领会它的人，都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④。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新起点上，又适逢恩格斯诞辰 200
周年、巴黎公社 150周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9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的历史节点，
重温《导言》这篇经典文献就具有了多方面的重大纪念意义。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学习和
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不断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⑤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此背景下，《导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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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国家治理思想对坚持制度自信的教育价值，对保证国家治理方向、性质的实践价值，也就凸显
出来了。

一、《导言》新型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价值

《导言》是关于巴黎公社的纪念性文献，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治理的科学著作，对后来
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发挥了重大的指导作用。其研究价值可以从学术、文献和实践等方面进行
具体的梳理和分析。

( 一) 学术研究中《导言》担负正源固本的重要作用
公社鲜明的无产阶级政权性质，必然引起资产阶级的恐惧和敌意。他们除了玩弄“沉默的阴

谋”、闭口不谈这段工人阶级第一次专政的历史以外，还对公社的历史进行污蔑、歪曲和捏造。一些
资本主义国家的辩护性著作①，片面地以凡尔赛官方材料为依据，散布巴黎工人并未建立任何新的
国家政权形式、公社不是工人政权而是小市民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对农民的专政等谬论，故
意诽谤和歪曲公社的实质，没有任何科学价值。但不能忽视的是，仍有个别著作客观完整地保留了
巴黎公社的历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1940年凯尔任策夫的《巴黎公社史》。他通过考察自第二帝
国崩溃至公社失败的全过程，正确阐明了公社的措施、实质以及经验教训，既有对公社的研究状况
的综述，也有对新材料的发掘运用。该书深刻指出，公社是工人阶级第一次力图使历史向资本主义
相反方向发展的光荣尝试，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前驱，因为资产阶级有必要证明任何无产阶
级专政都是不可能的和有害的，所以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对巴黎公社的恶毒诽谤更加强烈了。② 正
因为如此，对公社经验教训的科学研究便具有了重大的国际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国关于巴黎公社的专著不多，主要如下:朱庭光的《巴黎公社史》出版于改革开放初期，着
重阐述了“新型国家雏形”的基本特征，以及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李景治的
《工人首创的新世界》( 华夏出版社，1991年) 出版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际，突出特色在于对公
社新型治理机制的探索。李妲的《巴黎公社的民主实验及其当代意义》(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年) 出版适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提出之时，从“新型民主”视角阐释巴黎公
社的实践本质和价值意义。围绕巴黎公社及其经典文本的学术论文虽然较多，但以《导言》为篇
名的迄今只有 4篇，其中 1991年张汉清为纪念《导言》发表 100 周年而作的《捍卫发展无产阶级
专政理论的不朽文献》( 《国际政治研究》1991年第 1期) 、2008 年赵修义重读《导言》而作的《关
于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思考》(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8 年第 1 期) 具有代表性。
另外，还有一些论文间接涉及了《导言》，如顾海良的《恩格斯论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 《文化软
实力》2021 年第 1 期) 、杨新天的《城市起义还是无产阶级专政: 马恩对巴黎公社的评价探析》
( 《理论月刊》2020年第 3期) 等，但这些研究的重心并不在《导言》本身。

综上可见，在对巴黎公社的学术研究中，《导言》所受关注严重不足。直接研究《导言》的成
果数量稀少，大多属于纪念性质。据此，全面阐明《导言》思想，对于系统总结巴黎公社历史经
验，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方向和原则，具有查缺补漏、正
源固本的重要作用。

( 二) 经典文本中《导言》处于承上启下的重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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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871年莫里阿克的《公社时期的巴黎》、莫伦的《公社批判史》以及 1876年维狄埃的《1871年巴黎公社史》等著述为主要
代表。参见: Edouard Moriac，Paris sous la Commune，Paris，1871; Georges Morin，Histoire critique de la Commune，Paris，1871;
Auguste Vidieu，Histoire de la Commune de Paris en 1871，Paris，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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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是撕裂资产阶级国家迷幻星空的闪电，马克思、恩格斯“抓住了这道超前闪现的历
史闪电，激发出自己国家理论创新的思想闪电”①。《导言》则是这道思想闪电最耀眼的光芒。

首先，《导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巴黎公社文本群的最终一环。1870年 7月，普法战争爆发不
久，马克思便发表了《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阐明了无产阶级建立新型国家的原则立场
是建立由劳动统治的新社会。② 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后，马克思又发表了《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
篇宣言》，指出新形势下工人阶级的策略是“为法国的复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劳动解放的事业
而斗争”③。两篇宣言最重要之处是对未来发展提出的设想: “通过高卢雄鸡，预告了新社会、新
国家的萌芽即将产生，这就是新型民主国家———劳动共和国”。④ 1871 年 5 月公社失败后，
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首次总结了工人阶级“新型国家”的治理原则:“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历史首创精神的生动体现;公社是人民重新收回国家权力，“它实质
上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⑤。公社以公仆制取代官僚制，
本质上体现着新型国家同社会和人民治理关系的重构。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又分别在《纪念国
际成立七周年》及《纪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等重要文本中重申了巴黎公社的宝贵治理经验。
1891年 3月，恩格斯为纪念公社起义 20周年而作《导言》。他在正文的开头即清楚地说明了《导
言》与之前文本的逻辑关联:因为《法兰西内战》提到了第二篇宣言，而第二篇宣言如果没有第一
篇宣言作参照，是不能完全弄明白的。⑥ 这样一来，两篇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导言》便构成了
一个有机的文本群，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新型国家治理的系列重要论述呈现出一脉
相承而又不断延伸的清晰逻辑。恩格斯认为:“过了 20年之后来回顾一下 1871年巴黎公社的活
动和历史意义，我们就会发觉，对《法兰西内战》中的叙述还应作一些补充”。⑦ 正是这个“补
充”，反映着恩格斯最新的深刻思考，也使得《导言》成了巴黎公社文本群逻辑链最终和最重的一
环，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新型国家学说发展的最高峰。

其次，《导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具体化的锁钥。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与各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相结合的过程即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为
不同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是列宁主义，在中国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1917年，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对《导言》的精彩论述作了专门摘录，深刻阐发了无产阶级
必须掌握革命武装、铲除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人民民主、防止国家机关蜕化等一系列重要观
点，是《导言》的直接继续和发展。而“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⑧，从文献
学视角看来，《国家与革命》在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具体化为《新民主主义论》和《论
人民民主专政》，即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建国理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马
列主义为指导，结合自身的新型国家、新型民主建设的实践经验，先后形成了《论十大关系》《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重要文
献。这些文献的核心思想和基本观点，追根溯源都发端于巴黎公社、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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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导言》升华的新型国家治理思想，即以劳动解放为基础的人民主权、人民民主、人民管理
和人民监督思想。所以，《导言》是马克思主义新型国家学说走向实践的枢纽，是指导各个社会
主义国家建设实践的范本。

可见，离开了《导言》，既不能科学认识巴黎公社的历史地位和宝贵价值，也不能深刻理解当
前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准则。换言之，对《导言》文本研究，具有历史的和逻辑
的双重价值属性。

( 三) 社会主义实践中《导言》具有率先垂范的重大意义
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实践的理论。它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

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① 《导言》的新型治理思想也是如此，它的价值不仅仅体
现在学术和文献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一般说来，社会主义发展史可以简单表
述为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一种模式到多种模式这样一个依次递进的
历史进程。这个历史进程，又是理论创新指导下的实践创新与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相互
促进、共同发展的统一过程。考察《导言》新型治理思想的实践价值，既要联系巴黎公社的历史
方位，也要联系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理论地位;而且，这种联系既是具体的，又是历史的。

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已经指明: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
升为统治阶级，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统治。但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或者说“新型国家”到底是什么
样子? 这不是能由理论凭空设想出来的，必须等待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经验来回答。巴黎公社
的伟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它首次提供了这种实际经验。“巴黎公社建立了新型的国家，这是它最
伟大的历史成就。”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黎公社革命才成为“为全体人民的自由”而奋斗的工
人阶级和“只维护拥有财产的人的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世界历史性斗争的揭幕式。由于
巴黎公社鲜明地“揭示了无产阶级在夺取和掌握政权时，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面临的一
切基本问题”③，从而内在地蕴涵着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所承续的红色基因和基本原则。因此，
它事实上就是“新型国家”的原创、初版和雏形，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有生之年亲眼见到的工人阶
级国家治理的唯一实证形式，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具有率先垂范、首开先河的首创地位。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从一开始便对巴黎公社高度关注和热情赞扬，通过认真研究写
下了大量论著，完善了自己的国家学说，还根据公社的实践经验对《宣言》作了唯一的修改。④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而《导言》则
是恩格斯结合公社以后 20年斗争经验所作的最好的总结，也是他作为“精神领导者”留给工人
阶级的“要争取经济上的解放，就必须争得一定的政治权利”的最后教益。《导言》不仅对当时德
国党内的机会主义发挥了直接的批判作用，也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批
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

1895年 3月，恩格斯在生前最后的重要文献《卡·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
斗争〉一书导言》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发展正是从公社开始的，而巴黎
公社的周年纪念日则成了全体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共同节日。他强调:“我们是一定要进去的，现
在争论的问题只是从哪一个门进去。”⑤带领俄国跨入了社会主义大门的列宁曾豪迈地宣称: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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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公社走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走了第二步。① 可见，就像苏维埃原则是
巴黎公社原则的继续一样，十月革命就是巴黎公社事业在实践上的继续。而在十月革命以及后
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列宁由阐发《法兰西内战》和《导言》而形成的《国家与革命》，都发挥了重
大而直接的科学指导作用。

巴黎公社对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也产生了深刻的实际影响。早在 1925 年，《中国青年》曾
推出纪念巴黎公社特刊。1926年，第一次巴黎公社大规模纪念活动举办。② 毛泽东同志在《纪念
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的讲演中还指出了公社失败的两个重要原因: 一是没有一个有组织有
纪律的政党来发号施令，二是没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给敌人以致命打击。③ 1927 年，党领导的广
州起义把政权定名为“广州公社”。1931年十月革命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
瑞金成立。项英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临时中央政府是继续苏联十月
革命的胜利，在世界建立的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她将领导中国千千万万的工农劳动群众实现彻
底的解放，完成全世界十月革命的胜利。④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将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
归结为一点，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他强调: 有了人民的
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并向着社
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继续前进。⑤ 1958年，全国农村开始普遍建立人民公社。至 1983 年
改设乡镇，20余年的人民公社史成为共和国难以磨灭的印记。改革开放后，自党的十二大开始
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经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法治国家”“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到十九大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的国
家治理逐步走上了民主化、法治化的轨道。回顾党史、国史可以看出，我国新型国家治理的基本
经验是:“对待科学的理论必须有科学的态度。”⑥首先必须真正弄懂马列主义国家学说，同时又
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加以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而弄懂《导言》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恰恰
是真正弄懂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必要前提。

自巴黎公社革命以来，以追求劳动解放为目的的社会主义运动一直是在迂回曲折中砥砺前
行的。“世界历史始终不渝地走向无产阶级专政，但它所走的远不是平坦笔直的大道。”⑦而与这
一曲折进程始终相伴随的，则是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政权花样翻新的诽谤和污蔑。历史是如此，
现实也是如此。“在反对全世界资本的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候，这个问题即国家问题就具有最大
的意义，可以说，已经成为最迫切的问题，成为当代一切政治问题和一切政治争论的焦点了。”⑧

因此，研究《导言》也就有了新的现实价值。

二、《导言》新型国家治理思想的核心内容

《导言》高度评价了《法兰西内战》对巴黎公社新型国家的论述:“简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
明，尤其是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的。”⑨但为了批判“一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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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的社会民主党庸人以捍卫公社原则，恩格斯又结合工
人阶级斗争的新进展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了必要的补充和拓展。《导言》集中探讨了巴黎公社的
新型民主国家形式，着重阐明了公社治理的实质、创举和教训，这些基本观点体现着恩格斯对公
社国家治理的理论补充、经验总结和失误修正，构成了《导言》新型国家治理思想的核心内容。

( 一) 重申公社新型治理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
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独占的政

治统治”，工人革命的首要目标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再
次强调，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实质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公社的秘密则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解
放的政治形式。而《导言》除了重申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公社是
“新的真正的民主”的重要论断，并强调“扼要地谈谈这个问题还是有必要的”①。

恩格斯认为，法国 50年来阶级斗争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
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②。这一结论正好抓住了国家问题的阶级实质，戳穿了超阶级国家观的
谎言。这个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也使工人深刻懂得:建立本阶级的政治统治是获得自身解放的首
要前提。恩格斯热情赞扬了巴黎工人创立和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首创精神，指出这种“新的真
正民主”的国家治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的治理主体和性质。恩格斯指出，“公社
委员几乎全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公社所通过的决议也都带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
质”③。推翻、剥夺资产阶级的政权并由无产阶级掌握是共产党人的最直接目的。由人民组成的
公社一开始就意识到并且做到了依靠自己的力量打碎资产阶级的政府机器，确保不仅在革命中
而且在革命胜利后都将真正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二是新的治理是实质民主。恩格斯指出
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治理实质与君主国并无二致，无非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残酷镇压。资
产阶级政客“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④，他们把政治变成了生
意，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公社则是廉价政府，一方面铲除了旧的压迫机器，另
一方面能够防范新国家政权的代表和官吏，可靠地防止了公职人员追求升官发财的特殊利益。
三是新的治理是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统一。公社一切职位均由普选产生并能随时撤换，而且公
职人员只领和工人同样的工资。这两个措施从治理体制上根本保证了无产阶级利益的实现，通
过取消资产阶级国家“祸害”中最坏的官僚来集中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恩格斯还批判了德国资产阶级乃至工人阶级一般意识中将国家看作是虚幻共同体的迷信崇
拜，以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案例，再次强调了国家的阶级压迫本质。同时正确阐明，公
社治理的主体就是作为工人利益代表的社会公仆，治理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公社作为无
产阶级专政国家，其治理的最终价值指向是“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
能力把这国家废物全部抛掉”⑤，即国家消亡。

( 二) 强调公社新型治理的社会主义取向
恩格斯指出，公社成员以非凡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采取了要么是懦弱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不

敢实行却是工人阶级行动的必要前提、要么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并深深触动旧的社会制度的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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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治理措施。①

在经济方面，公社采取了免除全部房租，停止变卖典押物品，把教会财产转为国家财产，废止
工人夜工，取消警局专营的职业介绍所，把被厂主停工的工厂工人联合成合作社开工生产等重要
措施。虽然领导公社经济的蒲鲁东派对联合切齿痛恨，但工人阶级依靠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能
为自己的实际需要开拓道路，作出了与蒲鲁东派的竞争、分工、私有财产等主张恰恰相反的事情。
恩格斯认为，把大工业以至工场手工业组织起来，这是公社最重要的法令，因为这些组织工作必
然要导致共产主义。②

在政治方面，废除风纪警察，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用来压迫工人阶级的国家机器。所有公
职人员的上岗、撤职，都依据民意公选，同巴黎人民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自由的联邦，一个第一次
真正由国民自己建立的全国性组织”③。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相比，这种“新的真正的民主”的
国家政权的根本特点就是: 人民能够监督自己的代表和官吏。恩格斯追溯了随着原始公有制解
体和私有制出现、管理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历史，强调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必须借助彻
底的民主，限制资产阶级权利，建立起既能防范公职人员追求个人特殊利益、又能在公职人员失
职后被制裁罢免的制度，并认为这是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可靠办法。

此外，在文化方面，公社认为信奉宗教纯属私事，实行政教分离，取消国家的宗教开支，把一
切宗教象征从学校革除出去;摧毁象征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的凯旋柱;拆除专为处死路易十六赎
罪的小教堂。在军事方面，公社以凡能作战的公民都要参加的国民自卫军代替了常备军，取消了
征兵制。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曾指出，“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④。
《导言》对公社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活动作了补充论述，进一步阐明了这些新型
治理措施的实践创新和价值取向。虽然“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内，实行这一切措施最多只能做
出一个开端”⑤，但这些“冲天的巴黎人”的创举，对工人阶级的国家治理无疑具有率先垂范的标
志性意义。

( 三) 总结公社新型治理的历史教训
在普法战争造成民族危机和阶级斗争的激化的特殊背景下，巴黎公社作为历史上第一次工

人阶级新型国家治理的尝试，缺点和失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关于公社新型治理的历史教训，恩
格斯在《导言》中主要指出了以下两点:

一是多数公社领导者不清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绝大多数是“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
能”去工作，⑥因此忽略了很多当时必须做的事情，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忽视了财政金融的基础性、
关键性作用。立刻“剥夺剥夺者”这是无产阶级得以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有力行动，《共产党宣
言》早就明确指出“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⑦，是
最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采取的重要措施。恩格斯也认为，“银行掌握在公社手
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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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公社议和”①。但由于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公社因对法兰西银行的神秘感、神圣感而毕恭毕敬，
在其大门外自缚手脚、伫立不前。这不但造成了公社的经济困难，也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此
外，公社中存在着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等多个派别和主张，使得公社缺乏科学明确而又高度
统一的治理理念，这对公社的治理效能无疑造成了重大影响。既没有对无产阶级革命规律的自
觉把握，也没有对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灵活运用，又不能以科学社会主义来统一领导层的思想，
这是公社新型治理归于失败的深刻教训。

二是公社缺乏权威统一的领导核心。1848年六月起义早就表明，无产阶级一旦敢于为了自
身利益和要求进行斗争，资产阶级会以疯狂的残暴手段进行镇压。② 公社面对比 1848 年残暴百
倍的资产阶级，尤其需要在本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阶级整体去行动。恩格斯在《导言》中
正确指出，公社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就在于其运用了“武装工人”这个权威力量。但在革命胜利
后，公社委员成分复杂，主要分为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布朗基派负责政治、军事，蒲鲁东派负责
经济。并且两派学说互异，行动不一，这种思想上、组织上的不统一造成了领导层内部的摩擦纠
纷，严重削弱了公社的治理能力。另外，蒲鲁东派崇尚私有财产的经济力量，这种主张个人绝对
自由的无政府主义也导致了公社内部的各自为政、纪律松散。公社失败的教训证明:“如果巴黎
公社的权威和集中稍微多一些，那末，它就会战胜资产者。”③

恩格斯回顾了 1848年以来的无产阶级斗争历史，深刻指出: 无产阶级胜利之后总是提出自
己的要求，产生新的斗争，归根到底都是要消灭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但受斗争程度的
限制，无产阶级对于目标方法的认识总是含糊不清，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④ 尽管如此，因为“公
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⑤，其新型国家治理的经验和教训都是弥足珍贵的。正是《导言》
所阐明的工人阶级在取得革命胜利后提出的越出资产阶级目的的要求，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
治理指出了科学方向，打开了崭新的视野。

三、《导言》新型国家治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导言》是恩格斯对工人阶级新型国家治理成败得失的最后总结性文献。但这里的“新型国
家”并不是简单地指“新国家”，“新型治理”也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治理”。“新型国家”特
指与以往那些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上、作为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暴力工具的国家根本不同的，由工
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当家做主的、以劳动解放为目的新型政权，这种新型政权是国家消亡前人类历
史上最后一种国家类型。而“新型治理”则是指“新型国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
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采取的，对整个社会环境和人进行革命性改造的治国理政
根本措施的总称，这些措施就其实质而言是趋向于共产主义的，即“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
级社会的过渡”⑥。诚然，《导言》是因公社而作，但其新型国家治理思想并不直接等同于公社的新
型国家治理，而是结合新的实践对公社治理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凝练和升华，因此具有普遍性和现实
性的指导意义。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事实是: 科学社会主义是根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是典型形式。为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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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导言》所阐明的新型国家治理的性质和实质、方向和目的、原则和方法等科学思想，深度对接国
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从而为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引和行动依循。

( 一) 新型国家治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这是《共产党宣言》早已阐明的基本原理。《导

言》认为，巴黎公社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公社的治理措施也显示出鲜明的社会主义方向。那
么这种工人阶级的新型国家治理，无论是在价值取向上还是在实践趋向上，必然要求以人民为中
心。马克思指出，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还在于人民组成了公社，从而把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掌握在自
己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
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在第二次公社会议上，委员即提出了对职能机关的监督
问题①，之后多次提出:记名投票是“唯一符合道德、符合民主原则的方式”②;公社委员应“不断受到
舆论的检查、督促和批评，是可信赖的，对选民负责的，并且随时可以撤换的”③;要挑选“永远不以
主子自居的代表”④。可以说，公社的本质特点就是人民群众真正自己当家作主，“公社给共和国奠
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⑤。因此，民主选举、民主监督、议行合一的巴黎公社，是一种从未有过
的廉价政府，体现着工人阶级新型国家人民管理制度的特点，有效杜绝了旧的压迫机器“把政治变
成一种生意”的痼疾，“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⑥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和赞扬的公社民主治理理论，同马克思 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坚
持的国家消亡和民主制相统一是一致的。马克思当时指出:“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国家就消失
了。这可以说是正确的，因为在民主制中，政治国家作为政治国家，作为国家制度，已经不再被认为
是一个整体了。”⑦这也就是恩格斯后来所讲的:“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
所代替。”⑧由此，不少学者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公社系列文本中提到的国家消亡概念，并不
是拒斥政治，而是现代国家向社会主义民主的转型问题。⑨ 列宁也高度赞扬了公社的新型治理，称
它是资产阶级民主向无产阶级民主的转变，是“从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瑏瑠。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红色政权伊始，就坚定地继承了巴黎公社新型国家的人民主体思想。在
《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即明确指出: 红军的战斗力源于士兵都知道是“为人民打
仗”。他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更是突出强调: 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唯一宗旨是“紧紧地和中国
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瑏瑡。在改革开放大潮将起之时，邓小平同志重申了
巴黎公社首创的新型国家公职人员应有的社会公仆角色和意识:“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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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①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
多次反复强调:“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
根本所在。我们党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必须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
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②可见，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
如一地坚守了由巴黎公社开创的红色政权的底蕴和本色。

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新征程的新起点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既是
巴黎公社新型国家治理的历史启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本质要求。为此，必须保持
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国家治理方向，
始终牢记“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③。在全面
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中持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并积极为人民群众广泛参与
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创造更好的条件，更加切实、更有成效地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

( 二) 新型国家治理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为行动指南
《导言》认为，公社领导层因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从而难以形成统一的科学认识，是导致公社

治理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后，马克思、恩格斯密切关注整个事件的进展，采取
了各种措施表达对公社革命斗争的切实关心、支持和帮助。诸如，委派赛拉叶作为第一国际的全权
代表去巴黎，作为与巴黎支部在公社中的领导人的联络者;通过往来于巴黎和伦敦之间的德国商
人，与公社沟通消息;在报纸上大量公开发表文章，在经济措施、斗争策略、军事技术各方面给公社
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第一国际向各国支部发出几百封信件，号召各国工人阶级积极声援和支持公
社行动;将继续留在凡尔赛国民议会的托伦开除出第一国际，以严厉惩罚背叛公社的行为等等。令
人惋惜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很多宝贵意见未能被公社领导人接受和采纳。究其原因，公社终归
是放射着“历史首创精神炽烈光芒”的巴黎工人在特殊条件下自发建立起来的，其国家治理并非是
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和科学指南的自觉行动。事实上，公社的绝大多数成员是蒲鲁东主义者
或布朗基主义者，还有一部分新雅各宾派。虽然这些人都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但都不是马克思主义
者，不懂得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科学策略。在汹涌澎湃的群众革命运动中，他们
思考和行动的依据不过是“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能”④，系统性、科学性的决策和政策既不易达
成，执行、实施的效果也大打折扣，因而无法把革命的航船引向胜利的彼岸。

但巴黎公社毕竟是“工人阶级作为唯一具有社会首创能力的阶级得到公开承认的第一次革
命”⑤，这一次光辉实践已经使工人阶级懂得: “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
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⑥ 公社
以自己的经验教训宣告了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的破产，“马克思的理论无可争议地占有统治
地位”⑦。同时也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并再次证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
指导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科学真理。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
迁———失败更甚于胜利———不能不使进行斗争的人们明白自己一向所崇奉的那些万应灵丹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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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并使他们的头脑更容易透彻地了解工人解放的真正的条件”①。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要求，也是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更是应对风险挑战、赢得先机和未来而主动采取的重大战略
措施，可谓因需而兴、因势而为、因时而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开宗明义地提出: 为
了更好地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不仅是《导
言》对巴黎公社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也是十月革命以来红色政权建设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基本
原则。在新发展阶段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反对各种背离、肢解、甚至歪曲科学社会主义的思
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根本原则，以确保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方向。
同时，还应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坚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指导地位，使 21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成为继续发展奋进的动力。

( 三) 新型国家治理必须维护中央核心的权威
《导言》强调，由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领导而缺少核心权威，导致了治理能力不能充分集

中统一，是巴黎公社重要的历史教训。国民自卫军控制了巴黎后，在普遍的、直接的选举基础上成
立了议行合一的公社委员会。中央委员会虽然宣称:“共和国新政府刚刚把政府各部和一切行政机
关都掌握在手中”②，但在实际的体制和组织上，公社主席并不固定，由委员轮流代任，委员会实行
效力平等的票决制度。这种集体领导制度虽然彰显了公社的广泛代表性和新型民主性，但却明显
违背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精神。在民族战争危机和国内阶级斗争极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忽视和
缺乏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权威必然造成致命的后果。事实上，公社选举仍被关在秘密监狱的布朗
基为主席，而他根本不能到场履职;公社委员会与下设机构及各区机关的公职人员也因不够熟悉而
缺乏紧密联系，在应对紧急事态时经常因脱节而各自为政。这种状况无疑严重削弱了公社的治理
能力和治理效能，导致“执行委员会不善于发号施令，部下可以不服从，公社委员会一会儿授给全
权，一会儿又撤回，随时干涉最小的工作细节”③。这成为导致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

针对公社内部领导权的纠纷问题，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在 1871年 5月 2 日就发
出号召:“竭尽全力维护公社的团结，因为这是在反对凡尔赛政府的斗争中获胜的必要条件。”④

但公社并未及时采纳这一建议，最终在八天后走向覆灭。基于公社惨痛的教训，马克思在 1871
年 9月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上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
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
动”。⑤ 公社失败后的次年，恩格斯也沉痛指出:“要是巴黎公社面对资产者没有运用武装人民这
个权威，它能支持哪怕一天吗?”⑥同时，他还阐明了权威必然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日益
扩大的趋势。列宁继承了恩格斯“权威即组织”这一深刻思想，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
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
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⑦

在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进程中，如果说经济斗争的组织是工会，那么政治斗争的组织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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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斌 李霁帆: 《〈法兰西内战〉导言》新型国家治理思想及启示

是政党。换言之，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以及国家
治理的核心权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同志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
党”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各种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邓小平
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感到，仅仅强调党的领导、党中央的权威还是不够的。他深刻总结道: “任
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关键问题是“有一个好的政治
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②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出发，
为确保党在应对各种风险困难时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伟大斗争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旗帜鲜明地强调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同时，以严明的政治纪律推动全党持续增强核心意识、看齐意
识，始终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③，不断健全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制度体系，扎实有效地把党的领导贯彻到
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这种思想认识的高度自觉性，得益于《导言》对公社经验教训
总结的深刻启示，得益于对巴黎公社以来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理解。

Thoughts of New－type State Governance and Enlightenment in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Xu Bin，Li Jifan
( School of Marxism，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875)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is the final summary of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new－type state governance from the Paris Commune made by Engels，which represents the highest
achievement of Marxism on national issues． The book scientifically demonstrates that the subject of new
－type state governance is the public servant which represents the interests of workers，the mode of
governance is democratic election，democratic management and democratic supervision; the essence of
governance is the cheap government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and the direction of
governance is socialism．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two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failure of the
Commune’s governance are the failure to unify the thoughts of the leadership with Marxism and the
lack of authority to unify the core of leadership． Therefore，it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at the new－
type state governance of the working class must adhere to people centeredness，must stick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must have the leadership of the working class party as the core and
authority，and so on． These valuable ideological heritages in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have important guiding value i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Key words: Engel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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