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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十八世纪的研究历史哲学的人把历史事变归因于“能批判地思维的个人”的“自觉的活动”，
很少想到在历史进程中起作用的“一般原因”。相反，十九世纪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把历史看作

一个规律性的自然过程，但他们没有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给予一个确切圆满的回答。而普列

汉诺夫在该书中所阐述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则既承认历史的一般原因，又承认“个体的作

用”，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给予了一个 好的答案，未来属于这种历史观。 [Academia Arena, 
2010;2(5):49-56] (ISSN 1553-99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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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一书中对近代的历史学的发展进程作了如下描

述： 

十八世纪的研究历史哲学的人把历史事变归因

于“能批判地思维的个人”的“自觉的活动”，很少

想到在历史进程中起作用的“一般原因”。相

反，十九世纪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把历史

看作一个规律性的自然过程，但他们没有对个

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给予一个确切圆满的回

答。而普列汉诺夫在该书中所阐述的“现代唯物

主义的历史观”则既承认历史的一般原因，又承

认“个体的作用”，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给予了一个 好的答案，未来属于这种历史

观。 

不幸的是，普列汉诺夫所说的“现代唯物主义的

历史观”只放出过一道暂短而清冷的闪光，随后

就销声匿迹。现在，对于二十世纪的每一个重

大历史事件，人们都很少追溯其“历史的一般原

因”。不是说“在这里，决定性的因素是人们的

思想状况”，就是说某一历史事件的原因是某某

人的某种“观念”或“情结”，等等。这实际上回到

了十八世纪的观点。 

为什么在人类思想史上会有这样的反复呢？要

回答这一问题，就得写一部二十世纪的思想

史，这不是本文的任务。在这里，我只想到两

个显而易见的原因： 

第一，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有其独特性。如果

说十八世纪末叶法国大革命惊天动地的事变显

示了一种隐藏的、如同自然界中自发势力那样

盲目地而又依照某些确定不移的规律作用着的

历史必然性，那么，二十世纪的种种事变却处

处表现出强而有力的个人的奇迹般的“能动

性”。 

第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历史

观”本身似乎还不够完备，面对二十世纪那些乍

一看来十分古怪的历史事件，它显得无能为

力。 

本文试图对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观作一点修改和

补充。 

二 

普列汉诺夫在他的这一名著中引用了法国诗人

圣博甫对法国复辟时代的“宿命论”历史学派的

如下质疑：“假若米拉波因偶患寒热病死去，假

若罗伯斯比尔忽然被偶然掉下来的一块砖头打

死或因患中风病死了，假若拿破仑中弹殒命

了，那么事变的进程难道不会有所变更吗？难

道你们敢于断定说事变的结局仍然是那样的

吗？当我所假定的种种偶然事件充分具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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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的结局就会与你们所认为不可避免的那种

结局完全相反。” 

对于这一质疑，普列汉诺夫作了如下回答： 

“圣博甫以为他所指的那种细小暧昧的原因完全

具备时，法国革命将会有与我们所知道的结局

相反的结局。这是个严重的错误。不管心理

上、生理上的细小原因结合得怎样奇巧，它们

也决不会消除引起法国革命的种种巨大社会需

要；当这些需要尚未得到满足时，法国的革命

运动是不会停止的。为了使法国的革命运动能

有一种与当时实际结局相反的结局，就必须用

相反的需要来代替这些需要；但这当然是任何

一种细小原因的凑合也办不到的。” 

特别是关于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政变，普列汉

诺夫作了如下分析： 

当时法国的形势是：经过大革命，新兴的资产

阶级摆脱了上层等级的统治，渴望恢复秩序，

而当时的共和制度却因反动的热月政变而受到

致命重伤，已经奄奄待毙了。督政府根本无力

完成这一任务。这时法国的时势要求像西叶斯

所说的那样一把“宝剑”，而拿破仑就是这样一

把宝剑，他的雾月十八日政变，完成了恢复秩

序的任务。 

如果拿破仑在阿尔科拉会战时中弹殒命了，那

么在法国重建社会秩序的“宝剑”的使命，将由

另一个人来担负。事变的一般进程和结局将会

与拿破仑在世时大致相同。 

如果这位“另一个人”得到拿破仑的位置后，举

动比拿破仑温和一点，因此没有激起全欧洲的

反抗，那么，他就会死在推勒里宫中，而不是

死在圣赫勒纳岛上。那时波旁王族就根本无法

回到法国来；这样的结果对于他们来说，当然

是与实际上所发生的那种结果“相反”，但对于

法国整个国内生活来说，却不会与实际的结果

有很大区别。 

总的来说，普列汉诺夫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问题”的回答可概括为如下基本命题： 

A： 领导人物的个人特点能决定历史事变的个

别外貌，但历史进程的趋势归根到底要由“普遍

原因”来决定。 

三 

乍一看来，普列汉诺夫的这一命题似乎很有道

理。但把它应用于具体问题，就会发现有太多

的不确定的东西。例如，对于二十世纪俄国的

十月革命来说，什么是它的“个别外貌”，什么

是它的“历史进程的趋势”？还有，这次革命的

成败是否取决于当时的领导人列宁和托洛茨基

的个人特点？如果俄国十月革命的失败，是不

是一个与我们所知道的结局相反的结局？等

等。根据普列汉诺夫的上述泛泛之谈，很难对

这些问题给出明确的结论。 

还有，普列汉诺夫说：如果在法国重建社会秩

序的人不是拿破仑而是另一个人，则波旁王族

可能无法回到法国来。这么说，在法国历史

上，波旁王族复辟乃是一个偶然事件。可是，

如果一位信奉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观的学生写一

篇关于法国波旁王族复辟的博士论文，他肯定

会把这一历史事件描述为到那时为止法国历史

进程的必然结果。这么说，在法国历史上，波

旁王族复辟却是一个必然事件。那么，这个事

件到底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呢？ 

再说，从上下文来看，圣博甫所说的“法国革命

将会有相反的结局”，不是指一种与当时巨大社

会需要相反的结局，而是指更具体的、并不与

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矛盾的“相反的结局”。因

此，对于圣博甫的质疑，普列汉诺夫的回答显

得答非所问。 

对于二十世纪的某些历史事件来说，普列汉诺

夫的上述论点更显得难以服人。有些有深远意

义的事件，像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完

全是由毛泽东一手造成的。如果有人说：“即使

没有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照样会发生，对于中

国整个国内生活来说，不会与实际的结果有很

大区别。”我想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觉得难以置

信。 

或许，在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观中，使历史学家

们感到困惑的是一些别的问题，但是无论如

何，这种困惑使得许多人，特别是年青人因此

完全放弃“历史必然性”这一范畴。下面是一个

例子。 

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我的生平》中写道：“人
们曾不只一次地问我，甚至现在还有人问：您

怎么会失掉了政权！”托洛茨基的回答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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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每次革命之后，都会出现

‘热月政变’，无产阶级革命也不能例外。” 

对于托洛茨基的这一论点，《我的生平》一书

的中译者（下面简称“译者”）不以为然，他在

《译者前言》中说，这表明托洛茨基“过分热衷

理论，书生气十足。”译者认为：“任何一场政

治或权力之争，胜负都是由实力对比决定的。”
言外之意是：如果托洛茨基的实力更强，就能

战胜斯大林。什么“无产阶级革命的热月政

变”，只不过是书呆子的空谈而已。 

这位译者就根本不相信有什么历史必然性，他

写道： 

“一般说来，规律越普遍，它所能解释的事物就

越多，因而也就越笼统、越空泛。因此，任何

一条普遍规律都要有无数特殊规律来补充。如

果说人类社会的发展遵循一条普遍规律的话，

则任何一个具体社会的每一步发展都存在无数

的可能性， 起码是几个可能性，至于哪种可

能性成为现实，往往只是一些微小的偶然因素

所致。无论哪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我们都可以

说是历史的必然，前此的一切因素都促使社会

朝这个方向发展。但另一种对立的可能性成为

现实时，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根据来证实这种现

实是历史的必然。” 

这段话说白了就是：“所谓‘历史的必然’只不过

是事后诸葛亮们杜撰出来的套话。”在这里，译

者从“微小的偶然因素”对历史进程显而易见的

影响得出了不存在历史必然性的结论，这正是

圣博甫的论点。这就迫使我们再次回到普列汉

诺夫所描写的这场历时数世纪的论战的起点，

并重新经历论战每一个阶段。 

我想，谁也不会否认“微小的偶然因素”对历史

进程的影响，问题在于这种影响能不能改变历

史发展的方向？如果能，历史还是不是一个有

规律性的自然过程？ 

四 

回到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在该书的另一

处他写道： 

“如果在 1923 年初我们（指托洛茨基和列宁）

联合起来向中央委员会发动进攻，无疑会确保

我们获胜。不仅如此，毫不怀疑，如果我能在

十二大前夕以‘列宁托洛茨基联盟’的精神来反对

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即使没有列宁的直接参与

我也能取得胜利。至于这个胜利的牢固程度如

何，则另当别论了。这取决于国内、工人阶级

内和党内的一系列客观过程。这是一个独立的

大题目。1927 年克鲁普斯卡娅曾说过，如果列

宁仍然在世，他恐怕也会成为斯大林的阶下

囚。我想，她是对的。因为问题不在于斯大林

本身，而在于斯大林所代表的连他自己也不明

白的那种势力。” 

托洛茨基的这段话是说，在 1923 年，当斯大林

刚展开夺权斗争时，有两种可能的结局。一种

是现实的结局：斯大林从托洛茨基手中夺取了

政权。另一种则是托洛茨基这里设想的结局：

托洛茨基和列宁联合起来反对斯大林的官僚主

义，斯大林夺权失败。我们不妨假定，这两种

结局中的哪一个变成现实，取决于当年托洛斯

基的一念之差。但托洛斯基认为，这一个“一念

之差”并未改变了苏联历史的方向。他断言：无

论这两种结局中的哪一个实现，斯大林 终还

是会取得胜利，托洛茨基甚至列宁那样的老一

代革命家 终还是会成为斯大林的阶下囚。这

是历史的必然，或者，像有些人常说的，这是

“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这

里，客观规律主要是指“斯大林所代表的连他自

己也不明白的那种势力”的作用，正是这种势力

导致对应于十月革命的“热月政变”。诚然，托

洛茨基本人并未指出这种势力是什么？也没有

论述为什么每次革命之后都会出现热月政变？

看来，他把这个“独立的大题目”交给了未来的

历史学家。 

托洛茨基关于的热月政变的论断，指出了一种

历史现象。在我看来，这种历史现象可以作如

下理解：对于像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这

样一种类型革命进程来说，我们可以把革命的

动力粗略地分为两个因素：领袖人物的思想状

况和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另一方面，我们又

可把该革命历史进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夺取

政权阶段和保持政权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

革命的动力的两个因素都在起作用。但是，相

对来说，在夺取政权阶段，领袖人物的思想状

况的作用更大；而在保持政权阶段，整个社会

的经济状况这一因素却会逐渐占上风。对于我

们所考察的这一类革命进程来说，后一因素比

前一因素更保守。而“热月政变”就是这种保守

的经济因素战胜革命的思想因素的转折。对于

十月革命，对应的“热月政变”乃是以斯大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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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俄国当时的保守的经济因素战胜列宁和

托洛茨基的革命的思想因素的转折。 

十月革命的成功，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高瞻远

瞩、历史洞察力、魄力和组织能力无疑起了决

定性的作用，这是革命的思想因素的作用。不

论俄国的工业多么落后，不论俄国的无产阶级

人数多么少，从这种革命的思想因素的角度来

看，可以说十月革命是一次“无产阶级革命”。
但是，俄国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却基本上处于

中世纪的阶段，这个经济状况要求一种类似中

世纪的政治统治方式。斯大林恰好代表了这种

统治方式。这就使得斯大林具有托洛茨基说的

“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那种势力”。这种势力使

得斯大林战胜托洛茨基，而这就是对应于十月

革命的热月政变，这就是托洛茨基所说的“历史

的必然”。 

五 

人们常说：“历史不允许假设。”这句话从文学

的角度来看意味深长，在日常生活中也往往给

人带来安慰或伤感。但这一命题似乎不能理解

为“历史学不允许假设”。因为如果禁止假设，

历史学就没有任何想象的空间，从而变得不能

思考了。 

其实，人们从来就在历史学中应用假设。在上

面引用的圣博甫的质疑中，每一个“假若”就是

一个“历史学的假设”。同样，托洛茨基在《我

的生平》中所说如果在 1923 年初我们如何如

何，将会如何如何，这也是一个历史学的假

设。圣博甫和托洛茨基似乎没有因此而遭到非

难。看来，主张“历史不允许假设”的人对于别

人在历史学领域里应用假设采取了宽容的态

度。因此，当我下面谈到类似的历史学的假设

时，敢于期待同样的宽容。 

从圣博甫和托洛茨基上述例子中我们看到，所

谓“历史学的假设”，就是对于所考察的历史事

件，在想象中改变它的某一前提而保持其它条

件不变，再设想其可能的后果。所谓“历史的必

然”，是指该历史事件在这一改变下仍然保持不

变的东西。而与这一必然性对应的偶然性，则

是随着这一“前提的改变”而改变的东西。 

在托洛茨基的例子中，“某一事件”乃是斯大林

从托洛斯基手里夺取政权，“前提的改变”乃是

托洛斯基的“一念之差”，“历史的必然性”则是斯

大林 终获得胜利；而对应的偶然性则是 1923
年斯大林夺权成功。 

对于同一事件，我们还可以设想别的“前提的改

变”。例如，我们可以假定，当年十月革命的领

导人，国内战争的红军统帅，不仅具有托洛斯

基那样的才能，而且也像斯大林那样善于搞权

术。在夺取政权时期，他凭借自己的才能成了

革命领袖；到了保持政权时期，他又靠自己的

威信或靠玩弄权术成了俄国的保守的经济因素

所要求的独裁者。那么，对应于十月革命的热

月政变就会不再伴随着领导人的更迭。换句话

说，不再采取政变的形式，但同样会导致斯大

林时代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在十月革

命的特殊传统下，俄国的保守的经济因素导致

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今天，人

们不确切地称它为“个人崇拜”。 

那么，能不能对历史的前提作更大胆的改变

呢？比方说，能不能设想在 1917 年十月革命中

布尔什维克失败呢？在我看来，这种设想并不

是不着边际的，当年布尔什维克并未占绝对优

势，完全可能由于某种“微小的偶然因素”而遭

到失败。因此假定当年布尔什维克遭到镇压而

设想其可能的结局，对于历史学来说并不是没

有意义的。 

显然，如果十月革命失败，则千百万人的个人

命运将大大不同。例如，列宁和托洛斯基将成

为二流的历史人物，而斯大林则更会默默无

闻，或许只有专家才知道他的名字。不仅如

此，二十世纪的俄国历史将完全是另一个样

子。但是，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在这种“前提的

改变”下，还有什么东西保持不变。例如，如果

在 1917 年以后俄国的沙皇复辟了，新的沙皇俄

国和苏联有什么共同点。 

在苏共二十大之前，这个问题被认为是荒谬

的：苏联是天堂，沙皇俄国是地狱；苏联是绝

对的光明，沙皇俄国是绝对的黑暗，两者怎能

有什么共同点呢？前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

尼琴在他的名著《古拉格群岛》一书中，却为

我们描述另一幅图景，似乎布尔什维克的统治

比沙皇的统治还要严酷得多。在他看来，两者

似乎也很少有共同之处。 

在这里，我们不要忘记恩格斯在《费尔巴哈

论》中的如下名言：对于人类历史，我们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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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不是暂短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

而是持久的引起历史变迁的行动。” 

其实，法国历史学家莫诺早就类似的话，他

说： 

“史学家太习惯于一味注重人类活动的那些光辉

灿烂、显赫一时的表现，注重伟大的事变和伟

大的人物，却不去描绘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的

伟大而缓慢的运动，这种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

正是人类发展中真正重要而具有非暂时性质的

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在某种程度内可以归结为

规律，并且在相当程度上还可以加以精确分析

的。”（转引自普列汉诺夫的前书。） 

不论成功还是失败，十月革命对人类历史毕竟

只是暂短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与俄国的

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的伟大而缓慢的运动相

比，它的影响要小得多。 

那么，如果十月革命失败，俄国将走向何方

呢？我想，如果马克思遇到这一问题，他会再

一次说：“镇压这次革命的人，将成为革命遗嘱

的执行人。” 

诚然，对于过去的革命运动，马克思一而再、

再而三地说过这句话。但我想，当我把这句话

用于十月革命时，却会引起人们狂怒：难道沙

皇会给农民土地吗？难道科尔尼诺夫会实现社

会主义工业化吗？难道邓尼金会建立集体农庄

吗？人们不会谴责马克思，马克思是永远不会

错的，如果他说过让人不开心的话，不妨束之

高阁，就当他没有说过。但我却不会这样幸

运，人们肯定会严厉地谴责我，不是说马克思

没有说过这句话，我伪造马克思主义罪大恶

极；就是说马克思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我歪

曲马克思主义居心叵测。 

然而，不论马克思这句话对十月革命的应用多

么伤害人们的感情，它却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思

想实验，来检验我们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理解

程度。因此，我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之一

试。 

一场革命的遗嘱当然要指明它所要完成的任

务。那么，什么是十月革命的任务呢？过去人

们一直相信，十月革命的任务在于建立共产主

义的人间天堂。在这种信念下，我们的思想实

验只能一无所获。幸运的是，自从苏共二十大

以后，这种信念已经动摇了。经过数十年的反

思，我们终于发现，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乃

是一个借助于军队和机关，直接对公民社会进

行统治的国家，专家们称这种制度为“拿破仑主

义”制度。这是由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斯大林的坏脾气。既然如

此，即使当年十月革命失败，俄国社会也将经

历这个阶段。于是我们得出结论：按照当时俄

国的社会需要，无论十月革命成功还是失败，

俄国都将从此建立“拿破仑主义”制度。 

十月革命实际的结局是，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

权。按照俄国的社会需要，斯大林以极为独特

的方式建立了俄国的拿破仑主义制度。尽管这

种制度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革命理想大相径

庭，但十月革命的传统还是在这一制度上刻下

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各种标志和痕

迹。有这种特色的拿破仑主义制度，就是赫鲁

晓夫所说的“个人崇拜”。 

如果十月革命失败，那么，镇压这次革命的人

（以某个沙皇或共和主义的独裁者为代表），

就会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建立这种制度。诚然，

他们建立的制度将会有另一种标志、另一种痕

迹，但它和苏联的“个人崇拜”一样，也是一种

拿破仑主义制度。在这种意义下，建立这种制

度的人执行了十月革命的遗嘱。 

六 

上面，我们看到三个历史必然性的例子：第一

个是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权利斗争中获

胜；第二个是苏联出现“个人崇拜"；第三个是俄

罗斯经历“拿破仑主义”的历史阶段。从这三个

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把“历史的必然

性”理解为在某一“前提的改变”下保持不变的因

素，反之，随着这一“前提的改变”而改变的因

素，则是“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在这种意义

下，偶然性与必然性总是成对出现的。 

反过来，同时给出一对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

性，也就确定了与之对应的“前提的改变”。这

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三个例子阐明如下： 

例一，如果给出如下一对命题： 

1．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权利斗争中获胜

是一个必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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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23 年，斯大林从托洛斯基手里夺权成功是

一个偶然事件。 

那么，我们知道与之对应的“前提的改变”是托

洛斯基的“一念之差”。 

例二，如果给出如下一对命题： 

1．十月革命成功之后，苏联出现“个人崇拜”是
一个必然事件； 

2．在布尔什维克的党内斗争中，斯大林战胜托

洛斯基是一个偶然事件。 

那么，要改变的前提乃是如下历史事实：十月

革命的领导人、国内战争的红军统帅是理想主

义者托洛斯基，他对争权夺利一窍不通。 

如果给出如下一对命题： 

1．俄罗斯在二十世纪出现拿破仑主义是一个必

然事件； 

2．俄罗斯的拿破仑主义采取个人崇拜的形式是

一个偶然事件。 

那么，要改变的前提乃是如下历史事实：在

1917 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夺取了

政权。 

在许多场合，我们不必指出对应的“前提的改

变”，但这时必然事件和偶然事件必须成对出

现。如果对于一个历史事件，既不给出“前提的

改变”，又不指出与之对立的事件，孤立地问它

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则谁也无法得到确定的

回答。人们只好说它“既是必然的又是偶然

的”。这是辩证法中 典型、或许也是 令人困

惑的一个命题。 

例如，“斯大林战胜托洛斯基”这一事件在上面

的第一对命题中是必然的，而在第二对命题中

则是偶然的；“俄罗斯出现个人崇拜制度”这一

事件在第二对命题中是必然的，而在第三对命

题中则是偶然的。 

从上述三个例子我们还看到：对于一个特定的

历史过程，必然性分成一些等级，较低级的必

然性在较高级的必然性面前，就呈现为偶然

性。例如，在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中，斯大林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权利斗争中获胜、苏联出

现“个人崇拜”和俄罗斯经历“拿破仑主义”的历史

阶段，就是必然性的三个等级。第一个必然性

在第二个必然性面前呈现为偶然性，第二个必

然性在第三个必然性面前呈现为偶然性。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偶然性不是一个事件的属

性，而是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意义

下，偶然性是一种相对的东西。 

七 

不幸的是，普列汉诺夫未能掌握偶然性的这种

相对性。诚然，他也说过：“偶然性是一种相对

的东西。”但他的这一命题具有另一种含义，他

是指“偶然性只会在各个必然过程的交叉点上出

现”。不能说这句话说错了，但它对历史学没有

多大意义。普列汉诺夫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之

所以导致矛盾，就是因为他未能掌握偶然性的

相对性。 

还是以法国波旁王族复辟为例。一方面，如果

在法国重建社会秩序的人不是拿破仑而是另一

个人，则波旁王族可能无法回到法国来，因此

它是一个偶然事件。另一方面，这一历史事件

乃是到那时为止法国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因

此它是一个必然事件。按照普列汉诺夫的历史

观，这一矛盾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毛病在那

里呢？这一矛盾是由双重的概念混淆引起的。 

我们已经看到，在“波旁王族复辟乃是到那时为

止法国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这一命题中，其中

的“必然”是指某一历史事件在给定的“前提的改

变”下保持不变的东西，如果还说它是“历史必

然性”，则它就已经是“历史必然性”这一用语的

另一种含义了。在这种含义下，说一个历史事

件当时的实际结局是必然的，乃是指它是过去

的整个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其中包括该事件

的各个等级的必然性的总和。这在这种意义

下，与它相反的结局自然是不可能的。普列汉

诺夫似乎对历史必然性的这种含义情有独钟，

不幸的是，他把这一用语上述两种含义混淆

了。这是第一个概念混淆。 

此外，在法国历史上，1789 大革命之后，肯定

会建立资产阶级社会的新秩序，这是必然的；

而拿破仑的穷兵黩武，肯定导致波旁王族复

辟，这也是必然的。但前者是较高级的必然

性，后者是较低级的必然性。普列汉诺夫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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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级的必然性也混淆了。这是第二个概念混

淆。 

从这两个概念混淆不仅会得出上述矛盾，还很

容易伸引出其它矛盾，其中 突出的矛盾是：

普列汉诺夫一方面断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不

容忽视，另一方面又硬性地坚持对于任一历史

事件，任何个人的任何行动都不可能导致与当

时的实际结局相反的结局。这一矛盾是他的历

史观在二十世纪销声匿迹的原因之一。 

当然，在与圣博甫的论战中，普列汉诺夫在坚

持“历史必然性”这一点上实质上还是正确的，

但他的论据必须稍稍改变一下形式。下面，我

以俄国的十月革命为例来阐明我对圣博甫的质

疑的回答。 

俄国的十月革命诚然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的各

种需要，但所有这些需要都不足以保证十月革

命取得胜利。1870 年巴黎公社也是法国当时的

社会需要的产物，但它还是失败了。因此，仅

从社会需要的角度来看，十月革命是可能失败

的，特别是，它可能由于革命领袖的某种失误

而失败。我想普列汉诺夫也不会否认，十月革

命失败乃是一个“与当时实际结局相反的结

局”。但是，无论十月革命成功还是失败，俄国

都将从此建立“拿破仑主义”制度。因此，承认

十月革命可能由于“微小的偶然因素”而失败，

并未否认了历史是一个规律性的自然过程。 

在另一种意义下，前苏联出现个人崇拜也是一

个规律性的自然过程的必然结果，其原因比人

们想象的要深远得多。但是，决不能说斯大林

时代的种种历史事件也具有同样深远的意义。

在俄国出现个人崇拜的大前提下，它们完全可

能由于“微小的偶然因素”而导致与当时的实际

结局相反的结局。 

现在我们回到法国大革命。诚然，这次革命的

动力是当时“巨大的社会需要”，在这种意义

下，法国大革命是必然的。但是，相对来说，

1789 年到 1830 年在法国发生的各个重大的历史

事件的必然性，例如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政变

的必然性，则是较低级的必然性。与法国大革

命的必然性相比，它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在满

足当时巨大的社会需要的大前提下，它完全可

能有与当时的实际结局相反的结局。这样就为

拿破仑的历史作用留下了广阔的余地。 

八 

为了避免普列汉诺夫的上述混乱和矛盾，我把

他的命题 A 修改成如下形式： 

B： 对于任一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可以找到一

种不以领导人物的个人特点为转移的历史必然

性。 

例如，对于十月革命，不以领导人物的个人特

点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就是俄国将从此建立拿

破仑主义制度。现在，让我们把命题 B 应用于

中国当代史上的 令人困惑的历史事件 1966 年

至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 

把命题 B 应用于这一事件，我们立刻得出结

论：“对于新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无论谁处在毛泽东的地位，这一历史事件都会

发生。”换句话说：“没有毛泽东也会有文化大

革命。”这一结论与当前的权威的结论刚好相

反。 

为了阐明这一分歧的实质，劈头遇到的第一个

问题就是“什么是文化大革命”。西方的汉学家

们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多维的历史事件”，这

是对的。但是，什么是它 本质的特征呢？换

句话说，对它要作什么样的改变，它才不再是

文化大革命呢？对于这一问题，这些西方学者

却不得要领。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规模

空前的群众运动、是一场宫廷政变、是一场学

生运动，等等。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显然不

是文化大革命 本质的特征。还有人说，文化

大革命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一场意识形态的斗

争，或一场权势之争，这也没有说在点子上。

在世界历史上，又有哪一个重大事件不表现为

意识形态的斗争，不表现为权势之争呢？ 

王若水的说法倒是言之成理，但他探讨的问题

不是“什么是文化大革命”，而是“毛泽东为什么

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王若水把毛泽东发动文化

大革命的动机归结为他称为“赫鲁晓夫情结”的
心理因素。这种论述本来与历史观无关，问题

在于他由此得出结论： 

“换了别人（例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

云、邓小平中任何一个）处在毛泽东的位置，

虽然也免不了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不会发动

‘文化大革命’却是可以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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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此得出“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的
结论，这就是典型的十八世纪的历史观了。 

这种历史观的特点是用对当事人的心理分析来

代替对所考察的事件的历史意义的探讨。这相

当于用对拿破仑的心理分析来描写雾月十八日

政变，用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心理分析来描写

十月革命，用对斯大林的心理分析来描写前苏

联的个人崇拜，等等。诚然，这种分析也是历

史学的一部分。但是，不言而喻，这种分析不

能揭示历史的必然性。 

要证明没有毛泽东也会有文化大革命，就得在

文化大革命中揭示不以毛泽东的个人特性为转

移历史必然性。我想这是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学

的一个重要任务。作为一点初步工作，我提出

如下论据：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有百分之九十的经济停留

在古代。这种古代的经济基础将自然地长出一

个古代的东方帝国。另一方面，新中国的江山

是中国共产党用武力打出来的，她自然力求建

立她自己的一党专政的体制。古代的东方帝国

是以皇帝和臣民为两极的国家，而一党专政的

体制则是以贵族和平民为两极的体制，这是两

种相互对抗的历史要求：前者要求铲除处在“伟
大领袖”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作官当老爷”的贵

族中间阶梯；后者则要求摆脱“凌驾于党和国家

之上”的任何个人或机构。于是，这两种历史要

求就在新中国的成长过程中形成两种政治力

量，两个利益集团。前者以毛泽东为领袖，后

者以刘少奇为中坚。新中国的历史以这两种力

量的斗争为主线，而文化大革命则是这两种力

量之间的一场决战。不论谁处在毛泽东的地

位，这场决战都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毛泽东的性格、经历及其知识结构，无

疑为这场决战涂上了浓浓的个人色彩，如果当

时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不是毛泽东，则文化大革

命的进程可能迥然不同。但是，文化大革命的

许多特征仍将保持不变，其中之一是：如果伟

大领袖这场决战中获胜，则与他并肩作战的其

它领导人将完全彻底地被剪除。这一结局可能

是某一伟大领袖的“晚年的错误”，也可能是另

一位伟大领袖青年全盛时期的丰功伟业。为了

实现这一结局，可能通过一场规模宏大的群众

运动，也可能通过“肃反”、暗杀甚至内战等其

它方式。一般地说，实现某种历史结局的方式

也是必然的，但和历史结局本身相比，它只是

较低级的必然性。 

有人说：历史学的任务在于从表面上纷乱的各

种偶然事件中寻找隐藏在其中的必然性。因

此，历史学所关心的只是必然性，偶然性则是

无关紧要的。实际上，偶然的事件也是历史学

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例如，文化大革命经历

了整整十年，“充满了戏剧性的冲突，惊心动魄

的事件，可谓波谲云诡，令人眼花缭乱。”如果

我们要写一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就必须把所

有这些冲突和事件描述为过去的历史进程的必

然结果，这就得同时揭示文化大革命这一事件

的各个等级的必然性，其中较低级的必然性都

不过是偶然性而已。缺少对偶然事件的描述，

就不能描绘出文化大革命的全貌。 

或许，当人们对新中国的这段历史有更多的认

识以后，将会发现文化大革命更深一层的必然

性。到那个时候，我上面指出的必然性也成为

偶然性了。但我相信，即使到那时，我的这一

工作仍然中国当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之所以在命题 B 中指明是“重大事件”，是考

虑到如下情况：历史上有些事情，虽然也是历

史事件，但为它们寻找历史必然性却是徒劳无

益的。“大跃进”就是一个例子。它虽然规模

大，时间长，而且导致四千万中国人饿死，却

完全是一场空洞的运动。如果当时中国的领导

人不是毛泽东，完全可能不发生如此荒谬的闹

剧。 

 

2001 年 12 月 0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