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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尽管当代帝国主义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希腊共产党始终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去分析当代帝
国主义，并认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断在今天仍然是有效的。因此，希腊共产
党应当带领工人阶级同当代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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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Greece on the Warlike
Nature of Contemporary Imperialism
WANG Xiaohong， ZHANG Tianrui
（ School of Marxism，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Liaoning 110036，China）

Abstract： Although contemporary imperialism has undergone many changes，the Greek Communist
Party has always adhered to the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imperialism by the Marxist － Leninist principles and Lenin’s theory that imperialism means war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s still effective today．
Accordingly，the Communist Party of Greece should lead the working class to struggle with the contemporary imperialism，and establish the dictatorship regime of the proletariat by socialist revolution．
Key words： the Greek Communist Party； imperialism； wars； Lenin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主要发生在欧洲但波及全世界的世界大战 ，其性质是帝国主义的。 第二次世界
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破坏性最强的世界大战，前半程同样具有帝国主义性质。2014 年是第一
2015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周年。 人类进入新世纪以来，局部战争
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
不断，其帝国主义性质仍然十分明显。因此，关于帝国主义与战争的问题再次成为人类关注的焦点 。希
腊共产党关于当代帝国主义本质的分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具体运用 。

一、当代帝国主义的本质
在如何看待当代帝国主义的问题上 ，希腊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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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认为当代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形式 ，反帝国主义斗争要在反垄断和反资本主义的方
向上展开。
早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列宁就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剥削制度，垄断是帝
国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 ，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
［1］（ p175）

过去 100 年中世界经济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与全球资本市场规模或者是资本投机
范围的扩大和增长有关，但是这些变化不仅不能否定列宁主义 ，反而证实了列宁的论断。
义的垄断阶段。”

希腊共产党认为，当代帝国主义出现了新的变化。即在资本国际化，各国经济关系相互依赖，不同
国家的资本融合不断加剧的情况下 ，在国与国之间，或者国际和地区的联盟中，例如经合组织、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欧盟、北约、欧亚经济共同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四国 ”、南美国家联盟
（ UNASUＲ） 、南方共同市场 （ MEＲCOSUＲ）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 CELAC） 、拉丁美洲的国家联盟
（ ALBA） 等等，广泛存在一系列的国际垄断法规和协议，这些法规和协议涵盖政治、军事和经济各个方
面，并且都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法律规则的基础上签订的 ，目的是使资产阶级国家联盟或垄断组织
获得更多利益。在这种形势下提出的“超国家主义”、“消除国家主权 ”的观点，是对第二国际考茨基的
“超帝国主义论”、否认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根源及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错误观点的重新利用 。
希腊共产党反对把帝国主义简单定义为对一个国家进行军事入侵 ，或对其实施军事干预、封锁，或
是把这个国家变成其殖民地的做法 。因为这种看法遮蔽了一个事实，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与当今
的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关联 。每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联盟 ，参与到
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国际关系链条中 ，以扩大本国的利益，加强本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基础。
列宁关于极少数帝国主义国家掠夺了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论断 ，在这里不能任意地使用。 作为结
论，帝国主义被定义为极少数国家，这些国家只要动动手指就奴化、压迫、殖民、占领其他国家。而今天，
只有在国际帝国主义体系中处于顶点 、第一位置的极少数国家 （ 可以用金字塔模式来说明资本主义国
家的等级分布） 能够符合列宁的表述，但这不意味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牺牲品 ，不
意味着大部分国家的资产阶级会在它们总体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屈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压力 。这种观点
没有考虑到这是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使其能够加入到这种不平衡联盟而做出的有意选择 ，没有考虑到这
种选择的结果会使其人民斗争走向错误的方向 ，就像是欧洲地区的反德倾向或是美洲地区的反美倾向 。
因此，希腊共产党指出，当代的人民斗争必须要朝着反垄断 、反资本主义的方向，而不能像机会主义
者所说的“反帝国主义”方向，即帝国主义仅仅是这样一个名词术语 ： 具有侵略性的外国政策，具有不平
等关系，具有战争性，具有与阶级剥削无关、与所有制关系和权力无关的问题 。

二、十月革命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关系的变化
十月革命开启了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新纪元 ，它推动了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范
围的迅猛发展，同时也瓦解了殖民体系。社会主义在工业化、集体所有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
争中显示了其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和优越性 ，在一定时期能够形成更加有利的各种力量关系 ，一些国际规
则作为平衡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杠杆被确立 。不管怎样，社会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重视。不幸的是，由于苏联共产党在经济、政治上所犯的错误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误导致了苏
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但这并不能改变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 。
（ 一） 新力量的出现及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加剧
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导致了社会主义力量的衰退，某些国际规则也已经不再由资本主义和社
会主义的各方共同决定，而是完全由资本主义各方来决定，当然，同时也加剧了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
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一战还是二战，都是因帝国主义在刮分世界中产生矛盾并加剧的结果 。
2008 － 2009 年间由于资本过度膨胀而发生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的深层危
希腊共产党指出，
机，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克服。整个危机过程受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定律的影响 ，其变化发展趋势影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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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金字塔中的高层国家。美国一直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但是其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生产总值
的份额却在减少。到 2008 年为止，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保持着其在国际资本市场中第二的位置，但在
2008 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就失去了这个位置。 中国已经以第二经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其
中，以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为主要成员国的金砖国家在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20 国集团这样
的国际资本主义联盟中的力量一直在增强 。
资本主义国家间各种力量关系的变化导致了其联盟关系的新变化 ，这是由于帝国主义内部在控制
和重新划分领土和市场、对经济影响的矛盾尖锐化造成的 ，这些矛盾主要是关于能源与自然资源的占有
及利用，甚至是商品的运输路线等问题。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加剧不仅导致了十几个地区的局部战争
和两次世界大战，还导致了经济、政治及军事间的对抗，地区分组与重组，以及国际帝国主义联盟结构与
目标的变化，人们把这称为“新架构”。在任何情况下，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特别是在资本
过度膨胀的经济危机以及国际帝国主义体系中各种力量相互关系聚变的情况下 ，对国际市场的重新划
分几乎不可能不付出流血的代价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战争的关系还导致了军备武器的增加 、新军事
联盟的缔结以及类似于“北约”这样的旧帝国主义联盟的现代化 。
有些人认为，帝国主义仅仅是“美帝”和在“美帝 ”基础上，在解决全球紧急事务中产生的新兴资本
主义联盟，就像在处理国内紧急事务中产生的各种力量联盟一样 。这些发展变化被认为是呈现多极世
界的开端而受到欢迎，它将重组和更新联合国及其他一些国际组织 ，摆脱美国霸权主义。这通常被表述
为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表述为一种包含各种力量关系变化的多极世界出现的趋势 ，这些早在 20 多年
前社会主义国家沦陷、欧盟和北约活动范围扩大后就已有所显现 。在不久的将来，各种力量关系将达到
新的平衡，其中包含着德国、俄罗斯、中国、巴西以及其他国家力量的加强。 他们提出了各种议案，例如
联合国安理会与各成员国关系的加强 ，欧盟在世界中作用的提升，甚至是俄罗斯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作
用的提升等，但这都无法停止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加剧 ，停止其在自然资源领域、能源和运输网络以及
在市场份额上的冲突。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局部或是全球的军事干预或战争 ，这种竞争是垄断
组织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获取利益 ，运用各种手段开展的竞争，这在国与国之间达成的协议中能够反
映出来。当然，这些协议常常因为资本主义力量发展不均衡而被打破 。 这就是帝国主义———它是局部
甚至是更大型战争的根源。
包括社会民主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在内的欧洲左翼党提出了所谓透明性 、参与主义和社会团结的
“新型民主化统治”理念，这种理念误导了劳动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方向，反而对资本
主义、帝国主义的联盟内各种力量暴行进行了意识形态美化 。事实上，工人们根本没有兴趣去相信作为
可能性的民主化资本主义和国际关系 ，更没有兴趣去选择一个据说将要实施类似民主化制度的帝国主
义国家。
列宁运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来阐述这个问题： “我们假定，两个国家在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
时期交战。从现代民主派的观点来看，应该希望哪个国家获胜呢？ 显然是希望那个获得胜利后更有力
地推动和更加迅猛地发展资产阶级解放运动 、更有力地摧毁封建制度的国家获胜 。我们再假定，客观历
史环境的决定因素变了，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资本已经被国际的 、反动的、垄断的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
所取代，假定第一个国家占有非洲的 3 /4，而第二个国家占有 1 /4。 他们的战争的客观内容是重新瓜分
非洲。应当希望哪一方获胜呢？ 如果还像过去那样去提出这个问题 ，那就太荒唐可笑了，因为过去的估
计的标准现在已不存在： 既不存在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多年发展过程 ，也不存在封建主义崩溃多年的过
程。现代民主派既不应当帮助前者巩固其占有 3 /4 的非洲的‘权利 ’，也不应当帮助后者 （ 即使后者在
经济上比前者发展得快） 夺取这 3 /4。”“现代民主派要保持其为民主派，就只有不追随任何一个帝国主
义资产阶级，只有说‘双方都同样坏 ’，只有希望每个国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都失败。 任何其他的决
［2］（ p141 － 142）
列宁最后概括说：
定，实际上都是民族自由主义的决定，同真正的国际观点毫无共同之点。”
“实际上，现在要现代民主派跟着反动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走，是根本办不到的，不管这个资产阶级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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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147）
着什么样的‘色彩’。”

（ 二） 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复兴
资产阶级总是试图欺骗和说服工人阶级相信 ，国家参与到帝国主义干预和以捍卫祖国利益为名发
动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是民族责任 。这就是资产阶级提出的无论是在和平的条件下 ，还是在战争的条件
下，为了使“祖国”变得强大而寻求的超阶级的“社会共识 ”和“民族统一 ”。事实上，无论是和平时代还
是战争时期，资产阶级都需要工人阶级的帮助 ，以改善其在帝国主义金字塔中的地位 ，并为其阶级谋利。
当然，根据资本主义是处于上升还是危机的阶段 ，资本主义的口号也有所调整。例如，在巴西，这个
资本主义发展速度很快的国家（ 即便是近期速度有些放缓 ） ，资产阶级口号是为国家更强大和“摆脱对
北美帝国主义的依赖”。而在希腊，这个正在遭遇资本主义危机的国家，资产阶级则把国家的危机转嫁
到工人阶级身上，以使国家能够进入国际市场中去借贷资本 ，重新“恢复 ”其国家“主权 ”。 在帝国主义
战争的条件下，口号变成了诸如“爱国统一组织”，“民族和解”，“国家利益”，“特异性 ”，或是“民族优越
感”，这些口号都会改善其同其他国家的关系。 不仅这样，资产阶级还利用了法西斯势力的复兴，在希
腊有一个叫做“金色黎明党”的犯罪组织就是反对劳动人民和共产主义的先锋 。
资产阶级有时会利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有时会利用爱国主义和沙文主义，不论怎样，其目的都是
为了本阶级获得更多的利益。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当代帝国主义冲突
虽然要以牺牲原有地盘为代价，但为了获得更多地盘，新兴资本主义在许多领域展开了竞争和冲
突，这些领域对瓜分巨大的财富和能源储备 、市场份额、商品运输路线是至关重要的。诚然，在某些具体
事例中，伴随着帝国主义干预而产生的冲突会隐藏在各种借口之中 ，像以“反对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 ”，
以“促进民主”、“反对极端主义和宗教宗派主义”、“反盗版”、“颜色革命 ”等等为借口来发动战争。 但
这些借口都不能改变帝国主义的本质 。
希腊共产党以乌克兰危机为例对近期帝国主义的变化进行了分析 ： （ 1） 乌克兰近期的危机动荡证
明了其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追随者 。（ 2） 基辅最近发生的流血事件同欧盟的干预及以美国为首的北
约在乌克兰的干预有关，是这些国家和资产阶级同俄罗斯为争夺国际市场 、原材料和全国运输网络控制
权而激烈竞争的结果。（ 3） 推翻亚努科维奇政府的运动并不能带来“民主化的改革 ”，因为欧盟和以美
国为首的北约支持的反对派甚至是法西斯势力被他们用于推进他们在欧亚大陆地区实施地缘政治的目
的。（ 4） 希腊共产党谴责外国势力对乌克兰内政的干涉，以及以拆毁列宁雕像纪念碑和其它反法西斯
战争纪念碑为代价，从而旨在取缔共产党的法西斯势力活动和反共产主义思潮 。在希腊国会、欧盟议会
以及欧洲理事会大会上，希腊共产党强调了自己的观点，并与在雅典的乌克兰大使馆一起抗议 。不仅如
此，
希腊共产党还和丹麦共产党等共同起草了一份由来自世界各地 50 个共产党签署的联合声明。（ 5）
希腊共产党指出，乌克兰沦为当今资本主义的俄罗斯的附属国并不是乌克兰人民希望的解决乌克兰问
题的途径。这种企图分裂乌克兰人民，让其根据语言和国籍选择一个或是其他国内资本主义联盟会导
致大规模屠杀和国家本身难以预测的悲剧性结果 。这完全有悖于乌克兰工人阶级的利益 。（ 6） 希腊共
产党确信，乌克兰工人阶级必须要组织一种基于自身阶级利益评判标准的独立的反抗斗争 ，而不是基于
某个帝国主义的利益，而这个帝国主义往往得到了一个或几个乌克兰财团的支持 。 他们必须要规划向
社会主义发展的时间表，这是唯一可以选择的反抗乌克兰资本主义的有效方法 。因为不管怎样，乌克兰
人民曾经经历过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总是能深情地回想起社会主义给工人阶级和其他大众阶
层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效益。（ 7） 希腊共产党声明，希腊没有参与到任何关于北约、美国和欧盟在乌克兰
地区实行的帝国主义计划中。同时，希腊共产党强调资本主义危机和帝国主义战争是相伴相随的 ，希腊
人民没有兴趣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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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民主党的基本立场
一战爆发时，社会民主党公开背叛无产阶级，转变成支持其国内资产阶级的社会沙文主义政党，帮
助资产阶级为战争拉选票，同时以“保卫祖国 ”的名义，号召广大劳动群众为祖国献身。 他们背离了之
前国际社会主义大会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为工人谋取权力而斗争的决议，形成了一个反列宁和其他
支持马克思革命的统一战线。
今天，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抛开了 100 年前披在民主身上的每一块“遮羞布 ”，转变为
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两大支柱之一 。机会主义者正试图扮演传统社会民主党的角色，借助欧
洲左翼党在欧洲发挥自己的作用 。欧洲左翼党是一个在欧盟基础上形成的党派 ，是残暴的帝国主义的
“左”翼维护者，是欧盟的支持者和宣传员。 这些“新 ”的社会民主力量近几年进入了法国和意大利的
“中间偏左”政府，他们曾经参与过北约对南斯拉夫的帝国主义战争，他们都一致赞同帝国主义对利比
亚、叙利亚和中非共和国施行战争干预所使用的借口 。
希腊的左翼联盟是机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力量的混合体 ，在希腊积极要求和倡导“解散北约 ”。 但
是，除非是每一个成员国都退出这个帝国主义组织 ，否则北约又怎么能被废除呢？ 只有退出，才能使每
个国家能够真正脱离任何一个帝国主义联盟 ，才能像希腊共产党所强调的那样———保证广大劳动群众
的权力。事实上，左翼联盟只是站在反战主义的立场上，在言辞上“解散北约 ”，而在行动上，它没有对
北约这个帝国主义组织采取任何一点那怕是轻微的行动 ，包括对北约中的任何一个国家。

五、爆发更大范围战争的危险和共产党的任务
希腊共产党认为，与帝国主义强权的对抗会爆发区域性的战争 ，而且战争的范围可能越来越大，波
及到从东地中海、中东和北非扩大到波斯湾、高加索、巴尔干半岛和里海的整个区域，也可能在别的地区
爆发战争，如非洲、亚洲中部和东部地区、朝鲜半岛、北极等。
为此，希腊共产党指出，准备让本国工人阶级加入到保卫国家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中 ，该项决议已
在希腊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中通过 。 希腊共产党十九大决议指出： “大部分地区爆发帝国主义战
［3］
争的危险在增加，从巴尔干半岛到中东，同时希腊也会参与其中。” 保卫疆土的斗争，就是捍卫希腊主
权的斗争。从工人阶级和大众阶层的利益看 ，是彻底克服资本主义霸权的斗争 ，与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
家的国防和任何垄断组织的获利没有任何关系 。希腊共产党在国家问题上 （ 包括边界和更广泛的主权
问题） 运用阶级标准，站在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新兴阶级的立场上 ，开展斗争的目的是脱离帝国主义联
盟、推翻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
历史告诉我们，即使是在被占领，民族国家危亡的条件下，工人阶级也不能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去
反抗帝国主义，也不能与其任何一方达成同盟。战争和统治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和穷苦大众剥削的
加剧，是对其经济、政治主权的控制。广大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同贫困、压迫与暴力、剥削加剧作斗
争，反对帝国主义的不平等协定。工人阶级的“国家 ”，只有在摆脱了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联盟之后才能
称之为“祖国”，工人阶级才能够掌握国家财富，才能够掌握政权。 资产阶级的战争是为了他们自己的
“祖国”，无论被占领的国家服从还是反抗 ，他们都会根据垄断组织的利益重新签署市场划分的决议 ，这
样的决议只代表国家垄断主义的利益而非工人阶级和大众阶层的利益 。
希腊共产党总结本国二战中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指出 ，尽管由希腊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优势，但不幸的是，希腊共产党没能把反法西斯战争、反对外国侵略和反对本国
资本主义结合起来，民族解放阵线没有作出统一的战略部署 。希腊共产党的重要结论是： 在我们国家卷
入到新的、区域性的甚至更为广泛的帝国主义战争之前 ，我们必须制定一个统一的战略部署 。第十九次
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指出： “如果希腊被卷入到帝国主义战争中，无论是防守还是侵略战争，党都必须
［3］
要领导工人阶级，组织、采取各种形式的人民斗争，使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资产阶级彻底失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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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下，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治先锋队 ，党的最高任务是要实现工人阶级的
阶级利益，要联合人民大众的力量、结合国际工人阶级的使命反抗帝国主义。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战争
就是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要将战争转化为阶级斗争，转化为工人阶级“寻求解放的斗争 ”。 帝国主义
战争会造成帝国主义链条上的最薄弱的环节 ，要看到那里在发生变革之前矛盾尖锐化的可能性 ，看到造
成在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发生革命的客观形势 ，从而在多个国家中的一个国家首先取得革命的成功 。
然后，各个国家间相互合作，形成与其革命运动一致的共同口号和革命行动 ，从而使社会主义革命在更
多国家爆发并取得胜利，之后各个国家形成一个联盟，建立一个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无产阶级国
际主义同盟。
同时，希腊共产党还强调了与机会主义者的斗争 。 正如列宁曾指出： “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
［1］（ p211）
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 ，就是空话和谎言。”
希腊共产党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分析 ，清楚地认识到，战争是以非常暴力的手段对政治的延
续，战争引起的不同经济利益的可怕的冲突 ，已经渗透到整个资本主义体制中。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条
件下的战争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像经济危机 、失业、贫困等情况，这不是一个自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与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本质息息相关 。它是这样一个社会，它只对作为社会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是
有利的，垄断集团及其权势必然引起帝国主义战争 。因此，我们要为建立这样一个社会而斗争 ，在那里，
生产资料掌握在大部分人的手中而非由少数人拥有 ； 在那里，经济发展完全由工人阶级自己做主，其目
的是满足人民大众的需要而并不是为了增加资本家的利润 。因此，共产党人要联合工人阶级整体来反
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将枪指向人民的脑袋所表现出的 、为了准备发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所
谓的“和平”。
不管怎样，希腊共产党的观点是： 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爆发战争的条件就存在，这绝不是宿命论和投
降主义！ 恰恰相反。希腊共产党始终以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根本 ，强调他们斗争的目
的就是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垄断，就是为了使他们从帝国主义联盟中解放出来，消除外来的
军事基地和核武器，让被迫参与到帝国主义战争的军队回到家乡 ，每个人在斗争和谋求自身发展道路上
都团结一致。这样，我们的国家就能够远离帝国主义联盟和战争 。 这样，斗争的口号才能变成现实： 对
于人民的刽子手，绝不给土地和水———即对敌人实行专政。
我们必须坚信列宁的论断： “在这种条件下，和平主义、国际裁军及仲裁法庭之类的口号不但是反
动的乌托邦，而且也是对劳动群众的直接欺骗 ，其目的是使无产阶级放下武器，抛弃使剥削者缴械这一
任务。”“只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
来。不论革命有什么样的困难，可能遭到什么样的暂时失利，不论反革命掀起什么浪潮，无产阶级的最
［4］（ p189 － 190）
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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