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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nin inherited the thought of Marx and Engels on the impoverishment of capitalist 

societ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capital and wealth have been accumulated in a 

large amount, The capitalist system determines that the proletariat will be more and more 

impoverished, and the poverty is both material poverty and social poverty. Therefore, we must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roletarian party, unite and lead the proletariat and the working 

people, fight against the bourgeoisie, and finally get rid of poverty by developing the productive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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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贫困化的思想。资本主义在高速发展

后，资本和财富大量集中积累，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无产阶级将越来越贫困，这种贫困既是

物质贫困也是社会贫困。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团结和带领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群

众，更好地与资产阶级开展斗争，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摆脱贫困。 

1．引言 

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在革命斗争和理论批判过程中，发展了

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和反贫困思想，他批判了改良主义者的观点，认为无产阶级不仅是物质

贫困，而且还处在社会贫困的悲惨命运中，无产阶级政党是反贫困的领导主体，工人阶级和

群众是反贫困的依靠力量，必须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 

2. 列宁贫困与反贫困主要思想 

2.1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贫困化的论述 

列宁作为伟大的革命导师、思想家和政治家，他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贫

困化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变化发展，对资本主义社会贫困化进行了深刻论述。列宁批

判了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者的观点，改良主义者认为，随着生产力的高

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中群众贫困化的现象已经消灭了，虽然民众的收入缓慢增长、生活水

平缓慢提高，但这是至少是增长和提高的，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是不断缩小而不是在拉大。

列宁深刻批判了这种荒谬观点，认为伯恩斯坦否认了大众日益贫困的事实，企图推翻马克思、

恩格斯的关于资本主义贫困化的理论，这是错误的、不可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化》

一文中，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既是绝对贫困的，也是相对贫困的。他列举了资本主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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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代表德国的数据，在最近30年里德国工人的工资虽然平均增加了25%，但生活费用至少上涨

了40%，因此“工人的贫困化是绝对的，就是说，他们确实愈来愈穷，不得不生活得更坏，吃

得更差，更吃不饱，更多的人栖身在地窖里和阁楼上。”[1]同时，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

导致了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工人在社会的总财富中占

有的比重中越来越少，富翁的财富越来越多，最终“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以难于置信的速度

增长着，与此同时工人群众却日益贫困化。”[2]  

列宁分析到，资本主义在高速发展后，随着资本和财富的大量集中积累，资本家对待工

人阶级的策略也发生了改变，导致工人阶级内部发生了变化。具体来说，资本家获得超额利

润后，会用各种手段超额利润的一部分收买工人阶级的领袖和贵族，这些工人就变成了“资

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级即‘工人贵族’阶层”[3]，是小市民化的工人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

主要社会支柱，成为“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阶级的工人帮办，是改

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但这种变化并未改变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命运，而是更加的

贫困化，“工人的贫困和受压迫的程度更加迅速地增加。……也加强了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

增加了失业人口，从而使工人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4] 

2.2 物质贫困和社会贫困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贫困不仅是物质贫困，而且还处在社会贫困的悲惨

命运中。物质贫困是由于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导致的，无产阶级丧失了生产资料的所有

权，他们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与资本家进行交换，得到的却是仅能勉强维持自己

生存的生活资料，而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获得了超额利润，资本家不断压低工人工资，使

工人越来越贫困，工人不得不降低生活质量，导致无法消费的贫困局面。“与富人的华丽大厦

并排（或在城郊）的是越来越多的工人的破旧小房。工人们不得不住在地下室，住在拥挤的、

潮湿寒冷的房子里，再不就住在新建厂房附近的土屋里。”[5]其次，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和劳动

群众还处在社会贫困中，即不仅仅是经济物质上的贫困，而且在政治、文化教育方面也是贫

困的。“必须从社会意义上来理解贫困，而不能单从物质意义上来理解贫困。”[6]在政治上，

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决定了资产阶级不可能赋予工人和劳动群众充分的民主和自由，即使扩

大一些权利和自由，那也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所采取的策略，最终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

资产阶级所标榜的自由、民主和权利等口号是有阶级性的，是资产阶级专有的特权。“在以金

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

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7]在文化教育上，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也是“一贫如洗”，他

们缺乏受教育的机会，文化程度不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必然使劳动者养成这样一种心理：

为了逃避剥削，就是欺骗也行；为了躲避和摆脱令人厌恶的工作，就是少干一分钟也行；为

了不挨饿，为了使自己和亲人吃饱肚子，就是不择手段，哪怕捞到一块面包也行。”[8]因此，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快速发展，资产阶级的文化程度和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但无产阶级

和劳动大众却越来越文化精神贫困，他们不得不去欺骗和抢劫，变成流氓文化，这样越来越

成为资产阶级的奴隶，不断被奴役和压迫着，处在物质贫困和社会贫困的双重贫困中。 

2.3 反贫困的领导主体和依靠力量 

列宁认为，无论是在俄国还是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要想摆脱贫困

化的处境，必须接受和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够教育无产阶

级和劳动群众，团结和带领他们更好地与资产阶级开展斗争，更好地进行国家各方面的建设。

“俄国社会民主党宣布自己的任务是帮助俄国工人阶级进行这一斗争，方法是提高工人的阶

级自觉，促使他们组织起来，指出斗争的任务和目的。”[9]无产阶级政党有着崇高的理想和先

进的理论武器，能够帮助和教育广大无产阶级和群众，在《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

中，列宁认为这种帮助有三种，一种是在工人争取自己最迫切的需要的斗争中给予帮助，提

高他们的阶级自觉，第二种帮助是协助工人组织起来，第三种是指出斗争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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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告诉工人资本家是如何剥削工人的，如何使工人处于贫困化的地位。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实

践中的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10]列宁进一步指出，要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群众

这个反贫困的依靠力量，工人阶级有着强大的先进性，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的发

展一方面加强了工人的纪律性，另一方面又压抑和压迫工人，使他们日益贫困化和退化，“资

本主义本身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本身创造了新制度的因素”[11]。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

于反贫困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是息息相关的，因此也要最大最充分地调动工人阶级和劳动

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社会主义建设就不仅仅是作为沧海一粟的共

产党的事业，而是全体劳动群众的事业。”[12]“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能够表现充分的自

觉性、思想性和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情形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13]“只有相信

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源泉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和并保持政权。”[14] 

2.4 反贫困途径：大力发展生产力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要与资本家做坚决的斗争，通过暴力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权，从资本阶级和土地占有者手中夺回管理国家的权力，使

生产资料实现社会公有制，“实现由工人自己进行管理的共同的社会主义生产。那时，共同劳

动的产品将由劳动者自己来享用，超出他们生活需要的剩余产品，将用来满足工人自己的各

种需要”[15]，他说，这就是工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和彻底解放的条件。在社会主义政权建

立完后，在制度层面上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即在制度上比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极大的

先进性，但在生产力方面，必须承认苏维埃政权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俄国

“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16]，因此要领导苏维埃人民摆脱贫困状态，

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抓好经济建设，把

国家的经济搞上去，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坚强的物质基础和保障，

“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后，它的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生产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量。”
[17]但由于俄国不仅在生产力方面，在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中也处在落后的地步，要想摆脱国

家贫困的状态，彻底改变贫穷落后的的面貌，需要更大的决心和改革力度，列宁认为俄国“而

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却比欧洲各国困难。”[18]因此，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和

实现反贫困目标“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19] 

3. 列宁贫困与反贫困思想评析 

3.1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贫困与反贫困的思想。 

虽然生处时代不同，但列宁同样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源，即

资本主义制度是产生贫困的根源，而且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不断强大，这种贫富差距越来越

大，无产阶级越来越贫困。要想摆脱这种贫困，必须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紧紧依靠工

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作为主要力量。 

3.2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贫困与反贫困的思想，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观点。 

列宁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国家高速发展的阶段，随着资本和财富的大量集中积累，

资本家对待工人阶级的策略也发生了改变，导致工人阶级内部发生了变化，在此基础上他提

出了社会贫困，工人阶级不仅面临物质贫困，而且在政治权利、精神等各方面也面临着贫困。

同时，列宁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存在贫困的现象，这种贫困问题并非社会主义制度而形成

的，而且生产力水平低下这个原因造成的，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来解决社会主义国家

贫困问题。因此，列宁更多是从生产力这个角度阐述贫困和反贫困问题，而马克思、恩格斯

则更多是从生产关系这一维度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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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用发展、辩证眼光看待列宁贫困与反贫困思想。 

列宁深刻地论述了贫困与反贫困问题，对对当代世界各国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理解贫困

问题、摆脱贫困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对世界的反贫困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受

时代背景、生产力发展水平等等因素限制，当前世界各国发展的总体情况与列宁所处的时代

已完全不一样，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高度发达，科学技术得到广泛应用，资产阶级通过改善

工人阶级待遇、提高工人阶级政治参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各种手段，使阶级矛盾和关系

得到暂时缓和，工人阶级已不是绝对贫困，但仍然处于相对贫困的境地；社会主义国家贫困

问题仍然突出，一些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反贫困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因此，我们

一方面要继续挖掘列宁的反贫困思想及其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要用发展的眼光借鉴列宁反

贫困思想，结合当前国际和国内的实际，不断与时俱进，以崭新的面貌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反

贫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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