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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nin and Stalin’s theories of cooperation are important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arts of
Marxist cooperation theory. This paper first expounds the realistic basis of Lenin’s and Stalin’s
cooperative theory: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undation, then analyzes Lenin’s and Stalin’s
discussion on the organizational connotation and essential attribute of cooperatives, finally discusses the viewpoints of Lenin and Stalin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functions of cooperatives,
and summarizes their theoretical logic about the change of their viewpoints on the basic function
of cooper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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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列宁和斯大林的合作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的重要创新发展部分。本文首先阐述列宁和斯大林合作
理论的现实基础：政治、社会及经济基础，然后分析列宁和斯大林论合作社的组织内涵与本质属性，最
后论述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功能的观点，并总结他们关于合作社基本功能观点变
化的学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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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既要继承又要发展。列宁和斯大林的合作理论继承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理
论，并在苏联充分的合作社实践中汲取养分，是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的重要发展。出于现实条件原因，
马恩未能取得充足的合作社实践经验，因而未能对合作社发展的适度规模和阶段性等问题作出具体指导，
这使后来者用马恩的合作理论指导实践时遇到一些困难，但同时也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列宁和斯大林在
指导苏联合作社实践过程中，不仅继承马恩的合作理论，而且在考查具体情况的过程中先后提出了各自
重要的合作社思想，特别是他们关于合作社的内涵及功能的重要论述，为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留下了非
常宝贵的理论成果。

2. 列宁斯大林合作理论的现实基础
2.1. 列宁斯大林合作理论的政治基础
1) 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列宁斯大林合作理论的重要政治基础
列宁和斯大林的合作社理论除了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理论外，主要从苏联的合作社实践经验总
结中形成。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开始形成于十月革命前后，为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争取政权的革命战争
提供了政治策略，指出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正确组织方式。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胜利，进而
无产阶级新兴政权国家苏联的建设发展，在这一新兴国家建立初期无产阶级政权的稳固工作中，既为列
宁和斯大林合作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阵地，又使他们的合作社理论发挥了政治导向作用。
2) 资产阶级残余的影响也是列宁斯大林合作理论形成的政治因素
列宁的合作社理论为苏联新兴的无产阶级政权巩固政治力量，发展国家经济提供了思想指导。但苏
维埃政权建立之初，武装及经济实力较薄弱，因而遭到国内外反对派的攻击，资本主义残余势力更试图
反扑工人阶级建立的政权，重返旧俄国资本主义时代。在严峻的政治环境下，建立合作社，把工人阶级
组织起来增加凝聚力，同时挖掘贫农的力量，是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需要。在新兴国家发展的初期，特别
是有着建设社会主义目标的国家，列宁和斯大林都认识到建设合作社，发展合作经济的重要性。他们深
刻解读马恩的合作理论，在新成立的苏联发起合作社运动，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国家垒实根基。

2.2. 列宁斯大林合作理论的社会基础
1) 社会生机准备复苏为列宁斯大林合作理论形成提供社会基础
列宁领导创办的合作社主要由无产工人组成，工人阶级以合作社巩固政权。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必
须掌握政权，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否则有资本主义因素在，合作社
就会不可避免地被转化成资本主义股份企业，生产收益又归资产阶级所有，工人阶级的利益会遭受损害。
所以只有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建立的合作社才能保证工人自己的利益，这是列宁合作社理论中始终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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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则[1]。苏联新兴国家政权的建立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使无产工人对生活充满热情，使社会生机得
以复苏，这为苏联的合作社发展与列宁及斯大林合作社理论的补充完善提供了社会基础。
2) 充足的劳动后备军是列宁斯大林合作理论形成的社会动力
初建政权的苏联必经一个关键的巩固期，列宁以卓越的先见眼光为苏联经济的快速复苏选择了推动
合作社运动的发展方式。创办合作社是工人阶级稳定政权的必要选择，是彻底摆脱资产阶级剥削压迫，
建立人人均可自由享受平等权利社会的正确路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推翻了长期压在工人群众头上的
大山，使社会上最广大的工人群众获得了为自己生产的权利，这极大解放了工人群众的劳动力，激发其
劳动积极性，也为创建无产阶级合作社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后备力量，这也是列宁和斯大林合作社理论形
成过程中的重要社会基础。

2.3. 列宁斯大林合作理论的经济基础
1) 社会生产力提高的需要是列宁斯大林合作理论的重要经济基础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成立之初的任务首先是稳固无产阶级政权，虽然此时的社会发展已受到工业
文明的影响，但不依赖资产阶级力量的工人阶级尚未掌握与时代发展相匹配的生产力。新兴国家无论是
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还是要加强国防军事力量，都离不开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增强经济支撑力量。苏联
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初期，面对国内外反对派的压力，国家迫切需要提高生产力。联合起来的工人能更大
程度地发挥自身潜在的生产力，经济基础增强的需要为苏联的合作社发展提供了有利土壤。
2) 社会主义工业化带动经济发展为列宁斯大林合作理论形成做好经济准备
资产阶级工厂生产遗留下来的机器技术为无产阶级的生产提供了较高基础，工人不必再从纯手工生
产开始打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为加速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列宁带领工人大众走社会主义道路。而
应当时增强国家军事实力的需求，苏联加大了社会主义工业的支持，到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工业得到
极大复苏，为二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工人阶级组织建设合作社提供了丰厚
的经济条件，同时为农业生产改革与农民组建合作社开辟了道路，亦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基础。列宁斯大
林领导的大规模合作社运动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得以在苏联获得一次空前的创新发展。

3. 列宁斯大林论合作社的组织内涵与本质属性
3.1. 列宁论合作社的组织内涵与本质属性
1) 列宁论合作社的组织内涵：工人借以建成社会主义的基本组织
列宁对合作社的认识来源于马恩的合作理论，他关于合作社的主张随苏联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情况
与合作社的实际作用不同而发生转变。
十月革命胜利前后，列宁关于建设合作社的主张是实行共产主义原则的“共耕制”，合作社的组织
形式是“公社”形式，这段时期列宁认为合作社的作用是变资产阶级的生产消费方式为共产主义的生产
消费方式，将其组织内涵视作工人阶级建设共产主义的基本组织[2]。
但公社制在实践过程中被验证走不通，没有达到改善苏联经济状况的预期。由于当初实行“共耕制”
时列宁片面地把手握余粮的农民当成了小资产者，余粮收集损害了农民利益，曾一度引起粮荒和农民暴
动。而后列宁迅速修正方案，推出“新经济政策”，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这段时期列宁认为合作
社的组织内涵是工人阶级进行经济活动的基本组织。
在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实践过程中，列宁的合作社理论不断完善，他从合作社的发展历程中理解到，
符合国家发展需要的合作社应使工人、农民与集体的利益相统一，合作社代表的生产力水平应符合社会
生产关系的发展要求。最后他提出，工人阶级发展合作社的正确方向是实行社会主义合作制，工人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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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社应以发展成社会主义组织为目标，在他最后确立起来的合作社理论中，合作社的组织内涵是工
人借以建成社会主义的基本组织。
2) 列宁论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无产工人联合协作→文明的合作社 = 社会主义
列宁的合作社理论有一个从产生到最终形成的发展过程。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吸收了马恩合作社理论
的精华部分，又在苏联的合作社实践中吸取现实经验资料，使他的合作社理论在马恩的基础上有了独特
的创新。列宁在指导苏联工人发展合作社的实践中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合作社的发展模式，使之适应
社会发展而又推动国家发展，在此过程中列宁对合作社的认识不断加深，合作社理论不断完善。而当列
宁的全部合作社理论总结于《论合作制》以后，他对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有非常精辟的认识。列宁认为，
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是无产工人联合协作，改善生活，并以此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同时强调掌
握政权的工人阶级在组建合作社中才能坚守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才能保证其不会异变为资本主义股份企
业，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机构。列宁认为合作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而且“在无产阶级对资产
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3]。

3.2. 斯大林论合作社的组织内涵与本质属性
1) 斯大林论合作社的组织内涵：农民集体化大规模联合的公社制
斯大林初期关于合作社的观点主要继承于列宁的合作社理论，从列宁逝世到 1926 年间，斯大林基本
按照列宁在《论合作制》中对合作社的规划发展苏联的工人合作社。受列宁合作社思想的影响，此时期
斯大林认为合作社是工人联合组成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生产组织。随着苏联工人合作社发展渐入佳境，
物资愈加丰富，斯大林欲全面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并在农村开展全面集体化的合作社运动，组织农民建
立集体农庄，社会主义的合作制又转变为公社制。以斯大林全面集体化计划发展的农村合作社，其组织
形式变为农民大规模联合的公社制。在斯大林的合作思想规划下，公社制的农村合作社承担并完成国家
统一下达的生产经营任务[4]。
2) 斯大林论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无产工农阶级的平民组织——通向“重建个人所有制”社会的过渡点
斯大林非常重视苏联合作社的发展，甚至把工农合作社发展列入国家发展计划中，以求通过大规模发展
合作社从而整体提高苏联的国家经济政治实力，达成社会主义伟大目标。斯大林从继承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到
提出自己的合作思想主张，实行全面集体化的合作制，表现其对合作社助推国家发展作用的重视。斯大林视
合作社的本质属性为无产工农阶级为摆脱生计困难联合组成的平民组织，是进行生产活动的基本单位。建设
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最终要落在合作社之上，因而斯大林加快扩大合作社的覆盖面，在农村更建立起集体农
庄，使合作社不仅要完成生产任务，还要对巩固工人阶级政权起作用。斯大林既继承了马恩关于合作社是通
向“重建个人所有制”社会过渡点的思想，同时又认同列宁关于个人与集体关系的主张，认为集体农庄应重
视庄员个人利益的获得，而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是巩固集体农庄发展成果的重要保障。

4. 列宁斯大林论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功能
根据“主导理性→合作组织形态→合作社主导功能”的学理逻辑，列宁和斯大林对合作社基本原则
的强调是总结合作社实践的结果，而对合作社基本功能的强调在不同时期根据国家发展的具体需要则存
在一定差异。

4.1. 列宁论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功能
4.1.1. 列宁论合作社的基本原则
列宁初期关于合作社的思想主要继承于马恩的合作理论，关于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也基本认同马恩的
观点，即合作社的运行应遵循自愿、平等与互利等基本原则。在领导苏联合作社实践的过程中，列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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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理论在继承马恩合作理论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创新发展。列宁的主要合作理论记载于他口述的《论合
作制》中，这是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的伟大经典。在列宁的合作社理论中，合作社除了坚持共产主义原
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以及马恩所述的其他基本原则外，还应有符合苏联社会发展实际的原则。苏联的工人
阶级合作社目标远大而基础薄弱，因而列宁强调从起步阶段开始合作社的建设就应坚持互助互利的基本
原则，此外合作社的发展应得到国家大力支持，遵循财务支持与技术支持原则，坚持文化教育原则，重
视文化对合作社发展的推动作用[5]。
4.1.2. 列宁论合作社的基本功能
1) 主导功能：突出强调合作社的政治–社会功能
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中，以合作社的形式组织工人进行社会生产，并把合作社作为
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基础。列宁充分发扬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与合作社理论，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
性，工人合作社必须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创建，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包括合作社在内，“任何改
良……都不能在实质上改变什么，相反地，它们力图发展和巩固资本主义关系”[6]。在资产阶级统治环
境下组建的合作社都终将阻挡不住资本的入侵，沦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列宁在推动无产工人革命取
得胜利的过程中，组建合作社以保障工人阶级的政权，极大发挥了合作社的政治功能。而在苏联的国家
建设中，又以合作社作为工人与无产农民的社会组织形式，以此为基础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充分利用了
合作社的社会功能。因而在列宁的合作社理论中，首先重点强调的是合作社的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
2) 附属与协调功能：亦重视合作社的经济功能
十月革命胜利，苏联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继续以合作社组织工人建设国家。列宁的合作经济思
想从“共耕制”到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再到社会主义合作制的发展过程中，他重视发挥合作社的经济作
用，以提高国民的经济实力。在苏联的合作社创办事业上，与马恩重视发展生产合作社不同，列宁重点
发展消费合作社，认为消费合作社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并能更好地组织工人阶级，提高工人的经营能
力，同时协调好产品的分配。他指出：“在分配方面，……这种公社能把整个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
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用最少的劳动来分配一切必需品。”[7]列宁通过发挥消费合作社的经济调
节作用，逐渐扭转了国家经济低迷的状况。列宁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与本国合作社发展实践相
结合，通过重点发展消费合作社，充分发挥了合作社的经济功能。
根据上述分析，列宁关于合作社组织形态与基本功能的观点呈现的变化逻辑总结如下(见图 1)：

Figure 1. The change logic on Lenin’s viewpoint of the basic function of cooperatives
图 1. 列宁关于合作社基本功能观点的变化逻辑

4.2. 斯大林论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功能
4.2.1. 斯大林论合作社的基本原则
斯大林在继承列宁的合作社理论的基础上，他在苏联的合作社实践中又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在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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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遵循列宁关于合作社原则的主张，坚持合作社发展的自觉自愿，民主管理，互助互利与文化教育
等原则，推动苏联的社会主义合作社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1927 年以后，斯大林在农村实行全面集体
化的合作制，把农村合作社按集体农庄的模式发展，欲在整体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此时斯大林强调合
作社的自愿、互利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更突出地强调合作社在适应国家发展计划中要坚持的成员互助
与协作生产等原则[8]。
4.2.2. 斯大林论合作社的基本功能
1) 主导功能：突出强调合作社的政治功能
斯大林领导苏联合作社发展的时期面临着快速赶超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压力，因而他提出激进
式的“全面集体化”的合作制思想。列宁经过合作社实践已抛弃公社形式的合作社发展道路，并做出渐
进式的发展计划。斯大林原本按照列宁的合作社发展理念指导农村合作社发展，欲使农业发展水平尽快
与工业发展水平持平，但苏联农村的物质基础与农民的思想觉悟等因素决定了农村的合作化道路必将是
长期性的。在国际政治压力与尽快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观点的驱使下，斯大林毅然实行全面
集体化的农业合作社发展计划，使合作制越来越接近“一大二公”，这种观点显然比列宁的合作社思想
要更为激进[9]。斯大林的集体合作化思想主张合作社政治、经济实力的整体提高，但经济手段是为了进
一步加强政治实力，因而实则是强调突出合作社的政治功能。更为直接的观点是，斯大林还想通过发展
农村合作社提高农民的政治思想境界，并严词指出：“合作化……是在农民中，在力量单薄的农民阶级
和中农阶级中培植集体主义的思想和方法的最可靠的途径之一。”[10]
2) 附属功能：注意兼顾合作社的社会功能与经济功能
斯大林重视合作社对农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并通过组建集体农庄加速农业经济发展。斯大林注意到
合作社是平民组织这一本质特征，组建集体农庄是为农业发展开通新路，把集体农庄作为农民社会生产
的基本单位，同时把农业劳动组合作为主要形式组织农民，认为“农业劳动组合在目前条件下是集体农
庄运动唯一正确的形式”[11]。农民以农业劳动组合进行大合作化生产，并促进合作社内生产资料公有化，
且试图以生产合作社形式全面加快农业经济建设。受到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斯大林在强化合作社
政治功能的同时，也兼顾了合作社的社会功能与经济功能。实践证明，符合并服从于国家宏观发展要求
的合作社，便能够极大地发挥好其基本功能。
根据上述分析，斯大林关于合作社组织形态与主导功能的观点呈现的变化逻辑总结如下(见图 2)：

Figure 2. The change logic on Stalin’s viewpoint of the basic function of cooperatives
图 2. 斯大林关于合作社基本功能观点的变化逻辑

5. 小结
通过前文论述，可基本看出列宁与斯大林关于合作社功能内涵观点的异同。
就相同点而言，列宁与斯大林都认同并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理论，都坚守了合作社的本质属性
即平民合作性，遵循合作社发展中的自愿、互助、互利等基本原则，重视合作社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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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同点而言，列宁与斯大林在指导合作社实践的过程中关于合作社基本功能的主张存在一定差异。
列宁在指导苏联合作社创办发展的过程中，对合作社的认识逐渐变化，即关于合作社组织形态的观点，
从集体共耕制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再转变为社会主义合作制，这是考查合作社发展实践的结果。
列宁认为合作社是工人借以建成社会主义的基本组织，突出强调合作社的社会、政治功能，重视协调好
合作社的经济功能，以合作社促进社会主义的建设。斯大林前期基本沿袭列宁的合作社理论，认同社会
主义合作制。但随着国家发展，苏联国内外形势严峻，战争压力加大，斯大林迫切需要按照国家发展计
划把农民群众集中起来开展生产活动，组建全面集体化的大农庄，突出强调集体农庄制合作社的政治功
能，同时兼顾其经济功能及社会功能，提高集体大农庄的生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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