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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覺得有這樣的需要，在正文之前加上一個小小的序，說 

明一些需要說明的問題。首先是因爲語言的不同而可能引起的某 

些觀念的混淆；另一方面，對文中所討論的事情，尤其那些看起 

來跟香港和中國的社會運動沒有直接關係的事情，實有補充的必 

要，使得這小册子更易於理解-更有效地被用作爲一理論工具， 

也可算是一種意見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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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譯過程中，引起譯者最大疑慮的就是LIBERTARIAN 

COMMUNISM （自由共產主義）這個已經被西方反極權的年 

靑革命者廣泛使用的字眼的介定。譯者和一些同志都認爲這不單 

是字面意義的問題，它涉及到年靑一代革命者對自己要扮演的角 

色所作的反醒和實踐。

正文內曾間接地指出（第23項），自由共產主義可說是鬥爭 

範圍較廣的，包含無政府主義傾向中反極權和平等（EQUALI- 

TARIAN）的意識，並在這基礎上出現的或短暫或長期的運動和 

組織，譬如婦女解放、同性戀運動、反種族主義，甚至一些個別 

的、自發的、帶有反權威意識的野貓式罷工、街坊自衞組織等。 

這樣的看法，可用同一項最後的一句作總結：「無政府主義戰士 

們要做的，已經變成被剝削者自己要做的了。」意思是人們在日 

常鬥爭中，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表現了無政府主義的原則。問題 

是怎樣能夠把這些個別的，孤立的行動組織，發展爲一廣泛的造 

階級社會反的運動。這樣•自由共產主義社會就被看成是無政府 

主義的一部份。

這是古典無政府主義者的觀點（人民自發鬥爭的傾向和無政 

府主義者的角色），正如文中說到自由（LIBERTARIAN ■ 

相對於極權AUTHORITARIAN）的傾向是根源於第一國際時 

代的，然而，當時接近這傾向的革命者都頗爲自覺地把自己看成 

是無政，府主義者，以別於馬克思派的國家社會主義。但現代的革 
命者却'把自由共產主義看成是多少獨立於無政府主義外的另一社 

會主義流派-我們又應該怎樣說明呢？



譯者想從字面的引伸意義來帮卽一下說明。LIBERTAR

IAN 本身含有「解放的」的意義，於是LI BERTARIAN 

COMMUNISM又可看成是「解放的共產主義」，然而，爲什 

麽要把共產主義解放呢？

首先是，資產階級社會本身的發展同時改變了社會鬥爭的範 

疇和內容，現代階級社會從以往對特定對像一一工人一一的壓迫 

，普遍化爲對人的壓迫，從對特定的社會活動一一產過程—— 

的支配，普遍化爲對所有社會活動的支配，於是階級鬥爭要建立 

一種超過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上侷限的介定。基本上，六十 

年代的靑年運動就表現了這種嘗試，他們對傳統政黨政治的不滿 

-不單因爲它們的運作的目的和方法已經無法把握現代社會的轉 

變，更且，正如文中所擧的例子，(第十五項)，在一九四八年 

至一九六八年之間，意大利四分之三的立法議案是得到義共同意 

的，這不是說明這類共產黨正跟資產階級分享著統治權嗎？同時 

，爲了這利益的原故，傳統左派不是要完全採納了資產階級的意 

識型態——愈來愈發展的極權主義(authoritarian
ism) 和組織上的科層(HIERARCHY)嗎？從實際的社會鬥 

爭中，革命者成長到一個新的自覺：已經疆固在十九世紀末、二 

十世紀初的觀念中的社會主義運動必需經歷一個解放和洗滌的過 

程，否則它的原始目的一一人的解放——將會變成一個確實無法 

達到的烏托邦了 °

在這層面上，卽是在反極權主義和反科層制這兩點上自由共 

產主義跟無政府主義在大原則上是十分相近的，然而，還需要說 

明的是：他們爲什麽自覺地、故意地採用了另一個自我介定呢？ 

譯者相信是這樣的，無政府主義運動本身——作爲傳統左派的一 

部——雖然不至於跟其他傳統左派被資產階級不同程度地吸收 

，變成制度內(實踐上和思想上)的改良主義者，它却先天地跟 

現代社會的發展有一距離，尤其是在西班牙革命失敗後的數十年 

的大反動時期，無政府主義運動已經變成一個頗邊沿性的存在。 

直到六十年代的革命復甦，反極權和反科層的革命者都是從實踐 

中多於從一個傳統中得出他們的結論的■到他們認眞地去對這個 

傳統反醒時，除了那些基本原則外，無政府主義只能給他們提供 

光榮的一頁，一個革命理論的堅持；而在實際的組織和跟現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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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壓迫的對抗上，他們差不多要從無到有地重新建立起來，爲 

了要誠實地反映這年代的鬥爭內容和方法•他們不能不對一個作 

爲傳統的無政府主義抱著保留的態度。

這一代的革命者都了解他們一定要爲傳統的理論和實踐找尋 

一個新的座標。擧個例說，美國的I. w. W.（世界工業工人）， 

它的組織者和推動者不是要對美國和其他先進國的工人階級重新 

下過定義嗎？也因爲這樣，他們不是要重新考慮戰鬥的策略嗎？ 

在這方面，這小册子給我們一個很好的說明，不單因爲他們對現 

代社會進行分析的努力 > 更因爲他們明確地指出無政府運動跟其 

他反極權運動「不應該制度化，更不應發展爲一科層關係」，後 

者尤其重要，這說明意大利的同志十分淸楚一個傳統包袱可能帶 

來的危險：因過份眷戀往日的光輝1固執於一些過時的觀念和組 

織而可能發展爲一自我中心的家長式領導。

現在，我們可以囘到先前所說的「自由共產主義……涉及到 

年靑一代革命者對自己要扮演的角色所作的反醒和實踐」的論據 

去。在對現代社會的分析裏，年靑的一代了解到社會主義運動必 

需要從那僵固的傳統解放出來，而基於現代國家的極權和科層傾 

向，他們的分析所建立起來的鬥爭形式與內容跟無政府主義不謀 

而合，於是，自由共產主義者就嘗試在新的層面上補充作爲一個 

傳統的無政府主義的不足，而無政府主義者（尤其老一輩的）亦 

要爲自己的新生命作一番掙扎。

最後，補充一點，當我們選擇了「自由共產主義」這個譯名 

>與及在文中把L IBERTARIA  N和EQUALITARIA N譯爲 

「自由的和平等的」的時候，很明顯這是針對現社會，甚至是傳 

統左派的極權和科層制意識型態和組織而發的，而絕不同於自由 

主義者的自由和平等（LIBERTY和EQUALITY）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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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覺得文中有幾點分析頗有啓發性*而它的普遍意義又可 

以運用來理解中國和香港社會運動上，就讓譯者在這裏簡單地提 

出幾點，希望引起更多的討論。

中共正式宣佈文革結束了。領導層——溫和派也好，「激進 

派」也好——曾經利用派系鬥爭來打擊在文革成長的一代革命者 

，現在則利用消滅四人帮殘餘的時機■公開地鎭壓文革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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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當然是統治者的一貫做法，其實是不足爲奇的；只是，人民不 

知是否爲四人帮倒台而興奮過度-又或者迷惑於那並不新鮮的中 

國現代化的老調子，總之是，他們都忘記了一場血的敎訓，那批 

囘朝的元老正是當年用年靑一代的血來淹沒年靑一代的理想的人 

,爲什麽當年的死敵•可以成爲歌頌的對像呢？是因爲當年的情 

景太悲壯，相對於被鎭壓後的無能，而安於這種戯弄人民的「新 

」政策嗎？不其然，我們會再次想起這發人深省的論述 ： 

歷史繼續這一個矛盾：被剝J削階級是社會變動的基礙力 

量，但是這個階級却是文化層次最低的階級，它不能把 

握社會變動而成爲自身階級的革命。貧乏的社會經濟銷 

鏈般束縛著人類的歷史，從來的歷史僅僅經濟變動的歷 

史，剝削關係轉以及被剝削階級在轉換中被犧牲的歷史 

——性的黃昏•虞雪。

然後，讓我們看看這小册子中關於這方面的說明，在「三個 

階級」的分析裏(第五、六項)，提到上昇中的階級怎樣利用被 

壓迫階級來達成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

……把階級衝突看成是三個階級同時也相互鬥爭是十分 

重要的；所謂三個階級，卽是被支配者階級，支配者階 

與及「在上昇中」階級，因此，我們可以分辨淸楚兩種 

同時存在的階級鬥爭！兩種時常互有關聯而又將要產生 

不同歷史後果的鬥爭。——第五項。

在上昇的階級又盡量煽動被壓迫者的反叛情緖作爲一己 

利益的工具。——第六項。

進一步*小册子又分析了當今「上昇中的」階級到底是誰， 

這批「新波士」正是文中所說的廣泛地在全世界生成發展中的「 

技術官僚層」：

技術官僚層(TECHNOBUREAUCRACY)這個新的 

統治階級，在社會勞動分工中担任相關於管理機能的智 

力勞動，這歸階級再不是從生產工具的私人擁有»而 

是從生產工具的知識擁有中獲取他們的特權和權力；他 

們擁有的是配合着龐大的經濟政治組合發展方向的知識 

。在這個新階級的支配權表現得最全面的地方；卽是在. 

那些所謂社會主義國家裏，我們可以見到一幅這樣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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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技術官僚們壟斷了經濟和政治權；他們再不是在個 

人層面，而是通過對生產工具的「階級擁有」進行集體 

剝削。換一句話說，他們間接地通過國家一不像在資本 

主義中通過直接剝削一把特權的配額（商品和服務）分 

駐；分配的標準則依各人在權力金字塔的位置而定，亦 

卽由某個功能在科層上的重要性而決定。——第七項 

四個現代化，不只是需要一班尖精的人材嗎？文革中階級鬥爭 

的解放時期一過，群衆就從新掉進那歷史循環的陷井裏，適應着國 

家一世界性的國家一的發展，完全配合着極權主義和科層制的技術 

官僚層，而人民在貧困和鎭壓中，又一次忘記了自已的利益所在> 
竟迷失於利用他們的「上升中」階級（註y的改良政策裏，而這才 

是可悲的事實。在意大利同樣的發展是：

在意大利的最近將來，這點說明了被剝削者的階級鬥爭只 

會在各種情況下替「技術官僚」的利益^務。一一第十八 

項。

這一點在中國已經出現了很好的版本，只要看一看資產階級學 

人和民族主義者對打倒四人帮和鄧華上場的歡喜若狂，就可看出這 

到底是什麼一囘事了。

其次，値得一提的是文中對後資本主義發展的分析 > 這對我們 

了解香港、中國和世界關係不無帮助，譯者貝簡地指出幾點作爲更 

廣泛的討論基礎。

在經濟型態方面，先進資本和後資本主義（後資本主義在文中 

是指那些國家社會主義的制度，在這裏，資本並沒有被消滅，只是 

比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以一更集中和壟斷的手段來運用）的具體表現 

是科層的國際分工；卽是先進資本通過對較落後發展的社會的投資 

而對這在社會的剩餘價値作全面的剝削，又在這些經濟和工業的附 

屬國裏建立起相適應於母國本身資本擴張的系統，把附屬國的工商 

業發展固定爲分工的一部份。後果是明顯的，附屬國本土工商業發 

展的潛力自然被扼殺；在好景時«勞動者只得到相對於勞動量萬一 

的報酬，一到不景氣，他們就要承担最惡劣的後果。如果我們細心 

觀察一下以往十多年來香港工商業和一般經濟的發展，就可以得到 

一個槪括的輪廓：外國資本和工商業的特有形式的關係，73年前 

的「繁榮」表現在工業部F弓的過份集中（香港在世界分工的部份） 

，商業上的投機主義和畸形的消費主義（喪人心志的娛樂，先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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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的模仿，爲了反呑先進國資本擴張的產品），73年股票 

陷井完全表現了國際資本在剝削附屬地區時的隨心所欲，以後的日 

子就不用說了。

但這國際分工並不單發生在先進資本國沪般落後地區之間； 

例如文中提出的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關係。中共雖然沒有它的衞星國 

＞但它跟香港的曖眛關係是値得注意的。在中共的外交政策下，香 

港肯定仍被看成是資本的轉運站，國內產品一是在高度壟斷資本的 

運作下生產的一通過香港套取外滙，另一方面，通過香港輸入原料 

，貨品和技術一這又是外國和香港資本剝削的一部份；在這點上， 

就是它跟殖民地政府一心維持香港現狀的共同基礎，也就是香港毛 

派一尤其是工會勢力一要把工人皆級「領導」至!1個被動和消極的 

地位的原因。這關係將會持續好一段日子•直到中共在四個現代化 

的基礎上開拓了中國經濟在世界的經濟地盤一這並不一定成功的• 

就算成功了，也不代表社會主義進一步的發展一形勢才會改變。簡 

單一句，中共之所以容許跨國企業在香港的剝削活動，就是它.自身 

經濟規律的一個結果；而明顯地，香港是帮助它建立在資本擴張的 

國際混戰中的初步基礎。

在政治和社會型態方面，現代階級社會（文中的先進和後資本 

主義社會）愈來愈趨向於國家膨脹和科技官僚的增長»而兩者之關 

係又是異常密切的（詳述於正文）。在中國，得勝了的官僚宣佈結 

束文革3其實就是在法理上固定國家的不可動搖性•在打擊四人帮 

的同時，把因文革而在民間引起的無數的自發斗爭（如大字報、怠 

工、罷工、甚至衝擊當權派）根滅，這些斗爭曾經一無論是怎樣勉 

強地一是被認可的。我們不難發現這樣的巧合：當就魯曉夫鞭史太 

林屍的時候，他不過把蘇聯自1917年後的經濟政治發展作一形 

式上的總結。蘇聯的國家發展，與及那個已經成熟了的跟國家結成 

生死之交的官僚系統，要他向資本主義世界開闢「和平共存」之路 

；在中國，毛澤東的屍雖然沒有被鞭一最低限度表面上沒有，但是 

毛澤東思想•尤其是文革以來的毛澤東思想肯定會被遂漸解脫。無 

論這是多大的誤解都好一因爲我們終認爲毛澤東和四人帮並不是官 

僚和官僚制度的敵人。而是在文革中成長的極左派一這却說明官僚 

們要排除一切可能的法理上的障礙，使國家多、快、好、省地完成 

它特有的「現代化」過程，跟蘇聯在國際範疇爭取盟友。四個現代 

化立刻的反影可見於敎育改革和經濟系統的改良•敎育改革是相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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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尖端技術和制度的複雜化；物質剌激是僱傭勞動的重新肯定＞ 

跟蘇聯放棄了它關於世界革命的神話一樣•現實和理論的矛盾使中 

國官僚放棄了他們的革命面貌 ＞ 他們的生存有賴於國家 ＞ 又同時要 

把這國冢系統完備起來，而最終的目的，是適應著階級社會的更高 

階級發展：國家的國際化。

在香港"我們所能見到的亦不少■因爲它跟中國的特殊關係， 

沒有所謂「國家」參預這囘事；但在社會學的層面-我們也可看到 

科層制的發展：外資和本地資本企業，政府部門，敎育無等不表現 

現代工商和服務業的要求，一小撮的負責高等決策和執掌管理行政 

的「在上位者」，一個中等和下等只負責執行和管理文件的文職階 

層。在這个寫字樓世界的另一面，當然是佔香港就業人口大部份的 

工業勞動者。承然，社會機構的科層化在香港沒有其他先進的資本 

主義社會那麼發展，但由於經濟系統的資本來源，它多少也顯露出 

一點痕跡。其實，我們的敎育制度在某方面就是劃分科層的條件和 

過程最好的說明：它要培養一"碾.死心榻地的「精英」，一個較大 

比例的中等階層（中學畢業生）＞ 然後把剩下來那大部份踢進香港 

的經濟支柱：工廠。在這个全面的劃分裏當然有更細緻的界限 ＞ 個 

別的階層有個別的生活方式，理想、態度，然而整體地說 ＞都反影 

出整个社會的意識型態在他們個別情況下的要求。譬如上層社會的 

享樂主義，一方面是身份的說明，另一方面是高級商品消費的再生 

產的循環；這同樣以另一方式在中等階層表現出來：新貴式的庸俗 

衣式，低視工廠工人的態度等；而在下等階層，我們又可見到電視 

快餐式的消費等。

正如上面所說，社會機構的科層化在香港仍是在開始階段，但 

只要資柱義在香港繼續存在發展，它一定會爲了適應世界性的發 

展而加深，也一定會通過社會實踐來製造它的社會意識 ＞例如近年 

來無論經濟，文化領域都需要更多專業人材與及他們的社會地位較 

明確的介定；又或者所謂九年免費敎育和工業敎育的着重 ＞作爲配 

合新生產形式而製造一批有較高文化水平的勞動者的手段 ＞ 多少都 

可說明這趨向。在較詳盡的階級分析裏-譯者相信上述的情況是値 

得被列入考慮範圍的。

一九七八年五月



（註）

雖然囘朝的元老已經是舊得不能再舊的老人 > 而在過去的官僚 

系統中佔一席位 >但在打倒四人帮後 > 中國向一個歷史新方向的歷 

史情況才出現，而他們本身跟這制度密切結合的地位一技術官僚一 

才得以肯定，所以我們仍稱他們爲「上昇中的階級」。

细:

譯文和譯序其實早在三年多前就完成了，幾經波折到現在才能 

跟讀者見面，唯一的安慰就是遲來總比不來好。而正因爲遲來的原 

故•譯序中有些論述是有點過時的。

在這裏，譯者要向貞致意，她在亂糟糟的原稿上作了些許的文 

意修改，當然-基於譯者的語文基礎，巒仍是難免的，這是譯者 

的責任。此外，我要多謝霞、斌和碧»他們把原稿從新騰寫一次， 

當然省却很多排印上的麻煩了。

一九八一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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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RCHIST PROGAMME

一份無政府主義綱領

序

誰是「無政府主義者 小組聯盟」 （GAF）?他們是意 

大利無政府主義運動中三個全國性聯盟中最小和最年輕的一個＞ 

（其他兩個是FAI及G I A）成立於一九六五年底。數月前F 

A I曾發生一次分裂（直到那時它仍是唯一的全國性聯盟）＞ G 

I A就是從那裏發展出來。一些自由組織的年靑自由共產主義者 

，在曾共同合作及有相同理念的基礎上，建立起自己的聯盟—— 

「年靑無政府主義者聯盟」（GGAF），後於一九六九年發展 

爲「無政府主義者小組聯盟」。

爲何作此翻譯？（已有英、西、法文及現在的中文）首先， 

讓普世曉得有我作此一聯盟之存在，而使知悉我們對無政府主義 

的闡析與及對組織的槪念。其次是作爲一個例子，刺激起其他無 

政府主義及自由共產主義的聯盟與組織去作我們同樣的嘗試。儘 

管國際主義是我們的要務，但國際間的訊息與思想的交流實在太 

小太困難，特別是當此時我們所要對抗的東西是愈來愈以國際性 

的形態出現了。

------九七七年五月一日吐倫（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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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所述幷非唯一的無政府主義綱領，而是一個無政府主義 

綱領，爲無政府主義者小組聯盟（GAF）於一九七六年三月廿至 

廿一日的大會所通過的。

這綱領是十年來共同體驗及討論的成果，亦只是其中一個對 

意大利無政府主義運動和現代社會經濟現實之理解的系統化了的 

表現；雖然某些理論性的設想與及一些較爲一般性的分析在時間 

和空間上自會有較爲廣泛的眞確性。

一些基本的假設，例如：平等與自由，這些本質上不能改變 

的原則；目的與手段的一致性等；都是無政府主義作爲一個整體 

的理論和歷史遺產；是故不爲某些特殊情勢及指責所關連，而與 

任何對無政府主義的闡釋——括此一綱領——共通。

本網領有一種愼重的「開放」性質，開放不單在修改和糾正 

其分析，因在客觀架構轉變與及徹底的理論批判重檢下，這本是 

自然的後果，更在於對實踐新試驗及經驗的意見和修正。卽是說 

，這個綱領的性質，如同GAF的組織一樣，是不斷自我審視， 

從而作周詳的肯定或修改。

一、無政府主義

首先，無政府主義又是一個價値系統。其次，它有使此等價 

値在一個社會制度內作出最全面實踐的企圖。第三，這是一個接 

觸社會現實的途徑，從而了解、解釋與改變此現狀。故此，無政 

府主義同時是倫理、科學與革命的綱領：是自由的倫理、自由的 

科學，和自由的實踐。

將無政府主義作這三方面梗槪的分別，當然不是形而上學地 

說這個主義是從社會正義類似的抽象觀念而來的；它是百多年來 

解放思潮、鬥爭、理論和實踐一個總結合的表現。事實上，這三 

要素是不可分割地連成一體；它首先是從低下層的鬥爭行動表現 

出他們渴望解放的一種¡■昇華」，漸漸地變成一個全面的，一致 

的系統，在實踐中嘗試和修改，而在以後的歷史發展基礎上作出 

肯定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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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無政府

當無政府主義的價値系統在一個社會模式裏實施時，就稱爲 

無政府。在此我們幷不是要提出一個「理想社會」的特定而詳盡 

的描述，而是各無政府主義「烏托邦」各種共通的元素，它們的 

基本作用和結構。

故此，無政府可視作一個擁有最大自由和平等限度的社會 （ 

雖然，後者實際上只是前者的社會表現，因爲解放的關係只能在 

平等的個人間存在）。可以這樣說，無政府是人們在現存科層社 

會的另一出路。

科層社會強人屈從和僵化的金字塔式的結構，將會被那些功 

能上互相協調，而隨時可作出自我修正的自由組合和公社所取代 

。法律的命令將由相互的協議所替代；對工人的剝削將變爲工人 

自管；生產工具的私有制將會爲共同擁有（對社會性生產而言） 

和個人擁有（對個人性的生產而言）所取代。政治權力和國家的 

中央集權制將爲非集中化（DECENTRALISATION） 和聯 

邦制所取代；代表制將爲直接民主所替代。無論是農業或工業的 

■勞心或勞力的，分工勞動將爲結合勞動所替代。群衆作爲從屬 

的生產者與被制約的消費者而表現的被動性，將被群體和個人的 

創造性所取代；社會不平等，及其無變化的，固定的架構，將爲 

全面平等上的自然分野所取代；服從或御責的道德觀將爲自由和 

團結和替代。感知活動的被壓制和/或商業化•將爲歡悅的人性 

解放所取代。

基於此，無政府幷不是一個神話'而是一個需要努力爭取的 

眞實目標；雖然這可能性或只能經歷一連串的近以事件，甚至那 

時還幷非完全能達到。所有行動都該以此目標爲依歸，作爲奮鬥 

的開始幷貫徹始終。

三、 科層社會

我們已說過無政府是科層社會在世界範疇內的另一個出路° 

這是對整個模式而不是某個特殊的科層社會而言°故此'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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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就是反對所有科層制度及其價値觀、宗敎和僞科學意識形態 

的理論系統和社會運動。儘管在歷史詞彙中無政府主義一詞源於 

上世紀工人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但它一貫地反抗着的，不單是資 

產階級的支配，更是所有形式的支配。

在科層社會裏，所有人際關係都是以不同形式建基於支配之 

上■發展到後來，社會的每一構成部分都在複製此種科層模式而 

使權力追求成爲一種很顯著的性格特徵。在這些支配關係中最重 

要者莫如經濟剝削而導至的支配，那是社會基本活動的本質。由 

剝削關係而決定的科層劃分，見於歷史上所演化的種種經濟制度 

■是最基本的劃分。但是，這劃分不僅是狹義的生產運作的科層 

分野，而是更普遍的社會勞動力的科層劃分。在某些社會，經濟 

權力（和/或特權）已跟政治權力密切掛勾，而在另一些社會尙 

有一個形式的分野：在一些社會，經濟權力從政權而來，而在另 

一些地方，情況則相反。但無論在任一種情況，權力都爲特權分 

子所壟斷。

國家是每一個現代科層社會的基本政治機構，故此一直以來 

無政府主義者的矛頭首要攻擊所在；他們攻擊的不單是資產階級 

國家（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結構），而是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各 

種類型的國家，只要它們仍是代表着權力的組織，亦卽是支配， 

都將受到攻擊。在個人自由遭到可怕的極權干預，加上政治權力 

都在轉化之下，無政府主義者對國家的批判要採取一個新的向度。

四、階級鬥爭

在因剝削關係而起科層劃分裏，社會各階級認淸了各自對立 

的利益關係。階級鬥爭普遍在於所有的科層社會裏，雖則強度容 

有不同，集體醒覺的形式及程度也有分別。這是剝削者與被剝1削 

與被剝削級、是那些享用經濟權力與那些壓迫者的鬥爭。這同時 

又是特權的擁有者與响往者、波士者、統治階級與那正在上升爲 

新統治階級間相互的鬥爭。

由此可見，階級鬥爭亦有兩種。而不幸地 > 人類歷史的進化 

特徵，正與後者吻合，歷史所顯示的，正是一連串的統治階級以 

各種方式運用權力進行種種剝削。另一種同樣貫串歷史的階級鬥 

爭，就是低下階層、奴隸、平民、農奴、僱傭勞動者 > 在不斷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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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放，或最起碼，在尋求減輕被剝削的苦楚的鬥爭。

兩種形式的衝突都引起無政府主義的興趣：其一由於無政府 

主義直接或間接地把本身的價値觀與及無政府革命的可能性建立 

於被剝削階級對解放的'曷念之上；至若另一種鬥爭'無政府主義 

者可以從總結中了解到不平等的動力：卽是階級社會的發展和自 

我延續的機能。

五、模式的闡釋
除了一些低階段發展的社會■社會階層的劃分正有多種類別 

的稱呼。這類別的複雜性通常被¡■社會學」改變成一種意識型態 

■嘗試把階級鬥爭這現實混淆、冲淡，說成是各種個別的■跟現 

存制度無衝突的事件。這個社會學的架構是旣成制度混淆階級對 

立的傾向的意識型態的反映，它的做法是把階級對立伸延成一連 

串的剝削和特權的階層。

但卽使在這樣的多層結構裏，一個革命的綱領和分析仍可把 

階級鬥爭及其重要特徵分辨出來；我們可以把階級金字塔的各對 

立階層依它們的社會勞動分工歸爲一類；例如：我們可以把闡述 

的模式簡化爲一兩極系統，把實際上遠爲複雜的現實暫時撇開 ， 

而以這兩極的階級對立爲最基本的假設。無論這兩極分析怎樣片 

面也好，總有它的現實基礎的，同時更可以作爲釋別革命運動的 

代言人一一卽是面對支配和剝削的階級（或幾個階級）一一有 

效工具，但是-它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侷限是必須加以注意的。

其中一個局限是它只能應用在一些較爲爵態的社會制度（例 

如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又或者是蘇聯式的國家社會主義）。在 

這些制度裏，依著主導的生產方式來看-我們可說兩極對立是主 

要的階級對立。中產階級只不過是兩對立階級中的一層被動的橫 

隔膜，無論部份或全部地，他們都不能被視爲社會和經濟變動的 

推動者，卽是他們本身不是一個階級，爲爭取權力而鬥爭。

在正如我們現在經歷中的轉形期，兩階級的分析已變得無用 

,它妨碍了我們觀察和認識從舊制度產生出來的新的權力和剝削 

形式。在最壞的情況下，它把階級鬥爭的現實神秘化起來。

爲了要對現階段的「動力」作一基本的呈現，把階級衝突看 

成是三個階級同時地相互鬥爭是十分重要的；所謂三個階級，卽 

是被支配者階級、支配者階級與及「在上昇中」階級。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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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以分辨淸楚兩種同時存在的階級鬥爭-兩種時常互有關聯而  

又將要產生不同歷史後果的鬥爭。

六、三個階級

當今的歷史轉形期正刻劃着資本主義通到新的剝削系統的過 

渡。這點是了解現在複雜的國際社會經濟和政治狀況的鎖匙；現 

在的社會經濟狀況和它的痙攣症不單是不同的帝國主義利益衝突 

的後果，同時它是資本主義後期（LATE — CAP ITALIST） 

和後資本主義（POST-CAPITALIST：與及二者各社會制度 

的不同形式的對抗的結果。

在三個階級模型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把社會轉變的兩個主角 

分辨出來（舊老闆和新老闆），無論在國際的層面或是一國之內 

，在資本主義還沒有被埋葬的國家，或是在那些「國家社會主義 

」國家，甚至某程度上在第三世界，都是如此，我們也可以把被 

支配者和被剝削階級分辨出來，就正如在所有歷史的轉變期一樣 

＞他們都很注重本身的階級鬥爭，一方面是因爲在轉變期間支配 

人們心理和思想的工具沒有那麽有效，另一方面，正在上昇的階 

級又盡量的煽動被壓迫者的反叛情緖作爲一己利益的工具 。

這個被剝削階級，或者該說這一組被剝削的階級，包括了在 

社會勞動分工裏進行最廣義的體力勞動者。依着各國的經濟結構 

的不同情況，他們包括了無產階級（農業的僱傭勞動者，工業工 

人和在服務行業的受薪階級，這又包括純粹執行工作的文職員工 

）；在低層的自我僱用的工人，他們的「獨立性」只是剝削的自 

我管理；最後，就是那城市和農村的次無階級失業者，作散工者 

和反對現存制度又被視存制度所遺棄的自願失學者（DROP- 

OUT）（譯註）。客觀地說，對這些階級的剝削往往不單是通過 

表面可見的剝削機能（這些剝削機能也未必是典型的和主要的剝 

削形式），同樣地，也是獨立於人對它的主觀意識之外的。

我們所指的「舊老闆」就是資本主義裏的資產階級，他們的 

特權建築在生產工具的擁有：對無產者的剝削主要是（不完全是 

）通過典型的生產程序，那是在商品和勞動力市場上抽取剩餘勞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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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新老闆」，就是那些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和 

在資本主義後期社會跟資產階級分享支配權，而社會發展的動力 

對他們愈來愈有利的技術官僚（TECHNOBUREAUCRATS）。

七、新老闆
技術官僚（TECHNOBUREAUCRACY）這個新的統治階 

級，在社會勞動分工中担任相關於管理機能的智力勞動。從這些 

功能中，這些新階級再不是從生產工具的私人擁有而是從生產工 

具的知識擁有中獲取他們的特權和權力，他們擁有的是配合著龐 

大的經濟政治組合發展方面的知識。在這新階級的支配權表現得 

最全面的地方，卽是那些所謂社會主義陣營裏，我們可以見到這 

樣的一幅圖畫，技術官僚壟斷了經濟和政治的權力，他們再不是 

在個人的層面而是通過對生產工具的「階級擁有」而進行集體 

剝削。換一句話說，他們間接地通過國家——不像在資本主義社 

會中通過直接的剝削一一把特權的配額（商品和服務）分脏，分 

配的標準又依各人在權力金字塔的位置而定，卽是由某個功能在 

科層上的重要性而決定。

在西方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裏，這些新老闡的輪廓則較爲濛 

糊，他們所扮演的剝削者的角色跟一般的資本主義剝削是相關聯 

的；從歷史和功能的觀點看，他們都是替資本主義資產階級服務 

的文職中產階級轉化出來的。金融股票公司、商業、財貿和跨國 

企業的增長，加上國家機能在社會和經濟事務上不斷的擴展，爲 

技術與行政企業的老闆和國家機構的老闆的重要性和權力製造了 

（而將會繼續製造）條件。

官僚（國家經理）和技術官僚（私人企業的經理）是新階級 

的兩個方面-就算在這兩者之間還有公共事業的經理這種雜種貨 

色，我們也可把二者分別的。技術官僚通過高薪、獎品、獎金、 

特別薪酬等來分配他們的階級特權（剝削的果實）。對於私人企 

業的經理，各種的酬勞可看成是掩藏起來的公司利潤：卽是資本 

主義的剩餘價値；給于國家經理的酬勞 > 却是典型的技術官僚式 

■而給于公共事業或部份國營的經理的酬勞-則部份作爲利潤（ 

頗有商業資本主義的痕跡），部份作爲對生產出來的財富一種眞 

正的特殊權利，而這財富是國家財富的意義多於企業財富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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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金融股票公司及跨國企業
在那些大的股票公司，技術官僚的權力表現在他的¡■管理的 

」(MANAGERIAL)功能上，不單只是股票擁有權的不斷分散 

至使絕大多數的股票持有人的決定權變得無意義，加上管理問題 

的極度複雜和管理能力的要求，把經濟機能的操縱權轉到這些經 

理階級手上；於是，佔大部份的股票持有人的權力又反過來被削 

弱了。除非這些股票持有人同時又是經理，這樣，他們就把新舊 

老闆的特徵集中起，而事實上，這情況在歷史轉形期上是時常發 

生的。

我們見到傳統資本主義的擁有權和控制權這共同體愈來愈明 

顯的分離；老闆對企業的一切仍感興趣，但是眞正地而且作爲一 

種權利(所謂「代表」)去運用經濟控制權的却是技術官僚。當 

然，生產工具法理上的擁有(LEGAL OWNERSHIP仍是高 

收入的主要來源；但它再不會等同於經濟擁有了(ECONOMIC 

OWERSHIP) °

技術官僚的獨立性在跨國企業裏更爲顯著，在國際範疇 > 股 

票持有對¡■他們的」企業的權力根本上是不存在的。生產和分配 

弄得複雜到只有那些經理人員才能控制和協調。更且這些跨國企 

業，配合著企業內從上而下的分工，把整個企業的結構組成一個 

依地區性的科層分工：決定權和高級的工作集中在已發展的母國 

裏(有少許的次資本(SUB-CAPITAL)投入沒有那麽發展的國 

家)；而落後地區只負責一些技術性很低的活動。這是新的國際 

剝削，不單涉及到先進和落後國家，還涉及到跨國企業，它們正 

扮演著殖民主義者的新角色。

九、 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
國家在先進資本主義的經濟裏扮演一個基本的角色。首先它 

直接或間接地擁有主要的工業和服務行業系統；第二，通過立法

'貸款和稅收手段，它愈來愈多地進行調整、控制、計劃和協調 
公司的活動；最後，它已經成爲私人經濟活動的最大主顧。

對於資本主義，國家干預經濟這囘事並不新鮮；其實，從一 

開始國家就是資本主義最持久的支持者和同路人。但是，今天的 

國家參與經濟活動的強度和全面性——將來會發展得更厲害—— 

8



加上國家管理的社會服務的急劇發展，很快地改變了這事實的結 

果。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國民收入的30 %_4 0 %被公共行政吸 

收了，我們可以說，這個問題已經由量而轉入質的階段了。

國家，從資本家利益的保護者的角色轉變爲新統治階級特權 

的滋養所-在這科層的高層集中了一個百份比很高而且不斷增長 

的經濟權力，漸漸跟政治權力結合。因此，後者漸漸擺脫了它的 

附屬地位。當技術官僚化在大私人企業不斷前進的時候，公共事 

業和國家機構內的技術官僚和官僚愈來愈反影更多自己的利益， 

少些舊老闆的利益了。

類似的情況把政治權力從立法院機構轉到行政機關，亦卽轉 

到行政大員的手裏，大部份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有一個議會民主 

的政治機構，但却沒有一個國會——「公共權力」的法理所在一 

—眞正的管理國家。

國家的權力是一不變的權力，由幾個獨立的，並不受選票所 

影响的機構所執行：我們一定要明確地把握著這個組成才能看出 

眞正的權力放在那裏。政府一個來了一個去了，國家機器則繼續 

它的運作。

國家首先就包括了以下的不變的獨立機構：軍隊（正規的軍 

職和特備部隊），警察、內閣、社會保險和福利組織，法院等， 

亦卽是所謂行政機構；它們不爲選擧制度的動向所左右，很少程 

度的被政府影响而實際上對國會不聞不問。

行政權力不斷的加強。所有這些機構都依著國家的形貌自我 

塑造爲一科層：這個科層的首腦做好了他們的決定後（同樣在大 

的公共和私人企業和不同程度地在黨和工會領導裏）就交給國會 

，讓它在政治機構的舞台上「代表」他們。

政治權力的進化又聯繫到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所扮演的角色增 

長中的複雜性多面性；與及它的極權傾向----這樣的結果1是因 

要控制因幅度、複雜性國家干預程度的不斷增加而引起的離心力

-並把權力納入新的機構裏。這當然又做成了技術官僚的功能＞ 

人數和權力不斷發展的惡性循環。

十、後資本主義社會
在那些¡■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我們見到後資本主義技術 

官僚架構的全面體現。它之所以是後資本主義的，首先從歷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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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出發，它的社會經濟制度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之後才岀現的；其 

次因爲那些先進資本主義社會表現了這樣的發展傾向。

但是這個界定在一國的範圍內並不一定是那麽順序的，後資 

本主義架構似乎剛好都先在資本主義還沒有完全發展的國家建立 

起來，甚而實際上還留下很多資本主義之前的重要的社會元素， 

也許正因爲封建制度與技術官僚制結構上的共性，我們可稱這種 

結合爲「工業的封建主義」。

在衆多的後資本主義國家中，有三個可分辨出來的主要模型

:蘇聯、中國和南斯拉夫。雖然它們之間有重要的分別，但以經 

濟機能和基本的社會結構來看 ＞它們有基本的一致性。在南斯拉 

夫，跟後資本主義的因素並行發展的是某些先進資本主義因素加 

上一些「工人管理」的因素»雖然實際上工人管理是壓縮在國家 

官僚和企業內發展出來的技術官僚之間的管理。跟蘇聯比較起來

＞中國表面上似乎是沿着一條較寛容的非集中化的發展道路；在 

下層的決策中表現出某程度的群衆參與-有一較大的地區性的平  

衡（城鄕），沒有那麽殘酷和暴力與及公開的壓制性的政策（這 

點是錯誤的，只要我們看一看歷次運動的政策、後果，我們就不 

會這樣說了。譯者）但這都有賴於群衆對一個群性和宗敎的混合 

物的高度參與，我們只有很少關於中國的可靠資料：不足夠是精 

確地分析這個仍在變化中的「年靑」的制度，但却足夠去把它分 

類和衡量。爲了要了解它的階級性質，我們只要看看它那個官僚 

地劃分爲三十個等級的科層（頭六個爲指導階層），看看它的經 

濟的不平等，在工廠的工資制已經有最高和最低工資的一比六的 

比率，在國家行政機關上，這比率甚至大到一比三十六。

蘇聯該是我們描繪後資本主義社會最適當的模型了，不單因 

爲它幾乎是所有「國家社會主義」的模範（甚至古巴，它曾經有 

它的「社會主義」，早期所出現本身的特點，也愈來愈快地採納 

了蘇聯的模式），也因爲存在了半個世紀，它已鞏固起來和人所 

共知。生產工具私有制的取消意味着技術官僚的共同佔有，並把 

生產爲自己利益服務■他們以特權的形式來佔用社會的剩餘價値 

:不單是高薪酬，更甚的是特別的貨物和服務，例如，特別商店 

•出外旅行，汽車，子女的高等敎育等。

在技術官僚和一個文職的、技工的、專業的和藝術的「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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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之下，是佔絕大多數的被剝削者，在城市和農村的體力勞 

動者，國家的現代奴隸，甚至資本主義給與無產者的一點經濟自 

由也被剝奪-把勞動力出售給高價者和跟被剝削的同志們爭取一 

個較能忍受的工作和生活條件這點「自由」也被剝奪。

後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關鍵在於以計劃取代勞動力和商品的 

市場，這計劃經濟又與資本主義不同。當經濟是整個地拿在國家 

的手上，而從工廠直到計劃的總部又是這樣科層地建立起來的， 

問題就再不是推動各企業去跟隨一個計劃的指標了：那些掌權者 

早已決定了應該完成的指標（取決於制度外在和內在和統治階級 

的需要，分別於各社團和階層調配）然後把責任分配給各企業和 

部門，這些企業和部門是完全受制於此的，這些計劃不單決定了 

產品的質和量，同時跟商業機能完全不同，也決定了投資、價格 

和工資，因此，類似工資、貨幣等的稱類，就跟資本主義商業中 

同樣的稱類有一軋然不同的經濟意義：那些術語被保留，但那構 

成關係已經改變了。

全球性計劃難以估計的複雜性，與及隨之而來的低效率和浪 

費，近年來在蘇聯成了部份非集中化的趨向的原因，除了技術和 

經濟效率的要求外，當然還因爲企業經理和各企業組合本身的利 

益，卽是，那些地方上的技術官僚，他們在要求要大的自主權和 

決策權的權力下放，順理成章地向中央的官僚要求更大的權力了 。

以半官方的術語來說• NOMENKLATURA是蘇聯「新老 

闆」的名稱。它用來界定那些屬於國家的管理階層高級的公務員 

。軍隊和警察的高級長官、黨和工會的波士，生產的技術官僚… 

…，這裏大約是一百萬個I■比其他人更平等」的蘇聯人，這有賴 

於他在這功勳的科層裏所擁有的一席位，而這些技術上的、行政 

上的和政治上的功勳從學梭時代已開始嚴密的選査，當然，在黨 

的層次上1這選査又更其精密了 °

黨在「蘇維埃」的體制和一般的後資本主義社會'有它的基 

本功能°只有10 %的人口是黨員，但除了最低的社會階層外'黨 

作爲一個科層從中等階層的底部到最頂處凌駕在國家之上，像國 

家內的敎會。黨直接掌管生產和調配»同時也對生活的每一方面 

實行嚴厲的控制，藉口它是國家思想的領導（馬克思列寧主義） 

，當然也是新老闆的特權的正式法理依據。

十一、第三世界 11



先進資本主義和後資本主義之間的社會制度是第三世界， 

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國家，通常是舊時的殖民地而又是落後 

發展或正在發展的。政治形式是多樣的，從議會民主到獨裁（或 

是軍事獨裁或是簡單的一黨國家），而傾向於後者。意識型態亦 

從「左」到「右」，國際關係一般都是「中立」，但除了一些例 

外，多傾向於依靠美國或者蘇聯。至於經濟形態，也是一個混合 

物，佔主導地位的從先進資本因素（通常是北美或歐洲資本的跨 

國企業）到南斯拉夫式的後資本主義。

在這些多樣性的背後，它們總有一個共同的現實：第三世界 

希望擺脫國際剝削的努力。在最殘酷的刼掠式的殖民主義結束後

-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開始依着國際性的再分工-建立一種經濟依 

賴的新關係，他們把那些有高度技術內容的產品留給統治的「新 

殖民主義者」，另一方面又製造對第三世界不利的對換率，在這

「不公平的交易」低下自然產生第三世界有效的經濟發展的不可 

克服的困難和不斷增加的相對性貧窮。因此第三世界的意識型態 

，無論是「左」的還是「右」的都含有強烈的民族主義特色，且 

顯示着獨裁的傾向。

第三世界國家在這方面努力所扮的角色是十另基本的；國家 

經濟發展通過國家資本（或者是國家和外資混合的企業）和對外 

國企業的國有化來實行的。因此，在這發展模型下，本土的統治 

階級將以一個技術官僚多於資本主義的形式而成長起來。所謂r 

民族資產階級」並不眞的包含了資產階級：卽資本家，但實際上 

是國家機能的操作者，在這行列裏又以軍事官員和跨國企業和混 

合業資本企業的本土波士佔最重要地位。

發展中國家（和各民族解放運動，將來「民族資產階級」的 

溫床）的「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SOCIALIST NATION

ALISM） 就成爲第三世界經濟發展的道路，同時也是通向技術 

官僚化的社會結構的道路。

十二、意大利：經濟結構
國家直接或間接參與經濟活動現像 ＞作爲先進資本主義的特 

徵，在意大利發展到很高階段。從三十年代法西斯時代開始（卽 

經濟危機的時代），基督民主黨人已經廣泛採納大量的和不斷增 

加的國家干預的經濟政策，今天•二百個主要的意大利工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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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成交額是從國家控制的公司來的。外國資本（以跨國企業的 

形式出現）構成另外的26%。因此，在大工業資本的範圍內，關 

係到直接控制的，公共的和本土私人的事業幾乎是相等的。如果 

我們把通過借貸而施行的間接管理包括在上述的直接管理的數字 

內，政府影响力的百份比自然又要增加了，而這點是値得注意的 

-因爲公共事業在銀行財貿上佔了絕對的優勢。

國家對意大利的經濟干預是通過股票的方式發展的，一種國 

家奪取的漸進和無痛的形式，同時也很淸楚地從它的資本主義與 

官僚主義的混合裏表現出先進資本主義的過渡。戰後，國有化只 

實行過一次，就是對電業的壟斷（遂有EN EL的成立）。另一 

，方面，國家參與却大量增加'或者通過現存企業的「自然」發展 

＞或是在私人企業發生困難時政府提供「救濟」的手段，同樣， 

公共財政對私人企業的支助亦不斷增加1這通常都是股份的擁有 

和因此通向直接控制的準備階段°

七十年代初-30 %的工業投資是屬於政府參預的公司的，而 

這些公司又給製造業和礦產業提供了超過15 %的增値稅-另外， 

給運輸和交通業提供了大約24 %的增値稅。

意大利四間最大的公司中有三間是公營的：IRI - ENI - 

MONTEDISON。第一間是一個經濟的龐然大物，調配着70 % 

的國家股份，在意大利一百八十間公司（還有些在外國）是或直 

接地被這母公司（IRI ）所控制，或是通過它的八間分支的財貿 

公司和一連串與其他私人或公共共營的公司實行控制和管理，它 

幾乎在意大利所有的經濟範圍內運作，從銀行到超級市場，從航 

空公司到汽車業，從造船業到鋼鐵工業。第二個公共企業EN I 

同樣是一間集團公司，通過九間總公司控制或者參與將近二百種 

生意，大約有一半是在國外的，尤其以石油化學的部門爲主。 
MONTEDISON （化學和藥用產品，紡織食品）也是國家參與 

劃中的一個成員，雖然它主要是私人資本資助的1但國家通過I 

R I和特別是E N I ＞不單成爲最大的股份持有人1更由於大部 

份的股份都是十分分散■因而擁有所有私人股份加上來還要大的 

百分比。那個對公共經濟有興趣的大財團，也是被公共借貸機構 

所控制的。

其他公營公司（EGAM，EFIM和GEP I ）在各生產部門雖 

然較爲次要 ＞ 但也不容忽視；事實上'它們的重要性正逐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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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新的一間G E P I >成立於一九七一年，理論上，它是 

替公衆暫時把那些陷於困境的公司收購，在交還給私人之前，設 

法「令他們交囘補償」。但事實上，這很明顯是轉爲國家擁有的 

方法（好像以前的I R I 一樣）。

大部份的意大利私人資本都集中在幾個寡頭財團，例如FI

AT - I F I , PIRELLI OLIVETTI。但是私人企業部門 

仍包括小型和中型的作業 > 它們仍然顧用一半以上的勞動力。

28%的工業工人仍被顧在小於十個人勞動力的作業裏,29%在 

十一至一百人勞動力的作業，43 %在一百人以上的作業，在法 

國 > 同樣的情況的百份比分別是12 %，2 7 %和61 %，在德國

'則是2%，19%和79 %，跟其他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比較， 

意大利的股份擁有情況是遠爲分散的，卽是說在資本集中這前題 

下-它是遠落後於其他國家，這是意大利經濟的一個特徵，也是 

做成它結構上的弱點的原因。但是，有一點需要留意，雖然有部 

份的中小型企業出產商品和服務跟公共和私人寡頭財團競爭，愈 

來愈多這些中小型企業用大資本運作。這些企業並不與先進資本 

主義理性的經濟需求有所衝突，它們實際上可以獲至最高的效率 

除了國家取代資本的明顯傾向和資本集中的緩慢發展之外， 

意大利經濟的另一特徵就是顯著的地理的二元性，卽是廣大區域 

一一尤其是南部和海島一一的持續的落後發展。這情況曾經而且 

將繼續意味着大規模的內部人口遷移，同時，不單因爲對不同文 

化環境的適應的心理問題，還有工業發展內部結構的嚴重問題， 

這情況也就意味着社會的緊張局面。因此，在最近工人階級的戰 

鬥性的甦醒裏，作爲鼓動者的是那些遷徙到北方來的移民靑年工 

人而不是那些北方的本土人（雖然後者較多工會的成員）；這就 

不足爲奇了。同樣，正因爲北方對南方的經濟支配-就說明了爲 

什麽反抗的火焰在南方不斷地出現。

意大利經濟結構上的弱點（資本集中的不足，強烈的三元性

,公共事業部門的低產量，太大的國家行政引起的無法想像的負 

担和大部份社會保險和福利組織的冗贅）將戰後的經濟繁華帶入 

尾聲，這繁榮主要是建立在對人力的超級剝削（將工資壓得比其 

他國家低）而沒有附以有任何技術和財政催動。另一方面1六十 

年代末期再度興起的工人運動把工資提高到接近其他歐洲國家的 

水平，自然又取消了一個I■意大利奇蹟」的主要條件。這些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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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跟世界性的經濟衰退和意大利一般地欠缺的原料的價格大 

幅度的增加，已經引起了自三十年代以來在嚴重性、牽連關係和 

時間性都難以比擬的一個危機。在一個基於剝削和先進資本主義 

經濟機能的邏輯的社會•這危機又以失業和通貨膨脹宣示於工人 

之前，這樣的情形，倒頭來又只有以更多的國家-干預來解決■也 

卽是剝奪更多的資本主義的權力■從而轉化爲技術官僚的權力。 

十三、意大利：階級結構
後工業和先工業的原素，初期和先進的資本主義•是構成意 

大利社會和經濟現實的一個複雑的混成。這個國家可說是歐洲窮 

國（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的首富，同時又處於富國的底層， 

在這個帶有各種生產方式的社會階級-團體和階層的混合物裏- 

資產階級和技術官僚是可以頗爲淸楚地被分辯出來的。

資產階級大約包括大、中型作業的二十萬資本企業家，與及 

他們的家眷。技術官僚數量上跟前者差不多，包括那些國營工業 

、組織、政治和工會領導層的波士與及國家有份的公司的經理， 

這個階級只得半數以下的人是私人企業的經理。這個技術官僚層 

的絕對和相對的力量完全是「意大利式」經濟發展和跨國企業支 

持的外國資本存在的結果。奇怪的是，在金字塔的頂層，義大利 

比其他先進的西方國家有一個更發達的技術官僚層。

中產階級又翻版了資產階級和技術官僚的分別，而有小資產 

階級和小技術官僚的分別。小資產階級（工業、農業和服務業的 

小資本企業家和大部份的專業工作者，除了小部份，基於他的功 

能和收入可算爲統治階級的一部份）總共大約有四百萬人；小技 

術官僚（技術人員-專業的辦公室工作人員，非經理的公私業務 

的職員，武裝力量的文職人員，敎師與及黨和工會的職員）大約 

有三百萬人。

在社會金字塔的底層是那些被剝削階級■包括九百五十萬正 

正式式的城市和農村的無產者（體力的僱傭勞動者），此外，可 

加上爲數約一百萬的只執行日常工作的辦公室職工，數百萬在某 

意義上是體力勞動者的「自僱的工人」（下層的手工藝者，沒有 

僱員的農夫和買賣者），最後是超過一百萬的次無產階級，包括 

散工、家庭工業的工人，社會的被遺棄者和自願失學者（DROP 

OUT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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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入息水平十分之不平等，就算我們把最富有的（統 

治階級的上層）和最貧的（次無產者，集中在南部和海島）撇開 

不談，統治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平均收入的比率是十比一。

過去五十年的社會運動已顯示出技術官僚和在它低層的中產 

階級在數量上的不斷增長，這絕對的和百份比的增長是由資產階 

級和小資產階級支付的，被剝削階級中則主要是下屬文職人員的 

增加。未來的數年，技術官僚的數量將會增加少許，而小技術官 

僚的增加則會較多，相對地小資產階級和自僱的體力勞動者，將 

會減少。對於所有的階級，從第一轉到第二和第三部門的事業將 

會延續，而事實上，這是工業則到後工業轉變的典型。 

十四、意大利政治和政治機構
正如所有國家一樣1先進資本主義的進化過程此刻以議會民 

主爲形式。但是，同樣是先進的資本主義的特色，大部份的政治 

權力都是在執行機構和政府機構的手上，兩者都不爲選擧所左右。

這些機構運行的方式 陋則、秩序、習慣、特權等）其實就 

跟法西斯時代一樣，不單是因爲在關係到國家的運行上它們是功 

能性的（無論它們是怎麽不夠效率都好，而這點是可改變的）， 

尤其是這個國家已在新舊老闆之間找到了妥協，這妥協初時表現 

在法西斯統治，然後又表現在基督民主黨的共和國裏。

除了國會把自己作爲一個最高機關的位置讓出之外，意大利 

這國家更向我們顯露先進資本主義的另一特徵，向獨裁主義漸進 

的傾向，意思是，國家傾向於干預所有的社會活動機能，首先是 

調節它，然後完全把它納入自身的範圍。它傾向於侵入而實際上 

已經侵入私人生活的每一方面。（對於獨裁國家來說，「私人」 

是不存在的）。法西斯的國家公開地獨裁的，後法西斯的國家是 

一事實上的獨裁。大戰以來，國家和社會認同結合的過程應被提 

出 > 但手法沒有那麽老套而更爲不明顯了，這過程在組織和意識 

型態的層面共同進行。

隨著對個人生活的侵入和壓制工具和心理控制的加強■國家 

已走上對個人和集體自由逐步限制的路上去了，這是事實的多於 

法理的，而且是與短期內意大利的政治形式不符的。但這並不是 

說從革命的觀點看那些政治形式是不重要的；對我們來說，重要 

的是意大利先進資本主義今天的形式和明天的可能形式，因爲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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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這些不同的形式，是各強制的服從和威逼出來的承認；是對反 

抗者不同程度的容忍和壓制；是對付社會上「不妥協份子」的各 

不同的政治步驟，而因此就成爲無政府主義考慮的宣傳，鼓動和 

組織時的衡量點了。（如合法或非法；公開或地下與及在這兩方 

面之間的各種選擇。）

理論上，在涉及到先進資本主義的社會和經濟政策上，意大 

利似乎頗有政治上的各種可能，從「社會民主」（廣義的民主主 

義和改良主義）到「法西斯主義」（廣義的極權和改良主義）， 

從北歐的模式到智利的模式，從美國的模式到法國的模式……西 

方給予它很多的選擇。但實際上•意大利的現實似乎並沒法提供 

太爲可行的選擇，而這些選擇都依著社會民主的路線。

十五、意大利共產黨（P C I ）的長征
跟其他西方社會民主模式比較起來，意大利政治制度的特異 

性，因此也是它的演進的可能模式，就是一個十分強大的改良主 

義的共產黨的存在。意大利政治的所有方面都要多少考慮到這個 

事實。

意共是一個群衆性的工人階級政黨，能夠取得三份一的選票 

＞控制主要的工會-在很多社區的（COMMUNAL）、省份的和 

地區的行政機關上佔了多數席位，擁有和控制股份公司和合作社 

，對文化有重要的影响，這個黨在過去的三十年裏所追求的策略 

就是讓時間去解決問題，而事實上，它已經是現存權力的參與者。

進一九四八到一九六八間，將近有四份三的立法是獲得意共 

的同意的，因此，它已不能被視爲反對這個制度的政黨了，也卽 

是說，它是這個制度的一條支柱而不是一個革命黨。

在六十年代末期，經過十年的中間偏左的政府的準備，一個 

共產黨和天主敎的協調會議似乎是迫在眉睫。但是意共這一次長 

征被美國、基督民主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阻止了。美國本身在意 

大利有很大的經濟和戰略利益，而多方面從美國獲得金錢的「美 

國的愛國者」（PARTITOAMERICANS，對投向美國的基民 
社民份子眩抑之詞）則採取「緊急狀態的策略」去對付這局面。

社會，經濟和政治矛盾日漸增加的嚴重性，離婚的議案和一 

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日的地方選擧的結果（顯示出，中產階級選票 

從基民到共黨的肯定的轉向），在在都準備了基督民主黨統治的 

倒台和爲共黨再一次走上更確實的跟其他政派共管權力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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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帝國中心」仍然堅持強硬的對抗，意共則盡一切可能去 

抗衡，強調自己的「西方性」（OCCIDENTALIZATION）

（例如，接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及估計美國不至於把意大 

利推向智利般的極端情況。

將來的最有可能的政治假設就是「意大利改良主義的道路」 

■在缺乏一個眞正的堅強的社會民主黨的情況下，這條道路將會 

環繞意共而獲得解決，不論它是以「左派的抉擇」（由社會主義 

者和共產主義者組成的政府）-或是以「歷史的妥協」的形式（ 

共黨與基民黨之間）出現都好，問題在於，一個爲意大利而設的 

嚴密的經濟制度是十分重要的，這不單是由於意大利內部本身缺 

乏組織，生產和分配的結構上的局部落後和南北的二元化，這基 

本上是所有先進資本主義的問題。這個計劃，又只能通過工會- 

經濟和工人問題的控制者的合作才能生效，而談到今天意大利的 

工會，其實就是 意共了。

上述的肯定不是關於意大利政治方向唯一的可能設想 > 但對 

我們來說，它似乎最有可能 > 而要我們面對的。這個設想暗示了 

國家的轉化過程，這轉化是個向著極權的方向的——但繼續以一 

個「民主」的形式出現，此外，也指出意共將會繼續「向右轉」

；而一個革命的戰略就建築在這個假設的基礎上。

十六、意共的左面
近年來意共大幅度的向右轉，使它頗公開地放棄了所有的革 

命的言語和神話，這樣，也就給予其他的左派一個更大的政治空 

間。第一個後果就是馬列組織的湧現，意共的小型阪本，但却要 

鬧革命的，它們都順着學生運動和同時復興的無產階級戰鬥性而 

發展，開始的時候都採用了工廠議會和半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形式 

-後者的出現，是因爲沒有一個無政府主義和自由共產主義運動 

的存在。

客觀上，這些馬列組織扮演著一個矛盾的角色，一方面，它 

們在搔擾意共。但同時却給它帮了一個忙。這個不自願的服務， 

是給於意共一種「權端主義的掩護」，因而令意共能販賣它的合 

理性和改良主義；同時也給於反叛靑年一個停泊站，使他們遲早 

投到意共的懷抱。事實上，意共的靑年組織在過去數年又重新擴 

展，收納了很多對外議會鬥爭失望的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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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類似的情形，亦同樣發生，從六八年開始，而尤其在六 

九年之後，工會的左面亦發展了很多政治空間（野貓罷工-破壞 

生產等）和組織（議會，（THE CUB ）統一基層委員會等）。 

但是，工會比意共推行一些更有效和更強烈的行動去找囘它迷失 

的羊群，放學生一馬比放工人一馬還沒有那麽危險。學生運動產 

生自對權威的反叛和對自己身份在學術結構和現實間的模糊-故 

此從他們畢業後所要扮演的功能目標（小技術官僚）和連帶所擁 

有的階級利益這方面來考慮，它本身並不眞正包含了一個革命的 

遠景。但是 > 如果這反叛的衝力放在被剝削階級的現實來看，將 

會有不同的後果。不說別的，學生不安對社會制度的影响就沒有 

工人不安的大。一九六九年I■炎熱的秋天」，三個主要的意大利 

工會因爲恐怕失去對工人的控制，都表示他們願意接受底層要求 

的直接民主，他們那難以置信的伸縮性使他們從新把議會、管工 

和一般工人的委員會（SHOP-STEWARDS & SHOP FLO

OR COMMITTEE）納入他們的軌道，並且利用這情況來作爲 

無產階級情緖的探熱針和操縱意見的工具。

意共在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日的地區選擧所得到的支持使那 

些馬列小政黨十分震驚，因爲他們也有提名競選的。結果是「工 

人先鋒」和「無產階級統一民主黨」迅速向右移，構成一種外圍 

左派的潮流；另一方面，雖然也許是暫時的，也做成一個部份的 

第三種議會之外的極端——LOTTA CONT INUA （繼續鬥爭 

）—的囘潮，指向極左派革命的方向。

在任何情況之下，馬列政黨所製造的舊式極權社會主義的假 
革命的情緖，絕不能構成意共和官僚工會之外的另一個出路，今 

天，在被剝削者的鬥爭中，只有無政府主義提出一些認眞的和一 

致的東西，正如它一向提出的要打倒新和舊的「波士」。只有無 

政府主義能提供一個理論和行動工具去分析和對抗技術官僚主義 

的發展，和組織一個革命的厅動去完全地否定整個社會系統；意 

共已愈來愈不會再去冒充它是代表這否定的力量，因爲它一天天 

地變成這制度的一部份。

十七、革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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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政府主義者的計劃是革命的■因爲一個平等和自由的社會 

的基礎只有通過「革命」才能建立；所謂革命卽是一個在經濟、 

政治和道德方面急劇轉變的、多少有點暴烈行動的歷史時期°

革命的選擇是義務性的選擇 > 因爲革命是任何基本的社會改 

變的必然過程。事實上，革命是必須的 > 不單是一或者我們更應 

說不特因爲是統治階級維護他們的利益而堅持他們的抵抗的原故 

■更因爲只有通過革命1群衆要求激烈改變的渴望才有出路，少 

數能夠變成多數或接近全數，而被剝削者始能成爲歷史的推動者。

只有在某時期內，生活的「必然」會失去它的重要性-傳統 

的價値系統和權力機構失去它們的神聖面貌，只有在這些時期， 

旣成秩序的眞正基礎才會開始瓦解，而這基礎就是群衆對自己被 

支配的生活被動的默認。只有在這時期，存在於個人和群體的『 

波士」的心理支配才開始開脫，這支配包括性格態度和神秘化的 

意識型態，被剝削者一出世就開始塑造的。因此，從人的歷史看 

,我們可以見到革命「危機」往往成爲以往進化的一個站頭，同 

時，也是將來進化的一個開始。

因此，重要的是把這個革命的通道，這個自由和平等傾向和 

群衆創造性的解放期，這個無政府主義者所期望的轉變擴展到社 

會生活關係的層面，並達到這樣的深度，它要求最大可能的人數 

主動的，自願和自覺的參與。

十八、階級鬥爭與革命
無政府主義者的革命計劃從被剝削階級的鬥爭中取得可能1 

甚或是可行的發展的保證 > 在所有科層社會■普遍存在的階級鬥 

爭給予我們初步的說明；無論這是多麽普通都好-有一點是重要 

的：社會不平等並不是自然的，而只有運用強制的工具（心理和 

物質的）來保證自己的生存。另一個從觀察治與被治者間的衝突 

得岀來的說明，那些奴隸、農奴、僱傭勞動者，被剝削者，以及 

每一個制度裏的被殘踏者，都表現出一種不斷拒絕接受自身階級 

情況的傾向。

客觀地說，所有這些都意味着解放的渴望只有消滅了階級之 

後才能實現。事實上，歷史上的革命和反叛給我們留下很多見證 

,當被剝削者能夠去依著自己的意見去組織社會的時候，他們把 

社會變得接近平等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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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鬥爭歷史給予我們第三個原素正好就是一個實際的說明

，無論是怎樣個別地都好，這些一次又一次產生的群衆的「烏托 

邦」，帶有明顯的解放色彩，從此可明白，被剝削者是怎樣看待 

自己的解放的，無政府主義是從這追求平等和解放的衝動裏產生 

的，把被剝削者的客觀情況與及他們的示範性的說明發展爲一思 

想和行動的系統。然而，階級鬥爭與無政府主義革命並不是同一 

囘事。首先，前者能夠以改良主義的形式出現•而事實上也是前 

革命期的主要形式。其次社會衝突並不完全包括在階級鬥爭裏 ， 

它們也會在其他的反叛中表現出來，在一個複雜和精密的科層系 

統，它們也許從一些與階級無關的不平等和支配中產生•例如： 

性、文化和種族等。所有這些反叛跟階級鬥爭一樣有一個平等的 

型範。雖然不是必然和完全的。從這些反叛-正如從個人無政府 

主義裏-我們可以發展出一新的理論和實際條件-然後把這些個 

別的解放的運動和想望轉化爲一個全面解放的革命綱領。

只有通過這個意識的和有組織的綱領；才能體現階級鬥爭的 

革命潛力。在此「可能性」之外，就只有剝削與壓迫的不斷遞變 

這個歷史現實，而在這現實裏，被剝削階級的階級鬥爭並不能「 

創造歷史」，卽是說：除非是對新的統治階級的利益而言，他們 

並沒有帶來任何的結構上的改變，在意大利的最近將來，這說明 

了被剝削者的階級鬥爭只會在各種情況下替「技術官僚」利益服 

務，直至和除非自由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產行足夠的影响。 

十九、自由共產主義革命
我們一向的提法是「自由共產主義」（LIBERTARIAN 

）革命，而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革命或者就單是革命。我們 

並不相信一個純粹的無政府主義革命或者是革命。五十年的歷史 

經驗（俄國、西班牙、中國、古巴等）淸楚地說明：①群衆的自 

由和平等傾向的解放只是一個短暫的現象，除非他們有可能在完 

善的組織裏得到自我表現，②國家社會主義並不是邁向人類解放 

的一步。

在革命之前，無論政府主義的質和量怎樣增加，我們都不會 

相信他們有足夠的力量和他們的思想有足夠的影响去成爲革命轉 

化的唯一的號角：其他力量將會參與其中，但是無政府主義者的 

存在自開始就應該給予革命一種自由和平的特徵（打破國家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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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私有財產，建立工人管理和直接民主的基層組織）•因此 

其他組成體不能夠從一開始就打擊了工人自管，直接民主和革命 

的實驗，也不會妨礙多軌的和非集中化的發展。這個革命，這個 

自由共產主義的社會革命產生自一連串有利條件的滙合，而無政 

府主義者的活動目標就是去創造這些條件。

這些條件有些是所謂主觀的，另一些是客觀的，有些是取決 

於革命者本身的意願，而另一些則取決於外在的因素。客觀條件 

通常對任何革命都是有利的，經濟危機、戰爭、社會支配階層間 

的衝突，統治權力的削弱或破壞等。歷史上的革命已經給予我們 

很多這樣的例子■考慮到它們在革命運動不是有直接和可預測的 

影响這事實。

自由共產主義社會革命的必需的主觀條件，可以具體地說明 

是無政府主義運動最大可能的量和質的發展，同時也是在社會衝 

突上，自由共產主義傾向有組織的提現與及批判意識和反權威精 

神的最大可能的散播。

當我們說最大可能的發展，我們希望強調的是一方面，在一 

個非革命時期，通常都存在著對革命戰鬥性比較嚴緊的限制；這 

限制也出現在人們對無政府主義的理解和自由共產主義方法的實 

踐上。另一方面，我們同樣要指出這個「飽和」的程度對於革命 

向無政府主義發展的可能是必需的；而這個方向發展的意思，就 

是讓被剝削者的自然傾向有機會去成長，組織和漸漸地成熟爲一 

且由和平等更高級的形式。

這些就是無政府主義者活動的戰略目標，我們不能指出它在 

那時候會到達那一個地步，自由共產主義革命主觀條件的最樂觀 

的發展（而實際上，它能夠在一合理的時空上所能達到的可能性 

）跟那麽多的因素有關，以至於所謂預測很多時都只是反影個人 

意見中的悲觀或者樂觀主義。我們只能夠說現時還有一大段路走

,而需要做的事是很多的。

二十、方法與目的
我們能夠跟隨一連串階段的過渡性的目的，但唯有當它們是 

邁向建立最終目的，我們才會把它們確定爲革命的策略。意思是 

，它們必需是對自由共產主義社會革命有利的主觀條件的發掘； 

手段和目的結合在一起，其一的成熟必然隨伴著對其二的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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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不■是要否定被剝削和被壓迫者爲了少許.的改善，少許的 

自由或者保持他們辛苦掙囘來的一切而開展的千萬次鬥爭的所有 

的革命性的價値。的確，無政府主義者在這些社會鬥爭中出現是 

要把革命推向更成熟。無論如何，不談它們對於革命的目標效果 

，這些鬥爭對於低下層是完全重要的；我們沒有理由要他們撇開 

「活得好些」這種念頭。但是我們並不相信把這些鬥爭加起上來 

就會客觀地引領我們更接近革命。

無政府主義者參與這些鬥爭是基於它們所能有的主觀價値（ 

卽是鼓動者的社會性的成熟），尤其是當它們的目標和手段都傾 

向於平等和自由。因此，工人針對著工廠的不平等而發的要求， 

唯有是令到他們更加意識到團結和徹底推翻這不平等的重要性時 

,這鬥爭才有價値；而不是以爲當這些鬥爭發展到一個地步就可 

以消除不平等，並帶來工人的客觀利益。事實上，在1個建築在 

剝削的社會制度裏，必然存在消滅不平等的確定的最大的極限， 

因此-甚至是爭取更大的自由的鬥爭，也只有當它是增加被壓迫 

者對權威的反叛時才有意義。

國家不能容許自己無限制地把自由給予它的人民，實際上， 

在類似義大利的形式上的民主國家，很多爭取自由的鬥爭往往都 

變成是保存已有的自由，免於國家權力的侵奪的鬥爭。當先進資 

本主義社會的國家變得愈是獨裁，這些鬥爭就變得愈是保衞性了 

。自欺地說有所謂局部和侷限的，它們是改良主義的，因爲它們 

將會被吸收在先進資本主義的功能運作裏。但是在鬥爭中所護取 

的醒覺，組織的成長 一在旣成系統之外的一一卽是，所有從 

自由共產主義的方式和鬥爭引伸出來的東西，無政府主義者都感 

覺興趣。在後果方面，如果這些鬥爭帶來工人有自管的直接行動 

＞我們會說它把解放的革命推前一步，但如果是帶來代辦制和科 

層組級，我們肯定地說它跟革命又相去很遠了。

這其實是無政府主義者關於手段和目的的不變的一致性古典 

的論點，這論點不完全是建築在道德的基礎上的，更是建築在科 

學的基礎上的。手段和目的互相間是一種因果的關係；目的的選 

擇必然地決定了手段。無論選擇者自己的想法怎樣都好，因此說 

目的使手段正當是十分幼稚的，甚至更壞的是把事情神秘化。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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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到手段本身已包含了部份的目的 > 我們實在應該說手段使目標 

正當才是。

二^一、無政府主義運動
無政府主義者不是一個指導的小數而是一個自覺和主動的小 

數，因此，它不是群衆的先鋒，而是在群衆中的革命酵素的一個 

原素。無政府主義運動一定要成爲被剝削者理論的座標-也要成 

爲無政府主義綱領(革命的、自由共產主義的和平等的)作爲一 

整體和它的一致性與及多方面性的發言者。我們提岀整體性和一 

致性，是在每一次局部的勝利，每一次的偏差 > 每一次的總結一 

一無論它們是多重要都好一 醒自己革命的最基本的目的。我 

們說多面性，則是提醒自己無政府主義在闡釋，分析和組織觀念 

上豐富的發展。

我們的活動其中一個目標，是去創造一個有影响的，廣泛的 

，嚴肅和有組織的運動。而沒有把組織的一致性向所謂「效率」 

這虛假的觀念作出妥協。無政府主義組織，不論它們是小組、聯 

盟或者什麽都好，應該隨時準備爲了他們的一致性而犧牲少許效 

能(EFFIC IENCY)因爲它們的效能(EFFBCTIVENESS 

)剛好就在它們的一致性上。只有這樣，只有在防止極權主義和 

官僚主義的實踐，無政府主義者才能夠寄望自己作爲自由共產主 

義組織對抗過份關心「效率」的批判性良心。

二十二、小組和聯盟
無政府主義運動的組織結構一定要符合它的多面性，卽是， 

它們應該是各個對無政府主義有類似見解的小組的聯盟，正式的 

或是非正式的都好；也是同一地區和城鎭——假設它們都面對同 

樣的問題一小組的地域上的組合。一個聯盟式的組合是無政府 

主義在組織上的自然反影，應該達到一個國際性的層面。

但是，在成爲聯盟之前，最基本的組織步驟，在我們心目中 

該是傳統的i AFFINITY GROUP」卽是一個戰士的細小核 

細胞，容許每一個人在決策上有主動的參與，而又包含了多方面 

的個人經驗和鬥爭，換一句話，就是說在決策上有充份的彈性而 

又始終忠於無政府主義組織基本特性，就知道只有持有最普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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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頗爲特定的共同觀點的核細胞，才能夠跟無政府主義的原則無 

衝突-而同時在決策的執行麺動員上又更有效。這些同寅組織( 

AFFI NITY GROUP)(譯註)(AFFIN

ITY) ，又有親密(AFFINITY)的個人關係，這點是絕對需 

要的，只要我們記著這些小組不駐一間公司，而是一種共同生活

■而充塞在這些人們大部份的生活空間的又是鬥爭和衝突。運動 

的生命愈是充實，組織的網絡就愈是緊凑和多樣，一個小組的、 

聯盟的、核細胞串連的，有地區或者全國重要性的網絡、短暫或 

是長久的合作社，委員會等。就算在無政府主義刊物的印刷事業 

方面，也一直和將繼續是團結和功能兩者聯繫的工具。 

二十三、自由共產主義運動

自由共產主義運動是指無數組織的總和，所包括的不單只是 

無政府主義者一實際他們很可能是少數一所有這些都接受 

或是部份地接受無政府主義的手段和目的。換句話說它們都是一 

些雖然不一定完全地接受無政府主義的組織，但都某程度地在理 

論和實踐上接受反極權和平等這些原則，無論它們的派別的分野 

是怎樣，和它們如何跟它們自己社會鬥爭的現實協調都好。在工 

廠、街叠、學校、街坊等，只要那裏有衝突在發展，有反抗階級 

統治的造反，有對剝削、種族壓迫，性壓制的反抗；只要那裏有 

對權威的多少有點自覺的否定；那裏就會有一個短暫的自由共產 

主義組識的核細胞，有時它是無政府者發起的，但大多數時候都 

是自發的。所有這些基層結構，直接行動的工具，甚至是眞正爲 

工人管理著的合作社，爲找得傳統家庭另一出路和一些爲反極權 

敎育而設的實驗性公社，這些都是自由共產主義運動的基石，在 

這運動裏，無政府主義戰士，所要做的已經變成是被剝削者自己 

做的了。

二十四、自由共產主義組織

無政府主義者不單只應該組織鬥爭的自管的核細胞，更要顧 

及到這些細胞能夠依鬥爭的範園和地區聯繫起來，使它們不至於 

因爲孤立而被毀滅或被旣成機構(政黨、工會和它們的走狗)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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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在這個爲了防止向科層退化的組合和發展的階段上，無政府 

主義者的主動性和他們淸晰的觀念是十分重要的■自然；把對於 

無政府主義運動是正確甚至是重要的標準應用到自由共產主義的 

組織中是不可能的，但是無政府主義者的工作將會是去防止科層 

在這些組織裏出現和避免這些組織在鬥爭中的自管一一接民主 

——侵蝕，我們相信在社會鬥爭和建立自由共產主義組織方面

-無政府主義者應該在行動上採取一個團結的態度，他們要完全 

了解到他們跟這些鬥爭和組織間的分別遠不及他們間的共同點重 

要。相對於無政府主義的某一個層面，自由共產主義組織是自然 

和重要的，所以如果在這個層面上，無政府主義制造組織上的雙 

重性•將會是無意思的。

另一方面，我們相信無政府主義運動和自由共產主義運動間 

的關係是不應該制度化的，更不應該發展爲一科層的間係（如現 

存的工會和政黨的關係）。無政府小組和聯盟跟自由共產主義組 

織的唯一的，但是十分強固的聯繫應該是無政府主義者積極參與 

這些組織，然後用他本身日常的行動來影响在鬥爭中的同志。 

二十五、無政府工團主義
歷史上的農民和工人運動時常都帶有自由共產主義的特性， 

而這絕對不是偶然的。作爲解放的理論和實踐，無政府主義就一 

走要是被剝削者，自衞組織和鬥爭的參與者，就一定要出現在階 

級鬥爭的有組織的表現裏。無政府主義運動實際上是從第一國際 

中反極權主義的部份產生出來的；無政府主義者在工人日常鬥爭 

中的最主要和規律性的參與就是無政府工團主義，而在很多國家 

-一個廣泛的自由共產主義運動——就算只是一個短暫時期一一 

能夠建立起來，有進取性，並令人敬畏，實有賴於工團主義，而 
它更定接近（在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甚至完全相同於）我們所 

相信的解放革命的先決條件。

無政府工團主義是實踐多於理論的——點我們認爲是恰當 

的一一在各國有某程度的不同，但却同時表現二個固定的方面 ； 

它是自由共產主義的和革命的。意思是它的結構儘可能實行非集 

中化和基本上不容許官僚層的存在，而它最終的目的是工人的徹 

底解放，這目的又存在於每一個別的鬥爭裏，作爲那最後的鬥爭 

在生活上的預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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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無政府工團主義運動的最高潮到現已有半世紀了，作爲解 

放鬥爭的一個基本形式，它仍是有效的，我們仍需要把它作爲自 

由共產主義運動一個重要部門來建立和發展，無政府工團主義的 

主題需要全面地和嚴肅地硏究和重新討論。

工人運動已經跟以往再不一樣，因爲工人階級本身就跟往日 

的不一樣，從一個邊沿性的有文化上的獨立性和反抗性，與及被 

殘忍地剝削的社團，它變成一個統計數字上的類別，走向文化上 

的溶合，而被剝削的程度和方式變得較易於忍受・那些有支配著 

工人運動的極權和改良組織正是這階級進化的結果，同時，又助 

長和加速這進化過程。

但是，從過去十年的表現來看，工人階級在文化和政治上的 

被溶合並不是一個不可挽囘的過程；我們仍可見到對旣成制度的 

否定怎樣從一些事先只是祈望在制度內改善自己階級地位的鬥爭 

中轉化出來，甚而生根；我們已經見過，尤其是在一些被社會和 

經濟矛盾打擊著的國家 > 無產階級怎樣成爲在暴烈的社會衝突中 

的鼓動者，對旣存制度的穩定性是危險的。從一九六九年直到今 

天，工人曾經在個別的事裏沒有依倚那些現存的階級鬥爭的工具 

(工會)，雖然，除了一些短暫和個別例子外，他們都沒法形成 

一個有組織的出路。不幸得很，在無產階級鬥爭復甦的重要日子 

裏，我們正缺少一個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存在-也沒有一個強有力 

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去參與發展一個革命的綱領和自由共產主義 

的組織、能夠聚攏那些最醒覺和最具戰鬥性的小數。只有在這些 

不是從I■外部」或「上層」，而是從反對旣成結構，與及在運動 

內部產生的組織裏，在這些革命和解放的工團主義的重建中，我 

們才可得到無產階級獨立的保證。

今天-在先進工業社會，我們相信無政府工團主義仍有生根 

的可能，雖然它或許是一個少數的運動，但因爲它的戰鬥性和靈 

動性補償了它相對於官僚化工會的數量上細少的弱點，它仍是十 

分重要的，特別値得一提的■是它的自由共產主義的性質■它對 

集會式民主(ASSBMBLIAR DEMOAACY)和直接行動的 

堅持，正是對社會、政治和經濟科層的不妥協性的最佳保證 > 這 

點也就是它的革命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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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文化層面

所有科層社會都不單依賴壓制；更多時，它是依賴被剝削者通 

過主導價値的認同 > 而認許它的存在的。這個認許通常把一些無可 

避免的階級對立納入控制的範圍，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向獨裁主義發 

展的傾向使它更有效地運用心理和意識的控制 > 而基于大衆傳播媒 

介提供的可能性 > 統治意識散播的說服力的強度和力量，只有宗敎 

的黃金時代才可比擬。同樣 >大衆傳播媒介和大衆敎育愈來愈快地 

消滅群衆邊陲(EMARGINATION)的唯一的有利陣地一一它的 

文化獨立。

純粹的資產階級最型態，卽是自由主義不平等的個人主义的 

價値系統基本上已經不存在了。意大利今天的主導意識型態，在資 

料和文化方面，只不過是技術官僚進化這單一意識的幾個不同的版 

本而已，一種程度上些微的分別，從最溫和的和虛僞的，帶有官僚 

主义家長制各種混雜價値的改良主义，到一種比較一致的馬克思主 

义式，帶有它的科層和功勳制集体主义價値的改良主义。後者是現 

在最鞏固的文化系統，甚至在學術和文藝方面亦增加著它的影响力 

因爲它對歷史進化的適應性，它的學術上的權威性，與及三十年來 

意共苦心的耕紜，它已在意大利先進的知識份子裏構成一無可對抗 

的存在o

一個自由共產主义的文化基本上在所有層面都不存在，它不存 

在于知識份子間，亦不存在于羣衆和反叛的少數中。因爲這匱乏一 

些基本上是反極權的觀念一一譬如在敎育，城市設計，社會學，心 

理學等範疇一一很多時就被演譯成是極權的觀念，把它們所可能有 

的革命的內容都沖淡了 >因此 >一個自由共產主义的文化一定要在 

所有層面從新建立起來，這件工作可以通過加強無政府主义刊物的 

質和量.增加文化活動的主動能力，而當務之急就是要不斷把無政 

府主义思想的內容--- 這個跟人類解放的內容是一致的----充實和 

符合時代需要。

無政府主义以它的一致和直率 > 否定所有形式的支配•應該作 

爲有意义的反極權主义在反對和跳出『學術圈」這行動的參考；無 

政府主义 > 以它對個人和集体自由創意不可動搖的保衞*應該作爲 

那些不願意只是扮演這制度的小丑 > 亦不願替新舊的文化老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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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員、作家、歌唱家、畫家們的參考 > 無政府主义，更應該作爲 

被剝削者的文化酵索 > 因爲一個別於統治階級的文化出路是跟一個 

強大的自由共產主义運動的成長 個自覺的反極權社會鬥爭在 

數量上和獻身精神的增長一一不可分割的。

二十七：暴力和武裝鬥爭

除了力嘰處於邊沿位置的非暴力信徒和恐怖主義者之外 >無政 

府主義者向來都有一個對暴力問題平衡的態度•他們並不完全接受 

或完全否定它，只是以個別的條件和境況下衡量艺的合理性°

他們向來都反對是非不辨的暴力和恐怖主義，另一方面•他們 

都有肯定・或最低限度在道德上接納暴力作爲自衞和正義的工具， 

盡管在同樣情況底下，大家對暴力行動的用處會有不同看法，因爲 

它所產生的心理和政治效果會因時、地和不同的處理方法而不同的 

。正是這所謂時機，亦卽是效果作用，無政府主義者將會以之爲判 

定暴力的衡量因素（炸彈、對辦公地方的搗亂，在工廠的怠工等）o

但是，衡量暴力的可行性的基本因素是在暴烈行動和它們的動 

機之間的表面數最h的比例；卽是這些行動能夠被無產階級「觀衆 

」一如果不是全部市民的話一一了解的程度。那些眞實的武裝鬥爭 

，我們最近所見到的城市游擊戰，在意大利的「紅色兵團」，「無 

產階級武裝細胞」，在法國的「GAR I」，在德國的「赤軍派」 

和「六月二號」，這些在前革命期以外的情況下，只因爲他們「用 

行動來宣傳」的示範作用的性質而有價値的。這一個別的革命傳宣 

>造反的衝激，也應該在效果和「是否經濟」的基礎上來衡量它是 

否適當«卽是要看那剌激造反酵素和增加或加速被剝削者的自覺的 

眞實能量。同時也要看武裝鬥爭的「代價」和後果之間的關係。我 

們相信在今天的意大利和實際上所有的形式上民主的工業社會•這 

些行動是虧本的時候多的，因此我們對現時的這些行動是並不讚許 

的；可以這樣說：當這些行動並不是在剝削者的集體意識，或者最 

低限度是造反的無產者中一個有實質的小數所認同的話，我們仍相 

信這些行動是負面的；但這並不是說在其他情況下，這些行動不會 

變成正面。

二十八:國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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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政府主義的行動範圍能夠而且一定是國際性的*不單是因爲 

無政府主義者基本的國際主義的態度，同時亦因爲當解放革命在一 

國內出現的時候 >它將無可避免地被鎭壓和窒息，又不單只因爲剝 

削和支配已是超國家的，在一些經濟脆弱的國家（如意大利）尤其 

特出，更因爲社會衝突和政治情況在幾躅洲國家都有明顯的相類 

處和關係。在這意義下，其他歐洲的拉丁國家（西班牙、葡萄牙甚 

至是法國）都某程度地相類於意大利；這些國家基於它們社會經濟 

發展的程度和歷史傳統，都表現出一胶高度的工人階級戰鬥性和那 

些在先進資本社會出現的造科層制度反的新酵素。

對於無政府主義鬥爭尤其重要的是西班牙一在那裏，雖然經歷 

了四十年的法朗哥統治，無政府主義運動仍保留它的無產階級的根 

•這點可從現時CNT的重現中看到；而法朗哥統治後的經濟和政 

治環境正好給這個過渡期很多有利因素和給自由共產主義力量更多 

的空間；這點亦部份地有賴於西班牙共產黨的公開地改良和妥協的 

性質。

二十九：反潮流

總的來說，意大禾廡政府主義活動是從當前的現實和矛盾出發 

而又不會退向一個幻想一一或者悲觀主義，它一定要反抗制度本身 

傾向於獨裁與科層制的自然進化；同時它又要保存所有傾向於自由 

和平等的事物 >在工廠、學校、工人階級的居住區域、農村，在所 

有社會鬥爭的地方，支持存在中的鬥爭和燃點起新的行動。在最近 

的將來，我們的工作是要保持近年來在年靑一代出現的造反精神， 

強調和闡釋反極權的原本和基本的性質。我們一定要組織或帮助組 

織那些平等傾向鬥爭，俾之成爲一致的綱領和結構•因而得以防止 

它們被那些旣成的反對派系吸收和利用。最後，在無政府主義的行 

動和結構上，我們要盡最大可能發展平等和自由的意識。

因此，我們起首的工作將會是對抗先進資本主義進化的動力， 

它的刻劃著技術官僚主義的社會 > 經濟和政治改良的政治鞏固，還 

有它的使人默許存在的意識型態•而這些都是爲了擴大和保衞在制 

度外的行動空間 > 爲了堅持衝突和擴散一個更自覺的造反精神，去 

長期孵備那革命的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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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前言

GAF的聯盟協議把自己規限"些基本觀點上，和反影出這 

聯盟的組織上的簡單性。GAF跟其他無政府主義聯盟的分別在於 

它沒有固定的職位或者代表，這個聯盟故意地建立在共同協議而不 

是在先決的規條裏。從綱領第十四條甚至容許整個聯盟協議得以修 

改來看，可見GAF組織上的彈性。

尤其重要的是那些個別獨立的行動，第七條就有提到這點。G 

AF的戰士在完全獨立自主下組織的活動，並不代表組織的，他們 

通過彈性的決策過程然後伸引到實際行動上。正如一九六九年至七 

二年間CROCENERA ARARCLICA的例子，他們組織起來處 

理政治和法律上的自衞；還有關于鼓動和鎭壓兩方面的反宣傳（ 

COUNTER I NFORMA.T I ON ） •他們亦在幾個重要的運動中扮 

演一個主要的角色例如爲PINELLI （GAF—個戰士）和

UALPREDA的政治迫害而進行的全國性運動，其他的例子：A 

—RI VISTA ANARCH ICA （féT 一九七一）• INTERRO- 

GATI ON的意大利編輯組（始于一九七四）> COMI TATO 

SPAGNA LIBERTARIA（辟一九七四）和 EDIZIONI 

ANTISTAT O的新的管理（始于一九七五年）和CENTRO • 

DOCUMEWTAZIONE ANARCHICAÍ始于一九七六年）等。

這些始創性的行動從不曾說成是GAF的「官方」行動，而其 

實當它們是有用和在可能範圍之內，都以無政府主義運動的整體爲 

目標。因此，無數的會議和集合都曾經舉行過（例如：A- 

RIVISTA ANARCHI CA的全國集會）。這些始創性行動的組 

織•或者更應該說是凝聚性的作用是値得留意的，它帮助我們理解 

GAF在意大利語系的無政府主義運動裏所起的攏合作用。

地區性的組織是同樣重要的 > 在這方面，GAF採取了一個十 

分主動的態度，嘗試協調在同一地區但沒（必要）有相同觀念的小 

組，使它們更有效地運動。

最後一點:GAF的組織跟它本身數量上和地區上的局限（意 

大利北部）是有關係的。在這兩方面上的實質上的成長將會帶來新 

的問題；然而這點對于這個聯盟的彈性組織是完全可以應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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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F的聯盟協議

⑴GAF是一個同寅組織的聯盟，卽是說，聯盟內的小組對意大利 

無政府主義運動在關係到分析，策略和組織方面持有相近的觀念

O

(2它們的共同基礎就是協議所表達的綱領和組織形式。

(3小組與小組之間有直接的接觸，每一小組通過定期的意見交換， 

和有需要時而又可能之內的帮助•跟其他小組聯繫起來。

(4跟其他在運動中的聯盟，行動小組和同志的通訊。通過一個共通 

的聯盟的地址；這聯盟可包含這些個別的組織，但不能代替它們 

本身直接和主動的存在。

(5)整個聯盟並不負起每一小組或者部份小組的活動的責任，任何組 

織都不能以聯盟的名義行動和表態 > 除非事先得到聯盟的委托。

⑹從各聯盟內小組的親和，頻密和規律的關係裏自然地產生一個關 

于各小組活動的一般協議。這協議可以在或短或長的時間內通過 

共同綱領來宣示。

(7虞他小組能夠參與某一個或多個小組所發起的始創性行動的程度 

和形式應該依不同環境而決定，這個或這些推動活動的力灌將會 

繼續完全地獨立，除了它仆懐忠實地尊重對其他組織所建成的協 

議。

(8)聯盟的集會，愈多同志參與愈好，而最小一年要有三次。集會的 

組織和發言要用依次輪流的方式來進行。在這些集會上-就如在 

其他資料交換和實際問題的探討上，理論和戰略的問題將會在一 

個或多個小組所提出的文章的基礎上討論。

(9莊一個聯盟的小組邀請下•無政府主義同志和其他不屬于聯盟的 

組織可以參與集會，或者是集會的部份。

(101致的決議將會成爲整個聯盟的義務；而那些部份的決議貝會成 

爲接受這決議的小組的義務，集會的決議一定要經過小組的批準 

，如果決議不能在集會當晚完成»亦將要提出來被通過。

(11L個最少包括四個地區性的代表同志的「自衞綱」，將會用來應 

付鎭壓。餌*個同志都向自己的小組負責把自衞綱的一切作報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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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小組把1 0 %的資源作爲聯盟的基金，處理的方法由大會決定。

(13) 任何一個小組如果它同意這綱領的話，而又獲得聯盟內小組的一 

致同意，都可以成爲聯盟的一部份；同樣一個小組可以因爲相反 

理由或是小組的一致意見而脫離聯盟。

(14) 這個協議和綱領的任何條款可以在大會的一致決議和批準後加以 

修改°

(譯註):DROPOUT在六十年代學生運動初起時，通常是指那 

些發覺學校只不過是現存制度的一部份，於是自動退學 

＞進入社會的反叛靑年。DROPOUT可以是指很多 

方面的退出，例如响往自食其力的人 ＞ 可以從工業文明 

退出•到鄕間組織自耕公社等。

(譯註):AFFINITY GROUP這觀念和組織形式源自弗朗哥 

專制前的西班牙無政府主義運動。它的特色就是成員間 

存在很親密的人際關係 ＞而這關係又是從共同的革命實 

踐和經驗而來的。同寅組織的成員並不多，故此各人可 

以發展起親密的關係，讓公社式的直接民主得以運行， 

個人的日常生活外可跟革命運動結合起來。另一方面， 

同寅組織在革命實踐上只自祖爲一「催化劑」，而不是 

什麼政黨，或者自吹自擂的撈什子「代表」。不同的同 

寅組織在有需要可以互爲呼應，但任何的共同行動並不 

是由一個「中心」指派的，同寅組織的結構本身就限制 

了官僚的存在。在運行上，同寅組織亦有它的好處，個 

人間的親密關係可以防止警探的滲透，共同的生活經驗 

和其間的情誼，不是口頭的掩飾可以代取的。在運動的 

高潮時，它們又能有效地依著不同的需要 ＞結成聯盟＞ 

發揮更大的運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