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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内容提要铱 民主是恩格斯晚年关注的重大问题。 在深入剖析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基础上, 恩

格斯晚年继承、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 他将抽象的民主发展理论置于具体的历史过程,
指出 “自然生长的民主制冶 是人类民主的源头, 揭示了从原始民主到阶级民主再到民主消亡的演进

逻辑。 他将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冶 延伸到 “无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冶, 论述了民主共和国是 “国家

的最高形式冶 “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冶 和 “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冶。 他将暴力革命辅之以合

法性斗争, 论述了不同条件下民主革命的策略选择。 他将社会民主扩展到党内民主, 在党内批评、
民主讨论以及反对个人专断等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恩格斯晚年为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发展作

出了巨大贡献, 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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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题。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 恩格斯淤对民主的阐释不容忽视。
尤其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的一段时间, 恩格斯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卓越的前瞻意识对马克思主义民

主思想进行了诸多论述。 时隔一百多年, 这些思想仍然闪耀着璀璨的光辉。 今天, 回顾与学习这些

思想对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着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一、 从 “民主一般冶 到历史民主观

民主不是从来就有的。 民主的产生、 发展和消亡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曾

多次论述过民主问题。 马克思逝世后, 恩格斯在马克思 《摩尔根 掖古代社会业 一书摘要》 的基础

上, 结合自己对摩尔根等人著作的研究成果, 具体、 系统地论述了民主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从发生到

消亡的历史过程。
1. “自然生长的民主制冶 是人类民主的源头

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古希腊的城邦民主被普遍认为是民主的最初源头, 而在此之前的民

主在人们的研究视野之外。 1877 年,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 《古代社会》 问世, 史前社会开始进入

人们研究的视界, 并拓宽了民主的研究领域。 恩格斯在认真研究史前社会的基础上指出, “自然生

长的民主制冶 ———原始民主制, 是人类民主的源头。 进而, 恩格斯论述了原始民主的鲜明特征: 第

一, 人人平等。 氏族一切成年男女都平等享有表决权, 共同选举或罢免酋长, 共同管理公共事务。
第二, 直接民主。 氏族成员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与处理, 并可以随意发表自己的意见。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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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特权。 酋长只拥有纯粹道义性质的权力, 没有强制的手段也不享有特殊的权利。 第四, 自发

地遵循民主原则。 氏族成员主要靠习俗、 传统和习惯来维持这种民主模式, 民主与他们的道德观念

融为一体。 恩格斯对原始民主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认为其作为人类民主的滥觞, 对后世民主的发展

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但他也毫不留情地指出, 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不会永存的, “这种组织

是注定要灭亡的冶淤。 因而, 基于其上的、 同样单纯质朴的原始民主也必将走向瓦解。
2. 从原始民主到阶级民主的演进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私有制和阶级产生, 民主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多数人的民主变为

少数人的民主, 完全民主变为片面民主, 非国家形态的民主变为国家形态的民主, 原始民主被阶级

民主所取代。
奴隶制社会的民主是阶级民主的初始阶段。 恩格斯在论述雅典、 罗马等奴隶制国家的具体实例

中, 深刻阐明了这种民主。 他指出, 雅典民主共和国依然是以部落为基础并保留了直接民主的形式。
但商业和工业的发展使财富逐渐聚集在少数人手中, 公共权利逐渐与人民大众分离, 民主逐步沦为

财富聚集者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 罗马贵族共和国的公共事务则是由酋长组成的元老院处理。 但酋

长总是从同一家庭中选出的习俗逐渐形成了最初的部落显贵。 这样, “氏族社会变成了封闭的贵族

制, 它的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 站在这一贵族制之外的、 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冶于。 恩格斯认

为, 这两种民主虽然在形式上存在差异, 但其本质都不过是奴隶主内部的一种民主, 是奴隶贵族实

施专政的手段, 它们必将随着奴隶制的灭亡而为新的民主制所代替。
随着奴隶制的崩溃, 人类进入了漫长的封建社会。 在封建制社会, 君主专制是最普遍甚至是惟

一的政权形式。 封建君主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独揽国家最高立法、 行政和司法权于一身。 广大人

民群众则毫无民主权利可言, 即便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 可以说, 在封建

社会几乎没有完整的民主形态。 但在封建社会末期,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了城市和城市市民的产生,
并诞生了最早的城市政治民主。 尽管这种民主还浸染着浓厚的神学政治气息, 也尚未构成典型的民

主形态, 但它却加速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灭亡, 为未来资产阶级民主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资产阶级民主是阶级民主的高级阶段。 资产阶级倡导的 “自由冶 “民主冶 “平等冶 “博爱冶 等价

值观念, 资产阶级民主所采用的普选制、 三权分立制、 议会制等政治制度, 为消灭封建等级特权制

度, 为解放人的感性欲望, 为摆脱人身依附状态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也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的民主

和开展解放斗争创造了条件。 恩格斯指出, 资产阶级民主取代封建专制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但它的

阶级本质也决定了它的历史局限性。 早在 《共产党宣言》 中, 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 “现代的国家

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冶盂 恩格斯晚年再次强调, 资产阶级的国家

权力 “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 从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宰冶榆。 例如, 在美国, 人们就可以很

明显地看到, 原本充当社会工具的国家权力是如何逐渐脱离社会而独立的。 在那里, 两大帮政治投

机家轮流执政, 他们 “用最肮脏的手段为最卑鄙的目的运用政权, 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个大的政

客集团, 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 实际上却是统治和掠夺国民的冶虞。 质言之, 资产阶级民主就

是资产阶级实现阶级利益的政治工具, 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手段。 对于广大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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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而言, 这种民主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政治形式罢了。 恩格斯认为, 这种虚假、 片面的民主与真

正的民主依然相距甚远, 因而也终将走向没落。
3. 民主的 “消亡冶 与 “复活冶
随着资产阶级民主的没落, 无产阶级民主正式登场。 作为一种崭新的民主制度, 无产阶级民主

突破了以往阶级社会中民主的狭小圈子, 用多数人的民主代替了少数人的民主, 从而改变了民主的

性质。 它超越了以往阶级社会中民主所依附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基础, 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
从而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 享受广泛的民主权利。 无产阶级民主的本质是人

民当家作主, 这种民主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阶段。 但是,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只是社会形态演进中的

一个阶段, 作为 “国家形式冶 的无产阶级民主也不会永恒。 列宁说, “民主是国家形式, 是国家形

态的一种冶淤, “它将随着国家的消失而消失冶于。 这就是所谓民主消亡论。 “民主消亡论冶 特指民主

作为一种国家形式, 它将会 “自行停止冶, 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
但同时, 民主也是一种管理形式, 作为 “国家形式冶 的民主将会消亡, 但民主管理依然存在。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 “民主管理冶 不仅不会消亡, 其完善程度还将会空前提高, “人们所实现的只是

更高层次、 更高程度和更高水平上的 ‘民主爷, 而不可能是 ‘民主爷 的顶峰和最后完成, 根本不存

在最终的、 最后的民主管理模式冶盂。 恩格斯说: “管理上的民主, 社会中的博爱, 权利的平等, 教

育的普及, 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 经验、 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 这将是

古代氏族的自由、 平等和博爱的复活, 但却是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冶榆 共产主义的民主是原始民主

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 是人类民主发展的终极目标。
总之, 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 清晰而透彻地论述了民主的发展脉络, 揭示了民主在自身

矛盾运动中螺旋式上升的规律, 为无产阶级民主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依据, 丰富了马克

思主义民主思想的内容。

二、 从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冶 到 “无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冶

政治制度是政治内容和政治形式的统一。 在夺取政权后, 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内容必然需要与

之相匹配的政治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是 “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

无限制的专制统治冶虞, 因而必须予以打碎。 他们认为 “公社国家冶 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适宜政治形

式。 在恩格斯晚年,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日趋完善,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形式日渐成熟。 恩格

斯以其开阔的胸襟, 重新审视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 并对民主共和国提出了新的认识。
1. 民主共和国是 “国家的最高形式冶
恩格斯首先就此前对民主共和国的认知进行了诚恳的反省。 在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

同盟书》 中,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目前在德国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是真正革命党的任务。冶愚

1885 年恩格斯重新发表该文时在此处增补了一个注释, 他说: “这个地方是出于误会冶, “现在大家

都已经知道事实是: 在整个革命时期, 直到雾月十八日为止, 各省、 各区和各乡镇的全部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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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由被管理者自己选出的机关组成的, 这些机关可以在共同的国家法律范围内完全自由行动; 这

种和美国类似的省区和地方的自治, 正是革命的最强有力的杠杆冶淤。 恩格斯在此对中央集权的管理

机构重新进行了审视。 他纠正了自己和马克思曾对法国大革命时期中央集权制的错误认识, 明确肯

定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在实施中央集权的同时在乡镇、 区和省各级建立行政自治体制的做法, 并把

它看作是革命最强有力的杠杆。 这是恩格斯对民主共和国认知的一个转折点, 也成为其新的民主共

和国思想的基础。 随着对民主共和国合理性因素的不断发掘和认识, 恩格斯将其置于国家最高形式

的地位。 他说: “国家的最高形式, 民主共和国, 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

免的必然性。冶于 可见, 恩格斯已经开始从更高的层面来审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政治形式的存在价

值和意义了。
2. 民主共和国是 “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冶
恩格斯认为, 民主共和国是 “单纯的资产阶级统治冶盂 的国家管理形式。 在这种形式下, 掩盖

资产阶级统治的其他因素已经消失,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直接对立, “无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之间直接的、 非隐蔽的阶级斗争将日益尖锐化, 一直到发生危机冶榆。 也就是说, 在民主共和

国的国家管理形式下,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将日益激化,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决战将

不可避免地提上日程, 而这场最终的决战也必将在民主共和国中进行到底。 与此同时, 无产阶级的

力量也迅速地积蓄起来。 在民主共和国的国家管理形式下, 无产阶级有了更为广泛的政治权利, 更

为清醒的政治意识, 更为科学的斗争方式, 从而为革命的社会主义争取了更为广泛的力量, 创造了

更为有利的革命条件, 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使民

主共和国面临严重危险的境地。 恩格斯指出, “不应该忘记, 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的形式正是民主

共和国冶, 它是 “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 资产阶级统治将在这种形式下走向灭亡冶虞。
3. 民主共和国是 “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冶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 恩格斯提出了以民主共和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的设想。 在

《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中, 恩格斯说道: “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 那就是, 我们

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 才能取得统治。 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

特殊形式。冶愚 1894 年, 恩格斯在致保·拉法格的信中进一步指出: “对无产阶级来说, 共和国和君

主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 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冶舆 在恩格斯看来,
民主共和国只不过是一种政权组织形式, 其性质取决于它的内容, 也即是取决于国家政权的阶级性

质。 “当它还被资产阶级掌握时, 它就同任何君主国一样敌视我们 (撇开敌视的形式不谈)。 因此,
无论把它看做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 还是当它还被资产阶级掌握时, 就把社会主义的使命

委托给它, 都是毫无根据的幻想。冶余 但是, 当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 则可以运用资产阶级民主共

和国的政体形式, 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因此, 恩格斯强调,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 无产

阶级首先应该争取民主共和国。 在无产阶级的政权组织下, 共和国就不再是资本主义的政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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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担负起实现社会主义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三、 从暴力革命到合法性斗争

19 世纪 40 年代及其以前,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达到自己目的的唯一方式,
“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 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冶淤。 19 世纪 50 年代以后, 马

克思恩格斯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蓬勃生命力和自我调解能力, 在暴力革命的基础上, 提出了和平过渡

的可能性。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 也就是恩格斯晚年, 欧洲的社会历史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恩格

斯站在时代的潮头, 以其卓越的历史洞察力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对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策略思想做出

了重大的发展。
1. 合法性斗争

恩格斯果断地指出, “旧式的起义, 在 1848 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 现在大大

过时了冶于; “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 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 已经过

去冶盂。 新的斗争环境需要新的斗争武器! 而这种新的最锐利的武器就是以普选权为代表的合法性斗

争。 恩格斯在其晚年的著作中, 用大量笔墨论述了普选权给无产阶级所带来的 “千百倍的好处冶:
第一, 普选权给了我们一把独一无二的尺子, 使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 避免不适时的畏缩和不

适时的蛮勇, 从而制定正确的行动路线。 第二, 普选权使我们能够在竞选宣传中广泛地接触人民群

众, 揭露各资产阶级政党, 从而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 第三, 普选权在国会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讲坛, 使我们能更自由、 更有权威地向议会中的对手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 从而宣传自己的主张。
总之, 选举权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成了解放的工具, “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 我

们是 ‘革命者爷、 ‘颠覆者爷, 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多

得多冶榆。 显然, 恩格斯已经看到了合法性斗争在无产阶级争取民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并开始探究

如何运用这种手段来取得更大的胜利。
2. 不放弃暴力革命

对合法性斗争的强调, 并不意味着恩格斯晚年对暴力革命的放弃。 回到恩格斯的文本, 追寻恩

格斯的思想轨迹, 我们不难发现, 恩格斯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暴力革命的坚持和强调。 恩格斯晚年

依然明确地指出, 革命权是 “唯一的真正 ‘历史权利爷冶虞; 暴力革命是 “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

门冶愚。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不可能熟视无睹、 置若罔闻异己力量的增长, 更不

可能毫无抵抗、 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政权拱手相让。 恩格斯始终清醒地认识到, 资产阶级从来都不

曾放松过对无产阶级合法性斗争的警惕, 也从未打算在合法性斗争面前束手就擒。 一旦觉得无产阶

级的合法性斗争威胁到自己的根本利益, 他们就会 “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冶舆, 重新恢复专

制, 实行独裁、 对无产阶级进行残酷的镇压。 德国 《反颠覆法草案》 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因而,
恩格斯认为, 暴力革命应当始终是无产阶级的终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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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 恩格斯还对宣扬放弃暴力革命的言行予以坚决批判。 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右倾机会

主义者 “立誓忠于绝对守法, 任何情况下都守法冶 的态度表示 “无法容忍冶淤; 他批评李卜克内西愤

慨地反对任何形式和任何情况下的暴力的做法 “有点过头冶; 他谴责 《前进报》 断章取义地摘录他

的著作、 曲解他的本意, 使他 “成了一个温顺平和、 无论如何都要守法的人冶于; 他反复警告右倾机

会主义者 “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 是绝捞不到一点好处的冶, 因为 “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 也没

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 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冶盂。 上述足

见, 恩格斯晚年不仅没有放弃对暴力革命的坚持, 反而在更高层次上发展了他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

的思想。
3. 斗争策略的选择

对于恩格斯而言, 无论是暴力革命还是合法性斗争, 都不过是无产阶级用来争取民主, 最终实

现共产主义目标的手段和策略。 既然是策略, 就应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改变。 正如威廉·
李卜克内西所言: “策略没有革命、 反动之分, 策略是随机应变的。 如果一天里情况发生了 24 次变

化, 我们的策略就要变化 24 次, 而目标一点不变。冶榆 面对 19 世纪末期纷繁复杂的革命形势, 恩格

斯总结出了策略选择的科学方法: “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 不加抵抗即行死亡, 那就和平地代替;
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 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冶虞 当统治阶级看到了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愿

意遵循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 并且积极主动地进行自我调整, 不断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 提升

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 那么统治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就会得到缓解, 和平代替成为可能。 而

当统治阶级无视社会发展规律, 违背历史潮流, 对无产阶级凶相毕露、 暴力镇压, 那么无产阶级就

可以放开手脚, 随意地对付他们, 暴力革命成为必要。 总之, 在恩格斯看来, 斗争策略并非一成不

变, “能最快、 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 就是最好的策略冶愚。

四、 从社会民主到党内民主

民主不局限于社会民主, 党内也需要民主。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更多的是关注社会层面的民主选举、
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等, 而较少涉及党内民主。 恩格斯晚年, 随着无产阶级政党的日益壮大, 党内出

现了一系列问题, 诸如异见分歧层现叠出, 言论自由相对缺乏, 个人专断初见端倪, 党的刊物受到限

制等, 这些问题的出现呼唤党内民主。 恩格斯顺应历史发展的需求, 创立了党内民主的思想。
1. “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冶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优良传统。 恩格斯认为, 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应该有比以往所有政党更

为广泛的批评自由, 如果缺乏党内的批评自由, 就谈不上真正的民主。 批评是党内团结的重要途径。
开诚布公的讨论与批评能更好地帮助党员认识自身的错误, 能使党更全面地认识路线、 方针、 政策

的利弊, 从而团结一致, 奋勇前进。 批评是党的队伍坚强性的重要体现。 无产阶级政党公开地批评

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不会给敌人提供诽谤的机会, 而只会引起 “敌人极大的惊愕冶舆, 因为, 只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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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政党才能经受住这种考验, 这也正是党的巨大内在力量的体现。 批评是党员成长和政党成熟

的必要。 利用机会对党员和党过去的活动进行反省和批判, 能够使党员和政党 “学会更好地工作冶,
“这是绝对必要的冶淤。 “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冶于 工人运动的基础就是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
因而工人阶级的政党无法避免批评,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 “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
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冶盂 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 为了党本身的发展, 党

内的批评要尽可能坦率, 要 “满怀和意, 也没有任何理由发火冶榆, 要真诚地、 耐心地、 满腔热情地

进行教育。
2. 党内分歧 “比暮气沉沉要好得多冶
随着无产阶级政党队伍的迅速壮大, 党内成分日渐复杂, 党面临的问题日趋复杂, 党内意见分

歧乃至不同派别的斗争就难以避免。 恩格斯认为, 党内分歧和斗争是完全正常的, 是党充满生机和

活力的表现, 偶尔发生这类事情 “比暮气沉沉要好得多冶虞。 恩格斯强调, 党内的分歧应该通过党内

讨论和争论的方法来解决, 而不能简单粗暴地随便开除。 因为, “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

着党内较为温和的派别和较为极端的派别的发展和相互斗争, 谁如果不由分说地开除较为极端的派

别, 那只会促进这个派别的发展冶愚。 恩格斯的这种思想充分体现在他对待 “青年派冶 的态度上。 他

认为党的领导人把 “青年派冶 赶出党的行为是不高明的做法, 因为 “在一个日益壮大的工人政党

内, 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增多是不可避免的冶舆, 关键在于如何消化他们。 恩格斯用理论批判的方式揭

露了 “青年派冶 的实质和危害, 用教育批评的方法使部分 “青年派冶 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道

路。 恩格斯对用开除出党的极端方式处理党内分歧的做法始终持谨慎态度, 他认为, “不要为未来

的困难撒下种子冶, “不要造成不必要的牺牲者冶, 如果非开除不可, 也要 “举出昭然若揭、 证据确

凿的卑鄙行为和叛变行为的事实 (明显的行为)冶余。
3. 党的刊物可以 “开展批评和讨论冶
党的刊物是党传播思想的重要工具和阵地。 恩格斯晚年十分重视党刊的作用。 一方面, 恩格斯

强调要充分发挥党刊 “传声筒冶 的作用, 对党的纲领、 方针、 政策进行宣传、 对党内成员进行教

育、 对敌对势力进行反驳批判; 另一方面, 恩格斯指出, 党的刊物还应该 “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

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 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冶俞,
也就是说, 党的刊物可以自由地开展批评和讨论。 恩格斯对李卜克内西、 倍倍尔等党的领导人试图

用手中的权力阻止 《新时代》 刊发 《哥达纲领批判》 的行为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他批评这种做法是

独裁幽灵的再现, 是 “在自己的队伍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冶訛輥輮。 恩格斯指出, 为了更好地利用党的刊

物进行批评和讨论, 应该在党内建立一个形式上独立的刊物, 既不被党的执行委员会掌管, 也不直

接从属于党的代表大会。 当然, 这一主张只是在当时境况下为了更好地发挥党内民主而提出的, 并

非具有普适性。 但恩格斯所强调的, 党内可以充分讨论和自由批评党的理论和政策的思想却是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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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不可或缺的内容。
4. 反对个人专断

恩格斯是反对个人专断的典范。 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工人中, 恩格斯享有崇高的威望, 尤其是马

克思逝世以后, 恩格斯成了国际工人运动中最受尊敬和爱戴的领袖。 但他从不以领袖自居, 而是反

复强调全体党员的平等, 极力反对个人专断。 恩格斯指出, 无产阶级领导的威望不是源自于权力,
而是依赖于广大人民群众心悦诚服的拥护和支持。 如果脱离群众, 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 党的领导

则可能退化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绊脚石。 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 恩格斯总是真诚地尊重各国党及领导

人, 从不乱发号施令。 例如, 在涉及德国党的策略问题上, 他表示, “不先了解倍倍尔的意见 (或
者从 《工人报》 上或者从信中), 我一概不作决定冶淤。 在回应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要他干预某

些领导的请求时, 他明确表示, “我没有任何权利干预我几乎毫不了解的波兰党的内部事务冶于。 恩

格斯对李卜克内西晚年所表现出来的独断专行的作风表示了极度的痛心, 他严肃地指出, 这种行为

“决不能成为党的信条冶盂。 他建议, 反对个人专断, 一方面要赋予普通党员以监督、 批评领导干部

的权力, 使他们不要 “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冶, 不要 “总是把他们当做完美无缺的官僚,
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冶榆; 另一方面, 党的领导干部要虚心接受意见, 对不同的意见要泰然处之, 不

要急躁, 不要热衷于强制手段, 因为 “任何一个身居高位的人, 都无权要求别人对自己采取与众不

同的温顺态度冶虞。
总之, 恩格斯晚年为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

民主思想, 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指明

了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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