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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新闻思想中的方法论特质及其表达

祁　 涛

摘　 要: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不仅要注重其指导新闻传播实践的方法论功能,也要

对其研究方法进行更深入和更清晰的探讨。 这需要新闻传播学者做好功课,梳理马克思主

义新闻学经典文献,理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时到底用了哪种研究方

法,在什么情况下运用了这种研究方法,建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工具箱”。 对列宁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建时期有关新闻宣传工作的 5 篇经典文献进行文本分析,可以发现,
列宁在阐述其新闻思想时运用了革命的现实性思维方法,以实际问题为导向、明确建党目

标、探寻解决方案、规划具体任务,探讨了利用党报完成建党工作和推进革命工作的必要性

和可行性。 在叙述方法上,这些文献体现了实际效用性文本的特征,即始终在方法领域展

开论述、为论述设置清晰的语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这些发现可以为探究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时的基本方法提供功课性质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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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缘起

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方法论。 马克思本人十分珍视自己设计和运用的方

法。 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资本论》时宣称:“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
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
拿去付印。” [1]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
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指出:“马克思主义问

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 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
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 [3]在以资本研究为起点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

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审视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研究工具格外丰富,研究方法呈现出多层

次性。 其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研究方法,矛盾分析方法和阶级

分析方法占据核心地位。 与具体学科的研究需要相结合,这些方法得到了更细致的探讨。 有学者总

结和提出了与现代制度经济学相媲美的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分析方法[4] ;有学者从总体性和思想史

两个维度探讨了“世界化”背景下政治哲学研究的历史主义方法[5] ;有学者将意识形态分析方法、辩
证思维方法和美学研究方法视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三大支柱,其中“美学和历史观

点的统一”是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特殊方法[6] ;有学者还探讨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 5 种

阅读模式[7] 。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实质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形成的关于新闻

的根本而系统的看法或观念” [8] 。 作为由术而学、具有明确实践指向性的应用型学科,相比其他理论

部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既具有明显的方法论功能,也讲究自身的研究方法。 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



学的方法论功能,郑保卫教授提出:“不应该将它看作是纯粹‘概念性’ ‘理论性’的东西,更不该把它

视为‘空头理论’,否定它的实践性。” [9]胡钰教授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既不是固守教条、故
步自封,也不是标签化、表面化,最重要的是返本开新,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结合中国和时代

的新情况,切实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新鲜的新闻舆论现象、指导创新的新闻舆论

工作。” [10]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方法,刘卫东教授提出,需要“以多元化视角,跨学科语境和

系统的方法,从多层次社会文化体系方面给予理论创新”,并主张实现“政治与行政话语方式” “知识

分子话语方式”“民间话语方式”的融合,以加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建设[11] 。 但是总体而

言,在当前的新闻传播学教学科研中,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方法的话语优势并不明显。 说到新

闻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多数文献指的是引自欧美特别是美国社会科学的内容分析法、心理实验法和

抽样调查法,以及源自欧美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视角,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

下有什么样的研究方法,论述还不够充分。 突出表现在,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的专著和教材中,对马

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方法,没有见到过以独立章节进行的描述。 “须知,研究方法是否多样,运用

得是否完好,是衡量一个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12] ,且影响着人们对其科学水准的判断和

认同。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教学科研过程中,加强研究方法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

究方法做出清晰的描绘,不能不说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要实现上述目标,首先需要做好功课,探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阐述其新闻思想时到底用了

什么方法,参透他们在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时运用了何种理论视角、在什么层面展开论述、具有什么样

的特征。 这就要求新闻传播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做文本分析,探讨这些经典文献的切入视

角、论证逻辑和叙述方法,因为文本分析的“目的在于显示原始文本的逻辑结构,辨明其主要的思想

和次要的思想,并准确地显示它们之间的关系” [13] 。 笔者拟选取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建时期有

关新闻宣传工作的几篇经典文献,即《我们的当前任务》 《迫切的问题》 《〈火星报〉编辑部声明》 《从
何着手?》《怎么办? ———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以下简称《怎么办?》)5 篇文章①,以之为样本探

讨列宁新闻思想中的方法论特质及其表达模式,即列宁是怎样将党报的创建及其新闻宣传作为党的

工作的方法来论述,同时又是怎样阐发新闻宣传工作的日常方法的。 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

尤其关注方法的一位,以至于梅洛-庞蒂称其哲学为“权宜之计” [14] ;卢卡奇称“那些只把列宁看作现

实政治的一个聪明的或者甚至是卓越的倡导者的人,完全误解了他的方法的本质。 而那些以为能在

他的决定中为正确而实际的行动找到可适用于任何地方的‘公式’和‘格言’的人,对他的误解就更

深了” [15] 。 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教材中,还是在研究列宁新闻思想的成果中,不少学者往往

只是摘录了列宁的主要论断,如党报需要发挥全面宣传鼓动和全面政治揭露等方面的作用,报纸不

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 对于列宁在这些文献中的基本论述逻

辑,则关注不足:列宁是将党报的创办作为建党工作的具体方法提出来的,是在方法论层面提出任务

和解决问题,也是以此规划新闻宣传和组织工作的方法的。 笔者愿以此研究,为探究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时的基本逻辑和研究方法提供功课性质的材料。
至于论文的框架,则取自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2 版跋中对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分。 马克思

说:“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

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这点

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16]

在这里,马克思将科学研究分成了两个阶段:一个是研究阶段即占有材料、进行理论分析的阶段,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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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本论文中,除明确标注的引用外,其他引自列宁的论述均来自 2013 年出版的《列宁全集》第 2 版增订版。 其中《我们的当前
任务》出自《列宁全集》第 2 版增订版第 4 卷第 165-169 页;《迫切的问题》出自《列宁全集》第 2 版增订版第 4 卷第 170-174 页;《〈火
星报〉编辑部声明》出自《列宁全集》第 2 版增订版第 4 卷第 311-318 页;《从何着手?》出自《列宁全集》第 2 版增订版第 5 卷第 1-10
页;《怎么办?》出自《列宁全集》第 2 版增订版第 1-181 页。



个阶段是对科学问题进行思考的阶段,其所谓的研究方法主要指分析方法及思维模式;一个是进行

写作和陈述的阶段,其方法体现为科学发现的叙述方法即表达方式。 依据该区分,本论文考察文本

时也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探讨列宁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思考方法,二是探讨列宁思考结果的叙述方法。
鉴于分析和思考方法与叙述方法之间虽有区别但密不可分,我们把二者视为完整的研究方法。

二、革命的现实性:列宁审视新闻宣传工作的思维模式

卢卡奇认为,革命的现实性是列宁思想的核心,是他与马克思的决定性联系。[15] 所谓革命的现

实性,是指把跟社会历史整体具有关联的每个个别的日常问题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契机来研究。 作

为见证过苏联革命和建设历程并深入研究了列宁革命生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卢卡奇在这里

揭示了列宁经常采用的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思维模式。 根据张伟的研究,现实性思维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基本的思维方式。[17]马克思曾经批评旧哲学是理念决定现实,而不是现实决定理念,认为“思辨

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

的地方” [18] 。 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思维使哲学从抽象的理论设定回归到现实的感性生活之中,使理

论抛去了教条和想象,并指导思想依据现实的“已然”状态去构建“应然”的理想世界,而“应然”的理

想世界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也可变成现实世界。 在具体的决策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需要根据

实际情况制订具体策略,不做沙漠中的布道者。 列宁将此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

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19]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建时期,列宁审视党报地位及其工作方

法时,贯彻了这种现实性思维,即以实际问题为导向、明确建党目标、探寻解决方案、设置具体任务,
探讨利用党报完成建党工作和革命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理清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列宁为何要把创办全俄政治机关报作为建党的着力点呢? 一是为了解决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

上存在的分散状态和思想上存在的混乱状态。 在组织层面,“由于这种手工业方式,工人不能充分意

识到全俄国工人的利益的共同性,不能很好地把俄国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自己的斗争结

合起来。 由于这种手工业方式,同志们对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各种不同看法不能在中央机关报上

公开讨论,不能供我们在制定共同的纲领和策略时参考,而是消失在狭隘的小组习气中,或者使偶然

出现的地方特点过分夸大”(《我们的当前任务》),且“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几乎完全陷入纯粹地

方性的工作中,这种地方性的工作会缩小他们的眼界和他们的活动范围,限制他们从事秘密活动的

技能和水平的提高”(《从何着手?》)。 二是思想层面的经济主义等造成了对工人运动的行业性质和

自发性质的崇拜。 经济方面(工厂方面)的揭露“只涉及某个职业的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而得到的结

果不过是使出卖劳动力的人学会较有利地出卖这种‘商品’,学会在纯粹商业契约的基础上来同买主

作斗争”,而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

灭那种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 (《怎么办?》)。 思想的动摇阻碍运动,使它停留在工联主

义的自发斗争状态,在群众运动的高潮连续不断地增长和扩大的背景下,革命家落后于这个高潮

(《怎么办?》)。 正是为了解决这些迫切的问题,列宁提出“应该把这种工作搞成一个党的工作,使它

全部反映在一个共同的机关报上”(《迫切的问题》)。
(二)确定建党目标及其工作要务

针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列宁阐述了自己的建党目标,即建立统一的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使之成为俄国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 他在《我们的当前任务》中提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把
团结俄国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事业放在牢固的基础上。 实现这种团结,为这种团结创造适当的形

式,彻底摆脱狭隘的地方分散性”,这种组织形式是“地方性活动必须完全自由,同时又必须成立统一

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党”。 在《〈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中,列宁提出,“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团

结起来,全力以赴地建立一个巩固的党,这个党要在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统一旗帜下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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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这样一个政党,需要在哪些方面着力呢? 就是通过日常工作为革命做有计划有系统的准备(《从
何着手?》)。 他在《〈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中提出,“首先,必须做到巩固的思想一致,排除意见分歧

和思想混乱”“其次,必须建立一个组织,专门负责各个运动中心的联络工作,完整地和及时地传递有

关运动的消息,正常地向俄国各地供应定期报刊。”他在《怎么办?》中提出,社会民主党人“首要的最

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 而革

命家的日常要务,则是“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

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开展最广泛的政治鼓动,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进而全力集合、组织

和动员常备军。 列宁把这个计划称为“走自己的路,坚持不懈地进行自己的有系统的工作” (《从何

着手?》)。
(三)确认全俄政治报是建党工作的切实方法

全俄政治报作为建党的准备步骤和具体方法,正是在这个理论位置上被提出来的。 在列宁看

来,只有通过全俄政治机关报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才能建成集中统一的组织,才能实际地解决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分散性和手工业性质。 因为有了全俄政治机关报,才能“使社会民主党宣传和鼓

动的内容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刻”(《迫切的问题》),才能完成“阐明实际生活的各方面、深入广大群众

并在全俄范围内统一进行政治鼓动工作”(《怎么办?》)。 有了全俄政治机关报,才能“使革命事业中

‘做局部工作的人’意识到他是在‘步伐整齐的行列’里行进,他的工作直接为党所需要”(《迫切的问

题》),才能“创造党的共同经验,树立党的传统和继承性” (《我们的当前任务》)。 有了全俄政治机

关报,才能“形成一个固定的组织,这个组织不仅从事地方性工作,而且从事经常的共同性工作,教育

自己的成员密切注视政治事件,思考这些事件的意义及其对各个不同居民阶层的影响,拟定革命的

党对这些事件施加影响的适当措施”(《从何着手?》)。 有了全俄政治机关报,“不仅可以培养和造就

出最能干的宣传员,而且可以培养和造就出最有才干的组织者,最有才能的党的政治领袖” (《从何

着手?》)。 列宁连续用了几个比喻说明全俄政治机关报的重要性:“报纸可以比做脚手架” “使这个

组织得以不断向深广发展的基线”(《从何着手?》)。 列宁还做出了著名的论断:“报纸不仅是集体的

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从何着手?》)。
(四)规划党报的宣传与组织工作方法

党报怎样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以确保其真正成为建党的实际步骤和具体方法呢? 这里我们熟

悉的新闻宣传和组织工作的要求和原则就具有了方法论价值。 首先,列宁指出,全俄政治机关报需

要成为“坚持原则的、能够从思想上统一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共同的刊物” “我们将严格按照一定的

方针办报。 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 与此同时,为了弄清目前各种意见分歧的深

度,为了全面讨论争论的问题,需要在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觉悟工人面前展开公开论战(《〈火
星报〉编辑部声明》)。 其次,列宁指出,需要通过党报交流经验,“每个小组都来报道一切有关运动

的消息,都来介绍自己的经验,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对文章的要求,作出自己对社会民主党的

出版物的评价,总之,每个小组都来谈谈它对运动的贡献和在运动中的收获” 《〈火星报〉编辑部声

明》。 在组织工作方面,列宁强调通过党报贯彻分工原则以节省人力,“有的翻印书报,有的从国外转

运书报,有的把书报分送俄国各地,有的在各城市分送,有的安排秘密活动的处所,有的筹募经费,有
的传送有关运动的通讯和一切消息,有的负责联络”(《迫切的问题》)。 利用向报纸提供材料和正常

地发行报纸建立统一的党的地方代办员网,他们“彼此间要密切联系,了解总的情况,习惯于经常按

时执行全国性工作中的各种零星任务,并组织一些革命行动以检验自己的力量” (《从何着手?》。 列

宁指出,通过全俄政治机关报把党的各项工作结合起来,所有革命斗争的形式就会增加十分之九的

意义(《我们的当前任务》)。
以实际问题为导向,确定建设集中统一的政党需要采取的日常行动,把党报作为这种日常行动

的引线,而承担这种日常行动的引线必须通过日常宣传和组织工作来实现,这就是列宁在俄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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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创建时期理解党报地位和职能的基本逻辑。 列宁正是通过这种革命的现实性思维,努力将俄

国社会民主党变成了“不追求名称”的事实(《怎么办?》)。 这再次印证了卢卡奇提出的观点:马克思

主义通过列宁所经历的发展,仅仅存在于它越来越理解到个别行动与一般命运之间密切的、可见的

和重要的联系,把它应用来为所有日常议事日程的问题确立稳固的指导路线。[15]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

说,列宁新闻思想的现实性,使其建党的目标以及稳固的指导路线在日常行动和个别事件中有了切

实的执行方案。 把握及创造命运实现契机的个别行动和作为指导个别行动的战略框架的有机结合,
使列宁的新闻思想既具有总体性视野,更具有操作性价值。

三、实际效用性的讨论:列宁新闻思想的叙述方法

在充分地占有材料,并分析和掌握了它的发展形式和内在联系之后,研究成果用什么样的方法

展开叙述? 马克思对此做了自己的说明。 如其在《经济学手稿》中说,相比传统政治经济学从具体到

抽象的叙述方法,他的政治经济学叙述是从抽象到具体,并认为:“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

方法。 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 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

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
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

体的再现。” [20]俞吾金分析了马克思所倡导的“现实的历史叙述”方法,指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历史

叙述不同于观念的历史叙述,现实的历史叙述是唯物辩证法在叙述方法上的体现。[21] 但是,马克思

自己也强调说:“叙述的辩证形式只有明了自己的界限时才是正确的。” [22] 也就是说,如果研究的对

象不同,研究的目标也不一致,文本会呈现为不同的类型,叙述方法自然也不一样。 需要注意的是,
马克思和相关学者在阐述研究方法(主要是分析方法和思考方法)和叙述方法即表达方式的区分与

联系时,所关注的文本主要是理论兴趣主导的文本。 理论兴趣主导的文本重视概念生成和逻辑推

理,讲求材料扎实和结论可靠,目标是经过严密的论证得到科学的结果。 列宁以实际问题为导向的

研究属于何种文本? 其叙述方法有何种特征? 则缺少具体的论述。
我们可以借鉴恩格斯的文本分类方法来给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建时期的以实际问题为导

向的文本进行命名。 他于 1845 年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他们设计的系列文丛的出版业务时说:
“或许最好是着眼于实际效用而牺牲理论的兴趣”。[23] 在这里可以推知,恩格斯的观点是:与理论兴

趣主导相对应的还有以实际效用为目标的文本,它与理论兴趣主导的文本的著述目标和文本诉求不

同,文本的特征也不一样。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建时期的有关新闻思想的论著,则给我们提供

了典型的实际效用性文本。 我们发现,他主要是在建党方法层面上来谈论党报与建党关系的。 它虽

然并不排除理论上的论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理论论证,但其主要诉求是讨论解决实际问题

的方法,为了讨论解决方法而进行形势的分析,通过理论推理说明具体方法的可行性。
(一)在方法层面讨论问题

创建能够正常出版且同各地方小组有密切联系的全俄政治机关报,在列宁建党思想中占据核心

地位,甚至一度被其视为“最近期间的全部活动内容”(《我们的当前任务》)。 需要注意的是,在论述

这一重要思想时,列宁完全是在方法层面进行阐释的。 在《我们的当前任务》中,他说明他的创建政

治机关报的思想“谈的是怎样实际解决这些问题”;在《迫切的问题》中,他将创办能正常出版和正常

发行的党的机关报称为“迫切任务”;在《〈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中,列宁指出,问题是“为了把党重新

建立在尽可能稳固的基础上,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计划”,而“创办坚持原则的、能够从思想上统

一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共同的刊物”是恢复党的活动的必要的准备步骤;在《从何着手?》中,列宁说

明“问题不在于选择道路(像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那样),而在于我们在已经确定的道路上应当采取

哪些实际步骤,到底应当怎么做”,“现在要求我们的,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实际上解决问题。 要求我

们不仅懂得需要什么样的组织来进行什么样的工作,而且要制定一定的组织计划,以便能够从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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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着手建立组织”,而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行动的出发点,是建立我们所希望的组织的第一个实

际步骤,并且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得以不断向深广发展的基线”;在全面阐述其建党思想的《怎么办?》
中,列宁重申“我们需要的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实际上解决问题,需要的是立刻提出一个明确的建设

计划,使大家能够立刻从各方面着手进行这种建设”,而问题就在于,“除了利用全俄报纸之外,再没

有别的方法可以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他还批评把《火星报》的“计划”看作是“文人习气”的

人,完全不懂得计划的实质,“竟把提出来作为目前最适当的手段的东西当成了目的”。 “方法” “步
骤”“任务”“计划”“基线”“手段”是列宁在考虑全俄政治机关报在建党过程中的作用时所设定的基

本问题域。
(二)语境高度清晰的分析论证

诺姆·乔姆斯基在分析语言生成规则时提出了语境自由(不受上下文制约)和语境制约(受上下

文制约的)两种分支规则。 我们也可以用来作为分析文本风格的有效参考框架。 所谓文本的语境自

由,即论述过程中不设定具体的语境,主要目标在于提供普适化的结论;所谓文本的语境制约,即论

述过程中提供清晰具体的语境,并在具体语境约束下探讨结论。 由于是在方法论层面探讨策略,列
宁在分析党报与建党工作关系时,构建了高度清晰的语境,即他在做出具体结论之前,总要详细分析

俄国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形势、挑战和机遇。 他之所以要提供这种清晰的语境,是因为这些形势、挑
战、机遇,是创办全俄政治机关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条件。 在《我们的当前任务》中,列宁开门见山,
说明俄国工人运动现在处在过渡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党重新回到了各地方组织分散的状态,无法组

织阶级斗争,需要通过党报来制定共同的纲领、一起讨论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 在《〈火星报〉编辑

部声明》中,他说明“我们正处在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极端重要的时刻”,社会民

主主义思想以异常惊人的速度在俄国知识界传播,工业无产阶级开始联合起来同自己的压迫者进行

斗争。 另一方面,运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其分散特点和手工业性质,“经济派”有将运动引入歧途的

危险。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团结和统一不是下一道命令或者通过一个代表会议的决议就可以实现的,
而必须通过党报巩固思想的一致,使党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 在《从何着手?》中,列宁分析了积蓄革

命力量需要做的日常宣传鼓动和常备军的组织工作,批评了经济派在思想上的不坚定和策略上的失

误(或者说没有策略),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需要报纸,需要的是全俄的报纸,需要的是政治的报纸。
在《怎么办?》中,列宁更是全面而系统地分析了工人运动的良好基础、各阶层反对俄国政府专制的状

况,讨论了在革命过程中培养同志们信任的革命家的条件和可能性,把运动引向社会民主主义方向

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而说明了全俄政治机关报在各项工作中的引线地位。 通过清晰的语境分析,
列宁就把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需要做什么、需要怎么做、为什么能做好等问题说得清清楚楚。

(三)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将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建时期有关新闻思想的论著描绘为实际效用性文本,并不是说这些

论著没有理论含量。 恰恰相反,这些论著都是在严谨的理论论证基础上提出解决方案的,理论指导

下生成策略和实践基础上论述理论的有机结合,使这些论著既有理论的雄辩力量,也能解决实践中

的迫切问题。 在《我们的当前任务》中,列宁引用了马克思“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论断,并
且强调这意味着“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随着这个斗争逐渐成为阶级斗争而必然成为政治斗争”,说明

经济斗争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真正任务,因此必须改变运动的手工业方式,需要用全俄政治报把

其他活动结合起来。 在《从何着手?》中,列宁提出“没有政治机关报,在现代欧洲就不能有配称为政

治运动的运动”的论断,并具体论述了利用全俄机关报在人民阶层激起政治揭露热情、利用代办员网

培养组织骨干的方法。 在《怎么办?》中,列宁引用恩格斯评价理论在德国工人运动中重要性的论述,
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具体说明俄国工人运动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而摆脱工联主义的影响。 他用事实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使工人运动从自发的经济斗争转

变为自觉的政治斗争,并说明利用全俄政治报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的群众基础。 他条分缕析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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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俄国的革命环境不具备实行经济派所设想的组织民主的条件,提出需要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并坚

持以同志式信任为基础的组织原则。 他批评了纳杰日丁把办报与建党工作分离的观点进而说明如

果没有政治机关报,党的各项活动将失去政治意义。 这种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使列宁判定,“‘全
俄政治报计划’不但不是沾染了学理主义和文人习气的人脱离实际工作的产物(就像那些对它没有

很好考虑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恰恰相反,它是一个从各方面立刻开始准备起义、同时又丝毫不忘记

自己日常的迫切工作的最切实的计划”(《怎么办?》)。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列宁在《我们的当前任务》等 5 篇写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建时期、与新

闻宣传有关的经典文献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以实际问题为导向的新闻学研究方法。 这种方法体现

了列宁的革命的现实性思维,即通过审视革命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提出建党的总体目

标和具体的实现路径,进而探讨了新闻宣传和组织工作日常开展的具体方法。 这种方法理解了创建

党报开展宣传组织工作等具体行动与建党和革命的总体命运之间密切的、可见的和重要的联系,而
其建党的目标以及稳固的指导路线在日常行动和个别事件中有了确切的执行和落实的方案。 于是

在创建统一而集中的政党的总体目标中,全俄政治机关报作为引线贯穿其工作的各个层面。 这就保

证了,在审视问题时,他的视角是总体性的,所有的工作都有合适的位置,而在制定计划时,他的方案

又是具体的,即具有鲜明的可操作性。 这种思维模式在论述时表现出明确的实际效用性文本的特

征,即将论述置于方法论领域,始终致力于阐明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为解决实际问题而进行形势的

分析,说明解决这种问题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条件,通过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增强解决方案的科学可靠

性和说服效果。 这种方法的目标不是产生原则性观点,而是为了保证计划成为切实的计划,不是把

党报的创办及其宣传工作视为目的,而是视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手段。
这就是本论文为进一步展开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所提供的功课性质的材料。 它

给我们的启示在于,新闻学研究者需要认真梳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经典文献,探讨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在具体论述新闻宣传工作时到底用了哪些方法,他们在什么情况下运用了这种方法。 这是基础

性的功课,这种功课有助于我们找到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工具箱”。 以此为目标,阅读马克思

主义新闻学经典文献,不再是仅仅列举其具体观点,而是掌握其思维模式、论证逻辑和表达方式。 即

以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建时期的新闻学文献为例,我们当然已经不需要牢记必须通过全俄政治

机关报完成建党目标,必须通过党报进行全面的政治揭露等具体结论,也不需要将之列为工作原则,
因为这些已经不再是我们面对的实际工作。 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是列宁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

法。 在当前我国部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成果中存在着寻章摘句现象的情况下,这种功课尤其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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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thodological Idiosyncrasy of Lenin's Thoughts on
News Propaganda and It's Expression

Qi Tao(Henan University)

Abstract:In the researches of Marxist Journalism, we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its function in
methodology to instructing the news-communicating practice, but also discuss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on it-
self more deeply and more expressly. Therefore,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holars should work better to
sort out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of Marxist journalism, find out what research methods are used for Marxist
classical writers in some circumstances to examine the work of Journalism and publicity,and build the " tool-
box" of Marxist journalism research. This thesis analyses five classical documents of Lenin's journalism and
publicity work during the founding of 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It is found that Lenin used revolu-
tionary realistic thinking method in explaining his journalism thoughts,guided by practical problems,made
clear the goal of building the Party,explored solutions and planned specific tasks,and discussed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how to use Party newspapers to complete the work of building the Party and promote the
revolutionary career. In terms of narrative methods,these documents embo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actical u-
tility texts,that is,they always discuss in the field of methods,set clear contexts for discussion,and combine
theories with practice. These findings provide referenced materials for exploring the basic methods used by
Marxist classical writers to examine the work of news publicity.

Key Words:Marxist journalism;Lenin's news thoughts;revolutionary reality;practical problems 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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