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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54年出版的中译本《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是在新中国新闻界学习苏联新闻

工作经验的高潮中译介发行的。它译自俄文原版的下卷，按联共（布）的历史顺序编排为八个

时期，收录了列宁、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等俄共（布）或联共（布）重要领导人的文章和指

令，它们与具体时期的政党任务相互契合，体现出强烈的目标性、政策性，以及执政党新闻宣传

思想的演变。《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主要聚焦于新闻报刊的性质、作用，以及报刊与人民群众

关系的论述，基本沿袭了列宁的新闻观的精髓，又在不同时期的政治社会语境中有所拓展。它

的目的在于“教育与凝聚党政干部知识分子”，但报纸在党内的批评监督实践中存在较大局限

性。《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成为新中国引进的经典苏联新闻学教材，对中国宣传思想实践产生

了双重影响。它既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理论与事业全面学习苏联的成果，也是具体历史语

境中照搬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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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苏联国家社会经济书籍出版局正式更名为“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以出版马列主义著作、俄

共（布）或苏联重要领导人的言论与政治文件、会议决议等为主。1945年，它出版了俄文版《布尔什维克报

刊文集》（以下简称“《文集》”）。这一列宁主义影响下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与实践经验辑录，内容涵盖

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报刊的主要文章、言论，及其给党的报纸、杂志、出版社发出的指令；也有俄共（布）、联

共(布)其他领导成员的文章、信札和演说。

一、中译本《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的基本情况

（一）出版发行状况及背景

俄文版的《文集》，按联共（布）历史顺序编排为上、下两卷。上卷包括十月革命前的各个时期；下卷包

括十月革命以后到卫国战争时期。[1]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通行的《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译自俄文原

版的下卷，译者俞炯康、陈韶廉，校订者曹葆华，由“相当于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的人民出版社”[2]出版

于 1954年 11月。译介的《文集》共 545页，计 37万余字，收录了列宁、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古比雪

夫、基洛夫、米高扬、日丹诺夫、安德列耶夫、赫鲁晓夫等俄共（布）、联共（布）、苏共中央重要成员的文章和

指令218篇，初版印数28000册。

《文集》的“高规格”出版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伴随着中苏结盟以及政治、经济上学习苏联的大

势，新闻宣传战线也在向苏联看齐。“进入1954年后，中国新闻界出现了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高潮，赴

苏对口学习蔚然成风”。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中共中央新闻宣传机构，专门地、有组织地访问了《真理

报》、塔斯社并考察了苏联广播事业，同时也积极编译出版了关于苏联的新闻宣传与信息传播思想、实践

的著作。该《文集》便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它被国内新闻学界普遍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理论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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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全面学习苏联的重要成果与历史见证①[3]。

（二）《文集》的结构与主要内容

《文集》中的诸篇文章内容在政策上或思想上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完全可以进行“互文性”解读；而文

章作者大都是政策（指令）的发出者（签署者）；宣传观念与宣传时间具有最直接的契合性。《文集》以纵向

的时间为序分编于八个时期：

其一，1917-1918年时期文章7篇，其中列宁5篇。主要论述建党初期报刊面临的群众舆论宣传、推翻

资产阶级宣传工具、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等问题，对于苏维埃政权的顺利诞生有着重要意义。列宁为此

时期报纸任务定下了基调：苏维埃报纸应成为劳动公社的机关报，任务主要体现在“组织劳动”“组织竞

赛”等方面，通过经济上的民主集中制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4]

其二，国内战争时期（1918-1920年）文章29篇，其中列宁18篇。指涉报纸性质的讨论、列宁与当时重

要报纸从业人员的指示和书信，以及时任苏维埃俄国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斯大林关于

创办《革命士兵报》的指示、通信文件和命令指示等。列宁认为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内报纸的主要任务是

“用生活各方面的生动具体的例子和榜样来教育群众”，并“向滥用外来语宣战”；同时也对关于生产宣传

的重要性、内容风格通俗化、形式（报纸、电影、演讲、座谈等）、实施途径（工厂、技校张贴通告等）进行了详

细论述。[5]

其三，过渡与恢复国民经济时期（1921-1925年）收录的文章最多，达92篇，其中列宁32篇，斯大林20
篇，莫洛托夫16篇，加里宁15篇。主要涉及经济恢复过程中报刊对人民的教育、团结和组织作用，报刊及

新闻工作者贴近人民群众的要求、服务于恢复经济建设的总体目标等方面。列宁指出“报纸应该成为战

斗的机关报”，要供给、分析、研究真实的经济材料，“以便得出正确结论来管理工业及其他”，做“社会主义

建设真正的机关报”[6]。1923年5月，新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斯大林[7]在《真理报》上连续

发表文章，进一步阐发了列宁有关报刊在党建和国家建设方面的集体组织者作用、联系党和群众的任务，

驳斥了当时俄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负责人殷古洛夫对报刊组织作用的误解，并选取《真理报》的创立和

发展及其承担具体任务和历史作用进行说明之；同时肯定了工人通讯员重要地位。[8]1924至1925年，时

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9]与俄共（布）中央书记处书记安德列耶夫
[10]，持续论及了工农通讯员、刊物以及大学生刊物的写作内容、方法以及出版发行等问题。同期（1925年）

另一位主管农业工作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洛托夫，也强调了报刊与新闻工作者尤其是农村

通讯员、工人通讯员，应该与基层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这些观点正是对列宁、斯大林强调报刊群众化观点

的继承和拓展。[11]

其四，工业化建设时期（1926-1929年）文章 35篇，其中斯大林 13篇，莫洛托夫、加里宁和基洛夫各 6
篇。主要强调报刊应宣传工业化和批评工业化进程中不良现象，服务于国家工业化的总体目标。斯大

林、莫洛托夫（1928年时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12]）对于新闻报刊在自我批评中的重要

作用、批评误区进行了阐述，指出报刊批评工作大多流于表面，不少报刊有时“为批评而批评，把批评变成

一种惊心动魄的体育表演”；强调报刊应该站在自我批评的前哨，“更坚决地消除缺点，更准确地击中官僚

主义的脓疮”；强调报纸应该尽量通俗化，服务于经济建设，在新闻报道方面要注意国外的经济和社会发

展中的基本问题。[13]此外，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1927年）、加里宁（1929年，同时兼任苏

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下同）也高度评价了报刊与工农通讯员的重要作用[14]。

其五，农业集体化时期（1930-1934年）文章26篇，其中斯大林6篇，加里宁、基洛夫各4篇等。集中探

讨了三个问题，一是批判反列宁主义，斯大林指出编辑部的任务是把“党的历史研究工作放在科学的布尔

什维克主义的轨道上”[15]。二是农业集体化实践中的纠偏，1930年3月2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胜利

冲昏头脑》一文，提出必须采取措施消灭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过火行为[16]，也位列此时期选文的首篇。三是

①中译本《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出版后，即作为全国新闻工作人员和大学新闻系学生的学习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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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与总路线、群众的关系。加里宁（1933年）强调报纸是群众的机关报、社会舆论的喉舌和组织者。时

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古比雪夫（1931年）提出了报刊服务于“总路线”的

做法：报道内容注重选择性、系统性，强调新闻记者的责任感，建设通讯社网和通讯员站，完善新闻报道系

统。[17]

其六，新宪法实行时期（1935-1937年）文章13篇，斯大林、加里宁、米高扬等继续强调报刊以及新闻

工作者的编辑工作，应着重关注群众关心的现实问题。1936年时任联共（布）政治局、外贸人民委员会委

员的米高扬，对《为了食品工业报》的办报工作给予的具体指导，指出应通过报道先进人物来实现宣传教

育人民群众的目的。1935年7月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联中执委委员的日丹诺夫[18]主管

文化领域，对《共产党人报》“草率的态度引证领导同志的讲话”、重复“歪曲了列宁的原理”的错误倾向予以

严厉批判[19]。这一时期，报刊关注的领域也日益扩展到新宪法草案以立法的形式保障社会主义的民主主

义、公民的权利平等层面[20]。

其七，1938至1941年文章12篇，涉及斯大林、加里宁、赫鲁晓夫等。开始强调报刊应广泛宣传向列宁

和斯大林学习的号召，推进党的宣传事业发展，积极承担当前社会任务。斯大林指出党的宣传工作的任

务，即“帮助我们所有各工作部门中的干部人员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加里宁

（1938年1月起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下同）[21]论述了新闻通讯写作应注意的事项以及做好新闻

通讯员应该具备的素质，指出通讯“应当是一幅富有艺术价值的图画”；1940年5月，在联共（布）十八大上

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赫鲁晓夫论及了报刊宣传马恩列斯学说、提高刊载文章质量的必要性。[22]

其八，卫国战争时期文章 7篇。主要体现新闻工作在苏德战争期间发挥的重要宣传和组织、动员作

用。斯大林的《广播演说》最为著名。加里宁细致地指出“鼓动和宣传工作应当适合现时的局势和民情”，

“目前供鼓动员用的最好的材料就是战地通讯”，并结合具体写作实例对战地通讯的写作做出了详细的分

析指导。他也充分肯定了《真理报》以往功绩，对其在卫国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23]

二、《文集》体现出的苏联新闻宣传观念及其变迁

总体而言，《文集》的历史分期（至1937年）与1938年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

保持一致[24]，体现出强烈的政党性的政治色彩。因为它既然根据布尔什维克历史发展时期来甄选编排，就不

仅体现了很强的时代性，还体现出了新闻工作领导层的更迭以及新闻工作内容与制度的日趋完善、强化。

首先，《文集》收录的文章全部聚焦于对报刊的作用、报刊与人民群众关系的论述。这些内容基本沿

袭了列宁相关宣传理论的精髓，不同作者又结合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任务加以拓展。这凸显出

“俄共-苏联”的新闻宣传思想内涵的继承性与发展性。它大致呈现出以下演变特征：1917-1918年间，新

闻宣传的任务是为革命造势，为人民运动与战斗而服务；社会主义俄国建立初期，为巩固新生政权，恢复

社会经济建设而发挥宣传作用；政权稳固时期，注重避免一些错误的政治倾向，为经济生产提供指导，例

如对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批评与反思等；卫国战争时期，新闻宣传为抗战动员、反对侵略、民族独立而服

务。可以说，《文集》各个时期的内容都有其“当代性”，表明俄共、苏联的新闻宣传事业，是与政治、经济、

社会的发展局势紧密相连的，新闻宣传事业发挥的主要是一种“工具性”作用。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报纸在党内的批评监督作用实践起来存在较大局限性。比如沃罗涅日兽医学

院组织学教授瓦西里耶夫在1934年4月28日《公社报》（中央黑土区）发表《如何缓解牲畜缺额》，提出为了

增加牲畜的肉产品重量，建议5、6、7月停止或至少减少牲畜屠宰。这一从动物饲养学和国民经济学的视

角而言属于正确和适宜的主张，也属于群众内部正常化的沟通，却被联共（布）中央组织局批判为“破坏肉

类计划交售”，刊载该文的《公社报》编辑部犯了“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该报责任编辑施韦尔的职务也被

解除。[25]也就是说，一些诸如“自我批评”之类优良的党报思想并未得到贯彻执行。

俄文版的《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出版于二战胜利之际，苏联社会总体稳定，亟待凝聚全国人民心志，

开展战后新一轮的经济建设。因此，《文集》在苏联新闻宣传事业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从其出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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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规格上、收录文章内容的全面性与一以贯之的宣传内涵上，都可以看出来。可以说，《文集》在苏联宣

传中发挥的是一种总结与展现党的新闻思想实践和教育与凝聚党政干部知识分子的作用，毫无疑问也是

苏联新闻观念的一个集中缩影。

三、《文集》在中国：引进、学习及对新闻宣传的影响

新中国初期新闻教材的编写，主要参考苏联新闻学教材。苏联新闻学教材达到48种之多，对苏联党

和政府主管的新闻媒体各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26]。《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与其他1954至1955年译

介到新中国的苏联新闻学著作，例如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联共（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

编》、中国人民大学编译的《党和苏维埃报刊的理论与实践教学大纲》，以及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翻译的《党

和苏维埃报刊理论与实践的几个问题》等[27]，都是列宁、斯大林等俄共、苏共新闻宣传思想在具体历史语境

中的集结，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报刊宣传思想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新闻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首先，中国共产党也是马列主义的政党，借鉴苏联的新闻宣传历史与理论实践有益于新中国的新闻

事业建设。无产阶级党报的“政治家办报”“群众机关报”“自我批评与政治沟通”“舆论喉舌”等思想，也在

中共领导的革命与建设时期不断继承、发展与创新。例如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在报纸

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指出严重的官僚主义阻碍“新中国的建设任务”，决定“在一切公开

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1951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也对于抗美援朝、镇压反革

命、土地改革、增加生产等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与推动作用。[28]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

仍为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全面反映

人民群众的智慧、创造、愿望，沟通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等。[29]

其次，基于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以及当时的两极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新中国的执

政与建设皆向苏联学习，而且1949年前中共新闻工作“以俄为师”也是成功的，效果是很好的。[30]1953年5
月1日的《人民日报》，还译载了斯大林的《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涨》（《真理报》1929年5月21日，该

文收入《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第344-347页），用于鼓舞国内的“一五”工业化建设。新中国新闻学奠基人

之一的安岗，在批判资产阶级报刊的资本状况及其“新闻自由”的权力与资本限制准入惯例时，也引用了

不少《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中列宁等的文章。[31]《文集》也成为建国初期引进苏联新闻学教材的重要部

分，作为高校师生、研究人员以及党政干部提升宣传理论素养的经典教科书。工人日报总编室在1954年

出版的《苏联报纸经验（第一辑）》中，也对该《文集》做了重点阐释。

与此同时，虽然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成为新中国新闻事业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但中共中央

也突出强调了“要与中国的实际、特殊性相结合”。1956年6月28日，刘少奇在对新华社工作的讲话中，针

对照搬苏联模式的问题就说：“人家的东西，有的能照办，有的不能照办。不要把人家错误的东西搬过

来。在我们的同志中间要破除迷信，遇事要有分析，要有批判，不要迷信，不要盲从。要有思考，要有创造

性，才可以把事情办好。”[32]毛泽东也认为：“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要有批判地接受，不能无条件地

接受。不分好坏，不看条件，一律接受，一律学习，一律照办，就是教条主义，就是盲从，就是迷信。”[33]

四、结语

《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是全面引进苏联新闻宣传著作中的一部分；在当时新闻工作者的工作，以及

后来他们的回忆中，它是与“学习苏联的、西方的报纸经验”一并存在的[33]。因此对于其影响的判断也应该

放置到“全面学苏”的热潮中去认知。因此总的来说，这一认知要想保持客观，必须认识到《文集》的内容

以及新中国初期学习《文集》的风潮，从根本上属于巩固政党与政权的“目标性思想”与“政策性史实”，必

须结合具体时代进行合理性解读与反思性批评。

国内新闻界一般认为，学习社会主义苏联的新闻工作经验，是必要的、有成效的，但盲目照搬也“束缚

王咏梅 等：《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与苏联宣传观的导入 ··25



2018年第1期

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性，从而阻碍了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思想界后来也出现了“舆论一律”，

新闻的公开批评受到限制。[34]《文集》等收录的新闻学论述、宣传政策诞生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对学习苏

联新闻经验的反思也应结合当时的语境，以历史演进过程去解释概念，而非反其道而行之。唯有如此，才

能“通过对这些历史文本的触摸，在论述苏联新闻学研究对我国的影响时”，把握到意义生成的情境感，分

析得客观合理。[35]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对本文写作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见；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

士生程磊对文章框架提出了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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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us of Bolshevik on Press and the Importation of Soviet
Disseminating Theory

Wang Yongmei，Wang Suhua (Shandong University)

Abstract: Corpus of Bolshevik on Press, published in 1954, was translated and released during the climax of learning expe-

rience from Soviet journalism. It was translated from the Volume Two of Russian original edition. It can be divided into eight peri-

ods according to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of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which contains articles and instructions from

important leaders of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Bolshevik) or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Bolshevik）like Lenin, Stalin, Molotov

and Kalinin. These articles are in line with the political parties’tasks in specific time, which not only demonstrate the strong target

and policy, but also reflect the evolution of the ruling party’s news publicity ideas. The articles of Corpus of Bolshevik on Press

mainly focus on the role of pres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ess and the people, which carries on the essence of Len-

in’s thoughts on journalism on the whole, and it has been developed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text. The pur-

pose is that“to educate and stick party members, leading cadres and intellectuals together”, however, there are great limitations in the

practice of the newspaper’s criticism and supervision within the party. This book became the classic Soviet journalism textbook intro-

duced to new China, which had a dual influence on the practice of news publicity ideologies in China. Corpus of Bolshevik on Press is

not only the achievement of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field of news theories and career in the early years of new

China, but also the historical testimony of copying the experience from Soviet Union's journalism in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Key Words: Corpus of Bolshevik on Press; news publicity; soviet disseminating theory; chinese disseminating theory;

learning from the soviet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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