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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国际在为什么而抗争?
第五国际联盟是一个革命组
织。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
社会主义革命政党，并在世
界范围内为了推翻资本主义
，建立社会主义而斗争。我
们的行动计划书——《从抗
争到掌权》——以及我们的
日常行动方针都将以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和托洛斯基
的理论，前三届共产国际及
1938年出版的《第四共产国
际过渡性方案》等一系列革
命文件为基准而展开。
工人阶级以前有过四个国际
工人阶级联盟。我们并不是
第五国际——我们是一个旨
在为建立第五国际而斗争的
具有革命倾向的国际组织。
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一个
国际性的斗争，像马克思在
1848年写道的：工人阶级没
有国界。对抗资本主义的斗
争必须是国际性的，要联合
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们来对
抗整个资本主义体系。
关于我们的主张
二十年前，随着共产主义
的“垮台”，世界的统治者们
宣称资本主义胜利了，无可
置疑的，新的世界秩序已经
到来。他们相信，一小群亿
万富翁可以按照他们希望的
来行事：
·将所有大陆作为他们的口
粮。
·千百万人在忍受饥饿的时候
，他们却能够聚敛巨额财富
。
·将人类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
。
·爆破，轰炸或对任何一个其
统治者胆敢违背他们意愿的
国家进行封锁。
·大地在燃烧，沙漠在扩张，
海面在上升，他们却仍在将
有毒气体排向大气。
·他们污染我们的食物，贬低

我们的文明，并将我们的物
种以种族歧视和宗教仇恨分
隔开来相互对抗。
·让我们对他们的美元或欧元
敬若神明，对他们的平庸品
牌趋之若鹜，并梦想得到他
们给消费者带来的噩梦。
·如果我们胆敢抵抗，他们将
诽谤我们，用催泪瓦斯掷我
们，殴打我们，监禁我们，
向我们开枪或把炸弹扔向我
们。

反资本主义运动显示，有
新的一代工人和青年立志与
资本主义斗争。现在，世界
经济衰退及随之而来的失业
，贫困和剥削的加剧将会显
示会有更多人为建立一个不
同的体系而斗争。工人阶级
要做的不是将资本主义拖回
正规，而是必须要将他推翻
来结束这一切从而取得永久
的安宁。

但是那些世界霸主们庆祝
的太早了。当全球的银行倒
闭，利润缩水的时候，似乎
对于经济全球化，对于资本
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的兴奋与
喜悦便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银行家们的美梦变成了噩
梦——虽然对于工人阶级，
青年和穷人们来说，情况更
糟——于是他们便想要我们
来为他们的危机付账。

我们说：
·资本家的财产必须被收缴，
一分钱也不留给他们。
·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废除资本
主义，并在一个没有阶级区
分，没有国家镇压，没有对
妇女对种族的歧视的世界中
建立国家。这便是被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罗萨·卢森
堡和托洛斯基称作的共产主
义。
·所有权力必须从资本主义

集团手中交还给来自工人阶
级，农民和穷人的民主议会
代表：这些代表将由大众直
接选出并且立即生效。工人
阶级的武装力量和盟友们必
须支持这些代表。
·来自剥削者们的反抗必将在
社会革命中被成百上千万人
联合起来的力量击碎。武装
起来的工人们一定会击败那
些旨在守卫个人资产权的警
察和武装。
·所有产品和其分配都必须以
民主和可持续的方式完成，
不允许私有制和任由市场控
制的盲目残暴的市场经济。
·社会不平等和大陆不发达将
会在对人类资源的有计划的
分配下得以解决：这些资源
包括原料，运输手段，信息
交流，技术和劳动力。
·21世纪必定成为人类取得
自由的世纪！
取得这份自由只有一种方
式。那就是通过阶级斗争，
与所有形式的剥削做抗争：
就是那些对于工人，农民和
城市贫民的剥削。这是对于
种族主义，民族压迫，和对
于妇女，青年还有同性恋的
压迫的斗争。我们一定要给
予这些斗争最大的支持：囊
括到每次罢工，每个职业，
每条纠察线和游行。
我们的目标是把大量的尚
未组织起来的工人，那些新
工业中的青年工人，还有逃
开工厂奴役的却没有权利组
织起来的人们联合起来。
我们要同帝国主义作斗争
：同那些用他们大规模的军
事机器将反抗者击垮的全球
化的大资本家和大公司作斗
争。我们支持所有针对他们
的斗争。我们反对将任何人
力财力投入到侵略和剥削中
。我们需要结束美国，英国
及其盟友们对伊拉克人民的
血腥轰炸及奴役。我们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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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人民对于充满民族压迫和种族
主义的以色列国的反抗。
我们要反抗那些使全世界挨饿的全球
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
行，还有世贸组织。我们将抵制他们的
计划：譬如收缩开支计划，私有化，及
自由贸易条约这些增强跨国公司联系的
计划。我们将在全球范围内声讨他们的
代表大会和首脑会议，直到他们永久的
取消这些计划。
反对种族主义
我们要与种族主义斗争。种族主义将
我们分隔开来然后为深层次的全球不平
等提供借口。我们需要为少数民族争取
平等的权利，让一切歧视和在大众媒体
及新闻上散布的关于种族主义的谎言结
束，例如煽动针对黑人，亚洲人，拉美
人，罗姆人，犹太人，及其他被压迫的
民族，宗教，和族群的暴力行动。
我们将为所有人争取充分的庇护权和
自由旅行的权利。资本家门在全世界范
围内投入他们的金钱来寻求最大利益，
造成了经济的枯竭却把造成的灾难抛在
身后全身而退，视而不见。而资本主义
的受害者们却被剥夺了自由行动的权利
。我们要为打破一切束缚而斗争，要在
资本主义者们的罪恶谎言中捍卫难民及
寻求庇护者。当那些法西斯及反动团伙
试图对难民及少数民族采取实际攻击的
时候，我们也将毫不退缩的对他们采取
实际行动的反攻。
我们将为解放女性而斗争，我们将把
她们从不平等的社会体系，歧视（不管
是公开的还是地下的），被强加的家务
劳动，性别剥削，低收入，日常虐待和
对其生育权利的剥夺中解放出来。为了
将对女性的压迫从根本上消除，我们将
努力营造一个能够将抚养孩子，清扫和
做饭以更理性更有条理的方式进行的社
会，而不是像几十亿家庭中那样，把所
有这些琐碎工作都丢给女性。
我们将同气候剧变，全球变暖作斗争
。我们将抵制那些污染环境的公司还有
那些拒绝对温室气体排放采取措施的政
府，以及那些将原油和自动化工业的利

益建立在对物种的危害之上的政策。
关于青年
我们将把青年们组织起来为他们的民
主权利而斗争：这些权利包括16岁起即
具有的投票权，结束童工的使用，完善
、免费、普及化的，由青年们自己控制
，而不是服务于商业的大众教育。我们
同样要为了结束征兵和军事化而斗争，
因为这种征兵行为只能把我们的青年们
培养成首领们战争的炮灰。
关于改良主义
我们反对改良主义，反对他们那些有
关工人，社会主义，社会民主的政策，
也反对那些名不副实的共产主义党派。
资本主义不会在和平的国会选举中改革
：它必须要被大众通过暴力来推翻。
关于工会
我们反对通过官僚主义来控制工会，
也反对那些工会里的特权官员们。这些
领着过高薪水的官员们绝对不能控制大
众组织；组织成员应当对该组织具有完
全的民主控制力。所有官员必须由选举
产生，并且可以在短时间内更换或撤销
；他们的收入一定要与他们声称所代表
的成员们的平均水平相当。
关于斯大林主义
我们反对斯大林主义。马克思主义中
有通过建立一个半民主的计划工业经济
体系来使工人阶级取得自我解放的提法
，但斯大林主义不是对这一计划的改进
，而是恰恰相反。无论是在苏联，还是
后来的其他以苏联模式为基准的国家，
斯大林主义都是一种阻碍马克思主义实
现的官僚主义障碍。
尽管社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将资本主
义的统治赶走，并历史性的将统治权交
回工人阶级，官僚独裁主义却无法使其
实现全部潜力。不可避免的，由于他们
的存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而官僚
机构们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统治，不断
的将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引入
国家。

这些“改革”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力量的
重建，也使得计划经济进一步被破坏。
同时，他们也背叛了社会主义这一理想
。斯大林主义者们要么屈服于资产阶级
势力，让他们复苏，要么，像在中国发
生的一样，他们“从上层”将社会公有制
及计划经济拆除，重新建立曾被他们自
己驱逐的资本主义。
由于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被斯
大林派所控制，他们将境外的共产组织
——第三共产国际从革命成员中清洗，
共产主义者们不得不采取反革命方案。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中，这就意
味着对“永久革命”战略的拒绝，而由孟
什维克提出的关于建立一个联合“进步”
资产阶级的人民阵线的替代方案，除了
会得到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别无他
物。在帝国主义国家里，人民阵线是以
“反垄断”或“民主”资产阶级的战略联盟
的形式出现，这同样也是对革命纲领的
背叛。
关于对中间派的斗争
我们公开的宣扬我们的目标，并拒绝
所有那些相信历史和客观过程便会让忠
诚公开的革命自然发生的模仿改良主义
的虚伪企图。我们反对中间派，因为他
们一边喊着革命的口号，一面做着改良
派的行为。
与改良派的资本主义政府分享权力并
依赖那些旨在模糊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概
念的政党，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只能是
一种迷惑工人们的添乱的行为。我们是
为了在每个国家建立革命政党而斗争。
有些党派反对积极的参与社会运动和
工人阶级平日的斗争，我们反对所有这
些被动的宣传。我们将与所有工人阶级
力量建立统一的行动和阵线来对抗我们
共同的敌人，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的
观点和革命方式。
关于共产主义
在阶级斗争的道路上，我们将带着我
们坚定地共产主义理想，始终坚持所有
革命力量在一个新的第五国际中全面联
合，组织起一个跨越国界的政党，为世
界革命和实现全球共产——世界公社而
斗争。
资本主义就是再嚣张，也会感到担心
，因为我们的力量正在为21世纪的伟大
战斗做准备：一场把人类从他们的禁锢
中解放出来的战斗。当然，这些力量现
在还并没有达到完成这个目标所必要的
组织纪律性和明确性。但是他们能够达
到也愿意达到——如果新一代的工人阶
级斗士们能够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社会主
义革命的世界党派。为了实现这个，革
命者们必须敢于公开宣布这个目标并公
开积聚力量。
这就是我们第五国际正在做的，如果
您同意我们的观点和方式，请加入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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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呼
吁成立第五共产国际
乌戈·查韦斯总统在加拉斯加的一
次群众大会上呼吁成立一个第五共产
国际组织。这是来自第五国际联盟国
际事务秘书处的关于此事的公告。
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在11月
20日召开于加拉斯加的“激进党派国
际会议”上宣称他打算采取行动组建
第五共产国际，他的这一提议赢得了
全场来自39个国家代表的热烈掌声。
他们在会上签署了一份称为《加拉斯
加协议》的共同宣言。
第五国际联盟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
主张对于资产阶级在经济全球化，新
自由主义和反恐战争的旗帜下所进行
的对工人阶级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改
善所采取的攻击，迫切的需要全球范
围的有组织的反击。在过去十多年中
的许多关于反资本主义，反战运动的
国际论坛中，我们都曾倡议过采取具
体措施建立一个新的全球化的社会主
义革命党派——一个第五共产国际。
许多自认为是列昂·托洛斯基和
V.I.列宁追随者的团体对此作出回应
，他们争辩说对于建立一个新的共产
国际的呼吁只是一种空想主义的行为。他们说时机尚未成
熟，由于没有武装力量愿意，甚至思考过要采取这种行动
，因此这一行动仍“ 为时过早”，或“过于超前”。也许
查韦斯的倡议能够唤醒这些人——尽管2008~09年的国际经
济危机都没能做到。实际上，对于那些自称为是反资本主
义团体，是来源于“托派”，“毛泽东主义”或“共产主
义”的人来说，最后不得不由乌戈·查韦斯提出这一呼吁
，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这清楚的显示出那些所谓的 “极
左派”在为当下形势做出定位时有多么不明确和不勇敢。
尽管如此，革命党人们却不能同意去信赖一个由资产阶
级国家领导提出的建立国际工人联盟的倡议，因为这个国
家同样在维护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并且以常备军
队和警力压制来对付委内瑞拉的工人和穷人，从而进一步
巩固资产阶级的力量。当然，查韦斯曾多次与美帝国主义
发生冲突，并在大众压力下对医疗和教育进行了改革。但
是，正像他自己在呼吁建立第五国际的演讲中承认的那样
，无论查韦斯曾与美国，美国在拉美的傀儡：哥伦比亚阿
尔瓦罗·乌里韦政权，或在委内瑞拉境内的商业大亨，地
主精英集团发生过多少次冲突，委内瑞拉仍然是一个资本
主义国家，国家机器也是资本主义的，这，是一个核心问
题。
一个与这样一个国家相联系的共产国际不会成为一个致
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共产国际，而只会是一个
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被资本主义民族主义者们所操控的组
织。如果它是在查韦斯及其资产阶级政权的庇护下建立起
来的，那么它将永远无法为阶级独立做出规划。它将成为
查韦斯，卡斯特罗，和他们其他盟友的一项华而不实的保
障机制。实际上，它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像墨西哥革命制度
党，阿根廷贝隆政权（经常被查韦斯以“左派”的反面例

证提出）那样公开反对工人阶级的亲
帝国主义政权。我们不应忘记对于最
近艾哈迈迪·内贾德对伊朗那些为争
取民主而斗争的工人，妇女和青年的
残酷镇压及罗伯特·穆加贝一直长期
在津巴布韦所做的同样事情，查韦斯
所采取的是赞同和支持的态度。
在二十一世纪这样一个严峻的，实
际上是资本主义发生危机的历史性的
时代，那些“进步的”或“反帝国主
义的”，民族资产阶级战略联盟们不
会提出建立一个共同的工人国际组织
，并且这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们会
捆住工人阶级的手脚，将他们领入资
本主义的局面中。而这将把通往社会
主义革命和工人阶级政权的道路截断
。这将重复斯大林控制下的共产国际
的错误和罪过。把共产国际依附于任
何特定国家的外交政策，包括工人阶
级国家，都将为共产国际打下一个不
健康的基础。
然而，抛开查韦斯计划中的资产阶
级特性，这位委内瑞拉总统找到了一
个真正的人民的需求。一个成百上千
万正在资本膨胀和帝国主义统治中挣扎的工人，农民和穷
人共同的需求。为了击退老板们的剥削，为了不让政府强
迫工人们为经济危机埋单，也为了阻止反动的民族主义“
解决方案”，工人阶级确实需要一个新的，战斗的，革命
的共产国际。积极的回应这个需求是很重要的。
因此，对于查韦斯的呼吁进行简单的貌似坚持原则的消
极批评，将会使我们忽视这个紧急的课题。工人阶级和世
界贫苦大众都需要一个共产国际，并且就是现在！人们需
要它来击退让他们为危机付账的企图。他们需要它来结束
帝国主义一系列的征服和占领的战争。他们需要它来救助
那些受压迫的民族，像巴勒斯坦人和斯里兰卡泰米尔人。
由于资本主义体系，工人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正
在被一段时间以来的正在不断加剧的混乱所威胁。他们面
对的是大规模的环境破坏和经济大国间为了重新瓜分世界
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而发生的新的冲突，这些冲突只能
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中结束。人们需要一个独立于所有国
家及其掌权者的全球性的社会主义党派。
因此，把力量集合起来并且召开一个他们组织的会议是
所有自认为反资本主义者的义务，像法国的“新反资本主
义党”，所有成员都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列宁主义者，托派……像这样的一个会议必须讨论一个行
动计划，这个行动计划是关于协调我们的防御性斗争，并
将其转为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革命反击。这个会议还
必须讨论需要何种类型的组织来捍卫这个计划。
我们第五国际联盟——可能的话——将会在查韦斯2010
年的集会上呼吁所有那些支持建立一个基于无产阶级的独
立性和新的革命计划的新型共产国际的人（不管他们现在
把它叫做什么，也不管届时会有多少支持者）在2010年加
入我们的部队，并面向这个目标真正开始采取行动。

工人力量 問題 4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革命的政党
在1917年2月，俄国的工人，军人，水
手和农民们奋起反抗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他
们同胞带来的屠杀和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
暴政。这些分布于主要城市中的工人，士
兵和水手们在工人委员会（苏维埃）的领
导下自发的组织起来，形成规模。
来自不同工厂，贫民区和部队中不同团
队的代表们在工人阶级民主政权的直接领
导下组成了一个替代性的执政团体。工人
，军人和水手们通过全体大会选举出他们
的苏维埃直接代表。这些代表们对选举出
他们的工人们负责，并且都是可撤换的。
但这些并不能让工人和他们的联盟们立刻
获取政权。
作为苏维埃中最受欢迎的党派，孟什维
克党和社会革命党认为俄国并没有为社会
主义革命做好准备，相反，俄国应当着手
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建立一系列短期政府来
实现改革。他们抵制“所有权力归苏维埃所
有”的口号，并赞成将权力割让给资产阶级
临时政府。
在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党通过清晰的革
命方针与持此观点的这些政党进行对立。
布尔什维克党为苏维埃取得所有权力而战
。通过耐心的解释，布尔什维克击败了苏
维埃中的那些资产阶级政党并成功动员大
量工人和军人们发动起义。可以说,苏维埃
由布尔什维克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关键。
布尔什维克并不是在1917年凭空产生的
。布尔什维克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人党（
RSDLP）中产生的，这个社会民主工人党
成立于世纪初，旨在团结沙俄帝国内的一
切 革 命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者 。 在 1903年 的
RSDLP成立大会上，爆发的一次小小的争
执，起初看来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党内建
设性问题，但在革命的斗争中，它却被证
明是一个关键性的政治问题。
直到布尔什维克取得RSDLP的全部领导
权，他们的领袖，列宁，一直在要求这个
组织应当是军事化的，职业的，并且是集
中制的。成员们应当在党派的纪律下行动
，并为了党派的计划而战斗。这在后来演
化成了众人皆知的民主集中制。
政党将以民主的方式组建，成员们可以
自由讨论并投票决定政党的计划，方针，
策略，和行动。而决定一经做出，每个成
员就必须去为其战斗。
在对手们一个个的淡出舞台后，1903年
的大会上，列宁赢得了大多数支持。（布
尔什维克在俄语中是“多数”的意思）。作
为少数派的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想
要争取到一个更为松散的组织方式。他们
拒绝承认大会对党报《火花报》编辑部的
选举权。
这不仅仅是政党的内部建设问题，而是
直接关系到社会民主的政治问题。此前的
一年，列宁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件，叫
做《发生了什么》，其中有对于现今革命
斗争的重要指导。
列宁解释道，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政治
领导团队，一个政党，工人阶级在工作场
所内的经济斗争不会自发的产生革命的社
会主义觉悟。而这个政党就是这种觉悟的
启发者，它将在任何阶级内同资本主义和

压迫作斗争—并不只是针对工作领域的经
济问题—-从而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并将历
史推上革命进程。
资本主义将其与生俱来的剥削和压迫隐
藏起来。出卖你的劳动力看起来像是一个
公平的交易。在老板与被雇者之间的契约
似乎是自由的。如此整个体系所做出的剥
削是不易被看穿的，即使是诸如低工资等
问题明显存在。而斗争正是就这些问题而
展开的—为了更合理的交易而斗争，“用公
平的劳动换取公平的工钱”，在资本主义框
架内进行改良—这便是工人们所能自发进
行的交涉。为了跳出这个局限，我们需要
了解资本主义，需要了解他整个的剥削和
压迫体系，并且我们更加需要一个与之奋
斗的行动计划。如若没有这些，自发的斗
争只能局限于工会和革新意识。
列宁将这种自发性的工会的发展称为“资
产阶级对工人们精神的奴役”。工会意识和
政治改良主义——工会的政治性表现——
实际上这正是资产阶级政治的意识形态，
尽管它是由工人组织建立起来的。而这样
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便在于它是由庞大的
宣传机器日复一日堆砌而成的——现今，
这宣传机器要比列宁时期的规模大上无数
倍，如报纸，广播电视媒体等。像列宁指
出的：
“……就起源而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要
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古老得多……它发展
的更为完善，并且……它具有更多可以任
其自由控制的宣传手段。”
当然，这并不是说明这个工人的政党要
对于日复一日的阶级斗争袖手旁观，用一
种消极的宗派式的方式就可以带来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恰恰相反，这个政党应当将
自己根植于工人阶级中。它将学习并概括
过去和现在的斗争经验。它将充当这个阶
级的历史和先锋。
但是如果它只是简单的引发并引导工人
阶级的斗争，那它只是一个更加冠冕堂皇
，更加激进一点的工会而已。为了不断从
工人阶级中汲取养分并领导他们，这个政
党必须有一套击垮资本主义的行动计划，
而不是只寻求对其最恶劣的行径进行改良
。
现在有许多社会活动家因为反对“领袖”
而反对有关革命政党的概念。由于革命政
党“厚颜无耻”的在各种抗议，游行等行动
中寻求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他们宣称反对“
党派化”。
纵观历史上的种种政党——从斯大林派
的官僚主义怪兽，到集团控制的改良社会
民主党派，还有所谓的“托派”或“革命派”等
政党或宗派，像封建领地一般的由无数领
导者们控制着——我们有许多理由可以这
样怀疑。但是，有两件事情可以证明，真
正的革命政党不会是这样的。
第一个是民主集中制这个概念本身。有
些人抗议这是官僚化的不民主的组织方式
。事实恰恰相反，民主集中制意味着在党
内就所要采取的正确的策略和计划进行最
大限度的真论和探讨。而一旦决定被做出
，工人阶级就要在党的领导下做到完全的

团结一致。资本主义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社
会力量，为了将它推翻，我们必须在行动
上联合起来。
集权制，作为对外部世界的干预则是另
外一回事。因为如果没有它，在党内对于
所有持不同见解的成员没有任何限制，没
人会负责，没有政策可以检测或更正，没
有哪个领导会为成功或失败担负责任。没
有集权制的政党最终只会沦落为众人的笑
柄，并会很快瓦解。在行动上的集权制是
对于政党时刻保持战斗性的有力保障。
另一件能够阐释这个革命政党的就是，
它将公开寻求对于工人阶级的领导。如马
克思所言，它不屑于隐藏它的观点。但那
些声称“无领袖化”的党派们反而总是由一
些团体或具有人格魅力的个人直接运作并
由他们做出所有关键性决定。他们与革命
政党的领袖们的差别在于，我们采取的是
问责制，我们的领袖是选举产生并随时可
以更换。
不管怎样，任何斗争都需要建立领导体
系。以侦查工作为例，警察们可以对此大
做文章。我们这边将没有人把我们的力量
引向斗争的关键点，而警察机构的领袖们
却可以让他们的力量取得最好的效果。在
现实中，罢工委员会或武装力量这样像侦
查工作领导者一样被选出的部门将为斗争
中的工人们指明建立领导机制的方法。
况且，在任何大规模的斗争中，领导机
制都是存在的。而改良意识形态的政党会
普遍认为领导机制是改良派的。在这些罢
工，游行，在对于进步立法的要求行动中
，我们的代价就是把我们自己放在被这些
领袖们所完全使用的位置上。
革命的领导机制会打破改良主义的空制
并赢得工人阶级大众的支持。就像1917年
的布尔什维克，我们不会使用欺骗或其它
哗众取宠的手段，我们只是尽力证明我们
将是为工人阶级争取权益的最坚定的战士
，为了这个，我们将在行动上把自己放在
每次斗争的最前线，像列宁曾提到过的，
做一个“人民的守卫者”。
总之，没有革命的领导机制，革命便不
会取得胜利。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强有力
的新生政权已将原先的那个腐朽的制度推
翻。它提出了成千上万的需要改变的地方
，但是改革却突然停止了，不是因为大众
满足于仍然充斥全国的贫穷和饥饿，而是
因为革命的领导者们贪恋在与旧政权的羽
翼妥协后的私利。当他们的领导阶层一旦
开始利用民主形式来满足他们自己有限的
需求，便会故意减缓革命进程并试图将其
全部扼杀。
只有一个革命的领导班子才能将这个运
动继续向前推进直到最后的胜利而不被曾
给千百万印度尼西亚人民带来苦难的资本
主义所腐蚀。
革命政党需要在任何阶层建立并做好准
备。从参与工人的会议到领导罢工并参与
革命斗争，这个政党都需要在政治上和组
织上都做好充分准备。一个革命的政党将
会把那些在斗争中获益的工人们联合成一
个组织，并且利用他们在斗争中所取得的
经验来领导整个工人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