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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法制统一思想及其实践价值
王建国
（ 郑州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要：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多民族的俄罗斯传统中固有的地方主义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生苏维
埃国家政权的巩固和法制统一的实施 。为了实现整个苏维埃共和国境内法制统一 ，列宁认为，要制定反
摘

映人民意志的国家根本大法宪法 ，确立国家法制统一的基准；完善法律体系，构筑国家法制统一的基本
前提；保证公民守法、行政机关严格执行和法院公正司法是国家法制统一的关键实施环节 ； 设立检察机
关厉行法律监督，则是国家法制统一的制度保障。形成于苏俄革命胜利初期的列宁法制统一思想 ，对于
当下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转型期的中国 ，如何消解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的负面影响 ，维护国家
法制统一权威，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借鉴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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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列宁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面对俄罗斯传统的地方主义因素阻碍新生苏维埃国家法制的统一实施危及到国家政权的稳固这一
历史局面，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国家建设现实相结合 ，提出了一系列维护苏维埃国家法制统
一的思想理论。列宁所阐发的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思想和法
学理论，也为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的法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 回顾马克主义经典
作家列宁苏俄时期的法制统一思想和制度实践 ，从历史的争议中廓清列宁的法制统一思想 ，对于如何有
效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统一实施和推进法治建设 ，无疑具有不可否决的重要的现实意义和
理论价值。
一、制定根本大法，确立法制统一纲领
列宁认为，要实现苏俄国家法制统一实施，必须制定国家的总章程———宪法，以宪法为统领，展开苏
维埃政权的国家法制建设。从近现代历史演进看，现代历史上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是资产阶级反对封
建专制制度战胜封建势力取得革命胜利以后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胜利果实和政权合法性而制定的 ，是
［1］

集中表现统治阶级建立民主制国家的意志和利益的国家根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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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而且为了保障民权避免专制要对国家权力加以有效的合理规范和限制 。对于宪法遵守而言，不仅
全体国民要信仰宪法，而且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以及执政党和社会组织都应遵循宪法规范并在宪
法范围内活动。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宪法是一个国家的立法基础，国家的法律体系应以宪法规定的原则
和精神进行建构。因此，宪法就构成一国法律体系的核心和基准 ，国家法制的统一实施要以宪法规范为
最高原则。回溯现代国家的法治现代化历程 ，无论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国家抑或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国家均是在革命胜利后通过宪法的制定和法制的完善实现国家法制统一的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
创建者，列宁也非常重视在革命胜利后苏俄宪法的制定 ，通过宪法确认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地位和苏俄
工兵农革命的胜利成果。实际上早在俄国二月革命时期，列宁就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苏维埃俄国最合
适的形式。为了完成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的历史使命 ，列宁在关于《修改党纲的材料 》一
文中提出：“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直接任务，就是争取一个最能保证经济发展和人民权利，特别是保证
［2］

痛苦最少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制度 。” 在这篇文章里，列宁对于未来俄罗斯共和国应当实行的国
体政体以及民主制度等宪法的雏形作了一个纲领性的构想 。列宁认为，俄罗斯共和国的宪法应当确立
人民主权的原则，实行平等的普选制，保障人权，实现公民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罢工和结社自由以及
控告、罢免的权利。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为了使苏俄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得以巩固，列宁认识到
必须将新生苏维埃政权存在的这一政治事实上升到宪法的高度才能实现苏维埃国家政权长久的合法
性，制定反映体现人民意志的国家根本大法乃是政权巩固和法制建设的关键 。列宁明确指出：“工人阶
级夺取政权之后，像任何阶级一样，要通过改变同所有制的关系和实行新宪法来掌握和保持政权 ，巩固
［3］

政权。” 另一方面，俄罗斯是一个国土面积广袤民族众多的国家，传统的地方势力一直影响着国家的
统一。故此，确立国家统一的首要前提就是新生苏维埃政权机关制定一个全民遵守的国家根本大法 ，并
据此确立国家政体国体以及公民权利义务 ，以加强中央权威维护国家统一。只有国家宪法大纲确立，才
能为进一步的法制体系建设和国家法制统一提供基础性条件 。同样，苏俄人民以革命的暴力手段推翻
沙俄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代表人民意志的苏维埃政权 ，新生的政权要获得长久的合法性，就需要宪法
来确立新的反映无产阶级意志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关系。 对此，列宁指出，必须“以法律 （ 宪法 ） 保证全
体公民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保证全体公民享有自由集会、自由讨论自己的事情和通过各种团体和报纸
［4］
影响国家事务的权利” 。

基于宪法对于新生苏维埃政权合法性维护的重要性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将苏维埃国家宪法制
定列入国家建设大事日程。在列宁领导下，俄共 （ 布 ） 紧锣密鼓地起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宪
法（ 草案） 》，草案经过认真修改讨论，1918 年 7 月 10 日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并颁行实施 。
自此，世界上第一部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成果和阶级关系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
会主义共和国宪法（ 根本法） 》诞生。之后，列宁还与时俱进，根据苏俄政治、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法制建
设的时代需求，在 1922 年 12 月苏联成立之后着手修改 1918 年苏俄宪法。1923 年 7 月 6 日苏联成立后
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修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根本法 （ 宪法 ） 》，并于
1924 年 1 月 31 日经第二次全苏联苏维埃代表批准生效 ，此时距列宁刚刚去世 10 天。苏联 1924 年宪法
虽是在列宁逝世之后生效，但是，其草案却是在列宁生前以列宁主义精神原则为指导制定通过的 ，集中
反映了列宁的宪法治国维护法制统一实施的思想精髓 。
列宁认为，宪法一方面通过确立苏俄国家的国体政体维护新生政权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也是对于
人民权利保护的基本纲领。“什么是宪法？ 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真正承认这些权利的保
［5］

证在哪里呢？ 在于人民中意识到并且善于争取这些权利的各阶级的力量 。”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反映
的是俄罗斯苏维埃无产阶级的意志 ，是维护俄罗斯苏维埃全体国民权利的宣言书。 这里，列宁指出，宪
法不仅是苏维埃国家法制统一的纲领 ，也应当以维护苏维埃人民权利为基本理念 ，保障人民权利是苏维
埃共和国宪法的重要价值追求。基于苏维埃政权是反映和体现广大苏俄劳动人民意志这一阶级实质 ，
苏维埃政权颁布的宪法实质上体现了苏维埃广大人民权利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也是苏俄国家制定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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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实现公民权利的根本纲领。
二、完善法律体系，奠定法制统一基础
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纲领，规定的是关于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公民基
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法制统一实施的总纲领。但是，宪法规定的各项具体制度的实施还有待于国家法
律体系的完善，将宪法纲领性的内容规定予以落实，以真正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实施。 对于宪法的实
质，列宁精辟地论述道：“宪法的实质在于： 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代议机关的选举权以及代
［6］

议机关的权限等等的法律。” 在这里，列宁真切地揭示了宪法的实质乃是国家一切基本法律的总和，
其他一切法律都应当是在宪法的基础上制定并为实现宪法精神和宪法规范服务 。 可以说，正是宪法实
质上具有统帅基本法律的纲领作用 ，彰显了宪法在国家法制统一实施方面的纲领功能 。正因为如此，列
宁认为，要在宪法统领下，制定完善的反映人民意志调整新生社会关系的苏维埃法律 。在苏俄十月革命
初期的几个月内，列宁就强调制定法律对于维护和巩固苏维埃新生政权的重要性。“任何重大变革提
［7］

到人民面前的任务不仅是利用现有法规 ，而是要制定新的相应的法规。” 在列宁的领导下虽然苏维埃
制定了《和平法令》、《土地法令》以及《革命法庭条例 》等维护新生苏维埃政权的临时法令，但是，由于
面临国内外敌对势力反攻的紧迫时局 ，对于调整苏俄社会关系的基本法律体系并没有形成 ，国家的总纲
领也没有制定。正因为意识到法律对于国家政权合法性维护的重要性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强调宪
法制定的紧迫性并及时付诸实践 ，领导苏俄人民和苏共 （ 布 ） 制定了苏俄 1918 年宪法。 但是随之而来
的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反扑，暂时中断了列宁制定苏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计划 。正如列宁所言：“在军
事进攻的情况下，在苏维埃政权被人掐住脖子的时候，如果我们把这项任务放在第一位，那我们就是书
［8］

呆子。” 随着三年国内外战争的结束，列宁领导的苏俄政权经受了血雨腥风的考验得到了稳固，经济
建设开始实行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恢复国民经济的新经济政策 。此时，法制建设亦随之提上日程。
1921 年 3 月随着俄共（ 布） 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 》，新经济政策
开始实施。对于新经济政策形势下苏俄所要面临的任务 ，列宁强调指出：“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发展民事
［9］
流转，这是新经济政策的要求，而这样就要求加强革命法制。” “我们的政权愈趋向稳固，民事流转愈

发展，就愈需要提出加强革命法制这个坚定不移的口号 ，就愈需要缩小那些对于阴谋者的袭击给予回击
［10］

的机关的活动范围。” 在这里，一方面，列宁提出加强法制建设是推行新经济政策发展民事流转关系
的需要；另一方面，建设法制也是巩固政权和规范国家政权机关惩治犯罪行为的需要 ，并要求国家机关
对于危害苏维埃政权的犯罪分子的处罚由就地枪决转向法庭审判 。根据苏俄国家政权建设、经济建设、
社会发展变化以及法制建设的情势需要 ，列宁主张与时俱进地修改和清理革命初期的临时法令 ，对于符
合苏维埃政权社会形势、法制建设和利于新经济政策实施和工农联盟团结的法令予以保留并赋予继续
实施的效力，对于不符合苏俄新时期的政权建设和新经济政策实施的战时法令因时而异地加以废止或
者修改。同时，根据新经济政策实施和国家法制统一的需要 ，制定调整苏俄社会关系的基本法律，建立
完备的苏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苏维埃法制统一实施。列宁指出，“政府的全部工作”“是要把叫作
［11］
新经济政策的东西以法律形式最牢固地固定下来 ，以排除任何偏离这种政策的可能性 ” 。 为了推进

1922 年先后颁行了《俄罗斯联邦刑法典》、《检察监督条例 》、
和巩固新经济政策，苏维埃在列宁领导下，
《苏俄法院组织条例》、《劳动法典》、《土地法典》、《俄罗斯联邦民法典》、《苏俄刑事诉讼法典》等调整和
巩固苏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基本法律 ，随后的 1923 年年初又颁布了《苏俄民事诉讼法典 》。 在苏俄
实施新经济政策不到两年的时间内 ，列宁领导苏维埃实施广泛的立法活动实现部门法的法典化 ，初步建
立起了一个以苏俄宪法为纲领，以刑法、民法、劳动法、土地法和诉讼法等基本法为核心的门类齐全的苏
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同时，为了实现苏俄法制的协调统一，在苏俄部门法和基本法律的制定过程中，
列宁强调，苏维埃立法机关制定的部门法典和基本法律要严格遵循苏俄宪法 ，部门法典和基本法律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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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不能违背苏俄宪法的规定和原则精神 。这样一个从宪法到基本法律内部协调一致的苏俄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的确立，不仅彰显了列宁领导下的苏俄取得的为世界惊叹的立法成就 ，而且通过立法完善为苏维
埃法制统一实施提供了制度性的前提条件 ，同时也从法理上为维护苏俄政权的执政合法性奠定了正当
性基础。
三、严格执行法律，促进法制统一实施
宪法和完善的法律体系为国家法制的统一确立了基本前提和明确纲领 。 自 1918 年苏俄宪法颁行
到 1922 年 12 月 30 日苏联成立，苏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得以确立，为多民族地方主义影响根深蒂固的
苏俄法制统一实施奠定了基础条件 。但是，由不同部门法构成的体系完备的法律体系只是静态的法 ，徒
法不足以自行，静态的法如何转变为社会现实生活中动态运行的活法 ，还需要在法律运行过程中有赖执
行机关的严格执行和司法机关适用法律解决社会纠纷 ，形成一个良性的法律运行机制。
列宁主张，苏俄法制统一实施的实现首先需要实行国民法律意识教育 。 通过法制教育要求全体国
民一体遵守苏俄社会主义法制，奠定苏俄法制统一实施的基础。任何法律只有得到全体社会公民和社
会组织以及国家机关人员的普遍遵守 ，法制的统一实施才能得以实现。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认为，
苏俄政权制定的法律反映和体现的是全体苏俄人民和无产阶级的意志 ，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自觉遵守。
“新政权颁布了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希望的法律 ，从而在新的生活方式的发展道路上立下了里
［12］
［13］
程碑。” “法令虽然是正确的，如果强迫农民接受就不正确了。” 此时，列宁对于苏俄民众遵守新生

苏维埃法制的状况存在一定程度的乐观估计 。但是，当苏维埃进入和平经济建设时期，俄罗斯固有的守
旧思想和由于教育程度低导致的愚昧认识使得轻视苏维埃法律遵守的现象一定程度存在 。从当时苏维
埃法制建设和法律实施的效果看 ，苏俄人民的法律意识、文化水平及守法觉悟的程度还没有达到应有的
自觉境界，试图使法律仅靠人们的觉悟自觉遵守来实现法制统一的实施 ，缺乏群众基础。 此时，列宁认
识到加强对于群众的法制教育遵守法律规定是实现苏俄法制统一的一个基础要件 。 故此，列宁指出：
［14］
“法令的作用在于是倾听苏维埃政权意见的那些成百 、成千、成百万人学会采取实际步骤。”
这就是

说，只有群众通过法制教育了解了新政权的法律 ，才能遵照法律规定去行动，全体社会公民人人都以法
律为行动指南，法制的统一实施才能首先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 。为此，在苏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确立之
后，列宁基于苏俄当时国情积极提倡灌输主义 ，开展全民法制教育，提高群众守法意识，为苏维埃法制的
统一实现奠定群众守法基础。
其次，苏维埃政权机关严格执行法律，促进苏俄法制统一实施。对于国家机关严格执行法律对于法
［15］
制统一实施的重要性，列宁指出：要“根据法制来管理国家 ” ，“假如我们拒绝用法令指明道路，那我
［16］
们就会是社会主义的叛徒” 。为此，列宁要求，苏维埃中央和地方所属机关，都要严格执行苏维埃立

法机关颁行的法律法令。为了严格实施苏维埃法律维护法制统一实施，列宁在 1918 年 11 月 2 日撰写
的《关于切实遵守法律的决定提纲草稿 》一文中强调：“法制应当加强（ 或得到严格的遵守） ，因为俄罗斯
［17］

联邦法律的基本原则已经确定。” 为了促使苏维埃机关严格执行法律法令 ，列宁不仅申明苏维埃各机
关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令，还强调俄共 （ 布 ） 党的监察机关和苏维埃行政监察机关要切实履行职责，监
督苏维埃法律的统一实施。对于懈怠执行苏维埃法律法令的机关 ，列宁要求，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
要承担起强制推进的法制使命。为什么要强制地方苏维埃机关执行国家法律 ，列宁指出：“如果你们在
私下交谈时想想这些，看看我们中央政权的法令究竟有多少没有执行 ，那你们就会同意：最好是说实话，
［18］

对我们的地方机关，就得坚决无情地实行强迫。”

再次，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司法实现法制统一 。全苏俄法制统一实施的实现不仅需要全体社会主体
的自觉守法和苏维埃行政机关严格执行法律 ，更需要作为维护社会权利最后一道屏障的司法机关依法
司法促进法制统一实施。列宁认为，实现苏维埃法制统一实施要求司法机关对于无视苏维埃法律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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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肆意违反者一律送交革命法庭进行查办处理 ；确立苏维埃全联邦法制统一所必需的最起码最基
［19］
本的条件就是要求担负维护法制使命的苏维埃审判员“必须绝对遵守全联邦统一规定的法律 ” 。 列

宁要求，司法机关要加倍注意对官僚主义、拖拉作风和经济工作上的指挥失当进行司法追究，“凡是不
［20］
能依法办案、不严格执法的人民审判员和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应予撤销职务 ” 。 只有苏维埃司

法机关理解和适用法律相一致并切实贯彻苏维埃法律 ，才能最终达到以司法统一促进法制统一的实现 。
四、厉行法律监督，保障法制统一实现
法制统一实施不仅需要建立一个从完善立法和全民守法再到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法律运行机
制，而且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的法律监督制度 ，保障法制统一实施良性运转的实现 。苏维埃政权转入和平
建设之后，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逐步确立和完善 ，奠定了苏俄国家建设实现有法可依的基础 。为了厉行
法制和实现法制统一，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权建立初期 ，列宁就非常重视法律监督机制的建设。
当时，新生的苏维埃将对法律实施监督和检查的职责赋予不同机关行使 ，各级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
司法人民委员部及其下属地方机关 、工农检察院、中央主管部门等机关都有权对苏维埃法律法令的执行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而实践中，令出多门就会使人无所适从，法制统一也就成为空话； 而法律法令执行
监督权归于多个不同机关部门行使 ，就会导致法律监督弱化和虚化，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和产生预期的监
督实效。由于监督主体过于宽泛，在对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各人民委员部及其下属机构的职权活动是
否合法的监督上，一定程度存在明显的主管部门自身监督自身的情形 ，导致人民委员部各部的部门利益
在与整个苏维埃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 ，部门主体更多地出于部门利益保护可能牺牲或损害苏维埃的国
家利益。面对苏俄监督法律实施主体的多元化和监督缺乏统一性的困境 ，列宁甚为感叹：“我们的法令
太多了，而且像马雅可夫斯基所描写的那样 ，都是匆匆忙忙制定出来的，但对于法令的实际执行情况却
［21］

没有加以检查。” 伴随着苏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确立和完善 ，就急需消除阻碍苏维埃法制统一
的消极因素，改变苏维埃法制监督主体虚化的局面 。于是，列宁思考在苏俄已经建立起来的党的监督、
行政监督、群众监督和媒体监督体系之外，建立一个专门的机关作为有效维护苏维埃法制统一实施的法
律监督机关，承担起专门负责法律实施的监督任务 。可以说，苏维埃政权机关逐渐滋生蔓延的官僚主义
严重妨碍中央政令和苏维埃法律的统一实施 ，反对官僚主义需要有法律上强有力的机关承担这一重任 。
这是列宁思考建立一个新型的机关承担起维护苏维埃法制统一实施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原因之一 。其
次，俄罗斯沉渣泛起的地方主义也对苏维埃法制的统一实施产生相当严重的危害 。1922 年苏俄基本法
律制定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际 ，俄罗斯传统根深蒂固的地方势力形成的地方主义继续影响
着全苏俄法制的统一实施。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享有立法的自主权 ，可以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法规，甚
至于出现苏维埃地方政权各自为政 ，导致中央苏维埃的法律法令不能顺畅进行和统一实施 。 这些弊端
不仅严重妨碍着苏维埃经济建设和新经济政策的执行和贯彻 ，还直接危及苏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巩
固和统一。对于俄罗斯地方主义的危害，列宁指出：“毫无疑问，我们生活在无法纪的海洋里； 地方影响
［22］

对于建立法制和文明即使不是最严重的障碍 ，也是最严重的障碍之一。” 再次，苏俄地域广袤和多民
族的国情需要专门机关监督国家法制统一实施 。 对此，列宁指出：“法制只能有一种，而我们的全部生
活中和我们的一切不文明现象中的主要弊端就是纵容古老的俄罗斯观点和半野蛮人的习惯 ，他们总希
［23］

望保持同喀山省法制不同的卡卢加省法制 。” 基于苏俄的国情和特定的历史背景 ，为了克服地方主义
和官僚主义对于法制统一实施的障碍和法律监督虚化的局面 ，列宁在研究西方大陆法系国家和俄罗斯
彼得一世时期检察制度的基础上 ，辩证地吸收西方和俄罗斯历史上存在的检察制度的精髓与合理成分 ，
创建一个体现苏俄人民意志和代表国家厉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新生的苏维埃检察机关 。为了实现新设立
的苏维埃检察机关能够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有效地维护苏俄法制统一实施 ，在列宁领导下 1922 年苏
维埃制定了苏俄《检察监督条例》，《条例》从权力结构和职权配置上赋予新成立的检察机关不受苏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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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干涉独立运行并能够对苏维埃国家政治 、经济、社会和法律生活中的一切方面实施
专门法律监督的职权，履行一般监督职权和诉讼监督职权 ，监督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各部和地方苏维埃政
权机关能够始终如一地执行和实施苏俄国家各项法律制度 ，监督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决议和法院的裁判
是否遵守苏俄法制以实现全苏俄法制的统一实施 。
五、小结
回溯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苏俄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面对俄罗斯传统根深蒂固的地方主义对于法制
统一的危害以及苏维埃滋生暗涨的官僚主义对于苏维埃法制建设的影响 ，列宁因时而进推进苏俄社会
主义法制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以求维护苏俄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 列宁殚精竭虑力
图建构一个从立法完善到全民守法再到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公正司法 ，再到检察机关厉行法
律监督这样一个贯穿苏俄法制实施的运行体系 。在资本主义重重包围中列宁所探索的法制统一之路开
辟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路径，展示了苏俄社会主义法制事业的强大生命力并在其生前付诸苏俄法制
实践得到较好地贯彻和执行。对于斯大林的粗暴专权，列宁早有警觉并给苏共 （ 布 ） 中央提出斯大林不
适合担任苏共总书记的职位。但是，由于列宁英年早逝，最终斯大林成为其后继任者。而列宁所开创的
民主法制建设思想理念在斯大林时期由于苏共党内权力斗争并没有得到始终如一地贯彻和执行 。新中
国成立初期，虽然从形式上我们是努力学习和移植借鉴苏联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 ，但是，对于列宁社会
主义法制建设的理念并没有真正研究和借鉴 。1954 年宪法虽是新中国成立后以苏联 1936 年宪法为蓝
本颁行的，但是其后的反右“文革”，使得宪法成为了一张载满人民权利的纸 ，更遑论民主法治建设。 当
时，国家治理模式更多的是选择倾向于机动灵活的政策治理 ，在法律体系建立以及国家的法制建设模式
方面，我们并没有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和制度创始者列宁的法制建设理论 。 直到新中国成立 30
年之后拨乱反正，我们才开始反思国家社会灾难根源在于没有法制的约束导致权力的横行 ，由此肇始法
制建设的征程。之后的 30 余年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法治实践探索 ，最终确立了我国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并初步建立一个法律有序运行的实施机制 。而这与苏俄时期列宁五年就完成了第一
个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建设相比 ，令人叹息。更有学者误读和曲解经典作家列宁的法制思想 ，一刀切地
倾心于西方欧美法律制度，不能不说是我们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过程中的一大憾事 。 在当下全面推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建设的过程中 ，由于利益驱动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滋生了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壁
垒。从立法实践上看，部分地方政府权力部门和国家机关借助于立法法赋予的立法权限扩张权力 。 具
体表现为：借助立法之名谋取部门私利、无序扩张权力以利行业垄断、超越职权制定地方法规、没有法定
理由随意限制或剥夺公民权利等现象不一而足 。这些部门权力利益化和地方利益法制化的弊端滋生形
成的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一定程度干扰和妨碍国家的秩序稳定和法制统一 。而对于地方主义和部门主
义危害的防范以及治理，列宁的法制统一实施理论的路径选择仍有其借鉴价值 。 因此，重读经典著作，
挖掘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创始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列宁的法学理论和法制统一建设实践 ，反思斯大林
背离列宁民主法制之路的恶果，吸取新中国法制建设迟缓的历史教训 ，不仅可以为我们捍卫社会主义法
制建设的历史提供正当性的苏俄时期制度范本 ，而且可以为我们当下社会主义国家法制统一实施提供
经典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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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of Practice and Value of Lenin’s
Thought on the Unity of Legal System
Wang Jianguo
（ Law School，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Henan 450001）
Abstract：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October Ｒevolution in the Soviet Union，localism ，which roots in the multiethnic Ｒussian tradition，in some extent influenc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new Soviet
state and the unity of the legal system． According to Lenin’s thought，in order to realize the unity of the legal
system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Soviet Ｒepublic，they had to make the constitution，the fundamental law，which
would reflect the will of the people；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and establish the basic premise for a unified national legal system；guarantee that citizens obeying the law，the administrative organ strict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court justice are the key implementation for the national legal unity； establish strict legal supervision of
procuratorial organs，which is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unity of national legal system． Lenin’s thought
of the legal unity formed in the Soviet victory in the revolution is still of theoretical meaning and practice value
for China to resolve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the Localism and safeguard the authority of the national legal unity．
Key words：Lenin；the legal unity；tim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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