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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后陈望道对建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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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陈望道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并在此后与他的学

生一道，参与筹建中国第一个团组织，将进步青年学生团结在党组织和团组织周围，为

中国共青团的创建作出了突出贡献。

建立共青团；贡献；陈望道

一、陈望道作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

知识分子，积极参加五四运动

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

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陈望道

以及他的一些学生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

陈望道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由陈望

道、施存统等主编的《浙江第一师范校友会十

日刊》被誉为“五四”时期“浙江的一颗明

星”[2]。由“一师”学生施存统、俞秀松等14

人与外校阮毅成、沈乃熙（夏衍）等20多人编

辑的《浙江新潮》是浙江最早的一份受十月革

命影响、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夏衍后来回忆

说：“《浙江新潮》这份刊物，是‘一师’学

生宣中华、俞秀松等在陈望道、夏丏尊的支

持下办起来的。”[3]陈独秀特意发表了随感录

《〈浙江新潮〉——〈少年〉》，认为“《浙

江新潮》的议论更彻底”，并鼓励这班“可敬

的小兄弟，就是报社封了，也要从别的方面发

挥‘少年’‘浙江潮’的精神，永续和‘穷困

及黑暗’奋斗，万万不可中途挫折”。[4]

1959年4月，陈望道在《纪念五四运动四十

周年，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一文中说：“五四

运动首先是个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不仅仅

是个爱国政治运动，同时又是个文化运动。在

这个文化运动中，人们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

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而一批最早接

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则在人民

群众中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把这个文化运动

导向更前进的方向，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的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运动。在五四

运动的基础上，不久终于出现了中国人民革命

斗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1961年10月，他

应邀在《上海盟讯》上发表《纪念辛亥革命

五十周年》一文，文中称：“十月革命的一声

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

动之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

级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1921年诞生了伟大的

中国共产党。”“文革”中，“四人帮”大搞

“批林批孔”，有人污蔑陈望道受孔孟之道影

响，宣扬“封资修”时，陈望道非常生气，声

称自己早在“五四”时期就已是一名反封建的

勇士。[5] 

二、陈望道和他的学生是建立中国第一个

团组织的中坚力量

1920年8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

领导下，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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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

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成立。当时团的

发起者有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

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等8人，由俞

秀松担任书记。建团的中坚一共8人，有3人是陈

望道的学生，连同陈本人在内，占了半壁江山。

其实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1920年5月

间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时就已经

在一起了。邵力子曾回忆说：“1920年5月间

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有三部分

人：一部分是原浙江‘一师’的师生，如陈望

道、施存统、俞秀松。”[6]1920年8月上旬，中

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

二号《新青年》编辑部（即陈独秀寓所，今南

昌路100弄2号）成立。发起人有陈独秀、李汉

俊、俞秀松、施存统（在日本）、陈望道、沈

玄庐、杨明斋、李达，陈独秀任书记。它实际

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

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也就是说，中国

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时，陈望道、俞秀

松、施存统也在最初的十余人之列。

俞秀松，原“一师”学生，是五四运动时

期杭州学生的领袖。1919年5月12日，他和宣

中华等人发动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约3000名

学生在湖滨公园召开声援北京、上海学生爱国

反帝大会，并举行了杭州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

的反帝反封建的示威游行。他还积极组织和带

领学生宣传队，提倡国货、抵制洋货。后与施

存统、周伯棣等一起创办了《浙江新潮》社，

出版《浙江新潮》周刊。《浙江新潮》被北洋

政府禁止发行后，俞亦被迫于1919年底离杭赴

京。翌年1月在京与施存统、周伯棣同时加入

“工读互助团”。该团于1920年3月解散后，他

前来上海，参加《星期评论》杂志社的编辑工

作。同年5月，他与老师陈望道、同学施存统等

一起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据俞秀松6月

27日日记记载，陈望道译完《共产党宣言》后

是他经手直接送到陈独秀家的。[7]8月，又一道

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稍后，俞秀松

受陈独秀委托，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任团中

央书记。1921年3月，他出席了少共国际在莫斯

科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负责联系我党派遣

的一批青年赴苏俄学习事宜。1922年3月回国，

到杭州参加创建当地青年团组织，并兼任团杭州

地委书记。5月，参加在广州召开的社会主义青

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委员。

施存统（又名施复亮）当年曾与老师陈望

道等创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

刊》，后来又与同学俞秀松、周伯棣等联合

创办《浙江新潮》周刊，并在老师陈望道的指

导下在《浙江新潮》上发表《非孝》一文，反

对封建家庭制度，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

波”。《浙江新潮》由此被北洋军阀政府通令

在全国禁止印刷发行，施本人也因此遭到教育

厅的勒令开除的处分。1919年底，施存统被迫

离开杭州去了北京。次年1月，他加入“工读互

助团”，因该团不久即解散，遂于6月间来到上

海投奔老师陈望道。1921年5月15日，施存统发

表《见于〈共产党宣言〉中底唯物史观》，用

德国学者巴脱（Sombart）教授说的一句话说

明《共产党宣言》的价值：“我到今天为止，

虽然百回又百回地重读这篇东西，然而每一回

重新把彼拿到手里，总是有新的东西得到”，

并附记说：“这篇文章，可以当作《共产党宣

言》解说看。关于《共产党宣言》底译文，有

许多是直抄陈译《共产党宣言》的，理当声

明。我希望诸君看此文时，拿《共产党宣言》

来对看，当能格外明白。《见于资本论中底唯

物史观》，《建设》二卷六号已经译出，也可

以参看……一九二○年六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底

《觉悟》，望道先生所翻译的那篇《马克斯底

唯物史观》，也很可以供参考。其余《新青

年》底‘马克斯号’和《建设》里汉民季陶所

做的文章，也足供研究。我不敢说，我对于唯

物史观已有什么研究，不过我是很想用心研究

一番的。我以为唯物史观是最能医治‘空想’

底毛病的……很希望大家对于马克斯底唯物史

观和科学的社会主义，多做一点研究。至于尚

未研究，而先存一个成见去反对别人底主张，

那是没有意思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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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施存统为团中央

书记，俞秀松、蔡和森、张太雷等为团中央委

员。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施存统因患有严重的

神经衰弱症，力辞团中央的一切职务，大会讨

论后同意了他的请求。1925年，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

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曾先后在

上海大学、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武汉中央军校任教的施存统以施复亮的名字写

了《悲痛的自白》一文，登在8月30日《中央日

报》副刊上，声明脱离共产党。

叶天底也是浙江“一师”的学生。1919年

“一师风潮”发生后，他是“换经（经亨颐校

长）拒金（金布，军阀当局新派来的校长）”

斗争中的骨干分子。1920年暑假，叶被迫离开

“一师”来到上海，经陈望道推荐，在一家印

刷所校阅《新青年》的文稿，与陈独秀、邵力

子、杨明斋、陈望道交往甚密，开始接受马

克思主义启蒙教育。8月中旬，叶天底与陈望

道、俞秀松一起去杭州联络沈玄庐，开展马克

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叶天底将自己画作《磕篓

与蟹》送给沈玄庐。《磕篓与蟹》以稻草象征

广大受尽奴役的劳动人民，以蟹比喻不劳而获

的剥削阶级，暗含劳动人民要起来推翻剥削阶

级统治的寓意。1921年5月1日，叶天底的版画

《世风》在陈望道与邵力子编的《民国日报》

副刊《觉悟》（劳动纪念专号）上刊出，画头

“世风”二字为陈望道所题，反映了受苦的劳

工渴望摆脱压迫、期待解放的心情。1923年

秋，叶任《民国日报》副刊《艺术评论》的编

辑，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中共浙

江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的破坏，叶天底不幸被捕。

1928年2月，叶天底慷慨就义于浙江陆军监狱。

三、指导帮助进步青年学生并介绍他们加入

团组织

1957年3月4日，陈望道谈社会主义青年团早

期情况时说：五四运动后，“青年要求进步、

要求找出路的心很切，很需要有人指点。当时

上海一些进步报刊，经常答复青年一些问题，

于是，一些青年便跑到上海来了（其中有些是

因闹学潮离开学校，不满家庭包办婚姻而逃出

来的）。我们曾为他们安插住处，给他们补习

功课。以后，在他们中间发展了团员。”[9]这

里“因闹学潮离开学校”就是陈望道自己经历

的“一师风潮”，而“给他们补习功课”的处

所就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举办的“外国语学

社”。曾经在外国语学社任英语教师的袁振英

回忆说：“我担任英文一科，我又与施存统、

叶天低（注：应为叶天底）、俞秀松、金家凤

主持团务。” [10]陈望道时应学社之请，以复

旦大学教授的身份，星期天给学员们举行政治

课讲座，讲解《共产党宣言》。学员萧劲光回

忆：“我们在这里除了学习俄文，还听讲马列

主义的课。我读的第一本马列的书就是外国语

学社发的《共产党宣言》，书的封面上有一个

大胡子的马克思像。对《共产党宣言》我们读

起来很费解，……书是由陈望道翻译的，马列

主义课也由他主讲，每个星期日讲一课。”[11]

后来成为外国语学社学员的华林也是浙江

“一师”的学生。从“一师”毕业后，因受到

反动政府的迫害，无法在杭州继续呆下去，遂

于1920年9月来上海，找到了陈望道。华林回

忆，当天晚上，“陈望道送钱来旅馆，和我谈

到半夜，谈得很多，谈到了仲甫（陈独秀）的

《新青年》，说陈独秀请他编《新青年》，又

谈到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言下之意要我参

加。”同年12月左右，俞秀松又去找他，同他

谈起青年团，希望他参加，还希望他不要读英

文，改读俄文。这次华林答应了，“第二天，

他就同叶天底（后来牺牲）来帮我搬行李盖到

渔阳里6号。”[12]1921年4月，华林作为第一批

赴苏留学生到苏联留学，同去苏联的还有何今

亮（即汪寿华）等12人。

汪寿华，在五四运动中曾在“一师”组织书

报贩卖团，推销进步书刊，是学生运动的骨干

之一。汪寿华就读于陈望道的这个班级。“一

师风潮”过后，他于1920年下半年来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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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望道的指导下，进入外国语学社学习。

1920年9月，经俞秀松介绍，加入上海社会主义

青年团。1921年4月，他和罗亦农等被派往苏联

学习，后留在赤塔远东职工会中国部工作，任

主任及海参崴工人苏维埃委员。1923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27年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夜

被帮会流氓杀害。

到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学习的还有“一

师”的另一同学周伯棣，时间是在1921年11月

20日至1921年5月份。周伯棣曾经与俞秀松、

施存统等一道编过《浙江新潮》，一道去北京

参加工读互助团。1920年冬俞秀松将他招到上

海，进外国语学社。周伯棣回忆说：外国语学

社的“地址在淮海中路（旧称霞飞路）渔阳

里。陈独秀、陈望道即同住在隔壁弄堂。他们

似乎经常关怀我们的学校，我们也常常到他们

那里去”[13]。

总之，陈望道紧紧团结了在五四运动中经过

洗礼的“一师”进步青年学生，将他们团结在

团的周围、党的周围，从而将五四运动的精神

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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