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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秀松对青年团组织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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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秀松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者和第一任书

记。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俞秀松接受新思想，经过对各种主义的比较，确

立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他在指导各地建团、发展团的组织、团结教育青年、筹备团一大等

方面，对青年团作过重要贡献。

俞秀松；青年团；贡献

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并受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委派组建上海社会主义

青年团。俞秀松领导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事

革命活动，在指导各地建团、发展团的组织、

加强与青年共产国际的联系、筹备团一大等方

面，对青年团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创建上海社会主

义青年团

俞秀松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开

始接受新思想，后经五四运动的洗礼，对各种

主义的比较，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成为信仰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他参与了中国早期共产

党组织、早期青年团组织的创建。

（一）接受新思想，逐步成为信仰马克思主

义的革命者。1916年夏，俞秀松在新文化运动

愈演愈烈之时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

时浙江一师在被誉为“浙江教育界之巨子，革

新运动之领袖”的校长经亨颐的领导下，已成

为南方传播新文化思想的阵地。俞秀松从《新

青年》《晨钟报》《每周评论》等报刊中逐步

接受新思想，开始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五四运动爆发后，俞秀松参加领导了杭州

的学生运动，并和同学施存统等创办《浙江新

潮》周刊，他亲任主编，撰写发刊词。《浙江

新潮》一经问世，便以战斗的姿态对社会制度

和封建礼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成为当时浙江

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旗帜。陈独秀在《新青

年》上对其大加赞扬，勉励编辑部“这班可爱

可敬的小兄弟”要“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

斗”[1]。

1920年１月，俞秀松离开杭州赴京加入了

北京工读互助团，同时在北京大学第一院哲学

系旁听李大钊、胡适等人的授课。此时俞秀松

还想通过在工读互助团的工读生活，探索一个

无政府、无强权、无纪律、无宗教、无婚姻的

理想社会。然而，不久工读互助团宣告失败，

这使俞秀松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他彻底抛

弃了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断然宣告：

“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

愿），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2]

1920年3月，俞秀松来到上海，进入星期评

论社工作。星期评论社所在地是早期共产主义者

聚集开展活动的地方之一。在上海，俞秀松受陈

独秀、李汉俊等人的影响很大，开始重新思考对

主义的选择和对中国社会改造途径的选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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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命为社会改造者”，认为“现在上海的工

厂……没有一处不比家庭学校更黑暗”[3]。为

此，俞秀松来到上海虹口区的厚生铁工厂做工。

他与工人朝夕相处，体察工人的生活状况，调

查和研究如何开展工人运动，成为先进知识分

子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先行者。

那时，各种社会主义的观点纷然杂陈，马克

思主义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了俞

秀松。他在《自传》里写道：“在上海生活的

最初日子里，我认识了戴季陶、沈玄庐等人。

他们多方面帮助我了解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

动，其中包括十月革命。我认为十月革命是解

放人类摆脱压迫的唯一道路。”[4]

俞秀松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最终选

择了科学社会主义，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念。他参加了陈独秀组织的探讨社会主义学说

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

与陈独秀等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坚定信念的知

识分子一起，开始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

（二）接受党的指示，创建上海社会主义

青年团。俞秀松参加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

筹建活动。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

立，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

俞秀松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为更好地在

青年中进行社会改造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同

时也是为“培养和挑选预备党员”[5]，指派最年

轻的成员俞秀松负责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多

年后施存统回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

由共产党指派俞秀松负责组织的。”“青年团

成立之初，共产党员不管年龄大小，都参加进

去。陈独秀、李达也都参加了。”[6]

因为此前在筹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时，

俞秀松曾给来中国指导建党的共产国际代表维

经斯基当过助手，了解了一些苏俄共青团的情

况，所以对此项工作并不陌生。在俞秀松的积

极努力下，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

团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成立，俞秀松任

书记，其成员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

俊、金家凤、袁振英、叶天底“全是共产主义

者”。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目标是“准

备社会革命”[7]。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

委员会机关刊《先驱》第八号载：“1920年8月

某日，上海有八个社会主义者，为实行社会改

造和宣传主义起见，组织了一个团体，这团体

叫做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8]俞秀松主持制定

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

青年团。它的创建带动了各地青年团早期组织

的建立，为统一的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核心——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二、领导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从事革命

活动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在俞秀松的领

导下积极指导各地建团，且在团结教育青年、

投身工人运动、发展团的组织等方面作了大量

工作。

（一）在党的领导下带动各地建团。俞秀

松领导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第一个地

方青年团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

立后，便向全国各地共产主义者寄发团章和信

件，要求各地进行建团工作。在上海团的带动

下，北京、长沙、武汉、广州、天津、济南等

地也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各地

建团过程中，上海团组织起了一定的发起和指

导作用。”[9]根据有关史料记载，1920年10月，

毛泽东即是收到陈独秀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

章程后，立即开始在湖南发展团员，筹建长沙

团组织的。

1921年3月，青年团临时中央委员会成立，

俞秀松任青年团临时中央委员会书记。由于上

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各地团组织的建立过程中

起到了发动和指导作用，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

章程才有了明确规定——“正式中央机关未

组成时，以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各地

方团以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名之，为本团之一

部”。青年团临时章程表明社会主义青年团

“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

年权利为宗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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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推动了各地青年团

组织的建立，为青年团一大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二）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教育青年。一是组

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成立后，每星期举行一次会议，每次会议必有

政治报告，报告的具体内容多半由党规定。俞

秀松作报告的次数最多，邵力子、沈玄庐、陈

望道等也经常受邀在团的会议上作报告。

二是创办外国语学社。为培养干部和输送

优秀青年到苏俄学习，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和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一起创办了外国语学社。

外国语学社社址设在团的机关霞飞路新渔阳里6

号。当时办外国语学社也有以公开办学的形式

掩护党团革命活动的想法。杨明斋担任外国语

学社校长，俞秀松任秘书，具体负责学社的行

政事务。学社曾两次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刊

登招生广告。学员有地方革命团体介绍来的，

也有具有爱国情怀，对现实社会不满，到上海

找陈独秀、邵力子等寻找出路，由陈独秀、邵

力子介绍来的。外国语学社1920年9月开班，

1921年冬结束，每期学员20到60人不等。课程设

置有俄语、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等。学员半天上

课，半天自修，《共产党宣言》是必读经典。

1921年3月，俞秀松赴莫斯科参加青年共

产国际二大时，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

的身份与苏俄商洽送进步青年赴莫斯科大学学

习事宜获得进展。是年夏季始，外国语学社先

后分三批输送30多名学员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

习。“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夏季先后到达俄

国的团员青年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

劲光、任岳、周兆秋、胡世廉、韩慕涛、蒋光

慈、傅大庆、彭述之、卜士奇、韩平的、蒋热

血、吴葆萼、曹靖华、韦漱园、任作民、王一

飞、谢文锦、许之桢、梁柏台、华林等三四十

人。”[11]其中任弼时、刘少奇、萧劲光、彭述

之、罗亦农、汪寿华、曹靖华等后来成为中国

共产党的骨干。

（三）在党的领导下投身工人运动。上海社

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党的许

多活动都是以团的名义出现”的，因为“共产党

的组织当时是秘密的，青年团是半公开的”[12]。

青年团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帮助工人争取改善

劳动条件、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13]。俞秀

松积极投身工人运动。他在上海厚生铁工厂做

工时，参加筹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最早

的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从1920年10

月到1921年3月这半年来，已经在中国大城市里

建立了一系列工会。各社会主义青年团都举办

讲座、组织训练班和研究会，团员们在那里研

究马克思的理论和中国新文学等。”[14]

1921年1月，俞秀松被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指派为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负责领导工人

运动。他先后参加创建上海火车司机俱乐部、

上海印刷工人俱乐部和青年工人半日制学校。

他是上海印刷工会、纺织工会、五金工会的会

员和教导员。2月，上海有轨电车工人为增加工

资举行罢工，俞秀松带领青年团员前去声援。

这次罢工以工人的胜利告终。

此外，俞秀松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早

期组织主办的《劳动界》周刊的编辑工作。[15]

《劳动界》发表《我们底劳动力哪里去了？》

《失业问题与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抨击社会黑

暗、启发工人觉悟的调查报告和文章，把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中国工人的生活状况，

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向工人进行启蒙教育，深受

工人欢迎。俞秀松是最早深入工厂、开展工人

运动的青年团负责人。

（四）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团的组织。俞秀松

注重青年团组织的发展。首先是在外国语学社

的学员中发展团员，“上海团组织在外国语学

社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团员，计有：李中、罗亦

农、任弼时、萧劲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

祯、傅大庆、周兆秋、柯庆施、梁百达、卜士

奇、袁达时、彭述之、廖化平等”[16]；其次是

在工人和学生运动中发展团员，1920到1921年

间，团员曾达200人。[17]

由于出色的工作成绩，俞秀松领导的上海社

会主义青年团被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

书记谷林誉为“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18]，

并被邀请派代表参加1921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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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三、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报告中国青年

团的情况

1921年3月，俞秀松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书记身份前往向往已久的俄国，出席青年共产

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一）积极促成共产国际对正在筹建的中国

共产党的认可。1921年6月至9月，青年共产国

际二大和共产国际三大交叉进行。俞秀松是青

年共产国际二大正式代表，同时出席共产国际

三大。

俞秀松5月抵达莫斯科后，发现共产国际不

仅邀请了筹建中的中国共产党参会，还邀请了

当时自称“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党”等组

织的代表参会，至少有五六家。其中姚作宾的

“中国共产党”、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已

经拿到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证。这说明筹

建中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共产国际唯一认可的

中国共产主义组织。

俞秀松清醒地认识到，必须要使筹建中的

中国共产党得到共产国际的唯一认可。他很快

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中共代表俞秀松为姚作宾

问题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声明书》，指出：

“中国公民姚作宾不久前到了莫斯科，声称自

己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实际上他不是我党党

员，因此没有权利与共产国际往来。”[19]要求

共产国际撤销对姚作宾所谓的“共产党”的承

认，取消姚作宾的参会资格。接着，俞秀松又

和共产国际三大的正式代表、同时列席青年共

产国际二大的张太雷一起，给共产国际执行委

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写信，揭露江亢虎十足的

资产阶级政客及其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强烈

抗议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给予江亢虎参会资格。

共产国际对此十分重视，进行了认真的研

究，最终决定承认正在筹建的中国共产党为中

国唯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取消姚作宾、江亢虎

的参会资格。这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

次代表大会献上了一份厚礼。日后，中国共产

党得到了共产国际在财力、物力、外交等方面

的大力支持。

（二）向青年共产国际介绍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情况。俞秀松系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中国

唯一具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他代表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在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上作了专题报

告。

俞秀松首先介绍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情况，

他概括了五四运动的性质、意义：“中国青年

运动发轫于1919年。这场遍及全中国的运动具

有爱国主义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性质，同

时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它是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开始。”[20]其次，俞

秀松介绍了青年团早期组织的情况。他强调了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共产主义倾向：“1920

年8月22日，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了一次正式会

议，其成员全是共产主义者。”谈到青年团组

织的发展时，俞秀松指出，继上海社会主义青

年团后，“在许多大城市也逐渐成立了这样的青

年团。目前青年团人数已有1000多人，其中上海

青年团力量最强，发展最快”[21]。在谈到党团关

系时，俞秀松表示“社会主义青年团密切配合

共产党工作，服从于党并与党一道在工人和士

兵中间工作”[22]。团的基本工作“是接近劳动

群众和研究共产主义、社会科学”，“在中国

工业区开办一系列日夜学校，每周还组织宣传

员小组，在大街上举行群众会，与广大群众交

谈”。[23]“团近期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紧密团结

的中央领导机构”，“我们希望与老同志和师

长们并肩携手在青年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把

几亿人口苦难深重的中国引向幸福而快乐的共

产主义制度”。[24]

俞秀松在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上的报告，加强

了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青年团和青年运动状况

的了解以及对中国青年团的指导。

四、筹建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发展地

方团组织

各地早期青年团组织建立后，积极开展革命

活动，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然而后来新发展

的团员组织成分比较混杂，在团员中“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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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基尔特社会

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

有”。“凡遇见一件事情或一个问题，各人所

提出的解决方法或意见，就不能一致，常常彼

此互相冲突。”[25]在这种状态下，加之经费缺

乏、人事变动等原因，1921年5月前后，一些地

方团组织的活动一时陷于停顿。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研究了在各地

恢复和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

问题。11月，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签发的《中国

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要切实

注意青年运动，对青年团组织要“依新章从速

进行”，“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7月

以前超过二千团员”[26]。张太雷等一批共产党

员和青年团员担负起整顿和恢复社会主义青年

团组织的重任。此次恢复青年团组织的工作吸

取了早期建团的教训，加强了团的思想建设，

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

的团体”[27]。施存统从日本回国后被陈独秀指

派担任团临时中央委员会代理书记，负责地方

团组织的恢复和团一大的筹备工作。

1922年3月，俞秀松结束在苏俄的学习回

国，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和青年工作。不久，他

受团临时中央委员会指派，赴杭州创建地方团

组织。到杭州后，他积极奔走，广泛联系，商

谈建团事宜，并一直与施存统保持联系。4月

14日，他致信方国昌（施存统）报告：“抵杭

后，吾即与各方面接洽此事，大约本周日曜日

可望成功，人数总在20以上。”[28]4月15日，他

又致信方国昌：“前寄明片一纸，谅已收到。

S.Y.事，昨已开筹备会议，与会者只师校三

人，安定一人及女同志一人而已。但已接洽赞

成者十七八人头。议决星期三（19日）下午在

此开成立会。”[29]

在浙江一师校友的支持帮助下，4月19日，

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俞秀松任书记。第

二天，俞秀松即向团临时中央局报告：“青年

（团）已于昨成立，现有27人。”[30]浙江一师

的同学赵并欢在回忆文章里也谈到俞秀松在杭

州建团之事：“1922年春夏之交，杭州成立社

会主义青年团，是俞秀松来跟我谈的，要介绍

我入团。我听他一说，立刻就同意了。我入团

时俞秀松是团的书记。那时他刚从苏联回来，

我很佩服他，认为他搞S.Y.毫无问题。”[31]

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对浙江各地青年

团组织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杭州社

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前

恢复和成立的17处地方团组织之一。

五、参加筹备并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

俞秀松参加了团一大的筹备工作，曾任团一

大筹备机构总务委员会主任。团一大前，“从

恢复到现在，不到6个月时间，地方团成立者有

17处（上海、北京、南京、天津、保定、唐山、

塘沽、武昌、长沙、杭州、安庆、广州、潮州、

梧州、佛山、新会、肇庆），全国团员达5000余

（大多数为工人，次之则学生）”[32]。此时，成

立统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2年5月1日，各地代表大都抵达广州，下

午4时半至7时半，召开了团一大的筹备会议。

会议有15人出席，选举俞秀松、施存统、邓中

夏、蔡和森、张太雷、陈公博、张继武等7人

为总务委员会委员。5月2日下午，举行总务委

员会会议，主要内容是工作分工，确定委员会

分三股，第一股，团纲起草员：蔡和森，章程

起草员：张太雷，提案征集员：邓中夏；第二

股，文牍员：施存统，记录员：俞秀松，新闻

员：陈公博；第三股，杂务员：张继武。会议

还决定：本委员会主任：俞秀松；本委员会办

事处：东南旅店览胜所。[33]可见，俞秀松参加

了团一大的筹备工作。

1922年5月5日，在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

念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在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召

开，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

义的真正的革命团体。俞秀松以杭州地方团组

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团的一大，并和高君宇、

施存统、张太雷、蔡和森一起当选为团中央执

行委员会委员。施存统回忆：“大会选出了俞

秀松、蔡和森、张太雷、沈泽民、贺昌、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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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等为团中央委员，由我担任团中央书记，从

‘一大’到1923年的‘二大’期间，团中央经

常在一起工作的有4个人，就是俞秀松、张太

雷、沈泽民和我。”[34]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通过了《中国社

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

程》等，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

无产阶级的组织，即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

斗的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已实现了

思想上、组织上的完全统一，已真正成为纲领

明确的，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组织。

总之，俞秀松在党的指示下创建了上海社会

主义青年团，并指导各地建团，为全国统一的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俞秀松为

青年团组织作出的重要贡献，也奠定了他在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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