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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劳动界》看早期共产党人向工人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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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此创办了面向工人

的通俗周报《劳动界》。该报意在改良劳动阶级的境遇，成为劳动阶级的喉舌。其重要

栏目聚焦工人生活，启发工人觉悟，探索解决劳动问题的办法。该报通过调查与征稿了解

工人生活。在《劳动界》的启发下，一部分工人思想日渐觉悟，他们开始联合起来建立工

会。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劳动界》；马克思主义；工人

1920年6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环龙路

老渔阳里2号成立。这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不是

上海地方性的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在中共发起组成立会上，劳工专政被确定为中

国共产党达到社会革命的重要手段，开展工人

运动顺理成章成为早期共产党人的重要工作。

为了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觉悟，

创办报刊是一种可以尝试的办法。陈独秀、李

汉俊等在中共发起组成立后不久就创办了向工

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通俗周报《劳动

界》。该报开设有较为丰富的栏目，各有其报

道的侧重点，从这些栏目入手，可以一窥当时

该报的特色以及早期共产党人向工人传播马克

思主义的路径。

一、《劳动界》的创办与主要撰稿人

1920年8月15日，《劳动界》问世，由新青

年社公开出版。两天后，该报发起人李汉俊、

陈独秀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启事：“同

人发起这个周报，宗旨在改良劳动阶级的境

遇”，希望“本报成一个中国劳动阶级有力的

言论机关”。[1]李汉俊在发刊词《为甚么要印

这个报》中说：“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

人还要苦。这是甚么道理呢？就因为外国工人

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

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印这个报，

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

情。”[2]

《劳动界》每周1册，星期日出版，1921年

1月23日出版最后一册，前后共计出版24册。

该报设有演说、小说、国内劳动界、本埠劳动

界、国外劳动界、读者投稿、闲谈、调查、通

信、诗歌、漫画等专栏。前两册还设有国内时

事、国外时事栏目，不久就不再刊载。为方便

工人阅读，《劳动界》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

泼、通俗易懂。

该报撰稿人主要有陈独秀、陈望道、沈玄

庐、陈为人、卜士畸、袁实笃、吴芳、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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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柯庆施、袁振英等人。陈独秀、陈望道、

沈玄庐、李汉俊、袁振英等是中共发起组成

员，分别在“演说”“小说”两个主要栏目发

表文章4篇、4篇、8篇、3篇、3篇，陈望道另有

1篇译作；陈为人、卜士畸、袁实笃、吴芳、

柯庆施等均是外国语学社学员，有的还是上海

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陈独秀1920年11月21日

后便不在《劳动界》发表文章，应与其准备离

沪赴粤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有关，与

陈独秀同行的袁振英此后也没有在该报发表文

章。沈玄庐1920年10月31日发表文章后，《劳

动界》仅在12月26日第20册刊载其一篇演说，

这应与沈玄庐这段时间主要在杭州活动有关，

此后不久他应陈独秀邀请前往广州。李汉俊仅

在该报前八册撰有文章。随着陈独秀、袁振

英、沈玄庐等《劳动界》主要撰稿人南下广

东，该报的编辑出版工作显然受到了影响。自

1920年12月19日《劳动界》第19册起，重要栏

目“演说”连续刊载陈望道翻译的《劳动运动

通论》，而“我们自己的演说暂停”，[3]这或许

正是因为当时已经缺乏质量较好的稿件。

《劳动界》发行范围并不局限于上海一地，

如长沙文化书社即售卖该报。来文化书社购书

的读者，“自然以学界为多，但如‘劳动界’

等小册子销于劳动者间的也不少”[4]。仅1920年

9月9日至10月20日两个月不到的时间，文化书

社销售《劳动界》1至9册各130份。[5]又据文化

书社对1920年9月至1921年3月底推销书报的统

计，该社累计销售《劳动界》5000本，销售量

超过了包括《新青年》在内的该社所售其他主

要报刊。[6]可见《劳动界》在长沙颇受欢迎。

二、探索解决劳动问题的办法

“演说”是《劳动界》最为重要的栏目，每

册刊文1至2篇，这些文章普遍聚焦工人生活，意

在启发工人觉悟，并探索解决劳动问题的办法。

揭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先进知识

分子从社会现象出发，用浅近的语言描述劳资

之间的不平等，为劳工悲惨命运呐喊，以此激

发他们的觉悟，同时唤起社会各界的同情与关

注。陈独秀在《劳动界》第1册发表文章，抛

出了两个工人的疑问，以启发广大劳工思考造

成社会不平等的缘由。他说：“既然是劳工神

圣，既然是人工如此重要，为什么大家都说做

工的人是下等社会，不做工的人反来是上等社

会呢？”“有许多出力做工的人做出粮食、房

屋或是衣服，却仍然没得吃、没得住、没得

着，有许多人不劳一点力不做一点工，反来吃

得很阔、住得很阔、衣服也穿得很阔，这还不

算，还要把出力做工的人压在脚底下不当人看

待，这又是什么缘故呢？”[7]李汉俊《为甚么

要印这个报？》、沈玄庐《卖气力的不是人

么》等文章，分别将工人与有钱人的生活、卖

气力的与不卖气力的生活进行对比，形象地批

判了这种社会不平等现象。陈望道在《平安》

一文中指出，劳工并没有得到平安，他们的生

活既是不平的也是不安的，他提出“我们向那

（哪）里去找平安”[8]的疑问，以此促进劳工们

对自身境遇的认识，希望他们能够尽早觉悟并

找到摆脱困境的途径。

科学原理可以让人从现象看到本质。先进知

识分子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向劳

工讲授价值、剩余价值等理论，剖析资本家剥

削工人的原因。李汉俊在《金钱和劳动》一文

中分析了金钱与劳动两者间的关系，通过具体

事例阐释价值规律。他说：“钱不是什么尊贵

的东西，他不过是代表劳力的东西。”[9]沈玄庐

的《价值和公道》也阐释了价值规律：“人工费

得越多的东西，价值就越贵；人工少费点，价值

就便宜些。”[10]进而呼吁劳工要自己定价值。

沈玄庐在另一篇文章《弟兄们！想想看！》

中，介绍了剩余价值理论，他通过工人流的汗

水来向工人解释这一科学理论：“我们流了

一百滴汗，自己吃不到三四十滴，这六七十

滴，到那（哪）里去了？”这六七十滴实际是

被一班有钱有势的吃去了。鉴于资本主义剥削

工人的隐蔽性，他又以浴室为例来帮助工人理

解：擦背的擦好一个客人，客人要花一角钱，

但是擦背的只得到四个铜子，折算后余下的七

个铜子全归了老板。工厂老板剥削工人，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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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道理。[11]

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给出的解决工人困境的办

法是成立真正的劳工团体，进行劳动联合。戴

季陶在《劳动者应该如何努力？》一文中深入

剖析了“资本家生产制”的内涵、原理，指出

“资本家生产制”是“资本万能的制度”，这

种制度唯一的势力就在“资本家的联合”，继

而指出劳动者们努力的方向，他们应当团结起

来进行生活改良和社会组织的改造。[12]陈独秀

在《中国劳动者可怜的要求》中比较了中外劳

工的生活状态，指出中国劳工者的境遇比不上

外国劳工。外国劳工获得各项权益的途径是他

们“结下了团体，经过千辛万苦，一件一件向

国家及厂家拼命要求才得着的”，中国工人们

也应当结成团体争取各项权益。[13]

陈独秀从中国工人及中国劳动运动的实际出

发，认为当时中国劳动运动，不应当跟着外国

劳动的新思潮凑热闹，也不必高谈社会主义，

应当是组织工会和改良工人生活。[14]李达在这

一问题上，与陈独秀略有不同，他明确认为解

决劳动问题的根本方法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应

该“组织劳动者的团体（如工会之类），去和

资本家对抗”。团体组织好之后，首先进行同

盟罢工，要求减少做工时间、增加工资。待团

体势力加大后，和资本家阶级开战，铲除资本

家，最终达到最后的目的。[15]

三、通过调查与征稿了解工人生活

“工人投稿”“读者投稿”等栏目，是

《劳动界》与工人联络的重要窗口。有些读者

阅读《劳动界》后产生思想共鸣，于是联系自

身工作生活撰写文章。店员“幕痴”阅读陈望

道《平安》后，联系起店员与老板在待遇、穿

着、饮食、卧具等多方面的差别，觉悟到生活

的不平，希望劳动界同胞“都起来向着‘平

安’的大路走”[16]。沈玄庐阐释剩余价值的

文章《弟兄们！想想看！》发表后，“慕痴”

投来稿件。面对劳资之间的不平等，他提出

“他们底钱是那（哪）里来的，我们底钱到

那（哪）里去了”的疑问，并引用沈玄庐的

话“我们流了一百滴汗，自己吃不到三四十

滴”，号召劳动界尽快觉悟，想出办法来抵制

资本家。[17]上海杨树浦路电灯工厂工人陈文焕

阅读《劳动界》后，致信陈独秀说：从前工人

们“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伸”，现在“有了

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

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了，做我们工人的

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呵！”[18]

《劳动界》先后发表20多篇工人来稿，这

些文章反映出工人中存在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

题。针对很多工人没有储蓄的习惯，陈文焕建

议工人将工钱储蓄于国民合作储蓄银行，以作

儿女教育经费或者以备一时之需。[19]在《劳动

界》的启发下，工人提高了觉悟，揭露资本家

和工头的压迫，要求组织起来，改变自己的悲

惨境遇。印刷所排字工人沈一明在《打破工头

制度的商榷》中说：排字每千字3角，但不全归

自己，而被工头克扣。他认为不合理的工头制

度完全可以打破，成立印刷工会代替，由工会负

责介绍工作，由工会调解处理劳资争议。[20]湖南

工人“量澄”看了《劳动界》后，认识到工人

应有“人格上底觉悟”“待遇上底觉悟”“教

育上底觉悟”“团体上底觉悟”[21]。印刷工人

潘阿芳在《现时中国的劳动运动与劳动者》中

指出了当前劳动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他

对帮助劳动界的先进分子表示感激，另一方面

认为先进分子的活动只能影响到少数有点知识

的劳工，应该“想个办法能够将新思潮切实地

直接传播到我们劳动界里，使我们劳动界的弟

兄们都受到这新思潮的洗礼”[22]。

除了工人、读者投稿之外，《劳动界》开

辟“调査”专栏，这是中共发起组派外国语学

社中的青年团员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开展调查研

究的成果，重在报道工人的生活与要求。卜士

畸和几个朋友设法到申新纺纱厂，实地调查了

解到工厂中存在的一系列“可怜”现象：工人

处于严格的监视之下，学工与师傅之间施行封

建礼仪，热水带有臭气，等等。 [23]李少穆调

查了“女工与育婴堂”的社会现象。女工生产

后，因为不能将婴儿带入工厂，只能将婴儿送



上海党史与党建2019年8月号
34

党的创建史研究

到育婴堂。送到育婴堂的婴儿以女婴为多，而

且死亡率奇高。[24]《劳动界》所刊《劳动调

查表》，列出详细调查提纲，从工厂及矿山方

面、工人自身方面、工人家庭方面等进行详细

的调查，为开展工人运动准备必要的资料。

据彭述之回忆，调查工人情况的外国语学

社学员主要有李启汉、陈为人和袁达时，罗亦

农、卜士畸和吴芳偶尔也会加入进来。彭述

之回忆说：“他们每天晚上和清晨去一些工厂

附近溜达，等候下班、接班或休息时从厂里出

来的工人们，与这个或那个工人开展平凡、实

际或消遣性的谈话，继而诱导其谈他的工作、

车间、工头、老板、工资和他们时常面临的工

伤、死亡和病痛；总之是他最关心的事；如果

可能的话，就和他结识乃至交朋友。这样，他

们渐渐地进入了一些人口密度极高的区里，被

工人们所接纳，在那里观察到上海劳动者悲惨

的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凭着他们调

查回来所写的实录性材料，《劳动界》的最初

几期才得以形成。”[25]此外，需要指出的是，

“读者投稿”栏目实际上并非全部是工人或者

店员来稿。陈为人作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团

员，走入工厂，直接接触工人，为工人发声，

他在这个栏目撰写了《我们底动劳力（作者注：

应为劳动力）哪里去了？》《今日劳工的责任》

《劳工要有两种心》《天冷与劳工》等文章。

四、关注罢工活动与工会组建

在《劳动界》的“国内劳动界”“本埠劳

动界”等栏目，罢工活动是重点内容。总共24

册的《劳动界》报道了江西、江苏、浙江、广

东、广西、北京、福建、湖北、河北、湖南、

山东、安徽、云南等地以及上海的罢工情况，

这些罢工多是工人自发组织的。

《劳动界》第22册特别刊载《一九二〇年

上海底劳动运动大事记》，列举了每月罢工次

数。就罢工结果来看，很多失败了，其重要原

因在于“没有真正的团结”[26]。罢工原因大

多与工人要求加薪有关。1920年6月至8月，上

海工人罢工次数激增，米价高涨是重要原因。

《劳动界》第1至4册连载《上海米贵罢工的情

形》，作者袁实笃统计了三个多月内因米价高

涨导致的40余次罢工。李汉俊在《工人如何对

付米贵？》一文中指出此次米价上涨并非是奸

商囤米或者卖国贼“放米出洋使存米空虚”导

致的，而是物价全部上涨导致的，如果米价不

涨，农夫则不能活命。他认为工人对付米价上

涨的办法，只有要求东家增加工钱。[27]

在《劳动界》的启发下，一些工人意识到

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够与资本家对抗，维护工

人的正当利益。海军造船所工人李中鼓舞工

友说：“工人的运动，就是比黄河水还利害还

迅速的一种潮流”，“这个潮流，快到中国来

了。我们工人就是这个潮流的主人翁，这个潮

流的主人翁，就要产生工人的中国。” [28]他

要求工人加强联络，结成大团体。机器工人黄

雄在分析上海工人罢工总是失败而广东香港的

工人罢工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后，认为工人们

“要结团体要组织工会”。[29]

李中在《劳动界》发表“一个工人的宣

言”后，“通过《劳动界》的朋友们，他与一

家发电厂、一家铸造厂和各棉纺厂机工车间的

工人们建立了联系” [30]，着手筹建真正的工

人团体——机器工会。陈文焕得知李中筹备工

人团体的计划后，致信表示支持，并请他赠送

《“机器工会”章程》。1920年10月3日，上

海机器工会发起会召开，到会者有各厂发起人

和积极分子七八十人，筹备会主席李中主持会

议。他说明成立工会的宗旨，是为了“谋本会

会员底利益，除本会会员底痛苦”，“我们对

于这个会，都要负了极大的责任，去大大地联

络，建设一个强有力的工会。”[31]同年11月

21日，上海机器工会举行成立大会，出席者约

1000人。它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工会

组织。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后，为扩大影响，开

展各方面的联络工作，12月2日，在法国公园

举行聚餐会，邀请各界领袖出席。上海印刷工

会于同年12月宣布成立，会员有1346人。该工

会创办《友世画报》，以“提倡劳工底生活增

高，并以改造社会为主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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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界》虽然仅存在了五个多月，但该

报的创办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将马克思主义与工

人运动相结合的路径积累了经验。通过《劳动

界》，党锻炼了一批与工人密切接触的优秀青

年，他们深入工人生活，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

义，努力解决工人们面临的困境。《劳动界》

的出版也使得一部分工人思想日渐觉悟，他们

意识到联合起来组成团体的重要性，并开始付

诸实际建立工会，为谋取工人的切身利益而进

行有力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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