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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前后，社会主义思潮浸润中华大地，成为时髦，一些政治人物鼓吹社会主义多出

于加以利用的动机。共产国际来华帮助建党的维经斯基等人在访贤过程中与黄介民、姚作

宾、江亢虎、黄凌霜、姜般若、戴季陶、陈炯明等人多有接触，并吸收了一大批无政府主

义者进入革命的队伍。陈独秀、李大钊在建党之前与各种社会主义者一度也有过接触与合

作。由于假社会主义者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列宁的建党原则，口是心非，心怀叵

测，很快分道扬镳。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最终力克群雄，成为中国

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这其中既有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功劳，更有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的功劳。

共产国际；维经斯基；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1921年

正式成立的。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

都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产物，也

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东方战略的产物。主

要是由于资料缺乏的原因，汗牛充栋的中国共

产党创建史基本上没有据此展开论述。党的创

建者们（陈独秀、李大钊以及出席党的一大的

13位代表）都没有留下共产国际派人来华帮助

建党的完整记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党的高

级干部甚至是分管组织的领导干部也没有就此

做过完整的叙述。就笔者视力所及，只有两篇

讲话涉及到这一神秘的领域。

第一篇是王若飞1943年12月20日与21日

在延安的讲话《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

党》。其中说道：“十月革命的影响早，但理

论来得迟。当时讲无政府主义的有刘师复，江

亢虎，还有李季，李达翻译了社会主义史、共

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等书，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思想……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就派人到中国来

了，起初是苏联华俄通讯社社长，以后有高

丽人巴克京春到中国来组织党。当时上海有

黄介民一派，找到了陈独秀，在广州找到了

区声白，黄凌霜（黄是无政府主义，去过苏

联）。”[1]王若飞是1937年8月到达延安的，

1940年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党务委员会

主任等职。其间，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撰写了许多政治、军事文章，这一讲话无

疑是他本职工作的产物，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第二篇是周恩来1960年7月14日与15日在北戴

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所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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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周恩来回顾说：“一九一九年三月共产国

际成立后，就派人到各国访贤，做工作。在中

国，他们不仅找了陈独秀、李大钊，还找过江

亢虎，黄介民和戴季陶。”[2]这是实情。周恩

来是中共重要领导人，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长

达半个世纪，对党的组织人事了如指掌，非常

熟悉，他的报告具有高度的权威性。这两篇讲

话相隔17年，时间横跨解放前后，但还只是描

绘了共产国际派人来华帮助建党的一个初步轮

廓。

不过正是根据这些宝贵的基本线索，改革开

放以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代表

性的成果有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东京岩波书店2001年版，2006年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出版了袁广泉翻译的中文本）和李丹

阳的三篇论文《朝鲜人巴克京春来华组党述

论》（《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AB合

作在中国个案研究——真（理）社兼及其他》

（《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慷慨悲

歌唱大同”——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大同党》

（《晋阳学刊》2019年第2期）。

本文在石川祯浩、李丹阳等人研究的基础

上，对此专题再做梳理，以求尽可能地还原历

史场景，接近历史真实，引发新的历史思考。

一、共产国际派人来华寻找革命同志

1920年4月，共产国际同意俄共（布）远

东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分局领导人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3]的建议，派维经斯

基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和翻译杨明斋（俄籍

华人，俄共党员）等人来华，他们的使命是了

解中国国内情况，“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

系”，同时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

际东亚书记处。[4]与维经斯基同行的还有“两名

助手季托夫同志（毕业于东方学院）和谢列布

里亚科夫同志（著名的朝鲜社会活动家）。三

人都是共产党员”[5]①。据张国焘回忆，1920年

夏，当他知道维经斯基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

同时，还听说“一位姓金的朝鲜人也被共产国

际派来……金在上海与朝鲜临时政府中的人联

系，也与组织了短命的乌托邦政党的黄介民联

系”。金声称自己带来40万金卢布以在远东各

国组织共产党。[6]

1941年，陕北绥德西北抗敌书店发行的刘亚

生著《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史教程》也说：

“1920年初，共产国际派一个高丽的同志（姓

金，曾参加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中国

工作，准备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他到中

国来找到了黄介民（大同党分子）无政府主义

分子二十一人组织了一个共产党，选举了十九

人为中央执委。”[7]

维经斯基到达上海后，波达波夫向他“汇

报工作，并以此获取资助”[8]。波达波夫原为

沙俄将军，十月革命后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

1919年12月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来到上海暂

居于法租界，与上海各界联合会的陈家鼐、姚

作宾、曹亚伯、许德珩，国民党的戴天仇（即

戴季陶）、孙伯兰等都有联系，并参加了“大

同党”，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苏俄共产主义，致

力于建立一个以上海为中心覆盖东亚的共产主

义宣传网。

1920年5月，在维经斯基等人的筹备下，

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上海成立，由维连斯

基·西比里亚科夫担任执行局主席。东亚书记

处是共产国际在远东统一领导与协调中国、朝

鲜、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下设三个科，

即中国科、朝鲜科和日本科，“把很大注意力

放到了报刊宣传工作上”[9]。

5月间，维经斯基在上海会见了《新青年》

《星期评论》等杂志负责人陈独秀、李汉俊、

沈玄庐等，和他们一起座谈了十月革命后苏俄

的情况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 

6月，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上海开始筹建

共产党组织，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俞秀

松、施存统、陈公培、戴季陶等人。由陈独秀

任书记的“社会共产党”着手在各地建立共产

党早期组织。[10]

在中共早期组织建立以前，一度积极参与的

戴季陶主动选择退出。蔡和森认为，尽管五四

时期的戴季陶“读过了许多的马克思主义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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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但他素来主张阶级调和，“对无产阶级

专政和阶级争斗是怀疑的”，对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的了解也是“不很好的……有许多是资产

阶级思想的观点”，退出前“已有合法马克思

主义的表现了”。[11]

1920年11月，经陈独秀建议，维经斯基在上

海第一次访问了孙中山。此前，孙中山在1919

年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宣称：“他的党的基

本目标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正如所有革命的马

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革命。”[12]

据波塔波夫1920年12月的报告：“孙逸仙身边

的一些人同各个党派和团体（包括大同党）保持

着联系，他的秘书和司库都是大同党党员。”[13]

维经斯基后来回忆道：“认识了孙中山，我就

有可能认识陈炯明将军和就近观察他的‘神奇

的’空想和计划。”[14]②

张国焘认为，维经斯基“能成为俄国革命和

中国革命运动之间的最初桥梁，不仅由于他一

开始就找着了主要线索，会见孙中山、陈独秀

等这类人物，主要之点，还是他能与中国的革

命人物谈得投机”[15]。

二、维经斯基在京津穗等地与李大钊陈独秀的

互动

1920年4月，维经斯基等通过北京大学两个

俄籍教授柏烈伟和伊凤阁（伊凡诺夫、伊文）

的介绍，与李大钊等进步人士多次会谈，曾讨

论了建党问题。维经斯基等人很快由北京去上

海，经李大钊介绍找陈独秀商量建党问题。

在此期间，俄共党员斯托扬诺维奇（化名米涅

尔、米诺尔，1917年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委员，

1920年至1927年任远东通讯社和俄罗斯通讯社

驻广州记者）也从哈尔滨来到天津。[16]

柏烈伟鉴于中国各地均有些无政府主义社

团，于是有意联络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

并率先在京津协助组织。1920年10月，北京共

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成立，该组织最初也

是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占了多数。柏烈伟和斯

托扬诺维奇曾参加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工作。

1930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

书长、宣传部长的李立三回忆说：“共产国际

有个通讯社在天津，有个通讯员，也负着到中

国来创造党的任务，可是他找不到陈独秀，遇

着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个人向他大吹一阵，

恰好陈独秀受天津学生欢迎去讲演，这个人就

找陈独秀说有个俄国人要见你，以后因为当局

压迫，陈讲学不成，就去见这个俄国人，就同

他到上海来讨论组党。”[17]这一回顾比前引王

若飞的讲话更加含混模糊，两个关键人物连姓

名都说不出来。

经查，目前所知的材料中与李立三说法最

接近的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的回忆。

章志1919年9月开始担任北京《晨报》和上海

《时事新报》驻天津特派员，宣传新文化运

动。他在《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一

文中回忆说：1920年1月搬到一位姓姜的先生

（即姜般若）家中住，那里还住着另一位无政

府主义者、山西人尉克水。恰好这时，李大钊

陪陈独秀来到天津。陈独秀先生住在租界客栈

里，李大钊同志在河北大马路日纬路附近友人

家中。 [18]“次日晚间，李（大钊）、姜（般

若）、山西同志（尉克水）、南开胡维宪同学

连我到特别一区某苏联同志（柏烈伟）家中集

合商谈京津地下工作情况约一小时。第二天天

津《益世报》登载‘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

息。李大钊同志急忙到姜先生家中通知我们防

患未然，他立刻搭车回京。”[19]我（章志）与

姜先生及山西同志，搭津浦车去上海转福建漳

州，从事新文化工作。章志回忆所说的姜先生

即天津的无政府主义者姜般若，但与苏联同志接

头的是李大钊而不是陈独秀，与李立三的说法不

能完全契合。

约在1918年，姜般若等人在天津组织真社，

1919年8月创办了《新生命》半月刊。③《新生

命》第1号刊出的“劳动问题与俄国革命”一文

指出，“俄国的劳动者实为推翻俄国旧社会创

造新社会的先锋……自列宁执政，且推翻私有

财产制度，一切生产之机关均收回国有，惟劳

动者方有享用之权，实足为各国模范”。时人

评论《新生命》宗旨“带社会主义色彩”[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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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编辑《新生命》的还有北京实社的黄凌

霜。④姜般若除了编过《新生命》外，1920年

10月还在《申报》发表“俄国在华权利之最近

趋势”一文，拥护苏俄处置在华权益的主张。

据刘清扬回忆：五四时期，天津的无政府主义

者江亢虎、姜般若“只是出于一知半解……有

时也发表点简短的文件作宣传……在社会上只

起着联系和鼓动的作用。”[21]不过由于《新生

命》半月刊常登一些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

章，因此引起住在天津旧俄租界的俄国人鲍迪

威（即柏烈伟）的注意。[22]1961年，香港出版

的缶斋著的《近五十年政海旧闻录》记载：姜

般若为吸引南开中学学生，在家门口挂出“新

文化研究社”招牌，结果杨明斋与维金斯克

（可能就是柏烈伟的化名）发现后就“找上门来

访问他”。

1920年初，姜般若从天津南下福建漳州，

旋在闽南教育局供职。住在天津的北京大学俄

文教授柏烈伟通过姜般若向陈炯明进言：“列

宁至友V氏（即波塔波夫⑤），将向亚洲诸国推

行其革命任务……请华南有地盘有凭籍的革命

集团，接纳他的使命，共图发展。” [23]同年

4月底，波达波夫一行携带列宁亲笔信函秘访

漳州。波达波夫向陈炯明讲述了苏俄的情况和

扩大自主的方法，并表示苏俄愿意帮助国民党

完成国民革命。5月8日，陈炯明函复列宁，表

示要尽一切力量在世界上推行布尔什维主义制

度，宣称“我的使命不仅是改造中国，而且要

改造整个东亚”[24]。

陈炯明是孙中山一手培养起来的重要军事将

领。1919年底至次年初，陈炯明创办《闽星》

半周刊和日刊，介绍俄国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

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提出“人类的社会生活其

终极一定会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25]。在陈炯

明治下的漳州可以公开宣传与研讨社会主义各

派思想，于是漳州成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朝

圣地”[26]。他本人与在上海的戴季陶、陈独秀

等人经常通信研讨新文化与社会主义。1920年

夏，戴季陶在上海向张国焘夸赞陈炯明为“社

会主义的将军”，并称在陈的闽南护法区“可以

实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大学和理论刊物等

都可在那里创办”。戴还建议张抽空参观福建漳

州，“借此机会与陈将军交个朋友”[27]。1920

年10月，共产主义者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

在广州创办了宣传新文化的《广东群报》，10

月29日陈炯明部进占广州后，该报可以在广州

“完全公开出版”[28]，而且由陈炯明每月提供

津贴[29]。

11月14日，国民党中央由上海南迁广州。在

此之前,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参加了同国民党中

央关于一旦陈炯明军队打败南方政府后如何组

阁的谈判。这次谈判的结果是，陈独秀被列为

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未来广州政府成员，将做同

国民党的联合工作”[30]。12月下旬，陈独秀启

程去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

独秀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在广州发展“共产

主义核心”。[31]陈独秀到广州后，曾经与维经

斯基一道访问过广东省省长陈炯明。此时的陈

炯明踌躇满志，明里暗里表示“进图社会主义

之实现”[32]，赞扬列宁主义以革命暴力实现理

想社会的新潮流[33]。不过日本驻厦门领事的一

份报告认为，陈炯明放任过激思想“是为了避

免与周围局势逆行所带来之不利。相信时机一

到，他也会严厉取缔，绝不踌躇”[34]。

1920年夏，维经斯基派米涅尔从天津南下广

州。米涅尔和佩斯林到达广州后，经黄凌霜介

绍结识了当地一帮无政府主义者，不久被他们

“包围了”。在最初的广东“共产党”执行委

员会的九个委员当中，七个是无政府主义者，

有梁冰弦、刘石心等，只有米涅尔与佩斯林是

共产主义者。因此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拒

绝加入这个组织。[35]

陈独秀和维经斯基到广州后与米涅尔和佩斯

林联系，经过“非常热烈的争论……开始成立

真正的共产党”。1921年初，陈独秀召集广州

的无政府主义者开会，会上他拿出党纲草案，

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

点，无政府主义者不愿接受，于是退出了该组

织。新成立的广东党组织“党员共有九人，包

括陈独秀，米诺尔和佩斯林在内”[36]。他们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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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俄语学校，由米涅尔及其夫人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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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上来说孙中山所谓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小资产

阶级反动‘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是极其反动

的空想”，因此必须“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

空想和反动观点”。（引文见人民出版社1995年

版《列宁选集》第二卷第293、296页）

③据人民出版社1958—1959年版《五四时期期刊

介绍》，创办《新生命》的是成立于1918年的

“真学会”。于鹤年发表于《新人》第1卷第4号

的《天津的文化运动》提到，《新生命》于1919

年8月创刊。

④据1919年11月24日天津《益世报》。《新生

命》共出4期，中央编译局图书馆馆藏有该刊第四

期。

⑤波塔波夫加入了大同党，领有该党党证。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上

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责任编辑：晏蔚青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20.20.

注释

①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联共（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

（下）第569页的人名索引，谢列布里亚科夫原

姓基姆，1920至1926年（断续）在上海做地下

工作。基姆快速连读的发音就是“金”。关于维

经斯基的同行有不同的说法，均有一定的文献依

据，笔者的理解是季托夫与谢列布里亚科夫是比

较秘密的两位，长期鲜为人知，因此这条线的研

究非常滞后。而维经斯基妻子库兹涅佐娃及翻译

杨明斋则相对公开一些，因此知道的人也就多

些，后来成为最通常的说法，为《中国共产党历

史》第一卷等权威著作所采信。

②维经斯基会见孙中山的主要目的当然不是依靠

孙中山建立共产党。因为早在1912年，列宁就明

确指出孙中山“在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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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一条。之后我们又定购了5条9400箱的

船。当时中海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航运

市场不景气，但是固定成本还是要支出。有人

问我怎么办，我说放心。到2002年上半年，我

感到航运市场要复苏了，到六七月份，航运市

场有点起来了。2002年下半年，美国西海岸罢

工，趁此机会我们到美国去赚了好几个亿。

有的人问我，今后集装箱船有没有可能

更大？我说这个还很难讲。许多船公司都

在造15000—20000箱的船，现在中远和中

海两家公司合在一起定造了几条21000箱的

船。今后集装箱船会发展到最大多少，我现

在讲不清。航运业近些年大发展，但是今后

运输量还会不会有这么大，还是个问题。

中海原来在世界根本谈不上排名，但从2002

年以后发展得比较快。2004年在香港上市，上

市以后拿了70多亿，2007年在上海A股上市，整

个集装箱航运业务保持良性发展，负债率49%—

50%。负债率低，船队的规模很大，企业效益很

好。同时，中海在也积极发展油轮船队，提出

组建世界一流的油轮船队和散户船队；积极组

织打出去，打到海外去，单单靠国内沿海的货

物量是远远不够的。

当初组建中海集团的时候，部长说总部放在

上海比较好，我表示赞同。上海本身就是一个

航运集散的地方，上海市委市政府都很支持，

所以，我非常赞同把总部放在上海。现在中远

和中海合并，把总部放在上海我也很支持。时

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也积极争取把中远海运总

部放到上海。因为这对今后的海运业务发展是

很有利的，对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也是有利

的。今后航运业发展要离市场近才能取得更大

优势，这么大的航运集团公司总部放在国际航

运中心是最合适不过了。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

心也需要中远海运这样的大型航运企业落户，

可以带动相关市场的资源集聚，推动航运业务

发展。可以说，中远海运落户上海，是互利共

赢的明智之选。

■ 责任编辑：刘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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