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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前夕，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人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同盟。双方不仅

共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上海传播的春潮，并且合作发起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直至“社会共产党”筹建期间，随着党际界限日益清晰，国民党人囿于自身阶级立场，最

终与马克思主义者疏离。这一短暂同盟的存在，为后来的国共合作奠定了一定基础。

中共上海早期组织；马克思主义者；国民党人

揆诸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创建的整个过程，马

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人之间曾有过一段短暂的

同盟。他们一面共同奋战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阵线上，积极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一

面给予彼此组织上的协助，合作发起“上海马

克思主义研究会”。双方的携手合作，不仅推

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上海传播的春潮，同时为中

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最初的组织基础。尽管

随着政党界限日益清晰，国民党人因阶级基础

和思想背景的差异逐一退出“社会共产党”的

筹建，但这一短暂同盟的存在，为后来的国共

合作奠定了一定基础。

一、理论同声：马克思主义宣传阵线上的合作

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前夕，中国出版业迎

来了显著发展。仅1919年下半年，国内便出现

超过四百种进步刊物。[1]“若把国内的新出版物

翻开起看，差不多没有一本没有‘社会主义’

四个字的。无论他们是宣传他或是反对他，总

可见近来的思想界，对于社会主义这种东西，

都是热心去研究了。”[2]在这种情况下，一支成

分驳杂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队伍宛然成型。他们

依托各类刊物，不仅详细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并且运用这一学说思考和设计中国

的制度文化，寻求救亡图存的新路。陈独秀、

李大钊、李汉俊等马克思主义者自不必说，当

时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国民党人也由于“认识到

要彻底改革旧文化、根本改革社会制度，有研

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3]，选择投身马克思主义

的宣传事业。倘若不是双方的勠力同心，单凭其

中某一阵营的踽踽独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种

粒”不可能在思想界沛然滋布，也就不可能为后

来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诞生提供理论上的准备。

一方面，在各刊社内部，马克思主义者与国

民党人既是同处一社的同事，更是并肩奋斗在

马克思主义宣传阵线上的“战友”。他们彼此

辩难、相互激荡，合作主导了马克思主义在上

海传播的声势。一者，在马克思主义内容的阐

释上，双方各有侧重并互为补充。以当时上海

销路最广的《星期评论》为例，在该刊介绍马

克思主义的37篇文章中，国民党籍撰稿人有19

篇，以探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居多；马

克思主义者有14篇，主要提倡阶级斗争学说，

另有其他知识分子文章4篇。无论从文章数量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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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宣传质量来看，国民党人与马克思主义者均

在伯仲之间。二者，部分知识分子最终成长为

马克思主义者，与个别国民党人的推动不无关

联。如施存统后来曾坦陈：“我之所以由无政

府主义转过来相信马克思主义，直接给予我以

最大影响的，就是季陶先生在《星期评论》社

中给予我的指导。”[4]三者，在推广马克思主义

的问题上，国民党人给予了马克思主义者极大

支持。如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中文全

译本的过程中，国民党人或竭力荐举、或穿针

引线、或精心校改、或提供资金的鼎力协助，

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当陈独秀决议筹建

“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时，戴季陶等人更

在第一时间倾巢加入，既为马克思主义在上海

的进一步传播拓宽了道路，同时也为中共上海

早期组织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在各类刊物之间，马克思主义

者与国民党人也保持着良好互动关系。如陈独

秀、李大钊在京主办的《每周评论》常和戴季

陶在沪主导的《星期评论》互称“兄弟”，李

大钊则担任了国民党《建设》杂志在北京的发

行人。此外，双方还相互转载对方文章，并在

传播马克思主义上采取一致态度。1920年4月11

日，《星期评论》首次刊登苏俄对华宣言，并

发表《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真义》《为什么要

赞同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等文章，《新青年》

第7卷6号立即予以转载。同年5月1日，当《新

青年》推出劳动节专号后，《星期评论》《建

设》马上跟进，三份刊物共同刊登了李大钊的

《“五一”MayDay运动史》。孙中山更亲笔为

《新青年》专号题写了“天下为公”四字。不

仅如此，为“刊行有研究价值的关于社会主义

的书籍”[5]，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人还共同

编纂丛书。如在“社会经济丛书”第一期出版

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解说》《布尔色维

克底俄国》等20余种马克思主义书籍中，其编

者名单里随处可见马克思主义者和国民党人的

名字。他们在书中彼此互称“同人”，说明在

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都视对方为志同道合的同

志。

二、行动齐力：“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

创立

在马克思主义宣传渐进高潮之际，1920年

春陈独秀的离京赴沪，使国民党人与马克思主

义者的合作开始由理论转向实践。在戴季陶安

排下，陈独秀搬进戴曾居住过的老渔阳里2号，

戴自己则搬到不远处的渔阳里6号。此后，二人

往来频繁，围绕中国时局及马克思主义研究问

题论争不断。其时，正在上海的张国焘目睹了

戴陈之间的迅速接近，并用“过从颇密”形容

两人当时的关系。[6]得益于国民党人的积极协

助，陈独秀在上海日益活跃，除先后在《星期

评论》等刊物撰文数篇、宣扬工人“自己起来

管理政治、军事、产业”[7]的理念外，还亲赴文

华大学、“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等处演

讲，鼓动工人学生积极参与革命。马克思主义

者与国民党人的密集活动，很快引起列宁和共产

国际的关注。1920年4月下旬，俄共（布）远东

局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悄然来到上海，并在位于白

尔路三益里17号的星期评论社中与陈独秀、戴季

陶等人举行了座谈。经此一晤，“一些当时的马

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俄共的情况，得到

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8]。

受会谈氛围影响，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

人共同感到，“单讲‘新’是不够的，应该学

习从制度上看问题”[9]。为了将马克思主义真正

用于中国社会的改造，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

发起“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首批成员中

既有李汉俊、陈望道等马克思主义者，也包括

戴季陶、邵力子等国民党人。这是一个秘密组

织，既没有严格的入会手续，亦缺少成文的社

团纲领，组织性质相对暧昧。这种特点也反映

在不同阵营成员对于该会宗旨的混沌认识上。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此一组织与其说是“研

究会”，毋宁说是未来政党的雏形。正因如

此，陈独秀直接以“书记”身份领导研究会工

作，并且为扩大组织基础，在成员吸纳上表现

出一定的功利倾向。据陈望道回忆，“研究会

吸收成员起初比较宽，只要有兴趣的都可以参

加”，后来还特意“把邵力子也吸收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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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于“通过邵力子把上海《民国日报》副

刊《觉悟》拉过来”。[10]但对戴季陶等国民

党人而言，是否建党、何时建党、建立一个什

么样的党，并非其在意的问题。比起投身新政

党的筹建活动，他们更多是将研究会视作研讨

马克思主义与运用该学说理解中国问题的学术

基地。对此，陈独秀曾“在无可奈何之下”向

张国焘透露过一段内心感受：“我们不必做中

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

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

主义的学生，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

来。”[11]可见，国民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共同

发起“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更多是源自

一种理想信念的集合，而非实践目标的一致。

研究会创立后，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人

携手开展了一系列颇具成效的实践活动。这些

活动大致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教育类活动，

如开办了一所平民女校，专门接受那些因反对

传统礼教而被家庭、学校赶出来的青年女学

生。另外，还特别开办了一所青年学校，取名

为S.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任务是帮助工

人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工作时间。二是宣

传类活动，旨在加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力

度。据陈望道回忆：“一九二一年元旦，我们

曾经用贺年片，在正面写上‘恭贺新禧’四个

字，背后印上宣传共产主义的口号（抄自《共

产党宣言》），到处分发。《新青年》自第八

卷起，改为党的机关报。”[12]值得一提的是，

在国民党人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努力下，中

国首部《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也在此时得

以问世。该书最初由国民党人主办的星期评论

社组织翻译，但由于1920年5月《星期评论》被

迫停刊，遂改由维经斯基资助，以“社会主义

研究社”的名义秘密出版。陈望道在上述回忆

中提到的《共产党宣言》，正是其在戴季陶等

人嘱托下翻译完成的版本。

三、同盟难续：“社会共产党”筹建中的

进与退

随着研究会活动的深入，陈独秀“看到时

机已经成熟，青年中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

也不少”，遂再度抛出建党议题。这一政治主

张的明朗化，立即在研究会中激起不小波澜。

原有的部分成员，“有的因思想习惯，有的因

工作关系，先后退出”，留下来的仅剩星期评

论社成员。[13]事实上，即使在星期评论社内

部，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人的看法也非完全

统一。据目睹全过程的邵力子回忆，“当时有

两种意见：（一）建立严密的组织，过组织生

活；（二）赞成成立有严密组织的团体，但自

己不能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如陈望道，好静，

喜欢搞研究工作，不习惯于经常过组织生活，

所以没有正式参加。沈玄庐，个人英雄主义较

强，不大接受领导，没有参加。其他如沈仲

九，思想接近社会主义，也不愿过严密的组织

生活。总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转变为共产主

义小组，是经过一番曲折的过程的”[14]。不

难看出，围绕是否建党的议题，无论是在马克

思主义者中还是国民党人中，各自杂音不断。

相较陈望道等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因生活习惯和

性格因素疏于建党，国民党人的情况要复杂得

多。他们有的在第一时间就退出研究会，有的

则是在协助筹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一段时间

后，满怀纠结被迫离开。这种矛盾的举动，与

其复杂的政治立场不无关联。

作为最早力倡与马克思主义者合作的国民党

人之一，戴季陶的前后变化颇具讨论意义。当

沈玄庐等国民党人相继退出时，戴季陶力排众

议，在人力、物力上给予了陈独秀极大支持。

在此后的几次会商中，他不仅与陈独秀共同谋

划“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备工作，还亲

自草拟了党纲的最初草案。戴在建党一事上的

积极态度，给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留下了深刻

印象。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发起人之一的施存统

后来回忆：“当1920年5月间，陈独秀、戴季陶

诸先生发起组织共产党时，我便在内。”[15]言

语间仍含有戴陈二人同为领衔之意。此外，中

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其他成员，如李达、茅盾、

周佛海等人也均在回忆中肯定了戴积极参与建

党的事实。然而，根据张国焘的说法，当陈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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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确定党名“就叫共产党”[16]后，戴季陶同

其他国民党人一样，还是最终选择退出建党活

动，并因此大哭一场。[17]关于戴退出的原因，

李达表示，孙中山在得知其参与建党之事后，

“就骂了戴季陶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组织

了”[18]。茅盾则说，“戴季陶不干的理由是怕

违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9]。由此可知，

在五六月间上海早期组织的发起阶段，戴确是

参与其中，但当党际界线逐渐明晰时，他因无

法背离孙中山而无奈放弃入党。对此，张国焘

的评价或许接近事实：“他内心很相信共产主

义，很想加入，但又不能如愿以偿。”[20]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

存统、陈公培五人在环龙路渔阳里陈独秀寓所

开会，正式成立“社会共产党”，宣告了中共

上海早期组织的诞生。五位发起人中无一国民

党人的身影，全部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显而易

见，面对成立共产党这一重要抉择，国民党人

始终无法跨越自身的思想和阶级局限，无法成

为马克思主义者们始终如一的“战友”。尽管

如此，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人的短暂同盟，

确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宝贵的中坚力

量。一方面，双方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同

研究与大力宣传，推动了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问世

奠定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在将理论研究投

射到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国民党人也帮助马克

思主义者打通了一系列攸关建党的重要环节。

可以说，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成立，固然是马

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不断深入的结果，但如果没

有部分国民党人对于陈独秀等人的协助，这一

进程很可能不会发展得如此顺利。有鉴于此，

瞿秋白、李立三在多年后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共

产国际介绍党的创建过程时，仍将国民党人主

办的《星期评论》《觉悟》等刊物视为筹建中

共的最初“细胞”。[21]

四、余论：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人关系的

再探讨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主要受社会氛围

影响，学界常常忽略了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

前夕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人之间短暂同盟

的存在。即使在底色渐转、资料日臻完善的今

天，部分学者在评价这一同盟的历史地位时，

仍然偏于强调国民党人的功利性与特殊动机，

未能充分肯定其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以及中

共创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固然与史“有

据”，但离历史全貌或许还存在一段距离。究

其原因，人们往往习惯于将国民党人的最终政

治归宿作为判断其功绩大小的标准，未能将其

放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对

此，李忠杰教授的看法殊为中肯：“在历史这

幅画卷中……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还

有一些说不上是正面还是反面，你很难界定的

人物。如果历史研究都用单一的色彩、单一的

标准来描绘的话，历史就很难是真实的、客观

的”[22]。在各种思潮逐鹿华夏的五四时期，国

民党中的许多人是真心实意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数

次改革失败后的一种新思想加以研究和尝试的。

其中的个别佼佼者，如戴季陶、沈玄庐等人，不

仅是当时众多马克思主义者的良师益友，其研学

水平甚至不输给同时期的诸多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人结成的这种盟友

关系，就合作基础而言，主要源自双方对救亡

使命的共同认知。他们“救国之途虽疏，爱国

之心则同”[23]，双方在救国救民的根本目标上

具有相当的一致性。毛泽东曾指出：“在中国

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

分……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

命时期更广大和更觉悟。”[24]作为其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人出于共同

目标，一道“以新的革命思想呼唤着中国人民

的新觉醒”[25]。此外，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也

为双方合作提供了契机。在中共上海早期组织

成立前，国民党人与马克思主义者虽在国家建

构模式上仍存分歧，但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争

论还不至带有过多的政治斗争色彩。在其头脑

中，民主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指引的

理想社会之间，未必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由于没有党际界限和意识形态牵绊，双方均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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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为“新文化统一战线里边的一员”[26]，彼

此呼应、相互唱和，共同奋战于马克思主义的

宣传和研究事业。

考虑到陈独秀和戴季陶在各自阵营中的特

殊地位，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人之间的短暂

同盟实际上为后来的国共合作奠定了前期基

础。从思想上看，国民党人虽受三民主义先入

为主的影响，但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

其情感逐步偏向马克思主义，这为其理解共产

主义运动、接纳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前提。从组

织上看，国民党人协助马克思主义者发起“上

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与筹建中共上海早

期组织，不仅在客观上促进了无产阶级力量的

成长，同时反过来获得了振兴民族的新希望。

这为其后来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

助农工三大政策埋下了伏笔。可以说，国民党

人在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前夕与马克思主义

者结成的统一阵线，是1924年国共正式合作前

的一次有益尝试。不过，国民党人的政治立场

和阶级基础毕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

于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和深入研究，根本目

的还是在获取保持和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

理论资源。其政治思想内容虽然庞杂，却可统

一在这个最根本的前提之下。当马克思主义所

代表的无产阶级利益与资产阶级发生冲突时，

国民党人还是本能地站在自身阶级的立场，选

择维护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体制。正因如此，他

们虽在一段时间内与马克思主义者合作无间，

但其世界观不可能是唯物辩证的，同时也很难

真正认同无产阶级专政。这也是为什么诸如戴

季陶这样曾被陈独秀、瞿秋白盛赞的“对马克

思主义信仰甚笃”“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

者”，最终没能在建党活动中更进一步，乃至

走上马克思主义对立面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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