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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在筹备建党工作过程中创办了许多报刊来宣传马克思主义，

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重要理论来源。换

言之，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宣传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征程。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早期报

刊研究成为学界日益关注的焦点，学者们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创立的报刊文本为考察对象，积

极探讨系列中国革命问题，掀起了中国早期报刊研究的热潮。本文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早期报

刊的学术史梳理，并加以评析，以期推进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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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学界公认，中共早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具有重要的

地位和作用。学界对中国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

面：

（一）中共早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

播的贡献。学界主要对《新青年》《向导》等

中共早期报刊中影响比较大的刊物着墨较多，

但对一些地位相对较弱的刊物研究较少。《少

年》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尽管后来有些作者

加入了反马克思主义阵营，但作为思想发展的

一个阶段，它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的多重面相[1]；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新青年》

杂志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也作出较大贡

献[2]；《中国青年》着重对列宁主义进行传播，

其中，《列宁的思想》一文指出列宁的思想与

政治主张“纯以唯物史观为骨干”[3]，《列宁的

政治主张》中包含的“论国家”“民主主义之

欺骗性”“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等思

想，为传播列宁主义作出较大贡献。[4]还有学者

从比较研究视角总结了《新青年》与《星期评

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特点[5]。整体来讲，

中共早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作出重

要贡献。

（二）中共早期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渠

道及方式。从传播渠道来看，石川祯浩认为中

共早期报刊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很大程度上受到

日本的影响，换言之便是日本渠道的马克思主

义。其著作一经出版，便产生关于马克思主义

传播路径的大讨论。[6]有学者指出，此种说法忽

视了中日关系的历史变化，主观倾向过强；也

忽视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特点，并不

是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渠满而溢。[7]朱成甲在分

析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条件和缘起的基础上，

认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应考虑到国际潮流、国际关

系、中国的客观需要、国民的心理倾向等诸多复

杂的条件与因素，而不是单一的任何条件和因素

能够说明问题。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少年》是

欧洲路径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珍贵文献。[8]《新

青年》作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领军刊物，

客观呈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渠道产生、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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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状况，真实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由日本

渠道向苏俄渠道转变的历史过程。[9]

从传播方式来看，中共早期报刊传播马克

思主义的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如有学者指

出中共早期报刊通过多种路径不仅对传播马克

思主义作出重要贡献，而且为实现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提供重要契机。 [10]赵付科、朱锐等认

为《新青年》通过专刊号、同其他报刊合力、

与不同社会思潮论战、与读者互动交流传播马

克思主义[11]；朱锐认为早期报刊针对不同读者

群体进行分众传播，如深入实际调查，反映工

农呼声和要求，设置相关栏目，进行交流和互

动，借助读者和群众的力量，推动报刊生存和

发展[12]；杨连珍认为报刊根据不同读者群体的

需要，传播内容也各有侧重[13]；赵付科认为报

刊能够根据不同读者群体的理论水平，语言风

格有所差异；根据不同读者群体的收入状况，

价格定位切合实际等。[14]还有学者指出早期马

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以具备初步共产主义思想

的知识分子为主，受众以青年学生为主，传播

目的具有较强工具性和目的性[15]，传播内容具

有较强的选择性和实践性[16]，传播路径以译介

日、英、俄文著作为主，传播方式是在论辩中

传播[17]。

（三）中共早期报刊与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

的形成。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的主

体——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与中共

早期报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8]但到底是中

共早期报刊铸就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形成？

还是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双向关系？学界针对该

问题主要持有两种观点：“单向说”和“反向

说”。“单向说”认为，正所谓：“论争容易

引起人们的关注，易于扩大影响，传播思想文

化；论争能促使人们深入思考问题，催促新思

维和新思想的诞生；论争的结论来自严密的推

论和辩解，更加严谨科学。”[19]实际上，先进

知识分子以报刊为载体，通过问题与主义的论

争，与张东荪、梁启超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

与无政府主义的辩论，及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

和流派进行辩论，逐步提升了自身的马克思主

义水平。[20]“反向说”认为，正是由于先进知

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促使中共早期

报刊办刊主流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21]如有学

者认为，李大钊由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马克

思主义者，是中共早期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

引路人，是中共早期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总

指挥。 [22]以上这两种观点，虽然从一个侧面

反映出中共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者形成的关

系，但不能完全说明中共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

义者形成的必然性。

（四）中共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历史语境的形成。学者们在探讨该问题方面存

有一个共性，即中共早期报刊强调了马克思主

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23]中共早期报刊

把“相结合”“中国化”思想从少数先进知识

分子逐步普及到广大知识分子群体中，成功营

造了一种“中国化”语境，也正是在这种语境

下，促使先进分子逐步走上与中国革命实际相

结合的道路。[24]笔者认为，尽管中共早期一些

领导人提出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但这

种结合也仅是初步的，当时党的领导人还没有完

全理解马克思主义，不能完全自如地实现理论与

实际的结合。所以，“此时的党还不能从中国革

命全部关系的总和中把握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没

有能够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指导思想”[25]。

二、中共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20世纪初期，中国思想界风起云涌，先进的

中国人在不断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通

过比较鉴别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中国

革命揭开新的一页。但理论的传播总是通过一

定的媒介，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实现大众化，

才能被广大群众所接受。中共早期报刊正是中

国人从空想社会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科学社

会主义的重要媒介，学者对中共早期报刊传播

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展开

了深入探讨。

（一）中共早期报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的原因。由于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对西方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的批判研究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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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被广大中国人民群众所接受，必须实现马

克思主义的研究、认同和宣传走向大众。[26]

在旧中国产业不发达、工业从业人数不多、人

员素质相对较低的特殊背景下，运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

意识和阶级自觉，报刊杂志起到重要的先锋作

用。因此，有研究认为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

对无产阶级进行有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的灌输，并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实际相结

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非常重要。[27]

（二）中共早期报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的特点与困难。有学者认为中共早期报刊推进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有思想立场坚定、

受众定位清晰、语言风格多样、善于同读者交

流等特点。[28]特别是中共早期报刊具备的无产

阶级立场，强调报刊具有阶级属性，在一定程

度上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品格。[29]从中

共早期报刊刊发的内容上来讲，不仅具有较为

明确的受众定位，而且通过刊发不同种类的文

章，以多种视角使社会大众正确认识和理解马

克思主义。[30]如《劳动音》《劳动界》把受众

锁定在工人和农民身上，时刻关心人民群众最

根本的问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共产主

义和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还有学者指出：中

共早期报刊中的“文学革命最重大的成就是白

话国语的形成和广泛应用。语言文字是一种精

神生产工具，而生产工具的革新会大大解放生

产力，在物质生产领域如此，在精神生产领域

也是如此”[31]。“正是由于一些先进的刊物如

《新青年》率先引入白话文，将百姓的语言作

为叙事、说理、抒情的工具，对工人农民来说

具有天然的亲和力。”[32]所以，以人民群众易

于接受的语言文字唤起工农群众的自觉意识，

一方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另一方面有

助于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虽然中共早

期报刊注意到要用通俗化的语言风格进行，但

仍无法满足大众需求。同时，往往受到诸多因

素制约不能正常出版。 [33]尽管中共早期报刊

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序幕，但兼顾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科学化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

通俗化，中共早期报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的道路却充满了荆棘和坎坷，同时充分体现出

中共早期报刊为了信仰和理想，百折不挠的精

神。[34]

三、中共早期报刊研究的其他重要问题

（一）中共早期报刊作者群体的武装斗争

思想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人物的武装斗

争思想，直接决定和影响中共早期对武装斗

争的认识及实践活动。所以，研究中共早期报

刊作者群体的武装斗争思想，也能窥探出这一

时期党对武装斗争的基本认识。如有学者以报

刊为载体，探讨了陈独秀的武装斗争思想。由

于受到党的历史上数次关于处理陈独秀的决议

影响，传统观点认为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推行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最终发展成为“投

降主义路线”，不重视武装斗争，从而导致中

国大革命的失败。随着苏联档案的公开，越

来越多学者认为“陈独秀成了斯大林的替罪

羊”[35]。但主流观点还是认为陈独秀在大革命

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懂得掌握政

权和武装的重要性”，“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

导权”，使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

地位。[36]此外，还有学者从中共早期报刊实际出

发，考察了瞿秋白、周恩来的武装斗争思想[37]，

为学界深化研究历史人物的武装斗争思想奠定

了思想理论和资料基础。

尽管学界关于中共早期报刊探索武装斗争

问题的认识取得一批重要研究成果，但就整体

研究情况来看，还是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

现在：一是较少将中共早期报刊对武装斗争的

认识及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马

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被早期共产党人所接纳，

就面临着如何结合中国实际开展革命的问题，

中共早期报刊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及实践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核心主题，所

以研究中共早期报刊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及实践

就抓住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历史的主

线。二是有学者惯用“事后诸葛亮式”的价

值评判去审视中共早期报刊及其作者群体对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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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斗争认识的不足，以现象分析现象，没有从

当时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客观形势以及自身认识

的历史逻辑上进行分析把握，容易从“后见之

明”转为“后见之盲”。而这些研究的不足，

恰恰是今后深化研究的意义所在。 

（二）中共早期报刊与党的无产阶级领

导权思想的形成。有学者在研究中共早期报

刊时，对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由谁最先提出来

这个问题存有争议，有蔡和森、高君宇、彭述

之、邓中夏、瞿秋白是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提

出第一人的不同观点。[38]笔者以为，大革命时

期党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提出和形成是集

体智慧的结晶，它是中国革命实践的产物。此

外，党的四大以前，并没有党的文献资料明确

阐述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基本内容。因此，

并不能简单地回答该思想是哪一个人提出和倡

导的，只靠文献中的只言片语来无限扩大无产

阶级领导权思想，这既不符合史实也不符合认

识论规律。因此，这也应当是今后中共早期报

刊研究必须深化的几个重要问题。

（三）中共早期报刊对中国革命前途问题

的认识。在革命前途问题上，有学者认为中共

早期报刊刊发的瞿秋白、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否

定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过程，实际上混淆了

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39]但也有研

究认为革命前途问题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

议精神传到党内后才达到共识。[40]可见，学界

关于该问题仍有深化研究的空间。笔者认为，

虽然中共早期报刊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存在

一定偏差，但在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中，已然认

识到革命成功后要有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虽

然没有进行深入的阐述，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

下已属不易。

（四）中共早期报刊与党的早期新闻思想

研究。中共党刊坚持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独

立批评原则、党报工作者要有良好的素质等思

想 [41]，都是中共早期报刊所积累的重要历史

经验。有学者认为中共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

白、蔡和森、李启汉等作为报刊主编或者主要

撰稿人，对报刊的编辑、出版、发行产生深刻

的影响。[42]他们的思想转变，特别是由激进民

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时，报刊的思想

也随着他们的思想而转变。[43]尽管如此，在学

术研究中不能忽略一个重要问题，即不同领导

人创办的报刊面向不同的受众体现出不同的新

闻思想，必须对他们的新闻思想存在的共性与

个性特征加以区分，既要认识到共性特征，如

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都

认为党的报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坚持政治家

办报；也要分析他们的个性特点，如刘少奇认

为报刊不仅是工具，也应是桥梁，报刊要坚持联

系群众，实现权利与义务的统一。[44]因此，通过

比较研究搞清楚中共早期领导人对待中国革命观

点的异同，就不至于产生偏离革命实际的误判。

有学者认为，中共早期报刊从创刊之日起，

就明确了报刊的宗旨及定位问题。[45]如《新青

年》在中共成立后一度成为党的机关刊物，以

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宗旨，为指导中国革命及党

的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同时，它的受众面向广

大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促进他们思想

的转变起到引领作用。[46]《劳动周刊》的主要

任务就是通俗地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引导

他们组织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47]从办刊影

响来看，不同的刊物对中国革命产生了不同程

度的影响，《劳动周刊》面向工人，推进了工

人运动走向高涨，作为编辑的李启汉全心全意

为工人阶级谋利益的态度，受到广大工人阶级

的尊敬与爱戴。《热血日报》是群众办报的样

板，以发扬“民气”，作为被压迫民众的喉舌

具有群众化、大众化和通俗化特色。[48]尽管不

同的刊物在中国革命进程中产生的影响不同，

但它们作为引领中国革命方向的指针，对推进

中国革命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小结

近年来，学界关于中共早期报刊的研究呈

现出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统一、多学科甚至交叉

学科范式相结合的学术研究特点。从研究内

容上来看，学界对中共早期报刊研究状况的论

述，梳理中共早期报刊的历史发展脉络，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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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浓厚的地方特色，为继续深入研究奠定重要

基础。中共早期报刊研究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

题，有深化研究的空间。

（一）深度挖掘中共早期报刊的原始资

料。陈独秀曾指出：“吾党虽不像无政府党绝

对否认政治的组织，也绝不屑像德国的社会民

主党，利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机关和权力作政治

活动。” [49]因此，党的刊物不仅仅是反映党

的政治工作的旗帜，它们作为当时社会的主要

媒介，在引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效果都

应成为重点研究对象。通过梳理中共早期报刊

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一方面，这些成果大

都以论文的形式出现，表现为某一具体报刊文

本的解读，而系统、全面和深入研究的著作较

少。另一方面，关于中共早期报刊的研究散见

于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中，尚未形成较为系

统、完备的研究资料。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创办的机关刊物《先驱》，该刊物由于订购量

有限，主要通过各地的组织秘密发行，其经费

常常不足，在第16期发刊词中就指出：“在这

16期中的损失已达七百元以上了。所以弄得我

们最近竟连印刷费都无着落了！”[50]尽管其发

行较少，但在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中，对唤醒国民

自觉，打破陋习而代之以反抗的创造精神，起到

重要作用。如何整理并正确评析这些中共早期报

刊的原始资料，是应当着重解决的问题。

（二）客观还原中共早期报刊传播马克思

主义的历史语境。尽管学界公认中共早期报刊

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有着重要贡献，但从目前研

究成果来看，中共早期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

复杂性、交锋性及互动性并未完全凸显，关于

该方面的研究成果仍处于一种割裂的状态，也

即是说，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一报刊，而忽视了

整体性研究。实际上，在20世纪救亡图存的中

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具有将“批判的武器”转

化为“武器的批判”的力量，中共早期报刊之

间的互动与争鸣也必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传播起到促进作用，这应成为学界进一步关注

的重点。

（三）深化中共早期报刊作者群体的研究。

党的早期历史上很突出但后来较为一般的人

物，这类群体很容易被忽略。如对《新青年》1

到9卷中像陶孟和、高一涵、刘半农、钱玄同这

些人物的研究较少，对该群体的思想研究应实

事求是分析。众所周知，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步入广泛传播阶段，其传播过程必

定彰显出时代独有的特点，包括传播主体构成

的复杂性，在阐述介绍马克思主义时往往带有

浓厚的主观意识与功利色彩，传播内容体现出

零星介绍到整体过渡的趋向，传播路径的艰辛

性和复杂性、传播形式的多样性等问题，都应

当备受关注。此时党的大部分成员尚缺乏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意识，所以，在中共早期报

刊的影响下，虽然产生了大批马克思主义者，但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以及理论精

髓并未被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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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爱、团结协作，提高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三

是政党之德。执政党作为执掌国家权力的政治

团体，其特殊性决定了执政党本身的道德水平

对国家治理、社会发展、公民生活都有着关键

性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党的

自身建设，从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再到全

面从严治党，都在不断提升政党之德。面对新

时期的新挑战，打铁还需自身硬，应将以德治

党纳入以德治国的范畴中，并最终统一到推进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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