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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上海建党早期的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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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

响之下，一批优秀的进步青年纷纷前往法国，他们积极地团结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之下，坚

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党团组织和各种革命团体。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中国共产党

在上海的建党活动提供了来自海外的组织基础、理论依据和人才支持，作出了特殊的历史

性贡献。

留法勤工俭学；上海建党初期；巴黎小组；建党理论；干部培养和输送

100年前，在中国从古代进入近现代的历史

演进中，掀起了一个后来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对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建设和发展有着特殊意义

的进步运动——留法勤工俭学。上海是留法勤

工俭学运动最主要的始发地，留法勤工俭学又

为上海建党早期作出了特殊的历史性贡献，这

样一种双向关系，早以载入史册。本文以留法

勤工俭学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党早期的

贡献为考察对象，从旅欧共产党巴黎小组建立

并成为上海建党活动的八个基层组织之一；加

强马克思主义学习，为上海建党活动提供理论

依据；为驻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培育和输送大

批干部，推进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等三个方

面，做一个评述，以就教于方家。

     

一、旅欧共产党巴黎小组是上海建党活动

的8个基层组织之一

20世纪20年代初，是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

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节点。波澜壮阔的五四

反帝爱国运动，催生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

为了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许多向往民主与科

学的青年学子和有识之士，积极响应“勤于作

工，俭于求学”[1]的号召，毅然决然漂洋过海，

走上了赴法勤工俭学之路。五四运动至1920年

间形成高潮，其中先后从上海出发赴法的就有

蔡和森、蔡畅、李富春、向警予、李维汉、周

恩来、赵世炎、王若飞、李立三、陈延年、陈

乔年、徐特立、陈毅、聂荣臻、邓小平等一大

批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

的知识分子。他们利用法国的有利条件，努力

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

与国内遥相呼应，积极组建党团组织，把勤工

俭学学生和旅欧华工中的一批优秀青年团结起

来，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扩大队伍、打

好基础。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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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统、陈公培5人在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今

南昌路100弄）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决定成立

共产党。这次会议明确建立的是共产主义的政

党，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这是中国历史上

出现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当然，这不仅仅是

上海地方性的党组织，更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简称中共发起组）。上海中共发起组是全国

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因此一开始就面向全

国、面向世界上有中国劳动群众的地方，开始

了筹建活动，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应运而生。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

人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秋，董必

武、包惠僧、刘伯垂、张国恩在武汉成立党的

支部；1920年冬，王尽美、邓恩铭发起成立济

南共产党组织；1921年元旦，在毛泽东、蔡和

森、何叔衡等发动下，以新民学会为平台，成

立了长沙党的早期组织；1921年3月，广州共

产党组织成立，由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管宣

传、陈公博管组织；旅日留学生于1920年6月

底，由施存统联系周佛海牵头，成立共产党日

本早期组织。

旅欧共产党组织是在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中

建立起来的，因而也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产

物。其中巴黎小组于1921年三四月间成立，由

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等5

人发起，负责人为张申府。

与此同时，蔡和森、李维汉、李富春、李

立三、向警予、罗学瓒、张昆弟等，也自动建

立起各种革命团体，其中以新民学会会员为

主体，以蒙达尼为中心形成的团体和工学世界

社、劳动学会等都是具有共产主义政党性质的

团体。

巴黎党小组虽然远居海外，但与国内关系

密切，且联系不断。张申府不是留法勤工俭学

学生，而是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起人、里昂

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之邀去任逻辑学教授的。

但这位北大讲师，在赴法前的1920年秋就与李

大钊等创建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途经上

海时又与陈独秀讨论过建党事宜。据张申府回

忆，在巴黎的建党活动，是得到陈独秀和李大

钊授意的，“离国赴法前，李大钊、陈独秀分

别与我谈过党组织的发展问题，他们希望我到

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1921

年初，张申府介绍刘清扬入党，接着又介绍周

恩来入党。事后，张申府把介绍周恩来入党一

事写信告诉国内的陈独秀，“他回信表示同

意。”1921年7月，张申府“曾收到国内寄来的

通知，并在党小组内进行讨论，但因时间紧，

路途远，不能回国出席。我即给陈独秀写信，

作了答复。不久，我们便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

正式成立了”[2]。巴黎小组的另一位创始人赵

世炎于1920年5月中旬从上海赴法，与陈独秀研

究过建党问题，并详细交换过意见。因赴法较

早，未能参与上海发起组的成立活动。不过，

他与陈独秀、李大钊都保持着通信联系。而陈公

培本来就是上海发起组成员。据张申府回忆，赵

世炎、陈公培“他们两人是在上海入党的，都由

陈独秀介绍的”[3]，足见巴黎小组成立时与上海

中共发起组联系之密切，且地位之重要。

尽管巴黎小组未能与国内外其他7个共产党

早期组织一样派出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

次代表大会，但巴黎小组作为上海创党建党的8

个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基层组织之一，是不争的

事实。同时，旅欧巴黎小组的建立和活动，也

有力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并非全靠俄

国人的鼓动，乃是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

果，是世界革命包括俄国革命和法兰西革命影

响的必然反映。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为上海创党建党

探寻理论依据

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努力寻找革命真

理，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就成了旅欧党

团组织工作的主旨。巴黎小组成立后，旋即建

立共产主义研究会，开展了一场颇具声势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许多共产党员和有志

青年抓紧机遇如饥似渴地学习，他们不仅学到

了革命理论，转变了世界观，更重要的是，为

上海的创党建党活动进一步探寻了理论依据。

如饥似渴地学习，当首推蔡和森。蔡到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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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以惊人的毅力，仅花了4个月的时间，就学

会了法文，又用五六个月的时间“猛看猛译”

几十种革命书刊，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

赵世炎白天在铁工厂做8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

尽管筋疲力尽，但在夜晚仍然坚持学习马列著

作。通过学习，许多年龄较轻的知识分子和青

年学生，在马列主义的熏陶下，走上了革命道

路。邓小平刚到法国时，面对冷酷的现实，

“原来出国时的理想化为泡影”。“但是，一

种新的革命思想强烈地吸引了这个年轻人。当

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

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

种社会主义思潮广为流行，一批先进的中国留

学生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走上革命的道

路。在较年长的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影响下，

邓小平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各种政治宣

传活动。”[4]陈毅曾回忆他同蔡和森一起学习

马克思主义的情形，说：“在我们这个地区鼓

吹马克思主义最有力者是蔡和森。”在蔡的影

响下，陈毅开始读《共产党宣言》，认为这本

书里有很多深刻的分析、新鲜的提法，比如说

“一切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代资产

阶级的国家，不过是资本家的事务所，等等。

这些论断我们感到确是真理。这引起了我思想

上的第二次大震动”。陈毅体会到了“马克思

主义思想在头脑中高扬”，于是他“逐渐参加

政治活动，向革命方向靠拢了”。[5]

世界观的转变与信仰的确立往往是同步进行

的。周恩来利用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报刊在法国

十分流行、很容易得到的条件，认认真真阅读

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

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

的经典著作。经过反复学习和思考，周恩来作

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共产主义

的信念。他在给天津觉悟社朋友的信中写道：

“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

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共产主义）也就够

了。”“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

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6]他坚信共产主义

学说“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

救时良方”，因而坚决主张效法俄国革命。[7]

周恩来这里提出的关于共产主义信念和阶

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实

际上正是上海创党建党所涉及的党纲的一系

列理论问题。在这方面，蔡和森的意见更具代

表性。1920年8月13日及9月16日，蔡和森两次

写信给毛泽东，围绕“改造中国与世界”总方

针，提及中国革命的若干问题特别是阐述了许

多建党思想。在第一封信里，蔡和森明确提

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

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

争——无产阶级专政。”而“其重要使命在打

破资本经济制度”，党、工会、合作社和苏维

埃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四种利器”，但“先要

组织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

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在毛泽东看来，蔡

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达到改

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而

“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

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

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8]“这是

他从无情的实际生活中得出的结论。”[9]在第二

封信中，蔡和森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国际

组织的必要性，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

中国共产党”。蔡和森特别提及：“马克思的

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

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结果适与

有产阶级的唯物派(Id′eologic)相反，故我们

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

楚，才不至堕入迷阵。”[10]凸显了中国共产党

人在创党建党过程中，已经十分注重其理论依

据及其理论精髓。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写了

一封短信，对蔡的主张深表赞同：“唯物史观

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

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11]可见，蔡和森的一

系列建党理论，完全为毛泽东所接受，并牢牢

地扎根于他的思想深处。

自始至终参加党的一大的毛泽东，是否在会

议期间表达或转述过蔡和森的意见，我们已经

不得而知了。但是，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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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和会议通过的党的纲领及成立宣言等，其

主旨始终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

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强调“联合无产阶级革

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

直至阶级消灭”，“采行无产阶级专政，以达

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推翻资

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

厂房、半成品等，悉归社会所有”，“联合第

三国际”“反复灌输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

命为本党要策”等等。[12]这些建党指导思想，

与毛泽东、蔡和森就建党问题所涉及的许多马

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见解，是不谋而合的，也是

赢得毛泽东举手赞成的主要原因。从这个意义

上说，蔡和森关于建党的一些基本观点，从理

论上为上海的创党建党探寻了依据，也是中国

共产党巴黎小组积极参与上海创党活动的一项

有效举措。

     

三、为驻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培育和输送

大批干部，推进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随着人数的增加，旅欧中国共产党巴黎小组

成立后不久，即升格为旅法支部，旅德支部和

旅比支部也相继成立。1922年秋冬之际，中共

旅欧总支部正式成立，负责人为张申府、赵世

炎、周恩来、陈延年等。作为派生于国外的一

个区域性的组织，旅欧总支部高举马克思主义

旗帜，批判和抵制无政府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

思潮和流派，忠诚履行党的使命，为上海的中

共中央培育和输送大批干部，推进了中国革命

新高潮的到来。

旅欧支部在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的同

时，将理论学习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致力于关

心华工生活，注重华工工作，为培养干部寻

找新的途径。旅欧总支部成立后，专门组建了

华工运动委员会，由萧朴生任主任。据何长工

回忆，该委员会帮助华工“建立统一的华工总

会，出版《华工旬报》，系统地对华工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 [13]。他们还在华工

中组织工人俱乐部，举办工人夜校和各种补习

班，帮助华工学习文化知识和提高政治觉悟。

周恩来、赵世炎等总支部的领导人经常深入华

工群众，与华工谈心、交朋友，宣传革命道

理，培养了一批骨干，有些华工领袖还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洪流。①

旅欧总支部还积极开展了与反马克思主义

思潮的斗争。当时，旅法华人中以华林、李卓

为首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工余社和以曾琦、李璜

等为首的国家主义派，分别以《工余》②杂志

及《先声周报》③为阵地，专事反苏、反共、

反马克思主义的鼓噪。周恩来、赵世炎、陈延

年等则以旅欧党团组织创办的《少年》《赤

光》为阵地，对此展开批判。针对无政府主义

攻击“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失败”，其根本

原因在于“共产党专制劳工” [14]等言论，周

恩来从苏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

际出发，论证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指出通向共产主义道路虽然崎岖曲折，但“社

会主义不可侮，实已成了必然趋势”，他坚定

地表示：“我们当信仰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

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尖锐指出：

“至于别种社会主义，更是陷中国于歧路的麻

痹剂。”[15]针对国家主义派攻击共产党人加

入国民党是“违背良心的行动”，是受人胁迫

而实行“阶级妥协”的论调，周恩来从中国民

主革命性质和道路等根本理论问题入手，论述

国共合作的必然性。他指出：国民革命是三民

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合作，共同

推翻当权的封建主义的“阶级革命”，“非如

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

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

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民主革命为建立

无产阶级专政准备条件，而国共合作正是共产

党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所制定的完全适

合中国国情的正确路线，毫无“违背良心”和

“阶级妥协”而言。通过对无政府主义和国家

主义等批判，提高了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的阶

级觉悟，从整体上提升了旅欧党团组织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水平。

党的一大以后，上海成了中共中央所在地。

除1922年10月迁往北京至翌年2月下旬迁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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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1923年5月由上海迁往广州至7月下旬再度

迁回上海这两次搬迁之外，直到1933年1月迁往

苏区，前后长达12年之久，中共中央一直在上

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全国革命活动的政

治中心和党务工作的最高指挥部。作为下属基

层组织，旅欧总支部对上海的指令竭尽全力地

加以贯彻落实。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

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为了适应

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急需大批干部充实斗争

第一线。为此，中共中央号召旅欧党团员行动

起来，回国参加革命工作。特别是1925年1月

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大会作出了关于从组织

上加强对群众工作的领导以迎接革命运动高潮

的决定。会后曾通知旅莫支部及旅欧支部，再

次强调要以最快的速度派遣干部回国。遵循党

中央的召唤，旅欧党团组织从1922年至1926年

间回国的成员，包括派遣回国的及1921年10月

因在欧洲领导、参加工人运动、学生运动被法

国反动当局遣送回国的在内，多达一二百人，

以旅法支部党团员为最多。回国后，他们从中

央到地方，在中国革命的各条战线上，在中

国第一次大革命洪流中，以坚定的信念和勇于

献身的精神，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

贡献。本文将这些回国人员在大革命时期的相

关职务作一简要的梳理，以从一个侧面求得印

证。

直接在上海中共中央，包括在各类直属机

关担任领导职务的有：蔡和森先后参加中共二

大、三大、四大、五大和六大，曾任团中央

机关报《先驱》和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

报主编，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随后又兼任

中共中央秘书长、宣传部长等职；周恩来先后

担任中国共产党两广区委委员长、黄埔军校政

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及中

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等职，1926年冬调

上海，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后任中共

江浙区委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

长、中共中央军委书记等职；李立三先后担任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总指挥、中共武汉区委书

记、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总

工会组织部长等职；向警予被选为中共二大中

央委员会委员，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中共

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李维汉曾任中共湘

区委员会书记、临时中央局秘书长兼组织部长

等职；王若飞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后调任中

共中央秘书长；陈乔年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

长，后调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委员、中共中央

组织部副部长、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在各地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有：陈延年

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江浙区委和江苏省委书

记；穆青任中共两广区委组织部长；林蔚任中

共湖南省委秘书长、组织部长；刘伯庄任中共

北京市委书记；黄士韬任中共广西特委组织部

长；杨志华任中共浙江省委秘书长；林修杰任

中共九江地委书记；佘立亚任上海市吴淞区委

书记、沪西区委书记；张昆弟任中共山东地方

委员会书记、中共北方局和顺直省工委书记；

傅烈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冉钧任中共四

川省委组织部长；萧三任张家口地委书记、青

年团北方区委书记，后调任团中央组织部长、

代理书记；李季达任天津地委书记；高风任中

共保定市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李慰农任中

共山东省委书记；尹宽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

员会书记。

领导军事工作和武装起义，并担任重要职

务的有：张申府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担任黄

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蒋介石的德文翻译，是

中共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党员之一；周恩来先

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政治部主任及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

后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是大革命时期军事职

务最高的党员之一；熊雄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

主任、代理主任，中共黄埔军校党团书记；鲁

易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聂荣臻任黄埔军

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饶竞群担任黄埔军

校教官；熊锐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学校教

官；李富春任北伐军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朱德

在南昌创办军官教导团，并参与领导了八一南

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孙炳文任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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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军校政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

长；李合林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武汉政府总

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张伯简任中共两广区委军

委书记；何长工曾任华实县农民自卫军总司

令、中共南（县）华（实）地委常委兼军事部

长；陈毅曾先后被派往四川杨森、田颂尧等部

及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等处工作，任中共党

委书记，后参加南昌起义；刘伯坚任冯玉祥国

民联军政治部副部长，邓小平也在冯玉祥国民

联军政治部工作，后赴广西参与领导百色起

义。

从事文教宣传及其他工作的有：郑超麟、

萧朴生曾任上海大学教员；任卓宣任广东区委

宣传部长；罗学瓒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后任

山东齐鲁大学教授；刘清扬任《妇女日报》总

经理；杨堃任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张若名任北

平中法大学文学院教授；袁子贞任天津地委宣

传部长；郭隆真在北京做党的妇女工作，主持

北京缦云女校工作，编印《妇女钟》《妇女之

友》等刊物；蔡畅曾任两广区委妇委书记、中

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等职。

在上海创党建党早期，旅欧党团组织包括

赴法勤工俭学的党团员中，为中国革命英勇牺

牲的英烈有蔡和森、赵世炎、王若飞、陈延

年、陈乔年、向警予、熊雄、熊锐、高风、余

立亚、穆青、傅烈、林薇、罗学瓒、颜昌颐、

毛遇顺、冉钧、陈声煜、赖俊、周贡直、黄平

民、钟汝梅等，他们为中国革命贡献了自己的

热血和生命，他们的英雄业绩和革命精神永垂

不朽！

综上所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上海创党建

党早期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是多方面的，具

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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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法国北方华工领袖袁子贞、马志远等后来都

入了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②1922年1月15日在巴黎创刊，是无政府主义团体

工余社的机关报。

③1922年12月在巴黎创刊，是国家主义派团体中

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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