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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导》周报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政治机关刊物，对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

作出了重要贡献。以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迫切要求和以马林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倡导创办

的《向导》周报，为实现国共合作提供了现实和可能条件。《向导》对国共合作形式及国民

党改组工作的宣传，推动了国共合作进程。《向导》提出无产阶级与其他党派的联合只能是

革命的联合，不是妥协的联合；提出对同盟者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以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原

则；还提出了扩大左派，联合中派，打击右派的策略。这些原则及策略不仅对维持国共合作

统一战线起到积极作用，还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智慧，并对当前新闻宣传工作具有重要

的启示价值。

《向导》；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

中共二大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主张，并

决定创办党的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

（以下简称《向导》），它把“所有革命团体

结成统一战线的必要性”[1]作为重要议题，并

对此主张进行了广泛宣传。正是这些宣传，为

实现国共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并为维持国共

合作顺利进行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美国学者

大卫·斯隆所说：“与今天传媒的不同之处在

于，党派时期的报纸既不是作为新闻媒体存

在，也不是以公正报道为目的。在高度党派

化的政治环境下，新闻成为服务于政治的工

具。”[2]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的特殊环境，若要实现民族独立任务，

必须建立广泛联合战线，实现国共两党合作。

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民主

联合战线议题，借助《向导》这一重要舆论阵

地宣传国共合作，展开了理论和实践探索。

一、《向导》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前的酝酿

中国各民主阶级的共同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

建势力，共产党人可以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

打倒共同的敌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

原则。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共产

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

结和协调。”[3]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实现肩负

的重大历史任务，同国民党合作是非常有必要

的，但使双方达成共识，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

酝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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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导》创刊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

的现实要求。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阀混战是民

主革命时期中国社会思潮纷纭的客观现实。各

政治派别从自身利益考虑，提出自己的主张。

以蔡元培、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认为在中国

组织“好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

限度的要求”。[4]中国共产党人针对各派政治

势力提出的政治主张进行分析，提出适合中国

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为准确宣传党的民主革

命纲领，实现理论与实际斗争的结合，决定创

办一个党的机关报，借以宣传革命纲领是极其

必要的。《共产党》月刊于1921年7月停刊，

《新青年》月刊由于发展受阻改为季刊和不定

期刊，并在1922年6月被法租界捕房封闭了中共

发行书刊的机构——新青年书店后，也于1922

年7月停刊。在1921年到1922年的这段时间，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工人刊物《劳动音》《劳动

界》等被迫停刊，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

受挫。为更好宣传党的主张，使党的理论工作

与实践工作更好结合，创办一个属于自己的政

治机关刊物就显得更为迫切了。

（二）马林积极倡导创办报刊，为实现国共

合作提供可能。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并不是

偶然，它是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必然

产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自1921年6月来华，到

1923年9月返苏，短短2年多时间，对中共二大

作出建立联合战线的决议及推动第一次国共合

作贡献良多。在1922年6月的西湖会议上，马林

就指出：“国民党松懈的组织形式使得在党内

很容易促进群众运动的思想，因此必须同国民

党建立友好关系。”此外，中国共产党人“应

该加入国民党，但应保持自己的组织和报纸，

并应积极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活动和组织中

心”。[5]实际上，马林的这种思想是对列宁党报

思想的继承。列宁党报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

是把党的报刊与巩固党本身联系起来。他认为

党的报刊是用马克思主义统一无产阶级革命分

子头脑的手段，是把分散的共产主义组织团结

成统一政党的手段，也是宣传和鼓动的工具。

如若没有报纸，就不能系统地有坚定原则的和

全面的鼓动宣传。然要进行集中的和经常的鼓

动工作，就必须利用定期的报刊。所以，马林

主张建立属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报刊以宣

传国共合作。此外，他还提出要“允许中国共

产党人在国民党内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6]，借

以扩大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

（三）《向导》对合作形式的宣传推动了国

共合作。1922年7月17日，马林向共产国际执委

会作了关于在华工作的详细报告。报告中，他

高度赞扬国民党进步作用及国共合作重要性。

18日，共产国际决定采纳马林提出的“党内合

作”建议。马林提出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

提议遭到大多数中共中央委员反对，他们认为

采取“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

们的独立政策”[7]。争论中，李大钊基本同意

马林意见，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松懈的组织，

有各种不同政见的人，各行其事，共产党员加

入其内不会受到约束……而且孙中山赞同党内

合作，不同意党外合作，如果我们坚持己见则

革命统一战线难以实现”[8]。经过几天讨论及劝

说，最终原则上确定采取“党内合作”形式，

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在此过程中，《向

导》起到重要作用。《向导》发刊词明确指

出：“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是什么？

我们敢说是要统一与和平。”[9]号召全国人民

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后

来，《向导》刊发《革命与反革命》一文，指

出“一个阶级抑或是一个党派是否革命并不是

一成不变的”，在一定历史时期，“对于任何

党派甚至于任何军人每个革命的行动，都可以

与之联合”。[10]“国共第一次合作建立以后，

两党携手努力，从此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国共合

作序幕。”[11]简言之，《向导》尽管一定程度

上没认清国民党阶级本质，但却对国共合作的

建立起到积极作用。

（四）《向导》积极宣传国民党改组工作，

助推了国共合作。当时，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

加入国民党，但中共仍认为必须“矫正国民党

的政治观念”[12]，从而实现“在中国国民运动

和国民党中建立左翼的任务”[13]。中共希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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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向导》的宣传力量，实现国民党改组。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向导》发表了许多文章，

如《国民党报纸不应该有这样记载》《国民党

应否复建革命政府》《国民党哪里去了》等。

希望用告诫的宣传方式把国民党塑造成革命的

平民政党，使其推行坚决的反帝路线、群众路

线及与苏俄结盟路线，提出国民党应该为广大

民众着想，担负起重任。除对国民党正面引导

外，《向导》也对国民党诸如脱离人民、幻想

依靠军阀进行革命等一些错误政策进行批评，

指出国民党应当“去宣传去组织，竖起旗帜

来，让民众——反抗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民

众是工人是农民是商人，都集合在国民党旗帜

下，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

合战线”[14]，否则“民众难以发现国民党是代

表民众利益奋斗的政党”[15]。《向导》的宣传

对推动国民党改组、加速国共合作进程起到一

定作用。

二、《向导》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斗争原则与

策略

由于国共两党阶级利益的根本区别，导致

国共合作进程并不顺利。即便是国共合作形成

后，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仍然非常激烈。况且，

“即便是一个革命政党的战略任务和它在革命

中的战略路线是长时期有效的，那末它的策略

任务和策略手段则甚至在二十四小时内也可能

发生变化”[16]。从《向导》中可见，中国共产

党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适时调整了口

号和策略路线。

（一）《向导》与国共合作初期建立民主

联合战线的基本原则。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由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特点还不

能完全掌握，在国共合作中的原则与策略出现

失误，最终导致大革命失败。尽管如此，党在

这一时期对合作原则与策略也进行初步探索，

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国共两党之间较为长久的合

作。

1.无产阶级与其他党派联合只能是革命的

联合，而不是妥协的联合。中共二大虽已提出

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主张，但此时党理解的联合

战线范围还比较广阔。正如《向导》宣传的那

样，“一个阶级一个党派”是否革命并不是固

定不变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对

于任何党派……任何军人每个革命的行动，都

可以与之联合”，“但这种联合只能是革命的

联合，而不是妥协的联合”。[17]具体来说，

当时党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动力之

一，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力量，买办阶级

是帝国主义在华代理人，所以各买办之间也

必有矛盾。因此，“日本买办之安福系等可

以附和国民革命中之反英运动” [18]。“研究

系”则“常常反奉天建军阀” [19]，为无产阶

级就应当合理利用矛盾，去“削弱敌人的势

力”[20]。中共二大制定《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

的议决案》，开始召集各方团体讨论如何开展

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工作。《向导》对此进行

广泛宣传与倡导。鉴于吴佩孚有支持民众运动

的表示，共产党人认为在“剿灭红胡子”一点

上，联合吴佩孚是有意义的。 [21]因此，革命

政党在根本上主张……与民众联合的同时，也

不排除同吴佩孚实行某些“有意义单方面的联

合” [22]。反奉战争爆发后，冯玉祥国民军的

民主倾向更加明朗化，其他各派政治势力也提

出要实现民主政治的要求。于是，共产党人提

出要实现大家联合起来，创建真正的共和国。

《向导》对党的政策与策略的宣传，正契合党

此时合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以期联合一切

可以联合的力量打倒共同敌人的策略，为日后

国共合作奠定前提。

2.对同盟者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以保持

自身独立性。中共三大指出：“我们加入国民

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

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

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

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

础。”[23]也就是说，扩大国民党组织的同时，

应当保持共产党自身的组织和纪律，共产党员

的行为必须以共产党的纲领和纪律加以约束。

国民党一大闭幕后，中共中央召开三届二次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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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要求共产党员应当努力扶持改组后的国

民党，“积极发展国民党组织，同时也慎重地

发展自身的组织”[24]。在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

过程中，也着重提高党员思想政治素质。实际

上，该问题早在国共合作酝酿时期，高君宇在

《向导》发文就指出：“在国民革命中，无产

阶级要占个主要的地位，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

参加。”[25]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出的指示中也要

求：“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

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

中的领导机构。”[26]这表明一些共产党人已经

初步认识到由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特殊性，应

当保持政治、组织及工人运动的独立性，不与

帝国主义及军阀妥协，不放弃党的特别工作、

抵制国民党的错误政策及行动等。

（二）扩大左派，联合中派，打击右派的策

略。在国共合作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利用《向

导》宣传“扩大左派，联合中派，打击右派”

的策略，为保持国共合作，维护统一战线尽了

最大努力。

1.实现批评自由，从思想和组织上巩固左

翼。国民党一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对国

民党进行思想和组织上改进的工作，使国民党

逐步成熟起来。然国民党大部分党员的阶级利

益与劳动平民的利益存在着根本矛盾，出现有

意回避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倾向，使共产党人

认识到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其实是我们和

国民党右派之争”[27]。因此，党认识到采取调

和左右派的政策或机械式的开除右派，再或者

对右派进行人身攻击等都是错误的，此时，应

在国民运动根本问题上指责右派的错误，“在

我们自己的机关报上，在国民党的机关报上，

在种种集会的时候。同时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

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左翼”[28]。此外，《向

导》对国民党右派在国共合作进程中的错误行

为也进行了指责。如倡导开展左右派政见不同

的讨论，要求党员行动起来，巩固左翼势力，

排除右派势力。

2.团结和扩大左派，批评和争取中派，坚

决打击右派。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在

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

团结和扩大左派，批评和争取中派，坚决反对

右派的方针。《向导》在第107期开设专栏，

指出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及孙中山逝世以

后国民党状况，并在110期刊发《革命与反革

命》一文，指明国民党内部派别对待革命的态

度。1925年5月，廖仲恺对《向导》提出的一

系列主张也做出回应，他写了《革命派与反革

命派》一文，以期望国民党旗帜鲜明捍卫联俄

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借此痛斥国民党

右派妥协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企图分裂国

共合作的行径。《向导》从112至115连续四期

对“五一”“五四”“五七国耻”等纪念日以

特刊专栏的形式纪念，并希望借助广大群众运

动回击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所谓“赤化”的污

蔑。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有力互动中，组

织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成立国民政府，

把国民革命运动推向高潮。正因为此，国民党

右派面对强大的国民革命运动而坐立不安，分

裂活动也更加猖狂。特别是戴季陶主义为国民

党右派分裂活动提供理论基础。廖仲恺被杀

后，激起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极大悲愤。

《向导》对戴季陶主义进行深入批判，澄清一

些重大理论是非，争取了国民党左派的同情与

支持。

3.联合却不代替左派，控制却不消灭中

派，向反动的右派进攻。1926年7月，党中央

召开的四届二次扩大会议对国民革命中社会各

阶级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指出中国社会主

要有四种力量：一种是以李福林、冯自由为代

表的反动右派；第二种是共产派；第三种是汪

精卫、甘乃光为代表的左派；最后一种是以戴

季陶、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此时中国共产

党对国民党新右派的阶级本性并没完全认识清

楚，而是简单把国民党新右派一部分人当作可

以拉拢的中派，合作进程中片面强调联合而忽

视斗争。北京政变后，《向导》在第31、32期

合刊开设专栏对北京政变进行了报道。陈独秀

指出，如果“广东政府不幸而失败，则中国将

经过一长期的反动”[29]。中山舰事件后，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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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苏联顾问团在对待此问题上采取妥协退

让的态度，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对当时国内政治

军事形势产生相当悲观的情绪，只能采取委曲

求全的政策。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党

组织发动工农运动却忽视领导军事和指挥军队

的工作。但对国民党政策上，改变了把自己置

身国民党左派“中坚地位”的做法，做出“联

合左派并中派，向反动的右派进攻”的方针。

但是，此时党在《向导》上进行宣传，并把蒋

介石归结为中派，指出“有时还需要扶助中

派”[30]。因此，《向导》没有清醒认识并指出

国民党新右派的阶级本质，是导致大革命失败

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向导》展现的

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智慧及当代意蕴

（一）《向导》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深远的战

略智慧。《向导》积极宣传建立民主联合战线

主张，为实现国共合作作出重要贡献，充分体

现出中国共产党深远的战略智慧。

1.抓主要矛盾，实现工农联盟，集中打击

最主要敌人。十月革命后，俄国农民获得土

地，工人在政治教育上有了优越权利，社会各

阶级除贵族、大地主、大资本家等最少数人吃

了亏，可以说“俄国十月革命史真有利于最大

多数人民——农民、工人、小工商业家——的

革命” [31]。在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

国，农民占人口多数，国民革命若无农民参

加，革命肯定不能成功。《向导》对从二七罢

工到1925年底通过工农力量赶走南方军阀陈炯

明、北方吴佩孚势力的事件进行广泛报道。同

时，也刊登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一文，该文蕴含的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虽然

当时在党内受到很多人质疑，但实际上，毛泽

东撰文的立足点在于对开展农民运动责难的驳

斥，他肯定农民参加革命的态度与积极性，认

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主要力量。显

然，这代表了当时中共对农民问题认识的最高

水平，也为后来党在实践中开始重视农民问题

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经过长期摸索，党逐

步认识到农民是武装斗争主力军，工农阶级

“是政治斗争中最伟大的势力”[32]。

2.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坚持既联合

又斗争策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国共合作进

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危害统一战线的行为进行了

坚决斗争，但斗争中又适时联合起来反对共同

敌人，充分展现了党的智慧。继国民党一大发

生“跨党之争”后，特别在“弹劾共产党案”

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国民党内部已经

分为左中右三个派别。“左派代表工农和小资

产阶级，是真正的革命派”；中派代表民族资

产阶级，是“妥协派”；右派代表大地主大资

产阶级，“完全是反革命派”。 [33]那么，在

革命中就必须赞成国民党左派反对右派，这一

策略在国民革命中是非常正确的。《向导》不

仅从理论上指出对待国民党的正确策略，而且

把这些策略应用到实际斗争中。对当时正在督

师北伐以响应浙沪的孙中山先生，《向导》极

力劝说他改变当前的军事行动策略，希望其可

以退出军阀混战，并指出：“只有全国工人、

农民、兵士之联合的大暴动，才可以破坏权军

阀阶级的军事势力；才可以惊醒帝国主义者跳

跃神圣的迷梦，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在华的权

利……才可以轰起全国革命的高潮及热忱，扫

荡旧污，建设新国。”[34]孙中山先生接受《向

导》建议，很快高举“废除不平等条约”，

“召集国民会议”大旗，进行广泛动员和宣

传，为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的开展起到巨大推

动作用。商团叛乱事件发生，国民党右派勾结

帝国主义企图排斥异己，争权夺利。《向导》

尖锐指出这关系到党的生死，必须采取正确方

法解决，国民党如果真的想要同共产党联合一

起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解散反革命的商团

军”[35]。对于中派势力，《向导》认为应该采

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并严厉批评中派不应

该对商团军采取妥协态度。在《向导》极力指

导下，商团叛乱得到了平息。

3.实现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相互结

合。若要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并使这条

战线得到巩固和发展，就须在坚守原则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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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适时调整策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

于两党阶级利益的本质区别，中国共产党在实

现国共合作方式上产生较大分歧，一些中共领

导人认为国共合作应采取党外联合形式，但该

想法并没得到孙中山许可。然党内合作又不能

让共产党人满意，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提出

要实现党内合作的方式时，中共旗帜鲜明指出

要坚持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实现国民党改组前

提下，才能以共产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中共借助《向导》刊文十余篇对国民党改组工

作进行宣传，希望借助舆论力量促使国民党改

组。中共通过抬高国民党在革命中的历史地

位，使国民党人认识到自身所担负的历史使

命，更应成为推翻帝国主义的先锋。国民党应

为民众着想，勇于担负起重大责任。实践中，

中共通过《向导》等宣传工具深入广大民众进

行广泛鼓动与宣传，使广大民众积极加入国民

党，为国民党组织队伍的发展壮大注入新鲜血

液。

（二）《向导》推动和维持第一次国共合作

的当代启示价值。《向导》宣传的关于建立民

主联合战线所坚持的原则和策略，充分展示了

党的战略智慧，对当前党报党刊宣传也具有重

要启示价值。

1.坚持党的领导，掌握正面宣传主动权。

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灯塔。

合格的党报党刊始终要将党性原则放在舆论

宣传的第一位，坚持正确理论指导，牢记“党

报姓党”。《向导》在发刊词——《本报宣

言》中，就明确了宣传的宗旨是“反抗国际帝

国主义的侵略”，“推倒为和平统一障碍的军

阀”，号召国民为“统一、和平、自由、独

立”而奋斗。 [36]这集中体现出《向导》作为

党中央政治机关报，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理论的

宣传员，是中国民众的喉舌，也开创了党管党

报党刊优良传统。《向导》作为大革命时期党

中央政治机关报，着眼于推动国共合作和革命

事业，将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

指导群众斗争作为主要任务，反映大革命时期

的时局和群众声音，引导当时社会舆论向党靠

拢，向国共合作靠拢，是党报党刊坚持党的领

导，积极掌握正面宣传主动权的重要典范。进

入信息网络时代，由于新兴媒体出现，以报纸

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发展黯然失色，尤其以地方

性党报党刊所受影响更为明显。为扭转市场不

利环境，个别地方性党报党刊降低政治性要

求，片面迎合消费者需求，一定程度上削弱了

党报党刊功能的实现。当前，地方性党报党刊

的改革与发展，始终要将党的领导放在首位，

坚持政治性原则。新闻宣传工作者要将习近平

总书记所强调的“48字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

使命”作为行业发展的根本遵循，保持新闻宣

传的政治敏感性，掌握正面宣传主动权。

2.运用灵活策略，提升新闻内容吸引力。

中国共产党在借助《向导》推动国共合作过程

中，充分体现了实现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

相互结合的战略智慧。创办之初，蔡和森、马

林等人就意识到，宣传是为了引导群众参加革

命，那么宣传形式就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要注

重现实斗争的宣传，从而避免形式单一的纯理

论宣传方式。为此，创办者经过反复推敲，为

《向导》逐渐开设了丰富多样的栏目，如“时

事短评”“中国一周”“世界一周”“读者之

声”“各地通信”和“寸铁”等栏目。这些栏

目各有侧重，有的放矢，有感而发，因此受到

读者的欢迎，效果很好。进入新时代，党报党

刊在恪守“党报姓党”原则的基础上，要灵活

运用新闻内容，锐意创新，让党报党刊更有感

染力、吸引力。一方面，党报党刊要补短板拉

长板，让内容真正“称王”。党报党刊要找准

报道权威性、指导性与新闻性的最优结合点和

交叉点，不拘一格，做活做亮报刊头条。另一

方面，党报党刊要办好专栏，打造视觉中心，

办出自己的特色。要在阐明问题，贴近群众的

基础上，做到精益求精，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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