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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1年下半年起至1930年的各种相关文件均认定，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党

刚建立时，有很短一段时间叫作社会共产党。从语词结构上看，“社会共产党”是偏正词

组，“社会”只是前置修饰词，“共产党”才是主干。按照李大钊、陈独秀的理解，与第

二国际决裂站到了第三国际的大旗之下的共产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在中共一大召开前

的11天，张太雷经共产国际批准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名义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并在会上发

言。所谓“共产主义小组”的提法是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影响。“一大”之前，中国共产党

在上海、北京等地展开了最初的工运工作，初见成效。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只是中国

革命一个良好的开端，有了共产国际的帮助并不等于找到了所有问题的现成答案。党的光

辉历程就是走自己的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自己想问题。

革命的社会党；共产党；1920年夏；陈独秀；俞秀松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时，毛泽东在代表证

入党年月一栏中填写：1920年。同样参加了中

共一大的陈潭秋1935年在自己编写的年表手稿

上明确写道，“1920年入党”[1]。1937年董必武

在陕甘宁边区会见外国记者尼姆韦尔斯时也说

过：“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2]

俄文原始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

会》（写于1921年下半年）记载：“中国的共

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

海该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很有威望的

《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3]

192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驻共产国际

代表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纲）》

中说得较具体：“究竟吾党何时成立呢？何时

发起组织呢？仲甫（陈独秀）到沪，一九二〇

年‘五一’节后，即邀李汉俊、沈玄庐、沈仲

九、施存统及一女人来发起组成，不久戴季

陶、沈仲九退出了，于是于一九二〇年就正式

成立了……这个青年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十月革

命与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4]

1928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

央日常工作的瞿秋白在为中共六大准备的书面

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关于一九二五年

至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报告》中写道：“中

国共产党的发端，还在一九二〇年，这显然是

从五四运动中直接产生出来的。”[5]1935年瞿

秋白被俘后在《多余的话》附录“记忆中的日

期”中写道：自己是1921年“五月 张太雷抵莫

介绍入共产党”的。[6]

1929年12月，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

中说，党是在1920年成立的。[7]这份文稿曾经遭

到党内的猛烈批判，但是谁（包括出席党的一

大的13个代表）也没有对一九二〇年（民国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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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创立本党这一立论提出过任何质疑。

相反，1930年，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邓中夏在莫斯科

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沿用陈独秀的说

法，称“一九二〇年夏，中国共产党成立”[8]。

当事人施存统回忆说：“六月间，陈独秀、

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

沈仲九、刘大白等也参加了……由陈独秀、李

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五人起草纲领

十余条。陈公培抄了一份到法国，我抄了一份

到日本。后来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等都参

加了小组。”“党的上海小组成立于一九二〇

年六月间，一开始就叫‘共产党’。”[9]

1991年发现的俞秀松1920年6月—7月的日

记，其中7月10日记载：“前回我们所组织底

社会共产党以后……”[10]加上施存统先前的回

忆，可以证实，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

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陈独秀寓所商量，

决定成立共产党，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

要同李大钊商讨。会上起草了具有党纲、党章

性质的若干条文，确定用下列手段达到社会革

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或劳农专政），

（二）生产合作，其他还有党的严密组织等。

会议选举陈独秀为领导人。[11]

由于施存统是在6月20日赴日本留学的，可

见，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当在6月20日之前。

1920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内部机关刊

物《共产党》创刊，其第一期在《世界消息》

栏目中介绍“葡萄牙共产党”时写道：“葡萄

牙是个农业国，小地主最多，工业不甚发达，

和中国的情形差不多是一样，而葡萄牙的共产

党那样发达，我们中国的共产党却还在萌芽时

代，这真是可耻的事情啊！”[12]

“我们中国的共产党却还在萌芽时代”可

以有多种理解。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答复

蔡和森来信时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

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即陈独

秀——笔者注）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13]蔡

和森于1920年9月16日从法国寄给毛泽东的一封

长信中相当明确地提出了要“明目张胆正式成

立一个中国共产党”[14]。毛泽东上述陈独秀先

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共产党的回复可以说是“中

国的共产党却还在萌芽时代”的同一表述。另

一方面，任何正在组织或已经成立的政党都有

一个萌芽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

业已初创，也说得过去。

林伯渠《自传》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其

中写道，“1920年冬天我到上海的时候，已经

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主义者，而变成了彻底

的民主主义者。经过李大钊的介绍，1921年1

月，我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会见了陈独秀，在

多次的谈话中，我们谈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

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一些浅显的共产主义的

理论。那时候，正筹备把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

组联合起来，正式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他们征

求我加入，我的入党就这样在李大钊、陈独秀

的介绍下，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参

加的。我认识李达、邓中夏等人，也在这个时

候。” [15]这里的时间，作者记忆可能有误，

1920年12月陈独秀已去广州，他们的会见当在

陈去广州之前。但是林伯渠在党的一大之前已

经入党，是很清楚了。也就是说“正筹备……

正式的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李大钊、陈独秀已

经发展新党员了。反过来，既然有了最初的党

员，怎么能说党还没有成立呢？

陈望道回忆说：“我于一九二〇年四五月

间到上海。……同时，陈独秀也从北京被赶到

上海。我们几个人，是被赶出来的。此外，邵

力子在复旦大学文学院任中文系主任，大家住

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的

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于

是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是一个秘密

的组织，没有纲领，会员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

续（参加者有：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

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先由陈独秀负责，

不久陈到广州去。一九二〇年年底以后，当时

就称负责人为‘书记’。要紧的事，由李汉

俊、陈望道、杨明斋三四人讨论（不是全体同

志参加），组织仿苏联共产党。”[16]

1921年5月16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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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舒米亚茨基签字任命远东书记处的中国支部

书记张太雷为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国共产党

代表。同一天，共产国际全权代表为俞秀松签

发了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参加青年

共产国际二大的证明。[17]6月4日，共产国际执

行委员会书记 M．科别茨基又任命俞秀松为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

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18]7月12

日，来自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十余人在莫

斯科选举张太雷、陈为人为参加青年共产国际

二大的代表，“推选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

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他也是社

会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19]7月20日，在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及杨好

德（即杨明斋）的联席会议上，来自上海的杨

明斋表示：“收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来的

电报，并得知派遣代表团出席第三次代表大会

的建议和批准张同志的委任状后，他们非常高

兴。尽管张同志在他们那里什么工作也没做，

他们还是批准了他的委任状。”也就是说，事

先并不知情的中国共产党追认了张太雷作为本

党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资格。

7月12日，张太雷在共产国际三大第二十三

次会议会上发言，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强

调“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

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运动的关注”[20]。共产国

际三大期间（6月22日至7月12日），经过张太

雷、俞秀松的艰苦努力，反复交涉，中国共产

党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出席了大会，为中国共产

党争得了在共产国际中应有的名分。江亢虎只是

以中国社会党的身份列席大会，从而成功地避免

了某些国家在建党过程中的混乱，功不可没。

全国性的统一的并且得到共产国际认可的中

国共产党是在党的一大上宣告成立的。1921年7

月23日中共一大召开之前，《新青年》月刊第9

卷第3号（7月1日）刊出了陈独秀《政治改造与

政党改造》一文，文中提出，“只有以共产党

代替政党，才有政治改造的希望”，并说“新

的共产党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出证据来才能

够使人相信啊！”读者也可以理解为“新的共

产党”已经成立，现在就要看它怎么做了。

二、党的名称的来源与变化

1920年党刚刚建立时，有很短一段时间叫

作社会共产党。从语词结构上看，“社会共产

党”是偏正词组，“社会”是前置修饰词，

“共产党”才是主干。这说明在陈独秀等人的

思想中“共产党”是占了主导地位的。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社会民

主党的牌子很老。尽管马克思、恩格斯1948年

就写了《共产党宣言》，但他们所在的政党

仍然称德国社会民主党。后来列宁所在的无产

阶级政党也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列宁

在评论孙中山时预见：“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

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也将日益成长起来，

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

党。”[21]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李达发表了

《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形》等文章，介绍

国际共运史与俄国革命。1919年列宁创立第三

国际即共产国际，列宁主义的政党才明确使用

共产党这一党名。这就说明，共产党的前身是

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工党，按照李大钊、陈

独秀的理解，与第二国际决裂站到了第三国际

的大旗之下的共产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

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5卷第

5号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赞扬苏俄的

“Bolshevism”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

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

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

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

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22]。

据张国焘回忆，1920年7月底他与陈独秀慎

重地谈起李大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意向，陈表

示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不是最主要的

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的这个“坚决的主张”，后来成为陈、

张“多次谈话的题目”[23]。

1920年8月，陈独秀等人就党名征求李大

钊意见，张申府回忆：“我和守常研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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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

信。”[24]

几乎与此同时，陈独秀在1920年9月《新青

年》第8卷第1号发表他早已写好的《对于时局

的我见》一文。他说“吾党”是“社会党”，

并以社会主义者的见地，希望“终究有社会党

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上海青

年团也曾叫过“青年社会革命党”。

在北洋政府的文件中也有“社会党”的记

录。1920年10月，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电告北洋

军阀政府，称“社会党陈独秀来沪，勾结俄党

与刘鹤林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

鼓吹社会主义，已饬军警严禁”[25]。

对于1920年6月拟议中的“社会共产党”的

党名，陈独秀的印象太深刻了。直到1922年5月

1日，陈独秀在《先驱》第7号上发表的《告劳

动运动的人》一文中还说：“劳动者所最应该

亲近的，是革命的社会党，即共产党。因为他

们是想用急进的革命手段，推翻掠夺劳动者的

资产阶级。”文中的关键词“革命的社会党”

与四年前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的

提法完全一致。在陈独秀看来，“革命的社会

党”是“共产党”的同义词、同位语。

此外，“一大”之前已在公开场合获得共

产国际承认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远东书

记处内部看来只能算“共产主义小组”。1922

年彼得格勒出版的共产国际三大速记记录明确

记载编号28中国的参会代表名单是共产党、青

年团各一人。[26]但参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

雷却在1921年6月10日于苏俄伊尔库茨克向共产

国际三大提出的书面报告中称：“中国最早的

共产主义小组是1920年5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

的，从那时起，中国其他地方也相继出现许多

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3月以前还没有一个统一

的共产主义组织。”[27]在这里，张太雷将1920

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称为“共产主义

小组”，显然是受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影

响。7月20日，舒米亚茨基不等共产国际三大

结束就从莫斯科赶回伊尔库茨克，与杨明斋举

行联席会议时承认：“为了与一切冒险组织划

清界限和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由我作为远

东书记处的领导人，和张太雷同志起草了一份

报告。……为的是将其纳入[共产国际]第三次

代表大会的记录之中，使其成为下一步工作的

基础，并以此证明共产党的成熟。”但同时他

又坚持认为“中国还没有集中统一的中国共产

党”[28]，“共产主义小组”这个称谓就是在这

样的语境中产生的。

三、党成立后即尝试开展工人运动

1920年8月，李汉俊与陈独秀发起创办了

向工人进行马列主义宣传教育的通俗刊物《劳

动界》周刊，并担任主编。在它的影响下，北

京、广州分别创办了《劳动音》《劳动者》周

刊，形成了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

1920年10月，陈独秀领导与发起组织上海

机器工会，这是中国产业工人在党领导下成立

的第一个工会。俞秀松所在的厚生铁工厂是

参加机器工会的发起单位之一。早在1919年11

月1日，俞秀松在《浙江新潮》第1期发刊词中

就说：“本报的旨趣，要本奋斗的精神，用调

查、批评、指导的方法，促进劳动界的自觉和

联合，去破坏束缚的、竞争的、掠夺的势力，

建设自由、互助、劳动的社会，以谋人类生活

的幸福和进步。”

10月3日，陈独秀、李汉俊一道出席了上

海党组织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上海机

器工会的发起大会。11月28日，李达以“立

达”的笔名在《劳动界》周刊第16册发表《劳

动者与社会主义》，强调组织工会的重要性，

他说：“劳动者若看清了资本家的专横跋扈掠

夺无人道，就应该组织劳动者的团体（如工

会之类）去和资本对抗。团体越巩固，势力

越大。”“劳动者要怎样才能得不饿死冻死

呢？……最大的根本解决方法，就是社会主

义。”

上海机器工会是由陈独秀和工人李中（原

名李声澥）一起，经过一番筹备后才开发起会

的。李中原是知识分子，因常看《新青年》思

想上进步很快，他多次找陈独秀请教，在陈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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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鼓励下，他与工人相结合，到江南制造局做

工。他一面做工，一面联络工人，在厂内开展

机器工会的筹备工作。毛泽东在1920年的一封

信中提到“李君声澥以一师范学生在江南造船

厂打铁，……他现寓上海法界渔阳里二号，帮

助陈仲甫先生等组织机器工会”[29]。李达证明

“李中（原S.Y，后升为C.P）杨树浦进行组织

机器工会”。

1920年秋，中国共产党又指派李启汉主持

工人半日学校，该校校址设在沪西小沙渡安远

路锦绣里。这是在上海，也是在全国由共产党

办的第一所工人学校。1922年5月，上海《民

国日报》对该校建立与发展变化的过程作过介

绍：“工人自办的学校很少。上海第一工人补

习学校在槟榔路北锦绣里3弄，这学校起落有

二年多了，首名半日学校，后又改为工人游艺

会，……去年8月该校又改名为上海第一工人补

习学校，报名的有200人……现在到校的，男女

有30余人。”[30]

1920年冬，北京党组织负责人邓中夏、张太

雷、张国焘等也发起组织劳动补习学校。李大

钊和北京党组织的其他成员都去过该校视察或

讲课。

四、党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摸索

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只是中国革命一个

良好的开端，有了共产国际的帮助并不等于找

到了所有问题的现成答案。

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制定了供党

员内部学习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进行

这场革命的关键在于“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

级政党——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同

“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1921

年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稿译

者写了一个说明：“亲爱的同志们！这个宣言

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十一月间决定的。这宣言

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

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

准。”1958年6月毛泽东批语：“不提反帝反

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

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

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

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

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

上是农民战争。”[31]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

议上作报告时说：“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

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

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还说1921年

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我们“对马克思

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

了。……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

不知世事。” [32]具体来说，就是对于当时的

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

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探索与解

决。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在扩大的中央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论及中国共产党人在民

主革命时期如何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

时说：“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

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

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

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

没有完全弄清楚。”[33]

毛泽东说过，他本人“原来不知道世界上

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知道有马克思主义，有列

宁，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34]。正是无产阶级

的革命导师列宁，1921年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

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向东方各

民族的共产主义者指出：你们必须看到你们那

里的特点，你们必须根据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

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措施。他

强调说，这是“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

的一个任务”[35]。很明显，处于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的中国共产党与处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

的西方各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对象、任务与道

路等方面，都是有很大区别的。

1945年6月17日，毛泽东在《在中国革命

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中强调，“我们

建设的党是东方的共产党，我们建设的队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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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人民革命的队伍”[36]。“开头的路线、方

针、政策、方法，都只是有一个方向，至于如

何才能搞得更好、更正确，那是在长期奋斗中

得到的，是从几十万的共产党员、成百万的革

命民众的流血牺牲中得到的。”[37]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

来的。1920年4月，共产国际同意俄共（布）远

东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嵗）分局派遣维

经斯基等人来华，5月间，维经斯基经李大钊

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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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任书记的“社会

共产党”就应运而生了。[38]对于刚刚建党的中

国共产党人来说，自己当然是共产国际干部的

学生。毛泽东后来说：“先生有好处，也有坏

处。……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

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

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决议

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

到了很大的损失。”[39]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延

安整风以后，全党对于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

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全党

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这些问题才得到完全

的解决。中国革命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这

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

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

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

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40]

毛泽东指出：“虽然有共产国际的帮助，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乃是由于中国本

身有了觉悟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创

造了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41]而党的光

辉历程就是走自己的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

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自己读书，自己写

字，自己想问题。”[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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