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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100周年，也是陈望道加入《新青年》

编辑部进而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00周年。然而，陈望道在《新青年》杂志上海编辑

部的身份却成了一个问题。陈望道是否真的做过《新青年》杂志的主编？他在《新青年》

编辑部究竟是一个什么角色？历史的真相是：陈望道既不是《新青年》主编，也不是一个

普通的编辑，而是一个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的角色。

陈望道；《新青年》；主编；陈独秀

今年是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

文全译本100周年，也是陈望道加入《新青年》

编辑部进而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00周

年。然而，陈望道在《新青年》杂志上海编辑

部的身份却成了一个争议的话题，一种说法是

做了主编。陈望道是否真的做过《新青年》杂

志的主编？他在《新青年》编辑部究竟是个什

么角色？本文拟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一番探究，以

求明晰陈望道在《新青年》编辑部的真实身份。

一、对陈望道进入《新青年》编辑部工作

时间的考证

1920年2月陈独秀从北京返回上海，3月下

旬（传统说法是4月下旬入住。但近有学者考证

是3月下旬。据张国焘《我的回忆》确认，1920

年3月22日陈独秀仍“寄住亚东图书馆”。而当

时号称商务印书馆“交际博士”的黄警顽在3月

27日曾致信张元济，确认陈已入住老渔阳里）[1]

入住同乡老友柏文蔚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的私

宅。这是一幢典型的老式石库门建筑，两上两

下外加亭子间。入住这里，使得陈独秀不仅在

上海有了自己的固定住所，而且寓所地理位置

优越，交通便捷，空间开阔。有了这处比较宽

敞且相对稳定的寓所后，陈独秀不仅可以接待

各地访客并容留访客居住，而且可以把他亲手

创办、视为生命的《新青年》杂志从北京迁回

上海。此后，他不顾胡适等北京同人的异议，

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回上海，置于寓所之

内，一楼会客室就是《新青年》编辑部。

然而，《新青年》迁回上海，从同人刊物回

归一人刊物，编辑人手顿时捉襟见肘。究竟应

该充实哪些力量？对此，十几年前就曾成功创

办《安徽俗话报》[2]现正主编《新青年》、深谙

期刊编辑之道、正坚定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

发展的陈独秀，自然要按照自己新的思想主张

和办刊方针选用编辑人选。刚刚翻译了《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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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宣言》首译本的陈望道自然是合适人选。正

好陈望道此时不仅人在上海，而且原本担任编

辑一职的《星期评论》已经停刊，暂时寄居在

《民国日报》总编辑邵力子在太平桥三益里5号

的家中。[3]陈望道自然进入到陈独秀的视野。

陈望道究竟何时进入《新青年》编辑部工作

的？梳理相关资料可以有个大致的结论。

首先，根据《俞秀松日记》1920年6—7月

间的记载，俞秀松与陈望道很长时间一直同住

在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17号《星期评论》期刊

社。6月27日，陈望道委托俞秀松给陈独秀送去

《共产党宣言》中文书稿。次日9点，俞秀松就

送达老渔阳里2号交给陈独秀。此后在7月2日、

3日、5日、8日的日记中，或有“今晚我同玄庐

望道谈到明天四点，不觉疲倦”“今天力子玄

庐汉俊望道等人说及仲九此番逃走的原因”及

“今晚三益里17号就剩玄庐月容廋僧望道和我

五人”等记载。直到7月9日下午，陈望道乘坐

马车送别沈玄庐、俞秀松，由上海南站经浙江

杭州去萧山衙前村。且7月14日，俞秀松在萧山

衙前沈玄庐家又写下“我预备这几天要到杭州

去和仲九望道丏尊同住西湖陶社读日文”的日

记。而在7月2日的日记中，有“望道还没有赴

杭州”。[4]这些日记不仅明白无误地证明，直到

7月14日陈望道仍没进入《新青年》编辑部，而

且说明陈望道杭州之行是早有计划的。

其次，解密档案揭示，1920年7月19日被称

为“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会议在俄共（布）远

东局代表维经斯基的主持下召开，陈独秀、李

汉俊、沈玄庐等出席，并在会上坚决主张建立

中国共产党组织，决定出版《共产党宣言》中

文全译本。这次会议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

了基础。然而，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中仍然没有

出现陈望道的名字。[5]显然，他还没有进入《新

青年》编辑部，可能他继续留在杭州“西湖陶

社读日文”。但是，1920年8月15日《劳动界》

在老渔阳里2号创刊，《申报》介绍该刊“系一

种新周刊，载有陈独秀、陈望道君等文件，由

法租界大自鸣钟对面新青年社经售”[6]。这应

是陈独秀、陈望道二人首次同时见诸于公开报

道。而且1920年8月，社会共产党正式定名中国

共产党时的党员名单中，以及8月22日在新渔阳

里6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名单中，

都出现了陈望道的名字。因此，陈望道进入

《新青年》编辑部，应该是在8月15日之前。

由此推断，陈望道应该是1920年7月下旬到

8月上旬之间进入了《新青年》编辑部担任编

辑工作的。可以确认的是，陈望道是陈独秀邀

请加入《新青年》上海编辑部的第一人。陈望

道能够成为首位人选，原因很多，主要有：一

是《新青年》上海编辑部人手严重紧缺。由于

《新青年》离开北京移回上海，从同人刊物变

回一人刊物，人手显然不够，选用新人不仅势

在必然，而且迫在眉睫。二是陈望道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水平和语言文字能力都符合要求。陈

望道刚刚“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功夫”把《共

产党宣言》全文译了出来[7]，经陈独秀、李汉俊

校对后，交由新青年社出版并在又新印刷所印

刷，其思想理论和语言文字水平都很适宜。这

是最为重要的条件。三是陈望道的编辑工作经

历也十分适合。由于《星期评论》已经停刊，

作为编辑的陈望道当然就是兄弟刊物《新青

年》编辑的合适人选。所以，无论从思想理论

功底还是编辑工作经历看，陈望道都是《新青

年》编辑的理想人选甚至首要人选。

二、对陈望道是否做过《新青年》“主编”

的考证

这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难点。这一说法不仅

陈望道本人晚年曾提到过一次，当年曾在上海

与陈望道等有过亲密接触的自由主义报人、浙

江同乡曹聚仁在《前四金刚》中也曾若有若无

地说过一句“曾继陈仲甫先生之后主编过《新

青年》”[8]。

（一）从文献资料看，目前找不到任何文

献资料可作佐证。无论在《新青年》，还是陈

独秀与他人的书信往来，至今尚未发现陈独秀

邀请陈望道担任《新青年》主编的任何文字依

据。尤其是仔细梳理1920—1921年间陈独秀为

《新青年》办刊问题所发表的著述、书信、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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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等文献资料，均未发现有陈望道担任《新青

年》主编的任何说明性、标志性的文字。

（二）从时间周期看，陈望道无担任《新

青年》主编的可能。如前所述，陈独秀1920年

3月下旬迁居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

随即迁入。5月1日，七卷六号推出“劳动节纪

念专号”。同日，陈望道随陈独秀等参加了上

海“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9]截至此时，

《新青年》就一直处于陈独秀的直接掌控之下。

从1920年7、8月陈望道进入《新青年》编辑部

到1922年7月《新青年》休刊，正好两年时间；

从《新青年》卷数看，正好跨越全部八卷和九

卷，共十二期（即十二号）。这可分三个阶段

来观察：

第一阶段是从1920年7月至12月。经过四

个月的运作，1920年9月1日复刊的《新青年》

八卷一号开始推出“俄罗斯研究”专栏、发表

陈独秀《谈政治》一文，实际上是党的“第一

篇政治宣言”[10]，不仅标志着陈独秀彻底转

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且也标志着《新青

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理论刊物。

此间，陈独秀人在上海，不仅继续直接掌控着

《新青年》，而且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公

开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号，还起草了第一个具有

党纲性质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作为收纳党员

的标准。[11]直到12月17日，陈独秀离开上海前

往广东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也直接

掌控着《新青年》。

第二阶段是从1920年12月至1921年8月。

这是《新青年》出刊最为正常的时期，但由于

陈独秀不在上海而在广州，因而也是最容易引

发对《新青年》主编人选误会的时候。其实这

八个多月时间，陈独秀虽然人不在上海，但依

然牢牢地掌控着《新青年》。这首先体现在陈

独秀致北京同人的两封信上。一封是陈独秀在

离开上海前往广州之前，专门致信《新青年》

北京同人李大钊、钱玄同、胡适等九人。信上

谓：“弟日内须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

望道先生办理，另外新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

冰、李达、李汉俊三人。弟在此月用编辑部薪

水百元，到粤后如有收入，此款即归望道先生

用，因为编辑部事很多，望道境遇又不佳，不

支薪水似乎不好。望道先生已移住编辑部，以

后来稿请寄编辑部陈望道先生收不误。四号报

已出版，五号报收稿在即，甚盼一涵、孟和、

玄同诸兄能有文章寄来（因为你们三位久无文

章来了）。”这是陈独秀对于《新青年》编辑

部工作安排的一封重要信件，涉及《新青年》

编辑部的人事、经费和业务等方方面面的安

排。不仅表明陈独秀虽然人在广州，但在上海

同人面前仍表明自己要继续掌控《新青年》；

而且一封信点名写给名重一时的9位北京同人，

内容又是如此全面、重要，显然表明在昔日

《新青年》北京同人面前，他依然是《新青

年》的掌控者。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上海同

人面前，他是用党组织书记的身份掌控《新青

年》；而在北京同人面前，他依然是那个一人

刊物的主编。所有这些都表明，陈独秀牢牢掌

控着《新青年》。另一封是登船前夕只给胡

适、高一涵二人的信。陈独秀在信中强调：

“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都已布置了当，

《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发行

部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12]虽然在此期间，

上海的新青年社曾遭遇租界当局查封，陈独秀

也曾宣告已移到广州出版。但实际上，编辑部

一直留在上海，只是让苏新甫将《新青年》发

行部搬到了广州，并负责《新青年》的发行事

务。陈望道则是负责《新青年》的编辑事务，

主编仍是陈独秀。这个格局不仅完成了《新青

年》第八卷的全部六号，而且完成了九卷前五

号。这一阶段《新青年》的实际运作正是按照

陈独秀的安排进行的，陈望道只是执行了陈独

秀的办刊方针。陈望道的用稿原则，其实就是

陈独秀一直主张的“不除其旧只增其新”，陈

望道与胡适的矛盾其实就是陈独秀与胡适的矛

盾。在北京同人看来，只存在他们与陈独秀之

间的分歧，他们认为陈望道只是陈独秀的代

表，是执行了陈独秀的指示。钱玄同在1921年1

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接守常信治仲、适两人

意见冲突，盖一则主张介绍劳农，又主张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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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一则主张反对劳农，又主张不谈政治。”[13]

陈独秀所坚持的，正是陈望道实际做的。

第三阶段是从1921年9月到1922年7月。这

十个月是《新青年》完成九卷第六号的编辑出

版。这个阶段陈独秀回到上海，担任中央局书

记，直接领导《新青年》杂志。众所周知，中

共一大选举成立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

成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1921年9月初，陈

独秀由广东回到上海，专任党中央的工作，仍

居住在老渔阳里2号。李达回忆，中央局会议

“当时决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

传刊物，由陈自己主持”[14]。这说明，中共一大

后的《新青年》仍由陈独秀主持。

（三）陈望道本人对于是否做过《新青年》

主编前后说法并不一致。就如在《共产党宣

言》译本问题的说法上前后不一，关于在陈望

道《新青年》编辑部的身份问题上又一次出现

前后不一——出现了所谓“主编”一说（类似

的前后不一的说法还有，如《新青年》编辑部

在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的一楼还是二楼的问

题）。这应该不是陈望道本人的真实意思，是

基于以下三个因素：

第一，在《新青年》编辑部期间，陈望道

从未说过自己是“主编”。1921年1月15日，陈

望道写给胡适一张明信片，告知“大作已载在

新青年八卷五号了。新青年内容问题，我不愿

意多说话，因为八卷四号以前我纯粹是一个读

者，五卷以后我也只依照多数意见执行”[15]。

这显然是想表达自己在遵照编辑部同人意见，

不是一个能够自作主张的刊物“主编”。

第二，新中国成立初期陈望道的多次回忆

均未提及“主编”一事。收录在《“一大”

前后》中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

况》，汇集了陈望道1956年6月17日和7月3日，

1959年1月和1963年3月四次回忆的主要内容，

均未提到自己做过《新青年》主编一职。

第三，陈望道提到“主编”一说，只出现在

他晚年经别人加工的一次回忆录中。就是那句

“《新青年》原来由陈独秀主编，他去广州，

就叫我主编”。与此相关的还有一句“上海马

克思主义研究会由我和李汉俊负责，我做代理

书记”。[16]平心而论，仅凭陈望道在生命暮年

的一次回忆，显然并不可靠，而且这次回忆已

经过了访谈者的二次加工，且发表于陈望道去

世之后，并不一定完全忠实于陈望道的本意，

其真实性都需要进一步核实。

（四）据《新青年》上海编辑部几位当事

人的回忆，都未曾提及陈望道是主编。除李汉

俊1927年被桂系军阀杀害外，随后进入《新青

年》编辑部的茅盾1957年4月的《回忆上海共产

主义小组》中，并无“陈望道任《新青年》主

编”一说[17]，但李达1954年2月23日的《关于中

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曾说“陈独秀去广

州做教育厅长，陈把书记的职务交由李汉俊担

任，《新青年》也交他和陈望道主编”[18]。同

时出现两个主编人选，李达回忆或者有误，或

者不是严格意义的主编概念。据负责“俄罗斯

研究”专栏编辑工作的袁振英（震寰）回忆，

更能明确陈独秀虽在广州，但仍一直身任《新

青年》主编一职。他说：“陈独秀到广州后，

广东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有了进一步的

发展。《新青年》杂志社也在1920年底由上海

迁到广州，编辑部设在广州市泰康路回龙桥一

座大楼下(也即看云楼)，陈独秀仍任主编，他

和李季、潘赞化及我都曾住在这里。《新青

年》第八卷第五号仍由上海群益书局于1921年1

月1日出版，第六号起才移到广州昌兴街二十六

号于1921年4月1日出版，但编辑部还在回龙桥

看云楼。”在袁振英看来，陈独秀当时仍负主

编之名，且有广州编辑部之设。[19]

此外，来自于俄罗斯国家政治历史档案馆的

解密资料也显示陈独秀仍是《新青年》主编。

1921年4月21日，一位在华从事地下工作的俄共

（布）党员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从广州发给俄

共（布）领导人的“绝密”报告中说：“迄今

党的实际领导权还在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

杂志编辑部手里，这个杂志是由我们资助在上

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编是陈独秀教授，当地人

称他是‘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即天才的政

论家和善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员。”[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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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无论从资望、学力还是学界认同度

看，陈望道都难负主编名望。《新青年》此前

的惯例，只有陈独秀被称为“主编”，陈独

秀任主编是与“主撰”联结在一起，后来担任

《新青年》季刊主编的瞿秋白也是如此。实行

同人轮流编辑制时，担负每期编辑者亦不仅承

担约稿、编稿任务，而且常常为本期内容的主

要策划者和重头文章的炮制者。[21]从五四到建

党，中国新思潮的中心就是北京和上海。囿于

个人资历，陈望道自然不会为北京知识群体所

了解，在上海知识群体中也主要集中于留日群

体和浙江同乡。之所以委托俞秀松将《共产党

宣言》书稿送到陈独秀寓所请求审校、谋求出

版，很可能是因为陈望道本人当时与陈独秀并

不十分熟悉，所以要委托正在追随陈独秀建党

并成为党的发起组首批党员的俞秀松送稿。因

为俞秀松不仅曾是浙江一师的学生，而且此时

也住在《星期评论》社。显然，至1920年6月

底，陈望道尚未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建立

直接的联系。难怪《新青年》北京同人说陈望

道是个“素不相识的人”[22]。从对《新青年》

杂志的影响力看，陈望道也难以达到主编的地

步。一般而言，作为期刊日常工作的领导者和

管理者，学术期刊主编的工作方式和办刊理念

直接决定了期刊编辑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效率。

同时，学术期刊主编的学术水准和其在专业学

术领域内的影响力对期刊的学术水平、学术影

响力及其传播力具有重要作用。从《新青年》

办刊方针和学术水平看，陈独秀仍然处于掌控

地位，实际左右着《新青年》的大局。陈望道

显然并未起到掌控的作用。从在《新青年》杂

志的发稿量看，陈望道也不是“主撰”之人。

陈望道在他参与编辑的《新青年》上只发表过

译作《劳农俄国底劳动结合》(日本山川均著，

八卷五号)、随感录《性美》、《女人压迫男人

的运动》、《从政治的运动向社会的运动》(八

卷六号)、演讲《文章底美质》(九卷一号)几篇

文字。显然，陈望道尚未达到当时重要期刊主

编、主撰集于一身的地步，实际负责的应只是

上海编辑部的编辑事务。

三、对陈望道在《新青年》编辑部真实身份

的考证

既然陈望道不是主编，那么，陈望道在《新

青年》编辑部究竟是个什么身份、担负什么职

责呢？根据陈独秀对陈望道的安排，综合陈

望道所担负的实际工作，以及陈独秀对《新青

年》北京同人的专门介绍，陈望道显然已不是

一般的编辑，而是被主编陈独秀委托负责编辑

部事务的任务承担者，应该相当于编辑部主任

的身份。即，陈望道首先担负着的是编辑部主

任的职责。

但陈望道又不是一个单纯的编辑部主任，他

不仅“负责”“编辑事务”，而且很有个性也

很有主见，敢于跟大名鼎鼎的胡适叫板，注意

团结鲁迅、周作人兄弟以分化《新青年》北京

同人，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最终还是受制

于《新青年》需要北京同人继续赐稿，以及陈

独秀要与其“好朋友书呆子”胡适之间保持一

种“奇特的友谊”这两大因素，陈望道不得不

控制个人的情绪。毕竟，“编撰《新青年》这

一人生经历已是他们难以割舍、永不忘怀的群

体记忆”[23]。

《新青年》和陈独秀是分不开的。它不仅

是《新青年》的创办者，更是《新青年》的主

要撰稿人。陈独秀培植了《新青年》，《新青

年》也造就了陈独秀的声誉。《新青年》的贡

献和缺陷、变化和发展，都是与陈独秀当时的

思想状况密切相关。[24]的确，陈独秀是《新

青年》的灵魂人物，从创刊号《敬告青年》到

最后一号《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

在数百位作者中，他是唯一与《新青年》相始

终的作者。他办刊始终遵循的基本思想就是：

“凡事一种杂志，必须是一个人一团体有一种

主张不得不发表，才有发行底必要；若是没有

一定的个人或团体负责任，东拉人做文章，西

请人投稿，像这种‘百衲’杂志，实在是没有

办的必要，不如拿这人力财力办别的急于要办

的事。”[25]在《新青年》这出大剧中，陈独秀

集编剧、导演和演员于一身，根据剧目的要求

不断寻找演员、选择演员、更换演员。他始终

上海党史与党建2020年10月号
21



党的创建史研究

主导着剧情发展，步步推进，导演出一幕又一

幕壮观的戏剧。陈独秀与《新青年》这种既长

久又深厚的特殊关系，“使他在各个阶段，都

扮演了他人不能替代的重要角色。陈独秀的个

人意志对《新青年》办刊理念的演变和取向起

有关键性作用，这一点在从同人刊物转变为中

共机关刊物时体现得尤为明显，过去人们对此

似估计不足”[26]。

综上所述，主编陈独秀掌控下的《新青

年》上海编辑部数位编辑中，陈望道显然不是

普通的编辑。无论从陈独秀对北京同人的数度

介绍和实际交付的工作职责，还是从陈望道勇

于担当的实际表现看，他实际上承担着副主编

的职责。准确地说，陈望道担负的是副主编兼

编辑部主任的角色。从这个角度看，未谙《新

青年》编辑部内务的曹聚仁那句“曾继陈仲甫

先生之后主编过《新青年》”的话，亦不无道

理。可以设想，如果陈望道没有建党初期的脱

党之事，而是继续留在党内协助陈独秀做《新

青年》编辑事务，不仅《新青年》杂志可能不

会再度停刊，而且他也有可能会成为未来《新

青年》季刊的主编人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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