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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创建史研究

20世纪20年代初中共对帝国主义理论的

认知传播、实践探索及现实启示

陈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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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对列

宁帝国主义理论经历了从浅层次的认知到系统应用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

革命纲领。其后，为贯彻民主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工作方式和策略，推动对帝国主义

理论的宣传和实践，对中国大革命蓬勃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其间的认识过程和探索实践，具有现

实启迪意义。

中国共产党；帝国主义理论；民主革命纲领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

通过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立无产阶级革

命政党，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历史

进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制定民主革命纲

领，探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

略、任务目标等重要问题中，“列宁主义”中

国化发挥了关键作用。[1]特别是列宁的帝国主

义理论，中国共产党人从知之较少，到熟练用

其判断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制定正确的革命纲

领、政策方针，使中国大地上爆发了轰轰烈烈

的大革命，给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和反动军

阀以沉重打击。

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对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步认知

英文“帝国主义”一词是1851年出现的新

名词，经日本转译后传入中国，甲午战后零星

见诸报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

[1]杨奎松：《关于早期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

题——兼谈中共“一大”纲领为何没能联系中国实际》，《史

林》2021年第1期。

由竞争走向垄断，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战争阴

云密布，欧美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对此开展重点

研究。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渐趋多

元和复杂，在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争中，“帝

国主义”成为双方争论的话语工具。[2]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让人们看到了帝

国主义的面目，同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

现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等思潮，因此如何

正确认识帝国主义本质、帝国主义与战争以及

帝国主义与革命的关系，对国际共运的发展尤

为关键。在此情形下，列宁极其关注帝国主义

问题，发表了《社会主义与战争》《社会主义

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帝国主义和社会主

义运动中的分裂》等论著，一定程度上论述了

上述问题。但最集中系统地阐述帝国主义问题

的是写于1916年、发表于1917年的《帝国主义

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后

也称《帝国主义论》）的这篇名著。它总结了

《资本论》问世后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揭示

[2]葛静波：《“帝国主义”在清末中国：译介、认识与话

语》，《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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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属性及形成、发展和灭亡的

规律，创建了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帝国主义理论

（也称科学帝国主义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

理论，使人们认清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由来和

性质，确立了以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战

争的路线；揭示了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

衡规律，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或

几国首先胜利的理论，为俄国无产阶级夺取十

月革命的胜利，并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提

供理论指导，为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开创了马克

思主义时代化、本土化和大众化的新范例。[1]

由于交通、译介、语言等各种原因，在中

共一大召开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列宁

的帝国主义理论知之不多，还处在浅层次的了

解认知阶段。1920年1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

刊载列宁演说的译文《民族自决》，谈到战

争问题“在帝国主义的性质中已经是根深蒂固

了”。11月7日出版的《共产党》第1号中有列

宁著作一览表，其中第12种是“《帝国主义是

资本主义的末日》（1915年著1917年在彼得格

拉出版）”。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

将“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强国主义”

等类似词语并联。他说：“大战终结，军国主

义、帝国主义种种名辞，都随着德意志的军阀

丧失了他的运命。我们东方的德意志军阀崇拜

者，又来讲什么‘强国主义’。这个东西，恐

怕又是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变相，又是破坏

世界平和的种子!”[2]长期留日的李汉俊、当时

正在留法的蔡和森和在苏俄做记者的瞿秋白，

都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更好条件较早涉及列宁

的帝国主义理论。1919年9月，李汉俊在分析中

国东北局势时，用了“日本的帝国主义者”一

词，指出日本对于满蒙和西比利亚扩张势力范

围的企图。[3]1920年5月1日他在《强盗阶级底

[1]高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纲 （1847—1917）》下卷，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第676—677页。

[2]李大钊：《强国主义》（1919年3月16日），《李大钊全

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42页。

[3]李汉俊：《谢米诺夫与张作霖》（1919年9月21日），中共

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觉悟渔阳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

团创建史料选辑（1919.5—1922.5）》中册，上海人民出版

社，第676—677页。

成立》中说到：中国本来没有强盗阶级（即资

产阶级），欧美日本的经济帝国主义利用“国

家底威力”，强迫着中国开放市场，消费他们

剩余产品，从此以后“中国才发生这一种阶级

来”。[4]蔡和森1921年2月写给陈独秀的信中提

到：“中国受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到了那

步田地？”[5]瞿秋白在有关俄共（布）的通讯稿

中指出：“我们既要推翻帝国主义，使殖民地

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独立的民族，建设苏维埃共

和国，同时又必须推翻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

级独裁制——这是我们捶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的铁椎。”[6]但是，这些论述都还比较浅显，不

系统也不集中，更没有将其与中国社会实际紧

密结合起来。

张太雷较早系统地运用了列宁帝国主义

理论分析阐释中国社会情况，这与他最先在共

产国际机构工作并参与重要会议有密切关系。

1921年春，张太雷代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出

使苏俄，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科临时书

记，作为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舒米亚茨基的

得力助手，参与了筹备共产国际“三大”、青

年共产国际“二大”及赤色职工国际大会等有

关事宜，这为他系统接触并运用帝国主义理论

提供了极大的优势和便利。6月10日，张太雷

在《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

中，第一次系统地运用了帝国主义理论，探讨

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

方式和前景，这是一份具有开拓性、系统性、

及时性和有重要影响的报告。[7]该报告中指出：

“现在中国被世界帝国主义者肢解成许多独立

的‘势力范围’，它的国民经济的潜力，它的

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被强大的外国资本套上

[4]李汉俊：《强盗阶级底成立》（1920年5月1日），《觉

悟渔阳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料选辑（1919.5—

1922.5）》中册，第832页。

[5]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蔡和森文

集》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9页。

[6]瞿秋白：《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

会》（1921年3月31日—4月15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

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4页。

[7]丁言模、李良明：《解读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

面报告》，《张太雷研究新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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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殖民剥削的锁链。这就是现代中国——太平

洋上两个强大对手——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

国主义的殖民地的悲剧所在。”[1]舒米亚茨基

说这份报告“是按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写

的，没有任何陈词滥调。它的基础乃是对各种

力量和形势的严肃客观的评价”[2]。随后，张太

雷在《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

提纲(草案)》中，提到对于资产阶级既团结又

斗争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迫使其在“打

倒帝国主义”和“民族独立万岁”的口号下进

行斗争。[3]张太雷回国后，参与筹备远东民族大

会及商谈国共合作和大革命，在继续将列宁帝

国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二、中共早期在制定民主革命纲领

过程中的反帝思想认知过程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提出的纲领和

奋斗目标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广

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大会还没有深

刻认识到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还没

有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民族民主

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区别开来，对中国革命的

途径、方法、策略还没有明确认识。中共一大

后，面临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相互勾结、

千方百计镇压革命的复杂情形，需要新的革命

理论作指引。经过1922年初的远东民族第一次

代表大会（简称远东民族大会）、5月召开的第

一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简称一次劳大）和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团一

大），中国共产党对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

理论、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有了更为清晰的理

论认识。同时，中共尝试利用这些理论研判国

[1]《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张太雷文

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8页。

[2]《[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及杨好德同志

联席会会议记录第1号》（1921年7月20日），中共一大会址纪

念馆编：《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上海人

民出版社，2016年，第153页。

[3]《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草

案）》，《张太雷文集》，第34页。

际国内形势，系统阐释中国社会状况和革命的

基本问题，逐渐形成了基本符合中国国情的革

命纲领。

远东民族大会主要是针对美国发起的华盛

顿会议（又称太平洋会议）而召开的。华盛顿

会议提出的中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

则，实质就是由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联合

统治和共同控制。因涉及中国主权利益，华盛

顿会议一时成为中国舆论关注的主要议题，许

多人对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乐观看法。[4]

针对华盛顿会议，共产国际认为没有东方特别

是亚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有世界无产

阶级革命的胜利，号召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反

抗帝国主义和他危害远东人民的组织——华盛

顿会议！打破将要在远东发生的帝国主义战

争！”[5]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号召，翻译

发表了共产国际对于华盛顿会议的宣言，印发

了日本的山川均、堺利彦以及陈独秀、李汉俊

评论华盛顿会议的论文各5000份，关于华盛顿

会议的传单5000张，论文及传单内容都是“解

释侵略的帝国主义会议决无利于弱小民族”[6]。

1922年1月，远东民族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参加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人数最多，有39名正式

代表和5名非正式代表，正式代表中有共产党员

14人，青年团员11人。这次大会揭露了华盛顿

会议瓜分中国的图谋，最主要之点是在正式的

和非正式的商讨中，“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帝国

主义的性质，换句话说，反帝国主义被视为中

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大会把帝国主义与中国

的反动军阀势力联结在一起思考，确认中国反

动军阀势力只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

革命运动要能有成就，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下

手”，而且是“应该立刻开始的主要活动”，

[4]马建标：《冲破旧秩序：中国对国际帝国主义体系的反应

（1912—192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64

页。

[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告远东诸民族书》(1921年10—11

月），《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第183—

184页。

[6]《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1922年6月30），《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

集》，第385—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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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此前认为“社会革命是它的主要任务，

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只是一个附带的要

求”的看法。“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个

新观念也在这次大会中形成。[1]

参加远东民族大会的中共代表回到国内，

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欣

然接纳”。为将中共的全体党员和它所领导的

工人阶级和青年群众“在一个统一的确定的政

纲下展开活动”，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召开一

次劳大、团一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

阀”“中国共产党万岁”三大口号在一次劳大

上提出，“各派均无提出异议”。[2]在团一大

通过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章程草案及决议草

案，都体现了打倒帝国主义的思想。6月，中国

共产党第一次发表对于时局主张，指出帝国主

义的侵略和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和人民遭

受痛苦的根源，喊出“继续民主革命”“打倒

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三个口号。[3]

在上述统一思想认知基础上，1922年7月中

共二大在上海召开，通过宣言，列举中国受列

强侵略情形，“加重了反帝国主义色彩”[4]，

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同

时提出，为实现这一革命目标，必须联合全国

一切革命党派，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对

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到中共二大是“前进了大

步”，到此时就“脚踏实地了，组织也完备

了”，“明确制定了自己所遵循的道路”。[5]

中共二大后，在推进国共合作的过程中，

反帝反封建革命力量不断壮大，使原来人们并

不熟知的帝国主义理论、反帝反封建思想得到

广泛认同，使“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广大

群众在大革命中共同的呼声。

[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

193—195页。

[2]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

版社，1979年，第70页。

[3]陈独秀：《〈向导〉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1925年9月

7日），任武雄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14年，第514页。

[4]《我的回忆》第一册，第221页。

[5]《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情况向共产国

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3年6月22日），《中共首次亮相国际

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第417页。

三、中共早期引领和推动了

帝国主义的理论宣传和实践探索

“没有革命的理论，即没有革命的运

动。”中国共产党确立民主革命纲领后，迅速

将帝国主义理论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

大思想武器，通过各种工作方式和策略，推动

全国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发展。

（一）探讨反帝理论，阐释反帝思想。

民主革命纲领制定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

白、蔡和森等党内理论家撰写了大量反帝理论

文章，揭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使帝国主义理论作为动员民众参加革命运动的

思想利器。

陈独秀围绕“帝国主义是革命的第一仇

敌”，重点批判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的本质属

性，促进反帝意识深入人心。他认为，“马克

思主义到了列宁，则更明瞭确定了，周密了，

也扩大了”，“其更明瞭确定周密扩大之点，

最重要的便是资本制度与共产制度间之无产阶

级独裁制及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民族运动这两个

理论”。后者对于“中国目前的民族革命”尤

为密切。[6]

李大钊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与西方国际帝国

主义共同殖民中国的事实，“日本用帝国主义

的手段与国际帝国主义，在东方被压迫的区域

内，争取并驾齐驱的地位，种下了中国和日本

两民族间的恶感”[7]。他诉说“中国，已经成

了世界帝国主义用来表演的大舞台”[8]，呼吁

“应该把国际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痛史，细数

从头，把‘五四’运动的精神，牢牢记住，誓

要恢复国家的主权，洗清民族的耻辱”[9]。他

不断阐述中国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民族问题，是

国际问题，“吾人之运动口号为尊重民权，打

[6]陈独秀：《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1925年4月22

日），《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第458—459页。

[7]李大钊：《“大国民”的外交》（1923年9月16日），《李

大钊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42页。

[8]李大钊：《在莫斯科大剧院“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组织的大会

上的演讲》(1924年9月22日)，《李大钊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

社，2013年，第19页。

[9]李大钊：《这一周》（1924年5月1日），《李大钊全集》

第四卷，第516—5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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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三条。再进一步言之，

即非仅中国之问题，乃世界之问题也。帝国主

义已至一定程度，将来中国革命成功之一日，

即世界问题解决之一日，即世界革命成功之一

日”[1]。

瞿秋白被马林认为是中国共产党“这个

年青的小党里面最懂马克思主义的人”[2]。他

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使中国处于任人戏侮、欺

罔、统辖、共管的“国际的殖民地”地位，指

出列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用强辟商场、垄断

原料、移植资本、文化侵略等各种复杂的侵略

方式，“弄得中国平民眼花缘乱不知是敌是

友”，居然妄信美国的“人道主义”。[3]他还进

而分析英、美、日三国侵略中国方法的不同：

“中国在这太平洋问题里是他们三国的炮灰。

可是日本拿的是刀枪，英国拿的是外交家的名

刺,美国拿的是银行家的钱袋；第一个派人来演

讲‘东方文化’，第二个派人来代办路警，第

三个派人来写债据；三方面的决斗真不知道谁

胜谁负。我想钱袋的作用要算最大，又体面又

响亮。”[4]

蔡和森在大量文章中，揭露英美日法帝

国主义协同侵略中国的“门户开放”“国际共

管”的实质，指出：“为中国人民根本祸患的

就是国际帝国主义与封建的旧势力，三十年以

来的国民革命运动，就是由这两种东西刺激起

来的。”[5]

李达在《何谓帝国主义》一文中，批驳以

胡适为代表的一些亲西方学者称中国共产党所

说的国际帝国主义支持各派军阀打内战“很像

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的根据”的

[1]李大钊：《大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1925年8月），

《李大钊全集》第五卷，第69页。

[2]《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情况向共产国

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3年6月22日），《中共首次亮相国际

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第413页。

[3]瞿秋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1923年5月26

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73、80、84页。

[4]瞿秋白：《太平洋问题与美国钱袋里的中国》（1923年9月

21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第188页。

[5]蔡和森：《统一、借债与国民党》（1922年9月），《蔡和

森文集》（上），第108页。

说法，指出他们的“这种言论很足以阻碍被压

迫着的中国人民觉悟的动机”，因此撰文“特

意从历史上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经过说明出

来，籍以唤起同胞反抗外侮的勇气”，分析帝

国主义的演进方式，普及帝国主义理论。[6]

（二）利用宣传刊物，构筑宣传阵地。

192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

创刊，很好地发挥了理论宣传和政策指导的

作用。1925年陈独秀对《向导》创刊3年进行

总结时，特别提到“打倒帝国主义”这个口号

从“声势非常之孤”到“深入民众”被接受

的过程：“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两

个口号，是我们分析并归纳中国一切乱源而定

出的，始终是我们一切政策之骨干；然而最初

喊出这两个口号的时候，我们的声势非常之

孤，研究系的报上，笑我们扛出“打倒帝国主

义”“打倒军阀”两块招牌，尤其“打倒帝国

主义”这一个口号，民众多不了解，甚至有人

说是海外奇谈；但后来革命的工人和学生首先

采用了，国民党中一部分革命派也采用了，到

现在，一部分进步的教授和商人也采用了，甚

至于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和一班工贼，他们向民

众攻击共产党，有时不得不自称他们也反对帝

国主义，因为他们恐怕若不如此说，民众会马

上看出他们是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因此，我们

可以看出本报所号召的“打倒帝国主义”这一

口号已经深入民众了。[7]

在对帝国主义理论的宣传和中国革命纲领

的理论阐释中，《前锋》《新青年》《中国青

年》等党内刊物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23年7月

1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前锋》创刊，该刊着

重分析调查中国和世界政治经济问题，揭露帝

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乱统治，报道殖民地斗争

情况。《新青年》经过一段时间休刊，到中共

三大后复刊，从理论上继续阐释党的民主革命

纲领和有关政策主张。《中国青年》于1923年

[6]李达：《何谓帝国主义》（1923年4月15日），中共一大会

址纪念馆编：《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上册，上海人民

出版社，2011年，第184—188页。

[7]陈独秀：《〈向导〉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1925年9月

7日），《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第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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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出版，该刊结合现实政治斗争，引领

青年参加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实践。

同时，中共还充分利用国民党刊物《民国

日报》加强反帝宣传。1924年5月，该报策划出

版五一、五四、五九反帝专刊，还策划发表陈

独秀揭露华盛顿会议的文章，瞿秋白针对“关

税问题”、恽代英的“列强侵略行为一览”及

“治外法权”等一组文章。[1]

（三）译介帝国主义理论，普及反帝反封

建思想。随着群众性反帝运动兴起，翻译普及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更加急切。1924年2月，为悼

念列宁逝世，《中国青年》第16期开辟“列宁

专号”，其中《列宁的政治主张》中包含“帝

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西方的社会

革命和东方国民革命”2节，较为系统地谈及列

宁帝国主义理论。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

决定“中央编译委员会应努力于党内党外小册

子之编译，尤其是关于列宁主义，国际政策，

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工人常识的材料之编辑”，

特别指出：“列宁主义就是资本帝国主义专权

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消灭帝国主义的唯一武

器。”[2]

张太雷在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上海大学

执教时，讲授教材有英文版的列宁《帝国主义

论》，深受欢迎。[3]他在讲授中特别以当时声势

赫赫但外强中干的英帝国主义为例，分析其基

本矛盾和不可避免的前途。[4]1924年至1925年，

李春蕃（后名柯柏年）将列宁《帝国主义论》

的前6章内容以《帝国主义》为题相继刊发在

《民国日报·觉悟》上，继而以《帝国主义浅

说》为名正式出版。当时有关列宁《帝国主义

论》的译介与论争，为理解“帝国主义”提供

[1]瞿秋白：《致鲍罗廷的信》（1924年5月6日），《瞿秋白

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第528—529页。

[2]《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

（1925年1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

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

256、269页。

[3]阳翰笙：《回忆上海大学》，《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

学》下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38页。

[4]阳翰笙：《忆我的良师益友张太雷同志》，《回忆张太

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6—47页。

新视角，为中共的反帝方针特别是“世界革命

论”提供理论支撑，也不断启发着人们对于帝

国主义相关问题的思考。[5]

（四）组织群众团体，推动全国群众反

帝爱国运动。在正确的革命理论指导下和国共

合作大背景中，中国共产党相继领导了非基督

教运动、废约运动、国民会议运动等全国性反

帝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

力。

1922年3—4月，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引领的非基督教运动在全国兴起，它是普遍的

反帝运动，将中国革命“提高到更高的反帝斗

争的阶段”[6]。1924年七八月间，中国共产党

通过上海大学师生联合上海各校进步学生，发

起成立上海非基督教同盟，出版《非基督教特

刊》，发表《非基督教大同盟宣言》，说明帝

国主义利用基督教麻醉中国人民、进行文化侵

略的行为，指出反基督教斗争同反对帝国主

义、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密切关系。1925年五

卅运动爆发后，上海不少教会学校成立非基督

教同盟，同当局开展激烈的斗争，使许多群众

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从原来模糊不清到有了

较为清醒的认识。

非基督教运动持续发展的同时，废约运动

又在全国兴起。1924年5月31日，中苏两国政

府签约建交，苏联政府再度宣布帝俄时代同中

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无效，放弃在华特权。由

此，上海、北京等城市纷纷成立反帝大同盟，

开展废约运动。7月13日，北京成立反帝国主

义运动大联盟，声明“扑灭帝国主义之侵略政

策、废除压迫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条约”[7]。

7月28日，上海市民对外协会、上海店员联合

会、全国学联、浙江旅沪工会等30余个团体发

表宣言，强烈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号召开展

广泛的群众反帝运功。8月14日，上海废约同盟

[5]葛静波、张昭军：《国民革命时期列宁〈帝国主义论〉的

译介与论争》，《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9期。

[6]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81年，第63—63页。

[7]《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会刊》，《近代史资料》1963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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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立。其中，上海市民对外协会“构成分子

多为共产主义者”，主要负责人都是反帝主义

联盟干部、共产党员。[1]8月23日，上海反帝大

同盟正式成立，发表宣言说明反帝反封建首先

要“从废除不平等条约做起”[2]。全国其他地方

也纷纷成立反帝同盟的组织，一场反帝的废除

不平等条约运动席卷全国。至11月，废约运动

融入到国民会议运动，形成声势更加浩大的群

众反帝爱国运动。

国民会议运动也由中国共产党人引领推

动。1923年2月，陈独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解决

中国议会政治弊病的主张。7月，中国共产党发

表《第二次对于时局之主张》，阐明“国民会

议”主张，提出以国民会议取代国会。1924年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国

民革命之目的是对内推倒军阀，对外取消一切

不平等条约。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组

织国民会议促成会，配合孙中山北上。12月14

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翌年1月4日，

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3月1日国民会议促

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3月12日孙中山

在北京逝世，使国民会议运动受挫。但该运动

对于揭露帝国主义本质，抨击封建军阀的反动

统治，动员人民参加反帝斗争，起到了积极作

用。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

族运动浪潮席卷全国。

经过多年的宣传普及和革命活动，反帝反

封建思想在中国逐步深入人心。1926年北伐战

争期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在前往南昌途中路

过万安县，看到县城城墙上刷写列宁《帝国主

义论》的内容：“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

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

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

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

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3]北伐战争势不可挡，

全国工农运动持续高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

[1]《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团体和主要人物》（1925年5

月），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建党前后革命活动留日

档案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85—286页。

[2]《反帝国主义同盟宣言》，《民国日报》1924年8月27日。

[3]《中国回忆录》（1921—1927），第253页。

义在华势力，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反动统治，

促进中国民众的政治大觉醒。其后经历14年艰

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取得了最终胜

利，中华民族赢得崇高的民族声誉。

四、中共早期运用帝国主义理论的

实践带来的现实启示

经历百余年的发展，当代帝国主义的形式

和内容发生了诸多变化，但其自身垄断的本质

特征并未改变、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与掠夺的

本质并未改变、西方意识形态全球渗透与文化

霸权扩张的本质属性本质并未改变。[4]列宁的科

学帝国主义理论仍有着不容置疑的时代价值和

现实意义。[5]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

情叠加交织的动荡期，借鉴中共早期运用帝国

主义理论进行的实践经验，可为当下进行新的

伟大斗争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一）认清西方帝国主义霸权本质和“西

方化叙事”体系，坚持“四个自信”。近代以

来，西方帝国主义始终居高临下俯视东方，将

西方所谓人权观念绝对化、普世化，以“西方

话语叙事”方式把控世界舆论。中国共产党建

立之初就很清醒认识到西方文化帝国霸权的实

质。1921年陈独秀就透彻指出“在资本帝国主

义的大海中，没有一滴水是带着正义人道色彩

的呵！”[6]瞿秋白撰文揭露西方列强“文明式的

野蛮”[7]。他谈到西方所谓的人权法治，都是对

于自己的，与殖民地的人民无关，“帝国主义

无孔不钻的渗入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之中。你

爱和平，他却不爱；你讲诚意，他却不讲；你

自己老实，他却不老实呢”[8]。

当今，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依然复杂，意

[4]方旭：《“帝国主义”向“新帝国主义”话语转换之本

质》，《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

[5]王施泽、殷旭辉：《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思想构成及其

时代价值》，《理论观察》2020年第8期。

[6]陈独秀：《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1921年9月1

日），《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第417页。

[7]瞿秋白：《文明的列强，野蛮的中国》（1923年5月21

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第62—64页。

[8]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1923年3月），《瞿秋

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第21页。



26

上海党史与党建  

识形态较量也是国际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战场。

西方帝国主义利用霸权无孔不入地输出西方价

值观和制度模式，进行“颜色革命”，粗暴干

涉他国内政。在人权、宗教、涉台、涉疆、南

海等诸多问题上，采取各种隐蔽或公开方式，

以各种虚假谎言和双重标准，不断对中国进行

挑衅。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战争中，中

国应保持开放融通、平等对话，超越“西方化

叙事”方式，以“人类命运叙事”体系方式，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进行新的伟大斗争，坚

定不移地推进伟大事业。

（二）加强理论创新，坚持思想建党、理

论强党。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100年

前，列宁通过对生产垄断、金融寡头、资本输

出等经济因素深入剖析，创立了科学帝国主义

理论，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作出了

科学判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坚持真理、

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

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建党精

神，运用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创造性地分析中

国半殖民地社会性质，阐释了帝国主义侵略中

国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现象，在中国掌握

了“帝国主义话语权”，使中国开始摆脱鸦片

战争以来逆来顺受的殖民心态，从西方殖民体

系的边缘地带，进入到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地

带。同时，他们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

全党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

动和强大的战斗力，使党能够历经各种艰难困

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如今，关于当代帝国主义

的争论远未结束，距离精确把握当代帝国主义

新特征及其发展规律仍有相当距离。面对复杂

多变的国际环境，我们应以开阔的国际视野、

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加强对当代帝国主义理论

研究的创新，准确研判国内外形势和重要时代

问题，把握世界发展大势，顺应时代发展潮

流，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大

的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撑。

（三）加强实践探索，推进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进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只有在实践中，创新思想才能成为现

实；也只有通过实践，创新能力才能得到真正

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不仅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

验、形成理论，也善于在正确理论指导下更加

自觉地进行实践。中共早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化、大众化道路中，开创性地通过宣传、

组织和全国性的群众运动等各种社会实践，使

被认为是“海外奇闻”的反帝反封建思想成功

地深入社会民心，为大革命的胜利奠定坚实的

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

领全国人民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不断实践

探索，逐渐闯出一条前无古人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以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在中华

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

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

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挑

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我们要不

惧风险挑战，勇于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进行新的

实践探索，以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新的奋斗征程

中，要不断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

进的理论品格和实践探索精神，掌握斗争规

律，提高斗争本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

家和人民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伟大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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