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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的开启

何     萍

摘    要    从起源学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从新文化运动中转出来的。这一转出，以十月革命

胜利与五四运动为契机，在思想层面上经过了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从高扬“科学”与“民主”到传播十

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在这个环节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念的传播与中国道路

的思考紧密地结合起来，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起点。第二个环节是从传播马克思的学说到研

究唯物史观。在这个环节上，李大钊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为基础，阐发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建构了

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方法论。第三个环节是从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念。在这个环节

上，李大钊、陈独秀在世界经济、政治变动的平台上，联系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探讨中国革命的问

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念。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三个环节上凝练出中国道路的内在精神，为马克思

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建构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开展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关键词    新文化运动 十月革命 中国道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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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探讨中国道路中展开的，它的思想起点是新文化运动，但是，新文化运动

最初只是思想启蒙，并没有明确地提出中国道路的问题。中国道路是随着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而提出来

的，这期间以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为界，形成了三个节点：第一个节点发生于 1915−1916
年；第二个节点发生于 1917−1920 年；第三个节点发生于 1924 年。这三个节点又以第二个节点为中介分

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第一个节点到第二个节点，这是中国道路的 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从

第二个节点到第三个节点，这是中国道路的 时期。思想的形成是中国道路的内在精神的建构，理

论的形成是中国道路的理性建构。①本文将研究的重心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形成，即新文化

运动的第一个节点到第二个节点的变化上，着重论述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从高扬“科学”与

 

①参见何萍：《新文化运动与中国道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而作》，《天津社会科学》2019 年第 5 期。出于论述中国马

克思主义哲学理性建构的需要，我在该文中将论述的重心放在第二个节点到第三个节点的变化上，着重论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从

进化论到唯物史观，再到辩证唯物主义，最后到实践的认识论的逻辑进程。但是，研究中国道路的源起及其丰富内涵，仅仅探源马克思主

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形成、彰显中国道路的独特的理性思维形式，是不够的，还必须探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形成，昭示中国道

路的内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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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转而研究唯物史观的，阐明唯物史观的研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观和中国共产党的政

党观念形成的作用。 

一、从高扬“科学”与“民主”到传播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

从高扬“科学”与“民主”到传播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是新文化运动从第一个节点到第二个节点

的主线，而把这根主线连接起来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科学”与“民主”的内在精神；一个是十月革

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

所谓“科学”与“民主”的内在精神，就是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时主张的青年精神。在《新青

年》创刊号的首篇文章《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把他称赞的青年精神概括为：“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

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

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

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①这段论述表明，陈独秀所称赞的青年精神就是强调社会变革的内在必

然性。他把社会变革的内容概括为六个点：第一点，“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第二点，“进步的而非保守

的”；第三点，“进取的而非退隐的”；第四点，“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第五点，“实利的而非虚文

的”；第六点，“科学的而非想象的”。②陈独秀所概括的这六点，是基于他对 19 世纪欧美资本主义国

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了解。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陈独秀把近世文明的特征概括

为三点：“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③陈独秀认为，这三大特征都源于法

国大革命，是法兰西民族为人类历史发展作出的卓著贡献，但它们又不为法国所独有，而是具有世界历史

的普遍性。他在论述“人权说”时指出，美国的《独立宣言书》与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的原则是一

样的，两者都力主推翻君主贵族统治，建立现代民主社会，以独立自由人格和人人平等为现代文明的原

则；在论述“生物进化论”时，他追溯了英国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产生对于批判迷信神权的意义，论证

法国的拉马克的《动物哲学》是达尔文的生物论的发展；在论述社会主义学说时，他区分了资产阶级革命

与社会主义革命，把资产阶级革命定义为“政治革命”，把社会主义革命定义为“社会革命”，强调社会

主义革命是“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④，因此，社会主义学说是近代文明最先进的科学。由

此，他考察了社会主义学说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在欧洲的发展：

　　其说始于法兰西革命时，有巴布夫（Babeuf）者，主张废弃所有权，行财产共有制（La communaute des

biens），其说未为当世所重。十九世纪之初，此主义复盛兴于法兰西。圣西孟（Saint-Simon）及傅里耶

 （Fonrier），其最著称者也。彼等所主张者，以国家或社会为财产所有主，人各从其才能以事事，各称其劳

力以获报酬，排斥违背人道之私有权，而建设一新社会也。其后数十年，德意志之拉萨尔（Lassalle）及马克

斯（Karl Marx）,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资本与劳力之争愈烈，社会革命之声愈高。欧洲社会，岌岌

不可终日。财产私有制虽不克因之遽废，然各国之执政及富豪，恍然于贫富之度过差，决非社会之福；于是

谋资本劳力之调和，保护工人，限制兼并，所谓社会政策是也。晚近经济学说，莫不以生产、分配相提并

论。继此以往，贫民生计，或以昭苏。此人类之幸福，受赐于法兰西人者又其一也。⑤

从这段论述中，不难看出，陈独秀高扬的“科学”与“民主”，虽然出自 18 世纪的法国启蒙学说，但其内

容早已超越了 18 世纪的法国启蒙学说，而包含了直到 19 世纪末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容，尤其是包含了马

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以及在这一学说指导下的欧洲工人运动。由此可见，陈独秀高扬的“科学”与“民

主”精神中就已经包含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新文化运动接受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的思

Academic  Monthly 第 54 卷 01 Jan  2022

 

①《陈独秀著作选》第 1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29 页。

②《陈独秀著作选》第 1 卷，第 130−134 页。

③《陈独秀著作选》第 1 卷，第 136 页。

④《陈独秀著作选》第 1 卷，第 138 页。

⑤《陈独秀著作选》第 1 卷，第 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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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基础。

然而，“科学”与“民主”精神中包含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只是为新文化运动从第一个节点向第二个

节点转化提供了可能性，而真正使这种转向成为现实的，还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十月革

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中国人看到了帝国主义战争给世界、给中国带来的灾难，看到了社会主义给

世界、给中国带来的希望。于是，中国人看待社会主义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此之前，中

国人眼中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西学，即便是在陈独秀那里，社会主义学说也只是西方近世文明中的一个特

征。在这里，社会主义只是当作西方近代社会的一个文化要素，并没有与中国道路联系起来理解。十月革

命的胜利促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的前途和中国道路的问题，而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

的先进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和人民大众对美帝国主义幻想的破灭和对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赞同。从这

时开始，新文化运动从醉心于文化变革转向了热衷于政治革命。陈独秀在 1919 年 5 月 4 日出版的《每周

评论》第 20 号上痛斥了公理的虚伪性，指出在公理的背后实则是党派的利益和权力的制衡。他写道：

　　上海的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实际上他们那里办得

了。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

一文不值的空话。那法、意、日本三个军国主义的国家，因为不称他们侵略土地的野心，动辄还要大发脾气

退出和会。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

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着分赃会议里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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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三周后，陈独秀在 1919 年 5 月 26 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 23 号上发表了《山东问题与国民觉

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一文，指出巴黎和会唤起了中国人的两大觉悟：一是“

”，二是“ ”②。他呼吁：“由这彻底的觉悟，应该抱定两

大宗旨，就是： 。 。”③从陈独秀提出的两大觉悟和两大宗旨中，我们可以看

到，经历了五四运动后的陈独秀已经从谈新文化走向了谈政治，从谈公理转向了谈强力、谈革命。在

1919 年 12 月 1 日《新青年》第 7 卷第 1 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本志宣言》④，声明了《新青年》的宗旨：

　　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但

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

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种政治，确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

用的工具。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他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

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我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艺术、教育，都应该以现在及将来

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⑤

这个宣言表明，自五四运动之后，《新青年》不仅转向了谈政治，而且是在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下谈政

治。由于这一转向，《新青年》开始大量地发表介绍俄罗斯的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从而推动了十

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在中国的传播，也引发了中国思想史上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大讨论。

有关社会主义的大讨论，实则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围绕中国道路问题

展开的思想论战。其中有两场论战对新文化运动的转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第一场争论是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展开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这场论战发生于新文化运动内部。1919 年

7 月 20 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 31 号上发表了《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在这篇文章

中，胡适对他在《每周评论》第 28 号中提出的多研究中国的问题、少谈主义的观点进行了论证。他分析了

 “主义”的性质及其危害性，其中心点是反对谈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过是社会主义家用来骗人的抽

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启

 

①《陈独秀著作选》第 2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2 页。

②《陈独秀著作选》第 2 卷，第 17 页。

③《陈独秀著作选》第 2 卷，第 19 页。

④此文在收入《独秀文存》时，将标题改为《〈新青年〉宣言》。

⑤《陈独秀著作选》第 2 卷，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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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名词。然而，正是这一批评，从否定的方面提出了社会主义与中国道路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读一读胡

适的这段分析：

　　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

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

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

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

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

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

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

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以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

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①

如果对这段话作仔细分析，就不难看出胡适的反社会主义立场，但从另一方面看，胡适又的确把握了

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根据和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状况。从历史根据看，社会主义是为着救国救民

兴起的，因此，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开始就与中国道路相联系，是一个有关中国道路的问题；从社会

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状况看，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极其广泛而又极其混乱。这样，胡适就从否定的意义上

提出了中国道路必须面对的两个问题：其一，中国问题的解决需不需要社会主义；其二，中国问题的解决

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对于这两个问题，李大钊于 1919 年 8 月 17 日在《每周评论》第 35 号上发表

 《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对胡适提出的问题作了正面的回应。李大钊反对胡适将主义与空谈画等号，对

主义的性质给出了自己的说明。他指出，主义有将社会上多数人联系起来共同解决问题的功能，有把“精

神变作实际的形式”②的功能，因此，主义的本性绝不是空谈，而是与问题“交相为用”“并行不悖”③

的，也就是说，主义本身并无危险，主义的危机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④。至于社会主义是不是空谈，

就要看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王揖唐的社会主义是不能解决中

国问题的，但苏俄的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是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因此，中国应该宣传布尔什维克的社

会主义观。李大钊强调：“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⑤；“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

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

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⑥。进而，李大钊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为十月革命的

社会主义观的理论基础，阐明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的两大优点：一点是强调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法

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的基础，经济问题一旦解决，这些问题都可以解

决；一点是强调阶级斗争，用阶级斗争的学说去联合工人的实际运动。这些论述表明，李大钊讲的社会主

义就是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他是以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来解决中国道路的问题。如果从新文化运动

的节点变化来评价，我们可以将这场论战的意义概括为两点：第一，这场论战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道

路的问题，推动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在中国的传播；第二，这场论战导致了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的分

化，从中产生出来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场争论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张东荪的批判。这场争论是由张东荪引发

的。张东荪在五四运动后曾发表《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一文，积极鼓吹以英国工联主义为蓝本的

基尔特社会主义，后又于 1920 年 11 月 5 日发表他在陪同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讲学期间写的时评《由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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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适文集》第 2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250 页。

②《李大钊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 页。

③《李大钊文集》第 3 卷，第 1 页。

④《李大钊文集》第 3 卷，第 3 页。

⑤《李大钊文集》第 3 卷，第 4 页。

⑥《李大钊文集》第 3 卷，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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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反对在中国讲社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并声称这是

罗素的观点。这篇时评激起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和批判，陈望道、李达都对张东荪的观点进行

了反驳。陈独秀十分关注这场论战，将当时论战的文章加以合编，刊登在 1920 年 12 月出版的《新青年》

第 8 卷第 4 号上，其中包含了他本人写给罗素和张东荪的信。在这两封信中，陈独秀就中国要不要社会主

义以及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解答。他在写给罗素的信中，批评了那种以发展教育和

实业为借口，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他指出：

　　中国人底知识方面物质方面都这样不发达，所以有心改造中国之人都早已感觉着发展教育及工业是顶重

要的事，这是不待讨论的；但是有一件要讨论的事，就是还仍旧用资本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或是用社会主

义？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

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

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

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但是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

 “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讲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真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弄

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

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①

陈独秀也用同样的观点反驳张东荪：“我深信外国的资本主义是致中国贫乏的唯一原因。故倒外国资

本主义是必要的。”②这两封信表明，陈独秀是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在对比了中国国情与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的国情之后，提出中国社会的改造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且是走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观

点的。关于这一观点，陈独秀在 1921 年 1 月 15 日以《社会主义批评》为题的演讲中，作了透彻的分析。

在这篇演讲中，陈独秀分析了古代社会主义与现代社会主义学说的区别，分析了现代社会主义的各种派

别，比较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观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观，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而德国底社会民主党不但忘记了马格斯底

学说，并且明明白白反对马格斯，表面上却挂着马格斯派的招牌，而世界上一般心盲的人，也往往拿德国社

会民主党底主张代表马格斯派社会主义，这真是世界上一件不可解的怪事。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两种社会主

义，究竟应该采用那一种呢？我以为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这是不容

讳饰的了；国内的资本阶级虽尚幼稚，而外国资本主义底压迫是人人都知道的，因此阶级战争的观念确是中

国人应该发达的了；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产阶级的政治家政客底腐败而且无能和代议制度底信用，民主政

治及议会政策在中国比在欧美更格外破产了；所以中国若是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多多

加给腐败贪污的官僚政客以作恶的机会罢了。③

由此可见，陈独秀所主张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实际上是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或者说，他是

用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来阐发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强调社会革命在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中的首要性。

这就使传播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念、选择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成为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的主调。

上述两场论战表明，从高扬“科学”与“民主”到传播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

义者思考中国道路的思想成果，体现了从新文化运动分化中形成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理性的自

觉。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肯定，在中国传播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既是新文化运动在节点上的变化，又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起点。 

二、从传播马克思的学说到研究唯物史观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给新文化运动带来的第二个积极的影响，就是从新文化运动中走出

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启

 

①《陈独秀著作选》第 2 卷，第 206−207 页。

②《陈独秀著作选》第 2 卷，第 208 页。

③《陈独秀著作选》第 2 卷，第 2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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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的学说，进而联系中国道路研究唯物史观。

马克思的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追溯到 19 世纪末。1899 年，由上海教会组织广学会主办的《万国

公报》第 121 册至第 124 册连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与中国学者蔡尔康合作编译的英国社会学家企德

 （Benjamin Kidd）的《大同学》一文。该文中提到了马克思及其著作《资本论》。这是马克思的名字和著

作第一次在中国的报刊上出现。进入 20 世纪后，中国改良主义思想家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无政府

主义思想家刘师培主办的《天义报》、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等刊物都相继刊登了介绍马克思和

马克思主义的论文。但是，这些传播者和介绍者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眼里，马克思主义不过是西

方众多学说中的一种，并不是中国人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与之不同，从新文化运动中走出来的早期中

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为着推动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为着解答

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传播马克思的学说。诚如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所说的：

　　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

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

的误解。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极其贫弱，而自一九一八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

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

号”的机会，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

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①

李大钊在这里所说的“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是指《新青年》于 1919 年 5 月出版的第 6 卷第

5 号上刊发的一组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文章。这组文章是由李大钊担任“轮值编辑”时组织的，其中有顾兆

熊的《马克思学说》，凌霜的《马克思学说的批评》，起明翻译英国作者 Angelo S. Rapoport 的论文《俄国

革命之哲学的基础》（下），陈启修、渊泉的《马克思研究》，刘秉麟的《马克思略》，李大钊的《我的

马克思主义观》（上），克水的《巴枯宁传略》，高一涵的《老子的政治哲学》。这组文章并非都是谈马

克思的学说，文章的作者也不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这组文章的发表则鲜明地体现了新文化运动从谈文化

到谈主义的转向，表明《新青年》介绍马克思学说的目的在于阐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探寻中

国现代化的道路。从这时起，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成为了中国人的思想武器和思想指南。

细读《新青年》的这组文章，我们会发现，这组文章在向中国人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同时，也创造了中

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时代，即唯物史观研究的时代。在这组文章中，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凌霜

的《马克思学说的批评》，陈启修、渊泉的《马克思研究》，刘秉麟的《马克思略》，李大钊的《我的马

克思主义观》（上）几篇是专门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这几篇文章虽然观点不同，但有三个共同点：第一，

这些文章除了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外，在思想内容上，主要是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其文

本依据主要是《资本论》《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第二，这些文章都强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强调唯物史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论；第三，这些文章把马克思的学说

置于第二国际的背景下加以论述，对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批评进

行了评论。比如，顾兆熊在他的《马克思学说》一文中，明确地反对用历史经验事实来批评唯物史观。他

指出，唯物史观“原来不过是一个研究历史的方法，并不是史事的记述。所以一切历史的事实是不能动摇

他的”②。据此，他从方法论、从原则的高度来评论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

学说的批评。他认为，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虽然指出了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中的某些错误，但

这些错误不能动摇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这一根本点，因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并

不是一个具体的社会计划，乃是一个社会原则；这原则就是联合互助。至于这社会主义的实行，也只能预

测他的大概趋势和条件，却不能用模型的严格的理论预写他进行的详细程序”③。凌霜在他的《马克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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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大钊文集》第 3 卷，第 15−16 页。

②顾兆熊：《马克思学说》，《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

③顾兆熊：《马克思学说》，《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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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批评》一文中，对 W.H.Mallock 于 1907 年出版的《对社会主义的一种批判的考察》（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Socialism）一书中批评马克思的观点进行了反批评。他认为，Mallock 对马克思学说的批评

是以伯恩施坦和克鲁泡特金对马克思学说的批评为根据的，在这些批评中，有些的确指出了马克思学说中

的不当之处，但有些是来自对马克思学说的歪曲，比如把达尔文的进化论与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历史哲学

和原理混为一谈、以无政府主义来解读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的社会主义思想等，即便如此，这些批

评也不能抹杀马克思学说的价值。针对 Mallock 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价值论的批评，凌霜指出，马

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价值论，“就现在看起来，他的价值，是不可磨灭的”①；在引述 Mallock 的书中

对《共产党宣言》的社会主义政策的评论时，凌霜指出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政策与无政府主

义者主张的两大本质区别：一大区别是在对待国家组织上，无政府主义者把国家的组织等同于“私权，保

护少数特殊幸福的机关”②而完全拒斥国家，而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则要求建立“社会民主党的政

府”，设立“工兵农兵”③来取代旧国家；一大区别是在对待分配上，无政府主义者绝对地反对个人拥有

私有财产，而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则区分了个人财产和社会公有财产，并强调“各尽所能”和“各取

所需”的分配原则④。在分析了这两大本质区别后，凌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马氏的学说，在今日科学

界上，占重要的位置。”⑤从顾兆熊和凌霜的批评看，他们是通过读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批评马克思学说

的论著来了解马克思学说的，所以，他们对马克思学说的介绍受到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很深的影

响。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他们在介绍马克思的哲学时，只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且是把它当作社会

主义学说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来讲。另一方面，他们又因为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

观点持批判态度。在这组文章中，《马克思研究》题目下的第三部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篇译文，

作者为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在这篇文章中，河上肇引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

对《共产党宣言》的评论，进而根据这个评论来讲《共产党宣言》与唯物史观的关系。这表明，在当时，

即便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马克思学说，也是受到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20 世纪 20 年代还没有成体系⑥，相比之下，第二国际则有了较完备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自然要受到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马克

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才会出现一个唯物史观阶段。

然而，无论如何，真正能够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唯物史观阶段特点的，还是李大钊对马克思

的唯物史观学说的阐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李大钊系统地阐发马克思学说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

的上篇发表在《新青年》于 1919 年 5 月出版的第 6 卷第 5 号上，其下篇发表在《新青年》于 1919 年

11 月出版的第 6 卷第 6 号上。李大钊这篇文章的主旨是阐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在李大钊看来，马克

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学说的总体，在这个总体之下，有“关于过去的理论”⑦，这就是马克思的唯

物史观；有“关于现在的理论”⑧，这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有关于将来的理论”⑨，这就是马克思的

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即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这三个部分都是建立在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之上的，并且正是因为有了社会主义经济学，马克思才能克服以往社会主义理论

的情感性质和空想性质，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进行科学的论证，创造一个理性的、有

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启

 

①凌霜：《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

②凌霜：《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

③凌霜：《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

④见凌霜：《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

⑤凌霜：《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

⑥列宁哲学的研究始于苏联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展开的哲学论战，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则是在这场论战的结束阶段。关于这

段历史的详细论证，见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三编第一章。

⑦《李大钊文集》第 3 卷，第 18 页。

⑧《李大钊文集》第 3 卷，第 18 页。

⑨《李大钊文集》第 3 卷，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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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严密逻辑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系统，因此，阐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性质及其内容，理应成为

全面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关键性问题。正是基于这一理解，李大钊在该文的第二部分，把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置于经济思想史的场域中加以系统地考察，分析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与以往

经济学的根本区别。李大钊把经济思想史上的经济学分为三大派别：一派是个人主义经济学；一派是社会

主义经济学；一派是人道主义经济学。所谓个人主义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它的代表人物有亚

当·斯密及马尔萨斯、李嘉图、穆勒等。这种经济学主要有两个要点：“其一是承认现在的经济组织为

是；其二是承认在这经济组织内，各个人利己的活动为是。”①所谓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经济

学的第一个要点的否定。这种经济学认为，“现代经济上、社会上发生了种种弊害，都是现在经济组织不

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于是否认现在的经济组织，而主张根本改

造”②，持这一经济学观点者的目的“在社会的革命”③。所谓人道主义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

第二个要点的否定。这种经济学认为，“无论经济组织改造到怎么好的地步，人心不改造仍是现在这样的

贪私无厌，社会仍是没有改善的希望，于是否认经济上个人利己主义的活动，欲以爱他的动机代那利己的

动机，不置重于经济组织改造的一面，而置重于改造在那组织下活动的各个人的动机”④，持这一经济学

观点者的目的“在道德的革命”⑤。李大钊这里所说的人道主义的经济学，是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

定论的观点中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只讲经济的变革和进化，而忽略了

伦理变革对于社会进步的意义。因此，它主张以伦理学的研究来否定经济决定论。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

社会主义经济学把经济组织的变革置于第一的位置，但它并不是经济决定论，因为它也讲道德革命，讲人

心的改造。从这一观点出发，李大钊按照历史辩证法的观点来讲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学，强调“人道主义者

同时为社会主义者的也有”⑥。他也用这一观点来阐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李大钊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称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下的“过去的理论”，旨在强调唯物史观是马

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是研究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不能不首先要讲的部分。在李大钊看来，

唯物史观之所以重要，就在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每一个部分都需要唯物史观去论证。首先，马克

思的社会主义理论要“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⑦这一点，需要马克思的历史观去

论证；其次，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中要根据社会历史规律去论证现代社会经济组织的不良及其改造的必

要性这一点，需要唯物史观去分析、去作解剖研究、去预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

组织，是必然的运命”⑧；最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要论证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和方法的最终目的是

阶级斗争，也需要唯物史观提供方法论的根据。这三个方面都决定了唯物史观对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

理论的重要性和基础性，所以，李大钊说：“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察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

能。”⑨李大钊也因此从这三个方面阐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在阐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历史观方面，李大钊分析了马克思的历史观与以往的历史观之间的本质区

别。他指出，马克思的伟大功绩就是对以前的历史观不能解释的地方作了富有创见的说明。在马克思以前

的历史观中，有孔多塞的机械论的历史观，有圣西门的带有空想性质的、改良主义的历史观，有梯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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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大钊文集》第 3 卷，第 17 页。

②《李大钊文集》第 3 卷，第 17 页。

③《李大钊文集》第 3 卷，第 17 页。

④《李大钊文集》第 3 卷，第 17 页。

⑤《李大钊文集》第 3 卷，第 17 页。

⑥《李大钊文集》第 3 卷，第 17 页。

⑦《李大钊文集》第 3 卷，第 18 页。

⑧《李大钊文集》第 3 卷，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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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涅、基佐的讲所有权的历史观，有蒲鲁东的以经济来解释历史的历史观。李大钊认为，这些历史观虽然

已经论及历史规律的必然性、产业的进步对于科学进步的意义、所有权的重要性、经济在历史中的作用等

重要的历史现象，但是，它们始终没有说明经济在整个社会现象中的决定性作用，更没有揭示社会发展的

最高动因，而马克思的历史观正是在这些历史观不能解释的地方作了“创见的说明”①。据此，李大钊把

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伟大功绩概括为两点：一点是揭示了经济现象的内在必然性及其对社会其他现象的决定

性。他指出：“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

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换言之，就是经济现象只能由他一面与其他社会现象以影响，而不能与其他

社会现象发生相互的影响，或单受别的社会现象的影响。”②这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

本原理。一点是以物质的生产力为社会经济进化的最高动因。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功绩不只是

提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而且还提出了决定经济基础变化的最高动因，这就是物质的生产

力。这是以往的历史观都无法解答的问题。以往的历史观不是把历史的最高动因归于人口，就是把历史的

最高动因归于法律。然而，历史的发展证明，只有马克思的观点能够解释历史的进化，是最合理的方法。

在阐发马克思唯物史观对现代社会经济组织的解剖方面，李大钊以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

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为文本根据，概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要领。他指出：“马克思

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③李大钊这里所说

的第一个要点，是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原理；他所说的第二个要点，是生产力

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李大钊认为，这两个要点的意义就在于，它看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

并从这个内在矛盾中得出了社会革命的结论。

在阐发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学说方面，李大钊抓住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最基本的观点：阶

级斗争是与一定集团的经济利益相联系的，阶级之间的斗争，说到底，是经济利益的竞争。李大钊在论述

这一基本观点时强调：“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④李大钊充分肯定了马克

思以经济利益来阐明阶级斗争的原理，但他认为，“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⑤。

马克思以经济利益来阐明阶级斗争是由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决定的。当时，欧洲社会正处在资本主义大机器

生产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取代了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形式，主导了欧洲经济的发展方向，也“支

配当时的社会了”⑥。在这种环境下，马克思可以用经济来解释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现象。但是，随着时代

的变化，单单以经济组织的进化来解释社会现象已经不够了，必须要关注人的精神改造活动，要在马克思

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原理中补充人道主义的经济学原理。所以，他强调：“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

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

神，单等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⑦

从李大钊阐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看，李大钊在这一时期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理解是受

到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斗争的重要论题

之一，就是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于这个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批判伯恩施坦修正

主义观点的主将罗莎·卢森堡在她的名著《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一书中指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观点的

逻辑前提，是以法的前提来取代马克思主张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以社会主义经济为逻辑前提，强调的

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启

 

①《李大钊文集》第 3 卷，第 21 页。

②《李大钊文集》第 3 卷，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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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形态的质变，因而必然得出社会革命的结论，而以法为逻辑前提，强调的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内的

量变，因而必然得出改良主义的结论。①从李大钊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评价看，他显然受到了这场斗争的

影响。一方面，他强调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第一性，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作为唯物史观的逻

辑前提，他也由此得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另一方面，他又吸收了伯恩施坦提出的以伦理学来补充马克

思的唯物史观的思想，强调人道主义经济学对于说明现代社会的价值。他在论证这一观点时写道：“近来

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各国社会主义者，也都有注重于伦

理的运动、人道的运动的倾向，这也未必不是社会改造的曙光，人类真正历史的前兆。我们于此可以断

定，在这经济构造建立于阶级对立的时期，这互助的理想、伦理的观念，也未曾有过一日消灭，不过因他

常为经济构造所毁灭，终至不能实现。这是马氏学说中所含的真理。到了经济构造建立于人类互助的时

期，这伦理的观念可以不至如从前为经济构造所毁灭。可是当这过渡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

该倍加努力，以图刬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

应加救正的地方。”②这一论证表明，李大钊在这一时期还保留着他在十月革命前受到的柏格森哲学的影

响，在思维范式上还保留着进化论的特点。③他完成思维范式的转变是在他把唯物史观运用于分析中国革

命的现实中完成的。 

三、从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念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使李大钊、陈独秀转向了对政治、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思考，而研究唯物史

观给了李大钊、陈独秀探究中国革命问题的方法论。正是在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思考中，李大钊、陈独秀提

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念，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征程和实践征程。

李大钊在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后，仅隔两个月，旋即发表了他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

变动的原因》一文。与前文不同，这篇文章的主题不是系统地介绍和阐释马克思的学说，而是以马克思的

唯物史观为方法论来分析中国革命的问题。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当然首

先是要采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方法，但同时还要把中国的革命置于世界历史的经济和政治

变动中加以考察，探究中国革命的前途与道路。因此，从世界经济和政治变动中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的经

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动，揭示中国社会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就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创造的分析中国革

命问题的方法论。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就是用这种方法分析中国革

命的发生及其特点，揭示中国革命的世界历史必然性。他在该文的开头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

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现在只把中国现代

思想变动的原因，由经济上解释解释。”④那么，李大钊这里所说的经济上的变动指的是什么呢？是欧洲

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扩张以及对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的冲击。李大钊描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如何摧毁

中国的自然经济的：

　　中国既受西洋各国和近邻日本的二重压迫，经济上发生的现象，就是过庶人口不能自由移动，海外华侨

到处受人排斥虐待，国内居民的生活本据渐为外人所侵入−台湾、满蒙、山东、福建等尤甚−关税权

为条约所束缚，适成一种“反保护制”。外来的货物和出口的原料，课税极轻，而内地的货物反不能自由移

转，这里一厘，那里一卡，几乎步步都是关税。于是国内产出的原料品，以极低的税输出国外，而在国外造

成的精制品，以极低的税输入国内。国内的工业，都是手工工业和家庭工业，哪能和国外的机械工业、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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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竞争呢？结果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挡不住国外的工业经济的压迫，中国的家庭产业挡不住国外的工厂产

业的压迫，中国的手工产业挡不住国外的机械产业的压迫。国内的产业多被压倒，输入超过输出，全国民渐

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一切生活，都露出了困迫不安的现象。在一国的资本制下被压迫而生的社会的无产

阶级，还有机会用资本家的生产机关；在世界的资本制下被压迫而生的世界的无产阶级，没有机会用资本国

的生产机关。在国内的就为兵为匪，跑到国外的就作穷苦的华工，展转迁徙，贱卖他的筋力，又受人家劳动

阶级的疾视。欧战期内，一时赴法赴俄的华工人数甚众，战后又用不着他们了，他们只得转回故土。这就是

世界的资本阶级压迫世界的无产阶级的现象，这就是世界的无产阶级寻不着工作的现象。欧美各国的经济变

动，都是由于内部自然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变动，乃是由于外力压迫的结果，所以中国人所受的苦痛更多，

牺牲更大。①

在这里，李大钊描述了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和阶级变动的景象。他认为，伴随着中国经济

和阶级的这一变动，中国种种新思潮和解放运动迭起，都是在粉碎中国传统的大家族制度，建立中国的现

代经济制度和政治民主主义制度。这些都表明，“中国思想的变动，就是家庭制度崩坏的征候”②。据

此，李大钊批判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复古派的观点，论证中国革命的世界历史必然性。他说：“我们可以

正告那些钳制新思想的人，你们若是能够把现代的世界经济关系完全打破，再复古代闭关自守的生活，把

欧洲的物质文明、动的文明，完全扫除，再复古静止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不会发生。你们若是无奈何这新

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由几

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③李大钊不仅以世界经济和阶级的变动来论证中国革命的世界历史必然性，而且

还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来论证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他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一文

中，以马克思的《中国及欧洲的革命》为文本，论述中国革命的世界性及其意义。他说：“我们读了马克

思这篇论文以后，应该很明确的认识出来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和事实。在世界革命的运

动中，中国和英国所居的地位，最为重要；因为英国是世界市场中欧洲产业的代表，中国是英国帝国资本

主义销售商品的重要市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扩大，就是英国帝国资本主义销售商品的市场的缩狭；这

个缩狭，可以促起普遍危机的迫近，加速世界革命的爆发。这种英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造成了中

国革命；中国革命更以其影响还答于英国，经由英国还答于欧洲，造成了英国革命，欧洲革命，乃至世界

革命的关系。”④

在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时，陈独秀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明确地提出了要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国家

的目标。在《谈政治》一文中，陈独秀从分析国家强权的性质入手，论证了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的必

要性。他认为，无政府主义者以强权是恶来拒斥国家。国家的确是强权，但是，强权本身并不就是恶，强

权只有在“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⑤时，才是恶，“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

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⑥，由此可见，“强权所以可恶，是他的用法，并不是

他本身”⑦。根据这一定义，陈独秀区分了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资产阶级国家是建立在“经济

的掠夺上面”⑧，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极苦的生产的

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⑨，它的强权是恶的；而无产阶级国家则是“劳动阶

级的国家和政治”⑩，是为了消除私有制，扫除社会的不平等，让“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

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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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

等制度废除，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①，这种强权是好的，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必须的。进

而，陈独秀批评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改良主义观点，赞成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

党的革命观点。陈独秀指出，在中国，虽然还说不上有改良主义一派，但“颇有这种倾向”②，这是中国

革命所要反对的；中国革命必须通过阶级斗争，“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

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③。在 1920 年 11 月 7 日《共产党》月刊第 1 号发表的《短言》

中，陈独秀指出了革命与改良的实质性区别：革命就是俄国共产党所做的变革旧的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生

产方式，而改良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框架下向资本家乞讨利益。他认为，中国社会的改造只能采取革命

的方式，通过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国家，而绝不能采用改良的方式。他强调：

　　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

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式不可。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

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什么劳动者选议员到国会里去提出保护劳动底法案，这种话本是为

资本家当走狗的议会派替资本家做说客来欺骗劳动者的。因为向老虎讨肉吃，向强盗商量发还赃物，这都是

不可能的事。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我们不可听议会派底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

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

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④

这就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作为中国革命的任务。

那么，中国如何才能实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任务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大钊和陈独秀研究

了政党问题，提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构想。李大钊于 1921 年 3 月发表了《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

文。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考察了人类社会的观念和组织能力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指出“文化高的民族，

社会的观念和组织能力，固然也高；亦惟社会观念和组织能力既高，而文化始有进步”⑤。据此，他对政

党持充分肯定的态度，认为，19 世纪英美国家出现各种各样的政党，是人类组织能力进步的结果，亦是文

化发达的表现，但是，他更为关注和认同的，还是欧洲的劳动团体和社会党。他高度赞扬这些劳动团体和

社会党在组织各国的工人罢工运动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其中尤其重视俄国共产党，指出：“俄罗斯共产

党，党员六十万，以六十万人之大活跃，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⑥

李大钊以此反观中国，指出，中国自晚清以来，虽然有同盟会和强学会两大党，并创下了辛亥革命和戊戌

变法的伟业，但“入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大老之粗腿，

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业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

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⑦。他对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学生团体也不满意，认为这些学生团体虽然“有几许

热心侠气，究竟还是团体的训练不大充足，其中缺憾正多。到了现在又有‘强弩之末’的样子，令人正自

伤心无极”⑧。这样的团体当然也不能起到担负中国革命的任务。正是基于对中国政党现状的批判性考

察，李大钊提出了在中国建立俄国共产党式的政党组织的构想。他说：“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

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

团体，中国谈各种社会主义的都有人了，最近谈 Communism 的也不少了，但是还没有强固精密的组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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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来。各国的 C 派朋友，有团体组织的很多，方在跃跃欲试，更有第三国际为之中枢，将来活动的势

力，必定一天比一天扩大，中国 C 派的朋友，那好不赶快组织一个大团体以与各国 C 派的朋友相呼应呢？

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 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

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①李大钊这里所说的 C 派朋友，就是中国的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他所说的第三国际，是在列宁领导下，以俄共（布）为核心的共产国际。李大钊提出

要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中国的“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不仅提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必要性和急迫

性，而且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念。与李大钊的观点一样，陈独秀也主张在中国建立列宁领导下的布

尔什维克党式的政党。在阐发这一观点时，陈独秀首先阐发政党与政治的关系。他认为，无论是有产阶级

的政党，还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都是“直接担负政治责任之团体，似乎都算是政党。一般人民虽然都有选

举被选举权，但实际上被选举的究竟多是政党；一般人民虽然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但实际上处理政务直

接担负政治责任的究竟还是政党”②，可见，讲政治必要讲政党，政党既承担政治责任，也可以改造政

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独秀说：“政党是政治底母亲，政治是政党的产儿”③；中国要改造政治，就

需要改造政党。进而，陈独秀分析了政党的改造问题。他所说的政党改造，一是针对资产阶级的政党；一

是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陈独秀认为，这两种政党都不能担负起改造中国政治的任务。先看资产阶级的政

党。资产阶级的政党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之上的“由金力造成的政党”④，这种政党必然是腐败的，

由这种政党担负政治责任，“政治岂有不腐败之理”⑤。再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主张改

良的政党，它的宗旨是把工人运动置于资产阶级的国家之下。这样的政党亦不能担负起改造中国政治的责

任。中国要实现对现存政治的改造，“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⑥，因为“共产党底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

上面，在理论上，自然要好过基础建筑在有产阶级上面用金力造成的政党”⑦，而俄国共产党又在三点上

优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生产机关集中到国家手里，在共产党是最初的手段，在社会民主党是最终

的目的；（二）德国社会民主党带着很浓的德意志国家主义的色彩，俄国共产党还未统一国内，便努力第

三国际的运动；（三）社会民主党所依据的国家是有产阶级的国家，共产党所依据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国

家。”⑧这三点表明，俄国共产党才真正是马克思所主张的无产阶级政党，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背离了

马克思所主张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则，因此，中国应该建立俄国式的无产阶级政党。这就明确地提出了中

国共产党的政党观念，从而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思想基础。

从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到提出在中国建立俄国式的共产党的构想，李大钊和陈

独秀实现了思想上的飞跃，即从新文化运动初期主张中国的文化变革到主张中国社会变革，从探讨中国向

何处去到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进而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念。正是这一思想上的飞跃，向我们展示

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新文化运动的内在联系。透过这种内在联系，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国化是如何从新文化运动中转出来的，可以看到李大钊、陈独秀是如何从先进的知识分子转变成马克思主

义者的，也可以看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要选择十月革命的道路，为什么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

化，以及他们是如何选择十月革命的道路，又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他

们的思想转变和研究的问题中，发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构成和世界性品格，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

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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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讨、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念形成之间的逻辑关联。弄清这种内在关联，

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有着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百年历史考察与经验研究”（18ZDA011）
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盛丹艳）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the Opening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HE Ping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igi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was developed from New

Culture Movement, in which it has gone through three links at the ideological level, taking the victory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and  the  May  4th  movement  as  an  opportunity.  The  first  link  was  from  advocating

 “ science”  and “ democracy”  to  spreading  the  socialist  view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n  which  early

Chinese Marxists  closely combined the spread of the socialist  concept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with the

thinking  of  the  Chinese  road  to  create  the  ideo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e  second  link  was  from  spreading  Marx’ s  theory  to  research  on  the  materialist  concept  of

history, in which Li Dazhao, basing on Marx’s socialist economics, expounded Marx’s materialist concept of

history and constructed the methodology of studying the problem of Chinses revolution. The third link was

from researching the issues of  the Chinses  revolution to put  forward the party  concep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which Li Dazhao and Chen Duxiu based on the platform of worl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s and linked the socialist movement around the world to research on the Chinses revolu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party  concep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was  on  the  three  links  that  New  Culture

Movement  condensed  the  inner  spirit  of  the  Chinese  road  and  made  ideological  preparations  for

constructing the theory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developing Chinese revolutionary practice.

Key  words: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he  Chinese  road,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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