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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鸦片战争以来ꎬ中国社会就遭遇了面向现代的历史转型ꎮ 在中国面向现代进行转型的历史过

程中ꎬ先进的知识分子扮演着重要角色ꎬ发挥着重要作用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转型的进程及结果ꎮ 第一次

世界大战前ꎬ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虽然已经零星地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ꎬ但当时知识分子的主流却是眼睛盯着西

方ꎬ寄希望于通过学习西方而成为西方那样的现代国家ꎮ 民国初年的政治状况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等ꎬ宣
告了中国学习西方道路的破产ꎬ中国知识界的先进分子开始反思和批判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弊端ꎬ并使批判资本

主义的思潮进入中国和广泛流行开来ꎮ 苏俄十月革命的炮响引导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ꎬ促使他们中的一部分

人发生了马克思主义化的思想转变ꎬ并由此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知识前提和组织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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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传统在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遭遇了西方

的现代ꎬ自此就不可回避地走上了现代转型的道

路ꎬ“在中国ꎬ新东西的出现只能在鸦片战争之

后”ꎮ〔１〕但中国在腐朽清王朝的统治下ꎬ转型道路

走得极为艰难ꎮ 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

及社会形态等掀起了颇有声势的阻挠力量ꎬ使学

习西方现代事物的活动很难顺利展开ꎬ顽固在那

个时代几乎是一种社会痼疾ꎬ而不在于少数人的

可恶ꎻ〔２〕另一方面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地侵略

中国ꎬ逐渐使中国陷入到殖民地半殖民地深渊ꎬ
人为刀俎ꎬ我为鱼肉ꎬ民族危亡ꎬ日胜一日ꎮ 中国

先进的知识分子本身也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ꎬ
他们在主张学习西方的过程中ꎬ逐步地西方化

了ꎬ首先是资本主义化ꎬ然后是资本主义化的知

识分子旁边又出现了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化ꎮ
中国知识分子的资本主义化ꎬ在中国掀起了向西

方学习政治的高潮ꎬ并在结果上造成了资产阶级

共和国制度的建立ꎮ 但与中国资本主义化知识

分子的期望相反ꎬ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制度在中国

的实践中运行很不正常ꎬ共和只剩下了一副空招

牌ꎬ“去一满洲之专制ꎬ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ꎬ
其为毒之烈ꎬ较前尤甚ꎮ” 〔３〕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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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实践的挫折面前逐渐接受了西方思潮中的

资本主义批判内容ꎬ“各种各样的‘主义’寄托着

各色各样的信仰ꎬ诸多的主义在论争中起

伏ꎬ展示了百舸争流的绚丽境界”ꎬ〔４〕 “五四”以

后ꎬ“被民主与科学唤起的成批的急进民主主义

者几乎在一夜之间纷纷成了社会主义者”ꎬ〔５〕 虽

然“那个时候的中国ꎬ社会主义名号之下统摄着

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
基尔特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ꎬ主义与主义

之间往往相去甚远”ꎬ〔６〕 但“只有马克思主义在

风雨中扎根于中国社会”ꎮ〔７〕这是因为ꎬ伴随着苏

俄十月革命的发生ꎬ中国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开始

自觉地接触和宣传马克思主义ꎬ并由此而发生了

激进民主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转化ꎬ出现了中国

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ꎮ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

中一部分人的马克思主义化ꎬ为中国共产党的成

立奠定了最重要的知识前提和社会基础ꎮ

一、西式资本主义政治在中国实践中遭遇失败

中国自从与西方接触就遭遇了民族危机ꎬ而
中国人能开眼看世界ꎬ并得出“师夷之长技以制

夷”的结论ꎬ〔８〕也是因为要有效地应对西方殖民

者带给中国海防的空前危机ꎮ 尽管西方殖民者

带给中国的危机日益严峻ꎬ但中国传统因为拥有

一套完整的政治意识形态ꎬ所以中国先进分子在

１９ 世纪 ６０ 到 ８０ 年代还没有意识到要向西方学

习政治ꎬ尽管他们在主张学习西方的技术、工业、
军事、教育等领域已经取得了比较可观的成果ꎬ
但他们拒绝学习西方政治的理论主张ꎬ却在客观

上造成了清王朝在政治上的更加落后ꎮ 这种落

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阶段的西方资本主

义各国在政治上取得了重大的发展成就ꎬ一整套

比较成熟的现代政治理论及政治制度ꎬ不仅在内

容上更加丰富ꎬ在形态上更加完整ꎬ而且它在全

球范围内的分布也更加广泛ꎮ 虽然郭嵩焘的主

张在洋务运动中被顽固派攻击ꎬ被朝廷禁止ꎬ〔９〕

但他向西方学习政治的观点却渐渐在洋务派中

流行开来ꎬ并逐步从洋务派中分化出了政治上的

洋务立宪派ꎮ 他们已经开始承认西方政治中的

议院具有制度上的优势ꎬ并主张在清王朝统治下

的中国向西方学习ꎬ在清王朝的体制中开设西方

政治中普遍存在的便于朝野上下沟通的议

院ꎮ〔１０〕这就是郭嵩焘所谓“通下情”ꎮ〔１１〕 当然ꎬ洋
务运动时期主张开设议院的先进知识分子ꎬ还不

能比较完全地了解西方各国的议院ꎬ既不了解它

的法理基础ꎬ也不了解它的运行机制以及政治功

能ꎬ他们只是看中了议院沟通上下的功能ꎮ 他们

眼中的议院ꎬ在功能上多少与子产不毁的乡校类

似ꎬ在组织上则把议院当作了议论朝政的官僚机

构ꎬ而议员的产生方式则为推选ꎬ议员的来源也

有严格的科举资格等的限制ꎮ〔１２〕

洋务派及早期改良派向西方学习开设议院

的主张ꎬ在实践中并无落实ꎬ清王朝的政治在旧

体制的裹挟下更加腐朽ꎬ终于在甲午战争中暴露

出了它千疮百孔的本来面目ꎮ 甲午战争的失败

及马关条约的签订ꎬ极大地刺激了当时的知识分

子群体ꎬ其中一些人从儒家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

圈子里分化出来ꎬ成为主张学习西方政治的先进

知识分子ꎬ比如谭嗣同就在甲午战争时期经历了

“长与旧学辞”的“学术”“大变”ꎮ〔１３〕 康有为作为

当时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ꎬ也经历了一个

从传统儒家政治意识形态中分化出来ꎬ接受西方

政治制度及学说的影响ꎬ主张仿效西方国家ꎬ实
行变法维新ꎬ在中国实现西方政治的民权ꎮ 他既

将西学中的有关政治的知识镶嵌进儒家政治意

识形态ꎬ打破了传统儒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完整结

构ꎬ为清王朝接受西方政治ꎬ提供了理论上的依

据ꎬ又仍然以儒家政治意识形态来统领学习西方

政治ꎬ从而使得西方政治的内容在康有为的理论

框架中发生了重大变异ꎬ以至于康有为主张学习

的西方政治ꎬ与西方原版相比ꎬ往往似是而非ꎮ
康有为“托古改制” “已经埋下了复古主义的种

子”ꎮ〔１４〕当然ꎬ即使是康有为这种似是而非的学

习西方政治ꎬ在戊戌维新时期也难被时势所容ꎬ
“其貌则孔也ꎬ其心则夷也”ꎮ〔１５〕顽固派的强大政

治势力容不得这种在政治上的学习西方ꎬ他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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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的不能容忍ꎬ即可让人窥见当初主张学习西

方政治所要面对的强大舆论压力和政治压力ꎮ
西方先进政治在戊戌维新时期还不具备在中国

落足的基本条件ꎮ 辛丑条约签订后ꎬ满清的最高

统治层下诏实行新政ꎬ承认了学习良法的必要

性ꎬ“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ꎬ无一成不变之治

法”ꎬ“盖不易者三纲五常”ꎬ“令甲令乙”则“不妨

如琴瑟之改弦”ꎮ〔１６〕这才开启了中国在制度上学

习西方的端绪ꎮ 只不过ꎬ满清最高统治层给学习

西方政治留下的空间有限ꎬ所允许的层次也较

低ꎬ学习西方不能触及亘古不变的三纲五常ꎬ而
只能在具体的令甲令乙层面上ꎮ 因为带着三纲

五常的理论镣铐ꎬ所以满清十年新政的结果在建

构现代政治制度上终归于失败ꎬ立宪派试图依托

满清皇权进行的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度的努力

也终如黄粱一梦ꎮ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发生的辛亥革命ꎬ在很大程度

上并非是革命派自觉努力的结果ꎬ而是清王朝腐

朽已极、崩溃太快的结果ꎮ〔１７〕 晚清最后十年ꎬ中
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始终醉心于建立西式政治制

度ꎬ“把中国建设成资本主义强国”ꎮ〔１８〕先进知识

分子中那些心仪英国政治制度的人们形成了政

治上的立宪派ꎬ他们试图依托满清皇权建立西式

君主立宪制度的努力因满清统治者过于腐朽而

功亏一篑ꎮ 先进知识分子中心仪美国政治制度

的人们则构成了政治上的革命派ꎬ革命派的焦点

议题是“倾覆满清专制政府”ꎬ〔１９〕 至于推翻满清

后建立什么样的具体政治制度则说法不一ꎬ存在

着明显的分歧ꎮ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资本主义

化ꎬ并不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发展的结

果ꎬ而是接受西学的结果ꎮ 与西方现代国家在政

治制度上的多样性及其本身又处在转型阶段ꎬ客
观上造成了中国革命派所心仪的西方政治制度

不同ꎬ从而导致共和国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不够

扎实ꎬ而共和国到底应该采纳何种具体的政治制

度ꎬ在宪法的层面上也很难确定下来ꎮ〔２０〕 民国初

年ꎬ中国建立西式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后ꎬ就处在

一个政治运行不良的状态ꎬ直到人们对西式政治

制度普遍感到失望的新文化运动开始ꎬ中华民国

的第一部宪法还迟迟不能诞生ꎮ 中国建立比较

成熟的西式共和国政治制度的艰难在实践中又

因为国会制度运行中的议员腐化ꎬ〔２１〕 而更加令

资本主义化的先进知识分子难以容忍ꎬ而急于寻

找医治共和国政治疾病的办法ꎬ其结果就是中国

资本主义化的先进知识分子们ꎬ走进了新文化运

动的时代潮流ꎬ呼唤新文化ꎬ呼唤伦理的觉悟ꎬ呼
唤国民运动ꎬ试图以此来奠定西式共和国政治制

度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ꎮ〔２２〕

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造成了西式政治理

想在中国的破产ꎮ 一方面是交战双方的战争理

由虽然都宣称正义ꎬ也同时宣称对方的非正义ꎬ
以至于到底谁是正义在中国的舆论中竟完全不

清楚ꎬ站在同盟国的立场看ꎬ与站在协约国的立

场看ꎬ结论当然是完全相反ꎮ〔２３〕 双方在战场上造

成的巨大伤亡及战后的世界性萧条ꎬ也在很大程

度上宣告了 １９ 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乐

观心态的终结ꎬ带给人们的普遍情绪是焦虑、不
安和迷惘ꎮ 西方舆论及思想家也对他们的政治

没有信心了ꎬ罗素在华演讲:“欧洲文化的坏处ꎬ
已经被欧洲大战显示得明明白白”ꎬ〔２４〕 中国资本

主义化的知识分子也在迷茫中开始了新出路的

找寻ꎬ比如梁启超即重新开始思考中国文化的地

位ꎮ〔２５〕另一方面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缔

结和约的过程中ꎬ公开违背了西方政治所宣告的

正义ꎬ而将缔结凡尔赛和约变成了赤裸裸的列强

分赃ꎬ中国知识界寄希望于巴黎和会的永久和平

与公理ꎬ完全地失落了ꎮ 战胜国地位并不能使自

己免于成为列强的鱼肉ꎬ打破了中国人对西方列

强所主导的世界政治的幻想ꎬ“什么公理ꎬ什么永

久和平ꎬ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ꎬ都成了一

文不值的空话”ꎮ〔２６〕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不得不

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理论的批判者中寻找新的

出路ꎬ“被民主与科学唤起的成批的急进民主主

义者几乎在一夜之间纷纷成了社会主义者”ꎮ〔２７〕

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的理论批判者ꎬ无政府主

义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及广泛的政治影响ꎬ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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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小生产者传统较为浓郁的法国及俄国ꎬ各自

都还有一套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ꎬ或者强调通

过暴力消灭一切国家机器ꎬ或者强调合作完全可

以取代暴力而达到消灭资产阶级的政府ꎮ 中国

的无政府主义者受西方无政府主义的影响ꎬ也在

这个意义上变成了一个西式资本主义国家制度

的批判者和否定者ꎬ既然是反对一切国家机器ꎬ
当然也就反对中国仿照西式的国家机器ꎮ 与此

同时ꎬ西方社会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也是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批判者ꎬ不少的社会主义

者倾向于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元化权威ꎬ
而代之以政治多元论ꎬ有的则倡导各种各样的社

会合作运动ꎬ以替代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ꎮ 无政

府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广泛流行ꎬ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式政治制度在中国破了产

的结果ꎮ

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化

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具有敏锐的政治感知

力和强烈的使命意识ꎬ不论是其中的保守主义

者ꎬ还是其中的激进主义者ꎬ都莫不有一颗忧国

忧民的心ꎮ 顽固派反对学习西方ꎬ在信仰层面也

是在坚决地呵护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及政治秩

序ꎬ所谓礼义、人心等ꎬ〔２８〕 不过是旧价值的集中

表现ꎬ其忧国忧民之心及维护传统的自觉使命ꎬ
自然是不容抹杀ꎮ 但是ꎬ中国的现代转型在根本

上却取决于近现代知识分子中的开明人物ꎬ他们

在理智上的开明程度及在行动上的果敢程度ꎬ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现代社会建构的历史进

程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中的部

分开明人士ꎬ他们改造中国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

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ꎬ与他们接受西学改造自己

主观世界的活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ꎮ 中国

传统的士大夫饱读儒学典籍ꎬ具有完整的政治意

识形态ꎬ他们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的政治价值及政

治理想等高度自信ꎬ并仍然以传统儒家的价值与

理想来指导自己的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ꎬ徐继畲

即以儒家的三代之公的政治理想为标准ꎬ高度评

价了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ꎻ〔２９〕 另一方面他们又

身处清王朝由盛到衰的历史转折点上ꎬ具有问题

导向的批判意识和实事求是的经世济用学风ꎬ能
够洋为中用ꎬ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

张ꎮ 中国传统士大夫在接触西学之前ꎬ就是典型

的传统士大夫ꎬ他们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具有

高度的对应性ꎮ 这个情况下ꎬ他们不可能如后世

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正确地对待西学ꎮ 他们在接

触西学的过程中ꎬ自己的主观世界在实践的刺激

下逐步接受了一些西学ꎬ开始了传统士大夫的资

本主义化ꎬ并在自身主观世界资本主义化的过程

中也促进了中国之客观世界的资本主义化ꎮ 但

正如中国的实践未达到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一

样ꎬ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资本主义化也没有达

到比较成熟的地步ꎮ 西学的峰峦ꎬ一个接着一

个ꎬ中国的危机ꎬ一天胜过一天ꎬ中国先进的知识

分子总是在救亡图存的紧迫气氛中ꎬ饥不择食地

选择西学中的最新内容ꎬ“中国的宪政家ꎬ天天要

学时髦ꎬ但天天买陈货”ꎬ“每日看见一个新制

度”ꎬ“学其皮毛ꎬ大吹特吹”ꎬ“听说该制度在母

国已经失败ꎬ也就无心再学”ꎮ〔３０〕 他们通常以是

否有利于救亡图存来取舍西学ꎬ而西学拿到中国

进行政治实践又没有不破产的ꎬ“中国人向西方

学得很不少ꎬ 但是行不通ꎬ 理想总是不能实

现”ꎮ〔３１〕西学的政治理论几乎从未真正完整完全

地征服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ꎬ他们立场、方法及

观点的转化过于频繁ꎬ以至于根本无法在一种比

较成熟的政治理论体系上持久地稳定下来ꎬ成为

典型的资本主义化的知识分子ꎮ
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态度较少有不激烈

的ꎬ不论是主张在政治上固守三纲五常的旧派ꎬ
还是主张在政治上要全面学习西方的新派ꎬ几乎

是毫不例外地保持了激烈的态度ꎮ 如果撇开各

自的价值立场及政治理想等在古今方面的差异ꎬ
只就他们看待问题的态度是否激烈来看ꎬ中国近

现代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ꎮ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虽然具有态度上的激进主

义特征ꎬ但在理论上并未比较完整地掌握过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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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政治思潮ꎬ也并没有真正虔

诚地信仰过西方资本主义的主要学说ꎮ 西方资

本主义的主要学说ꎬ不论是自由主义的理论ꎬ还
是保守主义的理论ꎬ也不论是理性建构主义的理

论ꎬ还是直觉主义的理论ꎬ都没有真正赢得中国

先进知识分子的虔诚信仰ꎬ以至于不能一以贯之

地坚守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个学说ꎬ总是在内容上

不中不西、亦中亦西ꎮ〔３２〕 甲午战争之后ꎬ新文化

运动之前ꎬ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理论上的主要特

征就是善变ꎬ他们真正有意寻找的西方的学说ꎬ
只是能救中国之亡和图中国之存的学说ꎮ 在一

个时间段上ꎬ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政治、政党政治、
分权制衡及责任内阁等是他们的最爱学说ꎬ而在

另一时段上ꎬ他们又因代议制政治、政党政治、分
权制衡及责任内阁等在中国的失败实践ꎬ而“痛
改前非”ꎬ开始提倡自由主义的反对面ꎮ〔３３〕 中国

先进的知识分子注意到了作为西方自由主义反

对面的马克思主义ꎬ并因马克思主义在苏俄创造

出来的人类历史新纪元ꎬ而出现了一批认真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进知识分子ꎮ 他们中有人

在早年曾接触过马克思主义ꎬ但并没有在思想上

试图成为马克思主义者ꎬ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再

一次吸引他们注意马克思主义ꎬ并在介绍和解释

苏俄十月革命的过程中ꎬ系统地了解了马克思主

义ꎬ将苏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实践与中国新

文化运动提倡的“国民运动” 〔３４〕 和“伦理的觉

悟” 〔３５〕联系起来ꎬ指出了中国和世界的未来都只

有依靠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 “庶民的胜利”ꎬ
“１９１７ 年的俄国革命ꎬ是 ２０ 世纪中世界革命的

先声”ꎮ〔３６〕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的激进民主主义者ꎬ不
满意于民国初年西方共和国制度的中国版本ꎬ试
图以“伦理之觉悟”作为开展“国民运动”的前

提ꎬ并以“国民运动”改善中国的资产阶级共和

国制度ꎬ实现比较完善的西式民主制度ꎮ 在这个

意义上ꎬ他们无疑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中的

激进分子ꎮ 当然ꎮ 他们不满意于民主共和国制

度版本的地方主要在于它的名不副实ꎬ而他们同

样也不满意西方政治制度的原版ꎬ从而也在很大

的程度上接受了西方制度之批判者的学说ꎮ 中

国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在留学日本时就接触到了

马克思学说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批判立场及批判

观点ꎬ并通过报纸介绍了马克思ꎬ但并没有出现

比较完整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ꎮ〔３７〕 这在一定

程度上表明中国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在当时还不

具备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条件ꎬ最起码当时他们

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理论还所知不多ꎬ他们津津

乐道的仍然是西式政治制度所亟需的学说ꎬ即使

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期ꎬ中国激进民主主义者所孜

孜以求的仍然是西式政治制度的完善ꎬ试图给西

式共和国提供一种新文化的支撑ꎬ伦理的觉悟作

为最后的觉悟ꎬ还是为了解决政治问题ꎬ实现西

式共和政治ꎮ〔３８〕但是ꎬ苏俄十月革命的炮声惊醒

了正在努力寻找救国学说的中国激进民主主义

者ꎬ不仅将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十月革命的巨变

上ꎬ还将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十月革命所开辟

的人类历史新纪元上ꎬ更将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

了指导苏俄十月革命获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上ꎮ
李大钊认为苏俄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

革命”ꎬ是“世界新文明的曙光”ꎬ强调中国革命

必须“适应此新潮流”ꎮ〔３９〕 有一些激进民主主义

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ꎬ如胡汉民ꎬ〔４０〕

有一些激进民主主义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劳

动问题和经济学说ꎬ如戴季陶ꎮ〔４１〕 还有一些激进

的民主主义者则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

学说ꎬ如李大钊ꎮ〔４２〕中国激进民主主义者阵营中

的马克思主义知识逐渐充实起来ꎬ扩展开来ꎬ并
在新文化运动中掀起了讨论苏俄的潮流ꎬ在客观

上促进了更多的人参与到苏俄情况的介绍和研

究中来ꎮ
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苏俄十月革命介

绍与研究的背景下ꎬ发生了理论上的分裂ꎮ 一部

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如胡适等ꎬ继续关注西方政

治制度ꎬ试图在完善中国的西式政治制度上继续

努力ꎬ仍然走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完善道路上ꎻ
另一部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如李大钊等则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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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介绍和研究苏俄十月革命指导思想的过程

中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ꎬ逐步地变成了一个马克

思主义者ꎬ开始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ꎬ已
经走上了追求“庶民之胜利”的马克思主义道

路ꎮ 胡适等人仍然看好西方政治制度ꎬ强调中国

的西式政治制度只是未完善ꎬ还存在着许多有待

解决的问题ꎬ中国解决政治制度不完善的办法ꎬ
只是多解决些具体的问题ꎮ〔４３〕 李大钊等人则明

确地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ꎬ依托马克思主

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ꎬ用马克思主义的阶

级分析法ꎬ研究了人类历史的新走向及中国的新

前程ꎮ 李大钊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化ꎬ就表现在他

拥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及人生观

等ꎬ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在科学分析和彻底批判西

式资产阶级政治的基础上ꎬ科学地指出了人类在

政治上的发展方向就是追求和实现人类解放的

“庶民之胜利”ꎬ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ꎬ不仅率先

在苏俄一国实现了“庶民之胜利”ꎬ而且还开辟

了人类历史走向“庶民之胜利”的新纪元ꎬ西式

政治制度必然会被“庶民之胜利”所取代ꎮ〔４４〕 马

克思主义化使得中国激进民主主义者中的一部

分人获得了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ꎬ并将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获得与使用作为解决“中国向何

处去”根本问题的唯一抓手ꎬ李大钊不仅公开地

说自己“喜欢谈论布尔扎维主义”ꎬ而且还用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了解决“中国向何处去”问
题的合理性ꎮ〔４５〕 李大钊与胡适之间发生的问题

与主义之争ꎬ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中国激进民

主主义者分化的分水岭ꎮ 从此以后ꎬ中国激进民

主主义者中的知识分子就有一部分人逐步地马

克思主义化了ꎬ并由此而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

的知识前提和组织基础ꎮ

三、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知识前提及组织基础

中国共产党得以成立固然有根本性的社会

条件ꎬ比如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就日益壮大的无

产阶级队伍及其在政治上的自觉ꎬ再比如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先进性与科学性等ꎬ学术界在研究中

国共产党成立的条件时已经对诸多根本性条件

进行了充分分析ꎬ甚至是彻底的分析ꎮ 这里所要

进行的分析ꎬ乃是一个具体层面的条件分析ꎬ即
分析中国共产党得以在中国社会中成立的知识

前提和组织基础ꎮ 当然ꎬ这里所谓知识前提ꎬ并
不是指中国知识分子创造出了新的理论知识ꎬ而
是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接受了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ꎬ使得中国社会的诸存在要

素中就增加了一类理论知识的要素ꎬ这就是中国

社会中出现了承载于一部分知识分子及相应的

书籍、杂志、报纸等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性理论

知识ꎮ 中国的激进民主主义者通过苏俄十月革

命ꎬ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ꎬ使得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知识得以出现在中国ꎬ提供了中国革命

面目焕然一新的理论知识前提ꎮ 这个知识前提

的获得ꎬ概括地说ꎬ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ꎬ给
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ꎮ〔４６〕这里所说的组

织基础ꎬ也不是分析中国共产党得以成立的社会

阶级基础ꎬ而是指中国共产党得以在组织层面上

建立起来的具体人员基础ꎬ即回答哪些人积极地

自觉组织了起来ꎬ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

织ꎬ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组

织ꎮ 中国共产党最初建立起来的时候ꎬ她的主要

成员就来自于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ꎬ他们已经接

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ꎬ在改造中国的问题上选

择了“走俄国人的路”ꎮ〔４７〕从这个意义上讲ꎬ这些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ꎬ并在实践中组织起来的

先进知识分子ꎬ就是中国共产党得以成立的组织

基础ꎮ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马

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组织化ꎮ 这个组织化的过

程所以能够完成ꎬ就是因为中国社会中已经存在

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体系ꎮ 如果中国社会

中没有出现激进民主主义者中的一部分接受了

马克思主义ꎬ并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在人们当

中有一定流行度的中文版的理论体系ꎬ那么中国

共产党的成立ꎬ就会既缺少组织化必要的理论指

导ꎬ也缺少组织化所必需的人力基础ꎮ
中国近代最早提及马克思的刊物是在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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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主办的«万国公报»ꎬ但这不过是它介绍各

种社会主义思潮中顺带提及的一笔ꎬ并不构成介

绍马克思主义的行为ꎮ〔４８〕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

２０ 世纪初始就注意到了社会主义思潮中的马克

思ꎬ将马克思看作是社会主义的鼻祖ꎬ并粗略地

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最要之意ꎬ即“土地归公、资本

归公”及“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ꎬ〔４９〕有的先

进知识分子还注意到了马克思解释历史的唯物

论及阶级斗争ꎬ列举出马克思的主要著作ꎬ〔５０〕 孙

中山甚至对马克思的 «资本论» 也能介绍一

二ꎮ〔５１〕但是这个时候ꎬ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还在

努力地进行着资本主义化ꎬ还在努力地争取着中

国的西式政治制度前途ꎬ并且是争取不出现政治

革命之外的西方所谓社会革命ꎮ 他们认为西方

各国是先进行了资本主义的政治革命ꎬ而后又发

生了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ꎬ他们试图在中国将社

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结合起来ꎬ “毕其功于一

役”ꎬ〔５２〕即他们所主张的中国政治革命应该比西

方的政治革命先进ꎬ要在政治革命的过程中造成

避免了社会革命的结果ꎮ 在这个意义上说ꎬ他们

虽然也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介绍一二ꎬ但其目

的显然并不是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改造中

国ꎬ反而是要极力避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造成的

社会革命ꎮ 他们即便拥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知识ꎬ也不会被马克思主义化ꎬ从而也就不会

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转化成政党的组织基

础ꎮ 苏俄十月革命后ꎬ中国的舆论中出现了一个

介绍和研究苏俄及其指导思想的潮流ꎬ〔５３〕 许多

非马克思主义化的知识分子也参与介绍了马克

思主义的一些学说ꎬ比如胡汉民较多介绍了唯物

主义ꎬ〔５４〕 而戴季陶较多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等ꎮ〔５５〕 非马克思主义化知识分子对马

克思主义的介绍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

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ꎬ但他们的目的却

也是要避免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指导思想ꎬ他
们的介绍和研究最多不过是要了解他们在理论

上的对手ꎬ并试图在理论对手擅长的领域发挥主

导甚至领导的作用ꎮ 戴季陶与孙中山的一次谈

话中ꎬ解释了他所以关注和研究劳工问题的目

的ꎬ就是“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

数人”ꎬ避免“许多无组织、无教育、无训练又没

有准备的”“很危险”的“罢工”ꎮ〔５６〕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知识前提当然是马克思

主义理论知识在中国的传播ꎬ但马克思主义理论

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要形成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知

识前提ꎬ却需要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ꎬ这就是中

国要出现一批马克思主义化了的知识分子ꎮ 马

克思主义化的知识分子才会自觉成为马克思主

义理论知识的完整载体ꎬ而不是像非马克思主义

化的知识分子那样ꎬ试图仅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

一个理论上需要了解的对象或对手ꎮ 中国的先

进知识分子一旦自觉到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整体ꎬ就会自觉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ꎬ
既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批判者ꎬ也成为资本

主义各种理论体系的彻底批判者ꎬ并由此而要更

加自觉地掌握其用以理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

整体ꎮ 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整体包括马克思

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科学社会主

义ꎮ 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化了的中国先进

知识分子ꎬ固然还不能像他们的后辈那样准确且

充分地了解和掌握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ꎬ
但他们在框架上的完整性却十分明显ꎮ 李大钊

等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及阶级分析法、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对未

来人类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向往ꎬ就已经比较完

整地呈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框架ꎮ〔５７〕

马克思主义化了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ꎬ不仅将马

克思主义看作是科学地认识世界的理论ꎬ而且更

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改造世界的科学指南ꎬ他们

深知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ꎬ既需要进行

科学地分析ꎬ更需要合理的行动ꎬ而两者在以往

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主义中都没有被很好地解

决过ꎮ 因此ꎬ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分析和

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科学理论的价值高度重

视ꎬ并将解决“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关键定位

为正确地选择主义和选择正确的主义ꎬ归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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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选择马克思主义ꎮ 在他们看来ꎬ马克思主

义在理论上的科学性及其在实践中的先进性ꎬ都
已经被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ꎮ 苏俄“十月

革命的成功ꎬ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ꎮ〔５８〕 苏

俄十月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ꎬ不仅解决了

俄国的问题ꎬ这是中国当时关注和学习苏俄的关

键ꎬ苏俄有效解决其国内问题的经验对久久不能

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ꎬ具有重大的启发ꎮ “我们

北方邻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ꎬ建立了

一个劳农政府ꎬ摆脱了剥削制度ꎬ获得了真

正的自由解放”ꎬ深为社会主义理想所吸引的中

国先进知识分子ꎬ “心中感到无限兴奋和鼓

舞”ꎮ〔５９〕李大钊指出苏俄十月革命是“世界新文

明之 曙 光 ”ꎬ〔６０〕 “ ２０ 世 纪 中 世 界 革 命 的 先

声”ꎬ〔６１〕中国要在这个“世界的新潮流”中寻求自

己问题的解决ꎬ〔６２〕 成为遍插“赤旗的世界”的一

部分ꎮ〔６３〕中国的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正是在了解、
研究和宣传苏俄十月革命的过程中完成了自己

的马克思主义化ꎬ并使得当时中国社会里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知识获得了完整的框架ꎬ被当作了科

学认识世界的理论ꎬ被看作是有效改造中国的科

学指南ꎮ 这样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ꎬ才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知识基础ꎮ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化ꎬ就是服

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彻底的科学性ꎬ从而

在理论分析及实践指导上完全遵从马克思主义

理论知识的基本原则和理论逻辑ꎬ不仅将自己对

世界、历史及人生的看法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

本理论的基础上ꎬ更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

建构起了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以实现理想

的可靠路径ꎮ 马克思主义化的中国知识分子与

只是了解或熟悉马克思学说的知识分子不同的

最根本之处ꎬ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化

了的知识分子那里是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整体

性知识ꎬ它既是认识和解释世界的科学ꎬ也是改

造世界和实现人生价值的指南ꎬ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知识在马克思主义化的知识分子这里表现出

了相当明显的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ꎬ而在非马克

思主义知识分子那里ꎬ马克思主义却不过是理论

知识ꎬ既不成其为世界观ꎬ也不会成为他们行动

的指南ꎬ至多只能是在某个方面有所借鉴ꎬ有些

甚至因为要更好地做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敌

人ꎬ如戴季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劳工问题即是试

图以温和的思想来消弭马克思主义在劳工运动

中的影响ꎮ〔６４〕 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并不是因为

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ꎬ就会马克思主义

化ꎬ就会成为马克思主义组织成政党的社会基

础ꎬ那些能够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社会基础的

先进知识分子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化了的先进知

识分子ꎬ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ꎬ中国社会中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就不会产生组织化的社会结

果ꎬ就不会出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

党ꎮ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出现的历史必然性ꎬ就在

于是苏俄十月革命造成世界局势的大变革ꎬ促成

了寻找救亡图存的部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触

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ꎬ并因在理论上彻底服膺于

马克思主义ꎬ变成了真正马克思主义化了的知识

分子ꎬ恰恰是这样一批马克思主义化了的知识分

子ꎬ一身而二任ꎬ既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知

识前提ꎬ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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