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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学生与早期中国共产党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王　　　新　生

甲午战争以后，大批中国有志青年前往日本留学，其状况以及影响的相关研

究成果颇多，即使在留日学生与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方面也有不少颇有见地的

论文，但作为中国共产党创造者的留日学生大多很快离党或处在党的对立面，显

示该课题尚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同时从中可以看出中日近代交流及其相互影响

的多重面向关系。需要说明的是，本人尚未对该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只是提出一

点粗糙的看法，缺乏实证性分析。

一、留日学生创建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经常有“南陈北李”之说，即陈独秀、李大钊的贡献。

陈独秀1879年生于安徽怀宁，父亲早亡，在祖父的严格教育下获得科举考试的“秀

才”资格。15岁时甲午战争爆发，其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引发“戊戌变法”

及其失败、“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等。1901年10月，陈独秀第一次

达到日本，决心进入早稻田大学前身东京专门学校学习，为此首先进入“亦乐书院”

学习日语。但两个月后参加留学生组织“励志会”，该组织本来的目的是“交流知识”

及“休息场所”，随着革命风潮兴起，政治话题增加，出现“稳健派”和“过激派”的

争论。为此，陈独秀很快退出该组织，对留学生经营的“译书汇编社”感兴趣，阅

读大量该社翻译的西方社会科学、政治思想理论书籍，并产生自己创建出版社、

杂志社的想法。1902年3月，陈独秀回安徽安庆，借用安徽藏书楼图书馆，组织

演说会，宣传“自由”、“民主”、“平等”等新思想，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但引起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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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注意，将其作为“危险分子”加以追捕，遂在同年9月回到日本。进入中国留

学生向往的军事训练学校——成城学校，参加该校留学生革命组织“青年会”，并

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处女作《小学万国地理新编》。1903年3月，陈独秀等五

名留学生威胁、剪掉骚扰女留学生的清政府驻日监督学生官员的发辫，清政府通

过日本政府将陈独秀等三名为首者逮捕并强制性离开日本。回到上海的陈独秀成

为章士钊主编的《国民日日报》编辑，1907年春因在芜湖参加武装起义而遭逮捕，

押送途中逃脱，第三次东渡日本。进入东京的正则英语学校，1908年秋回国度假，

同年底再回日本。1909年秋因兄亡回国奔丧，逗留故乡。1911年辛亥革命时参加

安徽省和浙江省的武装起义，成功后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篡夺辛亥革

命果实的袁世凯暗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孙中山发起反袁的“二次革命”，陈独秀

在安徽省积极响应，失败后1914年7月第五次赴日，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

1915年6月，因妻病故回国。

1914年10月，陈独秀在《甲寅》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文章，指出“如

果国人没有爱国心，其国危险。如果国人没有自觉心，其国灭亡。如果两者均不

具备，则国就不是国家”。而且中国人将国家“看做是五谷丰穰的神”，将爱国看

做“与忠君同义”，不过是人们为掌握天下者“牺牲”，“没有一点自由和权利，也不

是幸福”。回国后在上海创办并主编《新青年》，提倡民主与科学、文学革命。

1917年受蔡元培校长的邀请，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部长。1918年底与李大钊等

创办《每周评论》，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阐述了十月革命作为“人类

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的历史意义。“五四运动”时被捕，虽然得到随即释放，

但被迫离开北京大学，再次回到上海。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发表《俄罗斯

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拥护推翻沙皇制度的革命，同时积极组建共产党组织。

其后在发表的诸多文章和演说中，陈独秀批判了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主张

中国应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上海也遭到当局的严密监视，得到广东省军政府的邀

请，1920年12月，陈独秀取道香港到广州，指导当地的共产主义者组建共产党组

织。因其影响，尽管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仍然当选为中央局书记。

李大钊1889年出生河北乐亭，1913年冬初到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受到

日本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安部矶雄的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同时还阅读了日

本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幸德秋水、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的著作。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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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留日学生召开集会，推举李大钊起

草反对通电。1916年初，李大钊回上海联系反袁事宜，两周后返回日本，但同年

4、5月未毕业回到上海开展反袁斗争。

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布尔

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在赞扬俄罗斯革命的同时，宣传社会主义。其后又发

表了《新纪元》、《平民独裁统治》、《战后之世界潮流》、《农村与青年》、《唐山煤

厂的工人生活》、《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现在与将来》等文章，利用马克思主

义分析中国问题。特别是在1919年10月由其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作为

“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登了六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亲自发表了《我的马

克思主义观》，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

科学社会主义。

1920年3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大学秘密组成“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底

又组成“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与此同时，发展党员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

织。1921年1月，北京党组织举行全体会议，决定组织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

推举李大钊为书记。

虽然“南陈北李”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对建党

的贡献功不可没。另外在出席“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四名留日者，即李达、周佛海、

李汉俊、董必武。李达1890年出生湖南零陵县冷水滩（今永州市）佃农家庭，

1913年考取留日官费生到东京，一年后因患肺病辍学回国，1917年春再次赴日，

考入第一高等学校学习理科。1918年4月，在东京流传一条消息，即日本政府为

防止俄国革命的影响准备出兵西伯利亚，为此向北京段祺瑞政权提供贷款，并签

订《日华共同防敌军事协议》。留日学生群情振奋，发起罢课抗议活动。在三年

前“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来临之际，抗议活动骤然高涨。5月6日晚，46名留

学生在东京神田街中华饭馆“维新号”集会，成立“大中华留日学生救国会”，回国

推动反日运动。突然闯入数十名警察，以违犯1905年制定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

则》禁止集会条款而逮捕、殴打，审讯后释放，史称“维新号事件”。李达也在该

次事件中被捕，释放后率“留日学生请愿团”回国请愿，要求取消协议。尽管没有

成功，但“是中国学生第一次的游行请愿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前奏”。

失望的李达再次到东京，同时不再追求“事业救国”的理科，而是埋头苦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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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救国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其中包括河上肇的著作等。1919年李达的第一篇论

文《社会主义是什么》发表在上海报纸《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其内容阐述

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指出“社会主义共有生产与支配，主张全部废除

私有资本，但不主张全部废除私有资产，共产主义主张全部废除私有资产，社会

共有资产并共同生活”。1920年夏，李达回到中国后陆续出版了其翻译的《社会

问题总览》、《唯物史观解说》、《女性中心说》等日本社会主义书籍。同时积极参

加上海党组织的建设，并出席“一大”，当选为宣传主任，代理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周佛海出生湖南省沅陵县，1917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学习日语，进入第一高

等学校预科，1918年考取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造士馆（今鹿儿岛大学）。当时该

校具有自由主义的学风，甚至在战时也有利用日本共产党员的文章作为教材的教

授。受其影响，周佛海也对社会主义产生兴趣，翻译《社会问题概论》，由上海

中华书局出版，同时不断向张东荪等人主办的《解放与改造》投稿，介绍社会主

义。其后连续撰写了十几篇论文发表在上报纸和杂志《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新

青年》、《共产党》上，如《社会主义的实行与实业的发展》、《我们为什么主张共

产主义》、《夺取政权》等。另外，周佛海经常召集中国留学生举行演说练习会，

据说其演说能力较强。其中1920年暑假期间周佛海回国探亲，途中经过上海，访

问《新青年》编辑部，与陈独秀会谈，接触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赞成建立共

产党。回到日本后通过陈独秀结识施存统，两人建立中国共产党日本小组。1921

年6月，周佛海收到来自东京施存统的来信，建议其参加7月20日在上海举行的建

党会议。尽管在晚年的回忆录文章中借口是周佛海长期没有回国，但施存统与日

本社会主义者交往密切、翻译大量社会主义文献发表在上海的杂志上等活动，因

而受到日本警方的严密监视而行动不便，决定由周佛海参加1921年7月的中共“一

大”。

李汉俊1890年出生湖北省潜江县，1904年东渡日本留学，最初进教会学校晓

星中学学习，毕业后进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1915年7月考取东京帝国大学土

木工学科，成为中国政府官费留学生。尽管日本经过“大逆事件”，社会主义运动

进入严冬季节，但“十月革命”爆发后，为解决严峻的社会问题和工人运动，护宪

运动、普选运动等形式的“大正民主运动”出现。1918年到1919年，堺利彦、高畠

素之等信奉社会主义的学者在《新社会》杂志上介绍马克思主义。高畠翻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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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第一次印刷两万册很快脱销，成为不断再次

印刷的畅销书。山川均主办的《社会主义研究》、河上肇主办的《社会问题研究》

也创刊，迅速成为畅销的杂志。另外，《改造》、《解放》等杂志也创刊，出现人

人谈社会主义的现象。李汉俊显然受其影响，在专业学习上没有下很大的功夫，

因而成绩平平，但从其1918年回国后连续发表的文章来看，在很大程度上是埋头

苦读社会主义的书籍，例如翻译出版《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发表90多篇文章介

绍社会主义。张国涛认为李汉俊“可说是我们中的理论家，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

的特别感兴趣”，董必武甚至将李汉俊成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李汉俊后来

结识陈独秀，与李达组成上海党小组，并参加1921年7月举行的中共“一大”。

董必武1886年出生湖北黄安，加入同盟会，参加反袁活动。1914年1月赴日，

考入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参加中华革命党。1915年6月，回国反对“二十一条”，

被捕入狱，1916年6月出狱。1917年2月，赴日参加法律科毕业考试，接触河上肇

《贫乏物语》等社会主义，同年夏回国办律师事务所。为改造国民性，宣传新思

想，积极创办报纸和学校。1920年私立武汉中学招生授课，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

除上述直接参加建党活动的留日学生外，还有通过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

义间接推动建党的留日学生，其中有陈望道、施存统、彭湃等人。陈望道1891出

生浙江义乌，1915年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亚预备学校、早稻田大学法科、东洋大

学文科、中央大学法科学习，毕业于中央大学法科。1919年6月回国，参照英文

译本翻译、出版幸德秋水、堺利彦1904年翻译的马克思《共产党宣言》。1920年8

月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其八位成员之一。因在审批组织活动经费问题上与

陈独秀产生矛盾与冲突，尽管没有出席“一大”，但其后担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

书记，组织工会 ；施存统1899年出生浙江金华，1920年6月到日本留学，学日语

期间翻译河上肇、山川均的社会主义文章。在日积极联系同志，引起日本警方注

意，1922年被遣返回国 ；彭湃1896年出生广东海丰，1917年6月赴日，9月考入为

中国留学生接受预备教育的东京成城学校预科补习，1918年5月毕业后考入早稻

田大学专门部三年制政治经济科。“维新号事件”被拘留，释放后回国。1923年7

月到1925年底，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等。

需要提及的是，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即成立大会的代表共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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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就是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北京代表张国涛、刘仁静；济南代表王尽美、

邓恩明；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东代表陈公博、

包惠僧 ；日本代表周佛海等人，平均年龄27岁，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

二、留日学生离开中国共产党

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以李汉俊为中心的留日者围绕诸多议题

与其他代表产生分歧。首先在“是否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是无产阶级

专政”议题上，李汉俊认为世界上有苏联的十月革命、德国的社会民主党革命等，

应实地考察这些地区，然后在国内设立马克思主义大学等研究机构，充分研究后

最终决定党的纲领。在李汉俊看来，在中国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

首要问题是共产党员自身学习社会主义，努力提高工人的意识，提出无产阶级专

政并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工人运动为时尚早。最年轻的代表北京大学在校生刘仁静

完全反对李汉俊的主张，认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为革命的圣经，通过武装暴

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中国共产党不仅

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机构，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准备共产主义革命。但李汉

俊不赞同刘仁静“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斗争的直接目标”和张国焘“不管各国情形怎

样，是要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与会代表除陈公博对李汉俊的观点表示赞成外，

其他均持反对意见，结果通过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方针的议案。

特别是“是否支持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府及其他革命组织”、“是否认可共

产党员担任广东政府议会议员及政府机构职务”的议题引起更为激烈的争论。李

汉俊主张共产党员可以成为议员，也可以担任政府机构职务，应当将表面的职业

与秘密活动结合起来。共产党选拔适当的成员参加资本主义政权的议会，或成为

资本主义政权的官员，宣传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可以为无产阶级革命做准备。对

此，陈公博、李达等表示赞成，但刘仁静坚决反对，认为不应对国民党及议会活

动抱有太多的幻想。张国焘则声言“不与任何政党联合”，甚至认为国民党的南方

政府与北洋政府是“一丘之貉”。李汉俊进一步表示在目前斗争中应当“支持孙中

山先生的革命运动”、“援助国民党”。但在张国涛的活动下，最后的决议为“对现

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在政治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

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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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李汉俊与李达、陈公博主张“联合学生与知识分子，不采取中央集权的独

裁方针”，反对包惠僧、张国涛主张的“团结城市工人，通过革命建立中央政权”。

“一大”后与会代表到各地活动，1922年春天李汉俊到武汉的大学任教，不仅

其课堂吸引许多学生，而且与当地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经常带领学生访问工人，

阐述“权利”与“义务”，强调集体谈判的重要性，同时发动罢工活动，与外国资本

家进行集体谈判。1923年2月，李汉俊带领学生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张国涛也出席大会。尽管遭到李汉俊的强烈反对，但在张国涛鼓动下，向军阀吴

佩孚提出的“十项要求”。结果遭到镇压，大批工人惨遭杀害，李汉俊事先得到消息，

逃到北京，担任北京政府教育部门的工作，但很快受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将其除名

的通告，同年5月5日，李汉俊提出“离党申请”。

1924年孙中山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实施接受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国共合

作”，但第二年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对立激烈，指挥北伐的蒋介石

在占领南京、上海后的1927年4月12日彻底镇压共产党。首先在北京，当选中国

共产党“三大”、“四大”中央委员的李大钊惨遭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再次回到武

汉的李汉俊继续在大学任职，同时承担湖北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同年9月10日成

为国民政府湖北省改组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多次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文

章“抨击”中国共产党，并提出共产党员停止共产运动保留在国民党内的建议，但

没有被已经实施“分共”政策的武汉国民政府所接受。尽管如此，来自南京国民政

府的军队在11月14日攻入武汉，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以及革命支持者。

躲藏在日本租界的李汉俊也遭到逮捕，并在17日晚惨遭杀害。

彭湃从1923年7月到1925年，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同时担任中共广

东区委委员，1927年5月“五大”当选中央委员，10月海陆丰起义。1928年7月“六大”

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8月被捕，惨遭杀害。

周佛海“一大”后返回日本继续留学，1922年夏从“七高”毕业，考入京都帝国

大学经济学部，成绩较为优秀，但接受河上肇反对的“早熟社会革命”，认为在中

国接受共产主义革命为时过早，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1924年6月，受广

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邀请，尚未毕业赴广东担任宣传部秘书，并在广东

大学任教。其后提出脱离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同年秋天中共中央接受其要求。

1926年3月，周佛海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回国，担任国民政府武汉中央军事政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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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1932年参与策划国民党特务机构“蓝衣社”的建立，

经历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后，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38年

12月，随汪精卫参与建立南京伪政权，历任该政权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

上海市市长，抗战后判无期徒刑，1948年2月病逝狱中。

陈独秀在中共“二大”、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在

中共“四大”、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其后思想发展成为右

倾机会主义，放弃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

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大革命失败

后，被批判为托洛茨基机会主义并解除总书记职务，其后接受托派观点，以在党

内成立小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1929年11月，因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

的公开信，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发表由81人署名的作为托陈取消派纲领的《我

们的政治意见书》，同时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

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

央书记。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模范监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出狱，1942年病死四川江津。

建党初期李达与陈独秀的关系比较密切，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上，李达

对《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阵线”的决议案》持保

留意见，既不同意加入第三国际，也不同意于国民党进行党外合作。于是辞去中

央局宣传主任职务，然后到长沙任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长。1923年4月

与毛泽东一起创办《新时代》月刊，任主编。同年暑假与主张“一切归国民党、

一切经过国民党”的陈独秀产生矛盾并当面冲突，不仅中断了与陈独秀的练习，

也离开党组织。1923年至1926年任湖南法政专门学校学监兼教授，1926年发表《现

代社会学》，系统论述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1927年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

汉分校政治教官、代理政治总教官兼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其后

辗转各地大学任教，在1935年发表专著《社会学大纲》，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1949年5月，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

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至1952年任湖南大学校长 ；1953年至1966年任武汉

大学校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迫害，1966年8月去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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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8月，共产国际为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

会，共产国际派张太雷到东京，由施存统介绍与日本共产党员取得了联系，不幸

同年12月，施存统与部分日本共产党员一起被捕，在东京监狱里关了10多天后，

1922年1月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遣送回国。1922年当选为青年团中央书记（第

一任），1924年到上海大学任教，后在中山大学、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

所讲授政治经济学。1927年任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政治部主任。大革命

失败后脱离中国共产党，后从事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的着译工作，并任上海大

陆大学教授、广西大学教授。抗战期间为文化界救国会领导人之一，与黄炎培、

章乃器等组织民主建国会。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

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后任劳动部副部长。1970年11月被迫害致死。

陈望道“一大”后担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组织工会，“三大”后退党。

1923年至1927年在上海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务主任等职后改任复

旦大学中文系主任。1934年9月创办《大自》半月刊，并与鲁迅等共同发起大众

语运动，对国民党的“文言复兴”运动加以痛击。1940年秋从上海经香港转赴重庆，

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42年起任新闻系主任、代教务长。1946年6月，随复

旦大学一道回上海，积极配合党组织保护和支持师生的革命斗争。解放前夕，负

责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工作，组织广大进步教授参加反内战、反饥饿等民主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长、

华东高教局局长、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

委主任委员等职务。1957年重新加入共产党，1977年3月病逝。

在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以及早期中国共产党活动的留日学生中，始终在党内

工作的只有董必武一人。其在“一大”后发展湖北党组织，国共合作时主持国民党

省党部工作。1927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2年回国后在江西根据地先

后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最高法院院长等职。1934年参加长

征到陕北先后担任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代理主席等职。1938年当选为“六大”

中央委员，“七大”到“十大”均当选中央委员乃至政治局委员。建国后历任中央财

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

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及代主席，



王　新生　　留日学生与早期中国共产党184

1975年4月病逝。

三、从“国家认同”到“阶级认同”

从某种意义上讲，留日学生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但大多很快离开共产党甚至

成为共产党的对立面。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首先与中日两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差

异具有密切关系，致使留日学生在“民族国家”和“国民国家”之间产生纠结。留日

学生大量出现除甲午战争满清失败导致向日本学习之外，其他主要原因正如多数

相关论著引用的张之洞《劝学篇》中所指出的那样：“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

一、路近省费可多遣 ；一、去华近易考察 ；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 ；一、西书

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

事半功倍，无过于此。”继而“若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 ”实际上，

直到今天“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这种误解仍然存在。

日本年轻学者与那霸润的《中国化的日本——日中“文明冲突”千年史》在内

藤湖南“宋代近世说”的基础上，将21世纪的中国崛起称为日本应追赶的目标，即

不适应近代工业文明的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却在全球化过程获得迅速发展。按照其

观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在宋代形成，即经济和社会彻底自由化，政治秩序却通

过某个唯一势力支配的体制以及基于理想主义理念的统治行为正统化，这种体制

直到今天没有变化。尽管古代日本具有中国化过程的历史，但渐行渐远，最终在

江户时代形成了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截然相反的日本传统社会文化，也就是日本

是权威与权力分离（中国是权威与权力一致）、政治与道德分离（政治与道德一

体化）、地位的一贯性低下（地位的一贯性上升）、农村模式秩序的静态化（以市

场为基础的秩序流动化）、人际关系共同体化（人际关系网络化）等五个江户时

代社会特征，直到今天也没有变化。尽管其观点存在需要商榷的地方，但中日两

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截然不同仍是不争的事实。

正因如此，在应付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时，日本传统社会文化比中国传

统社会文化显然具有优势。简单地讲，日本的传统社会文化和社会组织原理容易

组成西方式近代“国民国家”，而中国却在“民族”与“国家”之间徘徊。在中国学术界，

“国民国家”和“民族国家”存在争议，尽管英文Nation-state 兼有两者的含义，但

也有区别，如果说国民国家是以个人为单位的政治共同体，那么民族国家则是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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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和文化意义上的族群共同体。欧美等先发型现代化国家更多强调的是前一个侧

面，亚洲等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则重视后一个侧面。尽管如此，族群的单一性也是

日本能够迅速组建近代国家的重要原因，而满清时代的中国则要复杂得多。本身

族群众多，而且是少数族群统治，如何组建近代国家是困扰政治及知识精英的重

要课题。

正因如此，梁启超主张在中国社会政治体制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中，只有导

入将清王朝皇室作为一种政治“装饰品”的“虚君共和”，才能保持中国的统一。梁

启超早在1899年10月15日的《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中如此定义 ：

“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事，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

得而辱，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与此同时，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家

们最初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国民国家为目标，但这种“先民族，后国家”的建设方法

反而为分裂主义提供了口实，因而其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过提倡“五族

共和”的阶段，最后落实到“中华民族意识”上。尽管如此，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

在其意识指导下整合国民是一个极为困难的事业。

更为重要的是，在江户时代，由于德川幕府实施诸如“将军与天皇”、“天皇

与将军”双重二元政治体制以及“参觐交代”、“小型华夷秩序”等内外政策，不仅推

动了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国内市场形成，而且也产生了早期的民族主义意识，因而

在面临西方冲击时容易较快地采取组建近代国民国家的政策。具体地说，日本开

国15年后出现明治维新政治变革，随即爆发查尔斯 · 蒂利所言近代国民国家形成

时期的抗争政治——自由民权运动，很快建立明治宪法体制，通过甲午战争最终

形成近代国家。也就是说，日本明治初期确立起一种“国民”与“国家”力量平衡的“国

民国家”形态，即地方政治权力集束到国家政府，同时激发国民的归属意识与自

主权利意识。反观中国，则进入另外一条道路，尽管鸦片战争刺激了满清的统治

阶级，但最初只是简单地模仿西方进行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洋务运动，甲午战

争失败后不仅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近代工业领域，而且也意识到政治变革的重要性，

于是出现短命的“戊戌变法”，但很快以失败告终。虽然最终通过暴力性的“辛亥

革命”解决了政权过渡问题，但其后软弱的国家政权无力凝集与团结“国民”力量，

无力满足“国民”对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双重欲求，更没有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中

央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张之洞所说的“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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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即所谓“透

过东洋学西洋”的说法是难以走通的快捷方式。正因如此，受日本社会现实影响

的留日学生难以在“政治革命”和“阶级认同”问题上与建党前后国内知识分子取得

一致。

其次，中日两国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留日学生在“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

问题上产生困惑。即使最早的留日学生到达日本时，日本已经形成近代国民国家，

尽管“大逆事件”使社会主义学说及其运动陷入低潮，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依然，

社会进入军部桂太郎及政党西园寺公望轮流执政的政治发展阶段，其后更是进入

“大正民主时代”。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社会获得迅速发展，不

仅工业经济超过农业经济，而且城市化也得到急剧发展，市民阶层逐渐形成，产

生了包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各样体制内改革运动，由此也奠定了得

以实现“普选权”（成年男子均有选举权）的社会基础。另外在城市化、市民化的

过程中，诸如劳资纠纷、失业救济、交通住宅等社会问题逐渐显露出来。为此，

政府在内务省设置社会局、城市计划局等部门，并制订了《职业介绍法》、《健康

保险法》、《租借土地住宅法》等法律。

与其相反，面对辛亥革命后仍然四分五裂的祖国，留日学生从现实日本感受

到的是如何建立一个近代国家，不仅唤起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乃至效忠，更重要的

是改善社会各个阶层的地位与生活。正如1918年末李汉俊归国后居住上海这个中

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和中外资本家的乐园，但看到的是地狱般的景象 ：“茫漫，褐

灰色破烂衣服随风飘摇着的天空里，粪溺湘杂、疮毒满身似的黑地上，杂聚着些

千鹑百结、皮黄肌瘦、污垢的群众，有的在道路上行走嘈杂，有的在太阳光里脱

衣坐着捕虱，有的在房内清理布片，有的在污烂的被下作无力的呻吟，这种景象，

大约谁也以为是地狱的景象，决不是人间所有的”。通过对贫民窟与高楼大厦的

强烈对比，看到社会的极度不公与不正 ：“劳动者是社会生活及文明之母，而由

社会所受的报酬，还不及他们所应得的。社会上有一种人因他们的劳动得以住大

厦、着丽服、围以娇妻美妾、食必山珍海味、坐轻车、乘肥马，为图一时快乐不

惜抛掷千金。而他们反食不能饱、衣不能暖，居不能避风雨，做一天工仅能保一

天的生命，一失去了劳动机会，眼睁睁就有冻死、饿死的危险”。那么，“如何改

造现在的中国？要解决此问题，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这般政治革命不能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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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既已证之，现状亦证之。故吾人之努力，唯有社会革命之一途”。即

使在“一大”上，李汉俊也是主张平时引导工人“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

集会自由的斗争”，以“改善工人的状况，开阔他们的眼界”。 但是，李汉俊希望

通过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进行社会革命的方式在中国难以实现，其在1926

年日本《改造》杂志发表的论文《中国无产阶级及其运动的本质》中明确反省道，

在四亿人口中，仅有200万的工人难以完成其社会变革的使命，是中国无产阶级

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如此一来，李汉俊难以赞成通过暴力更换政权的

“政治革命”，因而与中国共产党分离成为自然的选择。

另外，世界发展趋势也在发生变化。尽管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思想界已

经出现建设近代国家的动向，也就是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有关“国民国家”的争论。

梁启超主张通过清王朝皇室作为政治装饰品的“虚君共和”保持国家统一，进而建

设国民国家，动员全体国民的力量谋求国家生存。孙中山最初主张按照民族的标

准建设国民国家，为防止辛亥革命后的国家分裂，遂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但

其后处在复辟与内战不断出现的共和危机中。正因如此，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

中国政治与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欧洲战争爆发和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使1910

年代“思想战”的知识精英集体认识到，1911年之前以欧美为典范而构建的现代国

家模式，难以满足中国新政治主体的文化运动及其对新政治形态的召唤，俄国革

命又为选择新型政治提供可能。

实际上，在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同时，与国民党的合作十分密切。

在共产国际的军事援助下，孙中山的“党国模式”及其“党派利益”在广东获得胜出

并为其攻击北京政府获得政治资源，但在“北伐”过程中，国民党与主张阶级斗争、

土地革命的共产国际逐渐分裂，中国共产党却从“阶级认同”的立场成为共产国际

的一个支部，在行动上完全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尽管在实质上仍然延续了传统

的农民革命方式。具有代表性的是，本来李汉俊在建党时期就明确“反对无条件

接受第三国际津贴及命令”，大革命后期又对共产国际的政策与主张乃至共产主

义产生怀疑，因而转向“非资本主义”的三民主义国家，即“依靠农工及小资产阶

级来作国民革命”。换句话说，在这一过程中，追求“国家认同”的留日学生难以

适应“阶级认同”，于是离开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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