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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it comes to marxist theory of china, from its germination to development, and to 
maturity, its process had been very tortuous. Under the dual oppression of imperialism and 
feudalism, the early Chinese advanced intellectuals and democratic revolutionaries launched an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feudalism movement. The 1911 Revolution successfully overthrew the 
Manchurian government and the feudal autocratic monarchy of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However, because Yuan Shikai had usurped the fruits of the victory of 1911’s revolution, the 
revolution ended in failure. In order to save the Chinese society full of sores, the early communists 
represented by Chen Tanqiu on the ev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spread of Marxism. The historical date of Chen Tanqiu’s Marxism viewpoints on the ev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are collected and sorted a this paper, which lays a certain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us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Chen Tanqiu’s Marxism viewpoints 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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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经历了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一个曲折的过程。中国早期的

先进知识分子和民主革命之士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掀开了一场反帝反封建

的运动。辛亥革命成功的推翻了满清政府和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然而，由于袁世

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使得辛亥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为了挽救满目疮痕的中国社

会，大革命前夕以陈潭秋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

通过对大革命前夕陈潭秋马克思主义观方面的历史资料进行搜集和整理，为以后更加全面的

了解大革命时期陈潭秋的马克思主义观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1. 引言 

陈潭秋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武汉地区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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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湖北地委的主要负责人。其对推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建设和推动湖北

共产主义的组织建设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研究陈潭秋的马克思主义观不仅是对陈潭秋个

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学习，更是对中国早期马克思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承和发展。 

2. 陈潭秋生平简介 

陈潭秋，原名陈诚澄，字云先，号潭秋，1896 年 1 月 4 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现改为

黄冈市）陈宅楼。父亲陈厚怙，母亲龚莲馨，家中兄弟姐妹共十人，他排行第七，由于连年

的天灾人祸，家中的经济状况每日愈下。 

陈潭秋的童年，正值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中华民族日益严重；清朝政府媚外残

民，全国城乡百叶凋敝，民不聊生。[1]1912 年，陈潭秋第一次离开出生地，前往武昌求学。

1916 年，陈潭秋顺利地考入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并被选入了英语部进行学习。陈潭秋通过《新

青年》等报纸阅读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认识。1919 年，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谈判失败，消息传到中国，举国愤慨。他积极组织学生社团，走上街头，

大肆宣传北洋政府的卑鄙行为和帝国主义的罪行。1920 年，李汉俊致信董必武让其为成立湖

北党支部做筹备工作。董必武接受此项任务后，与志同道合的好友陈潭秋、张国恩等人酝酿

筹备。[2] 

1921 年 7 月，陈潭秋与董必武作为武汉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一起参加了中共一大。1923 年，

陈潭秋与部分党组织成员以及部分青年学生代表共同发动了支持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运动。

此后 20 年，陈潭秋为了中国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懈的努力。然而，1943 年 9 月 27 日，陈潭秋

在新疆从事党的工作期间惨遭敌人残忍杀害，这不得不说是我党的巨大损失，是中国人民的

巨大损失。 

3.大革命前夕陈潭秋的马克思主义观形成过程中的三次思想转变 

3.1 第一次思想转变 

1900 年，八国联军发动了侵华战争，给落后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联军所到之

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紫禁城完全沦陷，慈禧太后被迫逃亡西安。先看帝国主义列强方

面，他们是这次战争的发动者、入侵者，但是他们不仅始终未向清政府正式宣战，而且不承

认与清政府之间是交战国关系。[3]中国人民在八国联军的马蹄下备受煎熬，满清政府的软弱

无能让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民主革命人士气愤不已。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陈潭秋的五哥加入

了同盟会，并把帝国主义的残忍行径和清政府的投降主义思想讲给年少的陈潭秋听。哥哥常

常鼓励他要自立自强，要虚心学习，长大之后做一个真正的为国为民的中国人。虽然这时候

陈潭秋的思想还处于萌芽状态。但这些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思想深深地埋在了陈潭秋幼小的心

里。这为以后陈潭秋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3.2 第二次思想转变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了，彻底点燃了国人心中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怒火。以

北京为首的全国各地的学校和工厂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运动，请愿、罢学、罢工等。大

街小巷到处贴满了海报，上面写着“还我青岛”、“严惩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字

样。作为近代史上著名的“群体性事件”，五四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成功的标志是影

响了政府的外交决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4]身在武汉的陈潭秋立即投入到了这场没

有硝烟的爱国主义运动之中，他还与恽代英等爱国学生领袖并肩作战，一起领导了武汉地区

的学生运动。此时的陈潭秋因为已经接受了大量的文化知识的学习，所以，和少年时期的自

己比起来，思想逻辑更好了，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定的革命思想。他们在武昌街头当众宣讲民

主自由和民族独立等思想，批判帝国主义的恶行，讽刺军阀政府的不作为，讲到激动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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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台上热泪盈眶。由于他在大学时代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比如：《新青年》上载入的马

克思主义等文章和其它报刊上的一些进步思想著作，这为他在五四运动中正确的领导武汉地

区学生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因此，五四运动是大革命前夕陈潭秋马克思主义观的逐渐形成

的分水岭。 

3.3 第三次思想转变 

 1919 年秋，经倪季端的介绍，陈潭秋认识了董必武，两人一见如故，在一起畅谈了关

于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的问题、辛亥革命为何失败等问题。陈潭秋

与董必武交流了双方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十月革命以来自己参加五四运动所取得的经

验和自己的不足之处。1920 年 10 月，陈潭秋和董必武,张国恩、包惠僧、李汉俊、郑凯卿、

赵子健等优秀之士共同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旨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青年马克

思主义者为主。1921 年 7 月，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湖北共产党组织赴

上海出席中共一大。[5]陈潭秋在大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应该继续坚持与北洋军阀

政府之间的毫不妥协的斗争。他认为不应该将北洋军阀政府和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混为一

谈，应该区别对待。1921 年下半年，在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等革命志士的共同筹划下，

武汉区委正式成立了，陈潭秋继续负责组织管理方面的工作。在工作之余，陈潭秋继续学习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地汲取马克思主义新的营养。陈潭秋在不断地学生运动中发现只有将

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才能更好的发挥出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这为以后陈潭秋

领导武汉学生、工人、妇女支援京汉铁路大罢工的运动奠定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因此，中共一大的成功召开标志着大革命前夕陈潭秋马克思主义观的初步形成。 

4.大革命前夕陈潭秋马克思主义观的内涵 

4.1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巨大胜利，马克思主义让无产阶级国家尤其是世界上

那些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奴役和压迫的落后地区的人们看到了前途和希望。中国早期先进的知

识分子和民主革命人士更是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必需品。当马克思在中国的

传播如火如荼的时候。大量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探讨，以求从

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找出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道路应该如何走的新的思路。陈潭秋通

过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的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逐渐

产生了兴趣。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认为只有马克思

主义才能救中国。五四运动结束后，陈潭秋和董必武一起探讨了自十月革命之后双方关于马

克思主义的学习心得。陈潭秋结合自己参加五四运动的斗争经验，认为革命斗争必须要发动

人民群众。同时，提出了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必须要有自己的宣传阵地，而办报纸和学校是首

要的任务。1920 年，陈潭秋和董必武筹办的武汉中心正式开学，陈潭秋任教员，学校的主旨

在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其它先进的思想，团结进步人士，培养革命青年等。1921 年，中共一

大成功召开。陈潭秋参加一大之后继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同时，他经常通过演讲、

开会、极力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 

4.2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1919 年，五四运动掀起了一场震惊国内外的爱国主义运动。陈潭秋与恽代英等领导了这

次学生运动，并通过集中演讲对帝国主义的无耻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无能进行了严厉批驳。大

量青年学生听的泪流满面，义愤填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等口号响彻

武汉上空。之后陈潭秋不顾湖北督军对学生运动下发的死亡威胁，毅然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学

生运动。五四运动后，陈潭秋到南京、上海参观学习。[6]有幸结识了董必武，两人在一起交

流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学生运动的领导经验。1921 年末，他在被封建思想控制下的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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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女子师范学校任教，针对学校推行的封建落后思想，陈潭秋组织了全校学生的罢课，示威

游行，并发的武汉学联支援。最后，这次学生运动以代表封建思想的王式玉校长被撤而成功

结束。1923 年，陈潭秋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大罢工，他发动武汉各校学生、妇女、工人，新

闻界声援工人运动。学习陈潭秋马克思主义观就要学习它的内涵，学习他通过正确领导学生

和工人运动的经验，学习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领导学生、工人运动相结合。通过领导学生

和工人运动丰富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4.3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古板的文戒律，而是人们的指路明灯，它总是在人们内心充满迷茫

时，给人们以科学的指导意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方面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全面性。陈

潭秋在武汉地区通过各种途径宣传马克思主义，例如：办报纸、办学校、办读书会、办马克

思主义学习班、马克思主义研讨会等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方式体现。陈潭秋坚持马

克思主义的纯真的信仰，他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才可以把旧中国从北洋军阀政府落后并

且腐败的统治下解救出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于它总是从实践出发，总是从事物运行的

基本规律出发。陈潭秋通过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经典之作。试图从海量的马克思主

义著作中找出适合当时中国社会的治愈剂，在他的遗留著作中，他仍然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

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相结合，尤其是陈潭秋在湖北女师任教期间，帮助学生建立妇女

读书会、妇女运动同盟，拓宽了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渠道，陈潭秋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

的认识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的把握和运用都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 

5.大革命前夕陈潭秋的马克思主义观及其当代价值 

5.1 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陈潭秋从一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好奇到最后把马克思主义当做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去实

现。可见，陈潭秋对马克思主义的崇拜是由内到外的，甚至可以说是渗入骨髓的，这从他积

极领导学生运动以及工人运动区宣传马克思主义可以看出，对马克思主义由始到终的学习和

运用到实际中就是最好的表现。因此，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

的基本要求。 

5.2 客观地立足于现实 

大革命前夕陈潭秋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离不开其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学习以及实践

过程中，注重结合湖北武汉当地的历史人文特色，以适应马克思主义在湖北武汉的落地生根。

陈潭秋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中，他将马克思主义与武汉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进行了有机结合，

立足于当地具体情况，这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北其它地区的发展起到了好的借鉴作用。      

5.3 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大革命前夕陈潭秋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五四运动后，介绍马克思

主义书刊骤然增加，谈论社会主义成为一时的风尚。[7]陈潭秋利用这种国内思想潮流，通过

组织学生运动，进行演讲等方式积极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学生中的传播，陈潭秋通过办报刊

和和学校以及组织学生社团等方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学习。以及他后来领导了多次学

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些都说明了陈潭秋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中国具体历史实践相

结合。这是我们当代青年学习学习和传承陈潭秋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学习蓝本。 

6. 结束语 

        本研究通过对大革命前夕的陈潭秋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和梳理，发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已

经初步具有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特有的标识，即学习马克思主义、宣扬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把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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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变为改造旧社会的“利剑”，用它来一步步彻底斩断落后的封建思想和军阀政治。

本研究对陈潭秋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观进行了发掘，解决了一些人对陈潭秋马克思主义观存在

的不认可，不重视等情况。目前，国内大部分学者和专家将早期党史人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在早期中国产生过较大影响力的共产党人身上，而较少去研究早期为革命事业奋斗但只在中

国局部地区有影响力的优秀共产党人身上，本文对出现的这种现象作出了更正，希望更多的

研究者能够重新重视早期的部分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唯一遗憾和不足的地方是对陈潭

秋大革命前相关的资料记录仍旧收集困难，陈潭秋的相关资料仅存于自传，档案馆和他人自

传中对他的一些评价，加之，早期记录他的部分资料已经丢失，致使研究仍将继续整理和进

行。本研究旨在努力推进对早期共产党人陈潭秋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进程，为后面研究陈

潭秋的相关思想提供一个参考，为弘扬早期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而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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