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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上海

成立是 !天时 "地

利"人和#

文汇报$ 为何说马克思主

义给
!"

世纪的中国带来了一

场!知识革命"#

石川祯浩$五四时期!各种
西方近代思想洪水般地被介绍
进中国!其中!马克思主义将其
综合体系的特点发挥到了极
致" 马克思主义出现于当时混
沌达于极点的中国思想界 !对
于新文化运动以来各种各样的
问题 !比如 #吃人的礼教 $所代
表的中国传统思想%妇女解放%

科学的世界观%文学革命%东西
文明比较% 振兴实业等等错综
复杂的诸多问题! 马克思主义
通过唯物史观% 阶级斗争论以
及革命完成后将出现共产主义
美满世界的预言! 提供了根本
的解决方法和对将要到来的时
代的信心!从而引起了一场&知
识革命$' 在这个意思上!马克
思主义对于能理解它的人来
说! 意味着得到了 &全能的智
慧$( 对于信奉它的人来讲!等
于找到了&根本性的指针$) 在
旧有的一切价值被否定% 新的
替代价值观尚未出现时! 马克
思主义的出现! 无疑是给人们
提供了一个坐标"例如!被称为
&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李大
钊!在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

其著作一改从前晦涩难解的观
念性思维!变得简明易懂起来"

这不仅是因为其文体由文言文
变成了白话文!更重要的是!他
的思想本身已经开始在马克思

主义的思考模式中展开! 并用
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表述了"

文汇报$您在书中提到$李

汉俊曾将当时的中国社会状态

描述为!万里荒芜"% 您为什么

又认为$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

!天时&地利&人和"相互作用的

结果$并且是建党比较顺利的#

石川祯浩$ 李汉俊所说的
&万里荒芜$ 并非指社会本身!

主要是指文化方面!也就是说!

在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 社会
主义的时候! 出版物很少" 另
外!李汉俊本人对于有多少人
能够理解马克思主义著作也
心存担忧 !所以他才会说 &万
里荒芜$"

所谓 &天时 %地利 %人和 $!

也如我在书中所说! 在这样一
个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或者说
解读还不充分的时候! 中国共
产党的成立得到了很多外在的
助力"所谓&天时$!一个就是日
本出版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
作! 用日语撰写的马克思主义
的书籍在当时得以问世" 也就
是在那个时候! 恰好日本掀起
了社会主义热潮! 有很多关于
社会主义的宣传"

所谓 &地利 $!则很容易理
解"中国与苏俄接壤!从苏俄派
来的秘密特使可以更加自由地
在中国活动"相比之下!警察组
织对于在日本活动的社会主义
人士的监视%控制就严厉很多"

在日本! 尽管有很多研究社会
主义的学者%有很多工人!但是
从苏俄来的人会遭到严密监
视! 他们无法接触到日本的社
会主义者"在日本!社会主义研
究可以顺利进行! 但是组织就

难以发展起来"相比在中国!从
苏俄来的&密使$在日本根本没
有开展革命活动的空间"

所谓 &人和 $!也是一个很
重要的因素"在中国!陈独秀是
一个很有威望的早期共产主义
运动领袖"而在其他国家!有很
多不同的共产主义领袖! 这反
而会产生内部混乱! 但中国只
有一个具有权威性质的新文化
运动领袖! 所以中国的很多共
产主义者都信服他! 愿意追随
他"所以!陈独秀是一个很重要
的因素" 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
是!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第二
国际$组织" 当时!陈独秀是受
到&第三国际$的影响来组织中
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而其他国
家则因为和旧有的&第二国际$

有过联系! 需要做出选择***

是回归曾经的 &第二国际$!还
是加入新的&第三国际$+ 因此
内部产生了不少分歧) 而中国
因为没有选择上的困扰! 所以
更顺利地加入了&第三国际$)

文汇报$根据您的研究$中

国曾出现过多个以!共产党"命

名的组织$ 请问这些团体在中

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中扮演了

怎样的角色#

石川祯浩$ 由于统计方法
的不同! 中国具体产生过多少
个 &共产党 $!各家答案不尽相
同)根据我的统计!在文献中有
过记载的&共产党$组织有六七
个) 比如!

!"#$

年
%

月在重庆
成立的&共产党$(

!"&$

年由全
国学联的积极分子发起的 &大
同党$!&大同党$与共产国际的
特使有过联系! 他们曾派代表
出席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大会 (

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张民权组织
的 &支那共产党 $!也曾试图联
系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还有!江
亢虎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不久
成立的很小的组织 &中国社会
党 $! 由于后来江亢虎去了美
国!该组织就不复存在了!但其
在黑龙江的旧支部则于

'"&!

年派出代表试图参加共产国际
大会( 还有上海的 &少年共产
党 $!就是原来的 &社会主义青
年团 $(

!"&&

年
&

月在北京成
立的 &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

如果由欧洲勤工俭学留学学生
发起组织的, 后来并入国内陈
独秀领导的共产党的共产组织
也算在内的话! 就有

(

个这样
的组织)

这些名义上的&共产党$组
织! 其实对后来共产党的发展
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但需要
知道的背景是! 当时共产主义
在中国十分时髦! 尤其受到青
年学生欢迎) 虽然他们对马克
思主义的理解并不深入! 但听
到俄国革命是根据马克思主义
发动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运
动!很多人都很兴奋!争相模仿
俄国!以期改造中国) 这样!就
有了很多借着&共产主义$名头
成立的组织! 甚至还有由民国
国会议员成立的共产组织) 但
由于陈独秀的威望高!这些&共
产组织$的影响力都很有限)

文汇报$在您看来$上海推

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比其他

地方 $譬如北京 &广州 &武汉等

地好在哪里#

石川祯浩$简单来说!上海
是现代化大都市!交通方便!有
很多工厂%工人组织!还有很多

媒体%出版社%报社%杂志社)早
期共产党的主要活动就是宣
传! 所以媒体出版的存在十分
重要) 而且

)

上海与中央政府脚
下的北京相比! 对社会主义刊
物的压制要松一些! 这也是上
海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的
一个原因)

还有一点与北京的重大不
同在于! 上海有租界) 在租界
中! 中国警察不能随便逮捕共
产党人! 所以租界在某种程度
上保护了共产党人的活动) 有
了这些因素! 上海才成为了共
产党的活动中心) 反观在北京
活动的领袖李大钊!无处可躲!

最后躲进了苏联使馆! 还被张
作霖政府强行搜捕! 这在上海
是不可想象的)

文汇报$那么$与其他国家

相比$ 您认为中国共产党创建

时期的特点是什么# 中国共产

党建党时$ 有没有借鉴国际上

其他共产党的建党模式#

石川祯浩$ 就创建特点来
说! 中国共产党有受到各方认
可的明确领袖***陈独秀 !导
致中国其他名义上的 &共产组
织$都无法与其影响力抗衡)另
外! 中国共产组织一开始便是
&第三国际 $系统的一员 !与之
前&第二国际$的运动几乎没有
任何关系! 因此也没有选择上
的困惑)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恐怕
无法向其他国家学习) 对于临
近的日本%朝鲜或其他国家!中
国共产党都没有直接目击其共
产党是如何组织运作的! 只能
通过翻译其他国家发行的刊
物%纲领%党章间接接触) 正因
如此!&共产国际$ 派来的顾问
对中国共产党建党起了很大作
用!当时大家都没经验!只能听
莫斯科派来的顾问的经验)

研究中共党史要有

国际视野

文汇报$正如您所提到的$

#$$#

年中国共产党创立
%&

周

年$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

专题

把视野放在国际!才能回到历史的现场
京都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石川祯浩!

本报记者 单颖文 刘力源 翻译整理 戎轶

石川祯浩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兼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主任$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政治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中文著

作有'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中国近代

历史的表与里(等$代表性论文有'孙中山致苏联遗书('小说-刘志

丹.案的历史背景(等%

石川祯浩教授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两年$自研究生时期便

开始研究中共党史$是日本学界研究该领域的代表性人物$被中国

学者称为 !日本研究中共党史的大熊猫之一"% 他考据史料功力深

厚$

#&

年著成'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该书出版后在国内中共党史研

究领域引起较大反响$书中观点多次被该领域学者引用&讨论%

此次$本报特请在日求学的戎轶先生$带着本报记者的问题对

石川祯浩教授做一个访谈$以期将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

!第三方"观点分享给读者% )照片由戎轶拍摄*

)下转
'

版*

!

对于临近的日本!朝鲜或其他国家"中国共产党都没有直接目击其共产党是如何组织运作的"只能通
过翻译其他国家发行的刊物!纲领!党章间接接触#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相比现在的人阅读了更多的
外国刊物"我们要像当时的他们一样"把视野放在国际"才能回到历史的现场$

责任编辑$ 刘力源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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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当时就已达到相当可观的

水平!与之相比!您的研究角度

有哪些不同之处"

石川祯浩!我想!主要是我
所使用的史料内容和质量与中
国国内研究者的有很大不同 "

比如!日语#中文#俄语#英语的
史料我都使用了! 我还从世界
各地找来了与当时共产党活动
有关的资料" 其中很多是中国
国内研究看不到的史料! 有很
多鲜为人知的秘密史实" 这是
我写作这本书的特别之处"

作为一个外国研究人员 !

我没有太多束缚 !中国学者还
是会在不知不觉中掺杂政治上
的考虑" 比如! 由于毛泽东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
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 &编者
注 '毛泽东更多是从政治意义
上讲的这句话 (! 很多人就先
入为主地认为 !中国的马克思
主义是从俄国传来的 " 所以 !

当我说中国的很多马克思文
献来自日本时 !就有一些人难
以接受"

另外! 也有人认为我的观
点只强调外界客观因素! 是外
因说"

文汇报!您在书中提到!陈

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译

自日文版! 请问这是如何考证

得出的结论" 而中国共产党的

建立为何又早于日本"

石川祯浩! 说到如何考证
中国的)共产党宣言*是翻自日
文版本!其实很简单!就是通过
比较来考证" 在数量庞大的马
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中国最早
全部翻译的经典是 )共产党宣
言*" 许多人都知道!早在清末
就有人介绍过)共产党宣言*的
部分内容"

!"!"

年出现了两个
译本!但都不是全译"陈望道将
)共产党宣言 *全部译出 !中国
知识分子因而能够读到全文 !

是
!"#$

年的事"当时!)共产党
宣言* 在中国只有陈望道一个
版本! 在日本出版过的版本也
很少!其中一个就是幸德秋水#

堺利彦合译的版本"幸德秋水#

堺利彦都是日本知名的社会主
义者! 他们翻译的版本在日本
很有名! 把他们的版本与陈望
道翻译的版本一对比就会发
现! 二者的体裁和文体的相似
之处" 具体来说! 在中文版的
)共产党宣言 *中 !译语尚未固
定而与日文版标注西文原句的
位 置 一 样 ! 比 如 $自 由 民
%&''()*

%# $奴隶
+,)-'

%# $贵族
.)/&010)*

%#$平民
.,'2'0)*

% 等"

另外! 中文版还采用了很多原
本中国没有的词汇概念! 这些
都是直接从日语汉字中引入
的!比如$剩余价值%等等"从历
史渊源来说!清末民初!大量西

方的新文明# 思想都是通过日
本的翻译进而传到中国的" 比
如!以梁启超为主的 $维新派 %

当时在日本创办的刊物! 登载
的都是从日语翻译过来的西方
著作"

日本共产党的成立晚于中
国!是因为苏俄派来的特使!是
先与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取得联系! 后来才与日本的共
产主义者有接触的" 中国共产
党比日本共产党成立要早 !但
这与工人运动的规模# 对马克
思主义的理解程度都没有直接
的关系"

文汇报!您曾提到!日本相

关文献对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成

立非常重要%那么!日本存在哪

些与该方面有关的值得发掘的

史料"

石川祯浩! 在日本的文献
资料中!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警
察机构的资料" 日本曾镇压过
共产党的宣传! 日本的警察机
构很厉害! 被监视者的行动言
论都会被记录下来! 而且资料
保留良好" 比如!从)外秘乙第
""3

号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行
动&

4"#5

年
6

月
#7

日(*来看!

实际上! 警方当时已经得到共
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情
报" 日本警视厅

6

月末得到的
情报说 !$上海支那共产党 %近
期将召集各地 &北京 #上海 #广
州#苏州#南京 #芜湖 #安庆 #镇
江#蚌埠#济南#徐州 #郑州 #太
原#汉口 #长沙 (代表

6

月末开
会!日本人也将参加"这份报告
虽然把预定开会日期误作 $

6

月
89

日 %! 但开会地点却是
$上海法租界贝勒路 %!即现在
的中共一大会址所在的黄陂
南路!不见得是虚报" 此外!日
本警察还会监视当时从中国寄
来的信件!并作记录" 比如!在
陈独秀寄给当时在日本活动的
中国共产党人的书信中! 有具
体的建党时间#人物#如何建党
等详细资料" 这些文献资料都
保存在位于东京的外务省外交
史料馆"

在日本可用来参考的资
料!还有中共建党时期!日本警
察对时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进
行监视所留下的资料! 和施存
统在警视厅的口供# 在东京地
方法院的证词等" 施存统与陈
独秀及另一位在日本活动的周
佛海都有书信往来! 这些信件
都被监视" 比如!

!":5

年
;

月
下旬! 周佛海从鹿儿岛给施存
统来了两封信! 传达了广州陈
独秀来信的意思"从这封信看!

由$驻日代表%即施存统和周佛
海组成的所谓中共 $日本小
组%!是陈独秀建议在

;

月下旬
成立的! 目的是 $联络日本同
志%" 再比如!从)外秘乙第

<:5

号需特别注意中国人$施存统%

之行动 &

5":5

年
3

月
:3

日 (*

可以看到! 施存统在
3

月
7

日
写给上海邵力子的信! 这封信
也被警方检查过"信中说$我近
来每天都遭到日本警察骚扰 !

真可恶%的字句"

6

月
5<

日!警
视厅外事科科员找到他! 并进
行了讯问"后来!施存统在东京
被捕!在法庭审查时!有很多他
所了解的中国共产主义早期情
况的证言记录"

另外 !在日本还可以找到
很多中国共产党著作的蓝本 !

我曾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

一书的附录中 !做过一个日中
文献翻译对照表 !一一列出哪
些中共文件翻译自哪些日本
文献"

文汇报!在您的研究中!是

否还参考过其他国家留存的史

料" 比如!您是否对照过#新青

年 & 转载的 '苏维埃俄罗斯 &

(

!"#$%& '())$*

)周刊%

石川祯浩! 我参考最多的
其他国际史料是俄罗斯的史
料"在俄罗斯档案馆中!留有一
些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档案 !特
别是参加共产国际大会的中共
档案"中共创建时期的档案!在
中国国内几乎没有留下! 因为
当时中共活动多是秘密进行
的" 而莫斯科的相关档案尽管
数量不多! 却完整保留了当时
的具体文字记载" 虽然我也不
是很懂俄语! 但通过逐字翻查
字典!阅读了这些史料"

通过调查这些西方的文献
资料!可以发现当时中国共产党
人很重视阅读# 模仿西方著作"

比如!中共最早的机关报)共产
党*的设计!就参考了英国共产
党的报纸+再如!)新青年*封面
的设计! 也参考了美国社会党
的刊物" 这样的情况有很多"

文汇报! 能否请您谈谈研

究中国共产党成立问题时保持

国际视野的必要性"

石川祯浩! 共产主义运动
本身就很国际化" 对于马克思
主义! 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比
现在的人阅读了更多的外国刊
物"当时!他们只能通过外文刊
物来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 !尽
管有的人阅读的是日语资料 !

有的人阅读的是英语资料 !但
他们都积极地从国外购买马克
思主义刊物"所以!我们要像当
时的他们一样! 把视野放在国
际!才能回到历史的现场"

研究党史时要注意识

别史料的形成过程

文汇报! 您是京都学派的

学者!受过严格的考据学训练!

您如何看回忆录在研究中共党

史中的价值"

石川祯浩! 回忆录当然是
非常重要的资料! 是当事人对
于自己参与某一事件最直接的
描述!具有重要的价值" 只是!

仅仅以回忆录作为依据! 有很
多难以确定的信息" 比如具体
事件的时间#地点可能不清晰"

另外! 在使用回忆录作为史料
时! 要看看这个回忆录是在什
么样环境#根据什么样的材料#

站在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上写
的!需要尽全力去辨识!否则就
不能直接使用" 特别是有些回
忆录并不是光凭作者自己的记
忆所写! 而是受到其他主流观
点#意见#著作的影响"比如!在
书中我提到过! 出席中共一大
的董必武最初认为参加一大的
代表总共有

58

人!但当他受到
$

5:

人出席一大% 这一主流说
法的影响时! 也改变过自己的
观点"虽然最后经过考证!证实
是

58

人出席" 所以!对待回忆
录!要结合写作背景#时代背景
等回忆录的形成过程! 以识别
其中的信息是否可靠"

文汇报! 您强调研究中共

党史要 *回到历史现场 +!请问

书中所说的 *考古学+ 方法对

*回到历史现场+有哪些作用"

石川祯浩! 这里所说的运
用 $考古学 %的方法 !并非是我
真的套用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来研究中共党史! 而是一种比
喻"比如!我看到了李大钊撰写
的文章! 同时发现日本有类似
的文献! 而日本文献出现的时
间更早!于是我就推断!李大钊
受到过当时日本文献的影响 "

这就如同考古学家在不同的地
方发掘出年代不同但是类似的
遗迹! 一般都会认为历史较近
的那个地区受到过历史较远的
那个地区的影响"

$回到历史现场%是史学研
究理所当然的研究方法! 并非
我的独创发明"

文汇报!#中国共产党成立

史 &著成
+,

年 !再回顾其中的

研究成果! 您是否有增补或修

改建议"

石川祯浩
!

在)中国共产党
成立史*中文版出版后!确实有
很多书评#论文!指出了我著作
中的不足"但问题都过于细节!

一时难以考据清楚" 这本书已
经出版了

53

年 !

:$$6

年中文
版第一版刚面世很快就卖完
了! 实际上第二版的准备工作
早已完成!却因故一拖再拖!延
宕至今"最近得出版社通知!第
二版即将出版"

我自己觉得中文版的第
一版其实有比较多不尽如人
意的地方 !第一版出版时遭遇
$非典 %!拖延

8

年而后仓促出
版 !我和译者都未得到机会做
校对 !里面有些错别字 !同时
也没有收录序言" 虽然内容上
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 !但是形
式上还是有不少问题" 所以我
对第二版做了校对! 而且添加
了索引"

!

"

(上接
-

版)

专题

施存统在东京地方法院留下的部分证词影印件(石川祯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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