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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梳理归纳了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及建党实践，并在此基础上
分析了其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启示，以期能够为做好新时代党建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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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Li Dazhao’s dissemination of Marxist theory and Party building practice
during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on this basis, analyzes the Enlightenment of his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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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大钊的建党实践
1、探索建党理论。李大钊一生对建党理论的探索过程，与其接触、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相
伴相随，也恰恰是他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民
国初年，中国南北分裂。政治的混乱，伴随着思想的开放和学术观点多元化，为各种政治观点的传播提
供了环境。加上当时中国民众普遍穷困的生活状态，激进、革命的思想逐渐受到欢迎。从而为马克思主
义作为一种激进的强调革命的政治思想，进入中国并为人研究提供了条件。当时社会流行的政治思想多
来源于美、欧、日，但是都失败了，于是激进的法俄式理论就成为了研究的必然。加上俄国共产党领导
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李大钊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获得了政治上的成功实践，从
而使李大钊在当时中国社会传播的众多的政治思想中选定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爆发，让李大钊欣喜
的看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从而逐步开启把中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并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序幕。
李大钊最早开始摆脱传统知识分子固有思想，接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从而在探寻救国真理的道路上找
到正确方向[1]；最早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上探索出一条成功的路径成为此后中国共产党人传播马
克思主义的模板[2]；最早认识到建立中国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必要性，被誉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
义第一人。
2、争取国内合作与国际指导。1920 年，共产国际维经斯基来华与北李南陈分别会面，指导组建中
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协调下，北李南陈开启建党合作。二人的建党合作是一种“互相呼应，有
机统一”的模式。首先是“互相呼应”，先后在上海和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等党的早期组织，分别由
陈独秀和李大钊担任负责人。与表面的“互相呼应”相对应，通过张申府、张国焘往返于北京上海两地
传递信息，实现了北李南陈合作建党的“有机统一”。李大钊与陈独秀寻求建党合作，缘于二人同在北
京大学任教，在《新青年》等报刊上合作多年且有着相似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和共产主义理想。李大钊能
够同共产国际合作主要源于当时的国际形势。迫于自身危机，俄国于 1919 年 3 月成立第三国际，号召全
世界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后伴随着苏俄地区战争形势的好
转，当时执政的北洋政府转而寻求与俄国的正常关系，为李大钊等在中国宣传马列主义的名人进入俄罗
斯远东局观察者的视野，进而开启合作提供了条件。
3、成功进行建党实践。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李大钊从单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
加以初步研究，进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一般性地宣传，对俄国十月革命进行一般性地介绍，开始转变为
积极探索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政党理念，并以此指导中国的建党实践[3]。在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从众多
代表建党观念的“主义”当中脱颖而出，引领了时代潮流；也只有中国共产党，从众多代表建党实践的
“组织”当中崭露头角，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因此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也标志着“主义”与
“组织”在中国初步实现了有机融合，二者相互支撑、相得益彰，开启了建党实践的新篇章。共产主义
小组成立后，李大钊通过亲自授课、组织干部出国学习、召开培训班集中学习等途径组织理论学习，通
过进一步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既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优秀青年，也帮助党内同志坚定了政治信仰。同
时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明是非、辨真假，并在北京陆续开始对一些思想不坚定者及无政府主义
者进行清理，使党小组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更加纯洁，进而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必要的干部队伍，提
供了思想和组织保障。随着建党的时机趋于成熟，1921 年 7 月，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一大召开。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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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使李大钊的建党努力实现了从理论探索到成功实践的飞跃。
4、完善党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李大钊对于党的思想理论有很大贡献。首先是李大钊提
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及中国未来社会制度的实现形式，都贯穿着其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4]。二是
沙健孙在《李大钊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把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从经济、政治、社会存
在及上层建筑方面进行了概括。三是李大钊生命最后五六年时间里进行的一系列关于我们党如何抓武
装斗争的探索，是李大钊探索马克思主义武装斗争的军事理论的实践，为我们党军事理论的发展做出
了贡献。
5、发展党的组织。在中共成立后，作为党的主要的领导人，李大钊发展党组织是有计划有策略的。
主要是先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培训干部，通过革命实践，壮大党的组织。从发展的党组织类型看，
李大钊非常注意党与劳苦大众的结合，注重在工人中、农民中、军队和少数民族中建立党的组织，并且
由容易到难，逐步发展。
6、培养党的干部。早期中共著名的党员受到李大钊提点和鼓励的很多。比如出席中共一大的张国焘
等人，是在李大钊的关怀指导下才逐步走向革命道路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当年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曾
经说过，自己迅速地向马列主义靠拢就是在北京与李大钊相处那段时期，还把李大钊称为“真正的老师”。
李大钊对于党的年轻干部的培养，主要是教师的方法和作家的方法。所谓教师的方法就是言传身教，利
用讲课、演讲等方式促进进步青年觉悟；所谓作家的方法则是利用杂志期刊，发表文章，进行分析或者
发出倡议。
7、推动国共合作。李大钊参与推动党的革命实践，最突出、最重要的就是参与推动国共合作，为国
民大革命尽心献力。为了达成国共合作，从 1922 年到 1924 年，李大钊先后 4 次南下上海等地，一方面
是协调共产党自己本身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与国民党孙中山等要人商讨具体办法。国共合作实现
后，李大钊又加入国民党担任中央委员等重要职务，并在其中勤恳工作，成为国共合作的楷模。

2. 李大钊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启示
李大钊的一生只有短暂的 38 年，其中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有十年左右。十年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
的整个历史来说是非常短暂的，但是却占据了李大钊一生的四分之一。通过梳理李大钊用一生四分之一
时间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所作的奋斗，得出如下启示。
1、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需要搞好顶层设计。通过研究李大钊的建党实践可以发现，明确建党目的是建
立党派的根本。建党的各个具体环节与步骤，都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展开的。同时对于建党而言，要把
握好思想、组织、阶级基础这三个关键环节，相比列宁的建党原则，其中尤其以思想建党是李大钊等人
最为注重的。
2、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无论李大钊本人，还是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早传播对象，无不是知
识分子。在中国近现代化历史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还是创建中国共产党，
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3、锤炼党员的政治品格。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特别是“永不叛党”等词汇的强调就体现了对政
治品格的要求。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以李大钊本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建党过程十分注重党员的品
格。一是基于李大钊对民国初年政党状况的了解及对旧社会政党党员自私自利、自甘堕落等品性的痛恨。
二是李大钊作为知识分子，自身道德水平比较高。三是马列政党本身的特殊性质要求，列宁就强调共产
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可以看出共产党对党员的政治品格要求很高。时至今日，回首党的百年奋斗历
程，站在新时代的历史结点，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新考验，我们更加需要锤炼党员的政治品格，加
强党性修养，才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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