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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近十年，学术界关于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渐次开展，发表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

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就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观、瞿秋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瞿秋白对马克

思主义哲学、文学理论中国化的贡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当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与不足，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研究：一是要加强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研究，用它作为主线来

研究瞿秋白，最好有相关专著问世；二是要加强对瞿秋白曾主编或编辑过的刊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

究，如《向导周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更接近文本与历史，也更能反映瞿秋白对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演变和贡献；三是要拓宽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空间，要加强对马克思

主义时代化、大众化的研究；四是要加强文本的研读，如《瞿秋白文集》等，要从文本出发理清瞿秋白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认识的来龙去脉；五是要加强瞿秋白与陈独秀、毛泽东关于这一问题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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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关于瞿秋白的研究渐入高潮。近年来，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问题的研究也逐步成为瞿秋白研究的热点问题。在中国期刊网上，以“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得相关论文 50 余篇。这些研究论文分别从瞿秋白与马克

思主义思想的传播、瞿秋白对中国国情和革命道路的探索、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文艺思想中国化等方面展开了研究。现将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做一综述，抛砖引玉，以

期推动对该问题的研究。 

一、 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观 

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从瞿

秋白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阶段和主要内容两方面来进行的。关于瞿秋白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

阶段，学界大致有两种观点，即“三阶段说”和“四阶段说”。 

“三阶段说”的代表人物是余锐，他在《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文中指出：“瞿

秋白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始接受马

克思主义观点。第二阶段：以记者身份深入俄国实际，并在苏俄加入中国共产党，写成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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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等宣传苏俄的报道或文章。第三阶

段：归国后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主要表现在瞿秋白在《向导》、《新青年》季刊和不

定期刊、《前锋》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
 

“四阶段说”的代表人物是秦正为，他认为，瞿秋白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应包括四个阶

段，“一是 1917 年前，朦胧的民主意识；二是 1917 年至 1920年，政治上由民主意识开始

倾向社会主义；三是 1921年至 1923 年，社会主义思想趋于成熟，世界观上初步形成了辩证

的唯物主义思想；四是 1923 年至 1931年，是其马克思主义观宣传和实践的顶峰期”
[2]
。 

关于瞿秋白马克思主义观的具体内容，学者们也进行了研究。胡丰顺主要从马克思主义

的构成阐述了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瞿秋白第一次系统地

引进和阐述了唯物辩证法，加上他对唯物史观的推进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已经

趋于完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瞿秋白已经涉及其核心内容和范畴，从他开始，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初步以科学的、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出现；瞿秋白也对科学社会主义理

论进行了界定和梳理，从此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等划

清了界限，为中共继续梳理和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和框架打下了基础。”
[3]
 

而秦正为认为，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全面，“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

完整理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唯物的、辩证的自然观，同时也是唯物的、辩证的历史

观；其次，瞿秋白传播和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其中包括哲学的根本问题、哲学的阶级性、

认识论和辩证法及规律；最后，瞿秋白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强调生产力是原动力的社会发展动因论、强调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结构论、强调以消灭

剥削制度和阶级为宗旨的社会革命论等。所以，该文认为，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观是马克思

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由于瞿秋白能够力求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

系，在最早将辩证唯物主义向中国传播的同时又能将其与唯物史观密切结合，代表了当时中

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
[2]
。 

其实，研究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观又是和瞿秋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

其内容也大体一致。进而，周一平、林祖华在此基础上撰文，论证了瞿秋白传播马克思主义

的两大特色，“其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最贴近中国革命的成果介绍给中国人民；其二

是通过翻译简明读本、改译、附加注释、编写通俗读物等多种方式浅显简明地介绍马克思主

义”
[4]
。 

    二、瞿秋白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这一问题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学界大体形成有四种观点，即“四点说”、“五点说”、

“六点说”和“八点说”。 

喻嘉是“四点说”的代表，他指出，“瞿秋白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

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主要表现有四，第一，最早意识到要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出‘应用革命理论于革命实践’、‘应用马克思主

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第二，旗帜鲜明地阐明资产阶级的特点和无产阶

级力争领导权的重要性，提出‘无产阶级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之

斗争’。第三，对中国社会性质，多次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第四，创



造性的提出要‘以土地革命为中枢’的战略思想和要‘以正式的革命军队为主体’的战略方

针。”
[5]
 

“五点说”的代表人物是吴汉全，他认为，“瞿秋白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探索中国革

命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革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

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第二，无产阶级必须充当中

国革命的领袖，瞿秋白说：‘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伟大革命’、‘中

国无产阶级已经自觉的来参加民族革命，而且要做这革命中之领袖阶级。’第三，必须联合

各阶级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枢的国民革命，瞿秋白指出，‘中国的民族运动，得最宜于组织

最易有团结的无产阶级之猛进，当能联合小资产阶级，督促资产阶级走向民族革命’，中国

国民革命需‘联合最彻底的民权革命的伟大力量—中国的农民，来实行’、‘中国国民革命

应以土地革命为中枢。’第四，强调了武装斗争对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肯定农民暴动在

中国革命中的地位。第五，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无

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
[6]
 

而余锐则提出了“六点说”，除了吴汉全提出的五点内容外，她又增加了“党的建设”

问题，她认为，“瞿秋白在党建问题上的认识也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瞿秋白强调中国共

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不断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民主

化生活和党员的思想教育，实现党的无产阶级化。所以，瞿秋白的党建理论亦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成果之一。”
[1]
 

秦正为、夏祥鹤提出了“八点说”，即“关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前途”、“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及其在中国革命

中的角色”、“关于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关于农民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

性”、“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关于中共党史研究和党的建设”和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等八个方面。作者指出，“瞿秋白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

理论，代表了党在幼年时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认识的最高成果，表明了瞿秋白能够自觉

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但作者随即指出，“瞿秋白

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存在失误，应客观评价。”
[7]
 

    三、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学术界对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成果较多，亦是热点之一。学者们从

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传播，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等方面开展了

研究。 

胡为雄在《瞿秋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一文中指出，“瞿秋白在 1920 年代对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表现在把马克思列宁哲学理论引入中国

并较为全面地加以介绍。他主编了包括《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

论》等在内的《社会科学讲义》四集，这在中国开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风气之先。

同时，他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问题：一是阐述了唯物论的基本问题和辩证法的

基本规律；二是阐述了认识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的因果律；三是阐述了系统论和世界历史理

论；四是阐述了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理论。通过瞿秋白的宣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

的文化土壤中扎根的目的。”
[8]
 



卜祥记指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瞿秋白第一次系统传播了唯物史观的

全部内容，第一次把辩证唯物论介绍到国内理论界，系统传播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内容，第

一次在宇宙观的意义上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研究。虽然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

也有一些不足，但丝毫不影响他成为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承先启后的哲学家。”
[9]
 

还有学者关注到瞿秋白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创造作用。何萍认为，“瞿

秋白绝不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者，他同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者，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者，瞿秋白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以苏

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思想来源，以中国的现代化为主题，创造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形式、

中国内容和中国原则，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二，他以中国的辩

证唯物主义理论分析中国革命的问题。”
[10]

 

李佩环指出，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在于，“首先，瞿秋白联系现实提

出了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化的最后原因的观点；其次，他提出社会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规律的科学论断；再次，他比较深入地阐扬历史发展中的客观规律与意志自由、有定与无定、

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最后，瞿秋白最先提出‘互辩律的唯物论’，沟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传统哲学的联系。瞿秋白构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系，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

国化进程。”
[11]

 

左乐平认为，“瞿秋白主张从物质存在本体论或宇宙观的意义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和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与历史唯物主义有机结合起

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全面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哲学的基础。在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史上，他是介于李大钊和毛泽东之间的中间人物，起着承上启下和

继往开来的作用。”
[12]

 

    四、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 

谢建芬认为，“瞿秋白文艺理论为中国革命文学运动和创作实践提供了指导思想，是中

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其内容主要包括：首先，瞿秋白第一个直接

地、比较系统地译介和记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著和作品；其次，瞿秋白提出‘辩

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指导创作方法；再次，瞿秋白第一个提出为人民大众服务是革命文学的中心问题。”
[13] 

霍广虹认为，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贡献是，“第一，系统译介经典作

家的文艺论著，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作出突出贡献；第二，瞿秋白提出‘辩证唯物论

的创作方法’，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创

作方法；第三，领导开展第二次文艺大众化讨论。”
[14] 

余曲、李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则较为具体，他们指出，“瞿秋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

国化的内容有三，一是服务于中国国情的翻译观。瞿秋白是系统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的

第一人，首先，翻译的目的性，他认为翻译是‘文化的桥梁’，但是，‘只有中国社会所要

求我们的文学才介绍’；其次，他非常重视对所翻译的文艺家及其文艺作品的评价；最后，

瞿秋白十分注意用通俗易懂的民族语言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原理。二是服从于中国革命的

文艺理论观。强调文艺具有阶级性、文艺具有党性、文艺具有工具性的特征。三是立足于中



国大众的文化观。他认为文艺应该反映底层大众的生活、文艺要描写工农兵的革命斗争、文

艺大众化的前提是语言的大众化等。”
[15] 

五、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谢建芬指出，“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贡献有二，一是积极宣传和捍卫马克

思主义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扩大影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二是瞿秋白积极探

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是开创这一道路的先驱。”
[13] 

颜悦南认为，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贡献主要有三：“一是宣传和研究马

克思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是瞿秋白最早系统地、较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

义。二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

多方面的探索，如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以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等。三是

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贡献。瞿秋白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思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

分，他在‘八七’会议后的革命实践也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16] 

而胡丰顺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首先，瞿秋白是苏俄渠道的主要开辟者；

其次，瞿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引进者之一；再次，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

符合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特征的加工整理；最后，瞿秋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革命

实际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之一。”
[3] 

亦有学者撰文研究了瞿秋白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贡献，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蒋霞，她指

出，“瞿秋白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这可以从三方面来把握，首先，在

建党初期，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积极宣传介绍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建设，直接影响到（包括毛泽东在内）党的干部和党员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

这对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和产生无疑起了很大作用；其次，在毛泽东思想萌芽和形成时期，瞿

秋白的突出贡献还表现在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和规律的把握上，‘这些成果无疑都被毛

泽东吸收并在实践中加以丰富、发展，成为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主

要组成部分，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最后，瞿秋白主持‘八七’会议，

在危急时刻挽救了党，实现了新的战略转变，这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都有

重要意义。”
[17]

 

除上而外，学者们还就瞿秋白文艺思想的大众化、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

等问题也开展了研究，在此就不一一赘述。由此看来，学术界对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研究成果有目共睹，这也为后来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当然，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基于此，为深化和拓宽对这一问题的研

究，笔者提出几点管窥之见，仅供同行参考。一是要加强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

研究，用它作为主线来研究瞿秋白，最好有相关专著问世；二是要加强瞿秋白曾主编或编辑

过的刊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如《向导周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青年》（季

刊或不定期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布尔塞维克》与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红色中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更接近文本、更

接近历史，也更能反映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演变和贡献；三是要拓宽瞿秋白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空间，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的研究；四是要加强文

本的研读，如《瞿秋白文集》等，要从文本出发理清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认识的



来龙去脉；五是要加强瞿秋白与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比较研究，

这样做的意义在于，有助于学界更好的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曲折性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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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many achievements about Qu Qiu-bai and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cademic world in the past ten years. Scholars have made researches on Qu’s 

ideas of Marxism, his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in exploring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his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the localization of literary 

theories. But there still exist some problems which need intensified research, mainly including the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se two aspects, the research on the magazines he compiled, the research 

on the modern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the study of his articles, and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Chen Du-xiu, Mao Ze-dong and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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