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李汉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在武汉早期建党史上做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他是董必

武、陈潭秋等武汉先进知识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引路人，是武汉党组织建立的助产士，是共产国际使者了解武汉党

组织情况的介绍人，是武汉党员和进步青年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导师。李汉俊在武汉早期建党史上的重要贡献应

得到党史界的足够重视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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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早期建党史上，李汉俊的作用特殊而重要，但由于他的主要活动地在上海，是上海早期党组织的

核心成员，又是党一大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因而人们对他的关注点多在上海早期党组织和党的一大活动上，

对他在武汉建党过程中的活动虽有提及，但缺乏专门论述，这是党史研究中的一大遗憾。本文将拾遗补阙，

主要论述李汉俊在武汉早期建党史上的重要贡献。

一、目前党史界的认识

长期以来，李汉俊与武汉早期党组织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党史研究的一个话题，但总体来说，目前研究

成果一则系统性不够，二则评价不高。

早在1981年，谭玉轩和董良羽就在《关于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的创建情况》[1]一文中，对李汉俊如何引

导董必武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做过论述，但对其他方面涉及不多。董良羽是董必武的长子，此文自然兼具

史料性和论述性的特点。

作为研究武汉早期党组织和董必武的专家，胡传章对李汉俊与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建立进行过比较深入

的探究，尤其是对李汉俊如何帮助董必武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向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做过比

较详细的考证，但对其贡献没有作整体评价[2]。他的这一观点虽在其著作《董必武传记》[3]中有所改进，但或

许是因为传主为董必武的原因，传记中并未全面论述李汉俊在武汉早期建党史中的全部贡献。严雄飞在

《李汉俊与湖北早期党组织的建立》①中也记述了李汉俊在武汉早期党组织建立中的过程，同样未做任何评

述。这种情况在卢小平的《李汉俊与武汉党建》②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他在文章中仅提到李汉俊积极联络各

地共产主义者，来信约请董必武筹建武汉党的早期组织，其他方面则未提及。

近几年来，研究风向已有所改变。藏金峰在《湖北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路径探析》③中论述了上海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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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对武汉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和在建党中的指导作用，并将陈独秀、刘伯垂、李汉俊的贡献和作

用相提并论。曾实在《中共武汉早期党组织成立的前前后后》④中认为，中共武汉早期党组织是在以董必武、

陈潭秋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积极寻求救国之道的曲折历程中诞生的，它的诞生也与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

秀和李汉俊有着密切关系。即便如此，这些成果对李汉俊的作用和地位仍没有给予完整而充分的肯定。

笔者认为，要客观而全面地评价李汉俊在武汉早期党组织建立过程中的贡献，首先要认清李汉俊在中

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地位，以厘清其在武汉建党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内在素养和外在条件，其次要分

析他在武汉早期党组织建立中所做的工作，最后才能作出整体评述。

二、李汉俊与国内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李汉俊，湖北潜江人，1890年出生于一个私塾先生家庭。受父亲“兴学救国”思想的影响，1904年，14岁
的李汉俊在兄长李书城、挚友吴禄贞的帮助下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京经纬学堂和晓星中学学习，之后从名

古屋第八高等学校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土木系学习。李汉俊通晓日、英、德、法等多种语言，这种得天独厚的

条件使他能广泛接受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这一时期，也正是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堺利彦、山川

均等大量翻译、撰写马克思主义作品之时，李汉俊阅读了他们的著作，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他的女儿李声

馥回忆说：留学日本期间，她父亲李汉俊结识了河上（肇）先生，河上信仰马克思，曾将《资本论》译成日文，并

著有《资本论入门》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他的一些书后来传入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很大推

动作用[4]。李汉俊后来信仰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无疑与河上肇先生的影响分不开。

在资本主义世界信仰马克思主义是有危险的。据日本档案馆现在解密的档案表明，当时同在日本留学

的施存统与正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李汉俊，因与日本社会主义者高津正道、山崎今朝弥等时相往来，受到日

本警视厅监视。日本《外事警察报》对李汉俊的个人情况掌握得十分清楚，说他是“留日学生总会副会长，李

人杰（湖北人）又叫李杰，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毕业，故黄兴的秘书长李书城的亲弟弟”[5]。也就是说，李汉俊

的一切都被日本警察了解得十分细致。目前尚无证据证明李汉俊是否知道他当时的处境，但不管怎样，日

本警察的行为并没有影响李汉俊对马克思主义的执著追求，却是可以肯定的。

1918年底，李汉俊回国，“带回了许多日本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献”[6]，这为他与戴季陶等编辑《星期评

论》，推介、宣传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很大便利。后来的国民党要人邵力子，当时亦信奉马克思主义，与李汉

俊相熟，同为不久后建立的上海早期党组织的成员。在谈到李汉俊等人借助日文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时，

邵力子也说：“那时，马克思主义书籍主要从日本传过来。”[7]

基于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对改造旧中国的炽热感情，李汉俊在此期间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坚信马克思主义是实现中国“社会革命”的理论武器。他说：“如何改造现在的中国？……唯有社会革命之

一途”，如何发动社会革命呢？李汉俊认为首要的是通过理论宣传，唤醒民众[8]。

因此，他在《新青年》《星期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李声馥说：“那时候他写

了很多文章，大部分在他自己主编的《星期评论》上发表。《新青年》杂志迁到上海后，父亲也为它写了不少文

章。”[4]他的理论修养为当时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所钦服，早期共产主义者多称他为“我们中的理论家”“最有理

论修养的同志”[9]。

三、李汉俊对武汉早期党组织建立的贡献

除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外，李汉俊还担负着与各地早期党组织的联络工作。因为乡情关系，他与武汉

先进知识分子有过较多的接触，也给予过不少帮助，最终还指导他们建立了早期党组织。归纳起来，这种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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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他帮助董必武等人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

董必武是武汉最先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之一，董必武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经过了一个曲折

的过程。

董必武于1914年1月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大学法律科。此时正值“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正在

东京筹建中华革命党，董必武和同乡挚友张国恩推崇孙中山的坚定革命态度和中华革命党的严密组织措

施，遂同往拜谒孙中山，聆听其教导，加入了中华革命党。“我和张眉宣⑤先生在谒见先生后，都成为中山先生

的信徒”[10]27。这时的董必武，走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但后来反袁斗争和护法运动的失败，尤其是好

友、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惨遭暗杀，而孙中山因军阀排挤无力施救，使他深刻认识到，孙中山领导的革

命道路行不通。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董必武“看到了新的希望”[11]，也使他认识到了一条新的道路。1919年初，第一次世

界大战结束。这时，在中国国内，南方军政府和北京政府的代表开始在上海举行议和谈判，各省区先后成立

善后公会。2月，董必武来到上海，在此遇见张国恩，湖北旅沪同乡公会鉴于他们曾留学日本，有攻读法科的

经历，遂公推两人主持湖北善后工会，代表湖北发声。时孙中山租有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渔阳里的

房子，尚未入住，董必武和张国恩遂借来作为湖北善后工会机关会址，住在这里，而李汉俊、詹大悲（湖北蕲

春人）等也住在渔阳里路北，两地隔街相望。这四个湖北老乡很快熟络起来，几乎天天见面交流，共同探讨中

国革命问题。李汉俊经常谈“社会活动情况”和“俄国的情况”，介绍“一些马克思主义”[12]14。他们研究了十月

革命和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反复探讨为什么俄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而中国革命却不断失败的原因。”⑥

得力于李汉俊的引导，董必武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出发，开始如饥似渴地研读当时能找到的关于马

克思主义和各种新思潮的书刊，如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这些书刊观点不一，

或介绍马克思主义，或传播无政府主义，或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或推介合作主义和新村主义，但不拘形式，

各呈新见。董必武在甄别比较中，从自己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从俄中两国革命成败的鲜明对比中进一步认

识到：此时的中国已发生毛病了，旧观念、旧道德必须要改变了[13]。虽然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极其模糊

的”[12]14，但俄国革命的成功，“就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定律一样，无疑是对社会主义之所以正确的科学依

据。”[6]他同意李汉俊说的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12]15，终于认定，“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

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10]38，中国革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⑥，必须像俄国那样实行由民主革命

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武装革命”⑦。他开始相信，孙中山“总是靠军阀”的“路子不对头”[12]14，国民党那套旧的发

动军事政变的革命方法已经不起作用了，“应改为一种能唤醒群众、接近群众的方法”[10]38，应该把革命胜利的

希望寄托在新势力的参与之上，而这个新兴势力，就是他在此期间通过五四运动看到的已经开始觉悟了的

英勇的中国工人。

就这样，在李汉俊的帮助下，董必武的思想发生深刻变化，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思考中国革命的实

际问题，由此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逐渐由一个虔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发展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几乎与此同时，作为武昌高等师范学院英语部的学生、湖北五四运动游行带头人的陈潭秋被推选为武

汉学生代表之一，到上海联络各地学联。经湖北黄安人倪季端介绍，陈潭秋得以与董必武相识，董必武对这

位聪明能干、有改造社会抱负的同乡十分赏识，转而向他推荐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新青年》等杂志，陈潭

秋亦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李汉俊间接地影响了陈潭秋思想的改变。

而湖北鄂州人刘伯垂早在李汉俊就读东京帝国大学时，也在明治大学学习，两人意趣相投，过从甚密。

受李汉俊的影响，刘伯垂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这样，在李汉俊的引导下，一批湖北籍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转变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张 军：论李汉俊在武汉早期党组织建立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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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他积极推动武汉建立党组织

1919年8月从上海回武汉后，董必武和张国恩开始准备办报纸，宣传马克思主义，唤醒民众，后因经费没

有着落作罢。其间，他们住在武昌巡道岭湖北省教育会内。时教育会由谢石钦任会长，谢是董在武昌文普

通中学堂读书时的学长，参加过辛亥革命，但是后来思想趋于保守，视新思潮为洪水猛兽，致使湖北的教育

会运作得很糟糕。董必武很苦闷，就和张国恩一道给李汉俊写信，表示要改造教育会。

10月6日，李汉俊回复了一封1.5万字的长信，表明自己“不信局部的改良”，“要救中国”就要“破除”“违

反自然法则”的社会制度，要“大破坏”“大创造”“大建设”[14]。董必武当然赞同这种制度性的改造社会的办

法，可他更主张从点滴小事中去积蓄革命力量，认为虽然缺经费办不成报纸，但是办学校培养革命人才却是

他们可以做得到的。于是他和张国恩积极筹办武汉中学，延聘陈潭秋、曾雨村、熊连城等为教员，通过课堂、

学生刊物和校外报纸等，宣传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主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武汉中学和

此前由恽代英、林育南、李书渠等人创办的利群书社，成为武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双子星座”。

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积极推动下，上海早期党组织正式建立，地点就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
《新青年》编辑部内，组织的名称定为“中国共产党”，李汉俊是其中的主要成员之一。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建立后，积极联络、指导全国其他地区党组织创建活动，发挥了“中共发起组”[15]的作用，李汉俊又是其中的主

要联络人。

拥有一批有先进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的知识分子和良好革命基础的武汉，是李汉俊主动联络、积极推

动建党事业的重要地区之一。1920年六七月间，正在筹建上海早期党组织的李汉俊就写信给董必武，约请

他与张国恩相商，筹建武汉共产党组织。董必武接到来信后，首先找陈潭秋征求意见，接着又介绍曾就读于

省立一师的教员赵子健（湖北黄安人）参加。陈潭秋同意组党，并推荐包惠僧（湖北黄冈人）加入，又由包惠

僧发展校工郑凯卿为成员。不久，董必武复信李汉俊，表示愿意承担武汉的建党任务。李汉俊接到董必武

的回信后，迅速从上海赶来武汉，与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等人面商此事。

约在这一年的8月，经陈独秀介绍入党的刘伯垂，带着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

即党组织纲领草案来到武汉，帮助建党。为掩护建党活动，董必武和张国恩在武昌抚院街（现民主路）97号
租用了一处房子，合办律师事务所。1920年秋，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等

七人，聚集在律师事务所，由刘伯垂主持，宣布建立了武汉早期党组织。

这样，在李汉俊的积极推动下，武汉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党组织的领导。

（三）他介绍共产国际与武汉早期党组织建立联系

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建立，有共产国际、俄共（布）使者的秘密身影。据李达回忆：“1920年4月，第三国际

东方局派了维经斯基（他的夫人同行）来到了北京。”[16]在北京，维经斯基首先访问了李大钊等人，李大钊又将

他介绍到了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16]，陈独秀、李汉俊等

人也就是在此时与维经斯基相识的。从现有资料来看，维经斯基没到过武汉，但是他了解武汉进步知识分

子的思想状况。1920年6月9日，维经斯基在上海给东方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写信说：“现在实际上我们同

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虽然他们在汉口、广州、南京等地尚未设代表处，但我们在那里的

工作可以通过一些朋友及当地的革命者立即得到反映。”[6]在这封信中，他还表示，“在汉口，我们有可能吸收

一位编外副教授参加我们的工作。”此人是谁呢？他说此人“在中国生活了好几年，通晓中文，毕业于东方学

院，是鲍立伟教授推荐的”[6]。他还谈到了他们目前的主要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

织。群益书店可以作为一个核心，把这些革命团体团结在它的周围”[6]。这里提到的“东方学院”，始建于

1899年，地址在海参崴，1920年改为国立远东大学东方系。这里的“群益书店”，应该指的是活动于武汉以恽

代英为首的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创办的利群书社。从这段通信可以看到，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工

作是受到共产国际、俄共（布）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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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们曾派人来武汉活动，帮助指导武汉党组织的工作。据考证，具体派到武汉的使者可能包括

“编外副教授”、马曼也夫和鲍立伟等三人，而有明确证据的是，马曼也夫夫妇来到武汉是经李汉俊介绍的。

董必武回忆说：“李汉俊介绍了一个叫马曼也夫的第三国际的人来武汉找我。”[16]包惠僧也回忆说：“后来

维金斯基的助手马曼也夫、俄文专修馆的鲍立伟来武汉了解情况，我向他们汇报了湖北学生运动的情况。”[17]

“我们做过两次长谈，地点是在武昌多公祠五号。他谈了很多关于十月革命以后的苏俄情况。他能说一点

不熟练的中国话和英国话。”[17]据《董必武传记》记载，马曼也夫夫妇来到武昌后，受到了董必武、陈潭秋、包惠

僧等人的欢迎，他们住在董必武、张国恩的律师事务所里，商谈武汉建党问题。董必武等不懂俄语，双方改

用英语交流。其实董必武等人的英语也很有限，他们就把英汉字典放在膝上，边打手势边交谈，不懂就查字

典。他们拟请马曼也夫在武汉办一所英文补习学校，以合法途径作掩护，宣传马克思主义。因当时英语在

武汉并不盛行，很少有人补习英语，这一计划遂未实现，马曼也夫夫妇于是很快离开武汉，回到上海。

尽管如此，通过李汉俊的介绍，武汉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员开始接触共产国际在华人员。

（四）他为武汉党员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

武汉早期党组织建立后，董必武和陈潭秋等又在武汉中学和其他一些他们兼职代课的学校，如启黄中

学、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等，发展青年学生，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1月7日，在武汉早期党组织

的领导下，18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武昌召开第一次会议，正式成立了半公开的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党组

织因此有了后备力量。14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第二次会议，刘伯垂和董必武在会上均讲了马克思

的剩余价值理论[17]。不久，党组织又在武昌、汉口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公开地组织、开展活动。研

究会吸引了不少青年，成员由十余人发展到二十余人，黄负生、刘子通、施洋、许鸿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思想

活跃，成为研究会的骨干。此外，武汉早期党组织还领导、组织了青年读书会，通过读书、座谈、撰文等形式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方便大家学习，研究会和读书会设法购买了《阶级争

斗》《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工钱劳动与资本》《列宁传》《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和《共产党》等读物，供大家阅

读、讨论。这些组织的周围，因此聚集了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读书会成员还把学习理论与从事

革命活动结合起来，利用办夜校、识字班等形式，与工人建立感情，了解工人生活状态。

为提高成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1920年冬，研究会、读书会借李汉俊从上海回潜江老家省亲，路过

武汉之机，专门请他在抚院街的律师事务所内，为成员们讲《唯物史观》等课程，介绍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表

现，以提高成员们的马克思主义辨别能力。

四、对李汉俊在武汉建党史上贡献的几点评价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武汉早期建党史中，李汉俊发挥了特殊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他是武汉先进知识分子的引路人。地域因素是李汉俊和武汉知识分子最初联系的主要纽带。胡

中秋在《试析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内在结构》[18]中，曾对此做过详细的分析。确实，在中国这个熟人社会

里，乡土观念成为人们相互交往的先天条件，同乡、同学或同事成为他们相识的基础。但对这些革命者而

言，他们友谊的开端，既不是私情相重，更不是江湖义气，而是共同的信念和追求，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

为改造中国而奋斗的一致的理想。李汉俊与董必武、陈潭秋的相识，基于他们同是湖北人，但董必武、陈潭

秋认同李汉俊，则是因为李汉俊把他们引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董必武后来称李汉俊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

师”。因此，说李汉俊引导武汉先进知识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是他们革命的引路人，可谓名副其实。

其次，他是武汉早期党组织建立的助产士。作为上海早期党组织的主要创建人，李汉俊也是与全国其

他党组织保持联络的联系人。在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建立中，他写信帮助董必武等人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

平，还亲自赶来武汉指导他们工作，武汉能在全国较早地建立党组织与李汉俊的帮助密不可分。

张 军：论李汉俊在武汉早期党组织建立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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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他还是武汉早期党组织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介绍人。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斗争

实践中犯过严重错误是事实，但在早期党组织的建立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也是事实。武汉早期马克思主

义者能结识共产国际使者，主要依靠的是李汉俊的推介。虽然共产国际使者对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并没

有过多的实际帮助，但武汉早期党组织开始引起共产国际的关注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最后，他是武汉早期党员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导师。武汉早期党组织建立之前，为普及成员的马克

思主义思想，李汉俊一方面在自己参与筹办的《武汉星期评论》上撰写《中国思想界的寒暑表兼晴雨表的梁

启超先生》等文章，推崇梁启超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方面利用回乡

探亲、路过武汉之机，专门给武汉党组织成员讲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

析、解决世界问题。

尽管在党的一大之后，李汉俊因观念不同，与陈独秀、张国焘发生争执而脱党，但他在武汉建党史上的

贡献是伟大的。

注 释：

① 团结网，2020年05月16日。

②《武汉宣传》，2003年02月。

③ 湖北党史网，2017年06月06日。

④《党员生活》，2020年07月。

⑤ 张国恩，字眉宣。

⑥ 董必武：对外广播词，1957年。

⑦ 田海燕记：《董老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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