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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蔡和森的政治信仰是如何形成的 

— 紀念新民學會成立一百週年 
 

李勇1 

 

一百年前的 4 月 14 日，一群朝氣蓬勃的年輕人在長沙劉家臺

子蔡和森的家裡召開會議，宣告新民學會成立。一百年後的今天

我們在天津南開大學召開紀念新民學會成立的學術研討會，是一

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我作為新民學會的主要成員蔡和森的親屬，很高興參加這個

會議。蔡和森是我的舅老爺，是我的外祖母蔡暢的哥哥（我從小

管蔡暢叫奶奶）。我從 1991 年一直在天津開發區工作，現已退休。
                                                              
1 本文是紀念新民學會成立一百週年講稿，寫於 2018 年 4 月 12 日，6 月 16 日修
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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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歷史研究，我是外行。但我對這些人物的歷史既有興趣，又

有感情。小時候我奶奶就給我講蔡和森的故事，我從小非常崇拜

這些英雄人物。現在，我覺得年輕人更應該瞭解他們的歷史，學

習他們的思想和品質。但遺憾的是現在很多人都不信這一套了。

因此研究和宣傳他們的歷史功績，使我們不忘初心，讓後人能傳

承他們的思想信仰和精神品質，是我們的歷史責任。回顧歷史是

為了更好的前進。在此我想通過研究蔡和森，來探討新民學會中

成為共產黨革命者的那一批群體人物，他們政治信仰形成的過程

和成因。從而讓我們在教育年輕人的工作中做的更有效，更成功。

同時我也是向大家彙報一下學習《蔡和森年譜》的心得和體會。2 下

面我夾敘夾議談點感想。 

 

 

                                                              
2 李永春：《蔡和森年譜》，湘潭大學出版社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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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時勢造英雄 

蔡和森出生在清朝末年，當時朝廷腐敗，列強侵略，民不聊生，

國將不國。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國雖然推翻了帝制，但並沒

有走向共和。民國初年，軍閥混戰，社會動盪，中國成為半殖民

地和半封建的社會。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國際資產階級與無

產階級的矛盾和鬥爭日益尖銳，馬克思主義大發展，全世界社會

思潮左傾；日本趁機出兵侵佔山東，給中國人的傷口上又撒了一

把鹽。1915 年中國新文化運動興起。1917 年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

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1918 年新民學會建立，新型民間政

治組織如雨後春筍大量湧現。1919 年爆發了“五四青年運動”，

中國無產階級從此成熟並走上政治舞臺；同時這一年留法勤工儉

學運動也形成高潮。1921 年中國共產

黨終於成立了。蔡和森等這些新民學

會的新青年就生活在那個時代。這些

國內外形勢和時代背景，這些政治事

件和社會思潮，對蔡和森等人的政治

信仰的形成都產生鉅大影響。 

從地域空間上講，蔡和森在上海

出生，四歲回到湖南湘鄉（今屬雙峰

縣）荷葉塘。我曾經去過這個老家，

那是一個與世隔絕的，中國社會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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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最底層的鄉村。我們的汽車開不進去，最後只能步行很長時

間才能到達。當時我就很感慨，一是感到蔡和森、蔡暢等人能從

這麼偏遠的小山溝裡走出去真不容易。二是感到中國的私塾教育

和四書五經能夠深入這麼偏遠山溝，把傳統文化傳播和灌輸到最

基層的社會細胞 — 中國農村，真不簡單！也可以看出中國人求

知和讀書的傳統是深刻在基因中的。蔡和森 18 歲時才從湖南老家

走出來，他先去長沙，後到北京，最終走出國門，來到法國勤工

儉學。這使蔡和森等人具有了世界的視野和眼光，他們站的更高，

看的更遠。這些對他們世界觀，以及後來的政治信仰的形成是重

要的。 
 

2.家庭和家人的重要影響 

對蔡和森影響最大的家人是他們的母親葛健豪。葛健豪是湖

南近現代史上一位傳奇女子和偉大的母親，她曾是反清革命義士

秋瑾的好朋友。秋瑾是嫁給湘鄉荷葉塘王廷鈞為妻。葛健豪支持

兒女幹革命，她為新民學會的活動提供食宿服務，後來她拖著一

雙小腳與兒女一起留法勤工儉學。母親對蔡和森等子女的影響完

全是積極向上的，是正能量。而蔡和森的父親蔡蓉峰給他的影響

主要是負面的。蔡家原本是一大戶人家，後來家境中落。父親指

望蔡和森在“蔡廣祥醬園”學徒出師，再去經商以養家糊口。而

蔡和森非要去讀書，因此經常與父親發生衝突。後來父親曾要收

受五百大洋將 13 歲的女兒蔡咸熙（蔡暢）賣給一個財主做小媳婦，

蔡暢和葛健豪、蔡和森都堅決反對這種買賣婚姻，引發了激烈的

家庭衝突。蔡和森還反對將他的外甥女劉昂送給人家做童養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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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家人的不幸給蔡和森的心靈種下了反叛的種子。民國初年北

洋軍閥統治時期，不是像某些人說的是中國最好的時期，而是中

國最壞的時期之一！那個時候這種賣兒賣女的現象在貧困家庭經

常發生。還有蔡和森的姑父朱靜齋，以學優文雅揚名桑梓，曾任

雙峰書院山長，受變法維新影響，傾向革新進步。他鼓勵蔡和森

多讀書，以天下為己任。他是蔡和森的啟蒙老師，對他的早期思

想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在蔡和森的一生中，還有一個有重要影響的人就是向警予。

向是他的妻子，又是他的同志，他們結成了“向蔡同盟”。 

另外，蔡和森父親的蔡家和母親的葛家，與曾國藩的曾家，

三家既是同鄉，又都沾親帶故。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中的大人物，

他主張“經世致用”，傳承了中國的儒家文化，還大大的發揚了

湖湘文化和耕讀文化等湖南的地域文化。蔡和森的家離曾國藩的

老家“富厚堂”不遠，母親葛健豪曾帶子女到曾氏舊居去玩兒，

看他們家的書庫和匾額對聯，給他們講曾國藩的勵志故事。曾國

藩在家鄉影響很大，家鄉的人們最喜歡談論“曾大人”，蔡和森

從小受到他的薰陶。雖然曾國藩對中國傳統文化和人文道德規範

的傳承和發揚起到積極作用，但他一生都在維護清朝廷的封建專

制統治。因此後來蔡和森對曾國藩是持批判態度的。 
 

3.刻苦的讀書學習和良好的學校教育 

蔡和森先上舊學。他舅舅請私塾先生在家裡教孩子們唸書，

蔡和森跟表兄伴讀，開始讀過《三字經》、《百家姓》、四書五

經等。他從此對讀書產生很大興趣，並且是以自學為主。當時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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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森還在“蔡廣祥醬園”當學徒，他白天要工作，只能晚上在昏

暗的油燈下刻苦夜讀。 

蔡和森後來上新學時，年紀已經比較大了。1912 年他才進入

雙峰高級小學，學習白話文，並可以讀到各種時事報刊。18 歲時

蔡和森考取了湖南第一師範學校，他愛好古典文學，立志“要讀

遍天下奇書”。第一師範是他一生中上的最重要的學校，對他學

術素養和人生觀的形成起到很大作用。後來蔡和森又考入湖南師

範高等學校。他整天把大部分時間花在圖書館裡。他借閱了有關

文史、哲學、自然科學等方面大量的書籍，尤其對中外歷史感興

趣。先秦的經、傳、史、子之書他都讀過，還精通文字學。蔡和

森對儒家學說主要是持批判態度，但喜歡墨子的學說，贊賞墨子

的“兼愛”思想。他把墨子說的“只計大體之功利，不計小體之

利害”解釋為要使天下人都得到好處，就是犧牲自己也在所不

辭。他喜歡屈原的《離騷》、《九歌》、《天問》等詩篇，經常

在長沙西牌樓屈子祠高聲朗讀這些詩句。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

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名句，成為蔡和森的理想追求。湖南的

大思想家王船山的學說，影響了中國近代歷史上眾多的仁人志

士，也包括蔡和森。他贊賞王船山的民族主義哲學思想，但對他

的儒學觀點有不同看法。他讀過嚴復翻譯的《天演論》，還讀過

譚嗣同的《仁學》等許多書籍。他認為“真正的學問是從歷史現

象中找出能認識今天社會現象的真理”。 

蔡和森更喜歡讀進步報刊。新文化運動期間，楊昌濟老師訂

購了數份陳獨秀辦的《新青年》雜誌，分送給毛澤東、蔡和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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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蔡和森不但認真閱讀，而且經常與毛澤東、鄧中夏等人一起

討論《新青年》上提出的各種問題。 

在留法勤工儉學期間，蔡和森的首要任務是學會法文。1920

年 3 月，他給毛澤東寫信談到自己的情況說：“開首一年專把法

文弄清……一年中以蠻看報章雜誌為事，一年後兼習說話聽講。”

蔡和森在蒙達尼公園借助字典看報紙，他的勤奮感動了一位公園

管理員，並主動輔導蔡和森學法文。因此他的法文比其他同學進

步都快，僅四、五個月，就攻克了語言關。按照留法新民學會會

員的學習分工，蔡和森主要負責閱讀《人道報》（法國共產黨的

機關報）、《共產黨》月刊和《俄事評論》等報刊。許德珩後來

回憶道“和森同志一手持《人道報》，一手持字典蠻讀猛譯，使

我這個初到法國的人深受感動和鼓舞。” 

蔡和森早期政治思想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土壤。經過學習和

思考，他對這些傳統文化產生了自己獨立的見解，並對其進行了

揚棄和取捨。在新文化運動中他學習並接觸到新的文化思想。在

留法勤工儉學中，蔡和森通過刻苦學習法國文化，能夠直接閱讀

馬克思主義原著和許多左翼黨派的報刊。熱愛讀書，勤於思考，

既是蔡和森的優秀品質，又是形成他的政治信仰的必要條件。 

 

4.與師友和同志們的交往 

新民學會群英薈萃，例如毛澤東、蕭子昇、陳書農、何叔衡、

謝覺哉、羅章龍、張昆弟、羅學贊、鄧中夏、李維漢、陳昌、蕭

三等，這些人後來很多都成為優秀的共產黨員和革命者，都是蔡

和森的同志和朋友。這些老師、同學、同志和朋友，對蔡和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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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信仰的形成都起到很大的作用，即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在此僅例舉二三。 

1913 年秋天，蔡和森在湖南第一師範認識了楊昌濟、徐特立

等進步教師。楊昌濟在一師講授哲學和修身倫理等課。他思想進

步，學識淵博，蔡和森經常向他請教為學與做人之道。楊昌濟對

蔡和森一生的成長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楊昌濟以“強辟桃園作太

古，欲栽大木柱長天”作為自己的志向和對學生的期望，以“不

死、求己、猛進、堅忍”勉勵學生。後來蔡和森和毛澤東同為楊

昌濟的得意門生。楊昌濟去世前曾致信章士釗稱毛澤東和蔡和森

的學行：“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

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他的預見是何等準確！ 

1914 年 3 月，毛澤東從湖南第四師範合併編入一師，與蔡和

森同在一個年級學習，從此蔡和森與毛澤東是最好的同學和朋

友。蔡和森、毛澤東經常在一起讀書，一起討論問題，一起鍛煉

身體，一起暢遊湘江，一起爬岳麓山，一起到農村遊學。他們興

之所至，都是研究探討救國救民的大事。“還遠在五四運動以前，

在湖南一般先進青年中就盛稱毛蔡之名，而奉之為表率。”他們

志同道合，互相學習，互相影響，思想和見解高度一致。據《新

民學會會員通信集》統計，在留法勤工儉學期間，蔡和森三次給

毛澤東寫信，毛澤東回兩封信。蔡和森在信中主張馬克思主義，

建立一個中國共產黨，實行俄國式的革命。毛澤東覆信對蔡和森

的主張表示深切贊同，稱“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

不贊成。”包括後來大革命失敗，在黨的“八七會議”上，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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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與毛澤東一起堅決主張我黨開展武裝鬥爭和發動湘南秋收起

義。蔡和森還提名支持毛澤東進入黨中央政治局。據說後來井岡

山上稱毛澤東為“毛委員”，就是指政治局委員。 

蔡和森通過閱讀《新青年》初次瞭解陳獨秀，在留法期間他

曾與陳獨秀多次通信交流。張國燾回憶，“陳獨秀與張國燾討論

建黨問題，對湖南和留法學生作了樂觀的預測……陳獨秀與著名

的馬克思青年學者蔡和森通信，並請他在德、法等留學生中發起

共產主義組織。”1920 年，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傾向共產主義的知

識分子，與張東蓀、梁啟超為代表的社會改良主義者展開論戰。

蔡和森從法國給陳獨秀寫信，支持陳獨秀及其主張，陳獨秀將此

信冠以〈馬克思學說與中國共產黨〉在《新青年》上發表，同期

還發表了陳獨秀答蔡和森的信。1921 年底，蔡和森被法國政府遣

返回國，在上海向陳獨秀彙報了在法國的鬥爭情況和成立旅法黨

組織的問題。當即由陳獨秀和陳公博介紹入黨，並留他在黨中央

工作。此後蔡和森一直配合陳獨秀工作，陳獨秀很賞識和依賴蔡

和森。雖然蔡和森不同意陳獨秀和共產國際的一些政策，但在黨

的八七會議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時，因為“中共的許多宣傳

檔有機會主義的錯誤，是蔡和森經辦的。”蔡和森也因此受到處

分，被取消了政治局委員職務。後在 1928 年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

上，蔡和森又被恢復政治局委員和常委職務。 

蔡和森在與同志和朋友的交往中，也有許多不一致的地方。這

其中有“互補”的關係：例如當年湖南進步青年中就傳稱“和森是

理論家，潤之是實踐家”，當然這種說法不見得準確。更多的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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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同的見解和爭議：例如在留法勤工儉學時，蔡和森領導的蒙達

尼派與趙世炎、李維漢等領導的不同組織派別，在一些問題上發生

了爭議，但是經過交流和爭論後，他們消除了分歧，最終形成共識。

留法期間，蔡和森還批評過周恩來：一個革命者的目光應該看到生

活在社會底層的人民的痛苦。周恩來對此留下深刻印象說：“我認

為對我來說收穫最大的是同蔡和森的友誼。”在後來的黨內鬥爭中

蔡和森與一些人的爭論就更多了。早期我黨還不成熟，各種不同派

別和政治觀點很多，蔡和森一直堅持自己的政治信仰，與他們進行

爭論和鬥爭。這些爭執不見得都是壞事，我們黨就是在這些矛盾和

鬥爭中走過來的，並且不斷地完善，成熟和發展起來。 
 

5.工作生活實踐和各類社會活動 

蔡和森從小就幫助家裡幹農活，放牛，割草，扮禾，經常與

農民在一起，因此知道了農民的艱辛。13 歲時他到“蔡廣祥醬園”

當學徒，工作非常勞累，經常遭到店主打罵。從此他嘗到人間的

剝削與壓迫，並打上了階級的烙印。 

1914 年蔡和森在湖南第一師範上學時，與毛澤東、蕭子昇、

蕭三等同學共同發起“學生自治會”（次年改為“學友會”），

旨在團結同學，增進知識，開展社會活動。這是有記載的毛澤東

與蔡和森等人第一次合作從事的組織活動。 

1915 年初，日本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5 月毛澤

東、蔡和森等組織一師同學集資編印了有關日本侵華的資料，題

為《明恥篇》。他們還以“學友會”名義組織學生遊行，傳單散

發，抵制日貨，反對“二十一條”。這應該是有記載的他們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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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從事的社會政治運動。 

1917 年蔡和森在湖南高等師範畢業後，除了奮發自學，他還

注重鍛煉身體：游泳、爬山、靜坐、日光浴、冷水浴，甚至專門

登岳麓山，接受“大風浴”和“大雨浴”。這不但鍛煉身體，更

旨在鍛煉意志。張昆弟稱讚他“大丈夫獨患無身爾，體強心強，

何事不可為？” 

湖南第一師範實施的修學旅行，巡迴演講等鼓勵學生開展社

會實踐活動的制度，促使蔡和森和毛澤東養成了注重社會實踐和

調查研究的習慣意識。當時的學校能提倡組織這種活動真是太了

不起了！他們除了讀“有字之書”，還要讀“無字之書”。1918

年 3、4 月間，蔡和森與毛澤東做了一次長途旅行。每人帶一把傘，

穿一雙草鞋，身無分文，風餐露宿，走遍湘陰、岳陽、平江、瀏

陽等縣，在洞庭湖兩岸“遊學”，做社會調查。他們深入農村、

鄉鎮，接觸社會各階層人士，詢問經濟狀況，瞭解風土民情。蔡

和森說：“我們見人說話，遇事幫忙，獲得農民歡迎，得到了不

少教益。”他們深深感到農民的土地和吃飯是最大的問題，從此

瞭解到廣大農民強烈的變革社會的願望和要求。後來蔡和森與毛

澤東還去過長辛店調查鐵路工廠的產業工人勞動和生活狀況。 

這種實踐活動對他們深入理解中國國情，在今後的鬥爭中制

定正確的戰略和政策，最終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都起到極大

的作用。一是他們與後來的黨內教條主義者不同，這些教條主義

者只懂書本和理論，不懂中國實際。二是他們與蔣介石更不同，

蔣介石的政治是上層組織的爭權奪利，而要維持基層社會結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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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變和穩定。毛澤東、蔡和森搞的是中國社會最底層的組織重構，

是最徹底的社會大革命。他們動員了中國廣大農民去維護和謀取

自身的利益，解放了生產力。這是曾經的南開大學學生，著名的

歷史學者黃仁宇的觀點。 
 

 
 

1918 年 4 月新民學會的正式成立，這是蔡和森早期政治信仰

形成的一個重要時點，更是他們由鬆散、獨立的活動向組織化聯

合發展的重要一步。 

1918 年 6 月，蔡和森到北京開始籌備留法勤工儉學。他找到

蔡元培、李石曾、章士釗、熊希齡、胡適之等大人物尋求支持。

結果他們同意為湖南青年在北京大學、河北保定育德中學、蠡縣

布里村三地各辦一個留法預備班，並答應給予資金支持。同時蔡

和森號召在湖南“將青年界全省煽動，空全省學子來京”，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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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勢，參加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及相關的“成立大組織的計

劃”。此後毛澤東等一行 25 人到達北京，有 30 多人到達保定。

在蔡和森等人的努力下，湖南的留法勤工儉學人數達到 70 人，在

各省中是最多的。 

1919 年初，蔡和森與毛澤東從長辛店回到北京，住在三眼胡

同 7 號，八個人合居，晚上“隆然高炕，大被同眠”，生活條件

很艰苦，給他們留下深深的印象。這一年北京爆發了“五四青年

學生運動”，蔡和森還與湖南在京學生到新華門親身參加了示威

請願活動。 

1920 年初蔡和森一行到達法國。他繼續組織留法的新民學會

的活動，特別是在蒙達尼召開的會議上，經過熱烈討論，他們決定

將“改造中國與世界”作為新的方針。羅學贊稱這次會議“要算是

新民學會成立後的一個盛會”。後來在中國留學生中形成以蔡和森

為首的蒙達尼派。蔡和森還參加了留法學生的“工學世界社”活

動，在幾次會議上他都做了“極其令人信服的發言”，說服大家放

棄無政府主義和工讀主義，信仰馬克思主義，實行俄國式社會革

命。此後“工學世界社”成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學生團體。 

1921 年 2 月 28 日，蔡和森等人領導組織了四百多勤工儉學生

向中國駐法國公使館請願，要求政府給予經費贊助，史稱“二二

八運動”。6 月中法政府間簽署秘密借款合同，引起勤工儉學生和

中國旅法各界團體強烈憤慨。蔡和森、周恩來、趙世炎等發起了

反對北洋軍閥政府喪權辱國借款的拒款運動。9 月份中法當局決定

把給中國留學生用的里昂中法大學，讓給有錢人家和權貴的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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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用，侵犯了勤工儉學生的利益。蔡和森、趙世炎等領導了奪回

里昂大學，爭取勤工儉學生求學與生活權利的鬥爭。 

這年夏季，蔡和森、趙世炎、李立三等人還在法國醞讓成立

共產黨組織。毛澤東後來對斯諾說：“在 1921 年上海成立共產黨

的同時，法國的勤工儉學生也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蔡和

森是法國支部的創始人之一。”中共黨史稱，當時國內已有六、

七個共產主義小組，國外有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就是指法國的這

一個，他們共同組織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留法勤工儉學这些人對

中國共產黨的發展，以及對當代中國的整個歷史進程都產生鉅大

的影響。後來他們中的一些人，例如鄧小平等成為黨的第二代領

導核心，領導了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 

蔡和森一生做的最多的事情應該是寫作，可能這是他長期在

黨內擔任宣傳部長的原因。在短短的 36 年的生命中，蔡和森大約

寫了 80 萬字的各類文章和著述，大部分收集在《蔡和森文集》裡，

其中還包括他的譯著。他以此傳播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據

李維漢回憶，在留法期間“我有機會集中閱讀了蔡和森以‘蠻

霸’精神從法文翻譯過來的《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

到科學的發展》、《國家與革命》……使我深知只有走十月革命

的道路，才能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目的。” 

上述這些社會實踐活動，比較最深刻，最直接的影響了蔡和

森的政治信仰的形成。他在這些實踐過程中，不斷學習思考，修

正完善，最終總結昇華為理論和信仰。正如毛澤東後來說的“人

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的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



  15

項實踐中來。” 

 

 

 

蔡和森從湖南高等師範畢業，最初想去當教員，自信“小當

小效，大當大效”，試圖走一條“教育救國”的道路。可惜無人

推薦，只得閒居在家。後來蔡和森與張昆弟談到“自己所懸想而

循序進行之事”，是做文史方面的研究：一是研究中國社會學；

二是“擬從省誌、縣誌等書，一一考察之，以平民社會之事為主，

成一史書”；三是“研究文、言統一之法，以謀社會民智之普及”。 

1918 年 6 月，蔡和森與毛澤東、張昆弟等人設想建立一個人

人平等和睦，互助友愛的“新村”，來試驗新生活，實現他們浪

漫的理想，後來他們的計劃落空了。但是對新民學會，蔡和森充

滿雄心壯志。他到北京之前對母親說過，“謂三年之內，必使我

輩團體，成為中國之重心點。”途中他寫了一首詩，題為〈少年

行 — 北上過洞庭有感〉也是豪情萬丈。 

赴北京組織湖南青年留法勤工儉學期間，對蔡和森早期思想

的發展影響深遠。1918 年 7 月，蔡和森讀了李大釗的〈法俄革命

之比較觀〉，從此接觸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開始

了從民主主義向馬克思主義的轉變。他回復毛澤東關於“大規模

的自由研究”計劃的來信說：“吾人之窮極目的，惟在衝決世界

之層層羅網，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

放大列寧與茅原華三之所為，然後始可稱發展如量。” 

在法國期間，蔡和森既看到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文明，更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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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資本主義社會，看到了資產階級剝削和壓迫無產階級醜惡

本質。同時他刻苦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原著，並探討各種理論和

主義。1920 年 5 月，蔡和森在寫給毛澤東的信中談及他的五年研

究計劃，說：“把各國社會黨各國工團以及國際共產黨，儘先弄

個明白。一面將社會、工團、無政府（主義）、德莫克拉西（民

主）……加番研究……”據唐鐸回憶，在此後“工學世界社”的

會議上，“蔡和森同志講的主要是中國革命走什麼道路的問題，

會上大家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有人主張工讀主義，……有人主張

用無政府主義改造中國社會。和森同志在會上幾次發言，非常有

說服力，大部分社員表示接受他的見解，贊成馬克思主義，實行

俄國式社會革命。”8 月，蔡和森又寫信給毛澤東，提出改造中國

的計劃時說：“我近對各種主義綜合審諦，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

世界對症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9 月，蔡和森再次給毛澤東寫

信，更加明確闡述了自己的政治觀點，第一次堅定的提出“明目

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的主張。1921 年 2 月蔡和森給陳

獨秀寫信，特別表明自己為“極端馬克思派，極端主張唯物史觀、

階級戰爭與無產階級專政”的立場。至此蔡和森真正確立了自己

的政治信仰。有人說蔡和森是中國共產黨的普羅米修斯，有人说

他的思想有些偏激，但現代的人們說：“只有偏執狂才能成功”。 

 

 

 

1.做人要有信仰 

我們紀念新民學會成立一百週年，向蔡和森等革命先輩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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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呢？首先他們都是有信仰的人。在當前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

的新時期，針對當前社會上，特別是一些青年人存在的信仰缺失，

道德淪喪的現象，我們更要加強對他們的教育，讓他們能有信仰，

讓他們樹立正確的“三觀”。雖然信仰是自由的，但我們的教育，

就是要讓他們知道什麼樣的信仰更有意義，更有價值。共產黨員

更要有堅定而統一的政治信仰，這一信仰就是馬克思主義，目標

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終是要為人民謀利益。蔡和森那

一代人選擇了這個信仰和這條道路，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民又選擇

了他們。最終在他們的領導下，中國革命和發展才取得成功。 
 

2.信仰是一種選擇 

從上述蔡和森的思想的變化過程可以看出，蔡和森是在“對

各種主義綜合審諦”，把社會上的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工讀

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等，經過“猛看猛譯”，“加番研究”，

“儘先弄個明白”。在此基礎上“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世界對症

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這樣形成了他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信

仰。可以看出，他的這個政治信仰的確立，是在對各種文化進行

綜合取捨，對各種政治派別的思想、理論進行審視比較，分析研

究的基礎上，做出的最終選擇。正因為經過自己的比較和選擇，

他們才確認這些信仰是最好的，是世界上最有價值的東西，所以

他們會堅守這些信仰，把他作為自己終身的奮鬥目標，寧可為此

去犧牲生命也在所不辭。蔡和森、向警予都是為了這個信仰而犧

牲的。所以我們要允許青年人去進行選擇，要有“四個自信”，

要相信大多數人是能做出正確的選擇，而不能靠簡單的灌輸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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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命令。有個著名學者說，解放前他看了很多書，後來當他看到

馬克思的書時，使他“豁然開朗”，從此他跟著共產黨走上革命

道路。就是這個道理。 
 

3.選擇不是無為而治 

為此我們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加強和改善我們的思想政

治工作。選擇不是被動的，應該更加積極主動，花更大的氣力，

做更加艱苦細緻的工作。在異常紛亂活躍的思想和輿論面前，在

日益複雜的社會矛盾中間，要充分利用我們黨的宣傳教育的資源

和優勢，既要堅持原則，發揚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又要與時俱進，

用改革的思路去解決新問題。我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個系

統工程，既要綜合施策，更要精準施策，有的放矢；要允許不同

意見，允許爭論，真理越辯越明；要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

最終要經過實踐的檢驗；要講真話，不講假話，不迴避問題；青

年人都有逆反心理，就要多疏導，少堵截，多調動積極性。更重

要的是，要求青年人有信仰，首先我們的各級幹部要有信仰，要

以身作則，用自己榜樣的作用和人格的魅力去影響青年人。 

我們與蔡和森所處的時代不同，有一些東西不可比。因此需要

我們更深入的去研究他們，爭取從中找到一些內在的，共性的，有

規律性的東西，找到一些對現實的工作生活有用的東西。今天這些

歷史沒有終結，我們研究和宣傳他們是為了更好的前進。以上是我

的學習體會和感想。我沒有能力從哲學、心理學、教育學的理論去

研究這些問題。因此我更多是提出問題，還不能很好的解答這些問

題。希望各位專家、老師和讀者能給予關注並多多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