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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1879~1942）  

政治學家、文字學 家、「五四」運動主要領導人、中 國共產黨創建人之一。 

 

譜名慶同， 科舉名乾，字仲甫，留學日本時名 陳由己，辛亥革命後始用陳獨秀名 行

世，曾用筆名有獨秀、山民、陳 仲子等二十餘個。安徽省懷寧縣 (今安慶市)人。 

 

5 歲起入家學， 曾從祖父、胞兄孟吉及塾師讀經 書。 

 

1897 年，參加安慶府試，考中 秀才第一名。次年，赴南京參加鄉 試未中，飽嘗了科

舉考試的腐敗黑 暗，遂同這種制度徹底決裂，後去 杭州進求是書院(後為浙江大學 堂、浙

江大學)學習法文和造船 學。因有反清言論受到追捕。是年 開始著文。 

 

此後至 1915 年的十幾年 間，在被追捕和流亡的環境中，他 參加和組織了多種革命團

體，積極 進行反清救國鬥爭，發表了許多演 說和文章。「科學與民主」這個口 號，就是他

在 1902 年的一次演說 中，首次在中國提出來的。在他所 撰寫的五十多篇文章中，對國家

這 個概念作了自己的解釋，歌頌了中 外為國捐軀的英雄人物，反對各種 封建惡俗，開始抨

擊傳統的意識形 態，並且傳播了一些地理知識。 

  

1915 年秋天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從第二卷開始改為《新青年》。  

 

1916 年任北京大學教授，寫有《吾人最後之覺悟》、《駁康有為致總 統總理書》、《憲法

與孔教》、 《袁世凱復活》等文章。1917 年， 《新青年》編輯部遷往北京，作 《孔子無

道與現代生活》、《再論 孔教問題》、《舊思想與國體問 題》、《復辟與尊孔》、《駁康有 為共和

評議》、《文學革命論》等 文。 

 

1918 年和李大釗創辦《每週評論》，作《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 《破壞偶象論》、《克

林德碑》等文。 

 

1919 年五四運動後，因散發 《北京市民宣言》被北洋政府逮捕，9 月 16 日獲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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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去上海。 作《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為什麼要南北分立》、《新青年宣 言》、《公理何

在? 》、《二十世 紀俄羅斯革命》、《真正費解的國 民大會》、《貧民的哭聲》、《兩 個和會都無

用》、《山東問題與國民之覺悟》、《實行民治的基礎》 等文。 

 

1920 年，擔負起組建中國共 產黨的任務。8 月，創辦《勞動界》 週刊。11 月，創辦

《共產黨》月 刊。12 月，應陳炯明之邀去廣州任 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和大學預科校 長，

作《談政治》、《答知恥》、 《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 《討論社會主義》、《革命與作 

亂》、《新文化運動是什麼? 》等 文。 

 

1921 年 7 月中共「一大」在上 海召開，被選為中央局書記。8 月 由廣州到上海，擔負

起党的領導責 任。1922 年春天去廣州，出席全國 勞動大會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一次 代表

大會。6 月，起草發表了黨的 第一次對於時局的宣言。7 月，中 共「二大」被選為中央執

行委員會 委員長。8 月，杭州「西湖會議」 上接受共產國際指示，同國民黨進 行黨內合

作，與李大釗、蔡和森、 張太雷等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推動 1924 年國共統一戰線正

式建 立。9 月，創辦並主編黨中央機關 刊物《嚮導》週報。11 月赴莫斯 科，出席共產國

際第四次代表大 會，作《造國論》等文。 

 

1923 年 6 月，黨召開「三大」，繼續被選為 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作《中國 國民革

命與社會各階級》等文。從 創辦《新青年》到党的創立時期， 是陳獨秀由資產階級民主主

義向馬 克思主義轉變的歷史階段。他發起 新文化運動，參加「五四」愛國運 動，宣傳馬克

思主義，參加建黨， 準備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是他一 生中閃光的一頁。他的一千五百多 

篇文章的大部分是在這個階段寫成 的。他為中國民主主義革命作出了 貢獻。第一次國內革

命戰爭後期， 黨內以他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思 想形成了投降主義，放棄了對於農 民、城

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 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於武裝 力量的領導權，對蔣介石的

反革命 進攻爭取妥協投降的政策，革命遭 到失敗。 

 

1927 年長子延年被國民黨 殺害。是年黨的「八七」會議上， 他被撤銷總書記職務。 

 

1928 年次 子喬年被國民黨殺害。由於陳獨秀 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成為取消主 義

者，並和托洛茨基分子勾結，成 立反黨組織，於 1929 年 11 月被開除 出黨。同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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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集彭述元等八 十一人發表《政治意見書》。 

 

1932 年 被國民黨逮捕，以 「危害民國罪」 判刑十三年，後改判八年，1937 年 8 月

獲釋。在獄中寫成並發表了 《實庵字說》、《老子考略》、 《荀子韻表考釋》、《孔子與中 

國》、《干支是字母說》等文，以 及寫成《金粉淚五十六首》詩稿。  

 

出獄後，拒絕參加國民黨國防參議 會和出任國民黨勞動部長，願意回 到共產黨裡工

作。但是，陳始終不 願公開表示反對託派漢奸理論及 行動，及坦白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 

線。他自棄於黨的期望與挽救。9 月 去武漢，積極宣傳抗日，在武昌華中 大學講《抗日戰

爭之意義》，在漢口 青年會講《我們要得到怎樣的勝利 及怎樣得到勝利》，在武漢大學講 

《怎樣才能夠發動群眾》。並發表 《從第一個雙十節到第二十六個雙 十節》、《打倒消極先

生》、《言 和者即漢奸》、《多謝敵人的飛機 大炮》、《我對魯迅的認識》、 《怎使有錢者出錢

有力者出力》、 《抗戰中應有的綱領》、《準備戰 敗後的對日抗戰》、《給陳其昌等 的信》、

《中國古代語言音有複聲 母說》等文。 

 

1938 年 5 月移居重 慶。發表關於時局和革命問題的講 演和文章有《抗戰中川軍的責

任》、 《資本主義在中國》、《從國際形 勢中觀察中國抗戰前途》、《抗戰 中的黨派問題》、

《各黨派應如何 鞏固團結》、《抗戰與建國》、 《我們斷然有救》、《國民黨究竟 決心採用那

一種政治制度》、《抗 戰一年》、《民族野心》、《論遊 擊隊》、《說老實話》、《敬告僑 胞——為

暹羅華僑日報作》、《你 們當真反對資本主義嗎? 》、《告 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們》、《我們為 什

麼而戰》、《告日本社會主義 者》、《我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 《我們為什麼反對法西斯特》

等。 8 月，由重慶遷居江津，1939 年 7 月，又遷居江津城遠郊鶴山坪，至 1942 年病逝。 

 

在江津，他曾校正整 理了楊魯承的一些遺著，後來印刷 有《楊魯承先生讀〈皇清經

典〉手 稿》、《楊魯承先生遺作六種》。 陳獨秀以主要精力研究寫作古文字 學，著有《小學

識字教本》、《廣 韻東冬鐘江中之古韻考》、《禹治 九江考》等。也寫了一些政治性文 章和書

信，其中主要有《給托洛斯 基的信》、《給西流等的信》、 《給連根的信》、《我的根本意 

見》、《給 r 的信》、《給 S 和 H 的信》、《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 《再論世界大勢》、《被壓迫

民族 之前途》等。陳獨秀居處鄉間，雖 已不參加政治活動，但是仍處在國 民党特務的監視

之下，直至他死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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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作，早期大量散見於 《新青年》、《每週評論》、《向 導》等刊物及出版有《獨秀

文存》 四卷;後期主要有多卷本的《陳獨 秀先生抗戰文集》、《陳獨秀最後 對於民主政治的

見解》、《陳獨秀 最後論文和書信》等。 

 

撮錄：《中國社會科學家辭典》(現代卷)編委會編：《中國社會科學家辭典》現代卷（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1986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