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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兴南湖， 停泊着一只游

船， 游客要弯腰才能进入舱内，刚

能容下十几个人促膝侧坐。

1921

年

7

月，为避开法租界巡捕的袭扰，中

国共产党一大临时从上海转移到

这里召开，这只不起眼的小船成为

党史的起点，现在被称为“红船”。

“红船” 自南湖出发已经航行

了

90

年 ， 从

50

多名党员发展到

7800

万党员， 从星星之火到执政

华夏， 在今人看来， 这只小船已

成为一艘巨轮， 正载着

14

亿中国

人民驶向新航程， 春和景明， 波

澜不惊。 然而在

90

年前， 在阴风

怒号、 浊浪排空的岁月， 共产党

人怎样才能让一条时有倾覆之险

的小船变为大船？ 怎样载着更多

的人驶向革命胜利的彼岸？

1920

年

11

月，《劳动界》上登了

一则简短启事，启事中说，为增进

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的知识，养成

高尚人格，我们（北京共产主义小

组） 决意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早期的马克

思主义者已经意识到工农群众中

蕴含着巨大的力量，要用教育唤醒

劳工觉悟、训练斗争能力。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李大钊、

毛泽东、邓中夏、刘少奇、李立三、

恽代英、彭湃等党的精英“毅然脱

下绅士的长袍马褂， 深入到农村、

工厂”，克服重重困难创办夜校，帮

助群众学习初级文化知识，并向工

农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和理论。这些

教育活动犹如黑夜里的一盏盏明

灯，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也由

此揭开了现代中国教育发展史的

崭新篇章。

工人夜校

红星升起的地方

1921

年的春天在工人们的心

中来得格外早。

1

月

1

日，北京长辛店劳动补习

学校开学，教员由北京共产主义小

组以北大学生会的名义派出，邓中

夏、张昆弟、何孟雄等北京共产主

义小组成员和进步青年担任教员。

学校分日夜两班， 白班教工人子

弟，夜班教工人，夜班课程有国文、

科学常识、社会常识等。通过教学，

教员向工人讲解劳工神圣的道理，

讲什么是剥削，什么是阶级斗争。

同年初，郑州铁路职工学校成

立。因为青年工人只能晚上在这里

学习，因此工人们习惯称其为“工

人夜校”。 夜校利用传授文化知识

的机会，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 李

大钊曾到工人夜校讲学。他对工人

说：“你们工人可不矮呀，工人够上

天那么高呀！ ”他在黑板上写了个

“工”字，又在“工”字下面紧接着写

了个“人”字，两个字连在一起就是

一个“天”字。“你们要好好努力，工

人的前途远大得很呀！ ”李大钊用

这种浅显生动的语言来启发工人

的觉悟， 向工人开展革命教育，给

工人以极大的鼓舞。

建党前夜，在北京、郑州、上海

等大城市，在铁路枢纽和厂矿等产

业工人集中的地方，共产主义小组

纷纷办起了工人夜校。 “早期的马

克思主义者办工人夜校不只是教

工人识字、学文化，更注重启发工

人的革命觉悟，促使马克思主义与

工人运动结合。 ”郑州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副教授岳红琴认为。

邓中夏在 《中国职工运动简

史》 一书中写道， 长辛店劳动补

习学校只是我们党在此地工作的

入手方法， 借此以接近群众， 组

织工会。 果不其然， 学校成立半

年后， 长辛店发生了前所未有的

工人示威游行。 后来， 长辛店补

习学校又为北方铁路工人运动培

养了大量骨干， 被誉为 “北方红

星” 升起的地方。

“开天辟地”、“焕然一新”，毛

泽东用这

8

个字来描述中国共产党

的诞生。 党自成立起，就将教育视

为革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时

制定了纲领和政策，提出了党在教

育工作中的任务。

中共一大决议提出，党要在工

业单位成立劳工补习学校， 在教

学中最重要的是唤醒劳工的觉悟。

1922

年

5

月，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大决议指出， 要努力从事识字

教育和阶级斗争的教育运动， 普

遍启发一般青年工人的阶级觉悟

和斗争能力。 在

1925

年第二次全

国劳动大会 《关于工人教育决议

案》 中， 更明确地指出， 广泛发

展工人阶级的教育是必要的， 提

高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 是战胜

资产阶级的根本动力。

在党的教育纲领的指导下，工

人教育运动发展很快，各地工会纷

纷举办工人补习学校。第一次国共

合作期间，以国民党的名义在上海

杨树浦、小沙渡、吴淞、浦东等处开

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其中沪西工人

补习学校最为有名。 湖南、广东的

工人教育运动也开展得生气勃勃，

十分典型。

1921

年冬，湖南安源路矿工人

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写信，请求

派人到安源帮助并指导工作，毛泽

东亲自前往。 他两次到安源，下到

又黑又脏的煤井， 同工人交朋友，

了解他们的疾苦。 回到长沙后，毛

泽东决定把安源作为开展工人运

动和工人教育的立足点，先后派李

立三、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等到

安源工作。

1922

年

1

月， 安源路矿工人补

习学校成立，学校不收学费，只收

一点笔墨纸张费。补习学校按工人

文化程度分为两组，采用自编教材

《工人读本》，启发工人觉悟、教授

文化知识。 如教材中有：“资本家，

不做工，穿的好，吃的好，他的衣服

哪儿来的？劳动者的汗和血。”教材

讲工人的话，通俗易懂，很受欢迎。

一天夜里，李立三给工人补习

学校上课。他带着一把筷子走进课

堂并把它放在课桌上。正在工人们

猜想他的用意时，他突然拿起一双

筷子，“咔嚓”一声，把筷子折成两

段，使工人很吃惊。然后，他把一把

筷子递给一位力量最大的工人，请

这位工人一次折断这一把筷子。这

位“大力士”使尽全力也没能折断

它，引起工友们的一阵哄笑。 李立

三就趁机说：“工人师傅们！ 你们

看，我这个最没有力气的人，很容

易就折断了一双筷子；而这位最有

力气的师傅却折不断一把筷子。这

说明什么呢？ 它充分说明，我们工

友单个人就会受人欺负，我们组织

起来力量大。 组织起来，坏人就再

不能欺侮我们了。 ”有工友说：“李

先生说的在理， 我们应该组成团

体。 ”其他工友都说：“对！ ”用这个

通俗的比喻，李立三讲出了工人组

织起来力量大的道理，巧妙地向工

人们提出了建立工人组织的倡议。

1923

年夏至

1925

年春，安源工

人补习学校扩大为

7

所， 学生由

60

余人增至

2000

人。在安源工人俱乐

部的领导下，还设立教育股、讲演

股、艺术股。教育股负责编辑教材，

讲演股到工人中报告国内外时事

和讲政治斗争，艺术股则演出有意

义的话剧等。安源的工人教育开展

得生气勃勃，直到

1925

年受到反革

命势力的残酷镇压。

上世纪

20

年代，各地工人教育

运动大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开展起来的。中央教科所研究员

宋荐戈认为，工人夜校不仅提高了

工人的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还为

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工人运

动创造了条件。

农民学校

乡村教育大普及

谁赢得农民， 谁就能赢得中

国。 为组织工人阶级同盟军，中国

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开始深入

农村发动群众。 从教育入手，建立

农会，开展斗争。

大革命时期，最早出现农民教

育运动的是广东海丰地区，领导者

是共产党员彭湃。

1921

年

10

月，彭

湃从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回国，任

海丰县劝学所长（教育局长）。

1922

年

5

月

4

日，彭湃组织了一次海丰教

育界纪念“五一”大游行，宣传“赤

化”、“劳工神圣”，

5

天后被撤职，时

任劝学所长仅半年。 于是，彭湃决

定“单枪匹马”深入农民之中，启发

农民觉悟。

1923

年元旦，海丰总农会宣告

成立， 会员

2

万户， 彭湃被选为会

长。总农会设有农业、宣传、教育等

部。海丰总农会的纲领是：“图农民

生活之改造，图农业之发展，图农

民之自治，图农民教育之普及。”农

会教育部决定建立农民学校。农民

学校与私塾和新学有何不同？彭湃

解释：“农民教育，是专教农民会计

数 ，不为地主所骗 ，会写信 ，会珠

算，会写食料及农具的名字，会出

来办农会，便够了。”这是针对农民

实际情况、 实际需要的教育方针，

所以农民很赞成。 更重要的是，学

校免费，“请便宜教员， 指定校舍，

读书不用钱”， 真心为农民群众谋

利益的活动，农民群众很喜欢。

当时， 最困难的是教育经费。

彭湃想了一个办法：由建立农民学

校的乡村，指定相当的耕地作为学

田，由学校向地主批耕。 种子肥料

由农会出钱，农具、牛只、人工由各

入学学生的父兄分担，由他们去耕

种。 到刈草时，则由先生率学生到

学田去做，“把学生分为甲乙丙丁

四队，田草也分甲乙丙丁四段，每队

刈一段来竞争，马上就把草弄完了”，

到了禾将成熟， 再由学生父兄收割，

除还地主租外，剩余的就充作学校经

费。 这种带有勤工俭学性质的方式，

既解决了教育经费的问题，又使学生

学到了耕种的技术。

海丰农民教育运动开展顺利，不

到

1

个月，就成立了

10

多所农民学校，

并有数间夜校。 到

1923

年春，海丰平

民教育普及全县， 平民夜校有

34

所，

学生约千余人。 为这些学校服务的全

是高小以上的学生和乡村教职员。 海

丰总农会和农民学校的发展，鼓舞了

毗邻的陆丰县农民。

l923

年

6

月，陆丰

总农会成立， 以后又发展到潮州、普

宁、惠来等地。 随着广东农民运动进

入高潮， 广东农民教育运动蓬勃兴

起。

除广东外，湖南也是共产党领导

的农民运动较早开展的地区。

l922

年

长沙“农村补习教育社”成立，在党的

领导下办了

17

所农民补习学校。 在农

民运动广泛开展的形势下，

1926

年，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会

议决议案指出了地主阶级剥夺农民

教育权的事实和 “农民教育普及，全

靠农民自己起来”的道理，提出了农

民教育实施的具体办法，如农民学校

应“分为日班、夜班。 日班教农民子

弟，夜班教成年农民”，“农民学校，应

尽可能地设立妇女班”等。 随着湖南

农民运动的开展，湖南农民教育发展

迅猛， 至

l926

年底已有农民协会

6867

个，农民夜校

6000

多所。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一文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农民学

校的情况：“农民学校平均每乡有一

所。 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

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 夜学

经费，提取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

他闲公闲产。 这些公款，县教育局要

提了办国民学校即是那不合农民需

要的‘洋学堂’，农民要提了办农民学

校，争议结果，各得若干，有些地方是

农民全得了。 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

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 不久

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

村中涌出来， 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

‘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

唤去还是一句废话。 ”

上世纪

20

年代， 湖北、 江西、江

苏、安徽、四川等省的农民教育也有

不同程度的开展，形式多样，如平民

学校、平民书报室、农村宣讲团、农民

俱乐部等；还利用各种机会对农民开

展教育活动，向农民传播科学文化知

识 ，揭露军阀 、地主 、帝国主义的罪

恶，动员农民组织起来开展斗争。

“农民教育的开展， 是在大革命

形势下农民政治、经济地位改变后在

文化教育上的必然发展趋势。 在党的

组织和领导下，农民革命教育由点到

面，逐步发展到全国范围，对革命形

势的高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

岳红琴如此认为。

干部教育

师生好比“酒药子”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革命形

势发展，迫切需要培养一批有能力开

展工农革命运动的干部。 同时，早期

的共产党员需要更系统地学习马克

思主义，团结革命人士。 于是，党开始

创办革命干部学校，其中湖南自修大

学、平民女校、上海大学

名气最大、影响最广。

湖南自修大学是中

国现代教育史上最早的

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

校。

1921

年

8

月，由毛泽

东、 何叔衡等在长沙创

办。 湖南自修大学创立

宣言指出， 过去无钱的

人之于大学，乃是“野猫

子想吃天鹅肉”。自修大

学力矫这些弊病， 看学

问如粗茶淡饭， 肚子饿

了拿起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每人

可取一份。 湖南自修大学又不是一般

意义上的平民大学。 《入学须知》中明

确提出：“求学不是没有目的，我们的

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不愿意

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

愿意有一个麻木糊涂的人。 ”自修大

学招生严格， 只招收了

24

名学员，包

括毛泽东、何叔衡、杨开慧、毛泽民、

夏明翰、李维汉等。

湖南自修大学设文、 法两科，有

中国文学、西洋文学、英文、心理学、

法律学、经济学等课程。 但实际上，学

员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

著作。 自修大学教员只

是学员的指导者， 为鼓

励学员自由学习，

共同研讨，自修大

学还建立了“哲学

研究会”、“经济学研究会” 等学术组

织。 蔡元培曾赞赏说：“（自修大学）注

重研究，注重图书馆、实验室，全与我

的理想相合，我喜欢得了不得。 ”

湖南自修大学办得有声有色，又

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很快便遭到

反动当局的仇视。

1923

年

11

月，湖南

军阀赵恒惕以“学说不正，有碍治安”

为名，强行封闭了自修大学。 自修大

学被封后，中共湖南省委又创办了湘

江学校，湘江学校亦以马克思主义思

想教育学生。 何叔衡曾勉励师生：所

有学生和教职工， 正好比是 “酒药

子”。 要像“酒药子”一样到各处发酵，

把革命火种传播到四面八方。

平民女校是党创办的第一所培

养妇女干部的学校，成立于

1921

年

12

月。 平民女校名义上由中华女界联合

会所创办，实际负责人是共产党人李

达。 平民女校课程除了国文和数理

化，还设有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

课程，教师大多数是共产党员。 从培

养妇女干部的需要出发，学校经常组

织学生参加工人运动和党团组织举

办的各种活动。

毛泽民的夫人钱希钧曾在平民

女校就读。 刚入学，钱希钧发现，全校

30

多个同学年龄、 文化相差极大，有

两个同学是母女俩， 母亲

30

多岁，女

儿才

12

岁。 学校于是把几个文化高的

学生组成一个高级班， 她们半天读

书，半天自修，同时参加社会活动。 而

钱希钧和十几名同学则是半工半读，

每个星期二至星期六下午做工。

“因为技术不熟练， 缝纫常有做

坏的时候，如领子布没有了，还有袖

子上反的，袜子少针跳线的，每次出

了次品，我们都怨恨自己笨，难过得

甚至掉眼泪。 当然，我们做工不仅是

经济原因，还为将来深入工矿、开展

工运作好准备，后来很多同学投身工

人运动，能坚持同工人同吃、同住、同

劳动，与在平民女校的锻炼培养是分

不开的。 ”钱希钧回忆说。

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参与领

导的第一所培养高等干部的学校 。

1922

年

10

月成立，于右任任校长。 当

时学校既缺经费又缺师资，局面很难

打开。 于右任便延请一批共产党员进

校，其中由邓中夏任总务长，瞿秋白

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陈望道任

中国文学系主任。 教师中也有部分共

产党员，如施存统、张太雷、沈雁冰、

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等。 上海大学

名义上是国共合作主持的学校，实际

上共产党人在其中起核心作用。

薛尚实，

1926

年在上海大学接受

革命教育，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同济

大学党委书记。 他回忆说，上海大学

位于弄堂之中，没有校门，没有礼堂，

更没有图书馆和运动场，时人称之为

“弄堂大学”。 教室也是大大小小，把

两幢石库门房子楼上的墙壁打通，即

为楼上讲堂。 客厅里、厢房里摆

上桌凳，就是小课堂。 虽然

课堂设备简陋，利

用率却极高，白天

大学用，晚上夜校用，附近工厂的工

友、商店店员和街道妇女常到这里上

课，青年团的会议也常在这里召开。

同学姚天羽则回忆， 瞿秋白、邓

中夏当时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最深。 瞿

秋白主持社会学系，不但是一位革命

家，也是有名的学者。 他从不卖弄学

问，总要照顾听课同学的不同程度和

接受能力， 力求讲得通俗又明白，每

每引证古今中外的很多事实，深入浅

出地发挥；把理论和当前的实际斗争

结合，反复解释。 “只要是秋白讲课，

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外校的也来旁

听。 ”姚天羽回忆说。

湖南自修大学、平民女校、上海

大学，这几所学校同为建党时期党领

导的革命干部学校，都鼓励学生在参

与革命活动中得到锻炼。

1922

年初，

杨树浦日华纱厂工人举行大罢工后，

平民女校的学生在四马路、南京路等

地募捐，支援工人运动。 在五卅运动

中， 上海大学组织了学生讲演团，发

传单、写标语，为工人募捐，抗议帝国

主义的暴行。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

义时，上海大学还组织学生军，配合

工人纠察队作战。 这

3

所学校对党的

干部培养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一大批

进步青年在革命实践中得到锻炼，迅

速成长。 平民女校为党培养了丁玲、

钱希钧、王一知、王剑虹等一批妇女

干部。 上海大学培养的革命干部更

多，其中包括杨尚昆、王稼祥、阳翰笙

等著名人物。

穿越时光之河， 聆听历史回声。

岳红琴认为，党在

20

年代的工农教育

实践， 是中国共产党教育实践的起

点，当时已形成了初步和较系统的教

育思想和方针，对于今天的教育事业

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方针。 工

人夜校与农民学校的创办，正是这种

教育思想的实践。 上世纪

20

年代，共

产党人普遍采用工读结合、耕读结合

的方式对工农开展教育。 李大钊就曾

提出：在城市，要“使工不误读，工农

打成片”；在农村，要利用农闲开办农

民实习班，以便做到“耕读作人”。

教育为革命实际服务的方向。 党

办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启发民众

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剥削意识，因此在

教育过程中，共产党人十分鼓励工农

群众积极参与革命实践活动，在革命

活动中得到锻炼。

生动活泼办教育的方法。 建党初

期，对工农的教育可能在田间地头、工

厂车间， 也可能在码头港口、 街头巷

尾， 随时随地都在进行着潜移默化的

教育。教育方法更是多种多样、生动活

泼。 很多工人学校都用类似民谣的读

本向工人宣传团结斗争的道理， 浅显

易懂而又寓意深刻，便于工人接受。

上世纪

20

年代，是一部波澜壮阔

的伟大史诗的开篇，是开天辟地的革

命史，伟大光荣的奋斗史。 如同历史

长河中的一朵绚丽浪花，建党之初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教育运动的

兴起，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划时代

的事件，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

传播，促进了工农运动发展，而且为

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也为党的

教育事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感谢方晓东、宋荐戈、李玉非、

岳红琴老师对本文采写提供的帮助）

核心提示

■

本报记者 王亮

开天辟地，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将教育视为革命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及时制定了纲领和政策，提出了党在教育工作中的任务。 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

刘少奇、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党的精英“毅然脱下绅士的长袍马褂，深入到农村、工厂”，

克服重重困难创办夜校，帮助工农群众学习初级文化知识，并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和理论。

这些教育实践不仅提高了工农的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还为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工

农运动创造了条件， 并由此揭开了中国教育发展史的崭新篇章。

关键词

工农教育

1927

年时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新华社发

毛泽东和安源工人在一起。 （油画） 侯一民 作

上海大学旧址。 资料图片

游客参观中共一大会址。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