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红色北大”栏目本期
特邀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东撰文阐
发李大钊先生开创的北大马克思主义
研究及教育教学传统，探讨其研究主
题、课程体系、教师群体及其在世界教
育史上的意义。

100年前的北京大学，发生了一件
乍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事情：1920 年 10
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唯物史
观”课程。这件事情并不像五四运动那
样引人注目、震撼人心，但这代表着在
中国现代大学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育教学，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教
育史上的重大创新，对中国大历史、世
界大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李大钊教授“唯物史观”
正式列入北大课程体系

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早期重
要领导者李大钊（1889—1927）是北京
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教育工作的真正
开创者。正是在他的努力之下，北京大
学成为了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教
学与教育中心，马克思主义亦成为北京
大学的深厚传统之一。

1918年 1月，从日本归国一年有余
的李大钊，应邀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
主任。在两年半后的 1920年 7月 8日，
北京大学评议会全体通过修正案，将李
大钊的“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7月23
日，北京大学文科发出了“请李大钊先
生为本校教授聘书”。10月 1日，北京
大学注册部发布通告：“李大钊先生担
任史学系唯物史观研究，自来周始授
课。此布。”李大钊赴任史学系教授的
同时，也接任了政治系的教授职务。早
在1920年9月17日，政治系的陈启修教
授就在其开学演说中提到：政治系将添
设“一个现代政治的讲座……这个讲座
已定由陶孟和先生、李守常先生、张慰
慈先生及兄弟四人担任”。10月 7日，
政治系发布了 10月 1日“政治教授会议
决事项”，其中提到，现代政治之讲题及
担任教员：“已定者如下……（一）劳农
政府：陶履恭，二次讲完。（二）中国劳工
现况与现代各国劳工组织之比较观：陈
启修，二次讲完。（三）现代普选运动：李
大钊，次数待定……”于是，从1920年10
月起，李大钊便正式以教授的身份登上
北京大学的讲台，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特
别是唯物史观的教学研究工作。

1920年10月，李大钊开始在北京大
学开设“唯物史观”课程，还印发了一套
比较系统的讲义。这份完整的讲义原
件，迄今尚未找到。我们只能根据那个
时代北大师生的回忆，加上现有的文献
资料，试图历史地、真实地再现这份讲
义的本来面目。根据现有材料，“唯物
史观”的讲义主要包括以下七部分：
（一）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二）马克思的经济历史观；（三）物质变
动与道德变动；（四）原人社会于文字书
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五）东西文明根本
之异点；（六）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
想变动的原因；（七）中国古代经济思想
之特点（未完）。在这七部分当中，有四
部分曾在报刊上发表，如《唯物史观在
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发表于 1920 年 12
月 1日《新青年》第 8卷第 4号；《物质变
动与道德变动》发表于1919年12月1日
《新潮》第2卷第2号；《东西文明根本之
异点》发表于 1918年 7月 1日《言治》季
刊第三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
想变动的原因》发表于 1920年 1月 1日
《新青年》第7卷第2号。其余三部分没
有公开发表，且第七部分并未完成，当
时尚在创作过程之中。

从李大钊“唯物史观”课程讲义来

看，学理性系统性还是相当强的，其有
三大特点：第一，在中文文献学基础上，
把大众性比较强的《共产党宣言》，与学
理性特别强的《资本论》相结合，从理论
思维的哲学高度提炼出马克思唯物史
观基本理论。第二，这份讲义分七个部
分，即分为七个层面来讲马克思唯物史
观，在那个时代还是一个比较系统、比
较完整的教学体系。第三，这份讲义的
四个主要部分，当时就已公开发表，足
见其基本思想还是相当成熟的。

时至今日，我们还保留着一份相当
珍贵的历史文献，就是“唯物史观”这门
课程当年留下的考卷，像一面镜子一
样，集中映现这门马克思哲学课程的学
理系统性。

在北京市档案馆，现在还保存有
1923年北大政治系二年级一位名叫贺
廷珊的学生的《唯物史观》试卷。这份
试卷的封面印有“北京大学试卷”6个套
红大字，在考试科目栏下印有“唯物史
观”4个墨字，试题是“试述马克思唯物
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
响”。试卷全部用毛笔书写在红色竖条
十行纸上，字迹工整，楷书。这是一份
很难得见到的珍贵史料。20年前，萧超
然教授到东城建国门外北京市档案局
查阅五四时期有关北大的档案材料时，
第一次从比较零散的档案目录中找到
了它，借出一看，十分惊喜，当即抄了下
来。为使更多读者深入理解，现全录如
下：

试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试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
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

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批判》的序
文里，正式发表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
马氏的意思，似欲把历史和社会对照着
想，按他的大意，社会的变革便是历
史。换言之，把人类横着看，就是社会，
纵着看就是历史。又说，人类社会一切
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
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
构造。在物理上物质的分量和性质，虽
无增减变更，而在经济上物质的结合和
位置，则常常变动。物质既带有变动，
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所以思想、
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
限制经济变化和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
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
德、法制等等。马氏又喻之建筑，社会
亦有基址与上层，基址是经济的构造，
即经济关系，他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
社会存在；上层是法制、政治、宗教、艺
术等，他称之为观念的态度或人类的意
识。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说明社
会的变革。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
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
可。这便是马氏唯物史观的大意。今
日持政治的历史观的历史家，受马氏的
经济历史观的影响很大，亦渐知从历史
学的学问的性质加以研究。依他们的
主张，历史学亦与自然科学相等，以发
见因果法则为其目的，于此一点，与马
氏的历史观实无异意。总之，与马克思
和今日的一派史学家均以社会变迁为
历史学的对面问题，以于其间发见因果
法则为此学目的，二者同以历史学为法
则学。此由学问的性质上讲，是说历史
学与自然科学无所差异。此种见解，结
局是以自然科学为惟一的科学。自有
马氏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
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历史
界开一新纪元，也是影响于史学上最大
之点。18世纪和19世纪前半期的历史
者，研究历史原因的人很少，他们多以
为历史家的职分，不外叙述些政治上、
外交上的史实，那以“伟人说”或“天才
说”解释史实的还算深一点的，其余的
不是受神学观念的支配，便是主张宗教
是进化关键的人；还有些迷信君主万能
的历史家，把君主的动作言语看成历
史。自马克思唯物史观出世后，这些唯

心解释的企图都一一失败了，不得不进
取于唯物的解释，史学的价值才日日提
高，日日昌明。全都是受马氏的影响。
所以有历史眼光的人都说马克思是辟
新路的持刀者，是历史上最大的新纪
元。由他影响观之，马氏真不愧为纪元
人。

不难看出，试卷的回答是很正确
的，完全把握住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
义，李大钊评了“玖拾伍分”的高分。这
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李大钊在北
大宣讲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情景和取得
的突出实绩。

李大钊四门马克思主义课程讲义

除了与陈启修教授等人在政治系
合开的“现代政治”讲座课之外，李大钊
个人在北大单独开的四门课，都留下比
较系统的长篇讲义。这些历史文献，无
论从马克思主义史角度还是从教育史
角度来看，都弥足珍贵，可惜国内外还
很少有人作出专门研究。

其中，“唯物史观”这门课程讲义框
架，上面已经做了简要概述，下面对其
他三门课程的讲义要点与特点，也分别
做一简要概述。

《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与《唯物史
观》是上下篇、姊妹篇关系：唯物史观讲
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哲学基
础、哲学精髓；《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
则讲的是社会主义观、科学社会主义的
理论与实践、理论来源与社会运动、社
会思潮与实践走向。

《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的讲义，记
录稿署李大钊教授讲演，余姚邵纯熙笔

记，由方行提供，曾经方行、顾廷龙校
订，发表时杨芹对文字进行过整理，共
由9部分组成，约4.3万字。该文最早发
表于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
钊文集》中。

这部讲义的后节标题，实际上可分
为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包括前四节，
第一节“社会主义的定义”，提出了“什
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下面三节
集中展开“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的种种说解”“社会主义
与平民主义的区别”“社会主义与学艺
之关系”，这三节都是围绕这个基本问
题展开，回答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
基本问题。第二大部分则包括后五节，

“法国十九世纪之社会主义家”“英国初
期之社会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费边社”“行会社会主义”，讲的是社会
主义的理论来源，社会运动与社会思
潮。重点是法国与英国等西欧资本主
义国家中的社会运动与社会思潮，他们
主张“怎么搞社会主义”，使“什么是社
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又向深化、具体
化、实践化的方向拓展了，同时也适应
授课对象——政治、经济系学生的学习
需要。

也正是在这部讲义中，李大钊提出
了一个闪光思想，社会主义的统一性与
多样性，共性与特性的对立统一，中国
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蕴含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源头活水：
至若实行其手段，各不相同。有谓

必须革命者；有主张不必剧烈革命者；
有谓渐渐进行改革达到目的，用平和手
段者。

以上仅就社会主义和平民主义的

区别，略为谈及。以下再谈谈社会主义
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
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
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
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
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因中国
受国际压迫（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各
阶级是相同的，所以实行时应当与资本
中等……阶级联成一气，使中国成一独
立者，不受国际压迫者之国家。惟最后
应注意尚有国际资本阶级……亦应打
破。社会主义的运动，当然以国际为范
围，因为经济情形是国际关系之故。

作为受聘于北大历史系的教授，李
大钊还特别专门为历史系同学们开创
了两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专业基
础课：一门是侧重理论性的《史学要
论》；另一门则是侧重于历史学思想史
的《史学思想史》。不知是否有意为之，
二者的关系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统一的
基本原则，颇近似于马克思《资本论》前
三卷理论部分与第四卷《剩余价值学说
史》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两门课，珠联
璧合，一个思想主旨，就是开创马克思
主义新史学，或叫唯物史观新史学。

《史学要论》讲义，李大钊动手研究
与写作可能会早到 1920年受聘于历史
系之时，最终完成则是迟到 1924 年 5
月。讲义分六个章节，总共4万字左右，
目录是：（一）什么是历史；（二）什么是
历史学；（三）历史学的系统；（四）史学
在科学中的位置；（五）史学与其相关学
问的关系；（六）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
生态度的影响。这门课要求上升到理
论思维高度，回答历史科学的三个基本
问题：一是什么是历史、历史学、历史学
系统？二是历史科学在人类科学体系
中的地位如何？三是历史研究对于改
变人生态度的实践意义何在？贯穿通
篇的两个焦点理念：一是马克思唯物史
观；二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中共殊观
——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
系。日本女学者后藤延子批评李大钊
只讲唯物史观，不讲唯物辩证法，是证
据不足的。只是在提法上，李大钊没有
像唯物史观那样突出地昭示出“唯物辩
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这样的基本概
念。

《史学思想史》讲义由 10个专题即
10篇文章组成，1923年12月至1924年7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发，粉连纸直排
铅印本，凡 63页，约 6万余字。李大钊
在编写讲义时，收入了此前已经发表过
的文章四篇，整个讲义在作者生前没有
公开出版过。《史学思想史》讲义铅印本
现存北京大学档案馆和中国革命博物
馆，上海图书馆曾于1962年出版过影印
本。1951年，张次溪在编写《李先生著
述年表》时，将《史学思想史》认定为

“1920年北京大学讲义”。《李大钊文集》
1984年版收入该书时，未出现《史学思
想史》这一标题，而是按单篇文章（其中
有一篇拆为两篇）处理，依照“原来编排
的次序收入”，并在第一篇文章《史观》
的题解中说明其中有关文章公开发表
的情况，实际上应在1923、1924年之间。

《史学思想史》讲义，共71个章节目
录，实际上是分上中下三篇结构。上篇
包括头两节《史观》《今与古》，相当于这
门课的概论导言，讲的是史学思想的两
大基本问题，什么是历史的基本观点，
古今关系的基本问题。中篇包括第三
至第八节，分五节分别讲了近代世界史
上鲍丹、鲁雷、通德斯、韦柯、孔道、圣西
门这 5 位思想家的历史思想、是非得
失。最后这三节，则画龙点睛，重心转
向史学思想史上最为重大的现代理论
创新，也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诞生。
最后这三节的标题分别是：《马克思的
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
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
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

建党时代北大开出的十来门
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新课程

把马克思主义融入北京大学教学
课程体系，李大钊是带头者，但这不是
他孤立的个人行为。在那个时代，不同
程度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还有陈独
秀、鲁迅、高一涵、陈启修、张申府等人。

经初步查考 1921至 1927年间的北
京大学课程设置，发现在北京大学政治
系、经济系、哲学系等基础学科系的课
程体系中，像李大钊主讲的四门课之
外，还有十来门课程不同程度上或是带
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或是专门研究
社会主义的。

其中政治系较为集中，带有一定马
克思主义倾向的课有七八门之多。包
括：高一涵教授的政治学、政治思想史
等课；陈启修教授的经济政策、经济学
原理等课；杜国庠讲授的市政论、工业
政策及社会政策课；高一涵、陈孟和、陈
启修、李大钊等人讲授的现代政治、经
济学史、社会主义史等课程。

其他院系这类课程尚有：经济学系
顾孟余开的课程——“社会主义理论及
其统系”；哲学系张况生开的课程——

“孔德学说与近世各种社会主义”。
“五四”时代，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

马克思主义的北大教师，不仅有李大钊
一人，还有一个教授群，或叫教师群，其
中还包括陈独秀、高一涵、张申府、陈启
修等人，或许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包括鲁
迅。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一
时期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课程已经
不是孤立的一二门课，而是初步构成一
个课程群，或叫课程体系的最初雏形。

李大钊不仅以北京大学为阵地进
行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教育工作，
而且在整个北京乃至全中国都进行了
广泛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作。
除了在北京大学授课之外，李大钊还在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
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开设了

“社会学”、“女权运动史”等课程，认真
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核心思
想。另外，李大钊还在北京以及全国各
地作了许多讲演，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
会主义运动，其中包括“由平民政治到
工人政治”（1921 年 12 月，北京中国大
学）、“今与古”（1922年1月8日，北京孔
德学校）、“社会问题与政治”（1922年12
月17日，北京中国大学）、“演化与进步”
（1923年4月16日，上海大学）、“史学与
哲学”（1923年4月5日，复旦大学）、“社
会主义释疑”（1923年11月7日，上海大
学）、“史学概论”（1923年11月29日，上
海大学）、“劳动问题的祸源”（1923年12
月4日，上海大学）等等。李大钊的这些
演说既阐发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济
学说，澄清了社会主义的实质，同时又
把国外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最新情
况介绍给国内的青年学子，从而使马克
思主义不仅成为北京大学的思想传统，
而且成为北京乃至全国高校学生所热
衷的社会理论，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广大有志青年中的影响与传播。

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
钊开创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学
术研究与教育教学相结合传统。这不
仅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是源头最早的，
而且与意大利罗马大学的拉布里奥拉
（1890）、俄国红色教授学院的布哈林
（1921）、日本京都大学的河上肇（1924）
一起，并称为世界教育史上马克思主义
进入大学教学的四家最早探索。

世界教育史的比较研究说明，李大
钊在 1920年建党时代开创的北大马克
思主义教学与教育传统，在时间上排世
界第二，而创新力度与世界历史影响力
可谓世界第一。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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