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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党史研究和社会组织研究的深化，关于新民学会的研究日益引起国内外

学者的关注，研究者从新民学会会员，新民学会具体史实，新民学会与马克思主义，新民学会与勤工俭

学，新民学会与中共组织，新民学会性质、作用与启示等方面开展了多视角研究，使新民学会逐渐成为

学术热点。对国内与此有关的学术进展做简要介绍和综述，有利于推动新民学会研究的深入。

一、新民学会会员研究

对新民学会会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新民学会早期的领导者蔡和森、毛泽东等人。新民学会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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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与马克思主义，新民学会与勤工俭学，新民学会与中共组织，新民学会的性质、作用等问题纳入研究视

野，体现出学术界对新民学会的研究趋向丰富、深入、细化的特点。新民学会会员研究沿袭以往聚焦学会早

期领导者蔡和森、毛泽东等人的同时，亦将新民学会会员群体纳入研究范围，并初步观照女性会员的成长历

程。学界就新民学会发起、成立、活动及发展的史实达成共识的同时，仍存拓展研讨的空间。新民学会与马

克思主义研究，在新民学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传播方面着墨甚多，但马克思主义传入湖南后，以何种渠

道和形式于基层社会迅速扩散，以及在国内何以产生广泛影响，仍有探讨的必要。对新民学会与勤工俭学

运动的研究，充分强调新民学会及骨干会员对留法勤工俭学的作用，但对毛泽东及女性会员与留法勤工俭

学关联的关注仍显薄弱。新民学会与中共组织的复杂关系，以及新民学会性质、作用的研究引起学界重视

和细化研究。新民学会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有赖于采用更宽广的研究视域，如走出新民学会观察新民学会、从

新民学会看当时社会，以及有关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新的主题与领域的挖掘、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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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蔡和森的思想变化，以往研究强调其由激进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化[1]。但谢炳怀则认为

新民学会成立前后，蔡和森未形成激进民主主义思想[2]。另有学者认为蔡和森思想经历了从最初注重

人才的储养练习，提倡实践活动中的枉尺直寻，到留法勤工俭学后深入了解西方政治形态，努力研究

社会主义，最终提出仿效俄国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转变[3]。

关于蔡和森与新民学会的关系，有学者指出，蔡和森在新民学会组建和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功不可

没，表现为传播勤工俭学思想，谋求赴法勤工俭学机遇；讴歌俄国十月革命，完善新民学会思想；带动

湖南青年赴北京参加示威请愿，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组织蒙达尼会议，引导勤工俭学励志会

会员信仰马克思主义；提出中国要走俄国革命道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共产党，并系统阐述了建

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组织原则[4]。有学者认为蔡和森比较完整而系统地向学会输送马列主义理论，

提出了光辉的建党学说，明确了学会的发展方向[5]。

关于毛泽东与新民学会的互动关系，有研究者指出，新民学会为青年毛泽东提供了成长的平

台。毛泽东为新民学会呼号奔走，扩大了学会在湖南的影响；而新民学会亦为毛泽东提供了难得的

发展机遇，其得以两次进京，深受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思想发生飞跃，通过领导新民学会实

际斗争，个人能力大大提升[6]。青年毛泽东在领导学会组织工农群众和广大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

斗争中培育了新民学会精神，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7]。正是在毛泽

东的领导之下，新民学会经过五四运动、驱张运动的革命锻炼，会员增长了几倍，而且已不是一个纯

学术的团体[8]。正是在探索改造中国和改造世界方法的过程中，毛泽东及新民学会的战友们逐步确

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分析与处理一切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9]。

将新民学会会员作为群体加以探讨，不失为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文世芳强调，新民学会会员群

体是由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学术性群体、具有革命倾向的政治性群体、向党组织过渡的革命性群

体。研究新民学会时应当关注新民学会会员群体成员之间的角色分工、角色层级、角色沟通，新民学

会会员群体的有形规范和无形规范，新民学会会员群体的年龄构成、地域构成、性别构成、教育背景、

家庭背景。上述因素无疑构成了新民学会会员群体的基本元素[10]。

学者们对新民学会会员的组成、迥异的人生轨迹、成长目标等问题均有热烈的讨论。边远对毛泽

东等74位新民学会会员的姓名、籍贯、求学经历、工作性质等进行了梳理[11]。缺憾之处在于部分会员

资料不全，遗漏之处颇多。这些会员由于生活在动荡年代，受到各种思潮的冲击，人生信仰有很大不

同，因此也导致了其不同的人生结局。以毛泽东为代表，多数会员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以张

国基为代表，不少会员在科教文化领域成就斐然。以萧子升为代表，极个别会员走上无政府主义道

[1]周玲：《蔡和森与新民学会研究》，〔成都〕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2]谢炳怀：《新民学会成立前后蔡和森思想浅析》，〔长沙〕《湘潮》2015年第3期。

[3]韩诚：《从“储养练习”“枉尺直寻”到研究社会主义——〈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与蔡和森早期思想》，〔长沙〕《湘

潮》2016年第3期。

[4]郝鑫：《蔡和森与新民学会研究》，〔哈尔滨〕《边疆经济与文化》2016年第5期。

[5]刘轶强：《蔡和森与新民学会》，〔太原〕《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1期。

[6]文茂琼：《机遇和平台——新民学会与毛泽东》，〔长沙〕《船山学刊》2014年第2期。

[7]高菊村、胡蓉：《青年毛泽东与新民学会精神》，〔成都〕《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年第6期。

[8]李锐：《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上海〕《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

[9]张馨：《救国真理的虔诚求索者——毛泽东和他的新民学会战友》，〔西安〕《理论导刊》1993年第10期。

[10]文世芳：《新民学会会员群体研究》，〔湘潭〕湖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11]边远：《新民学会会员介绍》，〔长沙〕《湖南党史月刊》198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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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虽然新民学会会员由于信仰差别走出了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但从总体上讲，他们当中绝大多数

会员满怀爱国热情，矢志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积极投身社会变革，推进人类进步[1]。

新民学会会员走上成才之路，自然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各自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但

他们在年轻时代就注意培养成才意识，正确选择和不断追求成才目标则是他们成功的一个重要因

素[2]。他们青年时代即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理想，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客观而论，这一时期

大多数青年还处于懵懂和迷茫状态，即使是毛泽东、蔡和森，思想也都还不够成熟，不够系统和全面，

还处在思想认知发展的萌芽状态[3]。但新民学会会员的思想是饱满的、丰富的，他们除上述思想和意

识之外，对女性问题、婚姻家庭问题亦有不少有见地的主张。需要强调的是，新民学会女性会员为数

不少。据有关学者考证，女性会员为19人。这些女性会员是五四时期湖南新女性的杰出代表，她们

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前挺身而出，为推动五四运动在湖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4]。

女性会员既有参与革命的热情，又有独立的思想。对待事业与爱情、社会与家庭均有独到见解。

她们与男性会员一起留法勤工俭学，成为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也是留法学生政

治运动的重要参与者，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锻炼和培养了她们的才干[5]。如任培道，主张设立女子师范

大学，反对师专男女兼收，并为之在国民党立法院中奔走呼吁[6]。女性会员对家庭和爱情亦有深刻认

识。强调妇女解放，恢复独立人格；主张恋爱自由，婚姻以恋爱为重；主张婚姻自主，反对家庭包办。

会员的女子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等主张，对开化思想，启发人们为自由、平等、幸福而与封建礼教

展开斗争起了很大作用[7]。

二、新民学会史实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

有关新民学会的基本史实，已有研究基本达成较为一致的意见，但仍有进一步拓展和讨论的空

间。例如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该报告由毛泽东负责撰写、编辑出版，记载着学会的发起、成立、活动及

发展的全部历史。其价值自不待言，但版本亦有不同[8]。关于新民学会成立的具体时间和参加人员，

学界看法存异。韩凌轩认为，新民学会成立的时间应为 1918年 4月 14日。关于成立大会的出席人

员，大致有三种说法，分别为十二人说、十三人说、十四人说。杨晓伟把毛泽东追忆的新民学会会务报

告（第一号）、萧三日记和陈书农的回忆作为三个主要的佐证性事实，得出 十四 人的结论[9]。韩凌轩强

调萧三日记中所载十三人说较为可信[10]。刘永生对新民学会成立时间的认定与韩凌轩相同，强调4月

14日应为新民学会成立的日子。其撰文指出新民学会会员总人数应当不低于74名。实际的会员数

可能会更多[11]。

学者亦对学会宗旨、规约、文化基础等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范忠程指出，新民学会的宗旨是革

[1]赵丛玉：《追踪新民学会会员迥异的人生轨迹》，〔长沙〕《湘潮》，2008年第5期。

[2]刘建平：《论新民学会会员成才目标的选择》，〔长沙〕《湖南党史月刊》1988年第4期。

[3]于清震：《浅论新民学会会员的思想认知及主要文化实践》，〔南京〕《文教资料》2010年7月。

[4]张杰、刘华清：《论新民学会女性会员与湖南五四运动》，〔长沙〕《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5]张杰：《试论新民学会女性群体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长沙〕《湘潮》，2016年第4期。

[6]曹亚黎：《新民学会的一个叛逆女性：任培道》，〔长沙〕《湖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7]张利民：《试论新民学会会员的婚姻家庭观》，〔成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8]宋斐夫：《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的版本问题》，〔长沙〕《求索》1988年第5期。

[9]杨晓伟：《新民学会成立会议参会人员及人数考证》，〔长沙〕《船山学刊》2012年第2期。

[10]韩凌轩：《关于新民学会成立大会的时间和出席人员》，〔曲阜〕《齐鲁学刊》1981年第6期。

[11]刘永生：《关于新民学会若干史事的探讨》，《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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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规约是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宗旨和规约集中

反映了新民学会会员真心求学，诚意做人的热切愿望，展示了他们勇对现实、奋发进取、改造主客观世

界的壮志豪情[1]。范忠程强调新民学会成立的思想文化基础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民族精神，二是近代民主启蒙思潮，三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民本主义的校园文化[2]。这些文化、精神

和思潮造就了新民学会的文化底蕴，亦对学会发展的未来目标产生了深远影响。

研究者认为新民学会的民族复兴思想包含着丰富内涵：复兴湖南是新民学会会员们孜孜以求的

近期目标，复兴中国乃至世界是会员们追求的更高层次目标[3]。新民学会的目标既涉及湖南，又凸显

民族和国家利益，这与其成立时的文化基础有密切关系。正基于此，新民学会后来的发展有一个转变

过程，既有一如既往坚持初衷者，亦有观点相左而分道扬镳者。黎永泰的研究即强调了这一转变过

程，认为新民学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的革命团体，后期转变为以“改

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科学社会主义团体。它的转变过程正是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实践中转

化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4]。胡长明则撰文指出新民学会的分化问题：多数会员是坚持进步和革命的

“左”派，也有背离学会宗旨和革命运动的“右”派，还有无一定主张的中间分子[5]。杜秀则从另一侧面

强调了新民学会的典范地位，认为新民学会积极投身一系列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如参加赴法勤工俭

学运动，积极响应五四运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参加湖南自治运动，创办“文化书社”与“俄罗斯研

究会”，等等，成为全国青年社团的楷模[6]。

新民学会在马克思主义于湖南的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研讨的空间仍

有不少。以往研究多集中论述新民学会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传播以及建党方面的贡献，至于新民学会

将马克思主义传入湖南后，又通过什么渠道和形式将马克思主义于湖南各地迅速传播开来，则缺少深

入研究。这与新民学会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非常不相称的。刘金如发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民学会会员通过积极创办刊物、开办文化书社、创办新式学堂以及与各种反

马克思主义思潮论战等形式，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开去，使湖南成为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最有成

效、最富有朝气的省份。新民学会在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至少有五点值得赞赏，分别为：创办进步刊

物，宣传马克思主义；成立进步社团，凝聚革命力量，扩大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队伍；成立文化书社，

扩大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的阵地；创办新式学校，培养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骨干力量；与反马克思主

义思想进行论战，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扫清障碍[7]。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信、真懂。杨晓伟认为，新民学会会员多数建立了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德理想与政治理想，经历了一个从理想主义云端落实到现

实主义地面，进而基于湖南和中国实际，从道德试验到政治行动转换的历史进程。由此所生发的新民

学会“踏着人生社会实际说话”的理想主义的创造、奋斗精神和实践探索品格，对直面当下中国的信仰

危机和道德困境亦有启发[8]。黄丽喜认为，新民学会在认识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立湖南

[1]范忠程：《新民学会的宗旨、规约研究》，〔开封〕《史学月刊》，2011年第7期。

[2]范忠程：《论新民学会成立的思想文化基础》，〔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4期。

[3]喻春梅：《新民学会的民族复兴思想》，〔长沙〕《文史博览（理论）》2016年11月。

[4]黎永泰：《试论新民学会由空想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西宁〕《青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5]胡长明：《试论新民学会的分化》，〔成都〕《毛泽东思想研究》1988年第4期。

[6]杜秀：《五四时期青年社团的楷模——新民学会》，〔济南〕《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7]刘金如：《新民学会与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1期。

[8]杨晓伟：《新民学会会员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历史印迹及其精神的当代价值》，〔成都〕《毛泽东思想研究》2016
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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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三个方面做出了贡献[1]。刘仲良强调新民学会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它在马克思主义运动

中的地位和影响，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五四运动爆发到驱张斗争开始。第二阶段

以驱张斗争为起点，以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为终点。1920年底至1921年初，新民学会终于实现了一个

飞跃，进入了有计划有组织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阶段[2]。

三、新民学会与勤工俭学研究

关于新民学会与勤工俭学运动，学者们一致认为，新民学会积极倡导和组织了以湖南青年学生和

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给他们提供了求学和做工的机会，整个湖南地区的留法勤工俭

学运动在新民学会的推动下得到迅猛发展。新民学会的作用和地位有三点值得重视。一是组织推动

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二是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宣传各种思潮以解放思想；三是在留法勤工俭学

运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民学会还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成立社团，宣传各种社会思潮，极大地促

进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3]。

唐斌等学者强调指出，新民学会是赴法勤工俭学的领导中坚。毛泽东、蔡和森团结的一批有血

性、有志气、有抱负、有担当的爱国青年，多数参与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各项工作。新民学会积极组织赴

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做工求学，传播马克思主义，从事实际的斗争。至1920年底，全国各地赴法勤工

俭学者已有1600多人，其中以四川、湖南人为多（参与的湖南人有346位）。赴法勤工俭学的最大成果

是提出“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以及“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新民学会与赴法勤工俭学的

直接成果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习近平2014年3月27日在巴黎的讲话

中说：“中国共产党老一代领导人中很多是在法国负笈求学的，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陈毅、聂荣臻

等人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4]参加旅法勤工俭学的湖南人中间，产生了一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

者，他们是国家栋梁、人民英雄，风范长存、英名永驻!由此可见，新民学会在国家和民族发展中具有卓

越贡献和崇高地位。

这一观点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亦可获得充分的论据。唐斌认为，旅法会员通过勤工俭学生涯的

艰苦磨练和斗争实践，大都抛弃了工读主义等幻想，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救国道

路，为日后肩负起中国革命之重任提供了极为宝贵的人才资源[5]。窦爱芝撰文指出，毛泽东、蔡和森等

利用在京机会，广泛接触和研究各种新思想，研读介绍新学说的报刊书籍，得到了许多新的知识。他

们还组织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向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李大钊、陈独秀请教学习，与在京的名流学

者讨论各种学艺问题，还与各方面的进步青年建立了广泛联系。这就扩大了新民学会的活动范围，加

强了湖南与全国各地的思想文化交流，大大推动了湖南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健康发展。那些赴法

勤工俭学的青年也把在法国学得的先进思想传入国内，并利用法国的条件更好地了解和研究十月革

命的经验及世界革命运动[6]。欧阳楚龙、刘建平认为，新民学会与留法勤工俭学，在全国革命活动和革

命历史上的地位值得肯定[7]。鲜于浩指出，新民学会与留法勤工俭学会员相得益彰，相互促进：新民学

[1]黄丽喜：《新民学会与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长沙〕《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2]刘仲良：《新民学会与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益阳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3]于佳亮：《论新民学会与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4]《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3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3/28/c_
119982956.htm。

[5]唐斌：《浅述新民学会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长沙〕《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6]窦爱芝：《新民学会组织湖南青年参加旅法勤工俭学的情况》，〔天津〕《历史教学》1980年第11期。

[7]欧阳楚龙、刘建平：《新民学会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长沙〕《湖南党史通讯》198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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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留法会员在勤工俭学学生中独树一帜，对运动的发展趋向有极大的影响；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于

新民学会会员的政治信仰以及学会分化所起的作用亦极为重要[1]。

学者们在研究留法勤工俭学与新民学会的关系时，对新民学会的贡献赞赏有加，观点趋向一致。

但对毛泽东与勤工俭学问题、女性会员与勤工俭学问题的关注比较少。难得的是，李永春关注到了新

民学会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在留法勤工俭学问题上的艰难抉择。其撰文指出，毛泽东未能出国勤工俭

学的重要原因是他担负新民学会的实际领导责任，学会的社会活动、学会基础事业的确立和会务的发

展制约了他为期两三年的出国准备计划的实施。在求学与做事的两难选择中，他牺牲了个人的出国

求学[2]。张杰则关注到新民学会女性群体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问题。新民学会84名会员中有19名女

性。她们是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也是留法学生政治运动的重要参与者，留法勤

工俭学运动锻炼和培养了她们的才干，促使她们迅速成长[3]。

四、新民学会与中共组织研究

新民学会与中国共产党组织之间存在紧密而复杂的关系。五四运动期间，新民学会一批先进分

子不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且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民学会会员组织、领导、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积累了丰富的实践斗争经

验。新民学会先进分子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理论建设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认为，要实现无产阶级

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首先必须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要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条件、步骤，在中

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4]。唐诗认为新民学会为湖南共产

党的早期党建工作做了准备。新民学会会员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和领袖，以蔡和森、向警予、李维

汉、何叔衡、罗学攒、蔡畅、邓中夏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新民学会会员日后成为中国共产

党的骨干力量[5]。另有研究者认为，新民学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干部队伍准备上的贡献居于首席

地位[6]。陈家骥指出，新民学会直接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摇篮之一[7]。

关于新民学会与湖南党组织建立的关系，不少学者研究的内容更为具体。有学者认为新民学会

促进了湖南早期党的干部的成长。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8]。新民

学会是团结一代湖南精英的旗帜，是一所储备智能的学校，是积累革命经验的源泉[9]。新民学会在中

共建党前的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为湖南地区的建党建团工作做了思想上和组

织上的准备[10]。新民学会为湖南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新民学会通过办报刊、创

文化书社等途径传播新思想，为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提供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机会、社会运动实践的

[1]鲜于浩：《新民学会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长沙〕《求索》1993年第5期。

[2]李永春：《求学与做事：毛泽东勤工俭学准备中的两难选择——以新民学会为中心的考察》，〔长沙〕《湖南省社会

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3]张杰：《试论新民学会女性群体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长沙〕《湘潮》，2016年第4期。

[4]戴安林：《新民学会先进分子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5]唐诗：《新民学会与湖南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建立》，〔长春〕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6]王启才：《蔡和森、新民学会与长沙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长沙〕《湘潮》（纪念蔡和森诞辰120周年专刊）2015年

第3期。

[7]陈家骥：《新民学会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8]张万禄：《毛泽东的道路：1921—193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9]雷国珍：《论新民学会与湖南早期干部的成长》，〔长沙〕《湖湘论坛》1992年第1期。

[10]周树辉：《毛泽东与新民学会及湖南地区早期党团组织的建立》，〔成都〕《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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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主要骨干锻炼的平台，是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起点和培养共产党员的摇篮[1]。刘华清认

为，新民学会为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领袖基础和实践基础，是

这一群体萌芽的重要标志[2]。新民学会还与中国北方的共产主义小组及东方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遥

相呼应，密切配合，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杰出贡献[3]。

五、新民学会的性质与作用研究

关于新民学会的性质，多数研究者认为，新民学会诞生和活动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转变时期，因此，其性质亦有转变时期的特点。大致观点如下：其一，前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要求“向上”“互助”的团体，后期是具有相当战斗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团体；其二，由一个追求

个人及全人类向上而汇集起来的进步团体，逐步发展成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而奋斗的革命团体；其

三，开始是一般的学术团体，中期是革命团体，后来逐渐发展为带有浓厚共产主义思想色彩的革命团

体；其四，前期是互助向上的进步团体，中期是革命团体，后期是湖南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萌芽；其五，

由革新学术、改良人心的进步社团逐步发展成为改造社会制度而奋斗的革命团体。

关于新民学会的发展阶段，学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意见主张以1920年7月留法新民学会会员

蒙达尼会议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一个学术团体，后期则是一个革命团体。另一种意见主

张应以五四运动为界划分学会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

“互助”“向上”的进步团体。后段是带有共产主义因素的革命团体。有人认为前段是一个主张教育救

国的团体，后段是主张政治救国的团体。第三种意见主张把新民学会三年多的历史分三个阶段。第

一、二阶段是一个受杨昌济、蔡元培思想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步团体，第三阶段成为受马

克思主义影响的革命团体[4]。

新民学会还对湖南现代化具有促进作用。其一，革新湖南教育；其二，争取妇女解放；其三，传播

新思想新文化；其四，造就了湖南一代共产主义者[5]。此外，新民学会对当代青年的成长具有启示作

用。新民学会给当代青年留下的精神财富是：锐意革新，勿蹈常故，探索真理，主义求真，注重实践，克

己修身。它启示当代青年要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增强报效国家民族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增强改

革开放意识，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发扬艰苦奋斗、勇于探索的精神；养成少说空话、多做实事的良好作

风[6]。上述观点主要倾向于新民学会宏观的作用和影响，陈家骥则撰文指出新民学会具体的历史作

用。首先，新民学会组织了勤工俭学。其次，新民学会领导湖南群众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并领导了

驱张运动。另外，新民学会还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革命组织的建立工作和联系工人的工

作。可以说新民学会是湖南民主革命的先锋，是湖南共产主义运动的摇篮[7]。王显成强调，新民学会

促进了民主、科学思潮的传播，培养了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学生爱国运动

的深入发展；并促进了知识阶层与劳动群众的有机结合[8]。

[1]李惠康、田华：《时务学堂、新民学会与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产生》，〔长沙〕《船山学刊》2009年第4期。

[2]刘华清：《新民学会与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形成》，〔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6期。

[3]陈家骥：《新民学会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4]莫志斌：《新民学会研究综述》，〔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8年第5期。

[5]胡旭华：《新民学会与湖南现代化》，〔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6]陈特水：《新民学会对当代青年的启示》，〔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4期。

[7]陈家骥：《新民学会的创立及其历史作用》，〔合肥〕《安徽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8]王显成：《浅说新民学会的特点与作用》，《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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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新民学会研究的思考

史料整理和出版有待加强。著名学者季羡林曾经说过：“研究任何一门学问，都离不开文献资料，

不需要科学实验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更是如此。”[1]这说明，科学研究尤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

究，只有建立在扎实的文献资料基础之上，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而在所有的文献资料中，档案作为

“没有掺过水的史料”，理应受到党史研究者的重视。郑天挺认为：“历史档案在史料中不容忽视，应该

把它放在研究历史的最高地位。”[2]显然，新史料的挖掘是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趋向更加客观的重要条

件。以往的近代史研究中之所以存在一些不尽客观的结论，除了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缺陷外，史料挖掘

不充分应该说也是原因之一。纵观关于新民学会的已有研究，资料单一的情况颇为普遍，所用资料多

为《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等，偶尔涉及《湘江评论》《大公报

（湖南）》《新民晚报》，资料来源和运用的多样性、丰富度均有待提高。

基于此，关于新民学会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是进行这项研究的关键。中国群团史、社会组织史的史

料浩如烟海、数不胜数，散见于民国政府的法规法令、政府报告等之中，传于民间的报纸、杂志、文集、

回忆录以及地方志，各地档案馆有关新民学会的档案资料亦属丰富，如湖南省档案馆、长沙市档案馆

均存有有关档案资料。但从目前的状况观察，现辑成书的关于新民学会的史料严重不足，有关新民学

会史料的整理有待强化。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对这一学会史料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在关注国内史料

搜集整理的同时，理应重视国外出版的各种文献资料、私人记录等，以便于对新民学会史料进行对比

研究，挖掘其更深刻的参考价值。

新民学会研究要拓展主题，发掘新的领域。问题的选择不应受固有观念或框架的束缚，而应根据

历史演进的脉络，不断推陈出新，从不同侧面揭示新民学会在近代的多重角色。关于新民学会的兴起

和发展方面，有些已提出的问题的研究还需要加强与深化，如关于新民学会会员的研究，已有研究主

要集中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而对其他会员的研究不多。国外研究新民学会的论著主要是美国埃德

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西行漫记》记载，毛泽东提到在长沙求学、征友、成立新民学会学生团体。然

而，这是一段记叙性的文字，斯诺并未进行任何深入的研究。国外学者在一些研究毛泽东的著作中，

谈到过有关毛泽东青年时代参加新民学会的经历，但尚未有对新民学会及其成员的专题研究。今后

的研究，应关注新民学会其他会员，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探索新民学会会员的多种面相。

新民学会会员群体研究有待强化，可将其群体特点、群体构成、群体发展等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

凸显这一群体的本来面目和未来转变，并将之置于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变迁、互动的宏观历史场景之

中，摆脱就新民学会本身开展研究的狭隘观念和眼光。在史实研究方面，可加强对新民学会的成立时

间、参与人员、后期总人数、开会内容、成员信函往来等问题的考证研究。已有的关于新民学会与马克

思主义传播的研究，过多单纯强调新民学会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作用，而关于新民学会采取什么

途径和措施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范围、步骤和阶段性成果，学会会员传播马克思主义

的差异性等问题，仍有进一步深入研讨的余地。关于新民学会与勤工俭学的研究，主要围绕蔡和森进

行探讨，缺乏对留法勤工俭学的其他新民学会会员的研究。

关于新民学会与中共组织的研究，大多强调新民学会有利于中共早期组织的建立，从理论传播、

人员构成等方面着手，但对新民学会会员后来对早期全国党组织建立的贡献重视不够，特别是对中国

[1]季羡林：《漫议“糖史”》，〔北京〕《环球》1997年第6期。

[2]郑天挺：《清史研究和档案》，〔北京〕《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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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领导的其他组织，如共青团等组织与新民学会的关系问题，存在忽视或轻视的情况。关于新民

学会作用与启示的研究，主要从对党的思想建设、湖南现代化、妇女解放运动等几个方面展开，研究水

平和视角停留于最为直观的感性认知。实际上，新民学会作为当时全国众多青年社团中的一个，能够

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实现由研究生活、学术问题的社团，向政治性社团转变，由懵懵懂懂提出现实生

活、工作目标的社团，向以国家、民族复兴道路为己任和目标的社会团体转变。这对今天社团管理与建

设、青年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团体与国家互动关系的确立等问题，皆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例，新民学会会员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对今天年轻大学生树立远大志向

具有启发意义。以社团与国家关系为例，至少有两大关键问题需要深化探讨。首先，如何认识民国时

期社会团体发展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对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来说，社团建设中政府的干预必不可

少，社会团体与国家合作的一面很突出，而非只有对抗。因此，系统考察并客观评析二者之间的合作

关系，对深入理解中国近代变迁的历程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如何建构政府与民间社会团体的良性互

动关系，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这是未来新民学会研究需要考虑的一个思路和方向。

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待突破。一是需要解决理论阐释与实际论述相脱节的问题。近些年对新民学

会的探讨多数为平铺直叙的历史叙述，鲜有深度的理论阐释和解读。即使偶有重视理论阐释的研究

成果，对如何将所用理论贯穿到对具体问题的实际论述之中的重视程度亦显不足，结果仅仅停留于理

论层面，实际论述基本上没有新意，有新瓶装旧酒的嫌疑。二是认真总结近年来新民学会研究中理论

运用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对不同问题研究中所运用的理论及其相关成果逐一进行考察和分析，也可以

加以相互比较，了解各自的优劣利弊，使其互相融合补充。如引用和借鉴西方理论阐释新民学会问

题，需要关注西方理论在近代中国本土情境中的适应性，使之与本土史料的解读和史实的论证真正融

为一体，避免削足适履的现象[1]。大多数研究主要采用传统的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一般性地就新民学

会的某些具体问题开展研究，给人单一和沉闷之感。即使史学研究中最为常见的比较研究方法亦比

较少见。新民学会与其他学会的比较、会员之间的比较、湖南新民学会与法国新民学会比较研究等方

面的研究，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只有对国内各地区之间、国内与国外、学会内部之间、学

会内外等方面进行深度对比，才能更为准确地认识新民学会的特点。

分层次研究方法的应用严重不足。所谓研究层次，主要是指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不同的层

次。宏观研究是从整体上对新民学会的综合论述，中观研究是对新民学会会员群体等问题的考察，微

观研究则是对某个新民学会会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就一般情况而言，比较充分的微观研究是中

观研究的基础，中观研究是宏观研究的基础。如果微观研究和中观研究都不充分，宏观研究势必缺乏

应有的基础与条件，所得出的结论也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欠缺[2]。从新民学会研究的既有成果

看，从整体上对新民学会进行综合论述的宏观研究较多，而将新民学会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的中观

研究，以及将新民学会会员作为个案开展的微观研究为数不多，新民学会领导者之外，普通学会会员

的研究难得一见。由此，应充分意识到微观研究的重要性，并勇于下苦功去搜集有关的档案、报刊、方

志等各种资料，沉下心来进行扎实的研讨。

〔责任编辑：道 成〕

[1]朱英：《中国商会史研究如何取得新突破》，〔杭州〕《浙江学刊》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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