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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历史的早期研究
——对刘昌玉、任武雄、常美英、庄有为研究的分析∗

陈 挥 谈思嘉

[摘要]1978年底，上海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中共党史教研室教师刘昌玉、常美英、庄有为和中共一大会址纪

念馆任武雄等老一辈党史研究工作者，就组成了研究团队，聚焦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创建实践，展开大

量资料搜集和研究工作，相关研究涉及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早期组织、其他各地早期组织建党活动、早期共产

主义者建党思想等领域。他们率先推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相关研究的首批成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研究

和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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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 100
周年。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

大会上，习近平将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历

程生动形象地概括为“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

兴业路到复兴路”。[1]其中，“石库门”就是渔阳

里、树德里等中国共产党人创建活动的区域，

“兴业路”就是中共一大会址所在地。习近平

这一重要讲话重申了“上海是党的诞生地”，明

确了上海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的特殊重要

地位。作为上海的党史研究工作者，理应站在

大力发掘建党资源和传承弘扬建党精神工作

一线，切实发挥好应有作用。而早在 1978年
底，刘昌玉、任武雄、①常美英、庄有为四位老一

辈党史研究工作者，就已聚焦中国共产党早期

组织及其创党实践，展开大量资料搜集和研究

工作，率先推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相关研究的首

批成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研究和宣传作

出了重要贡献。

一、四人团队的研究经过

改革开放初期，神州大地上掀起一场关于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吹响了社会科学界思

想解放的号角。中共党史研究也冲破长期以

来的思想禁锢，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

重新展开对重要党史人物和党史事件的研究

与评价。适时，上海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教师

刘昌玉、常美英、庄有为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

馆任武雄一道组成研究班底，在分工合作的基

础上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创党实践展

开了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工作。

1978年上海师范学院恢复建制，学校在原

先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基础上组建成立了政治

教育系。当时，政治教育系除了完成全校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必修课程《中共党史》外，

还为恢复招生后政教系第一批学生开设了作

为专业课的《中共党史》。刘昌玉、常美英、庄

有为分别承担了《中共党史》的教学任务。他

们在前期备课工作时，开始涉猎中国共产党早

期组织的相关资料搜集。与此同时，上海师范

学院政治教育系为了推进科研工作，在中共党

史教研室设立“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为课题研

究项目，由刘昌玉、常美英、庄有为三人共同承

担。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研究课题，刘昌玉等

∗本文系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党的诞生地史料挖掘与建党精神研究”专项课题“中国共产党精神内涵研究”[2019ZJD001]阶
段性成果。
作者：陈挥，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教育部重点研

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谈思嘉，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刘昌玉，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时任上海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中共党史教研室副主任。任武雄，时任中共一大会址

纪念馆党支部书记兼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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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邀请任武雄共同参与，以期借助中共一大会

址纪念馆馆藏文献丰富的独特优势，为课题研

究提供支持。

1978年 11月，刘昌玉、常美英、庄有为专

程前往北京、天津、济南、南京等地，采访了中

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一大代表以及相关领域研

究专家，并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

学和山东师范大学搜集了大量史料。由于当

时条件有限，大多材料只能用复写纸誊抄下

来。据庄有为回忆，他们三人于1978年11月1
日至5日和12月1日对早期党员罗章龙做了访

谈，11月18日对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五四运动研究专家丁守和做了访谈，11月 29
日对早期党员张申府做了访谈，12月1日对一

大代表包惠僧做了访谈。他们整理了访问记

录并请受访者审核。包惠僧在看了访问记录

后的回信中说，“记录大体不错”。[2]这些工作

为学术研究开展和论文撰写积累了大量口述

史料和文献史料，奠定了强有力的学术基础和

史料基础。①

经过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四人

团队在没有先例可循和经验可鉴的情况下撰

写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关于中国共产党早

期组织的学术论文。经中国知网查验，这些论

文分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

织为研究对象最早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开创

了相关领域研究的先河。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1984年，研究团队

编写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史稿》，但由于种种

原因未能正式出版发行。1988年，四人共同署

名的著作《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

的诞生》，作为“祖国丛书”的一种，由上海人民

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该书从中国共产主义

运动的兴起、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马克思主

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开展到中共一大、中共

二大的召开，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党过

程及其历史意义。此书一经发行，广受好评，

不仅成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热销读物，也

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的

重要参考书目。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
早期组织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早期组织是中国大地

上成立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1921年中共一

大召开前的创党实践中始终发挥着领导核心作

用，肩负着正式成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共产

党的历史使命，其他各地党组织都无法与之相

比拟。1979年，研究团队在《上海师范学院学

报》（1979年第一期）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共产党

上海发起组的活动》一文，通过对上海早期党组

织创党实践的梳理，肯定了其在中国共产党筹

建过程中的重要贡献。1980年，任武雄、刘昌玉

撰写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有关几个问题》，

聚焦组织名称、形成过程等关键问题展开研究。

两篇文章有如下三个观点值得关注。

第一，关于组织的名称。文章指出，改革

论文篇名
《关于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

活动》

《“一大”代表包惠僧访问记录》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有关几个

问题》
《李大钊同志领导的北京党的早

期组织》

《武汉、广州、济南、长沙、留法学

生的早期建党活动》

《关于上海小沙渡劳动补习学校》

《早期共产主义者关于建党思想

的探讨》

发表期刊及时间
《上海师范学院学报》

1979年第1期

《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期
《党史资料丛刊》

1980年第1辑
《上海师范学院学报》

1980年第2期

《上海师范学院学报》

1981年第2期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论文专辑》（2）1982年

《上海师范学院学报》

1985年第3期

署名
刘昌玉、任武雄、

常美英、庄有为

未署名

任武雄、刘昌玉

刘昌玉、任武雄、

常美英、庄有为

常美英、庄有为、

任武雄、刘昌玉

庄有为、任玉英②

庄有为

①相关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20年1月22日对任武雄、庄有为所做的采访。
②“任玉英”为任武雄、刘昌玉、常美英各自分别取姓名中的“任”“玉”“英”组合而成，以代表三人。

表1 研究团队主要研究成果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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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初期的党史讲义和论文大都习惯性地沿

用1926年葛萨廖夫在《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

活动》中的说法，将党在上海的早期组织称为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容易使人们产生误

解，不仅不能反映历史事实，也无法凸显上海

党组织相较其他各地党组织的独特地位。研

究通过罗列李达、石村通、包惠僧等党的早期

成员的回忆、《共产党》月刊和《中国共产党宣

言》中明确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表述等史

料，论证了1920年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组织并

不是“中国共产主义小组”，而是“中国共产

党”。因此，“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改称为“中国

共产党在上海的早期组织”或“中国共产党上

海发起组”更为妥当。[3]

第二，关于组织的创建过程。文章指出，

1920年夏天，党在上海的早期组织的成立不是

偶然的。五四运动后，先进分子对于帝国主义

的侵略和压迫无比愤怒，对于军阀政府的倒行

逆施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根本改造中国社会、

劳工神圣、愿与俄国人民携手互助的呼声传遍

全国。1920年 4月，共产国际派魏金斯基（现

称为维金斯基——笔者注）以记者身份来华了

解情况。到达北京后，魏金斯基先后同李大

钊、陈独秀会晤，并同一些倾向马克思主义的

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进行过几次座谈，提出筹

建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大

约在 1920年 8月，在上海环龙路渔阳里（现南

昌路100弄）2号的《新青年》编辑部（也是陈独

秀的寓所），首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

组，推选陈独秀为负责人。党在上海的早期组

织一经成立，便积极投入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

义和组织动员工人运动的工作中，并通过各种

方式与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者取得联系，从组

织上推动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4]除
了一般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事实外，研究团队

还就沪西小沙渡地区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做了

专题研究，认为它与北京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

一样，通俗地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起点，在中国工人运

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5]

文章清晰梳理了上海党组织的创建过程，

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酝酿阶段

（1920年5月至8月），陈独秀、沈玄庐、邵力子、

李汉俊、李达、沈雁冰、陈望道等人在上海组织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探讨社会主义和马

克思主义问题，开始时并未直接建立党的早期

组织，半年后才逐渐形成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

组织。二是1920年暑假期间，陈独秀等人在上

海筹建了具有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组织，并改

组《新青年》，自1920年9月发行的第八卷第一

期起，公开、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苏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作斗争。三是 1920年 11月，上海早期党组织

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主要依据是，11月
陈独秀主持起草了供党员内部学习的《中国共

产党宣言》，并将《共产党》月刊作为机关刊物出

版发行，而此前各地共产主义者开展建党活动

时都没有明确宣称“共产党”。作者还根据早期

党员的回忆录认为上海早期党组织的人员构成

共有 14人，分别为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李

达、沈玄庐、邵力子、陈望道、俞秀松、李震瀛、沈

雁冰、周佛海、施存统、李启汉、沈泽民。[3]

第三，关于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党员人

数、参会代表人数和召开时间。上海早期党组

织承载着筹备标志中国共产党正式创建的全

国代表大会的重要任务。研究团队基于对国

内外存有史料的研究和考证，在对重要人物进

行访谈的基础上，就上述党史研究中悬而未决

的相关问题做出了初步回答。

关于党的一大时全国党员人数问题，当时

一说53人，一说57人，未有定论。研究团队依

据向共产国际汇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这份当时所能见到的唯一留下来的

文件，认为党的一大召开党员人数为53人的说

法更为妥当。①虽然，后来又有材料提到有 57
人，53人之外还包括 4名工人，但究竟是谁未

可知晓。而且，很多材料也显示在建党之初，

工人党员还很少，大都是学生、知识分子与大

学教授，最早的工人活动家项英、王荷波等人

都是在党的一大后才入党的。[3]

针对党的一大参会代表人数和召开时间，

文章明确提出，1921年 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

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到达上海，

他们同李汉俊、李达等交换意见，建议应及时

①现一般认为党的一大时有党员58人，之所以与53人说存在出入，是因为当时所依据的档案材料并未将旅日、旅法支部计算
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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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

立。于是，李汉俊、李达写信同陈独秀、李大钊

商讨决定，由李汉俊、李达发信请各地党的早

期组织各派代表2人到上海开会。文章详细罗

列了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所派代表的名单，共13
人，其中国内六个支部派来 12名代表，东京支

部派代表1人。与会代表大都安排在博文女校

里住宿。当时学校正放暑假。党的一大是7月
下旬在望志路 106号（现兴业路 76号）李汉俊

家里举行的。数天之后会议遭到法国巡捕无

理搜查，因而在浙江嘉兴南湖中的画舫举行了

最后一次会议。[4]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党史学界长期将包

惠僧认作陈独秀个人指派的不同于其他 12名
一大代表的特殊代表。①刘昌玉等人于1978年
12月1日采访包惠僧时谈及了这一问题，包惠

僧特别强调说：“有人说我是陈独秀的私人代

表，不是广东的代表，这是不对的。我是广东

代表，不是陈独秀的私人代表。”[2]研究团队基

于包惠僧的访谈记录和其他有关材料，在《关

于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活动》一文中明确

指出包惠僧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广州支部的2名
代表之一出席党的一大。此例也证明了研究

团队的相关研究是具有充分的史料依据的，是

有几分材料就说几分话的。

三、关于其他各地早期组织
建党活动的研究

研究团队先后在《上海师范学院学报》

1980年第二期和 1981年第二期上发表了《李

大钊同志领导的北京党的早期组织》《武汉、广

州、济南、长沙、留法学生的早期建党活动》，分

别介绍了北京早期党组织的建立过程，以及在

上海、北京两地早期党组织的推动下，全国其

他地方早期党组织相继成立以及留法学生开

展建党活动的详细情况。

第一，关于北京早期党组织的建党活动。

在梳理史实的基础上，文章认为北京早期党组

织的建立有一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从五四运动前夕至1920年春，在李大

钊周围的一批要求进步的学生，从思想上倾向
社会主义，发展到组织起来研究马克思主义，

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者

十分踊跃，不久会员发展到一百余人。在李大

钊亲自指导下，他们以研究马克思主义著述为

目的，组织会员分组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搜

集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

广泛传播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部分会员还

组织讲演团到北京四城讲演所和街头去讲演，

到工人比较集中的长辛店、赵辛店等地宣传马

克思主义，使工农群众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

认识。

二是从1920年初至9月，李大钊先后与陈

独秀、邓中夏酝酿讨论过建党问题。共产国际

派魏金斯基等人到北京后，对北京建立党组织

的准备工作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在共产国际代

表的热情帮助下，北京的共产主义者更加坚定

了学习俄国革命的决心。李大钊完全同意共产

国际代表的意见，认为中国不仅必须建立共产

党，而且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

三是1920年10月，以李大钊为核心的马克

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一起成立了北京党的早

期组织。之前，李大钊收到陈独秀来信，知晓了

上海已经成立了党的组织。信中，陈独秀还商

请李大钊在北京发起建立党组织，并负责北方

的建党工作。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早期党

组织于 10月宣告成立，组织成员有李大钊、张

申府、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等人。

文章充分肯定了李大钊领导的北京早期

党组织在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组织工人群

众运动方面的积极作用。文章指出，北京早期

党组织成立后，以李大钊为主要代表的早期党

员，十分重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运动实

践相结合，通过创办刊物《劳动音》和开办长辛

店劳动补习学校，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为

组织工会和领导工人开展斗争准备了条件，推

动了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此外，早期成员还

参加了社会政治活动和青年学生运动，李大钊

直接领导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在

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方面，李大钊在几

次论战中撰写文章，对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

①邵维正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认为，
包惠僧是由陈独秀指派参加党的一大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也认
为包惠僧是受陈独秀派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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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反动论调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驳斥，肯定

了中国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对正在兴
起的工人运动是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此外，文章还特别纠正了把马克思学说研
究会和北京早期党组织相提并论的认识误区。
文章指出，在北京早期党组织成立以后，马克
思学说研究会仍然存在。前者具有政党性质，
是研究会的核心力量，当时它是秘密的，因此
经常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名义开展活动。
后者成为公开的群众性的学术团体，人数较
多。研究会会员不一定就是共产主义小组的
成员，所以两者不能等同。[6]

第二，关于全国其他地方早期党组织的建
党活动。上海和北京早期党组织相继成立后，
陈独秀等人主动函约或直接派人去全国各地，
请各地共产主义者成立党支部，得到了各地共
产主义者的积极响应，为中国共产党完成创建
工作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研究团队通过
对武汉、广州、济南、长沙和留法学生早期创党
实践的历史考察，指出各地开展的建党活动在
思想和组织上为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共
产党作了必要准备。文章充分挖掘了早期建
党史实，从三方面出发进行了论证和分析。

一是指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都将学习
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当作主要任务。武汉临时
支部每周学习一次，内容是学马克思主义经典
著作、新青年社出版的丛书和有关俄国革命的
小册子。广州党的组织创办“宣传员养成所”，
这是一所培养传播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宣传员
的学校，第一期学员有100多人，该所办了将近
二年，收到了相当成效。留法学生中的马克思
主义者，通过勤奋学习法语，努力钻研并宣传
马克思主义。蔡和森经过“猛看猛译”，从法文
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周恩来在旅欧期间写
了 50篇文章，宣传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形势，
揭露帝国主义重新分割殖民地。各地党的早
期组织还十分重视对工人群众的宣传工作，向
工人群众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

二是认为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建立后，深入
工人群众，进行调查研究，这是早期马克思主
义者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的第一步。
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工人党员郑凯卿根据陈独
秀制定的武汉工人状况调查要求开展调查，形
成了《武昌五局工人状况》一文，发表在《新青

年》第八卷第一号上。包惠僧的《我对于武汉
劳动界的调查和感想》发表在 1921年 4月 8日
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在湖南，毛泽

东和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到当地的纺

纱厂、造纸厂、火车头修理厂等工人中去了解

情况，交朋友，做艰苦细致的工作。留法学生

中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到工厂劳动，调查

劳动运动的状况。

三是指出为了团结和教育广大进步青年

参加革命斗争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各地党的早

期组织还先后开展了建立和发展青年团的工

作。自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长沙、武

汉、广州、济南等地的团组织也都相继成立。

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全国建团较早的地方

之一，在青年学生和工人中发展了相当数量的

团员。毛泽东对于发展团员的工作是非常严

肃认真的，强调慎重吸收，注意团员质量。广

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初于1920年8月成立，谭

平山是领导人之一。但是因为当时没有明确

信仰，也没有拟定具体的计划，所以该青年团

在 1921年 3月至 4月间自行宣布解散。1921
年秋冬，团临时中央局在上海提出改组，明确

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社会主义的团体，

谭平山受临时中央局的委托，重新在广州建

团。武汉团组织的成员是以董必武创办的武

汉中学为重点，也有湖北第一师范学校、湖北

女子师范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共十

多人。武汉团组织每周开会一次，并通过他们

向周围群众宣传革命理论。[7]

四、关于早期共产主义者
建党思想的研究

早期共产主义者积极探讨建党思想，为在

中国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新型政党提供理论依

据。但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更关注

中国共产党的创党实践，而从理论层面对早期

共产主义者建党思想的研究相对匮乏。研究团

队成员庄有为则于1985年发表了《早期共产主

义者关于建党思想的探讨》，专文就早期共产主

义者关于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奋斗目

标和党的组织原则等问题的认识进行研究。

文章指出，早期共产主义者对建党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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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同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有着密切联系。他
认为，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改良
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潮也有所滋长。早期共
产主义者在《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等刊物上
发表了许多文章予以批判，并在一些社团内部
活动中展开了热烈讨论，形成了早期共产主义
者建党思想的基本面貌。早期共产主义者关
于建党思想的讨论，在思想、理论上坚持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在实践上推动了各地
建立工人阶级政党，预示着一个完全新式、以共
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统一
的中国共产党即将诞生。

第一，关于党的性质问题。文章指出，蔡
和森在给毛泽东的通信中最早论述了党的性
质，提出要建立“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
致”的工人阶级政党，并认为共产党是革命运动
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和作战部。只有建立
起这样一个无产阶级的组织，才能领导中国革
命取得彻底胜利。文章还列举李大钊关于建立
工人阶级政党的明确论述，进一步阐释了早期
共产党员对党的性质的认识。李大钊在 1921
年3月发表的《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
中强调了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的“强固精密的
团体”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
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
的劳动家的政党，即社会主义的团体。

第二，关于党的指导思想。文章指出，李
大钊、陈独秀等人在与胡适派改良主义的论战
中，已接触到要不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中
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问题，并且经过对胡适
派的改良主义的批判，初步解决了必须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的问题。
例如，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针对胡
适借口反对空谈主义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传播的谬论，公开表明拥护布尔什维
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定捍卫了马克思
主义的革命旗帜。文章还引用毛泽东与友人
的通信以及陈独秀在《主义与努力》中的相关
表述，论证了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这
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认
可和拥护。

第三，关于党的奋斗目标。文章认为1920
年11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和出版的《共

产党》月刊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党的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党的奋斗目标，就是
要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剥削、没有阶级压迫、最
终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月刊也
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肩负的经济和政治上的
两大使命。文章还指出，早期共产主义者已普
遍认识到要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就必须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
专政的思想，这是“惟一无二的方法”。

第四，关于党的组织原则。文章指出，《共
产党》月刊从创刊起就开始介绍一些国家的建
党情况，在该刊第3号上发表的《加入第三次国
际大会的条件》的译文，还专门介绍了 1920年
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规定的加入共
产国际的22个条件。据此，早期共产主义者也
对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指导原则进行了论述，
普遍认为党内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有民主
和集中，要注意开展发展党员和争取群众的工
作。文章认为这些论述构成了民主集中制原
则的重要内容，为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科学的
理论依据，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认为，在党的一大前，早期共产主义
者关于建党思想的讨论，在思想、理论上对于
坚持列宁的建党学说，在实践上对于推动各地
共产主义小组建立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都有
着重要的意义。这一讨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
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完全新式、以共
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
南、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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