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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民主思想的嬗变及其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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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陈独秀的民主思想经历了从五四前期的法兰西民主模式转变为建党以后的苏俄模式袁再而转
变为晚年的全民民主三个阶段的嬗变遥 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袁所谓全民民主是不存在的曰西方资本主
义民主始终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袁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根本对立曰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始终致力于实现最广
泛的人民民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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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15 年喊出野德先生冶开始袁民主一直是
陈独秀奋力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遥 陈独秀的民主
思想经历了从五四前期的法兰西民主模式转变
为建党以后的苏俄模式袁再而转变为晚年的全民
民主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遥 研究陈独秀民主思想
的嬗变袁不仅是深入推进陈独秀研究的一个重要
课题袁也对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遥
一尧五四时期渊1915要1920冤院
法兰西式的资产阶级民主观
1915 年袁陈独秀以叶新青年曳为阵地袁明确打
出野民主冶与野科学冶的旗号袁发动并领导了新文化
运动袁正是在这次运动中袁他正式形成了较为完
整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遥 他先后发表百余篇文
章袁较为系统地表达了其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遥
这一时期袁他的民主思想立场鲜明袁内涵涉
及多方面袁涵盖多个层次袁其中心内容是自由平
等的人权思想遥 他推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
人权说遥 他认为袁人权说是近代政治文明的基本
特征之一袁是野最足以变古之道袁而使人心社会划
然一新冶 的三事之一遥 咱1暂员远源 针对封建宗法等级制
度袁他认为人权的主要内容在于平等和自由遥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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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平等冶来讲袁它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袁是法制
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基本精神遥 他指出院野西洋所谓
法治国者袁其最大精神袁乃为法律面前袁人人平
等袁绝无尊卑贵贱之殊遥 冶咱员暂圆缘园 而我国的普通民众
的人权则深受野三纲之说冶的祸害而野无独立自主
之人格冶袁野君为臣纲袁则民于君为附属品冶尧野父为
子纲袁则子于父为附属品冶尧野夫为妻纲袁则妻于夫
为附属品冶袁野率天下之男女袁为臣袁为子袁为妻袁而
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冶咱员暂员怨怨遥 就野自由冶来讲袁
他大声疾呼袁 人的自由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袁
野个人之自由权利袁 载诸宪章袁 国法不得而剥夺
之冶袁而像我国这样的宗法社会则是野以家族为本
位袁而个人无权利袁一家之人袁听命家长冶 咱员暂员怨源袁毫
无自由可言遥 因此袁他强烈呼吁做野自主的而非奴
隶的冶人袁呼吁民众尤其是青年人行动起来袁自我
解放袁野脱离夫奴隶之羁绊袁以完其自由之人格之
谓冶袁具体来讲袁就是野我有手足袁自谋温饱曰我有
口舌袁自陈好恶曰我有心思袁自崇所信曰绝不认他
人之越徂袁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院盖自认为独立
自主之人格以上袁一切操行袁一切权利袁一切信
仰袁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袁断无盲从隶属他
人之理冶咱员暂员缘怨遥 虽然陈独秀极力推崇西方资产阶级
的人权说袁宣扬人们要以自我为中心袁内含极端
个人主义的倾向袁但是袁在当时封建制度禁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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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权利和自由的状况之下袁以这种人权说来反对
旧的制度袁不失为一剂良药遥
陈独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形成袁主要有两方
面原因遥 首先是中国当时的国情遥 陈独秀生活的
年代袁可以说正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从逐步衰落向
寻求新出路的转型过程遥 他本人的经历也恰好反
映了这一时代的主要特点遥 由野选学妖孽冶到追随
康尧梁的改良派袁再到追寻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
级革命派袁戊戌政变尧辛亥革命尧野二次革命冶等不
同派别为救中国而发生的各种重大事变和运动袁
都在他头脑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遥 陈独秀当时是
一个有着强烈爱国心和报国心的热血青年袁为民族
和国家前途命运而奔走呼号袁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
崇高目标遥 在经历了一次次不同救国方案的失败
后袁中国社会不仅没有改变贫穷落后尧受人欺负的
悲惨境遇袁反而在封建势力的顽固坚持下越走越黑
暗遥 这样的现实怎能不激励每一个像陈独秀这样
的有志青年去积极寻求新的救国道路钥 其次是东
渡日本的求学经历袁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民主思想深
深吸引着他遥 中国历次救亡失败的事实已经证明袁
要救亡图存袁要改变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袁必须有
新思想新观念遥 而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已经让当时
的中国人了解到袁在世界的另一端袁西方资产阶级
早已创造了一种能创造巨大社会物质财富的新文
明遥 像其他多数留洋学生一样袁陈独秀在日本学习
并了解到了这种新的文明遥 而中西文明的鲜明对
比下凸显出的中国封建文化的腐朽落后袁更让陈独
秀坚决选择了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办法来拯救中国袁
而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思想尤为吸引他遥 对
比中国的专制与西方的民主袁 陈独秀最终选择民
主袁这在当时来说袁是一种必然的选择遥
二尧领导中国革命初期渊1920要1927冤院
无产阶级民主观
1920 年春夏之交袁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经
李大钊介绍袁到上海与陈独秀见面袁商谈在中国
建立共产党的问题遥 5 月袁陈独秀创立马克思主义
研究会袁开始组建中国共产党遥 陈独秀的政治民
主思想从此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袁直到 1927 年 7
月被共产国际停职遥 这一时期袁他在政治民主观
上基本坚持了无产阶级民主的立场遥
民主是一定阶级的民主遥 陈独秀运用马克思
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方法袁认为没有所谓全民的

民主袁民主具有阶级属性遥 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
观点袁认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袁野只要有不同的
阶级存在袁就不能说耶纯粹民主爷袁而只能说阶级
的民主遥 冶咱圆暂他认为袁无论是西方各国的国会尧国民
大会袁还是苏联的苏维埃袁都是各个利益不同的
阶级或党派势力的集中袁而不代表全体国民的意
愿遥 他说袁野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袁才
真是平等自由袁那便大错而特错遥 资本和劳动两
阶级未消灭以前袁 他两阶级的情感利害全然不
同袁从哪里去找全民意钥 冶咱猿暂猿员圆原猿员猿 正是在认识到资
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之后袁他毅然抛弃了
这种曾经为之崇尚的价值观袁开始寻求属于无产
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的真正的多数人的民主遥
社会主义民主是优越于资本主义民主的新的
政治制度遥 陈独秀从进化论的角度袁指出了社会主
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遥 他说袁野社会主义要起
来代替共和政治袁 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
建制度一样冶袁野都是不可逃的运命冶咱猿暂圆苑愿遥 资本主义
造成了诸多罪恶和社会动荡袁 而只有社会主义由
于野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袁在分
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冶袁因而能够野救济现代经
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冶咱猿暂猿猿怨遥 然而袁他又似乎
把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看得比较容易遥 他明
确指出院野由封建而社会主义虽是一定的轨道袁然
这轨道却不能够说必须要经过若干岁月才可以改
变方向遥 噎噎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
会主义代替了袁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
久的岁月袁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遥 冶咱猿暂圆苑怨 也就是说袁
社会主义不仅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袁而且社会主
义取代资本主义也不会经过太长的时间袁这也暗
示了他为马上领导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奋
斗的决心遥 他批判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政治的
主张袁 明确赞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遥
他揭露了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实质是通过竞争选
举的手段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府尧国会袁利用资产
阶级的政治和法律来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的主张袁
实际上是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袁在根本上只能是
有益于资产阶级的统治袁 而与广大民众毫不相
干袁他将这种主张说成是野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
要替虎噬人冶的方法袁这个比喻极为形象地戳穿
了主张议会政治的那些人遥
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无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前
提遥 陈独秀认为袁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袁劳
动阶级要想争得民主袁获得自己应有的特权袁就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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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通过阶级斗争袁进而推翻一切反动的尧压迫阶级
的统治袁建立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专政遥 他
说院野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袁 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
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袁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
阶级的专有物袁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
劳动阶级的利器遥冶咱猿暂圆缘远 他还从反对无政府主义和修
正主义的角度出发袁论证了用野强力冶即暴力来争取
民主权利的必要性遥 而一旦建立了劳动阶级自己的
政权袁就可以野自己站在国家地位袁利用政治尧法律
等机关袁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袁然后才可
望将财产私有尧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袁将过去不平
等的经济状况除去冶咱猿暂圆缘圆袁 从而制定自己的民主制
度尧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遥 这一时期袁他比较注重强
调民主的阶级性遥 在与无政府主义者郑宗贤辩论
时袁他指出院野先生既然相信无政府主义袁请你要将
资本阶级和非资本阶级的人民分别一下袁不要说些
笼统话为不劳动的资本阶级利用浴 冶咱猿暂圆怨源原圆怨缘 可见袁这
一时期袁他已经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
作为为社会主义民主辩护的武器袁 这一点对一个
即将成为中国革命领导人来讲袁是极为重要的遥
不过袁由于受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的影响袁在陈独秀的思想中还有一些自相矛盾的
地方遥 1922 年 8 月袁他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
的见解遥 野这样的经济及政治状况袁遂使中国的阶
级争斗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院 第一段是大的和小
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袁第二
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
争斗遥冶咱猿暂源远愿野所以我主张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袁
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袁对
内倾覆封建的军阀袁 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
府袁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袁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
立的国家袁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遥 冶咱猿暂源苑园
不久袁他又对建立民治主义的政府产生了怀疑遥 他
说袁野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与无产阶级同一幼稚袁这
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遥 今后的进步袁必然是两阶级平
行进步袁而世界的趋势能否容民主的政制占领长时
代而不生急进的变化袁乃是一个问题冶遥 咱猿暂源苑怨 等等袁
诸如这类不确定和摇摆的思想因素在这一时期的
政治思想中都有所体现袁这也是人们说他根本上不
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因遥
三尧晚年渊1937要1942冤院资产阶级的全民民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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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去世这段时间袁称为陈独秀政治生涯的最后阶
段遥 实际上他的晚年应该是从 1937 年 8 月出狱直
至 1942 年病逝这段时间遥 咱源暂在这一时期袁基于对国
际国内重大现实问题的考察袁尤其是对大革命失败
和苏联共产党党内的残酷争斗的反思袁陈独秀重新
思考了政治民主尧 特别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问
题遥 其中袁有深入的见解袁也有极端的言论遥 1940
年袁他在给自己的俄国托派朋友王文元尧濮清泉的
三封信中袁针对斯大林统治下苏联的现状袁全面阐
述了自己的民主思想遥 总体来讲袁这一阶段他的民
主思想明显放弃了无产阶级民主的立场袁而转向了
他曾经严厉批评过的全民民主遥 主要内容是院
民主是超时代和超阶级的袁是人类的普遍准
则遥 这一时期袁陈独秀在高度肯定野五四冶时期倡
导的民主和科学的现代价值的同时袁将民主与科
学提升到了社会进步和人类普遍价值的高度遥 他
认为袁民主是与国家和政治紧密联系的袁野是从古
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尧明天尧后天袁每个时代被压
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袁并非仅仅是
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袁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
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袁如果说民主主义已
经过了时袁一去不复回了袁同时便可以说政治及
国家也已过了时即已经死亡了冶 咱缘暂猿缘猿遥 他明确指
出院野民主与科学是人类历史长期的要求袁决非权
宜之计袁临渴凿井的对策遥 如果用公式表达袁就是
原始社会里袁 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是两大支柱遥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推倒和埋葬了这两大支柱遥
资本主义社会袁发掘了民主袁发展了科学袁人类大
跨步前进遥 社会主义尧共产主义社会袁民主与科学
无限发展袁走向人类大同遥 冶咱远暂远员原远源 他认为袁野民主制
度是人类政治的极则袁无论资产阶级革命或无产
阶级革命袁都不能鄙视它袁厌弃它袁把它当作可有
可无袁或说它是过时的东西袁在东方落后国家袁长
期受封建制度束缚袁 没有民主的气息和习惯袁更
应把它当作战斗的目标而奋斗遥 冶咱远暂远员原远源 他突出强
调民主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性院野它不仅是某一
时期的策略袁而是中国革命的骨干袁中国无产阶
级夺取政权的革命之全部策略的基石遥 冶他强调
说袁野对民主主义斗争估价过低袁会成为无产阶级
之致命伤遥 冶咱缘暂员员园原员员员 他认为袁民主本身并不具有阶
级性遥 无疑袁他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立
场袁已经改变了关于民主的无产阶级立场遥
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只是实施范
围不同而已遥陈独秀认为袁野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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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民主大致相同袁 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
已遥 冶咱缘暂猿缘猿原猿缘源 而且袁从社会演进的角度来讲袁资产阶
级的民主为社会主义民主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遥 他
尖锐地批评了那种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只有
独裁而没有民主的说法袁指出俄国苏维埃的错误
在于将民主制度等同于资产阶级统治而一并推
翻袁他指出袁野以独裁代替民主袁民主的基本内容
被推翻袁所谓的耶无产阶级民主尧大众民主爷只是
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袁一种抵制资产阶级
民主的门面语而已遥 冶咱缘暂猿缘猿原猿缘源 他认为袁一个真正的
工人国家绝对应该比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更加民
主遥 他还充分肯定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在历史上
的积极作用遥他将资产阶级的民主制与科学尧社会
主义并列成为近代人类社会的三大天才发明遥 他
还认为袁在社会主义运动未发生以前袁完成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任务是人类进步的唯一指标遥他断言袁
野苏维埃制度如果缺乏民主内容袁仍旧是一种形式
民主的代议制冶袁而缺乏民主内容的俄国苏维埃甚
至野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冶咱缘暂猿缘猿原猿缘源遥 关
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内容袁他明确指出袁社会
主义民主野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袁其具体内容也
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尧结
社尧言论尧出版尧罢工之自由冶咱缘暂猿缘怨遥 可见袁陈独秀晚
年的民主思想明显取消了阶级本性的差别袁意味
着他在政治立场上的根本转变遥
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必然导致无产阶级民主遥
在领导革命的时期袁 陈独秀认为民主与专政是相
辅相成的袁只要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袁无产阶级民
主就会自然实现遥 但是俄国革命胜利后几十年的
社会主义经验说明袁 无产阶级民主不但没有自动
实现袁反而遭到了一定程度践踏遥 他在与托派青年
争论时说袁野你们总是把专政这个名词奉为神灵袁
而把民主视为妖魔袁岂不怪哉遥 现在苏联实行无产
阶级专政袁专政到反动派袁我举双手赞成袁但专政
到人民袁甚至专政到党内袁难道是马克思尧列宁始
料所及吗钥 此无它袁贱视民主之故也遥 冶咱远暂远员原远源 他十
分尖锐地批评了苏联无产阶级政权只强调专政袁
而忽视民主的做法遥 但与此同时袁他自己也走向
了只强调民主而否定尧甚至是彻底否定无产阶级
专政的另一个极端遥 1941 年 11 月 28 日袁他在发
表的叶我的根本意见曳一文中袁几乎全盘否定了无
产阶级专政遥 他说院野所谓无产阶级独裁袁根本没
有这样东西袁即党的独裁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
裁遥 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尧欺骗尧贪污尧腐化的

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遥 冶咱缘暂猿缘怨
此外袁他还对大众政权和大众民主袁党内民
主与个人独裁阐发了自己的思考遥 总体来讲袁陈
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有许多闪光和进步的地方袁
但是最终其全民民主的主张实质上还是回归了
资产阶级立场遥 这种认识上的截然不同的转变袁
根本原因是他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袁不是彻
底的马克思主义者遥 一旦形势转变袁其阶级局限
决定了他的彻底转向遥
四尧陈独秀民主思想的当代启示
陈独秀民主思想的发展变化袁 某种程度上代
表了先进知识分子既对政治民主的强烈渴求袁又
易对外来的民主制度和形式产生盲从遥 作为中国
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袁 陈独秀的民主观在党内外
都影响极大遥 可以说袁无论是其民主思想上进步的
方面袁还是局限的方面袁都对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启示遥
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袁所谓全民民主是不
存在的遥 马克思通过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袁揭
示了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遥 在阶
级社会中袁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遥 他指出袁野由
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袁由于
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袁 所以袁
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尧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的国家袁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
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袁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
迫阶级的新手段遥 冶咱苑暂作为国家政治统治手段的工
具袁民主必然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袁为维护统治阶
级的根本利益服务遥 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
发袁 认为民主作为上层建筑袁 是由经济基础决定
的袁必然反映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遥 正如恩格斯曾
指出的院野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袁 从而一
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袁 便构
成基础袁人们的国家设施尧法的观点尧艺术以至宗
教观念袁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袁因而袁也
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遥 冶咱愿暂因此袁民主从来都是具
体的袁历史的袁不存在抽象的和超阶级的民主遥 陈
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虽然具有不少真知灼见袁但
是他由于就民主谈民主袁没有认识到民主的经济
根源袁从而根本取消了民主的阶级性袁有意模糊
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界限袁这无
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根本错误和有害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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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4
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始终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袁
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根本对立遥 如何对待西方资
本主义民主钥 从近代中国国门打开之后袁中国人
就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袁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
一直伴随中国革命和初期建设的整个过程遥 今
天袁我们在很多时候更不得不直面这个问题遥 不
言而喻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遥 在
西方资本主义长期主导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时
代背景下袁我们一方面不得不学习西方先进的技
术尧经验和管理方式袁更重要的一方面袁作为社会
主义国家要坚决维护社会主义的国家利益和人
民利益遥 在陈独秀生命的大部分时期袁都一直在
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影响下度过遥 他开始对法兰
西民主的炽热追求袁 后来对俄国民主模式的崇
拜袁 到晚年因看到斯大林专政对民主的践踏袁使
他最终选择了野全民民主冶这条看似折中的民主
道路袁有调和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倾向遥 然
而袁他最终还是不能彻底看清资本主义民主的虚
伪性遥 当然袁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在其上升时期是
具有明显进步作用的袁特别是对于反对封建专制
制度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遥 然而袁资产阶级的民
主不管在革命时期还是和平时期袁都只能代表资
产阶级的利益袁而绝不可能代表广大工人阶级和
贫苦农民的利益遥 马克思从经济关系入手分析资
本主义民主制袁明确指出袁资本主义民主本质上
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遥 野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
家中袁 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袁
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阶
级的组织遥 冶咱怨暂对于资产阶级民主袁他强调袁野现代
国家袁不管它的形式如何袁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
的机器袁资本家的国家袁理想的总资本家遥 冶咱员园暂因
此袁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在本
质上是根本对立的遥
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始终致力于实现最广泛
的人民民主遥 从唤醒国民性出发袁陈独秀一生大
部分时间都在为在全中国实现大多数人民的民
主而奔走呼号遥 可以说袁尽管他的民主立场有根
本改变袁但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民主袁始终是他
不变的追求遥 在晚年袁之所以改变原来的无产阶
级民主立场袁主张全民民主袁主要原因就是苏联
在斯大林时期袁民主遭受肆意践踏袁个人独裁发
展到极致袁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党内腐败遥 因此袁
他断定袁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必然造成无产阶级民
主遥 如果专政到人民袁是绝对错误的遥 他还认为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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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苏联民主体制被破坏的根本原因不是斯大
林个人袁而是民主体制问题遥 可以说袁他对斯大林
体制下的人民民主是有深刻认识的遥 尽管他提出
的野全民民主冶是行不通的袁但是他对无产阶级政
党在取得政权后怎样实现大多数人的民主思考袁
如必须努力建设体现大多数人利益的民主袁同时
必须防止独裁和党内腐败袁这些思想对后来新中
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都具有很重要的警示意义遥 今
天袁中国经验的成功袁已经证明了社会主义民主
的优越性遥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袁人民民主是社
会主义的生命遥 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袁人民民
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遥 要积极稳妥推
进政治体制改革袁发展更加广泛尧更加充分尧更加
健全的人民民主遥 只有在民主的前提下袁公共权
力的行使才会得到人们的遵从与认同袁公共行政
部门才可能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能遥 咱员员暂为确保人民
当家作主的地位袁 确保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权益袁
除了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袁更重要的是要加强
党的自身建设袁积极防治腐败袁实现党的领导尧人
民当家作主尧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遥
参考文献院

咱1暂 陈独秀. 陈独秀著作选编窑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
渊1897-1918冤渊第 1 卷冤咱酝暂.任建树袁编.上海院上
海人民出版社袁2009.
咱圆暂列宁全集渊第 35 卷冤咱酝暂.北京院人民出版社.1985.

咱猿暂陈独秀援陈独秀著作选编渊1919耀1922冤渊第 2 卷冤
咱酝暂.任建树袁编.上海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咱源暂阿明布和.晚年陈独秀政治思想之我见咱允暂.内蒙古
师大学报渊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冤袁1988袁渊1冤院108.

咱缘暂陈独秀援陈独秀著作选编渊1932-1942冤渊第 5 卷冤
咱酝暂.任建树袁编.上海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咱远暂濮清泉.文史数据选辑窑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渊第七
十一辑冤咱酝暂.北京院中华书局.1980.61-64.
咱苑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渊第 4 卷冤咱酝暂.北京院人民出版
社.1995院172.
咱愿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渊第 3 卷冤咱酝暂.北京院人民出版
社.2009院601.
咱怨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渊第 4 卷冤咱酝暂.北京院人民出版
版社袁圆园园怨院192.
咱员园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渊第 9 卷冤咱酝暂.北京院人民出版

社袁2009院295.
咱员员暂朱仁显袁刘建义.民主与效率院西方公共行政发展
的价值博弈咱J暂.行政论坛袁2014袁渊1冤院90-95.

渊责任编辑 吴兴国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