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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中的周恩来

○ 孙 珊

[ 摘 要 ]100 年前，青年周恩来领导、组织、参与了天津五四运动，对推动天津乃至全国五四运动

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发表一系列抨击

反动政府、揭露黑暗时政的社论、时评，向广大民众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牵头创建革命团体觉悟社，

邀请社会名人介绍新思潮，主张思想解放，严密社团组织，鼓励成员不断提高自己；被捕入狱后，坚持学

习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世界观的转变，最终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回顾周恩来参与五四运动的历程，挖

掘五四时期爱国主义精神的时代价值，对于纪念五四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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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青年学生组织发起的一场彻底

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

放，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标志

着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

历史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政治上、

思想上、组织上的必要准备，是近代中国革命

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周恩来领导、组

织、参与了天津五四运动，对推动天津乃至全

国五四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年恰值

五四运动 100 周年，我们回顾周恩来参与五四

运动的历程，重温他在五四运动中的伟大事迹，

对于继续发扬五四精神、激励广大青年积极投

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勇于担起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

一、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1919 年 5 月 4 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

5 月 5 日，天津学生第一时间作出响应，积极投

入到五四运动中。因在学生时代有过丰富的办

刊经验，周恩来应邀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以下简称“《会报》”）主编。他以《会报》

作为参与五四运动的重要阵地，动员号召青年

及社会各界向旧势力、旧世界发起战斗，推动

了天津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

（一）担任主编，明确爱国态度，提出救

国主张

1919 年 3 月，周恩来得知南开学校创办大

学部的消息后，果断决定从日本回国，5 月中旬

返回天津。为唤醒更多民众，把天津的五四运

动引向深入，谌志笃和马骏代表天津学生联合

会邀请周恩来担任主编，创办《会报》。受到

邀请后，周恩来当即表示：“我所以回来，就

是为了参加救国斗争，负此责任义不容辞。”［1］

为扩大即将创刊的《会报》的影响，周恩

来发表《<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 发行断趣》一

文，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宣布《会报》将“本

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介绍现在

最新思潮于社会”，“对于政府的政策有指导

同监（督）的责任”。［2］此文一经发表，在社

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天津各大报纸纷纷转载。

1919 年 7 月 21 日，《会报》正式出版，开辟了

主张、时评、新思潮、新闻、国民常识、文艺、

翻译、函电 8 个主要栏目，第一时间传播革命

舆论，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短时间

内吸引了大量读者。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会报》

［1］《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

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1 页。　

［2］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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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积极向旧世界宣战，表

达爱国救国态度，提出革命主张，明确救国责任，

被誉为“全国的学生会报之冠”［1］。

（二）发表文章，抨击反动政府，揭露黑

暗时政

作为主编，周恩来以《会报》为阵地，带

头发表了多篇社论、时评，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他在创刊号上发表发刊词《革心 ! 革新 !》，全

文约 1000 字，提出既要“革心”来改造主观世

界即改造思想，又要“革新”来改造客观世界

即改造社会，强调“革心”是为了“革新”，

即改造主观世界是为了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

体现了周恩来改造社会与改造思想并进的办报

宗旨。

为猛烈抨击反动势力，周恩来发表《评现

今舆论界并问 < 益世报 >》一文，揭露天津《益

世报》被军阀收买一事，谴责该报避而不谈中

国代表团签定凡尔赛和约的问题及山东济南镇

守使马良发布戒严令、镇压群众、枪杀爱国人

士等重大事件；发表题为《黑暗势力》的时评，

向安福派开炮，声讨其抓捕并杀害革命学生、

收买报纸造谣、与日本勾结出卖山东等可耻行

径，旗帜鲜明地大声疾呼：“黑暗势力‘排山

倒海’的来了”，我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

要有牺牲！”，要“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

所倚仗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借的军阀，推倒

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国民自觉！国民自觉！

现在就是时候了”。［2］

此外，周恩来还发表《敬告日本来华的学

生》一文，将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作了区分，对主张日中友好的日本来华学生表

示欢迎，劝导他们“应该同去做真正的平民运动，

推倒你们的军阀，打破日本国民侵略的野心，

然后两国国民的社会运动，才可以接近”［3］。

这些文章和评论充分体现了青年周恩来的思想

认识和爱国情怀。

［1］刘学琦、王习耕主编《周恩来风范词典》，中国工

人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08 页。　

［2］《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 32 页。　

［3］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

第 32 页。　

（三）宣传革命精神，传播革命理想，唤

醒民众觉悟

五四运动期间，周恩来以讲演和报纸作为

反帝反封建的锐利武器。在他的领导下，《天

津学生联合会报》作为天津最早的学生报纸，

广泛传播到学生、工人等社会群体中，帮助民

众了解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和反动政府卖国行径

等丑恶嘴脸。为广泛宣传革命思想，周恩来主

张把报纸的文言文改为白话文；为募集和节省

经费，周恩来牵头组织话剧义演，并主持《会

报》的采写、审稿、编排和校对，有时还参加

早晨的卖报。周恩来通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猛烈抨击北洋军阀，谴责以马良为代表的山东

媚日派对爱国运动的镇压，更广泛地传播革命

主张、唤醒民众觉悟。《会报》影响力大、社

会关注度高，在天津、北京、上海、南京等多

地发行，最多时每期可达到两万多份。北京《晨

报》、南京《少年世界》等同行报纸都称赞其“很

有精神”。

然而，反动当局十分忌禅于《会报》的影

响力和感召力，多次以“于公共安宁秩序，显

有妨害”［4］的罪名促其停办。1920 年初《会报》

被迫停刊。在五四运动中，《会报》作为五四

时期革命报刊的优秀代表，及时报道与评论国

际国内时事，对于联络指导京津等地学生反帝

反军阀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创建革命团体觉悟社

在五四运动中，周恩来还领导创建了革命

团体觉悟社。“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

以‘自觉’‘自决’为主旨”［5］，觉悟社成为

天津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力量。在革命洪流中，

周恩来以其卓越的领导才干和组织才能日渐成

长为学生运动中的领袖人物，为后来从事党的

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630 页。　

［5］天津历史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五四运动在

天津——历史资料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第 3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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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成立宣言，铲除旧的观念，主

张思想解放

创立革命团体的设想萌芽于周恩来从北京

回天津的火车上。1919 年 9 月 2 日，在从北京

返回天津途中，周恩来与天津学生联合会的 7
名同学热烈讨论了在北京的所见所闻，提议建

立一个不分男女、机构严密、作为爱国运动领

导核心的革命团体，以保证最大程度集中力量、

团结作战。在周恩来的积极推动下，经过 10 多

天酝酿筹备，觉悟社在 9 月 16 日成立，其主要

成员为来自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女界爱国同

志会的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等 20 人。在当

时的社会条件下，男女共同学习工作成了“破

天荒”的新事物，打破了社会积俗，促进了人

们的思想解放。成立会议上，大家决定出版刊

物《觉悟》，由周恩来担任主编。相比当时其

他社团，觉悟社组织机构严密，主张思想解放，

铲除旧观念旧思想，明确将“批评同受批评的

精神”列为入社重要条件之一，本着“反省，

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

批评，互助的精神”，致力于学生思想方面的

改造。［1］周恩来在《觉悟》的宣言册中写道：“发

扬宗旨的方法有四种，一、取公同研究的态度，

发表一切主张；二、对社会一切应用生活，取

评论的态度；三、介绍社外人的言论——著作

同演讲；四、灌输世界新思潮”［2］。周恩来思

想十分活跃，其领导才干在创立觉悟社的过程

中已逐渐显现。

（二）吸收新的思潮，关注马克思主义学

说

觉悟社成立后，定期邀请教授名人对社团

加以指导，先后邀请了李大钊、徐谦、钱玄同、

刘半农、包世杰、周作人等来天津讲演。讲演

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学术方法、白

话诗、白话文学、救国问题、日本新村精神以

及新潮流感想等多个主题。此外，觉悟社充分

发扬民主，围绕“家庭改造”“共同生活”“工

读主义”等话题组织全体讨论或分组讨论，进

［1］  参见《五四运动在天津——历史资料选辑》，第

374 页。　

［2］ 《五四运动在天津——历史资料选辑》，第 374 页。　

行“忏悔”（即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帮助

社内成员渐渐达到人人“觉悟”的境界。

此外，觉悟社成员以“李宁二”的名义撰

写传单，贴满街道、寄往全国，并被《上海时报》

全文转载。“李宁二”意即列宁第二，可见在

当时觉悟社成员已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和

他所领导的十月革命表现出敬仰之情。1920 年

8 月 16 日，在李大钊的邀集下，以周恩来、邓

颖超为代表的 11 名觉悟社成员来到北京，与北

京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等团体在陶

然亭举行座谈会，商讨今后救国运动的方向问

题。周恩来专门对觉悟社提出的“改造联合”

主张作出说明，倡议与会进步团体联合起来，

共同进行挽救中国、改造社会的斗争，这受到

大家的热烈支持。

李大钊高度赞赏男女青年均可加入觉悟

社的做法，希望大家确立共同、明确的信仰即

马克思主义，鼓励社员关注《新青年》文章以

及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周恩来的组织下，社员

经常学习《新青年》杂志上有关马克思主义的

文章以及各类时评，了解俄国十月革命情况，

讨论马克思主义学说，探究救国道路和社会改

造等问题。由此可见，觉悟社已成为领导天津

五四运动的指挥力量，成为青年学生学习马克

思列宁主义、研究新思潮的学堂。

（三）严格管理社团，注重讨论总结，鼓

励成员不断提高自己

成立初期，觉悟社便不受天津学生联合会、

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章程和范围约束，要做

成“独立机关”。觉悟社组织严密，禁止社员

之间谈恋爱，成员采取抽签方法取得代号，再

经由代号谐音转换成撰写文章或相互通信的笔

名，如邓颖超抽取 1 号即别名“逸豪”、周恩

来抽取 5 号即别名“伍豪”。新入社的成员，

须有三名以上老成员介绍，并通过严格的身份

审查和全体社员同意之后，方可入会。觉悟社

秉持独立办社、社内民主的方针，采取委员制

和会议共同讨论法，分工协作具体事务，共同

研究时事话题。“双十斗争”期间，天津各界

救国联合会召开市民大会，要求惩治卖国贼、

抵制日货。在周恩来的组织下，觉悟社成员参

与游行示威，在与反动警察的斗争中发挥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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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他还领导社员在天津东马路基督教青

年会宿舍租房工作，每日总结报道斗争情况，

印刷后寄往各地学生联合会和报社。［1］1920 年

8 月初，觉悟社在法租界一间楼房里召开年会，

参会的 14 名成员就一年多以来各自的思想变化

进行探讨和交流。周恩来作总结发言，提出觉

悟社成员都处于青年时代，缺乏革命知识和经

验，应注重学习以求不断提高自己。他号召觉

悟社团结全国各地爱国团体共同行动，以集合

力量挽救中国。

三、结合社会问题，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

理论，推动世界观的转变

在实践中，周恩来加深了对俄国十月革命

的理解，逐渐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进而成长为一名坚定的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

产主义战士。讨论周恩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的问题，需要回顾五四运动爆发前他在日本留

学和此后他在欧洲勤工俭学期间接触、涉猎、

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过程，以便形成

完整理解。

（一）在日本留学时，初识马克思主义

中学毕业后，周恩来赴日本留学。不久，

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

主义国家。伴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

义和其他社会主义学说迅速涌入日本，并很快

得到传播。这期间，周恩来开始接触并阅读马

克思主义著作，初识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

原理。此外，周恩来不拘泥于书本，注重观察

社会，坚持阅读报刊杂志，尤其关注日本早期

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

杂志，了解日本社会以及各种新思想。同时，

他坚持阅读从国内寄到日本的《新青年》杂志

以及南开中学出版的《南开思潮》等刊物，及

时知晓国内动态。1918 年 5 月，周恩来加入新

中学会，定期参加座谈会，与其他进步青年交

流读书心得、学习体会、时政观点等，思想视

野愈发开阔。他在 1918 年 10 月的一篇日记中

［1］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

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天津人民

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7 页。　

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2］

（二）在被捕入狱期间，继续深入学习，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意识“开始萌芽”

1920 年，周恩来因领导天津学生请愿运动

而被捕入狱。他在狱中没有消沉，反而充分利

用 5 个多月的牢狱时间，向一同入狱的 20 余名

青年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其中包括历史上经

济组织的变迁、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的总论、

阶级斗争史、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学说、马克

思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和资产集中说等。被

羁押期间，周恩来根据被拘代表的回忆和日记

编写了《警厅拘留记》，记录了被拘代表们在

警察厅的不屈斗争，揭露北洋军阀政府残酷镇

压人民的罪行，后经《新民意报》连载并印成

单行本发行，成为天津五四运动中宝贵的历史

文献。正是在狱中，周恩来认真思考“无政府

主义”“新村主义”等思潮，坚持不懈宣传马

克思主义，影响和带动了一批有志青年接受马

克思主义、认同社会主义的主张进而走上革命

道路。后来，周恩来在回忆自己确立共产主义

信仰的历程时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

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的’”。［3］

（三）在赴欧勤工俭学时，最终确立对马

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

1920 年底，周恩来参加华法教育会第十五

届赴法国勤工俭学活动，先后到法国、英国、

德国等地，涉猎各种思潮学说，考察分析各国

社会实况，比较不同国家改造社会的途径。

1921 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

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

小组。旅欧期间，周恩来密切关注国际局势动

向，持续给天津《益世报》撰写通讯，先后撰

写了《欧战后之欧洲危机》《留法勤工俭学生

之大波澜》《德国赔款问题之决裂》《英国矿

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近东问题与英法之态度》

《劳动世界之新变动》等 50 篇旅欧通讯，及时

向国内民众介绍国际大事，表达个人救国见解，

探求救国救民道路。他认真考察资本主义实际，

［2］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 28 页。　

［3］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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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欧洲国家工人运动和社会实况，仔细研读

《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

反复推求比较“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

尔特主义”，得出社会主义必定是历史发展趋

势的结论，进而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

义的信仰。1922 年 3 月，周恩来在与觉悟社战

友通信中明确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

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1］

四、一点启示

毛泽东曾说过：“‘五四’以来，中国

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

用……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

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2］周恩来在五四

运动前后的行动，就是毛泽东这段话的生动写

照。革命洪流中，青年周恩来积极参加请愿运

动，研究新思潮，将学习先进理论与投身社会

实践相结合；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

创办觉悟社及《觉悟》杂志，将解放思想与争

做先锋相结合；被捕入狱期间，牵头组织学习

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与反动当局斗争，将勇

［1］《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46 页。　

［2］《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565 页。　

于对抗逆境与坚定理想信念相结合，为最终确

立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打下了坚实

基础。其爱国主义精神实现了从感性爱国热情、

理性爱国意识到自觉爱国行动的三重升华，对

新时代青年爱国主义精神的培育和养成具有重

要的现实启示。

习近平强调，“广大青年对五四运动的最

好纪念，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勇做走在时代前

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以执着的理念、

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同全

国各族人民一道，担负起历史重任，让五四精

神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3］。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我们重温周恩来在五四时期的探索

与实践，就是要积极引导青年继承发扬五四精

神的宝贵遗产，激发爱国热情，培养爱国意识，

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领之下，将感性

爱国热情、理性爱国意识转化为自觉爱国行动，

在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大愿景中坚定理想

信念，积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作者孙珊，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博士生，上海 200241 ﹞

（责任编辑：王梦昕）

［3］《人民日报》2014 年 5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