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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李大钊对农民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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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国共产党创始 人之一的李大钊很 早就注意到了农民 问题 ,他在几 篇文章中提出了

重要见解 ,如估量革命动力时 ,不能不注意农民是 其重要成分 ,只有农民武装才能 把帝国主义和军
阀所造成的兵匪扰乱之政局扭转过来等。 他的观点是 我党的宝贵的理论财富
〔关键词〕李大钊 ; 农民问题 ; 农民武装
〔中图分类号〕D 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87( 1999) 03-0094-03

马克思主义 传入中 国后 ,首先遇 到的是 如何与

久将有皇帝出现… … 。无何 ,袁氏果称皇帝”。袁上台

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解决中国现状的问题 ,而中

后 ,“乡间舆论… … 谓袁氏皇帝之迷 梦必不能显诸事

国是 一个农业大 国 ,因 此农民 的问题 就成了 一个不

实也。无何 ,袁氏果自毙。”李大钊指出: “此种基础社

可回 避的问题 ,每一个 马克思 主义者 都必须 对此作

会之心理 ,实有以秘持真正舆论之权威 ,不惟不可漠

出回答。作为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传播的先驱 ,中国共

视 ,且校 都市中 人。”② 尽管 李大钊 的这 种认识 还只

产党 创始人之一 的李大 钊很早 就意识到 这个问 题。

是处 于感性的阶 段 ,但 他已感 到这种 潜在的 巨大力

李大 钊生在农 村 ,在农村 生活了 16年 ,以后 又多次

量。随着十月革命的 出现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 ,

回到农村 ,他对农村有深刻的感情 ,对 农民有较多的

李大钊的认识更进一步深入。 在《土地与农民 》一文

了解。他在对农民问题进行 了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写

中 ,他分析指出: “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地 的中国 ,

出 了《青年与农村 》、《土 地与农 民》、《鲁豫陕 等省的

农民 约占总人口 百分之 七十以 上 ,在 全国人 口中占

红枪会》 ① 等文章 ,提出了自己的 见解。 本文仅就李

主要的位置 ,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 ,故当估量

大钊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作一简要分析 。

革命 动力时 ,不能 不注意 到农民是 其重要 的成分。”
基于以上的认识 ,李大钊指出 ,要使 农民的力量变为

一、估量革命动力时 ,不能不注意到农民
是其重要的成分

醒。 他在《青年与农村》中分析了 农村的现状 ,“中国

革命 动力问 题是关 系革命 成败的大 事 ,不同的
阶级有不同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 ,无产阶级是
最先进的阶级 ,是革命的领导力量 ,同 时强调工农联
盟。然而要解决中国的问题 仅有此认识是不够的 ,中
国是 一个半殖民 地半封 建的农 业大国 ,如何 对待农
民的力量是至关重要 的。 早在 1917年 5月 ,李大钊
在 寄自 家乡 的信 中曾 写到 ,中 国“真 正之 舆论 在乡
间 ,不在都 会。”并举 例说“民国 创建 ,吾侪以 为数千
年帝制由兹推倒 ,不能复萌矣。而乡间父老… … 谓不

⒇ 〔收稿日期〕 1998

现实 的依靠就必 须解除 农民的 苦难 ,唤起农 民的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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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 的黑暗 ,算 是达于极 点 ,那些赃 官、污 吏、恶 绅、
劣董 ,专靠差役、土棍 ,作他们的爪牙 ,去鱼肉那些老
百姓”。 而农民尽管人数众多却只能“听官绅们宰割
蹂躏作人家的良民”。李大钊提出了广大青年要去做
开发 农村的事 ,通过 工作使 农民知 道“要求解放 、陈
说苦痛、脱去愚暗”。他热情的号召: “同志们 ,水深火
热的沟洫中 ,倒卧着几千百万倒悬待解的农 民 ,他们
正在 那里渴待着 你们去 导引他 们走出 这个陷溺 ,转
入光明的道路。” (《鲁豫陕等省的 红枪会》 )这些广大
农民 “若是 不解放 ,就是 我们国 民全体 的不解放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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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的苦痛就是 我们国 民全体 的苦痛 ”。 (《青 年与农

突出。因此 ,国民革命必须将其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加

村》 )

以解决。
李大钊在《土地 与农民 》一文中 ,例 举了大 量的

二、唤起贫农阶级 ,组织农民协会
农民 由于其 处于特 殊的地 位所决定 ,它 是一个
分散的、无组织的和缺乏先进思想指导的阶级。近代
以来由于社会矛盾的尖锐 ,农民的反抗斗争 ,农民的
起义不断出现 ,但是这些斗争都是自发的 ,有的毫无
组织 ,有的用封建迷信的旗帜相号召 ,缺乏战斗力和
凝聚力。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没有真正的农民组织。虽
然政 府也曾 下令允 许组织 农会 ,如 1907年时 ,清政
府的农工商务部曾奏定农会章程 23条。 1912年时 ,
北洋政府又颁布农会章程 36条及细则 9条。至 1916
年时 ,全国各地也出现了 23个省份建 立了省农会和
省县会。然而这些完全是官 办的农会 ,基本为地主富
农把持 ,是为维护农村反动统治秩序而设。这些组织
“不惟于贫民的疾苦漠不关心 ,甚且专 以剥削贫农为
事”。 (《土地与 农民》 )因 此 ,李大钊认 为要开展农民
运动 ,首先必须让农民组织起来。 “只 有农民自己组
织的 农民协会 才能保障 其阶级 的利益。”“由 于佃农
及雇 工所受的 压迫 ,比自耕 农更甚” ,所以更 主要的
是“贫农、佃农及雇工”。 他指出“乡村 中作农民运动
的人们 ,第一要紧的工作 ,是唤起贫农 阶级组织农民
协会” ,并对旧的农民组织进行彻底的改造。“中国的
浩 大的 农民 群众 ,如 果能 够组 织起 来 ,参加 国 民革
命 , 中 国国 民 革 命 的成 功 就 不 远了。” (《土 地 与 农
民》 )正 是基于这 种认识 ,李大 钊在重 视领导 工人运
动的同时 ,也注意发动农民运动 ,并派 人到广州毛泽
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在他 和北方区委领
导下 ,在内蒙古不少地方建立了农民协会 ,在京东地
区的 7个县组织 了农民 协会 ,北方的 农民运 动有了
很大的发展 ,与南方的农民运动遥相呼应。

三、“耕地农有”成了广众的贫农所急切
要求的口号

资料 ,对土地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最终得出结论: “中
国的农业经营是小农的经济 ,故以自耕农、佃户及自
耕兼佃为最多。此等 小农因受外货侵入、军阀横行的
影响 ,生活 日感苦 痛 ,农 村虽显 出不安 的现象 ,壮丁
相率弃去其田里而流为兵匪 ,故农户日渐减 少 ,耕田
日渐荒芜。”“全国农民破产的潮流 ,正在那里滔滔滚
滚 的向前涌 进而未已” ,“`耕地农 有’ 便成了 广众的
贫 民所急切 要求的 口号”。 那么 ,如何实 现“耕地农
有”呢? 历史证明 ,靠其他阶级用和 平方法是行不通
的。 李大 钊很 明确 地指 出: “中国 今日 的土 地 问题
… … 有待于中国现代广大的工农 阶级依革命的力量
以为之完成。”李大钊还满怀热情地 为我们描绘出一
幅未 来农村的 美好前 景: “苟能 按耕地 农有的方 针 ,
建立一种新土地政策 ,使耕地尽归农民 ,使小农场渐
相联 结而为大农 场 ,使 经营方 式渐由 粗放的 以向集
约的 ,则耕地自敷而效率益增 ,历史 上久久待决的农
民问题 ,当能谋一解决。”

四、只有农民武装才能从帝国主义和军
阀所造成的兵匪扰乱之政局解放出来
农民的武装问题 ,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问题。毛泽
东同志曾经指出 ,中国革命的战争 ,实际上是农民战
争。但是在当时 ,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共产党中央的
重视 ,在右倾思想指导下 ,甚至对其 采取了压制的政
策。 然而由于广大农民不堪忍受兵 匪的骚扰及帝国
主义 和封建势力 的欺压 ,各地 出现了 一批农 民的自
发的武装。如何认识这些武装在党内存在分歧。李大
钊在《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一文中 分析了在鲁豫陕
等省出现的农民自发武装红枪会 ,认为“一般农民感
到组织农民自卫的必要 ,”而这些武 装一方面打击了
军阀 势力 ,同时还反 洋人求 和平 ,这说明 “农 民已经
在那 里觉醒起来 ,知道 只有靠 他们自 己结合 的力量

土地问题是自古至今都一直 存在的问题。 李大

才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所造成的 兵匪扰乱之政局解

钊指出 ,历代统治者为缓和阶级矛盾 ,虽对土地占有

放出来 ,这样的农民运动中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

数量有所限定 ,但由于封建统治的阶级本质决 定 ,不

在肯定农民自发武装的同时 ,李大钊指 出 ,纯粹

会也不可能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 太 平天国革命含

的农 民自发斗争 是难以 有出路 的 ,落 后的农 业经济

有均 分共有性质 的土地 政策 ,但最终 随太平 天国灭

反映而成一种农民的狭隘的村落 主义、乡土 主义、这

亡而归消灭。 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 所拟的平均地

… … 可 以把农民 运动分 裂 ,可 以易受 军阀土 豪的利

权办法未能及身而见其实行。 如今这 土地问题更加

用 ,以至农民阶级自相残害。 因此 ,我们要改变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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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状 ,革命 者要 深入 这些 武装 中去 教育 改 造他 们 ,

广泛重视 ,其《土地与农民》一文在 1926年被毛泽东

“让他们很 明了的知 道农民阶 级在国 民革命 运动中

收 入《农 民问题丛刊 》 ,作为农 民运动 讲习所 学员及

的地 位和责任 ,很明了 的认识 出来谁 是他们 的仇敌

从事农民运动的人参考。 尽管他对 农民问题的认识

和朋友”。“使他们脱去那落 后的迷信的蒙蔽 ,变旧式

在某 些方面有一 定的局 限性 ,但其思 想在当 时情况

的 红枪 会而 为堂 堂正 正的 现代 的武 装农 民自 卫团

下产生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 特别是在大革命

… … 才能真正的达到阻御兵匪 ,抗拒苛税 ,抵制暴官

后期 ,在陈 独秀等人对 农民问 题采取 错误政 策的情

污吏 ,打倒劣绅土豪的目的”。

况下 ,李大 钊能坚定站 在以毛 泽东为 代表的 正确的
路线一边 ,充分肯定农民运动的作用 ,并提出一系列

李大 钊对农 民问题 的认识 是多方面 的 ,他对农
民的 地位、及 土地问题 特别是 号召对 农民进 行教育

正确的思想 ,这是非常可贵的 ,李大 钊直接推动了北
方农民运动蓬勃发展。

宣传等主张 ,在党内产生相当的影响 ,他的文章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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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asant issue: Lidazhao 's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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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Li Dazhao, o ne of t he founders of th e Chinese Co mmuni st pa rt y, paid
a tt enti on to t he peasa nt s in his early w riti ng s. He cont ributed hi s view point about the
peasants in sev era l papers: regardi ng the peasants as the vi tal elem ent s w hen eval uati ng the
m otiv e fo rce of the rev olutio n; i t is the peasant s as the armed fo rce who can chang e turbul ent
si tuatio n agi ta ted by t he w arlo rds and mili tary g ang st ers. His vi ew poi nt is the theo ry treasure
o f the Chi nese com mun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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