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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資產階級”問題，是伴隨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始終的一個問題，它直接面對了

馬克思主義理論如何適應小農作生產者占人口絕大多數而工業無產階級相對弱小的中國社

會現實的問題，在實際的政治鬥爭中，既是一個“客觀性”的社會階級概念，又被賦予了改

造“主觀”世界，形成無產階級意識的文化批判功能，在中國革命的話語結構中佔有重要地

位。本文重點討論上世紀二十年代“大革命”失敗後中共的“小資產階級意識”批判。對比

國民黨“左派”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論”，揭示中共的“小資產階級”概念從一個針對外部

世界的階級分析概念，向一個針對內心世界的意識形態批判概念轉化的過程。探討二十世紀

中國革命“主體再造”的歷史開端。 

【關鍵字】：小資產階級  小資產階級意識  無產階級  主體再造 

 

 

一．問題的提出 

 

生活在今天的中國，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最深的，一方面是觸目驚心的體制性腐

敗和巨大的社會不公正，另一方面則是廣泛存在於各個階層當中的頹喪、低靡、怨恨情緒，

和及時行樂、得過且過、自我至上、盲目逐利的生活態度以及價值觀念。這種社會狀況和主

體自身的狀態互為表裡，相互助長，不但使我們的生活和人格都遠離了健康、飽滿、豐沛的

感受和發自身心的幸福感，讓我們日益變得狹隘、軟弱，沒有責任和擔當，甚至沒有勇氣去

追求人生的信念、高尚的理想，而這在很大程度上，也造成了中國社會的崩解。 

如何沖出這種社會和人生的困境，有人將希望寄託於國家主導的改革和共產黨內部分

化，也有人直接將鬥爭矛頭指向“黨國體制”和現行政治制度，訴諸於“民間社會”或體制

外反抗力量的成長，而我們則更加關注主體自身的問題。正如何浩在本組論文的“提案”中

所指出的：“當下，一個崛起的中國內部，卻人心惶惶。”如何養成一種更加健康向上、磅

礴豐滿、有感受力、有責任感的人格，如何突破這個時代流行的以狹隘個人利益至上為表徵

的庸俗個人主義和消費化、欲望化的主體想像，重新理解個人的豐富內涵，重新想像個人與



社會的關係，進而至少在有限的範圍之內，形成新的主體連帶和社會凝聚力？這是我們思考

的核心。因此中國革命過程中的主體養成問題，就成為了我們關注的焦點。而中國革命過程

中“打造主體”的歷史實踐，又是與小資產階級意識批判分不開的。 

 

二．“小資產階級”概念的最初運用 

 

“小資產階級”概念在中國現代語境中的使用及其內涵演化，是與馬克思主義和中國

共產黨的產生、發展、變化同步展開的。從二十年代初醞釀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小資產階

級問題就是共產國際和中共領導人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什麼是小資產階級？毛澤東在《中

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認為：“小資產階級：如自耕農，手工業主，小知識階層——學生

界、中小學教員、小員司、小事務員、小律師，小商人等都屬於這一類。”1彭述之在《中

國革命的根本問題》（1927 年 5 月）中說：所謂小資產階級，即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

中間之小私有財產的生產者，裡邊包括著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並指出，“在半殖民

地的中國，小資產階級在全國人口中所占的數量，是異常之大的，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

奪領導權的時候，小資產階級就有舉足輕重之勢。”2在這個時期，“小資產階級”還是一

個比較單純的社會分析概念，沒有上升到意識形態批判領域。 

因為中國的社會現實——小農作生產者占人口絕大多數而工業無產階級十分弱小，中

國革命的真正領導者，既非資產階級，也非無產階級，而是那些“小資產階級”和非階級化

的知識份子。中國基層人口的大多數也是農民、小地主、小業主、小知識份子等所謂的“小

資產階級”。這些小資產階級群眾在當時，既不會接受共產主義理論的感召，也不能接受共

產黨的綱領，這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興起所面臨的客觀環境。因此，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

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核心策略，就是試圖發展出一個代表小資產階級並與共產黨密

切合作的國民黨“左派”，由接受共產黨影響的國民黨“左派”，來領導農民、小業主、小

知識份子等所謂的小資產階級群眾。在維護和加強中共自身布爾什維克化的同時，吸收和動

員廣大小資產階級擁護和參加國民革命。這一策略發展最順利的時候，曾在鞏固國民黨廣東

政權、打擊英國殖民勢力、開展工農運動、發動北伐戰爭，同時擴大共產黨的組織和群眾基

礎的方向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推動“國民革命”迅速從珠江流域發展到長江流域。 

但是，當北伐軍進入兩湖之後，兩湖的農工暴動如暴風雨般席捲而來，並迅速提升到

                                                        
1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页 5。 
2彭述之，“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1927 年 5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党的历史资料》，

人民出版社，1980 年，页 776-777。 



建立鄉村政權和農民武裝的要求，廣東東江農民運動在澎湃的領導下，也發展到土地鬥爭。

這些急劇爆發的社會衝突，一方面極大衝擊到原有社會結構中的中下層地主、小業主、軍隊

中下層軍官等所謂“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導致社會矛盾空前激化。另一方面，也促進了中

國社會中“革命”觀念的擴展和“階級”意識的深化，使得農村問題、農民問題和小資產階

級問題真正進入到人們的視野之中，促成了“階級革命”觀念在中國文化和思想意識中的延

伸。建設革命文化、革命文學、革命文藝的要求也在這時被提出來，共產主義的力量開始從

軍事政治的層面延伸到思想、文化的層面，在革命知識份子中出現了建設獨立的無產階級文

藝、無產階級文學、無產階級意識的要求。因為工農力量的迅猛增長，在政治上，也促使共

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開始考慮同“資產階級”決裂，直接進入“土地革命”。“大革命”背

離了原來的“國民革命”方向，呈現出社會革命和階級革命的態勢，最終導致 1927 年的國

共分裂。之後，中共走上了一條獨立領導的工農武裝割據的道路，並一度放棄了聯合小資產

階級的問題，以紅色恐怖對抗白色恐怖，陷入了短暫的“左傾”盲動路線之中。 

 

三．政治領域中的小資產階級意識批判 

 

國共分裂之後，共產黨和自命為無產階級的知識份子，開始通過批判“小資產階級意

識”、強化“無產階級意識”，來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治主體性。這種對小資產階級意識

的批判，在 1928 年以後繼續深化，“小資產階級”概念開始從一個社會分析範疇，進入到

了“意識批判”的領域。 

1928 年 7 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會議中提出了反對機會主義

和盲動主義的問題，將盲動主義歸結為“小資產階級對於工人階級的影響”，是失業破產的

小資產階級和加入革命的雇傭兵的意識和行動的表現。3同年 11 月 11 日，中共中央委員會

通過《告全黨同志書》，提出了堅決“肅清一切小資產階級意識”，在意識領域加強黨的布

爾什維克化的問題。文件說：在黨的政治路線上，許多不正確思想的來源，其主要原因就是

黨的組織還沒有“布林塞維克化”，包括許多“非無產階級的意識”。中國共產黨生於“五

四”運動以後，當時國民黨只是一個官僚政客集團，此外別無革命政黨，因此許多急進的小

資產階級都鑽了進來；尤其在國共合作時代，更加進了許多小資產階級的群眾；……到現在

黨的組織仍然還沒有強大的無產階級的基礎，仍然存在有許多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尤其在成

                                                        
3“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1928 年 7 月 9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四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版，页 316。 



份上，農民占百分之七十五，那麼這種小資產階級意識還有大大發展的可能。所以要使黨布

林塞維克化，第一要加強無產階級的基礎，同時要繼續改造黨的組織，尤其要堅決的反對小

資產階級的意識。 

檔中指出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極端民主化傾向，不得黨的許可而自由行動，這種小資產階級極端自由的思想，

可以把黨的組織打得粉碎，以至於消滅。 

第二，機會主義的觀念； 

第三，個人的意氣之爭，把對政治變成專門對人，因意氣而攻擊他人，因意氣而不接

受他人的批評，專以意見去推測他的動機，這是“充分的小資產階級之意識的表現”。 

第四，小組織的傾向——由私人感情結合，少數有領袖欲的人，想造成個人地位，利

用這些結合，攻擊地位較高或地位相等的人。 

第五，工學界限——重要的是無產階級“意識”，而不是無產階級“出身”，“放著

反對小資產階級意識不談，專門反對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個人。 

第六，不堅決的引進新的積極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保存一種舊的組織觀念，使黨

始終停留在一種命令委派的家長形式之下。分配工作，始終只相信腦筋中幾個熟悉的人，而

不相信下層中產生出來的新的積極的分子，尤其是工人同志。 

第七，改造黨的形式主義。引進工農分子是改造党的重要方法。但許多黨部執行起來，

又陷於形式主義的錯誤。只是機械的找些工人分子進來，而不加以積極的教育，或則機械的

規定指導機關工人成分的比例，結果還不是由那些舊人－－知識份子包辦？甚至鬧成秘書長

專政的笑話。 

第八，雇傭革命的觀念——“做工作就要錢，不拿錢就不做事，支部幹事也要津貼”； 

第九，失業之後窮無所歸，專門找黨來解決生活問題，把黨看出救濟會。 

第十，消極怠工，心灰意懶，小資產階級的悲觀主義。4
 

上述十條對於“小資產階級意識”的歸納，比較準確的針對了早期中共所面臨的各項

問題。一方面，中共雖然自稱是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但是早期中共黨員卻幾乎是清一色的

新式知識份子構成的。從一開始，知識份子的個性、意氣、個人主義傾向，就與革命所要求

的組織性發生了矛盾。1923 年 5 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一封信中，

就曾表達過對這個知識份子團體的焦慮。他說：“我們的團體還一直這麼小，談不上是一個

政黨。黨員人數還不足 250 名，大部分是學生。知識份子中間產生了很多問題，組織得不到

                                                        
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页 704-707。 



發展”，然而，“這個小小的組織中，也有各種各樣的衝突……”5張太雷在 1925 年也批評

過這些新知識份子“終究是動搖的”——因為他們沒有獨立的經濟基礎，還因為他們的個人

主義的“根性”，往往走入無政府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6另一方面，1928 年中共走

上工農武裝割據道路之後，大量的俘虜和遊民加入了紅軍的隊伍，黨內的失敗主義、盲動主

義、個人主義等傾向更加嚴重。“六大”通過的《告全黨同志書》，將這些問題全部歸入“小

資產階級意識”的範疇，反映了中共通過批判“小資產階級意識”來打造“無產階級”政治

主體的歷史實踐。 

 

四．文藝領域的小資產階級意識批判 

 

國共分裂之後，很多早期曾是共產黨人或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份子都懷著困惑和失

望的心情離開了現實鬥爭，走上文藝的道路。文藝不但成了“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避

難所，也成了一些既不滿於國民黨“反動”，也不滿於共產黨“盲動”的人介入現實政治和

找尋革命道路的媒介。因此，中共不但在政治領域提出了批判“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問題，

在文學和文藝的領域，也出現了建設無產階級文藝，批判個人主義和“小資產階級文藝”的

籲求。文藝不再是抒發個人情感、抱負的途徑，而變成了認識社會、改造主體的工具，變成

了一種意識形態的鬥爭場域。 

1927 年南京“清黨”之後，曾有人發表“反對共產黨之理由”的文章說：“共產黨人

昭示我者，為暴風疾雨，為驚濤駭浪，非吾人所愛之春光暖波；為深山虎嘯，為長林獅吼，

非吾人所愛之花間鳥語；又為堅冰積雪，不若青山綠水之可遊樂；又為槍林彈雨，不若晨風

夕月之可留連。我愛晨風夕月，我愛青山綠水，我愛花間鳥語，我愛春光暖波。”
7
1928 年

3 月，著名知識份子朱自清又在一篇名為《那裡走？》的文章中寫道：共產黨像出籠的猛虎，

“一切不顧忌的拼命上前肉搏”，“真專制的紀律將他們凝結成鐵一般的力量”。“你可以

說這破壞是殘忍的，可以說這些人是暴徒，他們毀了我們最好的東西——文化”，“但這是

我們的話，是用我們的標準來平定的價值”，是站在“我們的階級意識上”來說的，我們的

恐懼和怨毒，只是“我們”的，對於“他們”來說，這是他們創造一個新世界的必要歷程，

他們有他們評價的標準，他們有他們的“階級意識”。在狂風暴雨般的“Class Struggle”面

                                                        
5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和东方部远东局——关于中

国形势和 1923 年 5 月 15 日至 31 日期间的工作报告”（1923 年 5 月 31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

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二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年，页 453-453。 
6张太雷，“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的学生”，1925 年 1 月 17 日，发表于《中国青年》第 62 期。 
7朱华，“反对共产党之理由”，《新国家》杂志，第一卷第六号，1927 年 6 月 1 日出版。 



前，如同在風雨中坍塌的古老建築一樣，“我們”的階級——Petty Bourgeoisie，正從昔日

的繁榮漸漸走向衰頹、走向滅亡……。朱自清明確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高呼“我在

Petty Bourgeoisie 裡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調，嗜好，思想，倫理，與行為的方式，在在都是

Petty Bourgeoisie 的，我徹頭徹尾，淪肌浹髓是 Petty Bourgeoisie 的。離開了 Petty Bourgeoisie，

我沒有血與肉。”8他還為像他一樣的 Petty Bourgeoisie 指出了一條既不是自我麻醉又不是去

享樂的道路——文藝的道路。 

而在文藝界公開宣傳要走“小資產階級”道路的代表人物，則是早期的共產黨員茅

盾。在武漢“分共”之後，茅盾就避至牯嶺“養病”，之後又輾轉上海與東京，脫離了組織

生活。1927 年秋-1928 年春，茅盾陸續在葉聖陶編輯的《小說月報》上發表了《幻滅》、《動

搖》、《追求》三部小說。這三部小說的主人公，都是革命中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們處

在一個大變動的時代，目睹了這個時代的各種矛盾，他們的內心也充滿著矛盾。《幻滅》真

實的反映了在革命中處於中下層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在革命到來前的興奮和革命到來之

後的失望。《動搖》則是一個更典型的對於“小資產階級”的隱喻。馬克思主義認為，小資

產階級的“根性”就是“動搖”，茅盾的《動搖》描述了武漢政權之下湖北一個小縣城在革

命爆發之後的動亂，就呈現了革命劇烈爆發過程中小資產階級的這種“動搖”。《追求》描

寫的是一群青年知識份子打算“重新點燃希望的火炬，去追求光明”的故事，但他們也都以

徹底的失敗而告終。 

以《幻滅》、《動搖》、《追求》三部曲為開端，茅盾提出了一套小資產階級文藝理論，

遭到了無產階級文藝陣營的猛烈抨擊。錢杏邨說：“自從一九二七年政治上有了最後一次的

變化以後，我們的茅盾先生便一變幾年來的革命運動的精神，而大做其幻滅運動。在矛盾，

幻滅，動搖，追求的當中，他對自己以前所信仰的革命起了懷疑，消極的幻滅起來。同時，

他發現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重心，……小資產階級是革命文藝的天然對象，他站在小資產階

級的立場上，同情於魯彥的小資產階級的描寫，他同情於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自由思想者魯

迅的虛無的哲學，他創作以小資產階級作主人翁的小說，他說明瞭他自己的意識完全是小資

產階級的意識，所以，在矛盾，衝突，掙紮的結果，他終於離開了無產階級文藝的陣營！”

9
 

這些“無產階級”文學家認為，茅盾所描述的這種小資產階級的“迷離彷徨”，反映

了“文藝至上主義”的思想，是有利於維護統治的意識形態的。在革命鬥爭環境日益殘酷艱

                                                        
8朱自清，“那里走？”，《一般》，1928 年，第 4 卷，3 月号，页 373-374。 
9钱杏邨，出处待补充。 



難的時候，這種“小資產階級意識”意味著停滯、退縮、幻滅、動搖向現實低頭。茅盾在《幻

滅》中借靜女士的自我反思，反映的那種人格狀態——“大概是我的心眼兒太窄，受不住絲

毫的委屈， 我這個人，又懦怯，又高傲”，10被當成了一種典型的“小布爾喬亞”的精神

狀態。錢杏邨曾批評茅盾說：他們觀察的唯一的東西便是那“凡俗的市民的存在的‘污泥’

之中生出那‘小小的思想’或‘小小的激情’”。與這種感傷的浪漫的小布爾喬亞的“哀

歌”相對的，是普羅塔利亞謳歌的鬥爭、勇氣、力、向上的精神。11錢杏邨引用魯迅的《淡

淡的血痕》裡面的話說：“叛逆的猛士出於人間，他屹立著，洞見一切已改和現有的廢墟和

荒墳，記得一切深廣和久遠的苦痛，正視一切重疊淤積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將來

和未生。”12這是普羅塔利亞文藝謳歌的精神。文藝要成為普羅文藝，“斷不是因為描寫了

工農，為工農訴苦”，而是因為“它所反映的意識形態，是促進工農的解放，為工農謀利益

的意識形態。這種形態使群眾一天天地明瞭統治階級的罪惡，一天天組織化，革命化，對於

統治階級是根本沒利益的。”13
 

革命之後思想文藝領域中的這種“無產階級意識”對“小資產階級意識”的批判，具

有兩個最主要的精神內涵，一是對個人主義的批判，二是眼光向下，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它

要求革命的知識份子拋棄舊社會的個人主義的生活樣式與文化藝術，“毫無痛惜地棄去個人

主義的立場，投入社會主義，以同樣的堅信和斷然的勇猛去毀棄舊的文化與其所依賴的社

會。”14但必須強調的是，這種由個人自由向階級自由、群體自由轉變的訴求，對於參加革

命的知識份子來說，並不一定是一種消極被動的行為，反而在相當程度上是一種積極的自我

改造。
15
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來，這種從“下層”看世界的眼光一直是中國知識份子自

我反思的一個重要資源。“大革命”的暴烈程度，讓中國的知識份子受到深刻震撼，對小資

產階級文化和思想意識的批判，既繼承了五四以來的文化批判傳統，也是現代中國知識份子

自我反省、自我否定的思想歷程的一個部分。大革命後的社會現實，更是直接激發了知識階

層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流行的“個性”、“自由”的反省，對“偽善”的人道主義的

批判，在這種反省之中，隱含了知識份子在強權暴力面前深刻的無力感和某種負罪感，從而

促使他們更積極的渴望投身於普羅大眾的群體之中，接受他們的道德和思想意識，從中獲得

                                                        
10茅盾，《幻灭》，《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年，页 70。 
11钱杏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 
12钱杏邨，“论鲁迅”，出处待补充。 
13钱杏邨，“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谬误”，1929 年 4 月 21 日《海风周报》第 14、15 期合刊，此处引自《“革

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页 838。 
14画室：“革命与知识阶级”（1928 年 9 月 25 日），《“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下，页 660。 
15程凯，“当还是不当‘留声机’”，未刊稿？。 



改造社會和改造自身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場以批判小資產階級意識為名的思想分

化，也是一次發生在知識份子靈魂深處的自我改造。 

 

五．結語 

 

“大革命”失敗之後，國共兩黨走向激烈的兩極分化，從革命隊伍中被拋出來的那些

既不滿於國民黨“叛變革命”，又不能跟隨共產黨走工農武裝革命道路的“小資產階級”知

識青年，一方面痛恨現實的恐怖黑暗，另一方面對共產黨所要求的嚴密組織紀律和暴力革命

的方法也充滿恐懼。他們清醒的意識到自己身上的軟弱、動搖、“不配革命”的特性，卻不

願離開這種“小布爾喬亞”的立場，向“無產階級”轉化。以陳公博為首的國民黨“左派”

理論家，適時的把捉到蘊藏在這些苦悶青年中的政治潛力，喊出“小資產階級革命論”和

“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的口號，在知識青年中產生了廣泛的號召力。但是，國民黨“左派”

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論，單純將“小資產階級”概念當作一個社會分析概念，缺乏“打造”一

種新型社會主體的意識，不能正視“五四”以來的新青年群體在投身社會革命的過程中，自

身的放縱和生活本身的崩潰。僅有憤怒、苦悶和革命的訴求，並不能形成有組織的社會力量，

規章制度設計的完善，也不能代替主體自身的虔誠依附。這種虔誠的獲得，靠的是主體的自

我反思和自我約束。中共的“小資產階級意識批判”，恰恰開啟了這樣一條主體自我反思、

自我約束的道路，在政治中包含了主體再造的內容。這一以“小資產階級意識批判”為手段

的主體再造過程，在中共的政治中持續存在，重新梳理這一歷史過程，對於今天重新思考如

何煥發個體的精神，讓個體更積極地投入到社會運動之中並獲得人生的充實感，都具有啟發

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