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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五四时期其他思想命题，“劳工神圣”是一个阐释相对不够充分的论域。多年来相关研

究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概念的生成及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进步主义维度，将“劳工神圣”视为

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前奏进行现象描述，导致许多人或忽略蔡元培这一思想的独特价值，或误认为“劳

工神圣”理当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近年来的研究在思想史维度有所拓展，①但仍有一些重要问

题尚待研讨。如“劳工神圣”如何由无政府主义观念演变为马克思主义话语？“劳工”一词如何

由均力互助的“四民皆工”，转换为苏俄革命的“工人阶级”？“劳工神圣”与“劳动异化”之间

如何进行概念置换？本文尝试回到 20 世纪初的思想语境中，梳理“劳工神圣”观念的形成路径及

语义嬗变，呈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借助无政府主义概念建构阶级意识形态的策略与历史轨迹。

从“四民皆工”到“工人阶级”
——“劳工神圣”观念的形成与语义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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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劳工神圣”是五四文化的重要思想命题，其相关研究长期以来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概

念的生成及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进步主义维度，蔡元培“劳工神圣”的独特内涵及

其在传播中的意义转换，却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从观念形成的历史着眼，可以考察 20

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的思考、抉择与实践，以及蔡元培“劳工神圣”的独

特思想意义，揭示这一命题如何以传统伦理文化为底蕴，吸纳整合西方理论，形成五四

时期极具影响的思潮，从而呈现该命题由无政府社会主义概念嬗变为马克思主义话语的

思想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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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何以神圣

蔡元培《劳工神圣》演讲中“劳工”一词，意义原本相当明晰。1918 年 11 月一战告终，中

国因派遣 15 万华工赴法“以工代兵”，②得以忝列“战胜国”，引起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北京知

识界组织庆祝集会、演说，持续半月有余。蔡元培在天安门的著名演讲，令“劳工神圣”不胫

而走。③《劳工神圣》全文不足四百字，开场便说 ：“这次世界大战争，协约国竟得最后胜利……

但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这不算怪事！此

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④可见蔡元培之“劳工”，首先指一战中“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

而一战时期的旅法华工，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海外劳工”，而是极为特殊的群体，是集契约保障、

公民教育、爱国运动等现代文明因素在内的一个文化符号，无论在海外劳工史还是中国现代史

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奇迹。他们不但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促成了蔡元培“劳工神圣”

的观念表达。

这批华工于 1916 年由中法两国政府商定招募赴法，由于有严格规范的合同确保其“不遭受

不公正待遇”，故被称为“契约华工”。他们在工资、工时及基本人权上与法国本土工人相同，普

遍高于法国从其殖民地招募的工人。⑤“他们有权组织工会，并且和其他公民同样享有法国法律

所保障的自由。”⑥“起初招募到的都是目不识丁的劳工，后来却包括了很多学生和教师，再加上

400 多名学生通译员”⑦，实际形成了一个包含不少知识者的劳动和教育共同体。其中，蔡元培

参与的勤工俭学会 / 法华教育会组织的勤工俭学和华工教育，⑧促进了这个工学互助共同体的形

成和发展。一方面，那些过去很少做体力活的中国学生，现在“几乎每个人都要做粗重的工作”；

同时，他们协助华工组织工会、储蓄会和其他自治组织，“第一次大规模打破了学生属于有闲阶

级的传统”。⑨另一方面，处于社会底层、不少原是文盲的工人，很多借此机会受教育而获得知识，

有的甚至成长为翻译或扫盲老师。⑩蔡元培编写《华工学校讲义》，⑪亲自为教员授课辅导。1916

年以后，华工学校教育服务由基督教青年会接手，在晏阳初等学者协助下，创办了世界第一份华

工报纸《华工周刊》，起到极大启蒙作用。⑫ 1918 年，“在法国的华工中，约有 2.8 万人已有机会

受到教育且能识字”⑬，这使旅法华工成为中国工人中最早一批“觉悟”者，即富于公民意识和

爱国情怀的现代职工群体。这个群体的历史作用，在 1919 年巴黎和会期间得以呈现——他们的

爱国募捐和抗议示威，不仅直接推动了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也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声。

蔡元培 1917 年初执掌北大，其改革举措之一即改变学生“重理论而轻实习”“无服劳之惯

习”，⑭这既是其法国教育经验的延伸，又是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实践。⑮ 1918 年 4 月，北大夜

校（专为校役而设）开学，蔡元培在开学式上演讲道 ：“一种社会，无论小之若家庭、若商店，

大之若国家，必须此一社会之各人皆与社会有休戚相关之情状，且深知此社会之性质，而各尽

其一责任。故无人不当学，而亦无时不当学也。”他希望在北大创造一个“本校职员，皆自励

于学 ；学生，则教员助之为学”的工学互助的局面。⑯在其领导下，“北大当时的校工班夜工班

工读互助团、校外的民众夜校、工人补习学校、平民教育讲演等类的社会服务和劳动服务，也

都很快的发展起来”⑰。

蔡元培对于“劳工”的解释，充分体现了互助精神和“泛劳动主义”倾向 ：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

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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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

此界定是对以孟子为代表的传统劳心劳力观原意的正确理解与自然秉承，是晚清“四民皆士”

观念的延伸，⑱也是“对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现代命名”⑲。劳力者与劳心者，均为各尽所能、地

位平等之“劳工”。“劳工神圣”虽由蔡元培提出而成为流行观念，却体现了 20 世纪初中国无政

府主义“社会主义者”的共识。⑳

1907 年，在东京的刘师培与张继、章太炎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又与何震办《天义报》；

同一时间，李石曾、吴稚晖、汪精卫等在法国创办《新世纪》。他们都宣扬无政府社会主义，认

为无政府社会主义与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和伦理理想有较多契合。刘师培选择无政府社会主义，因

其与儒道之“主于放任”不谋而合，他认为“中国之政治，主放任而不主干涉”，“故世界无政府，

以中国为最易，亦当以中国为最先”㉑。蔡元培则以儒家思想认知社会主义，认为二者具有高度

的同一性 ：“我们中国本来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如《论语》记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

则安之。’就是对内主均贫富，对外不取黩武主义与殖民政策。《礼运》记孔子说 ：‘人不独亲其

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

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的意义，且含有男女平等主义。”㉒他进一步解释 ：

共产主义，为余素所服膺者。盖生活平等、教育平等，实为最愉快、最太平之世界。然于如

何达此目的之手段，殊有研究、讨论之余地。以愚观之，克鲁泡特金所持之互助论，一方增进劳

工之智识地位 ；一方促起资本家之反省，双方互助，逐渐疏濬……㉓

可见，蔡元培推崇克鲁泡特金，认为人道主义和互助论与中国传统可以无缝对接。

蔡元培选择西方思想时，往往以内在价值和信仰之契合为前提，形成“萃中西之长于一身”

的人格、思想特质。㉔他给华工学校编写的讲义，用儒家“古意”解释自由、民主、平等、博爱，

贴切而生动 ：“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

者盖谓之仁。”㉕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则与《孟子》之民本思想何其相似 ：“乡田同井，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㉖ 1920 年代初，蔡元培为克卡朴《社会主义史》一书中文版作序，认为《礼 

运》中的“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以及《孟子》所记许行“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

“就是‘泛劳动’主义”。㉗蔡元培将知识分子列入“劳工”，与崇俭尚勤的传统也有关系。他在

法国参与的俭学会，便以“尚劳动朴素，养成勤洁之性质”为宗旨 ；㉘其所以看重“俭”，不但

因为“俭”与奢侈相对立，是“进德”的要素，而且与平等的“道德要义”相关——“俭者常

得大多数之同等，而奢者得少数”㉙。清末以来学界在推崇西学时常常“倒果为因”，反对古代

中国的崇俭黜奢传统，将西方现代文明“归功于奢侈”（如谭嗣同《仁学》中即有此论）。㉚因此，

蔡元培的“劳工神圣”观念，既体现了来自西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是传统中国君子人格中

崇俭黜奢精神的发扬光大。在他的观念中，是否“劳工”，与其职业的劳心、劳力无关，勤劳尚

俭和公共关怀才是关键。因此，那些不劳而获、以奢侈腐败为特征的权贵，统统被蔡元培列为“劳

工”的对立面予以激烈批判。

总之，“劳工神圣”这一命题的原初内蕴，仍然偏重于蔡元培一以贯之的“完全人格”的公

民教育理念，而并非后人所谓马克思主义之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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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 ：“异化”还是“神圣”

从思想渊源上看，劳工神圣 / 劳动神圣（英文 labor 兼有“劳动”“劳工”二义）这一带有强

烈乌托邦色彩的观念，最初出现在 20 世纪初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尤其集中体现于无政府主

义这一思想脉络。

晚清以来，进化论唤起了中国知识界的民族危机意识，但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宣扬的强权政

治，并不切合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心理。相反，以平等互助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在价值理念上

更合于传统思想与伦理，成为 20 世纪初中国知识界普遍推崇、接受的西方理论。社会主义起源

于西方工业革命后劳动分配不公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故各派学说均以“劳动”为核心概念。如

李大钊所说，“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

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㉛，故社会主义也被称为“劳动主义”或“劳动运动”㉜。而“劳动

神圣”或“劳工神圣”的观念，产生于社会主义思潮中乌托邦色彩最强的派别，即无政府主义。

“劳动”一词，作为日文对英语“labor”的翻译进入中国后，保留了汉字原有的“劳苦”“辛 

劳”等与身体辛苦相关的含义，在较长时间内，都主要用于专指“下等社会”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群，㉝相当于后来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工农”。与此相对应，该词在作为动词时，也主要指从事辛

苦的体力劳动。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提倡‘劳动神圣’，他们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第一个弘扬‘劳

动’，第一个组织劳动工会，第一个出版以‘劳动’命名的期刊，甚至第一个举办劳动大学”㉞。

江亢虎组建的中国社会党，其党纲之一是“奖励劳动家”，提出“劳动者，神圣也”。认为“资本

公诸社会，而劳动普及。个人有分业，无差等”，由此实现人类大同。㉟吴稚晖等创办的《劳动》

杂志，提倡“尊重劳动 ；提倡劳动主义 ；维持正当之劳动，排除不正当之劳动……促进我国劳动

者与世界劳动者一致解决社会问题”㊱。刘师培、张继等组织的社会主义讲习会，宗旨之一便是“人

人劳动”。㊲他们视劳动为人摆脱奴役、获取自由、实现社会平等的唯一途径 ：“夫人类不能平等，

由于人人不能独立，或为倚于他人之人，或为役于他人之人……因不能独立，遂自失其自由权 ；

因不能自由，遂自失其平等权”；“今之言共产主义者，欲扫荡权力，不设政府，田地为公共之物，

以资本为社会之公产，使人人作工，人人劳动。”㊳在无政府主义者的设想中，国家、军队、政府、

法律等压迫个人的“强权”都不存在，一切财产为所有人共有时，阶级的界限也便消失。那么，

劳动便成为人人平等的唯一条件，即“劳动为人生之天职，互助是本来之良德”，“无资本家与劳

动家之阶级，人人皆当从事于劳动，惟视其性之所近与力之所能，自由工作而无强迫与限制”。“劳

动所得之结果，如食物、衣服、房屋，以及一切用品，亦均为社会公物，人人皆得自由取用之，

一切幸福人人皆得共同享受之。”㊴当共产主义实现时，社会最大的景观就是“劳动”之下的人

人平等——“人人为工，人人为农，人人为士，权利相等，义务相均，非所谓‘大道为公’之世 

耶？”㊵这正是传统中国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的大同世界。

而在西方思想史上，“劳动神圣”之说，最初是欧洲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古典哲学的“发现”。

欧洲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之一威廉·配第认为“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㊶将劳动

的价值和地位与土地相提并论。洛克在《政府论》中认为，自然和土地只提供产生价值的材料，

劳动才使自然和土地创造价值。他认为 ：“如果说在有利于人生的土地产品中，十分之九是劳动

的结果，这不过是个极保守的计算。如果我们正确地把供我们使用的东西加以估计并计算有关它

们的各项费用——哪些纯然是得自自然的，哪些是从劳动得来的——我们就会发现，在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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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中，百分之九十九全然要归之于劳动。”㊷亚当·斯密则从商品角度看待人的劳动，认为“劳

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

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㊸。“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换言之，

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㊹如果说欧洲古典经济学

“发现”了人类劳动的价值，那么黑格尔的哲学则“发现”了劳动与人的本质之间的关系，指出

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实现自由并把自己创造为人的必由之路。马克思评价“他抓

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结果”㊺。

在欧洲，乌托邦主义者将人人劳动、各尽所能看作私有制消灭后的必然结果与和谐社会景

象，而自由主义者则往往从天赋人权角度肯定劳动的价值。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英国社会批评家

托马斯·卡莱尔，曾专门论述过“劳动神圣”。他认为劳动是人回归自然、接近上帝和真理的途

径 ；所有工作，无论精神还是体力的，都是崇高和神圣的 ；劳动对人的回报，是人借此认识自我，

生命变得富有生机和意义。㊻卡莱尔特别指出，其所论述的劳工，并非下等社会劳力者，而是从

事各种工作的人，包括科学家、思想家、史诗口述者，舞台上的英雄，以及殉道者。只要辛苦流

汗，无论是身体流汗，还是心脏和大脑“流汗”，都是劳动，都具有神性。㊼卡莱尔说 ：

所有的工作都是崇高的，也只有工作是崇高的。工作有着无比的崇高，甚至是神圣的……工

作与大自然互通情意，决不卑贱 ；只有把工作做好的真实的热望，才能使人益益接近真理，适应

大自然的付托与规律——这些就是真理。㊽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蔡元培“劳工”及“神圣”的理论影子。

然而，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理论，是社会主义学说中唯一不对劳动从抽象概念上进行肯定，

而从现实层面上对其历史语境下的“异化”性质进行思辨批判和否定的。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

了人和人的历史，是人的本质对象（外）化的实践活动。从劳动的意义上看，人的劳动近义于人

的自由与解放，确实具有崇高和神圣性。然而在“人类的史前史”（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之

前的社会历史本质上应视为人类的“史前史”）阶段，人类生活中的“劳动”一直与人的本质处于“异

化”状态。人的异化，直接地以“劳动”的异化呈现。鉴于此，人的异化劳动“仅仅以谋生活动

的形式出现”㊾，仅仅是劳动者为换取生存所需而不得不为之的苦差事。因而现实中往往地位低

贱的普通人才从事劳动，且地位越低，其所从事劳动的异化性质越严重。劳动是不愉快甚至痛苦的，

故常常被作为惩罚人的手段。因此，“劳动神圣”之说遭到马克思猛烈批判。马克思早年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在批判欧洲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建构其劳

动“异化”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针对“劳动是一切财富和文化的源泉”的观点，

以直率得近乎粗鲁的口吻说，“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为

社会的公共财产”，即异化劳动不但不具有神圣性，而且“由此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

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㊿

现实中劳动者“一匹马”似的“劳动的动物”现象，令马克思深恶痛绝， 他认为现实即资

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劳动，“造就了工人，却贬低了人” 。乌托邦主义的“劳工神圣”，与马克

思主义洞悉异化劳动的批判，其分野就在于此。然而吊诡的是，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马克思主

义被接受的过程中，却在相当程度上借助了马、恩所反对的不加条件的“劳动神圣”说。这一点

长期无人细究，导致一般历史叙述为李大钊、陈独秀五四时期的论述所囿，将五四时期流行的“劳

工神圣”理所当然地视为不附加任何条件的马克思主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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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的语义建构

1919 年 5 月 1 日，共产国际倡导的国际劳动节首次为中国公共媒介所关注，进步报刊纷纷开

辟“劳动节专号”。这成为“劳工神圣”由泛劳动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话语转变的契机。1919 年春

夏巴黎和会的刺激、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俄国十月革命所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迅速成为传播热点，

李大钊、陈独秀等借“劳工神圣”话语，实现了“工人阶级”概念的建构。

1919 年 1 月出版的《新青年》5 卷 5 号，在《关于欧战的演说三篇》标题下，刊载上年 11

月的三篇演讲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蔡元培《劳工神圣》和陶履恭《欧战以后的政治》，此与

同期李大钊《Bolshevism 的胜利》、陈独秀《克林德碑》、蔡元培的《欧战与哲学》等文章论题接

近而观点不一，构成张力话语空间，呈现了五四时期意识形态的多元性。李、陈二人对举国欢庆

协约国胜利大泼冷水，认为一战胜利与其说是国际互助的胜利，不如说是德国内部社会主义对资

本主义的胜利。他们的观点，与蔡元培援引克鲁泡特金理论的互助说完全不同。李、陈以马克思

主义阶级话语重述一战历史，成为“劳工神圣”语义转换的关键。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是 1918 年 11 月继蔡元培之后在中央公园的演讲。他认为，协约国

的胜利，是民主主义战胜了“大……主义”（大斯拉夫主义、大日耳曼主义等），“民主主义战胜，

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

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这里的“人人都成庶民 / 工人”，与蔡元

培之意相近。但将“工人”定位为工厂做工者，则使概念内涵变窄。李大钊的论述呼应了蔡元培

的“劳工神圣”，并以“劳工主义”置换之，传达了苏俄革命便是“劳工主义”的真义。 李大钊

另一篇文章《Bolshevism 的胜利》，更以排比的语言结构完成了语义的转换 ：

（欧战的胜利）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

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

李大钊将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与布尔什维克、红色革命置于同义复叠的句式结构中，

则欧战的胜利，就是布尔什维克的胜利 ；红色苏联，便是世界的理想目标。

1919 年五四运动后，出狱的陈独秀离开“研究室” 投身工人运动，不但从语言也从实践上

强化了李大钊重新定义的“劳工”： 

劳动是什么？就是做工。劳动者是什么？就是做工的人。劳动力是什么，就是人工。世界

上若没有人工，全靠天然生出来的粮食，我们早已饿死了。……我们吃的粮食，住的房屋，穿

的衣裳，全都是人工做出来的，单靠天然的原料是不行的。人工如此重要，所以有人说什么“劳

工神圣”。

“做工”只含体力劳动，而“劳工神圣”，也便被“翻译”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

李大钊鼓励学生 ：“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呵！”

这种阐释引发盛极一时（或昙花一现）的“工读互助”运动。

那时的受教育者主要依靠家庭供养，青年学生在劳动与阶级对应的语境中，容易产生负疚感。

他们检讨“劳动者给予我们的利益，比所有智识阶级的人们，更重大，更紧要” ；他们“惭愧”

自己“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 随着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播，连傅斯年也认为，知识阶级与帝王

贵族一样是“僭窃者”：“我们不劳而亦食的人对于社会牺牲的无产劳动者，也是僭窃者，将来他

们革我们的命，和我们以前的人革帝王贵族的命是一种运动。” 这种集体负疚感，使五四部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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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创作在突出工人阶级的良善和觉悟时，往往将知识阶级放置在反省的位置上。然而，在更激进

的人士看来，这种自省也不过是“优胜阶级拿来安慰一群惨败的筋肉劳动家的‘八阵图’”而已，

因为“神圣”的赞美，不能掩盖“筋肉劳动，明明是苦痛，而且是职业上的苦痛”的事实。

1920 年 5 月出版的《新青年》7 卷 6 号，是“劳动节纪念号”。扉页尽管仍是蔡元培亲题的“劳

工神圣”，内容则几乎全是工人运动。当年的五一纪念，也开始由知识阶层的运动走向社会实践。

在上海，陈独秀组织数百工人召开“世界劳动纪念大会”，提出工人待遇“三八制”（工作八小时，

休息八小时，受教育八小时），呼吁与苏俄联合。事实上，将“劳工神圣”从无政府主义及工团

主义路径引向阶级斗争的工人运动，在当时中国工业极不发达的状况下，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均非

易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思维与话语策略，在陈独秀的一段话中有较充分的体现 ：

常常听见人说，你们一方面提倡劳工神圣，一方面又提倡罢工或减少工作时间，岂不是自相

矛盾吗？……我们所崇拜的劳工神圣，是说劳动者为社会做的工——即全世界所享用的衣食住行

及交通机关——是神圣事业，不是说劳动者拼命为资本家增加财产是神圣事业。为资本家做工是

奴隶事业，为社会做工是神圣事业……我们提倡罢工或减少工作时间，正因为现时生产制度下的

奴隶事业玷污了“劳工神圣”这四个字。可见提倡罢工和减少劳动时间和提倡劳工神圣是一致的

不是矛盾的。

此后数年，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展开，无政府主义迅速为马克思主义所取代，工

人成为“劳工”唯一所指，并在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力话语中获得领导阶级的“神圣”地位。由此，

“劳工神圣”最终完成了其阶级论的语义和身份转换。

注释 ：

① 王汎森认为，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地位边缘化过程

中，“劳工神圣”是知识者“自贬”的开始 ；冯庆则从游

民教化与墨学复兴角度探讨蔡元培“劳工神圣”的思想背

景及其价值追求。王汎森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 年 ；冯庆 ：《“劳工

神圣”的思想温床——以蔡元培的社会关怀和教育理念为

核心》，《探索与争鸣》2016 年第 12 期。

② 赴法国华工数量说法历来不一，有说 14 万，有说 20 万，

盖统计时间或来源有别。本文采用蔡元培说法，另据北洋

政府国务院侨工事务局 1918 年 11 月第一次调查报告《华

工在法工作情形表》，见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一辑第 4 册，北京 ：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820 页。

③ 蔡元培于 11 月 15、16 日两次演讲，演讲内容分别以《黑

暗与光明的消长》和《劳工神圣》为题，发表于 1918 年

11 月 27 日《北京大学日刊》260 号。

④ 蔡元培 ：《劳工神圣——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

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高平叔编 ：《蔡元培全集》第 3 卷，

北京 ：中华书局，1984 年，第 219 页。

⑤ 参见马骊 ：《“陶履德使团”与旅法华工》，马骊编著 ：《一

战华工在法国》，莫旭强译，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

⑥⑦⑨⑬ 周策纵 ：《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北京 ：世

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 年，第 39 页，第 38 页，第 38 页，

第 38 页。

⑧ 勤工俭学会前身是俭学会，由李石曾、吴稚晖、汪精卫、

张继发起，成立于 1912 年，在“以最俭的费用，求达留

学之目的”宗旨下帮助中国学生赴法留学。1915 年蔡元

培与李、吴成立勤工俭学会，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

为宗旨，帮助学生们以半工半读形式完成学业。后李、蔡

在法国政府资助下成立法华教育会，开办华工学校。

⑩ 于华飞、马骊 ：《一战时期驻法华工教育与工人政治意

识的觉醒》，《北方论丛》2009 年第 3 期。

⑪ 蔡元培所编《华工学校讲义》，德育三十篇，智育十篇。

德育内容为公民教育，以儒家话语解释自由、平等、友爱、

责任、文明等现代道德与行为规范，堪称公民教育经典读本。

⑫ 《华工周刊》1918年创刊时，印数仅100份，至1920年初，

印数已达 10000 至 15000 份，而实际阅读量远高于此。参

见李宜涯、王成勉 ：《一份海外劳工报纸的诞生——〈华

工周报〉的构想、内容与意义》，马骊编著 ：《一战华工在

法国》，第 14 章。

⑭ 蔡元培 ：《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蔡元培全集》第

3 卷，第 15 页。

⑮ 蔡元培在许多场合表达了对克鲁巴金（克鲁泡特金）思

想的推崇。他由法归国后的演讲《我之欧战观》《欧战与

哲学》等，明显受到克鲁泡特金思想的影响。他认为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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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伤使世界不再为进化论和强权主义所左右，人类将进

入互助的时代。一战结束后的演讲《黑暗与光明的消长》，

认为协约国的胜利印证了互助论战胜强权论。

⑯ 蔡元培 ：《北大校役夜班开学式演说词》，《蔡元培全集》

第 3 卷，第 146 页。

⑰ 许德珩 ：《吊吾师蔡孑民先生》，蔡建国编 ：《蔡元培先

生纪念集》，北京 ：中华书局，1984 年，第 61 页。

⑱ 晚清“四民皆士”观念，产生于洋务运动时期的专业

主义思潮，科举制的取消促进其传播。参见王汎森 ：《中

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 277—304 页。

⑲ 冯志阳 ：《从“民贵说”到“劳工神圣”》，《史林》

2009 年第 6 期。

⑳ 当时对于社会主义学说不同流派的归纳和命名，较有

代表性的是德国著名学者 Thomas Kirkup（克卡朴）的著作，

他将其分为无政府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

基尔特社会主义、玻尔塞维克（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

参见 Thomas Kirkup ：《社会主义初步》，孙百刚译，上海 ：

中华书局，1923 年。也有更宏观的区分，如日本社会主

义者幸德秋水，将社会主义分为理想社会主义、无政府

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类（见幸德秋水 ：《社会主

义神髓》，高劳译，《东方杂志》1911 年第 8 卷第 11、12

号连载，商务印书馆 1923 年出版）。刘师培接受的更多是

来自幸德秋水的翻译和论述。

㉑ 《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万仕国、刘禾校注 ：

《天义·衡报》上册，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第 309 页。

㉒㉖㉗ 蔡元培 ：《社会主义史序》，新潮社编 ：《蔡孑民先

生言行录》上，上海 ：中华书局，1920 年，第 179 页，

第 180 页，第 179 页。

㉓ 蔡元培 ：《与〈国闻周报〉记者的谈话》，高叔平编 ：《蔡

元培全集》第 5 卷，北京 ：中华书局，1988 年，第 59 页。

㉔ 任鸿隽 ：《蔡先生人格的回忆》，蔡建国编 ：《蔡元培先

生纪念集》，1984 年，第 66 页。

㉕ 高乃同编著 ：《蔡孑民先生传略》，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3 年，第 9 页。

㉘ 《留法俭学会缘起及会章》，《蔡元培全集》第 3 卷，第

36 页。

㉙㉚ 《说俭学会——在北京留法俭学会上的演说》，《蔡元

培全集》第 3 卷，第 63 页。

㉛ 李大钊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新青年》第 6 卷

第 5 号，1919 年 5 月。

㉜ 例如，《东方杂志》1920 年第 17 卷第 9 期插图，将马

克思称为“劳动运动之鼻祖”，托尔斯泰为“泛劳动主义

之倡导者”。杜亚泉也有专文论述“劳动主义”。

㉝参见刘宪阁 ：《现代中国“劳动”观念的形成 ：以

1890—1924 年为中心》，《现代传播》2017 年第 3 期。

㉞㊱ 熊秋良 ：《五四知识分子对“劳工神圣”的认知与实

践》，《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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