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5月 14日，观众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参观“信仰的力量———陈望道和《共
产党宣言》”图片文物展。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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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四通 周晔

今年是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
译本出版 100 周年。它的翻译和出版不是
偶然的、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与中国共
产党的创建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
上说，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也是历史
的选择。

“四大金刚”与“一师风潮”

1919年 6月，陈望道在五四运动的热潮
中从日本回到祖国。9月，开始在杭州的浙江
省立第一师范任教。

当时，和陈望道一起担任国文教员的有
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四人因积极提倡新
道德、新思想、新文化被称为“四大金刚”。此
外，沈钧儒、鲁迅、马叙伦、沈尹默、钱均夫
（钱学森父亲）等也都曾在此任教。

在进步、 开明的经亨颐校长支持下，

陈望道与其他进步教员一起投身于轰轰
烈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之中。陈望道在国
文教学领域进行了大胆改革， 提倡白话
文，使用新式标点，传授注音字母，并引进
刚在《新青年》上发表不久的《狂人日记》

作为教材。

陈望道是一师革新的灵魂和核心。他支
持施存统、宣中华、俞秀松等进步学生创办
刊物、成立社团、宣传新思想。一师主办的
《浙江新潮》 创刊号上转载日本杂志的一幅
“社会路线图”，指出新社会改造的方向终将
走向“布尔什维克”；第 2期发表了施存统的
《非孝》，令反动当局视为洪水猛兽，多次派
员查办，责令开除施存统，还以所谓“非孝”

“废孔”等罪名，对陈望道等教员予以撤职查
办，调换校长，甚至休业整顿。

这在浙江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最终触
发了“一师风潮”。1920年 3月 29日，500余
名军警包围一师校园， 企图以武力解散学
校，将学生押回原籍。学生和军警长时间对
峙，最后反动当局被迫撤退军警，收回成命。

“一师风潮”结束后，“四大金刚”除了李
次九外，都来到了上海。当时的上海交通发
达、经济繁荣，各国侨民聚居，产业工人集
中，旧军阀的势力相对薄弱，各种救国救民
之道在此交汇融合， 各种思想在此互动碰
撞。这对在各地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有着巨
大的吸引力。

由于陈望道的号召力，一师的毕业生不
断来到上海，加入“外国语学社”，成为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者与骨干成员，积极
参与早期党团组织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正
式诞生奠定了基础。

避免“假社会主义”干扰

陈望道在日本留学期间，正赶上社会主
义思潮在日本兴起。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
神髓》、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等宣传社会主
义的读物，点燃了不少年轻人心中的社会主
义火种。

在这股热潮中， 很多留日学生开始学
习马克思主义。 陈望道更是如饥似渴地阅
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 吸收了科学社
会主义的精华思想。 和欧洲的社会主义者
强调议会民主、 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
不同，日本社会主义思潮以社会组织、阶级

战争、劳动问题为基调。这在一定程度上帮
助陈望道等留日学生避免了各种 “假社会
主义”的侵袭和干扰，也让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 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少走了
弯路。

“一师风潮”中，陈望道和师生们并肩战
斗，获得了广泛认可。同时，它也促使陈望道
认识到不能一味求“新”，还必须求“真”。在
一师的改革，“实际上只是宣传文学革命，至
于社会改革问题，只是涉及一些而已”，结果
却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 陈望道意识到，不
从根本上打倒旧制度，寄希望于局部的改良
是行不通的。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无产阶级正式登
上历史舞台，组织马克思主义政党、宣传马
克思主义变得十分迫切。苦于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的缺乏，陈独秀离京前特意通过李大
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走了 《共产党宣言》

的英文本，准备带到上海选择合适的人选把
它翻译成中文。翻译《共产党宣言》、出版《共
产党宣言》单行本，是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一
个重要准备工作。

陈独秀到达上海后，立即会见《星期
评论》《民国日报》《时事新报》 等报刊的
编辑人员。陈独秀、沈玄庐 、邵力子等人
一拍即合，决定由陈望道来翻译《共产党
宣言》。

陈望道精通日文和英文，具有一定的马
克思主义素养，又积极倡导新文化，白话文
功底好。由他执笔翻译这部经典著作，可以
说是不二人选。邵力子因为和留日归国学生
有较多接触， 对陈望道的情况比较熟悉。所
以，1920年 3月， 由他出面向陈望道发出邀
稿函，并随函寄去了日文版及英文版的《共
产党宣言》。

北伐战争时“随军散发”

1920年 4月底， 陈望道携译稿来到上

海。但不久后，《星期评论》被停刊，无法按原
定计划连载发表译文。筹备建党的陈独秀接
过了《共产党宣言》的出版任务。5月，“马克
思主义研究会”宣告成立，一个重要工作内
容就是研究《共产党宣言》、审校陈望道的首
译本。

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主
要有两部分人： 一部分是浙江一师的教员
和学生，主要是陈望道；另一部分是国民党
员，如戴季陶、沈玄庐等人。正是在“马克思
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上海成立了早期党
组织。

俞秀松在 1920 年 6 月的两篇日记里，

记录了由他将陈望道的译稿转交给陈独秀
的情况。1920年 6月 27日记道：“夜，望道叫
我明天送他所译的《共产党宣言》到独秀家
去。这篇宣言底原文是德语，现在一时找不
到，所以只用英、俄、日三国底译文来对校
了。”6月 28日记道：“九点到独秀家，将望道
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

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指导和资
助下，以上海的马克思主义者为核心，还成
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即“社会
主义者同盟”；同盟设有“革命局”，由陈独秀
担任领导人。

“革命局”下设立出版部、情报宣传部和
组织部等机构，陈独秀指定、委托郑佩刚全
权负责出版部工作。郑佩刚租到一幢新建好
的石库门房子，安放“民声社”存下来的一
部印刷机， 并将熟悉印刷技术的妻子刘无
（刘师复的妹妹）从广州调来。同时，还从
“华强印刷所”找来 4 位熟练技工。这个印
刷所命名为“又新印刷所”，取“日日新又日
新”之意。

1920年 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在又新印刷所诞生，第一版印了 1000本，受
到读者的热烈欢迎；9月，又印第二版。陈望
道回忆：“上海书店也曾出版。第一版印千把
本，奉送，有很多地方翻印。到北伐战争时印
得更多，随军散发。”

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事件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后，对
中国革命产生了积极影响。很多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都是通过这本书确立了马克思
主义信仰，走上了革命道路。

当时在上海参加早期党组织活动的林
伯渠回忆：“头两次座谈， 就是我与陈独秀、

沈定一等三人，以后几次邓中夏、李汉俊也
参加了，互相交谈的依据是《共产党宣言》和
共产国际大会的几个决议文件。”

上海早期党组织还将全译本寄往全国
各地，使得马克思主义真理、共产主义思想
在各地传播，形成燎原之势。可以说，作为科
学的建党学说，《共产党宣言》指导并加快了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的进程，推动了普通民众
的觉醒。

1921年 7月，《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
告》说：我们曾试图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扩大
我们的宣传工作，可是现在印刷所受到监
视，因此，不能刊印我们的出版物。我们只
散发了上海印的《共产党宣言》和《经济学
谈话》。

1920 年 7 月， 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
南，在长沙发起创办“文化书社”，广泛宣
传马克思主义，后来又组织“马克思主义
研究会”。 毛泽东领导带领研究会成员一
起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研究
俄国革命，并与北京、上海早期党组织保
持密切联系，还结合中国的革命实践开展
讨论。

董必武回忆湖北早期党组织的情况时
说：“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马列主义的东西
是很少的，当时有个《共产党宣言》翻译本，

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是陈望道译的，政治
经济学也是陈望道翻译的，考茨基的《政治
经济学入门》。”

1920年秋天， 刘伯垂来到武汉发展组
织。他“带来了一个抄写的中国共产党纲领
草案，详细内容记不清楚，大体不出《共产党
宣言》 的范围”“主要读物是 《共产党宣言》

《新青年》杂志”“大家都很喜欢读”。

李达回忆起草 “一大” 宣言的过程时
说：“接着大会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
大会的宣言》草案，这宣言有千把个字，前半
大体引用《共产党宣言》的语句，我记得第一
句是‘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
的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宣言》的
问世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 。

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是受 《共产党宣
言》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我们党的
第一部党纲是按照《共产党宣言》精神制
定的； 我们党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
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
伟大创造。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
神的忠实传人；把《共产党宣言》引入中国，

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 陈望道
在翻译《共产党宣言》中体现了广采博取、

强基固本的爱国情操，迎难而上、勇于担当
的使命意识，脚踏实地、执着奉献的实干精
神，贴近群众、学习群众的创新路线，依靠
组织、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是建党精神的
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永远铭记。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 杨博

周室东迁后， 天子威权下移。

“畴人子弟” 也因为失去官守而流
落四方，他们掌握的专门学问和技
艺开始在民间散播。同时，官学日
趋衰落，私学逐渐兴起，诸子学术
得以发生、传衍。

其中，墨家作为先秦“显学”得
到了时人公认。《孟子》 说：“杨朱、

墨翟之言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归
杨，则归墨。”《韩非子》也说：“世之
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

墨之所至， 墨翟也。” 虽然孟子将
杨、墨同举，韩非子将儒、墨并论，

但在将墨家作为先秦“显学”这一
点上，则是完全一致的。

不过，墨子去世以后，墨学出
现了分裂。《韩非子》提道：“自墨子
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
之墨，有邓陵氏之墨。”相里勤的弟
子，五侯的门徒，南方的墨者若获、

已齿、邓陵子这一派人，虽然都诵
读《墨经》，却背异而不相同，还互
相指责对方是“别墨”，用“坚白”

“同异”的辩论来互相诋毁，用“奇
偶”不合的言辞互相对应。

到了战国晚期，墨学已趋于没落。从田襄子接
任墨家巨子到秦惠王晚年“秦墨”与“东方墨者”相
争的70年间，是墨家一个明显的衰败阶段。这一时
期，墨学内部的组织、纪律和信念发生了很大变化
，甚至出现了内部争斗。秦代以后，就不再见有传
授者。

显赫一时的墨学缘何到了如此境地？一个重要
的因素在于理念的差异化演变。今传本《墨子》中对
鬼神明知论的立场， 除了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之外，

还有怀疑论者，甚至抱有完全否定的立场。

先来看完全否定的立场。《公孟》 里面记载，公
孟子说鬼神是没有的， 又说君子一定要学祭祀。墨
子批评道：“抱着没有鬼神的想法去学祭祀，就好比
缘木求鱼。没有客人去学待客，没有鱼去编渔网。”

这里虽有墨子的批评， 但公孟作为墨子的学生，却
是无鬼论者，显然已经出现了分歧。

受历史条件所限，持完全不信鬼神的人只是少
数。但值得重视的是，墨家内部有部分弟子根据个
体感知，也相继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史料记载，“有
游于子墨子之门者”侍奉墨子很久，但以自己没有
得福为由，对墨子的教诲以及鬼神的明知与福祸能
力提出疑问。 还有弟子以墨子是圣人却患病为由，

提出了类似的疑问。

《鲁问》里面，曹公子把这种怀疑表现得更为深
刻。曹公子说：“朝得之则夕弗得，祭祀鬼神。今而以
夫子之教……谨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
蕃，身湛于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这里说
的是，虽然自己信奉墨子思想而一直谨慎地祭祀鬼
神，但想不通为何自己不断遭遇不幸。

《公孟》和《鲁问》中的墨子弟子，对鬼神的明知
与赏罚能力明确表达出了怀疑的立场。这种怀疑虽
然被墨子的权威所消除，但也埋下了墨学分裂的根
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鬼神之明》篇，体
现并发展了墨学弟子的这种怀疑。

《鬼神之明》中，不仅有单纯的怀疑立场，还明
确提出了“鬼神不明”的新说法，而且没有墨子对
“鬼神不明”的解释与回答。它应该是为了修正、改
革墨子的鬼神说而出现的。

“鬼神不明”的说法，动摇了墨家的核心理论。

它不仅单纯地修正、改革过去墨家鬼神论逻辑不能
自洽的问题，还带来了从根本上动摇墨家思想体系
的危险性， 象征墨子以来形成的强大凝聚力的瓦
解，奏响了墨家分裂和结束的序曲。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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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纵横经典 :2019 辰山草

地广播音乐节-我爱你
中国

20:00 天下徽商(2)
20:51 短纪录片
21:00 生命之盐(3)
21:54 足球少年养成(3)
22:22 今晚:刘亮程《把地上的

事往天上聊》
22:45 超级装
23:00 生活科技大解密(28)

东方影视频道
13:18 连续剧:宜昌保卫战(36、

37)
14:52 连续剧: 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1-5)
18:58 连续剧:塞上风云记(42-

47)
23:55 连续剧:冰锋(7、8)

五星体育
12:05 2019-2020西甲世界
13:45 五星足球特别版
14:15 2016 欧锦赛 1/8 决赛

(英格兰-冰岛)
15:25 2020ONE 冠军赛新加

坡站
16:05 2020PGA高尔夫墨西哥

世锦赛第 1天
16:55 五星足球特别版
17:10 五星精彩
17:35 极限运动
19:30 我们的欧锦赛， 我们的

故事(2)
20:35 2020 跳水系列赛蒙特

利尔站男子双人 10 米

台决赛
0:15 2020UFC集锦
1:05 2020 绿地申花蓝白争

霸赛第 1场
央视一套

13:13 情感剧场
16:47 第一动画乐园
20:06 电视剧:花繁叶茂(30、31)
22:38 绿水青山看中国第 3季

(总决赛)
23:31 电视剧:情满四合院(29、

30)
央视三套

13:30 幸福账单-为你买单
14:30 综艺喜乐汇
17:30 天天把歌唱
18:00 综艺喜乐汇
19:30 越战越勇
21:00 回声嘹亮
22:00 综艺喜乐汇

央视五套
10:31 2012-2013欧冠决赛(多

特蒙德-拜仁慕尼黑)

12:35 欧冠联赛致敬经典-红
魔与梦三

14:33 无畏征途 迈向胜利-
2018 女排世锦赛第 3
轮复赛 (中国队-美国
队)

16:33 2020一场比赛-星耀金
杯-2012波兰乌克兰欧
洲杯决赛(西班牙-意大
利)

18:35 2018 第 18 届亚运会跳
水女子 10米台决赛

19:30 欧冠联赛致敬经典-辉
煌大国际

21:30 体育世界
22:00 2013-2014 欧冠决赛

(皇家马德里-马德里竞
技)

23:30 2019 男篮世界杯 5-8
名排位赛(波兰-捷克)

1:00 2019 世界职业拳王争
霸赛精选
央视六套

10:41 故事片:桃花灿烂

12:48 故事片:极速江湖
14:30 译制片: 野马齐格和爱

丽丝(挪威)
16:03 故事片:杨门女将-八妹

游春
18:17 故事片:武状元苏乞儿

20:15 故事片:大漠战将班超
22:05 译制片:儿女一箩筐(美

国)
0:11 故事片:云上石头城
1:44 故事片:孝顺媳妇
3:15 故事片:德令哈之夜

央视十一套
12:11 影视剧场:海棠依旧(39、

40)
13:52 黄梅戏:天仙配

16:24 影视剧场: 正阳门下小
女人(33、34)

18:11 梨园闯关我挂帅
19:30 京剧 :拾玉镯、状元媒、

嘉兴府
22:02 影视剧场: 传奇大掌柜

(20-22)

电视节目预告仅供参考
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