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 

学习扎记（一)： 

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原名陈参一，因受伟大的五

四爱国运动影响，他更名“望道”，寄寓：望，探索展望；道，道路法

则。1891 年 1 月 1 日，出生于浙江省义乌县西北山区。早年赴日本

留学，1917 年结识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等人，在阅读河上肇

翻译介绍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文章后，逐渐认识到“救国不单纯是兴

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热烈向往十月革命的道路。1919 年

7 月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获法学士学位后即回国。时值五四运

动风起云涌，他在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骨干。在“一

师风暴”后他随校长一起出走声援学生。1920 年早春的杭州，正欲出

门的他接到一封上海来的信，他拆开一看，是邵力子寄发的，他心中

顿时涌起一股暖流。欲知何事，请见（二）说。 

 

 

 

 

 

 

 

 

 



学习扎记（二）： 

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拿着邵力子寄来的信，陈望道边撕开

信笺封口边猜想，是否“力子先生要让我为《国民日报》撰文，声援同

学们？他这样想不无道理，因为当时邵力子是《民国日报》社经理兼

副刋《觉悟》的主编。展开信函，陈望道露出笑脸。原来邵力子应戴

季陶的约请，出面要陈望道为《星期评论》周刋翻译《共产党宣言》。

再说戴季陶在五四时期，思想激进，积极推崇马恩。他从日本带回来

一本由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日本版《共产党宣言》。因翻译难度

较高，他叹气问邵“何君能堪此大任呢？邵力子对他说“非杭州陈望道

莫属”。邵对陈望道非常了解，知道陈在日本已阅读过河上肇等译介

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戴邵两人商定发信给杭州的陈望道。在当前，急

切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己是“社会之急需、时代之召唤”。那

么陈望道接受此重任后如何干。却看下回(三)分解。 

学习札记（三）： 

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接着这翻译任务非常激动，他

想着当时有不少人想把这本博大精深的经典之作翻译出全译本，未能

如愿，他决心拿出五倍的精力，向世人奉献一本使之成为“唤起中国

这头睡狮最为响亮而有力的号角”《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想到自己的

故乡一一义烏分水塘村，那里“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一定能远

离城市的喧嚣，译书的绝佳境地。他一头钻进到自己老家的柴屋里，

用两条長凳搭一块铺板，放一盏油灯日以继夜忘我笔耕，老母親送上

三餐度日。有一次母亲见他消瘦不少，特意裹糯米粽子并加一碟红糖



补补，关照他乘热吃掉。他一边吃粽子一边斟酌译文句子，母亲来问

他“红糖够不够？”，他随口应答“够甜的了”。后来，母亲进来收拾碗

筷时，竟见到儿子满嘴都是墨汁，碟子中红糖却一点沒动，母子相对

不禁哭笑不得，这就是“真理的味道很甜”故事的由来。经过数十天的

艰苦奋战，1920 年四月完成这千秋巨笔的首译中文版《共产党宣言》，

欲知后事，再读（四）怎么说。 

 

学习扎记（四）： 

陈望道与巜共产党宣言》。翻译后如何出版？陈望道接到《星期

评论》编辑部邀请很快奔赴上海。现在的自忠路 163 弄 17 号，在三

楼阳台上见到李汉俊、沈雁冰、李达等并经李汉俊陈独秀校阅后由陈

望道定稿，此时，出现新情况，《星期评论》周刋被上海军阀禁查，陈

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商定，决定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秘密出版。



并由维经斯基从共产国际活动费中取出 2000 元，有一名为“又新”的

印刷所、负责人为郑佩刚，第一次印刷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它用 5 号铅字竖版直排，略小于 32 开本，全书共 56 页，封面印着红

底的马克思半身坐像，印着“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和“社

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字样。稍有缺憾的是排字出错，第一版竟

印成《共党产宣言》，共 1000 册。供不应求，到 9 月份《共产党宣言》

印了第二版。第二版马克思肖像的底色改为兰色，这两版已成为非常

珍贵的文物保存着。至 1926 年 5 月相继印行已达 17 次。欢迎此书

的程度？却看（五）之述。 

 



 

学习与札记（五）： 

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第一版 1000 本，陈望道自己说“奉送”。

他所景仰的鲁迅和他胞弟周作人，最早被赠送并請他们揩正。鲁迅当

天仔细阅读了一遍，赞扬这位小同乡说“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

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來，其

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閙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

苦干，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件好事。”这个中文版本很快流

传到了海外。1922 年 11 月周思来在欧洲将此书赠送给朱德并发展他

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毛译东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众多

拥趸中的一员。1936 年 7 月他给埃德加．斯诺坦露说“有三本书特别

特别深刻铭记在我心中，榜首的一本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后来也多次说读过 100 多遍。1949 年 7 月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

表大会上，当着代表们的面前，紧紧握住陈望道的手说“我们都是你

教育出来的!”正值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之际，这位《共产党宣言》中

文版首译者、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位于国福路 51 号的故居修缮一

新对外开放，不仅进行了“宣言中译·信仰之源”展览，还能见到望老把

“把全球 113 种文字，2200 种全球中外版《共产党宣言》牧藏在家中，

最小的只有指甲蓋大小，最早的有 1848 年版。当然可以见到他作为

翻译依据的底本日译《共产党宣言》。2017 年 10 月 31 日，习总书记

带领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他仔细观看了纪念馆的一件重

要展品一一一中国现存最早的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讲述“真



理味道很甜”的故事。 

 

学习扎记（六）： 

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版，篇幅不大，国内最新的

版本是 2014 年 6 月由人民出版社付印，译成中文只有 25000 多字，

全书有七篇序言和正文构成整体。七篇序言要告诉我们的是 1，马克

思和恩格斯所经历的 19 世纪下半叶的欧洲新形势和新特点：2，七篇

《宣言》序言坚持并发展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指出要坚持

实践、用发展的观点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历史经验客观分析“有



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的列举分析；指明《宣言》的实际应用，随时随地

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也是指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品格。十九世纪中期的欧州资本主义上升、封建主义没落、德

国是一个封建帝国并落后于英法。马克思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

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党。贯穿《共产党宣言》的一根红线是，

“至今社会的一切历史都是階级斗争的历史”。 

 

学习扎记(七): 

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1848 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党宣

言》，是关于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标志着马克思主义

的诞生。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 周年，5 月 15 日，复旦大

学关工委参观了陈望道旧居，瞻仰共产主义先驱，复旦大学老校长一

生革命和工作的成就，参观了纪念阵列室和各种《共产党宣言》版本。

校关工委顾问，原党委书记作了学好《共产党宣言》的导读报告。习

总书记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



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

念，是共产党人的政冶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党的十九大確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共产党宣

言》精神的当代展现，为发展中国家探索合乎自己实际的发展道路，

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们要继承共产主义先驱遗志，学好《共

产党宣言》。 

 

学习扎记（八）： 

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毛泽东读《共产党宣言》的报道：从

1920 年到 1976 年，一生中最爱读的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他曾

对陶铸的夫人曾志说过：“《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

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读一两段，有时全



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

《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他曾说，读了这本《共产党宣言》

这本书，“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级斗争，階级斗争是社会

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

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

个字：階级斗争，老老实实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階级斗争。毛泽东到晚

年还风趣地说：“我活一天还要学习一天，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

办？”在他卧室的床上放着一本大字线装本的《共产党宣言》和两本

战争年代出版的字很小的，己经很破旧的《共产党宣言》，而且对英

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也颇有兴趣。 

 

学习札记(九)： 

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老一辈革命家与《共产党宣言》，毛泽

东：《共产党宣言》使其终生树起马克思主义信仰；1920 年 5 月，毛

泽东第二次到上海找陈独秀，此时，陈独秀正为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

组忙碌着，并在校阅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译稿，隨即将清样送

给他详阅。1936 年，毛泽东与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



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

《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

著的《階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朱德：1922 年，

己 36 岁的他前往马、恩的故乡追求真理。周恩来送去陈望道的《共

产党宣言》中译本并立即加入在柏林的中国共产党支部。1926 年 7 月

回国，无论在長征和延安，都留下他刻苦学习《共产党宣言》影。周

恩来：長征时把《共产党宣言》当作“贴身伙伴”。他在赴法前己读过

《共产党宣言》。1975 年 1 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人大四届一

次会议上，身患绝症的他还关切地询问陈望道是否找到首译本？就在

这年秋天，山东广饶发现了中文第一版《共产党宣言》，这正是周恩

来和陈望道急于寻找的首泽本。刘少奇：从《共产党宣言》中了解到

共产党是怎样一个党。1920 年夏，上海创办一所干部学校，刘少奇、

任弼时、萧劲光等都在这里学习，每个学员都发一本《共产党宣言》，

并由陈望道给学员讲授。1921 年 5 月，刘少奇赴莫斯科东方大学，

主要课程就有《共产党宣言》，后来才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学习扎记（十）： 

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综观《宣言》全文，以下核心要义必须

认真阅读，力求读通读精。 

一、 唯物主义历史观： 

⚫ 自从階级产生以来，人类全部历史都是階级斗争的历史； 

⚫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階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 在《宣言》第三章里，意识形态领域对敌对势力攻击共产党人

的种种责难进行了猛烈精彩的反击； 

（4），《宣言》以唯物史观出发揭露和批判各种社会主义流派。 

二、 工人階级政党理论： 

⚫ 工人阶级建立独立政党的必然性、必要性。 

⚫ 工人阶级政党的本质特征。 

⚫ 工人阶级政党的先锋队性质。 

⚫ 工人阶级政党的纲领和策略。 

三、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摘自朱文忠、陈永青“不

忘初心，再读《共产党宣言》2018 年 2 月、朱文忠重读《共产党

宣言》的一些体会（2015 年 10 月）。上述为关工委内部学习交流

资料）。 

 

 

 

 

 

 

 



学习扎记（十一）： 

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走进陈望道旧居。旧居共三层：一层   

宣言中译，信仰之源。旧居于 2014 年入选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由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复旦大学发起，辟建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

第一层以《共产党宣言》为核心，介绍它的诞生、中译、传播和影响。

二层以陈望道为核心，介绍他的生平事迹，展示部分档案。三层是珍

档展厅，展示陈望道的藏书，手札、以及陈望道诞辰一百周年的名家

题字。进入《宣言》厅，见到陈望道曾经使用过的桌椅，展示柜中见

到第一版中译本《共产党宣言》，1920 年 8 月印行，发行了 1000 多

册，中国现存 8 册，有 4 册在上海，品相最好的一本藏于上海图书

馆，在長展柜中展示了素描像是 30 岁的马克思、28 岁的恩格斯和 29

岁的陈望道。在展柜 2 中，1920-1938 年间，陈望道翻译的宣言先后

出版 17 次。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了其中第 10 和 11 版。展柜 3 中有

幸德秋水用日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戴季陶从日本带回来日本版

《宣言》，陈望道主要以这版本并参照英译本完成了《共产党宣言》

的翻译。底层还设视频和展览墙，一代代伟人受《宣言》的影响以及

信仰味道的故事。让我们继续参观。 

 

 

 

 

 

 



学习扎记（十二）： 

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旧居二层。  千秋巨笔，一代宗师。陈

望道先生的书房复原，望老穿着中山装在灯下阅读书稿的形象展现。

陈望道大事年表厅附下列照片：1891 年望老出生地义乌分水塘村；

1920 年首译宣言的红本：1930 年与蔡女士结婚照；1932 年望老重要

著作《修辞学发凡》；1952 年毛泽东发任复旦大学校长的任命书；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1961 年接受毛主席会

见；1973 年出席中共十大的证书；1977 年过世，骨灰存放于龙华烈

士陵园，现与蔡葵一同安葬在福寿园。在陈望道生平厅中，有他与夫

人蔡葵 1930 结婚照，蔡葵利用自己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长的身份，

掩护了陈望道的草命活动，后蔡是复旦大学外语系的教授。特别点到

1958 年要建新校门（笔者刚进校参加过基建劳动），陈望道就从自己

的稿费中拿出了一万元赞助。第二个故事是望老让妻子以送书的名义

给経济上窘境的贾植芳先生钱，信封上风趣地说：我们的工资花不掉，

请贾先生帮忙花掉。旧居三层是珍档厅：藏书室，望老先后向复旦捐

书 2400 余册，还带领师生组成人龙图书搬家至校内新图书馆。在手

札室可以见到望老一百周年，国家领导人和著名学者的亲笔题字。参

观旧居后走进院子显现“信仰的味道”主题雕象，展示陈望道翻译《共

产党宣言》的场景，还可进入车库影院观看一段介绍陈望道的视频。

笔者有幸已参观并阅读有关资料，扎记成短文与大家分享，谢謝！ 



 

（陈永青，2018 年 8 月 18 日搁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