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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過在紙頭上吶喊
吶喊而已，這種吶

喊不過是催促生命早點降生。我不過
是聽從時代的召喚，喊了幾聲，實在談不

上貢獻。」這是多年以後，
陳望道對自己一生所做工作
的評價。
陳望道於1915年東渡日本，四

年半的時間裏獲得了中央大學法學
士學位。其間還結識了日本著名進
步學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開始接
觸馬克思主義。認識到救國必須進行深
及思想的社會革命，他將學名「參一」改
為「望道」，寄寓為國家謀求道路。
1920年，陳望道應《星期評論》雜誌之邀
翻譯《共產黨宣言》。為了專心致志完成
這個任務，陳望道特地回到家鄉義烏分水
塘村，開始心無旁騖地潛心翻譯《共產黨
宣言》。本來就對馬克思主義充滿敬仰的
陳望道以日文版為依據，同時與英文版相
互對照，終於在當年4月完成了《共產黨
宣言》的中文翻譯。

蘸墨汁吃粽子的翻譯家
「五四運動」前後，《每周評論》、

《國民》等刊物均對《共產黨宣言》進行過
零星片段式的摘譯，但是通篇白話譯文一直
闕如。1920年，經邵力子推薦，《星期評
論》的幾位主編邀請剛剛從浙江省立第一師
範學校憤然離職不久的陳望道翻譯全本《共
產黨宣言》，並預約在該刊物連載。
為什麼選擇陳望道？復旦大學黨委書記
焦揚總結道：「首先陳望道是語言學家，
英文、日文俱佳，可以用白話文來翻譯。
更重要的一點是，作為尋求愛國救國之路
的青年人，陳望道在日本求學期間就開始
接觸馬克思主義，並逐漸對馬克思主義理
論有了理性認識和信服。1920年，他應陳
獨秀之請主持《新青年》編輯工作。當年
8月，中國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黨的
發起組』成立，陳望道是最早的八位成員
之一。之後，他還擔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員
會首任書記。」
陳望道先生之子、復旦大學退休教授陳
振新告訴記者，接受了邵力子的邀請後，

為了找一個清靜的所在，陳望道帶戴季
陶提供的日文版和陳獨秀託李大釗從北大
圖書館借出的英文版《共產黨宣言》，大
約是在1920年3月底回到故鄉義烏分水塘
村，在一間破舊的柴房裏開始工作。那時
節鄉間很冷，房子在山上更冷。但沉浸在
工作中的陳望道對周遭環境並不在意，專
心到極致時，甚至把母親給他本該蘸紅糖
水的粽子蘸墨汁吃到嘴裏，還說「甜極
了。」由此，「真理的味道有點甜」成為
傳頌不絕的佳話。

成為當時「熱銷」書
《共產黨宣言》中文版的出版並非一

帆風順。陳望道的翻譯工作完成了，當
初約稿的《星期評論》卻突然宣布停
刊。後得到陳獨秀支持，決定以「社會
主義研究社」名義對外公開出版，但印
刷機構和費用又成問題。恰逢共產國際
代表維經斯基在滬，正與陳獨秀等商議
創建中國共產黨事宜。當維經斯基得知
《共產黨宣言》中文版出版遭遇資金困
難，馬上從幫助中國共產黨建黨的經費
中拿出2,000元，在上海辣斐德路成裕里
12 號（今復興中路 221 弄）成立「又
新」印刷所。「又新」，寓意 「苟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
1920年8月，幾經磨礪的《共產黨宣言》
全本中文首譯本終於問世，共計印行1,000
冊，一個月不到就銷售一空。記者現在還
能在一大紀念館看到存世的一本。小冊子
簡約精緻，封面印紅底的馬克思半身坐
像，畫面上方印有「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
第一種」、「馬格斯安格爾斯合著，陳望
道譯」等字樣。內頁是用5號鉛字豎版直
排，無扉頁及序言，亦不設目錄。經講解
員解說，後人才能發現，由於印刷倉促，
這一「紅版」的書名被錯印為《共黨產宣
言》，其文中也有20餘處錯訛。9月，印
刷所迅速勘誤，並印行第二版1,000冊，封
面的馬克思坐像底色改為藍色，同樣熱銷。

費平時五倍功夫譯書
經過「費平時譯書的五倍功夫」，陳

望道用一個月不到的時間完成了一萬九千
多字的翻譯。對於陳望道的譯稿，陳獨秀

曾專門請通曉日德英法四國語言的李漢俊
幫助校閱，並按照英文版《共產黨宣言》
以資對照，自己也再校勘一次，眾人都對
陳望道的翻譯甚為讚賞。
作為內地語言學的宗師，陳望道後來被

任命為新中國成立後復旦大學首任校長，
1958年起還擔任上海社會科學聯合會（上
海市社聯）首任主席。從上述兩處機構向
記者展示的資料中，還能看出《共產黨宣
言》陳望道譯本在當時的諸多創新。
對於《共產黨宣言》開頭第一句話的中

譯文：「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
歐洲遊蕩。」當時陳望道的翻譯是「有一
個怪物在歐洲徘徊，這怪物就是共產主
義。」在白話文尚未廣泛普及的當時，
「怪物」一詞已經非常接近「幽靈」。還
有當年不少其他人翻譯的版本，現在讀來
令人忍俊不禁。比如，「全世界無產者，
聯合起來！」今人已經耳熟能詳，但在同
盟會成員朱執信那裏被譯成了「嘻，來。
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奮也。」陳望道的
翻譯還有不少可圈可點處，如將日文版中
「紳士」和「平民」的字眼，翻譯成「有
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樣一來，
《共產黨宣言》的精髓才凸顯出來。

多元展示《共產黨宣言》
如今，你想要詳細了解《共產黨宣言》

的故事，可以前往上海國福路51號的陳
望道先生1956年至1977年的寓所。2018
年5月，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前夕，由中
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和復旦大學發起，上海
市教育委員會和上海市教育發展基金會參
與，對陳望道舊居進行保護性修繕，闢建
為《共產黨宣言》展示館向社會開放，成
為滬上又一重要的紅色文化陣地。
記者在現場了解到，展示館建築面積

300餘平方米，以「信仰之源」為線索，
以《共產黨宣言》和陳望道生平為主題貫
穿始終，通過諸多現代化展陳手段，凸顯
《共產黨宣言》作為「信仰之源」在革命
先驅探索救國道路中的重大作用，為中國
共產黨誕生所作的重大思想和理論準備。

18481848年年22月馬克思恩格斯發表的月馬克思恩格斯發表的《《共產黨宣言共產黨宣言》，》，是為是為

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共產主義者同盟制定的綱領共產主義者同盟制定的綱領，，

標誌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標誌馬克思主義的誕生。。19201920年其首部中文全譯本的出年其首部中文全譯本的出

版版，，更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提供了理論基礎更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提供了理論基礎，，樹立革命青年樹立革命青年

的堅定信仰的堅定信仰。。上海上海，，是是《《共產黨宣言共產黨宣言》》首個中文全譯版的誕首個中文全譯版的誕

生地生地，，2929歲的馬克思主義者陳歲的馬克思主義者陳

望道以深厚的語言功夫望道以深厚的語言功夫，，在不在不

到一個月內到一個月內，，完成了一萬九千完成了一萬九千

多字的翻譯工作多字的翻譯工作。。今天今天，，這最這最

珍貴的首版珍貴的首版，，不僅成為一大紀念不僅成為一大紀念

館的鎮館之寶館的鎮館之寶，，更是再度回望百年更是再度回望百年

前共產黨人的初心與信仰前共產黨人的初心與信仰、、品味真品味真

理力量的載體理力量的載體。。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張帆

中共一大紀念館中共一大紀念館：：陳望道翻譯的陳望道翻譯的
《《共產黨宣言共產黨宣言》》最初兩個版本現均最初兩個版本現均
成為其中的成為其中的「「鎮館之寶鎮館之寶」。」。

原名參一，筆名陳佛突、陳雪帆、
南山、張華、一介、焦風、曉風、龍
貢公等。浙江義烏人。中國著名教育
家、修辭學家、語言學家。曾任民盟
中央副主席。
1891年1月18日他出生於農民家

庭，早年就讀於金華中學，曾赴日本
早稻田大學留學學習文學、哲學、法
律等並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 回國
後任上海大學等高校教授、復旦大學
校長。他翻譯了中文首譯 版《共產
黨宣言》，擔任過曠世巨著《辭海》
總主編，撰寫了《修辭學發凡》等專
著。

《《新青年新青年》》編輯部編輯部：：陳望道在此陳望道在此
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發起組。。陳獨陳獨
秀等亦在此校對陳望道的譯稿秀等亦在此校對陳望道的譯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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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望道舊居陳望道舊居：：現在為現在為「「復旦大學復旦大學
《《共產黨宣言共產黨宣言》》展示館展示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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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會址，《共產黨宣言》中
文全譯本為中共一大的召開提供了理
論基礎。 張帆 攝

陳
望
道

「「又新又新」」印刷所印刷所：：原址上建有新原址上建有新
的展示館的展示館，，恢復了當年的場景恢復了當年的場景。。或許連陳望道

本人也未曾料
到，他翻譯的

《共

產黨宣言》會
在當時的青年

和知識分子中
產生強

烈反響。陳望
道的翻譯對《

共產黨宣言》
在中國

的傳播起到
重要作用。

他的譯作有
很多「忠

粉」，包括諸
多中國共產黨

的領導人。

1936年7月，
毛澤東對美國

記者斯諾坦露
了自

己思想成長的
心路歷程：「

有三本書特別
深地銘

刻在我心中，
建立起我對馬

克思主義的信
仰。」

排在首位的即
是陳望道翻譯

的《共產黨宣
言》。

1949年7月召
開的中華全國

文藝學術工作
者代表大

會上，周恩來
遇見前來與會

的陳望道時，
緊緊握

住他的手，當
在場代表們

的面，笑呵呵
地說：

「陳望道先生
，我們都是你

教育出來的。
」鄧小

平也曾表示：
「我的入門老

師是《共產黨
宣言》

和《共產主義
ABC》。」

2018年，中共
中央總書記習

近平在十九屆
中央

政治局舉行第
五次集體學習

時專門指出：
「我們

黨的老一輩革
命家都是受《

共產黨宣言》
的影響

而走上革命道
路的。我們黨

的第一部黨綱
就是按

照《共產黨宣
言》精神制定

的。中國共產
黨是

《共產黨宣言
》精神的忠實

傳人。」

黨的領導人成「忠粉」

《共產黨宣言》譯名來自日語，最初又被譯
為

《共產主義者宣言》。1848年2月24日，
《宣

言》在倫敦第一次以單行本正式出版，其第
一部

分記載，《宣言》首先以英文、法文、德文
、意

大利文、弗拉芒文和丹麥文公布於世。《宣
言》

的發表是馬克思主義誕生的重要標誌，不少
正在

歐洲的中國人也受到了深刻影響。

1896年，正在倫敦的孫中山經常步行到大英
博

物館，埋首在各種著述之中，廣泛了解歐洲
社會

主義運動，第一次讀到了英文版的《宣言》
後深

受啟發。他曾敦促留學生研究馬克思的《
資本

論》和《共產黨宣言》。

1919年5月，被譽為「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
義

第一人」的李大釗在《新青年》第5號上發
表了

《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摘譯了《共產黨宣
言》

的重要思想。在黨史上，這篇重要的文章被
視為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廣泛傳播的標誌。在
李大

釗、陳獨秀等人的帶動下，越來越多的知識
分子

加入到研究和宣傳《共產黨宣言》的行列之中
。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版權頁缺失，關於《共產黨宣言》首個中文全譯本是「紅版」還是「藍版」曾一度無法確定。直到1975年 1月，陳望道應邀到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的前身）參觀，館內善本組的工作人員拿出幾種《共產黨宣言》的早期版本，請他幫助鑒定。陳望道仔細看了看，指其中一本紅底封面確定：「這是初印的，藍色是後印的。」如今，「紅本」已經被列為國家一級文物，在全國僅12本（上海有5本），珍藏在一大紀念館等處。應工作人員的邀請，陳望道還在二版譯本的內頁上工整簽名：「陳望道七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宣言》在中國
「紅本」是首版
全國僅存12本

●1920年至1938年間，《共產黨宣言》陳望
道譯本被先後印製了17次。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攝

●位於上海楊浦區的《共產黨宣言》
展示館內，牆上的壁畫詳細描繪了陳
望道在老家翻譯《共產黨宣言》時的
場景。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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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版售罄後首版售罄後，，迅速勘誤出迅速勘誤出
版的版的「「藍版藍版」，」，現在經常和現在經常和
「「紅版紅版」」一同並列展出一同並列展出

●1919年5月，李大釗在這一期
《新青年》中發表了著名的《我
的馬克思主義觀》，摘譯了《共
產黨宣言》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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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望道生平
(1891.01.18 — 1977.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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