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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珍稀版本研究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共产党宣言»的学术价值

□王蕾　谢小燕∗　程焕文

　　摘要　系统阐述了近年来中山大学图书馆在全球收集的多种不同出版时期、不同语种的«共

产党宣言»的情况,重点论述了１９世纪早期重要的三种版本、２０世纪前半叶两种重要的英译本和

中国本土首个中文节译本的收藏情况、内容与版本特色等,认为中山大学图书馆经过长期的马克

思主义馆藏建设,形成了独特的«共产党宣言»版本收藏,真实地反映了«共产党宣言»在欧美、在

世界和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对推动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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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４８ 年,卡尔  海因里希  马克思(１８１８－
１８８３年)和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１８２０－１８９５
年)合作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是世界第一个国际工

人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宣言书,是世界第一

个共产党人的纲领,是科学共产主义最伟大的纲领

性文件.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是“全部社会主义

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

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

领”[１].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开头写道:这

个宣言将“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拉芒文

和丹麦文公布于世”[２](４６５).自１８４８年以来,«共产

党宣言»已在全世界出版发行了２０００多个版本,成
为全球公认的“使用最广的社会政治文献”[３],并于

２０１３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名

录»(The 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in
２０１３)[４].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

了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年来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历

次伟大革命胜利,开辟的伟大发展道路,创造的伟大

复兴事业,铸就的伟大党的精神,宣告中国共产党实

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

成功的原因.以史为鉴,系统阐述了未来发展的“九
个必须”,向全体党员发出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的伟大号召.这一重要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

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

帜”[５],为新时代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指明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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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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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中国共产党以自己伟大的发

展和成就不断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发
展性,是«共产党宣言»所预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美好未来的成功实践.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１００周年之际,本文谨以中

山大学图书馆馆藏«共产党宣言»的珍稀版本为例,
寻踪溯源,重温«共产党宣言»问世之初的历史面貌

和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揭示«共产党宣言»初版、初
译本、早期译本的文献学、版本学价值和理论传播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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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这对于广大的中国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对照２００年前的«共产党宣

言»,深刻理解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具有重要

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１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共产党宣言»版本概述

中山大学图书馆长期致力于收集、保存和传承

马克思主义文献,建立了丰富的«共产党宣言»外文

版本和中文版本馆藏.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有«共产党宣言»外文版本近

５０种,涵盖德、俄、法、英、意、日、葡萄牙、西班牙、荷
兰、印度尼西亚等多种语言(见表１),其中以１８４８
年伦敦德文初版、１８６９年日内瓦俄文初版、１８９５年

巴黎法文单行本初版最为珍稀,在全球罕见,在国内

图书馆界当属独一无二,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和版

本价值.这三个版本是２０１７年中山大学图书馆通

过国际著名的古旧书商—奥地利维也纳的里布里斯

珍 稀 手 稿 与 珍 本 书 店 (AntiquariatINLIBRIS
GilhoferNfg．GmbH)和德国的科特书店(KOTTE
AutographsGmbH)购得,其中里布里斯珍稀手稿

与珍本书店成立于１８８３年,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可靠

的信誉.«共产党宣言»的三个珍稀版本原藏主均是

欧洲的私人收藏家,收藏流传过程较为清晰.经组

织国际马恩资料收集和研究权威机构«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ＧEngelsGesamtausgabe,
简称 MEGA)编辑部、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央档案

馆、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的相关专家对

该批史料开展详细考证和鉴定,认定史料信息准确,
真实可靠.

表１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共产党宣言»外文版

题名 出版年 出版地 出版社 语种

ManifestderKommunistischenPartei １８４８ 伦敦 R．赫什菲尔德印刷 德文

ManifestKommunisticheskojPartii １８６９ 日内瓦 «钟声»出版社 俄文

ManifesteduPartiCommuniste １８９５ 巴黎 «新时代»出版社 法文

CommunistManifesto １９１０s 芝加哥 查尔斯克尔出版社 英文

Capital:theCommunistManifestoandOtherWritings １９３２ 纽约 现代丛书公司 英文

ManifestooftheCommunistParty １９３８ 伦敦 劳伦斯—威沙特出版社 英文

ManifestooftheCommunistParty １９４８ 纽约 国际出版公司 英文

ManifesteduPartiCommuniste １９４８ 巴黎 社会出版社 法文

ManifestooftheCommunistParty １９４９ 莫斯科 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英语

共産党宣言:全訳解説 １９５２ 东京 青木书店 日文

ManifestderKommunistischenPartei １９５３ 柏林 迪茨出版社 德文

ManifestodelPartitoComunista １９５５ 罗马 EdizioniRinascita出版社 意大利文

TheCommunistManifesto １９５５ 纽约 阿普尔顿—世纪—克罗夫茨出版公司 英文

HetCommunistischManifest １９５６ 阿姆斯特丹 珀加索斯出版社 荷兰文

ManifestooftheCommunistParty １９６０ 莫斯科 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英文

TheCommunistManifesto １９６４ 纽约 «每月评论»出版社 英文

TheCommunistManifesto １９６４ 纽约 口袋本出版公司 英文

ManifestooftheCommunistParty １９６５ 北京 外文出版社 英文

ManifiestodelPartidoComunista １９６５ 北京 外文出版社 西班牙文

ManifestderKommunistischenPartei １９６５ 北京 外文出版社 德文

ManifesteduPartiCommuniste １９６６ 北京 外文出版社 法文

TheCommunistManifesto １９６７ 哈默兹沃斯 企鹅出版社 英文

TheCommunistManifesto １９６８ 纽约　伦敦 现代读者平装书出版社 英文

TheCommunistManifesto １９６９ 纽约 国际出版公司 英文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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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 出版年 出版地 出版社 语种

ManifestderKommunistischenPartei １９７０ 柏林 迪茨出版社 德文

TheCommunistManifesto １９７０ 纽约 探路者出版社 英文

共産党宣言 １９７１ 东京 岩波书店 日文

共産党宣言 １９７４ 东京 日本共産党(左)中央委員会出版部 日文

ManifestooftheCommunistParty :withan Appendix
EngelsPrinciplesofCommunism １９７７ 莫斯科 前进出版社 英文

TheCommunistManifesto １９８５ 哈默兹沃斯 企鹅出版社 英文

TheCommunistManifesto:AnnotatedText １９８８ 纽约 诺顿出版社 英文

ManifestderKommunistischenPartei １９８９ 斯图加特 雷克拉姆出版社 德文

ManifestooftheCommunistParty １９９８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英文

TheCommunistManifesto ２００８ 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英文

ManifestodoPartidoComunista ２０１５ 圣保罗 新星图书出版社 葡萄牙文

HetCommunistischManifest ２０１６ 美国 OnyxTranslations 荷兰文

IlManifestoComunista ２０１６ 美国 OnyxTranslations 意大利文

ManifestoKomunis ２０１６ 美国 OnyxTranslations 印尼文

TheCommunistManifesto ２０１７ 伦敦 普卢托出版社 英文

DaskommunistischeManifest ２０１７ 汉堡 西弗勒斯出版社 德文

TheCommunistManifesto ２０１８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多语种

ManifestooftheCommunistParty ２０２０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英文

ManifestderKommunistischenPartei １９—? 莱比锡 雷克拉姆出版社 德文

　　«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翻译,经历了从日译本、英
译本间接转译到直接翻译德文原著,从重点翻译«共
产党宣言»正文到译出全部序言,译文质量不断完

善[７].中山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依据日文译本翻译的

中国本土最早的«共产党宣言»选译本———１９１２年

版«民生日报»之«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选译版,另
外还有１９３８年成仿吾、徐冰译本,１９４９年博古校译

本再版本,１９４９年乔冠华校订本再版本等.其中,

１９３８年成仿吾、徐冰译本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公开组

织翻译的第一个全译本和根据德文版翻译的中文译

本,更准确地表达了«共产党宣言»的思想,也能与馆

藏１８４８年«共产党宣言»德文初版交相辉映、相得益

彰.１９４９年博古校译本再版本是解放社出版、上海

新华书店发行本,是中国著名法学家端木正教授珍

藏本,内封有端木正题字“端木正 一九五二年元旦

广州”,钤朱文方印“端木正家属赠”;１９４９年乔冠华

校订本再版本是著名历史学家梁方仲先生藏本,目
录页钤朱文方印“番禺梁方仲所藏书画之印”.这些

中译本均源自对德文原版的翻译和研究,具有翻译

质量高,传播范围广,影响力大等特点,是考察«共产

党宣言»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文献,同时,经著名学者

收藏并赠予中山大学的版本更是具有独特的收藏

价值.

２　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共产党宣言»珍稀版本

２．１　«共产党宣言»德文初版(１８４８年)

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９日至１２月８日,共产主义者同

盟在伦 敦 举 行 第 二 次 代 表 大 会,审 查 并 批 准 章

程[２](５７２),大会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同盟纲领.
马克思、恩格斯在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信条草

案»(１８４７年６月)、«共产主义原理»(１８４７年１１月)
基础上共同撰写初稿,并由马克思于１８４８年１月修

改定稿[２](６１８),产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

性文献———«共产党宣言».

１８４８年２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德意志工人

教育协会印刷所刊印了几百册.这一版全书２３页,
封面为浅绿色,四周有黑色锯齿状花边纹饰,印有

“共产党宣言”“１８４８年２月发表”“伦敦,德国工人

教育协会印刷所,出版人J．E．伯格哈特,主教路利物

浦大街４６号”[８].这一版是作为党的纲领性文件,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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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以内部文件形式发给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没有

作者署名,未公开销售,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仅存

几册.

１８４８年３月至７月,«共产党宣言»在«德意志

伦敦报»(DeutscheLondonerZeitung)连载[２](６２７).

１８５０年宪章派的机关刊物«赤色共和党人»(Red
Republican)登载«共产党宣言»第一版英文译文时,
该杂志的编辑乔哈尼在序言中首次提到作者的

名字[２](６２７).
«共产党宣言»在１８４８年第一次刊印后,经过勘

误,更正了第一版中的一些印错的文字,并改进了标

点符号,又相继在德国科隆、英国伦敦两次刊印.这

两次的刊印本是后来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各版本的

基础,曾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１８４８年的刊印版.
上述三个版本被称为«共产党宣言»１８４８年德语初

版的“三大变体”,在世界范围内仅有 ３０ 册流传

至今.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本为«共产党宣言»１８４８年

德语初版“三大变体”的第三次刊印本,全书２４页,
因其经过勘误,在内容价值上更加珍贵.该版封面

和封底为深蓝色,作为“三大变体”的版本也是更为

罕见的,内封印有书名:ManifestderKommunisＧ
tischen Partei («共 产 党 宣 言 »),出 版 时 间:

VeröffentlichtimFebruar１８４８(１８４８年２月出版),
出版者与地址:London．DruckvonR．Hirschfeld,

English & Foreign Printer,４８,Clifton Street,

FinsburySquare(伦敦:由 R．赫什菲尔德印刷,英语

及外文印刷公司,芬斯伯里广场克里夫顿街４８号)
(见图１).该版本有研究者提出确切刊印时间在

１８６０年１１月１７日至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４日.中山大学

收藏的这个版本在中国独一无二,是中国收藏最早

图１　«共产党宣言»德文初版(１８４８年)

的«共产党宣言»版本.它最真实、直接地反映了马

克思、恩格斯在早期共产主义革命和工人运动过程

中形成的第一次完整系统的革命指导思想与纲领.

２．２　«共产党宣言»俄文初版(１８６９年)
«共产党宣言»俄文初版是由巴枯宁(Mikhail

Bakunin,１８１４－１８７６年)翻译的.巴枯宁是俄国早

期无产阶级革命者、无政府主义者.１８６４年加入马

克思、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１８７２年被开除出第

一国际.因当时沙皇俄国政府严厉的书报审查制

度,该版本无法在俄国出版,１８６９年在日内瓦由«钟
声»出版社出版,切尔涅茨基印刷所印刷[９](８８).«钟
声»是俄国革命报刊,由 А．И．赫尔岑(А．И．Герцен,

１８１２－１８７０年)和奥加辽夫(НиколайПлатонович
Огарёв,１８１３－１８７７年)合办,１８５７年创刊,１８６５年

自伦敦移至日内瓦印行,１８６７年停刊[１０].

１８７０年４月２９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给你

寄去一本我们的«共产党宣言»的俄译本.我在«工
人报»和其他报上看到,由巴枯宁继承的«钟声»出版

社还有这个译本;因此我向日内瓦函购了六册.这

对我们总是有意义的[１１].”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１８７２年德文版序言、１８８２年俄文版序

言和１８８８年英文版序言中都曾提到«共产党宣言»
俄译本的情况.苏联马克思学家 Л．А．列文对«共产

党宣言»俄译本考证后认为«共产党宣言»俄译本于

１８６９年底出版[１２].
相比于其他的俄文译本,１８６９年巴枯宁的这版

译本时间上最早,翻译质量较差,在译文内容的完整

性、严谨性、准确性上也长期被学界批判,认为其内

容有歪曲马克思、恩格斯原文原意之处[１３].尽管该

版本翻译质量不高,但在当时俄国革命背景下,它的

出版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共产党宣言»和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重要的

研究参考价值.该俄语初版存世极为稀少,版本极

为珍贵,从可知的收藏信息来看,目前仅有日内瓦图

书馆、苏共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俄罗

斯国家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４个机构收藏有此

版本.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本(见图２)在流传过程中曾

被加装封面,书脊为深棕色布织物,封面为硬纸板裱

褙深灰色花纹纸.全书正文共２３页.该版原书无

封面与扉页,无作者、译者署名,无任何出版信息,书
名位于正文之前.该版在内容上一方面反映了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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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者盗用马克思主义部

分思想理论在欧洲的传播情况,另一方面反映了«共
产党宣言»当时在俄国和欧洲传播中所面临的巨大

困难和波折,欧洲共产主义革命和运动所面临的低

潮和思想动荡.

图２　«共产党宣言»俄文初版(１８６９年)

２．３　«共产党宣言»法文初版(１８９５年)

１８４８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第一版出版正值法

国二月革命之时,«共产党宣言»法文译本于１８４８年

６月在巴黎刊印.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６９年,法文版曾几度

准备出版,均告失败[９](８９).至１８９５年前,«共产党宣

言»法文译本单行本一直未能出版.

１８８５年,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用法文翻

译了«共产党宣言»并刊载于巴黎«社会主义者报»
(LeSocialiste)(１８８５年８月２９日至１１月７日的第

１期至１１期,第９期未刊),恩格斯曾对劳拉的翻译

工作给予帮助,认为该译本很出色,“是我们可以引

为骄傲并能给读者提供原著概念的第一个法文

本”[１４].该译本发表后被许多书刊转载:１８８６年被

收入梅尔麦(Mermeix)«法国社会主义者当代历

史评 论 »(又 译 «社 会 主 义 法 国 »,La France
Socialiste)的附录,１８９４年连载于巴黎«新时代»(又
译«新纪元»,LE DEVENIRSOCIAL)第 ９－１１
期.恩格斯对此次重刊表示了极大地赞扬,他在

１８９４年７月２８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表示:“我
真感谢«新纪元»给你机会重刊«宣言»的法文本,因
为«社会主义者报»发表的文本,有些地方大大缩小

了某些概念的涵义,巴黎文本根据法文的要求和«宣
言»作者的要求对这些地方作了修订.如果你们能

够尽可能经常地重印«宣言»,我当然非常高兴[１５].”

１８９５年初,«新时代»杂志社正式出版法文«共产党

宣言»单行本[８].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本(见图３)为１８９５年法文

译本单行本初版,全书３６页,有封面和封底.封面

印有法文书名、作者署名、出版地点和出版时间.作

者署名:KARLMARX&FRÉDÉRICENGELS;法
文书名:MANIFESTEDUPartiCommuniste;出
版信息:ÊRENOUVELLE,９RueDaubenton,９,

PARIS.封底印有LEDEVENIRSOCIAL(«新时

代»)杂志信息,包括刊名、刊物专栏名称、马克思«资
本论»摘录、刊物主要合作者、每年订购价格规定、出
版地点等.其中,刊物专栏名称:REVUEINTERＧ
NATIONALDÉCONOMIE,DHISTOIREetDE
PHILOSOPHIE(国际经济、历史和哲学评论);附有

马克思«资本论»摘录:“Lemodedeproductiondela
viematérielle,domineengeneralledeveloppement
delaviesociale,politiqueetintellectuelle．Karl
Marx,LeCapital．”(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是,物质

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

精神生活的过程.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每年

订购价格显示法国地区１８法币,邮政联盟２０法币;
出版信息显示PARIS,V．GIARD&E．BRIêRE;出
版地点为１６,RueSoufflot,１６．

从目前可知的收藏信息来看,中山大学图书馆

收藏的«共产党宣言»１８９５年法文译本单行本初版

是国内图书馆界的唯一藏本.

图３　«共产党宣言»法文初版(１８９５年)

２．４　«共产党宣言»英文译本(１９４９年以前)

１８８８ 年 出 版 的 由 萨 缪 尔  穆 尔 (Samuel
Moore,１８３８－１９１１年)依据«共产党宣言»德文原版

翻译,恩格斯校阅并作序的英译本,是英译本中翻译

质量和影响力最高的译本[１６].萨缪尔穆尔曾经

翻译过«资本论»第一卷,在翻译«共产党宣言»过程

中得到了恩格斯的大力协助.在这版英译本中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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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增加了不少注释,作了便于英语读者阅读的补充

修改,是再版英译本的主要蓝本[８].该译本出版后,
随着美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运动的发展,
«共产党宣言»在欧美国家的英文翻译、出版活动不

断发展,产生了数十种英译本出版成果.
中山大学图书馆收藏有多种２０世纪较有价值

的英译本,均为１８８８年英译本的再版版本.其中,

１９３２年纽约现代丛书出版公司出版本是由美国著

名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美国左翼杂志«群众»(The
Masses)创办人马克斯  伊斯曼 (MaxEastman,

１８８３－１９６９年)编纂整理的[１６],他撰写了有关本书

的简介,收录了恩格斯校注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
以及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篇文章.该藏本是哈

佛大学捐赠给中山大学的喜乐斯特藏文献.

２．４．１　«共产党宣言»芝加哥查尔斯克尔出版社英

译本(２０世纪１０年代)

１８８６年,查尔斯霍普克尔(CharlesHope
Kerr)创立克尔出版社,受控于美国社会主义政党,
曾系统地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马克思主义

者著作,并主办了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期刊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１９０２年前后,克尔出版社出

版了经恩格斯授权的英译本,并于 １９０６ 年、１９０８
年、１９１０年多次重印该译本[１６].

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克尔版«共产党宣言»是原

岭南大学图书馆旧藏平装本(见图４),书中有“广州

岭南大学图书馆”钢印及藏书票.封面印有书名、作
者、价格、出版社与出版地点,无出版时间.书名为:

CommunistManifesto(«共 产 党 宣 言»),作 者 署:

KARLMARX & FREDERICKENGELS(卡尔
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价格为１０美分,出
版社与出版地点为:“CHARLESH．KERR &COMＧ
PANY,PublishersＧChicago”(芝加哥查尔斯H．克尔

出版社).比较特别的是,该版封面还印有«共产党

宣言»名言:“Workingmenofallcountries,unite!

Youhavenothingtolosebutyourchains．Youhave
aworldtowin．”(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你们失

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扉页出版信息

包括书名、作者、授权出版说明、出版社与出版地点.
其中,授权出版说明为:“AUTHORIZEDENGLISH
TRANSLATION:EDITED AND ANNOTATED BY
FREDERICKENGELS”(经作者认可的英译本:由弗

里德里希恩格斯校订并加注).

该版正文共５８页,正文前有恩格斯１８８８年序

言,正文后的６页和封底广告页,是克尔出版社对其

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系列著作的推介,包括«法兰

西内战»«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国的革命

和反革命»«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社会主义:
乌托邦与科学»以及«资本论»三卷本等.克尔出版

社曾于１９０９年首次出版由欧内斯特乌恩特曼翻

译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英译本,并多次重印.
但全书并无明确的出版和印刷时间,该版尺寸为

１８cm,依据 OCLC Worldcat的书目信息判断,该版

是在１９１０年代出版的重印本.克尔出版社是２０世

纪上半叶«共产党宣言»在美国的传播积极推动者,
为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国

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有克尔出版社的版本,但无

确切的出版时间,可见该版本的珍贵性.

图４　«共产党宣言»芝加哥查尔斯克尔出版社

英译本(２０世纪１０年代)

２．４．２　«共产党宣言»伦敦英译本(１９３８年)

１９３８年伦敦出版的英译本由苏共中央马克思

列宁主义研究院(TheMARXＧENGLESＧLENINInＧ
stituteMoscow)授权.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创建

于１９２１年,其前身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和列宁研

究院,１９３１年,两院与十月革命史和苏共党史资料

收集研究委员会合并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
后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１９５６年改称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是当时苏共的最高科学

研究机关,职能是收藏、整理和编辑出版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的著作,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生平

事业及学说,收集、研究和出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

面的文献等[１７].
中山大学所藏此版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赠送

本(见图５),全书有封面、内封.封面印有书名、作

３９

«共产党宣言»珍稀版本研究/王蕾,谢小燕,程焕文

ResearchontheRareVersionsoftheCommunistManifesto/WangLei,XieXiaoyan,ChengHuanwen



2022

年
第1

期

者、版 本 介 绍. 书 名: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PARTY(«共产党宣言»),作者署

名:KARLMARX&F．ENGELS(卡尔马克思和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版本介绍称此版依据１８８８
年英译本底本,获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授

权.内封印有书名、作者、出版者、出版地点.版本

注明为授权英译本,恩格斯校阅版.内封背面显示

此版之前已在１９３４、１９３５、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再版,英国

布里斯托尔的西方印刷服务有限公司 (Western
PrintingServicesLtd．)(T．U．)刊印.封底印有马克

思列 宁 主 义 文 库 (MARXIST LENINIST LIＧ
BRARY)的相关信息,包括文库名称、１４卷各卷摘

要,出版地点和出版者信息显示为:劳伦斯－威沙特

(LAWRENCE & WISHART)出版社,伦敦帕顿街

２号(２PartonStreet,London,W．C．).

图５　«共产党宣言»伦敦英译本(１９３８年)

该版全书正文共 ４８ 页,前有出 版 者 说 明 和

１８８８年恩格斯的原版序言.其他版本的序言则以

附录形式附在正文后,包括:１８７２年马克思和恩格

斯所作德文版序言,１８８３年和１８９０年恩格斯所作

德文版序言,１８９２年恩格斯所作波兰文第二版序

言,以及１８９３年恩格斯所作意大利文第一版序言.
全书无明确的出版时间,依据再版的说明,此书

应在１９３７年后出版,且据 OCLC Worldcat的书目

信息,劳伦斯－威沙特出版社在１９３８－１９４３年均曾

对该书再版,大致可判断出本书应为１９３８年出版.
劳伦斯－威沙特出版社的«共产党宣言»国内收藏较

少,目前仅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１９４２年再版本.

２．５　«共产党宣言»陈振飞«民生日报»节译本(１９１２
年)

１９１２年９月,同盟会早期刊物———广州«民生

日报»以«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为题分七次连载

了陈振飞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资产者与

无产者».在此之前的１９０８年,刘师培在日本创办

的«天义»杂志曾刊登署名为“民鸣”的«共产党宣言»
第一部分的中译本[１８],但因其在日本发行,在中国

本土影响很小.因此,«民生日报»上的译本是目前

所知的中国本土最早的«共产党宣言»选译本,在马

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史上具有开端的意义.
陈振飞,广东江门新会人,其族人陈少白曾是孙

中山的亲密革命同志.陈振飞的«绅士与平民阶级

之争斗»是依据日本«平民新闻»第５３号(１９０４年１１
月１３日)上刊载的«共产党宣言»日文译本翻译而

成.那时,马克思主义尚未在中国传播,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这些名词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知.因此,陈
振飞选择“绅士”与“平民”作为标题,以便于读者理

解«共产党宣言».在连载的译文中,陈振飞有时把

“资产 阶 级”翻 译 成 “绅 士”,有 时 翻 译 成 “资 本

家”[１８].这体现了«共产党宣言»最初中文翻译的情

形和特色.
«民生日报»以宣传孙中山民生主义为主旨,翻

译介绍«共产党宣言»等社会主义思想也是自然而然

的事.«共产党宣言»在该报的发表,显现了当时革

命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精神的认同.
该报的创办者及主要编辑、撰稿人陈德芸、陈仲伟、
陈安仁等后来均曾任教于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收藏

的«民生日报»在国内最为完整,亦成为国内罕见的

«共产党宣言»最早中文节译本的收藏单位.

图６　«民生日报»上登载的«绅士与平民

阶级之争斗»(１９１２年)

３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共产党宣言»版本的重要

价值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作的科

学社会主义纲领.经过长期的马克思主义馆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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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中山大学图书馆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共产党宣

言»版本收藏,蕴藏着丰富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１)«共产党宣言»１９世纪德文初版和俄文、法

文初译本.这三种«共产党宣言»版本是马克思主义

在世界传播的最初版本,极为珍稀罕见,真实地反映

了«共产党宣言»在欧洲传播的历史.１８４８年,自法

国二月革命开始欧洲迅速掀起了广泛的革命浪潮,
«共产党宣言»德文初版的及时问世对推动革命运动

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１８５２年德国科隆共

产党人审判案后,共产主义者同盟宣布解散,欧洲共

产主义革命和运动陷入低潮,直至１９世纪６０年代

重新恢复,«共产党宣言»在这一时期的革命运动中

艰难传播.其时,沙皇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形势复杂

严峻,１８６９年俄文初版在瑞士的出版反映了俄国革

命的迫切需求;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巴
黎公社起义等革命组织活动和革命运动中的影响力

不断扩大,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共产党宣言»重新迎来

出版和传播高潮,法文翻译活动持续开展.１８９５年

由劳拉拉法格翻译并获恩格斯协助翻译的法文单

行本出版,反映了«共产党宣言»在欧洲主要资本主

义国家的广泛传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文献

价值和学术价值.
(２)«共产党宣言»２０世纪上半叶英文译本.英

语是世界上使用国家最多的语言,这批英文译本都

属于善本之列,自１８８８年由恩格斯审定的穆尔英译

本出版以后,«共产党宣言»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实

现了更广泛传播,以此为基础,２０世纪上半叶出版

了多种英译本.这些译本不仅普遍完整收录«共产

党宣言»各版序言,还有各类介绍、评价和研究性文

献附录其中,对深入了解«共产党宣言»理论思想起

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反映了«共产党宣言»在世界

广泛传播的基本面貌.中山大学馆藏的数种英文译

本通过与 OCLC Worldcat、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

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大型图书馆馆藏

目录、CALIS联合目录等进行核查比对,为判定版

本及收藏信息提供了翔实的依据,这些译本在国内

收藏较少,在«共产党宣言»多达２０００个版本中均具

有较高的显示度.
(３)«民生日报»刊载«共产党宣言»节译本是目

前所知的中国本土最早的«共产党宣言»选译本,显
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最早传播的真实历史记

录,为研究«共产党宣言»早期在中国的翻译特色及

历史语境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４)«共产党宣言»丰富的版本体系展现了其在

全世界的广泛传播范围和深刻影响力.中山大学图

书馆收藏的«共产党宣言»虽未囊括众多珍稀版本,
但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收藏体系和版本价值,为映

射出«共产党宣言»的撰写、翻译语种、版本发行和在

世界的传播路径展示了真实生动的资源架构.
“«共产党宣言»是一部科学洞见人类社会发展

规律的经典著作,是一部充满斗争精神、批判精神、
革命精神的经典著作,是一部秉持人民立场、为人民

大众谋利益、为全人类谋解放的经典著作[６].”“«共
产党宣言»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理论宝库,值得我们反

复学习、深入研究,不断从中汲取思想营养[６].”学习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研究«共
产党宣言»版本是图书馆的重要任务.在中国共产

党成立１００周年之际,“我们重温«共产党宣言»,就
是要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坚定马

克思主义信仰,追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和

纯洁性的理论源头,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把«共产

党宣言»蕴含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运用到统揽伟

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中去,
不断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篇章[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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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RareVersionsoftheCommunistManifesto
—AcademicValuesoftheCommunistManifestoinSunYatＧsenUniversityLibrary

WangLei　XieXiaoyan　ChengHuanwen

Abstract:ThisarticleintroducestheWesternlanguageversionsandChineseversionsoftheCommunist
ManifestocollectedinSunYatＧsenUniversityLibrary,comprehensivelydescribesthefeaturesofthethree
mostpreciousversionsoftheCommunistManifestointheworldincludingthefirstversionsinGermanin
１８４８,inRussianin１８６９andinFrenchin１８９５,whicharetheuniqueversioninChina,andthe２important
EnglishversionsoftheCommunistManifestopublishedintheworldbefore１９５０．TheseEnglishversions
areallreprintsofthe１８８８Englishversion．ItalsobrieflydescribestheChineseversionsoftheCommunist
ManifestopublishedinChinabefore１９５０,especiallytheChinesetranslationoftheonechapteroftheComＧ
munistManifestoinaChinesenewspaperMinShengRiBaoin１９１２,whichisthefirstChinesetranslation
oftheCommunistManifestoinChina．ThearticleholdsthattheWesternlanguageversionsandChinese
versionsoftheCommunistManifestoinSunYatＧsenUniversityLibrarytrulyreflectthehistoryofthedisＧ
seminationoftheCommunistManifestoinEurope,AmericaandChina．Theseversionsnotonlyinclude
prefacestovariouseditionsoftheCommunistManifestocompletely,butalsovariousappendicesofintroＧ
ductions,evaluationsandresearchliteratures,whichgreatlypromotetheinＧdepthunderstandingofthe
theoreticalideasoftheCommunistManifesto,hasextremelyhistorical,documentaryandacademicvalues,

andisofgreatsignificanceforpromotingtheresearchandinheritanceofMarxistTheoryintheNewEraof
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inChina．Itisanimportanttaskforlibrariestostudytheversionsof
theCommunistManifesto,whichhasimportanttheoreticalandpracticalsignificanceforreviewingthe
CommunistManifesto,remainingtruetoouroriginalaspiration,keepingourmissionfirmlyinmind,and
strengtheningthefaithofcommu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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