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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724

随着科隆共产党人1852年被判决125，德国独立工人运动第一个

时期的帷幕便降下了。这个时期现在几乎已经被遗忘。但它从1836

年起持续到了1852年，并且随着德国工人散居国外，这个运动差不

多在一切文明国家中都曾经开展过。而且还不仅如此。目前的国际工

人运动实际上是当年德国工人运动的直接继续，那时的德国工人运

动一般说来是第一次国际工人运动，并且产生出许多在国际工人协

会中起领导作用的人。而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宣

言》①中写在旗帜上的理论原则，则是目前欧洲和美洲整个无产阶级

运动的最牢固的国际纽带。

直到现在，关于这个运动的系统的历史只有-个主要的史料来

源。这就是所谓的黑书:维尔穆特和施梯伯(0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

谋}}， 1853年和1854年柏林版，上下两册。 726本世纪两个最卑鄙的警

棍制造的这本充满故意捏造的拙劣作品，至今还是一切论述那一时

期的非共产主义著作的重要的史料来源。

我在这里所能谈的只是一个梗概，而且也只限于同盟本身，只

能谈一谈为了理解《揭露》②所绝对必要的东西。我希望，将来还能有

①即《共产党宣言))0-一一编者注

②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

11卷。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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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把马克思和我收集的关于国际工人运动这-光辉青年时代的

历史的丰富材料整理一下。

1836年，一批最激进的、大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分子从德国流亡

者1834年在巴黎创立的民主共和主义的秘密同盟"流亡者同盟"中

脱离出来，组成了一个新的秘密同盟一一正义者同盟127。原先的同

盟只剩下雅科布·费奈迭这类最不活跃的分子，很快便沉寂了 z 当警

察在1840年破获它在德国的几个支部时，它几乎只剩下一个影子。

相反，新的同盟却发展得比较迅速。它原是当时在巴黎形成的受巴贝

夫主义128影响的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一个德国分支 s它要求实行财

产公有，作为实现"平等"的必然结果。它的宗旨同当时巴黎各秘密团

体的宗旨一样，都是半宣传、半密谋的团体，而巴黎也一向被看做革

命活动的中心，虽然决不排除准备适当时机在德国举行起义的可能。

但是，由于巴黎仍是决战的场所，所以事实上这个同盟在当时不过是

法国各秘密团体，特别是同它有密切联系的由布朗基和巴尔贝斯领导

的四季社129的德国分支。法国人在1839年5月 12 日举行了起义，同盟

各支部都同他们一起行动，因而也同他们一起遭到了失败。

德国人之中被捕的有卡尔·沙佩尔和亨利希·鲍威尔，路易-菲力

浦政府所做的就是把他们比较长期地监禁之后驱逐出境。 130两人都

去了伦敦。沙佩尔出生在拿骚的魏尔堡，他在吉森学习林业科学时于

1832年加入了格奥尔格·毕希纳组织的密谋团体， 1833年4月 3 日参

加了袭击法兰克福警察岗哨的行动131 而后逃亡国外，并于1834年

2月参加了马志尼向萨瓦的进军132。他身材魁伟，果断刚毅，时刻准

备牺牲殷实的生活以至生命，是30年代起过一定作用的职业革命家

的典型。正像他从"蛊惑者"133到共产主义者的发展所证明的，他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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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思维有些迟缓，但决不是不能较深刻地理解理论问题，并且一经理

解就更加坚定地奉行。正因为如此，他的革命热情有时要越出他的

理智，但他事后总是发现自己的错误，并公开承认这些错误。他是个

能干的人，他在开创德国工人运动方面所做的一切是永远不会被遗

忘的。

亨利希·鲍威尔生于法兰克尼亚，是鞋匠$他是个活泼、机敏而诙

谐的小个子s但在他那矮小的身体里也蕴藏着许多机警和果断。

鲍威尔到达伦敦后，遇见了曾在巴黎当过排字工人，当时靠教

授语文维持生活的沙佩尔 E他们两人一起恢复了同盟的各种中断了

的联系，使伦敦成了同盟的中心。在这里(或许更早些时候在巴黎)同

他们联合起来的有科隆的钟表匠约瑟夫·莫尔自这是个中等身材的大

力士一一他曾同沙佩尔一起(屡次1)成功地抵挡住成百个企图闯进

厅门的敌人一一，在毅力和决心方面起码不亚于他的两个同志，而在

智力上则胜过他们。他不仅是个天生的外交家，他多次作为全权代表

出差获得的成功证明了这点，而且，对于理论问题也比较容易领会。

1843年我在伦敦认识了他们三人，这是我遇到的第一批革命无产

者。尽管我们当时的观点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一一对于他们的狭隘

平均共产主义①，我当时还报之以在某种程度上同样狭隘的哲学高

傲态度一一，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三个真正的男子汉在我自己还

刚刚想要成为一个男子汉的时候所留给我的令人敬佩的印象。

在伦敦，也像在瑞士(在较小的程度上)一样，结社、集会的自由

便利了他们。早在1840年2月 7 日，公开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134就

①如上所述，我把平均共产主义理解为全部或主要以要求平等为依据的

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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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立，它直到今天还存在着。这个协会成了同盟吸收新盟员的地

方 g 因为共产主义者一向是最活跃最有知识的会员，协会的领导权自

然就完全掌握在同盟手中。不久，同盟在伦敦便建立了一些支部，当

时尚称为"聚会点"。这个十分明显的策略在瑞士和其他地方也都采

用了。凡是能够建立工人协会的地方，同盟盟员都以同样的方式利用

了它们。凡是法律禁止这样做的地方，同盟盟员便参加歌咏团、体操

协会等团体。联系主要靠不断来往的盟员来维持，这些盟员在必要时

也担任特使。在这两方面，各政府的聪明才智给了同盟很大帮助，这

些政府把它们看不惯的工人一一十有八九是同盟盟员一一全都驱逐

出境，结果就把他们变成了特使。

重建的同盟大大扩展起来了。例如在瑞士，魏特林、奥吉斯特·

贝克尔(一个智力非凡的人，但也像许多德国人一样由于动摇而垮

台)等人建立了一个或多或少忠于魏特林共产主义"体系的坚强组

织。这里不是批评魏特林共产主义的地方。但是，对于它作为德国无

产阶级的第一次独立理论运动所具有的意义，至今我还同意马克思

在1844年巴黎《前进报》上所说的话: (德国的)"资产阶级，包括其哲

学家和学者在内，有哪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一一政治解放一一的

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

政治论著中那种棉狭卑俗的平庸气同德国工人的这部史无前例的光

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同德国资产

阶级极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德国灰姑娘将来必

然长成一个大力士的体型。"①这个大力士今天已站在我们面前，虽

①马克思《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90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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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他还远远没有发育成熟。

在德国也有了许多支部，这些支部由于当时的情况而带有短暂

的性质$但是，新成立的支部远远多于瓦解的支部。警察只是在七年

以后(1846年底)才在柏林(门特尔)和马格德堡(贝克)发现了同盟

的踪迹，但进一步追寻就无能为力了。

在巴黎， 1840年还住在那里的魏特林在他去瑞士以前，也把分

散的成员重新聚集起来。

同盟的骨干是裁缝。德国裁缝在瑞士，在伦敦，在巴黎，到处都有。

在巴黎，德语在裁缝业中占有如此主要地位，以致1846年我在那里

认识的一个从德隆特海姆乘船直达法国的挪威裁缝，在一年半内几乎

没有学会一个法文字，而德语却学得很好。1847年，在巴黎各支部中，

有两个支部成员主要是裁缝，有一个支部成员主要是家具工人。

自从重心由巴黎移到伦敦，便明显地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z 同

盟逐渐从德国的变成国际的了。参加工人协会的，除了德国人和瑞士

人以外，还有主要是用德语同外国人交往的那些民族的会员，如斯堪

的纳维亚人、荷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南方斯拉夫人以及俄国人和

阿尔萨斯人。 1847年，甚至有一个穿军服的英国近卫军掷弹兵也成

了常客。协会不久便命名为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134 在会员证上

至少用20种文字写着(虽然某些地方不免有错误)"人人皆兄弟! "这

句话。像公开的协会一样，秘密的同盟不久也具有了更大的国际性$

起初这种国际性还是有限的 z在实践上，是由于盟员的民族成分复

杂，在理论上，是由于认为任何革命要取得胜利，都必须是欧洲规模

的。当时还没有超出这个范围，但基础已经打下了。

通过流亡在伦敦的1839年5月 12 日起义的战友，同盟和法国革

命者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同样也和波兰激进派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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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的正式流亡者，也和马志尼一样，当然与其说是盟友，不如说是敌

人。英国的宪章派135，由于他们的运动具有特殊的英国性质，被看做

不革命的而受到漠视。同盟的伦敦领导者们只是后来通过我才同他

们建立了联系。

此外，随着一桩桩事变的发生，同盟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虽然

人们仍然把巴黎看做革命策源地一一这在当时是有充分理由的，但

是已经摆脱对巴黎密谋活动家的依赖性。随着同盟的发展，它的自觉

性也提高了。人们可以感到，运动日益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扎根，这

些德国工人负有成为北欧和东欧工人的旗手的历史使命。他们拥有

魏特林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理论家，可以大胆地把他放在同当时他的

那些法国竞争者相匹敌的地位。最后，5月 12 日的经验表明，盲动的

尝试已经应该放弃。如果说当时人们仍然把每个事变解释为风暴来

临的预兆，如果说当时人们仍然完全保留着半密谋性的旧章程，那

么，这主要是由于老革命者固执己见，他们的见解己经开始同那些正

在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比较正确的观点发生冲突。

另一方面，同盟的社会学说很不确定，它有一个很大的、根源于

社会关系本身的缺点。一般地说，同盟的成员是工人，但他们几乎都

是地道的手工业者。即使在世界各大城市，剥削他们的也多半只是小

作坊师傅。通过把裁缝手工业变成听命于大资本家的家庭工业，从而

大规模地对裁缝业即现在所谓的服装业实行剥削，当时甚至在伦敦

也是刚刚出现的事情。一方面，剥削这些手工业者的是小作坊师傅，

另一方面，这些手工业者全都希望自己最终也能成为小作坊师傅。此

外，当时的德国手工业者还有许多流传下来的行会观念。这些手工业

者的最大光荣是:虽然他们本身还不是真正的无产者，而只不过是正

在向现代无产阶级转变的、附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人，还没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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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即大资本处于直接对立地位，但他们已经能够本能地预料

到自己未来的发展，并且能够组成为(虽然还不是充分自觉地)一个

无产阶级政党了。然而，有一点也是不可避免的 z每当问题涉及具体

批判现存社会，即分析经济事实的时候，他们的手工业者旧有的成见

对于他们就成为一种障碍。我不相信当时在整个同盟里有一个人读

过一本经济学书籍。但这没有多大关系"平等"、"博爱"和"正义"暂

时还有助于克服一切理论上的困难。

但是，除了同盟的和魏特林的共产主义"以外，同时还有另外一

种根本不同的共产主义形成了。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

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

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自这些经济事实形成

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

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

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

法，并且在《德法年鉴别1844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

思 z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

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

反。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

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 1845年春天

当我们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

致完成了阐发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

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形成的世界观了。

但是，这个在史学方面引起变革的发现，这个正如我们所看到

的主要是马克思作出而我只能说参加了很少一部分工作的发现，对

于当时的工人运动却有着直接的意义。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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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的宪章运动135，现在不再像是一种也可能不会发生的偶然现

象了。这些运动现在已经被看做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运动，

被看做他们反对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上必然的斗争的或多或

少发展了的形式，被看做阶级斗争的形式，而这一阶级斗争和过去一

切阶级斗争不同的一点是: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

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

放。因此，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

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

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

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

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 E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

间，特别是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

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

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 z争取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争取

德国无产阶级拥护我们的信念。我们明确了这一点以后，就立即着手

工作了。我们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136 ，掌握了《德意志一

布鲁塞尔报}}，该报一直到二月革命2始终是我们的机关报。我们通过

朱利安·哈尼同英国宪章派中的革命部分保持着联系，哈尼是宪章运

动中央机关报《北极星报》的编辑，我是该报的撰稿人。我们也和布鲁

塞尔的民主派(马克思是民主协会137副主席) ，以及《改革报以我向

该报提供关于英国和德国运动的消息)方面的法国社会民主派结成

了某种联盟关系。总之，我们同激进派的和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刊物的

联系是再好也没有了。

我们同正义者同盟127的关系有如下述。存在这样一个同盟，我

们当然是知道的! 1843年沙佩尔建议我加入同盟，当时我自然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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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个建议。但是，我们不仅同伦敦的盟员经常保持通讯联系，并且

同巴黎各支部当时的领导人艾韦贝克医生有更为密切的交往。我们

不参与同盟的内部事务，但仍然知道那里发生的一切重要事件。另一

方面，我们通过口头、书信和报刊，影响着最杰出的盟员的理论观点。

我们在问题涉及当时正在形成的共产党内部事务的特殊场合，向世

界各处的朋友和通讯员分发各种石印通告，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这些

通告有时也涉及同盟本身。例如，有一个年轻的威斯特伐利亚大学生

海尔曼·克利盖到了美洲，在那里以同盟特使的身份出现，和一个疯

子晗罗·哈林建立了联系，企图利用同盟在南美洲掀起变革 z他创办

了一家报纸138 在报纸上以同盟的名义鼓吹一种以"爱"为基础、充

满着爱、十分多情、陶醉于爱的共产主义。我们在一个通告①里反对

了他，这个通告立即发生了作用 z克利盖从同盟舞台上消失了。

后来，魏特林到了布鲁塞尔。但这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年轻天

真的裁缝帮工了，他对自己的才能感到惊讶，力求弄清共产主义社会

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的。这时他是一个由于自己的优势而受忌妒者迫

害的大人物，到处都觉得有竞争者、暗敌和陷阱，这个从一个国家被

赶到另→国家的预言家，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现成

药方，并且觉得每个人都在打算窃取他的这个药方。他在伦敦时就已

经和同盟盟员发生争吵，在布鲁塞尔(在那里特别是马克思夫妇对他

表现了几乎是超人的耐心)他也还是同任何人都舍不来。所以不久他

就到美洲去了，想要在那里完成他的预言家的使命。

所有这些情况都促进同盟内部，特别是伦敦领导者内部悄悄地

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版

第4卷。←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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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变化。他们越来越明白，过去的共产主义观点，无论是法国粗

陋的平均共产主义还是魏特林共产主义"，都是不够的。魏特林所著

《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中有个别的天才论断，但他把共产主义

归结为原始基督教，这就使瑞士的运动起初大部分掌握在阿尔布雷

希特这类蠢货手中，后来又掌握在库尔曼这类诈取钱财的骗子预言

家手中。由几个美文学家所传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139，是把法国

社会主义语句翻译成陈腐的黑格尔德文和伤感的陶醉于爱的幻想

(见《共产主义宣言》①中关于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一节)②，

这种通过克利盖和通过阅读有关著作而传入同盟的社会主义，仅仅

由于它软弱无力就必然会引起同盟中老革命者的厌恶。过去的理论

观念毫无根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实践上的错误，越来越使伦敦的盟员

认识到马克思和我的新理论是正确的。当时伦敦领导者中有两个人

无疑促进了这种认识，他们在理论理解能力上大大超过上面所说的

那些人。这两个人是海尔布隆的微型画画家卡尔·普芬德和图林根的

裁缝格奥尔格·埃卡留斯。③

一句话， 1847年春天莫尔到布鲁塞尔去找马克思，接着又到巴

黎来找我，代表他的同志们再三邀请我们加入同盟。他说，他们确信

我们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也确信必须使同盟摆脱陈旧的密谋性的传

①即《共产党宣言》。一-编者注

②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7-60页。-一编者注

③普芬德约在八年前死于伦敦。他具有一个思维独特而缤密的头脑，有诙

谐、讥讽和舌辩的才能。埃卡留斯，大家都知道，后来曾多年任国际工人协会总

书记，在参加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人当中，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如下老盟

员:埃卡留斯、普芬德、列斯纳、罗赫纳、马克思和我。后来埃卡留斯完全献身于

英国工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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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形式。如果我们愿意加入同盟，我们将有可能在同盟代表大会上

以宣言形式阐述我们的批判的共产主义，然后可以作为同盟的宣言

发表 g 同时我们也将有可能帮助同盟用新的符合时代和目的的组织

来代替它的过时的组织。

至于说在德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必须有一个哪怕只以宣传为目

的的组织，至于说这个组织由于它将不只具有地方性质，所以即使在

德国境外也只能是秘密的组织，对此我们没有怀疑过。而同盟就正是

这样一个组织。我们以前认为是同盟的缺点的地方，现在同盟代表们

自己承认，并且已经消除，甚至还邀请我们参加改组工作，我们能拒

绝吗?当然不能。于是我们加入了同盟。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把比较靠

近我们的朋友组成一个同盟支部，而我则经常到巴黎的三个支部去。

1847年夏天在伦敦举行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威·沃尔弗代

表布鲁塞尔各支部，我代表巴黎各支部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首先进

行了同盟的改组。密谋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切旧的神秘名称都被取消

了，同盟现在已经是由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以及代表大会

构成的了，并且从这时起它命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的目的:

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

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一一章程第一

条这样说。①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

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而

同盟一一至少在平常的和平时期一一己变成一个纯粹宣传性的团

体。这个新章程曾交付一一现在一切都按这样的民主制度进行一一

①《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版第4卷第572

页。一一编者注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各支部讨论，然后又由第二次代表大会再次审查并于1847年 12月 8

日最后通过。这个章程载于维尔穆特和施梯伯的书第 1册第239页附

录十。

第二次代表大会于同年11月底至12月初举行。马克思也出席了

这次代表大会，他在长时间的辩论中一一大会至少开了10天一一捍

卫了新理论。所有的分歧和怀疑终于都消除了，一致通过了新原则，

马克思和我被委托起草宣言。宣言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二月革命

前几个星期它就被送到伦敦去付印。自那时起，它已经传遍全世界，

差不多译成了所有各种文字，并且直到今天还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

运动的指南。同盟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已经由公开宣布斗争的国

际性的新战斗口号u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代替。 17年以后，这

个口号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战斗号角响彻全世界，而今天世界各国

斗争着的无产阶级都已经把它写到自己的旗帜上。

二月革命爆发了。伦敦中央委员会立刻把它的职权转交给布鲁

塞尔总区部。但当这个决定传到布鲁塞尔时，那里事实上已经完全

处于戒严状态，特别是德国人，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举行集会了。我们

大家都正准备到巴黎去，而新中央委员会因此也决定自行解散，把

它的全部职权交给马克思，并且授权他在巴黎立刻成立新中央委员

会。通过这个决议(1848年3月 3 日)的五个人刚一分手，警察就闯进

了马克思的住宅，把他逮捕，并强迫他第二天就动身前往他正好要

去的法国。

不久我们大家又在巴黎会面了。在这里拟定了下面的由新中央

委员会的委员们签署的文件，这个文件曾在整个德国传播，并且许多

人直到今天还可以从里面学到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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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140

1.宣布全德国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3. 给人民代表支付薪金，使德国工人也有可能出席德国人民的

国会。

4. 武装全体人民。

7. 各邦君主的领地和其他封建地产，一切矿山、矿井等等，全部

归国家所有。在这些土地上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大规模地经营农业，以

利于全社会。

8. 宣布农民的抵押地归国家所有。这些抵押地的利息由农民交

纳给国家。

9. 在通行租徊制的地区，地租或租金作为赋税交纳给国家。

11.国家掌握一切运输工具 z铁路、运河、轮船、道路、邮局等。它

们全部转为国家财产，并且无偿地由没有财产的阶级支配。

14. 限制继承权。

15. 实行高额累进税，取消消费税。

16. 建立国家工场。国家保证所有工人都能生存，并且负责照管

没有劳动能力的人。

17. 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

为了德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利益，必须尽力争取

实现上述各项措施，因为只有实现这些措施，德国千百万一直受少数

人剥削，且少数人仍力图使之继续受压迫的人，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

和作为一切财富的生产者所应有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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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

卡尔·马克思卡尔·沙佩尔亨·鲍威尔

弗·恩格斯约-莫尔威-沃尔弗

当时在巴黎人们热衷于组织革命义勇军。西班牙人、意大利人、

比利时人、荷兰人、波兰人和德国人，都组成队伍，准备去解放自己的

祖国。德国义勇军是由海尔维格、伯恩施太德和伯恩施太因三人领导

的。由于一切外国工人在革命以后不但立刻失去工作，而且还在社会

上受到排挤，所以愿意加入这种义勇军的人数是很多的。新政府想利

用组织义勇军的办法来摆脱外国工人，于是决定给他们提供时tape

du soldat，即行军宿营地和每日 50生丁的津贴，直到他们到达边境为

止，在那里，那位经常被感动得流泪的外交部长、饶舌家拉马丁就乘

机把他们出卖给有关政府。

我们最坚决地反对这种革命儿戏。当德国发生骚动的时候侵人

德国，以便从外面强行输入革命，那就等于破坏德国的革命，加强各

邦政府，并且使义勇军徒手去受德国军队摆布一一这一点是有拉马

丁作保证的。由于维也纳和柏林的革命取得胜利，组织义勇军已经毫

无意义 E然而，儿戏一开始，就停不下来了。

我们建立了一个德国共产主义俱乐部141 ，在里面说服工人不要

去参加义勇军，而应当单个返回祖国，在那里为加强运动而进行活

动。我们的老友弗洛孔当时任临时政府委员，为那些由我们派回国的

工人争得了许诺给义勇军的同样的旅途便利。这样我们就送了三四

百个工人回到德国去，其中绝大多数是同盟盟员。

当时不难预见，在突然爆发的人民群众运动面前，同盟是个极

其软弱的工具。过去在国外侨居的同盟盟员，有四分之三回国后就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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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了自己的住址。他们以前的支部因此大部分都解散了，他们和同盟

的联系完全断绝。他们中间有一部分比较爱出风头的人，甚至不想恢

复这种联系，而各行其是，开始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开展小小的分散的

运动。最后，各小邦、各省份、各城市的形势非常不同，以致同盟要发

指示也只能是极为一般的指示F而这种指示通过报刊来传播要好得

多。一句话，自从使秘密同盟需要存在的原因消失时起，这样的秘密

同盟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而这对于刚刚使这个秘密同盟摆脱了最

后一点密谋性残余的人们来说，是毫不奇怪的。

但同盟却是一个极好的革命活动学校，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证

明了。在有《新莱茵报))4作为坚强中心的莱茵地区、在拿骚、在莱茵黑

森等等地方，到处都是由同盟盟员在领导极端民主运动。在汉堡也是

如此。在德国南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优势地位成了这样做的障

碍。在布雷斯劳，威廉·沃尔弗成效卓著地活动到1848年夏天，他还

在西里西亚获得了法兰克福议会议员委任状。最后，曾在布鲁塞尔和

巴黎作为同盟盟员积极活动的排字工人斯蒂凡·波尔恩，在柏林建立

了"工人兄弟会"142，这个组织有过很广泛的发展，并且一直存在到

1850年。波尔恩是一个有才能的青年，但是他有些太急于要成为大

政治家，竟和各色各样的坏家伙"称兄道弟"只图在自己周围纠合一

群人。他完全不是一个能统一各种矛盾意向，澄清混乱状况的人物。

因此，他那个兄弟会所发表的正式文件往往混乱不堪，竟把《共产主

义宣言》①的观点同行会习气和行会愿望、同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

观点的残屑碎片、同拥护保护关税政策的立场等等混杂在一起s一句

话，这些人想讨好一切人。他们特别致力于组织罢工，组织工会和生

①即《共产党宣言》。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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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合作社，却忘记了首要任务是通过政治上的胜利先取得一个唯一

能够持久地实现这一切的活动场所。所以，当反动势力的胜利迫使这

个兄弟会的首脑们感到必须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时候，原先集合在

他们周围的乌合之众就自然而然地离开了他们。波尔恩参加了1849

年5月德累斯顿的起义143并幸免于难，但是，"工人兄弟会"则对无产

阶级的伟大政治运动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宗

得崩德 144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徒有虚名，它的作用无足轻重，所以直

到1850年反动派才觉得有必要取缔它，而它的延续下来的分支则过

了几年以后才被认为有必要取缔。真姓是布特尔米尔希的波尔恩没

有成为大政治家，而成了瑞士的一个小小的教授，他不再把马克思著

作译成行会语言，而是把温情的勒南的作品译成他那特有的多愁善

感的德语。

随着1849年巴黎6月 13 日事件15的发生，随着德国五月起义145

的失败和俄国人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146 ， 1848年革命的整个伟大时

期便结束了。但是，反动派的胜利这时还决不是最后的胜利。必须把

被打散的革命力量重新组织起来，因而同盟也必须重新组织起来。像

1848年以前一样，形势使得无产阶级的任何公开组织都不可能存在，

因此，不得不重新秘密地组织起来。

1849年秋天，以前各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大多数委员和代

表重新聚集在伦敦z只缺少沙佩尔和莫尔。沙佩尔当时被监禁于威斯

巴登， 1850年春天获释后也到了伦敦。莫尔为了执行重要任务和进

行宣传鼓动，曾在极危险的情况下多次出差(最后他在莱茵省普鲁士

军队中为普法尔茨炮兵队招募骑乘炮手)，后来加入了维利希部队的

贝桑松工人连，在穆尔格河战役中在罗滕费尔斯桥边头部中弹牺牲。

但这时维利希出现了。维利希是1845年以来在德国西部常见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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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事的共产主义者之一$只从这一点来说，他就本能地对我们批判派

暗中抱对立态度。但他不仅仅是这样，他还是一个十足的预言家，对

于自己肩负着作为德国无产阶级天生的解放者的使命深信不疑，并

以这种预言家身份直接要求取得政治独裁权和军事独裁权。这样，除

了过去由魏特林所鼓吹的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之外，又产生了某种

共产主义的伊斯兰教。不过，这一新宗教的宣传暂时还没有越出维利

希所指挥的流亡者兵营的范围。

同盟就这样重新组织起来，发表了刊登在附录(九，第1号)中的

1850年3月的《告同盟书》①，亨利希·鲍威尔作为特使被派往德国。由

马克思和我校审的这篇告同盟书直到今天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小资

产阶级民主派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一个政党，这个政党在即将来临

的下一次欧洲震动(各次欧洲革命一-1815年、 1830年、 1848一1852

年、 1870年一一间隔的时间，在我们这一世纪是15年到 18年)中，在

德国无疑会作为使社会摆脱共产主义工人的救星而首先获得政权。

因此，在那里所说的，有许多今天也还适用。亨利希·鲍威尔的出使得

到了完全的成功。这个矮小快活的鞋匠是个天生的外交家。他把有些

是离开了活动，有些是独立进行活动的过去的盟员重新集合在一个

积极的组织内，其中也包括"工人兄弟会"当时的领袖们。同盟开始在

各个工人协会、农民协会和体操协会中起着比1848年以前还要大得

多的主导作用，所以在1850年6月印出的下一期(三个月一期)告各

支部书已经可以指出 z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而周游德国的波恩大学

生叔尔茨(后来在美国当过部长)"发现所有可用的力量已经都掌握

①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马克思恩

格斯文集》第2卷).-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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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盟的手里"(见附录九，第2号) 147。同盟无疑是在德国唯一起过

作用的革命组织。

然而这个组织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则主要取决于革命新高涨的

前景能否实现。而这一点在1850年期间越来越不大可能，甚至完全

不可能了。曾经准备了1848年革命的1847年工业危机已经消除，一

个新的、空前未有的工业繁荣时期已经开始。每个长着眼睛来看事

物，并且用它来看过事物的人，都应该很清楚地知道: 1848年的革命

风暴正在逐渐平息。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

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

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

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秩序党内各个

集团的代表目前争吵不休，并使对方丢丑，这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

相反，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基础目前是那么

巩固，并且一一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一一是那么明显地具有资产

阶级的特征。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派的

一切道义上的愤慧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

碎。"①马克思和我在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48的《时评。

1850年5-10月》一文里这样写过(1850年汉堡版第5-6两期合刊第

153页)。

但是，对局势的这一清醒看法在当时竟被许多人看做邪说，那

时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马志尼、科苏特以及那些不大显耍的德

国名人像卢格、金克尔、戈克等等一类人，群集在伦敦，他们不但为各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 10卷第596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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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的祖国，并且为全欧洲建立了一些未来的临时政府，而全部问题不

过是要靠发行革命公债在美国筹措必要的经费，以便马上实现欧洲

革命，从而建立理所当然的各个共和国。因此，像维利希这样的人落

入这种圈套，连怀有旧日革命热情的沙佩尔也任人，愚弄，以及多数伦

敦工人(大部分是流亡者)都跟着他们滚入资产阶级民主派革命制造

者的阵营，也就不足为怪了。一句话，我们所坚持的沉着态度并不合

乎这班人的口味，他们认为，应该开始制造革命，我们极为坚决地拒

绝了这种做法。于是发生了分裂。关于以后的情况，可在《揭露》里读

到。接着，诺特荣克首先被捕，后来又有豪普特在汉堡被捕，后者成了

叛徒，竟泄露了科隆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姓名，并且还要在法庭审判时

充当主要证人s他的亲戚不愿蒙受这种耻辱，便把他送到里约热内卢

去了，后来他在那里做了商人，由于他有功，先被任命为普鲁士总领

事，后又被任命为德国总领事。现在他又在欧洲了。①

为了使人更好地理解《揭露))，我把科隆被告的名单列在下面:

(1)彼·格·勒泽尔，雪茄烟工人;(2)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后来去世时

是进步党邦议会议员 .(3)彼得·诺特荣克，裁缝，数年前在布雷斯劳

去世时是摄影师， (4)威·约·赖夫， (5)海尔曼·贝克尔博士，现任科隆

市市长，上议院议员 ;(6)罗兰特·丹尼尔斯博士，医生，案件过后几年

死于在狱中染上的肺病.(7)卡尔·奥托，化学家， (8)阿伯拉罕·雅科

比博士，目前在纽约当医生，但)约·雅·克莱因博士，目前在科隆当医

生并任市议员，(10)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他当时就已在伦敦，

①沙佩尔60年代末在伦敦去世。维利希参加了美国内战 149 并且战功卓

著，他任准将时在默夫里斯伯勒(田纳西州)战役中胸部受伤，但又治愈，约于

10年前在美国去世。关于上面说过的其他人，我还要指出:亨利希·鲍威尔在澳

大利亚失踪了，魏特林和艾韦贝克在美国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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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约·路·埃尔哈德，店员 1 (1 2)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裁缝，目前住

在伦敦。经过1852年10月 4 日至11月 12 日的公开审判，他们之中由陪

审法庭按未遂叛国罪判处六年要塞监禁的有勒泽尔、毕尔格尔斯和

诺特荣克 s判处五年徒刑的有赖夫、奥托和贝克尔，判处三年徒刑的

有列斯纳 p丹尼尔斯、克莱因、雅科比和埃尔哈德被宣告无罪。

从科隆案件125时起就结束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第一个时

期。紧接着判决之后，我们解散了我们的同盟 F又几个月以后，维利

希一沙佩尔的宗得崩德150也一命鸣呼了。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了。那时，德国是一个手工业和

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家庭工业国家，现在它已经是一个工业不断急

剧发展的大工业国了。那时，只有极少数工人理解自己作为工人的地

位和自己同资本在历史上经济上的对立，因为那时这种对立本身还

刚刚产生。现在，哪怕只是想稍稍延迟一下德国无产阶级发展到完全

理解它作为被压迫阶级的地位的过程，也必须对整个德国无产阶级

使用非常法。那时，已经认识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少数人，不得不

秘密地聚集在一起，分成三人到二十人不等的小团体悄悄地举行集

会。现在，德国无产阶级不再需要正式的组织，无论是公开的或秘密

的$思想一致的阶级同志间的简单的自然联系，即使没有任何章程、

委员会、决议以及诸如此类的具体形式，也足以震撼整个德意志帝

国。f卑斯麦在欧洲、在德国境外是仲裁人$而在国内，却如马克思还在

1844年就已预见到的，德国无产阶级赫然可畏的大力士形象日益高

大，对这个巨人来说，那个专供庸人使用的狭小的帝国建筑已经过于

狭窄，他那魁伟的体格和宽阔的双肩不断壮大，有朝一日他只要从自

己座位上站立起来，就可以使帝国宪法的整个建筑变为废墟。不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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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欧洲和美洲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现在已经壮大到如此地步，以致

不仅它那狭窄的第一个形式即秘密同盟，而且连它那更广泛无比的

第二个形式即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151 对它来说也成为一种植桔

了 s单靠那种认识到阶级地位的共同性为基础的团结感，就足以使一

切国家和操各种语言的工人建立同样的伟大无产阶级政党并使它保

持团结。同盟在1847年到1852年所代表的学说，那时曾被聪明的庸

人带着嘲笑的神情看做狂人吃语，看做几个孤单的宗派分子的秘密

学说，现在，这个学说在世界一切文明国家里，在西伯利亚矿山的囚

徒中，在加利福尼亚的采金工人中，拥有无数的信徒 e而这个学说的

创始人、当时受到人们的憎恨和诽谤最多的一个人一一卡尔·马克

思，直到逝世前，却是新旧两大陆无产阶级经常请教的、并且总是乐

于提供帮助的顾问。

弗·恩格斯写于1885年10月 8 日

载于1885年11月 12 、 19和26 日《社

会民主党人报》第46 、 47和48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5年 10月 8 日于伦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德文版第21卷翻译



注释

利用，他们对正在形成的专制国家的中央集权政策不满，力图恢复他们曾

享有的中世纪的地方"自由"。胡格诺派与天主教集团之间的内战，即所谓

胡格诺战争，断断续续地从1562年延续到1594年。封建主和资产阶级十分

害怕具有反封建性质和一定规模的人民运动，战争驱使他们联合在胡格

诺教徒的前领袖纳瓦拉的亨利(波旁新王朝的代表)的周围。1593年纳瓦

拉的亨利放弃加尔文教派，政宗天主教，次年在巴黎正式加冕成为法国国

王，号亨利四世，胡格诺战争遂告结束。一-224。

122 蔷薇战争亦称王文瑰战争，是1455一1485年在英国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

之间为争夺王位而进行的战争。约克家族的族徽上饰有白色蔷薇，兰开斯

特家族的族徽上则饰有红色蔷薇。站在约克家族一方的有经济比较发达的

南部的一部分大封建主，以及骑士和市民阶层 s支持兰开斯特家族的则是

北部诸郡的封建贵族。这场家族之间自相残杀的战争几乎使古老的封建家

族消灭殆尽，其后英国建立了新的都锋王朝，并实行专制政体。一-224.

123 波兰和立陶宛于1385年尝试进行第一次合并，当时两国签订了所谓克拉

科夫合并条约，其目的主要在于共同抵御日益严重的条顿骑士团的侵略。

15世纪中叶以前，合并曾数度被废除和恢复，并逐渐从防御性的联合变成

了波兰的和立陶宛的封建主反对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联合。1569年

签订了卢布林合并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波兰和立陶宛合并成一个国家，称

为披兰贵族共和国，立陶宛保持自治权。一-224。

124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是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撰

写的简史。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阐明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的背景和经

过、同盟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指出它是工人运动与科学

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恩格斯阐

述了他和马克思为同盟制定的纲领和策略，强调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

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

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恩格斯论述了同盟内部的思想

斗争，指出同盟之所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组织，是因为它摆脱了威·魏

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接受

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这篇文章是为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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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德文第三版写的引言，第一次刊登在1885年

11月 12 、 19 日和26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6、 47 、 48号，这篇文章还被收入

1885年11月在霍廷根一苏黎世出版的小册子z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

案件。新版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引言和几个文件》。

1939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由王石巍、柯柏年等翻译的《德国的革命和

反革命》一书，收入了由景林翻译、徐冰校订的这篇文章。一←226.

125 指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 10月4 日 -11月 12 日) ，这是普鲁士政府策动

的一次挑衅性案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11名成员被送交法庭审判，其罪名

是"进行叛国性密谋"。被指控的证据是普鲁士警探们假造的中央委员会

会议《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

义者同盟的维利希一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那里窃得的一些文件。法

庭根据伪造文件和虚假证词，判处七名被告三年至六年徒刑。马克思和恩

格斯对这一案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

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参看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

和恩格斯《最近的科隆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 卷)。

一一-226、 245.

126 卡·维尔穆特和威·施梯伯的{{l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上册叙述了

所谓工人运动的"历史"该书的附录转载了若干落到警察手里的共产主

义者同盟的文件。下册的内容是一份同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有联系的人

的"黑名单"以及他们的履历表。一-226。

127 正义者同盟是1836-1838年间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流亡者联盟分

裂而产生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后来这个组织逐渐具有了

国际性。该同盟成员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半手工业'性质，受

威·魏特林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的影响，后来又受"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

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影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正义

者同盟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举行代表大会，实行了改组，更名为共产主

义者同盟。一一227 、 233 。

128 巳贝夫主义是法国空想的平均共产主义流派之一， 18世纪末由法国革命

家弗·巴贝夫及其拥护者创立。他们主张以密谋方式策动工人、贫民和士

兵进行革命，推翻现存制度，消灭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的劳动



注释

人民共和国。一-227.

129 四季社是法国七月王朝时期的秘密革命团体， 1837-1839年在巴黎进行

活动。 1835年，奥·布朗基等人建立了家族社， 1837年改组为四季社。其目

的是以暴力推翻现存的金融贵族政权，由少数革命家专政，建立共和国，

实现社会平等。1839年5月 12 日四季社策划发动了巴黎武装起义，占领了

市政厅。起义中革命工人起了主要作用，但没有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起

义当天即被政府军队和国民自卫军镇压，布朗基等人被捕，四季社亦不复

存在。一-227 。

130 卡·抄佩尔在1839年5月 12日起义后立即被捕，经过七个月监禁后被逐出

法国，亨·鲍威尔在巴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于1841年 12月被逮捕后也被

驱逐出境。一-227。

131 指法兰克福袭击岗哨事件，这是德国民主主义者同维也纳会议后在德国

建立的反动统治进行斗争的事件之一。1833年4月 3 日，一群激进分子，主

要是大学生，企图通过袭击德意志联邦中央机关，即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

联邦议会在国内发起变革，宣布成立全德意志共和国。由于准备不充分且

事先走漏了消息，这次行动被在人数上占压倒优势的官方军队镇压下去。

一一-227

132 1834年2月，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朱·马志尼组织了他在1831年创

建的"青年意大利"社的成员以及一群外国革命流亡者，从瑞士向属于撒

丁王国(皮埃蒙特)的萨瓦进军，目的是在那里发动人民起义，以便统一意

大利并建立独立的意大利资产阶级共和国$进入萨瓦的部队被皮埃蒙特

的军队击溃。一-227。

133 蛊品者是对19世纪20年代德国知识分子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的称呼。他

们组织政治性的示威游行，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提出统一德国的

要求。 1819年大学生桑德刺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沙皇代理人科策布，这

一事件成了镇压所谓"蛊惑者"的借口。 1819年8月德意志各邦大臣在卡尔

斯巴德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一项对付所谓"蛊感者阴谋"的专门决议，从此

"蛊惑者"这一称谓便流传开来。到了30年代，由于受法国1830年革命的影

响，德国及欧洲各国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又高涨起来，所谓的"蛊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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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又受到新的迫害。一-227.

134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即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1840年2

月 7 日由正义者同盟的成员卡·抄佩尔、约·莫尔和其他活动家在伦敦成立

的，有时按会址称做大磨坊街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

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一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

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

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维利希一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少数派之间的斗

争中，协会大多数成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许多

拥护者于1850年9月 17 日退出了协会。从50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

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该协会成为国际在伦

敦的德国人支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 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

一一-228_230

135 宪章派指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

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

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宪章派

全国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朱·哈尼、厄·琼斯等。

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第517页)。按照列宁所下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

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版第36卷第292页)。宪章运动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其衰落的原因在于英

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

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

会主义倾向的增长，这种倾向增长的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了对宪章运

动的支持。一-231 、 233。

136 布鲁塞尔德念志工人协会，全称是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该协会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德国工人团体，旨在

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并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

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侨居比利时的德

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同佛兰德和瓦隆工人俱乐部保持着直接的

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协会在



注释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立过程中发挥了出色的作用。 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

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或驱逐出境，协会

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一-233 。

137 民主协会，即布鲁塞尔民主协会， 1847年秋成立于布鲁塞尔。协会成员大

多数是比利时激进的及温和的民主主义者，此外，还有法国人、荷兰人、波

兰人和瑞士人，以及在布鲁塞尔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中的积极分子。马克思

和恩格斯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136)对

该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其

中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进步分子

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 1847年11月 15 日，马克思当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

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吕·若特兰被推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

塞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中心之一。在法国资产阶级二月

革命时期，民主协会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力曾设法武装比利时工人，开展争

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在1848年3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

以及比利时当局镇压了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以后，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就没有能力领导劳动群众反对君主政体的运动了，民主协会的

活动成了纯地方性的活动，到 1849年，协会的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一-

233 、 333 。

138 指《人民代言者报}}，该报是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纽约创办的周报，

1846年 1 月 5 日一12月 31 日出版，其编辑是海·克利盖。一-2340

139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从1844年起在德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传播的

一种反动学说，其代表人物有卡·格律恩、莫·赫斯和海·克利盖等人。"真

正的社会主义者"崇拜爱和抽象的人性，拒绝进行政治活动和争取民主的

斗争。他们把假社会主义思想同抄文主义、市住行为和政治上的怯懦结合

起来，否认在德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在19世纪40年代的德

国，这种学说成了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障碍，不利于实现当时的主要任

务，即团结民主力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秩序的斗争，同时在进行革

命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6-1847年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批判(参看《德意志意识

形态趴《反克利盖的通告趴《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队《真正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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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宣言》等)。一-235、 275 。

140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3月 21-29日在巴黎

写成的。这些要求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革命的初始阶段的政治纲领。

3月 30 日前后，((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被印成传单，4月初发表在一系列民

主报纸上。《要求》是作为指示性文件分发给回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的。在革命的进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竭力在人民群众中

宣传这一纲领性的文件。 1848年9月 10 日以前，((要求》在科隆印成了传单，

并由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在莱茵省的许多地方散发。1848年10月在柏

林召开的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弗·博伊

斯特以社会问题处理委员会的名义，建议通过一个措施纲领，这个纲领几

乎完全摘自《要求儿 1848年11月和 12月在科隆工人联合会的多次会议上

曾讨论过《要求》中的个别条文。 1848年底或1849年初，((要求》被摘要收入

维勒在莱比锡出版的《政治传单汇编队

恩格斯在这里没有全部引用这个文件。一-238 。

141 指德国工人俱乐部，它是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的提议于1848年3月

8-9日在巴黎成立的。马克思在这个团体中起了领导作用，起草了俱乐部

章程。成立俱乐部的目的是要团结侨居巴黎的德国工人流亡者，向他们说

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民主派企图通过民族主义的宣传引诱工人参加志愿军团打回德国的冒险

行径。俱乐部在组织德国工人个别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方面，做了很多工

作。一-239 0

142 工人兄弟会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斯·波尔恩于1848年在柏林建立的德国

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组织。波尔恩是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路线的代表，他把

兄弟会的活动局限于组织经济罢工和力图实现有利于手工业者的狭隘的

行会性措施，如给小生产者贷款和组织合作社等。兄弟会的纲领是断章取

义地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和吸收了路易·勃朗及皮·约·蒲鲁东的小

资产阶级学说以后拼凑而成的。但是，兄弟会的一些经常接受共产主义者

同盟盟员领导的地方分会，在1848-1849年革命事件的直接影响下积极

参加了革命斗争。1849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筹建摆脱小资产阶级民主

派的无产阶级政党时，曾想利用工人兄弟会的组织。1850年，政府禁止了工



注释

人兄弟会的活动，但是它的若干分会还继续存在了许多年。一-240。

143 1849年5月 3-8 日在德累斯顿发生了武装起义，萨克森国王拒绝承认帝国

宪法并且任命极端反动分子钦斯基担任首相，是这次起义的导火线。起义

者曾控制了一个主要城区，成立了以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赛·埃·奇尔讷为

首的临时政府。在起义中起积极作用的有米·巴枯宁、斯·波尔恩和作曲家

理·瓦格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几乎没有参加斗争，工人和手工业者

在街垒战中起了主要作用。起义遭到政府军队和开抵萨克森的普鲁士军

队的镇压。德累斯顿起义为1849年5一7月在德国南部和西部发生的维护

帝国宪法运动(见注145)拉开了序幕。一-241 。

144 索得现德是瑞士七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为对抗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和

维护教会的特权于1843年建立的单独联盟。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用这个

名称来讽刺那些搞分裂的宗派集团。一-241 。

145 德国五月起义指1849年5月德国一些地区爆发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这

场运动是1848一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

首的德意志各邦拒绝承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 28 日通过的帝

国宪法，但是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唯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

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和莱茵省，5一7月在巴伐利亚的巴登和普法尔茨相

继爆发了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起义。6月初，两个普鲁士军团约6万人与一

个联邦军团开始对两地起义者实行武力镇压，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却不

给起义者任何援助。1849年7月，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被镇压下去。恩格斯在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中对这一运动进行

了评述。一-241 、 326 0

146 1849年，沙皇军队为了镇压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恢复奥地利晗布斯堡王

朝的统治，对匈牙利进行了武装干涉。根据尼古拉一世的命令，俄国军队

于1849年5月开进了匈牙利。一-241 。

147 这句话引自 1850年6月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361页 )0 1 885年，恩格斯在编辑出版

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第三版时，把1850年3月和6月的两个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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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书都收人了该书的附录。一-243。

148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的共产

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刊物。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

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以见注的的续刊。该杂志从1850年3-11月底总

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第5---6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

堡印刷。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

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该杂志发表的绝大部分文章(论

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

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该杂志发表的马克思、恩

格斯的重要著作有 z马克思((1 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

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和《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

集》第2卷) ，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一1849年革命，进一

步制定了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1850年11月，由于德国警察的

迫害和资金缺乏，杂志被迫停刊。一-243、 536 0

149 美国内战即1861一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 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

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

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

护奴隶制的叛乱。 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脱离联邦的各州在蒙哥马利

大会上成立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 12日炮轰萨姆特要塞

(南卡罗来纳州) ，挑起内战。 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攻克，

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

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一-244。

150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用这一名称来讽刺1850年9月 15 日共产主义者同盟

分裂后另立中央委员会的维利希一沙佩尔宗派集团。这个集团的活动为

普鲁士警察当局破获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德国地下支部提供了方便，使其

找到借口于1852年在科隆制造了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著名活动家的案

件。"宗得崩德"见注144。一-245 0

151 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后通称第一国际，是无产阶级第一个国际性的革

命联合组织， 1864年9月 28 日在伦敦成立。马克思参与了第一国际的创建，



注释

是它的实际领袖，恩格斯参加了国际后期的领导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指导下，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积极支持了

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坚决地揭露和批判了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

拉萨尔主义、工联主义等机会主义流派，促进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

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了活动， 1876年7月 15 日

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

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

36卷第290页)。一一246。

152 ((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是恩格斯为威·沃尔弗的《西里西亚的十亿》单

行本所写导言的第二部分。为了引导无产阶级政党高度重视并正确对待

农民问题，恩格斯深入研究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农民的历史和现状，以便

为无产阶级政党确立关于农民问题的正确方针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这

篇文章就是恩格斯从历史角度阐述农民问题的重要著作之一。他在本文

中揭示了普鲁士农民农奴化的历史过程，并且说明，由于反拿破仑战争和

1848年农民革命运动，地主被迫废除封建义务，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对

农民大肆掠夺，使广大农民和无产阶级一样陷入了苦难和屈辱之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威·沃尔弗于1849年撰写了一组论文《西里西

亚的十亿))(共八篇) ，描述了1848年以前除莱茵省以外的整个普鲁士以及

整个奥地利的农村的情况。这组论文曾于1849年3月 22 日-4月 25 日陆续

发表在《新莱茵报》上。根据恩格斯的提议，这组文章略经修改后，以单行

本的形式出版。单行本的导言分两个部分，恩格斯于1876年发表的《威廉·

沃尔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一文经他本人删节后

用做导言的第一部分， 1885年11月 24 日写的《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则

用做导言的第二部分。一-247。

153 指德意志骑士团，又称条顿骑士团，是1190年十字军征讨时在普鲁士建立

的德意志僧侣骑士团。骑士团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夺得了许多领地，这些领

地由骑士团的高官即团长(或共杜拉)治理。 13世纪时，骑士团用征服和消

灭当地立陶宛居民的办法占领了东普鲁士，并使之成为继续侵占披兰、立

陶宛和俄罗斯各公国的堡垒。 1237年该骑士团和另一个德国骑士团，即同

样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的立风骑士团联合。在1242年楚德湖之战(冰上激

战)和1410年格伦瓦尔德之战失败以后，骑士团开始衰败，于1466年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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