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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号． 科隆，星期二６月６日． １８４８．


［第一版头条通栏］

《新莱茵报》将于６月１日起每日发行?。

订阅价格：科隆地区一个季度１塔勒１５银格罗申?。除科隆外，普鲁士其他地区２塔勒３银格罗

申９分尼。普鲁士以外地区需要加收邮费。

６月份只能与下一个季度 （７月，８月，９月）同时订阅。这四个月订阅的价格是：科隆地区２塔

勒；科隆地区之外２塔勒２５银格罗申。

可通过国内外所有的邮局和书店订阅。或在报纸发行部威·克劳特?先生处订阅，地址：科隆圣

阿加塔街１２号。

可在报纸发行部继续认购股票，外埠认购股票者也请与该处联系。

登载广告费用
四栏版面８磅?铅字每行或相同篇幅…１银格罗申６分尼。

《新莱茵报》发行部

［第一版上部一栏］

概览

德国。科隆 （反动派。柏林社会安全委员会）；科布伦茨? （加固防御工事）；法兰克福 （６月３日国民

议会?———统一节———激进民主党宣言———国民议会———联邦议会?）———；柏林 （民主俱乐部代表

１１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第６号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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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 （ＭＥＧＡ２）第Ⅰ部分第７卷，此篇广告作者为马克思。该广告在１－１５日的报纸

置于通栏头版头条 （９－１５日的不再分段）。

塔勒 （Ｔｈｌｒ．）、银格罗申 （Ｓｇｒ．）、分尼 （Ｐｆ．）都是１９世纪普鲁士王国币制，１塔勒等于３０银格罗申，１银格罗申等于１２分尼。

克劳特，威廉 （Ｃｌｏｕｔｈ，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０７－１８７１）———科隆一家印刷厂老板，《新莱茵报》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至８月２７日在该厂印刷。

磅 （Ｐｅｔｉｔ）是印刷行业专有名词，８磅＝１／９英寸，大小约等于我国６号字体。

科布伦茨 （Ｋｏｂｌｅｎｚ），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城市，位于摩泽尔河注入莱茵河的汇合处。１９世纪曾是普鲁士王国莱

茵省省会。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ｅｒ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８日在德国民主革命背景下形成的德意志联邦国民议

会，计划以民主的方式统一德国。因议会在法兰克福召开故名，有议员８３１名 （实际人数５８５人）。１８４９年４月，议会通过德意志人民

权利宣言和圣保罗教堂宪法 （因通过地点故名），并请普鲁士国王接受皇帝称号、奥地利大公摄政。由于普鲁士和奥地利都不予承认，

这两个主要邦国议员被召回，议会瓦解。残缺议会迁到斯图加特，１８４９年７月被符腾堡王国军警驱散。该议会无实权无军队，但会场

悬挂的国旗，为今德国之国旗。

联邦议会 （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或Ｂｕｎｄｅｓｖｅｒｓａｍｍｌｕｎｇ），根据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的决议成立的德意志联邦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Ｂｕｎｄ）的中央

机关，由德国各邦的代表 （并非选举）所组成的德国唯一的中央机构，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它没有实际的权力。议会由奥地

利代表主持，协调德国各邦国的权力。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联邦议会暂时将权力交给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ｅｒ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１８５０年重新

建立。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期间普鲁士占领法兰克福，联邦议会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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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朔夫?下台———布莱桑?———市民自卫团瑏瑠俱乐部———警察局发表声明———妥协辩论———学生

反抗）；卡塞尔瑏瑡 （铁路局禁令）；慕尼黑 （工人游行———警方和工人）；汉堡 （第一届工商界会议）。

瑞士。苏黎世 （伦巴第瑏瑢代表处的建议）。

意大利。那不勒斯 （人员变动———来自各省的新闻）；博岑瑏瑣 （佩斯基耶拉瑏瑤处于惊慌状态）。

法国。（６月２日的国民议会———６月３日大会——— 《辩论日报》瑏瑥 写给选民的公开信———路易·勃朗瑏瑦

的辩护书）。

大不列颠。伦敦 （上议院因暴乱召开会议———下议院会议 《航运法》———日益加剧的贫困）；都柏林

（米契尔瑏瑧）。

君士坦丁堡。（普鲁特河瑏瑨边的俄国军队）。

德国．

＊科隆，６月５日瑏瑩。愿死者安然升入天堂瑐瑠。康普豪森瑐瑡先生背弃了革命，反动派竟敢建议妥协

议会辱骂革命是暴乱。在６月３日的会议上有一个议员提议给３月１８日瑐瑢死亡的士兵建立纪念碑。

［译文采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５卷４１页 《反动派》，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

＊科隆，６月５日瑐瑣。像１７９３年的巴黎一样，柏林现在有了自己的Ｃｏｍｉｔéｄｅ　ｓｒｅｔéｇéｎéｒａｌｅ瑐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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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朔夫，弗里德里希·冯 （Ａｓｃｈｏｆｆ，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ｖｏｎ　１７８９－１８５４）———普鲁士中将。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１日至７月１４日为柏林卫戍司

令。３月１８日至６月２０日还担任柏林市民自卫团指挥官。他因多次对平民的粗暴行为而受到民众的批评。

布莱桑，约翰·乌尔班 （Ｂｌｅｓｓｏｎ，Ｊｏｈａｎｎ　Ｕｒｂａｎ　１７９０－１８６１）———普鲁士军事家、工程师。１８３８－１８６１年为普鲁士保育保险机

构负责人。１８４８年一度担任柏林市民自卫团指挥官。在柏林多年担任 《军事文学报》（Ｍｉｌｉｔｒ－ｌｉｔｔｅｒａｔｕｒ－Ｚｅｉｔｕｎｇ）编辑。

市民自卫团 （Ｄｉｅ　Ｂüｒｇｅｒｗｅｈｒ），１８４８年柏林三月革命后在科隆、柏林和其他许多德国城市建立的准军事组织，由城市里不同

阶层的人组成，参加者大多没有军事素养。《新莱茵报》编辑恩格斯、德朗克和维尔特参加了科隆市民自卫团，为的是对这个组织施加

革命影响。

卡塞尔 （Ｃａｓｓｅｌ），１５６７－１８６６年为德国黑森－卡塞尔诸侯国的都城。现在是德国黑森州一个重要城市。

伦巴第 （Ｌｏｍｂａｒｄｉ），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大区，位于阿尔卑斯山脉南麓，与瑞士接壤。１８４８年时该地区为伦巴第－威尼西亚王

国 （奥地利皇帝兼任国王）的西部。

博岑 （Ｂｏｔｚｅｎ），意大利语Ｂｏｌｚａｎｏ（博尔扎诺），意大利北部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区的城市。

佩斯基耶拉 （Ｐｅｓｃｈｉｅｒａ），意大利北部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区的一个要塞古城，在加尔达湖南部的半岛上。１８４８年，这里成为

意大利民族军队与奥奥地利皇家军队发生激战的地点。

《辩论日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ｓ　Ｄｅｂａｔｓ），法国日报，全称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ｓ　Ｄéｂａ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　ｅｔ　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ｓ）。

１７８９年在巴黎创刊，对法国国民议会的辩论进行了确切记录。七月王朝时期是政府报纸。此后长期持保守立场。由于该报２０世纪４０

年代德国占领法国期间继续出版，１９４４年被取缔。

勃朗，路易 （Ｂｌａｎｃ，Ｌｏｕｉｓ　１８１１－１８８２）———法国历史学家，社会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卢森堡宫委员会 （调解劳

资纠纷的机构）主席。１８４８年８月流亡英国。１８７１年为法国国民议会议员。

米契尔，约翰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Ｊｏｈｎ　１８１５－１８７５）——— “青年爱尔兰”团体的领导人，１８４８年由于参加爱尔兰起义而被流放到澳大

利亚。１８５３年逃跑并流亡美国。１８７４年回到爱尔兰，当选为爱尔兰议会议员。

普鲁特河 （Ｐｒｕｔｈ），多瑙河下游的支流。现为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的界河。

根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 （ＭＥＧＡ２）第１部分第７卷，这篇新闻的作者确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

这句话引自德国诗人哥·奥·毕尔格尔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Ａｕｇｕｓｔ　Ｂüｒｇｅｒ）１７７３年写的叙事诗 《列诺尔》（Ｌｅｎｏｒｅ）。

康普豪森，卢道夫 （Ｃａｍｐｈａｕｓｅｎ，Ｌｕｄｏｌｐｈ　１８０３－１８９０）———德国银行家，普鲁士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１８４８年３－

６月任普鲁士首相。

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８日，柏林爆发人民起义。

根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 （ＭＥＧＡ２）第１部分第７卷，这篇新闻的作者确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

原文是法文。



〔社会安全委员会〕。不同的是：巴黎的委员会是革命的，而柏林的委员会却是反动的。据柏林的消息

说：“负责维持治安的各个当局”认为必须 “联合起来一致行动”。因此他们成立了一个社会安全委员

会，会址设在奥贝尔瓦尔大街。这个新机构的成员如下：（１）主席：内政大臣瑐瑥普特卡默瑐瑦；（２）卫戍

司令及前任市民自卫团总指挥阿朔夫；（３）警察总监米努托利瑐瑧；（４）检察官泰梅瑐瑨；（５）市长瑙宁瑐瑩

和两名市政局委员；（６）市参议会议长和３名参议员；（７）５名军官及两个市民自卫团士兵。这个委

员会将 “了解一切妨害或可能妨害社会安宁的事件，并将全面地和认真地研究事实。它将不采用过去

种种旧的和不适用的手段和方式，它将避免多余的手续，

［下转上部二栏］

［第一版上部二栏］
［接上部一栏］

它将和各方商议采取适当的办法并通过各个管理机关来迅速而有效地实行必要的措施。只有采用这种

在目前条件下往往是非常困难的一致行动的办法，才能做到既迅速、坚决，又有先见之明。特别是负

责保卫城市的市民自卫团将有可能在必要时使得在它参加下通过的当局的各项决定产生应有的效力。

完全可以相信，这一定会受到全体居民尤其是可敬的 （！）手工业者阶层和 （！）工人的同情和协助。

同任何党派的观点和倾向没有关系的议员已经着手执行自己的艰巨任务，并希望能够主要采用使大家

安宁的和谐调停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任务。”

这种阿谀奉承、委婉哀求的语调使人预感到，一个反对柏林革命人民的反革命活动的中心已经在

这里形成了。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就证实了这一点。首先是普特卡默先生，就是那个在担任警察总监时

曾以发布驱逐令闻名的普特卡默先生。完全和在官僚专制制度下一样：无论哪一个重要机关至少都要

有一个普特卡默。其次是阿朔夫先生，他由于粗暴的丘八作风和反动的阴谋诡计而引起了市民自卫团

的极大憎恨，以致市民自卫团决定要撤换他。他也确实辞职了。其次是米奴托利先生，他在１８４６年揭

露了波兰人的阴谋，因而在波森瑑瑠拯救了祖国，不久前当排字工人为要求提高工资而实行罢工的时候，

他又用流放来威胁他们。再其次是已经变得极端反动的两个机关即市政局和市参议会的代表，最后还

有市民自卫团的军官及其反动头子布莱桑少校。我们希望柏林人民无论如何不要让这个冒牌的、反动

的委员会来保护自己。

这个委员会已经开始进行反动活动，要求取消原定昨天 （星期日）举行的到三月牺牲者的陵墓去

的群众游行，因为这是示威游行，而示威游行总是有害的。

３１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第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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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出版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为 “部长”。普鲁士是王国，故改译为 “大臣”。

普特卡默，欧根·冯 （Ｐｕｔｔｋａｍｍｅｒ，Ｅｕｇｅｎ　ｖｏｎ　１８００－１８７４）———普鲁士律师和政治家。１８３９－１８４７年为柏林警察总监。１８４７

年为奥得河法兰克福地区总督。１８４８年４－１２月为普鲁士内政大臣。１８５１－１８５２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１８５１－１８６０年为波森省总督。

米努托利，尤里乌斯 （Ｍｉｎｕｔｏｌｉ，Ｊｕｌｉｕｓ　ｖｏｎ　１８０５－１８６０）———男爵，普鲁士外交官。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６月为柏林警察总监。１８５１－

１８５９年为普鲁士驻西班牙和葡萄牙总领事，１８５９－１８６０年为驻波斯总领事。

泰梅，约多库斯·胡贝尔图斯 （Ｔｅｍｍｅ，Ｊｏｄｏｋｕｓ　Ｈｕｂｅｒｔｕｓ　１７９８－１８８１）———普鲁士工程师，政治活动家和温和自由主义者。

１８４８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中间派领导人之一，１０月起为议会主席。后来是德国进步党的创始人之一。

瑙宁，弗兰茨·克里斯蒂安 （Ｎａｕｎｙｎ，Ｆｒａｎｚ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１７９９－１８６０）———普鲁士律师。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任柏林市长。柏林１８４８年

３月１８日事件中他要求军队从街头撤走。

波森 （Ｐｏｓｅｎ），现在是波兰城市波茲南 （Ｐｏｚｎａｎ），波兰工业、交通、文教和科研中心城市之一。１９世纪为普鲁士波森大公国

首府，临瓦尔塔河，居于波兰平原中心。１８４８年三月革命后，波森爆发波兰人反抗普鲁士的起义，普鲁士镇压了起义，并将波森大公

国改为波森省。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译文采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５卷４２－４３页 《柏林社会安全委员会》，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注释２５和３０

涉及的译文有改动］

科布伦茨，６月３日。我们本地的防御工事每天都在进行加固，人们目睹着货车载着沉重的大块

木料，源源不断运往各个要塞。在这些向前推进的要塞中，原先储备弹药和炸药的仓库，现经调整，

炸药被送往工事的内部核心。然而征召的战争预备队抵达后人手还是不足。与此同时，我们周围的军

队仍在继续调动。第八猎兵营瑑瑡已经于昨天开始从韦茨拉尔瑑瑢行军至新维德瑑瑣，与之碰头的是第二十七

军团，该部从新维德向韦茨拉尔行进。第四龙骑兵团以小分队形式分布在当地，第八轻骑兵团一个中

队已率先进入了波恩。

（《德意志报》瑑瑤 ）

△法兰克福，６月２日。我们也有我们的统一节了，它是如此独特，以至于在任何情况下您都必

须重视它。如您所知，世袭的皇帝瑑瑥这位世人仰望的核心，很遗憾他目前是统一节麻烦的制造者。然

而，从统一节中产生的意义、精神与和谐，在国民议会的议会主席大选之日可喜地显示出来了：一个

节日也是一种普遍情绪的表达。

［下转上部三栏］

［第一版上部三栏］
［接上部二栏］

加格恩瑑瑦是充满活力和阳刚之气之人，他向民众表达了他领导的主席团平稳发展的无限信心，但他最

看重的还是火炬游行，这场游行引领着镇静与秩序的朋友，即市民自卫团和卫戍部队，伴随着音乐和

古代风格的 “地方旗帜”瑑瑧 在埃申海默城门瑑瑨前走过。

议员精英们聚集在穆姆别墅瑑瑩前；我们看到了右派和中间派的贵族阶级，还有一些左派的核心人

物。拉沃瑒瑠是最先完成这次联合壮举的人，这看起来似乎是极度的妥协，这群聚集者的组成也不再让

人感到舒适了。像往常一样，左派今天晚上在德国法院前集会。

民众在外面享受火炬，音乐和演讲。工人和帮工没有成立自卫团；所有被歧视的，即那些由于共

和国最仁慈的允许下可以留在法兰克福的人，就像被排除在选举之外一样。但是，在穆姆别墅前的群

４１

瑑瑡

瑑瑢

瑑瑣

瑑瑤

瑑瑥

瑑瑦

瑑瑧

瑑瑨

瑑瑩

瑒瑠

猎兵营，普鲁士兵种之一，善于射击，执行战场侦察和保障类任务，最早由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 （１７４０－１７８６）的林木

工人和猎场看守组成，因此得名。

韦茨拉尔 （Ｗｅｔｚｌａｒ），德国黑森州的城市，位于法兰克福以北５１公里。

新维德 （Ｎｅｕｗｉｅｄ），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城市，位于莱茵河东岸，在科布伦茨西北１２公里。

《德意志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缩写Ｄ．Ｚ．），德国自由派的日报，主张在普鲁士统一德国的君主立宪派机关报；１８４７－１８４８

年在海德堡出版，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格奥尔格·盖尔温努斯 （Ｇｅｏｒｇ　Ｇｅｒｖｉｎｕｓ，１８０５－１８７１）在海德堡担任编辑，

因而 《德意志报》又被称为 “盖尔温努斯报”（Ｇｅｒｖｉｎｕｓ－Ｚｅｕｔｕｎｇ）。

这里指奥地利帝国皇帝斐迪南一世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Ｉ，１８３５－１８４８）。

加格恩，海因里希·冯 （Ｇａｇｅｒ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ｖｏｎ　１７９９－１８８０）———德国政治活动家。１８１８年为全德学生协会领导人。１８２１年进

入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国政府工作。１８３２－１８３６年为大公国众议院自由派领袖。１８４８年３月任大公国首相，不久辞职。后为德意志预

备国会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同年５月被选为国民议会主席，议会自由派右翼领袖。１２月出任德意志帝国临时中央政府首脑，提

出小德意志派的统一政纲 （《加格恩纲领》），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德意志的统一。１８４９年５月退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地方旗帜 （Ｑｕａｒｔｉｅｒｆａｈｎｅｎ），指带有古代风格的德意志民族地方部落或者地方政权的旗帜。

埃申海默城门 （Ｅｓｃｈｅｎｈｅｉｍｅｒ　Ｔｈｏｒ），早期法兰克福城堡的重要城门之一，现在是位于市中心的代表性建筑。

穆姆别墅 （Ｖｉｌｌａ　Ｍｕｍｍ），法兰克福市中心美因河畔的宫殿式建筑。现在是德国联邦制图与国土测量局的办公地。

拉沃，弗兰茨 （Ｒａｖｅａｕｘ，Ｆｒａｎｚ　１８１０－１８５１）———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代表科隆，属于中左派。１８４９年６月６

日被残缺的法兰克福议会任命为帝国五摄政之一，１８４９年巴登起义中任临时政府委员。



众的队伍已经足够大了。当火炬手们站起来时，一切都静止了，人们在阳台上说的话都比圣保罗教堂

讲台上讲的话更悦耳动听。

加格恩的开场很民主：个人什么都不是；只有人民拥护他，只有人民的声音才能使他明白自己的

职业。但他越来越有议员的风格了。他认为，根据国民议会的 “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原则就可以完善

一部好的宪法的承诺———从统一视角而言，这是不太让人振奋的。他并没有像人们期望的那样以德国

统一的话题来结束，而是以高度评价证实了自己卓越之处的法兰克福公民来结束了他的开场白。

掌声和演讲一样是矜持的。我不知道，法兰克福公民是不是出于谦虚而不想对自己的荣誉大加赞

赏，还是像通讯记者和工人协会的成员一样，想起了德国统一前最后辉煌的考验期。即众所周知，法

兰克福公民要求驱逐参议院瑒瑡的三名徳裔外国人。参议院也根据 “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原则驱逐了他

们，还说他们沉浸在下一次精彩考验期的想法中，其中包括禁止６月１４日在此召开的民主协会会议。

索隆瑒瑢就像一个旧时的学生社团成员一样，谈论要争取的自由，并庆祝 “为能力而奋斗”！只有德

国人才会走如此多的弯路，发明这些根本不可能转化为法国的和民主的东西。

安德里安瑒瑣作为第二副主席，也谈及友谊的崇高性。但是因为他还没有在国民议会发言，可能没

人认识他。如果说加格恩代表严肃的中间派，索隆代表温和的中间派，安德里安则是以右派冷峻的沙

龙语调讲话。他声称，奥地利和德国一直相互战斗了几个世纪，然后只以 “相互对抗”就纠正了这段

历史。直到卡尔瑒瑤公爵为止，无人谈及这场战争是针对谁的。

这就是我们的统一节。


［第一版下部一至三栏］

不管这一切！瑒瑥

改变。　
那是没有温暖的三月时光，

尽管下雨，下雪，和类似的一切！

现在，那里雪花飘落，

尽管如此，现在还是很冷！

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

在维也纳，柏林和其他所有地方———

严酷的冬风

使我们感到唇竭齿寒，所有这一切！

５１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第６号

瑒瑡

瑒瑢

瑒瑣

瑒瑤

瑒瑥

参议院 （Ｓｅｎａｔ），指法兰克福市的参议院。１３７２－１８６６年，法兰克福市是独立的城邦，拥有完整政府体系。

索隆，亚历山大·冯 （Ｓｏｉｒｏ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ｖｏｎ　１８０６－１８５５）———１８４８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国民议会最初的第一副主席，

后来担任过若干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宪法委员会和帝国代表 （Ｋａｉｓｅｒｄ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安德里安，维克多·弗朗茨·冯 （Ａｎｄｒｉａｎ，Ｖｉｃｔｏｒ　Ｆｒａｎｚ　Ｆｒｅｉｈｅｒｒ　ｖｏｎ　１８１３－１８５８）———奥地利自由派政治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法

兰克福议会议员。五十人委员会成员。１８４８年８月至１８４９年１月为法兰克福议会驻伦敦临时特使。被法兰克福国民会议推举为帝国摄

政的奥地利约翰公爵的代表。

卡尔，路德维希·洛伦兹 （Ｋａｒｌ，Ｌｕｄｗｉｇ　Ｌｏｒｅｎｚ　１７７１－１８４７）———奥地利公爵，特申公爵 （Ｈｅｒｚｏｇ　ｖｏｎ　Ｔｅｓｃｈｅｎ），奥地利元

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的第三个儿子。因军事指挥能力和改革奥地利军队而闻名，拿破仑的对手。

这首诗是弗莱里格拉特仿照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ｕｒｎｓ，１７５９－１７９６）风格写作的。马克思和他的夫人燕妮多次

在信里引用过该诗。彭斯创作了许多音乐性诗歌，代表作有 《友谊地久天长》《一朵红红的玫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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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回应之风

夹带着粉霉病、霜冻和其他的一切！

那就是宝座瑒瑦上的资产阶级———

尽管如此，它却仍然屹立不倒！

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

尽管有血债、欺骗和所有这些不齿之事———

它仍然屹立着，并斥责我们，

几乎和以前一样，所有这一切！

胜利为我们赢得的武器，

战胜一切的正义的胜利，

有人却要将它们悄悄拿去，

连同酸白菜、焊料和其它的一切！

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

尽管有议会和它的一切———

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枪支，

以及士兵的野性，所有这一切！

然而我们活泼又开朗，

没有颤抖，所有这一切！

内心深处愤怒的光芒，

无论如何，还是让我们保持温暖！

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

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所有这一切！

我们颤抖着身体：这讨厌的风呀，

没有什么值得惧怕，所有这一切！

国会是否丑态百出

冒着学究气，所有这一切！

魔鬼是否也有所反应

用它们的蹄、角和它们的一切———

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

尽管有愚蠢，诡计和所有这一切，

无论如何，我们也知道：

人们要保持胜利，所有这一切！

６１

瑒瑦 Ｔｈｒｏｎ，既指宝座，也指小孩用的夜壶。



是否王子也会回来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和他的一切：———

尽管如此，他的剑是一把破碎的剑，

是一把没有荣誉的剑！

是的，那么：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

无论如何，尊重民意吧，

用利剑将他劈成两半，

在上帝和世界面前，所有这一切！

要用砂浆填满他的喉咙

还要用铁、铅和其他的一切：

我们坚持自己的立场，

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颤抖！

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

无论如何，你们都要行动，

就像那不勒斯那个恶棍瑒瑧：

这才有所帮助，所有这一切！

只有被摧毁的东西才能代表你们的勇气！

无论如何，这些都是破烂玩意儿！

我们是人民，我们是人类，

无论如何，我们始终团结一心！

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

无论如何，你们来吧！

你们阻碍了我们，但你们不能强迫我们———

世界是我们的，所有这一切！ 斐·弗莱里格拉特瑒瑨

［第二版一栏］

＊法兰克福，６月３日。经过三天的寂静之后，今天国民议会在 “高贵加格恩”主席团的主持下，

再次做出他们所期望的决议，即实际上没做出任何实际决定；如果人们想到，是什么让每个代表在法

兰克福商业共和国里操心，如何有效利用每天从人民口袋里流出的３塔勒，就不会对大会的过早松散

而感到吃惊。在新的申请、请愿书和报告中还有许多有趣的事情。议会主席提到了为建造一支德国舰

７１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第６号

瑒瑧

瑒瑨

“恶棍”指两西西里王国国王斐迪南二世 （１８３０－１８５９），那不勒斯是该国首都。由于国内发生革命，他于１８４８年１月２９日同

意颁布具有民主内容的新宪法，任命自由派人士为首相。５月１５日他又食言并解散议会，任命保守派人士为首相。１８４９年，他的军队

炮轰两西西里发生起义的各主要城市，固有 “炮弹国王”的绰号。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 （Ｆｒｅｉｌｉｇｒａｔｈ，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１０－１８７６）———德国诗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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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做出的贡献，其中曼海姆市出了１００古尔登瑒瑩，由此看来，德国人似乎变得很善于戏水，应该离开沙

滩进到水里了。冯·罗纳瑓瑠先生报告了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情况。（全场鸦雀无声，会场和走廊上充满了

好奇和期待。）首先，罗纳先生说到，委员会的组建是实实在在的；（钦佩和欢呼！）它不会就此止步；

它成立了一个由报告人冯·布鲁克瑓瑡先生和埃森史鲁克瑓瑢先生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目标是，通过

“信任体系建设”———国民议会申请批准投机活动，还要培养 “专家”（“国民经济委员会”由哪些人组

成？），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与政府当局保持联系。国民议会对这样的热情和工作极为满意，一致同意

了该申请，然后又无限期地推迟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实际谈判。来自的里雅斯特瑓瑣的冯·布鲁克代表海

军委员会，目前还没有做报告。高贵的米特迈尔瑓瑤先生十分谦虚，他说波兰人在抗议德国国民议会接

纳波兰代表，因为波森不应该被扯到德国联邦里；委员会不认为自己有权管辖；紧接着他建议波兰人

可以暂时允许在议会有一席之地，但其后续的事情则只有期待日后 “宪法委员会”的下一步动作。以

普鲁士王国逃亡者著称的雅科布·费奈迭瑓瑥，因为 “抗议”克拉科夫瑓瑦被吞并而出名。（海涅瑓瑧说：这件

事情值得怀疑，帕麦斯顿瑓瑨和费奈迭已提出抗议！瑓瑩）雅科布·费奈迭走上台前喊道，他 “抗议”过接

纳代表这件事，他表示自己一直都在 “抗议”，并会一直坚持 “抗议”。当议会主席表示这并不算问题

时，费奈迭先生再次沉默了，国民议会接受了米特迈尔先生的动议，等待宪法委员会对波兰问题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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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瑩

瑓瑠

瑓瑡

瑓瑢

瑓瑣

瑓瑤

瑓瑥

瑓瑦

瑓瑧

瑓瑨

瑓瑩

古尔登 （Ｇｕｌｄｅｎ），中世纪以来中欧和东欧交易的主要货币，早期为含３．５４克纯金的金币。

罗纳，弗雷德里希·冯 （Ｒｎｎｅ，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ｖｏｎ　１７９８－１８６５）———普鲁士律师，外交官。１８３４－１８４３年为普鲁士驻美国大使。

１８４８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议会经济委员会主席。１８４９年为德意志帝国中央临时政府驻美国特使。１８５８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

１８６２年以后为进步党人。

布鲁克，卡尔·路德维希·冯 （Ｂｒｕｃｋ，Ｋａｒｌ　Ｌｕｄｗｉｇｖｏｎ　１７９８－１８６０）———奥地利政治家，男爵。１８４８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

员。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１８５１年为奥地利商务和公共工程大臣，对产业政策进行改革，建立电报线路，修建公路和铁路，成立了奥德邮政联

盟。１８５５年为财政大臣。

艾森斯图克，伯恩哈德 （Ｅｉｓｅｎｓｔｕｃｋ，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１８０５－１８７１）———来自萨克森王国的１８４８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１８４９年残

缺法兰克福议会副主席。随后一度居住在比利时，后来是萨克森王国议会议员。

的里雅斯特 （Ｔｒｉｅｓｔｅ），现在意大利东北部的港口城市。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联邦时期为奥地利统治下的自由市。１９２０年，

根据 《拉帕洛条约》，意大利王国获得的里雅斯特。１９４７年，该市被宣布独立的城市自治实体，受到联合国保护。１９５４年，该市的 Ａ

区 （占该市的绝大部分）被划分给意大利，Ｂ区成为南斯拉夫 （今斯洛文尼亚）的一部分。

米特迈尔，卡尔 （Ｍｉｔｔｅｒｍａｉｅｒ，Ｋａｒｌ　１７８７－１８６７）———德国法学家，温和自由主义者，著有２０多部法学著作。来自巴登大公

国的１８４８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中间派左翼的领导人之一。１８４５年当选为美国古人类学会会员，１８５３年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

国荣誉会员。

费奈迭，雅科布 （Ｖｅｎｅｄｅｙ，Ｊａｋｏｂ　１８０５－ｌ８７１）———德国激进政论家，民主主义者。１８３２年在曼海姆被捕后越狱逃到法国，

１８３４年成为在法国的流亡者同盟的领导人。１８４８年德国三月革命后返回德国，当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反对普鲁士作

为霸主统一德国。

克拉科夫 （Ｋｒａｕｋｕｓ），波兰南部较大的城市。１７９５－１８０９年并入奥地利；１８１５－１８４６年为中立的自由市；１８４６－１９１８年并入奥地

利。１９１８年回归波兰。

海涅，海因里希 （Ｈｅｉｎ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９７－１８５６）———德国著名诗人和散文家。代表作 《诗歌集》《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西

里西亚织工之歌》《你像一朵鲜花》等等。１８４３－１８４４年与马克思相识，他的创作达到顶峰，作品具有更多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

帕麦斯顿，亨利·约翰·坦普尔 （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Ｈｅｎｒｙ　Ｊｏｈｎ　Ｔｅｍｐｌｅ　１７８４－１８６５）———勋爵，英国著名政治家，辉格党人。两次

对华鸦片战争的发动者。曾任军务大臣 （１８０９－１８２８）、外交大臣 （１８３０－１８４１、１８４６－１８５１）、内政大臣 （１８５２－１８５３）和首相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８、１８５９－１８６５）。

这句话出自 《莱茵附页。曼海姆晚报文学副刊》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　Ｂｌｔｔｅｒ．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ｓｃｈｅ　Ｂｅｉｌａｇｅ　ｚｕｒ　Ｍａｎｎｈｅｉｍｅｒ　Ａｂｅｎｄｚｅｉｔｕｎｇ）

１８４７年１月２３日第１０号第４０页，标题为 《Ｈ．海涅的一个辛辣讽刺的笑话》。１８４６年，克拉科夫发生波兰人民起义，起义被俄奥联

军镇压，随后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出于警惕俄国扩张而反对奥地利吞并克拉科夫。海涅的话在于讽刺费奈迭

没有实力而说空话。马克思在新闻里添加这句话，意在表达对费奈迭的厌烦。



所决策。以下是议事日程：优先权委员会关于临时组建中央权力的提案。优先权委员会的设立是为了
“分别处理议员们的动议，并确定他们陈述的顺序”。人们能够期望优先权委员会在处理执行委员会的

议案时已经将其他相关提案 “整理得当”并进行报告吗？这太过急躁了！该委员会在报告中一致指出，

中央权力问题十分紧迫需要优先着手，谈判也刻不容缓；委员会要求选出一个新的委员会，对所有组

建执行委员会的提案进行审查和 “排序”。该委员会的提案申请人，来自特里尔的西蒙瑔瑠先生，只谈到

了事情本身的重要性：一个人是想在口头上和纸张上享有主权，还是切实投入行动，这是一个问题；

通过组建完成的中央权力可以帮助人们对抗 “无政府主义企图”和 “个别国家的分裂主义思想”等等。

没有人对动议需要马上进行谈判的紧迫性有异议，即使是提出了一些与执行委员会相关动议的左派也

没有异议。在库尔森瑔瑡被称赞为 “激进派”的施瓦岑贝格瑔瑢认为这是值得考虑的，要首先考虑 “已经发

生了的事”（这难道不包括联邦议会里的行尸走肉吗？），还要考虑如果该提案在宪法草案引起宪法委员

会的 “重视”，该提案就能得到最好 “实施”。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无论是芬克瑔瑣男爵还是德国

联邦议会的代表韦尔克尔瑔瑤，都听不到他们吹小曲儿了。国民议会催促尽快进行表决，西蒙的动议得

到了多数人的支持。审查委员会的选举完全与右派背道而驰，因此他们立即对此开展行动。———还提

交了一份优先权委员会职权范围的报告。在优先权委员会中，来自布勒斯劳瑔瑥的富克斯瑔瑦先生是一位狡

猾的律师，他对是否有人会指责委员会的无能提出了严重的怀疑；此外，他还问到，该委员会是在暂

行议事规程下产生的，那么是否新的议事规章通过后国民议会关于该委员会的授权就要被废除；按照

一项命令只能由授权人明确撤回的原则，富克斯先生认为必须遵循 “一般法律原则”对此做出统一决

议；他还说到，新的议事规则可能使人怀疑优先权委员会是否真正能安排提案的优先次序；此外，从

法律角度来看他也认为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个法律上的荒诞闹剧，戏法般地变出了自相矛盾的疑

虑来，获得了严肃的议会还有走廊上嬉笑的人们的认同。而后国民议会又同意再新增１５名议员，前者

是独立的议案，后者就要将意见书 “规范化”并讨论。在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完成了这些重要工作

后，国民议会休会到后天；明天将是每个人都能尽情享受那３塔勒会议补贴费的日子。

法兰克福，６月３日。激进民主党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上的宣言。

“谁将伟大的人民割让给恺撒，

就是把民众出卖给他。”瑔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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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瑠

瑔瑡

瑔瑢

瑔瑣

瑔瑤

瑔瑥

瑔瑦

瑔瑧

西蒙，路德维希 （Ｓｉｍｏｎ，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１０－１８７２）———律师，民主主义者。来自马克思家乡特利尔的１８４８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

员，属于左派。一度流亡瑞士。

库尔森 （Ｋｕｒｈｅｓｓｅｎ），又称黑森－卡塞尔 （Ｈｅｓｓｅ－Ｋａｓｓｅｌ），１６世纪德国中部地区一个相对独立的诸侯国，１８０３年成为选侯国。

１８０７年并入威斯特伐利亚王国。１８１４年复国。１８６６年被普鲁士吞并。

施瓦岑贝格，路德维希 （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ｎｂｅｒｇ，Ｌｕｄｗｉｇ　１７８７－１８５７）———律师、法官。来自库尔森选侯国的１８４８年法兰克福国民议

会议员。１８３５－１８５７年在该国首都卡塞尔从事司法工作。

芬克，格奥尔格·冯 （Ｖｉｎｃｋｅ，Ｇｅｏｒｇ　ｖｏｎ　１８１１－１８７５）———男爵，德国政治活动家。１８３７－１８４８年为普鲁士威斯特伐利亚省哈

根市行政负责人。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法兰克福议会与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联络人。后来为温和自由党人，１８６７年北

德联邦国会议员。

韦尔克，卡尔·西奥多 （Ｗｅｌｃｋｅｒ，Ｃａｒｌ　Ｔｈｅｏｄｏｒ　１７９０－１８６９）———德国法学教授，自由主义政治家和记者。１８３１年为巴登大公

国议会议员。１８３２年创办 《自由报》（Ｄｅｒ　Ｆｒｅｉｓｉｎｎｉｇｅ）。来自巴登大公国的１８４８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代表作 《宪法

词典》（Ｓｔａａｔｓｌｅｘｉｋｏｎ）。

布勒斯劳 （Ｂｒｅｓｌａｕ），波兰语 Ｗｒｏｃａｗ （弗罗茨瓦夫）。二战以前是德国重要的工商业与文化名城之一。二战后属于波兰，原

德国居民几乎全部西迁，但保留下战后重建的大量普鲁士、奥地利乃至波希米亚风格的建筑。

富克斯，卡尔·戈特利布 （Ｆｕｃｈｓ，Ｃａｒｌ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　１８０１－１８５５）———德国法律工作者。１８４６年为布勒斯劳法院院长。来自布勒斯

劳的１８４８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１８４９－１８５５年为布勒斯劳高级公共检察官。

“伟大的人民”（Ｍａｊｅｓｔａｓ　Ｐｏｐｕｌｉ），借用了席勒一首诗的标题。该诗歌颂民众中少数高尚、智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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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保留地说出这一宣言是必要且有效的，它引导着我们，相信激进派民主党宣言的生命力和不

断向前的力量，１８４８年欧洲革命也正来源于此，在此，我们在人民面前应该大声地、坚定地喊出这一

宣言，因为这一宣言充分地体现了我们民主党在人民群众中坚持无限自治的根本任务。

Ⅰ．

对内我们想实现完全民主的国家体制，目的是人人自由，对外实现全民族解放和自治，停止一切

掠夺与压迫邻国和其他民族的欲望。欧洲人民将自由地聚合为自由的国家。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国家的

真正含义，并且期望在不远的将来，除了自由国家主权议会的法律以外不再有其他任何法律，自由的

国家不会相互划分界限，也不争夺贸易优势，而是联合起来形成共同体。

在自由平等的共同体或联合同盟中，我们找到了在德国 （和在欧洲）建立统一

［下转第二版二栏］

［第二版二栏］
［接第二版一栏］

和自由的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我们也想建立像北美同盟一样的体系。如果我们希望德国主权和民族

统一，那么我们就要希望其国民议会和政府管理机构能够团结统一。

德国已经统一了。德国统一不是各个不同领地归为一个国土的统一；更多的是通过在法兰克福议

员行使主权的议会上的团结而形成的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在这个联合中我们看到了它的自由；当我们

想要民族自由，我们就要借助国民议会和议员来实现完全不受约束的自治。议员、政府委员会、法院

陪审团、武装部队都要执行人民不受约束的意志和主权，而绝不能交付给个人或某个议院。

和统一一样，人民自由目前也已经实现了。人民意志结成了国民议会。议会知道它必须维护国家

主权，根据国家赋予其生命的权利，认真切实地遵循这两个原则去通过德国宪法，那么它必须保护自

由，将无序自由转化为有序自由。这是一项伟大、积极的革命工作。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国民议会要

建立人民主权，即组建理解人民意志的机关，国民议会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人民主权。

这些机关是：１）国民议会的人民代表，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在任职期满后辞职；２）由国民议会

选举产生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大臣要对国民议会负责，当失去多数票后，应重新回到议会。

任何其他形式的自由都是对人民主权的侵犯。只有由人民代表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和由议会产生

的政府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的自由意志。假如享有主权的人民让他们的代表们决定他们的统一，认为必

须因此在德国选出世袭国王，那么这就不是自由人民的联合，而是在一个国王王冠下诸侯们的联合。

我们的任务不是将所有的王侯带到同一个屋檐下，而是团结人民不受压迫，保护享有主权的自由人民

不受侵犯。如果一个民族在革命和无政府状态下掌握了主权，制定了国王的法律，并将主权移交给国

王，那么这将是对自己的背叛。这样的愚蠢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我们不应当再去模仿丹麦人了瑔瑨。

但是立宪主义者却说，我们要拥立一位基于君主立宪制的德国国王。国王只是继位而不是被选举出

来，除此以外，君主立宪制的国王是绝对的残余，在１８４８年的民主革命以后，这种残余已经逐渐减少。

人民主权才是我们当下的现状，国王将不再拥有权力，他实际上仅仅是职能非常有限的国家公务员。他

负责首相的任命和继承人选。让专制主义只剩下这两种闲职是非常聪明的智慧，我们钦佩这种智慧，当

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智慧，我们会对其更加钦佩。但是在整个德国 （与整个欧洲一样）根本就没有统治者

０２

瑔瑨 １８４８年１月，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逝世。３月，在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妥协下，新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登基。他接受君

主立宪制，制定新宪法并成立由国家自由党主导的新内阁。



的存在，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创造统治者的残余。君主立宪制与国王是绝对要摒弃的；我们德国人应该在

１８４８年的法兰克福这样解决问题吗？这就像做一顶旧帽子而不是将它扔掉那样。我们不希望如此。

那么还剩下什么呢？议会主权，或者根本没有国王，仅是任职的总理和他的内阁，或者是由议会

主席领导的执行委员会，或者是由负责的总理领导各负其责的执行委员会。

智者们却对此有异议：这虽然是正确的，但不符合实际，因为人民没有逻辑思维能力，只有一味

的思想困惑。这些自以为很实际的人民代表们自我迷惑，因为他们代表困惑而不是解决困惑；他们是

不切实际的；每个人都会为摆脱他们的困惑而高兴。当人民有了困惑，并且没有意识到，就会一直保

留着它。因此只要教会人民正确思考，他们就会感谢你。

认为人民的情感和本能不会激进，这也是完全错误的；相反，１８４８年民主革命的一切后果将在各

个地方以无情严肃的方式展现出来；我们今天必须要提要求，即便它可能明天才能实施。

我们不断地压抑理性，因为我们在前进的运动中产生了不信任感。的确，欧洲人民的解放目前正

在停滞不前。革命也在俄国的边界上止步不前。但是，从这一点恰好可以看出，斯拉夫的解放问题是

革命的关键问题。波兰和俄国以及所有其他斯拉夫部族的专制制度被推翻，也就意味着它在欧洲的庇

护能力消失了；这是确保德国解放的唯一途径。如果我们的内部敌人同俄国的军事独裁力量一同密谋，

我们就会屈服于反动派和野蛮暴力。

因此，我们希望各国人民建立神圣的联盟。我们和法国人、意大利人、民主的斯拉夫人一起前进；

我们希望波兰、意大利和德国同时重生。法兰西共和国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我们也欣然接受。

ＩＩ．

为了德国的重生顺利进行，我们想借助德意志人民主权的力量，通过制宪国民议会，通过一部坚

持永远保障国家主权的宪法。因此我们希望：

１）德国的国民议会每三年选举一次，直接选举产生，不需要人口普查瑔瑩。

２）一个执行委员会，由一名在任主席和相关负责部门组成，并由议会多数成员选举产生。因此，每一

届重新选举的国民议会都要重新委任其执行委员会。

３）我们要求开始拟定和宣布人民权利以及德国宪法，并委托宪法委员会立即草拟人民的权利。

４）我们采用了德国１８４８年３月以来的制度，并认为我们德国目前的政治形势如下：德国各邦国通过

统一的德国国民议会组成一个联邦制国家，各邦国应当放弃国民议会认为建立整体主权国家所必需

的权力。

５）各联邦州可以像帝国自由市、

［转第二版三栏］

［第二版三栏］
［接第二版二栏］

共和国那样自由立宪，或像其他国家那样君主立宪；但在国民议会宣布人民权利确定了的任何情

况下，都必须给予人民由国民议会确定和颁布的自由权。

６）整个国家的最终宪法不需要各州的进一步批准，只要国民议会通过即可。议会将集中整个国家的权

力，要将不同权力和政治体制通过制度立即付诸实施，并颁布国家的内部和外部政策。

１２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第６号

瑔瑩 这里所说的不要人口普查，指拒绝以各种条件 （特定的财产、收入，以及性别、年龄、民族、出生地等等）限制民众参与

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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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６月３日。今天由国民议会选出的关于临时中央权力建设的审查委员会由下列成员组

成：冯·特吕茨勒瑖瑠、冯·加格恩瑖瑡、冯·梅恩瑖瑢、冯·索肯瑖瑣、弗洛特韦尔瑖瑤、达尔曼瑖瑥、冯·林德

瑙瑖瑦、克劳森瑖瑧 （秘书）、施泰德曼瑖瑨 （第一主席）、武尔特瑖瑩 （副主席）、芝纳缇瑘瑠、布鲁姆瑘瑡、敦克

尔瑘瑢、冯·劳默尔瑘瑣、维普曼瑘瑤。

———６月２日，在联邦议会，符腾堡瑘瑥皇家特使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报告了在美因茨发生的事

件瑘瑦，以及他们对事件采取的措施和调查的结果。

２２

瑖瑠

瑖瑡

瑖瑢

瑖瑣

瑖瑤

瑖瑥

瑖瑦

瑖瑧

瑖瑨

瑖瑩

瑘瑠

瑘瑡

瑘瑢

瑘瑣

瑘瑤

瑘瑥

瑘瑦

特吕茨勒，威廉·阿道夫·冯 （Ｔｒüｔｚｓｃｈｌ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　Ａｄｏｌｐｈ　ｖｏｎ　１８１８－１８４９）———德国政治家、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萨克森

共和国议会议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１８４９年５月参加巴登－普尔法茨起义，革命失败后在曼海姆被捕，

１８４９年８月１３日经普鲁士军事法庭仅５分钟的审理被判处死刑，第二天在当地被枪杀。曼海姆市用他的姓氏命名一条大街来纪念他。

他的出生地哥达市有特吕茨勒广场，德国开姆尼茨市和普劳恩市也有以他的姓氏命名的街道。

报纸在此处加格恩名字前多写了 “Ｍ．”。

梅恩，弗朗兹·费迪南德 （Ｍａｙｅｒｎ，Ｆｒａｎｚ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７９９－１８８９）———奥地利军事工程师和政府官员。１８４７－１８４９年任维也纳

军事地理学院副院长。来自奥地利维也纳的１８４８年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议员。１８４９－１８５９年为奥地利商业、工业和公共建筑部大臣级专

员。这里梅恩 （Ｍａｙｅｒｎ）的名字错印成ｖ．Ｍｅｙｅｒｎ。

索肯－塔普特申，恩斯特·法比安·冯 （Ｓａｕｃｋｅｎ－Ｔａｒｐｕｔｓｃｈｅｎ，Ｅｒｎｓｔ　Ｆａｂｉａｎ　ｖｏｎ　１７９１－１８５４）———东普鲁士政治家。来自东普

鲁士安格堡 （Ａｎｇｅｒｂｕｒｇ，现名 Ｗｇｏｒｚｅｗｏ，归属波兰）的１８４８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右翼。１８５０－１８５２年是普鲁士众议院

议员。

弗洛特韦尔，海恩里希·爱德华 （Ｆｌｏｔｔｗｅｌｌ，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Ｅｄｕａｒｄ　１７８６－１８６５）———普鲁士政治家。１８４４－１８４６年为普鲁士财政大

臣。１８４８年是代表萨克森州阿舍斯乐本 （Ａｓｃｈｅｒｓｌｅｂｅｎ）的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议员。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年为普鲁士内政大臣。

达尔曼，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 （Ｄａｈｌｍａｎ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１７８５－１８６０）———德国政治家和史学家，主张德意志统一。

１８３７年萨克森王国奥古斯塔二世废除宪法，他与六名教授 （合称 “哥廷根七君子”）抗议国王违宪，被免职和驱逐出境。１８４８年法兰

克福国民会议议员 （属于中右翼），并被推为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

林德瑙，伯恩哈德·奥古斯特·冯 （Ｌｉｎｄｅｎａｕ，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Ａｕｇｕｓｔ　ｖｏｎ　１７７９－１８５４）———男爵，德国政治家和艺术品收藏家。

１８３１－１８４３年为萨克森州行政首脑。１８４８年是代表萨克森州阿尔滕堡 （Ａｌｔｅｎｂｕｒｇ）的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议员。

克劳森，汉斯·赖默 （Ｃｌａｕｓｓｅｎ，Ｈａｎｓ　Ｒｅｉｍｅｒ　１８０４－１８９４）———德国律师、政治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后来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议会议议员。１８５２年德－丹战争后移居美国，当选爱荷华州参议员。

施泰德曼，卡尔·威廉·冯 （Ｓｔｅｄｍａｎｎ，Ｋａｒｌ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ｖｏｎ　１８０４－１８８２）———德国自由派政治家。１８３５－１８４８年为莱茵省等级议

会议员。１８４８年为代表莱茵省克罗伊茨纳赫 （Ｋｒｅｕｚｎａｃｈ）的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议员。１８５０年为德国爱尔福特联盟议会议员。

武尔特，奥托·卡尔 （Ｗüｒｔｈ，Ｏｔｔｏ　Ｃａｒｌ　１８０３－１８８４）———德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８年是代表巴登西格马林根 （Ｓｉｇｍａｒｉｎ－

ｇｅｎ）的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议员，属于左派。１８４９年参加巴登－普尔法茨起义。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被以叛国罪缺席判处３年徒刑。

他在瑞士库尔市任律师，１８７２年为库尔德国援助协会的主席。

芝纳缇，约翰·巴梯斯特 （Ｚｅｎｅｔｔｉ，Ｊｏｈａｎ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　１７８５－１８５６）———德国巴伐利亚王国官员。１８４８年是代表下巴伐利亚州兰

德舒特 （Ｌａｎｄｓｈｕｔ）的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议员。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为普法尔茨地区行政长官。

勃鲁姆，罗伯特 （Ｂｌｕｍ，Ｒｏｂｅｒｔ　１８０７－１８４８）———德国记者，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议会左派领袖。

１８４８年１０月参加维也纳保卫战，被俘后于１１月被反革命占领军杀害。

敦克尔，马克西威廉·沃尔夫冈 （Ｄｕｎｋｅｒ，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１８１１－１８８６）———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１８４８年是代表萨

克森哈勒 （Ｈａｌｌｅ）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１８４９－１８５２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１８６７－１８７４为普鲁士国家档案馆馆长。

劳默尔，弗里德里希·冯 （Ｒａｕｍ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ｖｏｎ　１７８１－１８７３）———德国历史学家。曾在布勒斯劳大学、柏林大学任教，担任

过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秘书。１８４８年为法兰克福议会议员，支持小德意志方案 （即排除奥地利在外的德国统一计划）。报纸在此处排版时

将劳默尔最后一个字母 “ｒ”排倒了。

维普曼，卡尔·威廉 （Ｗｉｐｐｅｒｍａｎｎ，Ｋａｒｌ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００－１８５７）———德国黑森－卡塞尔选侯国官员。１８３２年为黑森议员。１８３５－

１８３７、１８４１－１８４６年为首都卡塞尔市长。１８４８年为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议员，属于右派。１８４８年９月为黑森内阁首脑。１８５０年为爱尔福

特联盟议会的议员。

符腾堡 （Ｗüｒｔｅｍｂｅｒｇ），德国历史上的一个邦国———符腾堡王国 （１８０６－１９１８），位于德国南部，首都斯图加特。

指１８４８年美因茨市民与普鲁士要塞武装发生的暴力冲突。



５月２８日要塞政府瑘瑧发布的报告中提到，在普鲁士皇家军队———通过国民议会的决议拿到足够的

补给来弥补冲突的损失后，表达了将全部或者至少一部分军队从美因茨转移的期望，而这个期望已经

由普鲁士陆军部出面做了说明。同时，要塞政府对城市遭到爆炸的威胁和已经显现出来的焦虑表示关

注，但是没有提出有效的建议措施，表示根据多年的管理经验，该要塞在践行特殊规则时一直遵守人

道和公正的基本法律，且只会在要塞安全受到威胁和攻击时才会根据其保障安全的义务采取大规模

行动。

该政府认为市民自卫团在短期内的重组是不可行的，只能在调整之后以特定的方式，在要塞规则

的保障下并根据军事法进行。

在考虑了这些汇报的情况以及联邦议会议员收集的信息后，联邦议会对５月２７日萨克森瑘瑨皇家特

使提出的建议做出以下决议。

１）只有在普鲁士皇家军队提出想要完全或者至少部分调离部队的意愿，并且在向普鲁士陆军部提交了

申请后，驻军变更的提案才能通过。最有效的方法是，今后应尽量避免因为相互仇视而挑起冲突。

２）目前要塞政府深思熟虑的意见还不能指导市民自卫团的重组事项，必须建立更严谨的解决方法，包

括令人期待的 《市民自卫团法》应当和联邦要塞规定的内容相一致，以及在目前的局势下是否允许

美因茨市民拥有武装的决定。

３）要塞政府因动乱爆发而做出的特殊规定已在情况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修改，特别是对结社的总体禁

止只不过是禁止在封闭的空间进行集会；新闻出版自由不受任何审查制度的限制，只是禁止展示挑

衅性的图片和文字，并指示编辑们不要收录任何可能增加驻军和公民痛苦的文章；联邦议会无法预

期政府的积极努力能在多长时间之内完全恢复要塞的有秩序状态，期望遵守纪律的驻军和热爱和平

的公民，相互理解避免相互敌视，避免破坏美好和谐状态。

联邦议会直到最后一刻都坚持己见。除了对要塞政府做了指示之外，没有对其他人做出指令，这

当然是好的。这项新决议可以向国民议会表明，即刻启用新的中央行政机关代替迂腐的、对人民怀有

天然敌意的政府是多么有必要。

柏林，６月３日。过去几天令人紧张的谣言，如秘密撤出武器装备、钉固桥梁、聚合柏林周围的

军队等等，导致六个大型民主协会６月１日组成代表团与首相进行了交流，大家都在关注这场武装部

队和手无寸铁的公民之间的冲突，敦促当局为了平息公民的愤怒而严肃认真地采取行动，建立人民武

装。代表团提出，享有政治权利的人民武装是有法律基础的，因此这只是一个执行法律规定的问题。

如果每个公民都同样持有武器的权利，就必须从实际角度出发考虑大城市尤其是柏林的特殊情况，要

弥补武器的不足。当地似乎武器装备充足，而且现在更重要的是通过临时拿出部分武器，通过认真的

接收规则和恰当的武器分配，来表达诚意。但到目前为止还有分配不合适、不公平的现象，例如训练

有素和力气强壮的机械制造工人没有武器装备，而几乎所有政府官员，尤其是年纪较大的人，都在武

装警卫部门而不是公务员部门工作，那么这显然就会成为维持治安的破坏因素。由于宪法草案中对人

民武装只字未提，也没有一项相关法律，这就增加了人们的不信任感。到目前为止，内阁没有在此关

键时期站出来采取任何措施，或通过诚实和有所作为来获得国家的信任，而是一直采取不作为和蹩脚

的做法，即使他们有最好的意图，也会不断引起大众的愤怒。保守党成员大量宣传关于柏林当局猛烈

批评并且威胁将议会

３２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第６号

瑘瑧

瑘瑨

要塞政府 （Ｆｅｓｔｕｎｇｓ－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ｓ），普鲁士军队在美因茨军事要塞的管理机构。１８１５年拿破仑失败后，普鲁士军队在美因

茨城设立军事要塞。

萨克森 （Ｓａｃｈｓｅｎ），德国历史上的一个邦国———萨克森王国 （１８０６－１９１８），首都德累斯顿，最大城市莱比锡。位于德国中南

部，南邻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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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到各地的言论广泛传播，这甚至使人们对国民议会的期望也降低了，认为它只是在通过敲锣打鼓

来展现自己的作为。只要人们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就不能继续否认反动派的努力是成功的。那不勒斯

和维也纳发生的事件瑘瑩更是增添了人民的不信任感，内阁的毫无反应也使人们担心被欺骗甚至会出现

更糟糕的情况。因此代表们提出以下要求：

内阁作为国家最高行政当局，应顺应未持武器但未合法拥有武器的柏林人的意愿，满足公民需求，

立即，或至少为人民装备部分武装。为了安抚人心，发布公告承认人民武装的权利，同时社区有

关当局要公正、平等、快速地指导武器分配工作。

工人武装不是危险；尽管目前是人民对任何措施都异常愤怒的时期，还有极度贫困的压迫，但他

们的行动证明了他们是值得最信任的。首都在最平静时期的道德状况都比现在糟糕得多；内阁也不可

低估危险的存在，不要对此秉持乐观态度。

内阁召开会议后，首相瑝瑠在１点钟开始重新安排与机械工人团体和人民代表团就目前的问题听取意

见，但是他认为在刚刚获得这种意见的情况下，很难迅速采取有效行动。全面武装人民需要１００万支

步枪，这意味着巨额的开支，内阁无法面对国民议会承担这样的责任。可以肯定，国民议会将在短时

间收到一项关于人民武装的法案并进行讨论。对内阁不信任，认为它找不到办法，是没有根据的：任

何一个即使是最长远的意见，内阁都敬而远之。它首先期望议会做决定———如果议会不行的话———就

依靠国家；它是乐意服从国家的。毫无目的地运送武器人人皆知，不是秘密；在国民议会决定立刻增

加柏林的装备供给之前，内阁什么也做不了，这种广为流传的令人生气的说法也绝对站不住脚。另一

方面，他本人———首相———承认了分发武器的无目的性；然而他认为这是社区有关当局采取的措施，

他除了鼓励后者即刻审查和纠正错误外，无计可施。

《柏林阅报室》瑝瑡

柏林，６月３日。无法担任市民自卫团领导的阿朔夫先生终于下台，布莱桑少校接管了指挥权。

对此任命，《柏林阅报室》做了解读：如果布莱桑先生在新岗位上能继续他之前在当地幼儿保育机构的

做法，那么市民自卫团将前途光明。布莱桑先生开始让军队重新占领军械库。他说这是市民自卫团的

决议。但是市民自卫团俱乐部声称，来自各个地区的参加５月２日会议的所有４５０－５００名成员，无一

人知晓这项决议。———俱乐部已向所有地区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这些委员将作为市民自卫团指挥官一

职的候选人。———俱乐部还对凯勒瑝瑢伯爵的公示表示抗议，根据这一公示，政府 “为了减轻市民自卫

团的负担”将在夜间用栅栏封闭城堡。俱乐部向凯勒伯爵解释说，市民自卫团足够强大，在没有栅栏

的情况下可以保卫城堡，我们自卫团从未抱怨过保卫城堡的任务繁重，并且对凯勒所谓的 “达成协议”

一无所知。此外，除了眼下临时安全规定外，柏林居民在任何时候都拥有自由通过城堡的传统权利。

俱乐部抗议的问题，比该规定在民众间散播导致的不满和不信任的情绪要多得多。———应一个学生代

表团体的要求，在参加３月份遇难者的葬礼后，俱乐部支持在周日举行游行，俱乐部代表就游行的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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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瑩

瑝瑠

瑝瑡

瑝瑢

指１８４８年５月，意大利两西西里王国当权者在首都那不勒斯、奥地利帝国当权者在首都维也纳用武力镇压人民起义。

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９日至６月２０日，普鲁士内阁首相是卢道夫·康普豪森 （Ｌｕｄｏｌｆ　Ｃａｍｐｈａｕｓｅｎ）。

《柏林阅报室》（Ｂｅｒｌｉｎ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ｓ－Ｈａｌｌｅ，缩写：Ｚｅｉｔ．－Ｈａｌｌｅ．），德国日报。１８４６年起由哈·尤利乌斯在柏林出版；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间，是民主派报纸之一。

凯勒，古斯塔夫·冯 （Ｋｅｌｌｅｒ，Ｇｕｓｔａｖ　ｖｏｎ　１８０５－１８９７）———伯爵，德国政治家。１８４８年是代表萨克森州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议员，属于右派。１８４８年５月２０日脱离议会。



序等问题开会展开讨论，同时对那个公开反对游行的所谓的安全委员会表示抗议。另一方面，讨论会

同意在周日举行大游行。

（摘自 《柏林阅报室》）

———以下声明展现了柏林警方正在做什么：应相关人士呼吁，我号召德意志，特别是普鲁士，通

过每月自愿交费 （！）来偿还国家债务的提案公之于众：将有１０　０００册传单发放给本地房主。相关人

士希望从地方领导们那里得到号召成功的消息 （！）。柏林，１８４８年５月２９日，皇家警察局主席，

冯·米努托利。———这和 “皇家警察局”有什么关系？发布德意志号召书到底抱有什么样的类似种种
“期望”？

———民主俱乐部通过在议院墙上张贴布告的方法来控诉陆军部，雷耶瑝瑣将军颁布命令，剥夺士兵

自由结社的权利。——— 《柏林阅览室》确认，这一禁令主要是禁止士兵，特别是２４军团的士兵，参加

群众集会和阅读墙上的布告！

———钢铁工人已经开始武装起来。５００支旧步枪分配给了博尔西格公司瑝瑤的工人———这当然还不足

以武装这些工人的六分之一；当然，博尔西格先生———市民自卫团少校，解释说，这５００支步枪目前

已经足够了。

昨天，令人高兴的是，学生武装团体之间达成了和解，他们一致认为，大学委员会一直在压制学

生们的权利，这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得益于３月１８日的抗争，这种压制实际上已经不再有效。大学

生们都要抗议大学委员开除部分学生学籍的处分，那些学生在市民自卫团示威游行期间展示黑旗和挥

舞黑布，因为大学委员会已不再有这样的权利了。大家期待着文化部对该事件的决议。

《德意志报》瑝瑥

柏林，６月２日。为了整个柏林的安全，机械厂的铁路工人现在也拥有了军械库发放的步枪。除

此之外，其他拥有自己家庭和美满生活的工人也逐渐地被纳入市民自卫团的行列。

柏林，６月３日。根据今天的 《军事周刊》瑝瑦 报道，副官冯·海茨梅尔 ［Ｒａｔｚｍｅｒ］将军和副官罗

斯蒂茨 ［Ｒｏｓｔｉｚ］伯爵已被批准退役并领取相应养老金。

———柏林。妥协议会。６月３日大会瑝瑧。———已经确认七次补选。赖辛施佩格瑝瑨向委员会提交了有

关瓦德涅尔瑝瑩问题的报告。
［转第三版二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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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瑣

瑝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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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瑧

瑝瑨

瑝瑩

雷耶，卡尔 （Ｒｅｙｈｅｒ，Ｋａｒｌ　１７８６－１８５７）———普鲁士将军。１８４０－１８４８年为普鲁士陆军部作战局负责人。１８４８年４月２－２６日在

康普豪森政府中任陆军大臣。１８４８年５月至逝世，为普鲁士军队总参谋长。普鲁士众议院议员，属于右翼。

博尔西格 （Ｂｏｒｓｉｇ），一家位于柏林的德国机械工程公司，主要生产蒸汽机车，１９世纪后半叶的公司规模达到欧洲第一、世界

第二。

《德意志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自由主义的日报，是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君主立宪派的机关报。１８４７年创

刊，１８５０年停刊，１８４８年１０月前在海德堡出版，期间由著名的历史学家盖尔温努斯主编，后来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出版。人们一

般使用 《盖尔温努斯报》来称呼该报。

《军事周刊》（Ｍｉｌｉｔｒ－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１８１６－１９４３年德国柏林出版的一种军事主题的刊物。

根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 （ＭＥＧＡ２）第１部分第７卷，这篇新闻的作者为恩格斯。

赖辛施佩格，奥古斯特 （Ｒｅｉｃｈｅｎｓｐｅｒｇｅｒ，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０８－１８９５）———德国天主教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８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

于右派。１８４９年为科隆上诉法院院长。１８５０－１８６３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和天主教议员领袖。１８６７－１８８４年为德国议会议员。

瓦德涅尔，维克多·尼古劳斯 （Ｖａｌｄｅｎａｉｒｅ，Ｖｉｃｔｏｒ　Ｎｉｋｏｌａｕｓ　１８１２－１８８１）———德国特利尔的制造商，马克思的老乡。１８４８年３

月参与领导特利尔起义，随后当选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翼。５月１０日，他以暗杀罪被逮捕，随后改为叛乱罪。国民议会５

月２２日讨论了他作为合法选举的议员的豁免问题。７月１８日，议会经过热烈辩论，决定在议会期间解除对他的调查和监禁，立即召他

到柏林。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签署了关于议员豁免权的法律。此案开了议员豁免权的先例。１８５６年１２月２日，他到伦敦拜访过

马克思。１８６２－１８８１年他在特利经营一家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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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德涅尔
獉獉獉獉

涉嫌征用马匹，分派武器并试图乘坐火车前往特利尔。瓦德涅尔于８日当选为议员，根据确

凿的证据，他在９日被捕。特别委员会决定，不提出停止拘留的要求，因为还没有议员不可侵犯的法

律。如果有一部这样的法律存在的话，就能对是否停止问题进行讨论了 （！）。４名委员会成员不同意，

其他４名同意并表示，目前人们可以对此发表评论 （至少 《阅报室》是这么报道的，该报没有说这４

位委员究竟如何讲的）。讨论意见将于明天印发。———内斯·冯·埃森贝克???坚持要求议会在三月革命

烈士的葬礼后加入游行队伍中。他为了该提案为了能快速做出表决而积极寻求广泛的支持。洛 ［Ｌｏｈ］

提议纳入议事日程。议会同意了，但是内斯的提案最终遭到了否决。———埃尔斯纳???就申瓦尔德和基

希贝格???的居民在没有判决的情况下将在４－６周后被遣散的法规，向司法大臣提出质询。他们希望司法

大臣在制定宪法草案时能提出新的刑事诉讼程序草案。司法大臣博奈曼???表示：草案已经出炉，个人

自由保护法的草案也已经拟定。他将收集有关上述情况的信息。布赫尔???要求废除１８４５年１月３１日的

有关租借商品支付的法律，克拉克鲁格???请求国家公务员报名去做国民学校教师，并为他们提供相应

的薪酬，然后派往各个部门。———哈根???提议让请愿者参与讨论请愿书。已接受。

当贝伦兹???申请将学校转变为国家机构时，教育大臣什未林???宣布：学校将成为一个市政机构，教

师目前的状况已经得到改善，教师代表将与政府就学校事宜进行讨论。（掌声）———格雷贝尔???提议传

唤前财政大臣蒂尔???到议会，并要求他对其在任期间掌握的国库以及使用情况进行汇报 （难以忘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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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森贝克，内斯·冯 （Ｅｓｅｎｂｅｃｋ，Ｎｅｅｓ　ｖｏｎ　１７７６－１８５８）———德国植物学家和普鲁士政治活动家。１８１７年为埃尔兰根大学植物

学教授，１８２０年为波恩大学教授。１８３１年为布勒斯劳大学植物学系主任。１８４８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翼。同年为柏林工人代

表大会主席，创建德国工人兄弟会，１８４９年１月被驱逐出柏林。１８５１年被停职，１８５２年被解雇并取消退休金。

埃尔斯纳，莫里斯 （Ｅｌｓｎｅｒ，Ｍｏｒｉｔｚ　１８０９－１８９４）———普鲁士中学教师、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３年为 《西里西亚纪事》

（Ｓｃｈｌｅｓｉｓｃｈｅｎ　Ｃｈｒｏｎｉｋ）主编，１８５１－１８５５年为 《新奥得报》（Ｎｅｕｅ　Ｏｄ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编辑 （马克思１８５５年为该报撰稿）。《布勒斯劳晨报》

（Ｂｒｅｓｌａｕｅｒ　Ｍｏｒｇｅｎｚｅｉｔｕｎｇ）创办人之一。１８４８年为来自布勒斯劳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翼。发起过国家与教会分离、免费教

育、废除死刑、废除贵族头衔、取消狩猎权、拒绝纳税等一系列提案。１８８８年以后为自由党人。

申瓦尔德 （ｓｃｈｎｗａｌｄｅ）和基希贝格 （Ｋｉｒｓｃｈｂｅｒｇ），柏林市的两个居民区。

博奈曼，弗里德里希·威廉 （Ｂｏｒｎｅｍａｎ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９８－１８６４）———普鲁士律师和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８年曾任普鲁士

司法大臣。主张德国法律统一和司法独立。

布赫尔，洛塔尔 （Ｂｕｃｈｅｒ，Ｌｏｔｈａｒ　１８１７－１８９２）———德国政治家和政论家。１８４８年为柏林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因

拒绝纳税遭到审判而在１８５０年流亡英国，１８５０－１８６０年为德国 《国民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Ｚｅｉｔｕｎｇ）通讯员。１８６４年以后为俾斯麦的拥护者。

克拉克鲁格，戈斯温 （Ｋｒａｃｋｒüｇｇｅ，Ｇｏｓｗｉｎ　１８０３－１８８１）———普鲁士商人和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８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

左翼。在 《新莱茵报》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３日附刊头条发表过文章。

哈根，兰贝特 （Ｈａｇｅｎ，Ｌａｍｂｅｒｔ）———律师。来自莱茵省艾尔纳 （Ａｌｌｎｅｒ）的普鲁士１８４８年国民议会议员。

贝伦兹，朱利叶斯 （Ｂｅｒｅｎｄｓ，Ｊｕｌｉｕｓ　１８１７－１８９１）———普鲁士出版商和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７年为柏林市议会议员。１８４８年３月柏

林起义的参加者并成为当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他在议会上提议，承认参与３月１８日起义者的贡献。１８４９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

１８５３年移居美国。１８７５年回国，后来移居瑞士。

什未林－普查尔，马克西米利安·冯 （Ｓｃｈｗｅｒｉｎ－Ｐｕｔｚａｒ，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　ｖｏｎ　１８０４－１８７２）———伯爵，普鲁士政治家。１８３９－１８４８年为

普鲁士波美拉尼亚省议会议员。１８４８年３－６月为普鲁士教育大臣。１８４８年７月－１８４９年５月是代表波美拉尼亚省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

员，属于右派。１８５９－１８６２年为普鲁士内政大臣。曾在议会辩论中提出 “权利先于权力”（Ｒｅｃｈｔ　ｇｅｈｔ　ｖｏｒ　Ｍａｃｈｔ．）。

格雷贝尔，亚历山大 （Ｇｒｅｂｅｌ，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８０６－１８７０）———普鲁士政治活动家。早年为地方法官。１８４８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

员。１８４９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属于左派。

蒂尔，路德维希·古斯塔夫·冯 （Ｔｈｉｌｅ，Ｌｕｄｗｉｇ　Ｇｕｓｔａｖ　ｖｏｎ　１７８１－１８５２）———普鲁士将军和政治家。１８３８年为普鲁士内阁成

员和总务委员会主席。１８４１年为普鲁士财政大臣。１８４４－１８４８年为步兵将军。



开心）。———波克维尼基???针对与法国就波森问题进行外交谈判而提出质询。大臣阿尼姆???进行解
答。———施拉姆???请求取消秘密诚信名单；司法大臣博奈曼声称，他已经禁止了该名单的传播。

卡塞尔，６月１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北部铁路???的负责人宣布一项命令，禁止所有员工参加示威
游行，因为５月１７日 （为了庆祝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开幕）在卡塞尔山脊燃起的篝火是人力部办事处的
人干的。一名技术部的员工拒绝支持该命令而被卡塞尔的总工程师斯普林加德???发派到二等车站。为
此，１０００多人昨晚以吵闹的音乐向后者致敬。同样的小夜曲在城市管理员和警察局长那里也有。噪音
持续到夜里２点钟左右；市民自卫团认为不需要做任何干预，这当然得要批准，否则就无法避免与最
大规模的暴动者发生流血冲突。

（《法兰克福新闻》??? ）

慕尼黑，５月３１日。当局目前已经采取了军事措施，因为他们担心爆发类似鞋匠及其他手工业者
的示威游行；可又似乎没有理由这样做。也许公众的不满会转向警察，因为警察昨天堵住鞋匠们的嘴，

然后把他们押走，但他们并没有对公众说他们是暴乱分子。一位佩戴战时后备军团徽章的警察也参与
了这次拘留。类似事件发生时还出现过一位政府高级官员，他被认为是一位重要官员，曾出席过著名
的阿勒曼交易会???。

（《法兰克福新闻》）

慕尼黑，５月３１日。《总汇报》??? 在一篇粉饰过的通讯中提到当地一些外来的鞋匠伙计被抓走，通
讯说：“警察部门的执法过于粗放，他们抓人的方式非常伤害人民的感情。他们被带走两次，又关押了
两次 （编辑部发现，共有１５到１６名伙计被关押，警察拿着棍子闯入了工头的会议。用棍子！就这样
被关押起来！）突然之间这些人连最需要的东西都无法带上，是的，当局甚至禁止他们在今后两年里重
新返回这座城市。”这些警察如此蔑视他人，提出这些无理命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技工的要求
不过是：为那些睡在工头住所里的技工提供更好、更健康的睡眠场所和床；在车间里提供更好的清洁
用品；通过工头拒绝必要工具的零碎支出；最后每份工作的收入增加几个克罗斯???。

×汉堡，６月３日。今天举行了德国的第一届工商界会议。其中有很多来自柏林、马格德堡、布

伦瑞克、不来梅、汉诺威、卡塞尔、梅克伦堡、奥尔登堡和荷尔斯泰因的代表。不来梅的威士曼???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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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克维尼基，迈克尔·冯 （Ｐｏｋｒｚｙｗｎｉｃｋｉ，Ｍｉｃｈａｅｌ　ｖｏｎ　１８１０－１８５５）———普鲁士主教法律顾问、地方法院评估员。１８４８年为来

自普鲁士省柯尼兹 （Ｃｏｎｉｔｚ）地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阿尼姆，海因里希·亚历山大·冯 （Ａｒｎｉｍ，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ｖｏｎ　１７９８－１８６１）———普鲁士政治家。１８３４年为普鲁士外交部

的专家委员，１８４０年为普鲁士驻布鲁塞尔和巴黎的特使。１８４８年３－６月为普鲁士外交大臣。１８４９－１８５１年为普鲁士参议院议员。

施拉姆，鲁道夫 （Ｓｃｈｒａｍｍ，Ｒｕｄｏｌｐｈ　１８１３－１８８２）———德国政治家，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３月革命后为柏林民主俱乐部的主

席，并当选１８４８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后来成为俾斯麦政策的拥护者。

弗里德里希－威廉－北部铁路 （Ｆｉｒ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Ｎｏｒｄｂａｈｎ），１９世纪中期的一个德国地方铁路局，主要负责盖斯屯根 （Ｇｅｒｓ－

ｔｕｎｇｅｎ）和卡塞尔 （Ｋａｓｓｅｌ）之间的路线。

斯普林加德，弗兰斯 （Ｓｐｌｉｎｇａｒｄ，Ｆｒａｎｓ）———比利时铁路工程师。

《法兰克福新闻》（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德国日报，１６３９年创办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１８４８年时的所有人是印刷商海勒

（Ｈｅｌｌｅｒ）和罗姆 （Ｒｏｈｍ）。１９０３年停刊。

阿勒曼交易会 （Ａｌｅｍａｎｅｎｋｏｍｍｅｒｃｅ），德国南部地区的商品交易会。阿勒曼尼人 （Ａｌｅｍａｎｎｉ）是古代日耳曼人中的一支，主

要生活在德国南部莱茵河东岸地区。

《总汇报》（缩写Ａ．Ａ．Ｚ．，即Ａｕｇｓｂｕｒｇ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日报，１７９８年由约·弗·科塔创办，先后在杜宾根、乌

尔姆和斯图加特出版，１８１０－１８８２年在奥格斯堡出版 （因而对其称呼时常加地名 “奥格斯堡”），基本上持保守派的观点，但温和的自

由派的观点也常见于报端。

克罗斯 （Ｋｒｅｕｚｅｒ）———也称十字币，１３００－１９００年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一种辅币。

威士曼，科德 （Ｗｉｓｃｈｍａｎｎ，Ｃｏｒｄ　１８００－１８５７）———德国不来梅自由市木匠、政治活动家。１８３７年获行会认可成为木匠大师。

１８４８年１月建立不来梅公民协会，１８５２年被市参议院解散。１８５５－１８５７年为不来梅商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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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来梅通讯》??? 的撰稿人，被选为临时主席。

这位主席以一段历史概述开启会议。德国每一个不同时期都致力于支持手工业，国民议会在１７３１
年的决议最为重要，它决定了目前的行会规则。然而从那以后政策就一直停滞不前，没有进步，这就

是为什么过时的制度如此顽固。人们既不想被迫进入行会，也不想要自由贸易，这两者对人们来说都

不够，人们更想要的是一个工商业秩序，一个工商业组织。自１８１０年以来，普鲁士的工商自由削弱了

手工业者的地位，造成了现今被迫进入行会的局面，熟练工人被迫服从于富有的工头，并且不允许他

们独立。为了保护德国工商业，会议起草了一项新的行业秩序规则草案，其中包括以下条款：

Ⅰ．行业组织。Ａ．行会、公会、合作社。１．同一机构的内部组织包括：ａ．董事会。ｂ．资格委员

会。ｃ．仲裁委员会。２．学徒与师傅的关系：师徒的权利与义务。３．职业培训。ａ．职业学校，ｂ．多次

学徒评价考试，ｃ．出师作品。４．成为师傅：ａ．无师傅资薪，熟练工资，ｂ．不能在２５岁之前成为师

傅。Ｂ．成立行会银行。Ｃ．创办杂志。Ｄ．每年举办行业展览会。Ｅ．行业全会处于整个行业的最高地

位，负责管理和决策。１．行业委员会，其构成方式：ａ．行会或者公会组织，ｂ．咨询专家。２．行业理事

会，其构成方式：ａ．行业委员会选举，ｂ．国家委派或者任命。３．行业仲裁委员会，其构成方式：ａ．
行业理事会的成员，ｂ．法律人员，ｃ．行业委员会选定的人员。

Ⅱ．贸易与工商业。１．生产加工企业，２．零售业，３．市场公平，４．保护工商业。

Ⅲ．国家与工商业。１．国家向行业委员会委派代表，２．每位工商业主
［转第三版三栏］

［第三版三栏］
［接第三版二栏］

必须向行业委员会证明自己有能力成为会员，３．任何想从事工商业的公民必须在入会之前提供自己的

能力证明，４．国家许可，由行业理事会评估，以及行会和工会自己评估来获得，５．国家在制定影响商

业利益的新法律之前，有义务将法律草案交给工商会的和行业顾问以获得评价意见。

该草案将于明天进行讨论，今天的时间都用来讨论初步问题。发言人都是普通的手工业者，他们

说话时坚定自信，精明干练。值得一提的发言者有卡塞尔的黑克曼 ［Ｈｅｃｋｍａｎｎ］先生、马格德堡的贝

伦斯???先生、柏林的比斯利希 ［Ｂｉｓｌｉｃｈ］先生、塞伦卡???先生、基尔曼塞格???先生、德克尔 ［Ｄｅｃｋｅｒ］

先生，柏林地区手工业行会代表，柏林的德克尔 ［Ｄｅｃｋｅｒ］先生，里克汉 ［Ｒｉｃｋｈａｈｎ］先生、沃格桑

［Ｖｏｇｅｌｓａｎｇ］先生、汉堡的科尔 ［Ｋｏｌｌ］先生和豪斯曼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先生。一些人代表整个地区、省

或者城市，如代表黑森???手工业者的黑克曼先生和代表萨克森所有城市的贝伦斯先生，这些城市已经

在马格德堡举行了预备会议，选定贝伦斯先生作为他们共同的代表前来。

瑞士．
在５月３１日的联邦代表会议上，会议主席???让人宣读了一封来自外地的信，其内容如下：伦巴第

８２

???

???

???

???

???

???

《不来梅通讯》（Ｂｒｅｍｅｒ　Ａｄｒｅｓｓｅ），１９世纪德国北部河－海港口城市不来梅出版的报纸。

贝伦斯，海因里希 （Ｂｅｈｒｅｎｓ，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４８年时的马格德堡市长。

塞伦卡，约翰内斯·雅各布 （Ｓｅｌｅｎｋａ，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Ｊａｃｏｂ　１８０１－１８７１）———德国工艺运动和工艺规范的先驱。１８４１年创办工匠高

级培训学校。１８４８年６月参加汉堡德国第一届工商界会议，当选为副主席；７月参加法兰克福德国第一届手工艺和贸易大会。

基尔曼塞格，爱德华·冯 （Ｋｉｅｌｍａｎｓｅｇｇ，Ｅｄｕａｒｄ　ｖｏｎ　１８０４－１８７９）———汉诺威王国政治家。１８４３年为该国首相，１８４８年革命

中被撤职。１８５５－１８６２年再度为首相并兼财政和贸易大臣。主张维护贵族特权。１８６６年普鲁士吞并汉诺威王国后，秘密将汉诺威王朝的

珍宝运到伦敦。报纸采用的爵位名为Ｋｉｅｌｍａｎｎｓｅｇｇ。

参见本号报纸注６１。

乌尔里希·奥克辛本 （Ｕｌｒｉｃｈ　Ｏｃｈｓｅｎｂｅｉｎ　１９１１－１８９０）。１８１４－１８４８年瑞士联邦代表会议 （Ｔａｇｓａｔｚｕｎｇ）是瑞士中央权力机构。



地区的商业代表通报，一个法国－意大利联合军团从巴黎出发前往伦巴第，建议采取必要措施，阻止那

些没有真正必要的、可能由于意大利的局势而遭受损失的人前往该地区。代表处将情况上报给国会并

将情况通报各地。

（《士瓦本信使报》??? ）

意大利．
在那不勒斯，一直到５月２２日都很安静，５月１９日冯·塞拉卡普廖拉???公爵被提名为国务委员会

副主席；尼科洛·吉格利???担任宗教和司法大臣 （保罗·鲁杰罗???作为宗教和司法大臣也于１９日签署

了一项命令）；那不勒斯国民警卫队被一再要求交出他们的武器，特别是剑、短剑、匕首等；５月２１

日起，将通过搜查住所寻找武器；加布里埃尔·佩佩???将军再次获释。流血事件最后还是发生了，警

察夺走了拉扎罗尼人???的一些物品。许多代表前往他们的选区，要去领导一场运动。在阿里亚诺???———这

是正式的———建立临时政府的行动被压制了下去，并致使国民警卫队解散 （似乎是在１４日发生的）；在

福贾???国民警卫队阻止了该行动：在特拉尼???和阿布鲁佐地区，发生了保皇派挑起的暴乱；当人们知悉

国王???想要维持宪法时，那不勒斯周边地区已经发生的暴乱开始平息。在皮佐???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

同样地，科森扎???的国民警卫队在附近搞独立，和科森扎人民一起反对那不勒斯；卡拉布里亚???许多地

区武装被缴械。在奇维塔韦基亚??? （１９日）停靠了五艘来自博丹???舰队的船只，载着３　０００名那不勒斯

的难民，其中包括七位议员。斯塔特拉???将军从博洛尼亚???———逃亡或被流放———到佛罗伦萨 （２６日），

就是为了前往那不勒斯；他在佩里坎 ［Ｐｅｌｉｋａｎ］下了马车，想在一位旅店老板那里住宿而被拒，只好

回到马车那儿准备继续逃亡，而这时马车被当地市民扣留，拖走后烧毁了；里面值钱的物品被移交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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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瓦本信使报》（Ｓｃｈｗｂｉｓｃｈｅｒ　Ｍｅｒｋｕｒ，缩写为Ｓ．Ｍ．）———德国自由派的日报，１７８５－１８８５年在斯图加特出版。

塞拉卡普廖拉，尼古拉·马雷斯卡·迪 （Ｓｅｒｒａｃａｐｒｉｏｌａ，Ｎｉｃｏｌａ　Ｍａｒｅｓｃａ　ｄｉ　１７９０－１８７０）———公爵，两西西里王国政治家。１８４０

年为驻巴黎大使。１８４８年１月２７日－４月３日为两西西里王国外交大臣。卸任后至１８６０年为王国国务委员会副主席。

吉格利，尼科洛 （Ｇｉｇｌｉ，Ｎｉｃｃｏｌｏ）———意大利政治家。曾担任两西西里王国大臣，１８６１年３月意大利统一后首届议会议员和

副议长。

鲁杰罗，弗朗切斯科·保罗 （Ｒｕｇｇｉｅｒｏ，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Ｐａｏｌｏ　１７９８－１８８１）———意大利律师、经济学家和政治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先后

任两西西里王国宗教事务大臣、财政大臣和临时司法大臣。１８６７－１８７０年为意大利议会议员。

佩佩，古利埃尔莫 （Ｐｅｐｅ，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ｏ　１７８３－１８５５）———意大利将军和爱国者。早年参加拿破仑的法国军队。１８４８年他得到那

不勒斯国王部分军队的指挥权，到达博洛尼亚时，因国王将他和他的部队召回而辞职，率２　０００志愿者参加威尼斯 （那里推翻了奥地利

统治，建立临时政府）保卫战，战败后流亡西班牙。这里报纸将佩佩的名错写为 “Ｇａｂｒｉｅｌ”。

拉扎罗尼人 （Ｌａｚｚａｒｏｎｉ），１７－１９世纪对那不勒斯下层阶级的称呼。

阿里亚诺 （Ａｒｉａｎｏ），意大利南部坎帕尼亚地区的城市，１８１６－１８６０年属于两西西里王国。

福贾 （Ｆｏｇｇｉａ），意大利南部城市。１８１６－１８６０年属于两西西里王国。

特拉尼 （Ｔｒａｎｉ），意大利南部亚德里亚海海滨港口城市，１８１６－１８６０年属于两西西里王国。

“国王”指里两西西里王国国王斐迪南二世 （１８３０－１８５９），１８４８年１月他在革命的形势下被迫颁布自由主义宪法，同年５月反

攻倒算镇压人民起义，解散议会，不再实施宪法。

皮佐 （Ｐｉｚｚｏ），意大利南部西海岸滨海小镇，１８１６－１８６０年属于两西西里王国。

科森扎 （Ｃｏｓｅｎｚａ），意大利南部城市，１８１６－１８６０年属于两西西里王国。

卡拉布里亚 （Ｋａｌａｂｒｉｅｎ），意大利语Ｃａｌａｂｒｉａ，指亚平宁半岛南端，１８１６－１８６０年属于两西西里王国。

奇维塔韦基亚 （Ｃｉｖｉｔａｖｅｃｃｈｉａ），意大利中部西岸海港城市，属于罗马地区。

勃丹，沙尔 （Ｂａｕｄｉ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８４－１８５４）———法国海军上将。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后担任法国地中海舰队司令。

斯塔特拉 （Ｓｔａｔｅｌｌａ）———两西西里王国将军。１８４８年奉命率部前往意大利北部与皮埃蒙特王国合作，随后国王斐迪南二世改

变主意命令他支持镇压革命的奥地利军队，他的部下佩佩将军因此辞职。他失败后逃回首都那不勒斯。

博洛尼亚 （Ｂｏｌｏｇｎａ），意大利北部城市。１８４８年，意大利人民与该城的奥地利军队发生激战并取得胜利，１８４９年最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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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当地市民组织。 《总汇报》

———那不勒斯，军队过去几天的工资比平时高，但在５月２６日还没什么动静。议会直到７月１日

才会重新召开。２６日在维琴察???驻扎至今的奥地利人路经卡尔迪耶罗???向维罗纳???方向前进。佩斯基耶

拉在２９日米兰公告发布后并没有投降，停火期满后再次遭受炮击。

———博岑，５月３０日???。今天邮局送到的私人信件和一位游客的说辞一致，信中说到我们的军队???

在５月２７日从维罗纳一致向前推进，因为皮埃蒙特人已经被赶出了维拉弗兰卡???、索马坎帕尼亚???、

帕斯特伦戈???等地的防御工事，并撤退越过了明乔河???。佩斯基耶拉每天都遭到炮轰和攻击，令人担

心；蒂罗尔???边防区已经通过集中军队和护卫队加强了从阿迪杰河???到基耶塞河???周围的阵地，预计这

些军队将对抗布雷西亚人???以配合主力部队。陆军副元帅冯·韦尔登???在几天前就做好了准备，聚集了

约８　０００人，即将前往科内利亚诺???。

根据 《总汇报》的报道———昨天 （米兰，５月３１日）我们在 《法兰克福新闻》之后发布了佩斯基

耶拉已被攻占的消息，我们希望明天能确认该消息，并且希望这个奥格斯堡女人???提供的消息能被一

个奥地利式的吹牛报道所化解。

法兰西共和国．
巴黎，６月２日，在今天的国民议会上，当茹尔·法夫尔???代表委员会要求授权起诉路易·勃朗

时，所有人都震惊了。委员会以１５票比３票的多数通过。该起诉书的讨论定于明日 （６月３日，星期

六）进行。经过了短暂的讨论后，比洛特???被授权代表财政委员会发言，他提议颁布一项法令，规定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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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琴察 （Ｖｉｎｃｅｎｚａ），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威尼斯以西６１公里山谷低地处，巴基廖内河流贯市区，１８４８年被奥地利帝国军

队占领。

卡尔迪耶罗 （Ｃａｌｄｉｅｒｏ），意大利北部城市。威尼斯以西９０公里，维罗纳以东１５公里。

维罗纳 （Ｖｅｒｏｎａ），意大利北部城市，１８４８年时被奥地利帝国军队占领。

根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 （ＭＥＧＡ２）第１部分第７卷，这段和下段消息的作者为恩格斯。

这里 “我们的军队”以及后面提及的 “主力部队”，指奥地利帝国在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军队。

维拉弗兰卡 （Ｖｉｌｌａｆｒａｎｃａ），意大利北部小城，在维罗纳城西南１３公里。

索马坎帕尼亚 （Ｓｏｍｍａｃａｍｐａｇｎａ），意大利北部小城，在加尔达湖东南侧。

帕斯特伦戈 （Ｐａｓｔｒｅｎｇｏ），意大利北部小镇，在维罗纳西北１５公里。

明乔河 （Ｍｉｎｃｉｏ），意大利北部河流。加尔达湖是其源头，向南流经６５公里注入波河。

蒂罗尔 （Ｔｉｒｏｌ），意大利北部、奥地利西部相连的一片地区。目前属于意大利的部分即特伦蒂诺—阿迪杰区，属于奥地利的即

蒂罗尔州，以阿尔卑斯山主脉为界。

阿迪杰河 （Ｅｔｓｃｈ），起源于意大利东北部阿尔卑斯山南麓的意大利第二大河，从北向东南流经特伦托、维罗纳等城市，注入亚

得里亚海，全长４１０公里。

基耶塞河 （Ｃｈｉｅｓｅ），意大利北部河流，起源于加尔达湖北部山区，该河沿湖西侧向南流经１６０公里注入波河。

布雷西亚人 （Ｂｒｅｓｃｉａｎｉｓｃｈｅ），指伦巴第临时政府所辖来自布雷西亚的革命军。布雷西亚是米兰东部伦巴第地区的一个省，省

会即布雷西亚市，在加尔达湖西侧，该地区的第二大城市。

韦尔登，弗兰茨·路德维希 （Ｗｅｌｄｅｎ，Ｆｒａｎｚ　Ｌｕｄｗｉｇ　１７８０－１８５３）———男爵，奥地利将军。１８４８年参加镇压意大利革命，同年

１０月镇压维也纳起义并担任维也纳卫戍司令；１８４９年４－５月担任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奥军总司令。

科内利亚诺 （Ｃｏｎｅｇｌｉａｎｏ），意大利北部威尼托区的小城。在威尼斯正北约７０公里。

奥格斯堡女人 （ｄｅｒ　Ａｕｇｓｂｕｒｇｅｒｉｎ），指在奥格斯堡出版的 《总汇报》。马克思早在１８４２年就把该报称为 “奥格斯堡女人”（参

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版１卷２２１、２９１－２９３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意指该报如轻佻女人一般说话随意，不负责任。

法夫尔，茹尔 （Ｆａｖｒｅ，Ｊｕｌｅｓ　１８０９－１８８０）———法国律师，政治家，共和党人。１８４８年为制宪议会议员，属于温和派。反对路

易·波拿巴１８５１年政变。１８７０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国民议会议员、外交部长。报纸将Ｆａｖｒｅ错拼为Ｆａｖｒｅｓ。

比洛特，阿道夫 （Ｂｉｌｌａｕｌｔ，Ａｄｏｌｐｈｅ　１８０５－１８６３）———法国律师和政治家。七月王朝时为议会议员，属于反对派。１８４８年二月

革命后宣布是共和党人。１８５１年支持路易·波拿巴政变，１８５４年为第三帝国内政大臣和参议员，１８６０年为无任大臣。



２４日前发行并将继续流通的国库券按５％的比率转换为７０法郎养老金。对于储蓄银行的用户，也应采

取同样措施。然而，这种将浮动债务转化为合并债务的做法只对持有国债和储蓄银行账户的人适用。

在法令颁布后１４天内，人们还没有向财政部长发出声明，表示拒绝接受合并。财政部长杜克莱尔???先

生表示，他将尽其所能抗击比洛特提出的政策。他认为，财务委员会蛮横无理提出的命令，是一种强

取豪夺。他认为，重新购置铁路是共和国新金融制度的基础。

按照会议议程，接下来是皮埃特里???关于废除１８３２年波拿巴家族驱逐法???的提案。德拉贡 ［Ｄａｒａ－

ｇｏｎ］先生提议不废除这项法律，而是将其落实到议事日程中，并如此激励说：“对拿破仑家族的三名

成员的选举实际上就等于废除了１８３２年的法律，国民议会要将选举纳入议事日程上来。”克莱米厄???支

持德拉贡的提议。但是议会否决了德拉贡的提议，并决定审议皮埃特里的提议。
［转第四版上部一栏］

［第四版上部一栏］
［接第三版三栏］

接着，雷伊???上校提议恢复在荣誉军团勋章十字架上拿破仑的肖像，取代亨利四世???。另一方面，格莱

斯－比佐恩???只想保留军礼，但荣誉军团协会却以其精神与革命相违背而将其废除。克列芒－托马???也这

样认为。他的发言被猛烈的抨击打断了。辩论因此延期。

———该委员会的三名成员表示反对正式授权内政部起诉路易·勃朗，他们是里克 ［Ｌｅａｃ］先生、

阿巴图奇???先生和弗雷斯隆???先生。

巴黎，６月３日。委员会负责审查了关于高级官职不能兼任众议院议员席位的法律草案，该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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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克莱尔，查理 （Ｄｕｃｌｅｒｃ，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１３－１８８８）———法国政治家。《国民报》（Ｌ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编辑，１８４８年５－６月为第二共和国

财政部长。１８８２－１８８３年为第三共和国总理。报纸将他的姓错印成 “Ｌｃｃｌｅｒｃ”。

皮埃特里，埃米尔 （Ｐｉéｔｒｉ，ｍｉｌｅ　１８２０－１９０２）———法国律师和官员。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时先后为巴黎几个辖区的区长。１８４９年

１２月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后成为他的支持者。１８６６年担任巴黎警察局长。１８７９－１８８５年为法国来自科西嘉省的参议员。

１８１５年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 （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战败。１８３２年法国政府颁布波拿巴家族驱逐法。１８４８年

法国制宪议会废除该法，波拿巴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回到法国，并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当选法国总统。１８５１年１２月他发动政变建立法兰西

第二帝国，史称波拿巴三世。

克莱米厄，阿道夫 （Ｃｒéｍｉｅｕｘ，Ａｄｏｌｐｈｅ　１７９６－１８８０）———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法国犹太人权利的捍卫者。第二共和国临

时政府成员，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４８年他作为司法部长，废除政治罪判处死刑的法令，并使法官职位不可动摇。同年，他宣

布结束所有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

雷伊，菲利普 （Ｒｅｙ，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１７９３－１８６０）———法国政治家。１８４８－１８５１年为法国议会议员，属于温和共和派。１８４８年６月从

上校提升为准将。路易·波拿巴１８５１年政变后退休。

亨利四世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ｓ　ＩＶ，１５８９－１６１０）———法国国王，波旁王朝的创建者。１６１０年５月遇刺身亡。

格莱斯－比佐恩，亚历山大 （Ｇｌａｉｓ－Ｂｉｚｏｉ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１８００－１８７７）———法国政治家。１８３１－１８４６年为法国七月王朝议会议员，政

府反对派。１８３９－１８４８年他改革了法国邮政系统。１８４８年为法国制宪议会议员。１８６８年创办 《论坛》（Ｌａ　Ｔｒｉｂｕｎｅ）杂志，聘请作家佐

拉 （ｍｉｌｅＺｏｌａ）担任该刊秘书。１８７０年参加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首届政府。

克列芒－托马，雅克·莱昂 （Ｃｌéｍｅｎｔ－Ｔｈｏｍａｓ，Ｊａｃｑｕｅｓ　Ｌéｏｎ　１８０９－１８７１）———法国将军。法国七月王朝的反对派，担任 《国民

报》（Ｌ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经理。１８４８年为制宪议会议员。镇压１８４８年六月巴黎工人起义的军队指挥官之一。１８５１年因反对路易·波拿巴政

变而流亡比利时。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任塞纳省国民警卫队司令。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８日他秘密潜入巴黎蒙马特尔高地侦查时被起义的巴黎公社士

兵抓住枪毙。

阿巴图奇，雅克－皮埃尔 （Ａｂｂａｔｕｃｃｉ，Ｊａｃｑｕｅｓ－Ｐｉｅｒｒｅ　１７９１－１８５７）———法国政治家。１８３０年为法国议会来自科西嘉的议员，七

月王朝政府的反对派。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的导火索———２月２２日宴会的组织者之一。革命胜利后为制宪议会议员和立法议会议员至１８５１

年。１８５２－１８５７年为法兰西第二帝国参议员。

弗雷斯隆，亚历山大·皮埃尔 （Ｆｒｅｓｌｏ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Ｐｉｅｒｒｅ　１８０８－１８６７）———法国律师，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１８３０年为法国

西部城市热昂 （Ａｎｇｅｒｓ）的晚报 《缅因－卢瓦尔河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　Ｍａｉｎｅ－ｅｔ－Ｌｏｉｒｅ）编辑；１８４０年在同城创办共和派日报 《西部先驱

报》（Ｐｒéｃｕｒｓｅｕｒ　ｄｅ　ｌ＇Ｏｕｅｓｔ）。１８４８年为法国制宪议会议员、教育和宗教部长。１８４９－１８５１年任最高法院检察长。波拿巴政变后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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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拒绝了将高级官职绝对排除在众议院之外的体系，正如公职人员在参加众议院议员选举时可以在

会议期间将其职务交与代理者的提议一样。此外，不仅在会议期间，还有获得新职务后的那段时

期，已经是公务员的代表不能在众议院中升职，还不是公职人员的众议院议员也不能分配职务。任

何公职人员均不得在会议期间得到薪酬，但其作为议员的养老金不包括在内。部长、副部长、警察

局长、巴黎市长、国民警卫队第一指挥官和巴黎上诉法院的总检察长除外。这些职务的薪酬将由相

对应的众议院议员领取。但他们不再拥有作为议员的豁免权。国民议会议员可以接受特殊和临时任

务，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拥有豁免权，但失去了作为议员的权利。———

总部设在卢森堡宫的工人联盟的代表们刚刚在巴黎的墙上张贴声明，他们反对对路易·勃朗的指

控，但同时警告工人不要有任何示威游行活动，这只能让路易·勃朗妥协。

———委员会对路易·勃朗进行司法调查的请求以３６９票对３３７票被驳回。

——— 《辩论日报》向巴黎选民发出以下倡议：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求选民不要通过一句话和一个徽章就做出选择。当他们说 “我是共和派”时，

有些人就认为答案显而易见了。是哪个政党里的共和派呢？自５月１５日???以后我们不能再搞错了：我

们有这样和那样的共和国，三色共和国和红色共和国，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共和国，保守的共和国和激

进的共和国。选民在候选人身上不仅要看到政治态度，还应当看出他们的洞察力、经验和能力，所有

这些都可以在已有的名誉中，在洪亮的声音中，在立宪的看台下找到。总而言之，旧制度的资本迫切

需要新的共和国来承担。难道他们没有从二月革命的 “经验”中得到些什么吗？难道他们的 “认知”

没有准备好迎接这场震撼世界的大事件，共和体制的法国不应该为此而感谢他们吗？

———当听到茹尔·法夫尔针对路易·勃朗的报告时，国民议会中形成了许多派别。其中一派的议

员对弗洛孔???说：你们让控告这件事发生在路易·勃朗身上。六周后就会轮到你们被控告，两个月后

就会轮到拉马丁???了。

巴黎。内阁在国民议会上要求授权起诉路易·勃朗，因此路易·勃朗准备了一份辩护书为他５月

１５日的行为进行辩护。我们将该辩护书的内容摘录如下：

我从来没有与布朗基???、拉斯拜尔???和胡伯???有过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最后一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

前面两个人我一生中只在几年前见过一面。在国民议会联合前，我和索布里埃???见过几次；从那以后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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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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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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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５日，巴黎１５万人民举行支持意大利、德国、波兰革命运动的游行，其中主要是以布朗基等人为首的巴黎工人。

游行者闯进制宪议会大厅，要求成立新的临时政府。

弗洛孔，斐迪南 （Ｆｌｏｃｏｎ，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００－１８６６）———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民主主义者。民主派报纸 《改革报》 （Ｌａ

Ｒéｆｏｒｍｅ）编辑。１８４８年３月１日，他以法国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的身份邀请被比利时驱逐的马克思来巴黎。

拉马丁，阿尔丰斯 （Ｌａｍａｒｔｉｎｅ，Ａｌｐｈｏｎｓｅ　１７９０－１８６９）———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共和党人，１８４８年担任法国临时政府外交

部长，临时政府实际上的首脑。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 （Ｂｌａｎｑｕｉ，Ｌｏｕｉｓ　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８０５－１８８１）———法国革命家和社会主义者。１８３０年参加人民之友社。

１８３７年创立四季社。１８４０年因发动起义被判死刑，后来改判为无期徒刑。１８４９年因在１８４８年５月组织冲击议会被判刑１０年。１８６５年

他再次入狱。同年创办杂志 《爱国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Ｌａ　ｐａｔｒｉｅ）。１８７１年巴黎公社缺席选举他为议会主席。

拉斯拜尔，弗朗索瓦－文森特 （Ｒａｓｐａｉｌ，Ｆｒａｎｏｉｓ－Ｖｉｎｃｅｎｔ　１７９４－１８７８）———法国科学家和革命家。七月王朝时期因组织人权社

和参与暴力反抗而多次入狱。１８４８年１２月第二共和国总统候选人之一。１８４９年３月因在１８４８年５月参与冲击议会被判刑。１８６９年和

１８７５年为法国议会议员。生物学细胞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使用显微镜和防腐剂的早期倡导者。

胡伯，阿洛伊修斯 （Ｈｕｂｅｒ，Ａｌｏｙｓｉｕｓ　１８１５－１８６５）———法国政治煽动者，皮匠。１８３８年参与谋刺国王路易·菲利普的阴谋，

事败后被驱逐出境。１８４８年回到巴黎，参与５月１５日冲击议会行动，随后逃到伦敦避难。布尔日高等法院缺席判处驱逐出境。他被怀

疑为帮警方挑事者。

索布里埃，约瑟夫 （Ｓｏｂｒｉｅｒ，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１０－１８５４）———法国革命者。１８４８年法国二月革命时参加街垒战，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５日率

领部分游行队伍冲击国民议会。１８４９年被布尔日高等法院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后获释。由于精神问题被拘留在一家精神病院。



我们就几乎形同陌路了。至于阿尔伯???和巴尔贝斯???，我笃定地说他们是我的朋友。

１４日我听到传言，正如全世界都知道的那样，有大批公民将在１５日向国民议会请愿，支持波兰。

谣言也就局限于此，并没有关于闯入国民议会的计划。然而，无论示威游行者有哪种最初目的，人们
都不应当冒险在精神激动的状态下助长无政府主义企图，

［转上部二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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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将武器给予反动分子。尤其是４月１６日的游行???，令人不得不感到恐惧。我和阿尔伯分享了这种
恐惧。他完全同意我的观点。

（未完待续。）

大不列颠．
伦敦，６月３日。昨天在上议院，布鲁厄姆???勋爵提到几天前在城中心发生的骚乱，他对这种不理性

的示威表示出极大不满，这些示威当然没有带来任何重大危险，但干扰了贸易和改革。威灵顿???公爵希望
能找到办法来结束这种喧嚣的聚会。他认为，最好每次都让非法集会的人承担他们造成的所有后果。

兰斯唐???侯爵、里士满???公爵和丹曼???勋爵也以类似的方式谈论这件事。
———下议院昨天继续开展关于 《航运法》的讨论，格兰德斯通???主持该辩论并首先说明了该

《航运法》的一些变化。哈德森???先生作为桑德兰???的发言代表表示反对，同样哈里斯???船长以及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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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 （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１５－１８９５）———真名亚历山大·马丁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Ｍａｒｔｉｎ），法国工人，社会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为秘密革

命团体领导人之一。１８４０年为法国工人刊物 《工场》（ｌ＇Ａｔｅｌｉｅｒ）编辑。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后为临时政府成员，历史上法国政府中的第一

位工人。１８４９年３月因在１８４８年５月参与冲击议会被判刑４年。１８７０年为法国国防政府成员。

巴尔贝斯，阿尔芒 （Ｂａｒｂéｓ，Ａｒｍａｎｄ　１８０９－１８７０）———法国革命家，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者。１８３９年参加布朗

基派起义，失败后被判死刑，后获大赦。１８４８年为 “革命俱乐部”主席、法国制宪议会议员。因１８４８年参与强力解散国民议会的活动

而被判处无期徒刑，１８５４年遇赦。

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６日，巴黎马尔斯广场和跑马场有很多工人聚集讨论选举事宜，随后工人们游行来到市政厅把募集的爱国捐款献

给临时政府。这时他们却发现，１０万市民自卫军荷枪实弹把守着通往市政厅的路口。原来其他地方疯传有大批武装工人准备进攻市政

厅，于是有人发出总集合警报。马克思认为：“四月十六日事件是临时政府串通资产阶级制造的一个误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

版１０卷１５０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布鲁厄姆，亨利 （Ｂｒｏｕｇｈａｍ，Ｈｅｎｒｙ　１７７８－１８６８）———勋爵，英国政治家、大法官。英国上议院议员，１８３０－１８３４年为英格兰大法

官，在通过１８３２年 《改革法案》和１８３３年 《废奴法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曾任爱丁堡大学校长。

威灵顿，亚瑟·韦尔斯利 （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Ａｒｔｈｕｒ　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　１７６９－１８５２）———公爵，英国军事家、政治家。１８１５年滑铁卢战役中率领

英军战胜拿破仑。长期任英国陆军总司令，上议院保守党领袖。１８２８－１８３０年为英国首相。反对１８３２年 《改革法》。１８３４－１８３５年为外交大

臣，１８４１－１８４６年为不管部大臣。

兰斯唐，亨利·配弟－菲茨莫里斯 （Ｌａｎｓｄｏｗｎｅ，Ｈｅｎｒｙ　Ｐｅｔｔｙ－Ｆｉｔｚｍａｕｒｉｃｅ　１７８０－１８６３）———侯爵，英国政治家，辉格党人。曾任

财政大臣 （１８０６－１８０７），枢密院院长 （１８３０－１８４１、１８４６－１８５２），不管部大臣 （１８５２－１８６３）。

里士满，查尔斯·高登－伦诺克斯 （Ｒｉｃｈｍｏｎｄ，Ｃｈａｒｌｅｓ　Ｇｏｒｄｏｎ－Ｌｅｎｎｏｘ　１８１８－１９０３）———公爵，英国政治家。１８４１年参政，

１８６０年为参议员。主持过１８６６年皇家死刑委员会和１８６９年皇家供水委员会工作。１８６１－１９０３年为阿伯丁大学校长。

丹曼，托马斯 （Ｄｅｎｍａｎ，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７９－１８５４）———男爵，法官和政治家。１８３２－１８５０年为英国首席大法官。反对奴隶贸易。

格兰德斯通，威廉·爱德华特 （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ｗａｒｔ　１８０９－１８９８）———英国政治家。１８３２年为英国下议院议员。１８６８－

１８９４年连任四届英国首相。他还四次担任财政大臣。强调机会均等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哈德森，乔治 （Ｈｕｄｓｏｎ，Ｇｅｏｒｇｅ　１８００－１８７１）———英国铁路金融家，来自桑德兰的下议院议员。１９世纪４０年代掌控大部分

英国铁路，有 “铁路王”之称。１８４９年被揭发诸多金融问题，于是他的名字与财务不当相连，为避债而出走，直到１８７０年回国。

桑德兰 （Ｓｕｎｄｅｒｌａｎｄ），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地区，毗邻北海。

哈里斯，爱德华 （Ｈａｒｒｉｓ，Ｅｄｗａｒｄ　１８０８－１８８８）———爵士，英国议员和外交官。早年为英国海军军官。１８４４－１８５２年为英国

下议院议员。１８５８－１８６７年任英国驻瑞士公使。１８６７－１８７７年任英国驻荷兰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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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爵士也持反对意见。该辩论进行到下午一点后，仍无结果，只好推迟到下周一继续。

———根据 《电讯报》??? 提供的一份清单明细，１８４６至１８４７年间，济贫部门资助的工人数量增加了

两倍，１８４６至１８４８年间几乎增加了三倍。

———爱尔兰联邦发表了由史密斯·奥布莱恩???一份署名讲话，他指出，现在是迅速采取措施的时

候，武装起来对抗英国的压迫者是一项神圣的义务。每个人都应为保卫爱尔兰的自由做好准备。

———从都柏林传来消息，米契尔在流放途中得到了悉心的照顾。

土耳其．
君士坦丁堡，５月１７日。当地报刊发表了一封来自布加勒斯特的信函，那里的俄国总领事今日收

到了圣彼得堡的指示，内容如下：各王国发生任何动乱时，国王可作为保护人行使权力，为了建立秩

序而加以干预。此信函还指出，普鲁特河边集结了一支由７万人组成的俄国军队。———俄国政府知道

他们想干什么。如果欧洲坚持施压，让俄军为波兰的重建做出贡献，俄军就可以立即获得充分的补偿。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谁比俄军更有可能占领多瑙河———公国，甚至是君士坦丁堡———难道德意志没有

决心声明，它绝不容忍俄国占领多瑙河下游地区吗？

（《总汇报》）


致所有德国民主协会的通函

尽管名称不同，目前已经存在许多民主协会 （民主协会、人民协会、共和俱乐部等）在德国各地
（如法兰克福、莱比锡、卡塞尔、柏林、科隆、布勒斯劳、马尔堡???等）成立后，所有俱乐部现在应当

联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德国协会，以便于以一种共同的、内在的和有组织的方式进行运作并实现其利

益。这在眼下更加有必要，因为德国国民议会已经召开，与其保持一致或者视情况进行反对，德国民

主派人士都必须获取一个尽可能重要和有力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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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目的而求助于所有民主协会，我们有一个前提，即只有那些将民主作为毕生愿望求其结果、并从中受

到鼓舞的人，才会被人们理解；因此，没有王子、贵族、官僚、没有特权，只要他们反对自由、平等、博

爱、人民的自治，就会有更多的人承认并将社会民主共和国作为理想，竭尽全力地作为使命来实现。

因此，我们呼吁立志在这方面有所成就的所有协会都能在信函中承认马尔堡民主协会。然后，我

们将起草一份协会名单，并将其分发给各个协会，以便他们能集中推举一个城市的市郊，在我们看来，

法兰克福或莱比锡是最适合的。由多数票选定的市郊，或在口头会议上被多数人提议的第一次会议的

举行地点，可立即被指定为所有协会的中心，建立民主协会的统一方针，并且让那些有话语权的机构

参与决策。毋庸置疑，统一的民主协会作为一个整体，还应尽可能与工人协会和体操协会联合起来，

壮大力量。

与此同时，我们借此机会将地方民主协会章程的一些手稿交给我们的分协会。

因为时间仓促，我们期望能立即得到答复，并请求收到信件后能初步确定举行大会的地点，能让

４３

???

???

???

???

胡德，亚历山大 （Ｈｏｏｄ，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７９３－１８５１）———男爵，英国议员。１８４７－１８５１年为来自西萨默塞特郡的下议院议员。

《伦敦电讯》（Ｔｈ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英国自由派的报纸，１８４８年在伦敦出版。

奥布莱恩，威廉·史密斯 （Ｏ＇Ｂｒｉｅ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ｍｉｔｈ　１８０３－１８６４）———青年爱尔兰运动的领导人。１８２８－１８３１年、１８３５－１８４９年为

英国下议院议员。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５日因煽动叛乱而被判死刑，后改判流放。

马尔堡 （Ｍａｒｂｕｒｇ），德国中部黑森州的城市，１６世纪以来以大学城著称。１８４８年时属于黑森－卡塞尔选侯国。



全体协会成员尽快开会。

马尔堡，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９日

马尔堡民主协会

签署人：拜尔霍夫???主席


音乐会

八天前，我们有机会在一日场音乐剧中欣赏到我们两位同胞的演出；雅各布·奥芬巴赫???先生长

期在巴黎居住，是在欧洲享有杰出声誉的大提琴家，他演奏了自己的几个作品和一首由他将门德尔松

的曲目改编而成的大提琴演奏曲。我们可以大胆地宣称，奥芬巴赫先生是当今音乐界最杰出的艺术家

之一；非凡的技巧，令人赞叹的演奏，再加上熟练掌握这些有难度的乐器技巧，只有少数人才能称自

己是能与他相提并论的艺术家。送给奥芬巴赫先生的暴风雨般的掌声，说明我们城市的观众知道如何

欣赏他们的杰出成就。索菲·施洛???女士几周前刚刚回到这里，她分别演唱了雅各布·奥芬巴赫和门

德尔松的歌曲。施洛是一位众所周知的艺术家，她将奥芬巴赫优美而亲切的音乐演唱得如此热情和娴

熟。我们不得不承认，奥芬巴赫先生同我们一样幸运，为他的音乐找寻了一位像施洛女士这样的艺术

家。施洛女士将门德尔松的歌曲唱得如此美妙，在我们看来，很少有歌手能与她匹敌。科隆现在可以

自豪地说出音乐界两位名人的名字———施洛女士和雅各布·奥芬巴赫先生。如果这两位艺术家能再为

我们奉献更多这样的音乐会，就令人非常期待了；本地观众当然不会缺席这类大型的音乐盛典。

（读者来信）


《新莱茵报》第５期上的与原文有出入的印刷错误：

第１版，第１栏，第４行左边 “我们”（“Ｗｉｒ”）改为 “怎么样”（“Ｗｉｅ”）。

第１版，第２栏，第１１－１２行???改为 “大会请两名左派议员发言”。

第３版，第３栏，第５０行 “一个工人”（“ｅｉｎ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改为 “没有工人”（“ｋｅｉｎ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

——— ———·——— ———


［第四版下部一栏］

《新莱茵报》．
根据股东大会的决议，本月１０日前对照临时收据收取股票款的第２个１０％。

请外地股东尽快将股票款的１０％或每股５塔勒邮寄到圣阿加塔街１２号，凭临时收据可免付邮资送达。

科隆，１８４８年６月４日。

发行人：海·科尔夫???

５３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第６号

???

???

???

???

???

拜尔霍夫，卡尔·西奥多 （Ｂａｙｒｈｏｆｆｅｒ，Ｋａｒｌ　Ｔｈｅｏｄｏｒ　１８１２－１８８８）———德国黑森·卡塞尔选侯国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５年为马尔

堡大学哲学教授，１８４７年领导马尔堡自由宗教运动，１８４８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１８５０年为选侯国议会议长。１８５２年移居美国。

１８５３年被马尔堡陪审团以叛国罪缺席判处１５年徒刑。

奥芬巴赫，雅各布 （Ｏｆｆｅｎｂａｃｈ，Ｊａｋｏｂ　１８１９－１８８０）———法国作曲家，大提琴手。出生于德国科隆。法国轻歌剧的奠基人。

施洛，索菲 （Ｓｃｈ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１８２２－１９０３）———德国女高音歌手。

应该是 “倒数第１１－１２行”。

科尔夫，海尔曼 （Ｋｏｒｆｆ，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２４－１８８２）———德国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７年因政治信仰而被革除普鲁士军职。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为 《新莱茵报》发行负责人，后流亡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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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莱茵报》．
咨询和批准章程的股东大会

以及公司合同的缔结大会：

拟于６月１８日星期日，上午１０点，
在迪伦波恩，钟声巷１３和１５号。

外地股东可以委托其全权代理人出席。临时股东会员证作为入场券。

科隆，１８４８年６月２日。

临时委员会

本报刊登广告

《新莱茵报》
有意在本报的下一期上打广告者，请于今日中午１点前与我们联系。

《新莱茵报》．发行部
［第四版下部二栏］

成年人体操协会
为了讨论新规定，原定于６月６日星期二举行的大会改为６月７日星期三晚上８点在韦尔克举行。

体操顾问

现有一份工作面向资历丰富的乡下女佣。详情咨询本报发行部。

诚聘商店学徒
　可提供商业会计和书信的全面指导。优先考虑家教良好的外地人，店长家提供统一食宿。薪酬请咨

询本报发行部。

浓缩柠檬汁
施泰恩大街９号和１１号

朗姆酒、科涅克酒???和亚力酒???

施泰恩大街９号和１１号

广受欢迎的

樱桃蛋糕
每日新鲜出炉，整个蛋糕１０银格罗申，每块１银格罗申。铭牌巷４９号以及分店布林德巷卡腾堡１２号。

弗兰茨·斯托尔威尔克???，宫廷承办商

６３

???

???

???

科涅克酒 （Ｃｏｇｎａｃ），法国科涅克地区用葡萄酿造的一种白兰地酒。

亚力酒 （Ａｒｒａｃ），东南亚、南亚等地用椰树汁酿造的一种高度烈酒。

斯托尔威尔克，弗兰茨 （Ｓｔｏｌｌｗｅｒｃｋ，Ｆｒａｎｚ　１８１５－１８７６）———出生于科隆的德国食品企业家。１８３９年起经营面包房，４０年代

时拥有一家糖果和巧克力工厂和两家咖啡馆。１８４７年１月获得 “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亲王法定供应商”头衔，其产品在６０年代享誉欧

洲。１９００年时，他的后代经营的斯托尔威尔克公司是美国第二大巧克力生产商。



冰淇淋
每天出售冰淇淋，在本店品尝及外送均可，每支售价４银格罗申。

弗兰茨·斯托尔威尔克，宫廷供应商

一辆可供郊游的大型马车和其他车辆寻求租用。小桑考尔街２号，Ｊ．Ｊ．库珀。

［第四版下部三栏］

寻求一栋有６－７个房间的房子，邻近市中心为佳。有合适的房东请将地址寄到Ｋ．Ｌ．１０号。

手工钱包，

一只老明斯特犬???，

真正带劲的哈瓦那和不来梅雪茄，尽在

齐格勒兄弟
下金施密特街１３号

一只黑白相间的长毛垂耳狗跑丢了。寻到重金酬谢。黄油市场３３号。

邮轮广告。 科隆???，１８４８年６月５日

抵达。Ｍ．吕茨恩科尔希船长来自阿姆斯特丹，载重１８３４森特纳???。皮尔船长来自鹿特丹，载重

２０１２森特纳。

已出发：Ｍ．伦茨开往上游地区。

负责人：Ｊ．Ａ．奥特斯去往鲁尔到埃默里希???；Ｌ．杜克弗雷去往杜塞尔多夫到米尔海姆 （鲁尔

区）???；Ｊ．克莱米尔，去往安德纳赫???和新维德；Ｄ．施纳德，去往科布伦茨和摩泽尔河???；Ｎ．拜耳，

去往摩泽尔河和特利尔；Ｊ．Ｂ．姆德申克，去往宾根???；安东本德尔，去往美因茨；舒尔茨女士，去往

下美因茨；Ｃ．Ｗ．穆勒，去往中上游地区；慕斯女士，去往海尔布隆???；彼得奎勒，去往坎城???和斯图

７３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第６号

???

???

???

???

???

???

???

???

???

???

明斯特犬 （Ｍüｎｓｔｅｒｌｎｄｅｒ），德国犬种，德国领先犬种中最小的代表。主要用于狩猎及陪伴。

报纸此处的 “科隆”（Ｋｎ）少了一个字母。应为 “Ｋｌｎ”。

森特纳 （Ｃｅｎｔｎｅｒ，缩写为Ｃｔｒ．），是古代部分欧洲国家的重量单位，１森特纳约等于５０公斤。

埃默里希 （Ｅｍｍｅｒｉｃｈ），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莱茵河边的小城，临近荷兰。

米尔海姆 （鲁尔区）（Ｍüｌｈｅｉｍａｎｄｅｒ　Ｒｕｈｒ），德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鲁尔河一座小岛城市，１９世纪是皮革和煤炭之城，

１９６６年最后一座煤矿关闭。目前是许多著名食品公司总部所在地。

安德纳赫 （Ａｎｄｅｒｎａｃｈ），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小城，生产徽章已有８００多年的历史传统。在科布伦茨以北２１公

里。

摩泽尔河 （Ｍｏｓｅｌ），法国东北部和德国西南部的河流，莱茵河最长的支流 （５４５公里），流经马克思的故乡特利尔，在科布伦

茨注入莱茵河。

宾根 （Ｂｉｎｇｅｎ），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小城，位于纳厄河注入莱茵河的汇合处。这里除了盛产葡萄酒外，还有坐落于莱茵

河小岛上的古罗马人修建的猫堡 （Ｍｏｕｓｅ　Ｔｏｗｅｒ）。

海尔布隆 （Ｈｅｉｌｂｒｏｎｎ），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的城市，连通曼海姆和斯图加特的闪卡尔河穿过该城。德国戏剧家海因里

希·冯·科莱斯特写有戏剧 《海尔布隆的卡塔琳娜》。

坎城 （Ｋａｎｎｓｔａｄｔ），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小城之一。Ｋａｎｎｓｔａｄｔ是１９００年前的名称，１９００－１９３３年称

康斯达特 （Ｃａｎｎｓｔａｔｔ）。１９９３年７月２３日在名称前加 “Ｂａｄ”一词，突出该地的温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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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特；Ｍ．奥伯丹，去往沃尔姆斯???和曼海姆。

此外：皮尔船长，去往鹿特丹，科隆１０号。

此外：克伊森船长，去往阿姆斯特丹，科隆２号。

水位

科隆，６月４日莱茵河水位为７英尺４英寸。


发行人　科尔夫

威·克劳特承印　圣阿加塔街１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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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 沃尔姆斯 （Ｗｏｒｍｓ），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城市，位于莱茵河西岸。德国神话 “尼伯龙根”传说的起源地，有莱茵河

尼伯龙根桥。１５２１年，马丁·路德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面对皇帝卡尔五世为他的９５条论纲辩护，因而该城还被称为 “路德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