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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号 科隆，星期二，6月 20日 1848．

［第一版头条通栏］
《新莱茵报》于 6月① 1日起每日发行。请您尽快订阅下一季度，即七月到九月的报纸。

德国所有邮局都接受订单。

法国订单由亚琛皇家高等邮局负责，比利时和荷兰订单由皇家邮局和列日②邮政所负责。

订阅价格:科隆地区一季度 1塔勒 15银格罗申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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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载广告费用:四栏版面 8磅④活字每行或相同篇幅 1银格罗申 6分尼。

各类广告都将通过本报的巨大网络而得到广泛传播



。

［第一版一栏］
概览。

德国。科隆。( 6月 17 日的妥协会议。) 多特蒙德⑤。( 德意志统一。) 柏林。( 更换大臣。———冯·纳茨梅

尔⑥被控诉。———博尔夏特⑦提案。———关于更换大臣的其他谣言。———34艘美国船只前往德国港口解

除封锁。———法国政府的要求。———布莱桑⑧的声明。) ———布勒斯劳。⑨ ( 西里西亚瑏瑠的敌对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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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将 6月错排为 7月( Juli) 。
列日( Lüttich) ，比利时东南部列日省省会。
塔勒( Thlr． ) 、银格罗申( Sgr． ) 、分尼( Pf．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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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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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特蒙德( Dortmund) ，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城市，鲁尔东部的行政、商业和文化中心。
海尔曼·冯·纳茨梅尔( Herman von Natzmer 1806—1858) ———普鲁士上尉军官，民主主义者。1848 年 6 月 14 日指挥守卫柏林军械库的
部队，拒绝向人民射击，被判 15年徒刑，1849年逃走。同年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英国，1852年移民澳大利亚。
弗里德里希·博尔夏特( Borchardt，Friedrich 1804—1857) ———普鲁士科隆市律师，民主主义者。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
派。
约翰·乌尔班·布莱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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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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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里西亚( Schlesien) ，指奥得河中、上游流域。18世纪中叶以后成为普鲁士的西里西亚省。几经领土划分的变动，现在绝大部分属于波
兰，一小部分属于德国萨克森自由州，更小一部分属于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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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波森大公国①的消息。( 省长命令。———科隆布②下台。) 法兰克福。( 国民议会。) 威斯巴登③。( 贪

污受贿。) ———维也纳。( 劳工问题。) 布拉格。( 事态状况。)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④。( 和平前

景。———丹麦军队撤退。)

匈牙利。佩斯。( 军事叛乱。)

法兰西共和国。巴黎。( 对地产征收 45生丁⑤的税。———为新闻界拟定保释金。———波拿巴⑥行动。———

“红色共和国”。——— “工人派系”。———⑦资产阶级卫队”。——— “人民的看台”。———“火山”。)

意大利。维罗纳⑧( 阿迪杰河⑨边的皮埃蒙特军) 。———那不勒斯( 那不勒斯国王和卡尔·阿尔伯特瑏瑠) 。

大不列颠。伦敦。( 议会辩论。———众多宪章运动者被捕。———汤姆·斯蒂尔瑏瑡 ．———奥洛萨加瑏瑢逃往伦

敦———商业新闻。瑏瑣

官方消息。
最仁慈的国王陛下屈尊宣告:

应现任陆军大臣、中将卡尼茨瑏瑤伯爵的请求准予他退休，任命中将施莱根施坦瑏瑥男爵为新一任的陆军

大臣。

授予多特蒙德地产参事冯·赫费尔瑏瑦三等红鹰勋章瑏瑧;并向爱尔福特瑏瑨地区来自萨克萨瑏瑩的玻璃匠奥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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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森大公国( Groherzogtum Posen) ，1815年由普鲁士建立的波兰殖民公国。1846年和 1848年该公国发生波兰人的起义，普鲁士随用波森
省替代了波森大公国。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科隆布( Colomb，Friedrich August 1775—1854) ———普鲁士将军。1843—1848年是波森省普鲁士军队司令。
威斯巴登( Wiesbaden) ，德国中部城市，历史上拿骚公国( 1806—1866) 的首都。现在属于德国黑森州。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Schleswig-Holstein) ，德国最北部的州。1848年丹麦和德国就此地的主权发生争执，最初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支持
德国的民族主义者。1848—1851年发生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丹麦获胜。1864 年发生第二次战争，普鲁士和奥地利获胜，该地区除北
部很少部分归丹麦外，被纳入德国版图。
生丁( Cts． ) ，法国辅币，100生丁合一法郎。
拿破仑三世(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 NapoléonⅢ，Louis Bonaparte 1808—1873) ———法国第二共和国总统( 1848—1851) 、法兰西第二帝国
皇帝( 1852—1870) 。
此处漏排了前半个?号。
维罗纳( Verona) ，1848年时属于奥地利控制的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的城市。现为意大利威尼托大区维罗纳省首府，2000 年入选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罗密欧与茱丽叶》以此城为背景，有“爱之都”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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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阿尔伯特·阿玛迪斯( Karl Albert Amadeus，意大利语:卡洛·阿尔贝托·阿马德奥 Carlo Alberto Amadeo 1798—1849) ———意大利
西北部萨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 撒丁王国) 国王( 1831—1849) 。他登基后开始了工业化进程。1848 年在自由派的压力下制定君主立宪
宪法并对奥地利开战，1849年战败后让位给儿子。
托马斯·斯蒂尔( Thomas Steele 1788—1848) ———爱尔兰政治活动家，爱尔兰解放运动政治家奥康奈尔( Daniel O’Connell) 的助手之一，被
称为“诚实的汤姆·斯蒂尔”( Honest Tom Steele) 。因政治失意而在伦敦滑铁卢桥跳河自杀，被救几天后于 1848 年 6 月 15 日死于弗利特
街皮尔咖啡馆。
萨卢斯蒂亚诺·德·奥洛萨加( Olozaga，Salustiano de 1805—1873) ———西班牙外交家，进步派领袖之一，曾任政府首脑( 1843) ，驻巴黎公
使( 1840—1843和 1854) ，参加 1854—1856年该国资产阶级革命。
此处漏了后半个) 号。
奥古斯特·冯·卡尼茨( Kanitz，August von 1783—1852) ———伯爵，普鲁士将军，1848年 5—6月为康普豪森内阁陆军大臣。
罗特·冯·施莱根施坦( Schreckenstein，Ｒoth von 1789—1858) ———男爵，普鲁士将军。1848年 6—9月为陆军大臣。
威廉·约翰·冯·赫费尔( Hoevel，Wilhelm Johann von 1817—1859) ———普鲁士行政律师。
红鹰勋章( rothen Adler－Orden) ，普鲁士国王授予的功勋勋章。
爱尔福特( Erfurt) ，德国中部城市，图灵根州首府。
萨克萨( Sachsa) ，德国下萨克森州的小城，位于哈尔茨山脉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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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Euling］、列格尼茨①地区来自赛腾多夫②的新教学校教师和管风琴手希尔费［Hilfe］以及来自吉尔多夫③

的天主教学校教师阿尔特曼［Altmann］授予公共荣誉奖章。

授予布勒斯劳的司法委员、公证人和司法参事弗朗茨·格利奈克［Franz Gelinek］高级司法参事称号。



德国。
＊＊科隆，6月 19日。“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忘掉”，———这一句话既适用于康普豪森④内阁，

也适用于波旁王朝。

6月 14日，因妥协派背弃革命而愤怒的人民冲进了军械库。他们想获得某种保障来反对妥协议会，他

们知道，最好的保障就是武器。军械库被攻占了，人民武装起来了。

攻占军械库是没有直接结果的事件，是半途而废的革命，但它却产生了以下的后果:

( 1) 吓得发抖的议会撤销了昨天的决议，声明把自己交给柏林居民来保护;

( 2) 它在非常重要的问题上背弃了内阁，以 46票的多数否决了康普豪森的宪法草案;

( 3) 内阁立即开始全面瓦解，大臣卡尼茨、施韦林⑤和奥尔斯瓦特⑥都辞职了( 到现在为止，其中只有卡

尼茨已决定要由施莱根施坦来代替) ，而康普豪森在 6月 17 日才向议会请求 3 天的期限来补充他那分崩离

析的内阁。

这一切都是攻占军械库的后果。

正当人民自我武装的后果这样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时候，政府却胆敢指责人民的这种行动! 正当议会和

内阁承认起义的时候，对参加起义的人却进行法庭审讯，用旧普鲁士法律来对付他们，在议会的会议上侮辱

他们，把他们说成是普通的小偷!

就在吓得发抖的议会把自己交给攻占了军械库的战士们来保护的那一天，格里斯海姆⑦( 陆军部委员)

和泰梅⑧( 检察官) 两位先生却下令把这些战士宣布为“暴徒”和“强盗”。被革命从流放中召回的“自由主义

的”泰梅先生，开始对继续革命的人进行严厉的审讯。科尔恩⑨、勒文宗瑏瑠和乌尔班瑏瑡都被逮捕了。在全柏林

进行挨家挨户的搜查。正确地估计了局势，立即了解到必须放弃军械库的纳茨梅尔上尉用和平撤退的办法

使普鲁士避免了新的革命，使大臣们摆脱了极大的危险，这个人却被交给军事法庭，军事法庭根据军法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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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格尼茨( Liegnitz) ，波兰语 Legnica( 莱格尼察) ，波兰下希隆斯克省中部城市，1945年以前属于德国。
赛腾多夫( Seitendorf) ，波兰语 Gniewoszów。波兰下希隆斯克省克沃茲科县( Kodzko) 的村庄。1945年以前属于德国。
吉尔多夫( Giersdorf) ，波兰语 Gierszowice，波兰奥波莱省布热格县( Brzeg) 的村庄，1945年以前属于德国。
卢道夫·康普豪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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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西米利安·施韦林( Schwerin，Maximilien 1804—1872) ———伯爵，普鲁士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 1848 年 3—6 月) ，1848—1849 年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1859—1862年任普鲁士内务大臣，民族自由党人。
鲁道夫·奥尔斯瓦特( Auerswald，Ｒudolf 1795—1866) ———普鲁士政治家。1835 年为柯尼斯堡市长，1842 年为东普鲁士议会议长。1848
年 6—9月为普鲁士首相和外交大臣，属于贵族自由派。1849—1850年为普鲁士第一议院议长。1858—1862年为普鲁士无任大臣。
卡尔·古斯达夫·格里斯海姆 ( Griesheim，Karl Gustav 1798—1854 ) ———普鲁士保守派军事政客。1848 年 5 月为陆军部大臣代表。
1849—1850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53年晋升为少将。
约多库斯·胡贝尔图斯·泰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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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道夫·科尔恩( Korn，Adolf 1822—1904) ———德国民主主义者，1845年前为普鲁士尉官。德国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
流亡土耳其。
摩里茨·勒文宗( Lwensohn，Moritz) ———德国民主主义者，柏林人民俱乐部领导人之一，1848年 10月柏林第二届民主代表大会代表。
乌尔班( Urban) ———德国兽医。1848年 3月柏林街垒战的领导人之一，1848年 6月 14日袭击军械库的参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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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处死刑。

妥协派在这一场虚惊之后也恢复了常态。他们像在 6月 9日背弃了街垒战的战士①一样，在 6 月 17 日

的会议上背弃了攻占军械库的战士。在 6月 17日的会议上发生了以下的事情:
［下转第二栏］

［第一版二栏］
［上接第一栏］

康普豪森先生向议会声明:现在他要向议会说明全部情况，使议会能够做出决定，是否需要因攻占军械

库事件而对内阁起诉。

当然，要控告大臣们是有理由的，但并不是因为他们容许了攻占军械库，而是因为他们狡猾地把革命的

一个最重要的成果———人民的武装化为乌有而引起了这个事件。

继康普豪森先生发言的是陆军部委员格里斯海姆先生。他对军械库中的武器，即对“普鲁士独有的秘

密，完全新式的”步枪，对“具有历史意义的”武器和其他一切名贵的东西作了详尽的描写。他这样描绘军械

库的警卫组织:楼上有 250个士兵，楼下有市民自卫团。他指出:作为整个普鲁士国家主要武库的这个军械

库的武器收发工作，就是在三月革命的时候也几乎没有中断过。

格里斯海姆先生说了上面这一段开场白，想以此来博得妥协派对于军械库这个极其有趣的机构的同

情，然后他才谈到 6月 14日的事件。

他说，有人经常使人民注意军械库，注意武器的发送情况，并且提醒人民，说什么武器是属于他们的。

可是要知道，武器的确是属于人民的，这首先是因为，它是全民的财产，其次，它是人民所争得的有保证

的武装权利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格里斯海姆先生“可以肯定地担保说: 是人民队伍首先向市民自卫团射击的”。

这种武断简直和三月间“17名被害士兵”②的传奇一模一样。

格里斯海姆先生接着叙述人民怎样冲进军械库，市民自卫团怎样撤退，当时“1000 支③最新式的步枪怎

样被窃走，这是不可补偿的损失”( ! ) 有人劝纳茨梅尔上尉撤退，即劝他“违背自己的职责”;于是军队就撤

退了。

当陆军部委员先生在他的报告中说出下面这一段话的时候，这位老普鲁士人感到非常痛心，因为人民

玷污了旧普鲁士的圣地。请听一听他是怎样说的:

“就在那军械库的楼上房间里发生了真正骇人听闻的事情:人们在那里盗窃、抢劫和破坏。新的步枪被

扔到楼下，摔成碎块。无价的古物、用银子和象牙镶嵌的步枪以及精心制作而很难修复的炮的模型都被破

坏了。用人民的鲜血换来的战利品和有关民族荣誉的旗帜也遭到了破坏和亵渎!”( 全场愤怒，喊声四起:

呸，呸! )

老武士对于人民的轻举妄动所表示的这种愤怒给人留下了真正可笑的印象。人民对旧的尖顶盔、后备

军士兵的军帽和其他“无价的”废物干出了“真正骇人听闻的事情”! 他们把“新的武器”往楼下扔! 据在服

役中白了头发的陆军中校看来，这是怎样一种“骇人听闻的事情”呵，因为他只能在军械库中以敬仰的心情

静观“新的武器”，而他的团队在操练时用的却是陈旧不堪的步枪! 人民毁坏了炮的模型! 格里斯海姆先生

·21·

①

②

③

指 1848年 6月 9日的议会辩论中，有右派议员否定 1848年 3月 18日人民街垒战反抗王权的斗争。
指柏林 1848年 3月 18日人民起义胜利后反动派的一个谣言。这天的街垒战平民死亡 270人( 包括 11名妇女和 10名未成年人) 、伤 1000
多人;士兵死亡约 200人、伤 250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中文版第 5卷翻译为 1100支。核对原报，应为 1000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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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要求人民在革命的时候戴上柔软的羊皮手套呢? 然而最可怕的是旧普鲁士的战利品遭到了亵渎和

破坏!

格里斯海姆先生在这里向我们叙述的这个事实证明柏林人民在 6月 14日表现了完全正确的革命机智。

柏林人民踩坏了在莱比锡和滑铁卢战役中夺得的旗帜，从而否认了所谓解放战争。德国人在自己的革命中

应当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和自己的整个可耻的过去决裂。

可是，旧普鲁士的妥协派议会当然要对这种行为大喊“呸! 呸!”，因为这种行为意味着人民的第一次革

命发动，意味着人民不仅反对自己的压迫者，而且也反对自己过去的美妙幻想。

尽管这种亵渎神圣的行为引起了格里斯海姆先生的勃然大怒，但是他并没有忘记指出:这整个事件“使

国家损失了 5万塔勒和可以装备几个营的武器”。

他接着说:“攻击军械库根本不是为了要武装人民。武器以极低的价钱卖掉了。”

在格里斯海姆先生看来，攻占军械库不过是一些盗窃枪支来换钱买酒喝的小偷所干的事情。可是“强

盗们”为什么偏偏要抢劫军械库，而不抢劫珠宝商的富有的店铺来换钱呢，关于这一点，陆军部委员认为没

有解释的必要。

对倒霉的( ! ) 上尉之所以表示深切的同情，是因为据说他为了不让市民流血而违背了自己的职责;不仅

如此，人们还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值得赞扬的和值得感谢的;甚至今天还有代表团去访问他，并且要求承认这

是一种值得全国感谢的行为。( 愤慨) 这就是以陪审员施拉姆为首的各个俱乐部的代表。( 右派表示愤怒和

发出“呸!”的喊声) 毫无疑义，上尉违背了作为士兵首领的职责———他违背没有特别命令不得擅离职守的明

确指示，放弃了自己的岗位。有人曾经怂恿他，说只有他撤退才能拯救王座，说全部军队似乎已经离开

城市，
［下转第三栏］

［第一版三栏］
［上接第二栏］

国王已经从波茨坦逃跑。( 愤慨) 他和 1806年的一个要塞司令的做法①一样，那个司令不去保卫委托给他的

要塞，而把它轻易地交给了敌人。至于有人认为他以撤退防止了市民的流血，那么这种意见自然是站不住

脚的;谁也不会受到丝毫的损伤，因为他正是在赶来援助他的一个营的其余部分已经临近的时候放弃了自

己的岗位的。( 右派大喊“妙极了”，左派则发出嗤嗤声。)

显然，格里斯海姆先生又忘记了:正是纳茨梅尔上尉的坚毅沉着的精神使柏林避免了新的武装斗争，使

大臣们摆脱了极大的危险，使君主政体避免了灭亡。格里斯海姆先生原来又是一个典型的陆军中校，他在

纳茨梅尔的行动中只看出破坏从属制度，胆怯地离开自己的岗位，按照著名的 1806年的旧普鲁士方式来说，

是叛变行为，此外没有看出任何别的东西。君主制度的救命恩人，应当被判处死刑。这对整个军队是一个

极好的榜样!

而在格里斯海姆先生说这一番话的时候，议会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呢? 议会充当了他的愤怒的回声。

左派最后用嗤嗤声来表示抗议。一般地说，柏林左派的态度愈来愈怯懦，愈来愈含糊了。在 6月 14日夜里，

当人民由于孤立无援很快就要失去他们已经争得的优势的时候，当人民为了获得彻底胜利仅仅缺少领袖的

·31·
① 1806年 10月，拿破仑军队在耶拿很快打败普鲁士军队，随后普鲁士一系列要塞不战自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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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这些在选举中曾经利用过人民的先生们在什么地方呢? 贝伦兹①、荣克②、埃尔斯纳③、施泰因④、赖辛

巴赫⑤这些先生们当时在什么地方呢? 他们不是待在家里苟且偷安，就是向大臣们递交无关痛痒的呈文。

不仅如此! 他们甚至不敢保护人民不受政府委员们的诽谤和侮辱。没有一个演说家出来说话。没有一个

人愿意对曾经给他们带来初次胜利的人民发动负责。他们只敢发出嗤嗤声! 这是什么样的英雄气概呵!
［作者恩格斯，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卷 100－105页《6月 17日的妥协会议》，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

‖多特蒙德，6月 17日。哦，不可分割的德国! 你失去了一个美丽的城市。五旬节⑥假期当天，军事基

地大楼毫不客气地收起了在欢乐狂潮中购置的黑红金三色旗帜，并且将其搁置，取而代之升起了多特蒙德

的市徽。此外还飘扬着三面旗帜，一面很长的黑白色旗，一面印有普鲁士徽章的白旗。⑦ 优秀的市长为此而

感激，降下市政厅飘扬的三色旗帜。我们从这里径直走向初始状态。即便只是在讨论中提及“共和国”一

词，我们的公职人员俱乐部也会手脚并用，发出巨大的噪音，并且发表了声明:柏林国民议会应当搬迁。国

民议会可能会表示感谢并前往多特蒙德。当地贵族也希望普鲁士亲王⑧在此下榻，他们只是担心离莱茵兰

人⑨太近。———当晚迎接亲王回城的人列队用音乐与欢呼制造了一件谋杀丑闻，并且将一个持共和思想的

制帽匠的狗痛打了一番，等等。而那些可怜的女仆却遭遇了一道高声宣布的禁令:她们会被逮捕，要是她

们———按当地的习惯———在假期第一天唱着歌成群地进城去。

柏林，6月 17日。首相在今天的国民议会会议上宣布，大臣冯·阿尼姆瑏瑠、施韦林、卡尼茨已经离职。取

代后者的是施莱根施坦将军。其他两位将在下星期二接受任命。据说，国民议会主席米尔德瑏瑡和议员洛贝

尔图斯瑏瑢先生将作为施韦林和冯·阿尼姆的接替者。

自从突袭军械库以来这里没有发生其他重要事件。陆军上尉冯·纳茨梅尔带领一连士兵占领军械库，

没有动用武器便撤离了。他将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人民对此非常不满。

今天，来自科隆的博尔夏特在国民议会上提出以下提案:

·4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朱利叶斯·贝伦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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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奥尔格·哥特洛布·荣克( Jung，Georg Gottlob 1814—1886) ———德国政论家，民主主义者。1842年《莱茵报》的创始人和发行负责人之
一，青年黑格尔派。1848年 3月柏林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随后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
左派。1863—1867年和 1869—1876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属于民族自由党。
莫里斯·埃尔斯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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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利乌斯·施泰因( Stein，Julius 1813—1889) ———西里西亚的教师和政论家，民主主义者。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
1849年是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
爱德华·冯·赖辛巴赫 ( Ｒeichenbach，Eduard von 1812—1869) ———伯爵，西里西亚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
派; 1848年 10月起为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员;后为进步党人。
五旬节( Pfingsten) ，天主教节日。每年复活节后第 50日为“圣神降临节”，又称“五旬节”。
普鲁士王国的国旗上、下边为黑色，中间大部分是白色，黑鹰徽章居于白色正中。
普鲁士亲王，即后来的威廉一世( WilhelmⅠ1861—1888) ，当朝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弟弟。
莱茵兰人( Ｒhinelander) ，指德国莱茵河左岸地区的人，当时这个地区人民的革命倾向浓重。
海因里希·冯·阿尼姆( Arnim，Hein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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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普鲁士第一议院议员。
卡尔·奥古斯特·米尔德( Milde，Karl August 1805—1861) ———西里西亚大工厂主，德国自由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一; 1848 年是普鲁士国
民议会议长( 5—6月) ，属于右派，曾任普鲁士贸易大臣( 1848年 6—9月) 。
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 Ｒodbertus，Johann Karl 1805—1875) ———德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主张“国家社会主义”。1848年担任普鲁
士宗教教育大臣( 共 14天) 和国民议会议员。《新莱茵报》经常批评他的讲演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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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现行法律，特别是今年 4月通过的法律，希望高贵的议会保障军方享有与任何其他公民一样的结

社和请愿权利，并决定立即采取行动，禁止陆军大臣进一步削弱上述军方权利。

提案辩论还未能开展，因为陆军大臣在几天之前利用有关波森事件的文件对提案委员会进行了全面的

攻击。

柏林，6月 15日。在与我方进行了可靠的沟通后，法国政府向本国当局提出要求，解除对整个波森大公

国的管制，包括位于边境的德国地区，以恢复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满足这个要求关系到德国和法国之间

的和平能否维持的问题。( 《莱茵－摩塞尔日报》①)

昨天( 16日) 晚上 8点从汉堡抵达的火车带来的消息说，一艘美国船只在蒸汽火车离开前不久抵达汉

堡，这意味着有 34艘美国船只前往德国，解除对德国港口的封锁。

柏林，6月 17日。对布莱桑少校所发表宣言的评论:
［下转第二版一栏］

［第二版一栏］
［上接第一版三栏］

他不能保证柏林市民自卫团可以接管，他不知道指定的队伍能否出现，更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履行

职责，

由此我们认为有理由公布如下事实:

本月 14日，59连听从交付给他们的指令，于晚上 7 时向军械库出动，在那里等了一个多半小时以

获得进一步的指令，并很快收到了布莱桑少校的命令撤回到自己的驻地。

这项军令迫使军队撤离军械库所在地，他们没有履行保卫军械库的职责，而其他各连都恪尽职守。集

合好的连队一直等到凌晨 2时才获得进一步的指令。

柏林，1848年 6月 17日。

市民自卫团第 59连。

———据《德意志报》②报道，现任内政大臣奥尔斯瓦特将接任施韦林伯爵的职位，他的职位则由西里西

亚最高领导人品德尔③先生接任。阿尼姆的职位由外交大臣乌泽多姆④接任。

斯德丁，⑤6月 16日。刺耳的音乐里似乎存在着一种传染性元素;像霍乱一样，它们来了，掉头又消失得

无影无踪。它们也同样出现在斯德丁，尽管市民自卫团对此激烈反对，但它们似乎仍在不断增长。最近一

段时间，它们每晚都会出现在《皇家特权斯德丁报》⑥办公室前面，昨天也是如此。人们从那里转移到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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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莱茵－摩泽尔日报》( Ｒh． － u． M． －Z．即 Ｒhein－und Mosel－Zeitung) ，德国天主教日报，1831—1850年在科布伦茨出版。
《德意志报》( Deutsche Zeitung) ，德国自由主义的日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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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里乌斯·海尔曼·品德尔( Pinder，Julius Hermann，1805—1867) ———德国政治家。1835年为柯尼斯堡的议员。1843 年为布雷勒斯劳市
长。1848年为西里西亚总督，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温和自由主义者。1849年为第一议院议员。
卡尔·格维多·乌泽多姆( Usedom，Karl Guido 1805—1884) ———伯爵，普鲁士外交家，驻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全权代表( 1848) 和驻美茵河畔
法兰克福联邦议会全权代表( 1858—1859) ，驻意大利大使( 1863—1869) 。
斯德丁( Stettin) ，波兰语 Szczecin( 什切青) ，波兰西北部较大城市，奥得河穿城而过。历史上曾经属于波兰，随后被瑞典、丹麦、普鲁士和德
意志帝国先后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归波兰。
《皇家特权斯德丁报》( Kniglich privilegirten Stettinischen Zeitung) ，德国报纸，1755—1910年在普鲁士斯德丁出版。1798 年 6 月 15 日以后
为日报，此前为周三刊。1852年以后使用简称《斯德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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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丁报》①办公室和德国人街区，并为此带来了两首小夜曲，由长号演奏的奇异的小夜曲。如不是一致的

欢呼声消除了所有疑虑，人们听到这音乐时，可能还会产生怀疑，这究竟是小夜曲还是刺耳杂音。( 《波罗的

海报》②)

#布勒斯劳，6月 12日。比起除波希米亚之外的其他任何德国地区，西里西亚目前的处境都更加艰难，

且错综复杂。在其他地方，如在莱茵兰，封建主义在法国统治下完全被破坏，或者像德国北部和南部的许多

地方一样，得以保留自己的纯洁性。相反，在我们这里数百年的中世纪痕迹却依然存在，并且现代生活在其

间发展出了现代工业。于是我们一边要对抗无数高级或低级的贵族，他们如同腐烂的蝗虫群，为了自己的

利益，摧毁劳动人民的辛勤成果。另一边我们又要面临大工厂主和大资本主义金融家的强权。此外，依靠

自己在匈奴时期发迹的祖先留下的产业为生的封建地主，和以自由竞争的名义剥削人民的现代工业家，居

然可以是过着安宁而舒适生活的同一个人———这种现象并不罕见。

贵族特权的所有者和打着自由竞争旗号进行垄断的资本家对自己的目的再清楚不过了。他们共同组

成了保守党，以求尽可能完整地保留自己的特权。他们全力以赴为自己辩护，利用了所有可用的手段。他

们是抵抗新运动的反动中坚力量。

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蜂拥而至，提出自己的要求。然而，这些要求杂乱无章，充斥着各种不同甚至

截然相反的环境和情况，人民目前正是处于这种混乱之中。

即使在莎士比亚笔下女巫的炼金炉中，也不会比这里的情况更糟糕。那些反动派先生们辛勤地搅拌，

且总以为自己将成为酿酒大师。但他们不知道咒语，甚至不屑于知道咒语。如此一来，我们就会溢出熔炉，

看到那些倒在地上被灼伤、烧焦的先生们。这个结局必将到来。

我们先来看看农村地区。那里的封建负担依然光荣地存在着;这些负担虽然在有的地方部分地存在，

有的地方完全废除了。但对于农村民众来说，始终都得缴纳许多金钱，缴纳土地税，缴纳养老金。农民一旦

遭遇某一方面困境，就会对贵族和地主产生出或多或少的强烈憎恶和怨恨。只有少数村庄通过偿还债务解

除封建负担。民众的仇恨从过去的领主裁判权、领主治安权以及不公正的税收分配中汲取共同的动力，化

为农民自身的革命情绪。许多地主对缓解国家的负担几乎没有做出任何贡献，或者至少与他们的收入相比

不值一提。

“农民”( 拥有至少二分之一胡符③的土地者，通常拥有 2、3、4 或更多胡符) 即便没有得到赔偿也将会感

到满意，只要封建负担和其他地主特权被废止。仅占有几摩尔干④土地的“小农”会要求得到更多土地，以便

支撑一家人的生活。没有土地的“佃户”会要求的更多。可现在农村地区构成人数众多的的整个无产阶级

则是:佃户、雇工等等。他们面对的是强大的统治阶级，看到在自己周围的都是继承遗产的长子、庄园主和

其他地主，他们其中任一个人都管辖着四十、五十甚至上百个村庄领地，拥有大片的林地、牧场、和耕地。他

们呼喊着，我们想要的不多，足够我们生活就够了。这个无产阶级“农民”和对“仁慈”的地主都怀着几乎同

样的怨恨。他们也想成为“农民”，或者至少，自由园丁。

通过这场利益冲突，整个工业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在用机器生产的现代棉花、亚麻和钢铁工业领域以

及大规模采矿行业得以展现。只要工业无产阶级仍在农村广泛存在，它就会受到封建负担的压迫，并以自

·61·

①

②

③

④

《新斯德丁报》( Neuen Stettiner Zeitung) ，德国报纸，在普鲁士斯德丁出版，目前已知最早的和最后的出版年份是 1848—1859年。
《波罗的海报》( Osts． －Z．全名 Ostsee－Zeitung) ，1848—1905年在柏林印刷、斯德丁发行的报纸。
胡符( Hufe) ，德国农户占有土地计量单位，大小因地而异，约合 7－15公顷。
摩尔干( Morgen) ，德国 19世纪沿用至今的土地面积公制单位，1摩尔干约等于 25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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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竞争和中世纪的名义被剥削。人们也提出了彼此对立的要求:有的坚决要求销毁机器，有的主张由国家

没收，还有的想要保留地产。

在城市里小资产阶级，亦即手工业师傅连同大量的技工，则主张设立旧时的行会。作为对这一反动主

张的反击，资产阶级为“自由竞争”的必要性和成功后果进行辩护。

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是最重要也是最开化的无产阶级成员。他们不像其他阶级那样自卖自夸，而是要求

改变自己的阶级地位，这是进步而非反动的态度。此外，城市与乡村目前的隔阂很深，据说原因之一是地方

宪法的多样性，但更主要还是因为城镇占有市政物资、领地和田庄，并以被厌恶的中世纪地主的身份与农民

对立。因此，地方法官和市议会通常在废除封建负担方面表现出反动的态度。在乡村，领主决定一切，他任

命村长和司法人员。他和土地参事( 即地主) 主宰了村镇的方方面面。城市至少有时是由自己选出的代表

和公职人员管理的。因此城市在面对广袤的农村时享有一定的特权。
［下转第二栏］

［第二版二栏］
［上接第一栏］

此外，城市里居住的人，有一部分正是农村民众最痛恨的:法官( 世袭法官) 、律师和清偿委员会委员。

而且大部分领主在城市里也有房产，一年里大部分时间通常也居住在城里，税务机关同样也在城里。这一

切都让农村民众带着愤怒的眼光看待城市，他们认为城里人“游手好闲”，醉生梦死，一些压迫者车来车往，

他们靠农村民众缴纳的赋税过着优裕的生活。

城市正是干革命的地方，它们也最先得到改造，这大大缓解了但并没有消除城市和农村的紧张关系。

因为正是在城市里，反动分子以最卑劣的手段继续撩拨矛盾，他们不仅想维持以前的差别，还更加激发了旧

的仇恨。这些重重矛盾现在又新增了族群差别和语言差别、德国人和波兰人的区别，以及在部分不太开化

和狂热的民众中存在的宗教信仰差别。这一切都被反动分子充分利用了。然而，没有任何努力能够帮助他

们实现目标。他们仅仅使革命的爆发更加血腥、更加激烈，即将到来的风暴首先会将他们自己掀翻在地，永

远扫出历史舞台。

俄国军队的进驻将会点燃革命的风暴，他们将为我们众多阶层和阶级纠缠不清的无序状态带来秩序，

他们将迫使城市和农村里的所有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抵御共同的敌人、推翻反动派。西里西亚在俄国人

入侵时将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但西里西亚自己也真的需要俄国人的入侵，以清除封建垃圾、简化阶级和党派

立场。

来自波森大公国。当局要采取必要措施，密切监督所有参与最新事件人员的行动。

为此，我作出如下规定:

1) 所有参与最新事件的人员，无论是实际介入还是提供了资助和支持，都应受到警察的监督。

高阶层的人没有当地政府官员的特别书面许可不得离开现在的住所和居住地，低阶层的人没有上述

许可不得离开所在辖区。

在颁发的许可证中应清楚明确地表明旅程目的、目的地以及旅程时长。

只有当该地皇家警察委员会批准后，当地政府官员才能对前往波森的旅行颁发许可证。

到政府辖区范围之外去旅行必须要获得皇家政府的许可。

2) 上述规定应提请有关各方知悉，一旦发现违规行为将立即实施逮捕。

3) 当地政府官员须制定一份居住在此地的土地所有者和神职人员名单，涵盖上述第 1 点中的有关人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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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并将其副本提交给我。

对这些人员要重点监视，并且每四周向我报告他们的行为，有特殊情况须立即报告。

波森，1848年 5月 25日。

波森大公国首席大臣，

( 签字) 冯·包尔曼①。

致该省全体地方官员和当地皇家警察局。

波森，6月 14日。我市所有德国人今天都大为震惊，昨天晚上传来的官方消息称，我们的指挥官科隆布

将军突然从这里被调离，赴普鲁士柯尼斯堡②任总督。由于大家不知道科隆布将军是自己申请调动的，所以

每个人都会猜想这件事情与波兰问题有关，并把它与总参谋部主席奥尔堡③先生不情愿的调任联系起来。

( 《法兰克福总邮报》) ④

威斯巴登，6月 17日。联邦议会⑤的秘密会议初现成果。黑森⑥特使的提议意在利用国民议会保护王

室利益，反对民族国家，从而赢得议会议员的支持。巴伐利亚⑦了解此事后便采取了行动，向艾森曼⑧支付
12，000英镑的赔偿金，并向贝尔⑨支付养老金;巴伐利亚认为通过这些措施重新获得了这些人的支持。

如果巴伐利亚政府不打算对议会施加影响，那么它同样应当向维尔特瑏瑠、西本菲弗瑏瑡的继承人进行赔

偿。———不，不! 他们只给那些议会中的人进行了赔偿，因而使自己变得可疑;但它也让那些有理由要求赔

偿的人变得可疑。给予他们的特例和支付的方式使得这一正义的行为只能被看作是一种恩典或贿赂。

( 《法兰克福新闻》瑏瑢)

*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会议 6月 17日。十点半会议开始。

主席让大家就拟于昨天召开的全体会议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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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卡尔·摩里茨·冯·鲍尔曼( Beurmann，Carl Moritz von 1802—1870) ———普鲁士官员，1843—1850年任波森大公国首席大臣。
柯尼斯堡( Knigsberg) ，俄语 Калининград( 加里宁格勒) ，原东普鲁士首府，1945年以后成为俄罗斯在东欧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州府。
奥尔堡( Olberg) ———普鲁士少校，1848年参加镇压波森的民族解放运动。
《法兰克福总邮报》( Frankfurter Oberpostamts－Zeitung，缩写 O． －P． －A． －Z． ) ，德国最早的报纸之一，1615 年创办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首
任编辑是法兰克福邮政局长约翰·冯·登·比格登( Johann von den Birghden) 。该报多次改名，1845年元旦起使用现报名至 1852 年 3 月
31日。1848—1849年名义上是德意志帝国摄政王和内阁的机关报该报。1866年 7月 17日停刊。
联邦议会( Nationalversammlung) ，根据 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议成立的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它由德国各邦的代表所组成，会址设在美
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没有实际的权力。
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国( Hesse－Darmstadt) ，德国历史上一个邦国，位于德国中部，首都威斯巴登。1806 年形成，1866 年被普鲁士王国吞
并。
巴伐利亚( Bayern) ，德国历史上的一个邦国———巴伐利亚王国( 1805—1918) ，位于德国东南部，首都慕尼黑。
哥特弗利德·艾森曼( Eisenmann，Gottfried 1795—1867) ———巴伐利亚政论家，医生。1832年以后因为出版民主派报刊和参加宪法音乐节
而接连遭到迫害，1848年 7月 4日获得巴政府赔偿。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后来属于左派。
迈克尔·约瑟夫·贝尔( Behr，Michael Joseph 1775—1851) ———巴伐利亚自由派政治家。1919 年为巴伐利亚众议院议员，1821—1832 年
任维尔茨堡市长。1832年以后因主张宪法而接连遭受迫害，1848年得到巴政府 1万荷兰盾的赔偿和一笔养老金。1848 年为法兰克福国
民议会议员。
约翰·奥古斯特·维尔特( Wirth，Johann August 1798—1848) ———巴伐利亚自由派作家。1831 年起出版报刊批评巴当局，1833 年以后遭
受迫害。1836年跳脱，先后在法国和瑞士继续从事报刊出版，1847年移居巴登。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7 月 26 日
逝世。
西本菲弗·菲利浦·雅克布( Siebenpfeiffer，Philipp Jakob 1789—1845) ———德国律师和政治记者。18272 以后在普尔法茨( 1816—1918 年
属于巴伐利亚王国) 从事文化活动，主办报纸《莱茵巴伐利亚》( Ｒheinbayern) 和建立祖国协会、组织音乐节批评巴当局，1832年以后遭到巴
伐利亚当局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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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报名的缩写“F． Z．”应是“F．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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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东克①:上周三的全体会议决定，应于昨天而不是今天举行全体会议，这是一个正式的决议，也记入

了会议纪要。———然而，昨天发布了一则主席公告，通知说会议必须取消，因为没有收到预期的报告。人们

现在要问，谁有权决定会议的时间，议会还是主席?

他说，议事规则对此并没有任何规定，主席仅有权决定每次会议的议程。

就他所知，主席无权自行决定会议什么时候开始，议会才有这个权力。他绝不愿相信，会议是由于公告

所称之外的其他原因而没有举行———( 哦! 哦! ) 然而，他听到了一些可能暗示其他事情的言语———( 哦－哦
－不满) 无论如何，今后要确定一种明确的形式，他们被派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休息，而是为了工作! ( 长廊中

响起巨大的欢呼声。)

在休息了四天之后，他们才工作一天。如果昨天没有委员会提交报告以供讨论，议会仍然可以找到某

个问题进行讨论。今天同样如此，并没有一份印好的委员会报告提交上来。因此，今后必须作出明确的决

定，对此，他提议:

除星期日、公众假期和议会自身作出特别规定外，会议连续举行。

他的目的不是谴责，但他不能够赋予主席暂停会议的权利。可以设想一下其后果，假如主席有这样的

权利，他就可以将会议推迟八天，两周，而不仅仅是一天。
［下转第三栏］

［第二版三栏］
［上接第二栏］

如此一来，他就被赋予了自由裁量权，这是不允许的，因为会议日期必须由议会自身决定。

主席:我毫不怀疑主席有权决定是否召开会议。他在上次会议上确定会议日程时已明确表示，“如果到

那时报告已经完成，我将指定在周五召开下次会议。”前天他已去过各个委员会和理事会，他们没有提交任

何可供讨论的东西，因而他认为不适合召开会议，因为日程上没有任何东西。另外他可以保证，不存在任何

其他原因。

约丹②博士:毫无疑问，主席有权在没有东西可供审议情况下暂停会议。———

但这个问题必须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这样他就无权让日子一天又一天地流逝，而不采取任何行动;一个

假期还没有结束，另一个假期又来了。他接着说:

我们仍然无所事事地看着革命的大火蔓延，事件像雪崩一样越积越多。———在欧洲南部，人们正在报

道国王怎样被庄严斩首，而我们却坐在这里，休息、清谈这些事情与我们有何相干，土耳其人与我们有何相

干，等等( 长廊里响起了叫好声) 。

约丹:当外国舰队轰炸德国港口的时候，我们坐在这里，放假休息。当布拉格召开奴隶代表大会即将脱

离和损害德意志邦国时，我们还是坐在这里，说:这不关我们的事，继续放假休息。身穿制服的将军刚一现

身，柏林就已经再次发生流血事件———而我们仍然在放假休息。

主席:把发言者赶出去，他已经相当长时间不把整个议会放在眼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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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马克西米利安·胡果·韦森东克( Wesendonck，Maximilian Hugo 1817—1900) ———德国政治活动家，企业家。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来
自杜塞尔多夫的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法兰克福残缺国民议会立宪活动的参与人。革命失败后于 1849 年 12 月经瑞士－法国流亡美
国，1850年被缺席判处死刑。在美创办保险公司和银行。
西尔韦斯特尔·约丹( Jordan，Sylvester 1792—1861) ———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9世纪 30年代库尔－黑森立宪民主运动的领袖之一;
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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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见第四版)

吕贝克，①6月 15日。遗憾的是，“马尔默”号汽船还是没有带来消息，证实已签订停火协议的谣言。顺

便说一下，从哥本哈根传来的信件消息称现在非常和平，人们可以期待下周听到停火的消息。人们从马尔

默号也了解到，瑞典人已暂停进一步登船。采取这一措施的原因，有人怀疑瑞典人越来越普遍地反感战争。

部分瑞典舰队，包括一些护卫舰、双桅船、帆船和汽船，停在马尔默②。来自哥本哈根的传言称，俄罗斯舰队

配有精锐登陆部队，据称船上有11 000人( ?) 。———13 日的哥本哈根报纸没有带来重要的新消息。伯劳
［Bülau］将军已经带领四个营从阿尔森转移到日德兰半岛。 ( 《柏林阅报室》) ③

弗伦斯堡④，6月 13日。之前提到的哈德斯莱本⑤和克里斯琴斯菲尔德⑥之间的战斗发生在五旬节第一

天，交火范围仅限于前哨，双方只开了几枪。我方参战的主要是布拉克洛狙击手。———德国军队当天又撤

离了哈德斯莱，随后该地很快就被丹麦人占领了。( Ｒ． T． )

艾本哈德⑦，6月 12日。炮舰离开港口几天后，人们终于可以开始在城市中更自由地呼吸。但是昨天下

午它们再次返回，跟随着一艘汽船，并像往常一样停在峡湾中。晚上的时候汽船离开了，今天只能看到一条

船停靠在峡湾里。———在我们的北面，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部队正不断前进，现在坦恩军团也加了进

来( 阿尔多军团昨天早上在这里与它会合) 。我们的南部驻扎着普鲁士军队，他们的前哨距市区最多 1 /8 英

里，他们的巡逻队已经穿过城区。昨天( 11日) 早晨 6时许，突然出现约 100名亚历山大军团的士兵，他们的

首领从我们的高岗上观察到，造船工人安德森向丹麦船只发信号。后者现在不得不立即交出丹麦国旗，连

同其他几个丹麦市民一起被送往集市广场。眼下他们在五旬节第一天必须要聆听普鲁士长官启发性的训

斥和说教。安德森要为自己开脱时，有力的一声“泄密者请住口”让他陷入沉默，在警告他不要再犯之后，这

次他被释放了。普鲁士人带着丹麦国旗离开，炮舰———不知是受谁指挥———还向国旗鸣炮致敬。他们的长

官不由分说带走了深谋远虑的安德森;当丹麦的战舰指挥官斯廷·比勒⑧下令，不要再掳掠当地的居民，也

不要再轰炸这座城市时，或许就是顾及到了这一点。 (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报》⑨)

布拉格。根据来自德累斯顿的最新消息，以大学生和斯沃诺斯特瑏瑠为主的叛乱分子在大学周围的四

条狭窄街道上的街垒里被士兵包围，但没有被枪杀。大门被士兵和德国－波希米亚瑏瑡国民卫队占领。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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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贝克( Lübeck) ，德国北部河－海港口城市，坐落于通往波罗的海的特拉维河下游。曾是汉萨同盟的首府。1987 年被确定为世界文化遗
产。
马尔默( Malm) ，瑞典南部大城市，隔着 10公里宽的厄勒海峡与西面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隔海相望。
《柏林阅报室》( Berliner Zeitungs－Halle，缩写: Zeit． －Halle．或 B．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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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伦斯堡( Flensburg) ，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北部的城市。该城最早是丹麦居民，1284年获得城镇权利，不属于德意志神圣罗马
帝国。1412年 10月 28日，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一世因瘟疫逝世于弗伦斯堡港口的一艘船上。1864年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后，成为普鲁
士王国的领土。1945年 4月 30日希特勒自杀前任命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 Karl Dnitz) 为德意志帝国总统和国防军最高统帅。5 月 1
日，邓尼茨在这里建立弗伦斯堡政府，5月 23日该城被盟军占领，最后的法西斯政府解散。
哈德斯莱本( Hadersleben) ，丹麦语 Haderslev( 海泽斯莱乌) ，丹麦南部小城，现在是机器、纺织和食品工业中心。
克里斯琴斯菲尔德( Christiansfeld) ，丹麦南部小城，在海泽斯莱乌以北约 10公里。
艾本哈德( Apenrade) ，丹麦语 benr( 奥本罗) ，丹麦南部的港口小城，临波罗的海奥本罗峡湾。凭借其港口，在航海业和造船业方面有着
悠久传统。
斯廷·安德森·比勒( Bille，Steen Andersen 1797—1883) ———丹麦海军将军，1848—1849年丹麦－德国战争中先后任波罗的海舰队副司令
和北海舰队司令。1852—1854年为海军部长。1864年以丹麦全权代表身份赴中国签署贸易条约。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报》( Schleswig－Holsteinische Zeitung，缩写 S． H． Z．或 Schlew． Holst． Ztg) ，1848年5月在汉堡－阿尔托纳出版的
报纸; 1849年 4月起使用《北德意志自由新闻》( Norddeutsche Freie Presse》) 的名称出版。
斯沃诺斯特( Swornost) ，捷克语 Eintracht，1848年 3月成立的一个军事组织，领导人上校比亚尼( Villani) ，主张捷克统一和独立。
波希米亚( Bhmisch) ，指现在捷克一带地区，12世纪中叶，原捷克公国改称波希米亚王国，1743 年，波希米亚王国成为哈布斯堡皇室的领
地，1918年捷克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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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的位置仍然不利，因为捷克方随时可以在士兵背后再次开战。摩尔多瓦河①与小城的联系被中断;小城

应该掌握在农民和工厂工人手中。捷克当局表现最怯懦:弗兰茨·图恩②逃跑，莱欧·图恩③一定已被自己

的党俘虏，临时政府已经消失，看来已再次自行瓦解。

* 奥地利报纸报道，皮埃蒙特人④已经占据了里沃利高地，并驻扎在阿迪杰河右岸;距离沿河左岸延伸

出的蒂罗尔街仅 300步之遥，很容易被击中。因此，占领毫无防备的维琴察⑤对奥地利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

好处，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只能通过巴萨诺⑥绕道而行。

维也纳，6月。国民警卫队和大学生临时委员会渴望维护首都的安全和安宁，并尽可能做到让工人就业

和有收入。已经有超过 14 000名工人获得了工作。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防止人员从农村和邻近省份

不断涌入，他们的工作岗位可能会迅速减少。过去在维也纳最多 9 000 名工人，而现在这里却有超过15 000

名工人! 这一数字很快就会变大。如果在这里每个男性工人每天挣 25法郎，每个女人 20法郎，每个孩子高

达 15法郎，则许多工人家庭都会觉得有吸引力，他们会携妻带子来到这个更适合的工作环境，
［下转第三版一栏］

［第三版一栏］
［上接第二版三栏］

不管他们之前是专业人员，还是在工厂、作坊做工。( 《奥地利劳埃德氏杂志》) ⑦

匈牙利。
佩斯，6月 2日。昨天晚上，在伤兵营发生了可怕的军事暴动。密党⑧始终将匈牙利人对意大利人的同

情视为眼中钉。几周以来他们都在寻找机会，意欲引发市民和在此驻扎的切科皮里军团的意大利士兵发生

流血冲突，而他们的军官大都是顽固的伊利安人⑨。他们煽动意大利人对抗巡逻的国民警卫队志愿者。志

愿者们迄今没有武器，其中一部分志愿者和意大利人一起居住在上面提到的伤兵营里。此前曾经已经发生

过一次流血事件，还引起了民众围观，他们在事件不了了之后就散去了。据说昨天又发生了一次。这件事

情是由一位意大利士兵挑起的，他刺穿了在场的两个志愿者的胳膊。当他被抓起来带到伤兵营时，意大利

人便冲向志愿者，从窗户对着这些人开火。事情发生在晚上9点左右。听到响声之后便有许多民众聚集，警

钟在 10点左右拉响，鼓声给国民警卫队发出警报，然而军营大门被锁，军营内的斗争还在继续，手段卑劣的

意大利人甚至对着涌到军营前面义愤填膺、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与此同时，位于欧芬瑏瑠兵营的切科里皮军

团也绝大部分被解除武装。匈牙利人的瓦萨军团和托尔斯基军团把大炮从要塞对着伤兵营开炮。伤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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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多瓦河( Moldau) ，捷克语 Vltava( 伏尔塔瓦河) ，捷克的主要河流，源自波希米亚西南部，流经布拉格。
弗兰茨·冯·图恩( Thun，Franz von 1826—1888) ———奥地利将军，捷克人。1848 年时为奥军上尉。曾参加镇压 1848 年 3 月米兰起义和
10月维也纳起义，1849年提升为少校。1882年为上尉元帅( Feldzeugmeister，那时奥地利军衔，相当于中将) 。
莱奥·图恩( Thun，Leo 1811—1888) ———伯爵，奥地利政治家，捷克人。波希米亚省长( 1848) ，1848 年布拉格六月起义中被起义者俘虏。
奥地利文化和教育大臣( 1849—1860) 。
皮埃蒙特人( Piemontesen) ，指萨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 撒丁王国) 的军队。
维琴察( Vincenza) ，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琴察省省会，位于威尼斯以西 61公里山谷低地处，巴基廖内河流贯市区。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巴萨诺( Bassano) ，意大利北部威尼托大区维琴察省的小城。
《奥地利劳埃德氏杂志》( 缩写 J． d． Oest． Lloyd．或 Journal d． estr． Lloyd．即 Journal des ssterreichischen Lloyd) ———奥地利官方日报，1835
年 1月至 1848年 12月在的里雅斯特出版，每周不定期出版一至六期; 1848 年 12 月至 1854 年在维也纳出版，每日出版两次( 晨刊和晚
刊) 。
密党( Camarilla) ，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为加强保守派政治力量而建立的秘密顾问组织。
伊利安人( IllyrerIllirer illirischen) ，这里主要指巴尔干半岛西部和西北部的民族( 只相当于现在南斯拉夫地区) 。
欧芬( Ofen) ，匈牙利语 Buda( 布达) ，匈牙利王宫所在地。1873年合并为一个城市布达佩斯，匈牙利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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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门旁副官和两个士兵倒下，他们被子弹打穿，从窗户上栽下来。大门很快被打开，匈牙利人的军队控制了

整个军营。陆军部长拉·梅萨罗斯①差点被 2发子弹打中。调查马上着手进行。一半意大利人立即缴械投

降，还有两个连队到现在( 早上 10 点) 都没有上缴武器。但是如果他们不想被打死的话，必须要上缴武器。

国民警卫队驻扎在各个广场上，相邻的街道灯火通明，愤怒的民众想设立对抗伤兵营的路障。一些偶然落

到他们手里的意大利士兵受到严厉对待。夜里1点钟的时候，所有的街道都被清空，军队守护着这座躁动城

市的安宁。令人意外的是，这次不幸事件并没有设想的那么严重。军营内部非常昏暗，只有少数人被子弹

击中。即便如此依然有 20个志愿者身受重伤躺在地上，其中三个已经毙命。今早在海伦大街的两个墙角

处，人们看到了许多血迹。伤兵营目前被军队包围着，门前部署着大炮。国民警卫队也在撤出。根据谣传，

昨天夜里国家部门从一个维也纳高官那里收到报告，说这件事情会在当天发生。一些人甚至保证，人们已

经嗅到阴谋的踪迹，这个阴谋线索从密党延伸到因斯布鲁克②。我们无法确定这件事情有多少是真的。但

是在这件事上，人们还是可以达成一个普遍的共识，那就是反动的密党在几周以来已经通过伊利亚人对意

大利的切科皮里军团进行了调整。意大利人被这些军官引诱着，起初不想对匈牙利人的宪法③宣誓。很多

军团里的士兵激烈否认这些军官不断地煽动这次流血冲突。( 《布勒斯劳报》④)

意大利。
那不勒斯，6月 5日。已经得到证实，在王室⑤的恐怖统治下，各个省份开始封锁首都。在意大利北部，

那不勒斯军队即刻宣称效忠卡尔·阿尔伯特。罗马报纸作为确认的消息加以报道:“科森扎⑥已经召集省会

议议员组建稳固的临时政府。巴西利卡塔⑦已经存在一个临时政府，人们将钟重铸为大炮，12 000名武装人

员前往卡拉布里亚⑧。6月 2日卡尔·阿尔伯特的信件到达那不勒斯，他要求那不勒斯人尽快支付在伦巴第

的那不勒斯志愿人员和部队以及那不勒斯人新部队的费用。否则撒丁国王将出现在那不勒斯大门前，如果

他在没有那不勒斯人的帮助下解放意大利的话。佩佩⑨最终让人给那不勒斯国王捎信，他若没有为打仗出

力的话，届时将会被卡尔·阿尔伯特赶下台。”

米兰，6月 14日。人们预料，皮埃蒙特人瑏瑠很快会对维罗纳发动攻击。( 《新苏黎世报》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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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尔·梅萨罗斯( Mészáros，Lázár 1796—1858) ———匈牙利将军。1816 年从军，会七种语言，精通军事。1848 年为奥地利军队少将。
1848年 3月－1849年 1月任匈牙利革命政府陆军部长。匈牙利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后依次在法国－英国－美国生活，逝世于英国。他
要求“最后一名外国士兵离开”后将其遗体归还匈牙利。1991年 3月 15日，他的遗体埋葬在出生地巴奇－基什孔州包姚( Baja) 市。报纸
使用的德语人名是 L． Mearos
因斯布鲁克( Innsbruck) ，奥地利西部蒂罗尔州首府。15世纪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 1493—1519) 在此居住，一度成为
欧洲政治和文化中心。1848年 5月 17日维也纳起义后，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 1835—1848) 逃到这里。
指 1848年 4月 11日匈牙利国会通过的宪法。该法规定，匈牙利实行责任内阁制，议会由民选产生，政府对议会负责;实行新闻出版自由、
宗教自由;废除贵族特权等。
《布勒斯劳报》( Breslauer Zeitung，缩写 Bresl． Z． ) ，1820年在布勒斯劳( 现名弗罗茨瓦夫) 创办的德文报纸，19 世纪 40 年代奉行资产阶级
自由派的方针，50—60年代持保守倾向。
指两西西里王国( 首都那不勒斯) 国王斐迪南二世( 1830—1859) 。
科森扎( Cosenza) ，意大利语南部城市，科森扎省省会。1816—1860年属于两西西里王国。
巴西利卡塔( Basilicata) ，意大利南部一个行政区，两西西里王国( 1816—1860) 时期是该国一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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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利埃尔莫·佩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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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他率两西西里王国的
军队到达意大利北部参加反奥战争，因国王将他召回而辞职，率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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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萨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 撒丁王国) 的军队。
《新苏黎世报》( Neue Züricher-Zeitung) ，瑞士德文报纸，1780年 1月 12日以《苏黎世报》( Züricher Zeitung) 的报名创刊，1821年起改用此名
称出版至今。报纸报名缩写“Z．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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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共和国。
△巴黎，6月 17日。对农民征收 15生丁的附加税是最不明智的措施之一。众所周知，在第一次法国大

革命中农民是物质利益得到提升的唯一一群人。即使如此，当可以拯救共和国命运的法律，诸如出售农产

品的强制法等让这些不知感恩、小气自私的子民们做出些许牺牲的时候，他们也是第一批反抗的人。从中

您就可以得出，45生丁税会在那些农业省份引起怎样的效应。这个税是农村波拿巴主义和正统主义运动的

关键，因为法国有四分之三的土地是农村。

然而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征收这种税本身就是一种错误。45生丁税落到了地产上。我们农民如今只是

名义上的土地持有者。事实上，租金都流到了抵押人、农产品经销商、高利贷主、投机者和律师以及公证人

的口袋里。只有一点利润和租金，农民本身并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农民是土地名义上的所有人，但是绝

大多数人却和爱尔兰奴隶的境地并无二致。政府不敢将重担压在真正的、而非名义上的收租人身上。政府

就是这样使那些只将直接物质收益视为准则的农民远离了共和国。这件事情的后果不仅是各省选举路易
·波拿巴，更加危险的征兆已经在今天的国民议会上显现出来了。皮埃尔·勒鲁①登上讲坛，向大家展示他

收到的来自克勒兹省②部门的私人信件，信件披露，盖雷③地区民兵和农民因为收取 45生丁税而爆发激烈的

争斗，同胞间的流血冲突。

□巴黎，6月 17日。法国的反动政府拥有奇怪的天分，逐渐把与各方的关系都搞坏了。如今该政府正

在迫害的最有权势的
［下转第二栏］

［第三版二栏］
［上接第一栏］

对象是整个新闻界，众所周知，人们面对法国记者时要谨言慎行。省里的一个期刊被小组委员会要求缴纳

保证金，否则会按照“还在生效中的法律遭到迫害”。如今二月革命之后大量报刊兴起，这些报纸刊物都没

有缴纳保证金。议员布莱④要求司法部部长解释政府的意图。根据这位部长的声明，政府打算重建媒体的
“正常状态”。为了使人们在选举期间能够自由表达所有的意见，目前并没有要求收取“保证金”。然而，政

府忙着起草一部法律，这是旧新闻法的温和版，可以在发生新闻犯罪时给国家提供保障。《法兰西邮报》⑤的

发行人已经在激烈地抗议了。2月 24日之后，保证金实际上就被取缔了。如果老的期刊没有收回之前的保

证金，这样做只是为了不让资金再次陷入尴尬的境地。重新收取保证金是大资本家的新胜利。

△巴黎，6月 16日。路易·拿破仑的代理人向塞纳、萨尔特、荣纳和夏伦特省⑥的农民保证，他们的救星

会废除二月以来向每个法国人征收的 45生丁税，并且可能还会给他们赔偿已经缴纳的税额，随后他们将路

易·拿破仑选为议员。巴黎教区的 30 000农民对这位“年轻英雄”无比喜爱。三周前，他们还只能意识到自

己的存在是多么模糊黑暗，可如今他们声称，如果国民议会接受政府委员会的申请，他们将会拿起武器摧毁

这次选举。人们到处都可以购买甚至免费获得王位追逐者的肖像和传记。它们从窗户和敞篷车等各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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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皮埃尔·勒鲁( Leroux，Pierre 1797—1871) ———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社会主义者。1848 年制宪议会议员，同年为《共和国报》工作。
1851年因反对波拿巴政变而流亡英国泽西岛。1864年马克思提名他任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报纸将 Leroux排为 Lerroux。
克勒兹省( Creuze-Departement) ，法语 Creuse，法国中部的一个省。
盖雷( Guéret) ，法国中部克勒兹省首府。
亨利·乔治·布莱( Boulay，Henri Georges 1797—1858) ———法国政治家，波拿巴主义者。1848年法国制宪议会议员，1849—1851年为法兰
西第二共和国副总统;第二帝国参议员。
《法兰西邮报》( Courrier franais，1770—1870) ，法国《公报》创办人勒诺多( Ｒenaudot) 的后代创办于 1770年。法国高等法院的官方报纸。
塞纳、萨尔特、荣纳、夏伦特省( Seine，Sarthe，Yonne und Charente) ，分别位于巴黎西郊、西南、东南和南部的法国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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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飞到巴黎人惊愕的脑袋上。可惜的是，已经得到证实，即使是不可贿赂的工人也开始随声附和，直截了

当地表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给人民提供的前景还不如通俗意义上的专制。绝望情绪蔓延如此之

广，国家工场的负责人和前卢森堡委员会的代表们不得不通过发布以下公告对抗这种绝望: “致所有工人!

我们是你们的朋友和兄弟，我们在层层障碍中和你们一起光荣地战斗，帮助推翻压迫人民群众的政权，恳请

你们倾听理智和荣誉的声音。不要让你们的英勇被那些想恢复政权和重新取得王位的人所利用。法国人

民现在已经迈过了玩这种危险玩具的时代。工人们! 请铭记我们 18 年间所遭受的巨大痛苦和我们在二月

所取得的伟大事迹;记住孩子们对我们所寄予的厚望;不要忘记欧洲人的眼睛正充满期待地看着法国工人。

兄弟们! 没有任何法国公民可以要求除公民之外的头衔，请为一切无理要求指明道路。共和国万岁!”签署

者:召集人 P．维卡德［Viucard］，副召集人勃鲁姆［Blum］，卢森堡劳动委员会秘书尤里安［Jullien］，勒福尔

［Lefour］，国家工场主管巴根［Bacon］，秘书高林［Gaulin］，助理阿尔迪龙［Ardillon］，皮特·本纳德［Petit-

Bonnard］。坚定的希尔伯特［Sibert］，国家工场的工长发表了以下声明:“以所有人的名义致所有的工人!

兄弟们，觉醒吧，你们这些自我麻痹或者被他人麻痹的人，醒来并且抓紧那些卑鄙的团伙想从你们身上偷走

的荣誉之盾。现在是时候了，一条可怕的套索放到我们前面，人们在黑暗中潜行，他们把金子放到我们失业

者的手上，给我们酒喝，只是为了充分利用我们的醉态。哈，邪恶的人! 他们妄想利用葡萄酒和黄金就可以

将民主的社会革命给带到陷阱里! 兄弟们，清醒吧，这是关于人民的救赎。如果我们这次被欺骗，我们就会

遭受苦难，那么最该受到诅咒的就是我们，而绝非你的诱惑者! 民主社会共和国万岁!”《时代报》①，这个讽

刺性的小刊物，发布声明感叹道:“来自西方的大王子即将到来，赶快制作宝座和香槟，尤其是斯特拉斯堡和

布洛涅②的香槟。”

《巴黎小子》③说:“法国人，工人，是你们用汗水给土地施肥，才得以让收成从泥土里长成资本主义的利

益;是你们的眼泪和血汗将机器浸湿，让这些机器生产出所谓的国家财富;是你们的母亲、女儿、姐妹和妻子

被租给和卖给庄园主们盘剥;自 1789年以来，正是你们在震撼着这个世界:你们现在不再想在矮子面前卑躬

屈膝，这些人只会重复一些他们的叔叔那一辈人以及已经死去的巨人们的空话，只知道利用金钱和群众的

叛徒来耍一些阴谋诡计。叔辈人扼杀掉无政府状态，给整个国家带来了荣誉。为此这个国家在他们的时代

敬佩他们、崇拜他们。现如今他们之间两清了———拿破仑皇帝和法兰西共和国。诅咒那些想把悲剧在现代

喜剧中重新上演的精神病人，诅咒和反抗他们，直到生命终结那一天!”

△巴黎，6月 17日。小报《红色共和国》④如此评价“好”城市巴黎的“市长”:“我们从未见过如此罕见

的情况，整个市政当局由一个人组成。他显然是在谋求总统的职位。他如今正襟危坐在市政厅的宫殿里;

如果有人来向他寻求建议，他一定很快出现在报社的办公厅，这对于报社非常有拯救作用……”他被视为反

聚众闹事法的主谋; 对此，社会团体“人权和公民权利”将提出抗议。《国民议会报》⑤现在要求建造波拿巴

王座，并请求路易王子，尽快召回波旁王朝;借此契机，《红色共和国》发出呐喊:“我们所有人都在通向深渊，

无产阶级在挨饿，资产阶级在乞讨，信任荡然无存;贸易瘫痪，不再流经社会团体的血管。最糟糕的是，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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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时代报》( l’poque) ，法国报纸。法国档案馆存有该报 1846年 4月 17日的号外。
布洛涅( Boulogne) ，法国北部英吉利海峡沿岸的港口城市。
《巴黎小子》( Le Gamin de Paris) ，该报在法国 1848 年 2 月 25 日以后发行的报纸目录中。报名借用了让·弗朗索瓦·贝亚德( Jean－
Franois Bayard) 和埃米尔·范德伯奇( mile Vanderburch) 的喜剧名，该剧 1836年在巴黎首演。
《红色共和国》( La Ｒepublique rouge) ，法国报纸。列入 1848年 2月 25日以后的法国报纸名录，但仅有报名。
《国民议会报》( L’Assemblée nationale) ，法国正统君主派日报，1848—1857年在巴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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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大的冲击也无法带来希望;空气变得无法呼吸;在卢森堡宫①，五个男人每天都谨小慎微地追逐着权力，

权力却每天都从他们手中溜走;在市长的指挥下，市政厅内有无数狭隘自私的阴谋;在国民议会中人们竭尽

全力地拯救已故宪章的尸体。正义的天堂! 这真的是从基佐②到马拉斯特③，从马拉斯特到梯也尔④的伟大

人民的命运吗?”

另一份小报《工人警钟》⑤报道:“议员们问:我们会有一位总统吗? 人民问到:我们会得到面包吗? 议

员们问:我们设立一个还是两个议院? 人民问:我们会得到面包吗? 这是陈词滥调，像极了贫苦妇人们跟随

着妇女代表团前去临时政府时，在一个资产阶级那里所听到的回应:她们更应该待在家里
［下转第三栏］

［第三版三栏］
［上接第二栏］

缝补袜子或者煮煮汤;完全正确”，她们喊道:“我们女人来到政府这里就是为了替那些这两个都没有的妇女

来索取袜子和汤的。”这些典型的无产阶级报纸对于这一给数千劳动者每人 5 苏的大规模计划还没有达成

一致;《度申老头》⑥虽然仍对此表示支持，并对贵族津贴用于享乐的传闻作了辟谣，但至少数周没有再流传

这传闻了;国民军似乎十分愤怒，他们本可以先发制人。资产阶级炮兵正进行新的训练。当然，有许多工人

列队准备，要么在国民自卫队的一些运动中亲自点燃这场战斗;要么相反; 现在局势发展到了如此地步，以

致于巴黎人自己既不会对刚才发生的事作出解释，更不敢预言不久后必然发生的事情。

———《人民论坛报》⑦即将发行，专门针对徇私枉法、行政拖沓等现象进行批判。在它的纲领中，神学学

士拉维龙讲道:“公民毕舍⑧以临时政府的名义表示，共和国有义务供养它所有的孩子;一个政府有责任对公

民非自身原因造成的贫困负责。这是公民毕舍曾在几周前说的。我们，文人俱乐部确信，在其他许多人还

未享有这不可或缺的东西时，就将多余的献给一些个别人，这是一种卑鄙的背叛罪。我们反对二月份以来

被提上议程并看似自鸣得意的所有形式的无耻累积和剥削。看看周围，暗里到处都是潜在的包庇提携，到

处都是像狗一样的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游手好闲的人仍像二月前那样凌驾于劳动者之上。获胜者干了蠢

事，没有立即自行根除弊端。我们 /文人* ) 俱乐部决定检阅由上至下所有的官员;我们的文章将根据数据

毫不留情地公开并评论他们的职权、政绩、工作时间及年薪。事实就是武器，没有比事实更能击溃腐败这一

庞然大物。”当然目前的情况看上去源于路易·菲利浦⑨时期;比如我们的帕盖尔［Paguerre］先生，这位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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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指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劳动部办公地点，部长路易·勃朗。
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基佐( Guizot，Franois－Pierre －Guillaume 1787—1874) ———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七月王朝时期历
任内政大臣、教育大臣和外交大臣，1847—1848年任首相，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中随着七月王朝的倒台而避居英国。作为历史学家，他在
法国史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著作等身，是法国复辟时期阶级斗争史学的代表人物。
阿尔芒·马拉斯特( Marrast，Armand 1801—1852) ———法国记者和政治家，温和共和党人。《国民报》( Le National) 编辑。1848 年 2 月 22
日宴会的组织者之一，这场宴会引发了 1848年的革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成员、巴黎市长，1848—1849年为制宪议会议长。
阿道夫·梯也尔( Thiers，Adolphe 1797—1877) ———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著有 10 卷本《法国革命史》和 20 卷本《领事馆和帝国的历
史》，1830年参与创办《国民报》( Le National) ，反对复辟王朝。1834年起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七月王朝时期任内务大臣和首相。第二共
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第三共和国的首任总统( 1871—1872) 。1871年残酷镇压巴黎公社。
《工人警钟》( Le Tocsin des Travailleurs) ，法国报纸。列入 1848年 2月 25日以后的法国报纸名录，但仅有报名。
《度申老头》( Le père Duchesne) ，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杂志，于 1790—1794年发行。筑炉工度申是革命之前剧目中家喻户晓的角色。该杂志
于 1848年二月革命后再度出版。
《人民论坛报》( Le Tribun du peuple) ，法国报纸。列入 1848年 2月 25日以后的法国报纸名录，但仅有报名。
菲利普·约瑟夫·本杰明·毕舍( Buchez，Philippe-Joseph-Benjamin 1796—1865)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共和党人、基督教社会
主义思想家之一，工人期刊《工场》( L’Atelier) 创办人。1848年曾短暂地担任制宪议会议长。
路易-菲利浦( Louis Philippe，1773—1850) ———法国国王( 1830—1848) 。报纸将 Philippe拼为 Phili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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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民主主义书商，模范家庭的父亲，正直的公民，正如国民过去以及现在所称呼的那样，担任着五个高

薪职务并同时继续经营着他的图书产业;参赞公使一职不是由优秀的民主主义者担任，而是被授予给立宪

主义者和神学家，并且外交部长更愿意接见三位请愿的伯爵小姐而不是一位抗争人士。。一位公民无所畏

惧地在《火山报》①最后一号上②写道:“执行委员会③禁止公众集会的法律暴露了他们的可悲嘴脸;委员会应

该了解，这就如同在巴黎的一座纪念碑上书写加以保护的标语:禁止污损，由此委员会可以推断出，禁止聚

集的禁令也是有效的。此外，对违反禁令的惩罚十分严酷，仿佛是在逼迫反抗。卢森堡宫的先生们，你们在

自己身旁立了一根危险的避雷针。”

大不列颠。
§伦敦，6月 17日。6月 16日，上议院会议。菲茨哈丁尔④伯爵递交了两份请愿书。一份来自干草市

场剧院的承租人，另一份是由公墓剧院全体人员签署的。请愿书请求在与国外演员的竞争中得到保护;除

意大利歌剧院外，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应该允许聘用外国演员。即使他们不会赞同在德鲁里巷皇家剧院⑤针

对法国演员的可耻攻击，但实际上他们也怀有同样的想法，这种想法在德鲁里巷皇家剧院攻击者的行为中

得以体现。博蒙⑥勋爵、布鲁克汉⑦勋爵、赫茨⑧勋爵、冯·克里夫兰⑨勋爵和斯宾塞瑏瑠勋爵一致反对，他们认

为请愿书的狭隘会损害英国的名声。随后斯坦利瑏瑡勋爵尝试提出，能否与之前的议会决议相反，保留些许粮

食税。他声称这样要求并不是把它作为一种保护性关税，而是为了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因此他希望，现存

的关税能够再延续五到六个月，然后由下届议会决定，继续征收一小部分固定粮食进口税是否无益。议会

没有继续对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小愿望”进行讨论。

———6月 16日，下议院会议。约翰·罗素瑏瑢勋爵讨论了他的有关帮扶西印度群岛的计划，主要内容是

在已向那里的种植者借出 16万英镑的基础上，再预付 50万。或者通过国家担保提供这笔贷款，以便让他们
“更自由”( ! ! ) 地工作。计划的第二部分是对现有的法定糖税范围所作出的修改。

少数人对勋爵约翰·罗素表示支持。西印度群岛的种植者抱怨这一计划只会加速他们的破产，自由贸

易者反对牺牲本因商品滞销、贫困化等现象而情况不佳的兰开夏郡瑏瑣来援助牙买加。最终议院决定于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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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火山报》( Le Volcan) ，法国报纸。列入 1848年 2月 25日以后的法国报纸名录，但仅有报名。
原文是法文 La citoyen ne sans peur。
执行委员会( Exekutivkommission) ，1848年 5月 9日至 1848年 6月 24日替代法国临时政府的短暂政府，主席弗朗索瓦·阿拉戈( Franois
Arago 1786—1853) 。随后被卡芬雅克( Louis-Eugène Cavaignac，1802—1857) 内阁取代。
威廉·菲茨哈丁尔( FitzHardinge，William 1786—1857) ———伯爵，英国地主。1811年以后为英国众议院议员。
德鲁里巷皇家剧院( Theatre Ｒoyal Drury Lane) ，伦敦西部德鲁里巷的一家剧院。德鲁里巷长 600米，在考文特花园地区。
古斯塔夫·德·博蒙( Beaumont，Gustave de 1802—1866) ———法国贵族，1848年任法国驻伦敦大使。
亨利·布鲁克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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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茨( Herz) 。经查阅 1848年 6月 16日的英国上院会议记录，讨论这两份请愿书时没有一个叫“Herz”的议员发言，而且这是一个德国的
姓氏。可能作者写报道时看走眼了。
亨利·范恩·克利夫兰( Cleveland，Henry Vane 1788—1864) ———公爵，英国议员和陆军将领。1812 年起为众议院议员，1842 年起为陆军
中将。
弗雷德里克·斯宾塞( Spencer，Frederick 1798—1857) ———伯爵，英国海军将军和议员。曾任海军司令。1845 年起为上院议员。1852 年
起为海军上将。
爱德华·约翰·斯坦利( Stanley，Edward John 1802—1869) ———男爵，英国辉格党议员。1831年起为下议院议员。1841 年起为上院议员。
贸易委员会主席( 1855—1858) ;邮政局长( 1860—1866) ，1861年建立邮政储蓄银行。
约翰·罗素( Ｒussell，John 1792—1878) ———英国政治家，辉格党人。1846—1852年和 1865—1866年担任英国首相。
兰开夏( Lancashire) ，位于英格兰西北部，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18世纪为最大的纺织工业区，19世纪后期采煤业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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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委员协商会上讨论罗素的计划。最后，航运法案还在迪斯累里①和哈维斯②、哈德森③和休谟④等人之间

引发了一场非常激烈，时而尖锐的个人辩论。反对废除这些法案的一方竭力阻止议会变成委员会。当这一

决议在投票表决时仍以 87票多数票通过时，反对者在接下来的协商会中一再进行形式上的干扰，以至于委

员会会议不得不终止，转而讨论议程上的其他事务。

会议在午夜结束。

———上周四早，宾利⑤( 约克郡) 又有五名宪章运动者被从床上拉起来送进约克城堡监狱。

———进步主义代表奥洛萨加成功逃离西班牙。他于昨天安全抵达伦敦。

———汤姆·斯蒂尔，他与奥康奈尔⑥一起为了爱尔兰脱离英国而奋斗这么长时间，但与奥康奈尔不同，

他对待爱尔兰正直而诚实，并没有将独立问题用作来满足他私欲的摇钱树，近来在伦敦的一家酒馆———一

文不名地( 无助的无产者) 去世了。

———英国统一公债收于 83 ，。———本周大部分商品在殖民市场极为萧条。

———————————————————

普富尔⑦被召唤到柏林。

———————————————————

————————————————
* ) Hommes lettrés〔文人〕( 伊拉雷第五大街) ，这一法语单词并无德语中的贬义。

［第四版上部一栏］
( 法兰克福续。)

约丹:他对人们指责他蔑视议会感到遗憾，他相信大部分人与他一样，都会认为懒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

的，因此他才对此发表言论。问题是，外面的民众会对此说些什么;无非是陈词滥调:我们被欺骗了。那些

长久以来为维持现状苦苦支撑的当权者一边浑身颤抖，一边呻吟着威胁要将承载欧洲文化的宏伟建筑扔进

废墟。可人们却不想让这些当权者等得太久，倒不如说，人们反而怕他们扔得太晚。———我们必须将这种

犹如冒着泡的果酒一般的精神发扬光大，而这精神———就是革命意识。( 好! 好! )

费舍⑧。他一点也不相信，议会出于害怕而采取行动或放弃行动。他不相信，议会会仅因为应当如此而

采取行动。但同样真实的情况是，民众激动情绪高涨，充斥着极度的不满和不耐烦!

受这种激动情绪支配的不仅是下层阶级的人民、受压迫的工人、农民，而且还有其他不同的阶层，高素

质市民，甚至几乎所有阶层。( 两到三个人叫好) 。

有许多外国人在这里散布不满，但他希望，这种方式的争论不要继续发展下去( 右派称好) ，要为未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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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本雅明·迪斯累里( Disraeli，Benjamin 1804—1881) ———伯爵，英国保守派政治家、小说作家，英国唯一犹太人出身的首相( 1868、1874—
1880) 。他还担任过财政大臣、众议院议长。
本杰明·哈维斯( Hawes，Benjamin 1797—1862) ———爵士，英国辉格党政客。1828年起为众议院议员，支持推广电报，反对谷物法。
乔治·哈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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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瑟夫·休谟( Hume，Joseph 1777—1855) ———英国政治家，国会议员，激进派领袖之一。
宾利( Bingley) ，英国中部一个小镇，属于西约克郡。
丹尼尔·奥康奈尔( O’Connell，Daniel 1776—1847) ———爱尔兰律师和政治活动家，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派领袖。
恩斯特·普富尔( Pfuel，Ernst 1779—1866) ———普鲁士将军。1832—1848年任纽沙特尔省长，1848年3月任柏林卫戍司令，5月指挥镇压
波兹南起义; 1848年 9—10月任首相和陆军大臣。
约瑟夫·费舍( Fischer，Joseph) ———德国新闻工作者，1849年巴登－普尔法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美国，为美国新奥尔良《德
意志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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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些明确的东西。他建议:

为了弥补耽搁的事务，考虑到为祖国效劳是一项纯粹的圣事，明天周日举行一场会议。

( 会议结束时申请未获通过。)

费奈迭①。他也抱怨议会进展如此缓慢，昨天的会议没有举行，今天议程上也没有任何内容;而现在有 2

－4个申请要讨论。

他不是在会议之内，而是在会议之外听到了对议会的不满，他听到了人们对会议的讥讽。( 不满，喃喃

私语)

这个国家是第一次召开国民议会，他们是由人民选出来的，谁要是带着嘲弄和轻蔑来反对议会，他同

时就背叛这个国家。当他们无所事事闲散休息时，其他人却在行动。他并没有指责任何一个人，是的，不

埋怨任何人，但联邦议会的行动比他们更迅速，处理事务更快，这对他们非常不利。他让人们回忆一下拉

沃②的申请，申请的开头是这样的:现在太早了，而不久后又说: 为时已晚。他们此刻可能暂停现在的协

商，就像他们昨天暂停协商一样，而联邦议会已经向撒丁岛国王发出了一则公告，其结果今天还不得

而知。

进展很小，人们总是停滞不前:例如，他询问将军是否已从贵族学校离开，谁正在伦敦而谁又在圣彼

得堡进行外交谈判?

他来是为了说了一句长久以来一直在他心里的话，他在法国逃亡了 18 年，但他并没有忘记关注德

国; 现在他只能希望，从今天开始一切都能迅速向前推进。( 好。)

来自特利尔的西蒙③:已经有人多次指出休会的原因，他想把这些人三缄其口的原因说出来，这理应

如此，因为这里是民主的协会。( 右派不满。) 先生们，我不会说取悦你们的话。

虽然在这里已经向你们抛出了一句不受欢迎的话，但我现在要说第二个原因: 据说重要事项的报告

必须先通知由 34 个邦国组成的联盟④各邦国。

第三个真正的原因一定是委员会到目前为止尚未取得进展。

他起先支持韦森东克的申请，但即使我们不暂停会议，委员会也没有提交报告，那么就缺少最必要的

东西，素材。因此，他建议:

国民议会应该作出决议

1) 任何一个代表，如果他是一个委员会的报告员，只要没有提交报告，就不得被选进其他委

员会;

2) 所有成员，如果他是多个委员会的成员，允许缺席其他委员会的会议;

3) 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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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雅科布·费奈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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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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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失败后成为自由党人。
弗兰茨·拉沃( Ｒaveaur，Franz 1810—1851) ———德国民主主义者、革命家，商人。1844 年起开创科隆政治狂欢节，1846 年当选科隆市
议会议员，1848—1849 年为德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五十人委员会成员。属于左派。
路德维希·西蒙( Simon，Ludwig 1810—1872) ———马克思家乡特利尔的律师，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
左派。一度流亡瑞士。
指德意志邦联( Deutscher Bund) ，1815 年德意志各邦组成的联盟，有 30 多个邦国和 4 个自由市。组织松散，各邦国保持主权。1866 年
普奥战争后瓦解。奥地利退出邦联，剩下的邦国组成北德意志联邦，1871 年由普鲁士统一为德意志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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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机关审查委员会主席在今天的会议上作出答复。

他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能够为这些报告等 14 天。———前面的发言者已经描述了人民的情绪;

［下转第二栏］

［第四版上部二栏］
［上接第一栏］

因此必须积极迎合;这种相互理解是必要的，是必须采取的，只有这样才能使德国的命运避开风暴。

勒斯勒尔①( 针对费奈迭) 回想起伯尔内②，他也曾对德国大肆讥讽嘲弄，嗤之以鼻;他还补充说道，他

不知道伯尔内是否也曾是一个叛国者。他在另一次他( 发言人) 毫无好感的集会上，有过这样的言论:我

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我们没有津贴，也不能像国民议会那样享受休假。发言人认为，议程并非总是根本

的; 向政府提出质询往往更为重要。例如的里雅斯特问题( Triestiner Frage) 。联邦议会在这一点上就领

先于国民议会。他对联邦议会没有任何的责备;因为联邦议会正在寻求其活力与生机，也就是说，保持德

国的尊严，在过去三周里显然做得比我们好得多。此外还有议员不可侵犯的问题，或许要尽快找机会实

现:预先由法律对此作出规定，比通过讨论来激发热情定要好些。正统主义委员会 18 天以来也没有传出

任何消息。关于中央权力的报告已于八天前登报，至今尚未作出通报。巴塞尔曼③: 宪法委员会的各项

工作都缺少经验; 还没有人为整个德国起草过宪法。对此已有四项提案。对一项超越几百年的事情( 左

派反对) ，即使它只持续 50 年也好，或是 10 年也罢，都不应该匆忙应对。顺便说一句，报告已完成;那位

在五旬节假期也没有休息的报告人，如果他保持健康，会在星期二将之公布。假如每天举行会议，委员会

的工作还会被耽误得更严重，这样我们就会失去中央权力，无法处理诸如在布拉格、维也纳和的里雅斯特

等地所发生的事件。即使人民现在小声抱怨，但当那需要完成的事业庄重地付诸实施时，他们就会感到

满意了。很大一部分民众希望，人们不要再对削弱国民议会的声誉而感到兴奋。必须严格禁止民众干涉

所带来的威胁。如果人民不尊重他们自己，那么他们就不值得拥有独立自主，因为这种尊重是他们自己

的独立自主应该具有的。海斯特贝格④指出了围绕德国的危险:在东部是一条可能没有得到充分保护的

边界，在南部是一场艰难的战争; 现在是与西方各国中唯一向我们表示同情的民族结盟的时候了。吉斯

克拉⑤问:“我们本应在那不勒斯做些什么? 如果国王被绞死，那也是他活该。我们本应为的里雅斯特做

些什么? 联邦议会已经解释了开战理由。我赞扬联邦议会的这个举措，好事并不一定都是我们做的。”发

言人指责左派，是他们在谈判中总是抛出奇怪的东西，阻碍谈判的进程。但他也属于左派( 左派宣称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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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古斯塔夫·阿道夫·勒斯勒尔 ( Ｒsler，Gustav Adolph 1818—1855 ) ———德国政治家，1848 年任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
1849 年普尔法茨－巴登起义的参加者，两次被捕遭监禁。1850 年逃亡瑞士，被缺席判处 8 年徒刑。后定居美国。
卡尔·路德维希·伯尔内( Brne，Carl Ludwig 1786—1837) ———德国记者，文学家与戏剧评论家，文学“青年德意志”派的代表人物，反
对以梅特涅为首的神圣同盟。
弗里德里希·丹尼尔·巴塞尔曼( Bassermann，Friedrich Daniel 1811—1855) ———德国政治活动家，温和自由主义者。1841 年起为巴登
大公国议会议员; 1847 年创办《德意志报》( Deutsche Zeitung) 。1844 年最早提出建立全德国民议会，促成 1848 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召
开的主要人物之一，议会里他属于中间派。
弗兰茨·海斯特贝格( Heisterbergk，Franz 1799—1850) ———德国法律学家，政治家。1848—1849 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卡尔·吉斯克拉( Giskra，Carl 1820—1879) ———奥地利政治家，1848 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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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发言者是其阵营一员。中央派发出声音:我们接纳他! ) 此后，冯·林德瑙①、维德霍尔德②、奥尔斯瓦

特③、冯·罗纳④和尧普⑤代表各委员会作出报告之后，西蒙、韦森东克、维加德⑥等涉及事务处理的提案
被移交给各个委员会。昨天的报告中已经说明了本次会议的其余讨论项目。因此，我们只讨论福格特⑦

和齐默尔曼⑧关于外交关系的提案，以及舍费尔⑨关于帝国议会议员不可侵犯的提案。福格特和齐默尔
曼请求:“国民议会要做出决议:在德国国内外的外交关系得到国民议会的处理之前，德国各邦国的政府
都要对其大使的计划和行动负责，并要求大使仅与负责各邦国事务的大臣保持外交联系。”———福格特为
说明该请求之理由而指出的事实是，普鲁士驻维也纳大使曾跟随皇帝瑏瑠到了因斯布鲁克。普鲁士外交大
臣以大使由邦国君主委任为由提出辩护，这位普鲁士大臣也由此显现出他对于立宪政府部门及立宪君主
仍然毫无概念。立宪君主只能通过对其负责大臣进行谈判。

［下转第三栏］

［第四版上部三栏］
［上接第二栏］

这个问题很紧迫，因为除了德国诚实的大臣们之外还存在密党。如果承认大使可与密党和那些朝中佞臣
谈判而不是与负责的大臣谈判，那么结果也就可以预见了。路易·菲利普被推翻的主要原因就是大使背
着负责其事务的有关部门私自与国王接触，使他制定了迥异于各大臣的自己的政策。即使人们站在纯粹
宪法制度的立场，这也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笑声) ，这里必须采取补救行动。瓦滕斯累本瑏瑡伯爵问:福
格特是否有证据证明，在没有维也纳和柏林立宪政府参与的情况下，因斯布鲁克会发生某些事情? 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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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伯恩哈德·奥古斯特·冯·林德瑙( Lindenau，Ba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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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议员。
路德维希·海因里希·维德霍尔德( Wiederhold，Ludwig Heinrich 1801—1850) ———德国法律学家，政治活动家。1848 年法兰克福国民
议会议员。
汉斯·冯·奥尔斯瓦尔德( Auerswald，Hans von 1792—1848) ———出生于东普鲁士的少将。1848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议会人
民军备与军队委员会主席，属于立宪自由派。
弗雷德里希·冯·罗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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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因里希·卡尔·尧普( Jaup，Heinrich Karl 1781—1860) ———黑森大公国官员和德国政治活动家，保守自由主义者。1848—1850 年为
黑森大公国首相。1848 年 3 月为起草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十七人委员会成员，随后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翼。
弗兰茨·雅克布·维加德( Wigard，Franz Jacob 1807—1885) ———萨克森王国自由主义政治家，德国医生。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
民议会议员。1850 年重回大学学医。1871 年以后为德国众议院议员，进步党人。
卡尔·福格特( Vogt，Karl 1817—1895) ———移居瑞士的德国科学家，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发表有关于动物学、地质学和生理学的著
作。1848—1849 年法兰克福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 年 6 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1860 年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揭露他是路
易·波拿巴的间谍，1870 年在法国档案里发现了波拿巴拨给他 4 万法郎记录。
爱德华·齐默尔曼( Zimmermann，Eduard 1811—1880) ———德国自由主义者，法学家。1839 年为普鲁士勃兰登堡省议会议员。1848—
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50 年 2 月初审被以叛国罪判处 12 年徒刑，同年 8 月流亡英国。1855 年被英国法院接
纳为大律师。1877—1880 年为德国国会议员，进步党人。
古斯塔夫·阿道夫·舍费尔( Schlffel，Gustav Adolph 1828—1849) ———德国社会主义者。1847 年海德堡工人协会成员，1848 年初先后
参加巴登大公国、柏林参加民主运动并创办杂志《人民之友》( Der Volksfreund) ( 只出版 5 期) ，到法兰克福参与国民议会的建立。与马
克思有交往。1849 年 6 月 21 日在巴登－普尔法茨起义中牺牲。
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 1835—1848) 。1848 年 5 月维也纳再度爆发起义，他逃到王室领地因斯布鲁克。
亚历山大·瓦滕斯累本( Wartensleben，Alexander 1807—1883 ) ———伯爵，普鲁士律师和政治活动家。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
员。属于中间派右翼。1863—1866 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属于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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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德①评论说，无论是德国还是匈牙利的外交大臣都与皇帝站在同一阵营。虽然冯·贝克拉特②对左

派关于立宪制度表现的热情与努力感到高兴，但并不认为这个问题如此紧迫，以至于需要偏离通常的议

事规程。雅恩③:在因斯布鲁克还有一位丹麦大使;因为德国正与丹麦交战，他必须被驱逐出境。诺伊瓦

尔④:在哥本哈根也还驻有一位奥地利大使; 而与奥地利的这种外交关系对于助长丹麦的傲气有着不小

的贡献。阿伦特⑤:在英格兰，大使也是由君主所委任; 此外人们也有理由假设，君主会将他与大使们的

谈判告知相关的大臣。卡普⑥:我们不是生活在像英格兰这样有着相当牢固的立宪基础的国家; 我们站

在火山之上。( 右派笑声。) 尽管笑吧; 地表下的火山力量将会发出不一样的声音; 不要用嘲笑来发誓!

我把这种嘲笑视为一种致敬。如果我们想要一个稳固的状态，我们就不能让所有政府背后的那个政府休

息片刻。来自维也纳的贝格尔⑦:在因斯布鲁克的不是匈牙利的政府部门，而是只有两位大臣。匈牙利

外交大臣不属于德国。来自奥地利的另一名议员称，奥地利不是一个纯粹的德意志国家，因此继续与丹

麦打交道是正确的。拉沃: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关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决议就是一纸空谈。

令他感到惊讶的是，正是那些总是在德国谈论秩序和团结的人，在反对一切旨在实践这些思想的东西。

他认为这个请求很紧急。索马鲁加⑧解释说，丹麦大使是因皇帝作为匈牙利、达尔马戚亚⑨等国国王的身

份而与他待在一起。针对要求拿出证据的瓦滕斯累本，福格特引用了报道文章称，普鲁士公使舒伦堡瑏瑠

伯爵曾因那不勒斯国王战胜了人民而向他表示祝贺。福格特和齐默尔曼的请求被提交给国际委员会。

舍费尔要求颁布一项法律，宣告国民议会议员不可侵犯，任何官员或当局的违法行为都将被宣告为叛逆

罪，这得到了洛伊厄瑏瑡和韦森东克( 以议员彼得瑏瑢案例为参考) 的大力支持，但被大会推迟到下一次有相似

提案报告时一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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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

厄耳根·梅格勒·冯·米尔费尔德( Mühlfeld，Eugen Megerle von 1810—1868 ) ———奥地利自由派律师和政治活动家。1848 年法兰克
福国民议会议员。奥地利众议院议员。维也纳律师协会主席，废除死刑的倡导者。
赫尔曼·冯·贝克拉特( Beckerath，Hermann von 1801—1870) ———莱茵普鲁士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
议会议员，宪法委员会委员和赴柏林代表，德帝国财政大臣。属于君主立宪自由派。
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 Jahn，FriedrichLudwig 1778—1852 ) ———德国体操之父，教育家。著有《德国体操运动》等七部著作。
1848 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利奥波德·冯·诺伊瓦尔( Neuwall，Leopold von 1810—1867 ) ———奥地利律师和政治活动家。1848—1849 年位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
员。1851—1867 年为奥地利摩拉维亚省( 今斯洛伐克) 议会议员。
恩斯特·摩里茨·阿伦特( Arndt，Ernst Moritz 1769—1860) ———德国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反对拿破仑统治的参加者。1848 年为法兰
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
弗里德里希·卡普( Kapp，Friedrich 1824—1884) ———德国和美国记者，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民主主义者。1845—1848 年是《威斯
特伐利亚汽船》( Westflisches Dampfboot) 记者，1848 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首任秘书。1850 年移民美国，是《科隆日报》驻美记者和一些
美国德文报刊的创办人，出版多本历史著作。
约翰·内波穆克·贝格尔( Berger，Johann Nepomuk 1816—1870) ———奥地利律师和作家，斯洛伐克人。1848—1849 年法兰克福国民议
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61—1867 年为奥地利众议院议员，1867—1870 年任内阁无任大臣。
弗朗茨·冯·索马鲁加( Sommaruga，Franz von 1815—1884) ———奥地利律师和政治活动家。1848—1849 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
于君主立宪自由派。1851 年以后在奥地利担任法官，参与财政、铁路工作。
达尔马戚亚( Dalmatien) ，克罗地亚语 Dalmacija，克罗地亚沿海( 亚得里亚海) 地区。1815—1918 年，这个地区被奥地利控制，称为达尔
马戚亚王国。
弗里德里希·冯·舒伦堡( Schulenburg，Friedrich von der 1772—1853 ) ———萨克森王国人，1799—1801 年为萨克森王国驻丹麦公使，
1801—1804 年为驻俄国公使。1815 年作为萨克森王国全权代表参加维也纳会议。后来还担任过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帝国的外交官。
弗里德里希·格特弗里德·洛伊厄 ( Leue，Friedrich Gottfried 1801—1872 ) ———德国法学家，作家和政治活动家，致力于司法改革。
1848 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9—1850 年普鲁士第一议院议员。
约瑟夫·伊格纳兹·彼得( Peter，Joseph Ignatz 1789—1872) ———巴登大公国政治活动家，民主主义者。1830 年起在该邦国担任多项公
职，1848 年 4 月参加巴登起义，同月以叛国罪被巴登官方停职。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9 年参加巴登－普尔法
茨起义。1850 年被缺席判处 20 年徒刑。1862 年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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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消息。
柏林，6 月 17 日。

Sr． Schuld Sch． 3 ． 68 B． Seeh． P． Sch． 84 B． Pr． Bl． Anth． Sch． 71 G． 铁路。科伦-明登 3 ． 65
a 66 bz． u． G．科伦-亚琛 4． 47 bz．下勃兰登堡 3 ． 61 G． 科伦-明登 Pr． Act． 4 ． 80 G． 莱茵地区

Pr． 4． 53 G． 勃兰登堡回报曲线 4． 40 bz． u． G． 最后一只股票是科伦-明登 66 G．，Pr． Bk． Anth． 72
G．

目前对于股票交易所的舆论呈乐观态势，对多数影响的需求同样使股市提升了 2% ;主要仍是科伦－

明登股持有者。当前市场处在非常活跃的状态。

印刷错误。
在第 16 期副刊中印刷的波恩向法兰克福发出的请愿书中发现以下错误: 第一段，“Freiheit”应为

“Einheit”;第三段，“und der dabei”应为“und die dabei”;第七段，“jener”应为“jeder”;第八段，“Proteste”

应为“Protest”; 第十段，“Losung”应为“Lsung”; 第十一段，“Frankf．”应为“franzsische”; 第十三段，
“Obermier”应为“Obernier”;在签名的下方缺失了第二位代表穆勒的名字，顺便说一下，这些签名不应当
被公布


。

［第四版下部一栏］
邮轮。科隆，1848 年 6 月 19 日。

抵达: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威廉森船长，载有 5 109 货箱。———来自鹿特丹的威尔逊船长，载有4 423货
箱。

前往: H． 吕贝斯，去往鲁尔河口到埃默里希;约翰·布德贝格，C． 恺撒，C． 罗泽纳和马特·佩拉，去

往杜塞尔多夫到米尔海姆( 鲁尔区) ;雅克·蒂尔曼，去往科布伦茨、摩泽尔河和萨尔河; Ｒ． 皮斯巴赫，去
往摩泽尔河、特利尔和萨尔河; I． B． 蒙德申克，去往宾根;安东·本德，去往美因茨; Ph． 维格斯，去往美
茵河下游; B． 克朗斯，去往美茵河上游和中游; H． 贝谢特，去往海尔布隆; 彼得·屈恩勒，去往康斯塔特
和斯图加特; I． B． 蒙德申克第一，去往沃尔姆斯和曼海姆。

还有:尤里斯船长，前往鹿特丹，科隆 18 号。

还有:舒勒船长，前往阿姆斯特丹，科隆 30 号。

水位。
科隆，6 月 19 日。莱茵河高地 8 英尺 4 英寸


。

公告。
在第二季度到期时，对报刊感兴趣的相关人员请注意，如果想要获得寄送及时完整的报刊，外国杂志

第三季度或第二个半年的订阅必须在本月 22 日前到本邮局报刊发行部办理。只有那些预付了款项的订
单才会视为订阅成功。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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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1848①年 6 月 14 日。

高等邮局。

雷费尔特。

公告。
1848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二，上午 10 点，大约 500 磅废纸和一个陈旧、无法使用的邮袋将在信件包裹接

收处的走廊里
［下转第二栏］

［第四版下部二栏］
［上接第一栏］

公开出售，最高出价者得。

科隆，1848 年 6 月 17 日。

高等邮局。

雷费尔特。

特此邀请科隆皮草商卡斯帕·西奥多·埃弗哈德·柯尼希破产案的登记债权人，于 6 月 27 日星期

二下午 4 点在当地商事法院秘书处集合，以便按照《商法典》第三编第八章第一节处理上述事宜。

科隆，1848 年 6 月 18 日

临时法律顾问:

罗布·尼克，

律师－辩护人。

优质老林堡奶酪，以及美味的荷兰五月奶酪，价格最优，土路 6 号。

寻面包房帮工，能够独立管理一家面包店，有相关资质证明。地址询问本报广告部。

山毛榉木材供应。
1 至 5 英寸厚，2 英尺宽的木板( 每 2 英寸 20－22 分尼) ，以及所有木材，推荐联系人 I． 基格，科莫迪尔大

街 18 号。

新教大学生寻找一份家庭教师工作。如提供免费住宿，还可以用法语教授古代语言的私人课程。详

情咨询希尔德巷 78 号地下室。

马尔茨比希尔 7 号的房屋出售或出租，地下室可单独出租。

·33·
① 这里报纸错排为 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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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桶装水果，选择多，价格低，有意者联系博威尔克 21 号 J． B． 岑多夫。

出租一架陆路旅游客用马车或其他货车，有意者联系小桑德考尔 2 号 E． I． 库珀。

［第四版下部三栏］
音乐会

今天周二晚上 7 点到 11 点，由科隆市民自卫队的音乐家们在珍珠潭 A． 斯坦斯泰勒家举行。

以下书籍已由我社出版，并可通过所有书店购买:

共和党人
(自由公民)

权利和义务。
科隆。 M． 贝克( 莫里鸠斯－施泰因韦格①) 。

开张营业。
在此我们荣幸地声明，我们在使徒大街 7 号建立了一家利口酒和葡萄酒醋厂。我们以最低的价格真诚向

您推荐我们的所有产品。

科隆 1848 年 6 月。

弗兰克 ＆康佩斯

根据我提供的样品，在此特别推荐由当地市民自卫团指挥官和官员批准的绶带及佩剑。

吕岑教堂，花边制造商，希尔德巷 19 号。

柠檬香料
施特恩巷 9 号和 11 号。

以最便宜的价格提供新鲜的莱茵河鱼，有意者联系约翰·吕斯多夫，林德巷 21 号。

［第四版下部四栏］
朗姆酒，科涅克白兰地和粕酒

施特恩巷 9 号和 11 号。

布鲁塞尔的英文报纸。
《布鲁塞尔先驱报》创办于 1827 年，是比利时唯一的英文报纸。每周六出版。价格每季度 5 法郎，

不包括比利时境外的邮资。《布鲁塞尔先驱报》是针对欧洲大陆所有英国居民和英国旅行者发布广告的

绝佳媒介。办公地点: ———布鲁塞尔，沃丢街 13 号。

在圣使徒博览会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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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科隆市中心的一个区域。



陈力丹 等译 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第 20号

今天

下午 3 点开始，

大型音乐会

由普鲁士皇家合唱团

第 8 轻骑兵乐团

在城市花园装饰典雅的

科隆大棚剧场演出。
每天供应樱桃豌豆和草莓冷黄瓜。

弗兰茨·斯托尔威尔克①。

每天新鲜的:

高地面包，大蒜香肠，香肚。香菜奶酪，烤鱼，正宗巴伐利亚啤酒，长巷 1 号高地风味餐厅的上等红酒和利

口酒。

1 500 至 1 600 塔勒贷款。首次三倍抵押。询问本报广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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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弗兰茨·斯托尔威尔克( Stollwerck，Franz 1815—1876) ———德国工业家，1845 年的他在德国拥有 44 家店铺，1847 年在石尔德街经营
“宫廷咖啡馆”，1848 年 3 月 20 日在该咖啡馆成立了一个市民议会，该议会要求“市民代表”与“市民武装”，1848 年 4 月 1 日他将其更
名为“德意志咖啡馆”。他创办的施多威克公司是世界有名的巧克力公司。
海尔曼·科尔夫( Korff，Hermann 1824—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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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克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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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