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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 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 

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 

序则作变通处理。

2. 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3. 在引文中尖括号〈 >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或恩格

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

4. 在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5. 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

6. 《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报刊索引》、《地名索引》、《名 

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编辑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 

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思格斯一生 

的全部著述的汇集，第一版于1956年至1985年出版，共50卷。由 

于条件限制，第一版在翻译和编辑方面还存在一些缺点。为了适应 

我国读者当前以及长远需要，经中央批准，我们着手编译一套内容 

全、编译质量髙、可供长期使用的新版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以第一版为基础，并依据《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和德文版重新进行编辑和译校。全 

集收入了第一版未收的一些著作，删除了第一版误收的、不是出自 

马克思和恩格斯手笔的材料。全部著作除个别语种外，均按原文译 

校。

全集分为四个部分：第1一29卷为著作卷，第30—45卷为资本 

论及其手稿卷，第46—59卷为书信卷，第60卷以后为笔记卷。同 

第一版相比，文献篇数和收文字数有较大的增加。

《全集》各卷有《前言》，简介所收文献的写作背景和主要内容》 

卷末附有正文的注释、人名索引、文献索引等参考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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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部分为著作卷（《资本论》及 

其手稿除外），包括第1卷到第29卷。第1卷收入马克思从1833年 

到043年3月所写的著作。全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博士论文 

和政论文章，第二部分为中学毕业作文和早年的文学习作。它们反映 

了马克思从中学时期直到《莱茵报》停刊为止的思想发展，他从唯心 

主义逐渐向唯物主义转变以及他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形成和发展的 

过程。

马克思的童年和中学时期是在故乡特里尔市度过的。特里尔位 

于德国经济最发达而又深受法国革命影响的莱茵省，自由主义思想 

盛行。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学习期间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收入本 

卷的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考试时写的三篇作文，是记述马克思当时思 

想状况的最早资料。这三篇作文反映了启蒙思想、理性主义和人道主 

义对他的影响，反映了他的智力发展水平和独立思考的能力。特别是 

德语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既表达了少年马克思卓越超 

群的抱负，又说明他对现实的社会环境抱有冷静客观的态度。他写 

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 

自身的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 

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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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 

（见本卷第459页）。为人类工作这一崇高理想预示了马克思后来思 

想发展的方向。

1835年秋，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次年转入柏林大学，学习法 

学。在大学初期，他一度热中于诗歌写作。本卷收入了他主要在波恩 

和柏林上大学的最初年月里写的文学习作。在献给燕妮•冯•威斯 

特华伦的三本诗集中，他表达了自己对未婚妻的倾慕和思念之情，歌 

颂了坚贞不渝的爱情，表露了对两人的结合遭到阻难的焦虑和自己 

的崇髙志向。从献给父亲的诗作以及录自他姐姐索菲亚的纪念册和 

笔记本的诗作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和广博的 

文史知识，对腐朽旧势力的反抗精神和疾恶如仇的正直襟怀，对真理 

和美好事物的执着追求以及抨击邪恶、针砭时弊的战斗风格。尽管这 

些文学习作艺术价值不高，而且作者本人对它们也持批评态度，但 

是，它们为了解马克思早年所受思想影响的范围、他在成长时期对周 

围事物的感受和态度、他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他的理想和追求， 

提供了可贵的材料。马克思很快认识到，诗歌创作不是他合适的发展 

方向，便转而专心致志地从事理论研究了。

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时期是他的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 

阶段。柏林大学是当时德国思想斗争的中心，黑格尔主义在这里占着 

支配地位。黑格尔学派的左翼——青年黑格尔派在柏林十分活跃，它 

站在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立场上批判宗教教条，捍卫信仰自由和新闻 

出版自由，并力图从黑格尔哲学中引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结 

论。1837年起，马克思接近青年黑格尔派，并成为柏林青年黑格尔派 

的博士俱乐部的积极成员。1839年起，马京思开始研究古希腊哲学， 

特别是伊壁鸠鲁哲学。他曾计划撰写一部全面论述伊壁鸠鲁主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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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著作。他选择这个题目，显然同青年黑格尔派 

的政治理论需要相联系，他们想通过阐述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古希腊 

晚期哲学的三个派别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来论证 

他们自己的要求个性自由的自我意识哲学、无神论观点和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观点。1841年4月，马克思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 

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这篇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这是他研 

究古希腊哲学取得的实际成果。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分析并批判了对伊壁鸠鲁哲学的种种歪 

曲和贬低，纠正了把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这两位古希腊唯物主义 

哲学家的自然哲学等同起来的传统偏见，阐明了他们在自然哲学方 

面的差别，揭示了伊壁鸠鲁原子学说的独特的积极的意义。在马克思 

看来，重要的是伊壁鸠鲁用原子脱离直线作偏斜运动的论点纠正了 

德谟克利特的机械决定论，打破了命运的束缚，从而企图从自然的角 

度来阐明个人的意志自由、个性和独立性。马克思指出，原子脱离直 

线作偏斜运动不是伊壁鸠鲁物理学中的一个特殊的、偶然的规定，而 

是被賦予了普遍意义的原子运动规律，它贯穿于伊壁鸠鲁的整个哲 

学。伊壁鸠鲁使原子的所有特性的规定都具有矛盾的性质，他把原子 

概念中形式和物质、本质和存在的矛盾客观化了。马克思认为，这里 

包含着古希腊哲学家思想中所固有的辩证因素，伊壁鸠鲁实质上提 

出了事物自我运动的辩证思想。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的分析，说明 

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历史学说已有深刻的理解，并能自觉地独立 

地加以运用。

马克思重视伊壁鸠鲁认为只有原子偏斜运动体现了自我意识的 

自由的观点，但并不赞成伊壁鸠鲁把自由理解为脱离现实世界的自 

我意识的心灵宁静的看法。马克思认为，不能抽象地理解自由，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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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把人同周围环境分开并把二者绝对对立的办法来实现自由。只 

有当人不被看作是抽象的个别性，而是从人同周围环境的密切联系 

和相互作用中来考察人的时候，自由问题才能得到解决。马克思深刻 

地分析了人和客观现实、哲学和世界的辩证关系，指出：“在自身中变 

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 

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规律。” 

（见本卷第75页）作为一种意志力量，哲学必然要同外部世界发生关 

系，变成一种实践力量。由于哲学和世界这样相互作用，相互融合，一 

方面哲学不断扬弃自身内在的缺点和缺陷，另一方面世界也不断合 

理化，其结果是，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诚然，马克 

思这时对问题的理解还没有超出唯心主义的立场，但是，以实践作为 

中介对主体和客体关系的辩证认识，却为正确理解主体的能动作用 

开辟了道路。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还鲜明地阐述了坚定的无神论观点，他反 

对宗教，反对宗教对哲学和个人的压制，要求把人从宗教的束缚下解 

放出来。他把普罗米修斯的自白“我痛恨所有的神”作为哲学的格言， 

并明确声称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他十分赞赏伊壁鸠鲁站在 

无神论的立场上反对整个希腊民族把天体神化的观点，称赞伊壁鸠 

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马克#不仅驳倒了旧的理性主义 

的神学，而a批判了黑格尔调和哲学和宗教的对立的做法。他已经开 

始把目光投到宗教观念同现实世界的联系上来丁。他在驳斥关于神 

的存在的证明时指出，因为自然安排得不好，所以神才存在;因为非 

理性的世界存在，所以神才存在（见本卷第101页）。哲学的任务就是 

要克服客观存在的非理性，使世界和人本身变得合乎理性。

从1842年初起，马克思直接参与现实政治问题的讨论，注意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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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紧迫的政治问题。1842年5月，他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10 

月15日成了该报编辑。在他的影响下，《莱茵报》由一家自由资产阶 

级反对派的报纸变成具有鲜明革命民主主义倾向的人民喉舌》马克 

思在自己的政论文章中把矛头指向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要求新闻 

出版自由，批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査立法，反对査禁进步报刊;批判封 

建等级代表制，要求建立人民代表制;剖析普鲁士的立法及其思想基 

础;维护区乡制度改革运动，揭露普鲁士政府想取消进步的城乡权利 

平等原则的企图;批判普鲁士国家及其社会基础，捍卫全体人民的民 

主权利。

马克思在第一篇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査令》中，揭 

露了 1841年12月24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所颁布的书报检査令 

的伪善本质，论述了实行新闻出版自由的必要性。马克思运用哲学上 

的逻辑方法来分析政治问题，通过揭露普鲁上政府的行为在逻辑上 

的矛盾，证明普鲁士国家制度的不合理性，指出普鲁士瞀察国家及其 

书报检査立法的目的不是要保障国家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 

而是要维护反动势力的利益，把反动统治者的观点和要求提升为法 

律，以压制广大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因此，这个国家是和人民根本 

对立的。马克思得出结论说:“整治书报检査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 

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査制度”（见本卷第134页）。这里批判的锋芒已 

经指向整个普鲁士国家。

马克思最先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是《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 

论》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 

论情况的辩论》。在这里马克思已经不是像在评书报检査令的那篇文 

章中那样，从一般的理论观点出发，而是从具体的政治观点出发来看 

待新闻出版自由了，已经把新闻出版自由的问题同各个社会等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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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态度联系起来了。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新闻出版自由是否 

应当存在，而在于新闻出版自由是个别人物的特权还是人民应当享 

有的权利。他赞赏农民等级的代表在维护新闻出版自由时捍卫了普 

遍利益。马克思还提出自由报刊应具有人民性，代表人民精神的观 

点，认为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 

表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纽带，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 

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自由报刊是观念的世界，它不断从现实世界中 

涌出，又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流回现实世界。这些 

观点实际上维护了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

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一文中，揭露了该报呼 

吁政府禁止在报刊上讨论宗教和哲学问题的反动主张，维护了哲学 

干预现实生活和探讨宗教问题的权利。他进一步发挥了自己在博士 

论文中提出的关于哲学和现实的关系的论点，指出.•“任何真正的哲 

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 

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 

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 

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 

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 

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见本卷第220 
页）。他还批驳了关于宗教是国家的自然基础的封建的国家观，但当 

时还没有摆脱黑格尔的国家观点的影响。

在《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中，马克思谴责了历史法学派和反 

动的浪漫主义的代表借口维护历史传统来为封建专制制度辩护的企 

图，指出人们有理由把康德的哲学看成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而自 

称是康德学生的历史法学派创始人胡果的自然法却是法国旧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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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理论。这样，马克思就清楚地表明，历史法学派的代表想通过修 

订普鲁士法律来恢复历史上已过时的制度。

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的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 

的辩论》中，马克思第一次直接研究了贫苦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条 

件，探讨了物质利益同国家和法的关系，公开捍卫贫苦群众的利益， 

抨击了普鲁士的国家和法律制度。针对普鲁士政府提交省议会通过 

的一项把未经林木占有者许可在森林中捡拾枯枝的行为以盗窃论罪 

的法案，马克思从法学角度为政治上和社会上一无所有的贫苦群众 

辩护。他大声疾呼地申明:“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法，而巨要求的不是 

地方性的习惯法，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的习惯法。我们还要进一步说 

明，这种习惯法按其本质来说只能是这些最底层的一无所有的基本 

群众的法。”（见本卷第248页）他揭露了贵族的习惯法按其内容来说 

是同普遍法律的形式相对立的，实际上是“习惯的不法行为”，指出封 

建专制社会的立法就是把贵族的特权变成法。

在分析习惯和特权的历史发展时，马克思已经觉察到了社会的 

贫富对立和阶级对立，认识到物质利益的差别使社会划分为不同的 

等级，对私人利益的考虑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也支配着国家官 

员和立法机关代表的决策行为。他认为，正是维护私人利益、私有财 

产的自私逻辑，使国家权威变成林木所有者的奴仆，使整个国家制度 

沦为林木所有者的工具。

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马克思对空想的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持保留的态度，但是他认为共产主义在欧洲 

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共产主义思想，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 

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法国和 

英国工人的斗争以及关于共产主义的争论推动了马克思对现实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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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马克思在反对封建的等级代表制度的同时，也努力探索一种适

应历史要求、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制度。在《莱茵报》编辑部为（评〈汉 

诺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误〉》一文所加的按语中、针对汉诺威国王 

废除具有温和的自由主义性质的1833年宪法，使1819年宪法重新 

生效的事件，马克思指出，“汉诺威的真正的自由主义今后的任务，既 

不是维护1833年的国家基本法，也不是退回到1819年的法律。它应 

该争取实现一种同更深刻、更完善和更自由的人民意识相适应的崭 

新的国家形式。”（见本卷第306页）

在《评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号和第336号论普鲁士等级委 

员会的文章》、《本地省议会议员选举》中，马克思严厉批判了作为普 

鲁士政治制度基础并导致贵族政治统治的等级制原则。马克思要求 

实行人民代表制，建立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机构。他认为，人民 

代表机构不应该代表等级的特殊利益，而应该代表人民的普遍利益。 

他把人民代表制看作是人民精神力量的体现。 *

在《论离婚法草案》和《〈莱茵报〉编辑部为〈论新婚姻法草案〉一 

文所加的按语》中，马克思反对直接把新教的教义作为普鲁士立法基 

础的企图，揭露了普鲁士立法制度的落后性质。他指出，普鲁士邦法 

不是按照对象世界所固有的规律来对待世界，而是按照任意的主观 

臆想和与事物本身无关的意图来对待对象世界。他要求法律成为人 

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 

决不能要求人们盲目地服从超伦理的和超自然的权威。

以维护城市和农村权利平等为内容的区乡制度改革运动，是莱 

茵省的一场重要政治斗争。普鲁士政府企图利用地方行政机构改革 

的机会，废除原来的城市的区和农村的乡在法律上权利平等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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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行普鲁士的等级原则，扩大封建贵族的特权。在《区乡制度改革 

和〈科隆日报〉》、《〈科隆日报〉的一个通讯员和〈莱茵报〉》中，马克思 

维护了城市和农村权利平等的进步原则，用民主主义观点阐述了法 

国大革命的口号——“人人平等，市民和农民平等”。同时他提出法律 

的合理性在于同现实的一致性，这就使他的法律观点具有了更实际 

的因素。他说:“法律只能是现实在观念上的有意识的反映，只能是实 

际生命力在理论上的自我独立的表现。”（见本卷第314页）

马克思在评述《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被査禁的一组文 

章中，严厉谴责了普鲁士政府迫害进步报纸的行径,同时热情地支持 

刚刚崛起的年轻的人民报刊，对它们寄予深切的期望。他指出，人民 

报刊生活在人民当中，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 

恨、欢乐与痛苦，表达人民的思想和利益，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争得自 

己生存的权利。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是马克思根据广泛收集的大量文件和 

资料以及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贫困的原因的深入考察写成的 。 

马克思触摸到了隐藏在各种社会关系后面的客观本质，加深了对社 

会生活和国家问题的理解。他在文章中阐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 

“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 

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 

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 

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人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 

上，人们就不会违反常规地以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恶意为前提， 

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这些关系在起作 

用。”（见本卷第36S页）

马克思力图揭示摩泽尔地区农民贫困的社会原因，说明这种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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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状况同国家管理机构的联系。他明确指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 

困状况同时也就是管理工作的贫困状况，这种贫困状况同时体现了 

现实和管理原则之间的矛盾。他剖析了普鲁士的官僚等级制度和把 

公民分为两类即管理机构中积极的、自觉的公民和作为被管理者的 

消极的、不自觉的公民的原则，揭示丁既存在于管理机体自身内部、 

又存在于管理机体同被管理机体的联系中的官僚关系。马克思还认 

为，要正确地认识和解决重要的社会问题，需要有自由报刊的积极参 

与，而因为没有一个经济问题不同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相联系，所 

以，要能够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就先要能够 

坦率而公开地讨论一切对内对外政策。这些新的认识既是马克思思 

想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他在向唯物主义转变中的重要出发点。后 

来，马克思不止一次对恩格斯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河地 

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 

社会主义。（见i895年4月15日恩格斯致理•费舍的信）

《莱茵报》的鲜明的革命民主主义方针，马克思的一篇篇犀利而 

深刻的政论文章，使政府当局越来越感到这家报纸对普鲁士国家是 

一个威胁。政府当局不断对《莱茵报》采取种种限制措施。针对政府 

的迫害，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中进行T坚决的抗争。他利用官方的伪 

自由主义的许诺来捍卫《莱茵报》的目标和存在的合法性。在《关于报 

刊的内阁指令》-文中，他现实地估量各种社会力量，力图在现行法 

律许可的范围内联系具体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 

这种策略遭到了以布•鲍威尔为核心的柏林“自由人”的指责。这些 

“自由人”企图用抽象地否定一切的绝对的批判来改变现存的政治制 

度，他们沉湎于激进的空谈，说离现实的社会政治条件，完全无视政 

治斗争的现实可能性，因而在政治上陷于孤立。马克思根据海尔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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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封信改写的短文《海尔维格和卢格对“自由人”的态度》中指出： 

“在我们的时代，胡闹、莽撞的行为应当受到公开而坚决的谴责；我们 

的时代需要严肃、刚毅和坚定的人来达到它的崇高目标。”（见本卷第 

946页）这篇短文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同“自由人”的决裂。

马克思清醒地认到，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同《莱茵报》的方 

针之间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他对《莱茵报》继续存在的可能性作了 

非常现实的估计。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利用一切机会对政府的迫害进 

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在《评部颁指令的指控》一文中，马克思逐条驳斥 

了政府当局为査封《莱茵报》而提出的种种论据，巧妙地利用现行的 

法律条文来维护《莱茵报》的正确立场。与此同时，马克思还要同那些 

为虎作伥、甘心为政府的倒行逆施辩护的保守乃至反动的报刊进行 

周旋。在《奥格斯堡报的论战术》、《〈莱茵一摩泽尔日报〉是宗教法庭 

的大法官》等文章中，马克思既严正批驳了这些报纸对进步报刊的诽 

谤和攻击，也揭露了它们的错误立场和观点。这就初步显示出马克思 

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是在同封建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形态的斗争中实现的特点。

马克思反对普鲁士政府当局迫害《莱茵报》的坚韧不拔的斗争虽 

然使该报的存在延长了好几个月，但是，普鲁士反动当局最终还是在 

1843年4月1日査封了这家进步报纸。

参加《莱茵报》的工作，对马克思的政治和理论发展有着特别重 

要的意义》他在这里第一次亲身接触各种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要对 

当时最紧迫的政治问题表明态度，要每天分析社会舆论对各阶级、各 

政治集团的主张和要求的不同反映，还要对付来自政府当局和书报 

检査机关的阻挠和迫害以及其他报刊对《莱茵报》的责难和攻击。这 

就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干的舞台，使他能够积累社会政治经验，深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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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现实的社会状况，对资产阶级反对派和其他社会阶层提出的基本 

政治主张和经济要求有了直接的了解和切身的体会，推动他认真地 

研究社会经济问题，从而突破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局限，逐步确立他自 

己的政治和理论观点，并为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的彻底转变 

作好了准备。'-

本书的附录收入了马克思的一些传记性文献和有关他的活动的 

比较重要的资料，有关《莱茵报》被査封的资料可以使我们对普鲁士 

当局的这一专横措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本卷收入的文献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有关卷 

次收入的文献增加8篇，其中政论文章2篇:《摩泽尔记者的辩护。 

C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种种主要弊端》、《〈莱茵报〉编辑部关于停 

止发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续篇的声明》;附录6篇:《卡尔•马克思 

的博士学位怔书》、《对汉诺威一个囚犯的异端裁判所式的虐待》、《关 

于〈莱茵报〉遭到査封的备忘录》、《莱茵报社股东的备忘录》、《莱茵报 

社非常全体会议记录》、《莱茵报社例行全体会议记录》。原第1版中 

的《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一文，经考证不是出自马 

克思的手笔，本卷不再收入。马克思的所有著作都根据《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或重新作了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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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博士论文和政论文章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 

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1

卡•马克思写于1840年下半 

年一 1841年3月底

第一次经过删节用原文发表于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萨尔的遗 

著》1902年斯图加持版第1卷； 

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192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 

分第1卷第1分册

署名：哲学博士卡尔•亨利 

希.马克思

原文是德文、古希腊文和拉 

丁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 

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封面





谨将本文献给 

敬爱的慈父般的朋友

政府枢密顾问 

特里扣的

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先生 

以表达子弟的敬爱之忱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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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敬爱的慈父般的朋友，请您原谅我把我所仰慕的您的名字放• ••«•••••• »• * •
在一本微不足道的小册子的开头。我已完全没有耐心再等待另一个 

机会来向寧略表我的敬爱之忱了。

但愿一切怀疑观念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幸运地景仰一位充满青 

春活力的老人。这位老人用真理所固有的热情和严肃性来欢迎时代 

的每一进步；他深怀着令人坚信不疑的、光明灿烂的唯心主义，唯有 

唯心主义才知道那能唤起世界上一切英才的真理r他从不在倒退着 

的幽灵所投下的阴影前面畏缩，也不被时代上空常见的浓云密雾所 

吓倒，相反，他始终以神一般的精力和刚毅坚定的目光，透过一切风 

，云变幻，看到那在世人心中燃烧着的九重天。率，a哕考苳擊咋平衣， 

对于我始终是一个活生生的明显证据，证明唯心主义不是幻想，而是 

真理。

身体的健康，我无需为您祈求。精神就是您所信赖的伟大神
蠡 參

医。①

①这一段话原来是这样写的：“我希望随着我寄给率的这个表示敬爱之 

忱的献词来到您身边，同举一起再度漫游我们4景如画的山野和森 

林。身体的健康，我无需为#祈求。精抻和自然就是您所信赖的伟大神

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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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这篇论文如果当初不是预定作为博士论文，那么它一方面可能 

会具有更加严格的科学形式，另一方面在某些叙述上也许会少一点 

学究气。但是，由于一些外在的原因，我只能让它以这种形式付印。此 

外，我认为，在这篇论文里我已经解决了一个在希腊哲学史上至今尚 

未解決的问题。

专家们知道，关于这篇论文的对象没有任何先前的著作可供参 

考。西塞罗和普卢塔克所说过的废话，到现在人们一直在照样重复， 

伽桑狄虽然把伊壁鸠鲁从教父们和整个中世纪即实现了非理性的时 

代所加给他的禁锢中解救了出来，但是在自己的阐述①里也只提供 

了一个有趣的方面。他竭力要使他的天主教的良心同他的异端知识 

相适应，使伊壁鸠鲁同教会相适应，这当然是白费气力。这就好比是 

想在希腊拉伊丝的姣美的身体上披上一件基督教修女的黑衣。确切 

地说，伽桑狄是自己在向伊壁鸠鲁学习哲学，他不能向我们讲授伊壁 

鸠鲁哲学。

不妨把这篇论文仅仅看作是一部更大著作©的先导，在那部著

① 指皮•伽桑狄编的《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论伊壁鸠鲁的生 

平、习惯和见解〉注释本》1649年里昂版。——编者注

② 马克思后来没有写出这部著作。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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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我将联系整个希腊思辨详细地阐述伊壁鸠鲁主义2,斯多亚主 

义3和怀疑主义4这一组哲学。这篇论文在形式方面和其他方面的缺 

点在那里将被消除。

虽然黑格尔大体上正确地规定了上述各个体系的一般特点，但

是一方面，由于他的哲学史------般说来哲学史只能从它开始——

的令人惊讶的庞大和大胆的计划，使他不能深入研究个别细节;另一 

方面.黑格尔对于他主要称之为思辨的东西的观点，也妨碍了这位巨 

人般的思想家认上述那些体系对于希腊哲学史和整个希腊精神的 

重大意义。这些体系是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历史的钥匙。关于它们 

同希腊生活的联系，在我的朋友科本的著作《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 

敌人》s中有较深刻的提示。

如果说这里以附录的形式增加了一篇评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 

学的论战的文章，那么这样做，是因为这场论战不是什么个别的东 

西，而是代表着一定的方向，因为它本身就很恰当地表明了神学化的 

理智对哲学的态度。

此外，在这篇评论中，对于普卢塔克把哲学带上宗教法庭的立场 

是如何地错误，我还没有谈到。关于这点，无需任何论证，只要从大 

卫•休谟那里引证一段话就够了：

“如果人们迫使哲学在每一场合为自己的结论辩护，并在对它不满的任何 

艺术和科学面前替自己申辩，对理应到处都承认享有最髙权威的哲学来说，当
0 O O 0

然是--种侮辱。这就令人想起一个被指控犯了背叛自己臣民的叛国罪的国
0030 OOOOOOOOOOOOOOOO 0 3 0 0 0

王。”①
O

①大•休漠《人性论》德文译本1790年哈雷版第1卷第485页。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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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哲学还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颗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 

脏里跳动着，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

“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把众人的意见强加于 

众神的人。

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的自白

“总而言之，我痛恨所有的神”7

就是哲学自己的自白，是哲学自己的格言，表示它反对不承认人的自 

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 

的自我意识相并列。

对于那些以为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似乎已经恶化因而感到欢欣 

鼓舞的可怜的懦夫们，哲学又以普罗米修斯对众神的侍者海尔梅斯 

所说的话来回答他们：

“我绝不愿像你那样甘受役使，来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

你好好听着，我永不愿意！

是的，宁可被缚在崖石上，

也不为父亲宙斯效忠，充当他的信使。”①

普罗米修斯是哲学历书上最髙尚的圣者和殉道者 。

1841年3月于柏林

①埃斯库罗斯《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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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 

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一般差别

一、论文的对象

希腊哲学看起来似乎遇到了一出好的悲剧所不应遇到的结局， 

即平淡的结局。在希腊，哲学的客观历史似乎在亚里士多德这个希腊 

哲学中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那里就停止了，甚至勇敢坚强的斯多亚 

派也没有取得像斯巴达人在他们的庙宇里所取得的那样的胜利：他 

们把雅典娜紧紧捆在海格立斯身旁，使她不能逃走。

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怀疑派几乎被看作一种不合适的附加 

物，同他们的巨大的前提很不相称。伊壁鸠鲁哲学似乎是德谟克利特 

的物理学和昔勒尼派8的道德思想的混合物；斯多亚主义好像是赫 

拉克利特的自然思辨和昔尼克派9的伦理世界观的结合，也许再加 

上一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最后，怀疑主义则仿佛是同这两种独断 

主义相对立的必不可免的祸害。这样，人们在把这些哲学说成是更加 

片面而更具有倾向性的折衷主义时，也就不自觉地把它们同亚历山 

大里亚哲学1«联系在一起。最后，亚历山大里亚哲学则被看成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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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的幻想和混乱------ 种紊乱，在这种紊乱里据说最多只能承认

意向的普遍性。

的确，有一种老生常谈的真理，说发生、繁荣和衰亡是一个铁环, 

一切与人有关的事物都注定包含于其中，并且必定要绕着它走一圈， 
所以，说希腊哲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达到极盛之后，接着就衰落了， 

这也没有什么可惊奇之处。不过英雄之死与太阳落山相似，而和青蛙 

因胀破了肚皮致死不同。.

此外，发生、繁荣和衰亡是极其一般、极其模糊的观念，要把一切 

东西都塞进去固然可以，但要借助这些观念去理解什么东西却办不 

到，死亡本身已预先包含在生物中，因此对死亡的形态也应像对生命 

的形态那样，在固有的特殊性中加以考察。

最后，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难道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 

和怀疑主义是一些特殊现象吗?难道它们不是罗马精神的原型，即希 

腊迁移到罗马去的那种形态吗?难道它们不具有性格十分刚毅的、强 

有力的、永恒的本质，以致连现代世界也不得不承认它们享有充分的 

精神上的公民权吗？

我强调指出这一点，只是为了唤起对于这些体系的历史重要性 

的记忆，但是，这里要研究的并不是它们对于整个文化的一般意义; 

这里要研究的是它们同更古老的希腊哲学的联系。

有人认为，希腊哲学是以两类不同的折衷主义体系为终结的，其 

中一类是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这一组哲学，另一类 

统称为亚历山大里亚的思辨，难道这种看法不应促使人们至少联系 

这种关系去加以探讨吗?其次，在正在向总体发展的柏拉图哲学和亚 

里士多德哲学之后，出现了一些新的体系，它们不以这两种丰富的精 

神形态为依据，而是进一步往上追溯到最简单的学派:在物理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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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自然哲学家，在伦理学方面转向苏格拉底学派，难道这不是值得 

注意的现象吗？再者，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出现的体系，仿佛都可以在 

往昔找到它们现成的基础，这种说法有何根据呢?把德谟克利特和昔 

勒尼派、赫拉克利特和昔尼克派结合在一起，这又怎样予以说明呢? 

在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和怀疑派那里，自我意识的一切环节都得到 

充分表现，不过每个环节都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存在，难道这是偶然的 

吗？这些体系合在一起形成自我意识的完整结构，这也是偶然的吗? 

最后，希腊哲学借以神话般地从七贤U开始，并且仿佛作为这一哲学 

的中心点，作为这一哲学的造物主体现在苏格拉底身上的形象，我指 

的是哲人一岭Ç——的形象，这种形象被上述那些体系说成是真 

正科学的现实，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吗？

在我看来，如果说那些较早的体系对于希腊哲学的内容较为重 

要、较有意义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以后的体系，主要是伊壁鸠鲁派、 

斯多亚派和怀疑派这一组学派则对希腊哲学的主观形式，对其性质 

较为重要、较有意义》然而正是这种主观形式，即这些哲学体系的精 

神承担者，由于它们的形而上学的规定，直到现在几乎完全被遗忘 

了。

关于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和怀疑派哲学的全部概况，以及它们 

与较早的和较晚的希腊思辨的总体关系，我打算在一部更为详尽的 

著作里加以阐述。①•

在这里，好像通过一个例子，并且也只从一个方面，即从它们与 

较早的思辨的联系方面，来阐述这种关系也就足够了。

我选择了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的关系

①马克思后来没有写出这部著作。——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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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样一个例子。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最便当的出发点。因为，一 

方面人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旧偏见，即把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伊 

壁鸠鲁的物理学等同起来，以致把伊壁鸠鲁所作的修改看作只是一 

些随心所欲的臆造；另一方面，就具体情况来说，我又不得不去研究 

一些看起来好像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但是，正因为这种偏见同哲学 

的历史一样古老，而二者之间的差别又极其隐蔽，好像只有用显微镜 

才能发现它们，所以，尽管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伊壁鸠鲁的物理学 

之间有着联系，但是证实存在于它们之间的贯穿到极其细微之处的 

本质差别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在细微之处可以证实的东西，当各种情 

况在更大范围表现出来的时候就更容易加以说明了，相反，如果只作 

极其一般的考察，就会令人怀疑所得出的结论究竟是否在每一个别 

场合都能得到证实。

二、对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伊壁 

鸠鲁的物理学的关系的判断

一般地说，我的见解和前人的见解关系怎样，只要粗略地考察一 

下古代人对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伊壁鸠鲁的物理学的关系的判 

断，就一目了然了。

斯多亚派的波西多尼乌斯、尼古拉和索蒂昂指责伊壁鸠鲁，说他

把德谟克利特关于原子的学说和亚里斯提卜关于快乐的学说冒充为 

他自己的学说。(n学院派的科塔问西塞罗:“在伊壁鸠鲁的物理学中 

究竟有什么东西不是属于德谟克利特的呢？伊壁鸠鲁诚然改变了一 

些地方，但大部分是重复德谟克利特的话。”(2)西塞罗自己也说:“伊



第 部分 19

壁鸠鲁在他特别夸耀的物理学中，是一个地道的门外汉，其中大部分 

是属于德谟克利特的；在伊壁鸠鲁离开德谟克利特的地方，在他想加 

以改进的地方，他都损害和败坏了德谟克利特。” (3)不过，虽然有许 

多人指责伊壁鸠鲁诽谤德谟克利特，但是，据普卢塔克说，莱昂泰乌 

斯断言，伊壁鸠鲁很尊敬德谟克利特，因为德谟克利特在他之前就宣 

示了正确的学说，因为德谟克利特更早发现了自然界的本原。(4)在 

《论哲学家的见解》12这一著作中，伊壁鸠鲁被称为按照德谟克利特 

的观点探究哲理的人。(5)普卢塔克在他的著作《科洛特》中走得更 

远。当他依次将伊壁鸠鲁同德谟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巴门尼德、柏拉 

图、苏格拉底、斯蒂尔蓬、昔勒尼派和学院派加以比较时，他力求得出 

这样的结论，“伊壁鸠鲁从整个希腊哲学里吸收的是错误的东西，而 

对其中正确的东西他并不理解。” (6)《论信从伊壁鸠鲁不可能有幸福 

的生活》这篇论文也充满了类似的敌意的暗讽。

古代作家的这种不利的见解，在教父们那里仍然保留着。我在附 

注里只引证了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斯这位教爻的一句话(7)，在谈 

到伊壁鸠鲁时特别值得提到他，因为他把使徒保罗警告人们提防一 

般哲学的话说成是警告人们提防伊壁鸠鲁哲学的话，说这种哲学连 

天意之类的东西都没有幻想过/8)但是，人们一般都倾向于指责伊 

壁鸠鲁有剽窃行为，在这方面塞克斯都•恩披里柯表现得最为突出， 

他企图把荷马和厄皮卡尔摩斯的一些完全不相干的语句，硬说成是 

伊壁鸠鲁哲学的主要来源。(9)

众所周知，近代作家大体上也同样认为，伊壁鸠鲁作为一个自然 

哲学家，仅仅是德谟克利特的剽窃者。莱布尼茨有一段话大致可以代 

表他们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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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伟大人物〈德谟克利特〉，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几乎只是伊壁鸠鲁 

从他那里抄袭来的，而伊壁鸠鲁又往往不能从他那里抄袭到最好的东西。”(10〉

因此，如果说西塞罗认为，伊壁鸠鲁败坏了德谟k利特的学说, 

但他至少还承认伊壁鸠鲁有改进德谟克利特学说的愿望，还有看到 

这个学说的缺点的眼力；如果说普卢塔克认为他观点前后不一 

贯gu，认为他对坏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偏爱，因而对他的愿望也表 

示怀疑，那么，莱布尼茨则甚至否认他具有善于摘录德谟克利特的 

能力。

不过，大家一致认为，伊壁鸠鲁的物理学是从德谟克利特那儿抄 

袭来的。

三、把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 

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等 

同起来所产生的困难

除了历史的证据之外，许多情况也说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 

的物理学的同一性。原子和虚空这两个本原无可争辩地是相同的。 

只是在个别的规定中，任意的、因而是非本质的差别看来才占统治 

地位。

不过，这样就留下一个奇特的、无法解开的谜。两位哲学家讲授 

的是同一门科学，并且采用的是完全相同的方式，但是——多么不合 

逻辑啊！ 一在一切方面，无论涉及这门科学的真理性、可靠性及其 

应用，还是涉及思想和现实的一般关系，他们都是截然相反的。我说 

他们是截然相反的，现在我将尽力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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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德谟克利特关于人类知识的真理性和可靠性的判断看来很 

难弄清楚。他有一些自相矛盾的语句，或者不如说，不是这些语句，而 

是德谟克利特的观点自相矛盾。特伦德伦堡在为亚里士多德心理学 

作的注释里说，知道这个矛盾的不是亚里士多德，而是晚近的作家， 

这个说法事实上是不正确的。在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中有这样的话： 

“德谟克利特认为灵魂和理性是同一个东西，因为在他看来，现象是 

真实的东西。” 与此相反，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却说:“德谟 

克利特断言，或者没有东西是真实的，或者真实的东西对我们是隐蔽 

的。”(2)亚里士多德的这几段话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如果现象是真 

实的东西，那么真实的东西怎么会是隐蔽的呢？只有现象和真理互相 

分离的地方，才开始有隐蔽的东西。①但是第欧根尼•拉尔修说，有 

人曾把德谟克利特算作怀疑主义者。他们引证了他的一句名言:“实 

际上，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因为真理隐藏在深渊里。”(3)类似的意见 

在塞克斯都•恩披里柯那里也可以看到

德谟克利特的这种怀疑主义的、不确定的和内部自相矛盾的观 

点，在他规定原子和感性的现象世界的相互关系的方式中不过是得 

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

一方面，感性现象不是原子本身所固有的》它不是客观現象，而 

是主观的假象。“真实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其余的一切都是意见、假 

象。”(5) “只有按照意见才有冷，只有按照意见才有热，而实际上只有 

原子和虚空。”(6)因此，一实际上不是由若干原子组成，而是“任何一 

看起来都好像是由于原子的结合而形成的”(7)。因此，只有通过理性 

才能看见本原，由于本原微小到肉眼都无法看见，所以它们甚至被称

①这一句和上一句是马克思亲笔加进去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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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观念。(8＞不过另一方面，感性现象是唯一真实的客体，并且“感性 

知觉”就是“理性”，而这种真实的东西是变化着的、不稳定的，它是现 

象。值是，说现象是真实的东西，这就自相矛盾了。(9)因此，时而把这 

一面，时而把另一面当作主观的或客观的东西。这样矛盾似乎就被消 

除了，因为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分别被分配给两个世界了。德谟克利特 

因而就把感性的现实变成主观的假象;不过，从客体的世界被驱逐出 

去的二律背反，却仍然存在于他自己的自我意识内，在自我意识里原 

子的概念和感性直观互相敌对地冲突着。

可见，德谟克利特并没有能摆脱二律背反。这里还不是阐明二律 

背反的地方，只要明白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就够了。

让我们反过来听听伊壁鸠鲁是怎么说的。

他说:哲人对事物采取独断主义的态度，而不采取怀疑主义的态 

度。(1^是的，哲人比大家高明之处，正在于他对自己的认识深信不 

疑。(^“一切感官都是真实东西的报道者。”(⑵“没有什么东西能够 

驳倒感性知觉•，同类的感性知觉不能驳倒同类的感性知觉，因为它们 

有相同的效用，而不同类的感性知觉也不能驳倒不同类的感性知觉， 

因为它们并不是对同一个东西作出判断;概念也不能驳倒感性知觉， 

因为概念依赖于感性知觉”(13)，这是在《准则》中所说的话。当德谟 

克利特把感性世界变成主观假象时，伊壁鸠鲁却把它变成客观现象。 

而旦在这里他是有意识地作出这种区别的，因为他断言，他赞成同样 

的原则，但是并不主张把感性的质看作是仅仅存在于意见中的东 

西„(14)

因此，既然对伊壁鸠鲁来说感性知觉是标准，客观现象又符合于 

感性知觉，那么只好承认那使西塞罗耸耸肩膀的话是正确的结论: 

“太阳在德谟克利特看来是很大的，因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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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几何学有了完备知识的人;太阳在伊壁鸠鲁看来约莫有两英尺 

大，因为据他判断，太阳就是看起来那么大。”(15)

(B)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关于科学的可靠性和科学对象的真

实性的理论见解上的这种差别，体现在这两个人的不同的科学活动 

和实践中。

在德谟克利特那里，原则是不在现象中表现的，它始终是没有现 

实性和处于存在之外的，但是，他认为感性知觉的世界是实在的和富 

有内容的世界。这个世界虽然是主观的假象，但正因为如此，它才脱 

离原则而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的现实性；同时作为唯一实在的客体，它 

本身具有价值和意义。因此，德谟克利特被迫进行经验的观察。他不 

满足于哲学，便投入实证知识的怀抱。我们已听说过，西塞罗称他为 

博学之士。他精通物理学、伦理学、数学，各个综合性科目13,各种技 

艺。(I6)第欧根尼•拉尔修所列举的德谟克利特的著作的目录就足 

以证明他的博学。(17)而由于博学的特点是要努力扩大视野.捜集资 

料，到外部世界去探索，所以，我们就看见德谟克利特走遍半个世界， 

以便积累经验、知识和观感。德谟克利特自夸道:“在我的同时代人 

中，我游历的地球上的地方最多，考察了最遥远的东西;我到过的地 

区和国家最多，我听过的有学问的人的讲演也最多;而在勾画几何图 

形并加以证明方面，没有人超过我，就连埃及的所谓土地测量员也未 

能超过我。”(】8)

德米特里在《同名作家传》中，安提西尼在《论哲学家的继承》中 

都说，德谟克利特曾游历埃及并向祭司学习几何学.曾游历波斯，拜 

访迦勒底人14,并且说他曾到达红海。有些人还说，他曾在印度会见 

过裸体智者1S，并旦到过埃塞俄比亚。(19)—方面求知欲使他不能平 

静，另一方面对真实的即哲学的知识的不满足，迫使傳外出远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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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真实的那种知识是没有内容的•，而能向他提供内容的知识却 

没有真实性。古代人述说的关于德谟克利待的轶事可能是一种传闻， 

但是一种真实的传闻，因为它描述了德谟克利特的本质的矛盾。据说 

德谟克利特自己弄瞎丁自己的眼睛，以使感性的目光不致蒙蔽他的 

理智的敏锐。(2~这就是那个照西塞罗的说法走遍了半个世界的人。 

但是他没有获得他所寻求的东西。

伊壁鸠鲁则以一个相反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

伊壁鸠鲁在哲学中感到满足和幸福。他说:“要得到真正的自由， 

你就必须为哲学服务。凡是倾心降志地献身于哲学的人，用不着久 

等，他立即就会获得解放，因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口”因 

此，他教导说:‘‘青年人不应该耽误了对哲学的研究，老年人也不应该 

放弃对哲学的研究。因为谁要使心灵健康，都不会为时尚早或者为时 

己晚。谁如果说研究哲学的时间尚未到来或者已经过去，那么他就像 

那个说享受幸福的时间尚未到来或者已经过去的人一样(22)德谟 

克利特不满足于哲学而投身于经验知识的怀抱，而伊壁鸠魯却轻视 

实证科学，因为按照他的意见，这种科学丝毫无助于达到真正的完 

善。(23)他被称为科学的敌人，语言文学的轻视者。(24)人们甚至骂他 

无知。在西塞罗的书中曾提到，有一个伊壁鸠鲁派说:“但是，不是伊 

壁鸠鲁没有学识，而是那些以为直到老年还应去背诵那些连小孩不 

知道都觉得可耻的东西的人，才是无知的人。” (25)

可是，德谟克利特努力从埃及的祭司、波斯的迦勒底人和印度的 

裸体智者那里寻求知识，而伊壁鸠魯却以他从未有过任何教师，他是 

一个自学者而自豪。(26)据塞涅卡叙述，伊壁鸠鲁曾经说过，有些人 

努力寻求真理而无需任何人的帮助。作为这种人当中的一个，他自己 

为自己开辟了道路。他最称赞那些自学者。其他的人在他看来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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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的人物。(27)德谟克利特感觉到必须走遍世界各地，而伊壁鸠鲁 

却只有两三次离开他在雅典的花园到伊奥尼亚去，不是为了研究，而 

是为了访友。(28)最后，德谟克利特由于对知识感到绝望而弄瞎了自 

己的眼睛，伊壁鸠鲁却在感到死亡临近之时洗了一个热水澡，要求喝 

醇酒，并且嘱咐他的朋友们忠实于哲学。(29)

(C)不能把刚才所指出的那些差别归因于两位哲学家的偶然的 

个性;它们所体现的是两个相反的方向。我们看到，前面表现为理论 

意识方面的差别的东西，现在表现为实践活动方面的差别了》

最后，我们来考察一下表现思想同存在的关系，两者的相互关系 

的反思形式。哲学家在他所规定的世界和思想之间的一般关系中，只 

是为自己把他的特殊意识同现实世界的关系客观化了。

德谟克利特把必然性看作现实性的反思形式关于他，亚里 

士多德说过，他把一切都归结为必然性。(31)第欧根尼•拉尔修报道 

说，一切事物所由以产生的那种原子旋涡就是德谟克利特的必然 

性，(32)《论哲学家的见解》的作者关于这点说得更为详细：“在德谟 

克利特看来，必然性是命运，是法，是天意，是世界的创造者。物质的 

抗击、运动和撞击就是这种必然性的实体。”(33)类似的说法也出现 

在斯托贝的《自然的牧歌》里(34＞和欧塞比乌斯的《福音之准备》第6 

卷里(35)。在斯托贝的《伦理的牧歌》里还保存着德谟克利特的一句 

话(36〉，在欧塞比乌斯的第14卷中这句话几乎被一字不差地重复了 

—遍(37)，即：人们给自己虚构出偶然这个幻影，——这正是他们自 

己束手无策的表现，因为偶然和强有力的思维是敌对的。同样，西姆 

普利齐乌斯认为，亚里士多德在一个地方谈到一种取消偶然的古代 

学说时，也就是指德漠克利特而言的。(38)

与此相反，伊壁鸠鲁说:“被某些人当作万物主宰的必然性，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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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无宁说有些事物是偶然的，另一些事物则取决于我们的任意 

性。必然性是不容劝说的，相反，偶然是不稳定的。所以，宁可听信关 

于神灵的神话，也比当物理学家所说的命运的奴隶要好些，因为神话 

还留下一点希望，即由于敬神将会得到神的保佑，而命运却是铁面无 

情的必然性。‘应该•承认偶然，而不是像众人所认为的那样承认 

神。”(39) “在必然性中生活，是不幸的事，但是在必然性中生活，并不 

是一种必然性。通向自由的道路到处都敞开着，这种道路很多，它们 

是便捷易行的。因此，我们感谢上帝，因为在生活中谁也不会被束溥 

住。控制住必然性本身倒是许可的，

在西塞罗的书中曾提到过，伊壁鸠鲁派的韦莱关于斯多亚派哲 

学说过类似的话:“有一种哲学像Æ迈而又无知的妇人们一样认为， 

一切都由于命运而发生，我们应该怎样评价这种哲学呢?……伊壁鸠 

鲁拯救了我们，使我们获得了自由

为了避免承认任何必然性，伊壁鸠鲁甚至否定了选言判断。(42)

不俸，也有人断言，德漠克利特使用过偶然，但是，在西姆普利齐 

乌斯谈到这一点的两个地方＜43＞中，一个地方却使另一个地方变得 

可疑，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不是德谟克利特使用了偶然这一范畴，而 

是西姆普利齐乌斯把这一范畴作为结论强加给德谟克利特。西姆普 

利齐乌斯是这样说的，德谟克利特并没有指出一般的创造世界的原 

因，因此看来他是把偶然当作原因。但是，这里问题并不在于内容的 

规定，而在于德漠克利特有意识地使用过的那种形式。欧塞比乌斯的 

报道也与此相似：德谟克利特把偶然当作一般的东西和神性的东西 

的主宰，并断言这里一切都由于偶然而发生，同时他又把偶然从人的 

生活和经验的自然中排除掉，并斥责它的宣扬者愚蠢无知。(44)

在这里，一方面我们看到，这纯粹是基督教主教迪奥尼修斯的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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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另-•方面，我们又看到，在一般的东西和神性的东西开始的地方， 

德谟克利特的必然性概念同偶然便没有差别了。

因此，从历史上看有一个事实是确实无疑的:徳谟克利特使用必 

然性，伊壁鸠鲁使用偶然，并且每个人都以论战的激烈语调驳斥相反 

的观点。

这种差别的主要后果表现在对具体的物理现象的解释方式上。

在有限的自然里，必然性表现为相对的必然性，表现为决定论。 

而相对的必然性只能从实在的可能性中推演出来，这就是说，存在着 

一系列的条件、原因、根据等等，这种必然性是通过它们作为中介的。 

实在的可能性是相对必然性的展现。我们看到，德谟克利持曾使用过 

它。让我们从西姆普利齐乌斯那里引证一些材料来作证。

如果一个人感到口渴，喝了水并变得精神舒畅丁，那么德谟克利 

特不会认为偶然是原因，而会认为渴是原因。因为尽管他讲到世界的 

创造时看来曾使用过偶然这一范畴，但他毕竟断言，在每个个别现象 

中偶然不是原因，而只是指出别的原因。例如，挖掘财宝是找到财宝 

的原因，或者种植橄榄树是橄榄树生长的原因。(45)

德谟克利特在采用这种解释方式来研究自然时所表现的热情和 

严肃性，以及他认为寻找根据的意图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都在他下面 

这句自白里坦率地表达了出来:“我发现一个新的因果联系比获得波 

斯国的王位还要高兴！”(46)

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又正相反。偶然是一种只具有可能性价 

值的现实性，而抽象的可能性则正是实在的可能性的反面。实在的可 

能性就像知性那样被限制在严格的限度里;而抽象的可能性却像幻 

想那样是没有限制的。实在的可能性力求证明它的客体的必然性和 

现实性;而抽象的可能性涉及的不是被说明的客体，而是作出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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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只要对象是可能的，是可以想象的就行了。抽象可能的东西， 

可以想象的东西.不会妨碍思维着的主体，也不会成为这个主体的界 

限，不会成为障碍物。至于这种可能性是否会成为现实，那是无关紧 

要的，因为这里感兴趣的不是对象本身。

因此，伊壁鸠鲁在解释具体的物理现象时表现出一种非常冷淡 

的态度。

这~点在他给皮托克勒斯的信中可以看得更清楚，这封信我们 

后面还要加以考察。这里只须注意一下伊壁鸠鲁对先前的物理学家 

的意见的态度就够了。在《论哲学家的见解》的作者及斯托贝引证哲 

学家们关于星球的实体、太阳的体积和形状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 

不同观点的地方，他们谈到伊壁鸠鲁时总是说:他不反对这类意见中 

的任何一种意见;在他看来，所有的意见都可能是对的，他坚持可能 

的东西。(47)的确，伊壁鸠鲁甚至对那种从实在的可能性出发的、为 

理智所规定的、因而带有片面性的解释方法，也加以驳斥。

因此，塞涅卡在他的《自然问题》中说道:伊壁鸠鲁断言，所有这 

些原因都可能存在，除此之外他还力图提出一些别的解释，并斥责那 

些断言在这些原因中只存在某一种原因的人，因为要给只是根据推 

测推论出来的东西下一个必然的判断，是一种冒险。(48)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没有探讨客体的实在根据的兴趣。问题只在 

于使那作出说明的主体得到安慰。由于一切可能的东西都被看作是 

符合抽象可能性性质的可能的东西，于是很显然，存在的偶然就仅仅 

转化为思维的偶然了。伊壁鸠鲁所提出的唯一的规则,即“解释不应 

该同感性知觉相矛盾”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抽象可能的东西正在于摆 

脱矛盾，因此矛盾是应该防止的。(49)最后，伊壁鸠鲁承认，他的解释 

方法的目的在于求得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16,而不在于对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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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本身。(50)

这里他的态度也是同德谟克利特完全对立的，这当然就不用再 

加以证明了。

因此，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在每一步骤上都是互相对立的。一个 

是怀疑主义者，另一个是独断主义者;一个把感性世界看作主观假 

象，另一个把感性世界看作客观现象。把感性世界看作主观假象的人 

注重经验的自然科学和实证的知识，他表现了进行实验、到处寻求知 

识和外出远游进行观察的不安心情。另一个把现象世界看作实在东 

西的人，则轻视经验，在他身上体现了在自身中感到满足的思维的宁 

静和从内在原则中汲取自己知识的独立性。但是还有更深的矛盾。把 

感性自然看作主观假象的怀疑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从必然性的观 

点来考察自然，并力求解释和理解事物的实在的存.在。相反，把现象 

看作实在东西的哲学家和独断主义者到处只看见偶然，而他的解释 

方法无宁说是倾向于否定自然的一切客观实在性。在这些对立中似 

乎存在着某种颠倒的情况。

但是很难设想的是，这两个处处彼此对立的人会主张同一种学 

说。而他们毕竟看起来是互相紧密联系着的。

说明他们两人之间的一般关系，是下一章的课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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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 

伊壁鸠鲁的物理学的具体差别 

第一章

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

伊壁鸠鲁认为原子在虚空中有三种运动一种运动是直线式 

的下落；另一种运动起因于原子偏离直线，•第三种运动是电于许多原 

子的互相排斥而引起的。承认第一种和第三种运动是德谟克利特和 

伊壁鸠鲁共同的；可是，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却把伊壁鸠鲁同德谟克 

利特区别开来了/2)

对于这种偏斜运动，很多人都加以嘲笑。西塞罗一接触到这个论 

题，尤其有说不完的意见。例如，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伊壁鸠鲁断 

言，原子由亍自己的重量而作直线式的下落;照他的意见，这是物体 

的自然运动。后来，他又忽然想到，如果一切原子都从上往下坠落，那 

么一个原子就始终不会和另一个原子相碰。于是他就求助于谎言J也 

说，原子有一点点偏斜，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据说由此就产生了原 

子之间的复合、结合和凝聚，结果就形成了世界、世界的一切部分和 

世界所包含的一切东西。且不说这一切都是幼稚的虚构，伊壁鸠鲁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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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没有达到他所要达到的目的。”(3)在西塞罗《论神之本性》—书的

第1卷中，我们看到他的另一种说法/‘由于伊壁鸠鲁懂得，如果原子 

由于它们本身的重量而下落，那么我们对什么都无能为力，因为原子 

的运动是被规定了的、是必然的，于是，他臆造出了一个逃避必然性 

的办法，这种办法是德谟克利特所没有想到的。伊壁鸠鲁说，虽然原 

子由于它们的重量和重力从上往下坠落，但还是有一点点偏斜。作出 

这种论断比不能为自己所主张的东西进行辩护还不光彩。”

皮埃尔•培尔也同样地判断说：

“在他〈即伊壁鸠鲁〉之前，人们只承认原子有由Ä力和排斥所引起的运动， 

伊壁鸠鲁设想，原子甚至在虚空中便稍微有点偏离直线，他说，因此便有了自由 

……必须附带指出.这并不是使他臆造出这个偏斜运动的唯一动机;偏斜运动 

还被他用来解释原子的碰撞，因为他当然看到，如果假定一切原子都以同一速 

度从上而下作直线运动，那就永远无法解释原子碰撞的可能性，这样一来，世界 

就不可能产生，所以，原子必然偏离直线。”(5)

这些论断究竟确实到什么程度，我暂且放下不提。但是,任何人 

一眼就可以看出，现代的一位伊壁鸠鲁批评者绍巴赫却错误地理解 

了西塞罗，因为他说：

“一切原子由于重力，即根据物理的原因，平行地往P落，但是由于互相排 

斥而获得了另一种运动，按西塞罗的说法(Î论神之本性》第1卷第25页)，这就 

是由偶然原因，而且是向来就起作用的偶然原因产生的一种倾斜的运动，”(6)

第一，在前面引证的那一段话里，西塞罗并未把排斥看作是倾斜 

方向的根据，相反，却认为倾斜方向是排斥的根据。第二，他并没有说 

到偶然原因，相反，他指责伊壁鸠鲁没有提到任何原因；可见，同时把 

排斥和偶然原因都看作是倾斜方向的根据，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所以，他说的至多只是排斥的偶然原因，而不是倾斜方向的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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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此外，在西塞罗和培尔的论断中，有一个极其显著的特点必须立 

即指出。这就是，他们给伊壁鸠鲁加上一些彼此互相排斥的动机:似 

乎伊壁鸠鲁承认原子的偏斜，有时是为了说明排斥，有时是为丁说明 

自由。但是，如果原子没有偏斜就不会互相碰撞，那么用偏斜来论证 

自由就是多余的，因为正如我们在卢克莱修那里所看到的那样 

只有在原子的互相碰撞是决定论的和强制的时候，才开始有自由这 

个对立面。如果原子没有偏斜就互相碰撞，那么用偏斜来论证排斥就 

是多余的。我认为这种矛盾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像西塞罗和培尔那 

样，把原子偏离直线的原因理解得太表面化和太无内在联系了。一般 

说来，在所有古代人中，卢克莱修是唯一理解了伊壁鸠鲁的物理学的 

人，在他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较为深刻的阐述。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偏斜本身。

正如点在线中被扬弃一样，每一个下落的物体也在它所划出的 

直线中被扬弃。这与它所特有的质完全没有关系。一个苹果落下时 

所划出的垂直线和一块铁落下时所划出的一样。因此，每一个物体， 

就它处在下落运动中来看，不外是一个运动着的点，并且是一个没有 

独立性的点，一个在某种定在中——即在它自己所划出的直线中 

——丧失了个别性的点。所以，亚里士多德.对毕达哥拉斯派正确地指 

出：“你们说，线的运动构成面，点的运动构成线，那么单子的运动也 

会构成线了，(8)因此，从这种看法出发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就单子 

或原子来说，因为它们处在不断的运动中(9〉，所以，它们两者都不存 

在，而是消失在直线中;因为只要我们把原子仅仅看成是沿直线下落 

的东西，那么原子的坚实性就还根本没有出现。首先，如果把虚空想 

象为空间的虚空，那么，原子就是抽象空间的直接否定，因而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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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空间的点》那个与空间的外在性相对立、维持自己于自身之中的 

坚实性即强度，只有通过这样一种原则才能达到，这种原则是否定空 

间的整个范围的，而这种原则在现实自然界中就是时间=此外，如果 

连这一点也不赞同的话，那么，既然原子的运动构成一条直线，原子 

就纯粹是由空间来规定的了，它就会被赋予一个相对的定在，而它的 

存在就是纯粹物质性的存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原子概念中所包含 

的一个环节便是纯粹的形式，即对一切相对性的否定，对与另一定在 

的任何关系的否定。同时我们曾指出，伊壁鸠鲁把两个环节客观化 

了，它们虽然是互相矛盾的，但是两者都包含在原子概念中。

在这种情况下，伊壁鸠鲁如何能实现原子的纯粹形式规定，即如 

何能实现把每一个被另一个定在所规定的定在都加以否定的纯粹个 

别性概念呢？

由于伊壁鸠鲁是在直接存在的范围内进行活动，所以一切规定 

都是直接的。因此，对立的规定就被当作直接现实性而互相对立 

起来。

但是，同原子相对立的相对的存在，即原子应该给予否定的定

在，就是直线。这一运动的直接否定是另一种运动，因此，即使从空间 

的角度来看，也是脱离直线的偏斜。

原子是纯粹独立的物体，或者不如说是被设想为像天体那样的 

有绝对独立性的物体。所以，它们也像天体一样，不是按直线而是按 

斜线运动。下落运动是非独立性的运动。

因此，伊壁鸠鲁以原子的直线运动表述了原子的物质性,又以脱 

离直线的偏斜实现了原子的形式规定，而这些对立的规定又被看成 

是直接对立的运动。

所以，卢克莱修正确地断言，偏斜打破了“命运的束缚”(10：＞，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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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正如他立即把这个思想运用于意识那样(11〉，关于原子也可以这 

样说，偏斜正是它胸中能进行斗争和对抗的某种东西。

但是，西塞罗指责伊壁鸠鲁说:“他甚至没有达到他编造这一理 

论所要达到的目的；因为如果一切原子都作偏斜运动，那么原子就永 

远不会结合;或者一些原子作偏斜运动，而另一些原子则作直线运 

动。这就等于我们必须事先给原子指出一定的位置，即哪些原子作直 

线运动，哪些原子作偏斜运动。” (12〉

这种指责是有道理的，因为原子概念中所包含的两个环节被看 

成是直接不同的运动，因而也就必须属于不同的个体，——这是不合 

逻辑的说法，但它也合乎逻辑，因为原子的范围是直接性。

伊壁鸠鲁很清楚地感觉到这里面所包含的矛盾。因此，他竭力把 

偏斜尽可能地说成是非感性的。偏斜是“既不在确定的地点，也不在 

确定的时间”发生的，它发生在小得不能再小的空间里。(14)

其次，西塞罗O5)，据普卢塔克说，还有几个古代人(16)，责难伊 

壁鸠鲁，说按照他的学说，发生原子的偏斜是没有原因的;西塞罗并 

且说，对于一个物理学家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不光彩的事情 

了。但是，首先，西塞罗所要求的物理的原因会把原子的偏斜拖 

回到决定论的范围里去，而偏斜正是应该超出这种决定论的，其次， 

在原子中未出现偏斜的規定之前，原子根本还没有完成。追问这种规 

定的原因，也就是追问使原子成为本原的原因，——这一问题，对于 

那认为原子是一切事物的原因，而它本身没有原因的人来说，显然是 

毫无意义的。

最后，如果说培尔(18)依据奥古斯丁的权威(不过这个权威 

同规里士多德和其他古代人相比，是无足隹重的，据奥古斯丁说，德 

谟克利特曾陚予原子以一个精神的原则)责备伊壁鸠鲁，说他想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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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偏斜来代替这个精神的原则，那么可以反驳他说:原子的灵魂只 

是一句空话，而偏斜却表述了原子的真实的灵魂即抽象个别性的

o
我们在考察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的结论之前，还必须着重指出 

一个极其重要、至今完全被忽视的环节》

这就是，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不是特殊的、偶然出现在伊壁鸠鲁 

物理学中的规定。相反，偏斜所表现的规律贯穿于整个伊壁鸠魯哲 

学，因此，不言而喻，这一规律出现时的规定性，取决于它被应用的 

范围。

抽象的个别性只有从那个与它相对立的定在中抽象出来，才能

实现它的概念——它的形式规定、纯粹的自为存在、不依赖于直接定 

在的独立性、•一切相对性的扬弃。须知为了真正克服这种定在，抽象 

的个别性就应该把它观念化，而这只有普遍性才有可能做到。

因此，正像原子由于脫离直线，偏离直线，从而从自己的相对存 

在中，即从直线中解放出来那样，整个伊壁鸠鲁哲学在抽象的个别性 

概念，即独立性和对同他物的一切关系的否定，应该在它的存在中予 

以表述的地方，到处都脱离了限制性的定在。

因此，行为的目的就是脱离、离开痛苦和困惑，即获得心灵的宁 

静，(20〕所以，善就是逃避恶(21)，而快乐就是脱离痛苦(22)。最后，在 

抽象的个别性以其最高的自由和独立性，以其总体性表现出来的地 

方，那里被摆脫了的定在，就合乎逻辑地是全部的定在，因此众神也 

避开世界，对世界漠不关心，并且居住在世界之外。(23)

人们曾经嘲笑伊壁鸠鲁的这些神，说它们和人相似，居住在现实 

世界的空隙中，它们没有躯体，但有近似躯体的东西，没有血，但有近 

似血的东西(24)18;它们处于幸福的宁静之中，不听任何祈求，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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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关心世界，人们崇敬它们是由于它们的美丽，它们的威严和 

完美的本性，并非为了谋取利益。

不过，这些神并不是伊壁鸠鲁的虚构。它们曾经存在过。这是希 

腊艺术塑造的众神。西塞罗，作为一个罗马人，有理由嘲笑它们 

但是，当普卢塔克说:这种关于神的学说能消除恐惧和迷信，但是并 

不给人以愉快和神的恩惠，而是使我们和神处于这样一种关系中，就 

像我们和希尔卡尼亚海的鱼^所处的关系一样，从这种鱼那里我们 

既不期望受到损害，也不期望得到好处(26)，——当他说这番话时， 

作为一个希腊人，他已完全忘记了希腊人的观点。理论上的宁静正是 

希腊众神性格上的主要因素。亚里士多德也说:“最好的东西不需要 

行动，因为它本身就是目的。”(27)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从原子的偏斜中直接产生出来的结论。这 

种结论表明，原子否定一切这样的运动和关系，在这些运动和关系中 

原子作为一个特殊的定在为另一定在所规定。这个意思可以这样来 

表达:原子脱离并且远离了与它相对立的定在。但是，这种偏斜中所 

包含的东西——即原子对同他物的一切关系的否定——必须予以实 

现，必须以肯定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点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有可能 

发生，即与原子发生关系的定在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它本身，因 

而也同样是一个原子，并且由于原子本身是直接地被规定的，所以就 

是众多的原子。于是，众多原子的排斥，就是卢克莱修称之为偏斜的 

那个“原子规律”2«的必然实现。但是，由于这里每一个规定都被设定 

为特殊的定在，所以，除了前面两种运动以外,又增加了作为第三种 

运动的排斥。卢克莱修说得对，如果原子不是经常发生偏斜,就不会 

有原子的冲击，原子的碰撞，因而世界永远也不会创造出来。(28)因 

为原子本身就是它们的唯一客体，它们只能自己和自己发生关系；或



第二部分 37

者如果从空间的角度来表述，它们只能自己和自己相撞，因为当它们 

和他物发生关系时，它们在这种关系中的每一个相对存在都被否定 

了；而这种相对的存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就是它们的原始运 

动，即沿直线下落的运动。所以，它们只是由于偏离直线才相撞。这 

与单纯的物质分裂毫不相干。(29)

而事实上，直接存在的个别性，只有当它同他物发生关系，而这 

个他物就是它本身时，才按照它的概念得到实现，即使这个他物是以 

直接存在的形式同它相对立的。所以一个人，只有当他与之发生关系 

的他物不是-个不同于他的存在，相反，这个他物本身即使还不是精 

神，也是一个个别的人时，这个人才不再是自然的产物。但是，要使作 

为人的人成为他自己的唯一现实的客体，他就必须在他自身中打破 

他的相对的定在，即欲望的力量和纯悴自然的力量。排斥是自我意识 

的最初形式;因此,它是同那种把自己看作是直接存在的东西、抽象 

个别的东西的自我意识相适应的。

所以，在排斥中，原子概念实现了，按这个概念来看，原子是抽象 

的形式，但是其对立面同样也实现了，按其对立面来看，原子就是抽 

象的物质；因为那原子与之发生关系的东西虽然是原子，但是一些别 

的原子。但是，如果我同我自己发生关系，就像同直接的他物发生关 

系一样，那么我的这种关系就是物质的关系。这是可能设想的最极端 

的外在性。因此，在原子的排斥中，表现在直线下落中的原子的物质 

性和表现在偏斜中的原子的形式规定，都综合地结合起来了。

同伊壁鸠鲁相反，徳谟克利特把那对于伊壁鸠鲁来说是原子概 

念的实现的东西，变成一种强制的运动，一种盲目必然性的行为。在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他把由原子的互相排斥和碰撞所产生的旋涡看 

作是必然性的实体。可见，他在排斥中只注意到物质方面，即分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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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没有注意到观念方面，按观念方面来说，在排斥中一切同他物 

的关系都被否定了，而运动被设定为自我规定。关于这一点，我们可 

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得很清楚:他通过虚空的空间完全感性地把同一 

个物体想象成分裂为许多物体的东西，就像金子被碎成许多小块一 

样。(《^这样一来，他几乎没有把一理解为原子概念。

亚里士多德正确地反驳他说:“因此，应该对断言原初物体永远 

在虚空中和无限中运动的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说，这是哪一种运动， 

什么样的运动适合这些物体的本性。因为如果每一个元素都是被另 

一个元素强行推动的，那么，每一个元素除了强制的运动之外必然还 

有~种自然的运动;而这种最初的运动应该不是强制的运动，而是自 

然的运动。否则就会发生无止境的递进。”(31)

因此，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就改变了原子王国的整个内部结 

构，因为通过偏斜，形式规定显现出来了，原子概念中所包含的矛盾 

也实现了。所以，伊壁鸠鲁最先理解了排斥的本质，虽然是在感性形 

式中，而德谟克利待则只认识到它的物质存在。

因此，我们还发现伊壁鸠鲁应用了排斥的一些更具体的形式。在 

政治领域里，那就是契约(32)，在社会领域里，那就是友谊(33〉，友谊 

被称赞为最崇高的东西。①

①这一段是马克思亲笔加进去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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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原子的质

说原子具有特性，那是同原子概念相矛盾的；因为正如伊壁鸠鲁 

所说，任何特性都是变化的，而原子却是不变的。（1〕尽管如此，认为 

原子具有特性，仍然是必然的结论。因为被感性空间分离开来的互相 

排斥的众多原子彼此之问,它们与自己的纯本质必定是直接不同的， 

就是说，它们必定具有质。

因此，在下面的叙述中，我完全不考虑施奈徳和纽伦贝格尔的说 

法:“伊壁鸠鲁不认为原子具有质，第欧根尼•拉尔修书中给希罗多 

德的信第44节和第54节是以后加进去的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 

话，那么怎样才能驳倒卢克莱修、普卢塔克以及所有谈到伊壁鸠鲁的 

著作家的证据呢？而且，第欧根尼•拉尔修提到原子的质的地方，并 

不只是两节，而是有十节之多，即第42、43、44、54、55、56、57、58、59 

和61节。这些批评家所提出的理由，说“他们不知道如何把原子的质 

和它的概念结合起来”，是很肤浅的。21斯宾诺莎说，无知不是论 

据①。如果每个人都把古代人著作中他所不理解的地方删去，我们很 

快就会得到一张白板！

由于有了质，原子就获得同它的概念相矛盾的存在，就被设定为 

外化了的、与它自己的本质不同的定在》这个矛盾正是伊壁鸠鲁的主 

要兴趣所在。因此，在他设定原子有某种特性并由此得出原子的物质

①参看斯宾诺莎《伦理学》第1部分第36命题附录。——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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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的结论时，他同时也设定了一些对立的规定，这些规定又在这种 

特性本身的范围内把它否定了，并且反过来又肯定了原子概念。因 

此，他把所有特性都规定成相互矛盾的。相反，德漠克利特无论在哪 

里都没有从原子本身来考察特性，也没有把包含在这些特性中的概 

念和存在之间的矛盾客观化。实际上，德谟克利特的整个兴趣在于， 

从质同应该由质构的具体本性的关系来说明质。在他看来，质仅仅 

是用来说明表现出来的多样性的假设，因此，原子概念同质没有丝毫 

关系。

为了证明我们的论断，首先必须弄明白在这里显得相互矛盾的 

材料来源，

《论哲学家的见解》一书中说:“伊壁鸠魯断言，原子具有三种特 

性:体积、形状、重力。德谟克利特只承认有两种:体积和形状;伊壁鸠 

鲁加上了第三种，即重力。”(2)在欧塞比乌斯的《福音之准备》里，这 

段话逐字逐句重复了一遍/3〉

这一段话为西姆普利齐乌斯(4)和斐洛波努斯(5)的证据所证 

实，据他们说，德谟克利特只认为原子有体积和形状的差别。亚里士 

多德的看法正相反，在他的《论产生和消灭》一书第1卷里，他认为德 

谟克利特的原子具有不同的重量。(6)在另~个地方(《天论》第1卷 

里)，亚里士多德又使德谟克利特是否认为原子具有重力这一问题成 

为悬案，因为他说:“如果一切物体都有重力，那么就没有一个物体会 

是绝对轻的；但是，如果一切物体都是轻的，那么就没有一个物体会 

是重的。”⑺李特尔在他的《古代哲学史》里，以亚里士多德的权威为 

依据，否定了普卢塔克、欧塞比乌斯、斯托贝的论述(8);他对西姆普 

利齐乌斯和斐洛波努斯的证据未予考虑。

我们来看一看，这几个地方是不是真有那么严重的矛盾。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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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文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专门谈到原子的质。相反，在《形而上 

学》第7卷里说道:“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有三种差别。因为作为基础 

的物体按质料来说是同样的东西，但是物体或者因外形不同而有形 

状的差别，或者因转向不同而有位置的差别，或者因相互接触不同而 

有次序的差别。”从这一段话里，至少可以立刻得出一个结论。① 

重力没有作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的一个特性被提到。那分裂了的、彼 

此在虚空中分散开的物质微粒必定具有特殊的形式，而这些特殊的 

形式是根据对空间的考寒完全外在地得到的。这一结论从亚里士多 

德的下面一段话中看得更明白:“留基伯和他的同事德谟克利特说， 

充实和虚空都是元素……这二者作为物质，就是一切存在物的根据。 

有些人认为，有一个唯一的基本实体，其他事物是从这种实体的变化 

中产生的，同时还把稀薄和稠密看作是一切质的原则，同这些人一 

样，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也同样教导说，原子的差别是其他事物的原 

因，因为作为基础的存在只是由于外形、相互接触和转向不同而有所 

差别……例如，A在形状上与N有差别，AN在次序上与NA有差 

别，Z在位置上与N有差别。”(1(»

从这段话可以清楚地看出，德谟克利特只是从现象世界的差别 

的形成这个角度，而不是从原子本身来考察原子的特性的。此外还可 

以看出，德谟克利特并没有把重力作为原子的一种本*质特性提出来。 

在他看来，重力是不言而喻的东西，因为一切物体都是有重量的。同 

样，在他看来，甚至体积也不是基本的质。它是原子在具有外形时即 

已具备了的一个偶然的规定。只有外形的差别使德谟克利特感兴趣，

①接着马克思删掉了下面这句话：“德谟克利特没有提出原子的质同它 

的概念之间的矛盾。”——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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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除了外形的差别以外，形状、位置、次序之中再也不包含任何东 

西了。由于体积、形状、重力在伊壁鸠鲁那里是被结合在一起的，所以 

它们是原子本身所具有的差别;而形状、位置、次序是原子对于某种 

他物所具有的差别。这样一来，我们在德谟克利特那里只看见一些用 

来解释现象世界的纯粹假设的规定，而伊壁鸠鲁则向我们说明了从 

原则本身得出来的结论。因此，我们要逐个地分别考察他对原子特性 

的规定。

第一，原子有体积/^另一方面，体积也被否定了。也就是说， 

原子并不具有随便任何体积(12)，而是认为原子之间只有一些体积 

上的变化。(⑶应该说只否定原子的大，而承认原子的小旦并不 

是最小限度，因为最小限度是一个纯粹的空间规定，而是表现矛盾的 

无限小。(15)因此，罗西尼在他为伊壁鸠鲁《残篇》所作的注释里把一 

段话译错了，完全忽视了另外的一面，他说：

“但是，伊壁鸠鲁认定那些小得难以置信的原子是如此细微,根据拉尔修第 

10卷第44节提供的证据，伊壁鸠鲁说过，原子没有体积。”(16)

我现在不愿意去考虑欧塞比乌斯的说法，照他说，伊壁鸠鲁最先 

认为原子是无限小的(17)，而德谟克利特却承认有最大的原子，—— 

按斯托贝的说法，甚至像世界那么大。(18)

一方面，这种说法同亚里士多徳的证据相矛盾(19)，另一方面， 

欧塞比乌斯，或者不如说他所引证的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迪奥尼修 

斯，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在同一本书里宣称，德谟克利特承认不可分 

割的、用理性可以直观的物体是自然界的本原。(20)有一点是清楚 

的：德谟克利特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矛盾，它没有引起他的注意，而这 

个矛盾却是伊壁鸠鲁的主要兴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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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壁鸠鲁的原子的第二种特性是形状。(21〉不过,这一规定也同 

原子概念相矛盾，并且必须设定它的对立面。抽象的个别性就是抽象 

的自身等同，因而是没有形状的。因此，原子形状的差别固然是无法 

确定的(22)，但是它们也不是绝对无限的(23)。相反，使原子互相区别 

开来的形状的数量是确定的和有限的(24)。由此自然而然就会得出 

结论说，不同的形状没有原子那么多(25)，然而，德谟克利特却认为 

形状有无限多(26)。如果每个原子都有一个特殊的形状，那么，就必 

定会有无限大的原子(27)，因为原子会有无限的差别，不同于其他一 

切原子的差别，像莱布尼茨的单子一样。因此，莱布尼茨关于天地间 

没有两个相同的东丙的说法，就被颠倒过来了；天地间有无限多个具 

有同一形状的原子(28)，这样一来，形状的规定显然又被否定了，因 

为一个形状如果不再与他物相区别，就不是形状了。①

最后，极其重要的是，伊壁鸠鲁提出重力作为第三种质(29)，因 

为在重心里物质具有构成原子主要规定之一的观念上的个别性。所 

以，原子一旦被转移到表象的领域内，它们必定具有重力。

但是，重力也直接同原子概念相矛盾，因为重力是作为处于物质 

自身之外的观念上的点的物质个别性。然而，原子本身就是这种个别 

性，它像重心一样，被想象为个别的存在。因此在伊壁鸠鲁看来，重力 

只是作为不同的重量而存在，而原子本身是实体性的重心，就像天体 

那样。如果把这一点应用到具体东西上面，那自然而然就会得出老布 

魯克尔认为是非常惊人的卢克莱修要我们相信的结论(31):地

①接着马克思删掉了下面这段话:“因此，伊壁鸠鲁在这里也把矛盾客观 

化，而德谟克利特只坚持物质的方面，再也不让人在其他规定中看到 

从原则得出的结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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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没有一切事物所趋向的中心，也不存在住在相对的两个半球上的 

对踮者。其次，既然只有和他物有区别的、因而外化了的并且具有特 

性的原子才有重力，那么不言而喻，如果不把原子设想为互相不同的 

众多原子，而只就其对虚空的关系来设想原子，重量的规定就消失 

了，因此，不管原子在质量和形状上如何不同，它们都以同样的速度 

在虚空的空间中运动。(32)因此，伊壁鸠鲁也只在排斥和因排斥而产 

生的组合方面应用重力，这就使得他有理由①断言，只是原子的聚 

集，而不是原子本身才有重力o(33)
伽桑狄就称赞伊壁鸠鲁，说他仅仅由于受理性的引导，就预见到 

了经验，按照经验，一切物体尽管重量和质量大不相同，当它们从上 

往下坠落的时候，速度却是一样的

所以，对原子的特性的考察得出的结果同对偏斜的考察得出的 

结果是一样的，即伊壁鸠鲁把原子概念中本质和存在的矛盾客观化 

了，因而提供了原子论科学，而在德谟克利特那里，原则本身却没有 

得到实现，只是坚持了物质的方面，并提出了一些经验所需要的 

假设。

① 接着马克思删掉了“把重力看作排斥的原因并”。——编者注

② 接着马克思删掉了下面这句话:“对这~称赞，我们加上了根据伊壁鸠 

鲁的原则作出的说明。”——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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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不可分的本原和不可分的元素®

绍巴赫在上面已提到过的他关于伊壁鸠鲁的天文学概念的论文 

中说：

擘呼争和孕旱丰亭哼一起把本原（不Bj分的本原，第欧根尼•拉尔修， 
第10 i第41 （°不可分的元素，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86

节）加以区别，前者4通过理智可以认识的原子，它们不占有任何空间。（1）它 

们被称为原子，并非因为它们是最小的物体，而是因为它们在空间里不能被分O O
割，按照这种看法应该认为，伊荦鸠鲁没肴赋予原子以任何与空间有关的特 

性。（2）但是，他在给希罗多德的信中（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44、54 
节），不仅赋尸原子以喿力，而且还賦予它以体积和形状……因此，我把这些 

原子算作第二类，它们是从前一种原子中产生的，但又被看作物体的基本粒 

子。”（3）

让我们更仔细地研究一下绍巴赫从第欧根尼•拉尔修的书［第 

10卷第86节］中引证的一段话。这段话说:“例如，认为宇宙是物体 

和不可触摸的本质，或者认为存在着不可分的元素，以及其他诸如此 

类的观点。”这里伊壁鸠鲁是在教导皮托克勒斯，他写信给他说，天象 

学说不同于其他一切物理学说，例如，认为一切都是物体和虚空，认 

为存在着不可分的基质的学说。很显然，这里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所谈

①这个际题马克思是用希腊文写的。-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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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是第二类的原子。①也许“宇宙是物体和不可触摸的本质”和“存 

在着不可分的元素”这两个说法的不同，造成了“物体’，’和“不可分的 

元素”之间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物体”也许就意味着与“不可分的 

元素”相对立的第一种原子。但这是完全不可设想的。“物体”是指与 

虚空相对立的有形体的东西，所以虚空又叫作“无形体的东西”。(5) 

因此，在“物体”这一概念里既包括原子又包括复合的物体。例如，在 

给希罗多德的信中说道宇宙是物体……如果没有我们称之为虚
o o o

空、空间和不可触摸的本质的东西的话……在物体中，有一些是复
O o
合体，另外一些则是构成这些复合体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不可分的

o O OOOû OOOOO
和不可改变的……因此，本原必然是不可分的有形体的实体。” 

可见，在上述这段话中，伊壁鸠鲁谈的首先是与虚空不同的一般有形 

体的东西，其次是特殊有形体的东西，即原子。©

绍巴赫引证亚里士多德的话也不能证明任何东西。斯多亚派所 

特别强调的“本原”和“元素”之间的差别⑺，诚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 

也可以找到，但是，亚里士多德也承认两种说法是等同的。(9)他 

甚至明确地说，“元素”主要是指原子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也同 

样称充实和虚空为“元素”。

在卢克莱修那里，在第欧根尼•拉尔修书中所载伊壁鸠鲁的书

① 接着马克思删掉了下面这句话:“如果从‘这-切都没有本原，因为原 

子就是原因'(4)这句话，人们得出结论说，伊壁鸠鲁认为有第三类原 

子——‘作为原因的原子’，那么，这种结论既可以说是正确的，也可以 

说是错误的。”——编者注

② 接着马克思删掉T下面这句话在这里不可分的元素除了作为不可 

分的物体之外别无任何意义，最后一段引文中在谈到这些不可分的物 

体时说，它们就是本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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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里，在普卢塔克的《科洛特》里(12)，在塞克斯都•恩披里柯那 

里(13)，都认为原子本身具有特性，因而这些特性也就被规定为自己 

扬弃自己》

但是，如果说只有靠理性才能感知的物体具有空间的质，可以被 

当作二律背反的话，那么说空间的质本身只有靠理智才能被感知，就 

将是一个更大得多的二律背反。(M)

最后，绍巴赫引用斯托贝的下面一段话来进一步论证他的见解： 

“伊壁鸠鲁说，……原初的东西(即物体)是简单的；而由它们所组成 

的复合体全都具有重力。”对斯托贝的这段话,其实还可以加上另外 

几段话，其中“不可分的元素”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原子而被提到：(普 

卢塔克)《论哲学家的见解》第1卷第246和249页和斯托贝(〈自然的 

牧歌》第1卷第5页。C5)此外，在这几段话里根本没有肯定地说，原 

始的原子没有体积、形状和重力。相反，只是提到重力是区别“不可分 

的本原”与“不可分的元素”的标志。但是，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说过，重 

力只是在原子的排斥和由排斥而产生的聚集方面才得到应用 。

臆想出“不可分的元素”也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要从“不可分的 

本原”过渡到“不可分的元素”，就同想直接赋予它们以特性一样，是 

困难的。但是，我并不绝对否认这种区别》我只是否认存在着两种不 

同的、固定不变的原子罢了。确切地说，它们是同一种原子的不同 

规定。 •

在说明这个差别以前，我还要提醒大家注意伊壁鸠鲁的一种手 

法，即他喜欢把一个概念的不同的规定看作不同的独立的存在。正如 

原子是他的原则一样，他的认识方式本身也是原子论的。在他那里， 

发展的每一环节立即就悄悄地转变成固定的、仿佛被虚空的空间从 

与整体的联系中分离开来的现实。每个规定都采取了孤立的个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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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

这种手法从下面一个例子来看就清楚了》

无限，Tö äiretpov，或者像西塞罗译作的infinitio,有时被伊壁鸠 

鲁用来当作一种特殊的自然。而正是在“元素”被规定为固定的、作为 

基础的实体的地方，我们也发现，“无限”也变成一种独立存在的东西 

了。（⑹

但是，无限，按照伊壁鸠鲁自己的规定，既不是一种特殊的实体， 

也不是存在于原子和虚空之外的某种东西，相反，无限是虚空的偶然 

的规定。因此，我们发现“无限”有三种意义。

首先，在伊壁鸠鲁看来，“无限”表示原子和虚空共同具有的一种 

质。在这个意义上它表示宇宙的无限性，宇宙之所以无限，是由于原 

子无限多，由于虚空无限大。（17）

其次，无限性是指原子的众多，所以，与虚空相对立的不是一个 

原子，而是无限多的原子

最后，如果我们可以从德谟克利特的学说来推断伊壁鸠鲁的话， 

则“无限”又恰恰意味着它的对立面，即与在自身中被规定的和为它 

自己所限定的原子相对立的无边无际的虚空

在所有这些意义——而它们是原子论中唯一的甚至是唯一可能 

有的意义——中，无限只不过是原子和虚空的一个规定。然而它却被 

独立化为一个特殊的存在，甚至被作为特殊的自然而与那些原则并 

列，它表现着那些原则的规定性。①

因此，也许是伊壁鸠鲁自己把原子变成“元素”这样一个规定确 

定为一种独立的、原始的原子，但是，根据历史上较可靠的材料来推

①接着马克思删掉了~句话:“这个例子是有说服力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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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情况并不是这样;或者也许，在我们看来更有可能的是，伊壁鸠鲁 

的学生梅特罗多罗斯22最先把不同的规定变成了不同的存在（20八 

无论在上述哪一种情况下，我们都必须把个别环节的独立化归因于 

原子论意识的主观方法。由于人们赋予不同的规定以不同存在的形 

式，因而人们没有理解它们的差别。

在德谟克利特看来，原子仅仅具有一种“元素”，一种物质基质的 

意义。把作为“本原”即原则的原子同作为“元素”即基础的原子区别 

开来，这是伊壁鸠鲁的贡献。这种区别的重要性在下面就可以看 

清楚。

原子概念中所包含的存在与本质、物质与形式之间的矛盾，表现 

在单个的原子本身内，因为单个的原子具有r质。由于有了质，原子 

就同它的概念相背离，但同时又在它自己的结构中获得完成。于是， 

从具有质的原子的排斥及其与排斥相联系的聚集中，就产生出现象 

世界。

在这种从本质世界到现象世界的过渡里，原子概念中的矛盾显 

然达到自己的最尖锐的实现。因为原子按照它的概念是自然界的绝

对的、本质的形式。这个绝对的形式现在降低为现象世界的绝对的物 

质、无定形的基质了。

原子诚然是自然界的实体（2n，一切都由这种实体产生，一切也 

分解为这种实体（22〉，但是，现象世界的经常不断的毁灭并不会有任 

何结果、新的现象又在形成，但是作为一种固定的东西的原子本身却 

始终是基础。（23）所以，如果按照原子的纯粹概念来设想原子，它的 

存在就是虚空的空间，被毁灭了的自然;一旦原子转入了现实界，它 

就F降为物质的基础，这个物质基础，作为充满多种多样关系的世界 

的承担者，永远只是以对世界毫不相干的和外在的形式存在。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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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必然的结果，因为原子既被假定为抽象个别的和完成的东西，就不 

能表现为那种多样性所具有的起观念化作用和统摄作用的力量 。

抽象的个别性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它不 

能在定在之光中发亮。定在是使得它失掉自己的性质而成为物质的 

东西的一个元素。因此，原子不会在现象领域显现出来(24)，或者在 

进入现象领域时会下降为物质的基础。原子作为原子只存在于虚空 

之中。所以，自然界的死亡就成为自然界的不死的实体，卢克莱修也 

就有理由高呼：

“会死的生命被不死的死亡夺去了。”①

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在哲学上的区别在于，伊壁鸠鲁在矛盾 

极端尖锐的情况下把握矛盾并使之对象化，因而把成为现象基础的、 

作为“元素”的原子同存在于虚空中的作为“本原”的原子区别开来; 

而德谟克利特则仅仅将其中的一个环节对象化。也正是这个差别，在 

本质世界中，在原子和虚空的领域中使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分手 

了。但是，因为只有具有质的原子才是完成的原子，因为现象世界只 

能从完成的并且同自己的概念相背离的原子中产生，所以，伊壁鸠鲁 

对这一点作了如下的表述：只有那具有质的原子才成为“元素”，或者 

说，只有“不可分的元素”才具有质。

①卢克莱修《物性论》第3卷第869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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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时 间

既然在原子里，物质作为纯粹的与自身的关系没有任何变易性 

和相对性，那么由此可以直接得出结论，时间必须从原子概念中，从 

本质世界中排除掉。因为只有从物质中抽掉时间这个因素，物质才是 

永恒的和独立的。在这一点上，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也是一致的， 

但是在规定脱离了原子世界的时间的方式方法上，在把时间归入什 

么地方的问题上，他们又不同了。

在德谟克利特看来，时间对于体系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必要 

性。他解释时间.是为了取消时间。他把时间规定为永恒的东西，是 

为了像亚里士多德和西姆普利齐乌斯(2)所说的，把产生和消灭， 

即时间性的东西，从原子中排除掉。据他说，时间本身就是一个证据， 

证明并非一切事物都必定有起源，有开始这一环节的。

必须承认，这里面有一个较为深刻的思想。那具有想象力的、不 

能理解实体的独立性的理智，提出丁实体在时间中•生成的问题。不 

过，它没有看到，当它把实体当成时间性的东西时，它同时也就把时 

间变成实体性的东西了，从而也就取消了时间概念，因为成为绝对时 

间的时间就不再是时间性的东西了。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解决办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从本质世界中 

排除掉的时间，被移置到进行哲学思考的主体的自我意识中，而与世 

界本身毫不相干了。

伊壁鸠鲁却不是这样。在他看来，从本质世界中排除掉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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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为现象的绝对形式。也就是说，时间被规定为偶性的偶性。偶性 

是一般实体的变化。偶性的偶性是作为自身反映的变化，是作为变换 

的变换。现象世界的这种纯粹形式就是时间

组合仅仅是具体自然界的被动形式，时间则是它的主动形式。如 

果我按照组合的定在来考察组合，那么原子就存在于这种组合的背 

后，存在于虚S中、想象中，而如果我按照原子概念来考察原子，那么 

这种组合或者完全不存在，或者仅仅存在于主观表象之中；因为它是 

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独立的、自我封闭的、彼此似乎毫不相 

十的原子之间也同样不发生任何关系。相反，时间，即有限事物的变 

换，当它被设定为变换时，同样是现实的形式，这种现实的形式把现 

象同本质分离开来，把现象设定为现象，并且使现象作为现象返回到 

本质中。组合表示的只是原子的物质性以及由原子产生的自然界的 

物质性。相反，时间在现象世界中的地位，正如原子概念在本质世界 

中的地位~样，也就是说，时间是把一切确定的定在加以抽象、消灭 

并使之返回到自为存在之中。

从这些考察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伊壁鸠鲁把物质和形式 

之间的矛盾看成是现象自然界的性质，于是这个自然界就成了本质 

自然界即原子的映象。其所以如此，是由于把时间与空间、现象的主 

动形式与现象的被动形式对立起来了；第二，只有在伊壁鸠鲁那里， 

现象才被理解为现象，即被理解为本质的异化，这种异化本身是在它 

的现实性中作为这种异化表现出来的。相反，在把组合看成是现象自 

然界的唯一形式的德谟克利特那里，现象并没有自在地表明它是现 

象，是一种与本质有区别的东西。因此，如果按照现象的存在来考察 

现象，那么本质和现象就完全混淆起来了；如果按照现象的概念来考 

察现象，则本质和现象就完全分开了，因而现象便降低为主观的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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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组合对于现象的本质基础采取漠不关心的和物质的态度。相反， 

时间却是永恒地吞噬着现象、并给它打上依赖性和非本质性烙印的 

本质之火;最后，因为在伊壁鸠鲁看来，时间是作为变换的变换.是现 

象的自身反映，所以，现象自然界就可以正当地被当作客观的，感性 

知觉就可以正当地被当作具体自然的实在标准，虽然原子这个自然 

的基础只有靠理性才能观察到。

正因为时间是感性知觉的抽象形式，所以按照伊壁鸠鲁的意识 

的原子论方式，就产生了把时间规定为自然中的一个特殊存在着的 

自然的必然性。感性世界的变易性作为变易性，感性世界的变换作为 

变换，这种形成时间概念的现象的自身反映，都在被意识到的感性里

有其单独的存在。因此，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的时间，就是感性世界 

的存在着的自身反映。

这可以从伊壁鸠魯对时间概念的规定里直接得出来，也可以十 

分确定地用个别例证予以证明。在伊壁鸠鲁给希罗多德的信里(4)， 
时间是这样被规定的：当被感官所感知的物体的偶性被设想为偶性 

时，就产生了时间。因此，自身反映的感性知觉在这里就是时间的源 

泉和时间本身。所以，既不能用类比的方法规定时间，也不能用别的 

事物来表述时间，而是应该把握住直接的明显性本身；因为自身反映 

的感性知觉就是时间本身，所以不可能超出时间的界限。

另一方面，在卢克莱修、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和斯托贝那里(5)， 

偶性的偶性，自身反映的变化被规定为时间。因此，偶性在感性知觉 

中的反映以及偶性的自身反映被设定为同一个东西。

由于时间和感性之间的这种联系，在德谟克利特那里也可以找 

到的影象，也就获得更加合乎逻辑的地位。

影象是自然物体的形式，这些形式好像一层外壳，从自然物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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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落下来，并把自然物体移到现象中来。(6)事物的这些形式不断地 

从它们中流出，侵人感官，从而使客体得以显现出来》因此，是自然在 

听的过程中听到它自己，在嗅的过程中嗅到它自己，在看的过程中看 

见它自己。(7)所以，人的感性是一个媒介,通过这个媒介，犹如通过 

—个焦点，自然的种种过程得到反映，燃烧起来形成现象之光。

在德谟克利特那里，这是首尾不一贯的地方，因为现象只是主观 

的东西，而在伊壁鸠鲁那里却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在伊壁鸠鲁那 

里感性是现象世界的自身反映，是它的形体化的时间。

最洁，感性和时间的联系表现在:事物的时间性和事物对感官的 

显现，被设定为事物本身的同一个东西。因为正是由于物体显现在感 

官面前，它们便消失了》(8)由于影象不断从物体中分离出来并流入 

感官，由于影象在自身之外，而不是在自身之内有自己的感性作为另 

一种自然，因此，它们不能从这种分裂状态中回复过来，所以它们便 

解体并消失了。

因此，正如原子不外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一 

样，感性的自然也只是对象化了的、经验的、个别的自我寒识，而这就 

是感性的自我意识。所以，感官是具体自然中的唯一标准，正如抽象 

的理性是原子世界中的唯一标准一样。

第五章 

天 象

德谨克利特的天文学见解，从他那个时代来看，可能是有洞察力 

的，不过这些见解并不具有哲学的意义，它们既没有超出经验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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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也没有同原子学说发生较为确定的内在联系。

相反，伊壁鸠魯关于天体和与天体相联系的过程的理论，或者说

关于天象的理论(他用天象这一名称来总括天体和与天体相联系的 

过程)，不仅与德谟克利特的意见相对立，而且与希腊哲学的意见相 

对立。对于天体的崇敬，是所有希腊哲学家遵从的一种崇拜。天体系 

统是现实理性的最初的、朴素的和为自然所规定的存在。希腊人的自 

我意识在精神领域内也占有同样的地位。它是精神的太阳系。因此， 

希腊哲学家在天体中崇拜的是他们自己的精神。

阿那克萨哥拉是第一个从物理学上解释天空的人，这样，他就在 

和苏格拉底不同的意义上使天接近了地。就是这个阿那克萨哥拉，当 

有人问他为何而生时，他回答说:“为了观察太阳、月亮和天空。”(1〉 

而色诺芬尼则望着天空说，一就是神(2)。毕达哥拉斯派、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对天体所抱的宗教态度更是人所共知的 。

确实，伊壁鸠鲁反对整个希腊民族的观点。

亚里士多徳说，有时看起来是概念证实现象，而现象又证实概 

念，譬如，人人都有一个关于神的观念并把最高的处所划给神性的东 

西•，无论异邦人还是希腊人，总之，凡是相信神的存在的人，莫不如 

此，他们显然把不死的东西和不死的东西联系起来了；因为不这样也 

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有神性的东西存在——就像它确实存在那 

样，那么我们关于天体的实体的论断也是正确的。但就人的信念而 

.言，这种论断也是同感性知觉相符合的。因为在整个过去的时代中， 

根据人们辗转流传的回忆来看，无论整个天体或天体的任何部分看 

来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就连名称，看来也是古代人流传下来直至今 

天的，因为他们所指的东西，同我们所说的东西是一回事。因为同样 

的看法传到我们现在，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而是无数次。正因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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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的物体是某种有别于土和火.空气和水的东西，他们就把最髙的地 

方称为“以太”(由öeüt®-词而来)，并且给了它一个别名叫作“永 

恒的时间”(3)。但是，古代人把天和最高的地方划给神，因为唯有天 

是不死的。而现在的学说也证明，天是不可毁灭的、没有起始的、不遭 

受生灭世界的一切灾祸的。这样一来，我们的概念就同时符奋关于神 

的预言。(4)至于说天只有一个，这是显然的。认为天体即是众神，而 

神性的东西包围着整个自然界的看法，是从祖先和古代人那里流传 

下来并以神话的形式在后人中间保存下来的。其余的东西则是为了 

引起群众的信仰，当作有利于法律和生活的东西而被披上神话的外 

衣添加进去的。因为群众把众神说成近似于人，近似于一些别的生 

物，从而虚构出许多与此有关和类似的东西。如果有人抛开其余的东 

西，只坚持原初的东西，即认为原初的实体是众神这一信仰，那么他 

必定会认为这是神的启示，并且认为，正如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在各 

种各样的艺术和哲学被创造出来，随后又消失了以后，上述这些意见 

却像古董一样，流传到现在。(5)

与此相反，伊壁鸠魯说：

除了这一切之外，还应当考虑到，人的心灵的最大迷乱起源于人 

们把天体看作是有福祉的和不可毁灭的，他们具有同这些天体相对 

立的愿望和行为，而且他们还由于神话而产生怀疑。(6)至于说到天 

象，应当认为，运动、位置、亏蚀、升起、降落以及诸如此类现象的发 

生，不是因为有一个享有一切福扯和不可毁灭的存在物在支配它们、 

安排它们——或已经安排好它们。因为行动与福祉不相一致，行动的 

发生大半与软弱、恐惧和需要有关。同样也不应当认为，有一些享有

①永恒地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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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祉的类似火的物体，能够任意地作出这些运动。如果人们不同意这 

种看法，那么这种矛盾本身就会引起心灵的最大迷乱。(7)

因此，如果说亚里士多徳责备古代人，说他们认为天还需要阿特 

拉斯做它的支柱《〉，这个阿特拉斯

“站在遥远的西方，

用双肩支撑着天和地的柱石”

(埃斯库罗斯《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第348行及以下各行〉①，

那么与此相反，伊壁鸠鲁则责备那些认为人需要天的人;并且他认为 

支撑着天的那个阿特拉斯本身就是人的愚昧和迷信造成的。愚昧和 

迷信也就是狄坦神族。

伊壁鸠鲁给皮托克勒斯的整封信，除了最后一节外，讲的都是天 

体理论。最后一节包含着一些伦理方面的格言。把一些道德准则附 

在关于天象的学说后面是适当的。这一学说对伊壁鸠鲁说来是有关 

良心的事，因此，我们的考察将主要依据给皮托克勒斯的这封信。我 

们将摘录他给希罗多德的信作为补充，伊壁鸠鲁本人在给皮托克勒 

斯的信中也援引了这封信。(9)

第一，不要认为，对天象的认识，无论就整体而言或就个别部分 

而言，除了和研究其余的自然科学一样 ，能够获得心灵的宁静W和坚 

定的信心之外，还能达到别的目的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玄想 

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能够过没有迷乱的生活。正如自然哲学的任 

务一般是研究最主要的事物的原因一样，认识天象时的幸福感也是• 

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关于星辰的升起和降落、星辰的位置和亏蚀的

①这段引文马克思是用希腊文写的，以代替被他删去的拉丁文译 

文，---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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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本身，并不包含有关幸福的特殊根据;不过，恐惧却支配着那些 

看见这些现象但不认识它们的性质及其主要原因的人。直到今 

天，关于天象的理论据说对其他科学所拥有的优越地位才被否定了， 

这一理论才被置于和其他科学同等的地位。

但是，关于天象的理论不仅同伦理学的方法，而且同其余的物理 

学问题的方法也有着特殊的区别.例如存在着不可分的元素等等，这 

里只有一个唯一的解释与现象相符合。而无象却不会发生这种情 

况它们的产生不能归结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它们有一个以上 

的、同现象相符合的本质范畴。因为对自然哲学的研究不应依据空洞 

的公理和规律。(13)人们常常反复说，对天象的解释不应是简单的、 

绝对的，而应是多种多样的。这适用于日月的升起和降落(14)，月亮 

的盈亏，月中人的映象uw，昼夜长短的变化(n〉，以及其他 

天象。

这-切到底应如何解释呢？

任何解释都可以接受。只是神话必须加以排除。但是，只有当人 

们通过追寻现象，A人现象出发进而推断出不可见的东西时，神话才会 

被排除。(i8)必须紧紧抓住现象，抓住感性知觉。因此，必须应用类 

比。这样就可以对天象以及其他经常发生并使其他人特别感到震惊 

的事物的根据作出说明，从而消除恐惧，使自己从恐惧中解放出 

来。(19)

这大量的解释、众多的可能性不仅要使意识平静下来，消除引起 

恐惧的原因，而且同时还要否定天体本身中的统一性，即与自身同一 

的和绝对的规律。各个天体可以时而这样时而那样地运行。这种没 

有规律的可能性就是它们的现实性的特性。在天体中一切都不是固 

定的、不变的。(2<»解释的多样性同时就会取消客体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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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亚里士多德同其他希腊哲学家是一致的,他也认为天体是 

永恒的和不朽的，因为它们是永远按照同一方式运行的；亚里士多德 

甚至认为，它们具有特殊的、更高的、不受重力约束的元素，而伊壁鸠 

魯与他直接对立，断言情况正好相反。他认为，关于天象的理论与其 

他一切物理学说的特殊区别在于:在天象中一切都是以多种多样的 

和没有秩序的方式发生的;在天象中一切都必须用多种多样的、数量 

不确定的许多理由来解释。伊壁鸠鲁愤怒地、措辞激烈地驳斥对立的 

意见说，那些坚持一种解释方式而排斥其他一切解释方式的人，那些 

在天象中只承认统一的、因而是永恒的和神性的东西的人，正在陷入 

虚妄的解说和占星术士的毫无创见的戏法之中；他们越出了自然科 

学的界限而投身于神话的怀抱;他们企图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为 

毫无意义的东西而枉费精力，他们甚至不知道，心灵的宁静本身在哪 

里会遭到危险。他们的空谈应该受到蔑视。(2^必须屏弃这样一种成 

见:认为只要对那些对象的研究的目的仅仅在于使我们得到心灵的 

宁静和幸福，这种研究似乎就是不够彻底、不够精细的。(22)相反，绝 

对的准则是:一切扰乱心灵的宁静、引起危险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不 

可毁灭的和永恒的自然。意识必须明白，这是一条绝对的规律。(23)

于是，伊壁鸠鲁得出结论说:因为天体的永恒性会扰乱自我意识 

的心灵的宁静.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它们并不是永 

恒的。

伊壁鸠鲁的这种独特的见解究竟应该如何去理解呢？

所有论述伊壁鸠鲁哲学的作者，都把这一学说说成是同其他一 

切物理学，同原子学说不相容的。反对斯多亚派、反对迷信、反对占星 

术的斗争就被当成了充分的根据。

我们也曾看到•伊壁鸠鲁本人也把在关于天象的理论中运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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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同其他物理学的方法区别开来。但是，他的原则的哪一条规定中 

存在着这种区别的必然性呢？他怎么会产生这种想法呢？

要知道，他不仅同占星术进行斗争，而且也同天文学本身，同天 

体系统中的永恒规律和理性进行斗争。最后，伊壁鸠鲁同斯多亚派的 

对立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当天体被说成是原子的偶然复合，天体中 

发生的过程被说成是这些原子的偶然运动时，斯多亚派的迷信和他 

们的整个观点就已经被驳倒了。天体的永恒本性因此就被否定了 

一-德谟克利持只限于从上述前提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24)而且 

连天体的定在本身也因而取消了。＜25)因此，原子论者就不需要新的 

方法了。

这还不是全部困难所在。这里产生了一个更加难于理解的二律

背反。

原子是具有独立性、个别性形式的物质，好像是想象中的重力。 

但是，重力的最高现实性就是天体，在天体中一切构成原子发展的二 

律背反形式和物质之间、概念和存在之间的二律背反都解决了； 

在天体中一切必要的规定都实现了。天体是永恒的和不变的;它们的 

重心是在它们自身之内，而不在它们自身之外;它们的唯一行动就是 

运动，被虚空的空间分隔开的各个天体偏离直线，形成一个排斥和吸 

引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它们同样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并且最后 

从它们自身中产生出时间，作为它们显现的形式。因此，天体就是成 

为现实的原子。在天体里，物质把个别性纳入它自身之中。因此，在 

这里伊壁鸠鲁必定会看见他的原则的最高存在，看见他的体系的最 

高峰和终结点。他声称，他假定有原子存在，是为了给自然奠定不朽 

的基础。他声称，对他来说重要的是物质的实体性的个别性。但是， 

只要他发现天体是他的自然的实在性(因为他除了机械的自然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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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任何别的自然），即独立的、不可毁灭的物质，而天体的永恒性和 

不变性又是为群众的信仰、哲学的判断、感官的见证所证明了的，那 

么，他的唯一的意图，就是要使天体降到地上的非永恒性中来，他就 

要激烈地反对那些崇拜自身中包含着个别性因素的独立的自然的 

人。这就是他最大的矛盾。

因此，伊壁鸠鲁感觉到，他以前的范畴在这里崩溃了，他的理论 

的方法①正在变成另一种方法。而他感觉到这一点并有意识地说出 

这一点，这正是他的体系所达到的最深刻的认识，最透彻的结论。

我们已经看到了.整个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是如何贯穿着本质 

和存在、形式和物质的矛盾。但是，在天体中这个矛盾消除了，这些互 

相争斗的环节和解了。在天体系统里，物质把形式纳入自身之中，把 

个别性包括在自身之内，因而获得它的独立性。但是，在达到这一点 

后，它也就不再是对抽象自我意识的肯定。在原子世界里，就像在现 

象世界里一样，形式同物质进行斗争;一个规定取消另一个规定，正 

是在这种矛盾中，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感觉到它的本性对象化 

了。那在物质的形态下同抽象的物质作斗争的抽象形式，就是自我意 

识本身。但是现在，物质已经同形式和解并成为独立的东西，个别的 

自我意识便从它的蛹化中脱身而出，宣称它自己是真实的原则，并敌 

视那已经独立的自然。

另一方面，这一点可以这样来表达：由于物质把个别性、形式纳 

入它自身之中，像在天体中的情况那样，物质就不再是抽象的个别性 

了。它成为具体的个别性、普遍性了。因此，在天象中朝着抽象的、个 

别的自我意识闪闪发光的，就是它的具有了物质形式的否定，就是变

①马克思作了修改，原来是：“他的方法的理论’’。 编者注



62 德漠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成了存在和自然的普遍的东西。所以，自我意识把天象看作它的死 

敌。于是，自我意识就像伊壁鸠鲁所做的那样，将人们的一切恐惧和 

迷乱都归咎于天象。因为恐惧，抽象的个别的东西的消亡，正是普遍 

的东西。因此，在这里伊壁鸠鲁的真实原则，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 

识，已经不再隐蔽了。它从它的隐蔽处走出来，摆脱了物质的外壳，力 

求通过按照抽象的可能性所作的解释，来消灭那已经独立的自然的 

现实性，——所谓抽象的可能性是说，可能的东西也可能以别的方式 

出现；也可能出现可能的东西的对立面。因此，他反对那些简单地，即 

用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解释天体的人；因为一是必然的和在自身内独 

立的东西。

所以，只要作为原子和现象的自然表示的是个别的自我意识和 

它的矛盾，自我意识的主观性就只能以物质自身的形式出现;相反， 

当主观性成为独立的东西时，自我意识就在自身中反映自身，以它特 

有的形态作为独立的形式同物质相对立。

从一开始就可以说，在伊壁鸠鲁的原则将得到实现的地方，这个 

原则对他说来就不再具有现实性了。因为如果个别的自我意识事实 

上从属于自然界的规定性，或者自然界事实上从属于自我意识的规 

定性，那么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规定性，即它的存在，便会停止，因为只 

有普遍的东西在它与自身自由地区别开来时，才能同时实现它的 

肯定。

因此，在关于天象的理论中表现了伊壁鸠魯自然哲学的灵魂。凡

是消灭个别的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的东西，都不是永恒的。天体扰 

乱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扰乱它与自身的同一，因为天体是存在着 

的普遍性,因为在天体中自然已经独立了。

因此，伊壁鸠鲁哲学的原则不是阿尔谢斯特拉图斯的美食学，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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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西普斯所认为的那样(26)，而是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尽管 

这个自我意识只是在个别性的形式上来理解的。

如果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被设定为绝対的原则，那么，由于 

在事物本身的本性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是个别性，一切真正的和现实 

的科学当然就被取消了。可是，一切对于人的意识来说是超验的东 

西，因而属于想象的理智的东西，也就全都破灭了。相反，如果把那只 

在抽象的普遍性的形式下表现其自身的自我意识提升为绝对的原 

则，那么这就会为迷信的和不自由的神秘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关于这 

种情况的历史证明，可以在斯多亚派哲学中找到。抽象的普遍的自我 

意识本身具有一种在事物自身中肯定自己的欲望，而这种自我意识 

要在事物中得到H定.就只有同时否定事物。

因此，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后蒙思想家，他是无愧于卢克莱 

修的称颂的(27):

人们眼看尘世的生灵含垢忍辱，

在宗教的重压下备受煎熬 ，

而宗教却在天际昂然露Ü头夹，

M相毕露地威遥着人类，

这时.有一个希腊人敢于率先抬起凡人的目光 

面对强暴，奋力抗争，

无论是神的传说，还是天上的闪电和滚滚雷呜，

什么都不能使他辫惧……

如今仿佛得到报应，宗教已被彻底战胜，跪倒在我们脚F，

而我们，我们则被胜利高举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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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概论部分①的结尾所提出来的关于德谟克利特的自然 

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在自然界的所有领域都得到了 

进一步的发展和证实。因此，在伊壁鸠書那里，包含种种矛盾的原子 

论作为自我意识的自然科学业已实现和完成，有了最后的结论，而这 

种具有抽象的个别性形式的自我意识对其自身来说是绝对的原则， 

是原子论的取消和普遍的东西的有意识的对立物。相反，对德谟克利 

特来说，原子只是一般的、经验的自然研究的普遍的客观的表现。因 

此，对他说来，原子仍然是纯粹的和抽象的范畴，是一种假设，这种假 

设是经验的结果，而不是经验的推动原则；所以，这种假设也仍然没 

有得到实现，正如现实的自然研究并没有进一步受到它的规定那样。

①指本文第一部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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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23

第一部分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 

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一般差别

二、对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伊壁鸠鲁的 

物理学的关系的判断

(1)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4节：“但是，斯多亚派的波西多尼乌斯 

及其学派以及尼古拉和索蒂昂也［诽谤他说］，……他〈伊荦鸠鲁〉把德谟克利特 

关于原+的学说和亚里斯提卜关于快乐的学说冒充为他自己的学说。”

(2) 西塞罗《论神之本性》第1卷第26章［第73节］:“在伊壁鸠鲁的物理学 

中究竟有什么东西不是来源于德谟克利特呢？他［伊壁鸠鲁］诚然改变了一些地 

方，……但大部分是Æ复德谟克利特的话。”

(3) 西塞罗《论最高的善和恶》第1卷第6章［第21节］:“这就是说，凡是他 

［伊壁鸠鲁］修改了的地方，他都损害f原意；而他所赞同的学说完全是属于德 

漠克利特的，

同上，［第17,18节］“……在他特别夸耀的物理学中，他首先是一个地道的 

门外汉，他遵循德谟克利特的学说，很少加以改变，而在他想加以改进的地方， 

我认为，他都损害了原意……在他赞同德漠克利特的地方，他通常都没有弄

Tö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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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香卢塔克(〈科洛持》［«驳科洛特》］(克西兰德出版杜版)第1108页:••莱 

昂泰乌斯……说，伊壁鸡鲁很尊敬德漠克利特，因为德谟克利特更早获得了正 

确的知识……因为德谟克利特更早触及了自然界的本原》”参看同上，第1111

(5) 普卢塔兔《论哲学家的见解》陶赫尼茨出版社版第5卷第235页:“伊壁 

鸡鲁，奈奥克勒斯的子，雅典人，在哲学JS追随德谟克利特，

(6) 普卢塔克《科洛待》第1111、1112、1114、1115、1117、1119和1120页及以 

T各页。

(7) 正历山大里亚的克菜门斯《地毯集》(科隆版)第6卷第629页：“怛是， 

伊壁鸠鲁也从德漠克利特那里剽窃丁他的'-些最重要的原则……”。

(8) 同上，第2%页:“‘你们要小心，免得有人以哲学，以虚沩的妄言，按照 

人的传授.依据世俗的原理，而不是依据基督，把你们勾引丫去’①》保罗这里所 

谴责的不是-•切哲学，而是他在《使徒行传》②中也曾提到的伊壁鸠鲁哲学—— 

因为这种哲学鄙奔天意——以及其他一切推崇自然力•不把创世的原因放在自 

然力之上，并&根本不提造物主的哲学。”

(9)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驳数理学家K日内瓦版)［第54页可以向伊 

壁鸠鲁证明，他的最优秀的原理是从诗人们那里剽窃来的。因为，正像我们所看 

见的那样，他的关于消除一切引起痛苦的东西是快乐感的量的界限这-•原理. 

就是从一行诗中抄来的：

‘后来止住7•渴，消除r饿。’③

而关于死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的说法，是厄皮卡尔摩斯提示给他的，后 

者曾说，

‘死亡或变成死人，在我看来是无所谓的……’

同样，他关于死人没有感觉的说法，也是从荷马那里剽窃来的，后者曾说：

‘他勃然大怒，污辱了没有感觉的泥土/④”

(10) 《茱布足茨给德梅佐的信，包含着对说明的［~些］注释等等》［1768年 

日内瓦版］第2卷第66页，出版人杜唐。

① 《新约全书•哥罗西书》第2章第8节。——编者注

② 《新约全书•使徒行传》第17章第18节，——编者注

③ 荷马《伊利亚待》第1章第469行诗，——编者注

④ 同上，第24章第54行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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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普卢塔克《科洛特》第1111页：“因此，应当责备德谟克利特的，决不是 

他根据他的原则作出了结论，而是他提出了会得出这些结论的原则……如果 

［对结论的］反驳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伊壁鸠鲁〉不是就承认，他所做的就是他 

已经习惯了的事吗？因为他在鄙砚夭意的同时，又说他允许对神的信仰存在；他 

寻求友谊是为了快乐，怛是.他愿意为了朋友而忍受最大的痛苦;最后，他承认 

宇宙是无限的，然而不取消上下之分。”

三、把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魯的 

自然哲学等同起来所产生的困难

(1)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1卷第8页(根据特伦德伦堡的版本)：“他〈即 

德漠克利特〉认为灵魂和理性完全是同一个东西，因为在他看来，现象是真实的 

东西。”

(2)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4卷第5章:“因此，德谟克利特断言,或者没 

有东西是真实的，或者真实的东西对我们是隐蔽的。但是，由于人们把感性知觉 

看作是思维着的理性，而感性知觉又被认为是［物体的］—种变化，人们就说，感 

性知觉所提供的现象，必然是真实的。由于这个原因.恩培多克勒、德谟克利特 

以及几乎所有其他的哲学家都成了这些观点的浮虏。”

不过，在《形而上学》的这个地方又说了与此相矛盾的话。

(3)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9卷第72节:“然而，根据他们的意见.甚至连色 

诺芬尼、埃利亚的芝诺以及德漠克利特，也都是怀疑主义者，德漠克利特……还 

说：‘实际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因为真理隐藏在深渊里’。”

(4) 参看李特尔《古代哲学史》第1部分第579页及以下各页。

(5) 第欧根足，拉*修，第9卷第44节：“他〈即德谟克利特〉持有下述意 

见：宇宙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其余的--切只不过是人的意见、假象。”

(6) 第欧枨尼•拉尔修，第9卷第72节:“但是，德谟克利持［是一个怀疑主 

义者］，因为当他说‘只有按照意见才有冷，只有按照意见才有热，而实际上只有 

原f和虚空'时，他否认了质。”

(7) 西姆普利齐乌斯《亚里士多德注释》(布兰迪斯汇编)第488页:“然而， 

他〈即德漠克利特〉实际上不认为，从它们［即原子］中会产生出一种像通常那样 

形成的单一的实体，因为在他看来，认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事物某个时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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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一个事物，这种看法完全是愚蠢的。”

同上，第514页:“他们〈即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说，因此［即因为原初物体

具有不可分的性质］，一不能产生多，……多也不能产生真正持续的一，但是，任 

何一看起来都好像是由于原子的结合而产生的。”

(8) 普卢塔克《科洛特》第1111页:“原子被他〈即徳谟克利待〉称为观念。”

(9) 参看亚里士多德，同上。

(10)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121节:“他＜即哲人〉将提出明确的学 

说，而不会保持怀疑的态度。”

(11) 普卢塔克《科洛特》第1117页:“因为伊壁鸠鲁有一个学说认为，4除哲 

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能对某一事物深信不疑’。”

(12) 西塞罗《论神之本性》第1卷第25章：“他〈即伊壁鸠鲁〉说过，一切感 

官都是真实东西的报道者。”

参看西寒罗《论最高的善和恶》第1卷第7章［第22节］。

(普卢塔克)《论哲学家的见解》第4卷第287页:••照伊壁鸠鲁看来，一切感 

性知觉和一切表象都是真实的。”

(13)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31节：“因此，伊壁鸠鲁在自己的《准 

则》中说，感性知觉、预想24和感觉都是真理的标准；……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 

够驳倒它［即感性知觉］。”第32节:“一种感性知觉不能驳倒另--种同类的感性 

知觉，因为它们有相同的效用，也不能驳倒另一种不同类的感性知觉，因为它们 

并不是对同一个客体作出判断。因此，任何一种感性知觉都不能驳倒另■-种感 

性知觉;因为我们要以一切感性知觉为依据。思维也不能驳倒感性知觉，因为全 

部思维都依赖于感性知觉，”

(14) 普卢塔克《科洛特》第1110—1111页：“他［即科洛特］说，德谟克利特 

断言只有按照意见才有颜色，只有按照意见才有甜味，只有按照意见才有［毎一 

个］具体的事物，［而实际上只有虚空和］原子，这种论断是同感性知觉［相矛盾］ 

的……这种论证我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但是我必须说，上述论断是同伊壁鸠 

鲁的学说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形状和重力是 

同原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样》那么，德谟克利特是怎么说的呢？ 一一 

实体在数鼂上是无限的，是不可分割的和有差异的，此外也没有质和感觉，它们 

分散地飞驰于虚空中。当它们彼此接近，或者互相碰撞，或者互相连接的时候, 

在由此产生的东丙中，有的表现为水，有的表现为火，有的表现为植物，有的表 

现为人;而实际t这一切都是原子，德漠克利特称之为观念，而不是什么别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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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因为，据说不可能从无中生出有来，而从［存在的东西］中也不能产生任何东 

西，因为原子由于其坚实性不会受到外界的影响并且不会发生变化；因此，既不 

存在必须从无颜色的东西中产生的颜色，也不存在必须从无质的东西中产生的 

本质或灵魂。因此.应该责备德漠克利特的，决不是他根据他的原则作出r结 

论，而是他提出了会得出这些结论的原则，……伊壁鸠鲁说，他虽然把同样的原
C O O O O 00000000

则作为基础，但是他否认只有按照意见才有颜色……和其他的质。”
O O O O O OOOOOOOOOOOCOCO o o o o C

(15) 西塞罗《论最高的善和恶》第1卷第6章：“太阳在德谟克利特看来是 

很人的.因为他是一个有学间的人，并且是对几何学有了完备知识的人；而太阳 

在他〈即伊壁鸠鲁〉看来约莫有两英尺大，因为据他判断，太阳就是f
大参看普卢塔毛《论哲学家的见解》第2卷第265页。 -O

(16)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9卷第37节：“他〈即德谟克利特〉不仅精通物 

理学和伦理学，而且精通数学和各个综合性科目13,甚至对艺术和技术领域也 

十分熟悉。”

(17) 参看第欧根尼•拉尔修，［第9卷］第46 — ［49］节。

(18) 欧塞比乌斯《福音之准备》第10卷第472页:“他〈即德漠克利特＞在某 

个地方自夸地说：4在我的同时代人中，我游历的地球上的地方最多，考察了最 

遥远的东西;我到过的地区和国家最多，我听过的有学问的人的讲演也最多；而 

在勾画几何图形并加以证明方面，没有人超过我，就连埃及的所谓土地测量员 

也米能超过我。在国外，我总共客居了 80年。’他确实到过巴比伦、波斯和埃及. 

并且曾向埃及人和祭司学习。”

(19)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9卷第35节:“德米特里在他的著作《同名作家 

传》中，安提西尼在他的著作《论哲学家的继承》中都叙述说，他〈即德谟克利特＞ 

曾游历埃及并向祭司学习几何学，曾游历波斯，拜访迦勒底人K并且说他曾到 

达了红海。有些人还说，他曾在印度会见过裸体智者1S.并且到过埃塞俄比亚。”

(20) 西塞罗《土斯库兰谈话录》第5卷第39节:“德漠克利特丧失了视力以 

后，……而且这个人其至认为，眼睛的视力会妨碍理智的敏锐，当别人常常看不 

到他们跟前的东西时，他却在观察无限性，不在任何界限面前停歩

西塞罗《论最髙的善和恶》第5卷第7章:“有人说，德谟克利特弄瞎r自己 

的眼睛，目的在于使他的头脑尽可能少地离开沉思

(21) 《鲁•安，塞涅卡全集》第2卷，《书信集》［第7封信］第24页(1672年 

阿姆斯特丹版)：“至今我还经常重提伊壁鸠鲁的话，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就必 

须为哲学眼务。凡是倾心降志地献身于哲学的人，用不着一天天等下去，他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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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获得自由，因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

(22)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122节：“青年人不应该耽误丁对哲学 

的研究，老年人也不应该放弃对哲学的研究。因为谁要使心灵健康，都不会为时 

尚早或者为吋已晚。谁如罘说研究哲学的时间尚未到来或者已经过去，那么他 

就像那个说享受幸福的时间尚未到来或者已经过去的人一样。让老年人和青年 

人都来研究哲学吧;这样，前者在垂暮之年可以通过欣慰地回忆过去.因拥有财 

富而水葆青春，后者则因为对未来无所畏惧，既显得年轻，同时又很成熟。”参看 

亚历山大里亚的免莱门斯，第4卷第501页\

(23) 塞兔斯都•恩披里衬《驳数理学家:》［第1卷］第1页：“伊壁鸠鲁的信 

徒和皮浪的信徒都反对实证科学的代表，但是他们并不是出于同样的动机，伊 

壁鸠鲁派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各门实证科学无助于达到智慧的完善

(24)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同上，第11页：“尽管伊壁鸠鲁公开对各门实证 

科学［的代表］抱敌对态度，但仍应把他算作科学的代表。”

同上，第54页：“他们……语言文学的轻视者，皮浪和伊壁鸠鲁

参看普卢塔克《论信从伊壁鸠鲁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第1094页。

(25) 西塞罗《论最高的善和恶》第1卷第21章，“但是，不是伊壁鸠鲁没有 

学识，而是那些以为直到老年还要去学习那些连小孩没有学过都觉得可耻的东 

西的人，才是无知的人。”

(26)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13节:“阿波洛多罗斯在他的《纪事录》 

中说，他＜即伊壁鸠鲁〉是利西凡和普拉克西凡的学生。但是他本人在给欧里迪 

科斯的信中却否认这一点，并a说他是自学者。”

西塞罗《论神之本性》第1卷第26章:“他〈即伊壁鸠鲁〉自夸地说，他从未 

有过任何教师，即使他没有如此吹嘘，我也乐于相信这一点。”

(27) 塞涅卡《书信集》第52封信第［176—］177页：“伊壁鸠鲁说，有些人努 

力寻求真理而无需任何人的帮助；作为这种人当中的一个，他自己为自己开辟 

了道路。他最称赞这种靠着内在的动力自己独立成名的人》另一些人需要别人 

的帮助；如果没有别人Æ在他们前面，他们自已就不能前进，但是他们会热心地 

跟着别人走。他说,梅特罗多罗斯就属于这类人，这种人也是杰出的，但是第二 

流的人物，”

(28)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10节：“虽然希腊那时经历着最严重的 

困难，但是他却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只有两三次到伊奥尼亚去访友，他的 

朋友也从各地來看他，并且和他一起住在他的花园里，阿波洛多罗斯也提到过



［附 注］ 71

这件事，这个花园是他花了 80米纳买来的。”

(29)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15节：“据赫尔米普斯转述，当时他［伊 

壁鸠鲁］坐进注满热水的铜浴盆里，要求喝没有掺兑的酒，一饮而尽。”第16节： 

“接着.他在嘱咐他的朋友要牢记他的学说之后，就逝世了。”

(30) 西塞罗《论命运》第10章:“伊壁鸠鲁认为，命运的必然性是可以避免 

的，而德漠克利特则宁肯承认.一切都是通过必然性而产生的。”

西塞罗《论抻之本性》第Î卷第25章：“他找到一个避免必然性的办法，而 

这个办法显然是德漠克利特所没有想到的

欧塞比乌炎《福音之谁备î第1卷第23页及以下各页:“阿布德拉的德谟克 

利特说：……所有的一切•，不论过去的、现在的或将来的，自古以来就完全是由 

必然性所预先规定的。”

(31) 亚里士多德《论动物的起源》第5章第8节：“德谟克利特……把一切 

都归结为必然性。”o O O
(32) 第欧杻尼•拉尔修，第9卷第45节：“一切均由必然性而产生，而且旋 

涡是一切事物产生的原因；他《:即德谟克利特〉把这种旋涡叫作冬、哆1|。”
(33) (普卢塔克)《论哲学家的见解》第丨卷第252页:“在ààÈ德和德漠 

克利特看來，•一切均由必然性而产生，这种必然性就是命运，是法，是天意，是世
O O O O o o o o o

界的创造者o o o o o
(34) 斯托贝《自然的牧歌Î第1卷第8章:“关于巴门尼德和德漠克利特:他 

们说，一切均由必麥牢而产生;这种必然性就是兮号，是枣.是亨亨。关于留基 

伯：一切均由必然产生,这种必然性就是命运°，Ä说••二•： Ü一种事物是
o o o o O

自发地产生的，一切都是从一种原因中通过考n而产生的'。”
(35〉欧塞比乌邶《福音之准备｝第6卷第2Ü:“命运•♦••••在另_个人(即

O O
德谟克利特)看来，是由微小物体决定的，这些微小物体由于€枣堆而下落，然 

后又上升，彼此连接起来，然后又相互分离，时而分散，时而碰4。°” °

(36) 斯托贝《伦理的枚歌》第2卷:“人们虚构出偶然的幻影来掩盖自己的 

束手无策；因为偶然甚至反对微小的理智。”

(37) 欧塞比乌斯《福音之准备》第14卷第782页及以下各页：“他(即德漠 

克利特)把偶然变成了一般的东西和神性的东西的主宰和君主，并且断言，一切 

事物都由于偶然而产生，但是，他把偶然从人的生活中排除出去，并把宣扬偶然 

的人斥责为蠢人。他在《遗训》的开头说：‘人们虚构出偶然的幻影来掩盖自己的 

非理性’。因为理性就其本性来说是反对偶然的.而且有人曾说，理智的这个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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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恶的敌人战胜了理性，或者更确切地说，人们完全取消了理性,从而以偶然代 

替理性。因为人们不把理智评价为幸福的，而是把偶然称颂为理智的。”

(38)西好普利齐乌斯，同上，第351页：“‘像取消偶然的古代学说'这句话 

看来是针对德漠克利特而言的《” '

(3S)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133节：“……他〈即哲人〉宣称，被某些 

人当作万物主宰的命运必然性，并不存在，无宁说有些事物是偶然的，另一些事 

物则取决于我们的任意性.因为他看到，必然性取消了责任，相反，偶然是不稳 

定的。但是，我们的抉择是自由的，责备和赞扬也是针对这种抉择而发的。”第 

134节：“其实，宁可听信关于神灵的神话，也比当物理学家所说的命运的奴隶要 

好些。因为神话还留下一点希望，即由于敬神将会得到神的保佑，而命运却是铁 

面无情的必然性。但是，他既不像众人所做的那样i把偶然看作神……”

(40) 塞涅卡《书信集》第12卷第42页，“在必然性中生活，是不幸的事，但 

是在必然性中生活.并不是一种必然性……通向自由的道路到处都敞开着， 

这种道路很多，它们是便捷易行的。因此，我们感谢上帝，因为在生活中谁也不 

会被束缚住。人们能够制服必然性本身。伊壁鸠鲁……这样说过。”

(41) 西塞罗《论神之本性》第1卷第20章:“但是，这种哲学(即斯多亚派哲 

学)像年迈而又无知的妇人们一样汄为，一切都由于命运而发生，我们应该怎样 

评价这种哲学呢？……伊壁鸠鲁拯救f我们，使我们获得了自由……”

(42) 西塞罗，同上，第25章：“他(即伊壁鸠鲁〉使用同样的方法反对逻辑学 

家。因为这些逻辑学家教导说，在提出‘或者是或者否’的抉择的一切选言判断 

中，两个判断中有一个是真实的，所以他很担心，当有人提出‘伊壁鸠魯明天或 

者活着，或者不活着’这样的命题时，其中之一会是必然的》因此，他否认了这种 

*或者是或者否’的整个判断是必然的

<43)西好普利齐乌斯，同上，第351页:“…■“但是，当德漠克利特说多种多 

样的形式必须同宇宙区别开来一不过，他没有说怎样和由于什么原因—— 

时，他肴来也认为，这些形式是自动地由于偶然而产生的。”

Ä姆普利齐乌斯，同上，第352页:“连他〈即德谟克利特〉也是如此,虽然他 

在讲到世界的创造时也使用偶然。”

(44)参看欧塞比岛斯，同上，第14卷第[781—]782页：“ 虽然他〈即德

漠克利特〉徒劳地、毫无根据地探索原因，因为他从空洞的基本假设和不稳固的 

前提出发，看不到事物性质的根源和普遍必然性，相反，把对毫无意义和目的而 

发生的事件的汄识看作最高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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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西姆普利齐鸟斯，同上，第351页：“假设有一个人感到口渴，喝了凉水 

并变得精神舒畅了，那么德谟克利特会说，大概不是偶然，而是口渴才是原因。”

同上，第351页，虽然他〈即德漠克利特)在讲到世界的创造时也使用偶 

然，但是，他断言，在比较具体的现象中，偶然并不是其中任何一个现象的原因， 

相反，他把这些现象!)」结为由其他原因产生的》例如，挖掘财宝是找到财宝的原 

因，或者种植撖榄树是撖榄树生长的原因。”

参看西妹普利齐乌斯，同上，第351页：“但是，他断言，在具体的现象中，偶 

然井不是任何一个现象的［原因］。”

(46) 欧塞比乌斯，同上，第14卷第781贞：“据说，德谟克利特自己宣称，他 

即使只［发现］—个因果联系也比获得波斯国的王位还要高兴。”

(47) (普卢塔克)《论哲学家的见解》第2卷第261页：“伊壁鸠鲁不反对这 

类意见〈即哲学家们关于星辰的实体的意见〉中的任何一种意见，因为他［坚持］ 

可能的东西。”

(普卢塔克)，同上.第265页:“伊壁鸠鲁又说，所有上述意见都是可能的。”

同上:“伊荦鸠鲁说，所有上述意见都是町能的

斯托贝《自然的牧歌》第1卷第M页:“伊壁鸠鲁不反对这类意见中的任何 

一种意见，因为他坚持可能的东西

(48) 塞涅卡《自然问题论文集》第2卷第6编第20章第802页：“伊壁鸠鲁 

说，所有这些原因都是可能的，他还力图提出一些别的解释，同时他斥责其他、 

些断言在这些原因中只有一种特定的原因切合实际的人，因为要给只是通过推 

测作出推断的东西下一个明确的判断，是一种冒险Z
(49) 参看第2编第5章。

第欧根足•拉尔修，第10卷第88节：“但是，人们必须考察每一个别［现 

象］的形式，仔细考虑与它有联系的东丙，这种东西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产生，我 

们这个领域的现象并不能驳倒这一点……须知这可能以任何一种方式发生; 

因为任何一种现象都不会与此相矛盾……”

(50)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80节:“人们不应该认为，对这些对象 

的这种研究没有达到足以使我们获得心灵的宁静和幸福的［精细程度］。”

四、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 

鲁的自然哲学的一般原则差别

(1)普卢塔克在他的马略传记里提出一个令人吃惊的历史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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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这种道德态度如何消灭一切理论的和实践的无私。在描写了基 

姆布利人的可怕的毁灭之后，他叙述说，死尸如此之多，以致马西里 

亚人能用它们来作葡萄园的肥料。2S随后下了雨，于是这一年就成了 

葡萄和水果收成最好的一年。这位高贵的历史学家对这个民族的悲 

惨的毁灭有什么感想呢?普卢塔克认为，上帝让整个伟大而高贵的民 

族死亡和腐烂，以便使马赛的庸人获得水果丰收，这对上帝说来是道 

德的。因此，即使把整个民族变成粪堆，也可以给人以沉湎于道德享 

受的良好机会！

(2)当黑格尔的学生们从适应或类似的东西出发，简言之，从道 

徳上来解释他的体系的这一或那一规定时，他们对于黑格尔也只是 

表现了自己的无知。他们忘记了，就在不久前他们还热情地赞同黑格 

尔的一切片面的说法，这一点可以用他们自己著作里的例子向他们 

清楚地加以证明。

如果他们真正为现成的科学所感动，以致怀着天真的、不加批判 

的信任献身于这种科学，那么他们斥责他们的老师，说他的见解背后 

隐藏着不可吿人的意图，是多么没有良心，因为在他们的老师看来， 

科学不是某种现成的东西，而是一种正在生成的东西，因此，他把自 

己最独特的精神的心血一直浇灌到科学的最远的周边领域。其实，他 

们这样做，只能使人怀疑他们自己过去并未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而 

现在，当他们反对自己过去的情况时，却把它归咎于黑格尔。但是，他 

们这样做时忘记了，黑格尔对他的体系处于直接的、实体性的关系 

中，而他们对黑格尔的体系却处于经过反映的关系中。

—个哲学家由于这种或那种适应会犯这样或那样的表面上首尾 

不一贯的毛病，是可以理解的，他本人也许会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有 

一点是他意识不到的，那就是:这种表面上的适应的可能性本身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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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根源，在于他的原则本身不充分或者哲学家对自己的原则没 

有充分的理解。因此，如果一个哲学家确实适应了，那么他的学生们 

就应该根据他的内在的本质的意识来说明那个对于他本人具有一种 

外在的意识形式的东西。这样一来，凡是表现为良心的进步的东西， 

同时也是一种知识的进步。这里不是哲学家个人的良心受到怀疑了， 

而是他的本质的意识形式被构成了，被提高到一定的形态和意义，从 

而同时也就超出了意识形式的范围。

不过，我认为黑格尔学派很大一部分人的这种非哲学的转变，是 

一种总是伴随着从纪律过渡到自由这一过程的现象。

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 

门塞斯冥国①，面向那存在干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这是 

一条心理学规律。（但是从哲学方面来说，重要的是着重说明这些方 

面的特点.因为从这种转变的一定方式可以反过来推论出一种哲学 

的内在规定性和世界历史性。这里我们仿佛看到这种哲学的生活道 

路的集中表现，它的主观要点。）不过，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正 

是批判根据本质来衡量个别的存在，根据观念来衡量特殊的现实。但 

是，哲学的这种直接的实现，按其内在本质来说是充满矛盾的，而且 

它的这种本质在现象中取得具体形式，并且给现象打上自己的烙印。

当哲学作为意志面向现象世界的时候，体系便被降低为一个抽 

象的总体，就是说，它成为世界的一个方面，世界的另一个方面与它 

相对立。体系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反思的关系。体系为实现自己的 

欲望所鼓舞，就同他物发生紧张的关系。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和完整 

性被打破了。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变成转向外部的吞噬一切的火

①古埃及人把冥国称为阿门塞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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焰。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 

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 

自己内在的缺点，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缺陷之中， 

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缺陷之中时，它才能消除这些缺陷。与它对立 

的东西、它所反对的东西，总是跟它相同的东西，只不过具有相反的 

因素罢了。

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把事情纯粹客观地看成哲学的 

直接的实现的话。但是，事情还有主观的一面，不过这只是它的另一 

种形式。这就是得到实现的哲学体系同它的精神承担者即表现哲学 

体系的进步的那些个别的自我意识的关系。在哲学的实现中有一种 

关系同世界相对立,从这种关系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个别的自 

我意识始终具有一个双刃的要求：其中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对 

着哲学本身。因为在事物中表现为一个本身被颠倒了的关系的东西， 

在这些自我意识中表现为二重的、自相矛盾的要求和行为。这些自我 

意识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就是把它们自己从作为一 

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中解放出来。因为自我意识本身仅仅处在 

发展的过程中，并为发展的直接力量所掌握，因而在理论方面还未超 

出这个体系的范围，所以，它们只感觉到同体系的有伸缩性的自我等 

同的矛盾，而不知道当它们转而反对这个体系时，它们只是实现了这 

个体系的个别环节。

最后，哲学自我意识的这种二重性表现为两个极端对立的派别： 

其中的一个派别，我们可以一般地称为自由派26,它坚持把哲学的概 

念和原则作为主要的规定；而另一个派别则坚持把哲学的非概念即 

实在性的环节作为主要的规定。这第二个派别就是实证哲学27。第一 

个派别的活动就是批判,也正是哲学转向外部，•第二个派别的活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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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哲学思考的尝试，也就是哲学转向自身，因为第二个派别认为， 

缺点对哲学来说是内在的，而第一个派别却把它看作是世界的缺点， 

必须使世界哲学化。两派中的每一派所做的正是对方要做而它自己 

不愿做的事。但是，第一个派别在它的内在矛盾中意识到了它的一般 

原则和目的。在第二个派别里却出现了颠倒，也可以说是真正的错 

乱。在内容上，只有自由派才能获得真实的进步，因为它是概念的一 

派，而实证哲学只能产生一些这样的要求和倾向，这些要求和倾向的 

形式是同它们的意义相矛盾的。

因此，那个起初表现为哲学同世界的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 

裂的东西，后来就成为个别的哲学的自我意识本身中的一种分裂，而 

最后便表现为哲学的一种外部分裂和二重化，表现为两个对立的哲 

学派别。

显然,除此之外还出现一群次要的、吵闹不休的、没有一点个性 

的人物28。这些人物或者躲在过去的某个哲学巨人的后面，但是 

人们很快就可以看出那头披着狮皮的驴子，一个过去和现在的时装 

表演者的哭泣的声音非常滑稽地叫嚷着，出现在强大的、震撼千百年 

的声音（像亚里士多德的声音）之后，形成鲜明的对比，并把自己变成 

传播后一种声音的不受欢迎的器官；这就好比一个哑巴想借助于一 

个巨大的传声筒来说话。这些人物或者像一个戴着双重眼镜的侏儒， 

站在巨人臀部的一个小旮旯里，惊奇地向世界宣告，从他这个观察点 

望去，呈现着一幅多么令人惊异的新的景观，并且可笑地力图证明， 

不是在浪潮汹涌的心中，而是在他所站立的坚实而粗壮的部位找到 

了阿基米德的点29,也就是那个作为世界的支柱的点。于是就出现了 

毛发哲学家，趾甲哲学家，脚趾哲学家，粪便哲学家以及其他一些哲 

学家，他们应该代表斯维登堡的神秘的世界巨人30身上的•-个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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肮脏的部位。但是，按他们的本质来说，所有这些软体动物都属于上 

述两个派别，作为它们的成分。至于这些派别本身，我将在另外的地 

方充分地加以说明:一方面说明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说明它 

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并同时说明这种发展赖以表现的各个个别 

的历史环节。

(3)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9卷第44节，**……无不能生有，有不能变无， 

(德漠克利特)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38节:“首先，无不能生有；因为［否则］任何 

东西都可以从任何东西产生……”第39节:“如果凡是消失的东西都变为无，那 

么--切事物就都已经被消灭了，因为它们解体后就不存在了。其次，宇宙过去一 

直是现在这样，而且将来也永远是这样。因为宇宙不会变成任何别的东西》”(伊 

壁鸠鲁)

(4) 亞里士多德《物理学》第1卷第4章：“须知如果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 

必然是或者产生于有，或者产生于无，然而，产生于无是不可能的；这个意见大 

家都一致赞同……”

C5)泰米斯提乌斯《亚里士多德注释》(布兰迪斯汇编)第42章第383页： 

“须知，正如‘无’没有任何差别一样，虚空也是如此;因为他［即德谟克利特］把

‘虚空'称为某种f亨夸雙枣早和争I.等等》”
(6 )亚里士 /德《i w丄i》第° 1 °卷第4章:“留基伯和他的同事德谟克利特 

说，充实和虚空都是元素，并称其中一个为存在，另一个为非存在，也就是说.称 

充实和坚实为存在，称虚空和稀薄为非存在。因此，他们还说，存在决不比非存 

在更多地存在着•因为虚空也像物体一样存在着》”

(7〉西姆普利齐乌斯，同上，第326页：“德谟克利特把充实和虚空［变成为 

本原］，他称其中一个为存在，另一个为非存在。”

泰米斯提乌斯，同上，第383页：“因为德漠克利特把虚空称为某种不存在 

的东西和乌有。”

(8)西姆普利齐乌斯，同上，第488页:“德谟克利特认为，永恒的东西的实 

体是由数Ä无限的微小本质形成的；他认为，这些微小本质有另一个无限大的 

处所，同时还以下列名称称呼这个处所：虚空、无、无限，而称每一个本质为：某 

物、坚实的东西、存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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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看西姆普利齐乌斯，同上，第514页:和多。”

UOJ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40节：“如果没有我们称为率字、空间 

和不可触換的本质的东西……”

斯托《《fl然的枚歌》第1卷第39页：“伊壁鸠鲁交替使用各种名称:虚空、 

处所、空间。”

(11) 斯托W《自然的牧歌》第1卷第27貶：“它叫作原子，并非因为它是最 

小的东西，

(12) 西姆普利齐乌斯，同上，第405页：“但是，另一些人否认可分性是无限 

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不能无限地分割下去，并从而让人相信可分性是不会 

完结的；他们断H，物体由不可分的统一体构成，并a可以分解为不可分的统一 

体。当然，留基伯和德漠克利特认为，原初物体具有不可分性的原因•不仅在于 

它们对外部影响毫无感觉，而且还在于它们的微小和没有组成部分;但是，后来 

伊壁鸠鲁并不认为它们是没有组成部分的，相反，他说，它们因为毫无感觉，所 

以是不可分的》亚里士多德曾多次反驳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的意见，大概由丁- 

他提出了反对原初物体没有组成部分的论据，生活在较晚时期，但是同情德漠 

克利特和留基伯关于原初物体的意见的伊壁鸠鲁，仍然坚持认为，原初物体是 

毫无感觉的……”

(13) 亚里士多德《论产生和消灭》第1卷第2章：“但是，人们很少能够仔细 

观察公汄的东西，其原因在于缺乏实践经验。因此，那些对自然科学比较内行的 

人，宁愿提出能够得出一般联系的基本原理。但是，那些对现存的东西视而不见 

或很少注意的纯粹的理论家，却比较轻率地发表看法，从下述情况人们可以看 

出，自然科学的观察厅法和思辨的观察方法之间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其中一些 

人就不可分的量的问题断B,‘三角形本身’将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存在，但是，德 

漠克利特遵循的显然是事实的和自然科学的根据

(14＞第欧根尼•拉尔修，第9卷［第40货］•但是，阿里士多塞诺斯在他的 

«历史札记》中报道说，桕拉图曾想焚毁他所能收集到的德漠克利特的所有著 

作;但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阿米克拉斯和克莱尼亚斯劝阻了他，说这样做没有 

什么用处，因为这些著作许多人手里都有了。其实，柏拉图提到过几乎所有的古 

代哲学家，却一次也没有提到德漠克利特，甚至在某一问题上必须驳斥他时，也 

不提他。很显然，柏拉图意识到了，那样一来，他面对的就是最优秀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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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论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 

伊壁鸠鲁的物理学的具体差别

第一章

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

(1) 斯托51《自然的牧歌》第1卷第33页：“伊壁鸠鲁：……但是，原子有时 

按垂直线运动.有时偏离垂直线，而向上运动则是撞击和排斥的结果。”

参看西塞罗《论最髙的善和恶》第1卷第6章。(普卢塔克)《论哲学家的见 

解》第249页。斯托贝，同上，第40页，

(2) 西塞罗《论抻之本性》第1卷第26章：“在伊壁鸠鲁的物理学中有什么 

东西不是来自德漠克利特呢？须知即使他作了某些修改，例如，像我刚才就 

的，争问题所说的……”

° ('3)西塞罗《论最高的善和恶》第1卷第6章：“……他〈即伊壁鸠鲁〉断言， 

这些不可分的、坚实的物体由于自己的重量而作直线式的下落：照池的意见，这 

是-切物体的自然运动。后来，这位头脑敏锐的人又忽然想到，如果一切原子都 

从上往下坠落，而且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是沿着直线坠落，那么一个原子就始终 

不会和另一个原子相碰，于是，他就求助于谎言:他说，原子有一点点偏斜，偏斜 

的程度微小得不能再小》据说由此就产生了原子之问的复合、结合和凝聚，结果 

就形成了世界、世界的一切部分和世界所包含的一切东西。”

(4)西塞罗《论神之本性》第1卷第25章:“由于伊壁鸠鲁慷得，如果原子由 

于它们本身的重量而下落，那么我们对什么都无能为力，因为原子的运动是被 

规定了的，是必然的，于是，他臆造出了一个逃避必然性的办法,这种办法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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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谟克利特所没有想到的》伊壁鸠昝说，虽然原子由丁它们的重量和重力从 

上往下阽落，佴还是有一点点偏斜。作出这种论断比不能为自己所主张的东西 

进行辩护还不光彩。”

参看西塞罗《论命运》第10卷。

(5 )培尔《历史考证词典》，见《伊壁鸠鲁》条。

(6) 绍巴赫《论伊壁鸠鲁的天文学概念》(载于泽博德、雅恩和克洛茨的《语 

文学和教育学文库〉;［1839年莱比锡版］第5卷第4分册第549页).

(7)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2卷第251行及以下各行：

“其次，如果所有运动彼此互相联系，

并ä新的运动总是按一定秩序从旧的运动中产生，

那么请告诉我，摆脱了命运束缚的我们的意志从何而来呢？”

(8)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1卷第4章第16-17节:“既然单子没有组成 

部分，也没冇差别，那么，人们应该如何去设想单子的运动呢？是什么，而且如何 

使这些单子发生运动呢？因为如果单子能够运动，并且是好动的，那么.它们之 

间就应该有差别。其次，因为他们［即毕达哥拉斯派］说，线的运动构成面，点的CO o o o o o ooooooo oo
运动构成线，那么单子的运动也会构成线了

o O o O o OÔOOOOOOOOOOO

(9)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43节:“原子也在运动。”
西姆普利齐乌斯，同上，第424页:“伊壁鸠鲁的［门ÄÄ］3、••…认为运动是

° fio)卢克莱修《物性论》第2卷第253行及以下各行：

“……如果……原子也不会由于偏斜 

引起打破命运的束缚的运动，

以便使原因不致接连不断地产生……”

<11)卢免莱修，同上，第2卷第279行及以下各行：

“……但在我们胸中仍然有某种东西，

足以同它对抗和斗争。”

(12)西塞罗《论最髙的善和恶》第1卷第6章：“但是,他仍然没有达到他编 

造这一理论所要达到的B的；因为如果一切原+都作偏斜运动，那么原子就永 

远不会结合》或者•一些原子作偏斜运动，而另一些原子则由于其重力而向下作 

直线运动。这就等于我们必须事先给原子指出一定的活动范围，即哪些原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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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运动，哪些原子作偏斜运动。”

(13)卢克菜修，同上，［第2卷］第293页。

〈14)西塞罗《论命运》第10卷：“原子发生小得不能再小的一点偏斜，这种 

偏斜他［即伊壁鸠鲁］称为最小的。”

(15) 西塞罗，同上:“这种偏斜是没有原因的，他虽然在字面上没有承认，但 

是实质上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16) 普卢塔克《论灵魂的起源》第6卷(铅印版第6卷第8页)：“因为他们 

［即斯多亚派］不同意伊壁鸠鲁关于原子作偏斜运动，虽然只偏斜点点的观 

点，因为他是从无引出这种没有原因的运动的。”

(17) 西塞罗《论最高的善和恶》第1卷第6章:“因为一方面，偏斜本身是一

种任意的虚构(因为他说,原子是没有原因而偏斜的；对于一个物理学家来说，
00000000000

再也没有比断言某物的产生是没有原因的更不光彩的事情了)，另--方面，他又

毫无原因地认为，原子不会像一切有重量的物体那样作自然运动，而按照他本 

人的主张，一切有重量的物体都会从上往下坠落。”

(18) 培尔，同上。

(19) 奥古斯丁《书信集》第56纣信，

(20) 第欧根尼•拉尔傪，第10卷第128节:“因为我们一切行为的目的，就 

是既不经受痛苦.也不经受困惑。”

(21) 普卢塔克《论信从伊壁鸠鲁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第109］页:“但是， 

伊壁鸠鲁的意见也是类似的，他说，*善的本质［起源于］对恶的逃避'。”

(22) 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萊门斯《地毯集》第2卷第415页：“但是，伊壁鸠鲁 

［说］，消除痛苦就是快乐。”

(23) 塞涅卡《论善行》第4卷第699页:“可见，神并不施恩行好，他无牵无 

挂，对我们毫不关心，他不理睬这世界，对善行和恶行都无动于衷》”

(24) 西塞罗《论神之本性》第1卷第24章：“……例如，你曾说，神没有躯 

体,但有近似躯体的东西，没有血，但有近似血的东西。”

(25) 西I罗《论神之本性》第1卷第38章：“……你将奉献给众神什么样的 

食品、什么样的饮料、哪些丰富多采的声音和鲜花、哪些舒适的感觉和香味，以 

便使他们得到充分的享受呢？……”第39章:“……如果众神不仅不把人们放在 

心t，而且根本对什么也不关心，什么也不做，你有什么理由说,人们必须把众 

神放在心上呢？不过，你会反驳说，众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那么出众而优越的本 

性,这本性本身必然引起哲人的尊敬。——但是，沉湎于自身享乐，过去没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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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什么，现在什么也不做，将来永远不会做什么的存在物,难道本性中能有什么 

出众的东西吗？” 、

(26) 普卢塔克《论信从伊壁鸠鲁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第［1100—］1101页: 

“他们的学说能消除恐惧和迷信，但是并不给人以欢乐和神赐的愉快，不过，由 

于它使我们免除了困惑和愉快，它就使我们和神处于这样一种关系中，就像我 

们和希尔卡尼亚海的鱼W所处的关系一样，从这种鱼那里我们既不期望得到好 

处，也不期望受到损害，

(27) 亚里士多德《夭论》第2卷第12章:“……最好的东西不需要行动，因 

为它本身就是目的。”

(28)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2卷第221行及以下各行：

“如果它们〈即原子〉不是经常发生偏斜，

那么对于原初物体来说就既不会有冲击，也不会有碰撞， 

因此，［自然界］就水远不会创造出任何东西。”

(29)卢克莱修《物性论》第2卷第284行及以下各行：

“因此，你必须承汄原子也有［同样的情况］:

除了撞击和重量之外，

还有产生运动的另一种原因，

原子内邹固有的力量就来源f此。

……并非一切事物都由于撞击.因而由于外部的强制而产生，

相反，精神本身在采取任何行动时，

在它内部没有任何必然性 ，

它不会像被征服者那样必须经受痛苦和忍耐，

这种悄况的发生是由于原初物体的微小偏斜，

(30) 亚里士多德《天论》第1卷第7章：“如果宇宙不是连续不断的，而像德 

漠克利特和留基伯所说，是被虚空分割开来的，那么一切物体的运动必定是单 

一的；但是，它们的实体是统一的，就像被碎成许多小块的金子一样。”

(31) 亚里士多德《天论》第3卷第2章：“因此，应该对断言原初物体永远在 

虛空中和无限中运动的留基伯和德漠克利特说，这是哪一种运动，什么样的运 

动适合这些物体的本性。因为如果毎一个元素都是披另一个元素强行推动的, 

那么，每一个元素除了强制的运动之外必然还有•种自然的运动；而这种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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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应该不是强制的运动，而是自然的运动，如果没有某种东西自然地引起 

最初的运动，而运动始终都是由早先被强制推动的东西所引起，那么，就会发生 

无止境的递进。”

(32)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150节：“对于一切不能签订关于彼此 

互不伤害也不让双方遭受伤害的契约的生物来说，既没有公正，也没有不公正，O Ç o o o o O
对T—切不能或不愿签订关于彼此互不伤害也不让双方遭受伤害的契约的民 

族来说，也是如此。公正不是自在之物，而足一种在无论什么样的地区内在相互 

交往中产生的关于彼此互不伤害也不让双方遭受伤害的契约。”

(33) ①

第二章

原子的质

(1)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54节:“因为任何特性都是变化的♦而原 

子却是不变的，

卢克莱侉《物性论》第2卷第861行及以下各行：

“它们［即可以用感官感知的质］全都必须同原初物体分开，

如果我们想为事物奠定不朽的基础，

而基础上的全部东西都能安然无恙地保持下去。”

(2) (普卢塔I)《论哲学家的见解》［第1卷第235—236页］:“伊壁鸠鲁 

……说……物体具有三种特性:形状、体积和重力。德漠克利特只承认有两种： 

体积和形状;伊壁鸠鲁加上了第三种，即重力•因为物体必由重力的冲击所推 

动。”参看塞克斯都•恩披里柯《驳数理学家》第420页。

(3) 欧塞比乌斯《福音之准备》第14卷第749页。

(4) 西姆普利齐乌斯，同上，第362页:“……他〈即德谟克利特〉认为，它们 

〈即原子〉有体积和形状的差别。”

(5) 斐洛波努斯，同上：“……而且他〈即德谟克利特〉认为，一切形态都有物 

体的一种唯一的、共同的实体作为基础，而物体的各部分就是体积和形状互相

①注(32)是马克思亲笔写的。注(33)只有编号，没有注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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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原子;也就是说，它们不仅有不同的形状，而且它们之中有的大些，有的 

小些。”

(6) 亚里士多德《论产生和消灭》第1卷第8章：“……不过，他又说，它〈即 

原子〉的体积越大，也就越重

(7) 亚里士多德r天论》第1卷第7章:“但是，正如前面所说，它们的运动必 

定是相同的……如果一切物体都有®力，那么就没有一个物体会是绝对轻 

的;但是，如果一切物体都是轻的，那么就没有-个物体会是重的。其次，如果它 

们具有重力或者是轻的，那么就将有宇宙的边界，或者有一个中心……”

(8) 李特尔《古代哲学史》第1部分第568页注2。

(9)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7(8)卷第2章:“看来德漠克利特汄为，［原 

子］有三种差别。因为作为基础的物体按质料来说是同样的东西，但是物体或者 

因外形不同而有形状的差别，或者因转向不同而有位置的差别，或者因相互接 

触不同而有次序的差别。”

(10) 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卷第4章：“留基伯和他的同事德谟克利 

特说，充实和虚空都是元素,并称其中一个为存在，另一个为非存在，也就是说， 

称充实和坚实为存在，称虚空和稀薄为非存在，因此，他们还说，存在决不比非 

存在更多地存在着，因为虚空也像物体一样存在着。这二者作为物质，就是一切 

存在物的根据。有些人认为，有一个唯一的基本实体，其他事物是从这种实体的 

变化中产生的，同时还把稀薄和稠密看作是变化的原则，同这些人一样，他们 

［即留基伯和德漠克利特］也同样教导说，［原子的］差别是其他事物的原因。他 

们说，这些差别有三种:形状、次序和位置，因为存在物只是由于外形、相互接触 

和转向不同而有所差别。其中‘外形’即形状，‘相互接触’即次序，而4转向’则指 

位置。例如，A在形状上与N有差别.AN在次序上与NA有差别,Z在位置上 

与N有差别。”

(11) 第欧根尼•拉尔傪，第10卷第44节:“……原子除了形状、呼枣和重 
力外没有任何质……它们并不具有随便任何停枣，无论如何从来还没去二■个原 

子被视觉观察到。”

(12)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W卷第56节:“如果设想原子具有的随便任何O O O o
体积.对于说明质的差别没有什么作用，那么我们确实会碰到看得见的原子!但 

这是观察不到的，而a不能想象，原子怎样能够成为看得见的，”

<13)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飨55节:“……但是不能认为.原子具有 

随便任何体积……不过必须承汄，它们在体积上有某些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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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59节:“因为我们也曾根据这种类比推 

断，原子具有体积，当然只是微小的，我门排除原f具有大的体积。”

(15〉参看第欧银尼，拉尔修，第10卷第58节，斯托51《自然的牧歌》第1 
卷第27页。

(16) 伊壁鸠鲁《残篇》(《论自然》第2卷和第11卷〉，罗西尼汇编的文集，奥 

雷利出版，第26页。

(17) 欧塞比乌斯《福音之准备》(巴黎版)第14卷第773页:“但是，他们的 

观点是不同的，其中一个人〈即伊壁鸠鲁〉认为，它们全都是极其微小的，因而是 

不可能为感官所感知的》而德谟克利特则认为，也有一些很大的原

(18) 斯托贝《自然的牧歌》第1卷第17页：“但是，德谟克利特断言……也 

可能存在像世界那么大的原子。”参看(普卢塔克)《论哲学家的见解》第1卷第 

235页及以下各页。

(19) 亚里士多德《论产生和消灭》第1卷第8章:“原初物体由于小而看不

Ip ”

(20) 欧塞比乌斯《福音之准备》第14卷第749页:“德漠克利特:……不可 

分割的、用理性可以直观的物体是存在物的本原。”参看(普卢塔克)《论哲学家 

的见解》第1卷第235页及以下各页。

(21)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54节:“其次，必须认为，原子除了具有 

ff、Ï力、体积和其他与形状有必然联系的东丙外，不具有任何为现象所固有 
ÄÄ。”参看第44节，

(22)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42节：“……其次，原子具有……无法 

确定的许多不同的形状。”

(23)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42节：“•“…形状差别的数量不是绝对 

无限@多，而只是无法确定的多。”

(i4)卢克莱修，第2卷第513行及以下各行：

“……你必须承认，

物质形状的不同也是有限的。”

欧塞比乌斯(〈福音之准备》第14卷第749页:“伊壁鸠鲁：……原子形状的 

数景是可以确定的，而不是无限的。”参看(普卢塔克)《论哲学家的见解》，同上。

(25)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42节：“... 每一类形状相同的原子的

数量是绝对无限的。”

卢兔莱修《物性论》，同上［第2卷］，第525行及以f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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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为形状差别的数鼋是有限的，

所以就必定有无限多彼此相同的原初物体，

否则物质的总量就会是有限的，

而我巳经证明这是不可能的。”

(26) 亚里士多德《天论》第3卷第4章：“但是，即使像其他一些人例如留基 

伯和阿布德拉的德谟克利特所解释的那样.事情也是不可理解的……此外，因 

为物体有形状的差别，而这些形状的数鼋是无限的，所以他们说，简单的物体的 

数量也是无限的。但是，每一种元素的特性和形状如何，他们却根本没有规定， 

只是汄为火具有球的形状，而空气和其他……”

斐洛波努斯，同上:“……它们［即原子］不仅各自具有不同的形状……”

(27) 卢克策修《物性论》，同上［第2卷］，第479行及以下各行：

-……原初物体具有不同的形状，

不过其形状的种类是有限的。

如果不是这样，

有些原子就必定具有无限大的体积。

因为既然每个物体只具有同样微小的体积，

各种形状彼此之间就不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你还想改变它原有的形状， 

你就必须增加其他的部分……

可见，物体体积的增大 

是新形状形成的结果；

因此，你不可能相信

原子的形状会有无限多的差别。”

(28) 参看注(25)。

(29) 第欧枨尼•拉尔修，第10卷第44和54节。

(30) 布鲁克尔《哲学史指南》［1747年版］第224页。 

(31〉卢克菜修《物性论》第1卷第W52行：

“梅米乌斯，绝不要相信那种说法，

说什么一切东西都趋向于宇宙的中心。”

(32)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43节： 它们［原子］也以同等速度



88 德漠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运动，因为虚空使其屮最轻的能够永远和最重的同样地运转。”第61节:“其次， 

当原子在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在虚空中运动时，它们的速度必定是一样快 

的。因为如果没有任何东西阻挡，重的原子运动的速度不会比小而轻的原子快; 

同样，小的原子运动的速度也不会比大的原子快，因为它们都有-•条自由通行 

的道路，如果没有任何阻碍的话。”

卢克策修《物性论》第2卷第235行及以下各行：

“但是，虚空的空间也……

决不会阻挡任何事物，

而总是凭它的本性向一切让路。

因此一切东西尽管重量不同，

却必定以同等的速度，

通过寂静的虚空在运动

(33) 参看第3章。

(34) 费尔巴哈《近代哲学史》。

加桑狄，同上，第XXXIII章第7节:“虽然伊壁鸠鲁也许从来没有对这种经 

验进行过思考。但是在谈论原子时，他由于受理性的引导，却设想出了不久前经 

验教导我们的东丙，即一切物体，无论其重量和质量有多么大的不同，从匕往下 

坠落时却具有相同的速度；他认为，一切原子，虽然其体积和重力不同，但是运 

动的速度却是相同的。”

第三章

不可分的本原和不可分的元素®

{UAttacha ［斯托JH自然的牧歌》第1卷第27页］决不是指“不占有 

任何空间”，而是指“与虚空无关”;这和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另一个地方［第10 
卷第58节］所说的完全相同：“它们不再分为各个部分。”这个用语同样町以在 

(普卢塔克)《论哲学家的见解》第1卷第236页和西姆普利齐乌斯第4C5页上 

得到解释。

①这个标题马克思是用希腊文写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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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个结论也是错误的。在空间不可分的东西，不会因此处于空间之外， 

并且不同空间发生关系。

(3) 绍巴赫，同上，第［549—］550贞\

(4)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44节。

(5)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67节：“怛是，除丁率Ç之外，不能设想 

有无形体的东西本身。”
o O 0 0 O O

(6)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C卷第39、40和41苷。

(7)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7卷第134节:“他们〈即斯多亚派〉说，本原和元 

素之间存在着差别;前者是没有生灭的，而元素将会在世界大火中毁灭，

(8)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4卷第1章利第3章。

(9) 参看同上。

(10)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同上，第3章：“那些谈论什么是物体可能分 

解成的最小部分，什么是不可能再分解为种类不同的其他物体的东西的人，同 

样也谈论物体的元素……因此，微小的、简单的和不可分的东西也被称为元 

素。”

(11)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卷第4章。

(12) 第欧根Æ. •拉尔修，第10卷第54节。

(普卢塔克)《科洛特》第1110页:“这~点与伊壁鸠鲁的学说有不可分割的 

联系，正像——根据他们自己的(即伊壁鸠鲁派的)观点——形状和重力与原子 

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一样。”

(13) 塞克斯都•恩技里柯《驳数理学家》第420页。

(14〉欧塞比乌斯《福音之准备》第14卷第773页，“伊壁鸠鲁……设想有不 

能用感官感知的(原子)……”第749页:“但是，它们〈即原子〉具有自己的、靠理 

智可以感知的形状。”

(15) (普卢塔克)《论哲学家的见解》第］卷第246页：“他本人〈即伊壁鸠 

鲁〉设想有F面其他四种不可毁灭的实体：原子、虚空、无限和同类粒子;后者又 

称为同质粒子和元素。”第249页:“但是，伊壁鸠魯说，物体是不可把握的；原初 

的物体是简单的，而由它们所组成的复合体全都具有重力。”

斯托自然的牧歌》第1卷第52页：“伊壁鸠鲁的老师梅特罗多罗斯22设 

想……•.始因就是原子和元素。”第5页:“伊壁鸠鲁设想有下面四种不可毁灭的实体: 

原子、虚空、无限和同类粒子，后者又称为同质粒子和元索。”

(16) 参看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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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论最高的善和恶》第1卷第6章：“他［即伊壁鸠鲁］赞同的东西 

……原子、虚空……无限性本身，他们［即伊壁鸠鲁派］称之为无限。”

(17)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41节：“其次，宇宙是无限的……宇 

宙无论就物体众多，还是就虚空广大来说，都是无限的Z
G8)普卢塔克《科洛特》第1114页：“请看，这就是你们［所规定的］生成的 

本原:无限性和虚空！其中虚空是不活动的、不敏感的、无形体的，而无限性是混 

乱的、没有理性的、不可把握的，它自行解体并陷入混乱，因为它由于众多，既不 

能被控制，也不能受哏制。”

(19) 西姆普利齐乌斯，同上，第488页》

(20) (普卢塔克)《论哲学家的见解》第239页：“海特罗多罗斯则说……数 

Ä之所以具有无限性，是因为始因是无瑕的……，而始因就是原子或元索。”

斯托K《自然的牧歌》第1卷第52页:“伊壁鸠鲁的老师梅特罗多罗斯22设 

想……始因就是原子和元素。”

(21) 卢克菜修《吻性论》第1卷第820行及以下各行：

“因为同样的本原构成大空、海洋和陆地，

河流、太阳、五谷、树木和动物。”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39节：“其次，宇宙一直是像它现在这个样 

子，并且将永远如此。因为它不能变成任何其他东西。须知除了宇宙之外，别无 

其他东西能进入宇宙，使它完成这样-种转变……宇宙是物体•…"”第41节•. 

“但是，这些东西［即原初物体］是不可分的和不变的，只要不是一切东西都化为 

非存在，而是完好无损的东西在复合体解体时仍然可以存在下去.，因为它本性 

坚实，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分解成任何东西》”

(22)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73节：“……并且一切又［必定要］解 

体，有些较快，有些较慢，有些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有些是由于那样的原因，”第 

74节:“所以很明显，他［即伊壁鸠鲁］也认为，这些世界是暂时的，因为它们的各 

个部分会发生变化

卢克莱修，第5卷第108行及以下各行：

“但愿是推理而不是事实本身使我们相信.

万物将随着一声可怕的巨响而毁灭……”

卢克莱修，第5卷第373行及以下各行：

“可见对于天空和太阳，对于大地和海洋，

死亡之门并非关闭而是敞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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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它们张开可怕的巨口。”

(23) 西#普利齐乌斯，同上，第425页。

(24) 卢克莱修，第2卷第796行：

“……并且原子不会显现出来……”

第四章

时 间

(1)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8卷第1章:“从而德漠克利特就［指出］，并不 

是一切东西都可能有起始的，因为时间是没有起始的

(2) 西姆普利齐乌斯，同上，第426页:“相反，德漠克利特坚定地确信时间 

的永恒性，以致当他想证明并非一切都有起始这一点时，他就利用时间没有起 

始这个论点作为明显的证据。”

(3) 卢克策修，第1卷第459行及以下各行：

“时间也还不是独立存在的……

应该承认，离开了事物的动和静，

谁也不能感觉到时间本身。”

卢克莱修，第1卷第47S行及以下各行：

“它们［即那些事件］

根本不是独立存在的，

不像吻体那样.也不像虚空那样，

倒不如说，人们可以正确地称之为 

物体和空间的偶性t”

塞克斯都•恩披里村《驳数理学家》第420页:“伊壁鸠鲁把时间称为偶性 

的偶性。”

斯托W《自然的牧歌》第1卷第11页:“伊壁鸠鲁(把时间称为)运动的偶 

性，即运动的伴随现象。”

(4)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72节：“其次，当然也必须认真注意下面 

一点:我们研究时间，不能像我们研究对象所具有的其他一切特性那样，即把它 

.们归结为我们在自己身上所感知的预想；而是应当把握住我们据以说明时间是



92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长或短的直接的明显性本身，以适当方式加以表述。我们不能采用一些新的似 

乎更好的用语，而应当使用现成的用语，也不应该(像某些人所作的那样)用别 

的事物来表述时间，似乎这别的事物具有像这种特性［即时间］那样的同一本 

质。我们必须注意的主要是，我们怎样把独特的东西与此联系起来并且怎样加 

以衡量。”第73节:“无需提供证明，只需加以考虑的是，我们既把时间同白天和 
黑夜以及昼夜的各部分联 ‘系起来，也把它同感情和与感情无关的状态、冋运动 

和静止状态联系起来，在这里我们恰好把这个东西［即时间］看作是上述状态的 

一种特殊的偶性，并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谈到时间。他在《论自然》第2卷 

和《大纲要〉里也说到这一点。”

(5) 卢克莱修《物性论:h同上。

塞克斯都•恩披里对《驳数理学家》第420页及以下各页：“偶性的偶性 

……因此，当伊壁鸠鲁说，人们把物体设想为体积、形状、阻力和重力的综合时， 

他不得不把存在着的物体设想为由不存在的物体构成的……因此，要使时间 

存在，就必定要有偶性存在，而要使偶性存在，就必定要有某种作为基础的东西 

存在；但是，这种作为基础的东西并不存在，所以时间就不可能存在……因 

此,既然这［即白天、黑夜、小时、运动、静止、感情、与感情无关的状态］就是时 

间，而伊壁鸠鲁义说，应该把［时间］理解为这个东西的偶性，那么在伊壁鸠鲁看 

来，时间本身就是它自己的偶性。参看斯托贝，同上。

(6)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46节：“不过也有与坚实物体形状相似， 

但是细微程度远远超过现象的印记……我们把这些印记称为影象。”第48 
节：“这些影象的产生和思想一样快……它［即物体外壳的影象的流出］由于 

®新得到补充而不能为感官所感知，并且保持着原子在坚实物体外壳上具有的 

位置和秩序。”

卢克菜修，第4卷第30行及以下各行：

“……物的影象……

像从物的外壳上剥离下来的薄膜，

不断在空中来回飘动。”

卢克莱修，第4卷第52行及以下各行：

“因为这些影象同像人们所说使它们流出并到处飘动的物体，

有着一种相似的外貌和形状。”

(7) 第欧根足•拉尔修，第10卷第49节：“但是，也必须认为，当某物从外 

部客体侵入我们体内时，我们会看见和领会它的形状，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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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不可能留下它们的性质的印记……因此，我们熊劈f卷，是由于物的具 
有和原物［相同］颜色和相同形状的印id以适当的体稅àxüi的眼睛…”第 

50节:“由于这个原因，它们就使人们对统一的、完整的整体产生一个印象，并且 

同作为基础的客体保持一致……”第52节:“但是，人们能够也是由于从 
—个说话的人那里，或者从发出声音或噪音或产生其他听觉感°觉°的东西那里发 

生一种流》而这股流分散成相同的同时又彼此保持某种一致的微粒……”第53 
节，“……必须认为，@也和听一样，如果没有某种从客体中流出、具有适当体 
积、队而能够剌激相应"感觉器官的微粒，它就永远不会引起任何感觉。”

(8)卢克菜修《物性论》第2卷第1139行：

“因此，〔万物］理所当然地都要死亡，

如果它们由于流出而变得稀薄的话……”

第五章

天 象

(1) 第欧根足•拉尔修，第2卷第3章第10节。

(2)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卷第5章:“一就是神。”

(3) 亚里士多徒《天论》第1卷第3章:“看来理论可以证实现象，而现象也 

可以证实理论》因为人人都有一个关于神的观念并把最髙的处所划给神性的东 

西•，无论异邦人还是希腊人，总之，凡是相信神的存在的人，莫不如此，他们显然 

把不死的东西和不死的东西联系起来了》因为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 

有神性的东西存在——它确实存在，那么我们关于物体的原初实体的上述论断 

也是正确的，佴就人的信念而言，这一点也为感性知觉所充分证实。因为在整个 

过去的时代中，根据人们彼此流传下来的材料来看，无论整个最髙的天体或天 

体的任何部分看来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就连名称，看来也是古代人流传下来 

直至今天的，因为他们所指的东丙，同我们所说的东西是一回事。因为同样的看 

法传到我们现在，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而是无数次。正因为原初的物体是某 

沖有别于土和火、空气和水的东西，他们就把最髙的地方称为‘以太'(由thein 

ae，一词而来〉，并且给了它一个别名叫作‘永恒的时间’。”

(4 )亚里士多德，同上，第2卷第1章：“但是，古代人把天和最高的地方划 

给神，因为唯有天是不死的，而这里提出的学说也证明，天是不可毁灭的、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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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的、不遭受生灭世界的一切灾祸的……因此，关于它的永恒性，不仅持这 

种看法更加适当，而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出那种被公认为符合关于神的预 

言的见解。”

(5)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H(12)卷第8章：“至于说天只有一个，这是 

显然的••••••认为这些东西［即天体或原初实体］即是众神，而神性的东西包围着

整个自然界的看法，是从祖先和古代人那里流传下来并以神话的形式在后人中 

间保存下来的。其余的东西则是为了引起群众的信仰，当作有利于法律和公共 

福利的东西而被披上神话的外衣添加进去的。因此人们说众神具有人的形状， 

近似于一些别的生物，并且说了其他一些与此有关和类似的东西。如果人们抛 

开这些东西，只坚持原初的东西，即认为原初的实体是众神这一信仰，那么他们 

可能认为这是神的启示，并且认为，正如可能发生过的那样，在各种各样的艺术 

和哲学多次被创造出来，随后又消失了以后，他们这些意见却像古董~样，流传 

到现在Z
(6)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81节:“除了这一切之外,还应当认真地 

考虑到，人的心灵的最大迷乱起源于人们把这些东西［即天体］看作是有福祉的 

和不可毁灭的，但是又认为天体具有与这些特性相矛盾的愿望和行为，……还 

由于人们根据神话怀有畏惧的猜测。”

(7)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76节:“说到天象，应当认为，天体的运 

动、转向、亏蚀、升起、降落以及诸如此类现象的发生，不是因为有一个享有一切 

福祉和不可毁火的存在物在支配它们、安排它们一或已经安抹好它们，”第77 
节:“因为行动……对福祉来说是不合适的，而这种现象［即行动、忧虑、愤怒、喜 

好］的产生是由于软弱、恐惧和对别人的依赖。同样也不应当认为，有一些享有 

福扯的类似火的聚合物，能够任意地作出这些运动……要不然这种矛盾本身 

就足以引起心灵的最大迷乱。”

(8) 亚里士多德《天论》第2卷第1章:“因此，不应该以为，像古代人在神话 

里所说的那样，它［即天］还需要阿特拉斯做它的支柱

(9)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85节:“因此，你〈指皮托克勒斯〉要好好 

掌握，努力记住它，并且不断同我在给希罗多德的《小钢要》中讲过的其他东西 

一起认真加以复习。”

(10) 第欧根足•拉尔修，第1C卷第85节：“第一.不要认为，对天象的汄 

识，无论就其更广泛的联系而言还是就其本身而言，除丁像其他研究一样能够 

获得心灵的宁静和坚定的信心之外，还能达到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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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82节:“心灵的宁静就在于从这切［谬误］ 

中解脱出来，经常想到一般的和最重要的东西。”

(11)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87节:“因为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主 

观的玄想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能够过没有迷乱的生活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78节:“其次，必须认为，自然哲学的任务就 

是精确地研究最主要现象的原因，认识天象时的幸福感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的。”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79节:《但是，属于关于降落和升起、转向、 

亏蚀和与此有关的现象的理论的东西，丝毫不能增进认识时得到的幸福感，那 

些虽然知道这些现象但不认识它们的性质和主要原因的人，内心仍然像不知道 

那样充满恐惧，也许会更加感到恐惧，”

(12)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86节:“不要勉强去做不可能的事情， 

也不要对一切事物都采用同一种观察方法，像在论述伦理学或者阐明其他物理 

学问题时那样，例如，宇宙是由物体和不可触摸的本质构成的，或者，存在着不 

可分的元素，而所有这类的东西或者说一切事物只有-种同现象一致的解释》 

但是天象恰好不是这样。”

(13)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86节:“相反，这些现象有多种多样的 

产生原因，有不止一种的同感性知觉相符合的本质的规定性，因为对自然的研 

究不应依据空洞的公理和规律，而应按照现象的要求来进行，”

(14)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92节。

(15)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94节。

(16)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95和96节。

(17) 第欧根尼•拉尔傪，第10卷第98节。

<18)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104节:“〈伊壁鸠鲁认为，〉雷鸣可能以 

其他许多方式产生，只是神话必须加以排除。伹是，只有当人们通过认真地追寻 

现象，从现象出发进而推断出不可见的东西时，神话才会被排除。”

(19)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80节:“因此，必须注意到在我们这里 

相同的东西是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产生的，并且这样去探索天象和一切未知事物 

的原因。”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82节：“.... L、灵的宁静就在于从这一切

［谬误］中解脱出来……因此，必须注意一切直接的东西和感性知觉，对于--般 

的枣西注意一般知觉，对于特殊的东西注意特殊知觉，对每一个标准则注意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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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直接的明显的印象。因为如果我们坚持这样做，我们将会正确地说明产生 

不安和恐惧的原因，并且由于说明了天象和其他--切我们经常遇到的东丙，以

及一切使其他人震惊的东西的根据，我们就能使自己.从不安和恐惧中解放出

也 ” e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87节：“天象中发生的过程的某些迹象，能 

够从我们领域里的一些可以观察到的或现存的现象中获得，但不是从人们由天 

上感知的东丙中获得，因为这些现象能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产生。”［第88节］: 

“但是，必须观察每一个别现象的形式，并且对与此有联系的东西作仔细的考 

虑:这些东西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产生，这不会被我们领域里的现象所驳倒。”

(20)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78节：“此外，人们对这类事物用多种 

多样的方式来说明，并且说，也可能采用其他方式。”

同上，第86节:“相反，这些现象的产生有多种多样的原因。”

同上，第87节：“因此，在所有天象中，一切都不可动摇地以多种多样的方 

式发生……如果人们让各种可能的对天象的解释存在的话(这样做是必要 

的)。”

(21) 同上，第98节:“而那些认为只有一种原因的人就同现象发生冲突，并 

且无法认识‘人可能观察到的东西’。”

同上，第113节彳但是，当现象要求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加以解释时，只指 

出一个原因，这是一种疯狂的举动，是那些热中于关于星辰的无用知识的人的 

不适当的行为，他们给这些现象胡诌一些原因，但决不会使神性摆脱义务。”

同上，第97节：“其次，［天体］运转的次序应当像在我们这里发生的有些事 

件那样去理解.但是绝不能把神性与此联系起来》应当使神性摆脱义务，而去享 

受一切幸福，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对天象原因的全部解释都将是毫无意义 

的，而有些人的情况正是如此，他们没有坚持可能的解释方法，而是陷入虚妄的 

解说之中，因为他们认为各种现象只以一种方式发生，于是把其他一切可能的 

解释方式都排除在外;因此，他们就陷入不可思议的境地，并且无法把必须作为 

迹象来认识的［地h的］现象提出来加以比较。”

同上，第93节:“……不害怕占星术士的毫无创见的戏法。”

同上，第87节：“……显然，人们完全脱离自然科学的范围而坠入了神话的 

领域。”

同上，第80节:“所以……必须探索天象和一切未知事物的原因.同时我们 

应当蔑视这样的人，他们声称这一切只是以一种方式运行或发生，而不能根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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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远处得到的印象把以多种方式发生的东西描述出来，此外，他们不知道在什 

么条件下不能保持心炅的宁静。”

(22)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80节:“不能认为对这些对象的研究还 

不够彻底，还不足以使我们得到心灵的宁静和幸福。”

(23) 第欧根庀•拉尔修，第10卷第78节:“……在不可毁灭的和有福祉的 

存在物中，绝没冇任何东西能引起冲突和不安。人们能够合乎理智地认识到，这 

是绝对适用的。”

(24) 参看亚里士多德《天论》第1卷第10章。

(25) 亚里士多德《天论》(第1卷第10章)：“如果宇宙是由许多物体组成 

的.而这些物体之间的关系在过去是另外一种样子，如果这些物体之间的关系 

以前始终是这样.而不可能是别的样子，那么宇宙就不会产生》”

(26) 阿泰纳奥斯《暂人宴》第3卷第104页:“应该称赞诚实的克里西普斯. 

他认清了伊壁鸠鲁的本质，他说，阿尔谢斯特拉图斯的‘美食学'是伊壁鸠鲁哲 

学的故乡。”

(27) 卢克萊修《物性论》第1卷第62—79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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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评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

一、人同神的关系

1.恐惧和彼岸的存在物

（1） 普卢塔克《论信从伊壁鸠鲁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克西兰德版）第2卷 

第1100页：••关于快乐〈伊壁鸠鲁〉也许说过:……他们的学说以某种方式消除 

恐惧和迷信，但是，它不会给人以欢乐和神赐的愉快。”

（2） ［霍尔巴赫］《自然体系》（1770年伦敦版）31第2部分第9页：“关于这些 

无比强大的力量的观念永远是同恐惧的观念结合在一起的;这些力量的名字总 

是使人门回想起他们自己的灾难或者他们祖先的灾难。我们现在还害怕，因为 

数千年来我们的先辈就感到害怕。神的观念在我们心中总是引起令人压抑的念 

头……就是现在，每当我们听到有人提到神的名字时，恐惧和忧郁的想法就涌 

上心头。”参看第79页:“如果把道德建筑在一个行为变化不定的神的并不真正 

合乎道德的品洛之上，那么人无论在他对于神的义务方面，在他自己对自己的 

义务方面，还是在他对别人的义务方面，都始终不可能知道他该遵循什么。因 

此，最有害的事莫过于劝人相佶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存在物，在这种存在物面 

前，理性必须默不作声，为了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你就必须为这个存在物牺牲尘 

世上的一切。”

（3） 普卢塔克，同上，第1101页：“他们［对神］感到畏惧，把他当作对好人仁 

慈、对坏人严厉的主宰，由于怀有这唯一的畏惧心理，他们不需要许多使他们不 

去做坏事的拯救者；他们仿佛使恶在自己身上逐渐消亡，因此，同那些正在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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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敢于作恶，而事后又立即感到害怕和懊悔的人相比，他们较少感到不 

安。”

2.崇拜和个人

(4) 普卢塔克，同上，第1101页:“相反，当它〈即灵魂〉最虔诚地相信并想象 

到神的降临时.它就会最容易驱散悲伤、恐惧和忧虑，并且沉醉于快乐，直到狂 

喜、戏谴和欢笑，在爱里面……”

(5) 普卢塔克.同h，

(6) 昝卢塔克，同上，第1102页:“因为在节H里使人兴高采烈的，不是丰盛 

的酒，也不是烤肉的香味，而是企盼神能赐惠降临并仁慈地接受礼拜的虔诚愿 

望和信念。”

3.天意和谪降了的神

(7) 普卢塔克，同上，第1102页:“他们［即优秀的虔诚的人们］-•想到神就 

感到多么大的真诚的喜悦呀，因为对他们来说，神是一切善的倡导者，是一切美 

好事物的父亲，神既不会做任何坏事，也不会容忍任何坏事！因为神是善良的， 

而善良者在任何悄况下都既没有忌妒，没有恐惧，也没有愤怒，没有仇恨，因为 

热情者不会对人冷漠，正如善良者不会害人一样，但是就本性而论，愤怒离仁慈 

最远，凶恶离敦厚最远，忌妒和敌意离博爱和友善最远。其中一类品性是卓越超 

群和力量的标志，另一类则是软弱和邪恶的标志。因此，神不会集愤怒与仁慈于 

一身，而由于神按其本性来说就是仁慈的和乐于助人的，所以愤怒和害人是同 

它的本性不相容的。”

(8) 同上:“难道你们认为，对否定天意的人还［需要］进行别的惩罚，而他们 

自己使自己失去这种快乐和喜悦，这种惩罚还不够吗？”

(9) ①:“但是，软弱的理性不是那个不认识客观的神的理性，而是那个想要 

汄识神的理性。”谢林《关于独断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哲学通信》——见《哲学著作 

集》1809年兰茨胡特版第1卷第127页第2封信。

总之，可以奉劝谢林先生回想一下他早期的著作。例如，在《论

①注(9)是马克思后来加进去的》--- 编者注



100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別

“自我”是哲学的原则》这一著作里，他写道：

“曹如，我们假定被规定为客体的神是我们知识的謬辛學喂，那么，在这种 

情况下，既然神是客体，神本身就进入我们的知识范围之对于我们来说O O O ooooooooo
就不可能是这整个范围所赖以建立的最后根据了。”同上，第5页。

最后，我们提醒谢林先生注意上述他的那封信的结束语：

“向优秀的人类宣布精神自由并且不能再容忍人类为失去身上的枷锁而悲Û O O O O O o oooooooo ooooo
泣的时候已经到来了。”同上，第129页。O O O O O O o

如果早在1795年这样的时候就已到来，那么到了 1841年又该 

怎样说呢?32

为了在这里顺便提一下一个几乎已经声名狼藉的题目，即关于 

神的存在的证明，必须指出，黑格尔曾经把这一神学的证明完全弄颠 

倒了，也就是说，他推翻了这一证明，以便替它作辩护。假如有这样一 

些诉讼委托人，辩护律师除非亲自把他们杀死，否则便无法使他们免 

于被判刑，那么这究竟应当算什么样的诉讼委托人呢？譬如，黑格尔 

就对由世界的存在到神的存在的推论作了这样的解释:“因为偶然的 

东西不存在，所以神或绝对者存在。”33但是，神学的证明恰恰相反•. 

“因为偶然的东西有真实的存在，所以神存在。”神是偶然世界的保 

证。不言而喻，这样一来，相反的命题也被设定了。

或者，对神的存在的证明不外是空洞的同义反复，例如，本体论 

的证明无非是:“我现实地（实在地）想象的东西，对于我来说就是现 

实的表象”，这东西作用于我，就这种意义上说，一切神，无论异教的 

还是基督教的神，都曾具有一种实在的存在。古代的摩洛赫不是曾经 

主宰--切吗？德尔斐的阿波罗不曾经是希腊人生活中的一种现实的 

力量吗？在这里康德的枇判34也毫无意义。如果有人想象自己有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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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塔勒①，如果这个表象对他来说不是任意的、主观的，如果他相信 

这个表象，那么对他来说这一百个想象出来的塔勒就与一百个现实 

的塔勒具有同等价值。臂如，他就会根据他的想象去借债，这个想象 

就会起这样的作用，正像整个人类曾经欠他们的神的债一样。与此相 

反，康德所卷的例子反而会加强本体论的证明。现实的塔勒与想象中 

的众神具有同样的存在，难道一个现实的塔勒除了存在于人们的表 

象中，哪怕是人们的普遍的或者无宁说是共同的表象中之外，还存在 

于别的什么地方吗?35要是你把纸币带到一个不知道纸的这种用途 

的国家里去，那每个人都会嘲笑你的主观表象。要是你把你所信仰的 

神带到信仰另一些神的国家去，人们就会向你证明，你是受到幻想和 

抽象概念的支配。这是公正的。如果有人把温德人②的某个神带给古 

代希腊人，那他就会发现这个神不存在的证明。因为对希腊人来说， 

它是不存在的。一个特定的国家对于外来的特定的神来说，就同理性 

的国家对于一般的神来说一样，是神停止其存在的地方。

或者，对神的存在的证明不外是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存在的 

证明，对自我意识存在的逻辑说明。例如，本体论的证明。当我们思 

索存在的时候，什么存在是直接的呢？自我意识。

在这个意义上说，对神的存在的一切证明都是对神不存在的证 

明，都是对一切关于神的观念的驳斥。现实的证明必须倒过来说:“因 

为自然安排得不好，所以神才存在。”“因为非理性的世界存在，所以 

神才存在。”“因为思想不存在，所以神才存在但这岂不是说:谁觉

① 德国旧银吊，根据普鲁士当时的币制，1塔勒等于30银格罗申，1银格 

罗申等于12分尼。一编者注

② 斯拉夫人的古称。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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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世界是非理性的，因而谁本身也是非理性的.对他来说神就存在 。 

换句话说，非理性就是神的存在。

“如果你们假定-•个夸尽時疗哮啄字，你们怎么能够谈；穿从自身中产生 

出来的規律呢？因为只有àÂà üü物才能有自律。”讲i:同上.第198页
O O O o O O O C

［第10封信］。

“把可以普遍传授的基本原则加以隐瞒，这是一种对人类的犯罪行为。”谢 

林，同上，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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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 

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一文新序言（片断）36

我献给公众的这篇论文，是一篇旧作，它当初本应包括在一篇综 

述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哲学的著作里①，鉴于我正 

在从事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治和哲学方面的研究，目前我无法完成这 

一著作》②

只是现在，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和怀疑派的体系为人们所理解 

的时代才算到来了。他们是自我意识的哲学家。这篇论文至少将表

① 接着马克思删掉了 F•面这句话/但是，由于从事目前更具有直接意义 

的政治和哲学方面的著作，暂时不允许我完成对那些哲学的综述，由 

于我不知道何时才有机会重新回到这一题目上来，我只好满足于 

……”——编者注

② 接着马克思删掉了下面这句话：“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怀疑主

义哲学.即自我意识哲学，既被以前的哲学家当作非思辨哲学加以屏 

弃，也被那些同样在编写哲学史的有学识的学究当作……加以屏 

弃。”---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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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迄今为止这项任务解决得多么不够。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1841年7 
月一1842年3月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考证 

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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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37

我们不是那种心怀不满的人，不会在普鲁士新的书报检査法 

令38公布之前就声明说:即使丹纳士人带来礼物，我还是怕他们①。 

相反，因为新的检查令允许对已经颁布的法律进行讨论，哪怕这种讨 

论和政府的观点不一致，所以，我们现在就从这一检査令本身谈起。 

书报检査就是官方的批评。书报检査的标准就是批评的标准，因此， 

就很难把这种标准同批评分割开来，因为它们是建立在同一个基础 

上的。

当然，对于检査令序言中所表述的一般倾向，每个人都只能表示 

赞同：

“为了使新闻出版尽宇夢能摆脱那些未经许可的、违背陛下旨意的限制，国 

王陛下曾于本月10日ü召k室内阁，明确反对使写作活动受到各种无理的约 

束。国王陛下承认公正的、合乎礼貌的公众言论是重要的而且必需的，并授权我 

们再度责成书报检査官切实遵守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査法令39第2条的 

蚬定。”40

当然！既然书报检査是必要的，那么公正的、自由的书报检査就 

更加必要了。

①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2部第49行。丹纳土人在这里指希腊 

人》--- 编者注



108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杏令•

可是，这里有一点马上就会使人们感到有点诧异，那就是上述法 

律的日期，该法律颁布的日期是1819年10月18日。怎么？难道这. 

是一项由于时势所迫而废除了的法律吗?看来不是，因为现在不过是 

“再度”责成书报检查官必须遵守这一法律。由此可见，这一法律 

1842年以前一直存在，不过没有实施罢了。正因为如此，现在才又提 

起它，“为了”使新闻出版“现在就”能摆脱那些未经许可的、违背陛下 

旨意的限制。

尽管有了法律，但是新闻出版物到目前为止仍然受到种种未经 

许可的限制，这就是从上述书报检査令的序言中得出的直接结论。

上面的话是针对法律，还是针对书报检查官呢？

我们未必有理由能肯定说是后一种情况。在22年当中，保护公 

民的最高利益即他们的精神的主管机关，一直在进行非法的活动，这 

一机关的权力简直比罗马的书报检査官还要大，因为它不仅管理个 

别公民的行为，而且甚至管理公众精神的行为。在组织完善的、以自 

己的行政机关自豪的普鲁士国家里，政府高级官员的这种不负责任 

的行为，这种一贯的不忠诚的行为，难道可能发生吗？还是国家总是 

盲目地挑选最无能的人去担任最艰巨的职务呢?最后，也许是普鲁士 

国家的臣民已根本不可能起来抗议这种违法的行为吧？难道普鲁士 

的所有作者都如此愚昧无知，连与自己生存有关的法律也不知道吗？ 

还是他们的胆子太小，竟不敢要求实施这种法律呢？

假如我们把过错推在书报检查官身上，那么这不仅会败坏他们 

本身的名誉，而旦会败坏普鲁士国家和普鲁士作者的名誉。

况且，如果书报检査官二十多年来一直进行无视法律的非法活 

动，那就会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新闻出版需要的是别的保证， 

而不是给如此不负责任的人物发出的这种一般性的指令。那就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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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书报检查制度骨子里隐藏着一种用任何法律都无法消除的根本缺 

陷。

可是，如果说书报检查官很中用，不中用的是法律，那么，为什么 

还要再度求助于法律去反对正是它本身所造成的祸害呢 ？

或者，也许为了造成一种改善的假象而不从本质上去改善事物， 

才需要把制度本身的客观缺点归咎于个人吧？虚伪自由主义的手法 

通常总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 

本身，即制度。这样就会转移从表面看问题的公众的注意力。

对事物本身的愤恨就佘变成对某些人的愤恨。有些人以为人一 

变换，事物本身也就会起变化。人们的注意力就从书报检查制度转移 

到了个别书报检査官身上，而那一伙专看官方眼色行事的卑劣作者， 

便放心大胆地反对那些不受宠幸的人，对政府却称颂备至。

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困难。

某些报纸的记者认为，书报检查令就是新的书报检查法令。他们 

错了，不过他们的这种错误是情有可原的。1819年10月18日的书 

报检查法令只应当暂时有效，即到1824年为止有效，如果不是现在 

的书报检査令吿诉我们上述法令从来没有被实施过，那么直到今天 

它仍然是一项临时性的法律。

1819年的法令也是一项过渡性措施，不过，当时规定了 一定的 

期限——五年，可以期望颁布永久性法律，而新的检查令却没有规定 

任何期限;其次，当时期望颁布的是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法律，而现 

在期望颁布的则是关于书报检查的法律。

另一些报纸的记者则认为，这个书报检查令是旧的书报检査法 

令的翻新。检查令本身将驳倒他们这种错误的看法。

我们认为，书报检查令是可能要颁布的书报检查法的精神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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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严格遵循1819年书报检査法令的精神的，根 

据这一法令，邦的法律和命令对新闻出版具有同样的作用（参看上述 

法令第16条第2款M）。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检査令。

“根据这一法律〈即根据第2条规定〉书报检査不得阻挠人们对真理作严肃 

和谦逊的探讨，不得使作者受到无理的约束，不得妨碍书籍在书市上自由流 

通，

书报检査不得阻挠的对真理的探讨，在这里有了更具体的规定： 

这就是严肃和谦逊的探讨。这两个规定要求探讨注意的不是内容，而 

无宁说是内容以外的某种东西。这些规定一开始就使探讨脱离了真 

理，并硬要它把注意力转移到某个莫名其妙的第三者身上。可是，如 

果探讨老是去注意这个由法律赋予挑剔权的第三者，难道它不是会 

忽视真理吗?难道真理探讨者的首要义务不就是直奔真理，而不要东 

张西望吗?假如我必须记住用指定的形式来谈论事物，难道我不是会 

忘记谈论事物本身吗？

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逊;而且要它对谁谦逊呢?对它本身吗? 

真理是检验它自身和谬误的试金石①。那么是对课误吗？

如果谦逊是探讨的特征，那么，这与其说是害怕谬误的标志，不 

如说是害怕真理的标志。谦逊是使我寸步难行的绊脚石。它就是规 

定在探讨时要对得出结论感到恐慎，它是一种对付真理的预防剂。

其次，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 

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性的形式。“风格

①斯宾诺莎《伦理学》第2部分第43命题。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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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其人。”42可是实际情形怎样呢！法律允许我写作，但是不允许我用 

自己的风格去写，我只能用另一种风格去写!我有权利表露自己的精 

神面貌，但是首先必须使这种面貌具有一种指定的表情!哪一个正直 

的人不为这种无理的要求脸红，而宁愿把自己的脑袋藏到罗马式长 

袍里去呢？至少可以预料在那长袍下面有一个丘必特的脑袋。指定 

的表情只不过意味着“强颜欢笑”而已。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 

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 

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 

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 

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 

可的唯一色彩。每-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 

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 

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欢乐、 

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精神只准穿着 

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精神的实质始终就 

是真理本身,而你们要把什么东西变成精神的实质呢？谦逊。歌德说 

过，只有怯懦者才是谦逊的①，你们想把精神变成这样的怯懦者吗？ 

也许，这种谦逊应该是席勒所说的那种天才的谦逊©?如果是这样的 

话，那你们就先要把自己的全体公民、特别是你们所有的书报检査官 

都变成天才。况且，天才的谦逊当然不像文雅的语言那样，避免使用 

乡音和土语，相反，天才的谦逊恰恰在于用事物本身的乡音和表达事

① 歌德《总结》。编者注

② 席勒《论素朴的和伤感的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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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本质的土语来说话。天才的谦逊是要忘掉谦逊和不谦逊，使事物本 

身突现出来。精神的谦逊总的说来就是理性，就是按照事物的本质特 

征去对待各种事物的那种普遍的思想自由。

其次，根据特利斯屈兰•善第所下的定义:严肃是肉体为掩盖灵 

魂缺陷而做出的一种虚伪姿态①。如果严肃不应当适合这个定义，如 

果严肃的意思应当是注重实际的严肃态度，那么这整个规定就会失 

去意义。因为我把可笑的事物看成是可笑的，这就是对它采取严肃的 

态度；对不谦逊仍然采取谦逊的态度，这也就是精神的最大的不 

谦逊。

严肃和谦逊！这是多么不固定的、相对的概念啊！严肃在哪里结 

束，诙谐又从哪里开始呢?谦逊在哪里结束，不谦逊又从哪里开始呢? 

我们的命运不得不由书报检査官的脾气来决定。给书报检查官指定 

一种脾气和给作者指定一种风格一样.都是错误的。要是你们想在自 

己的美学批评中表现得彻底，你们就得禁止过分严肃和过分谦逊地 

去探讨真理，因为过分的严肃就是最大的滑稽，过分的谦逊就是最辛 

辣的讽刺£

最后，这是以对真理本身的完全歪曲的和抽象的观点为出发点 

的。作者的一切活动对象都被归结为“真理”这个一般观念。可是，同 

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会获得不同的反映，并使自己的各个不 

同方面变成同样多的不同的精神性质;如果我们撇开一切主观的东 

西即上述情况不谈，难道对象的性质不应当对探讨发生一些哪怕是 

最微小的影响吗？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得出结果

①劳•斯特恩《特利斯屈兰•善第先生的生平和见解》第1卷第11 
章。---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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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对真理的探讨本身应当是真实的，真实 

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在结杲中是相 

互结合的。难道探讨的方式不应当随着对象而改变吗？当对象欢笑 

的时候，探讨却应当摆出严肃的样子;当对象令人讨厌的时候，探讨 

却应当是谦逊的。这样一来，你们就既损害T主体的权利，也损害了 

客体的权利。你们抽象地理解真理，把精神变成了枯燥地记录真理的 

裁判官。

也许不必去为这些玄妙的玩意儿伤脑筋？对真理是否干脆就应 

该这样去理解，即凡是政府的命令都是真理，而探讨只不过是一种既 

多余又麻烦的、可是由于礼节关系又不能完全取消的第三者?看来情 

况差不多就是如此。因为探讨--开始就被认为是一种同真理对立的 

东西，因此，它就要在可疑的官方侍从——严肃和谦逊（当然俗人对 

牧师应该采取这种态度）的伴随下出现。政府的理智是国家的唯一理 

性；诚然，在一定的时势下，这种理智也必须向另一种理智及其空谈 

作某些让步，但是到那时，后一种理智就应当意识到：别人已向它让 

了步.而它本来是无权的，因此，它应当表现得谦逊而又恭顺，严肃而 

又乏味。伏尔泰说过:除了乏味的体裁之外，其余的一切体裁都是好 

的。43但在这里，乏味的体裁却是独一无二的体裁，只要指出《莱茵省 

等级会议辩论情况》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既然如此，为什幺不干脆恢 

复那美好的旧式的德国公文体裁呢?请随意写吧，可是写出来的每一 

个字都必须同时是对自由的书报检查机关的阿谀奉承之词，而书报 

检查机关也就会让你们那既严肃又谦逊的言论顺利通过。可千万不 

要失去虔敬的意识啊！

法律强调的并不是真理，而是谦逊和严肃。因此，一切——严肃， 

谦逊，首先是真理，都会引起怀疑，因为在这种真理的不确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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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看来还隐藏着一种非常确定、非常可疑的真理》检查令接着指 

出：

“因此，无论如何不应该按照某种心胸狭窄的、超出这一法律界限的意旨来 

实行书报检査《”

这一法律首先指的就是1819年法令的第2条，可是检査令接着 

又援引了这个书报检牽法令的总的“精神”。要把上面的两种规定结 

合起来是很容易的，因为书报检査法令的第2条就是该法令的精神 

的集中体现，而它的其余各条则是这种精神的更具体的划分和更详 

尽的规定。我们认为，对上述精神的以下几种表述最能说明这种精神 

的特征：

第7条：“科学院与各大学到目前为止所享有的免受书报检査的自由，在今
OOOOOOOOOOOOOOOOOOOOC OOOO O 0

° ° i îo°款°:“»巧李尽自即曰起生效，有效期五年，期满之前，联邦议会44 

应切实研究通过°何°种1力、°法°才能够实施联邦条例45第18条中提出的有关新闻出
O fi O o O O

版自由的各项统一规定》随后就应该对痗国境内新闻出版自由的合法界限作出
O O O O O O O O O OÔ

最后决定》”

有这样一种法律，哪里还存在新闻出版自由，它就取消这种自 

由，哪里应当实行新闻出版自由，它就通过书报检査使这种自由变成 

多余的东西——这样的法律不能认为是有利于新闻出版的。上述的 

第10款也干脆承认，暂时用书报检査法来代替联邦条例第18条中 

提出的、可能有一天要实行的新闻出版自由。这种移花接木的做法至 

少表明，时势要求对新闻出版加以限制,法令就是由于不信任新闻出 

版界而产生的。为了替这种不得人心的做法辩解，甚至硬说这是一项 

有效期限只有五年的临时措施，可是，遗憾得很，它的有效期限竟达 

22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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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检査令的下面一句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检査令是如何陷于 

自相矛盾的，它一方面不允许按照超出法令界限的意旨来实行书报 

检査，但另一方面又规定书报检査应当超出这种界限:“当然，书报检 

査官也可以允许人们坦率地讨论国内事务。”书报检査官可以这样 

做，但不一定要这样做，因为这不是非做不可的。仅仅这种慎重的自 

由主义就已经非常肯定地不仅超出丁书报检査法令的精神，而且也 

超出了它的待定要求。旧的书报检査法令，即在检査令中引用的第2 
条，不仅不准坦率地讨论普鲁士的事务，甚至也不准坦率地讨论中国 

的事务。检査令这样解释:“凡对任何国家中存在的图谋推翻国家制 

度的政党作赞许的叙述的一切企图，均属于这一范围”，即属于破坏 

普鲁士邦和德意志联邦46其他各邦的安全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难 

道还允许对中国或土耳其的国内事务进行坦率的讨论吗？既然如此 

遥远的情况都威胁着德意志联邦的脆弱的安全，那么每一句对内部 

事务表示不满的话又怎能不威胁它的安全呢？

这样一来，检査令在自由主义方面就超出了书报检査法令第2 
条的精神（超出的内容以后就会清楚，不过，•既然这种超出被说成是 

法令第2条的结论，那它在形式上就是值得怀疑的，其实检査令只明 

智地引用了法令第2条的前一半，但又责成书报检査官按照第2条 

条文本身办事），而在非自由主义方面，检査令也同样超出了书报检 

查法令的范围，它在对报刊的旧有的限制之外又加上丁新的限制》

上述书报检査法令的第2条指出：

“它的〈书报检査的〉目的是••与譽等W 了笮枣贝JJ相违背的一切均应杜绝，f 
管个别宗教党派和国内允许存在的ÂiÀÜÜ义如何。”
0 O 0 ° °

1819年，理性主义还占统治地位，这种理论把一般的宗教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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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谓理性的宗教。这种理性主义的观点也就是书报检查法令的观 

点，可是这个法令太不彻底，它的目的是要保护宗教，但它的观点却 

是反宗教的。这种把宗教的一般原则同它的实际内容和规定性分割 

开来的做法，正是同宗教的一般原则相抵触的。因为每种宗教都认 

为，它同其他各种特殊的、虚构的宗教的区别，正在于它的特殊本质， 

正是由于它有这种规定性，它才是真正的宗教。新的书报检査令在它 

引用的第2条中省略了附加的限制条文，根据这一条文的规定，个别 

宗教党派和教派都不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不仅如此，检査令还 

作了如下的解释：

“凡以轻佻的、敌对的方式反对一般的基督教或某一教理的行为，均不应容
O O O O <3 0 O O 0 O O 0

忍。”

旧的书报检查法令绝口不谈基督教，相反，它把宗教同所有个别 

的宗教党派和教派区别开来。新的书报检查令则不仅把宗教改成了 

基督教，而且还加上了某一教理几个字。这就是我们那种已经基督教 

化的科学的滑稽产物！新的书报检査令又给新闻出版造好了新的枷 

锁，谁还能否认这一点呢?据说，既不能一般地反对宗教，也不能特殊 

地反对宗教。或者，你们也许以为，“轻佻的、敌对的”这几个字眼已使 

新的锁链变成了玫瑰花环吧？轻佻、敌对，说得多么巧妙啊！ “轻佻 

的”这个形容词是要求公民行为端庄正派，这是一个对众人公开的字 

眼，“敌对的”这个形容词则是对书报检査官偷偷地说的，它是“轻佻” 

在法律上的解释。在检查令中我们还能找到许多玩弄这种巧妙手法 

的例子：对公众用的是一套主观的、使人面红耳赤的字眼，对书报检 

査官用的则是另一套客观的、使作者不禁脸色发白的字眼。盖有封印 

的上谕47简直也可以用这种手法谱成乐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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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报检査令陷入了多么令人惊奇的矛盾！只有那种不彻底的攻 

击才是轻佻的，这种攻击只针对现象的个别方面，由于它本身不够深 

刻和严肃，因而不能涉及事物的本质;正是仅仅对特殊事物本身的攻 

击，才是轻佻的。因此，如果禁止对一般基督教的攻击，那么，只有对 

它的轻佻的攻击才是许可的了。相反，对宗教的一般原则，对宗教的 

本质，以及对特殊事物（就它是本质的表现而言）的攻击，都是敌对 

的。攻击宗教只能采取轻佻的或者敌对的方弍，第三种方式是不存在 

的。当然，检査令的这种不彻底性只是~种假象，因为这种不彻底性 

的立足点就是这样一种假象:似乎对宗教进行某些攻击也是许可的。 

但只要不带偏见，一眼就可看出这种假象只是一种假象而已。对于宗 

教，既不能用敌对的方式去攻击，也不能用轻佻的方式去攻击，既不 

能一般地去攻击，也不能特殊地去攻击，这就是说，根本不许攻击。

可是，如果同1819年的书报检査法令有明显矛盾的检査令要给 

哲学方面的书刊带上新的枷锁，那它至少应当表现得很彻底，能使宗 

教方面的书刊摆脱以前理性主义的法令加在它身上的旧伽锁。因为 

该法令曾宣布书报检査的目的也是“反对把宗教信条狂热地搬到政 

治中去，防止由此引起的概念混乱”。新的检查令虽然非常慎重，在自 

己的解释中对这一规定只字未提，但在引用法令第2条时仍然采纳 

了这一规定，什么叫作把宗教信条狂热地搬到政治中去呢？这就是 

说，要让宗教信条按其独特的本性去决定国家，也就是说，要使宗教 

的特殊本质成为国家的准则。旧的书报检査法令有权反对这种概念 

混乱，因为它允许批评特殊的宗教，允许批评这种宗教的特定内容。 

但旧法令依据的是你们自己所蔑视的、平凡而肤浅的理性主义。而你 

们这些甚至把国家的个别细小方面都建立在信仰和基督教上的人 ， 

你们这些希望建立基督教国家的人，怎么还能够提出要书报检査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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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这种概念混乱呢？

政治原则和基督教宗教原则的混淆已成了官方的信条。现在让 

我们来简单地解释一下这种混淆。如果只谈作为公认@宗教的基督 

教，那么在你们国家里就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他们都会向国家提出 

同样的要求，就像他们对国家都负有同样的义务一样。他们会撇开自 

己的宗教分歧而一致要求:国家应该是政治理性和法的理性的实现 。 

可是，你们却想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如果你们的国家成了一个路德 

派的基督教国家，那么对天主教徒来说，这个国家就会成为一个并非 

他们所属、必然会被他们当作异端教会加以屏弃的教会，成为一个内 

在本质同他们正相抵触的教会。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你们把基督 

教的一般精神说成是你们国家的特殊精神，那么你们就是从你们所 

受的新教的教育出发来决定什么是基督教的一般精神。虽然最近的 

事态已向你们表明,政府的个别官员划不清宗教和世俗、国家和教会 

之间的界限，但是你们还在决定什么是基督教国家》关于这种概念混 

乱，不应当由书报检査官作出决定，而应当由外交家去谈判最后， 

如果你们把某一种教义当作无关紧要的教义而加以屏弃，那你们所 

持的就是异端的观点。假如你们把自己的国家称为一般的基督教国 

家，那你们就是以委婉的方式承认它是非基督教国家。因此，要么你 

们根本禁止把宗教搬到政治中去（但是你们不愿惫这样做，因为你们 

想使之成为国家支柱的并不是自由的理性，而是信仰，对你们来说， 

宗教就是对现存事物的普遍肯定）;要么你们就允许把宗教狂热地搬 

到政治中去，二者必居其一。让宗教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从事政治吧， 

可是你们又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在你们看来，宗教应当支持世俗的事 

物，但是，世俗的事物可不要受宗教支配。你们既然把宗教搬到政治 

中去，那么，企图按照世俗的方式规定宗教在政治中应当以什么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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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是不折不扣的、甚至是反宗教的狂妄要求。谁由于宗教的# 

动而想和宗教结合在一起，谁就得让宗教在一切问题上都有决定权。

或者，也许你们把宗教理解为对你们自己的无限权力和英明统治的 

崇拜吧？

新的书报检査令的正统精神还以其他方式同旧的书报检査法令 

的理性主义发生冲突。旧的法令把制止“损害道徳和良好习俗的行 

为”也列为书报检査的一项任务。检査令则把这一处当作法令第2条 

的引文加以引用》但是，如果说检査令的解释在宗教方面作了某些补 

充，那么在道德方面这个解释却漏掉了某些东西。对道徳和良好习俗 

的损害变成了对“礼仪、习俗和外表礼貌”的破坏。我们可以看到，作 

为道徳的道德，作为这个世界（它受自己的规律支配）的原则的道德 

正在消失，而代替本质的却是外表的现象、瞥察的尊严和传统的礼 

仪。谁该得到荣誉，就把荣誉给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彻底 

性。道地的基督教立法者不可能承认道德是一种本身神圣的独立领 

域，因为他们把道德的内在的普遍本质说成是宗教的附属物。独立的 

道德要损害宗教的普遍原则，宗教的特殊概念是同道德相抵触的。道 

德只承认自己普遍的和合乎理性的宗教，宗教则只承认自己特殊的 

现实的道德。因此，根据这一检査令，书报检査应该排斥像康德、费希 

特和斯宾诺莎这样一些道德领域内的思想巨人，因为他们不信仰宗 

教，并且要损害礼仪、习俗和外表礼貌。所有这些道德家都是从道德 

和宗教之间的根本矛盾出发的，因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 

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书报检査制度所进行的令人讨 

厌的革新，一方面表现为它的道德良心的减弱，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它 

的宗教良心的大大强化;现在我们撇开这种讨厌的革新不谈，再来看 

看比较令人高兴的东西——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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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特别吋以得出结论说，凡对整个国家管理机关或个别部门作出评价 

的作品，凡根据业已颁布或尚待颁布的法律的内在价值对这些法律进行讨论、 

揭露错误和缺点、指出或提出改进办法的作品，只要措辞合乎礼貌.呼，爭學， 

就不能仅仅因为它们不符合政府的精神而拒绝发表。”

探讨要谦逊和严肃，这是新检査令和旧的书报检査法令的共同 

要求，可是，新检査令认为，措辞合乎礼貌和内容真实同样都是不够 

的。对于检查令来说，倾向才是它的主要标准，而且是它的贯穿始终 

的思想.但是在法令中甚至连“倾向”这个字眼也找不到。这种倾向究 

竟是什么，这一点新的检查令只字未提。可是，从下面一段引文中可 

以看出，对检查令来说，倾向是多么重要：

“这方面必要的前提是，对政府措施发表的见解，其倾向不是敌对的和恶意
o o o o O

的，而是善意的。这就要求书报捡查官具有良好的愿望和鉴别的能力，善于区别 

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与此相适应，书报检査官也必须特别注意准备出版的作品 

的形式和语调，一旦发现作品因感情冲动、激烈和狂妄而带有有害的倾向，应不
o o o o

准其印行

这样一来，作者就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义的牺牲品，遭到了涉嫌 

的制裁。追究倾向的法律，即没有规定客观标准的法律，是恐怖主义 

的法律;在罗伯斯比尔执政时期，国家在危急情况下所制定的就是这 

样的法律，在罗马皇帝们在位时期，国家在腐败不堪的情况下所制定 

的也是这样的法律，凡是不以当事人的行为本身而以他的思想作为 

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实际认可》与其把我要留胡子 

的想法当作剪胡子的标准，倒不如像那位俄国沙皇①所做的那样，干 

脆让御用的哥萨克人把所有人的胡子统统剪掉，

①彼得-•世。-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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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由于我表现自己，只是由于我踏入现实的领域，我才进入受 

立法者支配的范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 

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法律在处置我时所应 

依据的唯一的东西，因为我的行为就是我为之要求生存权利、要求现 

实权利的唯一东西，而且因此我才受到现行法的支配。可是，追究倾 

向的法律不仅要惩罚我所做的，而且要惩罚我在行动以外所想的■:所 

以，这种法律是对公民名誉的一种侮辱，是一种危害我的生存的 

法律。

我可以随便挣扎，设法摆脱困境，但是事态决不会因此而有丝毫 

改变。我的生存遭到了怀疑，我的最隐秘的本质，即我的个性被看成 

是一种坏的个性，而且由于这种意见我要受到惩罚。法律之所以惩罚 

我，并不是因为我做了坏事，而是因为我没有做坏事，其实，我之所以 

受到惩罚，是因为我的行为并不违法，只是由于这一点，我就迫使好 

心肠的、善意的法官去追究我那非常慎重、并未见诸行动的坏的 

思想》

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 

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 

面前的平等。这是制造分裂的法律，不是促进统一的法律，而一切制 

造分裂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一些人有权干另 

一些人无权干的事情，这并不是因为后者缺乏什么客观品质（像小孩 

子不会缔结条约那样〉，不，不是这样，而是因为他们的善良意图，他 

们的思想遭到了怀疑。即使公民起来反对国家机构，反对政府，道徳 

的国家还是认为他们具有国家的思想。可是，在某个机关自诩为国家 

理性和国家道德的举世无双的独占者的社会中，在同人民根本对立 

因而认为自己那一套反国家的思想就是普遍而标准的思想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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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当政集团的龌龊的良心却臆造了一套追究倾向的法律，报复的法 

律，来惩罚思想，其实它不过是政府官员的思想。追究思想的法律是 

以无思想和不道德而追求实利的国家观为基础的。这些法律就是龌 

龊的良心的不自觉叫喊。那么怎样才能使这种法律付诸实施呢？这 

要通过一种比法律本身更令人气愤的手段——侦探,或者通过认为 

所有写作流派都是值得怀疑的这样一种事先协定，由此，当然又要追 

究某人是属于哪一种流派的。在追究倾向的法律中，立法的形式是同 

内容相矛盾的，颁布这一法律的政府疯狂地反对它本身所体现的东 

西，即反对那种反国家的思想，同样，在每一种特殊的场合下，政府对 

自己的法律来说就好像是一个颠倒过来的世界，因为它用双重的尺 

度来衡量事物。对一方是合法的东西，对另一方却是违法的东西。政 

府所颁布的法律本身就是被这些法律奉为准则的那种东西的直接对 

立面3

新的书报检査令也陷入了这种自身固有的对立之中。它在指摘 

新闻出版界时痛斥为反国家行为的一切事情，它自己全都照干不误， 

并且以此作为书报检査官应尽的职责，这样，它就陷入了矛盾。

譬如，检査令禁止作者怀疑个别人或整个阶级的思想.但是同时 

它又允许书报检查官把全体公民分成可疑的和不可疑的两种，分成 

善意的和恶意的两种。新闻出版被剥夺了批评的权利，可是批评却成 

了政府批评家的日常责任。但事情并不限于这种本末倒置。在报刊 

内部,反国家的因素在内容方面表现为某种特殊的东西，在形式方面 

则是某种普遍的东西，即要交给公众评判的东西。

可是，现在事情颠倒过来了：现在，特殊的东西在内容方面表现 

为合法的东西，而反国家的东西却表现为国家的意见，即国家法;就 

形式而论，反国家的因素现在表现为一种普遍光芒照不到的、远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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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自由的发表场所而被赶进政府批评家的办公厅里去的特殊东西 。 

又如，检査令想要保护宗教，同时又破坏了所有宗教的最普通的基本 

原则——主观思想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检査令宣布，心灵的怯官 

是书报检査官，而不是上帝。又如，检査令禁止使用侮辱个别人的词 

句和作出败坏其名誉的判断，可是它又使你们每天都忍受检査官作 

出的侮辱性的、败坏你们名誉的判断。又如，检査令想要消灭居心叵 

测或不明真相的人散布的流言蜚语，可是，由于它把判断从客观内容 

的范围硬搬到主观意见或任性的范围中去，它就迫使书报检査官相 

信并转而散布这种流言蜚语，相信并转而从事不明真相和居心叵测 

的人所进行的那种侦探活动。又如，国家的意图不应当受到怀疑，但 

检査令却正好从怀疑国家出发》又如，好的外表不应当用来掩饰任何 

坏的思想，但检査令本身就是建立在骗人的假象之上的。又如，检査 

令指望增强民族感情，但它本身却是建立在玷辱民族的观点之上的 。 

有人要求我们的行为合乎法律，要求我们尊重法律，同时我们又必须 

尊重那些把我们置于法律之外而以任性取代法的制度。我们必须绝 

对承认人格原则，尽管书报检査制度有缺陷，我们还要信任书报检査 

官；你们却肆意践踏人格原则，你们竟不根据行为来判断人，而根据 

对人的行为动机的看法来判断人。你们要求谦逊，但你们的出发点却 

是极大的不谦逊，你们竟把个别官员说成是能窥见别人心灵和无所 

不知的人，说成是哲学家、神学家、政治家，并把他们同德尔斐城的阿 

波罗相提并论。你们一方面要我们把尊重不谦逊作为义务，但另一方 

面又禁止我们不谦逊。把类的完美硬归之于特殊的个体，这才是真正 

的不谦逊。书报检査官是特殊的个体，而新闻出版界却构成了类。你 

们命令我们信任，同时又使不信任具有法律效力。你们把自己的国家 

制度估计得如此之高，竟认为这些制度能使软弱无能的、平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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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成为神圣的人，能替他们把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可是， 

你们又非常不信任自己的国家机构，竟害怕私人的孤立的意见，因为 

你们把新闻出版界看成是私人。在你们看来，官员们在处理问题时完 

全没有个人纠葛，没有怨恨，不会感情用事，不会心胸狭窄，也没有人 

类的弱点。而没有个人纠葛的东西，思想，你们却加以怀疑，认为其中 

充满了个人的阴谋和主观的卑鄙意图。检査令要求对官员阶层无限 

信任，而它的出发点却是对非官员阶层的无限不信任。可是，为什么 

我们就不应当以德报德、以怨报怨呢?为什么我们就不应当认为这一 

官员阶层才是值得怀疑的呢？品格也是一样。同秘密行事的批评家 

的品格相比，公开说话的批评家的品格从一开始就应该受到不抱偏 

见的人们的更大尊敬。

凡总的说来是坏的东西就始终是坏的，不论体现它的是谁，是私 

人的批评家还是政府任命的批评家;不过，在后一种场合下，这种坏 

的东西会得到批准，并被上面认为是为在下面实现好事情所必需的 

东西。

追究倾向的书报检査和书报检査的傾向.这就是新的自由的检

查令送来的礼物。要是我们对检査令的以下几点规定采取某种不信 

任的态度，那么谁也不会因此而指摘我们。

“凡使用侮辱个别人的词句和作出败坏其名誉的判断的作品，均 

不得发表。”好一个不得发表!对侮辱性的、败坏名誉的判断作出客观 

的规定，倒要比这种宽大为怀好得多。

“凡怀疑个别人的或者〈意味多深长的“或者”啊！〉整个阶级的思 

想的作品，使用党派名称和进行类似人身攻击的作品，也同样不得发 

表。”可见，划分等级、攻击整个阶级和使用党派名称的做法都是不能 

容忍的。可是，人为了要使一切东西对他来说都是存在的，他就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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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亚当那样给它们都起个名称;党派名称对政治性报刊来说则是一 

种必要的范畴，因为：

“正如扎萨弗拉斯医生所说的，

为了能医好每一种疾病，

我们首先就得给它起一个名称。”①

以上这一切都属于人身攻击。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攻击个别人 

是不许可的；同样，攻击阶级、一般的东西和法人也都是不许可的。国 

家不愿意容忍（这是正确的）任何侮辱和任何人身攻击；可是，通过 

“或者”这个不显眼的词，一般的东西也归入人身攻击之列。通过“或 

者”加进了一般的东西,而通过一个小小的“和”字，我们又终于看到， 

原来这里所谈的只是人身攻击。但这就极其轻易地造成了如下的结 

果:既不准报刊对官员进行任何监督，也不准报刊对作为个别人组成 

的某一阶级而存在的机构进行任何监督。

“如果书报检査能按照这些根据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査法令的精神 

制定的指令来实行，这将为合乎礼貌的、公正的公众言论提供足够的活动场所* 

并能期望，这将引起人们对祖国利益的更大关注，从而增强他们的民族感情。”

根据这些指令办事，就能为合乎礼貌的，即书报检査认为是合乎 

礼貌的公众言论提供非常足够的活动场所，这一点我们是承认的; 

“活动场所”②这个词选得十分恰当，因为这种场所是为以玩把戏为 

乐事的报刊预备的=但公正的公众言论是否能得到这种活动场所，公 

正是否能找到容身之地，那就只有让有洞察力的读者去判断丁》至于

① 维兰德《新阿马迪斯》第2部分第17首歌第36节。一一编者注

② 德文“Spielraum”既有“活动场所’’的意思，又有“游戏场所”的意

思。--- 编者注



126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査令

检査令所表示的期望，那么民族感情自然能够得到增强，就像送来的 

绳索会增强土耳其人的民族感情一样。可是，既谦逊又严肃的报刊究 

竟能不能引起人们对祖国利益的关注，这个问题我们交给报刊本身 

去解决。服用奎宁养不胖消瘦的报刊。不过，也许我们已把上述引文 

的意义看得太严重了。如果我们只把它看成是玫瑰花环上的一个钓 

钩，也许会更确切地猜中它的意义。可能在这个自由主义的钓钩上挂 

着一颗价格极其含糊的珠宝。让我们更仔细地来看一下。一切都要 

看上下文来决定。增强人们的民族感情并引起人们对祖国利益的关 

注，这是前面援引的重要条文所表达的期望，现在却悄悄地变成了一 

种隐藏着对我们那些可怜而虚弱的报纸施加新压迫的命令。

“如果这样办，那就能指望:政治性著作和报刊也将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使 

命，它们在获得更丰富的材料的同时也将学会使用比较适当的语调，今后将不 

屑于转载居心叵测或不明真相的记者在外国报纸上发表的那些内容贫乏的新 

闻，或去登载各种流言蜚语和人身攻击的议论，以投合读者的好奇心，——这是 

书报检査无疑应当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的趋向。”

检査令指望，如果这样办，政治性著作和报刊将更清楚地了解自 

己的使命，如此等等。可是，更清楚的了解并不是通过发号施令就能 

做到的;这不过是一种期待中的成果，而希望只不过是希望而已。但 

检査令是非常讲求实际的，它不会满足于希望和善良的愿望，善意的 

检査令赋于报刊一种在今后改善自己状况的希望作为新的优待，但 

同时它却剥夺了报刊目前享有的权利。由于希望改善自身状况，报刊 

失去了在目前还享有的东西。它遭到了可怜的桑乔•潘萨的命运:侍 

医剥夺了他的全部食物，使他不致因消化不良而不能很好地去完成 

公爵交办的任务。

同时.我们不应当放过机会，要号召普鲁士的作者学会使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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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乎礼貌的笔法。上述引文的开头一句就这样指出：“如果这样办，那 

就能指望:……”一系列的规定都取决于这一冒号，譬如说:政治性著 

作和报刊将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使命,它们将学会使用比较适当的 

语调，如此等等，它们将不屑于转载外国报纸上发表的那些内容贫乏 

的通讯等等。所有这些规定都还是属于希望的范围以内的，“这是书 

报检査无疑应当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的趋向”，可是，借破折号同上文 

连接起来的这一结束语，却免除了书报检査官去等待报刊得到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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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都应当同内在的、主观的、不由外界决定的品质有关。可是，如 

果浪漫主义的不确定性、敏感的内心世界和主观的激昂情绪都变成 

了下面这种纯外在的现象，即外在的偶然性已不再表现为它那种实 

际的确定性和局限性，而表现为某种奇妙的灵光、表现为某种虚构的 

深奥和壮观，那么，检査令也未必能逃脱这种浪漫主义的命运 。

报刊（整个新闻业都属于这一范围）的编辑应当由完全正派可靠 

的人担任。检查令首先指出“学术才能”是这种完全正派可靠的品格 

的保证。至于书报检查官究竟能不能具有对各种各样学术才能作出 

判断的学术才能，检査令对这一点没有提出丝毫怀疑。既然在普鲁士 

有这么一批政府所熟悉的万能天才（每个城市里至少有一个书报检 

査官），那么，这批博学多才的人物为什么不以作者的身分出现呢?要 

是这些因人数众多、更因博学多才而显得声势浩大的官员们一旦崛 

起.用自己的声势去压倒那些仅仅用某一种体裁写作、而旦连用这种 

体裁写作的才能也未经官方验证的可怜作者们，那么，这就会比用书 

报检査更快地消灭报刊中的一切混乱现象。这些老谋深算的、像罗马 

的鹅-■•样只要嗔嘎叫几声就可以挽救卡皮托利诺山49的人们，为什 

么一声也不响呢？这些人实在太克制了。他们在学术界无声无臭，但 

是政府了解他们。

可是，假如这些人真正是一些哪一个国家也找不出来的人才（因 

为任何国家都没有见过完全由万能的天才和博学的才子组成的整个 

阶级），那么，挑选这些人才的人所具有的天才又该比他们髙出多少 

啊！为了证明在学术界无声无臭的官员们的确有万能的学术才能，这 

些挑选者又该具有多么神秘的法术啊！我们在这种博学多才的官僚 

的阶梯上登得越髙，接触到的人物也就越令人惊奇。•-个拥有一批完 

善的报刊作为支柱的国家，是不是值得把这些人才变成一批有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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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刊的看守人呢？使一种完善的东西沦为对付不完善的东西的工 

具，这样做是不是适当呢？

你们所任命的这种书报检査官的人数越多，新闻出版界改进的 

机会就越少。你们把自己军队中身强力壮的汉子抽调出来，使他们成 

为不健康者的医生。

只要你们像庞培那样跺一下脚，从政府的每一幢大厦中就会跳 

出一个全副武装的帕拉斯•雅典娜来。孱弱无力的报刊在官方报刊 

面前就会化为乌有。只要光明出现，黑暗就会消失。让你们的光放射 

出来吧，不要隐藏。我们不要有弊病的书报检査制度，因为甚至你们 

自己也不相信它是十全十美的，请给我们一种完善的报刊吧，这只要 

你们下一道命令就行了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提供这种报刊的 

范本。

然而，使学术才能成为报刊作者唯一的和必要的条件，这正是精 

神的使命，而不是保护特权，又不是要求遵守惯例，难道不是这样吗? 

难道这种条件不正是事物本身的条件，而不是特定人物的条件吗？

遗憾的是，书报检査令竟打断了我们对它的称颂。除了学术才能 

这种保证之外，它还提出了地位和品格方面的保证。地位和品格！

品格这样紧跟着地位，就好像是从地位中派生出来的一样。因 

此，我们首先就从地位谈起。地位被紧紧地夹在学术才能和品格之 

间，使人几乎要怀疑这种做法的居心是否纯正。

学术才能是一般要求，这是多么明显的自由主义啊!地位是特殊 

的要求，这是多么明显的非自由主义啊！把学术才能同地位扯在一 

起，这又是多么虚伪的自由主义啊！既然学术才能和品格都是极其不 

确定的东西，相反，地位却是一种极其确定的东西；那么，我们为什么 

不可以得出结论说，根据必然的逻辑规律，不确定的东西要依赖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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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并从它那里得到支持和内容呢？由此可见，如果书报检查官 

在解释检査令吋说，地位是学术才能和品格借以在社会中表现出来 

的外在形式，尤其因为书报检査官本身的职位就保证他们的这种观 

点就是国家的观点，难道这样一来他们就算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吗？而不这样解释.至少下面的一些问题就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学 

术才能和品格还不能作为作者的充分的保证呢？为什么地位是第三 

个必要的保证呢？可是，如果书报检査官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如 

果这些保证之间很少有联系，或者甚至从来互不相干，那他们又应该 

怎样进行选择呢？可是，选择是少不了的，因为总得有人来担任报纸 

和杂志的编辑工作啊!书报检査官可能认为，没有地位保障的学术才 

能和品格都是成问题的，因为它们都是不确定的。而且，学术才能和 

品格离开地位而单独存在，这当然会使他们感到奇怪。相反，要是有 

了地位，书报检査官是不是还可以对品格和学问表示怀疑呢?在这种 

场合，书报检査官更多的是相信他们自己，而不是国家的判断;在相 

反的场合，他们更多的也是相信作者，而不是国家。难道书报检査官 

会这样不识事体、居心不良吗？当然，不能这样设想，而且，肯定谁也 

没有这样设想。因为遇到疑难时，地位是决定性的标准，所以总的说 

来，它也就是绝对地起决定作用的东西。

因此，如果说过去检査令是由于自己的正统信仰而同书报检查 

法令发生冲突，那么现在它则是由于自己的浪漫主义而同书报检査 

法令发生冲突，因为浪漫主义同时始终是带有倾向的诗歌。保证金这 

种实际的真正保证变成了一种观念上的保证，而这种观念上的保证 

又变成了一种具有神奇的虚构的意义的、完全现实的个人的地位。保 

证的意义也起了同样的变化。现在已不是由出版者来选择那种需要 

他向当局担保的编辑，而是由当局替他选择向当局本身担保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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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旧法令关心的是.由出版者的保证金作保的编辑的工作;新检査令 

则不谈编辑的工作，而只谈编辑的身分;它要求的是体现为身分的特 

定的个性，而出版者的保证金就应当使它获得这种个性。新的检查令 

像旧的法令一样，也具有外在的性质。不过，旧的法令按照自己的本 

性宣布了某种实际上确定的东西并对它加以限制，而检査令则赋予 

纯粹的偶然性以空想的精神，并以普遍性的激情宣布了某种纯粹个 

人的东西。

但是，如果说浪漫主义的检査令在编辑问题上使最外在的确定 

性具有最亲切的不确定性的语调，那么，它在书报检査官问题上就使 

最暧昧的不确定性具有法律上的确定性的语调。

“在任命书报检査官时也应采取同样谨慎的态度，务使书报检査官一•职确 

由那些经证明思想可靠和能力合格的人去担任，即由完全无愧于该职务所要求o o o o 0
的那种光荣的信任的人去担任》这种人既慎重，又有洞察力，他们善于区别事物 

的形式与本质，当作品的内容与本身已证实没有必要加以怀疑时，他们又 

善于十分得体地拋开怀疑。”o o O

在这里，不再谈向作者要求的那种地位和品格，而是提出经证明 

思想可靠，因为地位本来就有了《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向作者要求 

的是学术才能，而向书报检査官要求的则是不附加任何规定的能力。 

除了政治问题以外.全部贯串着理性主义精神的旧法令，在第3条中

要求的是“有学术修养的”、甚至是“开明的”书报检査官。在检査令
• • •

中，这两个附加语都不见了，同时，它向书报检查官要求的并不是如 

人们所理解的那种特定的、已发展并变成了实际能力的作者的才能， 

而是才能的萌芽即一般的能力。由此可见，才能的萌芽对现实的才能 

应起书报检査官的作用，虽然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 

分明应该是颠倒过来的。最后，我们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对书报检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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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能力的实际内容并没有更详细的规定，因而这种能力的性质当然

是模棱两可的。

其次，书报检査官一职应由“完全无愧于该职务所要求的那种光 

荣的信任”的人去担任。这种规定强调必须选择受人信任的人去担任 

书报检査官的职务，即认为这种人要完全无愧于（将会无愧于?）别人 

寄予的那种光荣的信任（而且是完全的信任）；关于这种累赘而虚伪 

的规定，就用不着详细分析了。

最后，书报检査官应当是这样的人：“这种人既慎重，又有洞察 

力，他们善于区别事物的形式与本质，当作品的内容与倾向本身已证 

实没有必要加以怀疑时，他们又善于十分得体地抛开怀疑。”

可是恰恰相反，检査令在前面却是这样规定的：

“与此相适应〈即与追究倾向相适应 ＞，书报检査官也必须特别注意准备出 

版的作品的釋尋和iff，~旦发现作品因感情冲动、激烈和狂妄而带有有害的 
倾向，应不准:其°印行

这样一来，书报检査官就必须时而根据形式去判断倾向，时而又 

根据倾向去判衡形式。如果说作为检査书报标准的内容以前就已经 

完全消失，那么现在形式也正在消失中。只要倾向是好的，形式的缺 

陷就无关紧要了。即使作品并不十分严肃和谦逊，即使它们看起来感 

情冲动、激烈和狂妄，也没有关系，——谁会害怕这种粗糙的外表呢? 

必须善于把形式和本质区别开来。因此，规定的任何外表必然都被抛 

弃，而检查令最终必然是完全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因为用以辨别倾 

向的-切东西，反倒要由倾向来确定，而且反倒要用倾向来辨别。爱 

国者的激烈就是一种神圣的热情，他们的感情冲动就是一种恋人的 

激情，他们的狂妄就是一种自我牺牲的忠诚，这种忠诚是无限的，因 

而不可能是温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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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客观标准都已消失了，人身关系成了关键，能称之为保证 

的只有书报检査官的得体的处事方式。那么书报检査官能违反什么 

呢？能违反得体的处事方式。而处事不得体并不是犯罪。作者的什 

么东西遭到了威胁呢？他们的生存。哪一个国家曾经让个别官员的 

得体的处事方式来决定整个阶级的生存呢？

我再说一遍:所有的客观标准都已消失了。从作者方面来说，倾 

向是向他们要求的和给他们规定的最后内容。倾向作为一种无定形 

的意见，在这里表现为客体;倾向作为一种主体，作为关于意见的意 

见，则被归结为书报检査官的得体的处事方式，而且是他们的唯一 

规定。

可是，如果书报检査官的专横（承认独断意见的权利就是承认专 

横的权利）是被巧妙地伪装成客观规定的逻辑结论，那么检査令则完 

全有意识地表现了无条件享有信任的总督府的专横,而这种对总督 

的信任就是报刊的最后保证，由此可见，书报检査的一般本质是建立 

在警察国家对它的官员抱有的那种虚幻而髙傲的观念之上的。公众 

的智慧和良好愿望被认为甚至连最简单的事情也办不成，而官员们 

则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的。

这一根本缺陷贯穿在我们的一切制度之中。譬如在刑事诉讼中， 

法官、原告和辩护人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种集中是同心理学的全 

部规律相矛盾的。可是，官员是超乎心理学规律之上的，而公众则是 

处于这种规律之下的。不过，有缺陷的国家原则还是情有可原的，但 

当它不够正直因而表现得不彻底时，那就是不可原谅的了。官员的贵 

任想必比公众的责任大得无可比拟，正如官员的地位比公众高得无 

可比拟一样。正是在唯有彻底性才能证明原则的正确并使它在自己 

的范围内具有法的原则的地方，原则被抛弃了，也正是在这里，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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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截然相反的原则。

书报检査官也就是原告、辩护人和法官三位一体的人。书报检査 

官被委任去管理精神，然而他是不负贵任的。

假如书报检査受普通法庭的支配（诚然，这在还没有客观的书报 

检査法以前是不可能的），那么它就只可能有暂时忠诚的性质。可是， 

最恶劣的手段却莫过于把书报检査又交给书报检査机关去评判，例 

如，把它又交给某一个总督或最髙书报检査委员会去评判。

我们在报刊和书报检査的关系方面所谈的一切，同时也就说明 

了书报检査同最高书报检査机关的关系，说明了作者同最髙书报检 

查官的关系，虽然在这里也插入了一个中间环节。但这是同样的一种 

关系，只是处在较高阶段上而已。要使事物保持原状，同时又企图用 

更换人员的办法使它具有另一种本质，这真是荒谬绝伦的做法,如果 

一个实行髙压的国家想成为忠诚的国家，那它就会自己取消自己；那 

样一来，每一级都要求实行同样的压制和同样的反压制。最髙书报检 

査机关也必定会受到检査》为了不致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人们就决定 

采取不忠诚的态度，于是，在第三级或第九十九级就会发生不法行 

为。由于官僚国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它力图要把不法行 

为的范围至少抬到人们看不见的高度，这样就以为不法行为已经消 

失了。

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査制 

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可是各种制度却比人更有力量。我 

们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不过无论如何，新的检 

查令终究会使普鲁士的作者要么获得更多的现实的自由，要么获得 

更多的观念的自由，也就是获得更多的寧

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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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①。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2月 

初一2月10日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次用德文发表于《德国现 

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1843 

年版第1卷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署名：莱茵省一居民

①塔西佗《历史》第1篇第1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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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

（第一篇论文）SÖ

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 

会议51辩论情况的辩论

在柏林的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普魯士国家报》发表了一篇自 

白书①，这使德国的所有作者和读者大为惊奇。自然，该报选择的是 

一种高贵的、外交式的、不那么有趣的忏悔方式。它装得像是要给自 

己的同行们一面认识的镜子•，它神秘地谈论的只是其他普鲁士报纸， 

其实它所讲的就是那家地道的普鲁士报纸，即它自己。

对这种情况可以作各种不同的解释。凯撒在说自己时就用第三 

人称。为什么《普鲁士国家报》用第三人称讲话时就不能指自己呢?小 

孩称呼自己往往不用“我”，而用自己的名字——“乔治”等等。为什么 

《普鲁士国家报》就不能用《福斯报》、《施本纳报》或其他某个圣徒的 

名字来代替“我”呢？

①实际上是指1842年3月16、19和26日该报第75、78、86号刊登的 

《1841年12月24日书报检査令的影响》、《评国内事务及其发展和自 

然条件》和《国内报刊和国内统计》三篇文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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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年5月5日《莱茵报〉）刊载的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 

辩论（第一篇论文）》一文的开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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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书报检査令％颁布了。我们的报纸认为必须学会一套与自 

由相适应的外貌和作风。《普鲁士国家报》也不得不醒悟过来，并且突 

然产生出某种自由主义的（至少是独立的）思想。

但是，自由的首要条件是自我认识，而自我认识又不能离•开 

自白。

因此，只要牢牢记住《普鲁士国家报》在这里发表的是它的自白 

书，只要不忘记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未成年的半官方报纸的自我意 

识的第一次觉醒，一切疑团都会迎刃而解。我们确信《普鲁士国家 

报》是在“用沉着的语调发表伟大的言论”①，我们只是难于决定：我 

们应该更加赞扬的是这种伟大的沉着呢，还是这种沉着的伟大？

丰报检査令刚一颁布，《国家报》在经受这一打击之后刚清醒过 

来，该报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书报检査方面更大的自由给你们普鲁 

士报纸带来了什么好处? ”②

显然，它是想说:多年来书报检査机关的严格戒律给我带来了什 

么好处呢？虽然监护和管束是最认真、最全面的，可是我却变成了什 

么样子呢？今后我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独立行走我还没有学会，但 

是，爱看热闹的观众总是等着看瘫痪者轻步飞舞。我的同行们，同样 

的命运也在等待着你们！让我们在普鲁士人民面前公开承认我们的 

弱点吧.但是我们的自白要说得巧妙一些。我们不能直截了当地告诉 

他们，我们是索然无味的。可是，我们要告诉他们，如果说普鲁士人民

① 《国内报刊和国内统计》引用了歌德《伊菲姬妮亚在陶里斯》第1幕第3 

场中的这句话。编者注

② 《1841年12月24日书报检査令的影响》，见1842年3月16日《普鲁 

士国家总汇报》第75号，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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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普鲁士报纸不感兴趣，那是报纸对普鲁士国家不感兴趣。

《国家报》大胆地提出问题，而旦更大胆地回答问题，这只是它觉

醒的前奏，这是它在睡梦中背诵它将要扮演的那一角色的台词£它正 

在醒悟，正在把自己的精神表露出来。请注意倾听这位埃皮门尼德斯 

说些什么！

大家知道，计数是摇摆于感性和思维之间的理智的最初的理论 

活动。计数是小孩的理智的最初的自由理论活动。《普鲁士国家报》 

向它的同行们号召:让我们来计数吧。统讨是首要的政治科学!①如 

果我知道一个人有多少根头发，我就了解了这个人的脑袋。

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自己，你就怎样对待别人。要正确评价我 

们自己、特别是我《普鲁士国家报》，还有什么办法能比统计更好呢! 

统j十不仅会证实我和任何一家法国或英国报纸一样经常出版，而且 

会证实我的读者比文明世界任何一家报纸的读者都少。除了那些不 

是十分愿意而是被迫对我发生兴趣的官员，除了那些离不开半官方 

报纸的公共场所，还有谁读我呢？请问还有谁呢？如果把花在我身上 

的费用和我带来的收入计算一下，你们就会承认.•用沉着的语调发表 

伟大的言论，绝不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你们看，统计是多么令人 

信服，计数是怎样使一切进一步的脑力活动成为多余！总之，大家来 

计数吧！数字表格可以启迪民众，而不会激起他们的热情。

《国家报》凭借它在统计领域的重要地位，不仅把自己同中国 

人②并列，不仅同宇宙的统计学家毕达哥拉斯《并列，它并且表明， 

那位想用数列来表示动物的各种差别等等的现代伟大的自然哲学

① 见《国内报刊和国内统计h——编者注

② 可能指伏羲。——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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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它也有影响。

由此可见，《普鲁士国家报》虽然看起来充满实证的色彩，可是并 

没有离开现代哲学的基础。

《国家报》是一家全面的报纸。它并不以数为满足，并不以时间的 

长短为满足。它在承认数量的原则上更进一步，对空间的量也给予了 

充分的估价，空间，这是第一个以自己的量使小孩敬畏的东西。空间 

是小孩在世界上体验到的第一种量，因此，小孩以为身材高大的人就 

是伟人。像小孩一样进行推断的《国家报》也向我们说，大部头的书比 

薄本子要好得多，至于篇幅只有寥寥几页，每日只出一个印张的报 

纸，那就更不用说了！

你们德国人专门会发表长篇大论！你们去写论述国家机构的内 

容广泛的书籍吧，去写那种除了作者先生和评论家先生以外再没有 

人去读的博大精深的著作吧，可是要记住，你们的报纸并不是书籍。 

清你们想一想，一部内容翔实的三卷本的著作共有多少纸张呵！所 

以，你们不要到报纸上去寻找当今的精神和时代的精神，因为报纸只 

会给你们提供统计表格;你们应当到书本中去寻找这种精神，书本仅 

仅凭它的篇幅就足以保证它的翔实了。

好孩子，你们要记住，这里讲的是“学术性的”东西。因此，你们首 

先要钻研大部头的书，然后也会喜爱我们报纸的，因为我们的篇幅不 

大，笔调轻松，在读了大部头的书之后，它确实可以起一种清心爽神 

的作用。

当然！当然！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中世纪那种令人赞叹的、对 

宏大事物的真正鉴赏力了。请看一看我们的虔诚派的短小的论文，请

①洛•奥肯。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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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看我们的以小八开本印行的成套哲学著作，然后再看一看邓 

斯•司各脱的二十卷大开本的巨著①吧。这些大部头著作，甚至不用 

你去阅读，光是它们那惊人的外观就像哥持式建筑一样，足以打动你 

们的心弦，使你们惊异不置。这些天生的庞然大物以物质的形式对精 

神产生作用。精神感觉到巨大物体的重压，这种压力感就是敬畏的开 

端。不是你们占有这些书籍.而是这些书籍占有了你们。你们成了书 

籍的附属品，而普鲁士《国家报》认为，人民也应该这样成为他们的政 

治出版物的附属品。

由此可见，《国家报》虽然完全按照现代方式说话，可是并没有离 

开属于中世纪典型时期的历史基础。

但是，如果说小孩的理论思维具有量的性质，那么，小孩的推断 

和他的实践思维则首先具有实践和感性的性质。感性的禀赋是把小 

孩和世界连接起来的第一个纽带。实践的感觉器官，主要是鼻和口， 

是小孩用来评价世界的首要器官。因此，像小孩一样进行推断的普鲁 

士《国家报》也用鼻子来确定报纸的价值，特别是它本身的价值。如果 

说希腊的一位思想家②认为干燥的灵魂才是最好的.那么，《国家报》 

就认为“香的”报纸才是“好的”。《国家报》对奥格斯堡《总汇报》和《辩 

论日报》的“文艺芳香”推崇备至。真是少见的天真，值得称赞！伟大 

的、最伟大的庞培!③

《国家报》在令人感激地发表了让我们得以窥见其灵魂的想法以 

后，终于用一种髙深的议论概括地叙述了它对国家的观点。议论的中

① 邓斯•司各脱的大开本《牛津文集》实际只有十二卷。——编者注

② 赫拉克利特。——编者注

③ 见《国内报刊和国内统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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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就是它那伟大的发现:“普兽士的国家管理机构和全部国家机体是 

同政治精神脱节的，因此，它们在政治方面无论对人民还是对报纸都 

不可能发生丝毫兴趣。”①

这样一来，按照普鲁士《国家报》的意见，普鲁士的国家管理机构 

并不具有政治精神，或者说，政治精神不会存在于国家管理机构之 

中。《国家报》竟然说出了连最凶恶的敌人也想不出的话，断言现实的 

国家生活没有政治精神，政治精神不存在于现实国家之中。它这样做 

是多么莽撞呀！

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普鲁士《国家报》的小孩式的感性观点。它 

向我们说：当谈到铁路时，只应当想到铁和路；当谈到贸易合同时，只 

应当想到糖和咖啡;当谈到制革厂时，就只应当想到皮革》当然，小孩 

超不出感性知觉的范围，他只看到个别的东西,想不到还有把这种特 

殊和一般联系起来的看不见的神经存在，这种神经在国家中也如在 

各处一样，把各个物质部分转变为精神整体的活的成分。小孩相信太 

阳围绕地球旋转，一般围绕个别旋转。所以，小孩不相信精神，但却相 

信鬼怪。

因此，普鲁士《国家报》认为政治精神是法国的鬼怪，而且还以 

为把皮革、砂糖、剌刀和数字向鬼怪头上扔去，就可以降伏这个鬼 

怪。

不过，读者会打断我们说:我们本来打算谈谈“莱茵省议会的辩 

论”，而现在却给我们抱出一个“无罪的天使”——新闻界上了年纪的 

孩子《普鲁士国家报》，并且反复地唱起了老练的摇篮曲。《国家报》一 

再想用这种摇篮曲使自己和同行们安静地沉入冬夜的梦乡。

①《评国内事务及其发展和自然条件h——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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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难道席勒没有说过：

“明辨事理者的理智看不见的东西，

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①
o o o O O

普鲁士《国家报》“以它天真的心灵”提醒我们说，普鲁士的情况 

并不比英国差，我们有等级会议，只要报刊有能力，它是有权对等级 

会议的辩论情况进行讨论的。因为《国家报》具有伟大的典型的自我 

意识，它认为普鲁士报纸缺少的不是权利，而是能力。后一种品质作 

为该报的特权，我们是乐于承认的，同时我们不想多谈该报的能力问 

题，倒愿意不揣冒昧地把该报以它天真的心灵透露出来的那种思想 

付诸实现。

只有在等级会议的辩论情况被当作“公开的事实”来对待，也就 

是说，成为报刊的对象时，公布会议辩论情况才能成为现实。和我们 

关系最密切的是最近一届莱茵省议会。

我们现在从省议会“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开始谈起，并且 

事先必须指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间或将以参加者的身分发表 

我们自己的实际看法，而在以后的几篇论文中，我们将更多地以历史 

观察者的身分来注意并叙述辩论的进程。

这种叙述方法上的差别是由辩论的性质本身决定的。在辩论其 

他问题时，我们发现各等级的代表对各种意见的辩护是势均力敌的。 

而在新闻出版问题上则不然，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人稍占优势。这些 

人除了发表一些空洞的流行言论和老生常谈以外，我们发现他们还 

有一种病态的激动，一种由他们对新闻出版的现实的而不是想象的

①席勒《信仰的话》。---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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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所决定的强烈的偏见；而为新闻出版辩护的人，总的说来对自己 

所辩护的对象却没有任何现实的关系。他们从来没有感觉到新闻出 

版自由是一种需要。在他们看来，新闻出版自由是头脑的事情，根本 

用不着心脏去过问。对他们说来，新闻出版自由是“异国的”植物，他 

们只是把它作为“业余爱好”来同它打交道的。因此，他们只是举出 

一些十分空泛而含糊不清的论断来对付论敌的特别“有力的”论 

据，可是就连最愚蠢的想法在未被彻底驳倒以前也自认为是很了不 

起的。

歌德曾经说过，画家要成功地描绘出一种女性美，只能以他至少 

在一个活人身上曾经爱过的那种美作为典型①。新闻出版自由也是 

一种美（尽管这种美丝毫不是女性之美〉，要想为它辩护，就必须喜爱 

它。我真正喜爱什么东西，我就会感到这种东西的存在是必需的.是 

我所需要的，没有它的存在，我的生活就不可能充实、美满》然而上述 

那些为新闻出版自由辩护的人，即使没有新闻出版自由，看来也会生 

活得很美满的。

自由主义反对派向我们表明政治会议的水平，正像一般反对派 

表明一个社会的水平一样。一个时代如果把不信鬼神视为哲学上的 

胆大妄为之举，把反对女巫审判视为奇谈怪论，这样的时代就是把崇 

信鬼神和女巫审判视为合法的时代。一个国家如果像古代雅典那样 

把谄媚者、寄生虫和阿谀逢迎之徒当作违背人民理性的人和人民中 

的丑类来加以惩处，这样的国家就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一个民族如果 

像美好时代的所有民族那样只让宫廷弄臣享有思考和述说真理的权 

利，这样的民族就只能是依附他人、不能自立的民族。一个等级会议

①见歌德《模仿和超过法尔科内》》—编者注



146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篇论文）

中的反对派如果还要说服人们相信意志自由是人的天性，那么，这样 

的等级会议至少还不是享有意志自由的等级会议。例外只是证实常 

规。自由主义反对派向我们表明，自由主义的立场已变成什么样子, 

自由在人的身上体现到怎样的程度。

因此，如果说我们看到，省等级会议中新闻出版自由的辩护人根 

本不能胜任其任务，那么整个省议会的情况就更是这样。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从这一点开始叙述省等级会议的辩论，这 

不仅是由于对新闻出版自由有特殊的兴趣，而且也由于对省议会有 

一般的兴趣。我们认为，在关于新闻出版的辩论中，特殊等级精神比 

在其他任何场合都表现得清楚、明确而充分。新闻出版自由的反对派 

尤其是如此，正如在一般自由的反对派中，特定领域的精神、特殊等 

级的个人利益、品格的先天的片面性表现得最为强烈、明显，露出一 

副浄狞的面孔。

辩论向我们显示出诸侯等级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论战、骑士等 

级的论战、城市等级的论战，所以，在这里进行论战的不是个人，而是 

等级。还有什么镜子能比关于新闻出版的辩论更真实地反映省议会 

的内在特性呢？

我们从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论敌开始，而且——这是合理的 

——从诸侯等级的一位辩论人①开始谈起。

我们不想详谈他发言的第一部分，即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书报 

检査制度都是恶等等”这一部分，因为这个论题已经由另一位辩论人 

比较透彻地分析过了。不过，我们不能不谈一下辩论人的独特的 

论据。

①指莱•佐尔姆斯-劳巴赫伯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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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报检査制度同新闻出版界的不法行为比较起来”是“一种较小的恶”。 

“萼丁停夸在我f口德国〈请问••这是德国的哪一部分?〉已H渐巩固，因此，枣呼颁 
布°了有'法律°，普鲁上已经接受这些法律并服从这些法律。”①

O Û

省议会正在讨论关于使新闻出版摆脱羁绛的问题。这位辩论人 

说:这些束缚新闻出版的羁绊、锁链本身就证明，新闻出版的使命不 

是要进行自由的活动。它的被束缚状态否证了它的本质。反对新闻 

出版自由的法律就否定丁新闻出版自由 。

这是一种用来反对任何改革的圆滑的论据，某个派别53的经典 

理论把它表述得最为透彻。对自由的任何一点限制实际上都无可 ，辩 

驳地证明当权人物曾一度坚信必须限制自由，而这种信念也就成为 

后来信念的准绳了。

有人曾经命令人们相信太阳是围绕地球运转的。伽利略被驳倒

了吗？

同样，在我们德国曾经用法律手续确定了下面这种为各个诸侯 

所赞同的全帝国共同的信念:农奴身分是某些人的躯体的特性;用外 

科手术即刑讯拷打最能査明真相;要用尘世之火来向异教徒显示地 

狱之火。

难道法定的农奴身分不正是否定关于人体并非使用和占有的对 

象这一合乎理性的怪想的实际证明吗？难道自发进行的刑讯拷打不 

是驳倒了关于依靠屠杀不能弄清真相，刑讯台上抻拉脊骨不能使人 

丧失刚强，抽搐并不是认罪等等空洞的理论吗？

在辩论人看来，书报检査制度存在的事实就这样推翻丁新闻出 

版自由；这在事实上是正确的，这是真理，它十分真实，甚至可以用画

①《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一_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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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的方法来确定它的界限,——只要越过一定的界限，它就不再是 

事实和真理了。接着，我们又听到了这样的说教：

“无论在言语上或在文字上，无论在我们莱茵省或在整个德国，都看不出真 

实而高尚的精神发展受到了束缚.”①

据说照耀着我们新闻出版界的这种真理的髙尚光芒，就是书报 

检査制度赠送的礼物。

首先我们用辩论人过去的论据来反驳他自己。我们举出的不是 

一个合理的论据，而是政府的一项法令。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査令正 

式宣称:直到现在，新闻出版一直受到太大的限制，它还必须设法具 

有真正民族的内容。辩论人可以看到，在我们德国，信念是可以改变 

的。

但是，把书报检査制度看作我们优秀的新闻出版业的基础，这是 

多么不合逻辑的奇谈怪论！

法国革命时最伟大的演说家米拉波的永远响亮的声音直到现在 

还在轰鸣；他是一头狮子，你想要和人们一起叫一声“吼得好，狮 

子！ ”②，就必须亲自倾听一下这头狮子的吼声。米拉波是在监狱里 

获得知识的。难道监狱因此就是培养口才的高等学校吗？

虽然有一整套精神上的关卡，德国精神仍然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如果认为这种成就的取得正是由于关卡和限制，那么这种看法是地 

道的王公老爷的偏见》德国的精神发展并不是由于书报检査制度，而 

是由于违背了这种制度。当新闻出版业在书报检査的条件下枯萎凋 

谢、艰难度日时，这种情况却被援引来作为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论

①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编者注

②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5幕第1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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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其实它只能否证新闻出版的不自由。当新闻出版业不顾书报检査 

制度的刁难仍保持着自己的主要特点时，这种情况却被援引来为书 

报检査制度辩护，其实它只能用来为精神辩护，而不能用来为镣铐辩 

护。

其实，“真实而高尚的发展”是有其缘由的。

在实行严格书报检査制度的1819-1830年间（后来，即使不是 

在“我们德国”，也毕竟在德国的绝大部分，书报捡査制度本身也受到 

时势和这一时期内形成的奇特信念的检査），我国著作界处于“晚报 

时期”，我们同样有权把这个时期称为“真实而高尚的”、精神的和充 

分发展的时期.正像《晚报》的编辑“温克勒”幽默地用“特尔”这一笔 

名称呼自己一样，虽然我们认为他的亮度比深夜沼泽的亮度还要微 

弱。这位以“赫尔”作为笔名的愚昧的乡下佬就是当时著作界的典 

型。S4那个大斋期一定会向后代证明，如果说只有少数的圣徒才能在 

禁绝饮食的条件下坚持40天之久，那么，整个德国虽然从来不是神 

圣的，却能在既不消费也不生产精神食粮的情况下存在20年以上。 

新闻出版界堕落了，很难说，是智力不足和形式缺乏甚于特性不足和 

内容缺乏呢，还是恰恰相反》如果批判能够证明这个时期根本没有存 

在过，应当说这对德国最有利了。当时著作界中唯一还有充满生机的 

精神在跃动的领域——哲学领域，已不再说德语，因为德语已不再是 

思想的语言了。精神所说的话语是一种无法理解的神秘的话语，因为 

已不允许可以理解的话语成为明辨事理的话语了。

至于莱茵著作界的例子（这个例子实际上和莱茵省等级会议有 

相当密切的关系），那么即使打着第欧根尼的灯笼走遍五个行政区恐 

怕也找不到“这样一个人”了。我们不认为这是莱茵省的缺陷，相反， 

我们认为这是它具有实践政治意义的证明。莱茵省可以办“自由的报



150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

刊”，但是要办“不自由的报刊”，它既欠圆滑又缺乏幻想。

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实行严格书报检査制度的著作时期’’的

那个刚告结束的著作时期，从历史上清楚地证明，书报检査制度无疑 

不负责任地给德国精神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这个制 

度无论如何也不能起辩论人所认为的髙尚艺术的导师的作用。或许 

当初人们是把“髙尚而真实的新闻出版业”理解为体面地戴着锁链的 

新闻出版业吧？

既然辩论人“可以提起关于小拇指和整个手这一尽人皆知的俗 

语”，那么让我们也来反问一句•.如果政府向本国人民的精神伸出的 

不只是一只手而一下子就是两只手，这不是最符合政府的尊严吗？

我们看到，我们这位辩论人以满不在乎的傲慢和外交式的冷静 

抹杀了书报检査制度和精神发展的关系问题。他在对新闻出版自由 

的历史形态展开进攻的时候，就更明确地表现了本等级的消极方面。

至于别国人民的新闻出版自由，据说：

“英国不足为例，因为那里几世纪以来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一些条件，不是o o o O
别的国家用理论所能创造的，但是这些条件专考S咚哼亨擠冬了是有其根据 

的。”“在荷兰，新闻出版自由未能防止沉重的度上促使了o o o o o O O
革命的爆发,结果使二分之一的领土沦丧》”①

<? O O O O

我们暂不谈法国，留待以后再谈。

“最后，我们是否能把看成是由新闻出版自由赐福的黄金国呢？当各党

派正确地意识到自己缺乏À“尊严，兮部枣哥W等枣哿兮称为' 

有爪者，并由于庸俗地漫骂而引起四奋羞遍崧,°难°道°我°们°不°是¥着厌恶°的°心°情

o O O ° ° ° ° ° *

①《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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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想起它们在当地报纸上的粗野争吵吗？ ”①

据说英国报刊不能用来论证一般的新闻出版自由，因为它是建 

立在历史的基础上的。英国报刊之所以有功绩，只是由于它是历史地 

发展起来的，与一般报刊不同，因为一般报刊的发展据说应该是没有 

历史基础的。由此可见，这是历史的功绩，而不是报刊的功绩。似乎 

报刊就不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好像在亨利八世、天主教徒玛丽、伊丽 

莎白和詹姆斯一世的统治下，英国报刊为了争取给英国人民奠定历 

史基础，没有经过严酷的、常常是野蛮的斗争似的！

既然英国报刊在最不受束缚的情况下也没有破坏历史基础，难 

道这不是恰好说明新闻出版自由的好处吗？但是辩论人前后是不一 

致.的。

英国报刊不能成为替一般报刊辩护的理由，因为它是英国的。荷 

兰报刊却是反对一般报刊的理由，虽然它只是荷兰的。时而把报刊的 

一切优点都归功于历史基础，时而把历史基础的一切缺点都归咎于 

报刊。时而说报刊对历史的完善没有起到自己的作用，时而说历史对 

报刊的缺点不能承担自己的责任。在英国，报刊是同本国的历史和特 

殊环境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荷兰和瑞士的情况也是一样。

在对待历史基础方面，报刊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呢？是反映它，抛 

弃它呢，还是发展它？辩论人对报刊的这三种做法全都加以责难 。

他斥责荷兰报刊，因为它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它本应当阻止历 

史进程，它本应当使荷兰防止沉重的国偾!这是多么不合历史情况的 

要求!荷兰报刊未能阻止路易十四时代的出现，它也未能阻止克伦威 

尔时期英国舰队称霸欧洲。它未能对海洋使用魔法，使它把荷兰从充

①《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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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陆强国厮杀战场这一倒霉的角色中解救出来;它同德国所有的 

书报检査官一样，也未能取消拿破仑的专制法令。

但是，难道自由的报刊什么时候曾经加重过国债吗？奥尔良公 

爵①摄政时期，约翰•罗的疯狂的证券投机《使整个法国处于混乱 

状态;那时有谁曾经起来同这一荒诞的金融投机狂飚时期相对抗呢? 

只有几个讽刺作家。当然，他们获得的报偿并不是银行的钞票，而是 

巴士底狱的入狱证。

要求报刊防止国偾，如果再进一步,连个人的债务也应当由报刊 

来偿还了。这种要求正像一位作者总是暴跳如雷地责怪他的医生只 

是给他治好了病，却没有同时使他的作品不印错字一样》新闻出版自 

由同医生一样，并不能使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变得完美无缺。它自己也 

不是十全十美的。如果由于好事只是某个方面好，而不是一切都好， 

由于它是这种好事而不是别的好事就予以痛骂，这种做法是十分鄙 

俗的。当然，假如新闻出版自由无所不包，那它就会使人民的其他一 

切职能、甚至人民本身都变得多余了。

辩论人把比利时的革命归罪于荷兰的报刊。

每一个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不会否认，比利时脱离荷兰56这一 

事件远比它们的联合更合乎历史情况。

据说荷兰的报刊引起了比利时革命。什么样的报刊？主张改革 

的还是反动的？对法国我们也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如果辩论人斥责 

比利时教权主义的、同时又是民主主义的报刊，那么，他也同样应当 

斥责法国教权主义的、同时又是拥护专制的报刊。两种报刊在推翻本 

国政府时都出过力。在法国，为革命准备基础的不是新闻出版自由，

①菲力浦第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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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书报检查制度。

但是，这-点我们不谈》比利时革命在最初出现时是精神的革 

命，是报刊的革命。超出这个范围而硬说什么报刊产生了比利时革 

命，那是没有丝毫意义的。但是，难道这就值得斥责一通吗？难道革 

命一开始就应当以物质的形式出现吗？难道一开始它就应当动手打 

而不是用口讲吗?政府可以使精神的革命物质化;而物质的革命却必 

须首先使政府精神化。

比利时革命是比利时精神的产物。因此，报刊——目前精神的最 

自由的表现——也参加了比利时革命。假如比利时报刊站在革命之 

外，那它就不成其为比利时的报刊；同样，假如比利时革命不同时又 

是报刊的革命，那它也就不成其为比利时的革命。人民革命是总体性 

的，这就是说，每一个领域都按自己的方式起来造反;那么，为什么报 

刊自身就不应该这样做呢？

这样说来，辩论人对比利时报刊的斥责并不是针对报刊，他斥贵 

的是比利时。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新闻出版自由所持的历史观 

点的关键问题。自由报刊的人民性（大家知道，就连艺术家也是不用 

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卷的），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种使它成为体现它 

那独特的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的历史个性——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 

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他甚至要求各民族的报刊成为表现他 

的观点的报刊，成为上流社会的报刊，还要求它们围绕个别人物旋 

转，而不要围绕精神上的天体——民族旋转。这个要求在他对瑞士报 

刊发表评论时就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

现在让我们来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辩论人没有想起以阿尔布雷 

希特•冯•哈勒为代表的瑞士报刊曾反对过伏尔泰的启蒙运动这一 

事实呢？为什么他不记得，即使瑞士不是黄金国，但它毕竟产生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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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未来的诸侯黄金国的预言家，也就是说，它还产生了一位在《国家 

学的复兴》一书中为“更高尚而真实的”报刊即《柏林政治周刊》奠定 

了基础的、也同样叫冯•哈勒的先生呢?〃根据果实可以辨认出树 

木。①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能拿出具有这种多汁的正统主义的果实 

来同瑞士抗衡呢？

辩论人责备瑞士报刊采用“有角者”和“有爪者’’这样的“以动物 

命名的党派名称”，一句话，责备它用瑞士语言讲话，而且是跟那些与 

公牛j母牛宗法式地和睦相处的瑞士人讲话。这个国家的报刊正是这 

个国家的报刊。也只能够这样讲。而且像瑞士报刊又一次证明的那 

样，使人们摆脱地方分立主义局限性的正是自由的报刊。

说到以动物命名的党派名称，我们要特别指出，宗教本身就把动 

物奉为神灵的象征。当然我们这位辩论人必然会斥责以宗教的热忱 

向母牛撒巴拉和猴子哈努曼膜拜的印度出版物。他一定会由于印度 

宗教责备印度出版物，正如他由于瑞士的特征责备瑞士出版物一样。 

但是有一种出版物，辩论人未必愿意使它遭受检査，我们指的是神圣 

的出版物——圣经。难道圣经不是把全人类分成山羊和绵羊两大 

类②吗？难道上帝自己不是用“对犹大家我如蛀虫，对以法莲家我如 

蛆虫”③这样的话来表明自己对犹大家和以法莲家的态度吗？或者， 

（这对我们俗人说来更近一些）不是也有一种把全部人类学变成动物 

学的诸侯等级的著作吗？我们指的是研究纹章的著作。在那里人们 

可以看到比“有角者”和“有爪者”更稀奇古怪的东西。

① 参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7章第16节。——编者注

② 同上，第25章第32_33节。——编者注

③ 《旧约全书•何西阿书》第5章第12节。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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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人究竟斥责新闻出版自由的哪些东西呢?他斥责的是:人民 

的缺陷同时也是他们的报刊的缺陷;报刊是历史的人民精神的英勇 

喉舌和它的公开形式。辩论人是否已经证明，德国的人民精神不能享 

有这一伟大的天赋特权呢?他曾表明，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在各自的报 

刊中表现自己的精神。难道德国人的具有哲学修养的精神就不应该 

具有连满脑子动物名称的瑞士人（按照辩论人自己的说法）都具有的 

东西吗？

最后，辩论人是否以为，自由报刊的民族缺陷并不是书报检查官 

的民族缺陷呢?难道书报检査官置身于历史总体之外，不受时代精神 

的影响吗？很可惜，也许正是这样。但是，凡是思想健全的人，谁能不 

原谅报刊的民族的和时代的过失，却原谅书报检査制度的反民族的 

和反时代的罪过呢？

一开始我们就指出，在形形色色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人进 

行论战时，实际上进行论战的是他们的特殊等级。起初诸侯等级的辩 

论人提出了一些圆滑的论据。他证明新闻出版自由是不合理的，他的 

根据便是书报检查法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的诸侯信念。他以为，德国精 

神的高尚而真实的发展是由于上面的限制造成的。最后，他进行了反 

对各国人民的论战，他怀着高贵的怯懦责骂新闻出版自由，说它是人 

民自己对自己使用的~种粗野而冒失的语言。

现在我们就要谈到的骑士等级的辩论人①不是反对各国人民， 

而是反对人。在新闻出版自由方面他驳斥的是人的自由，在新闻出版 

法方面他驳斥的是法律。在谈论新闻出版自由问题本题之前，他先涉 

及到不加删节地毎天发表省议会解论情况的问题。我们一步一步地

①指马•洛埃男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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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他走下去吧。

“在关于公布我们的辩论情况的几个提案中，第一个提案已被满足。”“省议
OOOOOOOOOOO o 0

会完全有权力明智地运用这一授予它的批准权。”
OOOOOOOOOOO

这正是问题的实质所在。省里认为，自从公布省议会的辩论情况 

不再由省议会的智慧任意决定而成为法律的必然要求时起，省议会 

就完全受省的支配。如果必须把这一新的让步解释为发表与否将取 

决于省等级会议的任性的话，那么我们应当把这种新的让步叫作新 

的倒退。

省等级会议的特权并不是省的权利。恰恰相反，省的权利自从变

成省等级会议的特权后，就不再存在了。例如，中世纪的等级就曾经 

把国家的一切权利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并使其成为反对国家的特权。

公民不承认以特权形式存在的权利。他会不会认为在旧的特权 

者以外再增加新的特权者竟是一种权利呢？

在这种情况下，省议会的权利已不再是省的权利，而是反对省的 

权利，省议会本身也成为对省采取极端非法行为的体现者，它力求具 

有神秘的意义，即获得省的最大权利的荣誉。

从骑士等级的辩论人后来的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省议会 

所抱的这种中世纪的观点是多么根深蒂固，他反对省的权利、维护等 

级特权是多么无所顾忌。

“这--批准权〈公布辩论情况〉的扩大只能是出于信念，而不是出于之卜 

来的影响
O O

好一个出人意料的说法！省对它的议会的影响被称为某种外来 

的东西，同外来的东西相对立的是省等级会议的信念这一微妙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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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动，这种省等级会议的极其敏感的本性向省叫道:“别碰我! ”① 

面对“公众信念”的严厉的、外部的、不法的北风，这种关于“内在信 

念”的哀伤论调特别值得注意，因为提案的目的正是要使省等级会议 

的内在信念成为外在的事实。当然，甚至在这里也可看出前后是不一 

致的。在辩论人认为合适的地方（例如在关于教会争论的问题上），他 

又求助于省了。

辩论人继续说道：“在我们认为合适的地方，我们就容许它〈公布辩论情
O O O O O

况〉，在我们感到它的传播没有好处或甚至有害的地方，我们就限制它。”
o o o 0 o O

我们想干什么，我们就要干什么。我怎么想就怎样下命令，意志 

代替合理的论据。②这完全是统治者的语言.但在现代贵族的口里就 

显得委婉动听了。

这个“我们”是谁呢？是省等级会议。公布辩论情况是为Î全省。 

而不是为了等级。但是辩论人偏要纠正我们的看法。发表辩论情况 

也是省等级会议的特权，省等级会议如果认为合适的话，它是有权利 

用印刷机喧闹的回音来为自己的智慧服务的。

辩论人只知道等级会议的省，但是不知道省的等级会议。等级会 

议有一个扩展其活动特权的省，而省却没有一个它可以用来进行活 

动的等级会议。的确，在规定的条件下，省是有权为自己造出这些神 

来的，但是.把它们造出以后，就必须像偶像崇拜者那样立刻忘记这 

些神正是它亲手造出来的。

同时，这里还有一点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没有省议会的君主政

① 《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20章第17节。编者注

② 参看尤维纳利斯《讽剌诗集》第6篇。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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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不如有省议会的君主政体好，因为如果省议会不代表省的意志，那 

么，我们对政府的公众智慧就比对土地占有者的私人智慧更加信任。

这里我们看到一种也许是反映省议会本质的令人奇怪的情景， 

即与其说省必须通过它的代表来进行斗争，倒不如说它必须同这些 

代表进行斗争。在辩论人看来，省议会并没有把省的一般权利看成自 

己唯一的特权，否则，每夭不加删节地发表省议会辩论情况就将成为 

省议会的一种新的权利，因为这将成为省的一种新的权利。恰恰相 

反，辩论人认为，是省把等级会议的特权看成自己唯一的权利，既然 

如此，为什么省不把某一官僚阶级和贵族或僧侣的特权也看成自己 

唯一的权利呢！

是的，我们这位辩论人毫不掩饰地宣称，省等级会议的特权正随 

着省的权利的扩大而相应地缩小。

“他认为，夸旱令枣与哮考Ç Ç申呼半并且不必小心翼翼地斟酌每一个字 

眼，这感合乎希°項的°, ä a ,"他¥认y,易予保持这种言论自由和发言的不受拘oooo oooooo O O O
束，必须使我们的言论在目前只由应该听到这些言论的人来评判。”o o o o o o O O O O O O

辩论人最后说，正因为在我们会议中进行自由讨论是合乎希望 

的（只要谈的是我们，哪些自由是我们所不期望的呢？），所以在省里 

进行自由讨论就是极不合乎希望的。由于我们希望不受拘束地讲话， 

所以我们更希望对省严守秘密。我们的言论不是为省发表的。

辩论人认为，省议会通过全文发表其辩论情况会由省等级会议 

的特权变为省的权利；省议会既然直接成为社会精神的对象，就应当 

下决心成为社会精神的体现；省议会既然被按照普遍意识的精神来 

解释，它就应当为了普遍的本质放弃自己的特殊本质《对辩论人的这 

种机智，应当给予赞扬。

骑士等级的辩论人把个人特权、与人民和政府对立的个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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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称为普遍权利，这无疑是十分中肯地表现了本等级的特殊精神，相 

反，对省的精神他却横加曲解，把省的普遍要求变成个人的欲望。

譬如，辩论人看来硬说省对我们的言论（即对等级的个别代表的 

言论）抱着一种强烈的个人好奇心。

我们可以使他相信，省决不会对作为个别人物的等级代表的“言 

论”抱有好奇心，然而只有“这些”言论代表们才有理由叫作“自己的” 

言论。与此相反，省的要求是，等级代表的言论应变为可以公开听到 

的省的声音。

这里谈的是省是否应当了解自己的代表机关！还需要在政府这 

一秘密上面再蒙上一层新的秘密——代表机关这一秘密吗？在政府 

中人民也是被代表的。如果等级会议这一新的人民代表机关的特征 

不是省本身在这里起作用而是别人代替省起作用，不是省代表它自 

己而是别人越俎代庖，那么这种代表机关就会丧失一切意义。不为委 

托人所了解的代表机关，就不成其为代表机关。对不了解的事情，就 

不会去关心。主要用来表现各省独立活动的这一国家职能，甚至被剥 

夺了形式上的协作即互通声气的权利，——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矛 

盾；其荒谬之处在于，我的独立活动应该是我所不知道的别人的 

活动。

如果公布省议会辩论情况听凭省等级会议任意决定，那么这倒 

不如干脆不公布好些。因为如果在我面前出现的省议会不是实际的 

省议会，而是故意摆弄的幌子，我们就会以假当真，把幌子当作真实， 

而幌子一经合法化，那就糟糕了。

就算每天把辩论情况通过刊印方式不加删节地加以公布，难道 

就有理由把这种公布说成是不加刪节的和公开的吗？用文字代替言 

语，用图表代替人物，用纸上的行动代替实际的行动，这难道不是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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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吗?只是把真实的事情吿诉公众，但不是把真实的事情告诉真正的 

公众，即不是想象中的读者公众而是活生生的、在场的公众，这难道 

就算公开性吗？

省的最高的公开的行动竟是秘密的，审理私人案件时法庭的门 

向省开着，而审理省自己的案件时省却应当被拒于大门之外》再没有 

什么比这更荒唐的了。

因此，不加删节地公布省议会辩论情况，就其真正的合乎逻辑的 

含义说来，只能是省议会的彻底公开.而不能是别的。

我们这位辩论人却不然，他继续把省议会看作一种咖啡馆，

“由于奢乎枣，我们喀咚± I亨辱+孝譽多半¥号，即使观点上的重大分歧
也不影响我们°的'关°系，这种°关°系将°由°以后°的°代表继去。”

000000000-

“正因为这样，我们最能够正确估计我们言论的意义，我们越是不让外来影
C O o O o O o 0 O

响起作用，我们在这方面就越不受拘束。这种外来的影响只有在采取ff$忠 
告的形式支持我们，而不是企图采取否定的评价、赞扬或斥责的形式iâ春学 

舆论来影响我们人格的时候，才可能是有益的。”o o o o o O

我们这位辩论人在向感情呼吁。

我们在一起就像一家人，毫无拘束地欢谈，我们都能十分正确地 

估计彼此的言论的意义。难道我们应当让那可能低估我们言论意义 

的省的判断来改变我们如此富有宗法色彩、如此高雅、如此舒适的状 

况吗？

我的天！省议会见不得天日。在私人生活的黑夜中，我们感到更 

舒服一些。既然全省满怀信任地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个别人物，这些 

个别人物自然也就屈尊俯就地接受省的信任》但是，既然省刚刚通过 

这坤信任表明了自己对他们的判断，如果要求他们也以同样的态度 

报答省，以充分的信任把他们自己、他们的成绩、他们的人格交给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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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判断，那就太过分了》总之，不使省给等级代表的人格带来损失，比 

不使这些代表的人格给省的利益带来损失要重要得多 。

我们也希望做公平而温厚的人。虽然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某种 

形式的政府）不容许任何否定的评价、赞扬或斥责，不容许社会舆论 

影响到我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格，但是，我们容许善意的忠告，所 

谓善意，不是在抽象的意义上说的，即这种忠告希望全省幸福，而是 

在比较响亮动听的意义上说的，即它对等级代表怀有满腔的温情并 

对他们的优秀品质分外赞扬。

可能有人认为，既然公开性有伤我们的和气，那么，我们的和气 

也必然要损害公开性。但是，这种诡辩忘记了省议会是等级代表的会 

议，而不是省的会议。谁能驳倒这种最强有力的论据呢？如果省根据 

宪法选出应当代表省的普遍智慧的等级代表，省本身也就完全放弃 

了自己的判断和自己的理智，这种判断和理智今后就只能由省所选 

出的人物来体现。相传伟大的发明家把自己的秘密向当权者一公开， 

他不是被杀死，就是（这并不是传说）被关进要塞，监禁终身。同样，省 

的政治理性每次在实现了自己的伟大发明——召集省等级会议以后 

也就拔剑自刎，直到下届选举时，才像凤凰一样获得新生。

辩论人喋喋不休地描述了由于公布辩论情况省等级会议的代表 

要遇到的来自外界，即来自省里的威胁，接着就以我们前面一直在谈 

论的主导思想结束了他的攻击。

“议会自由〈好一个动听的字眼〉还处在最初发展阶段，必须加以保护和培
O O O o ° ° °

养才能具有内在力量和独立性，只有这样，议会自由才能在外来风暴袭击时不
O c o o 0 O ° °

受损害。”

照旧是省议会和省这两种内在的与外来的东西间的致命的对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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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我们早就同意议会自由还处于萌芽状态这种意见，这篇 

演说本身乂一次使我们相信政治科学的初步知识还未被掌握。但是， 

我们绝不是想以此说明（这篇演说又在证实我们的意见），必须给省 

议会更长的时间，以便它能长硬翅膀来反对省。也许辩论人把议会自 

由理解为法国旧式议会的自由。据他自己承认,等级代表们已相识多 

年，他们的精神像遗传病一样传给所有新来的人。难道在这样的情况 

下，仍然没有到实行公开性的时候吗?第十二届省议会只会更坚决地 

强调它完全独立，不允许剥夺它秘密行动的高尚特权。此外，它的回 

答恐怕同第六届省议会不会有什么两样。

法国旧式议会自由的发展、与社会舆论对立的独立性、等级偏见 

的固定不变，这一切的确都会在孤立的条件下得到最彻底的发展;而 

告诫人们对这种发展加以防范，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是过早的。正如 

一切生物只有在开阔的室外环境中才能繁茂，真正的政治会议也只 

有在公众精神的密切保护下才能昌盛。只有“异国的”植物，即被迁移 

到气候完全不同的地方去的植物，才需要在温室中加以保护和培养。 

难道辩论人把省议会看作莱茵省的自由而晴朗的气候中的“异国的” 

植物吗？

骑士等级的辩论人以近乎滑稽的严肃、近乎忧郁的尊严和几乎 

是宗教的热忱阐发了关于省等级会议的高度智解以及它的中世纪的 

自由和独立的假想。一个不知内情的人看到这种情况一定会奇怪:在 

新闻出版自由间题Jt,同一个辩论人从省议会的高度智慧下降到了 

人类的平凡的庸碌，从刚才所颂扬的特权等级的独立和自由下降到 

丁人类本性的原则上的不自由和不独立。这并没有什么奇怪，我们看 

到的就是当前的基督徒兼骑士的，现代兼封建的，简言之，即浪漫主 

义原则的众多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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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先生们不愿把自由看作是理性的普遍阳光所赐予的自 

然礼物，而想把自由看作是明星的特别吉祥的组合所带来的超自然 

的礼物，因为他们认为自由仅仅是某些人物和某些等级的个人特性， 

所以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得出结论说，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是有害 

的思想，是“有逻辑次序的体系”①的幻想。为了拯救特权的特殊自 

由，他们就斥责人类本性的普遍自由。但是，19世纪的不肖子孙和现 

代骑士们的为本世纪所毒化了的意识，无法理解那种本身就不可理 

解的东西，因为其中没有概念.，这就是说，无法理解内在的、本质的、 

~般的规定怎样通过外界的、偶然的、特殊的稀奇事物而同某些个人 

相联系，同时却不同人的本质，不同一般理性相联系，因而也就不成 

为所有个人所共同的东西。他们无法理解这一切，于是，就只得乞灵 

于奇迹和神秘。其次，由于这些先生在现代国家中的现实地位远不符 

合于他们想象中的地位，由于他们生活在处于现实世界彼岸的世界 

里，由于他们用想象力来代替头脑和心脏，所以他们就不满意实践， 

就必然求助于理论，不过这是彼岸世界的理论即宗教。然而，他们这 

种宗教具有浸透着政治倾向的论战性的辛辣色彩，并旦或多或少有 

意识地为十足世俗而又极其虚幻的愿望披上圣洁的外衣 ，

这样，我们将会看到，这位辩论人用想象的神秘宗教理论来反对 

实践要求，用那种从肤浅的实践中得来的小聪明和庸俗圆滑的处世 

经验来反对真正的理论，用超人的神圣来反对人能理解的东西，用卑 

鄙观点的任性和不信任来反对思想的真正的圣洁。诸侯等级辩论人

①《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中的原话是:“他在有害的思想的名义 

下强调指出的，无非是由有逻辑次序的原则组成的完整体系，——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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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比较高傲冷漠因而也是比较清醒的语言，现在已被激昂慷慨的 

矫饰和充满幻想的油滑所代替，而从前，这种矫饰和油滑曾退居于纯 

粹的特权狂热之后。

“越是无法否认报刊在当前是一种政治力量，他就越觉得好报刊和坏报刊
6 0 0 0 0 0 5

冬呼時会产生真理和光明.会产生更广泛更有效地传播真理和光明的希望 

à二Äir泛流行的看法是错误的，人，无论单个的人还是群众中的一分子，始
o OOOOOOOOOOOOOOO o

终是同一个人。他生来就是不完善，不成熟的，只要他的发展还在继续，他就需
o o o o o o oooooooo o c o 0 O O

要教育，而他的发展直到死亡才会停止。教育的艺术不在于惩罚违法行为，而在
o o CO C O

于增进好影响，消除坏影响。但是，有一点与这种人的不完善性是分不开的，即
o O Q O O 0

那歹名零58对群众起着强大的作用，而且对于真理的纯朴而冷静的声 

音èü即ü绝对不可克服的障碍，至少也是很难克服的障碍。爷报刊专 

门利用人们的热情，为r通过激发热情来达到春弓M寻均，它是不择手°段的；而 

它的s的就是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坏的原则，尽奇iâü思想的发展。■-切攻
OOOOOOOOOOOO OOOOCÛOOCOO O

P中最危险的攻势的所有优势都为它服务，而对这种最危睑的攻势来说，客观 
i无所谓权利的界限，主观上也无所谓道德法规，更无所谓表面荣誉的法规了， 

好报刊则始终都只是采取守势。它的影响多半只具有防卫、抑制和固守的性质；OOOOOOOOO <30 OOOO o O
它不能以在敌人领土上的重大进展来夸口。如果外界的障碍不妨碍它的这种影 

响，那就眵走运了。”

我们把这段话全部引出来，是为了不致削弱它那动人的语气使 

读者可能产生的印象。

辩论人站到了原则的高度，为了反对新闻出版自由，就必须维护 

人类永远不成熟这一论点。如果不自由是人的本质，那么自由就同人 

的本质相矛盾;这种断语纯粹是同义反复。可恶的怀疑主义者有可能 

如此之大胆，竟致不信辩论人所说的话。

如果人类不成熟成为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神秘论据，那么，无论 

如何，书报检査制度就是反对人类成熟的一种最明智的办法了 。

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而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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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正确的结论似乎是，把人打死，以便使他摆脱这种不完善状态。 

至少辩论人为了扼杀新闻出版自由是这样推论的。在他看来，真正的 

教育在于使人终身处于襁褓中，躺在摇篮里，因为人要学会走路，也 

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经过摔跤，他才能学会走路。但是，如果我们都 

成了襁褓儿，那么谁来包扎我们呢？如果我们都躺在摇篮里，那么谁 

来摇我们呢？如果我们都成了囚犯，那么谁来做看守呢？

人，无论作为单个的人还是群众中的一分子，就其本性而言都是 

不完善的。原则是不容置辩的。就算是这样吧！但是，由此应当得出 

什么结论呢？我们的辩论人的议论是不完善的，政府是不完善的，省 

议会是不完善的，新闻出版自由是不完善的，人类生存的2切领域都 

是不完善的。因此，如果其中一个领域由于这种不完善而不应当存 

在,那就是说，没有一个领域是有权存在的，就是说，人根本没有生存 

权利。

假定人在原则上是不完善的，姑且这样说吧，那么，关于人的一 

切制度，我们早就知道它们是不完善的。因此，在这个论题上没有什 

么可谈的，这既没有表示赞成它们，也没有表示反对它们，这并不是 

它们的特殊性质，并不是它们的特征。

既然一切都不完善，为什么自由的报刊偏偏应当是完善的呢？为 

什么不完善的等级会议却要求完善的报刊呢？

不完善的东西需要教育。但是,难道教育就不是人类的事情，因 

而不也是不完善的贺情吗？难道教育本身就不需要教育吗？

即使人类的一切按其存在来说都是不完善的，难道我们因此就 

应该混淆一切，对善和恶、真和伪一律表示尊重吗？正确的结论只能 

是:正如看图画时不应当从只见画面上的斑点不见色彩、只见杂乱交 

错的线条不见图形的角度去看，同样，世界和人类关系也不能只从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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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的假象的角度去看•，必须认识到，这种观点是不适于用来判断事 

物的价值的。这种对整个宇宙只持肤浅看法，认为一切事物在存在时 

都是不完善的观点，怎么能作为我判断和鉴别事物的依据呢?这种观 

点是它在它周围所看到的一切不完善的东西中最不完善的东西。因 

此，在衡量事物的存在时，我们应当用内在观念的本质的尺度，而不 

能让片面和庸俗的经验使我们陷入迷误之中，否则任何经验、任何判 

断都没有意义了 ：所有母牛都是黑的％。

从观念的角度看来，不言而喻，新闻出版自由和书报检査制度的 

根据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新闻出版自由本身就是观念的体现、自由的 

体现，就是实际的善；而书报检查制度是不自由的体现.是假象的世 

界观反对本质的世界观的一种论战，它只具有否定的本性。

不对！不对！不对！——辩论人打断我们的话，大叫起来。

我斥责的不是现象，我斥责的是本质，自由是新闻出版自由中的恶劣 

部分。自由可能产生恶，因此，自由是恶的。

万恶的自由！

“他车昏暗的丛林中杀害r她，

把尸首扔进了莱茵河底。”①

可是

“这次我必须对你说.

主人、师傅，请静静听着！ ”②

难道在实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国度里就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吗？新

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因此，哪里有新闻出版，哪里也就有新

① 参肴路•乌兰德的诗歌《复仇》》——编者注

② 出处不详。编者注



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 167

闻出版自由。

的确，在实行书报检査制度的国度里，国家没有新闻出版自由， 

但是，有一个国家机关却享有新闻出版自由，那就是政府。且不说政 

府的公文享有充分的新闻出版自由，难道书报检査官不是每天都在 

实践（即使不是直接地，也是间接地）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吗？

作者可以说就是书报检査官的秘书。如果秘书不能表达上司的 

意旨，上司就干脆把拙劣的作品一笔勾销。可见，这种出版物是书报 

检查制度写成的。

书报检查官涂改时画的叉叉杠杠同书报的关系，与中国人的直 

线一-八卦M••-—同思维的关系完全一样。书报检査官的八卦是出 

版物的范畴；而范畴，大家知道，是整个内容的典型的灵魂。

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因此就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 

实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因此，他们想把曾被他们当作人类本性的装 

饰品而屏弃了的东西攫取过来,作为自己最珍贵的装饰品 。

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 

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 

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

这个问题仅仅在现在才获得了首尾一贯的含义。问题不在于新 

闻出版自由是否应当存在，因为新闻出版自由向来是存在的。问题在 

于新闻出版自由是个别人物的特权呢，还是人类精神的特权。问题在 

于一方面的有权是否应当成为另一方面的无权。问题在于“精神的自 

由”是否比“反对精神的自由”享有更多的权利。

如果作为“普遍自由’’的实现的“自由的新闻出版”和“新闻出版 

自由”应当被屏弃的话，那么，作为特殊自由的实现的书报检査制度 

和受检查的书报就更应当被屏弃了；因为如果类是坏的，种还能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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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吗？如果辩论人做得彻底，他应当屏弃的不是自由的新闻出版，而 

是整个新闻出版。根据他的观点看来，只有当新闻出版不是自由的 

产物，即不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时才是好的。这样看来，能够享有新闻 

出版权的便只有动物或者神了，

也许，我们应当——辩论人没有勇气说出这一点——设想玫府 

以及辩论人本人具有神的灵感吧？

如果~个私人敢以具有神的灵感自夸，那么，在我们社会里只有 

一个论敌能正式驳斥他，那就是精神病医生。

但是，英国历史非常清楚地表明，来自上面的神的灵感的论断如 

何产生了同它正好相反的来自下面的神的灵感的论断;査理一世就 

是由于来自下面的神的灵感才走上断头台的。

我们这位骑士等级的辩论人在继续发表他的议论时（下面我们 

就会看到）虽然把书报检査制度和新闻出版自由，把受检査的书报和 

自由的书报说成是两种恶，但是他还没有承认整个新闻出版都是恶。

刚刚相反！他把所有报刊分为“好的”和“坏的”两类。

说到坏报刊时•他告诉我们一些难以置信的东西，他说，这种报 

刊的目的是干坏事和尽量传播坏事，当辩论人要我们听他的话，相信 

干坏事是一种职业时，他把我们看成过于轻信的人了，这一点我们不 

打算谈它。我们要提醒他注意的只是他那关于人类的一切都不完善 

这个公理。从这里不是也可以得出结论说，坏报刊也不完全坏，所以 

它是好的，而好报刊也不完全好，所以它是坏的？

但是，辩论人向我们表明了事物的另外一面。他断言坏报刊比好 

报刊好，因为在他看来，坏报刊经常采取攻势，而好报刊则采取守势》 

但是，他自己曾经说过，人的发展只是在死亡时才结束。他这句话除 

厂说明死亡到来时生命就结束以外，其实并没有更多的意思。既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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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就是发展，而好报刊却经常采取守势，“只具有防卫、抑制和固 

守的性质”，那么，它这样做岂不是对发展因而也对生命进行不断的 

反抗吗？因此，或者这种采取守势的好报刊是坏的，或者发展是一种 

坏事。这样一来，辩论人从前的论断，即“坏报刊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广 

泛地传播坏的原则，尽可能促进坏思想的发展”，经过合理的解释，已 

经失去了它的神秘的不可思议的性质;坏报刊就坏在尽可能广泛地 

传播原则和尽可能促进思想的发展。

好报刊和坏报刊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更是令人奇怪了。辩论人要 

我们相信，好报刊是无能的，坏报刊则是全能的，因为前者对人民不 

发生影响，而后者发生不可抗拒的影响。在辩论人看来，好报刊和无 

能的报刊是一个东西。他是想说，好的东西是无能的，或无能的东西 

就是好的吧？

他把好报刊的清醒声音拿来和坏报刊的海妖之歌相对立。因为 

用清醒的声音歌唱可以唱得最好，可以产生最大的效果。但是，辩论 

人看来只知道激情的直感的灼热，却不懂得追求真理的高度激情，不 

懂得理性的必胜热情和道义力量的不可抗拒的热忱。

他把“不承认教会和国家有任何权威的傲慢态度”，宣扬废除贵 

族制度的“忌妒心”以及其他的东西，都列入坏报刊的思想，这在后面 

我们还要谈到。现在我们只谈一个问题:辩论人怎么知道这些被他单 

独分离出来的制度是好的呢?如果生命的普遍力量是坏的，并且我们 

刚才听说过，坏的东西是全能的，而且它影响着群众，那么试问:什么 

人、什么东西还有权宣称自己是好的呢？这是一种极端傲慢的断言， 

说我的个性就是善，合乎我的个性的那些少数人物也是善的，而恶劣 

的、坏的报刊竟不愿意承汄它！真是坏报刊！

最初辩论人把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攻击变成了对一般自由的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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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现在他又把这种攻击变成了对善的攻击。他对恶的恐惧原来是对 

善的恐惧。因此，他把承认恶和否定善作为书报检査制度的根据。如 

果我预先告诉一个人说:尽管你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小伙子，而且是一 

个好邻居，但是你完全不适于当英雄•，虽然你的武器是神圣的，但是 

你不会使用它；虽然我们俩——我和你——完全相信你是十全十美 

的，但是世人却不会相信这一点;纵然你的意图不坏，但是你的毅力 

很差.因此，在斗争中你的敌人必然获胜。我这样讲实际上不就是轻 

视这个人吗？

虽然辩论人把报刊分为好坏两类的做法已矛盾百出而无须再作 

任何反驳，但是，我们仍不应当忽视主要一点，即辩论人对问题的提 

法完全不对，他用来作为根据的东西本身还待论证。

如果要谈报刊的两种类型，那么这种划分就应当根据报刊的本 

质本身，而不是根据报刊之外的考虑。受检査的报刊或自由的报刊， 

其中之一必然是好的或坏的。其实争论的也正是:受检査的报刊和自 

由的报刊，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也就是说，符合报刊的本质的是 

自由的存在，还是不自由的存在。把坏报刊作为反对自由报刊的理由 

就等于说，自由报刊坏，受检査的报刊好，而这一点正是需要证明的。

卑劣的思想、人身攻击以及无耻行径在受检査的报刊和自由的 

报刊中都可能发生。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会生产出这种或那种产品，因 

而这一点并不能构成它们的类的区别。泥沼上也会长出鲜花。这里 

所谈的是本质，是区别受检査的报刊和自由的报刊的那种内在特性。

那种坏的自由报刊是不符合它的太质的特点的。而受检査的报 

刊的伪善、怯懦、阉人的语调和摇曳不停的狗尾巴，只不过表现了它 

的本质的内在条件。

受检査的报刊即使生产出好的产品，也仍然是坏的，因为这些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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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之所以好，只是由于它们在受检査的报刊内部表现了自由报刊.只 

是由于按它们的特点来讲它们并不是受检査的报刊的产物。自由的 

报刊即使生产出坏的产品，也仍然是好的，因为这些产品正是违反自 

由报刊本性的现象。阉人軟手即使有一副好的歌喉，但仍然是一个畸 

形人。自然界即使也会产生畸形儿，但仍然是好的。

自由报刊的本质，是自由所具有的刚毅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质。 

受检査的报刊的持性，是不自由所固有的怯懦的丑恶本质，这种报刊 

是文明化的怪物，洒上香水的畸形儿。

新闻出版自由同新闻出版的本质相符合，而书报检査制度则同 

新闻出版的本质相矛盾，难道这还需要加以证明吗？精神生活的外部 

限制不属于这种生活的内在持性，外部限制否定这种生活，而不是肯 

定它，难道这还不明白吗？

要真正为书报检査制度辩护，辩论人就应当证明书报检査制度 

是新闻出版自由的本质。而他不来证明这一点，却去证明自由不是人 

的本质。他为了保存一个良种而拋弃了整个类，因为难道自由不是全 

部精神存在的类本质，因而也就是新闻出版的类本质吗？为了消除产 

生恶的可能性，他消除了产生善的可能性而实现了恶，因为对人说 

来，只有是自由的实现的东西，才是好的。

因此，在没有人向我们证明书报检査制度是由新闻出版自由的 

本质本身中产生的以前，我们就一直要把受检査的报刊看作坏报刊。

就算书报检查制度和新闻出版的本性是不可分的（虽然没有一 

种动物，尤其是有思想的人，是戴着镣铐出世的），那么，由此应当得 

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只能是:官方享有的那种新闻出版自由，即书报 

检查本身，也需要受捡査。除了人民的报刊，还有谁能检査政府的出 

版物呢？



172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沦（第•篇论文）

诚然，另一位辩论人①认为，把书报检査制度的恶增加两倍，也 

就是使地方的书报检査机关服从省的书报检査机关，而省的书报检 

査机关又服从柏林的书报检查机关，因此，使新闻出版自由成为单方 

面的,而使书报检查成为多方面的，就可以消除书报检査制度的恶。 

人生在世，周折何多！但是，谁去检査柏林的书报检査机关呢？还是 

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位辩论人吧。

—开始他就教训我们说，好报刊和坏报刊之间的斗争不会产生 

光明。但是，我们现在能不能问一下:他不是要使这种无益的斗争不 

断进行下去吗？照他自己的说法，难道书报检査制度和新闻出版之间 

的斗争不就是好报刊和坏报刊之间的斗争吗？

书报检査制度没有消灭斗争，它使斗争片面化，把公开的斗争变 

为秘密的斗争，把原则的斗争变为无力量的原则与无原则的力量之 

间的斗争，以新闻出版自由的本质本身为基础的真正的书报检査是 

批评。它是新闻出版自由本身所卢生的一种审判。书报检査制度是 

为政府所垄断的批评，但是，当批评不是公开的而是秘密的，不是理 

论上的而是实践上的时候，当它不是超越党派而是本身变成一个党 

派的时候，当它不是带着理智的利刃而是带着任性的钝剪出现的时 

候，当它只想进行批评而不想受到批评的时候,当它由于自己的实现 

而否定了自己的时候，最后，当它如此缺乏批判能力，以致错误地把 

个人当作普遍智慧的化身，把权力的要求当作理性的要求，把墨渍当 

作太阳上的黑子，把书报检査官涂改时画的叉叉杠杠当作数学作图， 

而把耍弄拳脚当作强有力的论据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批 

评不是已失掉它的合乎理性的性质了吗？

①卡•弗•洛埃。——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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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描述辩论的进程时已经指出，辩论人的幻想的、油滑的、 

善感的神秘论调怎样变成了冷酷的善于钻营的精明务实，变成了狭 

隘而庸俗的世故打算。他对书报检査法和新闻出版法即预防措施和 

压制措施的关系所作的论述，使我们用不着在这方面再花功夫了，因 

为这里他本人已在有意识地运用自己的神秘论调了。

“f寧增苹或压带寧壤，书报检査制度或新闻出版法，这亨是我们所要谈 
的;不â?稍°微°仔细地ii二下这两方面的应该消除的辱障也并°不是多余的。书 

报检査制度要预防恶，而新闻出版法则要通过惩罚来防0!^^的再现。但是，书报
0 O O »

检査制度和新闻出版法，同人间的丁督制度一样.都是f亨等呼，问题只是哪一 
个不完善的程度最轻。由于所谈的iÄ粹精神方面的问°题，W&，我们在这里碰

o o o 0

到的课题（对两方面都是最重要的课题）是永远不可能获得解决的。这一课题在 

T-找到一种能够明确表现立法者意图的形式，使合法和非法能够严格区别开 

来，从而消除-切任性。但是，任性如果不是按照个人的看法行事，又是什么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0

呢？在涉及纯粹精神方面的问题的地方，又如何消除个人看法的影响呢？要找 

出一种准绳，这一准绳是如此明确，以致它本身具有一种必然性.在孚孕f每 
一个智情况时都必定能适合立法者的意旨；这是过去未曾发现而将来üi发 

现!Ä二种哲人之石6*。可见，如果把任性理解为按照个人的看法行事的话，那 

么无论是书报检査制度或暫印字辱寧就都离不开穿筚。因此，我们就应当从书 

报检査制度和新闻出版法k宋kbk的不完善和°这"种不完善引起的后果的角 

度来观察它们，书报检查制度会压制某些好事，而新闻出版法又不能防it很多 

坏事，不过真理是不可能长久受玉制的。为它设置的障碍越多，它追求自己的 

目的时就越勇敢，达到这个目的时就越显得纯净。而恶的言论就像f準冬《— 
样，一从投掷器射出，就什么也阻挡不住*它的作用是难以估汁的，°对它 

说来无所谓神圣不可灭的东西，因为它无论在人的口里或是心上都能找到养料 

并得到传播。”

辩论人在打比喻方面并不走运。他一开始描述恶的全能，就陷入 

了充满诗意的狂喜之中。我们曾经听说，善的声音过于沉静，它在恶 

的海妖之歌58面前是软弱无力的。现在恶又变成了希腊火，而辩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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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为真理找到任何比喻。如果我们要给他的“沉静的”言论打个 

比喻，那最好是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迸发出的火 

花就越灿烂。奴隶贩子的美妙论据是，鞭打可以唤起黑奴的人性》立 

法者的高明准则是，为了使真理更加英勇地追求自己的目的，必须颁 

布压制真理的法律。大概只有当真理成为自然形成的东西而且清楚 

地显现出来的时候，辩论人才会对它怀有敬意吧。你们在通往真理的 

道路上设下的障碍越多，你们获得的真理就越扎实！总之，到处设置 

障碍！

但是，我们还是来听一听海妖之歌吧！

我们这位辩论人的神秘的“不完善论”终于结出了人间的果实； 

这种理论把自己的月长石向我们头上扔来。我们且来看看这些月 

长石！

一切都是不完善的。书报检査制度不完善，新闻出版法也不完 

善。从而人们认识了它们的本质。关于它们的思想的合理性再也没 

有什么可谈的了，我们只能从最低级的经验的观点出发来进行或然 

率计算，以确定最大的危险在哪一方面。是采取措施通过书报检査制 

度来预防恶本身，还是通过新闻出版法来预防恶的再现，这纯粹是时 

间上的差别。

我们看到辩论人如何狡猾地借空谈“人的不完善性”来回避书报 

检査制度和新闻出版法之间的本质的、内在的、特性的差别，把原则 

问题上的分歧变成了集市上的争吵:书报检査制度和新闻出版法哪 

一个给人的打击更厉害？

但是，如果把新闻出版法和书报检査法两者对比一下，那么，首 

先要谈的不是它们的后果，而是它们的根据，不是它们的个别运用， 

而是它们的普遍合理性，孟德斯鸠早已教导说，专制比法制更便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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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①而马基雅弗利则断言，对于君主，作恶比行善带来的后果更 

好。②如果我们因此不想证实耶稣会的一条古老格言，即好的目的 

（甚至目的是不是好，我们也怀疑〉会使坏的手段变得神圣，那么我们 

首先就应当来研究一下，书报检査制度就其本质来说是不是一种好 

的手段。

辩论人把书报检査法叫作预防措施，这是对的；这种措施是警察 

当局对付自由的一种防范措施;但是，他把新闻出版法叫作压制措 

施，那就不对了。这是自由把自己当作一种标尺来衡量自己的例外情 

况的•-沖常规。书报检查措施并不是法律。新闻出版法并不是一种 

措施。

在新闻出版法中，自由是惩罚者。在书报检查法中，自由却是被 

惩罚者=书报检査法是对自由表示怀疑的法律。新闻出版法却是自 

由对自己投的信任票。新闻出版法惩罚的是滥用自由。书报检查法 

却把自由看成一种滥用而加以惩罚。它把自由当作罪犯;对任何一个 

领域来说，难道处于警察监视之下不是一种有损名誉的惩罚吗？书报 

检査法只具有法律的形式。新闻出版法才是真正的法律。

新闻出版法是真正的法律，因为它是自由的肯定存在。它认为自 

由是新闻出版的正常状态，新闻出版是自由的存在，•因此，新闻出版 

法只是同那些怍为例外情况的新闻出版界的违法行为发生冲突，这 

种例外情况违反它本身的常规，因而也就取消了自己。新闻出版自由 

是在反对对自身的侵犯即新闻出版界的违法行为中作为新闻出版法 

得到实现的。新闻出版法宣称，自由是罪犯的本性。因此，罪犯在侵

①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1卷第5章第14节。——编者注

② 《马基雅弗利全集》第1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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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自由时也就是在侵害他自己，这种对自身的侵害对他来说就是一 

种惩罚，而这种惩罚对他来说就是对他的自由的承认。

因此，新闻出版法根本不可能成为压制新闻出版自由的措施，不 

可能成为以惩罚相恫吓的一种预防罪行重犯的简单手段。恰恰相反， 

应当认为没有关于新闻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自由领域中取消新闻 

出版自由，因为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 

在的。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措施，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措施 

一样。因为作为引力定律,重力定律推动着天体的永恒运动;而作为 

落体定律，只要我违反它而想在空中飞舞，它就要我的命。恰恰相反， 

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获得了一种 

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 

民自由的圣经，

因此，新闻出版法就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它是

法，因为它是自由的肯定存在。所以，甚至当它完全没有被采用的时 

候，例如在北美，它也必须存在•而书报检査制度正如奴隶制一样，即 

使它千百次地作为法律而存在，也永远不能成为合法的。

现实的预防性法律是不存在的。法律只是作为命令才起预防作 

用。法律只是在受到践踏时才成为实际有效的法律，因为法律只是在 

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变成有意识的国家法律时，才成为真正的 

法律。哪里法律成为实际的法律，即成为自由的存在，哪里法律就成 

为人的实际的自由存在。因此，法律是不能预防人的行为的，因为它 

是人的行为本身的内在的生命规律，是人的生活的自觉反映。所以， 

法律在人的生活即自由的生活面前是退让的，而且只是当人的实际 

行为表明人不再服从自由的自然规律时，自然规律作为国家法律才 

强迫人成为自由的人；同样，只是在我的生命已不再是符合生理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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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即患病的时候，这些规律才作为异己的东西同我相对立。可 

见，预防性法律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矛盾。

因此，预防性法律本身并不包含任何尺度、任何合乎理性的准 

则，因为合乎理性的准则只能从事物的本性（在这里就是自由）中取 

得。预防性法律没有范围，因为为了预防自由，它应当同它的对象一 

样大，即不受限制。因此，预防性法律就是一种不受限制的限制的矛 

盾，这一法律所遇到的界限并不是由必然性产生，而是由任性的偶然 

性产生，书报检査制度每日都明显地证实着这一点。

人体生来就是要死亡的。因此，疾病就不可避免。但是，人们为 

什么不是在健康的时候，而只是在生病的时候才去找医生呢?因为不 

仅疾病是一种恶，而且医生本人也是一种恶。医疗会把生命变成一种 

恶，而人体则变成医生们的操作对象。如果生命仅仅是预防死亡的措 

施，那么死去不是比活着更好吗?难道自由运动不也是生命所固有的 

吗？疾病不是生命的自由受到限制又是什么呢？ 一个天天上门的医 

生本身就是一种病，害了这种病想死死不了，只得活下去。尽管生命 

会死亡，但是死亡却不应当生存。难道精神不比肉体享有更多的权利 

吗？不错，常常有人把这种权利解释成这样：肉体上的活g）对于进行 

自由活动的精神来说甚至是有害的，因此，肉体上的活动应当取消。 

书报检查制度的出发点是:把疾病看作是正常状态，把正常状态即自 

由看作是疾病。书报检査制度老是要新闻出版界相信自己有病，即使 

新闻出版界提出自己身体健康的确凿证明，也必须接受治疗。但是， 

书报检查制度甚至还不是一个按照病情使用不同内服药物的髙明医 

生。它只是一个乡下的外科郎中，治疗一切病症都用那唯一的万能工 

具——剪子。它甚至还不是一个想使我康复的外科郞中，它是一个施 

行外科手术的唯美主义者;我身上的东西只要它不喜欢的，它就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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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余的，它认为不顺眼的地方，就都除去。它是一个江湖医生，为了 

不看见疹子，就使疹子憋在体内，至于疹子是否将伤害体内纤弱的器 

官，他是毫不在意的。

你们认为捕鸟不对。难道鸟笼不是预防猛禽、枪弹和风暴的措施 

吗?使夜莺失明，你们认为野蛮，但是，难道书报检査官用锋利的笔头 

挖去辨刊的眼睛，你们却不认为是野蛮行为吗？强制给自由人削发， 

你们认为是专横，而书报检査制度每天都在有思想的人的肉体上开 

刀，只有没有心肝、毫无反应、卑躬屈膝的行尸走肉，它才认为是健康 

的人而准许通过！

我们已经指出，新闻出版法是一种法，而书报检査法则是一种非 

法，但是，书报检查制度自己承认它不是目的本身，它本身不是什么 

好的东西，因此，它所根据的原则就是:“目的使手段变得神圣”。但 

是.需要不神圣的手段的目的，就不是神圣的目的；而且，难道报刊就 

不会也接受这个原则并且大声宣称“目的使手段变得神圣”吗？

因此，书报检査法不是法律，而是警察手段，并且还是拙劣的警 

察手段，因为它所希望的它达不到，而它达到的又不是它所希望的。

书报检査法想预防自由这种不合心意的东西，结果适得其反。在 

实行书报检査制度的国家里，任何一篇被禁止的，即未经检查而刊印 

的著作都是一个事件。它被看作殉道者，而殉道者不可能没有灵光和 

信徒。它被看作一种例外。自由永远不会不被人所珍视，而普遍的不 

自由的例外就更加可贵了。一切秘密都具有诱惑力。在社会舆论对 

自身来说是一种秘密的地方，形式上冲破秘密境界的每一篇作品对 

于社会舆论从一开始就具有诱惑力。书报检査制度使每一篇被禁作 

品，无论好坏，都成了不同寻常的作品，而新闻出版自由却使一切作 

品失去了这种特殊的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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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书报检査制度是正直的，它就要预防任性;可是它却把任性 

提升为法律。它不可能预防任何一种比自身还严重的危险。威胁每 

一生物的生命的危险就是该生物丧失自我。因此，不自由对人说来就 

是一种真正的致命的危险。姑且不谈道德上的后果，请想一想，不容 

忍自由报刊上那些令人不快的东西，也就不可能利用它的长处。不要 

玫瑰的剌，就采不了玫瑰花！有了自由的报刊，你们会丧失什么呢！

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 

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 

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 

的文化。自由报刊是人民在自己面前的毫无顾虑的忏悔，大家知道， 

坦白的力量是可以使人得救的。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 

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审视是智慧的首要条件。自由报刊是国家精 

神，它可以推销到每一间茅屋，比物质的煤气还便宜。它无所不及，无 

处不在，无所不知。自由报刊是观念的世界，它不断从现实世界中涌 

出，又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流回现实世界。

我们的叙述已经表明，书报检查制度和新闻出版法的差别就是 

任性和自由的差别，就是形式上的法律和真正的法律的差别。适用于 

本质的东西也适用于现象。适用于书报检査制度和新闻出版法两者 

的合理性的东西，也适用于它们的运用。新闻出版法和书报检査法各 

不相同，法官和书报检查官对待新闻出版的态度也不一样。

但是，我们这位两眼朝天的辩论人高傲地把他脚下的大地看作 

一堆可鄙的尘土，对所有的花朵他只知道说它们是落满尘埃的，就是 

在这里他看见的也只是在运用方面同样任性的两项措施，因为据说 

任性就是按照个人的看法行事，而个人的看法同精神事物又是不可 

分的，如此等等。如果对精神事物的理解是个人的，那么，一种思想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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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有什么权利高于另一种思想观点，书报检査官的意见有什么权利 

高于作者的意见呢？但是，我们懂得辩论人的用意。为了证明书报检 

査制度是合理的，他转弯抹角地玩弄极其巧妙的手法，证明书报检查 

制度和新闻出版法的运用都不合理；既然他认为世间的一切都不完 

善，那么，对他来说唯一的问题就是:任性应当在人民方面呢，还是在 

政府方面？

他的神秘论调变成了放荡不羁，竟把法律和任性混为一谈，并且 

在谈到道义上的对立和法律上的对立的地方，他只看到形式上的差 

别，因为他在论战中反对的不是新闻出版法，而是一切法律。有没有 

一种法律，由于本身具有必然性，在应用于毎一个别情况时都必定符 

合立法者的旨意，同时又绝对排除一切任性呢?要把这种毫无意义的 

课题叫作哲人之石61，需要有莫大的勇气，因为只有极端无知的人才 

会提出这样的课题。法律是普遍的。应当根据法律来确定的案件是 

个别的。要把个别的现象归结为普遍的现象，就需要判断。判断是件 

棘手的事情。要执行法律就需要法官。如果法律可以自行运用，那么 

法院也就是多余的了。

但是，要知道人类的一切都是不完善的！因此:吃吧，喝吧!①既 

然法官是人，那么你们要法官干什么呢？既然法律只有人才能执行， 

而人所执行的一切又是不完善的，那么，你们要法律干什么呢？把你 

自己交给上司的善良意志去摆布吧！莱茵省的司法跟土耳其的司法 

一样是不完善的！因此：吃吧，喝吧！

法官和书报检查官的差别多大呀！

书报检查官除了上司就没有别的法律。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

①这是18世纪在德国流行的一首大学生歌曲中的词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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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司/法官有义务在把法律运用于个别事件时，根据他在认真考察 

后的理解来解释法律；书报检査官则有义务根据官方就个别事件向 

他所作的解释来理解法律。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 

不独立的书报检査官本身就是政府的一员。法官最多可能表现出个 

人理性的不可靠，而书报检查官所表现出的则是个人品性的不可靠。 

在法官面前受审的是新闻出版界的一定的违法行为，而在书报检查 

官面前受审的却是新闻出版的精神。法官根据一定的法律来审理我 

的行动;书报检查官不仅惩罚罪行，而且他自己也在犯罪。如果我被 

提交法庭受审，我的过失一定是违反了现行法律，而在法律受到违反 

的地方就至少应当存在着法律。在不存在新闻出版法的地方，也就没 

有新闻出版法可能被违反。书报检査制度不是控告我违反了现行法 

律。它宣布我的意见有罪，因为这个意见不是书报检查官和他上司的 

意见。我的公开行动愿意听从世界、国家及其法律的评判，但是它却 

被提交给隐蔽的纯否定的势力审判，这种势力不能被确立为法律，它 

怕见阳光，而且不受任何普遍原则的约束。

书报检査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要惩罚的不是违法行为,而是 

意见；因为它无非是一个以条文形式出现的书报检査官而已；因为任 

何国家都不敢把它利用书报检查官这一工具实际上所能干出的事情 

在一般的法律规定中表述出来。因此，书报检查制度的执行不是交给 

法庭，而是交给警察机关。

即使书报检查制度在事实上和司法是一个东西，那么，首先，这 

只是一个事实，而并不是必然性。其次，自由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活， 

而且也包括我怎样生活，不仅包括我做自由的事，而且也包括我自由 

地做这些事。不然，建筑师同海狸的区别就只在于海狸是披着兽皮的 

建筑师.而建筑师则是不披兽皮的海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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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位辩论人毫无必要地回转头来谈论那些真正存在着新闻 

出版自由的国家中新闻出版自由所起的作用问题。由于我们对这个 

问题已经有过详细的分析，所以这里我们只是再提一下法国报刊。且 

不谈法国报刊的缺陷就是法兰西民族的缺陷，我们在辩论人寻找恶 

的地方找不到恶。法国的报刊决不是过于自由，而是不够自由。虽然 

法国报刊不受精神方面的检査，但是它却要受物质方面的检査，即交 

纳高额的保证金。法国报刊之所以在物质方面起作用，正是由于它被 

人拉出了自己真正的领域，引进了大规模商业投机的领域。而要进行 

大规模商业投机，就需要大城市。因此，法国报刊就集中在少数地方; 

既然集中在少数地方的物质力量可以兴风作浪，那么，为什么精神力 

量就不会如此呢？

如果你们一定要按新闻出版自由的历史存在而不是按它的思想 

来判断它，那么，为什么你们不到新闻出版自由历史地存在的地方去 

寻找新闻出版自由呢？自然科学家力求用实验在最纯粹的条件下再 

现自然现象。你们不需要做任何实验。你们可以在北美找到新闻出 

版自由的最纯粹、最合乎事物本性的自然现象。但是.如果说北美有 

很好的历史基础来实现新闻出版自由，那么，德国的历史基础就更 

好。著作界以及同它密切相联的人民的精神教养当然不仅仅是新闻 

出版的直接历史基础，它们就是新闻出版的历史本身。世界上哪个国 

家的人民能够像德国人民这样以具有新闻出版自由的这些最直接的 

历史基础而自豪呢？

辩论人又打断我们的话说，如果德国新闻出版成为自由的新闻 

出版，这将是德国道德的不幸，因为新闻出版自由造成“内部的道徳 

敗坏，这种道德败坏企图摧毁对人的最高使命的信仰，同时也摧毁真 

正文明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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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败坏道德作用的是受检査的报刊。最大的恶行——伪善-- 

是同它分不开的；从它这一根本恶行派生出它的其他一切没有丝毫 

德行可言的缺陷，派生出它的丑陋的（就是从美学观点看来也是这 

样）恶行——消极性。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 

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耽于幻觉，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 

要求人民同样耽于这种幻觉。因此，人民也就有一部分陷入政治迷 

信，另一部分陷入政治上的不信任，或者说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 

■-群只顾个人的庸人。

上帝只是在第六天才谈论他自己的创造物:“看着一切所造的都 

甚好”①，而受检查的报刊却每天都在夸耀政府意志的创造物；但是， 

由于这一天必然要同另一天发生矛盾，所以报刊就常常撒谎，而且还 

必须掩饰自己意识到自己在撒谎，必须抛开一切羞耻。

由于人民不得不把具有自由思想的作品看作违法的，因而他们 

就习惯于把违法的东西当作自由的东西，把自由当作非法，而把合法 

的东西当作不自由的东西。书报检查制度就这样扼杀着国家精神。

但是，我们这位辩论人从“私人”利益出发，害怕新闻出版自由。 

他没有想到，书报检査制度是对私人权利，尤其是对思想的一种经常 

的侵犯。他在谈到个人遭受危险时慷慨激昂;难道我们谈到普遍的事 

物遭受危险时就不应当慷慨激昂吗？

我们要把我们的观点同辩论人的观点明确地划清界限，最好就 

是把我们对“坏思想”所下的定义同他所下的定义加以对比。

辩论人认为，“不承认教会和国家有任何权威的傲慢态度”是坏 

思想。难道我们就不应当把不承汄理性和法律的权威的看法当作坏

①《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章第31节。一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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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吗? “只有忌妒心才宣扬要消灭被平民称为贵族的一切”，而我们 

却说,忌妒心想消灭的是人类本性的永恒的贵族，即平民也不能对它 

有半点怀疑的贵族——自由。

“只有阴险的幸灾乐祸才不辨真沩地对有关个人的传闻津津有味，并强求 

公开，使私生活中的一切丑闻都暴露无遗》”

我们则说，阴险的幸灾乐祸从各族人民的伟大生活中抓住流言 

蜚语和个人传闻，它不承认历史的理性，而只是向公众传播历史的丑 

闻;这种幸灾乐祸根本不能判断事物的本质，所以死抓住现象的个别 

方面，抓住个人传闻而强求保守秘密，以便把社会生活的任何污点都 

掩蔽起来。“这是由下流图景勾引起来的心灵和幻想的污浊。”不错， 

这种心灵和幻想的污浊是由关于恶的全能和善的无能的下流图景勾 

引起来的；不错，这是以罪过为骄傲的幻想;这是以神秘的图景来掩 

盖自己的世俗的傲慢态度的卑鄙心灵。“这是对自己得救感到绝望， 

这种绝望想以否定上帝来伍倒良心的呼声。”不错，这是对自己得救 

感到绝望，这种绝望把个人的弱点变成了人类的弱点，为的是从自己 

的良心h去掉这一负担;这是对人类得救感到绝望，这种绝望阻止人 

类遵循天生的自然规律，宣扬不成熟是一种必然现象;这是伪善，它 

借口有一个上帝，却既不相信上帝的现实性，也不相信善的全能;这 

是利己心,它把个人得救置于整体得救之上。

这些人怀疑整个人类，却把个别人物尊为圣者。他们描绘出人类 

本性的可怕形象，同时却要求我们拜倒在个别特权人物的神圣形象 

面前Ö我们知道个人是弱小的，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整体是强大的。

最后，辩论人使我们想起了曾经从知善恶树的树枝上传来的关 

于吃果实的话（和当时一样，关于知善恶树的果实，我们现在也在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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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你们不一定死，你们吃了这些果实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 

帝能知道善恶。”①

虽然我们怀疑辩论人是否尝过知善恶树的果实以及我们（莱茵 

省等级代表）当时是否同魔鬼争论过（关于这一点，至少创世记一点 

也没有谈到），但是，我们对辩论人的意见还是同意的，不过只想提醒 

他一点，就是魔鬼当时并未欺骗我们，因为上帝自己就说:“亚当已经 

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②

辩论人曾说:“写和说是机械的技能。”他这句话正可作为上面这 

段言论的结语。

不管我们的读者对这种“机械的技能”如何感到厌倦，为了全面 

起见，继诸侯等级和骑士等级之后，我们也必须让城市等级尽情发表 

他们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看法。这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市民反对 

派，而不是公民反对派。

城市等级的辩论人@认为他是赞同西哀士的意见的，他以市民 

的口吻宣称： '

“新闻出版自由只要没有坏人参与，就是美妙的东西》”“要防止这一点，直
O O 0 O 0 O 0

到现在还没奋找到有效的办法”④，如此等等《

把新闻出版自由称为东西，这一点确恳天真可赞。一般说来，随 

便怎样责备这位辩论人都不算过分，只是不能责备他不够冷静或耽 

于幻想。

① 《旧约全书•创世记》第3章第4一5节＜, 编者注

② 同上，第3章第22节。——编者注

③ 约•舒哈德。——编者注

④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M8U年科布伦茨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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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新闻出版自由是美妙的东西，也是某种能够美化可爱的生 

活习惯的东西.是令人愉‘央的、极好的东西吗？但是，有这样-，些坏 

人，他们甩语g撒谎，用脑袋搞阴谋诡计，用双手行窃，用两腿潜逃。 

言谈和思维、手和脚都是美妙的东西，美好的语言，令人愉快的思维， 

灵巧的双手，最出色的双脚，只要没有坏人滥用，都是美妙的东西!但 

是，还没有找到任何防止滥用的办法。

“如果人们看到，在那个国家〈指法国〉中永远变动的局势和对未来的没有 

把握的担心，是同对宪法和新闻出扳G由的同情相联系的，那么这种同情必然 

会减弱的》”

宇宙科学最初发现地球是恒动的物体时，不少安闲的德国人曾 

按住自己的睡媢，对祖国的永远变动的局势唉声叹气;而对未来的没 

有把握的担心，使他们对随时可能倒立过来的家室也兴味索然了。

新闻出版自由不会造成"变动的局势”，正如天文学家的望远镜 

不会引起宇宙系统的不断运动一样。可恶的天文学！那曾是多么美 

好的吋期，那时地球就像一个可敬的市民一样还处在宇宙的中央，安 

逸地衔着它那个陶制的烟斗，甚至不用自己动手点灯；因为太阳、月 

亮、星星这些不灭的明灯，这些“美妙的东西”都在它的周围旋转。

“谁如果不去摧毁他自己建造的东西，

在这变化无常的尘世上，他就能牢牢地站稳脚跟”，①

按出身根本不是法国人而是阿拉伯人的哈里里是这样说的。

辩论人通过下面这段话十分明确地表明了他的等级：

①弗•吕凯特《赛鲁支人阿卜宰德的变化或哈里里的木卡姆》第1
册。一编者注



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 187

“真诚而忠实的爱国者不能抑制自己不这样想：宪法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存 

在不是为了人民的福利，而是为了满足个别人物沽名钓誉的欲望，为了党派的 

统治。”

大家知道，有一种心理学专门用细小的理由来解释大事情。它正 

确地猜测到了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是它由 

此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只有“细小的”利益，只有不变的利己的利 

益。大家也知道，这种心理学和对人的了解在城市里更是屡见不鲜》 

在那里，人们把洞察世界，能透过观念和事实的重重云雾识破忌妒成 

性、勾心斗角、抓住儿股线头就想操纵整个世界的卑鄙小人的眼力看 

作有远见卓识的标志。但是同时大家也知道，贪杯过度是要跌破自己 

的脑袋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聪明人对人和世界的了解首先就是糊 

里糊涂地跌破自己的脑袋。

此外，动摇不定和优柔寡断也是辩论人所属等级的特点 。

“他的独立感说明他赞成新闻出版自由〈指提案人所理解的那种新闻出版 

自由〉，但是他必须倾听理性和经验的呼声。”

如果辩论人在结束时说•.虽然他的理性赞成新闻出版自由，但是 

他的依赖感却反对它，那么，他的发言就成了城市反动派的完美的世 

态画。

“谁有舌头不言语， 

谁有利剑不劈刺，

谁就白白活一世。”①

①弗•吕凯特《赛鲁支人阿卜宰德的变化或哈里里的木卡姆》第1 
册---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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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谈谈新闻出版自由的辩护人。我们从一个主要的提

案①开始。我们现在不谈这一提案的引言中表述得中肯而正确的较 

—般的论点，这样可以使该报吿中独特而典型的观点更加突出。

提案人希望新闻出版自由这种一定行业的自由不要像到现在为 

止那样被排斥在一般的行业自由之外，他把这个内在矛盾看作不彻 

底的典型例子。

“手脚的劳动是自由的，而头脑的劳动则要受到监护。当然是受更有智慧的 

头脑的监护吧？上帝保佑！书报检査官是不在此例的》上帝要谁当官，就会给他 

智慧》”②

首先令人奇怪的是把新闻出版自由归结为行业自由。但是，我们 

还不能直接屏弃辩论人的观点，伦勃朗曾把圣母像画成尼德兰的农 

妇;为什么我们这位辩论人不能把自由描绘成他所熟悉和常见的模 

样呢？

我们也不能否认辩论人的言论有相对的正确性。如果把新闻出 

版仅仅看成一种行业，那么，它作为头脑的行业，应当比手脚的行业 

有更多的自由。正是由于头脑的解放，手脚的解放对人才具有重大的 

意义，因为大家知道，手脚只是由于它们所服务的对象——头脑—— 

才成为人的手脚。

因此，无论辩论人的观点乍一看来是多么独特，我们仍然应当无 

条件地承认，这种观点比德国自由派那种毫无根据、含糊其词、模棱 

两可的议论来得高明，这些自由派以为，把自由从现实的坚实土地上

① 主要的提案是1841年6月17日由科隆代表亨•梅尔肯斯提出

的》--- 编者注

② 1841年8月5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213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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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到幻想的太空就是尊重自由。这些流于幻想的空谈家、这些伤感的 

狂热者把他们的理想同日常的现实的任何接触都看成是亵渎神明 。 

对我们德国人说来，自由之所以直到现在仍然只是一种幻想和伤感 

的愿望，一部分责任是要由他们来负的。

德国人一般易于感情冲动，过度激奋，他们有一种爱听蓝色天空 

音乐的癖好。因此，用从与他们最紧密的周围环境中得出的严酷而现 

实的观点向他们证明观念这个大问题时，他们总是高兴的。德国人生 

来就特别忠诚、恭顺和谦卑。他们由于过分地敬重观念，所以就不去 

实现这些观念。他们把观念当作崇拜的对象，但不去培育它。这样看 

来，为了使德国人同他的观念亲近起来，为了向他表明这里所指的不 

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而是他的切身利益，为了把神的语言变成人 

的语言，辩论人所采取的方法看来是合适的。

大家知道，希腊人曾经认为，他们可以在埃及人、利比亚人以及 

斯基台人的神中认出自己的阿波罗、自己的雅典娜、自己的宙斯；他 

们全不注意别国偶像独有的特点，认为这是次要的事情。同样，德国 

人把他所不熟悉的新闻出版自由的女神当作他所熟悉的一个女神 ， 

井且按照他所熟悉的女神的名称，把它叫作行业自由或财产自由，这 

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正因为我们要承认并且赞赏辩论人的观点，所以我们才对 

这些观点进行更加尖锐的批评：

“还可以设想行会与新闻出版自由同时继续存在.因为脑力劳动这•个行业 

要求更髙的技艺，要求与七种古老的人文学科有同样的地位。但是，新闻出版不
o o o O O

自由与行业自由同时继续存在，这是~种违背神圣精神的罪行/①

①1841年8月5日《杜塞尔多夫日报I第213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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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罗!既然自由的较髙级的形式都被认为不合法，它的低级形 

式自然应当被认为是不合法的了。在国家的权利没有得到承认的时 

候，个别公民的权利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总的说来自由是合法的，不 

言而喻，某一特定形式的自由表现得越鲜明、越充分，自由的这一特 

定形式也就越合法。如果水fè由于身上有自然界的生命在微弱地跳 

动，就有生存的权利，那么，体内有生命奔腾怒吼着的狮子怎么会没 

有生存权利呢？

如果说较高级的权利形式必须由较低级的权利形式来证实这一 

结论是正确的，那么把较低级的领域用作衡量较高级领域的尺度则 

是错误的了;这样一来，就会把在一定限度内是合理的规律歪曲成为 

可笑的东西,因为这是硬要要求这些规律不成为该领域的规律，而成 

为另-个更高级领域的规律。这正像我想强迫一个巨人住在侏儒的 

屋子里一样。

行业自由、财产自由、信仰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审判自由，这一 

切都是同一个类即没有特定名称的一般自由的不同种》但是，由于相 

同而忘了差异，以至把一定的种用作衡量其他一切种的尺度、标准、 

领域，那岂不是完全错了?如果一种自由只有在其他各种自由背叛它 

们自己而自认是它的附庸时，它才允许它们存在，这是这种自由气量 

狭窄的表现。

行业自由只是行业自由，而不是其他什么自由，因为在这种自由 

中，行业的本性是按其生命的内在原则不受阻挠地形成起来的。如果 

法院遵循它自己固有的法规而不遵循其他领域（如宗教）的规律的 

话，审判自由就是审判自由。自由的每一特定领域就是特定领域的自 

由，同样，每一特定的生活方式就是特定自然的生活方式。要狮子遵 

循水螅的生命规律，这难道不是反常的要求吧？如果我这样去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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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既然手和脚以其独特的方式发挥职能，那么眼睛和耳朵这两种使 

人摆脱他的个体性的羁绊而成为宇宙的镜子和回声的器官，就应 

当有更大的活动权利，因而也就应当具有强化的手和脚的职能;如果 

我这样去推论.我对人体各种器官的联系和统一的理解将是多么错 

误呵！

在宇宙系统中，每一个单独的行星一面自转，同时又围绕太阳运 

转，同样，在自由的系统中，它的每个领域也是一面自转，同时又围绕 

自由这一太阳中心运转。宣称新闻出版自由是一种行业自由，这无非 

是在未保护之前先行扼杀的一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保护。当我要求 

-种性格要按另一种性格的方式成为自由性格时，难道我不是抹杀 

了性格自由吗？新闻出版向行业说道：你的自由并不就是我的自由。 

你愿服从你的领域的规律，同样，我也愿意服从我的领域的规律。按 

你的方式成为自由人，对我说来就等于不自由；因为如果木匠要求他 

的行业自由，而人们把哲学家的自由作为等价物给了他，他是很难感 

到满意的。

我们想把辩论人的思想直截了当地叙述出来。什么是自由？他 

回答说:“行业自由”。这就好比一个大学生在回答什么是自由这一问 

题时会说“自由之夜”。

正如可以把新闻出版自由归入行业自由一样，其他任何一种自 

由也都可以归入行业自由。法官的行业是法律，传教士的行业是宗 

教，家长的行业是教养子女；难道我这样就表述了法律自由、宗教自 

由、伦理自由的本质了吗？

我们也可以把事情倒过来说，把行业自由看作只是新闻出版自 

由的一种„难道各个行业就只是用手脚工作，而不是同时也用头脑工 

作吗？难道只有作为言语的语言是唯一的思想语言吗？难道机械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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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用他的蒸汽机向我们的耳朵很清楚地说话吗？难道制床厂主不 

是向我们的脊背，厨师不是向我们的胃很明白地说话吗?所有这些种 

类的新闻出版自由都容许存在，唯独一种新闻出版自由即通过油墨 

来向我们的心灵说话的那种新闻出版自由不容许存在，这不是矛 

盾吗？

为了维护甚至仅仅是为了理解某个领域的自由，我也必须从这 

一领域的主要特征出发，而不应当从它的外部关系出发。难道被贬低 

到行业水平的新闻出版能忠于自己的特征，按照自己的高贵天性去 

活动吗？难道这样的新闻出版是自由的吗？作者当然必须挣钱才能 

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

贝朗瑞唱道：

“我活着只是为了编歌，

呵，大人，如果您剥夺了我的工作，

那我就编歌来维持生活”①，

在这种威胁中隐含着嘲讽的自白:诗一旦变成诗人的手段，诗人就不 

成其为诗人了。

作者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 

者本人还是对其他人来说，作品都绝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者 

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他自己的生存。宗教的传教士也是一样, 

只是方式不同，他也遵循一个原则:“多服从上帝，少服从人们。”@这 

些人们中也包括具有人的要求和愿望的他自己。相反，如果我向一个 

裁缝定做的是巴黎式燕尾服，而他却给我送来一件罗马式的长袍，因

① 出处不详。——编者注

② 《新约全书•使徒行传》第5章第29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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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认为这种长袍更符合美的永恒规律，那该怎么办呵！

新闻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把新闻出

版贬低为单纯物质手段的作者应当遭受外部不自由——书报检査 

——对他这种内部不自由的惩罚；其实他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对他 

的惩罚了。

当然，新闻出版也作为一种行业而存在，不过那已不是作者的 

事，而是出版商和书商的事了。但是，这里所谈的不是出版商和书商 

的行业自由，而是新闻出版自由。

的确，我们这位辩论人绝不认为用行业自由证明了新闻出版自 

由这一权利就可以停步不前了。此外，他还要求新闻出版自由不受本 

身的规律支配，而受行业自由的规律支配。他甚至同委员会的那位对 

新闻出版自由评价较高的报告人①进行辩论，并提出了一些只能使 

人觉得滑稽可笑的要求。当较低级领域的规律被应用到较高级的领 

域时，立刻会产生这种可笑的感觉;倒过来也一样，当小孩子激昂慷 

慨时，也会使人觉得滑稽可笑的。

“他谈到够资格的和不够资格的作者。他把这种划分理解为，甚至在行业自OOOO o o o o O
由的领域内，享用被赋予的权利也往往附有某种条件，而满足这种条件的难易 

则要看职业而定，”“泥瓦匠、木匠、建筑师显然应当满足那些对大多数其他行业 

完全免除的条件，”“他的提案所指的这种权利是特殊意义上的而不是一般意义
o o o O

上的权利。”②

首先，应该由谁来决定够不够资格的问题呢?康德不会承认费希 

特是够资格的哲学家，托勒密不会承认哥白尼是够资格的天文学家，

① 约•萨尔姆-赖弗沙伊德-戴克公爵。——编者注

② 1841年8月5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213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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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尔沃的贝尔纳不会承认路德是够资格的神学家。任何一个学者 

都把批评自己的人算作“不够资格的作者”。究竟谁是够资格的学者, 

也许应当由没有学间的人来决定吧?显然，决定权应该让给不够资格 

的作者了，因为够资格的作者是不能做自己事情的判断者的。也许资 

格应当同等级联系起来吧！鞋匠雅科布•伯麦是一位大哲学家。一 

些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不过是一些大鞋匠而已。

此外，既然所谈的是够资格的作者和不够资格的作者的问题，那 

么，要想做得彻底就不能单在个别人中间进行划分，而应当把新闻出 

版业再分成各种行业。对著作活动的各种不同领域是否颁发各种不 

同的营业证呢？也许够资格的作者应该什么都会写吧？不言而喻，如 

果写皮革方面的问题，鞋匠比律师更够资格。写节假日应不应当做工 

的问题，短工并不比神学家不够资格。因此，如果把资格同特殊的客 

观条件联系在一起，那么，每一个公民在同一个时候都会既是够资格 

的作者又是不够资格的作者——在同他的职业有关的方面是够资格 

的，而在其他各方面则不够资格。

旦不说这样一来新闻出版不会成为把人民联结起来的普遍纽 

带，而会成为分离人民的真正手段，等级的差别就会在精神上得到固 

定，而出版物的历史就会降低到某几种特殊精神动物的自然历史的 

水平;旦不说那时由于这种划分还会发生各种难以裁断又不可避免 

的争论和冲突;旦不说平庸和狭隘将被当作新闻出版界的准则，因为 

特殊的东西只有在与整体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情况下，才能从精 

神上自由地加以考察。且不说这一切，但是，因为阅读和写作一样重 

要，所以也必须有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读者，这是在埃及得出的结 

论，在那里祭司既是够资格的作者，同时也是唯一够资格的读者。因 

此，只允许够资格的作者享有购买和阅读他自己的著作的资格，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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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合理了。

前后多么矛盾！既然特权得势，政府当然有充分的权利说，它在 

自己的一切行为取舍方面是唯一够资格的作者。既然你们认为自己 

除了你们特殊的等级以外，作为公民也有权写文章谈论最普遍的事 

物即国家，那么你们想排除在外的其他普通人作为人难道就无权对 

极其特殊的问题，即对你们的资格和你们的著作作出判断吗？

那样一来将会产生可笑的矛盾:够资格的作者有权在不受书报 

检查的条件下写文章谈论国家，而不够资格的作者却只有在受到书 

报检査的条件下才能写文章谈论够资格的作者。

你们从你们那一伙人中招募一帮官方作者，那是肯定实现不了 

新闻出版自由的。那样一来，够资格的作者都成了官方的作者，书报 

检查制度同新闻出版自由之间的斗争就变成了够资格的作者同不够 

资格的作者之间的斗争。

第四等级的一个成员①正确地提出：

“如果对新闻出版应当加以约束的话，那就让各党派都受同样的约束好了 ， 

就是说，在这方面赋予任何一类公民的权利都不应当比另一类公民多。”②

我们大家都服从书报检查制度，就像专制政体下面人人一律平 

等一样，虽然不是在价值上平等，但是在无价值上是平等的。而上述 

那种新闻出版自由想要把寡头政治也引进精神领域。书报检査制度 

最多只能宣布作者在它的管辖范围内不受欢迎和行为不当。而上述 

那种新闻出版自由竟然妄图预测世界历史，压制人民的呼声，而人民

① 约•卡•安•采托，一编者注

② ］841年8月5 H《杜塞尔多夫口报》第213兮。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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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 

判断者。梭伦只是在人的生命终结以后即人死以后才敢于对他作出 

判断①，而这种观点却敢于在一个作者诞生以前就对他作出判断了。

新闻出版是个人表达其精神存在的最普遍的方式。它不知道尊 

重个人，它只知道尊重理性。你们要以官方的方式用特殊的外在的标 

志来确定精神的表达能力吗?对别人我不可能是什么样的人，对自己 

我就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这样的人。如果对别人我没有权利成为英 

才，那么，对自己我也就没有权利成为英才;难道你们想把成为英才 

的特权只赋予个别人吗？每个人都在学习写作和阅读，同样，每个人 

也应当有权利写作和阅读。

究竟为了谁应该把作者分为“够资格的”和“不够资格的”两类 

呢?显然不是为了真正够资格的人，因为他.们无须这样也可以引人注 

意。可见，是为了那些想用外来的特权来保护自己并使自己受人敬畏 

的“不够资格的”人。

而且这种治标办法并没有使新闻出版法成为多余的东西，因为 

正如农民等级的辩论人②所指出的：

“难道特权者就不会超越自己的权利去犯罪吗？因此，无论如何新闻出版法 

还是必要的，不过我们在这里将碰到在一般新闻出版法中所碰到的同样的困
o o 0 o o o O

难，③

德国人只要回顾一下自己的历史，就会知道造成本国政治发展 

缓慢以及在莱辛以前著作界贫弱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够资格的作

① 参看普卢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一-编者注

② 弗•阿尔登霍芬.——编者注

③ 1841年8月5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213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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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17世纪和18世纪的职业的、行会的、有特权的学者、博士等等 

以及大学的平甫作者们，他们头戴呆板的假发，学究气十足，抱着烦 

琐的咬文嚼字的学位论文站在人民同精神、生活同科学、自由同人的 

中间。我国的著作业是由那些不够资格的作者创立的。你们把戈特 

舍徳和莱辛两人在“够资格的”和“不够资格的”作者中间加以抉 

择吧！

我们根本不喜欢那种只希望以复数形式存在的“自由”。英国向 

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广阔的历史生活图景的证明;说明“复数的自 

由”的狭隘视野对“自由”是多么危险。

伏尔泰说道:“关于复数的自由即特权的说法是以服从为前提的。复数的自

由是普遍奴隶制的例外。”①

其次，如果我们这位辩论人想要把匿名的和用笔名的作者排除 

在新闻出版自由之外并使他们服从书报检査制度②，那么我们必须 

指出，书报上的署名与问题无关，但是在实行新闻出版法的地方，出 

版者服从法院，并且通过他，匿名作者、用笔名的作者也服从法院。亚 

当给天国的动物命名③时忘记给德国报纸的记者起名字，所以他们 

就永远是无名氏。

提案人企图限制人，即新闻出版的主体，而其他等级则想限制新 

闻出版的客观材料即它活动和存在的范围。于是就产生了一场无聊 

的讨价还价:新闻出版自由应该有多少自由？

一个等级想要使报刊只限于讨论莱茵省的物质、精神、教会方面

① 出处不详。——编者注

② 1841年8月5 H《杜塞尔多夫日报》第213号。--- 编者注

③ 参看《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章第20节。■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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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①;另一个等级希望出版“乡镇的报纸”©，这一名称本身就已 

说明内容的局限性;还有一个等级甚至希望在每一个省只有一种报 

纸可以坦率地发表意见③! ！！

所有这些企图使人联想到一个体育教师，他提出训练跳远的最 

好方法是把学生领到一个大埭沟旁边，并且用绳子量好，要他跳到壕 

沟对面多远的地方。显然，学生应当逐步地学跳.不能第一天就跳过 

整个壕沟，绳子应当逐步拉远。可惜学生在上第一堂课时就掉入了壕 

沟，而且直到现在还躺在那里。这位教师就是德国人，而学生就叫作 

“自由”。

所以，从一贯的正常的典型表现来看，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上新闻 

出版自由的辩护人同他们的论敌没有内容上的区别，只有方向上的 

不同。一部分人由于特殊等级的狭隘性而反对新闻出版，另一部分人 

则由于同样的狭隘性为新闻出版辩护。一部分人希望特权只归政府， 

另一部分人则希望把特权分给若干个人。一部分人要实行全部书报 

检査，另一部分人则只要一半，一部分人想要八分之三的新闻出版自 

由，另一部分人一点也不要。愿上帝保护我免遭我的朋友们的伤害!

但是，报告人和农民等级的几个议员的发言同省议会的曹遍精 

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① 见海•约•狄茨的提案，载于1841年8月8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 

216号。编者注

② 这~提案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和《杜塞尔多夫日报》上都 

没有发表》 编者注

③ 见安•威•许弗尔的提案，载于1841年8月8日U土塞尔多夫日报》

第216号。---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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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①还指出：

“在人民以及个别人的生活中出现这样一个时机:过分长期监护的桎桔使 

人难以容忍，人们渴求独立，毎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对自已的行动负责。”“从此， 

书报检査制度过B} f »在它还继续存在的地方，它被看作一种禁止人们写文章 

论述被公开谈论的事物的令人痛恨的强制手段。”②
C o o o 0

你怎么说就怎么怎►么写就怎么说，在小学时老师就这样教导 

我们。可是后来人们却教训我们说：怎么指示你,你就怎么说;命令你 

说什么，你就写什么。

“随着时间不可遏止的向前推移，会产生现有立法中尚无适当规定的新的 

重大的兴趣或者新的需要，每当这样的时刻，就必须制定新的法律来调整这种 

新的社会状态。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时机。”©

这是真正历史的观点，它是同臆想的观点相对立的，而臆想的观 

点却先扼杀历史理性，然后又把它的遗骨当作历史的圣物来敬 

奉。

“任务〈编纂新闻出版法典 > 当然不是很容易解决的；将要进行的第一次尝 

试也许很不完善！但是,所有的邦都应感激首创这件事情的立法者，而在像陛下 

这样的国乇领导下，普鲁士政府也许已经卷4蝉沿着唯一可能通向目的的道路 

走在其他各邦的前面了。”②

我们的全部叙述已经证明，这种英勇果敢的观点在省议会上是 

多么孤立。这一点议长③本人曾经无数次向报告人指出过。最后，农

① 约•萨尔姆-赖弗沙伊德-戴克公爵。——编者注

② 1841年8月5日《杜塞尔多夫口报》第213号。——编者注

③ 佐尔姆斯-霍亨佐尔姆斯-利希公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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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等级的一位议员①在他愤愤不平的、但是绝妙的演讲中也说出了 

这一点：

“正像猫围着热粥打转一样，大家都在这个问题上兜圈子人类精神应当
OOCOoOCOOOO 00 OOOOOOOOOO

根据它固有的规律自由地发展，应当有权将自己取得的成就告诉别人，否则，清oooooooo
新的河流也会变成一潭恶臭的死水，如果说对某个国家的人民特别适宜于享有 

新闻出版自由的话，无疑这就是稳重而善良的德国人民，他们需要的与其说是 

书报检查制度的精神紧束衣，不如说是促使他们从麻木状态中奋起的刺激，这 

种不能无拘无束地向别人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情况很像北美的刑事犯监禁制 

度*3,这种极端严酷的制度常常使囚犯发狂。如果一个人没有指责的权利，他的 

赞扬也是没有价值的。这种缺乏表现力的情况就像一幅缺乏阴影的中国画。但 

愿我们别与这种死气沉沉的民族为伍! ”②

回顾新闻出版问题的全部辩论过程，我们便不能抑制由于莱茵 

省代表会议而产生的那种无聊乏味和令人不快的印象，因为会议代 

表们在故意顽固到底'的特权和生来软弱无力的不彻底的自由主义之 

间摇来摆去。我们首先怀着不满的心情看到，普遍的和广泛的观点几 

乎完全不存在，在对新闻出版自由问题进行辩论以至抹杀这一问题 

时，态度是轻率肤浅的。我们再一次反问自己，难道新闻出版同等级 

代表们相距太远，没有任何实际关联，以致他们不能以实际需要所产 

生的浓厚兴趣来为新闻出版自由辩护吗？

新闻出版自由抱着最含蓄的博得好感的企图向各等级递上丁请 

愿书。

省议会刚一开始就展开了一场辩论，在辩论中议长指出，刊印省

① 即约•亨•鲍尔，他实际上是城市等级的议员，《杜塞尔多夫日报》误 

称其为农民等级的议员。——编者注

② 1841年S月8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216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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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辩论情况，同刊印其他各种文件一样，要经书报检査机关批准，

但在这里，由他议长代行书报检査官的职责。

就在这一点上，新闻出版自由问题难道不是已经和省议会的自

由相一致了吗?这个冲突之所以尤其有趣，是因为这里通过省议会本 

身已向省议会证明，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 

影。自由的每一种形式都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 

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了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 

问题。只要自由的某--种形式受到指责，那么，整个自由都受到指责， 

自由就只能形同虚设，而此后不自由究竟在什么领域内占统治地位， 

将取决于纯粹的偶然性。不自由成为常规，而自由成为偶然和任性的 

例外》因此，如果在涉及自由的特殊存在时，认为这是特殊问题，那是 

再错误不过的了。这是特殊领域内的一般问题。自由终归是自由，无 

论它表现在油墨上、土地上、信仰上或是政治会议上。如果一定要自 

由的忠实朋友用表决方式回答“自由是否应该存在?”这一问题，他本 

来应当感到这损伤了他的自尊心。但是，就是这位自由的朋友在表现 

自由的独特的素材面前却将要手足无措起来;他只知有种不知有类 ， 

为了新闻出版忘记了自由。他以为他所判断的对象是一种同他毫无 

关系的本质，而他同时又对自己的本质判了罪。这样一来，第六届莱 

茵省议会宣判新闻出版自由有罪，也就是宣判它自己有罪。

伯里克利曾经理直气壮地公开夸耀自己说:“就熟悉国家的需要 

和发展这些需要的艺术而论，我敢与任何人较量。”①绝顶聪明的从 

事实际活动的官僚们暗地里以为这句话也适用于他们自己，那是毫

①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撤战争史》1827年斯图加特版第1部分第2卷 

第194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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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道理的。这班政治智慧的世袭租佃者们想必会耸一耸肩，像预言家 

一样神气十足地说，为新闻出版自由辩护的人真是白费气力，因为宽 

松的书报检査制度要比严厉的新闻出版自由好些》让我们用斯巴达 

人斯珀蒂亚斯和布利斯回答波斯总督希达尔奈斯的话来回答他 

们吧：

“希达尔奈斯，你向我们提出的劝告并没有从两方面同样地加以考虑。因为 

你的劝告有一方面你亲身体验过》而另一方面你却没有体验过。你知道做奴隶 

的滋味;但是自由的滋味你却从来也没有尝过。你不知道它是否甘美。因为只要 

你尝过它的滋味，你就会劝我们不仅用矛头而且要用斧子去为它战斗了。”①-

卡•马克思写于大约1842年3 
月26日■—4月26日

载于 1342 年 5 月 5、8、10、12、 

15和19日《莱茵报》第125、 

128、130、132, 135 和 139 号附 

刊

署名：莱茵省一居民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①希罗多德（哈利卡纳苏的〉《历史》1831年斯图加特版第2部分第8卷 

第940_941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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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问题

从问题本身和1842年5月17曰星期二 

《菜茵报》第137号附刊谈起M

以符号+ 4•署名的文章《就集权问题论德国和法国》说：

“f枣疼冷应当从一•个点华竽呢，还是每个省、每个乡镇应当自己管理自 
己，而府只是在要对外代°表°国家时才应当作为一个整体的权力管辖国家 

的各部分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存在着严重分歧。”

~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 

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 

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 

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 

题，就能得到答案。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 

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因此，每个时代的谜语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 

语都是该时代的迫切问题，如果说在答案中个人的意图和见识起着 

很大作用，因此，需要用老练的眼光才能区别什么属于个人，什么属 

于时代，那么相反，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 

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 

声。因此，任何一个时代的反动分子都是反映时代精神状态的准确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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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表，正如狗是测度天候的准确晴雨表一样。在公众看来，好像是反 

动分子在制造问题。因此，公众以为，如果某个蒙昧主义者不同某种 

现代潮流作斗争，如果他不对事情提出问题，那么似乎问题也就不存 

在了。因此，公众自己把反动分子看作是真正代表进步的人物。

“国家权力应当从一个点出发呢”，也就是说，一个点应当统管一 

切呢.还是每个省等等应当自己管理自己，而中央政府只是对外才应 

当作为“对外”的整体的权力出现呢，——集权的问题，决不能这样加 

以表述。作者要我们确信：

“这个问题.如果从更髙的角度来考察，就会作为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而自 

行消失”，因为“如果人确实就是他按其本质应当成为的那种人，那么个人自由 

和普遍自由就毫无区别”。“因此，假定人民全由Ç享单+组成，那么所谈的问题 

甚至不可能提出来。”“中央的权力就会存在于之中……”“但是，正像 

一般地说任何对外法律、任何成文法规等等~样，任何中央国家权力等等都将 

是多余的》这样的社会将不是国家，而是人类的理想。”“如果从髙级的哲学的观 

点来观察我们的社会生活，解决最复杂的国家问题，就可能变得非常容易，&學 

冷占碎，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完全正确的，甚至是唯一正确的。但是，这ià 

A未i对集权问题提出理论上的答案，而是对它提出实际的，当然只是经验的 

和相对的答案……’’

文章作者一开始就对自己的问题作了自我评价。他认为，如果从 

更髙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但是，他同时又告诉我们，从 

这个高的角度来看，所有法律、成文法规、中央国家权力，以至国家本 

身都消失了，作者有理由赞扬用这种观点观察问题“非常容易”，但 

是，他认为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从理论上说是完全正确的，甚至是 

唯一正确的”，那就不对了，他把这种观点称为“哲学观点”，也是不对 

的。当人们把哲学同幻想混为一谈的时候，哲学必须严肃地提出抗 

议。关于完全由“正直的人”组成的人民这一虚构，同哲学是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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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像关于“祈祷的鬣狗”这一虚构同自然格格不入一样。作者把 

“自己的抽象概念”偷偷塞进哲学。①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5月

17日以后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27年历史考证 

版第1部分第1卷第1分册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①手稿到此中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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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至今尽管不把《科隆日报》看作是'莱茵知识界报纸”，但是 

我们把它看作是“莱茵情报广告报”而加以尊重。①我们认为，该报的 

“政治性社论”主要是促使读者厌恶政治的一种绝妙的手段，目的是 

使读者转而更狂热地醉心于充满活力的、洋溢着产业精神的、常常是 

妙趣横生的广告领域;使读者在这里也遵守下述规则:经过崎枢小 

路，到达星辰之上，经过政治，到达牡蛎那里@3但是，《科隆日报》以 

前一直保持的政治和广告之间非常恰当的比例，最近已被一种可以 

叫作“政治产业广吿”的特殊广告破坏了。因为编辑部最初不知道应 

该把这种新式广吿排在哪里，所以往往把广告变成社论#，把社论变 

成广告，而且变成政治语言中称为“告密书”的那种广告③了。如果这 

种广告是付了钱的，那就径直称为“广吿”好了。

北方有这样一种风俗：如果饭菜很简单，就先请客人喝上等烈性 

酒。我们很乐意遵照这个风俗，在吃饭时先请我们的北方客人喝烧

① “知识界报纸”的德文是“Bùtt der Intelligenz”, “情报广告报”的德文

是“Intelligenzblatt”。---编者注

② 拉丁文“astra”（“星”）和德文“Auster”（“牡蛎”）这两个词是谐

音》--- 编者注

③ 德文“Anzeige”既有“告发”、“告密”的意思，又有“广告”的意思。——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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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因为这顿饭，即《科隆日报》第179号的大“有毛病的文章”①没有 

一点“精神”②》因此，我们先请读者看一看琉善的《神的对话》中的~ 

个场面，这里引的是“通俗易懂的”译文因为我们的读者之中至少 

有一个不是希腊人。

琉善的《神的对话》

XXIV.海尔梅斯的怨言

海尔梅斯、玛娅

海尔梅斯亲爱的妈妈，难道在整个天堂里还有比我更不幸的神吗？

玛娅不要这样说，我的儿子！

海尔梅斯为什么我不能这样说呢？有一大堆的事情要我去操办，而且我 

总是要独自干活，并被支使去干那么多奴隶差役。天刚一亮，我就得起来去打扫 

食堂和整理议事厅里的每-张靠椅。干完以后，我又得听丘必特的吩咐，整天上 

上下下充当信使。刚刚回来，满身尘土，又要去伺候吃饭，端饭送菜。最精糕的 

是，唯有我连夜里都得不到安宁。因为夜里我必须把死人的灵魂引渡到普路托 

那儿去，并且在审判死人灵魂的时候充当听差。我白天的辛劳还不够•我还要去 

练体操，要在人民会议上当重谕官，要帮助人民的代言人记熟演说词，——这种 

种事务已使我筋疲力尽，但是我还得料理一切有关死人的事务。

自从被逐出奥林波斯山之后，海尔梅斯仍然照老规矩继续干“奴 

隶差役”，并且料理一切有关死人的事务。

《科隆日报》第179号那篇有毛病的文章究竟是海尔梅斯本人写 

的，还是他的儿子山羊神帕恩写的，让读者去判断吧。但读者首先要

① “社论”的德文“leitender Anikei”与“有毛病的文章”的德文“leidender 

Artikel”发音相似。——编者注

② 德文“Spiritus”既有“烈性酒"的意思，又有“精神”的意思。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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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希腊的海尔梅斯是一位雄辩之神和逻辑之神。

“我们认为，通过报纸传播哲学和宗教观点，或者在报纸上攻击这些观点， 

都是不能容许的。”

一听到这种老年人的唠叨，我就知道作者①想要发表一篇枯燥、 

冗长而又充满各种神谕的祷文，可是我竭力抑制住自己急躁的情绪， 

我想，难道我能不相信这个明智的人吗？他是如此坦率，以致能在家 

里完全开诚布公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我又继续看下去。然 

而真是怪事!虽然不能指摘这篇文章有任何哲学观点，但是它至少有 

一种攻击哲学观点和传播宗教观点的趋向。

连文章本身都否认自己有存在的权利，并预先声明自己不合格， 

那么这篇文章叫我们说什幺好呢?饶舌的作者将答复我们说，他自己 

将指点我们怎样阅读他的吹牛文章。他说他只提供思想的片断，而让 

“读者的洞察力”去“比较和联系”。当然，对于他甘愿经营的那种广告 

来说，这是最巧妙的方法。因此，我们也打算在自己的文章里来“比较 

和联系”一番，但是，如果念珠串变不成珍珠项链，那就不是我们的过 

错了。

作者声明：

“据赛CI看来，_个党采取这种手段〈即通过报纸传播哲学和宗教观点，或 
者攻击这"些°观点〉，就表明它意图不纯正》它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教诲和启发人 

民，而是要达到其他的另外的目的。”oooooooo

既然作者本人的意见是这样，那么文章所追求的就只能是另外 

的目的。而这些“另外的目的”是瞒不了人的。

①《科隆H报》编辑海尔梅斯。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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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说，国家不但有权利，而且也有义务“禁止不够资格的空谈 

家胡说八道”。显然，作者指的是他的观点的反对者，因为他早就以够 

资格的空谈家自命了。

因此，这里所指的是要在宗教事务方面重新加强书报检査，要采 

取新的瞀察措施来对付勉强能透过气来的新闻出版界。

“据我们看来，能够责备国家的地方，不是它过分严格，而是过分宽容。”

但是，社论的作者忽然想到，责备国家是危险的。因此，他就把矛 

头转向当局，他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责难变成了对书报检査官的责难， 

他指摘书报检査官，说他们实行“书报检査太松”了。

“竽呼〒學亭字的但是‘个另Jj寧，'的应该受到责难的宽容，到现在为止也 
表现哲学派别iÜi和其他并非专供学术界人士阅读的出版 

物对基督教进行极其无理的攻击》”

作者停了一会儿，又忽然想起，不到一个星期以前他还认为书报 

检査自由为新闻出版自由所留的余地太少68，而现在他又认为书报 

检査官对报刊管束太松了。

必须设法自圆其说。

“只要书报检査制度还存在，它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割去因幼稚的狂妄 

而产生的令人厌恶的赘疣，这些赘疣最近经常损伤我们的眼睛。”

视力差的眼睛！视力差的眼睛！而“视力最差的眼睛将要被那种 

只是面向广大群众的理解力的做法所损伤”。

如果稍稍放松书报检査，就可能使令人厌恶的赘疣出现，要是实 

行新闻出版自由，情况又会如何呢？如果我们的眼睛视力太差，竟然 

不能忍受经过检査的报刊的这种“狂妄”，那么它们的视力又怎能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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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足以忍受自由报刊的“大胆”①呢？

“只要书报检査制度还存在，它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一旦 

它不存在，那又会怎样呢？应当这样理解这句话：书报检査制度最迫 

切的任务就是尽可能长期存在下去。

而作者又忽然想起：

“我们的责任并不是做一个公开的原告，因此我们拒绝作更详细的说明。”
O O O

真是天使般善良的人儿！他拒绝作更详细的“说明”，然而，只有 

十分详细而明确的特征才能证明和说明他的观点究竟要求什么。可 

是，他只是低声地说些含糊其词的令人怀疑的话。他的责任不是做一 

个公开的原告，他的责任是做一个秘密的原吿。

最后，这个可怜虫想起他的责任是要写自由主义的社论，把自己 

描绘成一个“新闻出版自由的忠诚朋友”。于是，他就使出这最后 

一招：

“我们禁不住要抗议这种行为，假如这种行为不是出于偶然的疏忽，那么它 

的目的不外是要使比较自由的新闻出版运动在社会舆论面前名声扫地，从而把 

制胜的•王捭交给担心用直截了当的办法达不到目的的敌人。”

这位如此勇敢而又机智的新闻出版自由的捍卫者教训我们说， 

既然书报检査机关不是一只挂着“我在睡觉，别叫醒我! ”牌子的英国 

豹子，它当然会采取这种“致命的”办法使比较自由的新闻出版运动 

在社会舆论面前名声扫地。

如果新闻出版运动要去提醒书报检査机关注意“偶然的疏忽”，

①“狂妄”的德文“ÜbermuV与“大胆”的德文“Mut”为同一词根。——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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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希望“书报检查官的削笔刀”替它在社会舆论面前维持名誉，那还 

用得着去败坏这样的新闻出版运动的名声吗？

只有当人们把放纵无耻行为也称为“自由”的时候，这种运动才 

能叫作“自由的”运动;一方面装扮成比较自由的新闻出版运动的捍 

卫者，另一方面却又教训我们说，报刊一旦没有两个宪兵搀扶.就必 

然会跌进污水沟，难道这还不是愚蠢和伪善的无耻行为吗？

既然哲学书刊自己在社会舆论面前使自己名声扫地，那么书报 

检査机关、这篇社论还有什么用处呢？当然，作者无论如何也不希望 

限制“科学研究的自由”。

“目前科学研究理应有无限广阔的活动范围。”
o o c O

可是，这位先生对于科学研究有什么看法呢?我们看看下面的言 

论便可以明白：

“必须严格区别什么是科学研究（通过科学研究，基督教只会取得成功）的 

自由所要求的东西和什么是超出科学研究界限的东西

如果科学研究的界限不由科学研究本身来决定，那么该由谁来 

决定呢？科学的界限应当按照这篇社论来规定》因此，社论承认“官 

方理性”的存在，这种理性不从科学研究中学习，反而去教训科学研 

究，并俨然作为一种博学的天意，规定科学的胡子上的每根胡须应该 

有多粗才能成为世界性的胡子。社论相信书报检査的科学灵感。

在继续研究社论关于“科学研究”的这些荒唐的论断之前，我们 

先用一点时间来欣赏一下海尔梅斯先生的“宗教哲学”，即他“自己的 

科学”。

“宗教是国家的基础，是任何并非仅仅为达到外部目的而组成的杜会团体



212 _《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

所最必要的条件。”

证据是:“即使宗教的最原始形式即呼警母抒物爷，也还在一定程度上使人 

超脱感性欲望，如果人完全屈从于这些破ü么kk欲望就会把人 

物的水平，并使人无法实现任何较髙的目的》”
o 0 o 0

社论的作者把拜物教称为宗教的“最原始形式”。可见，他承认那 

种未经他同意但在“科学研究”的所有名人看来已经确定了的东西， 

即承认“动物宗教”是比拜物教更离级的宗教形式;难道动物宗教就 

不是把人置于动物之下吗？难道动物宗教不是把动物变成人的上 

帝吗？

现在谈谈“拜物教”吧！这完全是廉价读物上的学问！拜物教远 

不能使人超脱感性欲望，相反，它倒是“感性欲望的宗教”。欲望引起 

的幻想诱惑了偶像崇拜者，使他以为“无生命的东西”为了满足偶像 

崇拜者的贪欲可以改变自己的自然特性。因此，当偶像不再是偶像崇 

拜者的最忠顺的奴仆时，偶像崇拜者的粗野欲望就会砸碎偶像。

“凡是获得了较髙历史意义的民族，其人民生活的兴盛是与其宗教意识的 

高度发展同时发生的，其声望和力量的衰落是与其宗教文化的衰落同时发 

生的。”

只有把作者的论断整个颠倒过来，才能得出真理。作者完全颠倒 

了历史。希腊和罗马就是古代世界各民族中具有极高“历史文明”的 

国家。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外部极盛时期是亚历山 

大时代。在伯里克利时代，智者派69、称得上哲学化身的苏格拉底、艺 

术以及修辞学等都排斥了宗教。而亚历山大时代是既否认“个人”精 

神的永恒不灭，又否认各种现存宗教之神的亚里士多德的时代。70罗 

马的情形更是如此！请读一读西塞罗的著作吧！在罗马的极盛时期， 

伊壁鸠鲁派2、斯多亚派3或者怀疑派4的哲学就是有教养的罗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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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古代国家的宗教随着古代国家的灭亡而消亡，这用不着更多的 

说明，因为古代人的“真正宗教”就是崇拜“他们的民族”、他们的“国 

家”。不是古代宗教的灭亡引起古代国家的毁灭，相反，是古代国家的 

灭亡引起了古代宗教的毁灭，该社论就凭这种无知居然宣布自己是 

“科学研究的立法者”并向哲学“发号施令!”

“整个古代世界之所以必然要瓦解，是因为随着各民族在其科学发展上取 

得进步，作为他们的宗教观点的基础的种种谬误也必定会被揭蒋出来，

可见，据社论的意见，整个古代世界之所以灭亡，是因为科学研 

究揭露了古代宗教的谬误。如果科学研究对宗教的谬误默不作声，如 

果罗马当局遵照社论作者的忠吿取缔卢克莱修和琉善的著作，那么 

古代世界就能免于毁灭吗？

我们顺便想冒昧地给海尔梅斯先生的博学补充一点材料。

正好在古代世界濒临灭亡的时候，产生了亚历山大里亚学派71， 

这个学派力图强行证明希腊神话是“永恒真理”，是完全符合“科学研 

究的成果”的》连尤利安皇帝也属于这一学派，该学派认为，只要闭上 

眼睛不看新出现的时代精神，就可以使它完全消失。不过，我们来看 

一看海尔梅斯本人的结论吧。在古代宗教里，“关于神的东西的模糊 

猜想被谬误的漆黑夜幕所遮蔽”，因此不能同科学研究相对抗。然而 

基督教的情况却正好相反,——任何能思想的机器都会得出这样的 

结论。事实上，海尔梅斯也说：

"科学研究最大的成杲一向都只为证实基督教的真理服务。”

我们且不谈过去的一切哲学毫无例外地全部被神学家指责为背 

弃基督教，甚至虔诚的马勒伯朗士和受圣灵感召的雅科布•伯麦的 

哲学也未能幸免；且不谈莱布尼茨被不伦瑞克农民指责为



214 《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

“Löwenix” （没有任何信仰的人），并且被英国人克拉克和牛顿的其 

他拥护者指责为无神论者;且不谈有一部分坚定不移、始终如一的新 

教神学家断言，基督教同理性不能一致，因为“世俗的”理性和“宗教 

的”理性是矛盾的，——对于这一点，德尔图良作了经典的表述:“这 

是真实的，因为它是荒谬的”①;且不谈上述这一切，我们只问一点： 

除了听任科学研究自由发展从而强使它化为宗教而外，还有什么办 

法能够证明科学研究和宗教的一致呢？起码别的强制手段都不是 

证据。

既然你们一开始就承认只有符合你们的观点的东西是科学研 

究，那么你们当然就很容易作出预言。然而，你们的论断比起印度婆 

罗门的论断来又有什么髙明的地方呢！婆罗门认为只有自己才有权 

诵读吠陀72,从而证明吠陀是神圣的。

海尔梅斯说，是的，“这里说的是科学研究”。然而，一切同基督教 

相矛盾的研究不是“半途而废”就是“走上歧途”。还能有更容易的论 

证方法吗？

只要科学研究“弄清了它所取得的成果的内容”，那它就决不会 

同基督教的真理发生矛盾。但同时国家却应该注意使这种“弄清”成 

为不可能，因为研究不应该面向广大群众的理解力，也就是不应该成 

为对它自己是通俗易懂的！即使那些非科学的研究者利用一切主张 

君主制的报纸诽谤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也应该保持谦逊和沉默。

据说基督教排斥“任何新没落”的可能性，但是，警察应该注意不 

让谈论哲理的报刊作者导致这种没落，应该极其密切地注意这一点。 

在同真理斗争的过程中，谬误是会自行暴露的，因此不需要用外力来

①昆•赛•弗•德尔图良《论基督的肉体复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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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它;但是国家应该帮助真理进行这一斗争，即使不剥夺“谬误”拥 

护者的内在自由（这是国家无法剥夺的），也要剥夺这种自由的可能 

性.就是剥夺生存的可能性。

基督教坚信自己能获得胜利，但据海尔梅斯看来，基督教坚信获 

胜的程度还不致于轻视警察的帮助。

如果凡是违背你们信仰的东西一开始就是谬误，并且必须被看 

作是谬误，那么你们的要求同伊斯兰教徒的要求和其他一切宗教的 

要求有什么区别呢?为了不至于同教义的基本真理相抵触，哲学是不 

是应该照“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风俗”这句俗语所说的那样，对每一 

个国家都采取特殊的原则呢？哲学是不是应该在一个国家里相信 

3X1 = 1，在第二个国家里相信女人没有灵魂，而在第三个国家里却 

又相信有人在天上喝啤酒呢？难道存在着植物和星辰的一般本性而 

不存在人的一般本性吗？哲学是问：什么是真实的？而不是问：什么 

是有效的？它所关心的是一切人的真理，而不是个别人的真理;哲学 

的形而上学真理不知道政治地理的界限；至于“界限”从哪里开始，哲 

学的政治真理知道得非常清楚，而不会把特殊的世界观和民族观的 

虚幻视野和人的精神的真实视野混淆起来。在所有维护基督教的人 

中间，海尔梅斯最无能。

基督教的长久存在是海尔梅斯用来为基督教辩护的唯一证据。 

但是，难道哲学不也是从泰勒斯的时代起就一直存在到现在吗?而且 

按照海尔梅斯的看法，难道不正是在目前，哲学比任何时候提出的要 

求都要多，对自己的重要性的估计都要高吗？

最后，海尔梅斯究竟怎样证明现代国家就是“基督教”国家呢?他 

究竟怎样证明现代国家的目的不是使有道德的个人自由地联合起 

来，而是使教徒联合起来，不是实现自由，而是实现教义呢?他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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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欧洲国家的基础都是基督教。”

那就是说，法国也是这样？但是，宪章73第3条并没有说“凡是基

督徒”或“唯有基督徒”，而是说“凡是法国人皆享有担任文武官职之 

平等权利”。

同样，普鲁士邦法74的第2部分第13章也说：

“国家元首零丰号等职责是维持外部和内部的稳定和安全，保护每个人的 
一切不受暴力侵°犯'。”> °

根据第1节，国家元首集“国家的全部职责与权利”于一身。但这 

并不是说，国家最主要职责就是镇压异端的谬误和保证来世幸福 。

如果某些欧洲国家真是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上，难道这些国家 

就符合自己的概念了吗？难道“单是”某种状态“存在的事实”就能给 

这种状态以存在的权利吗？

在我们的海尔梅斯看来当然是这样，因为他提醒青年黑格尔派 

的信徒们注意：

“根据国内大部分地区的现行法律，未经教会认可的婚姻就是非法同居，并
O 3 o O O O O O 0-0 o O P O o

将受到违警处罚。”
o 0

因此，如果根据拿破仑法典75,“未经教会认可的婚姻”在莱茵河 

流域被看作“婚姻”，而根据普鲁士邦法，在施普雷河流域则被认为是 

“非法同居”，那么，根据海尔梅斯的意见，“违警的”处罚就给“哲学家 

们”提供了一种论据，即在这里是合法的东西在别处却被看作违法 

的，这一论据证明，科学的、道德的和合理的婚姻概念不是表现在拿 

破仑法典里，而是表现在普鲁士邦法里。这种“违警处罚的哲学”也许 

在别的什么地方能够使人信服，但在普魯士是不能使任何人信服的。 

而且普鲁士邦法并不重视“圣洁的”婚姻，该法第2部分第1章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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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就说：

“不过，邦的法律所认可之婚姻，并不因其未经宗教当局之许可或为其所拒 

绝而丧失民法效力•。”
o 0 .

可见，在普鲁士，婚姻也部分地摆脱了“宗教当局”，婚姻的“民 

法”效力和“教会”效力之间也有了差别。

我们伟大的基督教的国家哲学家并没有“很强的”国家观念，这 

是不言而喻的。

“因为我们这些国家不仅是宇昀畢等，同时还是真正的寧亨坪孝，只是它们 
照管的范围要比教育青年的机庭更尖二些”等等，所以，“整教育”是以

o o o o
“基督教为基础”的。

我们青年学生的教育既以教义问答为基础，又以古代经典作家 

的著作和各门科学为基础。

根据海尔梅斯的意见，国家之所以不同于保育院，并不在于任务 

的内容，而在于规模，即国家“照管”的范围要大一些。

实际上，国家的真正的“公共教育”就在于国家的合乎理性的公 

共的存在。国家本身教育自己成员的办法是: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成 

员;把个人的目的变成普遍的目的，把粗野的本能变成合乎道德的意 

向，把天然的独立性变成精神的自由；使个人以整体的生活为乐事， 

整体则以个人的信念为乐事。

与此相反，社论不是把国家看作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而是看作是被指定接受上面的教育并从“狭隘的”教室走进“更广阔 

的”教室的一群成年人。

这种教育和监护理论在这里被新闻出版自由的朋友加以引用， 

他出于对这位美人的爱慕而指出“书报检査的疏忽”,他善于适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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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广大群众的理解力”（《科隆日报》最近开始感到广大群众的理 

解力很成问题，也许是因为群众已不再能理解“非哲学报纸”的长处 

了吧?），他还劝学者们说，有些见解应该在前台发表，而另一些见解 

则要在幕后发表！

社论曾表明自己的国家观念“不强”，•现在它又表现出自己的“基

督教”观念很差。

“世界上的-切报纸文章.都不能使那些大体上已经感到安乐和幸福的居 

民相信他们是在走霉运。”

原来如此!要对付报纸文章，物质上的安乐和幸福感是比救苦救 

难、无坚不摧的坚定信仰更可靠的东西!海尔梅斯并没有唱道:“我们 

的上帝是一座坚固的城堡! ”①这样看来，“广大群众’’真正的宗教热 

情倒比“少数人”文雅的世俗教养更容易被疑问所锈蚀！

海尔梅斯认为，在“秩序井然的国家”里，“就是煽动叛乱”也不像 

在“秩序井然的教会”里那么危险，尽管“上帝精神”把教会引向一切 

真理。好一个教徒！且看他提出的理由！说什么政治文章群众容易 

理解！哲学文章群众无法理解！

社论暗示说:“最近用来对付青年黑格尔派的治标办法造成了治 

标办法通常所造成的后果。”如果我们把这种暗示同希望黑格尔派最 

近的活动不致给他们带来“特别有害的后果”这一正直善良的愿望对 

照一下，那么我们就会明白《李尔王》中康瓦尔说的话：

他不会谄媚，

他有一颗正直坦白的心，他必须说老实话；

①引自马丁•路德的赞美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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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人家愿意接受他的意见，很好》

即使不接受，他还是个正直的人，

我知道这种家伙，他们用坦白的外表，

包藏着更大的奸谋祸心，

比二十个胁肩谄笑、俯首帖耳的愚蠢的佞臣更要不怀好意。①

如果我们武断地设想，《莱茵报》的读者会对这出与其说是严肃 

不如说是滑稽的戏剧感到满意，对看到有人告诫一个从前的自由主 

义者、“昔日的青年”76不可越轨这个场面感到满意，我们认为这是侮 

辱他们》现在我们来简略地谈一谈“问题本身”。只要我们还在同有 

毛病的文章的作者论战，不让他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走下去是没有 

道理的。

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哲学也应该在报纸的文章中谈论宗教事 

务吗？”

只有分析了这个问题，才能得出答案。

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 

静的自我审视;所有这些，一开始就使哲学同报纸那种反应敏捷、纵 

论时事、仅仅热衷于新闻报道的性质形成鲜明对照。哲学，从其体系 

的发展来看，不是通俗易懂的；它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 

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 

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

哲学就其性质来说，从未打算把禁欲主义的教士长袍换成报纸 

的轻便服装。然而，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 

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

①莎士比亚《李尔王》第2幕第2场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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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正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 

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哲学不是在世界之外，就如同人脑 

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当然，哲学在用双脚立地以 

前，先是用头脑立于世界的；而人类的其他许多领域在想到究竟是 

“头脑”也属于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是头脑的世界以前，早就用双 

脚扎根大地，并用双手采摘世界的果实了。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 

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 

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 

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 

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正获得这样的 

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 

学化，——这样的外部表现在一切时代里曾经是相同的。人们可以査 

阅任何一本历史书，他们将会发现，最简单的外部形式都一成不变地 

重复着，而这些外部形式很清楚地说明，哲学已进入沙龙、教士的书 

房、报纸的编辑室和朝廷的候见厅，进入同时代人的爱与憎。哲学是 

被它的敌人的叫喊声引进世界的；哲学的敌人发出了要求扑灭思想 

烈火的呼救的狂叫，这就暴露了他们的内心也受到了哲学的感染。对 

于哲学来说，敌人的这种叫喊声就如同初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对于 

--个焦急地谛听孩子哭声的母亲一样;这是哲学思想的第一声喊叫 ， 

哲学思想冲破了令人费解的、正规的体系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 

现在世界上。用大声喧嚷向世界宣告宙斯诞生的柯利班们和卡比尔 

们，首先反对的是研究宗教问题的那部分哲学家;其所以如此，一方 

面是因为宗教裁判官的本能善于最准确地抓住公众的这种温情的一 

面，另一方面是因为，公众（包括哲学的敌人在内）只有用自己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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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角才能够触及哲学的观念领域，而在公众的眼里，和物质需要的体 

系几乎具有同等价值的唯一的思想领域，就是宗教思想领域，最后还 

因为，宗教不是反对哲学的某一特定体系，而是反对包括各特定体系 

的一般哲学。

当代的真正哲学并不因为自己的这种命运而与过去的真正哲学 

有所不同。相反，这种命运是历史必然要提出的证明哲学真理性的 

证据。

六年来，德国的报纸一直在大张旗鼓地攻击研究宗教问题的哲 

学，对它进行诽谤、歪曲、篡改77。奥格斯堡《总汇报》也唱起了显示其 

才能的歌曲,几乎每一支序曲都奏出这样的主题:哲学甚至不值得这 

位聪明的女人加以评论，它是青年人的吹牛瞎说，是一些自命不凡的 

小集团的时髦玩意儿》但是，尽管如此，还是不能摆脱哲学，于是不断 

重新擂响战鼓，因为奥格斯堡报用来掀起反对哲学的鼓噪的乐器就 

是一个单调的定音鼓。所有的德国报纸，从《柏林政治周刊》、《汉堡记 

者》直到穷乡僻壤的小报和《科隆日报》，又都对黑格尔和谢林、费尔 

巴哈和鲍威尔、《德国年鉴》等等大肆喧嚷。最后，公众都渴望看一看 

利维坦本身，尤其是因为有些半官方的文章威胁说，要由官署出面给 

哲学规定一个合法的模式，公众就更是急不可耐了。正在这时，哲学 

在报纸上出现了。长久以来它曾以沉默来回答那种沾沾自喜的肤浅 

之见;这种肤浅之见竟自吹自擂地说，只宴在报纸上发表几句陈词滥 

调就可以使天才的多年研究，自甘孤独历尽磨难取得的果实以及那 

种看不见但是使人慢慢耗尽心力的、冥思苦想的拼搏的成果，像肥皂 

泡一样化为乌有。哲学以前甚至曾经拒绝利用报纸，认为报纸不适于 

作为自己活动的场所，但是，哲学最终不得不打破自己的沉默，变成 

报纸的撰稿人，于是突然来了一次空前未有的破坏活动:一批信口雌



222 《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

黄的报纸撰稿人认为，哲学并不是报纸读者的精神食粮。当然，这时 

他们没有忘记提醒政府注意，不是为了教育公众，而是为达到别的目 

的在报纸上讨论哲学问题和宗教问题，是不正当的行为。

你们报纸上的叫嚣不是早就以最坏、最轻薄的形式把什么东西 

都归罪于哲学和宗教了吗？哲学对于宗教和它自己还能说些什么更 

厉害的坏话呢？哲学只须重复你们这些非哲学的嘉布遣会78修士们 

在千百次论争中所作过的有关宗教的说教，那么，哲学说出来的就将 

是最厉害的坏话了。

但是，哲学谈论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同你们不一样。你们没有经 

过研究就谈论这些问题，而哲学是在研究之后才谈论的；你们求助于 

感情,哲学则求助于理智；你们是在咒骂，哲学是在教导；你向人们许 

诺天堂和人间，哲学只许诺真理；你们要求人们信仰你们的信仰，哲 

学并不要求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你们在恐吓，哲 

学在安慰，的确，哲学非常精明老练，它知道，自己的结论无论对天堂 

的或人间的贪求享受和利己主义，都不会纵容姑息。而为了真理和知 

识而热爱真理和知识的公众，是善于同那些愚昧无知、卑躬屈节、毫 

无操守和卖身求荣的文丐来较量判断力和德行的。

当然，一个人由于自己才疏学浅是会曲解哲学的，难道你们新教 

徒不认为天主教徒曲解了基督教吗？你们不是把8世纪和9世纪的 

可耻时代79、巴托罗缪之夜80或异端裁判所归咎于基督教吗？有可靠 

的证据说明，新教神学之所以憎恨哲学家，多半是因为哲学宽容了特 

殊教派本身。人们责难费尔巴哈、施特劳斯，更多的是由于他们认为 

天主教教义就是基督教教义，而不是由于他们不承认基督教教义是 

理性的教义。

但是，就好像由亍蒸汽锅炉爆炸使一些乘客血肉横飞这种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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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不能成为反对力学的理由一样，个别人不能消化现代哲学并因 

哲学性的消化不良而死亡这种情况，也不能成为反对哲学的理由。

关于应该不应该在报纸上讨论哲学和宗教这个问题，由于问题 

本身毫无思想内容而被取消丁。

如果这样的问题已经作为报刊上的问题使公众感到兴趣，那就 

是说，它们已经成为当代的迫切问题了。这样一来，问题已不在于应 

该不应该一般地讨论它们，而在于应该在什么地方和怎样来讨论它 

们:是否应该在家里和饭店里、在学校里和教堂里，但不在报刊上讨 

论？是否应该由哲学的敌人而不由哲学家来谈论？是否应该用个人 

意见的模糊语言来谈论，而不用公共理智的清晰语言来谈论?这样一 

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现实生活中的东西是不是全包括在报刊范围 

之内？那时要谈的将不是报刊的某种特殊内容，而是一个一般性的问 

题:报刊应该不应该是真正的报刊，即自由的报刊？

我们要把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即“在所谓的基督教国家中， 

报纸应该不应该从哲学的观点来讨论政治？”这个问题截然分开。

如果宗教变成了政治的因素、政治的对象，那么，再来谈论报纸 

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讨论政治问题显然是多余的。看来，人世的智慧即 

哲学从一开始就比来世的智慧即宗教更有权关心现世的王国——国 

家。问题不在于应该不应该对国家进行哲学研究，而在于应该怎样进 

行这种研究——善意地还是恶意地、哲学地还是非哲学地、有成见地 

还是无成见地、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彻底地还是不彻底地、完全 

合理地还是半合理地。如果你们把宗教变成国家法的理论，那么你们 

自己就把宗教变成一种哲学了。

难道不是基督教首先把国家和教会分开的吗？

请读一读圣奥古斯丁的《论神之都》《，研究一下教父们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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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督教精神，然后再来告诉我们：“基督教国家”是国家还是教会？ 

难道你们的实际生活不是每时每刻都证明你们的理论是谎言吗？难 

道你们认为你们因权利被侵犯而诉诸法庭是不正确的吗？然而使徒 

却说，这样做不对。①当有人打了你们的左脸时，你们是连右脸也送 

上去②呢，还是相反，去控告这种侮辱行为呢？但是，福音书却禁止这 

样做。难道你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要求合理的权利吗？难道你们不因 

为稍微提高捐税而抱怨吗？难道你们不因为个人自由稍被侵犯就怒 

不可遏吗？然而有人却吿诉你们，此生的苦难同来世的欢乐相比又算 

得了什么，而忍让恭顺和憧憬幸福才是主要的美德 。

难道你们的大部分案件和大部分民事法律不都是关于财产的 

吗？然而有人却告诉过你们，你们的财宝并不在这个世界上。既然你 

们也承认，帝王之物当归帝王，神之物当归神③，那么，你们不仅要把 

金钱，而且至少同样也要把自由理性当作世界的统治者;“自由理性 

的行为”我们就称为哲学研究。

当有人提议成立神圣同盟82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宗教的国家同 

盟，并且建议宗教应成为欧洲各国的国徽时，教皇却胸有成竹地坚决 

拒绝加入这一神圣同盟，因为在他看来，把各国人民联结起来的基督 

教方面的普遍纽带是教会，而不是外交，也不是世俗的国家同盟。

真正的宗教国家是神权政体的国家》这些国家的首脑应该或者 

像犹太人的国家那样是宗教之神耶和华自己，或者像西藏那样是神 

的代理人达赖喇嘛，最后，像哥雷斯在自己的最后一本著作83中公正

① 参看《新约全书•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7--8节。——编者注

② 参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第39节。一编者注

③ 同上，第12章第17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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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基督教国家所要求的那样，基督教国家应该毫无例外地服从一 

个教会即“永无谬误的教会”，因为如果像新教那样没有教会的最高 

首脑，宗教的统治就只能是统治的宗教、政府意志的崇拜。

如果一个国家有几个平等的教派，而国家又不去侵犯各个特殊 

教派的权利，那它就再也不可能是一个宗教国家.不可能是那种把其 

他教派的拥护者指责为异教徒、根据信仰配给每片面包并把教义变 

成个人和国家公民納存在之间的纽带的教会了。你们问一问“贫穷的 

绿岛埃林”①的天主教居民，问一问法国革命以前的胡格诺派84吧， 

他们并不是向宗教呼吁，因为他们的宗教不是国教;他们是向“人权” 

呼吁，而哲学是阐明人权的，哲学要求国家是合乎人性的国家。

但是，不彻底的、狭隘的，不信教而又是神学的理性主义却说，不 

论教派的差别如何，一般的基督教精抻应该是国家的精神!把宗教的 

一般精神和现行的宗教分割开来，这是最严重的渎教行为，这是世俗 

理性目空一切的表现。把宗教同它的教义和教规分割开来，就等于说 

法的一般精神在国家中应该占统治地位，而不考虑特定的法律和现 

行法规。

既然你们把自己置于宗教之上，自以为有权把宗教的一般精神 

和它的具体的规定分割开来，那么，当哲学家想要彻底地而不是半途 

而废地进行这种划分时,当他们把宗教的一般精神称为人类精神而 

不是基督教的精神时，你们又有什么理由去责备他们呢？

基督徒生活在制度各不相同的国家里:有的在共和政体的国家， 

有的在君主专制的国家，有的在君主立宪的国家。基督教并不能判定 

制度的好坏，因为它不懂得制度之间的差别，它像宗教应该教导人们

①爱尔兰旧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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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教导说:你们要服从执掌权柄者，因为任何权柄都出于神①。因 

此，你们就不应该根据基督教，而应该根据国家的本性、国家本身的 

实质，也就是说，不是根据基督教杜会的本质，而是根据人类社会的 

本质来判定各种国家制度的合理性。

拜占庭国家是一个真正的宗教国家，因为在那里教义就是国家 

问题，然而，拜占庭国家却是最坏的国家。旧制度的国家是最标准的 

基督教国家，但是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是“宫廷意志”的国家。

有~种二难推论是“健全的”人的理智所无法抗拒的。

要么基督教国家符合作为理性自由的实现的国家概念，那时，国 

家为了成为基督教国家，只要成为理性的国家就足够了，那时，只要 

从人类关系的理性出发来阐明国家就足够了，而这正是哲学所要做 

的工作。要么理性自由的国家不能从基督教出发来加以阐明，那时, 

你们自己将会承认，这样去阐明不符合基督教的意图，因为基督教不 

想要坏的国家，而不是理性自由的实现的国家就是坏的国家。

你们如何解决这个二难推论，可以随你们的便.然而你们将来定 

会承认，不应该根据宗教，而应该根据自由理性来构想国家。只有最 

愚昧无知的人才会硬说，这种把国家概念独立化的理论，不过是现代 

哲学家们心血来潮的想法罢了。

哲学在政治方面并没有做物理学、数学、医学和任何其他科学在 

自己领域内所没有做的事情。维鲁拉姆男爵培根把神学的物理学称 

为献身上帝的少女，是不能生育的②;他把物理学从神学中解放了出

① 参看《新约全书•罗马人书》第13章第1节。——编者注

② 参看弗•培根《科学推进论》1H9年维尔茨堡版第1卷第252
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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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于是，物理学就变成一门有成果的科学了。正如你们不会去问医 

生是不是教徒一样，你们也不应该向政治家提这样的问题。差不多和 

哥白尼的伟大发现（真正的太阳系）同时，国家的引力定律也被发现 

了 ：国家的重心是在它本身中找到的。欧洲各国政府企图在确立国家 

间的均势方面运用这个结论，当然带有实践的最初的肤浅特点，不过 

先是马基雅弗利、康帕内拉，后是霍布斯、斯宾诺莎、许霍•格劳秀 

斯，直至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则已经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 

他们从理性和经验出发，而不是从神学出发来阐明国家的自然规律， 

就像哥白尼并没有因为约书亚命令太阳停止在基遍、月亮停止在亚 

雅仑谷①而却步不前一样。现代哲学只是继承了赫拉克利特和亚里 

士多德所开始的工作。因此，你们反对的不是现代哲学的理性，你们 

是反对永远新颖的理性哲学。无知也许只是昨天或前天才在《莱茵 

报》或《柯尼斯堡日报》上首次发现了古老的国家观念，当然，它会认 

为这些历史的观念是个别人一夜没睡好突然产生的想法，因为无知 

觉得这些想法是新的并且只是昨天才知道。无知忘记了它自己是在 

扮演索尔邦博士的老角色②;这位博士认为，公开谴责孟德斯鸠是自 

己的义务，因为孟德斯鸠十分轻佻，竟不把教会的德行而把政治的德 

行宣布为国家的最高品质。无知忘记了自己是在充当告发沃尔弗的 

约阿希姆•朗格的角色85;朗格认为•沃尔弗的前定学说似乎会使士 

兵临阵脱逃，因而削弱军纪，以致瓦解整个国家。最后，无知还忘记了 

普鲁士邦法正是来源于“这个沃尔弗”的哲学学派，忘记法国拿破仑

① 基遍和亚雅仑谷均见《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10章第12节，一一 

编者注

② 可能指法国修道院院长博奈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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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并不来源于旧约全书，而是来源于伏尔泰、卢梭、孔多塞、米拉 

波、孟德斯鸠这一思想学派，来源于法国革命。无知是一个魔鬼，因而 

我们担心它还会造成一些悲剧。难怪最伟大的希腊诗人们在以迈锡 

尼和底比斯的王室生活为题材的惊心动魄的悲剧中都把无知描绘成 

悲惨的命运。

从前的研究国家法的哲学家是根据本能，例如功名心、善交际， 

或者虽然是根据理性，但并不是社会的而是个人的理性来构想国家 

的。现代哲学持有更加理想和更加深刻的观点，它是根据整体观念来 

构想国家的。它认为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这里，必须实现法律 

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 

他自己的理性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对聪明人来说,指出这一点已 

经足够了。

最后，我们再一次向《科隆日报》致以哲学的临别赠言。该报把一 

个“从前的”自由主义者拉过去是明智的。只要经常巧妙地求助于那 

些只知道维多克的“不是囚犯就是狱吏”这个二难推论的不久前的自 

由主义者，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同时扮演自由派和反动派两种角色，尤 

其明智的是，让那个不久前的自由主义者出面反对现在的自由主义 

者。没有党派就没有发展，没有区分便没有进步。我们希望，随着第 

179号的社论而来的将是《科隆日报》的新纪元——有气节的纪元。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6月 

28日~7月3日之间

载于1842年7月10、12和14 
日《莱茵报》第191、193和195 
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i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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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认为，历史学派是对18世纪轻佻精神的一种反动。这 

种观点流传的广泛性和它的真实性恰好成反比。确切地说，18世纪 

只有一种产物，它的主要特征就是轻佻，而这种唯一轻佻的产物就是

历史学派。

历史学派已把研究起源变成了自己的口号，它把自己对起源的 

爱好发展到了极端，以致要求船夫不在江河的干流上航行，而在江河 

的源头上航行。因此，要是我们返回到历史学派的起源去，返回到胡 

果的自然法87去，这个学派肯定会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历史学派的哲 

学产生于历史学派的发展之前，所以，要在该学派的发展本身中去寻 

找哲学是徒劳无益的。

18世纪流行过的一种虚构，认为自然状态是人类本性的真实状 

态。当时有人想用肉眼去看人的思想，因此就创造出自然人——巴巴 

盖诺，他们纯朴得居然身披羽毛。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间，有人曾经 

设想，那些原始民族具有非凡的才智，那时到处都听到捕鸟者模仿易 

洛魁人和印第安人等的鸟鸣术，以为用这种办法就能诱鸟入彀。所有 

这些离奇的言行都是以这样一种正确的想法为根据的，即原始状态 

是一幅幅描绘人类真实状态的纯朴的尼德兰图画。

胡果就是还没有接触到浪漫主义文化的历史学派的自然人，他 

的自然法教科书就是历史学派的旧约全书。赫尔徳认为，自然人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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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原始民族的圣书都是诗集，他这种观点丝毫也不会妨碍我们 

作出上述论断，尽管胡果是用最平淡、最枯燥无味的散文语调来说话 

的；因为正如每个世纪都有自己独持的性质一样，每个世纪都会产生 

出自己独特的自然人。因此，如果说胡果不是在作诗，那他毕竟是在 

编造虚构，而虚构是与18世纪的平淡无奇性质相适应的一种散 

文诗。

当我们说胡果先生是历史学派的輿祖和创始人的时候，我们是 

按照这个学派自己的意愿行事的，最著名的历史法学家所写的那篇 

纪念胡果的文章89就证明了这一点。当我们认为胡果先生是18世纪 

的产儿的时候，我们甚至是按照胡果先生的意图行事的，这位先生 

本人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自称是康德的学生，并把自己的自然法称 

作康德哲学的支脉①。现在我们就从胡果的宜言中的这一论点 

谈起。

胡果曲解了自己的老师康德，他认为，因为我们不能认识真实 

的事物，所以只要不真实的事物存在着，我们就合乎逻辑地承认它 

完全有效。胡果是一个否认事物的必然本质的怀疑主义者，因此他 

就像番夫曼那^对待事物的偶然现象。所以，他根本不想证明，实 

证的②事物是合乎理性的；相反，他力图证明，实证的事物是不合理 

性的。胡果自鸣得意地竭力从各方面搬出证据，以便证明下列论点 

是显而易见的，即任何一种合乎理性的必然性都不能使各种实证的

① 见胡果《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1819年柏林 

修订第4版第XII页。——编者注

② 德文“positiv”既有“实证的”意思，又有“实际的”、“实在的”意思。——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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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例如所有制、国家制度、婚姻等等，具有生命力；这些制度 

甚至是同理性相矛盾的；人们至多只能在拥护或者反对这些制度的 

问题上空发议论而已。我们决不应该把这一方法归咎于胡果的偶然 

的个性，其实，这是他的原则的方法，这是历史学派的坦率而天真 

的、无所顾忌的方法。如果说实证的事物之所以应当有效，就因为 

它是实证的，那么我就必须证明，实证的事物之所以有效，并非因 

为它是合乎理性的；除了证明不合理性的事物是实证的，实证的事 

物是不合理性的，实证的事物不是由于理性，而是违背理性而存在 

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更清楚地证明这一点呢？假如理性是衡 

量实证的事物的尺度，那么实证的事物就不会是衡量理性的尺度。 

“这些虽然是疯话，但这是方法! ”①因此，胡果亵渎了在正义的、有 

道德的和政治的人看来是神圣的一切，可是，他破坏这些神圣的事 

物，只是为了把它们作为历史上的圣人遗物来加以崇敬，他当着理 

性的面玷辱它们，是为了以后当着历史的面颂扬它们，同时也是为 

了颂扬历史学派的观点。

胡果的论据，也和他的原则一样，是实证的，也就是说，是非批判 

的。他不知道什么是差别。凡是存在的事物他都认为是权威，而每一 

个权威又都被他拿来当作一种根据。所以，他在某一段文章里引证了 

摩西和伏尔泰、理查森和荷马、蒙田和阿索，引证了卢梭的《社会契约 

论》和奥古斯丁的《论神之都》。他也以同样的态度去对待各个民族， 

把他们等同起来。在胡果看来，暹罗人和英国人一样实际，尽管前者 

认为，按照国王的命令缝住饶舌者的嘴巴，把笨拙的演说者的嘴巴一 

直剪到耳朵，这是永恒的自然定律，而后者则认为，要是他的国王专

①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2幕第2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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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地决定征收哪怕只是一分尼的捐税，那也是政治上的荒谬行为。不 

知羞耻的康奇人也和法国人一样实际，尽管前者赤身裸体地走来走 

去，至多用淤泥来涂抹一下自己的身体，而后者则不仅要穿衣服，而 

且还要穿得很考究。徳国人也并不比拉杰普特人更为实际，尽管前者 

把女儿当作家庭宝贝来教养，而后者为丁免去哺育之累，索性把女儿 

杀死。总而言之，皮肤上的疹子就像皮肤本身一样实际。

在一个地方这种事物是实际的，而在另一个地方那种事物是实 

际的。无论这种事物还是那种事物，都是不合理性的。那就眼从那些 

在你自己的小天地里是实际的事物吧！

这样看来.胡果是一个十足的怀疑主义者。否认现存事物的理性 

的18世纪的怀疑主义，在胡果那里表现为否认理性存在的怀疑主 

义。胡果承袭了启蒙运动，他不认为实证的事物是合乎理性的事物， 

但这只是为了不把合乎理性的事物看作实证的事物。胡果认为，人们 

消除实证的事物中的理性假象，是为了承认没有理性假象的实证的 

事物;他认为，人们摘掉锁链上的虛假的花朵，是为了戴上没有花朵 

的真正锁链。

胡果同18世纪的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关系,大体上就像摄政者① 

的荒淫官廷主政时期法兰西国家的解体同国民议会时期法兰西国家 

的解体的关系一样。二者都是解体！在宫廷主政时期，解体表现为放 

荡的轻佻，它懂得并嘲笑现存状况的思想空虚，但这只是为了摆脱一 

切理性的和道德的束缚，去戏弄腐朽的废物并且在这些废物的戏弄 

下被迫走向解体。这就是自己拿自己寻欢作乐的当时那个世界的腐 

败过程。相反，在国民议会时期，解体则表现为新精神从旧形式下的

①奥尔良公爵菲力浦第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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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因为旧形式已不配也不能容纳新的精神。这就是新生活对自身 

力量的感觉，新生活正在破坏已被破坏的东西，抛弃已被抛弃的事

物。因此，如果说有理由把康徳的哲学看成是法国革命的徳国理论， 

那么，就应当把胡果的自然法看成是法国旧制度的徳国理论，我们又 

一次在胡果身上发现了摄政时期放荡者的全部轻佻，即麻俗的怀疑 

主义，这种怀疑主义对思想傲慢无礼，对显而易见的东西却无比谦卑 

顺从，只有在扼杀实证事物的精神时才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智慧，目的 

是为丁占有作为残渣的纯粹实证的事物，并在这种动物状态中感到 

舒适愜意。胡果甚至在权衡论据的分量时，也以绝对可靠的本能把各 

种制度中合乎理性和合乎道德的东西都看作对理性来说是一种可疑 

的东西。对胡果的理性来说，只有动物的本性才是无可怀疑的东西。 

那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位从旧制度的观点出发的启蒙思想家是怎样说 

的吧！应当从胡果本人的话中听出胡果的观点来。应当给他的全部 

论断一概加上“他自己说的”这几个字。

导 言

“人在法律上的唯一特征就是他的动物本性。”①
ÜOOOGOOOCO o Q

自由篇

“对自由〈指合乎理性的本质〉的限制，甚至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这种本质不0 o o o 0 o o o o o
可能随心所欲地不再成为合乎理性的本质，即不再成为能够而且应当合乎理性
0 O O o 3 0 0 0 0 0 3 O O O 3 O O Ô

地行动的本质。”②

① 胡果《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1819年柏林修 

订第4版第52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117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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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由丝毫不会改变不自由的人和其他人的动物本性和理性本性。一切o o o O O O o o o o C O o o o O o
道义上的责任仍然起作用。奴隶制不仅从肉体方面来看是可行的，而且从理性

O O O o O 0 000000000000 o o O

亨更枣f也是可行的；任何证明与此相反的观点的探讨，肯定包含着某种误解。 
，奴°隶制也并不是绝呼ff毕f的.也就是说，它既不是从动物的本性中产

生出来的.也不是从理AwÂeèÀi性中产生出来的。可是，奴隶制同奴隶制 

的反对者所承认的年呼了吁孕可能是一种零呼時孕，这一点可以在和f 
法以及和公法的比较中'据就是，“从动iièw观点来看，属于富又

O O O o o O O
尽亨哆冬，显然比穷人更有免受贫困的保证，因为失去前--种人对富人是不利 

Ü人也很关心他们的疾苦，而穷人身上只要有一点东西可以搾取，就会被他 

们的同胞榨出来……”“考费奴隶和使奴隶琴孚的权利并不重要，S。卩f亨丰夸吁 

，咚，那也予ä慢牛穷人°所°忍受的哮考^萼» ;至于从考垮方面°来°说°，â A w 
况并不像瘫样严重，因为奴隶*处“必定是S#着参加战争的♦甚 

至在切尔克斯G女奴隶中间美女也比在女乞丐中间更加容易找到。”（请听这个
OOOOOOOO

老头说些什么！）

“至于说到理性的本性，那么当奴隶也要比忍受贫困优越，因为奴隶的所有
O O ?

者即使•学亨的角；牛ç，也宁愿为教育有某种才能的奴隶解囊，而不愿 

意在行国家制度的范围内，正是奴隶才免除了种类奇多o o o O O O O
的压边。押送战俘的人只是由于暂时要担负责任才去关心战俘，难道奴隶比战 

俘更不幸吗？政府派看守去监管苦役犯，难道奴隶比苦役犯更不幸吗？"

“奴隶制本身对于人口繁衍究竟有利还是有害，这还是-个争论中的
O O O O

问题。”①

婚姻篇

'•与对婚姻作完全自由的探讨时相比，以前从哲学观点来考察实在法时，婚
OOOCOOOCOOO o o 0 o o

姻往往被看得重要得多，又合乎理性得多》”②
Q OO o o C O O C

诚然，在婚姻中，满足性欲是合乎胡果先生的心意的。他甚至还

① 胡果《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1819年柏林修 

订第4版第247、249、251~255、257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276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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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事实中引出有益于健康的道德来：

“从这种情况以及无数别的情况中，人们本来应当看到，为了一个目的把人
O O O O OOOOÛOOO

的身体作为手段来使用，并非像人们其中包括康德本人对这一说法所作的错误
OCOOOOOOO O 0 0 0 Ö

理解那样，都是不道德的。”①
0 0 0 5

可是，用排他性来使性欲神圣化，用法律来约束欲望，用道徳的 

美把自然要求理想化、使之成为一种精神结合的因素——婚姻的精 

神本质——这一切在胡果先生看来，恰恰是婚姻中的可疑的东西。但 

是，在进一步探讨他那轻祧的无耻思想之前，我们且来听听一位法国 

哲学家的声音，以便同这位探究历史的德国人进行比较。

“一个女人既然为丁唯一的男人而抛弃这种神秘的矜持（这种矜持的神的 

戒律她铭刻在心上），那她就把自己献给了这个男人。为了他，她在委身于他的 

时刻抛弃了从来没有抛弃过的含羞心理，仅仅为了他，她撩开了平时用作庇护 

所和装饰品的面纱。于是就产生了对丈夫的亲密无间的信任，这是只能在她和 

他之间存在的排他性关系的结果，她并不因为这种关系而觉得受到了侮辱，于 

是就产生了丈夫对这种牺牲的感激，产生了对这个人的情欲和尊敬交织的情 

感,这个人甚至在和他共享欢乐的时候似乎也只是一味迁就他的。这就是在我 

们的社会制度中一切都秩序井然的原因。”
o 0 o o o o 0 o

自由的推究哲理的法国人本杰明•贡斯当就是这样说的! 

现在我们就来听听那位奴颜婢膝的、探究历史的德国人是怎样说 

的吧！

“更加町疑得多的是第二个因索，即未经结婚不得满足这种欲望。动物的本
o o o o o 0 O OOOO OO OOOO OO o o o O

性是和这种限制相违背的，理性的本性更是如此，〈因为……你们猜他要说什oocoooo oeoo o o o
么！……•〉因为一个人要预见到这会产生什么后果，他就应当是几乎无所不知

①胡果《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1819年柏林修 

订第4版第279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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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我们答应只能与某一个特定的人满足这一种强烈的天然欲望，那 

1，这就是呼丰帝咚寧亭!”"呼奉梦警势時按其本性是自由的感情就要受到束 

缚，而与这遙羞的东•离。”①

请看，我们那些靑年徳意志派在向谁学习!91

“这一制度②是和本性相矛盾的，因为……最后，警察就要承担--项 
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
OOOOOCOOO

哲学是多么糊涂啊，对瞀察连这点关照都不加考虑！

“婚姻法细则的一切后果都向我们表明：不管遵循怎样的原则，婚姻仍然是 

一种极其不完善的制度。”OOOOOOOOOO
“可是，这种用婚姻限制性欲的办法，也有其麥本优点，因为它通常能寧学 

传染病，婚姻使政府省去了许多麻烦。最后，到处°都°有极其重要意义的那
C O O OOOOOOOOOO

解，即认为私法的因素在这里a经成了唯一合乎习惯的因素，也起了作用费 
♦if说:没又只算得冬④竒無《產#杂《卡，我〈即胡果〉，抱嶔 

wa,不得不认为把我凌驾于i＜、°费奈隆、康德和休谟之上的这一美妙格言是 

—种骇人听闻的夸张。”o o o o o o O
“至于―夫„妻制和—夫多妻制，那显然要取决于人的动物本性！！，’⑤

o o o o

教育篇

我们一开头就读到:

① 胡果《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1819年柏林修 

订第4版第280~281页。编者注

② 在胡果的著作中这个词为“限制”。一编者注

③ 胡果《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1819年柏林修 

订第4版第281~282页。——编者注

④ 费希特《根据科学学原则创立的伦理学体系》1798年耶拿一莱比锡版 

第449页。——编者注

⑤ 胡果《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181S年柏林修 

订第4版第285—289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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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艺术所能提出的反对与此 < 即家庭教育〉有关的法律关系的理由， 

并不少于爱的艺术所提出的反对婚姻的理由.”①o o o o o o o
“困难就在于人们只能在这种关系的范围内进行教育.不过这种困难远不 

像在满足性欲时那样令人忧虑，其原因还在于允许以契约形式委托第三者进行 

教育>因此，凡对这项工作有强烈兴趣的人，都能很容易得到满足。不过受教育 

者当然不一定是他愿意教育的某个特定的人。然而，一个谁也不会把孩子委托 

给他的人，却可以凭借这种关系进行°教°育°,Ä而排除他人进行教育的可能性，这
O O O o

种事实也是和理性相矛盾的》最后，这里还有一种强制在起作用：一方面实在法o O
往往不允许教育者碑亭寧吁养考，另~方面受教育者又不得不让这样的人施 
教。这种关系的现€性°多°半°是°以°出生的纯粹偶然性为基础的，而出生必定是通

o o o o o
过窄啤同冬亲发生联系的。由于这里通常有一种本身就妨碍良好教育的邱雩在 

起关系的产生方式显然不是特别合乎理性的î而且父母双亡子 

也得受教育，可见这种产生方式也不是绝对必要的。”②

‘私法篇 

第107节教导我们说：

“私法的必要性完全是一种臆想的必要性。”③
OOOOOOOOOOOOOOOOÔ

国家法篇

“服从掌握权力的官府是神圣的道义上的责任》”“至于政府权力的分熙，那
OOOOOOOOOOOOOOOOOOO o O O O O O O

么实际上并没有一种国家制度是绝对合乎法理的，可是，不管权力如何分配，每OO OOOCOCOCO
一种制度又都是暂时合乎法理的。”④
OOOOOOOOOOOOOO

人们也能抛弃自由的最后束缚，即抛弃那强使人们成为合乎理

① 胡果《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1819年柏林修 

汀第4版第336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338 — 339、348页。--- 编者注

③ 同上，第138页o ------编者注

④ 同上，第512、519 —520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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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存在物的束缚.这一点胡果不是已经证明T吗？

我们认为，从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中引来的这几段摘要，足以给

这一学派作出历史的评价，以取代那些非历史的臆想、模糊的空想和 

故意的虚构。这几段摘要足以用来判明胡果的继承者92能不能承担

当代的立法者的使命。

诚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化的发展，历史学派的这棵面生的谱 

系树已被神秘的烟雳所遮盖;浪浸派用幻想修剪它，思辨又把自己的 

特性嫁接给它;无数学术果实都从这棵树上被摇落下来，晒干，并且 

被加以夸大地存放在宽阔的德国学术库房中。可是，实际上只须略加 

考证，就能够在种种天花乱坠的现代词句后面重新看出我们的旧制 

度的启蒙思想家的那种龌龊而陈旧的怪想，并在层层浓重的油彩后 

面重新看出这位启蒙思想家的放荡的陈词滥调。

胡果说，“动物本性是人在法律上的特征”，照这样说来，法就是
O o o O 0 O O 0

动物的法，而有教养的现代人则不说“动物的”这种粗野而坦率的字 

眼.而说“组织法”之类的术语了，因为在说到组织的时候，谁会立即 

想起动物的机体①呢？胡果说，在婚姻以及其他道徳法律制度中都没 

有理性，而现代的先生们则说，这些制度固然不是人类理性的创造 

物，但它们却是更高级的“实证”理性的反映，其他一切东西莫不如 

此。只有一个结论他们都是用同样粗野的语调来表达的，那就是:专 

制暴力的法。

应当把哈勒、施塔尔、莱奥及其同伙的法律理论和历史理论看作 

只不过是胡果的自然法的旧版翻新.在经过几番考证辨析之后，在这

①既有“组织”、“机构”的意思，又有“机体”的意 

思。--- 编者注



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 239

里又可以看出旧的原文了，以后如有机会，我们将更为详细地来说明 

这一点。

因为我们手里还有旧的宣言，所以，一切修饰美化这一原文的伎 

俩就更是枉费心机了，这一宣言虽然不太明智，怛它的意思还是非常

清楚的。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1842年7 
月底~8月6曰

载于1842年8月9 H （〈莱茵报》 

第221号附刊（缺《婚姻篇》）

第一次用原文全文发表于《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M927年历史 

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1分 

册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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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

（第三篇论文）①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93

我们以前已经描写过省议会舞台上演出的两场大型政治历史 

剧，一场是有关省议会在新闻出版自由问题上的纠纷的，一场是有关 

它在纠纷问题48上的不自由的。现在我们来到坚实的地面上演戏。在 

谈到意义重大的真正的现实生活问题，谈到地产析分问题M之前，我 

们先给读者看几幅风俗画，这些画多方面地反映了省议会的精神，甚 

至可以说是反映了省议会的真正本质。

林木盗窃法也和狩猎、森林、牧场违禁法9S—样，不仅因为省议 

会的关系值得研究，而且其本身也值得研究4旦是我们手头没有这个 

法案。我们的材料只是简略地提到省议会及其委员会对法律所作的 

一些补充，而且其中也只是列举了法律有关条款的号码。有关省等级 

会议辩论情况的报道也非常空洞、零乱和虚假，读起来简直叫人困惑 

不解。从现有的一些片断材料看来，省议会显然是想以这种消极的沉

①《莱茵报》编辑部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我们感到遗憾，因为我们未能让 

我们的读者看到第二篇论文'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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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给我省树立一个恭顺的榜样。

这次辩论中有一件典型事实十分引人注目。省议会以第二立法 

者的资格与国家立法者并肩行事。通过具体例子来说明省议会的立 

法能力是很有意思的。因此，如果我们要求读者具有耐性和毅力，读 

者是会见谅的，这是我们在研究这个极其枯燥的论题时需要不断培 

养的两种美德。我们叙述省议会关于盗窃法的辩论，也就是叙述省议 

会关于它的立法职能的辩论。

辩论一开始，就有一位城市代表①反对法律的标题，因为这个标 

题把普通的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也归入“盗窃”这一范畴。

—位骑士等级的代表②反驳说：

“正因为偷拿林木不算盗窃，所以这种行为才经常发生》”③

照这样推论下去，同一个立法者还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因为 

打耳光不算杀人，所以打耳光才成为如此常见的现象。因此应当决 

定，打耳光就是杀人。

另一位骑士等级的代表④认为：

“回避‘盗窃’一词更加危险，因为一互有人知道关于这个词曾发生过争论， 

他就很容易设想，似乎省议会也不把倫拿林木当作盗窃。”③

省议会应该决定，它是否认为违反林管理条例的行为就是盗窃。

① 约•弗•布鲁斯特。——编者注

② 爱•贝•特里普斯伯爵，编者注

③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2页。——编者 

注

④ 马•洛埃男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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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省议会不把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宣布为盗窃，那么人 

们就会认为，省议会真的不把这种行为算作盗窃。因此，最好是不要 

触及这个棘手的、有争议的问题。这就涉及婉转表达的问题。但是， 

婉转表达是应该避免的。林木所有者堵住立法者的嘴，因为隔墙 

有耳。

那位代表走得更远。他认为，对“盗窃”一词所作的全部分析都是 

“全体会议不该做的措辞修饰工作”。

省议会听取了这样清楚的论证以后，就对法律的标题进行了表

决。①

上述这种观点硬说把公民当作小偷是纯粹措辞表达上的粗心大 

意,它把一切反对意见当作语法上的吹毛求疵而加以否定；从这个观 

点看来，倫拿枯树或者捡拾枯枝也应归入盗窃的范围，并应和砍伐活 

树受到同样的惩罚。

不错，上述那位城市代表指出：

“由于惩罚可能达到长期监禁的程度,这种严厉的做法就会把那些尚未离 

开正道的人直接推h犯罪的道路。仅仅由于他们在监狱中将同惯偷住在一起， 

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因此，他认为，捡拾或偷章枯树只应该受普通的违警处 

罚。”①

但是，另一位城市代表©却提出了意味深长的反对意见：

“在他那个地方的森林里，常常有人先把幼树砍伤，等它枯死后，就把它当

① 《第六fei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2页.——编 

者注

② 尼•采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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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枯树。”①

这种为了幼树的权利而牺牲人的权利的做法真是最巧妙而又最 

简单不过了。如果法律的这一条款被通过，那么就必然会把一大批不 

是存心犯罪的人从活生生的道德之树上砍下来，把他们当作枯树抛 

入犯罪、耻辱和贫困的地狱。如果省议会否决这一条款，那就可能使 

几棵幼树受害。未必还需要说明：获得胜利的是被奉为神明的林木， 

人却成为牺牲品遭到了失败！

刑罚法规96只把偷拿砍下的树木和盗伐林木算作盗窃林木。其 

中（我们的省议会不会相信这一点）说道：

“凡Ü天采食果实并由于偷拿而造成轻微损失的人，一律根据个人情况和 

事实情节给以民事（可见不得刑事〉处分》”②

16世纪的刑罚法规要求我们为它辩护.不让19世纪的莱茵省 

议会责备它过分仁慈。我们同意这种要求。

—种是捡拾枯树，一种是情况极其复杂的林木盗窃!这两种情况 

有一个共同的规定：占有他人的林木。因此，两者都是盗窃。这就是 

刚才制定法律的那种有远见的逻辑所得出的结论 。

因此，我们首先要指出两种行为的差别，如果必须承认它们的事 

实构成在本质上是不同的，那么就很难说这种事实构成从法律上来 

看是相同的。

要占有一棵活树，就必须用暴力截断它的有机联系。这是一种明

①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2页。——编者

注

② 《査理五世皇帝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刑罚法规》1787年吉森增订第4版 

第202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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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地侵害树木的行为，因而也就是一种明显地侵害树木所有者的 

行为。

其次.如果砍伐的树木是从别人那里偷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 

下，砍伐的树木就是它的所有者的产品。砍伐的树木已经是加过工的 

树木。同财产的天然联系已让位于人为的联系。因而,谁偷窃砍伐的 

树木，谁就是偷窃财产。

捡拾枯树的情况则恰好相反，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同财产脱离》脱 

离财产的只是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它的东西。盗窃林木者是擅自对财 

产作出了判决。而捡拾枯树的人则只是执行财产本性本身所作出的 

判决，因为林木所有者所占有的只是树木本身，而树木已经不再占有 

从它身上落下的树枝了。

可见，捡拾枯树和盗窃林木是本质上不同的两回事。对象不同， 

作用于这些对象的行为也就不同，因而意图也就一定有所不同，试问 

除了行为的内容和形式而外，还有什么客观标准能衡量意图呢？而 

你们却不顾这种本质上的差别，竟把两种行为都称为盗窃，并且都当 

作盗窃来惩罚。你们对捡拾枯树的惩罚甚至比对盗窃林木的惩罚还 

要严厉，因为你们把捡拾枯树宣布为盗窃，这已经是惩罚，而对盗窃 

林木的行为，你们显然是不会给予这种惩罚的。既然是那样，你们就 

必须把盗窃林木宣布为谋杀林木，并作为谋杀罪论处》法律不应该逃 

避说真话的普遍义务。法律负有双重的义务这样做，因为它是事物的 

法理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因此，事物的法理本质不能按法律 

行事，而法律倒必须按事物的法理本质行事。但是，如果法律把那种 

未必能叫作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称为盗窃林木，那么法律就是 

撒谎，而穷人就会成为合法谎言的牺牲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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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说：“有两种腐败现象，一种是人民不遵守法律；另一种是法律本 

身使人民腐败；后一种弊病是无可救药的，因为药物本身就包含着这坤弊 

病。”①

你们无论如何也无法迫使人们相信没有罪行的地方有罪行。你 

们所能做的只是把罪行本身变成合法的行为。你们颠倒黑白、混淆是 

非，但是，如果你们以为这只会给你们带来好处，那就错了。人民看到 

的是惩罚，但是看不到罪行，正因为他们在没有罪行的地方看到了惩 

罚，所以在有惩罚的地方也就看不到罪行了。你们在不应该用盗窃这 

一范畴的场合用了这一范畴，因而在应该用淳一范畴的场合就掩饰 

丁盗窃。

完全撇开各种不同行为之间的差别而只给它们确定一个共同的 

定义，这种粗暴的观点难道不是不攻自破吗?如果对任何侵犯财产的 

行为都不加区别、不作出比较具体的定义而一慨以盗窃论处，那么， 

任何私有财产岂不都是盗窃吗?我占有了自己的私有财产，那不就是 

排斥了其他任何人来占有这一财产吗？那岂不就是侵犯了他人的财 

产权吗？同一类罪行具有极不相同的各种形式，如果你们否认这些形 

式之间的差别，那么你们也就把罪行本身当作一种和法不同的东西 

加以否认，你们也就是消灭了法本身，因为任何罪行都有某种与法本 

身共同的方面》因此，不考虑任何差别的严厉手段，会使惩罚毫无效 

果，0为它会取消作为法的结果的惩罚，这是一个历史的，同样也是 

合乎理性的事实。

但是我们所争论的是什么呢?省议会抹杀了捡拾枯树、违反林木 

管理条例的行为和盗窃林木这三者之间的差别，在问题涉及违反森

①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1卷第6章第12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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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管理条例者的利益时，它抹杀这些行为之间的差别，认为这些差别 

并不决定行为的性质。但是，一旦问题涉及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时，省 

议会就承认这些差别了》

例如，委员会提议作这样的补充：

“凡用切割工具砍倒或截断活树者，凡用锯子代替斧头者，一律加重治 

-罪。”①

省议会批准r这种分别治罪的办法。当问题涉及自身的利益时， 

这些明达的立法者就如此认真地把斧头和锯子也区分开来，而当问 

题涉及他人的利益时，他们就毫无心肝，连枯树和活树都不加区别 

了。差别作为加重罪行的情节是重要的，但是作为减轻罪行的情节却 

毫无意义，尽管既然不可能有减轻罪行的情节，那么也就不可能有加 

重罪行的情节。

这样的逻辑在辩论的进程中还不止一•次地重演。

在讨论第65条时，一个城市代表②希望：

“被窃林木的价值也成为确定惩罚的标准”广但这一点被报告人斥为不切 

实际的办法”》③

这位城市代表谈到第66条时又指出：

“整个法律中根本没有指出加重或减轻惩罚所应该依据的价值的大小。”③

①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3页。——编者 

注

② 约•亨•鲍尔。--- 编者注

③ 《第六届莱卤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8页。-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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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对侵犯财产的行为的惩罚时，价值的重要性是不言自 

明的。

如果罪行这个概念要求惩罚，那么罪行的现实就要求有一个惩 

罚的尺度。实际的罪行是有界限的。因此，为了使惩罚成为实际的， 

惩罚就应该是有界限的，为了使惩罚成为公正的，惩罚就应该受到法 

的原则的限制。任务就是要使惩罚成为罪行的实际后果。惩罚在罪 

犯看来应该表现为他的行为的必然结果，因而表现为他自己的行为。 

所以，他受惩罚的界限应该是他的行为的界限。犯法的一定内容就是 

—定罪行的界限。因此，衡量这一内容的尺度就是衡量罪行的尺度。 

对于财产来说，这种尺度就是它的价值。一个人无论被置于怎样的界 

限内，他总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而财产则总是只存在于一定的界 

限内，这种界限不仅可以确定，而且已经确定，不仅可以测定，而且已 

经测定。价值是财产的民事存在的形式，是使财产最初获得社会意义 

和可转让性的逻辑术语。显然，这种由事物本身的本性中得出的客观 

规定，也应该成为惩罚的客观的和本质的规定、如果在涉及数目大小 

的场合立法能够仅仅以外部特征为依据.而不致陷入永无止境的规 

定之中，那么它至少必须进行调节。问题不在于历数一切差别，而在 

于确定差别。然而省议会根本不屑于理睬这些小事情。

但是，也许你们以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省议会在决定惩罚时 

已完全排除了价值吧？这种结论是多么轻率而不实际呀！林木所有 

者——我们在下面就要更详细地谈到这一点——不仅要求小偷赔偿 

一般的简单价值;他甚至还要使这种价值具有个性，并根据这种具有 

诗意的个性要求特别补偿。现在我们才明白报告人所说的实际是什 

么意思。讲求实际的林木所有者是这样判断事物的：某项法律规定由 

于对我有利，就是好的，因为我的利益就是好事。而某项法律规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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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纯悴从法理幻想出发，也应该适用于被告，那就是多余的、有害的、 

不实呩的。既然被告对我是有害的，那么不言而喻，凡是使被告受害. 

较少的事情，对我都是有害的。这真是非常实际的高见。

但是，我们这些不实际的人要为政治上和社会上一无所有的贫 

苦群众要求那一帮学识渊博而又温顺听话的奴才即所谓的历史学家 

们所发明的东西，他们把这种东西当作真正的哲人之石61，以便把一 

切不正当的非分要求点成法之纯金。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法，而且要 

求的不是地方性的习惯法，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的习惯法，我们还要 

进一步说明，这种习惯法按其本质来说只能是这些最底层的、一无所 

有的基本群众的法》

所谓特权者的习惯是和法相抵勉的习惯。这些习惯产生的时期， 

人类史还是自然史的一部分，根据埃及的传说，当时所有的神灵都以 

动物的形象出现。人类分成为若干特定的动物种属，决定他们之间的 

联系的不是平等，而是不平等，法律所确定的不平等。不自由的世界 

要求不自由的法，因为这种动物的法是不自由的体现，而人类的法是 

自由的体现。封建制度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是精神的动物王国， 

是被分裂的人类世界，它和有区别的人类世界相反，因为后者的不平 

等现象不过是平等的色彩折射而已》在实行单纯的封建制度的国家 

即实行等级制度的国家里，人类简直是按抽屉①来分类的，那里伟大 

圣者（即神圣的人类）的高贵的、彼此自由联系的肢体被割裂、隔绝和 

强行拆散，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我们也发现动物崇拜，即原始形式 

的动物宗教，因为人总是把构成其真正本质的东西当作最髙的本质 。

①德文，“Kasten”既有“等级”、“阶层”的意思，又有“抽屉”的意思。——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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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唯一的平等，是特定种的动物和同种的 

其他动物之间的平等;这是特定的种本身的平等，但不是类的平等。 

动物的类本身只在不同种动物的敌对关系中表现出来，这些不同种 

的动物在相互的斗争中显露出各自特殊的不同特性。自然界在猛兽 

的胃里为不同种的动物准备丁一个结合的场所、彻底融合的熔炉和 

互相联系的器官。在封建制度下也是这样，一种人靠另一种人为生， 

而最终是靠那种像水螅一样附在地上的人为生，后一种人只有许多 

只手，专为上等人攀摘大地的果实，而自身却靠尘土为生；因为在自 

然的动物王国，是工蜂杀死不劳而食的雄蜂，而在精神的动物王国恰 

恰相反，是不劳而食的雄蜂杀死工蜂——用劳动把它们折磨死。当特 

权者不满足于制定法而诉诸自己的习惯法时，他们所要求的并不是 

法的人类内容，而是法的动物形式，这种形式现在已丧失其现实性， 

变成了纯粹的动物假面具。

贵族的习惯法按其内容来说是同普通法律的形式相对立的。它 

们不能具有法律的形式，因为它们是无视法律的形态。这些习惯法按 

其内容来说是同法律的形式即通用性和必然性的形式相矛盾的，这 

也就证明，它们是习惯的不法行为，因此，决不熊违反法律而要求这 

些习惯法，相反，应该把它们当作同法律对立的东西加以废除，甚至 

对利用这些习惯法的行为还应根据情况给以惩罚。要知道，一个人的 

行为方式并不因为已成为他的习惯就不再是不法行为，正如强盗儿 

子的抢劫行为并不能因为他的特殊家风而被宽恕一样。如果一个人 

故意犯法，那么就应惩罚他这种明知故犯;如果他犯法是由于习惯， 

那就应惩罚他这种不良习惯。在实施普通法律的时候，合理的习惯法 

不过是制定法所认可的习惯，因为法并不因为已被确认为法律而不 

再是习惯，但是它不再仅仅是习惯。对于一个守法者来说，法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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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的习惯；而违法者则被迫守法，纵然法并不是他的习惯。法不 

再取决于偶然性，即不再取决于习惯是否合理;恰恰相反，习惯所以 

成为合理的，是因为法已变成法律，习惯已成为国家的习惯。

因此，习惯法作为与制定法同时存在的一个特殊领域，只有在法 

和法律并存，而习惯是制定法的预先实现的场合才是合理的。因此， 

根本谈不上特权等级的习惯法。法律不但承认他们的合理权利，甚至 

经常承认他们的不合理的非分要求。特权等级没有权利预示法律，因 

为法律已经预示了他们的权利可能产生的一切结果。因此，他们坚持 

要求习惯法，只不过是要求提供能够得到小小乐趣的领地，目的是要 

使那个在法律中被规定出合理界限的内容，在习惯中为超出合理界 

限的怪癖和非分要求找到活动场所。

然而，贵族的这些习惯法是同合理的法的概念相抵触的习惯，而 

贫民的习惯法则是同实在法的习惯相抵触的法。贫民的习惯法的内 

容并不反对法律形式，它反对的倒是自己本身的不定形状态。法律形 

式并不同这一内容相抵触，只是这一内容还没有具备这种形式£只要 

稍加思考，就能看出开明的立法是如何片面地对待并且不得不这样 

对待贫民的习惯法，各种不同的日耳曼法97可以看作是这些习惯法 

的最丰富的源泉。

各种最自由的立法在私法方面，只限于把已有的法表述出来并 

把它们提升为普遍的东西。而在没有这些法的地方，它们也不去加以 

制定。它们取消了各种地方性的习惯法，但是忘记了各等级的不法行 

为是以任意的非分要求的形式出现的，而那些等级以外的人的法是 

以偶然让步的形式出现的。这些立法对于那些既有法而又有习惯的 

人是处理得当的，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法而只有习惯的人却处理不当。 

这些立法只要认为任意的非分要求具有合理的法理内容，它们就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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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要求变成合法的要求；同样，它们也应该把偶然的让步变成必然 

的让步。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即修道院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修道 

院被废除了，它们的财产被收归俗用了，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另一 

方面，贫民过去从修道院那里得到的偶然救济并没有被任何其他具 

体的收入来源所代替。当修道院的财产变成私有财产时，修道院得到 

了一定的赔偿;但是那些靠修道院救济过活的贫民并没有得到任何 

赔偿。不仅如此，还为贫民设置了新的限制，切断了他们同旧有的法 

的联系。在所有把特权变成法的过程中都曾有过这种现象。这种对 

法的滥用行为的肯定方面，就它把某一方面的法变成偶然而言，也是 

一种对法的滥用行为;现在人们把这种肯定方面取消了，但取消的办 

法不是把偶然变成必然，而是把偶然弃置不顾。

这些立法必然是片面的，因为贫民的任何习惯法都基于某些财 

产的不确定性。由于这种不确定性，即不能明确肯定这些财产是私有 

财产，也不能明确肯定它们是公共财产，它们是我们在中世纪一切法 

规中所看到的那种私法和公法的混合物。立法借以丁解这种二重形 

式的器官就是理智;理智不但本身是片面的，而且它的重要的职能就 

是使世界成为片面的，这是一件伟大而惊人的工作，因为只有片面性 

才会从无机的不定形的整体中抽出特殊的东西，并使它具有一定形 

式。事物的性质是理智的产物》每一事物要成为某种事物，就应该把 

自己孤立起来，并成为孤立的东西。理智把世界的每项内容都纳入固 

定的规定性之中，并把流动的东西固定化，从而就产生了世界的多样 

性，因为没有许多的片面性，世界就不会是多面的。

因此，理智取消了财产的二重的、不确定的形式，而采用了在罗 

马法中有现成模式的抽象私法的现有范畴。立法的理智认为，对于较 

贫苦的阶级来说，它取消这种不确定的财产所负的责任是有道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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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因为它已取消了国家对财产的特权。然而它忘记了，即使纯粹 

从私法观点来看，这里也存在两种私法：占有者的私法和非占有者的 

私法，更何况任何立法都没有取消过国家对财产的特权，而只是去掉 

了这些特权的偶然性质，并赋予它们以民事的性质/但是，如果说一 

切中世纪的法的形式，其中也包括财产，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混合的、 

二元的、二重的，理智有理由用自己的统一原则去反对这种矛盾的规 

定，那么理智忽略了一种情况，即有些所有物按其本质来说永远也不 

能具有那种预先被确定的私有财产的性质。这就是那些由于它们的 

自然发生的本质和偶然存在而属于先占权范围的对象，也就是这样 

一个阶级的先占权的对象，这个阶级正是由于这种先占权而丧失了 

任何其他财产，它在市民社会中的地位与这些对象在自然界中的地 

位相同。

我们将会看到，作为整个贫苦阶级习惯的那些习惯能够以可靠 

的本能去理解财产的这个不确定的方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个阶级不 

仅感觉到有满足自然需要的欲望，而且同样也感到有满足自己正当 

欲望的需要。枯枝就是一个例子。正如，蜕下的蛇皮同蛇已经不再有 

有机联系一样，枯枝同活的树也不再有有机联系了。自然界本身仿佛 

提供了一个贫富对立的实例.•一方面是脱离了有机生命而被折断了 

的干枯的树枝树杈，另一方面是根深叶茂的树和树干，后者有机地同 

化空气、阳光、水分和泥土，使它们变成自己的形式和生命。这是贫富 

的自然表现。贫民感到与此颇有相似之处，并从这种相似感中引伸出 

自己的财产权;贫民认为，既然自然的有机财富交给预先有所谋算的 

所有者，那么，自然的贫穷就应该交给需要及其偶然性。在自然力的 

这种活动中，贫民感到一种友好的、比人类力量还要人道的力量。代 

替特权者的偶然任性而出现的是自然力的偶然性，这种自然力夺取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253

了私有财产永远也不会自愿放手的东西。正如富人不应该要求得到 

大街上发放的布施一样，他们也不应该要求得到自然界的这种布施。 

但是，贫民在自己的活动中已经发现了自己的权利。人类社会的自然 

阶级在捡拾活动中接触到自然界自然力的产物，并把它们加以处理。 

那些野生果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们只不过是财产的十分偶然的附 

属品，这种附属品是这样的微不足道，因此它不可能成为真正所有者 

的活动对象;捡拾收割后落在地里的谷穗以及和诸如此类的习惯法 

也是这样。

由此可见，在贫苦阶级的这些习惯中存在着合乎本能的法的意 

识，这些习惯的根源是实际的和合法的，而习惯法的形式在这里更是 

合乎自然的，因为贫苦阶级的存在本身至今仍然只不过是市民社会 

的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在有意识的国家制度范围内还没有找到应 

有的地位。

我们所考察的辩论就是人们怎样对待这些习惯法的例证，它充 

分反映了整个讨论的方法和精神，

一位城市代表①反对把采集覆盆子和越桔也当作盗窃处理的规 

定。他主要是为贫民的孩子辩护，这些孩子们采集野果，帮父母挣几 

个零钱;这是从远古以来就为所有者们所许可的，因此也就产生了儿 

童的习惯法。然而这一事实却遭到另一位代表②的反驳，据他说:“在 

他那个地区，这些野果已经成为交易品，并成桶地运往荷兰。”③

① 约•亨•鲍尔。——编者注

② 约•洛埃。 编者注

③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8页。 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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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有一个地方已经把穷人的习惯法变成了富人的独占权。这 

就充分证明，公共财产是可以独占的；从这里自然就得出结论说，公 

共财产是应该被独占的。事物的本质要求独占，因为私有财产的利益 

想出了这个主意。某些财迷心窍的生意人想出的时髦主意，只要能使 

枯枝给原始条顿式的土地占有者带来利益，就不会引起任何异议。

明智的立法者预防罪行是为了避免惩罚罪行。但是，他预防的办 

法不是限制法的领域，而是给法提供实际的活动领域，从而消除每一 

个法的动机中的否定本质。他不是局限于替某个阶级的成员消除一 

切使他们不能进入更高合法领域的东西，而是给这一阶级本身以运 

用法的现实可能性。但是，如果说国家在这方面不够仁慈、富裕和慷 

慨，那么，立法者的责无旁贷的义务起码是，不要把那种仅仅由环境 

造成的过错变成犯罪。他必须以最伟大的仁慈之心把这一切当作社 

会混乱来加以纠正，如果把这些过错当作危害社会的罪行来惩罚，那 

就是最大的不法。不然，他就会反对社会要求，还以为反对的是这些 

要求的危害社会的形式。总之，在民间的习惯法受压制的地方，遵循 

这些习惯法的做法，只能作为单纯违反警章规定的行为来对待，无论 

如何不能当作犯罪来惩罚。违警处罚是用来对付那种根据情节可称 

为外部混乱而不破坏永久法律秩序的行为的一种手段。处罚不应该 

比过错引起更大的恶感，犯罪的耻辱不应该变成法律的耻辱。如果不 

幸成为犯罪或者犯罪成为不幸，那么这就会破坏国家的基础。省议会 

与这种看法相去很远，它根本不遵守立法的首要规则。

利益的狭隘小气、愚蠢死板、平庸浅薄、自私自利的灵魂只是看 

到自己吃亏的事情;就好比一个粗人因为一个过路人踩了他的鸡眼 ， 

就把这个人看作天底下最可恶和最卑鄙的坏蛋。他把自己的鸡眼当 

作观察和判断人的行为的眼睛。他把过路人和自己接触的那一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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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这个人的本质和世界的唯一接触点。然而，有人可能踩了我的鸡 

眼，但他并不因此就不是一个诚实的、甚至优秀的人。正如你们不应 

该从你们的鸡眼的立场来评价人一样，你们也不应该用你们私人利 

益的眼睛来看待他们。私人利益把一个人触犯它的行为夸大为这个 

人的整个为人。它把法律变成一个只考虑如何消灭有害鼠类的捕鼠 

者，捕鼠者不是自然科学家，因此他只把老鼠看作有害的动物。但是， 

国家不应该把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只看作违法者、森林的敌人。难道 

每一个公民不都是通过一根根命同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吗 ？ 

难道仅仅因为这个公民擅自割断了某一根命脉，国家就可以割断所 

有的命脉吗？可见，国家也应该把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看作一个人， 

一个和它心血相通的活的肢体，看作一个保卫祖国的士兵，一个法庭 

应倾听其声音的见证人，一个应当承担社会职能的集体的成员，一个 

备受崇敬的家长，而首先应该把他看作国家的一个公民。国家不能轻 

率地取消自己某一成员的所有职能，因为每当国家把一个公民变成 

罪犯时，它都是截断自身的活的肢体。有道徳的立法者首先应当认 

定，把过去不算犯罪的行为列入犯罪行为的领域，是最严重、最有害 

而又最危险的事情。

然而，利益是讲求实际的，世界上没有比消灭自己的敌人更实际 

的事情了！夏洛克就曾经教导说:“谁憎恨一个东西而又不想置它于 

死地呢?”①真正的立法者除了不法行为之外，不应该害怕任何东西， 

但是作为立法者的利益却只知道害怕法的后果，害怕为非作歹的人， 

因而就颁布法律来对付他们。残酷是怯懦所制定的法律的特征，因为 

怯懦只有变成残酷时才能有所作为。私人利益总是怯懦的，因为那种

①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4幕第1场。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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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都可能遭到劫夺和损害的身外之物，就是私人利益的心和灵魂。 

有谁会面临失去心和灵魂的危险而不战栗呢？如果自私自利的立法 

者的最高本质是某种非人的、异己的物质，那么这种立法者怎么可能 

是人道的呢?《国民报》谈到基佐时说道:“当他害怕的时候，他是可怕 

的。”这句格言可以作为一切自私自利的和怯懦的立法的写照。

萨莫耶德人98杀死野兽时，在剥皮之前郑重其事地向它申明，只 

有俄罗斯人才使它遭狭，宰割它的是俄罗斯人的刀子，因此只应该向 

俄罗斯人报仇。现在有人居然不用扮成萨莫耶德人就直接把法律变 

成了俄罗斯人的刀子。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种变法吧！

关于第4条，委员会提议：

“凡超出两英里以外者，由前来吿发的护林官员根据当地现行价格确定价
COOOCOOOO o

準。”①

一位城市代表②表示反对这一提案：

“让报告盗窃情况的护林官员确定被窃林木价洛的这个提案，是非常危险 

的。当然应该信任这位前来吿发的官员，但是只能在确定事实方面，而决不能在 

确定被窃物的价值方面信任他。价值应该根据地方当局提出的并由县长批准的 

价格来确定。曾有人提议否决第14条，因为根据这一条.罚，款是为林木所有者 

征收的”①等等。“如果保留第14条，那么上面的规定就更加危险，因为护林官 

员是为林木所有者效力并从林木所有者那里领取薪俸的，他们会尽可能髙估被 

窃林木的价值，这是理所当然的。”①

省议会批准了委员会的提案。

① 《第六W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2页。——编者 

'/È
② 约•弗•布鲁斯特。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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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领主裁判权99的制定。维护领主利益的奴 

仆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又是宣判人。价值的决定构成了判决的一部分。 

因此，判决的一部分已经预先在吿发记录中被决定了。前来吿发的护 

林官员坐在审判席上，他是鉴定人，他的意见法庭必须听取，他执行的 

是一•种排除其他法官参加的职能。既然甚至还有领主的宪兵和告发者 

同时进行审判，那么反对异端裁判所式的审判程序就是荒涎无稽了。

即使不谈这种行为根本违反我们的法规，只要考察一下前来告 

发的护林官员的性质也就会明白，客观上他是不能同时兼任被窃林 

木的估价者的。

作为护林官员，他就是护林神的化身，守护，而且是亲身守护，要 

求护林人切实有效、认真负责和爱护备至地对待自己所保护的对象 ， 

就好像他和林木已合为一体。对他来说，林木应该是一切，应该具有 

绝对的价值。估价者则恰恰相反，他用怀疑的不信任的态度来对待被 

窃林木，用敏锐的平淡的目光来评价它，用普通的尺度来衡量它，锱 

铢必较地计算它的价值。护林人不同于估价者，就像矿物学家不同于 

矿物商一样。护林官员不能估量被窃林木的价值，因为他每次在笔录 

中确定被窃物的价值时，也就是在确定自己本身的价值，即自己本身 

活动的价值;因此，难道你们能够设想，他保护自己客体的价值会不 

如保护自己的实体吗？

一个把残忍当作职责的人所承担的这两种活动是互相矛盾的， 

这不仅在涉及守护对象时是这样，而且在涉及有关人员时也是这样。

作为护林官员，护林人应该维护私有者的利益，但是作为估价 

者，他又应该保护违反森林管理条例者的利益,防止私有者提出苛刻 

的要求。他可能会用拳头为林木的利益服务，同时他又应该用头脑为 

林木敌人的利益服务，一方面，他是林木所有者利益的化身，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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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他又应该是反对林木所有者利益的保障。

其次，护林官员就是告发者。笔录就是告发书。因此，实物的价

值就成为吿发的对象;这样一来，护林官员丧失了自己身为法官的尊 

严，而法官的职能也受到莫大的侮辱，因为这时法官的职能同告发者 

的职能已毫无区别了。

最后，这个前来告发的护林官员是受林木所有者的雇用并为林 

木所有者效力的，不论作为告发者或护林官员，他都不宜充当鉴定 

人。如果有理由这样做，那么也同样有理由让林木所有者自己经过宣 

誓后来估价，因为林木所有者实际上是把他的护林奴仆仅仅当作第 

三者的角色来对待的。

但是，省议会并不认为前来告发的护林官员的这种地位是有问 

题的，相反，它认为关于前来告发的护林官员的终身任命的规定，即 

在林木特权统治这个领域内留给国家的最后一丝权力的唯一规定有 

问题。这个规定遭到了最强烈的反对，报告人的下述解释也未能平息 

这一风暴：

“前几届省议会已经要求废除护林官员的终身任命，但政府总是反对，并且 

把终身任俞看作对臣民的一种保护。”①

可见，省议会早已就政府放弃对自己臣民的保护的问题同政府 

讲过价钱，而省议会仍然在讨价还价。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那些用来 

反对终身任命的既宽宏大量又无可辩驳的论据。

一位乡镇代表②

①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7页，——编者 

注

② 弗•阿尔登霍芬。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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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把护林官员的终身任命当作信任其证言的条件，这对小林木占有者 

是非常不利的i另一位代表①则坚决主张，保护应该对大小林木所有者同样有 

效”。②

一位诸侯等级的代表③指出：

“对私人说来设置终身职位是很不合适的，在法国就完全不需要根据这一 

点才确信护林官员的笔录》但是为了防止违法事件的增加，必须采取某些措 

施。”②

一位城市代表®说，

“应该相信那些按规定手续任命并宣过誓的护林官员的全部证言。在许多 

乡镇里，特别是对于小块土地所有者来说，实行终身任命制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如果决定只有终身任命的护林官员才可以信任，这种决定会使上述林木占有者 

的林木得不到任何保护。省内大部分地区的乡镇和私人占有者将会委托，而且 

不得不委托田地看守人来守护自己的林区.因为他们的林产不大，用不着雇用 

自己的护林官员。如果这些宣誓要兼管林木的田地看守人在证实林木被窃时得 

不到充分信任，而在对被发现的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进行告发时却又受到 

信任，岂非咄咄怪事，⑤

城市、乡村和诸侯就是这样说的。他们不但不想消除违反林木管 

理条例者的权利和林木所有者的要求之间的距离，反而认为这一距 

离还不够大。在这里他们并不是想要同样地保护林木所有者和违反

① 吉•伦辛。编者注

②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2页.——编者 

注

③ 约•萨尔姆-赖弗沙伊德-戴克公爵。——编者注

④ 约•弗•布鲁斯特。——编者注

⑤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6—27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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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管理条例者，他们只是想把大小林木所有者一视同仁地加以保 

护。当问题涉及林木所有者时，大小林木所有者之间的完全平等就成 

为定理，而当问题涉及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时，不平等就变成公理。 

为什么小林木所有者要求得到和大林木所有者同样的保护呢？因为 

他们两者都是林木所有者。但是，难道林木所有者和违反森林管理条 

例者不都是国家的公民吗？既然大小林木所有者都有同样的权利要 

求国家的保护，那么，难道国家的大小公民不是更有同样的权利要求 

这种保护吗？

当诸侯等级代表引证法国为例利益不懂得政治上的反感 

——时，他只是忘了加一句：在法国，护林官员吿发的是事实，而不是 

价值。同样，可敬的城市发言人也忘了，利用田地看守人在这里也是 

不容许的，因为问题不单是要査明林木被窃，而且还要确定被窃林木 

的价值。

我们方才所听到的全部论断的本质是什么呢?有人说，小林木所 

有者没有资金雇用终身的护林官员。从这一论断可以得出什么结 

论呢？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小林木所有者不能担负这一任务。而 

小休木所有者又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他的结论是，他有权雇用短 

期的进行估价的护林官员。没有资金成了小林木所有者享有特权的 

根据。

小林木所有者也没有资金来供养独立的审判庭。因此，让国家和 

被告放弃独立的审判庭吧，让小林木所有者的仆人来坐庭审判吧，如 

果他没有男仆，那么他的女仆也行，如果女仆也没有，他自己也行。难 

道被吿对于作为国家机关的行政当局，对于司法当局就没有这种权 

利吗？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依照小林木所有者的资金情况来组织审 

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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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被告之间的关系能不能因私人即林木所有者资金缺乏而 

改变呢？国家对于被吿享有某种权利，因为国家对于这个人是以国 

家的身分出现的。因此，就直接产生了国家的义务，即以国家的身 

分并按照国家的方式来对待罪犯。国家不仅有按照既符合自己的理 

性、自己的普遍性和自己的尊严，也适合于被吿公民的权利、生活 

条件和财产的方式来行事的手段，国家义不容辞的义务就是拥有这 

些手段并加以运用。谁也不会要求林木所有者这样é,因为他的林 

木并不是国家，他的灵魂并不是国家的灵魂。由此可以得出什么样 

的结论呢？结论就是：因为私有财产没有办法使自己上升到国家的 

立场上来，所以国家就有义务使自己降低为私有财产的同理性和法 

相抵触的手段。

私人利益的空虚的灵魂从来没有被国家观念所照亮和熏染，它 

的这种非分要求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严重而切实的考验。如果国家 

哪怕在一个方面降低到这种水平，即按私有财产的方式而不是按自 

己本身的方式来行动，那么由此直接可以得出结论说,国家应该适应 

私有财产的狭隘范围来选择自己的手段。私人利益非常狡猾，它会得 

出进一步的结论,把自己最狭隘和最空虚的形态宣布为国家活动的 

范围和准则。因此，且不说国家受到的最大屈辱，这里会得出截然相 

反的结果,有人会用同理性和法相抵触的手段来对付被吿;因为髙度 

重视狭隘的私有财产的利益就必然会转变为完全无视被告的利益 。 

既然这里明显地暴露出私人利益希望并且正在把国家贬为私人利益 

的手段，那么怎能不由此得出结论说，私人利益即各个等级的代表希 

望并旦一定要把国家贬低到私人利益的思想水平呢?任何现代国家 ， 

无论它怎样不符合自己的概念，一旦遇到有人想实际运用这种立法 

权利，都会被迫大声疾呼•.你的道路不是我的道路，你的思想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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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

有一个为了反对终身任命而提出的论据，最明显不过地证明，短 

期雇用负责告发的护林官员这一做法多么不恰当。决不能认为这个 

论据是偶然脫口而出的，因为它是被宣读出来的。省议会的一位城市 

等级代表①宣读了下面的意见：

“终身任命的乡镇护林人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像王室官吏那样地受到严格的 

监督。忠实地壞行职责的一切动力②都由于终身任命而失去作用。护林人即使
0 O O 0 O o

只完成自己的一半职责，只要他不想因某些实际过错而被控诉，他也总会找到 

足够的辩解理由，使别人对他无法运用关于免职事宜的第56条，在这种情况 

T，有关方面甚至不敢提出免职的问题，③

我们要提醒大家，当问题涉及授予前来告发的护林官员以估价 

的权力时，曾宣布对他充分信任。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第4条曾是对 

护林官员的一次信任投累，

而现在我们第一次得知，前来告发的护林官员需要加以监督，并 

且需要严格地加以监督。现在他第一次不仅作为一个人，而且作为一 

匹马出现，因为马刺和粮草是唯一能激发他的良心的刺激剂；由于终 

身任命，他那履行职责的肌肉不仅会松弛，而且会完全麻痹。人们看 

到，自私自利用两种尺度和两种天平来评价人，它具有两种世界观和 

两副眼镜，一副把一切都变成黑色,另一副把一切都变成彩色。当需 

要牺牲别人来充当自己的工具时，当需要粉饰自己的不正当的手段

① 约•舒哈德。——编者注

② 德文“Sporn”的本义是“马剌”，转义为“动力”，下文中马克思提到的 

“马剌”即由此而来。一一编者注

③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7页。——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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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自私自利就戴上彩色眼镜，这样一来，它的工具和手段就呈现出 

一种非凡的灵光;它就用温柔而轻信的人所具有的那种渺茫、甜蜜的 

幻想来哄骗自己和别人。它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呈现出善良的微笑 。 

它把自已敌人的手握得发痛，但这是出于信任。但是,突然问题涉及 

到了自身的好处，涉及到要在舞台幻影已经消失的幕后仔细地检査 

工具和手段的效用了。这时，精通人情世故的自私自利便小心翼翼、 

疑虑重重地戴上深谙处世秘诀的黑色眼镜，实际的眼镜。自私自利像 

老练的马贩子一样，把人们仔仔细细、毛发不漏地打量一遍，以为别 

人一个个也像它一样渺小、卑鄙和肮脏。

我们不准备同自私自利的世界观进行争论。但是我们要迫使它 

始终如一。我们不想让它独占一切处世秘诀而把幻想留给别人。让 

我们用私人利益的诡辩精神来审视一下它自己的结论吧 ，

如果前来告发的护林官员就像你们所描绘的那样，终身任命并 

不能使他在履行自己职责时具有独立、自信和尊严的感觉，相反，却 

使他失去了履行职责的一切动力，那么这个人一旦成为供你们任意 

驱使的、百依百顺的奴仆，我们还能够指望他会对被告采取公正态度 

吗？如果只有马刺才能使这个人完成自己的职责，而这些马刺又正是 

带在你们脚上，那么我们能够预料没有带任何马刺的被告将会是什 

么命运呢?既然你们都不能对这些人实行足够严格的监督，那么国家 

和受害的一方又怎么监督他们呢？你们谈到终身任命问题时说:“护 

林官员即使只完成自己的一半职责，他也总会找到足够的辩解理由， 

使别人对他无法运用关于免职事宜的第56条。”难道这种情况在任 

命可以撤销的情况下不是更会发生吗？如果护林官员完成自己的一 

半职责，即保护了你们的利益，难道你们不会全都成为他们的代言 

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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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护林人的天真的、溢于言表的信任变成为对他骂骂咧咧、指责 

挑剔的不信任，这给我们揭露出事情的要害。你们井不是对护林人， 

而是对你们自己表示这样大的信任，并且还要求国家和违反林木管 

理条例者把对你们的信任当作自己的信条。

有人说，不是护林人的职位、誓言和良心会成为被吿对付你们的 

保障，不是的，而是你们的法的意识、仁慈、大公无私和自我克制才会 

成为被告对付护林人的保障。你们的监督是被吿最后的也是唯一的 

保障3由于你们对自己的优越性抱有模糊的看法，由于你们沉溺于诗 

意的自我陶醉之中，你们向当事人提出把你们个人的品质当作对付 

你们的法律的自我保护手段。我要承认，我不同意这种对林木所有者 

的浪漫看法。我根本不认为个人应该成为对付法律的保障;相反，我 

认为法律应该成为对付个人的保障。即使是最大胆的幻想能不能设 

想，那些在立法这种崇高事业中一分钟也不能摆脱狭隘的、实际上卑 

鄙的自私心理而达到普遍和客观观点的理论髙度的人，那些一想到 

将来要吃亏就全身发抖，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的人，在 

实际危险面前会成为哲学家呢？然而，任何人,甚至最优秀的立法者 

也不应该使他个人凌驾于他的法律之上。任何人都无权命令别人对 

自己投信任票，因为这种投票对第三者带来后果。

下述事实可以说明，你们是否有权要求别人对你们表示特别的 

信任》

~位城市代表①宣称：“他必须反对第87条，因为该条的规定会引起不着 

均际的和毫无结果的调査，从而使人身自由和交往自由受到侵犯。决不能事 

先就认定某人是罪犯.也不能在尚未证明确有不端行为之前立刻假定有不端

①约•弗•布鲁斯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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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①

另一位城市代表②说，这一条应该删掉，因为“任何人都应该说 

明他的木柴是从哪里来的”①这一令人恼火的规定（根据这项规定， 

每个人都有盗窃或窝赃的嫌疑），是对公民生活的粗暴的侵犯和侮 

辱。但这一条被通过了。

如果人们必须把对自己有害的事表示不信任，对你们有利的事 

表示信任宣布为公理;如果人们必须用你们私人利益的眼睛来观察 

并以你们私人利益的心灵来感受他们的信任和不信任，那么你们对 

人们的要求就实在太不合逻辑了。

有人还搬出一个理由来反对终身任命，至于这个理由的特点主 

要是可鄙还是可笑，现在还意见不一。

“私人的自由意忐以这种方式受到如此严格的限制，也是不能容许的；因
o O O O O 0 O

此，只能允许有可撤换的任命③

这确实是一个既令人愉快而又出人意料的新闻：人具有一种可 

以不受任何方式限制的自由意志，到现在为止，我们所听到的格言很 

像多多纳HW古代神托所的预言，因为两者的根据都是树木。但是，自 

由意志并没有等级的特性。我们究竟应如何来了解意识形态的这一 

突然的造反表现《»呢？要知道，我们在思想方面所遇到的只是些拿 

破仑的追随者。

①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9页。——编者 

注

② 约•亨•鲍尔。——编者注

③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7页。一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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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所有者的意志要求给予它自由，使它能以最方便、最合适而 

又最省钱的方式来处置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这种意志希望国家把 

坏人交给它随意处理。它要求全权。它并不是反对限制自由意志，而 

是反对这种限制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是如此严格，以致它不仅涉及 

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而且还涉及林木占有者。难道这种自由意志不 

希望有很多的自由吗?这不是很自由的、非常自由的意志吗?在19世 

纪，居然有人敢“以这种方式如此严格地”限制那些颁布法律的私人 

的自由意志，这不是一件闻所未闻的事情吗?这确是一件闻所未闻的 

事情。

顽强的改革者即自由意志也被归入由利益的诡辩牵着鼻子走的 

那一串充足理由之列了。不过，这种自由意志应该懂得待人接物之 

道，它应该成为谨言慎行的、忠顺的自由意志，成为善于使自己活动 

范围同那些享有特权的私人的任意的活动范围相一致的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总共才被提到过一次，但就在这仅有的一次中，它却表现为 

一个敦实的私人，竟用林木去打击合理意志的精神。实际上，当意志 

像锁在大桡船上划浆的奴隶那样被锁在极其渺小而狭隘的利益上 

时，这种精神还能做什么呢？

在下面这个把我们所考察的关系弄得头脚倒置的意见中，集中 

地表现了整个这一议论的顶点：

“让王国护林官员和猎区官员获得终身任命吧;但在乡镇和私人方面，这种 

做法引起了极大的疑虑，①

好像唯一值得疑虑的并不在于私人的奴仆代替国家职员行事!

①《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7页。——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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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终身任命不正是用来对付那些值得疑虑的私人！没有什么东西 

比荒唐的逻辑更可怕的了，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比自私的逻辑更 

可怕的了。

这种把林木所有者的奴仆变为国家权威的逻辑，使国家权威变 

成林木所有者的奴仆。整个国家制度，各种行政机构的作用都应该脱 

离常规，以便使一切都沦为林木所有者的工具，使林木所有者的利 

益成为左右整个机构的灵魂。一切国家机关都应成为林木所有者的 

耳、目、手、足，为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 

捕和奔波。

委员会建议在第62条的最后加上下述要求:违法者无力赔偿 

时，需由当地的收税人、乡镇长及两个乡镇负责人加以证明。一位乡 

镇代表①认为，收税人参与此事是和现行立法相抵触的。显然，这一 

情况并没有引起丝毫注意。

在讨论第20条的时候，委员会建议：

“在莱茵省，合法的林木所有者应有权将犯罪分子送交地方当局去实行监 

督劳动，用这些人的劳动日来抵偿林木所有者对乡镇应尽的修筑公共道路的义 

务。”②

对此有人提出异议：

“乡镇长不能成为个别乡镇成员的法律执行人，犯罪分子的劳动也不能抵 

偿那种应由雇用短工或仆人来完成的劳动，②

① 泰•门格尔比尔。一编者注

②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5页。——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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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指出：

“虽然督促心怀不满、性情暴躁的破坏森林的犯罪分子进行劳动对乡镇长 

先生说来确是一个负担，但是，使自己治T那些不顺从而心术不正的人安分守 

己，毕竟是这些官吏的职责》使犯罪分子改邪0正难道不是丁吱零吗？ 
在农村，还有谁比乡镇长先生更有办法来做这件事呢？”①0 0 0 0 0 0 0

Q O O

骗子列那狐装出一副害怕和悲伤的神情，

以引起那些心地善良的人的同情，

兔子朗培显得特别难过。②

省议会通过了这个议案。

为了使林木所有者先生不花分文就尽到自己对乡镇的义务，善 

良的乡镇长先生应该担起这副重担，去做这件美好的事情。林木所有 

者同样有理由可以把乡镇长当作厨师长或管家领班来使唤。难道乡 

镇长把自己所管辖的人的厨房和地窖管得井井有条不是一件美好的 

事情吗？但是，被判刑的罪犯并不是乡镇长所管辖的人，而是狱吏所 

管辖的人。如果乡镇长由乡镇的领导变成了个别乡镇成员的法律执 

行人，如果他由乡镇长变成典狱长，难道他不会失去他作为乡镇长的 

手段和尊严吗？如果把乡镇其他自由成员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诚实 

劳动贬低为替个别人卖力的劳役，难道这不是对这些乡镇成员的一 

种侮辱吗？

但是，揭穿这种诡辩完全是多余的。让报告人先生本人劳神给我 

们谈谈.那些饱经世故的人们是怎么评价这些仁慈的词句的，在他的

①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6页。——编者 

注

② 歌德《列那狐》第6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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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吿中，林木占有者以这样的口吻教训满口仁义道德的土地占有者:

“假若地主田里的谷穗被人割走了，那么小偷会说：‘我没有吃的，所以我才 

从您那一大片地里拿走了几棵谷穗。’同样，盗窃林木者也会说：‘我没有柴烧， 

所以我才去偷林木/地主有刑法典第444条的保护，该条规定偷割谷穗者处两 

年至五年的监禁》而林木所有者却没有这样强有力的保护。”①

最后一句话所流露出来的忌妒而眼红的心情，表达了林木所有 

者的全部信条。为什么当问题牵涉到我的利益时，你这个土地占有者 

就如此宽宏大量呢？因为你的利益已经有人照管了。因此，这里没有 

任何错觉：宽宏大量或者是分文不值，或者是有所进益。因此，你这 

个土地占有者是骗不丁林木占有者的！而你这个林木占有者也休想 

欺骗乡镇长!.

如果说全部辩论没有证明那些充满仁义道德的论据在这里只不 

过是一些空话，那么，单单这一段插曲已可证明，“美好的事情”在我 

们的辩论中是多么没有意义了。但是利益连空话也是吝啬的。只有 

在空话有用，空话会带来显著效果时，利益才会编造空话。那时，利益 

便能说会道起来，血液也在它的血管中流动得更快。那时，甚至损人 

利己的美好事情也干得出来，恭维奉承的言词、悦耳动听的甜言蜜语 

也说得出来。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被用来达到一个目的，把违反林木 

管理条例的行为变为林木所有者的流通硬币，把违反林木管理条例 

者变成一项收入，使自己获得更有利的投资机会，因为对林木所有者 

来说，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已成为资本丁。这里所谈的并不是滥用乡 

镇长的权力去为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谋取好处，而是滥用乡镇长的

①《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6页。——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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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去为林木所有者谋取好处。就是在人们偶尔提到对违反条例者 

说来是很不可靠的好处的稀少场合，林木所有者的不容争辩的好处 

却是有保证的。命运是多么奇怪，事实是多么由人意外啊！

还有一个例子说明报吿中插入了这种仁慈的言论：

报吿人，“法国的法律不知道用林中强迫劳动来代替监禁，但是他汄为这样 

的代替是~项聪明的慈善的措施，因为监禁并不是时时都能使犯人变好，相反， 

却常常使人变坏。”①

从前，有人把无罪者当作罪犯时，有一位代表在谈到捡拾枯枝的 

人时指出，在监狱中把这些人同惯偷关在一起，但是，那时认为监狱 

是好的，而现在教养院突然变成使人变坏的机关了，这是因为在目前 

说监狱使人变坏对林木所有者有利。他们把罪犯的改造了解为利息 

的增加;给林木所有者带来一笔利息，就是罪犯的崇髙使命。

利益是没有记忆的，因为它只考虑自己。它所念念不忘的只是一 

件东西，即它最关心的东西——自己。矛盾毫不使它惶惑不安，因为 

它不会和自身发生矛盾。它是经常随机应变的即兴作者，因为它没有 

一套体系，而只有临时的应急办法。

可是，人道的和合法的根据只不过是

我们这些愚蠢的人在舞会上 

称之为靠墙站的女人的那种东西。

临时的应急办法是利益的推理机制中最常用的因素。在这些临时的 

应急办法中，我们发觉有两种办法在辩论中经常被当作基本范畴而

①《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6页。——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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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使用，这就是“良好的动机”和“有窖的后果”。我们看到，忽而是 

委员会的报告人，忽而是省议会的某一议员，用老练的、聪明的和良 

好的动机作为盾牌，去保护一切模棱两可的规定，使之免遭说这些规 

定自相矛盾的箭的攻击，我们看到，凡是从法的观点中引伸出来的结 

论，都被借口会产生有害的或可疑的后果而遭到否定。现在，我们就 

来谈一谈这种神通广大的应急办法，这种百用百灵、万无一失的最道 

地的应急办法。

利益知道用法会产生有害后果的前景，用法会对外部世界产生 

影响来给法抹黑;它也知道用良好的动机，也就是通过追溯到不法的 

思想世界的内心深处去的方法来粉饰不法。法在外部世界的坏人中 

间产生不良的后果，而不法却发源于颁布关于不法行为的法令的高 

尚人物内心的良好动机，但是，这两者，即无论良好的动机还是有害 

的后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不是根据事物本身的情况来对待 

事物，它们不把法当作独立的对象，而是离开法，把我们的注意力或 

者引到外部世界去，或者引到自己的头脑中去，从而在法的背后大耍 

花招。

什么是有害的后果呢?我们的全部叙述都证明，这决不应该理解 

为对国家、对法律、对被吿有害的后果。下面我们将简要地解释清楚， 

所谓有害的后果也不是指那些对公民安全有害的后果。

我们从省议会议员本人那里已经听到，关于“任何人都应该说明 

他的木柴是从哪里来的”这一规定，是对公民生活的一种粗暴的侵犯 

和侮辱，对每个公民都是令人恼火的无理取闹。另一项规定则宣称每 

一个藏有偷来的木柴的公民都是小偷，尽管有一位代表①表明：

①约•亨•鲍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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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某些诚实的人说来可能是危险的。只要有人向邻近的某家院子扔 

去几块偷来的木柴，就会使无辜的人受到惩罚。”①

第66条规定，凡购买非专卖扫帚者，一律拘禁四个星期至两年。 

一位城市代表②对这一条提出下列意见：

“这-条款使埃尔伯费尔、伦纳普和索林根三个县的居民都有坐牢的危 

险。”③

最后，有人把对猎区瞀察和森林警察的监督和使用不仅变成了 

军队的权利，而且变成了军队的义务，虽然刑事诉讼条例第9条只提 

到官吏要受国家检察官的监督，因此，国家检察官可以直接追究官吏 

的刑事责任，而军队则不能这样做。上述规定既威胁着法庭的独立， 

也威胁着公民的自由和安全。

可见，这里谈到的完全不是对公民安全的有害后果，相反，公民 

安全本身被看成是具有有害后果的一种情况。

那么,究竟什么是有害的后果呢?凡损害林木所有者利益的东西 

就是有害的，所以，如果法的后果不会给林木所有者带来好处，那么， 

这就是有害的后果。在这里，利益是很有眼力的。以前肉眼看得见的 

东西它看不见，现在甚至只有用显微镜才看得清楚的东西它却看见 

了。整个世界都是它的眼中钉，都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因为世界 

并不是一种利益的世界，而是许多种利益的世界。私人利益把自己看

①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7页。一编者 

注

② 约•亨•鲍尔。——编者注

③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8页。一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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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世界的最终目的。因此，如果法不实现这个最终目的，那就是不 

合目的的法。因此，对私入利益有害的法就是具有有害后果的法。

但是，良好的动机也许比有害的后果好些吧？

利益不是在思索，它是在盘算。动机就是它的数字。动机是取消 

法的根据的动因;有谁会怀疑私人利益会有许多这种动因呢?动机的 

优点就在于它有随机的灵活性，它借助于这种灵活性可以抹杀客观 

事实，使自己和别人产生错觉，以为不需要考虑好事，只要干坏事时 

抱有良好的想法就行了。

我们接着前面打断了的话头，首先对建议乡镇长先生去做的美 

好事情作若干补充。

“委员会建议对第34条作如下修改:如果被吿要求负责笔录的护林官员出 

庭，那么他应预先向林务法庭交纳有关的费用Z①

国家和法庭不应当无偿地为被告效劳。它们必须预先收费，显 

然，这也就预先使前来吿发的护林官员和被告之间的对质变得更加 

困难了。

美好的事情！独一无二的美好事情！整个王国都拥护这种美好 

的事情!但是，乡镇长先生完成法案中所指出的这件唯一的美好的事 

情，应该是为了林木所有者先生。乡镇长是美好事情的体现者，是美 

好事情的化身，人们怀着牺牲精神，忍痛把这副重担交给乡镇长，从 

而就把一系列美好的事情都彻底做完，永远结束了。

如果说乡镇长先生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从道义上挽救罪犯，应 

该比自己的义务做得更多，难道林木所有者先生为了同样的好事就

①《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5页。——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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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要求少得到一点自己的利益吗？

有人可能以为，这个问题在前面谈到过的那部分辩论中已经得 

到了回答，但这是错误的。现在我们来看看惩罚的规定。

“一位骑士等级的代表①认为，林木所有者即使〈除了单纯价值赔偿以外〉 

还能得到罚款，这也仍不够补偿他的损失，因为这笔罚款往往是收不到手 

的。”②

一位城市代表③指出：

“这~条（第15条）的规定会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这样一来，林木所有者 

便得到三重补偿:价值，然后是四倍、六倍以至八倍的罚款.最后是损失的特别 

补偿;这种特别补偿往往是任意确定的，与其说是合乎实际的不如说是凭空虚 

构的结果。这位代表认为，无论如何必须规定，应把这种很成问题的特别补偿立 

刻提交林务法庭，由该法庭作出判决》必须提出证明损失的特别证据，不能仅仅 

以笔录作为凭据,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②

针对这个反对意见，报吿人和另一位省议会议员©解释了这里 

所提到的额外价值102是怎样在他们所指的各种情况下取得的。这一 

条被通过了《

罪行变成了彩票，林木所有者如果走运的话，甚至可能中彩。这 

里可能产生额外价值，因为即使他所得的只是单纯价值，但是由于四 

倍、六倍以至八倍的罚款，他仍然能赚一笔钱;如果他所获得的不只 

是单纯价值，同时还有损失的特别补偿，那么这种四倍、六倍以至八

①

②

 

③

④

爱•贝•特里普斯伯爵。——编者注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3页。——编者

注

约•弗•布鲁斯特。——编者注

卡•弗•洛埃。---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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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的罚款无论如何完全是白赚了。一位骑士等级的代表认为，应得的 

罚款由于往往收不到手而没有足够保证，确实，由于除罚款外还要索 

取价值和损失补偿，罚款是根本不可能收到手的。不过，我们将会看 

到，有人会使被告的这笔欠账不致落空。

林木所有者除了像这里所说的那样使犯罪变成利息外，还会有 

更好的办法来保护自己的林木吗?他像一个聪明的统帅，把对方的进 

攻变成了一次万无一失的、稳操胜券的获辟的机会，因为甚至林木的 

额外价值，这种经济上的幻想，也通过盗窃而变成某种实体T。对于 

林木所有者来说，不仅他的林木，而且他用林木进行的牟利活动也应 

该受到保障，而他却以不给任何报酬的方式来表示他对自己的经纪 

人即国家的极易尽到的忠诚。把对罪行的惩罚由法对侵犯法的行为 

的胜利变成私利对侵犯私利的行为的胜利，这真是一种绝妙的想法。

然而，我们提醒我们的读者要特别注意第14条的规定，在这里 

我们必须放弃把蛮族法典97看作是野蛮人的法律的习惯看法。惩罚 

本身作为法的恢复,本来应该不同于价值的赔偿和损失的补偿，不同 

于私有财产的恢复:但是，现在惩罚却由公众的惩罚变成对私人的踣 

偿了，•罚款并未归入国库，而是落入林木所有者的私囊。

虽然有一位城市代表①说:“这是同国家的尊严及认真执行刑法 

的原则相抵触的”②•，但是为了维护林木所有者的利益，一位骑士等 

级的代表③却诉诸省议会的法理感和公平感，也就是诉诸特殊的法

① 约•弗•布鲁斯特。——编者注

②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3页。——编者 

注

③ 马•洛埃。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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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感和公平感。

野蛮民族强迫犯了某种罪行的人给受害者一定的赔偿（罚金）。 

公众惩罚这一概念同那种把罪行只看作对个人的侵犯的观点正相对 

立。但是，必须再找出甘愿授权个人去同时实行私人惩罚和国家惩罚 

的民族和理论来。

—定是十足的概念的混淆把省等级会议引上了歧途。而有立法 

权的林木所有者一时间就把自己作为立法者和林木所有者的身分混 

同起来。一次他作为林木所有者强迫小偷因偷窃林木而支付赔款，另 

一次他作为立法者强迫小偷因犯罪意图而支付罚款，而且很凑巧，两

分 A6 独独斗Jr 右■丰 SC 沮 BKi* 曲"1 丢 •仙並Â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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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其实，林木所有者只能收回被别人拿去的东西。如果把国家交 

还给他——既然他除了私人权利外，还获得处置违法者的国家权 

利，那就确实把国家交还给他了，——那么，国家也必定是他的失 

窃物了，因此，国家就必定是他的私有财产了。可见，盗窃林木者是 

第二个克里斯托弗尔，他不仅背走了偷来的木柴，而且也背走了国 

家。

公众惩罚是用国家理性去消除罪行，因此，它是国家的权利，但 

是，它既然是国家的权利，国家就不能把它转让给私人，正如一个人 

不能把自己的良心让给别人一样。国家对罪犯的任何权利，同时也就 

是罪犯的国家权利。罪犯同国家的关系不可能由于中间环节的介入 

而变成同私人的关系。即使人们允许国家本身放弃自己的权利，即自 

杀而亡，国家放弃自己的义务毕竟不仅是■-种疏忽，而旦是一种 

罪行。

可见，林木所有者既不能从国家获得实行公众惩罚的私人权利， 

他本身也没有任何实行惩罚的权利。但是，如果我在没有合法权利的 

情况下把第三者的罪行变成收入的主要来源，我这样做难道不就成 

为他的同谋者吗？难道仅仅因为他该受惩罚，而我坐享犯罪的好处， 

我就不是他的同谋者吗?如果私人滥用自己作为立法者的职权，以第 

三者的罪行为借口来窃取国家权利，他的罪名并不会因此而减轻。盗 

用公共的国家金钱是一种国事罪，难道罚款不也是公共的国家金 

钱吗？

盗窃林木者偷r林木所有者的林木，而林木所有者却利用盗窃 

林木者来盗窃国家本身。第19条会证明这一点确实是多么正确;这 

里不仅要罚款，而且还要对被告进行人身处罚。第19条将违反森林 

管理条例者完全交给林木所有者处置,让违反森林管理条例者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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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林中强迫劳动。有一位城市代表①认为，这“会引起许多麻烦。他 

只是提醒人们注意在问题涉及异性时这种惩罚方法会发生的危 

险”。②

—位骑士等级的代表③作了永远值得纪念的回答：

“诚然，在讨论法案时预先讨论和确定它的各项原则是必要而合理的，但是 

既然这一点已经做了，就无须在讨论每一个别条款时再回过头来谈这些原 

则。”②

在他发言之后，这一条便毫无异议地通过了。

只要巧妙地把坏原则作为出发点，你们就可以为坏结论找到不 

容争辩的法律条款作为根据。虽然你们可能以为，原则的不适当正是 

表现在它的结论的缺点上，但是，只要你们老于世故，你们就会懂得， 

聪明人是善于充分利用他曾经获得成功的东西的。唯一使我们惊异 

的是，为什么林木所有者不能用盗窃林木者来生自己的火炉》因为这 

里涉及的不是权利，而是省议会随便拿来作为根据的原则，所以完全 

可以作出这种结论。

同刚刚确定的教条截然相反，只要大致回顾一下就可了解，在考 

察每一条款时重新讨论原则是多么必要，在对那些看来相互间没有 

联系并保持着相当距离的条款进行表决时，有人怎样骗取了代表的 

信任，让规定一个接着一个顺利通过了。第一个规定一旦通过，这个 

规定借以获得通过的那种条件的棟子后来也就扔掉不用了 。

在讨论第4条涉及授权前来吿发的护林官员进行估价的时候，

① 约•弗•布鲁斯特。编者注

②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5页。——编者注

③ 马•洛埃。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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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城市代表①指出:

“如果关于罚款交归国库的议案不能通过，目前所审议的规定就具有加倍 

的危险。”②

显然，护林官员在为国家估价时并不像为自己的主人估价时那 

样想抬高价钱。但是，人们极其巧妙地对这一点不加讨论，而且装出 

一副样子，好像规定罚款归林木所有者的第14条可能会被否决似 

的。这样一来，第4条被通过了。表决了十条之后，终于轮到了会使 

第4条的含义发生变化并具有危险性的第14条。然而，这一联系却 

完全被忽视了，第14条被通过了，于是罚款就落入林木所有者的私 

囊。引用来为这一条辩护的主要的和唯一的根据，就是林木所有者的 

利益，据说，照价赔偿单纯价值似乎还不足于补偿他的利益。但在第 

15条中他们又忘了罚款已被表决归林木所有者所有，因而又发布命 

令，除赔偿单纯价值外，还给予林木所有者以损失的待别补偿，因为 

他本可以得到某些额外价值，就好像尽管得到了罚款，他还是什么也 

没有额外多得一样。有人甚至还说，罚款不总是都能得到手的。由此 

可见，起初他们还装装样子，好像只是由于钱他们才想取代国家的地 

位，但在第19条中就原形毕露了，他们不仅要罚款，而且要罪犯，不 

仅要人的钱袋，而且还要人本身。

在这里，欺骗的方法是露骨的、赤裸裸的，而且用意十分明显，因 

为它已经毫不犹豫地宣布自己是原则了。

显然，单纯价值和损失补偿只给予了林木所有者对违反林木管

① 约•弗•布鲁斯特，一编者注

②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2页。——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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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条例者提出私人诉讼的权利，林木所有者可以向民事法庭提出这 

种诉讼。如果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无力付款，那么，林木所有者所处 

的情况也不过和任何一个拥有无力还账的债务人的私人一样，当然， 

这种情况并不赋予他对债务人实行强迫劳动、服劳役的权利，一句 

话，使债务人处于暂时的农奴状况的权利。那么林木所有者提出这种 

要求是依据什么呢？罚軟。正如我们看到的，林木所有者既然要求把 

罚款归他所有，那么他除自己的私人权利外，也要求把惩罚违反林木 

管理条例者的国家权利归他所有，从而就取代了国家的地位。但是， 

林木所有者在把罚款归自己所有的同时，却巧妙地掩盖了他把惩罚 

权利本身也归自己所有的事实。过去他只把罚軟当作单纯的金钱来 

谈，而现在他谈罚款指的却是惩罚，现在他扬扬得意地承认，他利用 

罚款把公共权利变成了自己的私人财产。人们并没有对这个犯罪的、 

令人愤怒的结论感到惊异而退缩，却正因为它是一个结论而加以利 

用。虽然一个正常人的理智断定，把某一个公民当作临时的农奴而让 

他完全受另一个公民的支配，这是同我们的法背道而驰的，而且也是 

同所有的法背道而驰的，但是，对此，他们却耸耸肩膀声称，原则早已 

讨论过了，——其实既没有原则，也没有讨论。就这样，林木所有者利 

用罚款，把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的人身骗到了手。只是第19条才暴 

露了第14条含糊其词的地方。

因此，我们看到，第4条由于第14条本不应成立，第14条由于 

第15条本不应成立，第15条由于第19条本不应成立，而由于第19 
条表现出惩罚原则的全部弊端，从而使它本身和整个惩罚原则都不 

能成立。

分而治之的原则不可能运用得比这更妙了。讨论前一条时不考 

虑后一条,而审议后一条时又忘记了前一条。这一条已经讨论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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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一条还没有讨论，因此，由于根据完全相反，两条都凌驾于任何 

讨论之上了 J旦是，“维护林木所有者利益的法理感和公平感”是一项 

公认的原则，而这种法理感和公平感同维护另外一些人的利益的法 

理感和公平感正相对立;这些人的财产只是生命、自由、人性以及除 

自身以外一无所有的公民的称号。

瞧，我们扯得太远了。——林木所有者拿一块木头换得了曾是 

人的那种东西。

夏洛克溥学多才的法官！判得好！来，准备!

鲍细霞旦慢，还有别的话哩。

这约上并没有允许你取他的一滴血， 

只是写着“一磅肉、

所以你可以照约拿一磅肉去，

可是在割肉的时候，

要是流下-滴基督徒的血，

你的土地財产.

按照威尼斯的法律，

就要全部充公，

葛莱西安诺啊，公平正直的法官！

听着，犹太人》

啊，博学多才的法官！

夏洛克法律上是这样说吗？

鲍细«你自己可以去奄査看。①

①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4幕第1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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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们可以査看法律了！

你们根据什么要求把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变成自己的农奴呢？ 

根据罚款。我们已经指出，你们没有权利得到罚款。但是，我们姑且 

不谈论这个。你们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要确保林木所有者的 

利益，即使法和自由的世界会因此而毁灭也在所不惜。你们坚定不移 

地认定，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应当想尽一切办法赔偿你们林木所有 

者所遭受的损失。你们这种论据的坚实的木质基础已经完全腐朽，只 

要用健全理智的清风吹它一下，就会化为灰烬了。

国家可以而且必须说:我保证法不受任何偶然事件的影响。在我 

这里只有法才是永恒不灭的，因此，我用消灭罪行来向你们证明罪行 

是会灭亡的。但是，国家不能而且不应该说:国家保证私人利益、一定 

的财产存在、一个林场、一棵树、一根树枝（和国家相比，一棵最大的 

树也抿不上一根树枝）不受任何偶然事件的影响，它们是永恒不灭 

的。国家不能够违反事物的本性，不能够保证有限的东西绝对不受其 

条件的影响，不受偶然情况的影响。国家不可能担保你们的财产在罪 

行发生以前不受任何偶然事件的影响，同样，罪行也不可能把你们的 

财产的这种不稳定性质变得稳定。既然你们的私人利益能够受到合 

理的法律和合理的预防措施的保护，那么，国家无论如何是保护你们 

的私人利益的，但是，对于你们向罪犯提出的私人诉讼，国家除了承 

认私人诉讼权即保护民事诉讼的权利以外，不能承认其他任何权利。 

如果你们由于罪犯无支付能力而不能通过这种途径获得补偿，那只 

能说，取得补偿的任何合法途径都没有了。世界不会因此而毁灭，国 

家也不会因此而脱离阳光照耀的正义大道，你们也应该知道，世上的 

一切都是暂时的，然而由于你们虔诚地笃信宗教，你们未必认为这是 

一件有趣的新闻，并且它也不会比风暴、火灾、发烧更使你们惊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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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国家想要把罪犯变成你们的暂时的农奴，那它就会为了你们的有 

限的私人利益而牺牲永恒不灭的法。这样它也就向罪犯证明了法的 

灭亡，而它本来是必须用惩罚来证明法是永恒不灭的。

在菲力浦国王执政时期，安特卫普只要放水淹没它这个地区，便 

能够轻而易举地阻止住西班牙人的进攻103,但是屠户行会不同意这 

样做，因为牧场上牧放着该行会肥壮的牛群。你们要求国家放弃自己 

的精神领地，仅仅是为了替你们的木头报仇雪恨。

我们还要介绍第16条中的几点次要规定。有一位城市代表①指 

出：

“根据现行的立法，8夭监禁折合5塔勒罚款。没有充分理由违背这~ 

点》”②（即规定把8天改成14天。）

委员会建议对这一条作如下补充：

“无论如何监禁不得少于24小时。”②

当有人指出这一最低限度太严厉时，一位骑士等级的代表③就 

反对道：

“在法国森林法中，没有比3天更轻的惩罚。”②

省议会忽而反对法国法律的规定，主张不用8天监禁而用14天 

监禁来抵偿5塔勒，忽而又崇拜法国法律，拒绝把3天监禁改为24

① 约•弗•布鲁斯特。——编者注

②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4页。——编者 

注

③ 约•韦尔吉福瑟。-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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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监禁。

前面提到的那位城市代表继续说：

“用14天监禁抵偿5塔勒罚款的做法，至少对于那些决不能当作罪行而严 

加惩罚的偷窃林木的行为来说，是很严厉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能够以金钱赎 

罪的有钱人只会受到普通的惩罚，而穷人则要受到加倍的惩罚》”①

一位骑士等级的代表©指出，克莱沃近郊之所以发生许多违反 

森林管理条例的事件，就是为了被送进拘留所去领一份监狱口粮。难 

道这位骑士等级的代表不正是证明了他想驳倒的事实，即正是饥饿 

和无家■归才迫使人们违反林木管理条例吗？难道这种可怕的贫困 

是加重罪名的根据吗？

前面提到的那位城市代表继续讲道：

“降低犯人伙食标准的做法在这里道到了谴责，它是一种异常残酷的措施， 

特别是在实行强迫劳动的条件T是根本行不通的》”①
O O O O O 0

把犯人伙食标准降低到只供应水和面包的做法，受到多方面的 

指责，认为这样做太残酷了。但是，有一位乡镇代表③指出，特里尔行 

政专区已实行了降低犯人伙食标准的措施，在那里，还被认为是一种

非常有效的措施。

为什么这位可敬的发言人恰好把面包和水，而不把省议会谈论 

得如此之多和如此之动人的宗教感的加强看作特里尔行政区收到良 

好效果的原因呢？当时谁曾经想到过，水和面包是真正的救世良方

①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4页。——编者 

注

② 伦施男爵。--- 编者注

③ 彼•本德尔。--- 编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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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在一些辩论中，有人曾经认为，英国的圣者议会又复活了，现 

在怎样呢？代替祷告、信赖和赞美诗的是水和面包，是监狱和林中的 

强迫劳动!过去，省议会为了在天堂中给莱茵省居民准备好一个栖身 

之所，曾经不惜把好话说尽;而现在，为了用鞭子把整整一个阶级的 

莱茵省居民驱赶到林中去，在只给水和面包的条件下从事强迫劳 

动，——就是荷兰的种植场主也未必会想出这种办法来对待他的黑 

奴，——省议会又是多么不惜把好话说尽啊！这一切证明了什么呢? 

只证明了一点:谁不想成为人道的人，谁就容易成为圣者。对于下面 

这段话，人们将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有一个议员①认为，第23条规定是不人道的;但是尽管如此，这一条仍然 

被通过了。”②

除了不人道的性质以外，这一条款再也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别的 

东西。

我们的全部叙述表明，省议会怎样把行政权、行政当局、被告的 

存在、国家观念、罪行本身和惩罚降低为私人利益的物质手段。因此， 

人们把法庭的判决只看作是一种手段，而把判决的法律效力看作是 

一种多余的累赘，这是合乎逻辑的。

“委员会建议从第6条中删掉‘具有法律效力’这一说法，因为采用这一说 

法会给盗窃林木者以把柄，使他在缺席判决的犢况下能逃脱再犯时所应受的更 

严厉的惩罚》但是许多代表③都反对这一点，他们说，必须反对委员会提出的关

① 约•亨•鲍尔.一一编者注

②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5页。——编者 

注

③ 威•霍与布鲁斯特等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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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从法案第6条中删掉*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这一说法的建议。这里.也像在 

条文中一样，给判决加上这一说明语，当然不是没有法律上的考虑的，如果法官 

的任何初次判决都足以作为加重惩罚的根据，那么，加重惩罚再犯者的意图当 

然就会更加容易而经常地德到实现了。但是，应该考虑一下，人们是否愿意以这 

种方式为了报告人在这里所强调的保护林木的利益而牺牲霣要的法的原则。为 

丁使还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具有合法判决的性质而破坏诉讼程序的无可非 

议的基本原则，对此，人们是不能同意的。另一位城市代表①也提议拒绝委员会 

的修改，他认为这种修改违背了刑法的规定，因为根据刑法规定，在具有法律效 

力的判决没有确定初次惩罚之前.不能采取加重惩罚的办法，报吿人反对这一 

点说：‘这一切是一种特殊的法律•所以，像提出来的这种特殊的规定在这里也 

是许可的。’委员会关于刪掉‘具有法律效力’这一说法的建议被采纳了。”②

判决仅仅是为了确定再犯而存在的。对于私人利益的贪婪的焦 

虑来说，审判形式是迂腐的法律仪式所设置的累赘而多余的障碍。诉 

讼只不过是一支负责把敌人押解到牢狱里去的可靠的护送队，它只 

是执刑的准备。如果诉讼想超出这一点，它就会被人封住嘴巴。自私 

自利的恐惧心情非常细心地侦察、算计和推断:敌人可能怎样利用法 

的领域，而人们只要同敌人发生冲突就必须进入这个作为不可避免 

的祸害的领域，并且力图采取最审慎的反机动先于敌人到达这个领 

域。因此，人们就碰到了作为私人利益的无节制表现的障碍的法本 

身，并且把法看作是一种障碍。人们力图同法作交易，同法讨价还价， 

在这里或那里设法用低价从它那里买到某一基本原则。人们以乞求 

的口吻要求得到利益的法，以此来安抚法。人们拍拍它的肩膀并咬着 

耳朵轻声地说，这是例外，而没有例外的常规是不存在的，人们允许

① 约•弗•布鲁斯特。——编者注

② 《第六届莱茵竹议会会议记录》1841年科布伦茨版第23页.——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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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敌人采取恐怖手段和百般挑剔的办法.他们仿佛企图通过这种 

手段来对法作出补偿，因为他们在对待作为被告的保障和作为独立 

的对象的法时采取r一种圆滑的是非标准。法的利益只有当它是利 

益的法时才能说话，一旦它同这位圣者发生抵触，它就得闭上嘴巴。

亲自惩罚过人的林木所有者做得十分彻底，现在他竟亲自进行 

审判了，因为当他把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宣布为具有法律效力时 ， 

他显然是在进行审判，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 

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 

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有什么用处呢？法官只能一丝不苟地表达法 

律的自私自利，只能无所顾忌地运用它。在这种情况下，公正是判决 

的形式，但不是判决的内容。内容已被法律预先规定T。如果诉讼无 

非是一种毫无内容的形式，那么这种形式上的琐事就没有任何独立 

的价值丁。在这种观点看来，只要把中国法套上法国诉讼程序的形 

式，它就变成法国法了。但是，实体法却具有本身特有的必要的诉讼 

形式，正如中国法里面一定有笞杖，拷问作为诉讼形式一定是同严厉 

的刑罚法规的内容连在一起的一样，本质上公开的、受自由支配而不 

受私人利益支配的内容，~定是属于公开的自由的诉讼的。诉讼和法 

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就像植物外形和植物本身的联系，动物外 

形和动物血肉的联系一样。使诉讼和法律获得生命的应该是同一种 

精神，因为诉讼只不过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 

的表现。

狄东①的海盗抓到俘虏后，就打断他们的手脚，以便保证自己控 

制他们。为了保证自己对违反森林管理条例者的控制，省议会不仅打

①加里曼丹（婆罗洲）的一个地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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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了法的手脚，而旦还剌穿了它的心。我们认为，省议会在恢复我们 

的诉讼的某些范畴方面的功绩完全等于零。相反，我们必须承认省议 

会在把不自由的形式赋予不自由的内容时所采取的那种坦诚和彻底 

的态度。既然有人把怕见公开性的阳光的私人利益的物质内容塞进 

了我们的法，就必须赋予这种内容以相应的形式，即秘密的程序，这 

样才至少不致引起和滋生任何危险的、自满的幻想。我们认为，目前 

莱茵省全体居民，持别是莱茵省法学家的义务，是要把主要注意力放 

在法的内容上面，免得我们最终只剩下一副空洞的假面具。如果形式 

不是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刚才谈到的委员会的提案和省议会的投赞成票，是整个辩论的 

精彩场面，因为保护林木的利益和我们自己的法律所规定的各项法 

的原则之间的冲突，在这里进入了省议会的意识。于是，省议会对下 

述问题进行了表决:应该为了保护林木的利益而牺牲法的原则呢 ，还 

是应该为了法的原则而牺牲保护林木的利益，——结果利益所得累 

数超过了法的票数。人们甚至认识到了，这项法律是法律的例外，并 

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在这项法律中任何例外的规定都是允许的。省议 

会只限于得出立法者忽略了的那些结论。凡是立法者忘了说这里涉 

及法律的例外，而不涉及法律的地方，凡是在他提出法的观点的地 

方，我们的省议会都会出来非常得体地对他加以纠正和补充，并且凡 

是在法为私人利益制定了法律的地方，它都让私人利益为法制定 

法律。

这样，省议会便彻底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它根据自己的任务，维 

护了 ■-定的特殊利益并把它作为最终目的。至于说省议会在这里践 

踏了法，那么，这是它的任务直接产生的后果，因为利益就其本性来 

说是盲目的、无节制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无视法律的天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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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难道无视法律的东西能够立法吗？正如哑巴并不因为人们给了他 

一个极长的话筒就会说话一样，私人利益也并不因为人们把它抬上 

了立法者的宝座就能立法。

我们以厌恶的心情注视了这些枯燥无味的和浅薄庸俗的辩论， 

但是我们认为，我fq有责任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一旦维护特殊利益的 

等级代表会议真的被赋予了立法的使命,究竟能从它那里期待什么。

我们再重复说一遍，我们的省等级会议已经履行了自己作为省 

等级会议的使命，但是我们决不是想要为它辩护。莱茵省人应该在省 

等级会议中战胜等级，人应该战胜林木所有者。从法律上说.省等级 

会议不仅受权代表私人利益，而且也受权代表全省的利益，同时，不 

管这两项任务是多么矛盾，在发生冲突时却应该毫不犹豫地为了代 

表全省而牺牲代表特殊利益的任务。法的意识和法律意识是莱茵省 

人的最显著的地方特点。但是不言而喻，特殊利益既没有祖国意识， 

也没有省的观念，既没有一般精神，也没有乡土观念。有一些异想天 

开的作家喜欢把代表特殊利益看作是理想的浪漫主义、深邃的感情 

以及道德的个人形式和特殊形式的最丰富源泉。然而，与这些作家的 

论断完全相反，代表特殊利益会消灭一切自然差别和精神差别，因为 

这样做会把特定的物质和特定的奴隶般地屈从于物质的意识的不道 

德、不理智和无感情的抽象物抬上王位，用以代替这些差别。

在丙伯利亚也像在法国一样，林木仍然是林木，在堪察加也像在 

莱茵省一样，林木所有者仍然是林木所有者。因此，如果由林木和林 

木所有者本身来立法的话，那么这些法律之间的差别将只是立法的 

地理位置和立法时使用的语言不同而已。这种下流的唯物主义，这种 

违反各族人民和人类的神圣精神的罪恶，是《普鲁士国家报》正向立 

法者鼓吹的那一套理论的直接后果，这--理论认为，在讨论林木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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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应该考虑的只是树木和森林，而且不应该从政治上，也就是说， 

不应该同整个国家理性和国家伦理联系起来来解决每一个涉及物质 

的课题。

古巴野人认为，黄金是西班牙人崇拜的偶像。他们庆祝黄金节， 

围绕着黄金歌唱，然后把它扔进大海。如果古巴野人出席莱茵省等级 

会议的话，难道他们不会认为林木是莱茵省人崇拜的偶像吗？然而， 

下一次会议将会向他们表明，人们是把动物崇拜同拜物教联系在一 

起的。那时，为了拯救人，古巴野人将把兔子扔进大海里去。1ÖS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0月

载于 1842 年 10 月 25,27,30 0 
和11月Î、3日《莱茵报》第 

298、300、303、305 和 307 号附 

刊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 

1卷翻译

署名：莱茵省一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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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r

科隆10月15日。奥格斯堡报第284号实在不高明，它居然发现 

《莱茵报》是普鲁士的共产主义者，虽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但毕 

竟是一位向共产主义虚幻地卖弄风情和柏拉图式地频送秋波的 

人物。

这位奥格斯堡女人①的这种不像样子的幻想是是公正无私 

的，她那活跃的想象力想出来的这种无聊的把戏是不是同投机勾当 

和外交手腕有联系，等我们引完了所谓犯罪事实之后，读者自己可以 

作出判断。

该报叙述道，《莱茵报》的小品文专栏登载了一篇关于柏林家庭 

住宅的共产主义文章107,而且还加上按语说，这些报道“对于了解当 

前这个重要问题的历史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根据奥格斯堡的逻辑看 

来，《莱茵报》“这样做就是在推荐一种不干不净的蹩脚货”。这样说 

来，如果我说“《靡菲斯特斐勒司》关于奥格斯堡报家事的报道②对于 

了解这位自命不凡的夫人的历史并不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我就是 

在推荐奥格斯堡女人用来剪裁她的华丽服装的肮脏的“蹩脚货”了。

① 即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者注

② 指1842年该杂志第1、2期刊登的《奥格斯堡〈总汇报〉丢尽脸面》一

文《 编'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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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我们仅仅因为共产主义不是当前在沙龙中议论的问题，因为它 

的衣服不干净、没有玫瑰香水的香味，就不应该把它当作当前的一个 

重要问题吗？

但是，奥格斯堡女人对我们的不理解感到愤怒是有道理的。共产 

主义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是法国和英国当前的一个极端严重的问 

题。单凭奥格斯堡报在空话中使用过共产主义这个词，共产主义也就 

具有欧洲性的重要意义丁。不久以前,该报的一位巴黎记者，一位谈 

论历史像糕点师谈论植物学一样的改宗信徒，竟异想天开，认为君主 

政体应当设法用自己的方式去掌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现在， 

你们该明白奥格斯堡女人的愤怒了吧;她之所以绝不宽恕我们，原来 

是因为我们向公众不加粉饰地介绍了共产主义。你们该懂得她为什 

么那样辛辣地说剌我们了吧;她说:你们竟然推荐那有幸充当过奥格 

斯堡报的空话的时髦装饰的共产主义！

《莱茵报》受到责难的第二个原因是寄自斯特拉斯堡的关于在当 

地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共产主义演说的报道的结束语•，本来两位异 

母姊妹是作了分工的:莱茵省的这位报道斯特拉斯堡学者们的讨论 

情况，而巴伐利亚的那位则报道他们的伙食状况1W。被控告的地方 

是这样的：

“今天中间等级的状况就好像是1789年贵族的状况，当时中间等级要求享 

有贵族的特权，并且得到了这些特权;而今天，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现在执 

»玫权的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今天中间等级在对付突然袭击方面比1789 

年贵族的处境要奸些，应该期望问题会通过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①

①古•科尔布《共产主义者的学说》，见1842年10月11日奥格斯格斯堡 

《总汇报》第284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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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哀士的预言UC应验了，第三等级戚为一切，并想要成为一 

切，——关于这一点，毕洛夫-库梅洛夫、前《柏林政治周刊》和科泽加 

滕博士，总之，所有拥护封建"制度的作家都满怀极其悲伤的愤怒承认 

过。m今天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这是 

事实，即使没有斯特拉斯堡的演说.尽管奥格斯堡保持沉默，它仍旧 

是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有目共睹的事实*12。奥格斯堡女人 

是否认为，她的不满和沉默已经推翻了当前的事实呢?这个奥格斯堡 

女人在逃跑时是粗野无礼的。她面对当前的棘手现象仓皇逃跑，并且 

以为，她逃走时身后扬起的尘土以及她在逃跑中出于恐惧而从牙缝 

里迸出来的恶言秽语,既能迷惑和搅乱当前的麻烦现象，又能迷惑和 

搅乱不动脑筋的读者的思想，

或许奥格斯堡女人是因为我们的记者期望那些无可否认的冲突 

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才恼怒的吧？或许她是因为我们既 

没有立即开出一个有效的药方，也没有悄悄塞给惊愕的读者一篇十 

分清楚的关于不足为准的问题解决方案的报道才指摘我们吧？我们 

没有本事单纯用空话来解决那些正由两个民族在解决的问题 。

但是，最亲爱、最尊贵的奥格斯堡女人！在谈到共产主义的时候， 

你们使我们了解到，现在德国独立的人很少，十分之九的有教养的青 

年都为了自己的前途而向国家乞食，我国的河流未被利用，航运萧 

条，过去繁荣的商业城市失去了往日的光辉，自由的制度在普鲁士推 

行得缓慢无比，我国过剩的人口无依无靠地流浪四方，在其他民族中 

作为德国人逐渐衰亡。然而，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既没有提出任何药 

方，也没有作任何尝试，去“弄清实现”那能使我们摆脱这一切罪恶的 

伟大事业的“途径”！或许你们不期望和平解决吗？贵报同一号上寄 

自卡尔斯鲁厄的另一篇论文大概就暗示着这种思想。该文甚至就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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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同盟113问题向普鲁士提出了一个令人作难的问题:“可不可以认
o o c o O

为，会产生像在动物园因吸烟而打架114那样的一次危机呢?”你们用
O o oo OCOOOOOOOOO O 0OO Ooo o

来为自己的不相信辩解的理由是共产主义的。“那么就让工业危机爆
O O O O O o o o ®

发吧！让数以百万计的资本赔光，让成千上万的工人吃不上面包
c O OOoOOÔO OO OO OOCo.OOOO OOOOO

%!”①既然你们决定让血腥的危机爆发，那我们的“和平期待”是多 

么不合时宜呵！大概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你们完全按自己的逻辑，在 

自己的文章中向大不列颠推荐进行盘惑宣传的医生麦克道尔博 

士 ns;此人因为“对这个忠于君主的种族毫无办法”而移居美国了。
COO OO OOC OOoOO O

在同你们分手之前，我们还想顺便提醒你们注意一下自己的智 

慧。要知道，用你们的说空话的方法可以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不怀 

恶意地发表一些思想，但这并不是你们的思想。你们发现巴黎艾讷坎 

先生关于反对地产析分的辩论使他同自治论者116令人惊奇地协调 

一致！亚里士多德说过，惊奇是探求哲理的开端。但是，你们在开始 

时就结束了，否则，你们怎么没有注意到，在德国不是自由主义者而 

是你们的反动朋友在传播共产主义的原理这一令人惊奇的事实呢？

谁在谈论手工业者的同业公会？反动分子。说什么手工业者等 

级应该在国家内组织国家。117这样的思想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国 

家应变为手工业者等级。”你们不觉得太引人注目了吗？如果对于手 

工业者来说，他们的等级应当成为茵家，同时，如果现代的手工业者 

像任何现代人一样.把国家理解为而且只能理解为他的全体同胞的 

共同领域，那么，你们除了把这两个概念综合为手工业者的国家以 

外，还能综合为什么别的概念呢？

①弗•威•吉纳《关税同盟代表大会》，见1842年10月11日奥格斯堡 

《总汇报》第284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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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反对地产析分呢？反动分子。在不久前出版的一本拥护封 

建制度的著作（科泽加滕论地产析分）中，作者走得太远，竟宣称私有 

财产是一种特权118。这是傅立叶的基本原则。难道人们同意了基本 

原则便不能同时对结论及其运用进行争论吗？

《莱茵报》甚至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理论上的现 

实性，因此，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根本不认为这种实 

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将对这种思想进行认真的批判。但是，对 

于像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①，持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机智的著作©， 

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 

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关于这一点，如果奥格斯堡女人想要得 

到比美妙动听的空话更多的东西，如果她具有比说美妙动听的空话 

更多的才能，那她也会承认的。我们对待类似的理论著作所以要更加 

慎重，还因为我们不同意奥格斯堡报的观点：它不是在柏拉图那里， 

而是在自己一个不知名的熟人m那里找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 

性”。后者在科学研究的某些方面有一些功绩，献出了当时他所拥有 

的全部財产，并且按照安凡丹老爹的旨意而替自己的伙伴洗盘子擦 

靴子。我们坚信，构成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 

而是它的理论阐述;要知道，如果实际试验大量地进行，那么，它一旦 

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而征服我们心智的、支配我 

们信念的、我们的良心通过理智与之紧紧相连的思想,是不撕裂自己

① 指皮•勒鲁的《驳斥折衷主义》和维•孔西得朗的《社会命运》、《法国 

政治最后破产的必然性》、《实证政治基础。傅立叶所创立的协作学派 

宣言》。-一■编者注

② 指《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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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就无法挣脱的枷锁；同时也是魔鬼，人们只有服从它才能战胜 

它。当然，奥格斯堡报从来也没有经受过那种当一个人的主观愿望起 

来反对他自己的理智的客观见解的时候所产生的良心的痛苦，因为

它既没有自己的理智，又没有自己的见解，也没有自己的良心。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0月

15 0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载于1842年10月16日《莱茵 

报》第289号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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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报》编辑部 

就有关共产主义的论争 

所作的说明12°

科隆10月22日。《莱茵报》第292号①转载了《曼海姆晚报》上 

一篇注明“普法尔茨通讯，10月12日”的文章，该文开头几句话 

是：

“昨天，我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看到一篇从一家亚琛报纸上转载来的文 

章〈论共产主义＞121，确实感到惊讶。这篇文章的确不值得在素称消息 

灵通的报纸上刊登。”②

为此，《亚琛日报》在第293号③上发表了答复。根据《亚琛日报》 

编辑部的愿望，我们想向读者摘要介绍一下这篇答复的内容，尤其是 

因为这样做使我们有机会作某些补正。《亚琛日报》公正地相信《莱茵 

报》，说

① 1842年10月］9日《莱茵报》。——编者注

② 1842年10月15 H«曼海姆晚报》第243号》——编者注

③ 1842年10月22日《亚塚城日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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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会知道，奥格斯堡《总汇报i从本报论共产主义者的文章（《亚琛日报》第 

277号）中，只是断章取义地抽出某些片断，并加上自己的评语，当然这些评语使 

文章原意变了样”。

如前所说，《莱茵报》不但知道这些情况，而且还知道，对于奥格 

斯堡报第284号上刊登的，矛头针对《莱茵报》的那篇庸俗无聊的、极

其巧妙地拼凑起来的文章，《亚琛日报》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因此，《莱

茵报》在第289号上反驳奥格斯堡报时，理所应当地没有把《亚琛日

报》卷入这场论争中来。但是，如果说奥格斯堡报上这篇文章用着重 

号字体排印的头一句话“我们在亚琛报纸上读到”可能使普法尔茨的 

某个人产生错误的想法，那么，这正好说明，《亚琛日报》本来早就可 

以针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做法，预先防止这种误解的。既然《莱茵 

报》全部承担了对付奥格斯堡报上述那篇文章的责任，那么，它对从 

《曼海姆晚报》顺便转载那篇简讯，当然可以不作任何解释，因为它的 

读者本来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今天《亚琛日报》①登载的一篇文章 

的下述段落是无须作进一步说明的：

“它［《莱茵报》］知道，我们并不反对任何自由的探讨，我们也不打算妨碍那 

些决心为某个阶级谋利益的人们所作的努力。我们对一切人都采取自由主义的 

立场，这比大暈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迄今所能表明的含义还要多。不过，我们确 

实说过，共产主义不能够在我们这里找到土壤，而在法国和英国恰好相反•它是 

一种自然现象。最后，我们作了补充说明，指出即使对于德国的共产主义的意 

向，我们也没有任何反对意见，但是，我们表示坚决反对类似据说出现在西里西 

亚的那种俱乐部式的结盟。自由主义思想在我们这里还没有扎下根来，还没有 

获得这样大的成就，以致任何一种努力都不需要人们的小心保护，然而，我们通 

常总是看到，在我们这里，同一倾向的报纸协调一致的行动太少了，它们没有想 

到，单独-家报纸永远也不能占领全部空间，只有当它们彼此交替地成为别人

①1842年10月22日《亚琛城日相》第293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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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体现者和传播者的时候，总体效果才有可能实现，”

《莱茵报》编辑部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0月 
22 0

载于1842年10月23日《莱茵 

报》第296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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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谈奥•弗•格鲁培博士的 

小册子《布鲁诺•鲍威尔和大学 

的教学自由M842年柏林版122

如果在德国有人打算写一部门外汉的基剧，那么奥•弗•格魯 

培博士先生便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命运使他这个人具有大人物， 

至少是大门外汉所不可缺少的铁一般的倔强劲。如果说格鲁培先生 

的奇遇像桑乔•潘萨的奇遇那样，多半是以获得模棱两可的赞许而 

告结束的，那么格鲁培先生赖以获得桂冠的那种喜剧式的纯朴和动 

人的天真，却使他的成功的这种单调色彩具有多样性并富于变化。甚 

至不能不承认，在指导格鲁培先生作出下述论断的彻底性中，不乏某 

种宏大的气魄，这个论断是:既然我被赶出了语文学课堂123,那么我 

的任务就是也被赶出美学的舞厅和哲学的殿堂。这已经不简单了，然 

而还不是全部。我的角色要一演到底，直到我被赶出神学庙宇为止, 

格鲁培先生还十分认真卖力，非把他的角色一演到底不可。

不过，在格鲁培先生最近的表演中，他所持的立场水准已有所下 

降，老实说，我们一分钟也不怀疑，他撰写最新著作《布鲁诺•鲍威尔 

和大学的教学自由》，决不是“替某个党派服务，或者受某个人的影 

响”。格鲁培先生感到了有被赶出神学领域的必要性，但是这里世故 

老练帮了他的喜剧天性的忙。到现在为止，格鲁培先生像真正的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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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那样，■-直以极其有趣的严肃态度和极其罕见的傲慢神情在表 

演。一知半解、浅薄无知、歪曲误解是他命中注定的东西，但不是他的 

意向。这位大人物表演了自己的本性，不过他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别 

人表演。他以演丑角为职业d旦是我们毫不怀疑,他在最近的表演中. 

扮演的是奉人之命和可以领赏的丑角。他的叵测的意图、昧心的歪曲 

和卑鄙的阴险手段，对读者来说也是无庸置疑的。

假如我们对格鲁培先生进行广泛而详尽的评论，那是同我们对 

喜剧角色的看法相抵触的。谁要听欧伦施皮格尔的真实故事呢？人 

们需要的是奇闻轶事，那我们就讲一件格鲁培先生的奇闻轶事，也就 

是他的小册子中的奇闻轶事吧。它涉及鲍威尔对马太福音第12章第 

39-42节的解释。我们请善良的读者原谅，暂时让神学问题打搅一 

下,不过读者不要忘记，我们的目的不是神学，而是格鲁培先生。既然 

鲍威尔的品格和学说已成了报刊上的神话，那么把对鲍威尔的论敌 

的评价公之于众，读者定会认为这是公正的吧》

为此，我们把马太福音中有关的章节全文引录如下：

“当吋，有几个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老师，我们希望你显个神 

迹给我们看，耶稣说，这一代人多么邪恶、多么淫乱哪！你的竟要求我显神迹吗？ 

不，除了先知$亨的神迹，号'學亨呼考给你们看了。纟亨曾经在鲸鱼的肚子里三 

夭三夜，人子Ü在地的深°处°三°天°三°夜。在审判的日"子°，尼尼微人要起来控告你 

们这一代人，因为他们听见约拿的宣道就弃邪归正了。我告诉你们，这里有比约
OOOpOOOOOOOOO o O O O O O O O o O

事零蓴冬呼亨D孕！在审判的h子，南方的女王要起来控吿你们这一代人，因为她 

极ii，¥听所罗门王智慧的话。我吿诉你们，这里有比所罗门更重大的事
00300000 O O O O O 000000000000

呢！。”
O

新教神学家们注意到了一个矛盾:耶稣在这里否定了奇迹，而在 

其他地方他自己却又创造奇迹。他们注意到了一个更大的矛盾，即在 

同一瞬间，上帝既拒绝求看奇迹，又答应显示奇迹，而旦是伟大的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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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他自己游地府三昼夜的奇迹。

但是，因为新教神学家们根本不信神，以至不容许圣经同自己的

理智发生矛盾;又因为这些神学家拚命假装虔诚，以至不容许自己的 

理智同圣经发生矛盾，所以他们就把圣经上的明明白白的话和简单 

的意思加以篡改、歪曲和曲解。他们断言，耶稣在这里并没有把他的 

教义和他的精神人格同求看神迹的事情对立起来。他们断言：

“他说的是他的全部神通，他的神通比所罗门和约拿的神通都大，他的奇迹o o o 0
‘其实'是这种神通之一，”124

鲍威尔通过对圣经进行细致入微的考证诠释，向他们证明这样 

的解释是荒谬的。鲍威尔给他们引证了路加福音，在那里根本没有什. 

么鲸鱼和在地里三昼夜之类的瞎说。路加福音中是这样说的，

“这一代人多么邪恶呀！他们竟要求看神迹，可是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 

别的神迹给他们看了。约拿怎样成为尼尼微人眼中的神迹，人子也要同样成为 

这一代人眼中的神迹。”1於

接着，据《路加福音》记述，上帝说，尼尼微人听见约拿的宜道就 

弃邪归正了，又说南方的女王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王智慧的话》 

鲍威尔指出，马可福音中关于这一情节说得更简单。

耶稣说:“这一代人为什么要求看神迹呢？我吿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一代 

人看。他就离开他们ZU6

鲍威尔奋起反对神学家们对圣经的错误解释和肆意歪曲，他向 

他们指出圣经记载的东西，同时再次把耶稣圣谕的意思作了如下的 

慨括：

“去你的吧，神学家！圣经记载，这里有比约拿更重大的事，有比所罗门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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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亨.这就是说，尼尼微人听见约拿的宣道就弃邪归正了，南方的女王从地极 

淦来f要听所罗门王弯零時号;可是你们不相信我的话，我的圣谕，其实这些话 

是一个精神无限伟大"的乂 i兑，而约拿和所罗门却是有局限性的人。不过算了
OOC OOOOOOOOO OOÖOOOOOOOOOOOO

吧！只给你们看看约拿的神迹吧，其他的神迹除了fff及其在言辞中的表现 

（尽管也是无限的）以外，就不给你们看f。”

鲍威尔这样解释了耶稣圣瑜之后，又补充说：

“那么，奇迹究竟在哪里呢?”O O

可是格鲁培先生说什么呢？格鲁培先生说：

“最令人奇怪的是，鲍威尔用他的离奇的方芎，把自己博學哆了个Ç知，在 
第296页上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句语气很重的话/‘去你的&，神学家°!&（第 

20页）

格鲁培先生无耻地妄想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仿佛鲍威尔在对 

耶稣圣谕进行考证诠释的时候，是在谈他本人，是在把自己冒充为一 

个有无限神通的人。尽管我们非常愿意，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格鲁培先 

生有名的生性愚钝和浅薄无知而原谅他的这种故意颠倒黑白的欧伦 

施皮格尔式的行径。这纯粹是一种欺骗。问题不单是格鲁培先生向 

读者隐瞒了争论的真相!我们还可以设想，这个门外汉偶然翻开鲍威 

尔的著作第296页，由于急忙全力炮制他的小册子，都没有时间去阅 

读他所援引的那个地方的上下文。但是，格鲁培先生隐瞒了那段“语 

气很重的话”的结尾，不会引起任何误解的结尾：

“不过算了吧！只给你们看看约拿的神迹吧，其他的神迹除了我个人及其在 

言辞中的表现（尽管也是无限的）以外，就不给你们看了，那么，奇迹‘究竟’在哪 

里呢？"

格鲁培先生明白.即使是持有偏见的读者，即使是十分愚蠢.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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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得不是到鲍威尔著作中而是到格鲁培先生著作中去寻找鲍威尔观 

点的读者，读到这句话也会确信，鲍威尔在这里谈的不是他本人，而 

是圣经记载的东西。至于其他一切荒谬之处就更不必说了，不然，“那 

么，奇迹究竟在哪里呢？”这句话还有什么用处呢？

我们怀疑，在德国书刊中能否再找到与此相似的无耻的例子。

格鲁培先生在前言中写道：

“我在写作期间越来越相信，我们是生活在雄辩家和诡辩家的时代，（第 

W页）

如果说这是一种自白，那么我们坚决反对这种自白。格鲁培先生 

既不是雄辩家，也不是诡辩家，在他撰写论鲍威尔的小册子以前，他 

一直是一个喜剧角色，他是一个天真的无赖;从那以后他只不过失去 

了他的天真，现在变成了——究竟变成丁什么，还是让他的良心告诉 

他吧！不过，鲍威尔可以把下述情况看作是对他的精神优点的承认， 

即能够搬出来反对他的，只是一些既没有任何精神，又没有任何优点 

的人，他只有把自己降低到这些人的水平，才能与他们较量。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1842年 

10月底一11月初之间

载于1842年11月16日《德国 

科学和艺术年鉴》杂志第273 
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署名，卡•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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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报》编辑部为《评〈汉诺威 

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误〉》一文 

所加的按语127

鉴于这里所讨论的文章的标题中“自由主义反对派”这一用语， 

不是作者原来所用，而是编辑部加的，为此编辑部认为有必要对这个 

称呼作一点说明。

有人反对这个有争议的用语，其理由有两个。他们认为，就形式 

来说，反对派不是自由主义的，因为它是保守的，因为它的目的在于 

使现存的法制延续下去。按照这种辩证法，七月革命是一次保守的， 

因而是非自由主义的革命，因为它的目的首先是维护宪章128。尽管 

如此，自由主义却宣布七月革命是他们的事业。自由主义当然是保守 

的，它维护自由，甚至维护自由的可怜的现状，使之不受粗暴的物质 

力量的侵犯，还要补充一点，如果这种抽象观点想要贯彻到底的话， 

那么，它就应该承认，拥护1833年确立的法制的反对派，同那些硬把 

1833年拖回到1819年去的反动派相比较，是进步的和自由主义 

的。129

至于内容本身，他们进一步提出一种论据，认为反对派的活动内 

容，即维护1833年的国家基本法，根本不是自由的内容。就算是这 

样！ 1833年的国家基本法如果同自由思想相比较，的确不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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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但是.如果拿它去同1819年的国家基本法相比较，它却确实是 

自由的体现。总之，这里涉及的首先不是这部法律的特定的内容，这 

里涉及的是拥护合法的内容而反对非法的篡改。

编辑部有权称汉诺威反对派为自由主义反对派，尤其是因为几 

乎所有的德国议会都是把它作为自由主义反对派、作为合法自由的 

反对派来欢迎的。现在在批判的法庭面前，这个反对派获得这个称号 

是否合适呢？这个反对派是否已经从单纯提出自由主义的见解和要 

求变成真正的自由主义了呢？ 一一研究这个问题也正是这里所讨论 

的那篇文章的任务。

我们要顺便指出，在我们看来，汉诺威的真正的自由主义今后的 

任务，既不是维护1833年的国家基本法，也不是退回到1819年的法 

律，它应该争取实现一种同更深刻、更完善和更自由的人民意i只相适 

应的崭新的国家形式。

《莱茵报》编辑部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0月 

15曰一41月7日之间

载于1842年11月8日《莱茵 

报》第312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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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11月7日。在探讨区乡制度改革的问题时，我们并不认为 

考虑省内报纸，特别是《科隆日报》发表的有关报道是合适的》如果我 

们举一个例子来看看那些希望维护城市的区和农村的乡分开的人的 

论据大致有多大分量，我们就不难证明上述看法是正确的。

《科隆日报》第309号的附刊上，在《概述》^这个标题下，援引 

了赞成和反对上述分开方案的权威性意见。在各种稀奇古怪的说法 

中，有这样的情况:反对分开方案的根据是“某些报纸的文章”，赞成 

分开方案的根据“同样是某些报纸的文章”,正像报纸上也刊登过一 

些赞成书报检查的文章一样。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十分赞赏地提到那 

种认为凡是报纸上的文章就算是根据的虔诚态度，并把这种态度看 

作是对报刊的一种承认，虽然这是完全非批判性的，但毕竟是——尽 

管做法滑稽可笑——少有的一种承认。但是，在把其他赞成和反对城 

市的区和农村的乡分开的两种权威性意见加以比较的时候，用来作 

为装饰品的同样值得赞赏的公正态度却消失不见了。据报道，1833 
年省议会si曾经反对这种分开方案，当时省议会还为一个权势很大 

的人物所左右，因此，反对分开的只是这么一个人物，而整个1827年 

省议会除一票之外，都赞成分开的方案132。不过，最尊敬的《概述》， 

如果整个1833年省议会几乎只等于它所追随的那一个人物，那么， 

难道能排除1827年省议会也不过等于它所反对的那一票吗？而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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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摇摆、如此缺乏独立性的议会还够得上什么权威！其次，如果举 

出科隆、亚琛和科布伦茨的请愿作为拥护把城市的区和农村的乡 

分开的请愿，因为这些请愿局限于科隆、亚琛和科布伦茨，那么这最 

多不过证明这些请愿的局限性，但绝不能证明它们的合理性。然而， 

尽管这些城市起初在仓促之际不大理解问题的一般性质，没有充分 

考虑全省的利益，它们也没有以它们的特殊改革对抗一般改革。这些 

城市请愿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决不是反对全省。《概述》的滑稽可笑 

的公正态度在其开头部分就使我们钦佩，尽管它在整个过程中没有 

始终忠实于这一点，而是如我们刚刚听到的那样，不能不偶尔玩弄小 

小的蓄意的狡猾伎俩，但是，在结尾部分，这种滑稽表现和这种公正 

态度又扬扬得意地出现了。据报道，赞成城市和农村分开的还有

“莱茵省的其他城市，这些城市的请愿内容还不清楚，但是它们的要求当然 

只能代表它们自己，因为个别地方不可能成为全省的喉舌”。

这样一来，不仅某一篇报刊文章一般说来是一种权威，而且连 

“当然只能”这种无疑是平凡的字眼也能猜出其他城市请愿的还不清 

楚的内容。不过，特里尔市的请愿134证明，那个名叫“当然只能”的先 

知原来是个伪先知。在《概述》的结尾泄露了作为要求城市和农村分 

开的真正重要根据的内在根据。有人不仅要把城市同农村分开，而且 

要把各个城市彼此分开，把城市同省分开，要把省同它自己的理性分 

开。个别地方不可能成为全省的喉舌吗？不错,个别地方不应该成为 

整个喉舌，但是它应该是这个喉舌的一部分，因此对它这一部分来说 

也应该是代表全部和普遍利益的喉舌。难道这种意见不是使哪怕个 

别的城区条例的制订都没有任何可能了吗？如果个别地方不能成为 

全省的喉舌，难道个别市民就可以成为整个城市的喉舌吗？因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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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述推论，这个市民的要求只能代表他个人，怛不能代表全市，而 

因为整个城市只是由一个个市民组成的，所以，决不能有代表整个城 

市的要求了。《概述》最后得出的结论，同城市和农村分开——如果

它前后一贯的话^------般所必然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即它不但使

城市，不但使省，而且甚至使国家本身都不可能存在了。既然有人断 

言局部的东西是同一般的东西相敌对的对立面，那么他就必然要得 

出结论，使所有政治的和社会的形式在最后的、不可分的局部面前， 

在具有种种物质欲望和目的的个人面前消失。那些被《概述》强迫出 

征去保卫它的军队，除少数人外，都会像福斯泰夫的新兵一样。他们 

只配以思想尸体去填战壕而已。①只要有埋葬死人的本事就足够了！

最后，我们善意地给《科隆日报》提个醒。《科隆日报》的社论第一 

次流露出一点谦虚精神和对自己力量缺乏信心的意识虽然在其 

他场合该报社论习惯于以权威的姿态，大谈特谈各种杂七杂八的东 

西。《科隆日报》不是第一次相信，但这一次也许会永远相信，它的编 

辑原则是站不住脚的。既然对所有不要报酬的撰稿人都表示欢迎，那 

么，只要有一些喜欢写作但才智平庸的人手，就足以伪造舆论了。如 

果看一下《科隆日报》各栏，那么可以认为赞成城市和农村分开的意 

见在莱茵省占优势。如果看一下莱茵省，那么就会认为莱茵省在《科 

隆日报》上并不占优势。

科隆11月11日。我们向莱茵的“省内报纸”发出的关于区乡制 

度改革问题的呼吁136并不是毫无结果的。《科隆日报》认为自己必须 

—反惯常的暧昧态度，在它11月11日这一号报上作一番慮假的明

①套用福斯泰夫的用语，见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前篇第4幕第2 
场。--- 编者注



310 区乡制度改革和《科隆日报》

确表态，承认城市和农村的权利应该平等，虽然承认时怀着无法掩饰 

的不满，犹豫不决地提出附加条件，疑虑重重地左顾右盼并故意表现 

出模棱两可。今天我们再次利用这个机会让《科隆日报》意识到它的 

精神状态，而且不想放弃虽然渺茫但是令人愉快的希望，希望它一旦 

认清自己的观点，就会放弃这种观点。

《科隆日报》在今犬文章的结尾写道：“此外，对于高度吸引公众兴趣的区乡 

制度间题。《科隆日报》编辑部认为有必要声明，它在这方面也尊重权利平等的 

原则，不过它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提供尽可能广泛的园地来进行关于形式的讨 

论，而这些形式可以使目前完全不自由的、所有派别都认为再也不能容忍的状 

况得到改善。”

迄今为止《科隆日报》还没有发表过一篇关于应该在坚持权利平 

等原则的条件下实现区乡制度改革的形式的文章。因此，我们不可能 

同不存在的敌人进行斗争。也许《科隆日报》认为，“城市和农村分 

开”，即该报许多文章中建议通过区乡分开的条例合法地确定的那种 

分开.同样也是使权利平等的原则具体化的形式之一?《科隆日报》是 

否认为这种确定下来的权利不平等就是权利平等的一种形式呢?《科 

隆日报》上的战斗不是由于同一原则的不同形式，而无宁说是由于原 

则本身的不同而发生的。同时,如果我们按照《科隆日报》自己的建 

议，把它的文章仅仅看作物品①，也就是说按其数量来看，在这次战 

斗中，多数士兵属于反对平等的阵营。我们对《科隆日报》说过:诚实 

一些吧!别伪造舆论了，要履行莱茵报纸应该表达莱茵省的精神这种 

使命，放弃个人的考虑，在省内最关重要的问题上，不让任何有弱点 

即坚持某种与人民意志相对立的特殊立场的个人意见登在你们的报

①德文1'Artikel”既有“文章”的意思，又有"物品”的意思。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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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而《科隆日报》是怎样回答的呢？

它认为，在区乡制度改革方面对权利平等原则表示尊重是“适当

的”。人们将发现，这种“认为是适当的”观点对于莱茵省是非常明智 

的，而且不能把它简单地看作是《科隆日报》富于创造力的证明。除了 

对省的精神给以适当的尊重以外，《科隆日报》还认为它的“职责”就 

是提供尽可能广泛的园地来进行有关区乡制度改革的“形式”的讨 

论，它把“不平等”的形式也理解为上述形式£有人从私人利益和私人 

考虑的观点出发，将认为这种“忠于职责的热忱”是适当的，不管这种 

观点本身是何等不适当。为了堵死躲在形式和内容的差别后面的《科 

隆日报》的一切藏身之所，我们提出一个毫不含糊的问题：它是否认 

为通过区乡分开的条例合法地确定的城市和农村的X平等是权利平 

等的一种形式？它是否打算今后还用它的篇幅当作单纯的形式问题 

来发表这一类主张呢？明天我们再回过头来谈一■谈《科隆日报》的上 

述文章。

科隆11月12日。《莱茵报》第314号上那篇（为了用《科隆日 

报》惯用的优美的语词搭配作开头①）涉及高度吸引公众兴趣的区乡 

制度问题的文章，只不过是本报附刊详细阐述城市和农村的区乡制 

度平等问题的连载文章^的序言罢了。《科隆日报》以“此外”一词开 

头来谈这一点即事情本身，就像工匠在手艺工人节发表演说时以“总 

之”一词开头一样，不过决不应因此而低估《科隆日报》在独创性方面 

的功劳，因为我们始终愿意承认该报的一种既独特又值得赞扬的习 

惯，即在研究普遍感兴趣的问题时，“此外”也涉及“事情本身”。这种

①马克思在句子开头连用三个德语冠词（der,die, das）来讥笑《科隆日 

报》矫揉造作的文体。——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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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采取的办法具有惊人的灵活性，即可能造成罕见的误解并使之 

在局外人看来甚至好像是对事情本身的真正理解。

所以,《科隆日报》在我们所探讨的11月11日的文章中，一开始 

就叙述了一则奇闻•.一家“邻近的报纸”，即《莱茵报》，号召“所有莱茵 

省的报纸同心协力反对所谓来自柏林的、对城市的区和农村的乡权 

利平等的威胁”，并提出一个总口号:“人人平等，市民和农民平等' 

《科隆日报》宣称它准备赞同这个口号，

“只要不是把平等理解为共产主义者的愚蠢梦想，而是如我们所设想的那
OOOOOOOOOO 0 O 0 O

样，理解为唯一可能的平等，即权利平等”。

假如《科隆日报》的报道一开始就讲事情本身.就讲事实，即《莱 

茵报》要求制定城市和农村平等的区乡条例，并且在所引文章中明确 

指出这种平等就是"城市的区和农村的乡的权利平等”，那么上述对 

共产主义梦想的狡猾的讥讽就会不可能出现，同样，对我们的非共产 

主义倾向的宽宏大量的假定也会没有必要。但是，如果在《科隆曰 

报》看来，这种平等就是共产主义的妄想，那么应该干脆让它去看看 

它自己的以卡托的名言“Ceterum”》38开头的信条。

这种对共产主义的可笑的讥讽还嫌不够，（〈科隆日报》认为有必 

要把其他某种信仰同对权利平等的信仰联系起来。

它说：“但是，应该承认，我们绝不能同意关于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英明
000000000 O O O O C O 0

政府蓄意破坏莱茵省的权利平等的担心.要我们相信这一点，一定要先给我们
00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摆出事实，而不是摆出那些我们希望是毫无根据的主张。”

《科隆日报》采用这种拙劣的、卑鄙的影射伎俩.硬说我们担心弗 

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英明政府蓍意扼杀莱茵省的权利平等，还说我 

们散布这种担心情绪，这样，《科隆日报》就从论据的领域跑到猜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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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密的领域中去了。它再一次使我们相信，智力的贫乏最终企图靠性 

格的软弱，靠道德败坏的无聊的鲁莽行径来维持自己。《科隆日报》的 

这种影射有什么根据?我们根据柏林消息曾经报道.区乡条例草案已 

经提交中央委员会的莱茵代表，这个草案不承认城市和农村平 

等于是我们建议莱茵的报界在这种情况下坚决维护真理 。

如果说政府将主张城市和农村分开的区乡条例提交莱茵代表审 

议，那么，从这个简单事实就可以得出结论，政府根本没有什么秘密 

的预谋，而宁可说是完全相信这样分开并不破坏莱茵的权利平等。如 

果说莱茵报界这个莱茵省的喉舌确信本省持截然相反的看法，那么 

由此可以同样简单地得出结论:报界必须证明，制定城市和农村共同 

的区乡条例是莱茵省权利平等的必然结果;报界不仅要撇开个别人 

的特殊意见来表达人民的信念,而且要证明这种信念的内容是合理 

的，难道这不是报界对政府的贵任吗？

最后，尤其不成体统的是，《科隆日报》竟把国王陛下拉进了这场 

论争。要在一个纯粹君主制国家用简单又容易的手法——撇开争论 

的实际内容，把问题限于个人对君主的态度，从而把任何实际的辩论 

变成有关信任的辩论——使任何政治辩论都不能开展，的确只要最 

低限度的智力和最大限度的无耻就行。我们已经表示希望，所有莱茵 

省的报纸都将代表莱茵省的意见，因为我们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念:陛 

下不会不承认莱茵省舆论的重大意义，即使我们的柏讳消息是有根 

据的（对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即使莱茵省的代表赞同城市和 

农村分开。对于后者，看来未必有什么可怀疑的，何况《科隆日报》的 

文章刚才证明，不是莱茵省全体居民都理解并赞同该省占压倒多数 

的居民的信念的。

《莱茵报》提出了城市和农村权利平等的口号，而《科隆日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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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这个口号是带有小心谨慎的条件的：我们把“权利平等”理解为各 

种权利的平等，而不是共产主义的梦想。《莱茵报》在发表柏林消息的 

同时，向莱茵省各家报纸的信念发出了呼吁，而《科隆日报》却迸行告 

密，说《莱茵报》对陛下的意图表示担心。《莱茵报》曾要求我省各报编 

辑部为了祖国捐弃个人考虑和以往成见，而《科隆日报》则作出某种 

空泛的、不说明任何理由的对城市和农村权利平等的承认，而这种承 

认的表面价值又由于它声称城市和农村“分开”就是权利平等的一种 

“形式”而被它自己取消了。还能有比这样写文章更不合逻辑、更没有 

骨气、更悲惨的吗?还能有比这更明显地在嘴上喊自由而心里却反对 

自由的吗？不过，《科隆日报》知道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

“嗯，先生，在这世上，一万个人中间只不过有一个老实人，”①

而《科隆日报》没有受诱惑去做这种一万个人中间的一个。

最后，关于“城市和农村分开”再说几句话。甚至撇开一般理由不

说，法律只能是现实在观念上的有意识的反映，只能是实际生命力在 

理论上的自我独立的表现。在莱茵省，城市和农村实际上并没有分 

开。因此，除非法律宣布它自己无效，否则，它便不能颁布这种分开的 

法令。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1月 

7、-‘i 和 12 日

载f 1842年11月8、12和13日 

«莱薄报》第312、316和317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 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①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2幕第2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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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报》编辑部为 

《论新婚姻法草案》一文 

所加的按语“°

这里登载的这篇关于离婚法草案的评论是从莱茵法学的观点来 

论述的141，而前些时候登载的那篇评论（见《莱茵报》第310号附刊） 

是从旧普鲁士法学的观点及其实践出发的142。现在有待于作出第三 

种评论，主要是从一般法哲学观点出发的评论。只研究同意和反对离 

婚的个别理由已经不够了，还必须阐述婚姻的概念和由此概念产生 

的后果。

我们至今发表的两篇文章，都同样指责宗教干预法的领域。可 

是，这些文章都没有阐述婚姻本身就其本质来说在多大程度上是宗 

教的或非宗教的，因而，也就不能阐明，如果一个彻底的立法者遵循 

事物的本质并且决不满足于该本质的纯悴抽象的规定，那他必须怎 

么办。如果立法者认为，婚姻的本质不是人的伦理性，而是宗教的神 

圣性，因而以上天注定代替自己作主，以超自然的恩准代替内心的、 

自然的奉献，以消极地顺从那凌驾于这种关系的本性之上的戒律代 

替忠诚地服从这种关系的本性，那么，如果这位信教的立法者也把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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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简单的和必然的结果吗？

如果有人以为，指出信教的立法者的这些或那些规定同婚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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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它把自然的、法的和合乎伦理的内容当作外在的、没有内在规 

律的质料加以吸收，它试图按照外部的目的来改造、安排、调节这'种 

没有精神、没有规律的质料。邦法不是按照对象世界所固有的规律来 

对待对象世界，而是按照任意的主观臆想和与事物本身无关的意图 

来对待对象世界。旧普鲁士法学家表现出他们对邦法的这种本性了 

解很差。他们所批判的不是邦法的本质，而是它个别的外部表现。因 

此，他们反对的也就不是新离婚法草案的性质和方式，而是反对它的 

宗教改革的倾向。他们大概以为可以在坏习俗中找到坏法律存在的 

理由。我们要求评论首先要批判地对待自己，并且不要忽略评论对象 

的难点。

《莱茵报》编辑部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1月 

6—14日之间

载于1842年11月15日《莱茵 

报》第319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318

'关于报刊的内阁指令143

科隆11月15日。今天的（〈科隆日报》公布了一项在上月分送给 

所有总督的王室内阁指令，全文如下：

“我已经屡次指出，必须制止一部分不良报刊通过散布谣言或被歪曲的事 

实把有关公共事务的舆论引入歧途的倾向，办法是让那些造谣惑众的报纸自己 

更正事实，把真相立即同每一条此类虚假的报道相对照。——让其他一些遵循 

良好精神的报纸去反对某种报纸的有害于社会精神的不良意图.并且仅仅把希 

望寄托在它们身上，这是不眵的。凡是有诱惑的毒素放出来的地方，都必须使它 

无法为害，一一这不仅是当局对受毒害的读者的责任，同时也是在欺骗和撒谎 

的倾向出现时，消灭这种倾向的最有效的手段，一种迫使编辑部自己公布对自 

己的判决的手段。因此，使我感到难过的是，这种制止报刊变坏的正当而必要的 

手段，至今仍然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被采用。如果迄今颁行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国内报纸有责任不加任何注释和按语及时刊登由官方权威送来的一切事实性 

的更正，那么我期望内阁直接提出对这些法律作必要补充的建议。但是，如果这 

些法律现在已足以达到这一目的，那么我希望我的政权机关大力利用它们来维 

护正义和真理，我除了委托各部负责此事以外，特别要求各位总督予以直接关 

心，因此内阁应向他们发出相应的指示。

我越是深切炮关心让高尚的、忠诚的、庄重而坦率的思想无论在什么地方 

出现，都不致失去言论自由，让迫求真理的公开讨论的园地尽可能少受限制，那 

种利用谎言和诱惑作为武器的风气就越是必须毫不留情地加以制止，使言论自 

由不致因这种风气的蔓延而失去其成果利恩泽。

弗里德里希-威廉

1842年10月14日于桑苏西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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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如此急切地向本报读者报道这项王室内阁指令，是 

因为我们把它看作是对普鲁士新闻出版界的保证。如果那些即使编 

辑部极其审慎也总是难免会出现的谣言或被歪曲的事实可以由官方 

来加以更正，那么每一家忠诚的报纸只会把上述指令看作是政府方 

面的一个重大支持。政府通过这些官方说明不但为报刊保证了事实 

材料的一定历史准确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通过积极参与承认了新 

闻出版的重大意义，而这种积极参与将把通过查禁、关闭和书报检査 

来实现的那种消极参与限制在越来越小的范围。同时，王室内阁指令 

是从报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一前提出发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独 

立性，即使欺骗、撒谎和有害意图的倾向不可能在报纸上出现，高尚 

的、忠诚的、庄重而坦率的思想也更不可能在报纸上出现并站住 

脚了。

普鲁士报界应当对王室有关报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一前提表

示欢迎.并把它看作是这种独立性的最好保证和王室意志的明确 

表达。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1月 

15 0

载于1842年11月16日《莱茵 

报》第320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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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日报》的一个

通讯员和《莱茵报》144

科隆11月16日。《科隆日报》上那位“城市和农村分开”主张的 

最热心的捍卫者，今天又发出了喧闹声。今天他选来荣任他个人智慧 

和个人幻想的牺牲品的已不是莱茵省，而是《莱茵报》了。我们相信， 

这位好心汉在早餐时读到《莱茵报》上那些关于区乡制度的文章，必 

然会感到昏头昏脑，重新陷入“非常紊乱的梦想”中。我们相信，如果 

用东方、希腊、罗马、日耳曼尼亚、高卢和法国，甚至用那些按实际交 

往的老套子和狭隘的直观看来必然是“诡辩术”和“辩证法的诡计”的 

思想去打扰一个熟悉科隆和比肯多夫①的人，那么他会很难受的。对 

于这种扬扬得意的自满情绪善于用来吹捧自己成就的毫无分寸的恭 

维话，我们不想作坏的解释，因为把自己个人的狭隘界限当作全世界 

的界限和支柱，这是狭隘性的本性。既然我们这位好心的、具有幽默 

感的朋友如今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论据，而是坚持认为，一种刚刚提出 

即遭拒绝和批驳的论据，只要具有顽强精神不断加以重复，就会像一 

个强求不已的请求者那样，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既然我们的 

朋友期待他的那些经过巧妙安排和正确计算的论据取得效果，同时

①科隆近郊的村庄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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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对报刊文章提出的原则，不是把希望寄托在这些论据本身，而是 

寄托在重复这些论据上，那么除了把他在“睡梦”中或在“紊乱的梦 

想”中可能倏忽产生的几个幻影最终从现实世界中赶跑，从而有助于 

（这多少得取决于我们）消除再度出现的迷信鬼神现象（大家知道，这 

种迷信把自己对事物的梦想同事物本身混淆起来了）以外，就再没有 

什么可做的了。我们的梦游者在梦中看见了《莱茵报》如何煽起农民 

的惊慌情绪，

“促使他们扛着铁锹和锄头开进城去，因为这些城市正酝酿着暴虐的 

图谋”。

我们的梦游者在神志清醒的间歇时间里，将不得不承认:“这些 

城市”并不是坐落在《科隆日报》上;我们甚至拒绝了该报对这些城市 

的图谋所作的任意解释;还有，那篇超出一个“熟悉科隆和比肯多夫 

的人”的视野的文章更不能煽动农民扛着“铁锹和锄头”去游行示威， 

尽管铁锹和锄头对检验那种“从实际生活和交往中”汲取的“没有偏 

见的观点”，很可能起一定的作用。其次，我们的梦游者在他醒来的时 

候将会无可置疑地发现，纠正《科隆日报》上那个所谓的“通讯员”，并 

不是“歪曲真相”，激起对《科隆日报》的“不满”和反对它的深谋远虑 

的通讯员，也绝不是敌视国家地“煽动不满情绪和党派狂热”;不然， 

不仅有些“城市”会坐落在《科隆日报》上，而且连国家本身也会由《科 

隆日报》和它的撰稿者来体现！我们的朋友那时也会明白，有人可能

敢于“极端放肆”地煽起对以符号----- 署名的文章的愤慨，但不

“敢”“对最高国家当局进行不得体的攻击”，因为他要最高国家当局 

不仅为他的意见，而旦甚至为他的论据负责，而最高国家当局却乐于 

拒绝这位自封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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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科学的现状下，如果使那些竭力把自己标榜为世界历史 

成果的空洞理论和现代学说的一般观点，由于把“熟悉科隆和比肯多 

夫的人”从市民交往和实际生活中汲取来的、“没有偏见的”观点当 

作批判的尺度而遭到悲惨的命运，那将会产生比一次变革更大的影 

响。我们这位熟悉科隆和比肯多夫的人将会明白，在这种改革和符

号------ 的假想的创作声望确立的时代来临以前，我们认为，他现在

经过努力取得的一点点成果是太零碎了，并且——如果他允许我们 

说的话——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太微不足道了，无法使人继续给予 

重视，来让他怀有并滋长关于这种成果的重要性的梦想 。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1月 原文是德文

16 H

载于1842年11月17日《莱茵 

报）第3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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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格斯堡报的论战术14S

科隆11月29日。

“那不过是在意志的默许之下一阵情欲的冲动而已！ ”①

奥格斯堡〈〈总汇报》在它有机会同《莱茵报》进行论战的时候，采 

用一种既别出心裁又值得称赞的战术。这种战术坚持不懈地运用下 

去，不可能不对一部分肤浅的读者产生影响。每当有人指责这家报纸 

对《莱茵报》的原则和倾向所作的攻击的时候，每当遇到重大的争论 

问题的时候，每当《莱茵报》方面进行原则性抨击的时候，《总汇报》就 

躲进罗马式的长袍里，保持一种耐人寻味的沉默，而这种沉默所以不 

显眼地存在，是因为它意识到有不能回答的弱点呢，还是因为它意识 

到有不愿回答的优越感，却是永远无法断定的。其实,我们在这方面 

用不着特别非难奥格斯堡女人，因为她对待我们同对待徳国是一样 

的，而对德国，奥格斯堡报认为，表示关心的最好方法是保持意味深 

长的沉默，只是偶尔也发表一些旅行杂记、健康状况公报和改写的婚 

礼诗歌，来打破一下这种沉默、奥格斯堡女人认为自己的沉默是对公 

共福利的贡献，大概是对的。

但是，奥格斯堡女人除了采用这种沉默战术外，还运用另一种论

①莎士比亚《奥赛罗》第1幕第3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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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手法，那就是漫无边际的、自鸣得意的、竭力表白的饶舌，仿佛是对 

那种消极的、忧郁的沉默的积极补充。当问题涉及原则性斗争，即有 

关实质的斗争的时候，奥格斯堡女人就沉默不语;但她躲在暗处偷 

听，远远地窥伺，一旦发现她的对手在装束打扮上有点疏忽，跳舞时 

跳错了 一步，掉了手帕，——她就

“做作得那么端庄贞静，就要摇头”①，

并且摆出一副沉着自信的姿态，怀着装扮出来的一本正经的满腔怒 

气，把她那压抑已久的善意的懊恼发泄出来。她冲着德国大叫大嚷: 

“请看，这就是《莱茵报》的性格，这就是《莱茵报》的思想方式，这就是 

《莱茵报》的一贯性! ”©

“那儿是地狱，那儿是黑暗，那儿是火坑，吐着熊熊的烈焰，发出熏人的恶 

臭，把一切烧成了灰，啐！啐！啐！呸！呸！呸！好掌柜，给我称一两麝 

香! ”①

奥格斯堡女人不仅善于利用吟诵这类即兴诗的机会，使健忘的 

公众依稀记起她那早已丧失的端庄、她的正直和她的壮年，不仅善于 

用这些衰竭而苍白的回忆来粉饰她那深陷的面颊，而且还善于在取 

得这些卖弄风情的微小而无害的成就的同时;捞取其他一些实际的 

成就。她好像一切都办妥以后，以精神抖擞的女斗士的姿态对着《莱 

茵报》大声叫骂，大加申斥，百般挑衅，而世人竟由于这种放肆的挑衅 

行为而忘记了奥格斯堡女人那种年迈力衰的沉默和刚刚采取的退却

① 莎士比亚《李尔王》第4幕第6场。——编者注

② 古•科尔布《尤利乌斯•莫森利〈莱茵报＞》，载于1842年11月25日 

《总汇报》第329号。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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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此外，还产生了一种被人刻意加以保护的假象，仿佛奥格斯堡 

《总汇报》和《莱茵报》之间的斗争就是围绕这类琐事、丑闻和装束上 

的差错而进行的。那帮毫无思想、不讲节操的人不理解这场重大的斗 

争（由于我们说话，而奥格斯堡女人却沉默不语），反而在奥格斯堡 

《总汇报》的吹毛求疵的嘲讽和舍本逐末的批评中重新发现了他们自 

己美好的心灵，于是这帮人便向这位可敬的女人鼓掌致敬，因为她以 

老练而适当的方式惩戒她的桀骛不驯的对手，为的是教育他而不是 

伤害他》在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29号上，我们再次见到了这种工于 

心计的、令人厌恶的褊狭浅陋的论战的典型。 ..

—位记者从美因河发来通讯说，奥格斯堡《总汇报》赞扬尤利 

乌斯•莫森的政治性长篇小说《维罗纳会议》，是因为这部小说是由 

科塔出版社出版的。我们承认，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文学评论栏①由 

于空洞无物，我们只是偶尔看一看，它对莫森的评价，我们也不了解. 

因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对相信这位记者的良心。除了对事情真相 

作了如实报道以外，通讯中也不是没有内在可能性，因为根据奥格斯 

堡《总汇报》用强词夺理的手法而不是用论据所作的新解释，至少可 

以怀疑，这家报纸评价事物的良心是否不为斯图加特的出版地点© 

所左右。因此，剩下的问题只是，我们不知道这部政治性长篇小说的 

出版地点，然而，不知道一部小说的出版地点，到底还不是一个致命 

的政治过错。

① 海•豪夫《文学简评。1、德意志小说和美文学。2、政治小说》，见1842
年11月3,4,14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307、308和318号的附 

刊。--- 編者注

② 出版《总汇报》的科塔出版社。——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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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本报编辑部在有人提醒它搞错了出版地点以后，便在一条 

简讯中作T说明：

“我们刚才得知，诗人尤利乌斯•莫森的小说《维罗纳会议》根本不是在科 

塔出版社出版的，因此，请本报读者据此对今年第317号上登载的《美因河通 

讯》予以更正。”①

既然美因河记者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主要指责只是基于《维 

罗纳会议》由科塔出版社出版这个前提，既然我们已经说明这部小说 

不是由科塔出版社出版的，既然任何推理在其前提被否定时都会自 

动失效，那么，我们就可以向读者的判断力提出一个过分的要求，即 

根据我们的说明，对上述通讯予以更正，而且我们可以认为，我们已 

经对奥格斯堡《总汇报》道过歉了。但是，奥格斯堡报遵循的是什么逻 

辑！奥格斯堡报的逻辑对我们的更正作了如下的解释：

“如果莫森的《维罗纳会议》是由科塔出版社出版的，那么一切正义和自由 

之友应当把它看作是非常精糕的卖不掉的废物;但是，因为我们后来得知，这部 

书是在柏林出版的，所以我们请我们可敬的读者按照诗人自己的说法，把它当 

作正沿着光辉的道路朝我们走来，并且毫不留情地践踏一切老朽之物的一个永 

葆青春的英才来欢迎。”②

“那家伙弯弓的姿势，活像一个稻草人。给我把弓拉得满满的 

……射中了，射中了！好啊!”③

奥格斯堡女人扬扬得意地髙喊:“这就是《莱茵报》所谓的它的思想方式，它

① 1842年11月18日《莱茵报》第322号。——编者注

② 古•科尔布《尤利乌斯•莫森和〈莱茵报〉》，见1842年n月25日《总 

汇报》第329号。编者注

③ 莎士比亚《李尔王》第4幕第S场。__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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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贯性!

但是，难道《莱茵报》曾经把奥格斯堡报的逻辑的一贯性当成自 

己的一贯性，或者把作为这种逻辑的基础的思想方式当成自己的思 

想方式呜？奥格斯堡女人可以得出的只是这样的结论:“在奥格斯堡， 

人们就是这样来曲解一贯性和思想方式的！ ”或者，奥格斯堡《总汇 

报》真的认为，我们刊登莫森的祝酒词就是想要搞一条注释来更正对 

《维罗纳会议》的评价？我们在小品文栏中对纪念席勒的活动已经作 

了详尽的评论，我们指出了席勒“是新的英才运动的预言家”（见第 

326号①,《莱比锡通讯》），并指出由此产生的纪念席勒活动的意义;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拒绝刊登莫森强调指出这一意义的祝酒词 

呢?难道因为祝酒词中含有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攻击（单单由于该 

报对海尔维格的评价，它就应该受到攻击）？但是，这一切都与《美因 

河通讯》没有任何关系。为此，我们本应把奥格斯堡女人强加给我们 

的东西写上:“请读者根据第320号上莫森的诗来判断第317号上的 

《美因河通讯》。”奥格斯堡报的逻辑特意搞出这种荒谬的东西来，是 

为了以后能当着我们的面胡诌这些东西。登在（〈莱茵报》第317号© 

小品文栏的一篇对莫森的《魏玛的伯恩哈德》的评论证明，——虽然 

并不需要证明，——《莱茵报》对莫森也丝毫没有违背它通常的做法， 

即作实事求是的评论。148

不过，我们同意奥格斯堡女人的看法，即甚至连《莱茵报》也几乎 

无法摆脱雇佣文人——这批在奥格斯堡《总汇报》所体现的报纸时代 

在德国到处迅速孳生的、死气白赖的、令人厌恶的败类。

① 1842年n月22日《莱茵报》。一编者注

② 1842年11月13日《莱茵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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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奥格斯堡报使我们想起一种弹射器，它

“发射根本不触及现实的豪言壮语”。149

奥格斯堡《总汇报》当然会触及各种各样的现实:墨西哥的现实 ， 

巴西的现实，唯独不触及德国的现实，甚至也不触及巴伐利亚的现 

实。如果它偶尔也触及类似的东西，那么它必然会把假象当作现实， 

把现实当作假象。如果问题涉及精神的和真正的现实，那么《莱茵 

报》一定会同李尔王一起对奥格斯堡女人喊道:“盲目的丘必特，随你 

使出什么手段来……瞧瞧它是怎么写的吧! ”而奥格斯堡女人也会同 

葛罗斯脱一起回答.•“即使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太阳，我也瞧不见! ”①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1月 

29日

载于1842年11月30日《莱茵 

报》第334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①莎士比亚《李尔王》第4幕第6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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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奥格斯堡《总汇报》

第335号和第336号 

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文章15°

科隆12月10日。在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号附刊上登载了 

一篇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151的并非无趣的文章1S2。因为我们打算对 

它进行批评，所以我们首先必须把~条简单的、但在一场激烈的党派 

论战中却往往被忽略的准则提到首位，这就是:对一种国家制度的论 

述，并不就是这一制度本身。因此，针对这种论述的论战，也绝不是针 

对这种国家制度的论战。保守的报刊经常提醒说，应当把持批判立场 

的报刊的观点仅仅当作个人的意见和对现实的歪曲来加以批驳 ，可 

是它经常忘记，它自己并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关于事物的意见，因 

此，同保守报刊的斗争并不总是同它的对象的斗争。任何被报刊涉及 

的对象，不管是受到称赞还是受到斥责，都成为书刊对象，因此也就 

成为书刊上讨论的对象。

正是由于报刊把物质斗争变成思想斗争，把血肉斗争变成精神 

斗争，把需要、欲望和经验的斗争变成理论、理智和形式的斗争，所 

以，报刊才成为文化和人民的精神教育的极其强大的杠杆 。

我们所探讨的这篇文章，把针对等级委员会制度的指摘归结为 

两个要点:对等级委员会的组成的指摘和对等级委员会宗旨的指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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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必须把那种先讨论等级委员会的组成问题，而把等级 

委员会的宗旨问题搁到下一篇文章去探讨的做法，斥为逻辑上的基 

本缺陷。组成不可能是别的，它只是一种外部结构；它的起指导和支 

配作用的灵魂是宗旨。有谁会在研究和认识某种机器的用途之前，就 

去评论它的构造是否合理呢？可能等级委员会的组成正是因为它符 

合等级委员会的宗旨而受到批评，而这一宗旨本身却不能认为是真 

正的宗旨;也可能等级委员会的组成之所以值得承认，正是因为它不 

符合等级委员会的宗旨和超出了宗旨的范围。因此，这种论述次序是 

这篇文章的头一个错误，而这头一个错误却使整个论述成了有缺陷 

的论述。

我们所探讨的这篇文章说，人们几乎到处都异常一致地发出T 
怨言：

“等级代表制的权利大部分只賦予地产”。

与此相反，人们一方面指出了工业的繁荣.另一方面“更着重地” 

指出了智力以及“它参加等级代表制的权利”。

文章说，如果按照省等级会议组织法1S3,地产被当作等级资格 

的一个条件（这项规定合乎逻辑地适用于从省等级会议代表中产生 

出来的等级委员会），那么地产虽然是享有等级代表权利的一般条 

件，但无论如何不是享有等级代表权利的唯一标准。但是，

“大部分针对等级委员会的组成提出的强烈的反对意见”，

正是由于混淆了这两个本质上不同的原则而产生的 。

地产代表着一切等级》这是文章作者承认的事实，但是，他补充

说，不是单纯地产，不是抽象的地产，而是带有某些附加条件的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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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具有一定特征的地产。地产是等级代表制的一般条件，但不是唯一 

的条件。

我们完全同意作者的论点，即补充条件从本质上改变了由地产 

决定的代表制的一般原则。但是，我们必须同时指出，对那些认为这 

个一般原则已经限制过多的反对者来说，即使向他们指出，有人认为 

这个本身已有限制的原则还限制得不够，因而必须给它加上一些与 

其本质不相干的限制，他们也绝不会因此而承认自己已被驳倒。如果 

我们撇开品行端正的名声和30岁的年龄资格这两个非常一般的要 

求不谈（而且第一个要求一方面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可以对它作 

出某种极其含糊的解释），那么也还有下面一些专门条件：

“（1〉连续十年占有土地》（2）隶属于某个基督教会f （3）占有以往直接属于 

王室的土地——属第一等级《（4〉占有帝国骑士领地——《第二等级；（5）在市 

议会任职或从事某种市民职业——属城市等级；（6）以独立经营自有土地为其 

主要职业——属第四等级

这些条件决不是从地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条件，而是从与地 

产无关的考虑出发，给它加上一些不相干的界线的条件，这些条件限 

制了地产的本质，而不是使它的本质普遍化。

根据由地产决定的代表制的一般原则，在犹太人的地产和基督 

徒的地产之间，在律师的地产和商人的地产之间，在占有十年的地产 

和占有一年的地产之间，本来不可能发现什么差别。根据这个一般原 

则，所有上述差别都不存在。因而，如果我们要问，我们的作者究竟证 

明了什么，那我们只能回答说:他只是证明了，地产这个一般条件是 

受一些非地产本质所固有的特殊条件限制的，是受关于等级差别的 

考虑限制的。

文章的作者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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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述情况密切联系的是各方面都抱怨，在这些等级委员会中也有人把 

完全属于过去的等级差别重新搬出来，并把它f］当作等级组织的原则加以运 

用，这种做法似乎同我们当前社会关系的状况和时代精神的要求相矛盾。”

作者没有研究这样的问题:地产这个一般条件是不是同等级代 

表制相矛盾，它会不会使等级代表制甚至无法实行!否则他就很难忽 

略一个事实，即一个只是构成农民等级的本质的条件，在彻底实行等 

级原则的情况下，不可能成为其他根本不依赖地产而存在的等级的 

代表制的一般前提。等级代表制只能由等级之间的本质差别，而不能 

由任何与这种本质无关的东西来决定。因而，如果说地产代表制的原 

则会被特殊的等级考虑所取消，那么这种等级代表制的原则就会被 

地产的一般条件所取消，而且这些原则将没有一条能够实现。其次， 

文章的作者没有研究，即使等级差别被承认了，上述制度中所设想的 

那种等级差别所表现的是过去各个等级的特征，还是现在各个等级 

的特征。他没有这样做，他谈论的是一般的等级差别。照他的看法， 

这种差别是不能根除的，

“正如不能消灭自然界中存在的各种元素的差别并返回混沌的统一体 

一样”》

可以回答我们的作者:正如谁也不想去消灭自然界中的元素的 

差别并返回混沌的统一体一样，谁也不想去根除等级的差别;但是同 

时应当要求我们的作者对自然界作更深入的研究，把自己对各种元 

素的初步感性知觉提髙到对自然界有机生命的理性知觉。在他面前 

出现的将不是混沌的统一体这个幽灵，而是有生命的统一体这个精 

灵。甚至元素也不是始终处在静止的分离状态。它们在不断地相互 

转化，单单这种转化就形成了地球的物理生命的第一阶段，即气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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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而在有生命的有机体中，各种元素作为元素本身的任何痕迹全 

都消失。在这里，差别已经不在于各种元素的彼此分离的存在，而在 

于受同一生命推动的不同职能的活生生的运动。所以，这些职能的差 

别本身不是现成地发生在该生命之前，而是相反，不断地从生命本身 

发生，同样不断地在生命中消失和失去作用。自然界没有在现成的元 

素上停步不前，而是还在自己生命的低级阶段就已证明，这种差别不 

过是一种无精神真实性的感性现象，同样，国家这一自然的精神王 

国，不应也不能在感性现象的事实中去寻找和发现自己的真实本质。 

因此，我们的作者硬把等级差别视为“神的世界秩序”的最后的、终极 

的结果而停步不前，只不过表明他对这种世界秩序的研究是肤浅的。

但是，我们的作者说，

“要注意不要把人民当作原生无机体来推动”》

因此，

“谈不上等级一般应不应当存在的问题，能说的只是，确定现存等级在多大 

程度上和按什么样的比例有资格参与政治活动”。

当然，这里问题不在于等级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而在于各个等级 

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把它们的存在延伸到国家生活的最高领域。如果 

说把人民当作原生无机体来推动是不合适的，那么，把人民机械地划 

分成几个固定的、抽象的组成部分，并且要求这些无机的、被强制确 

定的部分进行独立运动（这只能是抽搐运动），同样也不能实现有机 

运动。我们的作者所持的出发点是，离开某些被任意划出的等级差 

别，人民就作为原生无机体存在于现实的国家中。因而，他根本不知 

道国家生活的有机体本身，只知道国家表面地机械地包括着的那些 

不同部分的共存£但是，让我们开诚布公地说话吧。我们并不要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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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制的问题上撇开现实地存在着的差别。相反，我们要求从由 

国家内部结构所造成和决定的那些现实差别出发，而不要从国家生 

活领域倒退到国家生活早就使其丧失意义的某些虚构的领域中去 。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众所周知的、有目共睹的普鲁士国家的现实 

吧！那些真实的领域，对国家进行统治、审判、管理、征税、训练、教育 

的领域，国家进行其全部活动的领域，就是县、乡镇、地方政府、省政 

府、军事部门。但是这些领域并不是四个等级，相反，四个等级以纷繁 

多样的形式在这些更高的统一体中彼此转化，它们之间的差别不在 

生活本身，而只在官方文件和登记表中。而那些由于自己的本质而时 

时刻刻正在统一的整体中消失的差别是普鲁士国家精神的自由创造 

物，而不是盲目的自然必然性和旧时代的瓦解过程强加给现时代的 

原料！这些差别是环节，不是部分，它们是运动，不是固定状态①，它 

们是统一体中的差别，不是具有差别的几个统一体。既然我们的作者 

不愿说，使普鲁士国家每天转化为常备军和后备军的强大运动是一 

种原生无机体的运动，那么同样，他也没有理由对建立在类似原则基 

础上的人民代表制说这种话。我们再重复一遍，我们只要求普鲁士国 

家不要在应当出现国家生活自觉繁荣的领域，中断自己现实的国家 

生活;我们只要求坚持不懈地、全面地健全普鲁士的基本机构，我们 

要求人们不要突然离开现实的、有机的国家生活，而重新陷入不现实 

的、机械的、从属的、非国家的生活领域。我们要求国家不要在应当成 

为它内部统一的最高行为的行为中解体》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继 

续批评这篇文章。

①德文“Sund”既有“等级”的意思，又有“固定状态”的意思。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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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12月19日。我们这位作者想按照他的观点来确定

“现存等级在多大程度上有资格参与政治活动”》

我们已经指出，我们的作者没有研究，选举法所设想的等级在多

大程度上是现存的等级，以及目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等级;相 

反，他把他本来应当以其研究的主要精力加以证明的事实，当作他研 

究的基础，并旦继续论证如下，

“委员会的宗旨，不论在今年6月21日有关成立等级委员会的决定①中， 

、还是在8月19日有关召集等级委员会组成中央委员会的王室内阁指令②中， 

都说得很清楚，对它不能有任何怀疑。根据上述内阁指令的规定，各省，學谘议 

机关应当增补统一的要素，根据这一点，等级委员会的一般宗旨首先Ü等级 

会议的一般宗旨相同，因为等级委员会在公共事务中，特别是在立法问题上，也 

行使谘议的职能;等级委员会活动的特点只在于它的集权制。所以，那些对等级 

委员会的组成提出怀疑的人本来应当设法证明，在把等级委员会联合成为中央 

委员会的情况下，有多少根据说明等级委员会的构成琴亨不能符合等级委员会 
的中央一级的活动的宗旨。他们没有试图作这样的证@，°却只简单地要人相信， 

等级委员会的组成（它的组成和省等级会议的组成依据的是同一个原则）看来 

对于商讨省范围的次要问题是足够的，但对于商讨全国范围的活动是不够的。 

与此相矛昏的是，人们却发出丁上面那些怨言，这些怨言如果是有根据的话，也

可以适用于省等级会议。”

我们一开始就已提出，在评论等级委员会的宗旨以前，就想研究 

其组成是否合理的问题，是不合逻辑的。于是我们的作者只好悄悄地 

预先假定了“宗旨”的合理性,以便从中引伸出“组成”的合理性。他对 

我们说，委员会的宗旨是十分明确的！

①

② 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2年柏林扳第20号。——编者注 

见《普鲁士王国内务管理内阁通报》第3年卷柏林版第13号。——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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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承认“宗旨”是明确的，也就是说在形式上是正确的，难道这 

就触及宗旨的内容和这个内容的真理性了吗?我们的作者说，委员会 

与“省等级会议”的不同之处，只是它的“集权制”。剩下来的只是 

证明，

“在把等级委员会联合成为中央委员会的情况下，有多少根据说明等级委 

员会的构成要素不能符合等级委员会的中央一级活动的宗旨”，

我们必须把这个要求作为不合逻辑的要求予以拒绝。问题不在 

于，在把省等级会议联合成为中央委员会的情况下，有多少根据说明 

省等级会议的构成要素不能符合中央一级的活动的宗旨。相反，问题 

在于，在这些省等级会议的构成要素1SS本身包含有多少根据，使它 

们不能真正联合成为真正的中央委员会，也就是不能进行真正的中 

央一级的活动。联合不会使构成要素成为不可能，而构成要素却会使 

联合成为不可能。但是，如果存在现实的联合，即真正的集权制，那么 

有关中央一级的活动的可能性的问题就失去任何意义，因为中央一 

级的活动只不过是真正集权制的表现、结果和生命活动，中央委员会 

本身就包含着中央一级的活动。我们的作者怎样来证明省等级会议 

的构成要素是适合于组成中央委员会的呢？因而他又是怎样来证明 

中央委员会是现实的而不是幻想的存在呢？

他说：

“这些怨言〈对委员会组成的怨言〉如果是有根据的话，也可以适用于省等 

级会议

当然，因为前面刚刚指出，这些要素并不是适合于构成中央整体 

的要素。我们的作者总不能认为，只要他自己弄清并表述了论敌的反 

对意见，就算驳倒了自己的论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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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作者不应满足于指出，对等级委员会组成的怨言就是对 

省等级会议组成的怨言，相反，他应当证明，对省等级会议的反对意 

见,在多大程度上不再是对等级委员会的反对意见。他不应当问自 

己，等级委员会为什么不适应中央一级的活动，而应当问自己，等级 

委员会为什么有能力进行中央一级的活动。本报已用一些具体例子 

详细指出，省等级会议没有资格参与立法工作（不管这种参与是采取 

谘议还是协助的形式，都构成这些等级会议权力上的，而不是能力上 

的差别）。其次，还要补充一点，委员会不是从作为法人的各省议会中 

产生，而是从分成若干机械部分的各省议会中产生。不是由省议会选 

出参加委员会的代表，而是由省议会的各个不同的单独的部分各自 

选出参加委员会的代表。因此，这种选举是在把省议会的机体机 

械地分成各个组成部分的基础上，也就是在分割成几个部分的基础 

上进行的。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参加委员会的不 

是省议会的多数的代表，而是它的少数的代表。例如，骑士等级的某 

一个代表可能得到本等级多数代表的支持，但不是整个省议会多数 

的支持，因为大概要由骑士等级这个少数同城市等级或农民等级联 

合起来，才会构成省议会的多数。因此，对省议会组成的反对意见，不 

是简单地适用于委员会，而是加倍地适用于委员会，因为在这里各个 

等级已经摆脱了整体的影响，而且被重新纳入自己的特殊框框。不 

过，我们且把这一点放在一边。

我们现在从我们的作者无疑也会承认的事实出发。我们假定，省 

等级会议的组成完全符合它的宗旨，即从自己特殊的等级利益观点 

出发代表自己特殊的省的利益这个宗旨。省议会的这种性质就会成 

为它的每个行动的性质，也就是说，会成为它进行的委员会选举的性 

质，成为委员会代表本身的性质，因为一个符合本身宗旨的省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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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自行选举代表这一最重要的行动中当然是始终忠于它的宗旨 

的。但是，有哪种新要素能使省的利益的代表突然变成全国利益的代 

表，并且使他们的特殊活动具有舊遍活动的本质呢？显然，只有集会 

的共同地点这种要素。但是，难道抽象的空间本身能够给具有性格的 

人以新的性格，并且使他的精神本质发生化学分解吗?如果我们指望 

空间本身具有这种起组织作用的灵魂，特别是因为各等级现存的分 

离状态在委员会会议上也从空间上得到承认和表现，那么，我们就是 

推崇极端唯物的机械论。

经过以上阐述以后，我们只能把我们的作者想用来为委员会的 

组成辩护的进一步论据，看作是为省等级会议的组成辩护的企图。

科隆12月30日。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在奥格斯堡 

《总汇报》上吹捧等级委员会的那个人所为之辩护的，不是等级委员 

会的组成，而是省议会的组成。

他觉得

“奇怪的是，有人把智力作为需要等级代表制的特殊要素，同工业和地产相
o o o o O O O O OO

提并论”》

我们很髙兴，这一次竟然同我们的作者意见一致，并且能够对他 

的话不是加以驳斥，而是只限于进行解释。对智力的渴求，他有什么 

感到奇怪的呢?是认为根本不是等级代表制的一个要素呢，还是我们 

所考察的这篇文章的意思只是说，智力不是一个特殊要素？可是，等 

级代表制只承认那些彼此并存的特殊要素3因此，凡不是特殊要素 

的，也就不是等级代表制的要素。我们所考察的这篇文章完全正确地 

把智力参加等级代表制的方式说成是“有智力的人的共同属性”，也 

就是说，不是等级代表的特殊属性，因为我和大家共有的、我和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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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样程度上具备的属性，既不构成我的性格，又不构成我的特长， 

也不构成我的特殊本质。参加自然科学家会议，具有一个有智力的人 

的“共同属性”是不够的，但是参加等级会议，具有作为共同属性的智 

力就足够了，属于自然历史类的“有智力的人”就足够了。

等级会议代表一定要具有作为人的共同属性的智力，但是人并 

不一定具有作为等级的特殊属性的智力;换句话说，智力并不使人成 

为等级会议代表，它只是使等级会#代表成为人£我们的作者也会承 

认，智力不会因此在省议会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任何报纸广吿都是智 

力的表现。但是，谁会因此说广告就代表出版物呢？ 土地不会说话， 

会说话的只是土地占有者。因此，土地必须以智力的形式出现，才能 

表达自己的要求;愿望、利益本身是不会说话的，会说话的只是人;但 

是，难道土地、利益、愿望通过人，通过有智力的人表达了自己的要 

求，就会失去其局限性吗？问题不在于智力的单纯形式，而在于智力 

的内容，如果说智力不仅根本不需要——在这一点上我们乐于同意 

我们作者的观点——等级代表制，而且甚至需要非等级代表制，那么 

相反，等级代表制倒需要智力，不过是非常有限的智力，——正如每 

个人需要具有为实现他的意图和利益所需要的那么多的理智一样， 

然而，这绝不是说，人的意图和利益就成了“理智”的意图和利益。

为自己的家园而奋斗的讲求功利的智力，跟不顾自己的家园为 

正义事业而斗争的自由的智力当然是不同的。服务于某个特定目的、 

某种特定事物的智力同支配一切事物和只为自己服务的智力是有根 

本区别的》

总之，我们的作者只想说:智力决不是等级的属性;他没有问，等 

级是不是智力的属性!他拿智力是等级的共同属性来安慰自己，但是 

拒绝向我们作出令人安慰的证明:等级是智力的特殊属性 ！



340 评奥格斯堡《总汇报》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文章

当我们的作者把省议会中“智力”的代表权问题，变成那些有学 

问的等级，即那些垄断智力的等级的代表权问题，变成已属于某个等 

级的知识界的代表权问题时，他这样做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不仅从他 

的原则来看，而且从等级代表制的原则来看都是如此。我们的作者是 

对的，因为在等级代表制存在的情况下，说得上的也只是已属于某 

个等级的知识界，但是，他不承认那些有学问的等级的权利，这就不 

对了，因为在等级原则占支配地位的地方，一切等级都应当有自己的 

代表。他的错误在于，把教士、教师以及没有正式编制的学者排除在 

外，甚至根本没有把律师、医生等等作为与此有关的人提出来;同样 ， 

他把政府属下的“公务人员”同上述已属于某个等级的学者混为一 

谈，这就说明他完全不理解等级代表制的实质。在等级制的国家中， 

政府官员是国家利益本身的代表，因而，是与等级的私人利益的代表 

敌对的。如果说在人民代表制中有政府官员参加不是一个矛盾，那么 

在等级代表制中这就是一个矛盾了。

我们所考察的这篇文章继而试图证实，在法国和英国的宪法中 

地产的代表权，即使不比普鲁士等级制度中规定的多，也决不比它规 

定的少。如果这是确实的话，那么，一种缺点，因为它在英国和法国也 

存在，所以在普鲁士就不再是缺点了吗？我们不想详细说明，仅仅由 

于下述理由，作这种对比就是完全不容许的，即法国和英国的代表不 

是作为地产的代表，而是作为人民的代表当选的；至于说到特殊的利 

益，那么，譬如说，有个富尔德尽管在法国某个偏僻地方交纳相当微 

不足道的土地税，但他仍然是工业的代表。我们不打算重复我们已经 

在第一篇文章中指出的观点，即等级代表制原则会取消地产代表制 

原则，反过来，等级代表制原则本身也会被地产代表制原则所取消， 

因而既没有真正的地产代表制，也没有真正的等级代表制，只有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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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原则的不彻底的混合物。我们不准备继续考察这种对比本身的根 

本错误:给英国、法国和普鲁士引用了各种各样的数字，而不考虑这 

些数字同这些国家中的各种情况的必要联系。我们只强调指出一点， 

在法国和英国考虑的是，国家从地产中得到了什么东西，地产的占有 

者负有哪些义务，相反，在普鲁士，例如对大多数骑士领地和降为间 

接附庸的贵族156来说，考虑的是如何摆脱国家的义务，如何在其私 

人收益方面实现自主。在法国和英国，——其实这两个国家的制度我 

们是决不赞成的，——获得代表权的根据不是某人拥有什么，而是他 

对国家有什么用处；不是占有权，而似乎是占有权对国家昕起的 

作用。

其次，作者试图证明，同小地产的代表数额相比，大地产的代表 

数额并不是不相称的。关于这个问题和上面所提及的一点，我们请读 

者参阅《论普鲁士的等级制度》157（斯图加特一蒂宾根科塔出版社 

版）和路德维希•布尔论普鲁士省等级会议的著作1S8。但是，撇开大 

小地产的差别不谈，从下述例子可以明显地看出，恰当地分配代表名 

额的事情是多么罕见。柏林市的地产值1亿塔勒，而勃兰登堡边区的 

骑士领地只值9000万塔勒，然而，柏林只派三名代表，而上述领地占 

有者却选出二十名代表。即使城市之间代表名额的分配，也没有始终 

如一地坚持地产标准。波茨坦向省议会派出一名代表，但波茨坦土地 

的价值大概还不到柏林土地价值的十分之一。在波茨坦，每三万居民 

就有一名代表，而在柏林，则要十万居民才有一名代表。如果拿一些 

由于历史原因享有单独选举权159的小城市来同首都相比，那么对比 

还会更加尖锐。

除此之外，为了确定智力的代表权同地产的等级代表权之间的 

正确比例，我们还得再次回过来谈那个经典式的基本论点，回过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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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曾经提到的作者正当地感到奇怪的现象:

“有人把智力作为需要等级代表制的特殊要素，同工业和地产相提并论。”

作者做得对，他不是到国家的必然性中去寻找省等级会议的根 

源，他不是把省等级会议看作国家的需要，而是把它看作同国家相对 

立的特殊利益的需要。不是国家的有机理性，而是私人利益的切身需 

要，才是等级制度的建筑师•，而智力当然不是寻求满足的自私的利 

益，它是普遍的利益。因此，智力在等级会议中的代表权，是一个矛 

盾，是一个荒谬的要求。此外.我们要请我们的作者注意由于把需要 

当作人民代表制的原则而造成的后果。这些后果是不可避免的，以致 

连作者自己也一度对它们感到害怕，他不仅拒绝来自特殊利益的代 

表权方面的特定要求，而且拒绝这种代表权本身的要求。

或者需要是现实的，那样一来国家就是不现实的，因为国家还保 

留着这样一些特殊要素，这些要素的利益在国家中得不到正当的满 

足，因此不得不另外把自己组织成为同国家发生契约关系的特殊机 

体;或者这种需要在国家中实际上得到了满足，因此，同国家相对立 

的这种需要的代表权是幻想的或危险的，作者一度站到幻想的观点 

上去了。至于谈到工业，他认为，即使工业在省议会中没有足够数量 

的代表，它仍然还有足够的途径可以使它的利益得到国家和政府的 

重视。因此，他断言，等级代表制，即根据需要的原则产生的代表制， 

是一种幻想，因为这种需要本身就是幻想的。的确，关于工业等级所 

说的话适用于所有等级 •，而这些话对地产等级比对工业更适用，因为 

这个等级有例如县长、县等级会议等等•因而有完备的国家机关作为 

自己的代表。

根据上面所述显然可以看出，我们不仅不同意对委员会的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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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受限制不满的意见;相反，我们坚决反对任何扩大这种议事 

规程的做法，因为这是违背国家利益的。还有那种要求在省议会中有 

智力的代表的自由主义也是错误的。智力不仅不是代表制的特殊要 

素，而且根本不是一个要素;智力是一个不能参加任何由各种要素组 

成的机构的原则，它只能从自身进行划分》不能把智力作为一个不可 

缺少的部分，只能把它作为一个起组织作用的灵魂来谈论。这里涉及 

的不是补充，而是对立。问题在于:到底是“智力的代表制”，还是“等 

级的代表制”？到底是特殊利益应当代表政治智力，还是政治智力应 

当代表特殊利益？例如，政治智力将按照国家的准则来调节地产，而 

不是按照地产来调节国家的准则•，政治智力不是根据地产的私人利 

己主义来考虑地产，而是根据地产的国家性质来考虑地产;政治智力 

不是根据这一特殊本质来确定普遍本质，而是根据普遍本质确定这 

个特殊本质。相反，享有代表权的地产不是去适应智力，而是使智力 

适应它，正像一个钟表匠，不是根据太阳来校正他的钟表，而是想根 

据他的钟表来校正太阳一样。问题可以归结为两句话:究竟是地产应 

当评价并支配政治智力呢，还是政治智力应当评价并支配地产？

对智力来说，没有任何外在的东西，因为它是一切事物的内在的 

起决定作用的灵魂，相反，对某个特定要素（例如地产）来说，除了它 

本身以外，一切都是外在的东西。所以，不仅省议会的组成，而且它的 

行动都是机械的.因为它必须把一切普遍利益，甚至跟它不同的特殊 

利益当作一种与它无关的、异己的东西来对待。一切特殊的事物（例 

如地产）本身都是受限制的。因此，必须把它当作一种受限制的东西 

来对待，也就是说，受一种凌驾于它的普遍力量的限制，但是，它不能 

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支配这个普遍力量。

省议会由于其特殊组成，无非是各种特殊利益的联合，这些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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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享有一种能够用自己的特殊界限去对抗国家的特权;所以，省议 

会无非是国家中一些非国家要素自己组成的合法机构。因而，省议会 

按其本质对国家抱有敌对情绪，因为特殊东西在其单独活动中总是 

整体的敌人，因为正是这个整体使特殊东西感到它自身的界限，因而 

也就使它感到自己是微不足遒的。

如果特殊利益在政治上的这种独立化是国家必然性，那么这只 

是国家内部疾病的表现，正如不健康的机体，按照自然规律，必然会 

长出肿瘤一样。必须决定在下述两种观点中选择一种:或者承认特殊 

利益由于妄自尊大并同国家的政治精神相异化，力图限制国家;或者 

承认国家只是集中体现为政府，并且作为一种补偿，只是给受限制的 

人民精神提供一个疏导其特殊利益的领域。最后，有可能把两种观点 

统一起来。因此，要使对智力的代表权的要求具有意义，我们就必须 

把它解释为对人民智力的自觉代表权的要求，这种人民智力不会拿 

个别需要去同国家相对抗，而它的最高需要就是使国家本身得到实 

现，而且把国家看作是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国家。被人所代表，一般说 

来是受动的东西;只有物质的、无生气的、不独立的、受到危害的东西 

才需要代表权;但是，国家的任何要素都不应是物质的、无生气的、不 

独立的、受到危害的。不应当把代表权理解为某种并非人民本身的事 

物的代表权，而只应理解为人民自身的代表权，理解为一种国务活 

动，这种国务活动不是人民唯一的、独特的国务活动，它跟人民的国 

家生活的其他表现不同的只是它的内容的普遍性。不应当把代表权 

看作是对无保护的软弱、对无能为力所作的让步，而是相反，应当把 

它看作最高力量的一种自儈的生命活动。在真正的国家中，没有任何 

地产、工业和物质领域会作为这种粗陋的要素同国家达成协议》在这 

种国家中只有精神力量；自然力只有在自己的国家复活中，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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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再生中，才能获得在国家中的发言权。国家用一些精神的神经贯 

穿整个自然，并在每一点上都必然表现出，占主导地位的不是物质， 

而是形式，不是没有国家的自然，而是国家的自然，不是不自由的对

象，而是自由的人。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2月 

10、19 和 30 日

载于1842年12月11、20和31 
日《莱茵报》第345、354和365 
号 ■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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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离婚法草案161

科隆12月18日。《莱茵报》对离婚法草案采取了完全独特的立 

场，可是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方面向我们证明《莱茵报》的立场 

是没有根据的。《莱茵报》同意这一草案，因为它认为现行的普鲁士婚 

姻法是不合伦理的，目前离婚理由的繁多和轻率是不能容忍的，现行 

的诉讼程序是不符合这一命题的尊严的；而旧普鲁士的整个审判程 

序也是这样的。另一方面，《莱茵报》对新草案提出了下列几点主要的 

反对意见：（1）草案只是以简单的修订代替了改革.因而普鲁士邦 

法74就被当作根本法保留了下来，这样便表现出非常显著的不彻底 

和无把握；（2）立法不是把婚姻看作一种伦理的制度，而是看作一种 

宗教的和教会的制度，因此，婚姻的世俗本质被忽略了；（3）草案所提 

出的诉讼程序缺点很多，而且是互相矛盾的各种因素的表面缀合； 

（4）应该承认，草案一方面具有同嬙姻概念相抵触的警政一样的严厉 

性，而另一方面，对所谓合理的理由却又过分迁就；（5）草案的整个行 

文在逻辑的一贯性、准确性、鲜明性和观点的彻底性方面也有许多不 

如人意的地方。

因此，如果草案的反对者批评这些缺点的任何一点，我们是会赞 

同他们的意见的，但是，我们决不赞成他们无条件地为从前的制度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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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已经发表过的意见:“如果任何立法都不能. 

颁布法令让人们去做合乎伦理的事情，那么任何立法更不能承认不 

合伦理的事情是合法的。”①当我们询问这些反对者（他们不是教会 

见解的反对者，也不是上述其他缺点的反对者）他们的论断的根据是 

什么的时候，他们总是向我们叙述那些违反本人意愿而结合的夫妻 

的不幸。他们抱着幸福主义的观点，他们仅仅想到两个个人，而忘记 

了家庭。他们忘记了，几乎任何的离婚都是家庭的离散，就是纯粹从 

法律观点看来，子女及其财产也不能按照随心所欲的意愿和臆想来 

处理。如果婚姻不是家庭的基础，那么它也就会像友谊一样，不是立 

法的对象了。可见，他们注意到的仅仅是夫妻的个人意志，或者更正 

确些说，仅仅是夫妻的任性，却没有注意到婚姻的意志即这种关系的 

伦理实体，可是，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 

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用有意识的实 

在法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出来。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 

想来代替事情的本质，那么人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同样，当私 

人想违反事物的本质恣意妄为时，立法者也有权利把这种情况看作 

是极端任性。谁也不是被迫结婚的，但是任何人只要结了婚，那他就 

得服从婚姻法。结婚的人既不是在创造，也不是在发明婚姻，正如游 

泳者不是在发明水和重力的本性和规律一样。所以，婚姻不能听从结 

婚者的任性，相反，结婚者的任性应该服从婚姻。谁任意地使婚姻破 

裂，那他就是声称，任性、非法行为就是婚姻法,因为任何一个有理性 

的人都不会有一种非分的要求，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他一个人才可以 

做的享有特权的行为；相反，每个有理性的人都会认为自己的行为

①见本卷第316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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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合法的、一切人都可以做的行为。可是你们反对什么呢？反对任 

性的立法。但是.你们在责备立法者任性的同时，可不要把任性变 

为法律。

黑格尔说:婚姻本身，按其概念来说,是不可离异的，但仅仅就其 

本身，即仅仅按其概念来说是如此。①这句话完全没有表明婚姻所具 

有的那种特殊的东西。一切伦理的关系，按其概念来说，都是不可解 

除的，如果以这些关系的真实性作为前提，那就容易使人相信了。真 

正的国家、真正的婚姻、真正的友谊都是不可分离的，但是任何国家、 

任何婚姻、任何友谊都不完全符合自己的概念。正像甚至家庭中现实 

的友谊和世界史上现实的国家都是可以分离的一样,国家中现实的 

婚姻也是可以分离的。任何伦理关系的存在都不符合，或者至少可以 

说，不一定符合自己的本质。正像在自然界中，当某种存在物完全不 

再符合自己的使命时，解体和死亡自然就会到来一样，正像世界历史 

会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已完全同国家观念相矛盾，以致不值得继续存 

在一样，一个国家也要决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现存的婚姻不再成其 

为婚姻。离婚无非是宣布某一婚姻是已经死亡的婚姻，它的存在仅仅 

是一种假象和骗局。不言而喻，既不是立法者的任性,也不是私人的 

任性，而是只有事物的本质才能决定，某一婚姻是否已经死亡；因为 

大家知道，宜告死亡取决于事实，而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愿望。既然你 

们要求在确定肉体死亡时要有确凿的、无可辩驳的证据，那么，难道 

立法者不应该只是根据最无可怀疑的征象来确定伦理的死亡吗？因 

为维护伦理关系的生命不仅是立法者的权利，也是他的义务，是他的

①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63节补充，见《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 

8卷第227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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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保存的义务！

当然，只有当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因而是同人民的意志 

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的时候，才会有确实的把握，正确而 

毫无成见地确定某种伦理关系的存在已不再符合其本质的那些条 

件，做到既符合科学所达到的水平，又符合社会上已形成的观点。对 

于是使离婚变得容易些还是困难些，我们还要补充几句话。如果每一 

种外部的动因，每一种伤害都将摧毁自然界中的某一机体，那么你们 

认为这种机体是健康、结实而组织健全的吗？如果有人说，你们的友 

谊不能抵御最小的偶然事件，遇到任何一点不痛快都必定会瓦解，而 

且把这说成是一种公理，难道你们不觉得这是一种侮辱吗？对于婚 

姻，立法者只能规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婚姻是允许离异的，也就是 

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婚姻按其实质来说是已经离异了。法院判决的 

离婚只能是婚姻内部瓦解的记录。立法者的观点是必然性的观点。因 

此，如果立法者认为婚姻是牢固的，足以承受种种冲突而不致受到损 

害，那他就是尊貢婚姻，承认它的深刻的合乎伦理的本质。对个人愿 

望的宽容会变成对个人本质的严酷，变成对体现为伦理关系的个人 

伦理理性的严酷。

最后，当有些方面责难实施严格的离婚法的地区（莱茵省也为属 

于这样的地区而自豪）是伪蕃的时候，我们只能称之为冒失行为。只 

有那些眼界没有超越自己周围的道德沦丧现象的人们，才敢于作出 

这样的指摘，例如，在莱茵省，人们就认为这种指摘是可笑的，或者最 

多把这些指摘看作是伦理关系的观念本身也可能消失，任何合乎伦 

理的事实都可能被理解为胡说和谎言的证明，这是那些并非为了尊 

重人而制定的法律的直接结果，这是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并不会由于 

人们从轻视人的物质本性转而轻视人的观念本性，要求盲目地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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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伦理的和超自然的权威而不是自觉地服从伦理的自然的力量而 

消除。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2月 

18 0

载于1842年12月19日《莱茵 

报》第353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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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比锡总汇报》 

在普鲁士邦境内 

的查禁162

科隆12月31日。德国报刊在看来是不祥的预兆下进入新的一 

年。《莱比锡总汇报》最近刚刚在普鲁士各省被査禁这一事实，正颇为 

令人信服地打破轻信者对将来的巨大让步所抱的各种沾沾自喜的幻 

想。既然在萨克森书报检査制度下出版的《莱比锡总汇报》是由于讨 

论普鲁士的问题而被査禁的，那么与此同时，希望不受检査地讨论我 

们国内问题的想法也就一并遭到了禁止。这是谁也不会否认的实际 

结论。

对（〈莱比锡总汇报》提出的主要责难大致如下：；

“该报接连不断地登载传闻，这些传闻后来至少有一半被怔明是谣言。此 

外,该报不是立足于事实，而是紧盯着动机；尽管该报在这方面的见解常常是错 

误的，但它总是以不容争议的庄重语调，而且往往带着充满敌意的激情来发表 

这些见解。该报的行为是反复无常的、‘轻率的’、‘不老成的’，一言以蔽之，该报 

行为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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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所有这些指控都是有根有据的，那么，试问这些指控是用来 

反对《莱比锡总汇报》任意行事的特性呢，还是用来反对刚刚崛起的、 

年轻的人民报刊必然具有的特性呢？问题所涉及的仅仅是某一种报 

刊的存在呢，还是真正的报刊即人民报刊的不存在呢？

法国的、英国的以及所有的报刊，在初创时的做法都同德国报刊 

一样，而且听有这些报刊当然也都受到了同样的责难。报刊只是而且 

只应该是“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 

公开的“表达者，诚然这种表达往往是充满激情的、夸大的和失当 

的”。因此，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总是常变常新，永远也不会老成 

持重。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 

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倾听来的东西公开 

地报道出来，并尖锐地、充满激情地、片面地对这些东西作出自己的 

判断，它这样做是同它的感情和思想在当时所处的激动状态相吻合 

的，今天它所报道的事实或所发表的见解中的错误之处.明天它自己 

就会推翻。它表现出真正“朴实的”政治态度，在一般情况下，连报刊 

的敌人对这种政治态度也是很喜爱的。

最近对年轻“报刊”纷纷提出的责难是相互排斥的。有人说，请看 

看吧，英国和法国的报纸所采取的政治态度是多么坚定、稳妥和明 

确。这些报纸以实际生活为基础，它Û1的观点就是现存的老成的势力 

的观点。它们并不强迫人民去接受任何学说，它们自己便是人民及其 

党派的真正学说，而你们并不表达人民的思想和利益，你们只是捏造 

这些思想和利益，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只是偷偷地把它们塞给人民》 

你们创造政党的精神，而不是这种精神创造了你们。因此，人们忽而 

责备报刊要对没有政党负责，忽而又责备报刊想弥补这种缺陷并创 

立政党。可是事情很明显，凡是报刊年轻的地方，人民的精神也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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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而刚刚觉醒的人民精神公开表达出来的日常政治思想，同那种已 

经在政治斗争中成长壮大并充满自信的人民精神所表达的政治思想 

相比，就显得不够老成、不够确定、不够周密。首先，刚刚具有政治觉 

悟的人民对某一事件的事实准确性不像对这一事件赖以产生影响的 

道德实质郐样关心;不管人们认为这是事实还是杜撰，事件的道德实 

质始终是人民的思想、忧虑和希望的体现，是一种真实的童话。人民 

看到自己这种本质在它的报刊的本质中反映出来，如果它看不到这 

一点，它就会认为报刊是某种无关紧要的东西而不屑一顾，因为人民 

不让自己受骗。所以，即使年轻的报刊每天都使自己遭到非议，即使 

恶劣的激情渗入报刊，人民还是通过它来了解自己的状况，并且知 

道，报刊中尽管存在着种种由于怀有敌意或缺乏理智而产生的毒素， 

但报刊的本质总是真实的和纯洁的，这种毒素会在报刊的永不停息 

的滚滚激流中变成真理和强身健体的药剂。人民知道，它的报刊为它 

承担着各种罪过，并为它忍受着屈辱；为了它的荣誉，它的报刊正在 

抛弃高傲、自负和刚愎自用的作风，成为现代荆棘丛中一棵道德精神 

的玫瑰。

所以，我们应该把对《莱比锡总汇报》的种种责难看作是针对 

年轻的人民报刊、因而也就是针对真正的报刊的责难，因为十分明 

显，报刊不经过渊源于其本质的必然发展阶段，就不可能成为真正 

的报刊。我们应当把对人民报刊的指摘看作对人民政治精神的指摘。 

虽然如此，我们在本文的开头还是把对于德国报刊的预兆只描绘成 

看来是不祥的预兆。事情也正是这样，因为反对任何一种存在的斗 

争都是这一存在得到认可和这一存在的现实性与力量的最初形式。 

所以，只有斗争才能不仅使政府，而且使人民、使报刊自己相信报 

刊具有真正的和必然的存在权利。只有斗争才能表明，这种权利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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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是一种让步还是一种必然， 是一种幻觉还是一种真实。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2月

31 0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载于1843年1月1日《莱茵报》

第1号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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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争163

“奥格斯堡女人”到了一个女性再也不敢假装年轻的年龄，于是 

她对妹妹们提出的最严厉的责备莫过于说她们年轻。可是，在第360 
号.年龄测算法使可敬的女占卜家犯了惊人的错误。她在那里谈到 

《莱茵报》在发泄“年轻人的怒气” 1M，而这段话所指的那位记者偏巧 

已年届六+，他简直料想不到会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找到说他还 

年轻的证明。可是，情况恰好如此1自由有时太老，有时太年轻。它 

从来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至少没有被提上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议 

事日程，而关于该报，越来越盛传它是在奥格斯堡出版的。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2月 原文是德文

26 0-1843 ^1 2 0±(W 巾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载于1843年1月3日《莱茵报》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号附刊 第1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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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报》编辑部关于 

即将对冯•沙培尔总督 

作出答复的通告165

科隆1月2日。鉴于冯•沙培尔总督先生所作的“更正”以及要 

求（（莱茵报》作出解释一事已引起报刊议论纷纷，我们认为有必要声 

明：我们将于下周作出答复。所以推迟答复，只是因为必须进行许多 

补充调査。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1月 

2曰

载于1843年1月3日＜莱茵报》 

第3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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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泽尔记者的辩护w

1月寄自摩泽尔河畔。《莱茵报》第346和348号登载了我的两 

篇文章①，一篇是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柴荒问题，另一篇是谈摩泽 

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特别关注1841年12月24日的王室内阁指令 

以及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取的比较自由的行动。第二篇文章 

的语调是粗俗的，甚至可以说是粗魯的。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 

民在贫困中发出的毫无顾忌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那种善于用最优 

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述思想的美学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在政 

治上有义务暂时公开地使用那种在贫困中产生的民众语言，因为他 

在自己的故乡每时每刻都无法忘记这种语言。但是，如果要证明这些 

话说的是事实，那恐怕就不能主张逐字逐句地去加以证明了，因为那 

样一来，任何概括性的*说法都会被认为是不真实的，而且任何人说的 

话，如果不是将原话加以重复，就根本不可能转述它的意思了》因此， 

例如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葡萄种植者求助的呼声被看作无理取 

闹”，按理说，人们只能要求这句话表示一个大致不差的相等关系，也 

就是说，人们只能要求证明存在着某种大体上等于“无理取闹”这种 

概括性说法的东西，而这种东西表明上述说法并不是不恰当的。如果

①即彼.科布伦茨的《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关注新闻界的下一步行 

动》和《关于乡镇財产必须退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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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例证已被提供出来，那么问题就不在于是否实有其事，而只在 

于语言的准确程度如何了；而对于语言表达中的那些极其细微的差 

别，即使要作出毫无把握的判断，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上面的几点说明，是我有感于《莱茵报》第352号上刊登的总督 

冯•沙培尔先生的两个指示而作的。在这两个标有“科布伦茨12月 

15日”字样的指示里，总督先生针对上述的两篇文章向我提出了一 

系列问题。我的答复之所以推迟发表，首先是由于这些问题本身的内 

容，因为一个报纸记者在极其忠实地报道他所听到的人民呼声时，根 

本就不必准备详尽无遗地叙述和论证有关这种呼声的一切细节、原 

因和根源。撇开时间的损失和进行这项工作所需要的大量资金不说 ， 

一个报纸记者也只能把他自己视为一个复杂机体的一个小小的器 

官，他在这个机体里可以自由地为自己挑选一种职能。例如，一个人 

可以侧重于描写他从民众意见中获得的有关贫困状况的直接印象 ， 

另一个人作为历史学家则可以谈论这种状况产生的历史，沉着冷静 

的人可以谈论贫困状况本身，经济学家则可以谈论消除贫困的办法， 

而且这样一个问题还可以从各方面来解决:有时较多地着眼于地方 

范围，有时较多地着眼于同整个国家的关系等等 。

这样，只要报刊生气勃勃地采取行动，全部事实就会被揭示出 

来5这是因为，虽然事情的整体最初只是以有时有意、有时无意地同 

时分别强调各种单个观点的形式显现出来的，但是归根到底，报刊的 

这种工作本身还是为它的工作人员准备了材料，让他把材料组成一 

个整体。这样，报刊就通过分工一步一步地掌握全部的事实，这里所 

采用的方式不是让某一个人去做全部的工作，而是由许多人分头去 

做一小部分工作。

我推迟答复的第二个原因是，《莱茵报》编辑部在接到我寄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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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通讯稿后，还希望我作出若干补充说明；它在接到我的第二篇 

和第三篇通讯稿后，也同样希望得到补充材料和现在这一篇最后的 

报道;最后，编辑部一方面要我自己指出消息的来源，另一方面它又 

保留这样的权利，即在它自己通过其他途径证实我所提供的材料之 

前不发表我的报道文章①。

其次，我的答复是不署名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确信不 

署名是由新闻业的实质所决定的，因为不署名可以使报纸由许多个 

人意见的集合点转变为表达一种思想的喉舌。正如身体可以使一个 

人同另一个人截然区分开来一样，作者的名字也可以使一篇文章同 

另一篇文章截然区分开来，而这样一来，他的名字也就彻底勾销了那 

篇文章所赋有的仅仅作为构成整体的一部分的使命。最后，不署名不 

仅可以使作者自己，而且还可以使读者更加公正、更加自由，因为这 

样读者就不是着眼于说话的人，而是着眼于这个人所说的事，读者就 

摆脱了作为经验的人而存在的作者的影响，而仅以作者的精神人格 

作为自己判断的尺度。

既然我不说出自己的姓名，我也就不打算在我所提供的一切详 

细的材料中指出官员的姓名和乡镇的名称了，只有当我引证已经印 

行并在书店出售的文献或者提及姓名而丝毫无损于人时，才是例外。 

报刊必须对情况进行揭露,但我认为它不应该对个人采取告密行动， 

除非一种社会弊端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消除，或者除非公开性已 

经在整个政治生活中普遍实现，因而德文中的告密一词已经不复存

①《莱茵报》编辑部在这里加了 一个注：“我们证明记者所引的材料是真 

实的，同时还要指出，由于我们收到了各种可以互相印证的来信，我们 

有必要把这些信件加以汇总整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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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

在我结束正文前面的这几点说明时，我认为我有权表示一点希 

望:但愿总督先生在看完我的全部叙述后，会相信我的意图是纯洁 

的，甚至会把我可能犯的错误归因于我的某种不正确的看法,而不至 

于认为是出于恶意。我的叙述本身必定会证明，即使是在我目前实际 

上仍未署名的情况下，我是否应该受到这样的严厉指控:说我进行诽 

谤，并企图激起不满和怨恨;因为这些指控是出自一位在莱茵省极受 

尊敬和爱戴的人物之口，那当然就更令人感到痛心了。

为了使人易于了解我的答复的全部内容，我把它分为以下几个 

部分：

A. 关于分配木材的问题。

B.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对1841年12月24日的内阁指令和 

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取的比较自由的行动的态度。

C.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种种主要弊端

D.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吸血鬼。

E. 关于消除弊端的若干建议。

,A

关于分配木材的问题

我在《莱茵报》第348号发表的那篇注明“12月12日寄自摩泽 

尔河畔”的文章中指出下面这样一种情况：

“我所属的那个由数千人组成的乡镇拥有极好的林区，然而我记 

不起乡镇的居民曾因分配木材而直接从自己的财产中得到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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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先生就这一点发表了意见：

“即使有这种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做法，那也只能用十分持殊的情况来加以
OOCOOCOOOO

解释。”

同时他为了查明事情真相，要我说出乡镇的名称。

我坦白地承认:一方面，我认为不符合法律的、也就是同法律相 

矛盾的做法未必能用任何情况来加以解释，实际上这种做法始终是 

违法的；另一方面，我不能认为我谈到的那种做法是违法的。

关于管理科布伦茨和特里尔这两个行政区内的乡镇和机关所有 

的林区的训令（标有“科布伦茨1839年8月31日”字样），是根据 

1816年12月24日的法令和1835年8月18日的王室内阁指令颁布 

的。该训令载于《王国科布伦茨行政区政府公报》第62号的附页上。 

训令第37条作出的规定原文如下：

“关于使用林区所产木材的问题，按规定考f根据偿付林区开支（赋税及管 

理费用）的需要，出傳一定数量的木材。”

“至于为了满足乡镇的其他需要，余下的木材辱fÇ，琴考全部或部分、无 

偿或按一定价格兮屏考乡镇的居民，则由乡镇自己守如下规定:燃 

料用材和家具用实物形式进行分配，而建筑用材，如不用来修建乡镇的 

房屋或用来救济个别遭受火灾的居民等等，则应予标卖。”

依我看来，这个由莱茵省总督先生的一位前任①颁布的训令证 

明，乡镇的居民分配燃料用材一事，在法律上既未明文规定，也未加 

以禁止，这仅仅是一个妥当与否的问题。因此，我在那篇引起讨论的 

文章中也仅仅就这种做法是否妥当的问题发表了意见。这样一来，总 

督先生大概也就没有理由要求指出乡镇的名称了，因为问题已经不

①恩斯特•冯•博德尔施文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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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追究某个乡镇管理机构的做法，而仅仅在于修改训令。但是，如 

果总督先生坚决要求的话，我也不反对责成《莱茵报》编辑部说出那 

个就我记忆所及从未分配过木材的乡镇的名称，因为这样做并不是 

对乡镇领导机构进行告密.而只会对乡镇有利。

B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对 

1841年12月24日的内阁指令 

和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 

采取的比较自由的行动的态度

我在《莱茵报》第346号上发表的那篇注明“12月10日寄自贝 

恩卡斯特尔”的文章中明确地指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由于处 

境特别困苦，因而比其他任何地区的居民都更加热烈地欢迎去年12 

月24日的王室内阁指令给报刊带来的较大的自由。总督先生就我这 

篇文章发表了下面的意见：

“如果说这篇文章有道理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在这 

以前没有被允许公开而坦率地讨论自己的贫困处境和造成这种处境的原因，以 

及改变这种处境的办法。我怀疑曾有过这种事情，因为在当局想竭力帮助种植 

葡萄的农民改变那种公认的困苦处境的情况下，尽量真滅而坦率地讨论这个地 

区的情况是当局最乐意不过的事情《”“因此，如果上述文章的作者先生能慨然 

应允专门指出当局在去年12月24日的王室内阁指令公布前，曾阻挠坦率而公 

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的贫困处境的事例，我将对他表示万分的感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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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先生在下文接着写道：

“此外，上述文章还声称，葡萄种植者求助的呼声长期被上级机关看作#f 
取闹；我认为我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这说法是不真实的。”

O 0 ，

我将按下列次序来答复这些问题，我要证明：

(1) 首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对自由报刊的需要，是这里的贫困 

状况的待殊性质所必然产生的，这和报刊在1841年12月24日王室 

内阁指令颁布前的权限完全无关；

(2) 即使在上述内阁指令颁布前“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没有受到 

特别阻挠，我的论断也不会丧失其正确性，而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 

对王室内阁指令和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取的比较自由的行动 

表示特别的关注，也同样是可以理解的；

(3) 实际上存在着阻挠这种“坦率而公开地”讨论的特殊条件。

从我的全部叙述中可以看出，我所提出的有关“葡萄种植者的悲
O

惨状况长期受上级机关怀疑，他们求助的呼声被看作无理取闹”的论
O
断，究竟真实或虚假到什么程度。

关于第一点：

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 

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 

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 

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人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 

立场上，人们就不会违反常规地以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恶意为 

前提，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这些关系 

在起作用。一旦证明这些关系必然会产生某个事物，那就不难确 

定，这一事物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必定会现实地产生，在何种外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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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即使已经有了需要，它也不可能产生。人们在确定这种情况 

时，几乎可以像化学家确定某些具有亲和力的物质在何种外在条件 

下必定会合成化合物那样，做到准确无误。因此我们认为，只要我 

们证明了自由报刊的必要性是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的特 

性中产生的，我们就为我们的叙述打下了超出任何人的因素范围的 

S础。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不能看作是一种简单的状况。我 

们至少必须始终分清两个方面，即私人状况和国家状况，因为不能认 

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和国家管理机构无关，正如不能认 

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位于国境之外一样。只有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关 

系才构成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现实状况。为了说明这种关系的存在 

方式，我们要介绍一下双方的相应机构所进行的一次确有其事的、有 

文件为证的商谈情况。

《特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公报》第4 
号167报道了有关财政部、特里尔行政区政府和该协会理事会之间进 

行的一次磋商的情况》协会在送呈财政部的一份报告书中，也统计了 

葡萄园的收入情况，特里尔行政区政府也收到了该报吿书，它责成特 

里尔地政局局长、税务稽査官冯•楚卡尔马里奥对该报告书进行审 

核。正如行政区政府自己在一份公文中所说的，冯•楚卡尔马里奥看 

来尤其适合于担任这一工作，因为“在对地籍簿中关于摩泽尔河沿岸 

地区葡萄园的收入进行评定期间”，他曾“积极参与其事”。这里我们 

只把冯•楚卡尔马里奥先生的官方审核意见和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 

理事会的答复中最能说明问题的地方拿来对照一下。

官方发言人：

报告书在统计属于第三类葡萄酒税纳税者的乡镇的葡萄园每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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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根①最近十年(1829—1838年)的总收入时，是以下面的材料为依 

据的：

(1) 每摩尔根的葡萄收获量；

(2) 每富特尔©葡萄酒的秋孝售价。但是这种统计缺少各种经过 

査证核实的依据，因为

“没有当局的参与和监督.无论个人或协会都不可能通过私人关系，在为数
O 0 O

众多的乡镇中收集到有关所有单个的葡萄园主在某个时期所酿造的葡萄酒数 

景的可靠材料，因为许多葡萄园主可能正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千方百计ooooooooooooooooooooo O o o o o
4在这方面學f亭

协会理ü的地政局竭力为其编制地籍簿的方法辩护，我们对此并 

不感到惊奇；但是我们很难理解下面这种推论……”

“地政局局长企图用数字来证明，地籍簿中关于葡萄园收入的数据是完全 

正确的；他同时断言，我们所引证的这十年中的情况，在目前这种场合下是不能 

说明任何问题的……”“我们不准备争论数字的问题，因为正如地政局局长在他 

的评语~开头就预先极其明达地指出的那样，我们没有掌握必要的官方材料; 

而且我们认为，我们也没有必要来争论这个问题，因为他依据•材料所做的 
全部计算和推论丝毫也不能推翻我们所举的事实。”“即使我们ü地籍簿中关 

于收入的数据在进行评定时是完全正确的，承认这些数据在当时甚至是偏低 

的，这还是驳不倒我们的论断：在目前这种寧变化不定的情况下，这些数据 

已不能用来作为f零丁。
官方发言人:°“à样一来，就找不出任何一件事实，使我们有理由说地籍簿 

中关于最近评定的葡萄园收入的数据是偏高的《相反倒很容易证明，从前评定 

的特里尔乡区和城区以及萨尔堡区的葡萄园收入数据，无论是就绝对数字而 

言，或者是同其他农作物相比，都是偏低的。”O O O

① 欧洲各地早先使用的土地面积单位，1摩尔根约等于0. 25—0. 34公
顷--- 编者注

② 德国的容量单位，用于计量葡萄酒，各地标准不一:在摩泽尔河沿岸地 

区，1富特尔等于1 000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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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理事会的答复：“如果人们在答复求助者的合情合理的申诉时说，在评 

定收入时，对地籍簿中的数据宁可定得偏髙.也不可定得偏低，那么求助者就会 

深感痛心了。”

协会理事会在答复中继续说道：“此外,尽管发言人先生竭力否定我们的材 

料，他还是几乎一点也不能否定或修改我们所提出的收入数字;因此，他在审査o 0

我们所提出的支出数字时，就力图用其他数字来代替。”o O

现在我们就来指出发言人先生和协会理事会之间在计算支出的 

问题上存在的几点最明显的分歧。

官方发言人:“关于第8项必须特别指出，近年来仅有少数葡萄园主实行f 
I侧枝（或所谓打杈）这-•作业，而在任何地方，不论在摩泽尔河沿岸或在萨i

沿岸，经营葡萄园的一般方法是不包括这~作业的》”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地政局局长先生说，只是近年来才有少数葡萄园主实

行修剪侧枝和松土这些作业……”然而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葡萄种植者明白，
O O O o O o

为广使自己不致彻底破产，他就必须试用一切办法来提髙葡萄的质Ä,哪怕能 

稍许提高一点也好。为了这个地区的繁荣，人们应当以关心的态度去鼓励这种 

精沖，而不应当对它加以压制。”

“谁又会因为看到某些农民在种植马铃窨时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就想到 

要降低马铃薯的种植费用呢?”

官方发有人:“第14项内所列的if If成本，在这里根本不能计算在内，因为 
前面已经指出，容器或酒桶的成本是°不°包括在上面所列的葡萄酒的价格之内 

的。但是，如果在出售葡萄酒时像通常所做的那样连桶一起出售，那么酒桶的成 

本也会加到葡萄酒的价格上去，而这样一来就可能收回酒桶的成本》”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在出售葡萄酒时.总是连桶一起交付的。在这种情况 

下，根本就谈不上、甚至也不可能提起收回酒桶成本的问题。在谈到整个情况 

a，f,不能把我们城里的小店主购买散装葡萄酒的少数事例考虑进去。”“其他的 

商品在出售前是放在货栈里的，以后在出售时才迸行包装和发运，而且这些费 

用是由顾客负担的，可是葡萄酒就不是这样。因为顾客在购买葡萄酒时，不消说 

也要连桶一起带走，所以酒桶的成本显然应该一并计入生产费用。”

官方发官人:“如旲我们根据官方査证的有关材料，把附录内列举的葡萄收 

获鼋的数字加以订正，各项支出的计算姑且承认全部都是正确的，只略去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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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單税和'ff成本三项支出，即第13、14和16各项中所列举的支出不计，那 
么我°们就得如下的结果：

收入总额........................ 53塔勒21银格罗申6分尼

支出总额（不包括第13、14
和16各项）............39塔勒5银格罗申0分尼

纯收入...........................14塔勒16银格罗申6分尼

协会理事会的答重:“计算本身没有错误，但是结果却不正确。我们所计算 

的不是假定的数字，而是表明实际款项的数字，我们得出的结果是:实际支出53 
塔勒减去唯一的实际收入48塔勒.亏损5塔勒。”

官方发言人：“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同关税同 

盟成立以前那个时期相比是显著地加剧了，我们甚至担心部分地区会真正地贫
O 0 O 0 O 0 O

B f #。但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只应当到这个地区从前那种过髙的收入中去

“由于前几年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在葡萄酒贸易中几乎占据了垄断的地位， 

由于在1819、1822、1825、1826、1827和1828年，葡萄一年紧跟一年地获得丰 

收，这个地区滋长了前所未有的挥霍风气，葡萄种植者手里积累了大量的钱财，OOOCOÔOOO
这就驱使他们以闻所未闻的价格去购买葡萄园，驱使他们花费过多的金钱在不 

适宜种植葡萄的地方开辟新的葡萄园，每--个人都想成为葡萄园主，于是人人 

都负了债，这种债款在以前用一个丰年的收入就很容易地偿清了，而现在因市 

面不景气.这种债款就必然会把落入髙利贷者手中的葡萄种植者压得根本喘不 

过气来。”

“其结果必将是：葡萄种植业将只在那些条件较好的地方经营，而且和先前 

—样，这种种植业大部分又将操在富有的土地占有者手中，这些土地占有者由 

于事先在种植葡萄上已经花了很大一笔钱，因而最有能力经营这种事业》他们 

能够比较容易地度过不景气的年头，因为即使在这种年头，他们也有足够的资 

金来改进栽培方法，以便生产出一种可同目前已经开故的关税同盟m其他各 

邦竞争的产品。当然，在最初几年，如果没有穷苦的葡萄种植者阶层大遭其殃 ，o o oooooooo oooooooo
所f筝7切等譽乎ff哆•而这些穷苦的葡萄种植者在以前收成较好的年头多 
半Aâèü葡人了。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仍应考虑到.先前那 

种状况是不正常的，因而那些轻率从事之辈现在就得自食其果了》国家……只3 O C O OOOOOOOOOOOOÛOÔOOOO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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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采取适当措施来当地居民在这种转变中所遇到的困难。”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说实话，直到现在才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表示

担心的人,还没有f琴那种譽冬贫困状况,这种状况在这个地区的敦厚 
淬朴、勤劳不倦的中已癍了根，而且还在曰甚一日地恶化下去，但 

愿人们不要像地政局局长先生那样对我们说，这只能归咎于贫困者自己，事实 

并不是这样，所有的葡萄种植者，无论是谨慎的还是轻率的，勤勉的还是懒散 

的，殷实的还是贫寒的，都或多或少地遭到了这种灾难。既然事情到了这种地 

步，连殷实的、勤劳而节俭的葡萄种植者也不得不声言，他们已经无力养活自 

己，那么显然就不应当到他们中间去寻找原因了

“的确，葡萄种植者在繁荣的年头以髙于一般的价格购买了许多葡萄园，他 

们原指望按当时的收入水平能眵逐步付清全部偾款，所以负了债。但是这只证 

明这些人勤勉而富于进取精神，至于为什么把这种现象叫作挥霍，为什么断定 

葡萄种植者目前的处境是他们先前那种不正常的状况所引起的后果，而轻率从 

事之辈现在就得自食其果，这却令人大惑不解了，”

“地政局局长先生断茛，那些据他说过去还不是葡萄园主（！！）的人在异常 

繁荣的年头受到T诱惑，过分地增加了大批的葡萄园，而目前尽f滅少葡萄园 

才是出路。”

“可是，那些宜于种植果树和蔬菜的葡萄园同大批除了葡萄就只能生长荆 

棘和灌木的葡萄园比起来，在数量上是多么微不足道！这些由于经营葡萄种植 

业而困于面积较小的土地上的居民，曾经多么英勇地同他们的不幸遭遇进行搏

斗。这些理应深受敬重的居民难道不值得别人想点办法来咸轻他们的负担，帮
000000000

助他们熬过艰苦的年头，等到比较顺利的时光来临，使他们有可能恢复元气，重 

新对国家发挥过去起过的那种作用，即成为国家收入的源泉，像这样一种收入 

源泉，除丁城市以外，在同样大小的土地上是很难找到第二个的。”

官方发言人:“十分明显，比较富有的土地占有者现在也来穷苦的葡萄 

种植者这种困苦的处境，夸大其词地描述从前那种顺利的境况°,i把它同现在
0 o o o 0

这种不太顺利的，然而终究会带来益处的境况加以对比，借此为自己求得种种
o o o o 0

照顾和优待。”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我们的荣誉感和内心的信念促使我们抗议这样一种 

指控：说什么我们利用比较穷苦的葡萄种植者这种困苦的处境，通过苓增 

時哮淳，来为自己求得种种优待和照顾。”
° “°没有这回事！我们担保,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自私自利的意图，我们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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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都只为了一个目的，即坦率而真实地描述穷苦的葡萄种植者的状况，以促
00000000

使国家注意：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危及国家本身！我们希望这些话 

足以作为我们的辩护之词。谁要是明白葡萄种植者目前的悲惨境况在他们的家 

庭生活和业务活动方面、甚至在道德观念方面迄今为止所引起的越来越大的变 

化，那么他在想到这种贫困状况将持续下去，甚至还会变得更加严重时，就一定 

会为前景而感到惴惴不安》”

首先，大家应该承认，政府肯定没有采取明确的立场，而只是动 

摇于自己的发言人的看法和葡萄种植业经营者所持的相反的看法之 

间。其次，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冯•楚卡尔马里奥先生的发言注明的 

日期是“1839年12月12日”，而协会的答复注明的日期是“1840年 

7月15日”，那么，我们就会得出结论:在协会答复之前，发言人先生 

的看法即使不是政府官员们的唯一的看法，也必定是他们的主要的 

看法。至少在1839年，发言人的看法还是同协会的报告书相反的.那 

时候，这种看法是政府的意见，因而也可以说是对政府的看法的一种 

概括，因为对于一个始终如一的政府来说，它最后形成的看法可以被 

看作它以前的各种看法和经验的总和。政府在发言中不但没有承认 

贫困状况是普遍的，而且也没有表示要消除它所承认的贫困状况，因 

为发言中这样说道:“国家只能采取适当措施来尽量减轻当地的居民 

在这种转变中所遇到的困难。”可是在目前情况下，转变一词应该理 

解为逐渐灭亡①。政府似乎把比较穷苦的葡萄种植者的灭亡看作一 

种自然现象，认为人在这种现象面前只好听天由命，只能设法减轻这 

种现象所引起的必然后果。发言中说:“当然，如果没有穷苦的葡萄种 

植者阶层大遭其殃，听有这一切都是办不到的。”因此，协会就质问

①德文-Übergang ”的意思是“转变”，“Untergang”的意思是••灭 

亡---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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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难道摩泽尔河沿岸的葡萄种植者不值得别人“想点办法”来挽救 

吗？如果政府当初坚持截然相反的看法，那么，它一开始就会修改这 

个发言，因为这个发言对于国家在这方面的任务和决策这样一个十 

分重要的问题明确地表示了态度。由此可见，政府可以承认葡萄种植 

者的贫困状况，但是它并没有打算消除这种状况。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人们是怎样向当局报告摩泽尔河沿岸 

地区的状况的。1838年，一位高级行政官员巡视了摩泽尔河沿岸地 

区。他在皮斯波特同两个县长举行了会议，在会上他向其中一个询问 

了葡萄种植者的财产状况，结果得到了如下的答复：

“葡萄种植者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仅就这一点来看，他们的情况也不可能 

是坏的。”

然而，在此以前挥霍一事就早已成了过去的传说。我们在这里 

只顺便指出，就是目前也远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抛弃了这种同政府的 

发言完全一致的看法，我们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法兰克福报》第349 

号附刊第1号（1842年）上登载的一篇发自科布伦茨的评论，那篇 

评论就声称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种植葡萄的农民的贫困状况是虚 

构的。

上级机关也同样反映出了它刚刚获悉的这种官方的看法，其表 

现就是对于“那些悲惨的”状况、对于贫困所造成的普遍后果以及产 

生这种贫困的普遍原因持怀疑态度。上文援引的《协会公报》还载有 

财政部对各种申请所作的如下答复：

“虽然正如葡萄酒的市价所表明的那样，在摩泽尔河和萨尔河沿岸地区，属 

于第~-类和第二类纳税者的葡萄园主學夸理由表示〒哼，但是我们并不否认, 
那些生产质量较差的葡萄酒的农民处境°并"不是同样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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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对请求免交1838年税款的申请书作丁如下的答复：

“兹对你们去年10月10日送来的呈文答复如下:关于你们申请普遍豁免 

1838年全部税款-事实难照准，因为你们本身绝不属于最需要照顾的那一类 

人，何况那一类人的贫困状况……也并非由于税收的原因，而是完全由于其他O O O O O O O O O oooooooo
的原因造成的。”O O O O

因为我们想把我们的全部叙述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并且竭 

力做到只是概括地说明这些事实，所以我们首先就来揭示特里尔葡 

萄种植业促进协会和政府发言人之间的对话所包含的带有普遍性的 

基本思想。

政府必然要任命一个官员来审査上述报告书，它所任命的当然 

是一位十分内行的、最好是亲自参加过协调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关系 

的官员。这位官员存心要在有关的申诉书中发现对他所持的官方见 

解和他以前从事的官方活动进行的攻击。他自以为忠于职守，并了解 

自己所掌握的官方材料的详情细节;突然，他发现了一种相反的看 

法，于是他就对请愿者抱敌对的态度，而由于这些请愿者的意图总可 

能同私人利益有联系，他便觉得这些人的意图值得怀疑，并由此而怀 

疑这些请愿者本人，这岂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他不是去利用他们提 

供的材料，而是力图否定这些材料。况且，那些显然穷苦的葡萄种植 

者既没有时间、又没有文化素养来描述自己的状况，因此，穷苦的葡 

萄种植者没有能力进行表述，而有能力进行表述的葡萄种植业经营 

者又不是那么显著地贫困，因而他们的表述就被认为是没有什么根 

据的了。如果说连受过教育的葡萄种植业经营者都被认为缺乏官方 

的见解，那么，没有受过教育的葡萄种植者又怎能经得住这种官方见 

解的指摘呢！

既然私人看到其他的人确实贫困到了极点，看到这种贫困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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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地向自己逼近，而且还意识到自己所维护的私人利益也同样是 

国家的利益，意识到自己是把私人利益当作国家利益来捍卫的，他们 

就不能不感到自己的荣誉受到了损害，而且他们还会认为，在一种片 

面而又任意确立的观点影响下，现实被歪曲了。因此，他们就起来反 

对狂妄自大的官僚，他们揭露世界的现实景象和官僚在办公室里所 

设想的世界景象之间的矛盾，他们用实际的证据同官方摆出的证据 

进行对照，最后，他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估计:人们之所以完全错误 

地评价他们所作的信念坚定、事实清晰的情况说明，是因为怀有自私 

自利的意图，大致说来，这种意图就是想用官员的理智去对抗市民的 

理性。由此，私人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方面，内行的、同他们的生 

活条件有过接触的官员之所以不会毫无偏见地评述这些生活条件 ， 

正是因为这些条件有一部分是他造成的；另一方面，没有偏见的官员 

虽然能够十分公正地判断情况，但是他在这方面又不内行。官员指摘 

私人把自己的私事夸大成国家利益，私人则指摘官员把国家利益缩 

小成自己的私事，即缩小成一种把所有其他的老百姓都排斥在外的 

利益，其结果就是•.在官员看来，同在文件中得到确认的、也就是得到 

官方即国家确认的现实以及基于这种现实的理性相比，即使是昭然 

若揭的现实也是虚构的；在官员看来，只有当局的活动范围才是国 

家，而处于当局的活动范围以外的世界则是国家所支配的对象，它丝 

毫也不具备国家的思想和判断能力。最后，当一种弊端已经尽人皆知 

的时候，官员就把大部分的过错推给私人，认为这些人的境况是他们 

自己造成的，而另一方面，他既不允许对官僚一手创造出来的管理原 

则和制度的完善性表示怀疑，又不肯放弃这些原则和制度中的任何 

一项。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深知自己具有勤劳、节俭的精神，深知自己 

正在同自然界和社会关系进行着艰苦斗争的私人，便反过来要求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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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创造国家生活的大权的官员消除他们的贫困状况，而且，既然官员 

宣称自己能改善一切状况，私人就要求官员证明自己确实能通过一 

些措施来改善那些恶劣的状况，或者至少也得承认适用于一定时期 

的制度在情况完全变化了的时期就不适用了》

在官僚界内部，这种认为官方的认识更加高明的观点，以及管理 

机构和它的管理对象之间的这种互相对立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我 

们看到，地政局在评定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情况时，就首先强调地籍 

簿的记载是准确无误的；财政部则断言灾难不是由于“税收的”原因， 

而是“完全由于其他的”原因造成的，同样，管理机构也根本不在自身 

范围以内，而是在自身范围之外寻找贫困的原因。同葡萄种植者接触 

最多的个别官员把他们的处境想象得比实际情况要好，或者与实际 

情况不同，这并不是他有意为之，而是事在必然。这种官员认为，他的 

辖区内的情况是否良好的问题，也就是他是否把这个地区管理得很 

好的问题。而管理原则和制度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个问题他是无权 

过问的，对此只有上级才能作出判断，因为上级对各种事情的官方性 

质，即对各种事情和整个国家的联系有比较全面的和比较深刻的认 

识。他可以理直气壮地相信他自己管理得很好。由于这一切，一方面， 

他就会发现情况并不是那样悲惨，另一方面，即使他发现情况确实很 

悲惨，他也只会在管理机构之外寻找原因，他把这种原因或者归于不 

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现象，或者归于同管理机构毫无关系的 

私人生活，或者归于同任何人都毫无关系的偶然事件。

显然，高级行政当局对自己的官员的信任肯定超过对被管理者 

的信任，因为不能想象后者也持有同样的官方见解。况且，行政当局 

还有自己的传统。它对待摩泽尔河沿岸地区也有自己的一成不变的 

原则；它掌握着官方在地籍簿中提供的有关这个地区的情况;它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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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审定的关于收入和支出的材料；它在各处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 

现实，而是那种不管时代怎样变化都要保持自己的权威的官僚的现 

实。此外，还有两个方面的情况是互相补充的，这两个方面就是:官僚 

等级制度的成规和那种把公民分为两类，即分为管理机构中的积极 

的、自觉的公民和作为被管理者的消极的、不自觉的公民的原则。依 

据国家的自觉的、积极的存在体现于管理机构这一原则，每届政府都 

会把某个地区的涉及国家方面的状况看作自己的前任活动的结果， 

根据等级制度的成规，这个前任多半会升官，而且往往会成为他的继 

任者的顶头上司。168最后，一方面，每个政府都具有真正的国家意 

识，即认为国家有不顾一切私人利益而必须实施的法律，另一方面， 

每个政府作为个别的行政当局又不能制定，而只能执行制度和法律》 

因此，政府不可能设法对管理工作本身进行改革，而只能设法对管理 

的对象进行改革。它不可能修改自己的法律以适应摩泽尔河沿岸地 

区的情况，它只能在既定的管理法律范围内设法增进摩泽尔河沿岸 

地区的福利。所以，当一个政府在已经确定的、对它自身也起支配作 

用的管理原则和制度的范围内，越是勤勤恳恳地努力去消除引人注 

目的、遍及整个地区的贫困状况，而这种贫困现象却越是顽强地持续 

存在下去，而且尽管有好的管理仍然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这个政府就 

会越发强烈地、真诚地、坚决地深信这种贫困状况是不治之症，深信 

它根本无法由管理机构即国家加以改变，相反，必须由被管理者一方 

来改变《

如果下级行政当局相信上司所持的官方见解，即认为各项管理 

原则都是好的，并且负责在每个场合都恪尽职守地贯彻这些原则，那 

么，上级行政当局就会坚信总的原则是正确的，并且相信自己的下级 

机关对每件事都会作出正确的官方的判断，而且上级行政当局有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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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正式凭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这样，政府即使怀有最蕃良的意图，也会采取特里尔的政府发言 

人针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情况所申明的原则:“国家只能采取适当
000030 o O

措施来减轻当地居民在这种转变中所遇到的困难。”
OCOOCOOOO 0000000 0030 O

政府为了烕轻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已经采取了 •一些 

为大家所熟知的措施。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其中的几项措施，那么，至 

少那些已经公开的管理情况可以证实我们的判断;至于那些秘密的 

情况，我们当然不能用作我们判断的依据。在这些措施中我们举出下 

面几种:在葡萄歉收年份豁免捐税;劝告农民转而从事其他经营活 

动，蓍如从事养蚕业;最后是建议限制地产析分169。第一种措施显然 

只能减轻，而不能消除贫困，这是国家破例采取的一种花费不大的临 

时措施。而且这种减轻所触及的并不是经常性的贫困状况，而只是它 

的特殊表现形式，并不是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慢性病，而只是突如其 

来的急性病。

管理机构采取的其他两种措施，越出了它自己的职权范围，它所 

采取的实际行动，就在于一面指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如何自 

己拯救自己，一面建议他们限制和放弃一种历来就有的权利。这样就 

证实了我们在前面阐述的论断。因为管理机构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 

区的贫困状况是不治之症，认为这种贫困状况的原因同它的原则和 

行动无关，所以它就劝吿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把自己的生活安 

排得适合于目前的管理制度，说在这种制度下他们是可以勉强度曰 

的。葡萄种植者虽然只是通过传闻才了解到这些建议，但这些建议已 

经使他们深感痛心了。如果政府自己花钱来进行这些试验，那么他们 

就会怀着感激的心情表示赞同;但是他们感觉到，政府指示他们在自 

己身上进行试验，就是拒绝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帮助他们。他们渴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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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帮助，而不是劝吿。无论他们在属于自己的活动范围内是多么相信 

官方的认识♦无论他们是多么深信不疑地向官方的认识求教，他们在 

自己的活动范围内都同样充分地相信自己能作出必要的判断。限制 

地产析分是同他们的传统的法的意识相矛盾的；他们认为，这种建议 

是企图使他们除了忍受物质上的贫困之外，还要忍受法律上的贫困， 

因为他们把法律平等受到的任何一种侵害都看作是法的困境。他们 

有时是比较自觉地，有时是比较不自觉地感到，管理工作是为这个地 

区而存在，而不是这个地区为管理工作而存在;他们感到，人们一旦 

要求这个地区改变它的习俗、权利、劳动形式和财产形式以适应管理 

工作，这种关系就被颠倒了。因此，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就提出 

了这样的要求:既然他们是在自然和习俗所决定的条件下进行劳动 ， 

国家就应当为他们创造一个使他们能够发展、繁荣和生存的环境。因 

此，前面那些毫无裨益的、凭空杜撰的建议，一接触现实——不仅是 

现实的状况，而旦是现实的市民意识——就根本行不通了。

那么，管理机构同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有什么关系呢 ？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同时也就是管理工作的贫困状况。国 

家中某-地区的经常性的贫困状况（如果一种贫困状况十多年前就 

已经在几乎不为人所觉察的情况下出现,起初是逐渐地，后来则不可 

阻挡地向登峰造极的地步发展，而且正在以日益扩大之势不断加剧， 

那么，这种贫困状况确实可说是经常性的）体现了现实和蕾理原则之 

问的矛盾,正如不仅人民而且政府也都把某一地区的富裕状况视为 

管理得当的实际证明一*样。但是管理机构由于自己的官僚本质，不可 

能在管理工作范围内，而只能在处于管理工作范围之外的自然的和 

市民私人的范围内发现造成贫困的各种原因。即使行政当局怀有Ä 
蕃良的意图、最热忱的博爱精神和最高超的智力，它也不可能解决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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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并不是转眼之间就会消逝的冲突，即存在于现实和管理原则之间 

的那种经常性的冲突，因为这并不是行政当局职责范围内的任务，而 

且，即使行政当局怀有最善良的意图，也不可能消除一种本质的关 

系，或者也可以说，消除一种厄运①£这种本质的关系就是既存在于 

管理机体自身内部、又存在于管理机体同被管理机体的联系中的官 

僚关系。

另一方面，种植葡萄的私人也同样无法否认，他们在下判断时可 

能有意或无意地受到了私人利益的影响，因而也就不能无条件地认 

为他们的判断具有真实性。他们也会认识到，在国内有许多私人利益 

正在受到损害，而人们不可能为了维护这些私人利益就放弃或修改 

总的管理原则。其次，如果被管理者断言某种贫困状况带有普遍的，性 

质，断言富裕状况正以这样一种方式并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受到威胁， 

以至私人的苦难正在变成国家的苦难，而消除这种苦难又正在变成 

国家对它自身所负的一种责任，那么这种论断在管理机构面前就显 

得不适当了，因为管理机构能够比谁都正确地判断国家的福利在多 

大程度上受到了威胁，因而必须承认，管理机构对整体和整体中的各 

个部分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要比这些部分本身对这种关系的认识更 

加深刻。此外还必须补充一点，个人，甚至数量很多的个人，都不能把 

自己的呼声说成人民的呼声，相反，他们的陈述总是带有私人申诉书 

的性质。最后，即使进行申诉的私人的信念表达了整个摩泽尔河沿岸 

地区的信念，作为管理机构属下的个别部分和国家的个别部分的摩 

泽尔河沿岸地区本身，对于自己所属的省和国家说来也只占有一个

①德文“ Verhältnis ”的意思是“关系”，“ Verhängnis ”的意思是“厄 

运”。---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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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的地位，而私人的信念和愿望首先应该用普遍的信念和普遍的 

愿望来加以衡量。

这样，为了解决这种困难.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都同样需要有第 

三个因素，这个因素是政治的因素，但同时又不是官方的因素，这就 

是说，它不是以官僚的前提为出发点•，这个因素也是市民的因素，但 

同时又不直接同私人利益及其迫切需要纠缠在一起。这个具有公民 

头脑和市民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在报刊这个领域内，管理 

机构和被管理者同样可以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然而不再是在从 

属关系的范围内，而是在平等的公民权利范围内进行这种批评£ “自 

由报刊”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它也制造社会舆论，唯有它才能使 

一种特殊利益成为普遍利益，唯有它才能使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 

困状况成为祖国普遍关注和普遍同情的对象，唯有它才能使大家都 

感觉到这种贫困，从而减轻这种贫困。

报刊是带着理智，但同样也是带着情感来对待人民生活状况的； 

因此，报刊的语言不仅是超脱各种关系的明智的评论性语言，而且也 

是反映这些关系本身的充满热情的语言，是官方的发B中所不可能 

有而且也不允许有的语言。最后，自由报刊不通过任何官僚中介，原 

原本本地把人民的贫困状况反映到御座之前，反映给这样一个当权 

者，在这个当权者面前，没有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的差别，而只有不 

分亲疏的公民。

这样一来，既然自由报刊由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特殊的贫困 

状况而成为必要，既然对自由报刊的需要是实际的需要，因而在这里 

特别迫切，那么，看来并不是由于对报刊进行了特殊限制，才产生这 

种需要;恰恰相反，本来就应当实行特殊的新闻出版自由，以便满足 

已经出现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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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点：

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问题的报刊，无论如何只是普鲁士政 

治报刊的一部分。因此，为了弄清楚它在常常提到的那个内阁指令颁 

布前的状况，就必须把1841年前普鲁士全部报刊的状况大致考察一 

下。我们现在就让一个公认为思想忠顺的人来说几句话 。

大卫•汉泽曼在《普鲁士和法兰西》~书1834年莱比锡第2版第272页上 

写道普鲁士的一般思想和事态是安安静静、平平稳稳地发展的，这种发展很 

不容易为人所觉察，因为书报检査机关不允许在普鲁士报刊上认真讨论与国家
ooooooooo O O o 0

有关的政治问题，甚至经济问题,不管人们写出的东西是多么有礼貌，有分寸、
O O o O O O 000000000000 OOO O O O

所谓认真的讨论，只能理解为在讨论中既可以陈述各种理由，也可以陈述各种 

反对的理由，如果fl事呼探讨经济问题厚呼自咬吁®枣的联系，那就尽f予可 
能认真讨论任何一Y经0济问题，因为只题、也许没有二个

£> o <500000 O O O O O O O O o o

學赞尽琴不具有这种联系，至于这样实行书报检査是否适当，在普鲁士政府目 

下是否可以采取别的方式实行书报检査，这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问

题;我们只要说明情况是这样就够了，O OOOOOOOCOOO

其次，如果我们考虑到，1788年12月19日的书报检查法令第2 

条就已经这样说道：

“书报检査的目的决不是要阻挠人们有礼貌地、产肃和谦逊地探讨真理，或 

在其他方面使作者受到某种既无意义而又令人不快的约束。”O O O O O O O

如果我们注意到，1819年10月18日的书报检查法令39第2条 

中也有这样的语句：

“书报检査不得阻挠人们对真理作严肃和谦逊的探讨，不得使作者受到无 

逋的约束。”

如果我们把这一条同1841年12月24日书报检查令序言中的 

话比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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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新闻出版呀夸够能摆脱那些宇学守3给、违背亨了亭亨咚限制，国 
王陛下下诏王室内阁对使写作活桑无理的°约¥••二•'并授权我 

们再度责成书报检査官实遵守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査法令第2条的规O O
定。”40

最后，如果我们再回忆一下下面这样一些话：

“当然，书报检査官也可以允许人们坦率地讨论国内事务。要正确地确定这o o O O
个问题的界限无疑是困难的。但是不应当因此而畏缩不前，不敢努力贯彻ff 
的真正旨意，也不应当因此而变得谨小慎微，这种谨小慎微的态度经常成i曲

O O O O O OOOO OOOOOOOOOOO o
解政府旨意的原因》”O O O O o O O o

那么，根据所有这些官方的声明，问题就不应当是:既然当局希 

望听到人们尽量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为什 

么还出现书报检査的限制呢?相反，这个问题看来应当改成下面这样 

—个更带普遍性的问题:既然有“法律的旨意”、“政府旨意”，最后还 

有“陛下旨意”，为什么却正如人们所承认的那样，还需要在1841年 

使报刊摆脱“那些未经许可的限制”，为什么还需要在1841年让书报 

检査机关再回忆1819年的法令第2条呢？特别是就摩泽尔河沿岸地 

区而言，这个问题的提法就不应当是:人们对报刊进行过哪些特殊的 

限制？相反，问题的提法应当是:人们破例地对报刊实行过哪些特殊 

的优待，以鼓励这种对国内情况的局部讨论，使它变为一种尽量坦率 

而公开的讨论呢？

关于政治性著作和报刊在上述内阁指令颁布前的内容和性质的 

问题，书报检査令中下面一段话给我们提供了最清楚的说明 ：

“如果这样办，那就能fë寧:《笮笮考窄和準节也将專箏窄华了解自己的使 
命，学会使用咚疼考考屑°于菸蔹外国表的那些内容 

贫乏的新闻等¥, &投i读者的°好°奇心• 并能期望.这将引起人们对祖国利
0 O 030 O O O o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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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更大关注，从而增强他们的民族感情。”o o o o o o

看来，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使根本没有采取任何特殊 

的措施去阻碍人们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 ，普 

鲁士报刊本身的普遍状况也势必构成一种无论对坦率而言或对公开 

而言都是不可克服的障碍，我们只要把摘自书报检査令的各段引文 

归纳一下，就可以看出书报检查令的意思是:书报检査机关过分谨小 

慎微，成了自由报刊的外部的桎桔;与此同时，报刊内部也存在着局 

限性，它已经丧失了勇气，甚至不再努力使自己超出报道新闻这样一 

种水平；最后，人民本身已不再关注祖国的利益，而且丧失了民族意 

识，也就是说，他们恰恰失去了这样一些要素，这些要素不仅构成一 

种坦率而公开地发表意见的报刊的创造力，而且还构成一种坦率而 

公开地发表意见的报刊赖以发挥作用、从而能得到民众承认的唯一 

条件。而民众的承认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 

会无可挽救地陷入绝境。

因此，如果说当局的措施能造成不自由的报刊，那么与此相反， 

在报刊普遍没有自由的情况下，当局却无力保证尽量坦率而公开地 

讨论一些专门的问题，因为即使报纸的各个栏目中充满了讨论某些 

个别事情的坦率的言论，这些言论也不可能引起普遍的关注，因而也 

就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公开性。

这里还得补充一点:正如汉泽曼正确地指出的，也许没有任何一 

个经济问题不同对内对外政策相联系。因此，要能够坦率而公开地讨 

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就先要能够坦率而公开地讨论一切“对 

内对外政策' 个别行政当局是无力创造这种可能性的，只有国王自 

己直接而果断地表明的意志才能在这里起决定性的、持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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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公开的讨论没有做到坦率，而坦率的讨论也没有做到公 

开，这种坦率的讨论局限于一些默默无闻的地方报纸的范围，而这些 

报纸的眼界当然没有越出它们的传播范围，而且从前面所说的情况 

来看，它们的眼界也不可能越出这个范围。为了说明这种地方性讨论

的特征，我们从贝恩卡斯特尔出版《公益周刊》各年卷中引证几段话。

在该刊1835年卷中有这样的报道:

“I833年秋，在拳冬琴有个外地人酿造了 5奥姆①葡萄酒。他为了把酒桶装 
满，又花T 3C•塔勒ü 2°奧姆葡萄酒。酒桶值9塔勒.酒税为7塔勒5银格罗 

申，采摘葡萄花了 4塔勒，租地窖花了 i塔勒3银格罗申，榨葡萄汁花r ]6银 

格罗申。因此,如果不计算种植费用，实际支出共计为51塔勒24银格罗申，这 

桶葡萄酒于5月10日售出，售价为41塔勒。同时还应指出，酒的质量是很好 

的，出售的原因并非主人极度拮据，而且这桶酒也没有落入髙利贷者之手。”（第 

87页）“11月21日在贝恩卡斯特尔市场上，1835年酿造的葡萄酒■奥姆的售

价为14银格罗申（十四个银格罗申）；同月27 口，4奥姆葡萄酒等f共售得11 
塔勒，但是应该指出，酒桶是在圣米迦勒节那夭花了 11塔勒买来°的°»”（同上，第 

267 页）

在1836年4月12日出版的一期中也有类似的报道。

我们再从该刊1837年卷中引证几段话。

“本月1日.在金海姆有一个只经营f4年的新葡萄园在公证人的参与下 

公开拍卖。园内约有葡萄藤200株，都用木桩牢牢地支撑着，买主以每株1. 5兮 

娶的价格把葡萄园买到了手，并氐照例还延期付款＜ 而在1828年，当地这样的 

葡萄藤每株值5银格罗申。”（第47页）“格拉赫的一个寡妇按全部收成的一半 

的价格出卖了自己的尚未收获的葡萄，得到1奥姆葡萄酒。唓孕萼丁MWfW 
酒换得了两磅黄油，两磅面包和半磅洋葱，”（同一周刊，第47’期°）“°本月°2^ H Æ
OOOOOOOO OOÛOOûOOO

①德国的容暈单位，主要用于计量葡萄酒，各地标准不一，1奥姆约等于 

130―^50升。---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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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被迫拍卖的有：1836年酿造的亨g爭和贝恩卡斯持尔葡萄酒8富特尔，其 

中有一部分是酒;1835年酿造赫葡萄酒1富特尔。这些酒（包括酒桶 
在内）共售得1“°塔勒15银格罗申。因此，买主买进1富特尔葡萄酒约花15塔 

勒。但是，单是酒桶就大约值10-12塔勒„这样，穷苦的葡萄种植者还有什么可 

以拿来补偿他们的种植费用呢？难道就不可能采取措施来消除这种骇人听闻的 

贫困吗？！ ！（读者来信）”（第4期第30页）

这样，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只是对某些事实的质朴无华的叙述，有 

时在后面也附有感伤的简短的结束语。这种叙述正因为不加粉饰、质 

朴无华，所以能够打动人心，但是很难说它表明了对摩泽尔河沿岸地 

区的状况所作的讨论已具有坦率而公开的性质。

要是某一个人，或者是人数很多的一部分居民遭到了某种异常 

的、可怕的不幸，而又没有人来谈论这种不幸，没有人把这种不幸看 

作一种值得考虑和议论的现象，那么，遭到不幸的人就势必会作出这 

样的推断:要不是别人无权议论这个问题，那就是别人认为这个问题 

具有重大意义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因而不愿意议论这个问题》可是， 

就连最缺少教育的葡萄种植者也需要别人承认他们的不幸，需要别 

人对他们的不幸表示这种精神上的同情，尽管他们可能只是作出这 

样一种推断;在一切人都在考虑而且许多人都在发表议论的地方，很 

快就会有一些人行动起来。即使假定当局确实曾经准许自由而公开 

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这种讨论也并没有进行过;不言而 

喻，人民相信的只是实际存在的东西，他们相信的不是那种可能存在 

的坦率发表意见的报刊，而是那种实际存在的坦率发表意见的报刊。 

因此，在王室内阁指令颁布之前，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虽然已经 

觉察到自己的贫困，虽然也听到别人对此表示怀疑，但是从来没有听 

说还有一种公开而坦率地发表意见的报刊，而在这个内阁指令颁布 

之后，他们看到这种报刊仿佛自天而降，所以，他们就推断王室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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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是促使报刊采取这种行动的唯一原因，看来，这至少曾是一种很 

有普遍性的推断。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出于前面所说的种种原 

因，对报刊的这种行动特别关注。因为这种关注正是直接由实际需要 

而引起的。最后，我们认为，姑且不谈这种意见的普遍性，通过一番细 

致的考察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1841年12月24日的书报检査令序 

言中就有这样几句话：

“圉王陛f明确反对使写作活动受到各种无理的约束，承认公正的、合乎礼 
貌的公众言°论°是重°要的°而且必需的”

000300000

序言中的这几句话保证报刊获得了国王的特殊承认，即保证报 

刊获得丁在国家中的篇要地位。国王的一句话就能产生如此巨大的 

影响，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甚至把这句话当作具有魔力的咒语， 

当作能医治他们的一切病痛的万应灵丹，这种情况看来只能证明摩 

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具有真正忠于国王的思想，证明他们所怀的 

不是平和适度的、而是无法抑制的感激之情。

关于第三点：

我们已经竭力说明，由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状况的特殊性，必然 

产生对自由报刊的需要，其次，我们说明了，在王室内阁指令颁布之 

前，即使报刊没有受到特殊限制，单单是普魯士报刊的普遍状况也会 

使这种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最后，我们就要来说明，实际上存在着以 

敌对方式来阻挠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状况的特殊条 

件。在这里，我们也应该首先强调指出我们在论述中所遵循的观点， 

重新认识一般关系对当事人意志的巨大影响。我们应当把这些阻碍 

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状况的特殊条件，仅仅看作上 

述一般关系的实际的体现和鲜明的表现，这些关系就是管理机构对



B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对1841年12月24日的内阁指令 385

待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特殊态度，报刊和社会舆论的普遍状况，以及 

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精神及其体系。既然这些关系看来在当时是普遍 

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那么几乎不言而喻，这些关系也必定会作 

为这种力量而产生影响，必定会在某些事实中得到体现，并在个别 

的、从表面看来是任意的行动中显示出来。谁要是抛弃这个客观观 

点，他就会带着片面性沉浸在怨恨的情绪之中，去对待那些曾经代表 

现存关系的严酷性来反对他的个人。

人们不仅应当把书报检查机关造成的某些困难视为报刊面临的 

特殊障碍，而且同样也应当把一切特殊条件视为这种障碍，这些条件 

使书报检査的对象连企图露一下面都不可能，结果使得书报检査机 

关成为多余的东西。在书报检査机关引人注目地、持续而尖锐地同报 

刊发生冲突的地方，人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推断，报刊已经获得T活 

力，具有了坚强的性格和自信心，因为只有能觉察到的作用才会引起 

能觉察到的反作用。而在虽然存在着对自由的、也就是能够成为书报 

检査的对象的报刊的需要，但并没有报刊，因而也没有书报检査机关 

的地方，人们则应当注意发现某些条件所起的预先书报检査的作用， 

在思想还处于比较质朴的形态时，这些条件就已经使它退缩了。

我们的目标不可能是对这些特殊条件进行哪怕只是接近于全面 

的描述;如果这样做，那就意味着试图描述自1830年以来与摩泽尔 

河沿岸地区有关的当代史。我们认为，只要证明一切形式的坦率而公 

开的言论都受到特别的阻挠，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不管发表这种 

言论的形式是□头的，还是书面的，是没有经过书报检查而刊行的， 

还是经过书报检查而刊行的。

贫困居民情绪低落、精神沮丧，这本来就挫伤了他们公开而坦率 

地发表意见所必需的精神力量;而形形色色的告密行为又必然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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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以“在官吏执行公务时或因其执行公务而侮辱官吏”的罪名对许

多人判刑，这种情况就更加使他们情绪低落、精神沮丧。

有一个属于这种类型的案件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许多葡萄种

植者说来还记忆犹新。一位县长①在欢庆国王②寿辰的晚会上开怀 

畅饮，第二天，一个因慈善而特别受人爱戴的市民③以开玩笑的口吻 

向这位县长的女仆说:“贵主人昨晚有点醉了 Z由于说了这样一句毫 

无恶意的话，他受到特里尔违警法庭的公开审讯，不过，他后来理所 

当然地被童告无罪。

我们之所以恰恰举出这样一个例子，是因为由此必然会引起一 

番简单的反思。县长们就是他们管辖的各个县城的书报检査官。但 

是，县长主持的管理机构及其所属的各种官方机构都是地方报刊最 

容易接触到的、因而也是它们反映的最主要的对象。如果说人们对自 

己的事情总是很难下判断，那么，像前面提到的那样一类表现了人们 

以病态的敏感态度来坚持官方尊严不容触犯这一观念的事件，就确 

凿无疑地证明，单单是县长主持的书报检査机关的存在就足以构成 

坦率地发表意见的地方报刊不存在的原因了。

这样，既然□头讲了一句毫无成见的、平平常常的话就得到违瞀 

法庭去受审，那么，作为发表自由意见的书面形式的请愿书虽然还远 

不像报刊那样具有公开性，但结果也同样会受到违警法庭的追究。在 

前一种情况下，是官方尊严不容触犯的性质阻碍人们发表坦率的言 

论，在后一种情况下，则是国家法律不容触犯的性质阻碍人们发表坦

① 康•弗•冯♦盖尔特纳》 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③ 约翰•奥伯翟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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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言论。

由于1836年7月3日的“内阁指令”中提到国王①派遣王子② 

到莱茵省了解该省情况，特里尔行政区的一些农民就感到有必要请 

求他们的“省议会议员”③为他们写一份请愿书给太子。同时，他们还 

提出了需要申诉的几点。为了增加请愿者的人数，从而使请愿书具有 

更大的影响，这位省议会议员派了一个使者到周围的地区去，结果他 

征集了 160个农民的签名。请愿书原文如下：

“我们这些在下面签了名的、特里尔行政区所属……县的居民，得悉我们仁 

慈的国王派遣太子殿下前来视察我们的情况。为使殿下免去听取众人逐一申诉 

之劳顿，特委托我们的省议会议员……先生极其恭谨地向殿下，无比仁慈的国 

王的儿子、普鲁士的太子禀告：

(1) 由于我们多余的产品，特别是牲畜和葡菊酒没有销路，我们无力交纳 

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太重的税款;因此.我们恳请大大减轻税负，否则我们就只有 

把全部财产交给税务官了。对此，有附录足以证明(附录内有一位税务官发布的 

关于每收入1塔勒应交纳25银格罗申5分尼税的命令④)《

(2) 但愿殿下不要根据那些不可胜数的髙薪职员、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 

政府临时雇员、文职和军职人员、食利者和实业家的生活水平来判断我们的情 

况。因为我们产品的价格大大下降，所以他们在城市里不必花费很多钱就能过 

非常阔绰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条件在负债累累的农民的可怜的小屋子里是不可 

能看到的，因此相形之下就使得农民非常愤慨。以前这个地方有27个官员，其 

薪金共为29 000塔勒，现在则有63个官员，其薪金共为105 000塔勒，其中还 

不包括领取养老金的退休官员；

(3) 但愿我们乡镇机关的官员能像以前那样直接由普通居民选举产生＞

①

②

③

④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一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尼•瓦尔德奈尔。一，编者注

塔勒和银格罗申是德国的旧银币，根据普鲁士当时的币制，1塔勒等于 

30银格罗申，1银格罗申等于12分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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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税务局的大门在白天不应该一连几个钟头关着，而应该随时开着，使那 

些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而迟到几分钟的农民不致被迫在街头挨冻五六个钟头 

甚至整整~夜，或者在白天受烈日熏烤，因为官员应当而旦必须随时准备为人 

民效劳；

(5) 依据1828年4月28日的法令第12条，水沟边沿两英尺以内的土地禁 

止耕种。违禁者将受到惩罚，最近，《王国行政区政府公报》又于8月22日重申 

了这~规定。我们希望，在穿过境内的大道两側不再执行上述规定，准许土地所 

有者耕种他们的全部土地，直到路旁水沟为止，以免他们的土地遭到道路管理 

人员的侵夺。”

殿下最忠诚的臣民谨上(签名)

这位省议会议员想呈送给太子的这份请愿书，被另一个人收下 

了，这个人满口答应将请愿书转交太子殿下。后来，这份请愿书一直 

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而司法机关倒对这位省议会议员提起了公诉，说 

他是请愿书的起草人，说请愿书含有“对国家法律的无理的、有失恭 

敬的指责”。根据这个指控，这位省议会议员在特里尔被判处六个月 

徒刑并罚交诉讼费。但是后来上诉法院修改了这一处罚，只将上述判 

决中罚交诉讼费这一条保留下来，理由是被告的行为有些轻率，因而 

引起了这场诉讼。而请愿书的内容本身则被认为是完全无罪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次请愿一方面由于太子出巡所抱的目的，另 

一方面由于被告具有省议会议员的身分，必然会在周围整个地区发 

展成极其重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必然会引起公众十分密切的 

关注，那么我们就会明白，这次请愿的结果既不可能激励人们公开而 

坦率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也不可能使人相信当局或许 

还怀有这方面的愿望。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对报刊进行的实际限制，即书报检査机关实 

行查禁的情况，从上文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很少发 

生的，因为很少有人尝试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进行一场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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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书报检査对象的讨论。

某乡镇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没有被县长主持的书报检査机关准许 

发表；在这份记录里除了有一些古怪的言论外，还有一些坦率的言 

论。这次会议是在乡镇委员会里举行的，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则是由 

乡镇长①整理的。这份记录一开头就说道：

“各位先生！摩泽尔河沿岸地区，从特里尔到科布伦茨，从艾费尔髙原到洪 

斯吕克山，在物质上都非常贫困，因为这个地区的居民专靠种植葡萄为生，而由 

于同德意志签定了通商条约，这个行业已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这个地区在精神 

上也是贫困的……”

最后，即使一种公开而坦率的言论突破了上文所说的一切障碍， 

—反常规地被刊登在报纸上，它也会被视为违反常规的现象，并在事 

后遭到取缔。关于这一点，也同样有一件事实可以证明，几年前，波 

恩的官房学教授考夫曼在《莱茵一摩泽尔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摩 

泽尔河沿岸地区葡萄种植者的贫困状况”的文章，在三个月内，各种 

公开发行的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以后该文就被王国行政区政府査 

禁了，而且这个禁令现在实际上仍然有效。

我汄为，关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对12月10日的内阁指 

令，对以该指令为依据的12月24日的书报检查令，以及对报刊从那 

时以来采取的比较自由的行动的态度的问题，已经由这一切提供了 

十分全面的解答。余下的事情是再论证一下我所提出的下列论断: 

“葡萄种植者的悲惨状况长期受上级机关怀疑，他们求助的呼声被看 

作无理取闹”。这句引起争议的话可以分为两部分，即“葡萄种植者的 

悲惨状况长期受上级机关怀疑”和“他们•求助的呼声被看作无理

①雅•施万。---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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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闹”。

依我看来，第一句话用不着再证明了。对于第二句话，即“他们求 

助的呼声被看作无理取闹”，我们不能像总督先生所做的那样，直接 

根据第一句话作出这样的解释:“他们求助的呼声被上级机关看作无 

理取闹。”不过，如果把“上级机关”理解为“官场”的同义语，那么添上 

这几个字也是可行的。

葡萄种植者的“求助的呼声”一语不仅可以作为比喻，而且还可 

以在它的本来意义上使用，这一点可以从上述的全部报道中看出。一 

方面，这种求助的呼声被指责为不讲道理，而对贫困本身的描述又被 

认为过分夸大，并带有图谋私利的恶劣动机，另一方面，处于这种贫 

困境地的人们提出的申诉和请求则被理解为“对国家法律的无理的、 

有失恭敬的指责”——我们的这些看法已经为政府的发H和刑事诉 

讼所证实。其次，一种夸大其词的、曲解实际情况的、因动机恶劣而言 

过其实的、含有对国家法律的无理指责的叫喊，就等于“吵闹”，并且 

等于“无理取闹”，我们的这一论断至少不能认为是无稽之谈或欺人 

之谈。因此，等式的一方最后可以用它的另一方来代替，看来这就是 

合乎逻辑的结论。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2月 

底_1843年1月中

载于 1843 年 1 月 15.17,18.19 
和20 H《莱茵报》第15、17、18、 

19和20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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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种种 

主要弊端（片断）17°

1843年1月寄自摩泽尔河畔。（被中断发表的文章的续篇）。

首先，我们要从特里尔行政区在冯•沙培尔、冯•博德尔施文格 

和冯•拉登堡这几位总督任内发生的一些事实谈起，因为这些事实 

不仅典型地反映了乡镇的财政状况，而且，鉴于政府认为自己在其下 

属官员和被管理者之间所应采取的那种立场,这些事实的意义就显 

得更加重要了。现将若干事实陈述如下。

第一个事实:大约十年前，特里尔的一位县长①由于被指控“怀 

有谋取私利的意图，唆使下级官员进行非法的、使各乡镇财产遭到损 

失的活动，最后竟策划一个真正的阴谋,以图撤销那些抵制这种意图 

的官员的职务”，经一审判决，被判处六个月的监禁。可是，经上诉法 

院裁定，他却被宣告无罪，因为上述指控被认为已超过法定时效期

①古•约•佩尔格。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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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他把事情发生的这种对他说来是幸运的变化，归因于政府方面在 

法庭调査以前预先进行了持续多年的调査，鉴于政府向王国有关的 

部提出了建议，而王国一家高等法院已就针对这位县长进行的法庭 

调査提出了法律审核意见，当地政府向这位县长宣布，根据王国内务 

和警务部的指令，那份建议被认为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作为根据，因而 

不能予以批准。政府在宣布上述情况时，还附带作了如下说明：

“我们坚信，您今后一定会下决心认真地、谨慎地、积极地履行您的职责，以 

此贏得您的上级机关的赏识和嘉许，并且在各方面都不辜负上级机关迄今为止 

对您的信任，”

最后，我还要补充说明一下，看来他确实没有辜负这种信任，因 

为他后来获得了一枚勋章。

第二个事实•.大约在九年前，一个后来被判处六年强迫劳动的法 

警M®采用行贿手段，使莱文的葡萄种植者黑勒斯屡次遭到不利的 

判决;黑勒斯因落入一个犹太人之手而家业衰败，由于他无力偿付债 

款，那位法警便下令强行拍卖他的地产。在指定的拍卖日期即将到来 

之际，黑勒斯向政府递交了一份申请书，请求政府授权乡村贫民院管 

理处，让人把在报纸上宣布拍卖所得的、用作抵押担保的款项1 000 

塔勒交给他本人。因为有些人对这个不幸者表示关心,所以政府立即 

责成上述管理处提出审核意见。这一意见是由会计师兼监察员E© 

拟定的，政府根据这一意见，对申请者作出了否定的答复。这一切都 

是在强行拍卖的那一天发生的;而几乎就在送出审核意见的同一时 

刻，E坐上了自己的车子前往施韦希的拍卖现场。在抵达那里以后，

① 安•马里昂。——编者注

② 埃斯育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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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佯称要为维护黑勒斯一家的利益而进行拍卖，这样一来，当时就没 

有一个人敢于报价了，于是全部地产便以估算价格，即相当于原价值 

f的金额，卖给了他。次日，黑勒斯去找E,打算就自己的事情同他进

行商谈，并对他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然而，使黑勒斯感到十分震 

惊的是，E竟然以轻蔑的言辞对表示拒绝，并且声明，那份地产是 

他在拍卖中为自己买下的，他绝不愿放弃自己已经到手的利益。政府 

方面在接到对这种做法提出的控吿以后,只是对原告训斥一番了事。

第三个事实：1832年，当我们这个地区也面临着霍乱流行的威 

胁时，魏斯基尔辛乡根据乡镇委员会的决议，以40塔勒的价格买下 

一块地皮，准备用来作为墓地，安葬那些霍乱病死者。在购地契约中， 

曾明确地提出下列条件:如果日后霍乱没有流行，那么，这块为防不 

测而买下的、届时将不再需要的地皮仍然归还原主。后来，当霍乱流 

行的威胁已经消除时，乡镇委员会再次作出决议，规定一旦旧的墓地 

不敷需用，则在那片同当时新建的教区礼拜堂毗连、归神父使用的教 

会土地上开辟新的墓地。旧的墓地位于旧礼拜堂四周，而在新礼拜堂 

建成之后，旧礼拜堂已被拆除，这样一来，旧的墓地面积也就随之显 

著地扩大，开辟新的墓地就不再是当务之急了。按照规定，旧的墓地 

继续让神父使用，作为对他让出上述教会土地的补偿。对于这一点， 

神父已表示同意。可是尽管如此，乡镇长在乡镇委员会没有决定向他 

授权的情况下，仍然下令由乡镇出钱在那块花费40塔勒买下的、原 

定用作霍乱病死者墓地的地皮四周修筑一道围墙。这笔费用已经列 

入预算，并已从乡镇资金中支付。对于这种做法，乡镇居民怨声载道， 

他们递交了一份又一份请愿书，但一切努力都毫无结果，因此，这一 

整片由几个村庄组成的教区的全体乡镇代表最后便前往特里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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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亲自向政府总督提出申诉。因为总督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依据 

的是梅尔齐希县长的报吿，而按照公务处理程序，那位县长的资料又 

来源于乡镇长的报告，所以，总督先生便把代表们看成是一些纠缠不 

休、顽固执拗的闹事者，并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他们的看法是不符 

合事实的。后来，乡镇代表甚至建议政府设立一个委员会，到当地去 

调査事实真相，其费用由下属地区承担；然而，连这样一个建议也遭 

到了拒绝。这时，恰好那块地皮卖主的一个已成年的孩子提交了一份 

关于财产分割问题的诉状。他把那块已经以40塔勒的价格出售的、 

面积为1. 5摩尔根的地皮也纳入了财产分割的范围，同时，根据上文 

所提到的出售条件，他宣称那笔已经达成的交易无效。而法院指定的 

三名鉴定人则宣布，那块有争议的地皮是不可分割的；于是，这块地 

皮就被公开拍卖，而在拍卖时报价的只有原先的卖主和乡镇长，此外 

别无他人。那位一起报价的地皮原主认为，乡镇长是受县长的委托， 

不惜一切代价来求购上述地皮的，因此他把地皮的价格抬髙到1700 
塔勒，而这块地皮最后就以这样的价格拍板成交，卖给了代表乡镇前 

来购地的乡镇长。这样一来，乡镇就要为那片新的墓地连同围墙的修 

建费用支付2400塔勒，这里还没有将那笔数量十分可观的诉讼费计 

算在内；如果乡镇在它同地皮原主之间进行的、当时还悬而未决的诉 

讼中败诉，那么，还会有更多的诉讼费要由乡镇来承担。而当初如果 

让乡镇使用自己的劳力和自己的车辆,动用自己的材料，在那片通过 

交换而获得的、同新的教区礼拜堂毗邻的墓地四周修筑一道围墙，那 

么，乡镇为这片墓地最多只需花费200塔勒。因此，当乡镇长于1841 
年关闭旧的墓地，并发布命令•要求人们从此以后在新的墓地安葬死 

者遗体的时候，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不久以后举行的一次丧葬活 

动中，教区成员全都前来聚会，无一例外;尽管乡镇长百般劝说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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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兵到场，他们仍然在旧的墓地安葬死者遗体，并声称他们已经向国 

王反映了意见，在使用新的墓地以前，他们将等候国王的回音。乡镇 

长针对这种违抗行为立了专案，结果，法庭进行了调査，有九个居民 

遭到拘捕，其中还有一个是乡镇代表。不过，这些人被拘留三天之后 

便交保释放，后来仅仅交纳了少量的罚金。

当时的总督冯•沙培尔先生认为事关重大，必须亲临现场。在那 

里，他大概也确信旧的墓地是能够满足需要的。可惜那时已为时太 

晚，先前发生的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了。

乡镇居民曾请求政府把乡镇长调走，并给他们派一个深承众望 

的人来接替这个职务。政府对这一请求作了如下答复:如果不必减少 

乡镇长的薪金，政府可以调动乡镇长的职位;不过，决不能把这次调 

动看成是一种惩罚，相反，进行这次调动，仅仅是因为乡镇长未能获 

得居民所给予的、为进行管理工作所必不可少的信任。后来，政府派 

来接任这一职务的井不是大家所期望并向政府指明的那种人，而是 

一个曾因类似的滥用职权行为受到自己原先的被管理者指控的乡镇 

长，此人在两年前被撤职，最后只是由于证据不足才宣告无罪。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2月 

底一最迟1843年1月26日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卡尔•海 

因岑《普鲁士的官僚制度»1845 
年达姆施塔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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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 

《科隆日报r

科隆1月3日。《科隆日报》在12月31日发表了~篇注有“莱比 

锡27日”字样的通讯，这篇通讯几乎是用一种欢呼的语调报道了《莱 

比锡总汇报》被査禁的消息。可是在昨天这里收到的《国家报》上，査 

禁这家报纸的内阁指令所署的日期却是12月28日。这个谜容易解 

开，只要说明下列情况就够了：《莱比锡总汇报》被査禁的消息是12 

月31日从这里的邮局收到的，而《科隆日报》认为不但可以编造出一 

篇通讯，而且还可以编造出一名通讯记者，并且硬把它自己的声音说 

成是从可爱的莱比锡市发出的。《科隆日报》的“商人式的”幻想是如 

此“精明圆滑地”混淆了概念。这种幻想把《科隆日报》报馆搬到莱比 

锡去了，因为《莱比锡总汇报》报馆不可能设在科隆。如果《科隆曰 

报》编辑部在比较冷静的考虑之后，还妄图为自己的幻想把戏辩护， 

说它是确凿的真情实事，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再报道一件与这篇神秘 

的莱比锡通讯有关的事实了，这件事实

“完全越出了礼貌的界限，甚至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中庸而慎重的人”都会认 

为，“这是一种不可理解的轻率举动”，

至于说到《莱比锡总汇报》被査禁这件事，我们已发表了我们的 

意见。我们承认《莱比锡总汇报》被指摘的那些缺点并不是纯粹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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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我们认为，这是由人民报刊的实质本身所产生的一些缺点，因 

此，如果人们还打算容许报刊有一个发展过程，那就应该容许它在发 

展过程中产生这些缺点。

《莱比锡总汇报》并不代表德国所有的人民报刊，但它是这种报 

刊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在人民报刊正常发展的情况下，构成人民报 

刊实质的各个分子都应当首先各自形成自己的特征。这样，人民报刊 

的整个机体便分成许多各不相同的报纸，它们具有各种不同而又相 

互补充的特征，例如，一家报纸如果主要关心政治学，另一家则主要 

关心政治实践，一家如果主要关心新思想，另一家则主要关心新事 

实。只有在人民报刊的各个分子都有可能毫无阻碍地、独立自主地各 

向一面发展，并使自己成为各种不同的独立报刊的条件下，“好的”人 

民报刊，即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报刊才能 

形成。那时，每家报纸都会充分地体现出真正的道德精神，就像每一 

片玫瑰花瓣都散发出玫瑰的芬芳并表现出玫瑰的特质一样。但要使 

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不从外部为它规定任何使命，必须承 

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 

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 

脱的。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1月 

3 H

载于1843年1月4日《莱茵报》 

第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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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报刊和坏报刊171

科隆1月5日。关于“好”报刊和“坏”报刊的区别，我们已经听到 

过一些抽象的言论。现在让我们用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这种区别吧 ！

1月5日的〈＜埃尔伯费尔德日报》在一篇注明写于埃尔伯费尔德 

的文章中以“好报刊”自诩。1月5日的《埃尔伯费尔德日报》同时又 

刊登了这样一则简讯：

“柏林12月31日。此间对《莱比锡总汇报》被査禁一事，整个说来没有什么
O 0 O O

反应。”

相反，《杜塞尔多夫日报》却同《莱茵报》一致，它报道说：

“柏林1月1日U莱比锡总汇报》被断然査禁一•事，在这里引起了年才:哮轰 

动，因为柏林人都非常喜欢读这份报纸……”

请看，究竟哪一种报刊，“好”报刊还是“坏”报刊，才是“真正的” 

报刊！哪一种报刊说的是事实，哪一种报刊说的是希望出现的事实！ 

哪一种报刊代表着社会舆论，哪一种报刊在歪曲社会舆论！那么，哪 

一种报刊应该受到国家的信任呢？

«科隆日报》的声明①不能使我们满意。它“几乎是用一种欢呼的

①指1843年1月5日《科隆日报》第5号刊登的文章《〈莱比锡总汇报〉的 

杏禁和〈科隆日报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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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调”报道了《莱比锡总汇报》被査禁的消息，对此我们曾发表评论； 

而它在对我们这篇评论的答复中却只谈有关日期的问题，甚至只谈 

一处刊误的问题，《科隆日报》自己想必也明白，在“这个谜容易解开， 

只要说明下列情况就够了：《莱比锡总汇报》被査禁的消息是12月 

31日从这里的邮局收到的”这段话中，有关的日期应该是“12月30 
日”;只是由于刊误才出现文中的那个日期。《莱茵报》，还有《科隆日 

报》正是在12月30日中午从这里的邮局收到这个消息的，必要时我 

们可以证实这一点。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1月 原文是德文

5 0

载f 1843年1月6日《莱茵报》 

第6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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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172

科隆1月7日。被奥格斯堡《总汇报》用外交辞令称为中庸报纸， 

即能力平平常常、性情非常平和、智力极其平庸的报纸的一家莱茵报 

纸①,歪曲了我们所说的“《莱比锡总汇报》是德国人民报刊的一个必 

要组成部分”这句话，把它解释为好像我们是说:谎言是报刊的一个 

必要部分。这家中庸报纸从我们的论断中摘出一个句子，而不屑于把 

它那崇髙而可敬的注意力用到我们在那篇和前一篇文章所作的论述 

上，对于这种做法,我们并不十分介意。正如不能要求任何~个人跳 

出他自己的躯壳一样，我们也不能要求个人或政党跳出他们自己的 

精神躯壳，要求他们大胆跳出自己的智力界限。而对于那种把自己的 

局限性当作宝贝看待的政党来说，我们更不能这样要求。所以，我们 

并不准备研究平麻的精神王国的这位居民为驳倒我们而应该做些什 

么，我们只想研究这位居民的实际行为。

首先，《莱比锡总汇报》过去的罪过被一一列举出来:它在汉诺威 

事件u9中的所作所为、它所进行的反对天主教的派别论争in（原来 

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②试问我们这位朋友是不是也把那种性质

① 指《莱茵~嘩泽尔日报》，“中庸”一词见1843年1月3日奥格斯堡《总 

汇报》第3号上刊登的古•科尔布的文章《海尔维格》。——编者注

② 忒伦底乌斯《安德罗斯岛的姑娘》第1幕第1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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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相同而只是矛头所向相反的行为视为《慕尼黑政治论丛》①的深 

重罪孽呢?）、它散布的流言蜚语等等。于是，我们不禁想起了阿尔丰 

斯•卡尔主编的《黄蜂》杂志上的一句妙语。这句妙语是:基佐先生说 

梯也尔先生是卖国贼，而梯也尔先生则说基佐先生是卖国贼，遗憾的 

是，二位说的都对。如果所有的旧式德国报纸都互相指责彼此过去的 

罪过，那么，诉讼就只会围绕着表面问题兜圈子:这些报纸是由于自 

己的行动而犯下罪过呢，还是由于自己没有行动而犯下罪过?我们倒 

很愿意承认，同《莱比锡总汇报》相比，我们这位朋友具有这样一种无 

害的长处:它过去不仅不是一种恶劣的存在，而且根本就没有显示过 

自己的存在。

但是，我们那篇遭到责难的文章并不是谈《莱比锡总汇报》过去 

的特性，而是谈它现在的特性；虽然用不着说，我们将同样认真严肃 

地反对査禁《埃尔伯费尔德日报》、《汉堡记者》或是在科布伦茨出版 

的《莱茵一摩泽尔日报》，因为合法的地位不应该由于个人的道德品 

质或者甚至由于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宗教观点而有所变更。相反，人们 

一旦使报刊的存在取决于它的思想，报刊就无疑会处于非法地位了。 

因为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部思想法典和一所思想法庭。

这家“中庸”报纸指责最近一个时期的《莱比锡总汇报》捏造事 

实、歪曲真相、散布谎言。因此，这家报纸义愤填膺地谴责我们把谎言 

视为人民报刊的必要因素。然而，如果我们真的承认了这个可怕的结 

论，如果我们确实说过谎言是人民报刊、尤其是徳国人民报刊的必要 

因素.那又会怎样呢？我们指的不是有关思想的谎言，不是精神意义 

上的谎言,而是有关事实的谎言，即物质意义上的谎言。用石头砸死

①BP《天主教德国历史政治论丛Ï杂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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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用石头砸死它！——这家信奉基督教的报纸会这样大叫大嚷。用 

石头砸死它！用石头砸死它！——大家也会随声附和地叫起来。但 

是，我们且不要操之过急，让我们来看一看事情的实际状况，而不要 

成为玄想家;我们可以证明，我们这位朋友决不是玄想家。请这家“中 

庸”报纸把审视的目光投向自己的各个栏目吧，难道它不是同《普鲁 

士国家报》以及德国和全世界的所有报纸一样，每天都在报道来自巴 

黎的谎言，报道有关法国内阁即将更替的流言蜚语，以及巴黎某家报 

纸所编造的、而在次日或一小时后便会被推翻的种种欺人之谈吗?也 

许《莱茵一摩泽尔日报》认为，有关事实的谎言在英国、法国、西班牙、 

土耳其各栏是必要的因素，而在德国或普鲁士栏内却是应受诅咒的、 

罪该万死的违法行为《,这是哪里来的两把尺子、两杆秤？这是哪里来 

的对真理的两重看法？为什么同一家报纸在这一栏可以像长舌妇那 

样信口胡说，而在另一栏里却必须像官方公报那样做到言之凿凿、无 

可辩驳呢？这显然是因为:对于德国报纸来说，应该存在法国、英国、 

土耳其、西班牙的时间性，而不应该存在德国的时间性;对于德国报 

纸来说，只应该存在徳国的无时间性。可是，那些使人们把对于一切 

正在发生的时事、特别是对于正在发生的当代史的注意力、炽热的兴 

趣和戏剧性的专注心情从外国转向祖国的报纸，难道倒不应该受到 

赞扬，而且是从国家观点出发受到赞扬吗?姑且假定这些报纸激起了 

不满和愤慨吧!但它们所激起的毕竟是德国的不满和徳国的愤慨，它 

们终归使同国家疏远的人心又转向国家了，尽管在初期回转的人心 

是激动的、愤慨的！它们不仅激起了不满和愤慨，而且还激起了忧虑 

和希望、欢乐和悲哀，首先，它们唤起了人们对国家的真正关心，使国 

家成为它的成员萦绕于怀、深切关注的东西。它们使柏林、德累斯顿、 

汉诺威等城市取代彼得堡、伦敦、巴黎而成为德国政治精神领域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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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比起把世界之都从罗马迁到拜占庭来，这是一个更值得颂扬的 

业绩。

德国和普鲁士的一些报纸给自己确定了这样的目标:要使德国 

和普鲁士成为德国人和普鲁士人注意的中心，要把国家由神秘的、僧 

侣式的东西变成公开的、人人了解个个有关的尘世的东西，要使国家 

变得与公民血肉相联;如果这些报纸在报道事实的可靠性方面比不 

上法国和英国的报纸，如果它们的报道往往显得笨拙而又虚假，那 

么，请想一想，德国人只是凭道听途说才了解自己的国家的，关闭的 

门户并不是透明的玻璃，而秘密的国家组织也并不是公众的国家组 

织;请不要把这种完全属于国家的缺陷说成报纸的缺陷吧，何况这些 

报纸正在力求弥补这种缺陷。

因此，我们再重说一遍:“《莱比锡总汇报》是徳国人民报刊的一 

个必要组成部分。”该报主要是满足对政治事实直接感兴趣的人的要 

求，而我们则主要是满足对政治思想感兴趣的人的要求，自然，事实 

并不排斥思想，思想也并不排斥事实，而这里涉及的正是报刊的最主

要的特性，即互不相同的特征》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1月 

7 □

载于1843年1月8日《莱茵报》 

第8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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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邻”报的告密171

科隆1月9日。如果“好”报刊不想在目前对我们的围攻中显露 

身手，那就简直违反常理了。在这些报刊中，打头阵的是奥格斯堡的 

女先知户勒大①，我们将在最近同她交锋，作为对她的第二次挑战② 

的回答。但是，今天我们要同我们那位伤残的邻居、最值得尊敬的《科 

隆日报》论争一场！总是碰上它，真是烦死人！

首先，我们要说“几句开场白”，或“几句开场时的道白”，以便在 

说明这家报纸今天所发表的告密书③之前提醒大家注意。我们要谈 

的是一件妙不可言的趣事，那就是《科隆日报》用什么方法力求获得 

政府的“器重”，它怎样实现与“任性”相反的“真正自由”，它怎样善于 

从内部给自己划定“界限”。好心的读者也许还记得，《莱茵报》第4号 

曾直截了当地指责《科隆日报》伪造了一篇莱比锡通讯，这篇通讯几 

乎是用一种欢呼的语调报道了议论纷纷的査禁事件;我们同时还曾 

好意地奉劝《科隆日报》不要那么煞有介事地为这个文件的真实性辩

① 栺奥格斯倦《总汇报h——编者注

② 指1843年1月4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4号刊登的古•科尔布《为 

［李希特尔］〈等级会议报告和《莱茵报》〉一文加的编后记》。——编 

者注

③ 指1843年1月9日《科隆日报》第9号刊登的《普鲁士的新闻出版状

况》一文》---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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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了，我们明确地瞀吿它说，否则我们就不得不再公布一件“与这篇 

神秘的莱比锡通讯有关的”令人不快的事实了。好心的读者也许还记 

得《科隆日报》1月5日所作的畏畏缩缩、支吾搪塞的答复①和我们 

在第6号上所给予的第二次反驳，还记得《科隆日报》在此以后奉为 

上策的“痛苦的沉默”。我们当时所指的就是下面的事实：《科隆曰 

报》在《莱比锡总汇报》的一篇报道中找到了査禁该报的根据，说这篇 

报道

“完全越出r礼貌的界限，甚至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中庸而慎重的人都肯定 

会认为，这是一种不可理解的轻率举动”。

十分明显，这里指的是发表海尔维格的信174这件事。如果《科隆 

日报》自己在说这话的前几天没有打算公布海尔维格的信，如果它的 

这个良好愿望不是因为遇到“从外部”给它划定的“界限”而化为泡 

影，那么，人们也许还可以同意《科隆日报》的上述意见。

我们说这些话决不是想要责备《科隆日报》怀有不忠顺的意图， 

但是我们应当让读者作出裁断:如果有人指责自己的近邻犯了应该 

处以死刑的罪行，而这正是他自己也曾打算去做、只是由于外来的阻 

碍才没有亲自做成的事,试问这种指责是不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谨慎 

举动呢？难道这不是完全越出了礼貌和公共道德的界限吗？这样说 

明以后，人们也许就可以明白，《科隆日报》今天用告密书来回答我们 

是居心叵测的。它说：

“那里〈《莱茵报》上 > 发表了这样一种观点，说报刊之所以用异常尖锐的、几

①指1843年1月5日《科隆日报》第5号刊登的文章《〈莱比锡总汇报〉的 

查禁和〈科隆H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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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是侮辱性的，总之是令人X快的语调对普鲁士说话，是希望用这种方式引起 

政府的注意，使政府醒悟过来，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原因，因为据说人民已经OOOOOOOO
远远超越现存的国家形式，这些国家形式的弊病就在于徒有虚名 > 人民和报刊 

不相信这些机构，更不相信这些机构会从内部得到发展

（〈科隆日报》在说完这段话以后喊道：

“一边发表这样的议论，一边还不断抱怨没有足够的新闻出版自由，这难道 

不令人惊奇吗？既然能够当面对政府说，‘一切国家机构都是废物，甚至不宜用 

来作为向某种较好的机构过渡的阶梯7,那么，还能要求比这更大的自由吗？”

首先我们应该就引证的方法取得一致意见。那篇引起讨论的文 

章①的作者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报刊偏偏用这种尖锐的 

语调来对待普鲁士呢?他回答说:“据我推测，原因主要应当在下列情
o o O O

况中寻找。”他并没有像《科.隆日报》强加于他的那样，声称没有任何 

别的原因存在，相反，他是把自己的看法仅仅作为他的推测，作为他 

个人的意见来加以叙述的。作者接着承认（这一点《科隆日报》一字未 

提）：“1840年的高潮曾部分地波及国家形式，试图给国家形式注入 

充实的内容和生命”。但是人们可以感到，“人民精神实际上绕过了这 

些国家形式,它几乎没有触及它们，甚至对这些国家形式为实现进一 

步发展所起的过渡作用，它也几乎还不可能加以认识或注意' 作者
oooooo OO o O

接着说:“我们暂不讨论这些国家形式是否有权存在的问题;然而可 

以说，人民和报刊并不是充分地相信这些机构，更谈不上充分地相信 

这些机构有可能自下而上地得到发展。”《科隆日报》把“并不是充分
ooooooo OO OO

地相信”改成了“不相信”，并旦删去了引句的后半句中“自下而上”这
O

①1843年1月6日Î莱茵报》第6号刊登的《普鲁士的新闻出版》一 

文。---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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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字，这就根本改变了原文的意思。

我们的作者接着说，报刊之所以经常面对政府说话，是因为“看

来问题仍在于使人民有可能自由地、公开地、有力地向政府表明自己 

正当的伦理意志、热切的愿望和需要的那些形式本身'现在，我们可 

以归纳一下上述引文的内容，难道这篇引起讨论的文章是像《科隆曰 

报》所断言的那样，“当面对政府”宣称“一切国家机构都是废物，甚至 

不宜用来作为向某种较好的机构过渡的阶梯”吗？

难道这篇文章是说问题在于一切国家机构吗？问题只在于使“人 

民的意志”有可能“自由地、公开地、有力地”表达出来的那些国家形 

式。到最近为止，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形式在起着这种作用呢?显然， 

只有省等级会议51。然而，难道人民特别相信这些省等级会议吗？难 

道人民期待过它们能得到合乎民意的大规模的发展吗？难道忠顺的 

毕洛夫-库梅洛夫认为它们真正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吗?175不仅人民 

和报刊，就连政府自己也承认我们还缺乏某些国家形式，如果不承认 

这一点，政府有什么理由来建立新的国家形式，即“委员会”1S1呢？但 

是，现在这种形式的委员会也还不够，不仅仅我们这样说，连一位委 

员会的委员也在《科隆日报》上发表过这样的意见。

作者接着肯定说，国家形式，正是作为形式，还与自己的内容相 

对立，而人民精神在这些形式中也就不像在它自己的形式中那样感 

到“自在”，它不承认这些形式是自己生命的形式;这种说法只不过 

是重复普魯士境内和境外的许多报纸，而主要是保守的作家们所说 

过的话而已。他们说:官僚势力还是太强大，所以过着真正国家生活 

的并不是整个国家，而只是国家的一部分即“政府”。至于目前的国家 

形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做到一方面以生动的内容充实•自己，另一 

方面又把那些可以用来补充不足的国家形式吸收进来，对于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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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回答，《科隆日报》应该在我们那篇联系我们的整个国家组织来 

考察省等级会议和省等级委员会的文章中寻找①，在那里，《科隆曰 

报》会找到连它那样的智力也能理解的说明。“我们并不要求在人民 

代表制的问题上撇开现实地存在着的差别，相反，我们要求从国家内 

部结构所造成和决定的那些现实差别出发。”“我们只要求坚持不懈 

地、全面地健全普魯士的基本机构，我们要求人们不要突然离开现实 

的、有机的国家生活，而重新陷入不现实的、机械的、从属的、非国家 

的生活领域。”（1842年《莱茵报》第345号）而可敬的《科隆日报》把 

我们的话硬说成什么呢一切国家机构都是废物，甚至不宜用来作 

为向某种较好的机构过渡的阶梯! ”人们几乎要产生这样的印象：《科 

隆日报》似乎相信，只要把自己怯儒而又荒唐地幻想出来的无耻谎言 

硬加在别人头上，就可以弥补自身勇气的不足。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1月 

9曰

载于1843年1月10 口£莱茵 

报》第10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①见本卷第329—345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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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奥格斯堡《总汇报》编后记176

如果《莱茵报》编辑部想用奥格斯堡《总汇报》所用的那种方式给

前面这篇通讯加上编后记，那么,鉴于该报如此盛情地把《莱茵报》看

作“毕斯托”军曹，我们就只能让它自己在“桃绿蒂”和“快嘴桂嫂”两 

人之间进行选择了。至于它那具有男子气的信条，我们却要到这两位 

女士的朋友福斯泰夫那里去找：

“荣誉激励我奋勇向前，可是，假如当我奋勇向前时，荣誉使我受到伤害呢？ 

那又怎么办？荣誉能替我重装一条腿吗？不能！能重装一条胳膊吗？不能。能 

让伤口不痛吗？不能。那么荣誉一点不懂得外科的医术吗？不懂。荣誉是什么？ 

是一个词。荣誉这个词含有什么内容？这荣誉是什么东西？空气。好聪明的算 

计！荣誉属丁-谁呢？上星期三死去的那个人。他感觉到荣誉没有？没有。他听 

见荣誉没有？没有。那么荣誉是不能感觉的码Î对于死人是不能感觉的。可是 

它不会和活着的人同在一起吗？不会。为什么？ f劈不容许它存在。这样说来， 
我不要什么荣誉，荣誉也不过是一块铭旌；我的教°义°问答也就这样结束了。”①

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政治教义问答也是这样结束的，它也是 

这样提醒“报界”，说在紧急时期可能会失去胳膊和腿，它也是这样诽 

谤荣誉，因为它已经放弃了一切可能会遭到诽谤的荣誉。

奥格斯堡《总汇报》答应过要同我们进行一场原则斗争177,它履 

行了这个诺言。它在同我们交锋时提出的是无原则的东西，而这就是

①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5幕第1场。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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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原则；它不时向我们表示愤慨，散布小小的怀疑，企图作些小小 

的更正，由于取得一些小小的成就而摆出妄自尊大的面孔，妄想倚老 

卖老高人一等。对于它最后这一要求，即要求谋得老将的称号.我们 

不妨用德萨米先生对卡贝先生说的一段话来相赠：

“清卡贝先生不要气馁.有了这么多封号，不久他准能搞到荣誉养老金！ ”①

这个奥格斯堡女人是靠计算错误，靠犯时代错误而生存的。她已 

丧失了她往昔所具有的唯一的东西，即形式，甚至丧失了文学风格这 

一形式。一种庸俗的、冗长的、傲慢的、无定形的东西代替了它，而谁 

也不会因为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看到“吹牛先生”这种陈词滥调和 

“把自己吹成牛的青蛙”这种比喻，就认为这些东西风雅。

疗•马克思写于1843年1月 

9-11日之间

载于1843年1月12日《莱茵 

报》第12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①泰•德萨米《卡贝先生的诽滂与政治。根据事实和他的传记作出的反 

驳》1842年巴黎版第7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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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日报》的告密和 

《莱茵一摩泽尔日报》的论争172

科隆1月11日。

“我的朋友，我看到您额头阴云笼罩，

吿诉我，义拉斯特，您是否不欢迎我在此时来到？

您怎么了？到底有什么烦恼？

我一来就听到您在叹息，什么事使您如此心焦? ”①

首先把这些话赠给与我们为邻的“科隆人”！《科隆日报》并不详 

谈它的“所谓告密书”，它避而不谈这个主要问题，而一味埋怨人家在 

这个场合没有以极其愉快的方式把“编辑部”卷进这场论争。但是，亲 

爱的邻居，既然《科隆日报》的记者可以把我们的一篇柏林通讯同（〈莱 

茵报》等量齐观，那么，为什么《莱茵报》就不可以把《科隆日报》的作 

为回答的莱茵通讯同《科隆日报》等量齐观呢？现在来谈谈关于事实 

的问题：

“它〈《莱茵报》〉不是指责我们所造成的事实，而是指责我们酌意图!”

我们不仅指责《科隆日报》的意图，而且还指责表现出这一意图

①莫里哀《讨厌的人》第1幕第5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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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实。对《科隆日报》来说，这个事实，即发表海尔维格的信这件事， 

由于外部的偶然性而变成了意图，虽然在这之前该报的意图已经变 

成事实了。任何被阻挠而未能实现的事实始终只是意图，但难道因此 

就可以不对这件事实负法律责任吗？打算在那种阻碍自己的行为实 

现，使行为不能变成行动，而只能变成行动的意图的偶然性中为自己 

的行为寻找辩护的理由，这无论如何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美德。但是我 

们的忠顺的邻居提出了问题，当然，它不是向《莱茵报》发问，它揣揣 

不安地怀疑《莱茵报》，认为该报在作出答复时，不会由于邻居采取了 

“正直和认真的态度”而轻易地“陷入窘境”;我们的邻居提问的对象 

是“可能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应该怎样来评价这家报纸所受的吁寧〈正 

确地说应当是：为反对怀疑而作的辩白〉的那一部分为数不多的公 

众”》《科隆日报》问道:《莱茵报》从哪儿知道“我们除了这个意图〈即 

想登载海尔维格的信的意图〉就没有另外的〈无法证明的〉意图，即我 

们还要对该信作者的幼稚而狂妄的行为加以应有的斥责呢”？可是， 

《科隆日报》又从哪里知道《莱比锡总汇报》发表海尔维格的信的意图 

是什么呢？为什么《莱比锡总汇报》就绝不可能怀有抢先报道新闻的 

无害意图呢？为什么它就绝不可能怀有把这封信直接交给杜会舆论 

评判的诚恳意图呢？我们想给我们的邻居讲一则轶闻。罗马曾禁止 

印刷古兰经。然而一个狡猾的意大利人想出了对付的办法。他出版 

了一本驳斥古兰经的书，封面题名为《驳古兰经》，而里面却纯粹是古 

兰经的翻版。难道一切异教徒不是都善于玩弄这种花招吗？瓦尼尼 

在他宣布无神论的《世界剧场》一书里尽管认真细致而又洋洋洒洒地 

写下了各种反驳无神论的论据，难道他不是仍被烧死了吗?难道伏尔 

泰不是在他的《终于得到解释的圣经》一书的正文中宣扬不信教，而 

在注解里却又宣扬信教吗?有谁相信过这些注解具有净化的效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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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敬的邻居最后说：

“然而，即使我们有这种意图，难道就可以把我们发表这封本来就已为大家 

所知道的信的做法同最早公布这封信的行动相提并论吗？”

但是，最亲爱的邻居，其实《莱比锡总汇报》所发表的也只是已经 

流传着许多副本的信而已。“的确，少爷，您太吹毛求疵了/’①

在1832年8月15日即圣母升天节那天发布的教皇至圣通谕 

中，可以读到这样的语句：

“主张让每一个人都享有信仰自由，这是荒谬之论(Deliramentum))而新闻 

出版自由则更令人深恶痛绝。”

这一警世之言把我们从科隆带往科布伦茨，带到那家“中庸的” 

报纸，即《莱茵一摩泽尔日报》那里。如果以这段引言为根据，那么这 

家报纸为反对我们捍卫新闻出版自由而发出的哀号也许就可以理解 

而且无可非议了，但是，这样一来,该报自命为“报刊的非常热情的朋 

友”的声明就显得十分奇怪了。今天从该报“中庸”栏里跳出的固然不 

是两头狮子，然而是一张狮皮和一件狮子的修道服。我们要从自然史 

方面对它们加以必要的注意。第1号作者在文中倾诉了衷情：

“它〈《莱茵报是以这样一种忠顺的形式进行斗争的：它一开始就向我们 

保证说，为了维护它所悉心关注的‘合法的地位'，它甚至会起来反对査禁《莱 

茵一摩泽尔日报》。如果这位为一切被压制的新闻出版自由而斗争的骑士不是 

在同一时刻脱口而出，突然辱骂众所共知在我国早巳真正被査禁的《慕尼黑历 

史政治论丛》②，那么，它所作的保证对于我们来说倒真是一种抬举和安慰。”

①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3幕第1场。——编者注

② 即《天主教德国历史政治论丛》杂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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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就在《莱茵摩泽尔日报》对报纸上出现的有关事实 

的谎言作出判决的同时，该报事实上却正在散布谎言!这里所影射的 

那段话原文是这样的首先，《莱比锡总汇报》过去的罪过被一一列 

举出来，它在汉诺威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它所进行的反对天主教的派 

别论争（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试问我们这位朋友是不是也 

把那种性质完全相同而只是矛头所向相反的行为视为《慕尼黑政治 

论丛》的深重罪孽呢? ”①这段话提到了《慕尼黑政治论丛》曾进行反 

对新教的“派别论争”。但是，难道我们是用这一点来证明对它的査禁 

是正当的吗？既然我们在《慕尼黑政治论丛》上看到的“只是矛头所向 

相反”但“性质完全相同的行为”，而我们在谈到《莱比锡总汇报》时曾 

说这种行为不能成为査禁的理由，那么，我们又怎么可能试图用这种 

方式来证明对《慕尼黑政治论丛》的査禁是正当的呢？恰恰相反！我 

们是让《莱茵一摩泽尔日报》凭着良心回答:它是否认为同一种行为 

一方面可以用来证明査禁是正当的，而另一方面却又不能用来证明 

査禁是正当的呢？也就是说，我们向它提出了这样的质问，它所作的 

判决究竟是针对这种行为本身，还是仅仅针对这种行为的方向呢? 

《莱茵一摩泽尔日报》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它回答说，它不像我们那样 

谴责宗教方面的派别论争，它谴责的只是那种胆敢维护新教的派别 

论争。既然我们在针对《莱比锡总汇报r最近刚刚”被査禁一事而为 

该报辩护的同时,可以同《莱茵~摩泽尔日报》一起提到《莱比锡总汇 

报》反对天主教的派别论争.那么.难道我们就没有权利不同《莱茵一 

摩泽尔日报》一起提到“早已被査禁的”《慕尼黑政治论丛》的派别论 

争吗？由此可见，第i号倒是满怀好意，他给我们用来说明报纸上出

①见本卷第400—401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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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有关事实的谎言是情有可原的那些理由又加上了一条新的理 

由。我们所列举的理由是:“国家的公开性不强”，“日常的”、公开的、 

不同往常的“政治思想”“还不成熟”，“正在发生的当代史”的特征;而 

第1号又加上T—条:大部分德国报刊事实上智力低下。《莱茵一摩 

泽尔日报》以自身为例，证明了不真实的思想必然地、不由自主地要 

捏造不真实的事实，即歪曲真相、制造谎言。

现在，我们来谈谈第2号，即狮子的修道服，因为在这里，第 

1号提出的其他种种论据被陈述得更加混乱。狮子的修道服首先向 

公众吐露了它那令人不感兴趣的心情，说它本来估计我们会“大发 

雷霆”，而我们却作出了一种“看来是平和的、豁达大度的回答'但 

是，在它对这种“意外的宽恕”表示的谢意中，却渗进了一层令人 

懊恼的疑虑：

“不知那种意外的宽恕实际上应当被视为性情温和的表现,还是精神不愉 

快和倦怠的结果'

我们不打算向我们这位虔诚的先生解释，牧师的愉快可能真的 

会成为精神不愉快的原因，我们打算现在就来谈谈“那篇引起讨论 

的反驳文章的内容”。这位虔诚的先生承认他“可惜不能隐瞒”如下 

的事实，即凭他那“最平庸的智力”来看，《莱茵报》“只不过企图 

用空洞的辩论来掩饰自己的狼狈处境罢了”。而且，为了在任何时刻 

都不致使人产生“伪装”恭顺或谦逊的印象，这位虔诚的先生随即 

就用最使人信服的、最无法反驳的实例来确证他那“最平庸的”智 

力。他这样写道：

“当然，不能否认‘《莱比锡总汇报》过去的罪过：它在汉诺威事件中的所 

作所为，它所进行的反对天主教的派别论争，它散布的流言蜚语等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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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这位伟大哲学家黑格尔的高徒认为~这些过错都是情有可原的，
OOOOOOOOCOO

因为孚专亭华巧报纸犯了同样的过错（确实，这正像一个褊子Ç寧亭jöj以列 
举他iüii仍然逍遥法外的同伙的恶劣行径，来为自己进fîèü辩护一 

样）。”

我们在什么地方说过，“《莱比锡总汇报》过去的罪过都是情有 

可原的，因为还有其他的报纸犯了同样的过错”？我们在什么地方哪 

怕仅仅是企图为这些过去的罪过进行“辩护”呢？应当把我们的真 

正推论同它在“最平庸的智力”的镜子h的反映十分严格地区分开 

来。我们的真正推论是这样的：首先，《莱茵--摩泽尔日报》一一列 

举了《莱比锡总汇报》“过去的罪过\因此，我们才为这些罪过开r 
一张清单，接着，我们写道.•“如果所有的旧式德国报纸都互相指 

责彼此过去的罪过，那么，诉讼就只会围绕着表面问题兜圈子： 

这些报纸是由于自己的行动而犯下罪过呢，还是由于自己没有行 

动而犯下罪过？我们倒很愿意承认，同《莱比锡总汇报》相比， 

我们这位朋友即《莱茵一摩泽尔日报》具有这样一种无害的长处： 

它过去不仅不是一种恶劣的存在，而且根本就没有显示过自己的 

存在。”①

可见，我们并不是说“还有其他的报纸”，而是说所有的旧式德 

国报纸（我们明确地把《莱茵一摩泽尔日报》也归入其中）都不能 

靠互相援例来彻底地进行自我辩解，相反，它们有权利互相提出同 

样的责难。《莱茵一摩泽尔日报》只能以它的罪过在于没有行动这种 

并不光彩的长处自夸，也就是说，它只能用自己由于没有行动而犯 

下的罪过来同《莱比锡总汇报》由于采取行动而犯下的罪过相对抗。

①见本卷第401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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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个最新的例证向《莱茵一摩泽尔日报》说明它的消极 

的恶劣行径。它现在向寿终正寝的《莱比锡总汇报》大发雷霆，然 

而当《莱比锡总汇报》在世的时候，《莱茵_摩泽尔日报》却摘登该报 

的内容，而没有对该报进行驳斥。对“最平庸的智力”为了努力弄 

清我们的推论所用的那个比喻，需要做一个小小的、但是极重要的 

修正。他不该只提起一个骗子，这个骗子在法庭上以其他逍遥法外 

的骗子的勾当为依据来进行自我辩解。它应该提两个骗子，其中一 

个没有改过却逍遥法外，另一个虽已改过但仍被关在监牢里；前一 

个骗子战胜了后一个。

“此外，”“最平庸的智力"接着说道，“此外‘合法的地位不应该由于个人的 

道德品质或者甚至由于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宗教观点而有所变更可见，甚至极 

其恶劣的报纸也正因为它仅仅是一种恶劣的存在，就具有成为这种恶劣存在的 

权利（正像人间的其他一切恶劣的东西一洋，正由于它们是恶劣的存在，它们的 

存在权利也就不容置疑了）'

看来，这位虔诚的先生是想让我们相信.他不仅没有师从过任何 

“伟大的”哲学家，甚至也没有师从过任何“渺小的”哲学家。

我们的朋友采用十分奇特的捏造手法，硬把那段话弄得面目全 

非、语无伦次了，其实，那段话在被“最平庸的智力”的媒介弄得支离 

破碎之前是这样说的，

“但是，我们那篇遭到责难的文章并不是谈《莱比锡总汇报》过去 

的特性，而是谈它现在的特性;虽然用不着说，我们将同样认真严肃 

地反对査禁……在科布伦茨出版的《莱茵一摩泽尔日报》，因为合法 

的地位不应该由于个人的道德品质或者甚至由于他们的政治观点和 

宗教观点而有所变更。相反，人们一見使报刊的存在取决于它的思 

想，报刊就无疑会处于非法地位了。因为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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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法典和一所思想法庭。”®

可见，我们说的仅仅是:不能由于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由于他的 

政治观点和宗教观点，而把这个人监禁起来，或者剥夺他的财产或其 

他任何一项法律权利。看来，这里有关宗教观点的说法持别使我们这 

位信奉宗教的朋友感到恼怒。我们希望一种恶劣存在的合法地位不 

受侵犯，并不是因为它恶劣，而是因为它的恶劣性包藏于思想之中， 

而对于思想来说，既没有法庭，也没有法典。可见，我们是把恶劣思想 

的存在和恶劣行为的存在对立起来的;对于恶劣思想来说，并没有法 

庭，至于那些恶劣行为，如果它们是违法的，那就会有审理它们的法 

庭和惩治它们的法律。可见，我们是说，一种恶劣的存在尽管恶劣， 

但只要它不违法，它就有存在的权利。我们并不像我们虚假的回声 

所转述的那样，说一种恶劣的存在正因为它“仅仅是一种恶劣的存 

在”，所以它的“存在权利就不容置疑了”。相反，我们这位可敬的 

施恩者应该相信，我们是要否认他和《莱茵一摩泽尔日报》具有成 

为恶劣存在的权利，从而尽可能地把他们变成良好的存在，虽然如 

此，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有权侵犯《莱茵一摩泽尔日报》及其保镖的 

“合法的地位”。这里还有一个实例可以说明我们这位虔诚的狂热分 

子的“智力水平”：

“但是，如果从事‘政治思想’的报纸居然断言:像《莱比锡总汇报《〈首先，当 

然是《莱茵报》自己〉这样的报纸，‘倒应该受到赞扬.而且是咚国家观点字孚受 

到赞扬'，因为即使它们激起了平赞和愤慨，它们所激起的也毕竟是德国Ä予W 

和徳国的愤慨，那么，我们就不hi对这种奇怪的‘为德意志祖国立下的功绩＞ 

表示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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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摘引的那段话在原文中是这样说的：“可是，那些使人们把 

对于一切正在发生的时事、特别是对于正在发生的当代史的注意力、 

炽热的兴趣和戏剧性的专注心情从外国转向袓国的报纸，难道倒不 

应该受到赞扬，而且是从国家观点出发受到赞扬吗？姑且假定这些报 

纸激起了不满和愤慨吧！但它们所激起的毕竟是德国的不满和徳国 

的愤慨，它们终归使同国家疏远的人心又转向国家了，尽管在初期回 

转的人心是激动的、愤慨的！它们不仅激起了不满和愤慨•首先， 

它们唤起了人们对国家的真正关心，使国家成为它的成员萦绕于怀、 

深切关注的东西。”①

可见，我们这位值得尊敬的先生把那些起关联作用的中间环节 

省略了。事情就像是这样:如果我们对他说:“老朋友！您应该感谢我 

们，是我们启迪了您的智力，即使我们让您感到有点恼火，但您的智 

力终究是会带来好处的而我们的朋友却回答道:“什么！因为你们 

使我们感到恼火，我就应该感谢你们吗?”在列举了这些证明“最平庸 

的智力”的实例之后，人们即使不去进行更深入的心理探讨，也可以 

对我们这位作者的毫无节制的幻想作出解释了。在他的幻想中，我们 

竟像步兵队那样“一边纵火行劫，一边穿越德意志的各个地区”。最 

后，我们的朋友抛弃了假面具。“乌尔里希•冯•胡登及其战友”（大 

家知道，其中也包括路德）将会原谅《莱茵一摩泽尔日报》上的狮子修 

道服的无力愤怒。把我们和这样一些大人物相提并论，这种抬举只能 

使我们羞愧。为了以德报德，礼尚往来，我们要把我们的朋友和主任 

牧师哥采归为一类，并以莱辛的话作为赠言：

①见本卷第402页，——编者注



420 《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H报》的论争

“因此，我所要发表的堂堂正正的挑战声明十分简短。写吧，牧师先生，也指 

使别人竭尽全力地写吧;我也要写。如果有一天我竟放过您的即使是在细微末 

节之处所犯的错误而不加批驳，那就是说，我已无力再挥动笔杆了。”①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1月

1］曰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载于1843年1月13日《莱茵 

报》第13号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①莱辛《箴言。附给汉堡的哥采牧师先生的~封请柬或挑战书》。-一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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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一摩泽尔日报172

科隆1月15日。前几天，我们曾把1月11日《莱茵一摩泽尔曰 

报》上的第1号作者当作撰写狮子文章的先驱者而对他略加注意，今 

天，他企图通过一个实例来证明：

“那个沉迷于自己的辩证法的人〈《莱茵报》〉对一个简单的、已被清晰地表 

述出来的论点求得清晰理解”

的能力是如何之差。

因为，据第1号说，他根本就没有说过《莱茵报》企图为査禁《慕 

尼黑政治论丛》①一事辩护，

“而只是说，《莱茵报》在自命为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捍卫者的同时，却毫无 

顾忌地辱骂那家实际已被査禁的报纸，因此，它在保证甚至要为反对査禁《莱 

茵一摩泽尔H报》而斗争时所表现的那种骑士精神看来是毫不足信的”。

第1号先驱者没有察觉到，他对我们在《莱茵~摩泽尔日报》可 

能被査禁时的骑士行为所表示的不安可能有两个原因，而对这两个 

原因我们已经发表过意见了。我们只能推想，善良的先驱者可能不相 

信我们的保证，因为在他看来，对《慕尼黑政治论丛》的所谓辱骂就是 

暗地里为査禁该报一事辩护。由于普通的人都具有一种机灵的特性，

①即《天主教德国历史政治论丛》杂志。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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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力图从那些在他看来是无意中“脱口而出的”话里悟出真正的意 

见，因此，我们就更有理由设想这位善良的先驱者有过这样一种思路 

了。针对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用下述方式来安慰这位善良的先 

驱者:我们向他证明，在我们对《慕尼黑政治论丛》的评论和为查禁该 

报一事辩护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联系。

'还有第二种可能性：第1号是不是认为，我们对于像《慕尼黑政 

治论丛》这样一家实际已被查禁的报纸所进行的反对新教的派别论 

争提出责难，这根本就是令人疑虑的、违背骑士精神的行为？它把这 

看成是辱骂。针对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曾问过善良的先驱者: 

“既然我们在针对《莱比锡总汇报》‘最近刚刚’被査禁一事而为该报 

辩护的同时，可以同《莱茵一摩泽尔日报》一起提到《莱比锡总汇报》 

反对夭主教的派别论争，那么，难道我们就没有权利不同《莱茵一摩 

泽尔日报》一起提到‘早已被査禁的’《慕尼黑政治论丛》的派别论争 

吗?”①这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在《莱茵一摩泽尔日报》的赞同下提到 

《莱比锡总汇报》反对天主教的派别论争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辱骂《莱 

比锡总汇报》》而不幸的是，我们关于《慕尼黑政治论丛》维护天主教 

的派别论争的说法没有得到《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赞同，难道因为 

这个缘故，我们的这种说法就变成了辱骂吗？，

的确，第1号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把我们的话称作辱骂，然而， 

我们从什么时候起有义务相信第1号的每一句话呢？我们曾说过: 

《慕尼黑政治论丛》是天主教派的机关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只不过 

是带有相反标记的《莱比锡总汇报》而已。《莱茵~摩泽尔日报》上的 

先驱者则说:《慕尼黑政治论丛》不是什么派的机关报，也不是带有相

①见本卷第414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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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标记的《莱比锡总汇报》。它并不是

“那种针对非天主教信仰的谎言、诽滂和讥讽言论的仓库”。

我们不是这一方或那一方的神学论战者，但是，人们只要读一下 

《慕尼黑政治论丛》上对路徳的充满无耻诽谤的心理描写，只要读一 

下《莱茵一摩泽尔日报》所说的有关“胡登及其战友”的那些话，就可 

以作出判断，看这家“最中庸的”报纸是不是站在可以判断什么是宗 

教方面的派别论争，什么不是宗教方面的派别论争这样的立场上。

最后，善良的先驱者答应要给我们“较详细地描写一下《莱茵报》 

的特征”。^我们将拭目以待。慕尼黑和科布伦茨之间有一个小党派 

先前认为，莱茵居民的“政治”思想不是被用来实现某些非国家的目 

的，就是被当作一种“令人愤怒的东西”而遭到压制。而当这个党派看 

到《莱茵报》在全莱茵省迅速传播的事实证明它自己毫不足道时，它 

难道就不感到愤怒吗？难道在目前这样一个时刻还不宜于表示愤怒 

吗？我们认为，这一切考虑得还算周到，不过遗憾的只是这个党派因 

为缺少一家较有影响的机关报，听以只好满足于这位善良的先驱者 

和他那家并不引人注目的“中庸”报纸。根据这家机关报的状况就可 

以推断出这个党派的力量，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1月 

15 0

载于1843年1月16日《莱茵 

报》第16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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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部颁指令的指控179

“该报（《莱茵报nû问世以来就坚持一种學擘樓寥韵方针……”指令说: 

“该报~贾明显地企图攻击国家制度的基础.闲君主制原则的理论， 

恶意煽动舆论怀疑政府的所作所为.挑动国内的一些等级去反对另一些等级， 

挑起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并怂恿人们对友好国家采取极端敌对的态度。该 

报在针对行政当局的所谓缺点发表意见时，不是用严肃的、心平气和的、庄重的 

口气，而是对国家及其政体和机关报刊进行恶毒攻击;这里姑且不说那些意见 

往往是无凭无据地提出来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缺乏认真的态度和对实情 

的了解。”

显然，一种方针不会仅仅因为政府宣布它应受谴责就应受谴贵。 

连哥白尼的宇宙系统也不仅被当时的最高权威认为应受谴责，而且 

实际上也遭到丁谴责。其次，到处都有这么一个规矩:原告应当提出 

证据。最后，《莱茵报》被诬怀有采取那些强加给它的罪恶行动的“明 

显企图”。但是，一种企图只有在付诸行动以后，才能被人了解，也才 

会进一步变得明显起来。

然而，即使我们暂且承认部颁指令的全部指摘都是有根据的（不 

过，我们坚决否认这一点），也仍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些指摘 

在现在这种含糊不清、可作多种解释的措辞下，对于査封任何一家报 

纸的行动来说，都既可以用来作为理由，又不能用来作为理由；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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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查封《莱茵报》的行动来说，也是如此。

首先，据说《莱茵报》怀有“攻击国家制度的基础”的“明显企图”。

但是，众所周知，对普鲁士的制度及其基础的看法，明显地存在着重 

大的分歧。有些人否认这个基础有其制度，有些人则否认这个制度有 

其基础。

施泰因、哈登堡、雪恩持一种观点，罗霍、阿尔宁、艾希霍恩 

则持另一种观点。黑格尔在世时认为，他在自己的法哲学中已奠定 

了普鲁士制度的基础，而且政府和德国公众也都这样认为。政府用 

来证明这一点的方式之一是通过官方来传播他的著作；而公众用来 

证明这一点的方式则是谴责他充当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家，这可以在 

旧莱比锡百科辞典中读到。黑格尔当时所想的正是施塔尔今曰所 

想的。黑格尔于1831年根据政府的一项特别命令讲授过法哲学

1830年，《国家报》①宣称普鲁士是一个设有共和机构的君 

主国。现在，这家报纸宣称普鲁士是一个设有基督教机构的君 

主国。

既然对普鲁士的制度及其基础的看法存在如此重大的分歧，那 

么《莱茵报》也有自己的观点看来是很自然的。当然，这个观点可能背 

离政府现时的观点.但是尽管如此，这个观点却不仅能从普鲁士历 

史，而且能从现代国家生活的许多因素，最后还能从一些高级权威那 

里得到印证。

因此，《莱茵报》根本就没有企图攻击普鲁士制度的基础，恰恰相 

反，它确信，它攻击的只是偏离这个基础的动向。

①《普鲁七国家总汇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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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尼斯堡总汇报》上的一篇官方文章①在谈到査封《莱茵报》一 

事时，把普鲁士说成是享有“自由主权”的国家。这是一个在普鲁士邦 

法74中没有出现过的、可以作各种解释的定义。

“自由主权”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说自由纯粹是国王的个人 

的思想方式，因而也就是他的个人特性；另一种是说自由是主权的精 

神，因而已经或者至少是应当通过自由的机构和法律获得实现。在前 

一种情况下，人们碰到的是开明的专制，人们把君主个人同作为没有 

思想的、不自由的质料的国家整体相对立。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不是 

把君主限制在他个人的范围之内，而是把整个国家看作他的躯体，于 

是，各种机构是他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器官，而法律是他用来观察事物 

的眼睛——这就是《莱茵报》的观点。

其次，指令说，《莱茵报》企图“阐述旨在动摇君主制原则的 

理论”。

这里再次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君主制原则”?例如，《莱茵 

报》断言，等级差别的存在、片面的官僚制度、书报检査等等是同君主 

制原则相抵触的，而且，《莱茵报》不断努力证明自己的论断，它没有 

把这些论断仅仅当作心血来潮的想法。但是，总的说来，《莱茵报》从 

来没有偏爱某一特殊的国家形式。它所关心的是一个合乎伦理和理 

性的共同体;它认为，这样•一种共同体的要求应该而且可以在任何国 

家形式下实现。因此，它不是把君主制原则看作一个特殊的原则，而 

是把君主制看作一般国家原则的实现。如果这是错误的话，那么，错 

误不在于估计不足，而在于估计过头。

①指1842年2月4日《柯尼斯堡总汇报》第30号上刊登的《普鲁士读者 

来信》。---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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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莱茵报》从来没有企图恶意煽动舆论怀疑政府的所作所 

为。相反，它总是出于善良的意愿，试图对政府本身的那些违反人民 

精神的措施提出怀疑。其次，它从来没有抽象地把政府同人民对立起 

来，而是相反.把国家的缺点看成既是政府的，也是人民的缺点。

至于说到《莱茵报》的认真的态度和对实情的了解以及口气的问 

题，那么，至少在德国，没有任何一家报纸表明比它态度更认真、对实 

情更了解。至于它的口气，如果同奴颜婢膝的（保守的）①报纸的嚎叫 

相比，它是真正严肃的、心平气和的和庄重的。在这方面，指摘《莱茵 

报》不通俗化、过分讲究学术形式倒是不无道理的，而这同各部的指 

摘正好相反。

《莱茵报》也没有企图挑动国内的一些等级去反对另一些等级， 

相反，它倒是试图唤起每个等级去反对自身的利己主义和局限性，它 

处处都把公民的理性同等级的非理性，把人类的爱同等级的仇恨对 

立起来。如果说它在这方面也犯了什么罪，那么，它只是了莱茵省 

的法律和风俗准许犯的罪。

对于企图“挑起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的指摘，在这样一种含 

糊不清的措辞下，甚至算不上一种指摘。

政府也企图挑起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例如，对旧普鲁士婚姻 

法的不满。182法律的每一项改革和修订，每一个进步都是建立在这 

类不满上面的。

因为合法的发展不可能没有法律的发展，因为法律的发展不可 

能没有对法律的批评，因为对法律的任何批评都会在公民的脑子里，

①在手稿中“保守的”一词写在“奴颜婢膝的”一词的上面，未加括 

号。---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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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也在他的内心，引起与现存法律的不协调.又因为这种不协调给 

人的感觉是不满，所以，如果报刊无权唤起人们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 

满，它就不可能忠诚地参与国家的发展。•

指摘《莱茵报》对忠顺的机关报刊进行卑劣的嘲讽——这个指摘 

显然是针对报纸上的论战，~一这根本不能作为査封报纸的理由。 

《莱茵报》备受各方告密之苦，它受到污蔑和攻击。它的责任是自‘卫。 

更何况并不存在任何官方报刊。

《莱茵报》并没有侮辱外国，它只是谴责了外国对德国的侮 

辱。183在这方面，它只遵循民族政策。至于谈到德意志联邦46的各邦， 

那么，《莱茵报》在这个问题上只不过反映了这些邦的大多数人民代 

表的观点罢了。

最后，在对待宗教方面，《莱茵报》是遵照1819年书报检査法令 

第2条行事的，即它反对把宗教真理狂热地搬到政治中去，并反对由 

此而引起的概念混乱。

如果《莱茵报》真想系统地反对政府，那么，它必然会采取完全相

反的策略》

它就会迎合莱茵省的偏见，而不是反对它。它就会首先尊崇宗教 

偏见，并且像教皇至上派184那样利用北德意志文化和南德意志文化 

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将北德意志文化引入莱茵省。

它就会依靠法国的理论，而不是德国的理论。

它就会把具有特殊局限性的地方精抻同统一的国家观念对立起 

来，也就是说，它就会像哥雷斯那样，首先去维护省议会。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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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会像通常的自由主'义那样，认为-•切美好的东西都在等级 

会议这边，而一切丑恶的东西都在政府那边。它就不会采取同莱茵省 

的许多自由主义者相反的做法，在批评莱茵省等级会议时针对各等 

级的私人利己主义，强调政府的普遍的英明了。①最后，它就会参加 

其他报纸的大合唱，要求扩大各委员会的权利，而不会把这种要求说 

成是违背国家利益的。©

最后，把报纸的整个倾向说成是恶意的，这是极度夸大，因为这 

样一来，下述种种也都会成为恶意的了：

(1) 维护关税同盟

(2) 在同俄国签订协定的事件上维护普鲁士 I87;

(3) 维护普鲁士的领导权I»8;

(4) 经常指出普鲁士是一个进步中的国家；

(5) 赞扬普鲁士的人民机构，如军队、行政当局等。

《莱茵报》也没有片面地反对官僚制度，相反，它承认它所发挥的 

作用：

(1) 反对毕洛夫-库梅洛夫；

(2) 反对浪漫主义思潮。

相反，它是唯一既承认官僚制度的好的一面，也承认旧普鲁士立 

法的好的一面的自由主义报纸。

① 见本卷第136—202、240—290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29—345页o ----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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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莱茵报》几乎和其他所有报纸相反，独自一家维护了新离 

婚法的基本原则。①

最后，它是第一家而且几乎是唯一的一家欢迎关于更正事实的 

内阁指令©的报纸，认为这个指令是一个进步。

我们列举这些例子，只是为了证明《莱茵报》没有进行任何系统 

的、抽象的反对活动，它从来都只维护自己深信合乎理性的东西，而 

不管这些东西来自何方。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2月 

4-7日之间

第~次用德文发表于《关于 

1830—1850年政治运动史的莱 

茵通信文件集》1919年埃森版 

第1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① 见本卷第315'—317、346—350页。--- 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18—319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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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报》编辑部关于停止发表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续篇的声明189

鉴于《特里尔日报》提出询问，本报编辑部认为有必要声明，发表 

摩泽尔通讯的续篇遇到了阻碍，而这种阻碍既不能归因于记者，也不

能归因于本报编辑部。

《莱茵报》编辑部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2月

8—21日之间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载于1843年2月25日《特里尔 

日报》第55号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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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省议会议员选举19°

科隆3月9日。《莱茵一摩泽尔日报》是如此谦逊，既不认为它是 

“莱茵省拥有最多读者的报纸”，也不认为它是“政治思想的体现 

者”。W它对科隆市的议员选举发表了一通评论，其中谈到：

“我们乐于承认W年嘗呼先生和亨曹孝亨先生是很寧亨等攀的人〈“他们都 
是值得律敬的人”①」中是这°么1兑°的°〉，其至 ＜真笨Ü!°〉，苓写对《莱茵 

报》，当它得意扬扬地把这两个人同反对我省权利的人对立起来的bÜ，我们也 

乐于表示赞赏〈这是多么珍贵的礼物啊！〉。但是，我们应当更尖锐而坚决地谴责 

那些被人用来试图对选举这两位先生一事施加影响的學与，这倒不是因为这些 

理由不值得考虑，而是因为这些理由不值得作为唯一的â由，而尽能作为次要 

的理由加以考虑。”

事情的起因是，有人曾向科隆市的一些选民散发如下的石印 

信件： A

“科隆市在即将召开的省议会上首先应当维护的最重要的东西，无疑是它 

的贸易和工业地位。因此，我们必须选举这样的人••他们除了思想正派、在我们 

当中具有独立的市民地位外，还确切地了解这些事业在各方面的迸展情况，并 

钍能以Æ确的观点来理解和说明它们，推动它们前进。”

接着提到了上面所说的那两位无疑是很值得尊敬的人。信的结

①莎士比亚《尤利乌斯•凯撒》第3幕第2场。-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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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是这样的：

“目前，我市在贸易界已占突出地位。但它的贸易和工业还会得到更大的发 

展，而且这一发展时期已经不远了。帆船运输、汽船运输、拖船运输和铁路交通 

将使我市回到旧汉撒同盟1«时代一一只不过必须在即将举行的省议会上明智 

地、审慎地维护我市的真正利益。

―群选民

2月24日于科隆”

这封信促使最注重精神的《莱茵一摩泽尔日报》发表了这样一通 

严厉的训诫之词，

“如果在某个地方，本地的物质利益具有那么高的地位，以致精神的、普遍 

的需要甚至不能透出一点微弱的光芒，那么，即使执掌权柄的人只考虑本地的 

物质利益，而对精神的、普遍的需要完全采取任意处置的态度.这又有什么可奇 

怪的呢？哦，你，伟大的科隆市，你,神圣的科隆市，你,机智的科隆市，你的某些 

子孙的精神状态和历史记忆已堕落到何等低下的程度！他们以为，实现那些至 

多不过把你变成大钱袋的意愿和希望，就能恢复旧汉撒同盟时代！！！”

（〈莱茵一摩泽尔日报》不是谴责议员的选举，而是谴责那些照它 

看来是对这次选举“施加影响”的理由。这是一些什么样的理由呢? 

《莱茵一摩泽尔日报》援引了一封致一些选民的传阅信件，其中提到 

“贸易和工业的地位”是科隆在即将召开的省议会上所要维护的最重 

要的东西。《莱茵一摩泽尔日报》怎么知道，这封连《莱茵一摩泽尔日 

报》自己也承汄只送到“一些”选民手中的传阅信件对选民的情绪竟 

产生丁这样大的影响，以致它对梅尔肯斯和康普豪森两位先生的当 

选起了主要的、唯一的决定作用呢?难道因为在一封传阅信件中纯悴 

出于特殊的理由而提议选举这两位先生，同时又因为这两位先生确 

实已经当选，就可以随随便便地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两位先生的当选 

是这个提议和为此而提出的特殊理由所造成的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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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莱茵报》“得意扬扬地”把康普豪森和梅尔肯斯两位先生“同 

反对我省权利的人对立起来”时，《莱茵一摩泽尔日报》对它表示赞 

赏。是什么促使它“表示赞赏”呢？显然是当选者的品格。但是，难道 

他们的品格在科隆不如在科布伦茨①那样为人知晓吗？在省议会上 

所应维护的各项利益中，《莱茵一摩泽尔日报》仅举出“比较自由的区 

乡制度’’和“扩大等级权利”两项。它是否认为，在科隆人们不知道梅 

尔肯斯先生在历届省议会上曾为“自由的区乡制度”而奋斗1W，并因 

此声名卓著，不知道他在某次省议会上甚至同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针 

锋相对，勇敢地、坚持不懈地捍卫了自由的区乡制度？至于说到“扩大 

等级利益”，那么，在科隆人人都知道，梅尔肯斯先生首先反对利用自 

治权来损害这些利益，可是，当等级利益同普遍利益、普遍权利和理 

性发生冲突时，他则以同样坚决的态度指出等级利益不应超出自己 

的范围，例如在进行关于林木盗窃法和狩猎法的辩论时，他就是这样 

做的。这样看来，既然梅尔肯斯先生的全部议会活动无庸置疑地证明 

了他具有当省议会议员的一般资格》既然康普豪森先生的少有的渊 

博学识、卓越的才智和令人敬佩的一丝不苟的品格是众所周知并得 

到公认的，那么，《莱茵一摩泽尔日报》怎么知道，这两位先生的当选 

不是由于这些明显的理由，而是由于上面援引的那封传阅信件呢？

可敬的报纸会对我们作出这样的回答:不！不！我说的不是这个 

意思，绝对不是!我的精细入微的唯灵论的心灵所怨恨的只是那封传 

阅信件的作者们，只是那样一些唯物主义者.•他们不提出人民的精神 

利益和真正利益，却提出一些与此迥然不同的、格调低下得多的理 

由，他们企图以不合适的理由对选举那两位先生一事施加影响，并企

①《莱茵一摩泽尔日报》的出版地点。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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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以此来影响那些“精神状态和历史记忆”已堕落到十分低下程度的 

“科隆子孙”！

可是，如果《莱茵一摩泽尔日报》只是针对那封匿名信件的作者 

们，那么，它为什么要这样大声叫嚷呢？为什么要说：

“如果在某个地方，本地的物质利益具有那么髙的地位，以致境神的、普遍 

ÿ-阜懲琴劈考专，那°么°，b°p à Ä掌è A的人只考°虎°本i À
‘iA矗ü精Wüi的°需°要°完°全采取任意处置的态度，这又有什么可奇 

怪的呢?”

难道本地的物质利益因为在一封匿名传阅信件中具有高于一切 

的地位，就在科隆具有高于一切的地位吗？这是不可能的，就像司法 

的利益不可能因为在另一封也是致一些选民的传阅信件中具有高于 

—切的地位，就在科隆具有高于一切的地位一样!难道每个城市不是 

像每个家庭一样，都有头脑迟钝的孩子吗?而根据这些孩子的情况来 

推断某个城市或家庭的特征，这种做法难道是合理的吗？

不过，要是认真研究这封传阅信件，就会发现它确实不像可敬的 

科布伦茨报纸想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应受谴责。甚至省等级会议si的 

已由法律规定的职责，也可以证明这封传阅信件是完全正当的。等级 

会议的法定职责一方面在于维护全省的普遍利益，另一方面在于维 

护它的特殊的等级利益。至于说康普豪森和梅尔肯斯两位先生是莱 

茵省利益的当之无愧的代表，这是大家深信不疑的看法，不需要传阅 

信件的作者进一步证实，甚至根本不需要他们提上一笔。

既然这两位先生当省议会议员的一般资格已无可争辩，那么，问 

题主要就在于对一个科隆代表的特殊要求了。问题在于科隆在“即 

将召开的省议会”tl“首先”应当维护的“最重要的”城市利益是什么！ 

有谁会否定这就是“贸易和工业的地位”!而且,光是简单的否定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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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的，还得提出证据来。

《莱茵一摩泽尔日报》对下面这一段话感到特别恼火：

“帆船运输、汽船运输、拖船运输和铁路交通将使我市回到旧汉撒同盟

时代。”

令人痛惜啊，可怜的科隆市！它竟如此受人欺骗！它又是如此欺 

骗自己！《莱茵一摩泽尔日报》哀叹道，

“他们以为，实现那些至多不过把你变成大钱袋的意愿和希望，就能恢复旧 

汉撒同盟时代！”

可怜的《莱茵-一摩泽尔日报》!它不懂，所谓“旧汉撒同盟时代”只 

是指往昔贸易繁荣的时代;它不懂，如果科隆真想恢复汉撒城市的政 

治、社会和精神的时代，即恢复中世纪时代，那么，“一切精神的、普遍 

的需要”就必定会真的被埋葬，“精神状态”就必定会完全错乱，一切 

“历史记忆”就必定会荡然无存！如果某个城市完全屏宑现代的一切 

合乎理性的和健康的观点，以便从此生活在过去的梦幻之中，难道政 

府不应当把“精神的、普遍的需要”统统纳入自己的私有领域吗?在有 

人千方百计企图彻底毁掉现在和未来，以便恢复过时的、腐朽的秩序 

的地方，难道紧握权柄不正是政府的责任，不正是它为了保存自己而 

应承担的责任吗？

我们想坦率地把全部实情告诉我们的读者。在科隆发生了一场 

严重的选举斗争，~场现代的人和过去时代的人之间的斗争一一这 

是科隆在政治上富有生气的最好证明。过去时代的人，那些企图原封 

不动地恢复“旧汉撒同盟时代”的人，尽管施展了种种阴谋诡计，仍然 

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于是来了这么一些古怪的唯物主义者，每一艘汽 

船、每一条铁路都清楚地证明他们极端愚昧无知；他们虚伪地侈谈什



本地省议会议员选举 437

么“精神状态”和“历史记忆”，并在巴比伦的河边为“伟大的科隆市，

神圣的科隆市，机智的科隆市”而哭泣一•-但愿他们的眼泪不致很快

就哭干！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3月

9 H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载于1843年3月9日《莱茵报》

第68号
1975乎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 é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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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一摩泽尔日报》

是宗教法庭的大法官194

科隆3月11日。几天前，《莱茵一摩泽尔日报》刊登了一篇把虔 

诚的《科隆日报》革出教门的宗教训谕①;现在，《特里尔日报》又站在 

科布伦茨的宗教法庭上受审理当如此。

因为《特里尔日报》在谈到弗里德里希•冯•扎勒特时说了如下 

一段话：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他的著作《俗人福音这部蕃作原原本本地向我们 

启示福音书中的神圣的永恒的真理”。“他〈扎勒特〉曾力求成为一个以耶稣为榜

样的高尚的人，并作为主的真正斗士，启示了永恒的真理

《莱茵一摩泽尔日报》写道：

“凡是读过这段话而对这位备受赞扬的作者又没有更多了解的人岂不都会 

认为，冯•扎勒特先生必定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在他的《俗人福音》中以火热 

的激情传播过主的箴言吗？但是，事实上，这部福音是什么内容啊！不过是诸如 

施特劳斯、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以及其他不管叫什么的现代异教使徒在 

课堂上和著作中传授给小范围的学者们的那种谬误的、有害的学说……”

①即1843年3月7日《莱茵-摩泽尔口报》第66号登载的《论近代世界 

文学I-文。——编者注



《莱茵一摩泽尔日报》是宗教法庭的大法官 439

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有确凿的根据，《莱茵一摩泽尔日报》引

证丁

“《俗人福音》中的-■段.即把叛徒犹大同福音书中的基督，也就是圣经所描 

绘的基督加以对比的那•-段”。

接着引证的文字令人信服地证明，扎勒特是多么有意识地把自 

己的观点同历史的基督教对立起来。

《莱茵一摩泽尔日报》对这个刚去世的人所进行的肆无忌惮的抨 

击，也许会伤害那种不正当的人道感情，但是，《特里尔日报》替这个 

人所作的辩护岂不是更加不人道得多、更加无比严重地使人受到伤 

害吗？要是我歪曲了死者的精神人格，能说我是在纪念他吗？毫无疑 

问，扎勒特曾努力启示真理，但绝不是福音书的真理。毫无疑问，扎勒 

特曾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但绝不是成为维护教会真理的 

斗士。

相反，扎勒特认为，理性的真理只有同宗教的真理相对立才能成 

立，有道德的人只有同信仰基督的人相对立才能得到确认;因此，扎 

勒特便写出了《俗人福音》可是结果怎样呢？那位在《特里尔日报》 

为他辩护的人把他的全部意向都弄颠倒了，难道这是在纪念他吗?如 

果你们宣称路德是个好天主教徒，能说你们是在纪念他吗?如果你们 

把教皇冈加奈利称作耶稣会会士的庇护者，能说你们是在纪念他吗？ 

这是多么伪善！多么虚弱！扎勒特是个共和主义者，如果你大肆宣扬 

他搞保皇主义，你算是他的朋友吗？扎勒特最爱真理.难道你们竟认 

为最好用讲假话来对他表示敬意吗？也许在你们心中基督教同友谊 

发生了冲突？好！那你们就承认这一点，并且说扎勒特是个好人，等 

等，但是个坏基督徒!对此表示惋惜吧，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公开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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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惋惜吧，只是不要把他的著作硬说成是他皈依基督教的光辉证明 。 

如果你们要谴贵你们这位朋友的意向，那么，就像《莱茵一摩泽尔曰 

报》那样，毫不客气地谴责吧，但是不要采取伪善的、拐弯抹角的办 

法，不要采用那样一种方式，即对他本来并不具有的品质加以赞扬， 

而结果恰恰是对他真正具有的品质进行谴责 。

即使承认《俗人福音》本身可能让人作这样的理解，承认扎勒特 

在这本著作中还根本没有弄清自己的观点，承认他自以为在宣扬福 

音书的真谛，承认不难找到一些听起来完全符合基督教教义的引文 

去针相对地反驳《莱茵一摩泽尔日报》的引文，《莱茵一摩泽尔日 

报》认为扎勒特是用一种自己独创的基督教来取代历史的基督教这 

一看法也仍然是对的。

最后，还要谈一谈《莱茵一摩泽尔日报》引证的那些文字!这些引 

文有一个根本缺点，即缺乏诗意。不过，一般说来，试图用诗歌来表述 

神学争论，这是~个多么荒唐的想法!哪一个作曲家会想到要把教条 

谱成乐曲？

且不谈这种与艺术背道而驰的异端。这些引文的内容又怎么样 

呢？扎勒特认为，基督明知犹大有背叛意图，但不去设法使他改邪归 

正，或防止恶行发生,这是同基督的神性不相容的。因此，扎勒特惊呼 

（《莱茵一摩泽尔日报》引证了这几行）：

“不管那个迷了心窍的人是谁.他必定遭殃！

是他把主臆造成如此模样，

他为了使主只有一点知人之明，

1 竟给我们描绘了主的讽剌肖像。”①

①扎勒特《俗人福音H842年莱比锡版第442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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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勒特的判断证明，他既不是神学家，也不是哲学家，如果他是 

神学家，那么，这种同人的理性和伦理的矛盾就不会使他感到不安， 

因为神学家不是用人的理性和伦理来衡量福音书，相反，他是用福音 

书来衡量人的理性和伦理。如果扎勒特是哲学家.他就会认为这种矛 

盾根源于宗教思维的本性，从而就会把这种矛盾理解为基督教观点 

的必然产物.而决不会谴责它是对这种观点的歪曲。

让《莱茵一摩泽尔日报》继续劲头十足地从事它的宗教事业，并 

给莱茵地区的所有报纸都穿上地狱服196吧！我们倒要看一看那些模 

棱两可的人，那些不冷不热的温暾的人是否觉得宗教的恐怖主义比 

理性的恐怖主义好受。

K- •马克思写于1843年3月 

11 H

载于1843年3月12日《莱茵 

报》第71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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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一摩泽尔日报》的修辞练习197

科隆3月13日。今天，《莱茵一摩泽尔日报》对本报3月9日评 

述省议会议员的文章①作出了答复。©我们不想将这篇修辞杰作中 

的某些范例向我们的读者保密，其中可以读到这样的佳句：

“《莱茵报X虽然没有使用斧钺，但是挥起它博吟準崢，摆开大张挞伐的架 
势，朝着它自以为在《莱茵一摩泽尔日报》的一篇S章Ü现的幽灵猛击〈好家 

伙！惯用的棍棒！摆开架势挥起棍棒猛击！），不消说〈对那些不消说的事情还要 

花费U舌，这是多幺奢侈啊！〉，它的全部打击都打偏T〈打僱了！没有打中《莱 

茵一摩泽尔日报》，大概打中了它的编辑吧!〉，翠•打宇〈只有幽灵受到了打击！〉 

的报纸依然完好无损，安然无恙。”
O

多么慷慨的逻辑啊!这使读者根本无需动脑筋就可以作出结论: 

对受打击的报纸打偏了，没有打中它！这是多么富有理智，这种叙述 

又是多么严谨！不过，读者还应当考虑到，在《莱茵一摩泽尔日报》看 

来，宣称它的脊背安然无恙该多么有趣!下列种种用来表述这个极其 

重大的主题的既巧妙又惊人的不同说法可以证明，那些关于“幽灵”、 

关于打击幽灵的《莱茵报》、关于这种打击没有击中目标的奇思妙想， 

给《莱茵一摩泽尔日报》的幻想力增添了多少光彩！在介绍这些不同

① 见本卷第432—437页。——编者注

② 指1843年3月13日《莱茵一摩泽尔日报》第72号t马尔赛卢斯写的 

莱茵3月U日［通讯］《如果要我…•“》一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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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时，我们亟愿提醒读者注意它们之间在色彩上的细微差别。请看：

(1)“3月9日的《莱茵报》挥起它惯用的棍栲，摆开大张挞伐的架势.朝着它 

自以为在《莱茵一摩泽尔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发现的串辱猛击，不消说,它的全 

部打击都打偏TJ’
<2〉“这篇文章使《莱茵报》变成了能够看见鬼魂的人〈刚才这个鬼魂①还是OOOOOOOO

幽灵，从何时起《莱茵报》在这家教皇至I：派1S4的无名小报t看见思想呢？〉，因

而使它变成了同影子作斗争的英雄。”0 0

那么，这一次至少是打中了《莱茵一摩泽尔日报》的影子！

(3)“不过，《莱茵报》自己冬巧寧意识到，碰到一切Ç呼悸卷、真实的、莩赛 
梦枣孕〈莫非是《莱茵一摩译尔°日《°》的脊背吧?〉，它的力量便°会°成为笑柄Ü 

àÀ精神力量碰到脊背不会成为笑柄呢？〉.而它ç卷想证明它有赞争〈“惯用的 

棍棒”悄悄地变成了“犄角”〉，并且会撞人〈先前°是° “摆开大张抵°€的架势猛 

击”〉。它寧赛串〈先前是“肴见”或“自以为看见，一个幽灵，企图硬把这个幽灵 

当作我们那篇i章的真正思想〈重复一遍是为了提醒读者记住事实p,它拿这 

个幽灵来尽情发泄它的怒气并试试自己的力量〈巧妙的、雄辩的论述〉，正像在 

斗牛的时候，那寧率琴却毕亨〈前面《莱茵报》被说成是“拿着棍棒的人”，那么， 
“牲畜”便自然是°摩°泽°尔曰报》了〉向扔在它面前的稻草人发泄自己的怒 

气，并在把这稻草人撕得粉碎之后，自认为是胜利者。”

多么地道的荷马语言！多么了不起的史诗般的广博！对牲畜的 

心理了解之深刻简直就像伊索寓言！这是对自认为是胜利者的公牛 

的心理状态的绝妙说明！

如果我们竟想同这位如此“杰出的政论家”就事情本身进行争 

论，那可"是“太天真无邪”而又“鄙俗迂腐”了。我们只想就这位好汉自 

身的特征再说几句话：

①这句话中的“鬼魂”和“思想”，在德文里是同一个词，BP“Geist”，它既有 

“鬼魂"、“灵魂”的意思，又有“思想”、“精神”的意思。编者注



444 《莱茵一摩泽尔日报》的修辞练习

《莱茵一摩泽尔日报》在它那篇如此不幸地受到打击的文章中 

“只是”表示“怀疑”:“如果这些人〈指呼吁人们选举康［普豪森］和梅
O 0

［尔肯斯］两位先生的那封传阅信件的作者〉的希望得以实现，旧汉撒
o o 0

同盟时代是否就能真正得到恢复”。但是，“关于恢复过时的、腐朽的
0 OOOOOOOOOOOO O Q o

秩序”，在它的“文章中只字未提”。谁能理解，就让他去理解吧！
O

接下去：

«莱茵报》企图“公开撒谎，因为它说，‘在省议会上所应维护的各项利益中， 

«莱茵一•摩泽尔日报》仅举出比较自由的区乡制度和扩大等级权利两项 '’①。然 

而，在《莱茵-摩泽尔日报》上还可以读到这样的朴充说明：确认大量其他在发

展人民生活方面的是而未决的问题”。

可是，难道《莱茵一摩泽尔日报》明确地表述过，或者哪怕只是提 

过这类“悬而未决的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吗？它是否认为，像“确 

认大量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这类模棱两可的字眼，就能有助于明确 

这些问题，以便向省议会代表提出一定的要求?还是让我们的读者再 

来看一看（〈莱茵一摩泽尔日报》的独特文风：

属于“在该机构（指省议会〉应予维护的巧寧”的，是“哼終大量在发展人民 

生活方面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发展人民生活方面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应予维护的确认！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3月 

13 n

载于1843年3月14日《莱茵 

报》第72—73号

①见本卷第434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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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198

本人因现行书报检査制度的关系，自即日起，退出《莱茵报》 

编辑部，特此声明。

马克思博士

1843年3月17日于科隆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3月

17 0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载于1843年3月18日《莱茵 

报》第77号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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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 

14节论信徒同基督结合为一体， 

这种结合的原因和实质，它的 

绝对必要性和作用199

卡•马克思的中学考试宗教作文

在考察基督同信徒结合为一体的原因和实质及其作用之前，我 

们应当弄清，这种结合是否必要，它是否由人的本性所决定，人是否 

不能依靠自己来达到上帝从无中创造出人所要达到的那个目的 。

我们如果把自己的目光投向历史这个人类的伟大导师,那么就 

会看到，在历史上用铁笔镌刻着：任何一个民族，即使它达到了最高 

度的文明，即使它孕育出丁一些最伟大的人物，即使它的技艺达到了 

全面鼎盛的程度，即使各门科学解决了最困难的问题，它也不能解脱 

迷信的枷锁;无论关于自己，还是关于神，它都没有形成有价值的、真 

正的概念;就连伦理、道德在它那里也永远脱离不了外来的补充，脱 

离不了不高尚的限制；甚至它的德行，与其说是出于对真正完美的追 

求，还不如说是出于粗野的力量、无约束的利己主义、对荣誉的渴求 

和勇敢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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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民族，那些未曾聆听过基督教义的野蛮人，当他们向诸神 

贡献祭品，妄想以此来赎罪的时候，他们便表现出内心的不安，害怕 

自己的神发怒，深信自己是卑贱的。

连古代最伟大的哲人、神圣的柏拉图，也在不止一处表示了对一 

种更高的存在物的深切渴望，以为这种存在物的出现可以实现那尚 

未得到满足的对真理和光明的追求。

各民族的历史就这样教导我们，同基督结合为一体是必要的。

即使当我们考察各个人的历史，考察人的本性的时候，我们虽然 

常常看到人心中有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对知识的追求、对真理 

的渴望，但是欲望的火焰却在吞没永恒的东西的火花;罪恶的诱惑声 

在淹没崇尚德行的热情，一旦生活使我们感到它的全部威力，这种崇 

尚德行的热情就受到嘲弄。对尘世间富贵功名的庸俗追求排挤着对 

知识的追求，对真理的渴望被虚伪的甜言蜜语所熄灭，可见，人是自 

然界唯一达不到自己目的的存在物，是整个宇宙中唯一不配做上帝 

创造物的成员。但是，善良的创世主不会憎恨自己的创造物;他想要 

使自己的创造物变得像自己一样髙尚，于是派出自己的儿子,通过他 

向我们宣吿•. .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约翰福音》第15章第3节）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约翰福音》第15章第4节）

我们已经看到，各民族的历史和对各个人的考察都证明同基督 

结合为一体的必要性，现在我们就来考察最后的和最可靠的证据，就 

是基督本人的道。

基督把同他结合为一体的必要性表达得最清楚的地方，就是葡 

萄藤和枝蔓这一绝妙的比喻，这里他把自己比作葡萄藤.而把我们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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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枝蔓。枝蔓依靠本身的力量是不能结果实的，因此，基督说，离了 

我，你们就无所作为。在这方面，他还说了一些更有力的话：

“人若不常在我里面……”（《约翰福音》第15章第4、5和6节）

然而，这应该稞解为只是对于那些能够认识基督的道的人而言 

的。我们不能对上帝就这样的民族和人们所作的决定作出判断，因为 

我们甚至理解不了上帝的决定。

因此，我们的心、理性、历史、基督的道都响亮而令人信服地告诉 

我们，同基督结合为一体是绝对必要的，离开基督，我们就不能够达 

到自己的目的，离开基督，我们就会被上帝所抛弃，只有基督才能够 

拯救我们。

由于我们深信这种结合是绝对必要的，所以我们迫切地想弄清 

楚，这种崇高的赐予，这道从更高的世界照入我们心中、使我们的心 

受到鼓舞并在被净化以后升入天堂的光芒，究竟是什么含义?这种结 

合的内在实质和原因是什么？

一旦理解了结合的必要性，我们就会十分清楚地看到这种结合 

的原因，以及我们要求拯救的需要、我们喜欢作恶的本性、我们的动 

摇的理性、我们堕落的心、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卑贱地位，我们就再也 

用不着去研究这种结合的原因了，不论这原因是什么样的。

但是，谁能够把这种结合的实质表达得比基督的葡萄藤和葡萄 

枝蔓的比喻更为出色呢？谁又能够用长篇大论把这种结合的所有部 

分，它的内在实质论述得像基督的下面这些话那样全面呢？基督说:

“我是真葡萄藤，我父是栽培的人。”《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节）

“我是葡萄藤，你们是枝蔓。”（《约翰福音》第15章第5节〉

如果枝蔓能有感觉的话，那么，它望着那照料它、仔细给它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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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牢牢绕在藤上、使它从中吸取养料和液汁而开出美丽花朵的园 

丁，该是多么高兴啊！

因此.在同基督的结合中，我们首先是用爱的眼神注视上帝，感 

到对他有一种最热忱的感激之情，心悦诚服地拜倒在他的面前。

在这之后，在一轮更加绚丽的太阳由于我们同基督结合为一体 

而为我们升起的时候，在我们充分地感觉到自己的卑贱，同时又为 

自己得到拯救而欢呼的时候，我们才会爱上那位先前我们认为是受 

辱的主宰者，而现在看来却是宽宏大量的父亲、善良的教导者的 

上帝。

但是，葡萄枝蔓不仅会仰望栽种葡萄的人;如果它能有感觉的 

话，它会紧紧贴在藤上，它会感觉到自己与葡萄藤和长在藤上的其他 

葡萄枝蔓最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它会爱其他枝蔓，因为是同一个栽种 

葡萄的人照料着它们，是同一个藤身给它们以力量。

因此，同基督结合为一体，就是同基督实现最密切和最生动的精 

神交融，我们眼睛看到他，心中想着他，而且由于我们对他满怀最崇 

高的爱，我们同时也就把自己的心向着我们的弟兄们，因为基督将他 

们和我们紧密联结在一起，并且他也为他们而牺牲自己。

但是，这种对基督的爱不是徒劳的，这种爱不仅使我们对基督满 

怀最纯洁的崇敬和爱戴，而且使我们遵从他的命令，彼此为对方作出 

牺牲，做一个有德行的人，但只是出于对他的爱而做一个有德行的 

人。（《约翰福音》第15章第9、10、12、13和14节）

这就是使基督教的德行与任何别的德行区别开来，并使它超越 

于任何别的德行之上的一条鸿沟，这就是使人同基督结合为一体的 

最伟大的作用之一。

在这里，德行已经不是斯多亚派哲学3所描绘的那种阴暗的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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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画；它也不是我们在一切信奉异教的民族那里所遇到的那种关于 

义务的严峻学说的产物，一切德行都是出于对基督的爱，出于对神的 

爱，正因为出于这种纯洁的根源,德行才摆脱了一切世俗的东西而成 

为真正神性的东西，任何令人讨厌的方面都隐匿不见了，一切世俗的 

东西都沉没了，所有粗野的东西都消失了，德行变得更加超凡脱俗， 

同时也变得更加温和、更近人情。

人的理性从来也无法这样来描述德行;它的德行本来总是有局 

限性的 ＜总是世俗的德行。

一个人一旦达到这种德行，这样同基督结合为一体，他就将平静 

而沉着地迎接命运的打击，勇敢地抗御各种激情的风暴，无畏地忍受 

恶的盛怒，因为谁能征服他，谁能夺走他的救世主呢？

他知道，他所祈求的东西将会得到，因为他只是在同基督结合为 

—体时发出祈求的，所以，他所祈求的只是神性的东西，而救世主自 

己作出的许诺难道还不能使人变得高尚并得到安慰吗？（《约翰福 

音》第15章第7节）

既然谁都知道，由于他在基督里面，他的所作所为表现了对上帝 

本身的崇敬,他的完美无缺会使造物主变得崇高•谁会不甘愿去忍受 

苦难呢？（《约翰福音》第15章第8节）

因此，同基督结合为一体可使人内心变得高尚，在苦难中得到安 

慰，有镇定的信心和一颗不是出于爱好虚荣，也不是出于渴求名望， 

而只是为了基督而向博爱和一切高尚而伟大的事物敞开的心。可见， 

同基督结合为一体会使人得到一种快乐，这坤快乐是伊壁鸠鲁主义 

者2在其肤浅的哲学中，比较深刻的思想家在知识的极其隐秘的深 

处企图获得而又无法获得的，这种快乐只有同基督并且通过基督同 

上帝结合在一起的天真无邪的童心，才能体会得到，这种快乐会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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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崇髙。（《约翰福音》第15章第11节）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1835年8 
月10日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社会主 

义和jC人运动史文库》1925年 

莱比锡版第11年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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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200

去•马克思的中学考试德语作文

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 

地在这个范围内活动，而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 

范围存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 

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 

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变得髙尚的 

地位。

这种选择是人比其他创造物远为优越的地方，但同时也是可能 

毁灭人的一生、破坏他的一切计划并使他陷于不幸的行为。因此，认 

真地权衡这种选择，无疑是开始走上生活道路而又不愿在最重要的 

事情上听天由命的青年的首要责任。

每个人眼前都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至少在他本人看来是伟大 

的，而且如果最深刻的信念，即内心深处的声音，认为这个目标是伟 

大的，那它实际上也是伟大的，因为神决不会使世人完全没有引导 

者；神轻声地但坚定地作启示。

但是，这声音很容易被淹没;我们认为是热情的东西可能倏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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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同样可能倏忽而逝。也许，我们的幻想蓦然迸发，我们的感情激动 

起来，我们的眼前浮想联翩，我们狂热地追求我们以为是神本身给我 

们指出的目标;但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很快就使我们厌恶，于是， 

我们便感到自己的整个存在遭到丁毁灭。

因此，我们应当认真考虑:我们对所选择的职业是不是真的怀有 

热情？发自我们内心的声音是不是同意选择这种职业？我们的热情 

是不是一种迷误?我们认为是神的召唤的东西是不是一种自我欺骗? 

不过，如果不对热情的来源本身加以探究，我们又怎么能认清这一 

切呢？

伟大的东西是闪光的，闪光会激发虚荣心，虚荣心容易使人产生 

热情或者一种我们觉得是热情的东西；但是，被名利迷住了心窍的 

人，理性是无法加以约束的，于是他一头栽进那不可抗拒的欲念召唤 

他去的地方;他的职业已经不再是由他自己选择，而是由偶然机会和 

假象去决定了。

我们的使命决不是求得一个最足以炫耀的职业，因为它不是那 

种可能由我们长期从事，但始终不会使我们感到厌倦、始终不会使我 

们劲头低落、始终不会使我们的热情冷却的职业，相反，我们很快就 

会觉得，我们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我们的理想没有实现，我们就将 

怨天尤人。

但是，不仅虚荣心能够引起对某种职业的突然的热情，而且我们 

也许会用自己的幻想把这种职业美化，把它美化成生活所能提供的 

至高无上的东西。我们没有仔细分析它，没有衡量它的全部分量，即 

它加在我们肩上的重大责任；我们只是从远处观察它，而从远处观察 

是靠不住的。

在这里，我们自己的理性不能给我们充当顾问，因为当它被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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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受幻想蒙蔽时，它既不依靠经验，也不依靠更深入的观察。然 

而，我们的目光应该投向谁呢？当我们丧失理性的时候，谁来支持我 

们呢？

是我们的父母，他们走过了漫长的生活道路，饱尝了人世辛 

酸。——我们的心这样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经过冷静的考察，认清了所选择的职业的全部分量，了 

解它的困难以后，仍然对它充满热情，仍然爱它，觉得自己适合于它， 

那时我们就可以选择它，那时我们既不会受热情的欺骗，也不会仓促 

从事。

但是，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 

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决定它们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 

始确立了。

我们的体质常常威胁我们，可是任何人也不敢藐视它的权利。

诚然，我们能够超越体质的限制，但这么一来，我们也就垮得更 

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冒险把大厦建筑在残破的废墟上，我们 

的一生也就变成一场精神原则和肉体原则之间的不幸的斗争。但是， 

—个不能克服自身相互斗争的因素的人，又怎能抗御生活的猛烈冲 

击，怎能安静地从事活动呢?然而只有从安静中才能产生出伟大壮丽 

的事业.安静是唯一能生长出成熟果实的土壤。

尽管我们由于体质不适合我们的职业，不能持久地工作，而旦 

很少能够愉快地工作，但是，为了克尽职守而牺牲自己幸福的思想 

激励着我们不顾体弱去努力工作。如果我们选择了力不胜任的职业， 

那么我们决不能把它做好，我们很快就会自愧无能，就会感到自己 

是无用的人，是不能完成自己使命的社会成员。由此产生的最自然 

的结果就是自卑。还有比这更痛苦的感情吗？还有比这更难于靠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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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各种赐予来补偿的感情吗？自卑是一条毒蛇，它无尽无休地搅 

扰、啃啮我们的胸膛，吮吸我们心中滋润生命的血液，注入厌世和 

绝望的毒液。

如果我们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以为能够胜任经过较为仔 

细的考虑而选定的职业，那么这种错误将使我们受到惩罚。即使不受 

到外界的指责，我们也会感到比外界指责更为可怕的痛苦。

如果我们把这一切都考虑过了，如果我们的生活条件容许我们 

选择任何一种职业，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种使我们获得最髙尊严 

的职业，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一种能给我们 

提供最广阔的场所来为人类工作，并使我们自己不断接近共同目标 

即臻于完美境界的职业，而对于这个共同目标来说，任何职业都只不 

过是一种手段。

尊严是最能使人髙尚、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更加崇 

高品质的东西，是使他无可非议、受到众人钦佩并髙出于众人之上的 

东西。

但是，能给人以尊严的只有这样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时我们 

不是作为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这种 

职业不需要有不体面的行动（哪怕只是表面上不体面的行动），甚至 

最优秀的人物也会怀着崇髙的自豪感去从事它。最合乎这些要求的 

职业，并不总是最高的职业，但往往是最可取的职业。

但是，正如有失尊严的职业会贬低我们一样，那种建立在我们后 

来认为是错误的思想上的职业也一定会成为我们的沉重负担 。

这里，我们除了自我欺骗，别无解救办法，而让人自我欺骗的解 

救办法是多么令人失望啊！

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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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还没有确立坚定的原则和牢固的、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最 

危险的，当然，如果这些职业在我们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如果我们 

能够为它们的主导思想而牺牲生命、竭尽全力，这些职业看来还是最 

髙尚的。

这些职业能够使具有合适才干的人幸福，但是也会使那些不经 

考虑、凭一时冲动而贸然从事的人毁灭。

相反，重视作为我们职业的基础的思想，会使我们在社会上占有 

较高的地位，提高我们自己的尊严，使我们的行为不可动摇。

一个选择了自己所珍视的职业的人，一想到他可能不称职时就 

会战战兢兢——这种人单是因为他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是髙尚的. 

他也就会使自己的行为保持高尚。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 

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会彼此敌对、互相冲突，一种利益 

必定消灭另一种利益;相反，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 

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 

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 

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

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 

的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 

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典范，就曾为人类而牺牲自己——有谁 

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 

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 

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 

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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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髙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卡•马克思写于183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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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 

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 

较幸福的时代?201

卡•马克思的中学考试拉丁语作文

要想研究奥古斯都时代是怎样一个时代，有几种可以用来对此 

作出判断的方法，首先，可以把它同罗马历史上的其他时期加以对 

比，因为如果指出奥古斯都时代同那些人们称之为幸福时代的先前 

时代相似，而同那些在同时代人和现代人看来风尚已经变坏、国家四 

分五裂并在战争中遭到多次失败的时代不相似，那么根据这些时代 

即可以对奥古斯都时代作出结论;其次，需要研究古代人们对这个时 

代作了哪些评价，异国人对这个帝国是怎么看的，他们是否害怕它或 

者轻视它;最后，还得研究各种技艺和科学的状况如何。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赘述,我将把奥古斯都以前最美好的时代•即 

由于风尚纯朴、积极进取、官吏和人民公正无私而成为幸福时代的、 

征服了下意大利的时代,再把尼禄时代即最坏的时代同奥古斯都时 

代加以对比，

罗马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像在布匿战争202前的那个时代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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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对从事各种艺术感到如此厌恶，那时教育几乎根本不受重视，因为 

那时最卓越的人们辛勤努力从事的是农业;那时论辩术是多余的，因 

为人们对应该做些什么用不了几句话即可表明。谈吐也不要求文雅， 

只注重说话的内容；当时历史不需要论辩术，它只是叙述事实，完全 

是一些编年记载2W。

可是，这整个时代充满着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斗争，因为从赶走诸 

王直到第一次布匿战争，一直进行着关于他们双方权利的争论，而大 

部分历史叙述的只是护民官或执政官以巨大的热情在他们双方之中 

实施的法律。

关于这个时代值得称颂的地方，我们已讲过了。

至于尼禄时代，不需要用很多的话来描述，因为既然那时最优秀 

的公民被杀害，到处专横肆虐,法律受到破坏，罗马城遭到焚毁，而统 

帅们由于担心他们的功业可能引起怀疑，还由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 

推动他们去建立伟大业绩，便宁可在和平中而不在战争中去寻求功 

名，那么，这是怎样一个时代，还有谁不清楚呢？

奥古斯都时代与这个时代不同，是谁都不能怀疑的，因为他的统 

治以温和著称。由于元首下令改变了机构和法律，往昔为护民官、监 

察官和执政官所拥有的一切权力和荣誉都转入了一人之手，所以各 

种自由，甚至自由的任何表面现象全都消失了，尽管如此，罗马人还 

是认为，是他们在进行统治，而“皇帝”一词只不过是先前护民官和执 

政官所担任的那些职位的另一种名称罢了，他们没有觉得他们的自 

由受到了剥夺。如果公民们能对谁是元首，对是他们自己在进行统治 

还是在被人统治表示怀疑，那么难道这不是温和治国的一个无可置 

疑的明证吗？

而在战争中，罗马人从来没有如此走运过，因为在这个时期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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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人被征服了，坎塔布里亚人被打败了，勒戚亚人和温德利奇人被击 

溃了，而凯撒与之斗争但未能战胜的日耳曼人——罗马人最凶恶的 

敌人——虽然在个别战役中由于背叛、奸诈、英勇以及他们居住在森 

林中等原因而曾战胜过罗马人，但是由于奥古斯都授予了某些个人 

以罗马公民权，由于有经验丰富的统帅们指挥作战，加之日耳曼各部 

落本身之间产生了不和，结果日耳曼的许多部落的势力总的来说是 

被摧毁了。

因此，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时期，都不能把奥古斯都时代 

同尼禄和那些更坏的统治者的时代相比拟。

至于布匿战争以前的时代里发生的那些派别纷争，也都终止了， 

因为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奥古斯都已把所有的派别、一切头衔、全部 

的权力都集中到了他自己一个人身上，因而最高权力本身不会发生 

矛盾，否则会给任何一个国家带来最大的危险，因为那样一来奥古斯 

都的威望在异国民族的眼里就会下降，从事国家事务更多的是为了 

贪图个人私利，而不是为人民谋福利。

但是，奥古斯都时代不应该受到我们的过分赞扬，以致我们看 

不到它在许多方面都不如布匿战争以前的时代。因为，如果一个时 

代的风尚、自由和优秀品质受到损害或者完全衰落了，而贪婪、奢 

侈和放纵无度之风却充斥泛滥.那么这个时代就不能称为幸福时代 ； 

但是，奥古斯都的统治，他为改善动荡的国家状况而选拔的人们所 

建立的机构和制订的法律，对于消除内战造成的混乱起了很大的 

作用，

例如，我们看到，奥古斯都清除了元老院中犯罪行为的痕迹，因 

为元老院中混进了一些极其腐败的人，他从该院中清洗了许多作风 

为他所憎恶的人，吸收了许多智勇出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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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时期，担任国家职务的都是些英勇和智 

谋卓著的人物，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难道还能说出比梅采纳斯和阿格 

利巴更为出色的人！虽然我们看到，元首也绝非没有虚夸矫饰的行 

为，但是，如前所说，看来他并不滥施暴力，并且没有给可憎恨的权力 

披上温和的外衣。如果说有一个布匿战争以前产生的国家曾经是最 

适合它那个时代的国家，因为它唤起了人们去建立伟大的业绩，造就 

了一些使敌人感到惧怕的人物，并号召在贵族与平民之间展开良好 

的竞赛（诚然，这种竞赛并不是全然没有忌妒心的），那么，我认为，奥 

古斯都所建立的国家则是最适合他那个时代的国家。因为当人们变 

得柔弱，纯朴风尚消失，而国家的疆土日益扩大的时候，独裁者倒可 

能比自由的共和政体更好地保障人民的自由 。

现在我们来谈谈古代人是怎样评价奥古斯都时代的 。

他们称他为神圣的，认为他与其说是人，还不如说是神。如果只 

是贺拉斯一个人这么说，那是可以不信的。但是，就连杰出的历史编 

纂学家塔西佗也总是以最大的尊敬、最高的赞赏，甚至以爱戴的感情 

来评价奥古斯都和他的时代。

至于各种科学和技艺，任何一个时期也没有这样繁荣过;在这个 

时代生活过许多作家，他们的作品成了几乎所有民族从中汲取教益 

的源泉。

因此，既然国家看来治理得不错，元首愿为人民造福，并且最杰 

出的人们根据他的倡议担任了国家职务；既然奥古斯都时代并不逊 

于罗马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并且看来它有别于那些坏的时代;既然我 

们看到派别纷争已经终止，而各种技艺和科学繁荣昌盛，——那么， 

由于这一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该算是最好的时代，同时应当指 

出，那位尽管有条件为所欲为，但在获得权力之后却一心只想拯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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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人.是应当受到很大的尊敬的。

卡•马克思写于183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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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重天

致燕妮

乘马车赴柏林途中206

一重重山峦退向远方，

一片片树林掠过车旁；

我这恋恋不舍的目光，

留不住那密林和山岗。

葱茏的树木流光溢彩，

峥嵘的山影嵌入穹苍，

转瞬间却被神灵夺走，

斑斓的景物渐渐渺茫。

我们留不住旖旎风光，

山林逶迤消失在远方；

心中只留下悲凉怅惘，

永远也难再欢欣舒畅。

总想留住那一片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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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却空怀满腔热望; 

迷人的景致已经消逝， 

萨蹄尔笑声刺人心房。

—轴轴画卷迤逦展开， 

时而幽暗时而又明亮; 

我们仿佛被卷入巨浪，

身边的波涛汹涌激荡。

尽管这景象变化无常， 

却有两重天永不变样: 

一重天就在我们上方， 

镶着云彩又巧缀星光＞ 

另一重天在心灵深处， 

那里充满欢乐与忧伤。

头上的天空繁星闪耀， 

融入暗夜隐现于远方， 

只有一颗星永远炽亮， 

映照高山和大海重洋; 

其他星辰会渐渐黯淡， 

忽东忽西地闪烁微光， 

只有这颗星光彩熠熠， 

永远是那样璀璨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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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底这重天火光闪亮，

是崇高精神放射光芒；

这火焰就像流星一样，

在幽邃的天穹里深藏。

火焰腾飞离开了天父，

又被吸引到人的身旁；

它摇曳起舞飘忽不定，

它时而高歌时而低唱，

常像要撕碎人的胸膛，

迫使他飞向茫茫上苍；

它向人展示陌生境界，

它就是来自那个地方。

那个人感到悲喜交集，

甘愿沉浸于幽思遐想，

他感到自己如此伟大，却又如此渺小， 

他觉得心中忽而黑暗，忽而升起曙光。

忽隐忽现的永恒之火，

由一轮红日聚成亮光；

诡谲神奇的混沌万物，

被太阳照得澄澈明朗。

太阳发出圆润的音响，

回环往复融合了阴阳；

它那优美绝伦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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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深沉而又高亢。

这太阳名字叫作爱情，

它照得万物通明透亮。

燕妮，当我把你的心灵窥望， 

当我焦渴的心与目光，

深深沉浸在你的身上，

我胸中就会升起太阳；

当你从我的身边走过，

我每根神经都会震荡；

当我为你而心驰神往，

便感到天空一片晴朗；

我目光如炬热血满腔，

能击退一切魈魅魍魉。

头上那重天永不变样，

云海雷电有深情蕴藏；

这重天永远属于我们，

向我们放射灼热光芒。

呵！愿心中的这重天也永不坠落， 

愿它在两根心弦上奏出同一音响； 

你若把情丝割断，我就会倒在地上， 

怒潮会把我吞噬，坟土将把我埋葬， 

两重天都将坠入深渊，

流血的心将悄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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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致燕妮

夜幕用旋律织成，

热切地来回飘荡，

然后徐徐从天而降，

笼罩在宇宙的四面八方，

我凝神用旋律的罗纱 

编织成一件羽翼衣裳，

披着它飞向我梦魂萦绕的地域，

燕妮就在那云烟舒卷的远方，

在那里我将满怀喜悦和渴望， 

倾听绵绵情话如泉水流淌，

那颗心赤诚坦荡，

神灵也会对它钟情向往，

那些话语成为我心中的天韵，

我沉浸于心灵和爱情的激浪。

是的，只要你的心更加剧烈地跳荡， 

只要你怀着感天动地的忧伤，

只要你的汪汪泪水 

闪烁着无比渴念的光芒，

只要你的双颊泛出圣洁的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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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流露出一丝欢畅，

只要你在内心深处 

永不放弃自己的愿望，

只要你摆脱心灵的重负，

打碎锁链敞开心房，

只要那朦胧的渴望使你激动不已 ， 

惊恐和思念使你艰辛备尝，

而这痛苦的巨大力量

让你的美丽崇高的倩影格外辉煌，

那么，我就想降落在你的身旁，

向你大胆地表露衷肠，

对你说，我只对你一个人钟情，

我心中的激情也像烈火一样， 

那股使你流下热泪的力量，

也将同样涌出我的胸膛，

它将以摧枯拉朽之势，

无拘无束地奔腾激荡。

我们的心意、行动和爱情 

将谱写命运的伟大篇章，

一旦激情的火焰使我们结合，

深沉的痛苦定会消亡》

那时我愿氷远驻足，

与你呼吸与共甘苦同尝，

我愿在你怀里燃尽烈焰，

幸福地安息在你的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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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我们同呼吸, 

死后我们合安葬。

思 念

致燕妮

燕妮，任它物换星移、天旋地转，

你永远是我心中的蓝天和太阳，

任世人怀着敌意对我诽谤中伤，

燕妮，只要你属于我，我终将使他们成为败将。

我的思念比茫茫宇宙还要宽广，

它无比崇髙，胜过寥廓的穹苍，

它无比美丽，胜过梦中的仙乡，

它无比深邃，胜过惊涛澎湃的海洋，

这思念无穷无尽，热情奔放，

这思念犹如上帝的遐想，

时时在他崇高的心中回荡，

正是你让这种思念萦绕在我的心房。

你自己就是这思念的化身，

思念二字难表达一腔衷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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炽热的深情无法用言词诉说， 

这热情将在我心中越烧越旺。

人的自豪

致燕妮

金碧辉煌的画栋雕梁，

高高耸立的殿宇楼房，

人群如潮奔腾瀲荡，

无休无止地劳碌奔忙；

看到这些我就怦然心跳，

满腔豪情像烈火燃烧；

难道就让这股浪潮 

把你卷进生活和大海的波涛?

面对青云直上的无耻之辈，

难道我应该击节赞赏？

难道我应该过这种浮华生活，

浑浑噩噩地白活一场？

不！你们这些外表魁伟的可怜侏儒， 

不过是冰冷、僵硬的魔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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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目光对你们不屑一顾，

我的眼中映现出内心的狂飙!

这目光穿透四周的人群，

急切地去把真理探寻，

炽热的渴念已化作雷电，

无情地扫过显赫的门庭。

如果你们都坍塌、坠落，

那只能变成斑驳陆离的碎瓦断梁， 

一片豪华化为满目凄凉，

残垣断壁显得黯淡无光。

没有任何樊篱将我们限制，

坚硬、贫瘠的故土不能把我们阻挡， 

我们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我们将驶向更遥远的地方。

没有任何地方会把我们留住，

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禁锢我们的希望， 

万千景象如同云烟过眼，

留下的只是胸中的热情和悲伤。

这些巨型的庞然大物 

只是悚然而立的残壁断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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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永远感觉不到那熊熊火焰，

而正是火焰从虚无中锻造出它们的形象。

没有哪根巨柱能在一瞬间 

凭借自身的力量拔地髙耸，

—块块精心堆砌的石头 

显示出蜗牛爬行般的艰辛劳动。

可是心灵却把万物拥抱，

它像--团巨火髙高辉耀.

即使在坠落之际，

也把太阳卷进汹涌的怒潮。

它凭借自身的力量 

胜利地升到壮丽的穹苍，

云层深处的众神受到震撼，

以为眼前是雷电的闪光。

你们要镇静地踏上小桥，

去把深沉的神圣思想寻找，

要敢于把它植入心中，

用自己的真情为它祈祷。

如果这颗心必须苦受煎熬， 

为自己的真情而烧得枯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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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让它响起火山爆发的声音， 

让恶魔们围着它哭泣哀号。

它执拗地甘愿败北，

它建造王座供人嘲笑，

它的坠落本身就是胜利，

它的骄傲拒斥是对英雄的酬报。

然而，如果两团火交相辉映，

如果两个人心心相印，

如果一个向另一个宣告，

从此不在太空孤往独行——

人们就会听见响彻寰宇的强音， 

风神琴①就会发出幽婉的和鸣； 

祝愿和内心的渴望就会一起燃烧， 

永恒的美必将大放光明。

燕妮！如果我可以大胆直言：

我们的心已息息相通，

它们炽热地在一起跳动，

一股激流使它们相互交融——

①以风神埃奥尔斯命名的古希腊乐器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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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向整个世界提出挑战，

面对庞然大物发出嘲笑，

外表魁伟的侏儒将倒地哀号， 

他的残骸窒息不了我心中的火苗，

我可以像神一样漫步徜徉，

胜利行进在那片废墟之上，

我的每句话都是火焰和行动，

我就像造物主那样襟怀坦荡。

歌手最后的歌

叙事诗

歌手在午夜孑然独立， 

满头白发苍苍，

他忐忑不安心潮起伏， 

思绪飞向穹苍。

一条花结丝带，

悬挂在他的肩上， 

镶着宝石的七弦琴， 

在他身边震颤鸣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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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把琴是他仅有的财产，

也是他最珍爱的家当， 

他的鬓发早已染霜，

但眼睛还射出炽热的光芒。

微风轻轻荡漾，

天空闪着迷人的星光， 

歌手在和风中伫立，

睡意已经一扫而光。

是内心的激情 

促使他走出狭小的卧房，

他喜欢这广漠的天宇， 

把它看作缀满繁星的厅堂。

他满怀诗人的热情，

轻柔地独自吟唱，

曲调越来越激昂髙亢，

歌声饱含着欢乐与忧伤：

“往昔的青春梦幻，

依然激动着我的心胸，

这揣惴不安的方寸之地，

从来没显得平静从容。



488 爱之书第一部

我总是这样行色匆匆，

急欲飘进黑夜和太空，

内心不会忘怀旧情，

深沉的力量不会在沉默中消融。

歌手真切地感到，

有一个神灵催促他不断前行， 

他一生注定要四处奔走，

只有在坟墓中才会停止行进。

可是在内心深处，

还珍藏着那第一幅画像，

它像镶金的宝石，

放射出圣洁柔和的光芒。

一俟它生根发芽，

它便永远灼热燃烧，

它将成为永恒的渴望，

成为绝无仅有的创造。

物换星移，

岁月如水流淌，

它的光泽永不黯淡，

在他心中永葆超凡形象。



歌手最后的歌 489

老人已到风烛残年，

追求之心依然不变，

但眼见这形象不断逃逸， 

他永远也难以抓到手边。

所以歌手就不得休息， 

直至胸中的火焰渐渐熄灭， 

直至群山压在他身上，

直至他渐渐消失不见。

所以他必须永远搏击，

为追求光明奋斗不息， 

直到波浪将他吞没，

直到他的胸膛迸裂。

所以他急于四处流浪，

所以他必须永远奔忙，

无论他这个被逐者在哪儿停留， 

心中都必定怀着渴望

这渴望和巨大的忧伤，

突然充满歌手的胸膛，

他不得不倚在七弦琴旁，

双手按住衰老的心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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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仰头扫视

那广漠无边的上苍，

啊！他愿像天神一般勇敢翱翔， 

在天际捕捉那个形象！

他站在那儿，威严而沉静，

就像受难的天神一样，

心中虽然充满不祥的预感， 

面对厄运却依然意气高昂。

他神态威严，白发如霜，

他昂然独立.气宇轩昂，

他急忙拿起七弦琴，

弹出了铿锵浑厚的音响：

••R有两次他玎以留住 

这亲切温暖的形象，

那充满激情的姿态 

抚慰了歌手的渴望。

爱情，这热烈而又神圣的情感， 

在他的心中激荡，

他让充满胜利豪情的歌声，

飞出激动不已的胸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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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他顿觉自己无比强壮， 

就像高大的橡树一样， 

他挺立在自己的神奇王国. 

显得神采飞扬。

他尽情地大口呼吸 

那富有魅力的清香， 

他永不知足，

沉醉于迷人的芬芳。

然而这爱情的欢畅 

已化作可怜人内心的悲伤， 

一个神灵把这苦痛 

抛向耀眼的太阳。

歌手从此只能怀着希望， 

直到他痛断柔肠，

他眼看天空一片明朗， 

却不可能向它飞翔》

所以，正如星星的光芒 

点缀在高远的穹苍，

我的爱远离了我，

到T那遥远、遥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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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只许从那悠远的重筲， 

向我显现她的形象，

而我只许无声饮泣，

向着天空仰望。

只有这支歌儿留了下来，

化作永恒的霞光，

心灵却还在游荡，

乘着这歌声的翅膀。

在歌声中我尚可拥抱 

那心潮激荡的胸膛，

在歌声中尚可自由倾诉 

这永恒的欢乐和渴望。

啊！愿灵魂在安息时，

仍怀着歌手内心的强烈欲望， 

愿它在弥留之际，

沉浸于和谐的乐章！

如果万物复苏，

如果我的内心深处重见光芒， 

我就可以虽死而获胜，

欣喜地走近我心爱的女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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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人苍白的脸上，

大串的泪珠滚滚流淌， 

老人要用一曲悲歌 

寄托心灵深处的热望。

他重新校正琴弦，

激昂的歌声再次回响， 

随后他便放下七弦琴， 

永远不再歌唱。

苍白的姑娘

叙事诗

这里静静地坐着 

一位苍白的姑娘，

她那天使般温柔的心灵， 

是那样忧郁和惆怅。

她心里没有阳光，

只有起伏的波浪，

在无言的内心斗争中， 

交织着爱情和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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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那样温和善良， 

虔诚地信赖上苍，

她那纯洁无瑕的模样， 

显得典雅端庄。

一位髙贵骑士策马而来, 

那骏马的鞍辔闪闪放光， 

骑士的眼睛含情脉脉，

犹如一片烈火的海洋。

这情景使少女怦然心动， 

賭士却扬鞭奔向远方， 

吸引他的是廛战的沙场， 

他斗志正旺不可阻挡。

姑娘失去了平静安详. 

仿佛苍天已经沉降，

无比的痛苦袭上心头， 

胸中充满思念渴望。

每逢暮色苍茫，

她便匍匐在地上，

面对基督的圣像，

不断地祝祷上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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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她眼前总有另一个形象 

把基督的圣像挤在一旁， 

她被这个身影紧紧擭住， 

内心感到十分惊惶。

“你可以祝祷上苍，

你可以倾诉衷旸，

但你是我钟情的姑娘， 

你永远逃不出我的手掌。”

这声音如同寒冰迸裂，

使少女感到意乱心慌， 

她惊骇地冲出教堂，

四周是一片夜色茫茫。

她绞着纤纤素手，

刹那间泪水盈眶：

“我胸中燃烧着热望，

到头来竟是梦幻一场。

失去了上天的保佑，

从此我完全绝望，

我的心信仰过上帝，

如今却堕入地狱的苦海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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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啊！他是那样魁伟，

是那样神采飞扬，

他的眼睛是那样深邃，

放射出崇高坚定的光芒。

可是他从未把我端详，

甚至没有向我投过目光，

他让我在绝望中苦苦等待，

直到我的心最终死亡。

也许另一个女人正偎依在他身旁， 

把他紧贴在自己的胸膛，

他哪里会去想象 

我怀着多么巨大的悲伤。

我情愿牺牲灵魂的安康，

我宁可抛弃自己的希望，

只要他向我投来含情的目光， 

只要他向我敞开自己的心房。

如果感受不到他的热情，

上天也必定会冷清凄凉， 

大地会沉浸于思念和忧伤，

愁云惨雾会笼罩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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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

会变得沉寂苍凉，

熊熊燃烧的心灵之火， 

会变得黯淡无光。”

少女纵身一跃，

跳进滔滔巨浪，

在这昏暗的寒夜，

急流把她卷向远方。

她那满怀激情的心脏， 

从此不再发出跳动的音响， 

她那熠熠生辉的眼睛，

如今熄灭丁炽烈的光芒。

她那甜蜜而温柔的嘴唇， 

变得苍白冰凉，

她那苗条匀称的身影， 

已经消逝在远方。

枝头没有掉下绿叶， 

向她表示哀戚悲伤，

天地一片沉寂，

无法唤醒这位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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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静静地流淌，

穿过层峦叠嶂，

在一块坚硬的礁石上， 

她的玉体碎成碧浪。

那位高贵优雅的骑士， 

正依偎在情人身旁，

他拨动三角琴的琴弦， 

把幸福和爱情的命运吟唱。

卢欣妲

叙事诗

宾客盈门欢声如潮，

笑语阵阵其乐陶陶，

人人欣然前来祝贺，

兴高采烈喜上眉梢，

一张张笑脸越来越红， 

一颗颗心儿激烈跳动， 

人人都在衷心地祝颂， 

喧腾的声浪飞上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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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亲吻，心心相通，

欢聚一堂，水乳交融，

不分等级，没有纷争，

友爱的气氛越来越浓。

可是这只是虚幻的梦想， 

这只是人们的热切希望， 

这希望产生于茫茫尘世， 

它大胆升腾直逼上苍，

然而那天上的众神 

怎能容忍世人忘记根本， 

怎能听任他们用尘世精神 

作为衡量天国的准绳。

这时一个来客穿过人群，

他怀揣匕首满面阴云， 

妒忌的烈火在他胸中燃烧， 

内心在诅咒无情的命运。

因为那戴着花环的新娘， 

曾是他倾心爱慕的女郎， 

她曾立下海誓山盟，

要向他敞开自己的心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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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放心地辞别了女郎，

为建功立业而奔赴疆场，

众神保佑他如愿以偿，

他勇往直前把凯歌髙唱。

他返回这宁静的城市，

戴着荣誉的桂冠，

这里闪耀着他最心爱的珍宝， 

这里的思念和幸福向他召唤。

眼看城垛已经在望，

他的心几乎要跳出胸膛， 

现在他可以得到一切，' 

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

他急忙来到这个宅院， 

这是他无比眷恋的地方， 

只见这里灯火辉煌， 

宾客迸出熙熙攘攘。

他大步流星走向厅堂， 

一位仆人将他阻挡：

“陌生人，你没长眼睛， 

你往哪儿乱窜瞎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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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你不是我们邀请的来宾， 

你没有为贺喜而身穿盛装，

你这个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 

只会使喜庆气氛受到影响Z

“少废话！我找卢欣妲!” 

仆人一听惊讶异常：

“今天人人都能见到她，

因为卢欣妲，她是新娘。”

陌生人顿时目瞪口呆，

魁伟的身体不住摇晃，

他双目圆睁黯淡无光， 

步履蹒跚退到门旁。

仆人对他大声叫嚷：

“你想和大家欢聚一堂， 

就必须穿上赴会的盛装， 

进入这张灯结彩的地方。”

他满怀恼恨快步回家， 

那熟悉的道路使他悲伤， 

他胸中充满愤怒和痛楚， 

他目光炯炯、心潮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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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迈着急促的步伐， 

向自己的家宅飞奔，

他不顾一切横冲直撞， 

一脚踢开紧闭的大门。

他推开女仆颤抖的手，

把她手中的灯盏夺走，

这可怜的人儿默默敲打额头， 

他额头潮湿，冷汗直流。

他把斗篷披在肩上，

那紫色斗篷熠熠生光，

他把金色的胸针别在胸前， 

纷披的长发像流泻的波浪。

他拿起一把金饰短剑，

让它贴近神圣的心房，

他曾挥舞它贏得崇髙荣誉，

这把剑本应赠给他心爱的女郎。

他脚下生风疾步行走，

返回那举行婚礼的厅堂，

啊！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两眼露出闪电般的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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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浑身颤抖走进大门，

步入灯火辉煌的厅堂，

他已成为命运女神的牺牲品， 

女神的咒语正在他耳畔回响，

他木然走来，神情沮丧，

华丽的长袍把傲骨掩藏， 

宾客见了不胜惊慌，

个个都觉得他奇特异常。

他像幽灵一样踽踽独行，

穿过喧闹沸腾的厅堂；

宾客们继续结对起舞，

频频举杯喜气洋洋。

女宾们个个如花似玉，

但只有卢欣妲艳冠群芳，

她身披薄纱丰姿绰约，

胸脯宛如起伏的波浪。

人人油然而生爱慕，

个个激动得如醉如狂， 

满堂宾客情不自禁，

久久凝视这俏丽的女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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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欣妲双目神采飞扬，

她嫣然一笑焕发容光，

她步履轻盈风度优雅， 

舞姿潇洒仪态万方。

她从他身边飘过，

他没有退向一旁，

她那炽热的目光顿时黯淡， 

红润的面颊变得苍白凄怆。

她想往人群里躲闪，

避开这个陌生人的目光，

可是他发出一声冷笑，

像一股神力使她发僵，

他投来凛冽的目光，

他面色阴沉逼近她的身旁， 

宾客们此时呆若木鸡， 

满腹疑云默默相望。

卢欣妲突然感到窒息，

仿佛被诸神扼住咽喉，

心灵的重压难以承受，

她紧紧靠在侍女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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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你早先对我指天起誓，

如今却这样无情无义，

你今天当了别人的新娘，

卢欣妲，你是如此虚情假意！”

大家想拦住这位来客，

不让他在喜筵上如此喧嚷，

他却把众人推到一旁，

他的话如惊雷响彻厅堂：

“谁也休想拦阻我!’’

他那忧郁的眼睛闪着怒火，

众人不得不听他吩咐，

倾听他把哀怨诉说。

“我绝不愿伤害这位女郎，

请不要为她的安全感到恐慌， 

只是她应该使这出戏圆满结束， 

为此我甘愿同她一起登场。

你很快就可以继续翩翩起舞， 

在喜庆的气氛中心花怒放，

你马上就可以将我摆脱，

去紧紧拥抱你的新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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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也要庆柷婚礼，

这婚礼将显得壮丽辉煌，

我安排的盛典别具一格，

我要把匕首和黑夜当作新娘。

请让我再看一眼你的身影， 

吮吸那烈火一般的激情；

好！我已经看见你的眼睛，

现在你就要看见我鲜血淋淋。

他早已拔出匕首，

迅猛地刺穿胸膛，

鲜血不断地喷涌流淌， 

眼前已经是黑夜茫茫。

扑通一声他栽倒在地， 

周身上下瘫软如泥，

死神抱着这盛装的躯体， 

神灵也无法使他返回人世。

卢欣妲此时瑟瑟发抖，

迅速拿起地上的匕首，

她猛然将霜刃刺向身躯， 

殷红的鲜血顿时喷出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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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漓的鲜血使侍女心惊， 

但她迅速地恢复了镇静， 

她抓住了刀柄，夺走匕首， 

只见那锋刃寒光荧荧。

卢欣妲心中万分悲伤，

一头倒在那具尸体上，

亲吻他那流血的心口， 

让自己的血注入他的胸膛。

她那苗条轻盈的身躯，

穿着洁白如雪的衣裙， 

那如泉喷溅的热血，

使衣裙染上鲜红的血印。

她依偎着这位忠实的男子， 

久久停留在他的身旁， 

可惜渴望不能使死者复生， 

否则他就会重新回到世上。

她从意中人身边站起，

她面色苍白、鲜血淋漓， 

宾客们嘟哝着迅速散开， 

人人都感到胆寒心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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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像一个女神进行自我判决， 

毅然决定走向死亡，

她的目光凛若冰霜，

逼视与她联姻的新郎。

她那苍白的嘴角漾起笑意. 

这微笑含着讥讽与悲凉， 

随着一声深沉痛苦的惊喊， 

她陷入了可怕的癫狂。

围观的宾客四下散开， 

纷纷逃奔神色仓皇，

管弦铙钹已悄然无声， 

大厅里一片空寂凄凉。

歌手的爱情

致燕妮

只要歌手没有被恶浪卷向远方， 

只要他没有停止呼吸倒地身亡， 

他就必定永远怀着爱情，

这爱情炽热忠贞，地久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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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内心的深处，

他紧紧拥抱过的一切，

当年充满他心房的一切，

都将永远在他心头燃烧。

他到处将它寻觅，

用各种模子把它铸造，

他在幽深的梦境里探求，

又在高远的碧空中寻找。

只有他能使它保持纯洁，

只有他能给它缀上天国的珍宝， 

因为他胸中的神奇力量 

足以抵挡尘世的惊涛。

一个恶魔鞭打他走过人生旅程， 

他没有平静，不得安宁，

他注定永远得不到幸福，

因为渴望始终充满他的心灵；

这样他就可以永远如火燃烧， 

让真情深藏，把青春永葆，

不管尘世如何扰攘喧嚣，

他永不熄灭心中的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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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了~次不同寻常的交换， 

是神明让他作出大胆的决断: 

他放弃人生的一切享受，

换来这悲欢交集的审美境界。

因为美是一种渴望，

美是一束摇曳的柔光，

必须把它紧贴在心上，

然后让它在长空回翔。

只有怀着神圣的感情，

美才会从空中徐徐降临，

它点燃心灵深处的火焰，

使柔弱的肢体得到温馨。

只有这火焰可以将美挽留， 

给它增添力量注入暖流，

它也会离开人的怀抱，

只要你三心二意别有所求。

所以在这茫茫尘世，

处处都有永恒的渴望和悲哀， 

拼搏奋争造就了诗人，

他的艺术反映出博大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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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爱才会使言语 

充满心灵的温馨，

爱情从崇高境界吸取智慧， 

把它融进烟波浩渺的图景。

如果女神倒下，

如果烈火燃尽，

和谐便消失得无踪无影，

美的形态就会破损凋零。

所以缪斯总是温暖着诗人的心灵， 

让他保持神圣的感情，

直到诗人起伏的胸膛 

停止呼吸归于平静。

所以，燕妮，哪怕你身居九重云天， 

我也会对你怀着深情一片，

即使你永远不属于我，

我也会苦苦地把你思念。

所以，假如有别人把你拥抱，

假如你那忐忑不安的胸膛 

渐渐地向他的胸膛贴近，

那时请不要把你的歌手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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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想到他正在漂泊流浪， 

他永远失去丁自己的希望， 

燕妮，他只对你一人深情向往， 

他的歌只为你一人吟唱。

他郁郁寡欢无限惆怅，

他苦受煎熬日思夜想，

他享受到的那一点幸福，

只会使他更深地陷入痛苦的海洋。

一旦我在喜庆的典礼上，

看见你成了一位男子的新娘， 

我的琴弦还会再一次鸣响，

我会用热情的歌喉为你髙唱。

一i这支歌使你眼睛明亮，

我心头便涌起无限悲怆，

七弦琴就会摔成碎块，

歌手就会痛断肝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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犟姑娘的婚礼之歌

叙事诗

她满头鬈发乌黑油油，

她走出苇丛思绪悠悠：

“那历来属于我的一切，

从今将不再归我所有，

我在这里听过涛声喧唱， 

听过瀑布在悬崖轰然作响，

我啜饮过这里的清泉，

那淙淙的水声使我心灵震荡。

在这山丘的小路上 

我曾见到奔跑的羚羊，

猎人的箭射中它的身躯，

它奄奄一息倒在路旁。

我曾在这里栽种橡树，

让它生根抽条茁壮成长， 

如今它枝繁叶茂髙高挺立， 

不再惧怕雷霆的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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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嫩叶和苔藓，

这里也有柔软的枝条， 

我用它们编成美丽的花环， 

这双手显得多么灵巧。

我怀着虔诚的心，

把花环献给天上的精灵， 

它们是那样美丽、矫健， 

它们的四周洋溢着清芬。

虽然有恶魔蛰伏于一旁， 

虽然它们震怒而又惊惶， 

我却顶着疾风在这里漫步， 

听凭惊雷在头顶轰响。

我曾高卧在美丽的山岗， 

周遭沐浴着灿烂的阳光， 

我也曾凝视茫茫的夜色，

心中怀着无声的渴望。

我常常冒险步入深谷， 

去寻找地下的宝藏，

据说有许多奇珍异宝，

沉睡在一个隐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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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要失去这一切，

我将要离开这熟悉的故乡， 

那美丽的花环已经破碎， 

青春也消逝于过去的时光。”

她周身颤抖跪倒在地，

翻滚的心潮在胸中激荡， 

这倔犟的棕色皮肤的新娘， 

默默地用手捶击胸膛。

一座座坟墓、一道道山梁， 

环绕着这位倔犟的姑娘， 

她躺着一动不动，

愁云笼罩着她的面庞。

她身材苗条，

她秀发长长；

这时走来一位老妇，

只听她口中不住地嘟嚷。

老妇满脸皱纹，

显出苍老的模样，

那皱纹恰似无数波浪， 

让人看出她那冷酷的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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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妇满脸阴沉，

如同夜色昏茫，

目光没有一丝儿温情，

看上去冷若冰霜。

老妇身躯粗壮，

就像耸立的山石一样， 

她把玻璃项链戴在脖子上， 

她那玻璃耳环闪闪发光。

“你为何匆匆离开厅堂，

看你这孩子多么倔犟，

快跟我去参加结婚典礼，

那儿摆放着许多嫁妆》

我要用戒指和钻石，

把你打扮得无比漂亮，

把珊瑚挂在你的胸口，

你将成为最美的新娘。

我已用林中嫩叶 

为你缝制了衣裳，

衣裳上香气缭绕，

洋溢着馥郁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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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邻居们已送来礼品， 

色彩缤纷满目琳琅，

欢乐的歌声正在响起，

宾客盈门喜气洋洋。”

姑娘一听惊恐万状，

向母亲投来畏惧的目光， 

她的心儿受到剌伤，

她那悲凉的话语像挽歌一样:

“难道我们那个茅舍 

容纳不下全家亲人？

我是如此依恋你们，

你们却要把我撵出家门。

你们要我委身于那个男人，

做他的女奴了此一生，

要我对那个粗汉百依百顺，

一辈子为他作出牺牲！

鹿儿还可以自由奔跑，

穿过树丛越过山坳，

鸟儿还可以自由飞翔，.

迎接天上的霞光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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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水还可以自由流淌， 

从高山流向平坦的地方， 

它泛起涟漪激起浪花， 

一路欢歌多么舒畅。

我却要当那粗汉的奴婢， 

永远被锁在铁链上，

没有哪个天神会发慈悲，

把我救出这重重罗网。

我们捕杀野兽，

野兽也会挣扎吼叫，

我们驯脤烈马，

烈马也会在鞍下腾跃。

我们砍伐树木，

树木砰然而倒，

它也会发出震耳的响声， 

宛如幽灵的惊叫。

据你们说，

我生性善良，

素来洁身自好，

如今却落得一个充当女奴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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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奉献我的一切：

这比葡萄枝蔓还纤弱的 

纯洁无瑕的身躯，

这丰润饱满的胸膛。

我的一切将属于他，

包括生命的每一丝气息，

我必须俯首咗命，

就像充当祭品的羔羊。

我失去了我所喜欢的一切，

丢掉丁我所钟爱的一切，

你们只当我已死去，

我只为那个无情男子苟活在世上。

啊！让我向海湾逃亡，

同猛兽一起度过时光，

让我奔向悬崖和沟壑，

躲进那令人生畏的地方1

我喜欢那样的栖身之处， 

珍视那宁静的地方，

而新婚之床将成为我的墓穴， 

婚礼树就像墓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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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亲那阴沉的脸上，

闪出一线柔和的阳光，

她在追忆逝去的年华， 

心中仿佛涌起闪光的波浪。

“黄昏时分你可以听到， 

你的丈夫是多么英勇顽强， 

高山和深谷无法将他阻挡， 

敌人终于成了他手下败将。

日后你可以把你的儿女 

温存地贴近自己的胸膛， 

你可以紧紧地把他们搂抱， 

亲热地躺在他们身旁。”

“呵！他驰骋疆场、战绩辉煌， 

绝不可能使我感到欢畅，

他只会给我带来不幸，

越来越变得趾高气扬。

他会挥舞皮鞭，

抽打我怀抱的婴儿，

他用棍棒将我猛击，

我还得强作笑颜。”



犟姑娘的婚礼之歌 521

那冷酷的老妇，

心头猛然一惊，

神色顿时阴沉，

面孔绷得紧紧。

“你是不是自以为比别人俊秀， 

自以为比所有女人胜过一筹？ 

我们早先有过的厄运，

如今你同样也得承受！！

你若还要执意违抗，

我就把你拖回厅堂，

用手揪住你的头发 

把你强行送入洞房。”

“好吧！我愿嫁给那个男人，

跟随着他跳进火坑!”

姑娘说罢浑身颤抖，

心如刀绞痛不欲生。

她五脏俱焚倒在地上，

她声泪俱下无比悲伤， 

然后她又迅速站起，

走向那张灯结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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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耸立郁郁苍苍， 

太阳放出万道金光， 

苍天不识人间哀怨，

万物依旧灿烂辉煌。

蓓蕾绽开，鲜花怒放，

天空没有降下暴雨寒霜， 

但一个灵魂已被死神夺走， 

—颗心灵已经悄然死亡。

惜别的晚上

致燕妮

种种景色掠过我们面前， 

它们那么美好而又多变， 

一会儿在我们眼前消逝，

-会儿又耀眼地重新出现。

我们永远不愿匆匆离开 

这个充满自由的神圣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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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轻声细语互诉衷肠， 

然后便沉浸于爱情的海洋。

天空的星光熠熠闪耀，

我们却一点也没看到，

因为我们心中的永恒火苗 

比星光更加瑰丽美妙。

四周的垴垣和楼台，

渐渐退隐不复存在，

因为我们的目光深邃明澈， 

早已飞越这一切障碍。

你的圣洁形象 

使我心摇目荡， 

你的无穷魅力 

使我堕入情网。

我们倾吐心曲语声悄悄， 

别人无法体会个中奥妙， 

这声音冲出心灵的闸门， 

它原是胸中涌动的春潮。

可是它永远表达不尽 

我们深深怀着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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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崇高的感情如同泉水， 

源源不绝地涌出心灵。

我们的手紧紧相握，

这沉默胜过万语千言，

你眼波流盼情意绵绵，

这目光使你无比娇艳。

别人可以自得其乐，

独自怀着愉悦的心情， 

我们却只能用爱情的誓言， 

不断地抚慰双方的心灵。

你悄悄地走到我的面前， 

把一缕秀发送到我手边，

这一根根棕色的鬈发，

已被你编成精巧的圆圈》

你用它寄托火热的真情， 

同时还附上自己的芳名， 

这芳名饱含着爱的音韵， 

就像悠扬的天籁一样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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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天使才配用这个芳名，

它圆润柔和犹如乐音，

这名字使我听见了神的宣召， 

我于是感受到天国的光明》

这编成圆环的棕色鬈发，

羞怯地掩盖着你的芳名， 

这名字的内涵比书本丰富，

它像恋歌一样含有无限柔情。

我还从未在一页纸上 

读过如此丰富的内容，

这页纸仿佛显出神功， 

使我的心重新有力地跳动。

我曾沉浸于书籍的海洋，

但徒劳无功空怀希望，

心中的痛苦依然如故，

精神上还是空虚迷茫。

如今我找到丁一部佳作， 

这本书具有神奇的力量， 

燕妮，这佳作就是你的名字， 

它足以治愈我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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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醒来看见晨光， 

fe把嘴唇紧贴在你的鬈发上, 

每当我在黑夜情思萦怀，

便把你的鬈发贴近胸膛。

它在我宁静的心中，

唤起了甜蜜的梦，

它把我带到遥远的地方，

带到神灵赐予你的那片碧空。

每当歌声停止回响，

每当心中空虚惆怅，

我就满怀爱恋地握住它，

琴声便会重新在我胸中荡漾。

这时精灵们轻轻跳跃，

围着我跳起爱的舞蹈， 

教我吟唱新的曲调，

让花环上的奇葩更加妖娆。

如果这歌声永远回响，

我就会永远激情满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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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走向那熊熊的火焰， 

让心灵和歌词熔合在胸膛。

歌声里回响着你的呼唤， 

歌声里飘溢着你的气息，

你使这歌声悠然响起，

又让它周而复始永不沉寂。

我往昔的大胆追求与渴望， 

目标是那样朦胧迷茫，

我心中缺少精神支柱，

只是迷恋遥远的地方。

如今你给了我精神支柱，

如今我不会迷失方向， 

从此我开始了美好的人生， 

你就是照耀我人生的太阳。

四

我曾经送给你一束鲜花， 

我多么羡慕它们的好运， 

因为花儿紧贴在你的胸前， 

幸福地感受到你的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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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衬托女神的倩影，

与你的丰姿交相辉映，

它们的色彩如烘云托月，

显现出你的风貌神韵。

它们可以凋谢在你的身旁，

向你发出醉人的芬芳，

啊！但愿我也能如此幸福地枯萎， 

临终时依偎着你的臂膀。

可是啊！也许你已把花朵撕碎， 

冷淡地把它们丢弃在一旁，

也许我已从你心头消失，

就像那被抛弃的花朵一样。

这样一切都化为乌有，

到头来只是美梦一场，

你从此不再把我怀想，

你的爱情已经名存实亡。

也许你只有片刻的热心，

也许你只有瞬息的激情，

你不想同我终身相伴，

你心中向往着更髙的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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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不愿彻底打破 

我这大胆的青春幻想，

你那柔声细语未能使我醒悟， 

我这热情之火却点燃了你的心房。

如果我怀着对你的痴情，

离别了你而奔向远方，

我的形象便会在你心中湮灭， 

我们的纽带也就断裂消亡。

五

时钟敲过十二下，

我和你难舍难分，

我亲吻你的棕色秀发， 

让你贴近我的胸膛。

在这神圣的地方，

精灵在起舞歌唱， 

不管夜晚多么黑暗， 

这里都有灿烂阳光。

你转身向我凝望，

目光中情意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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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无比喜悦，

看着你光彩照人的脸庞。

你是那样热情奔放，

那样温存，那样端庄，

爱情和痛苦融为一体， 

铸成你这美丽纯洁的形象。

这时夜幕骤然隐退，

我的眼前一片辉煌，

我惊讶不已怦然心动， 

我看见了世上最美的诗章。

我也曾见过这些诗章，

心中也曾有情感激荡，

但它们蒙着一层云嚴， 

令人感到恍惚迷茫。

现在我可以捧读这些诗章， 

我的耐心获得了报偿，

从前那些迷离的幻影，

如今成了现实的景象。

我看见了那永恒的美，

看见了魅力无穷的形象，



惜别的晚上 531

我谱写出悠扬的乐曲，

我创造出人间的天堂。

我的思想并不空虚无聊，

我把崇高感情当作探求的目标， 

我决心获得这种感情，

我想看它怎样涌动、燃烧。

我漫步在思想的王国，

我遨游于朦胧的幻境，

我迎着和风、戴月披星，

到处追寻那崇髙的感情。

然而这一切努力都属徒然，

我心头的热望未能实现，

因为只要热血没有奔流，

就不会出现崇髙的情感。

现在我看见了它那明亮的光芒， 

我仔细倾听它发出的音响，

那审美的快乐和悲伤，

在我的心中交融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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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拥抱你，和你--起回翔，

我要使自己的瑰宝安然无恙， 

我用胳膊把你搂住，

让你紧贴我灼热的心房。

我愿和你一起奔跑，

一直奔向天涯海角.

天边一片虛无缥缈，

神灵迎接我们来到。

可是啊！我们来到你的寓所， 

这里是禁锢你的樊笼，

热恋的火焰刚刚腾起，

眼前的离别又使人忧心忡忡。

我紧握你的纤纤素手，

我再次把你贴近胸膛，

寓所的小门砰然关上，

霎时间我们又天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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凄惨的女郎

叙事诗

她亭亭玉立身穿盛装， 

紫色的衣裙闪闪发亮， 

她用一条轻柔的缎带 

束在柔美纤细的腰上。

她戴着一个玫瑰花环， 

满头秀发像翻卷的波浪， 

红色的玫瑰如火如血，

白色的玫瑰如雪如霜。

可是玫瑰虽然鲜艳，

却没有使她焕发容光， 

她慢慢屈膝倒下，

像猎物中箭受伤。

身上的珠玉璀璨辉煌， 

但是她满脸苍白神色惊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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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离开面颊，

涌入她的心房。

“我又得外出奔忙， 

强装出欢乐的模样， 

我迈着轻盈的步履，

却将悲痛在心底深藏!

我虽然身穿艳服，

内心却寂寞凄凉！

我这心潮起伏的胸膛，

怀着一种热切的希望》

是什么在我心头燃烧？ 

我自己也无法说明， 

只有苍天知道真情， 

世上没有谁能说清。

我不能向别人倾诉衷旸， 

人们只会把我嘲弄一场， 

我内心深藏的苦衷，. 

有谁能够关怀体谅？

啊！我多想振翅翱翔， 

飞向那髙髙的重霄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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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只能置身于茫茫尘世， 

任凭风浪将我卷向远方。

我多么愿意死去，

沉没于苦海汪洋，

然后再升入天堂，

去看看那无比瑰丽的地方！”

她抬起眼睛泪水汪汪， 

向明亮的天空久久仰望， 

她发出无言的长叹，

默诉心头的热望。

然后她悄然躺下，

轻声地祝祷上苍，

她刚进入朦胧的梦乡， 

天使便降临在她的身旁，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 

女郎渐渐憔悴消瘦，

她沉默寡言眉头紧锁，

她饮恨吞声满腔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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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抑制内心的悲痛，

她想遏止巨大的激情， 

但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 

她的心始终不能平静。

有一天她又躺在床上， 

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悲伤， 

命运的打击如此沉重，

看来她已经濒临死亡。

女郎圆睁一双秀目，

目光呆滞而又迷茫，

看来她已神志不清，

语无伦次神态反常。

一股抑制不住的血流，

涌出了她的眼眶，

她的痛苦似乎顿时消失，

眼前出现了心灵之光：

“我看见天门已经敞开，

心里觉得无比欢快，

我的希望就要实现，

我将升向星空，飞到九霄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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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那苍白的双唇不住颤动， 

心弦的奏鸣已经告终，

温柔的灵魂飘然而去，

飞向她归宿的茫茫太空。

她的心早就向往上苍，

那里仿佛有神奇的力量， 

她觉得人生过于冷寂，，

她觉得尘世过于凄凉》

终 曲（十四行诗）

致燕妮

请你收下这些诗笺，

我怀着真情把它们奉献，

诗中回荡着铿锵激越的琴声， 

诗中映射出自由的心灵火焰。 

啊！如果这些诗篇引起的回音 

在你心中激起无穷的思念，

如果你的热血更快地涌起，’ 

涌向你那圣洁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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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从你胜利行进的远方，

就会传来你心灵的回响，

我就会更勇敢地驰骋疆场，

我的诗就会更加自由豪放，

我的歌声就会更加髙亢激昂，

我的琴弦就会如泣如诉，倾吐衷肠。

我不需要尘世的虚荣，

它处处侵入人们心中，

一旦它把人们的心弦震动，

人人都甘愿俯首将它赞颂。

我爱你神采焕发目光炯炯，

我爱你心头炽热烈火熊熊，

你在我的歌声中热泪奔涌，

这一切都胜过尘世的虚荣。

我愿随着竖琴的低沉音响，

让自己的灵魂最终飞向上苍，

只要临死前感到自己是杰出歌手 ，

只要能用快乐和忧伤感化你的心肠， 

我就算达到了最崇髙的目标，

我就算贏得了最美好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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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这些诗笺会插翅飞翔，

它们会飘落到你的身旁，

而我却满怀郁悒惆怅，

心头萦绕着离愁和幻想。

我竭力发挥大胆的想象，

但到头来总归是美梦一场。

我不会赢得最崇髙的情感，

不久就会陷入无限的悲伤。

如果我怀着热切的希望，

从远处回到我心爱的地方，

见到你的丈夫拥抱你圣洁的身躯， 

骄傲地把你贴近他的胸膛，

我便像受到雷电轰击，

心头涌起绝望和迷惘。

四

请原谅我大胆地倾诉衷肠，

请原谅我直陈心中的热望，

歌手已唱得唇焦舌敝，

爱情的火焰正燃烧在胸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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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我能同自身分离，

在绝望中默默地走向死亡？

难道要我嘲讽地自称歌手，

而不去爱你——我心中的女郎！

我心中的幻想确实过于虚妄，

我对你的崇高形象只能仰望，

但是啊！我只愿你流下含情的泪水，

只望你听一听我的歌唱，

只要你赋予它神韵和异彩，

我就甘愿让歌声消失于死寂的远方。

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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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身符

物换星移，

年年岁岁无穷尽，

时光如水，

夜夜奔流永不停。

我登高远望，

微笑看沧桑，

不管是风和日丽，

还是有雷霆震荡。

因为现在我找到了 

一张护身符，

它为我医治创伤，

它使我心雄胆壮。

我要将它赞美，

我要为它歌唱，

它能使一切讥讽化为灰烬， 

它产生爱情与心灵的音响， 

它是永不枯竭的源头，

时时激起奋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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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液

你手上的蜂蜜闪闪发光， 

我吻你的手，把蜜汁品尝， 

顿时许多恶魔蠢蠢欲动，

想使我的灵魂离开心房，

啊！这甜蜜的毒液不断扩散， 

很快就充满我的胸腔，

平素我的眼睛多么明亮，

此时却饱含忧郁，黯淡无光。

你这妩媚迷人的魔女，

既然将毒液给我品尝，

何不占据我的全部身心， 

让我忘情地扑向你的胸膛。

只有这样你才能治愈 

你那甜蜜毒液造成的创伤， 

不过你切不可迟疑延宕，

因为这毒液正使我走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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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座之歌

在高高的台座上，

立着守护神的雕像，

他送来智慧和祝福，

他张开温柔的翅膀。

他的脸庞焕发光辉，

他的胳膊十分强劲，

眼睛似乎含着微笑，

仿佛感到生活的温馨。

每当我独坐案前，

他便与我作伴，

从高髙的台座上 

温存地向我俯瞰。

于是我的诗思如泉流淌， 

诗中充满了青春的力量， 

不过他从不赋予我灵感， 

我知道，是谁使我诗情激荡。

那是另外一个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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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我心中发出光芒，

她只是借用我的诗行， 

来描绘自己的光辉形象，

她在那十分遥远的地方， 

却又总是出现在我的心上，

即使她始终近在咫尺，

我也永远无法将她留在身旁,

致星星之歌

你们围起圈儿翩翩起舞， 

闪闪烁烁放射光芒，

你们那冉冉升起的影像， 

无边无垠绵延四方。

最美丽的灵魂在这里闪现， 

最坦诚的心儿在这里激荡， 

心儿像一颗金色的宝石，

四周镶着巨大的哀伤。

人们抬眼向你们凝望， 

以为你们具有神秘的力量， 

想从你们那儿汲取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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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永不枯竭的思想。

可是啊！你们只是永远 

在宁静的天空闪耀，

而诸神却永远不会 

把热情注入你们的怀抱。

你们只不过虚有其表，

看上去如同烈火燃烧，

其实你们并没有灵魂，

没有热忱慈爱的春晖在心头照耀。

你们在天空发出嘲笑，

讥诮人们的事业、追求和忧伤； 

你们让人们的希望破灭，

让火热的胸膛充满悲凉。

我们必将在痛苦中渐渐衰老，

我们终将在绝望中走向坟场， 

然而天上和地下万物依旧，

此情此景令人感伤。

即使我们粉身碎骨，

即使我们遭到灭顶之灾，

也没有~棵树会因此而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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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颗星星会陨落下来。

如果你们也有人的情感，

你们早就葬身于蓝色的海洋， 

你们就不再熠熠生辉，

不会放出如火的光芒。

你们就会默默地道出真情，

而不会用虚假的辉煌来伪装， 

天空就不会澄澈明朗，

四周必将是夜色茫茫。

两颗星

谜语

在那遥远的天际，

有两颗金光闪闪的明星，

它们永远彼此规避，

怛又总是互相亲近。

它们伸出闪光的翅膀，

好等待将来同声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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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它们就要携手，

它们却各自把手抽回》

燕妮，你能否说出星星的名字? 

我愿意向你讲明实情，

这并不是指我们俩人，’

因为我和你永远难分》

越过广袤浩瀚的空间，

不顾世间的纷争和怨愤，

我的爱流进你的心灵，

带着我的思念和苦涩之情。

我的世界

大千世界不能慰藉我的愁思， 

就是神仙的魔力也无济于事， 

我的精神比他们更加崇高， 

它在我胸中激荡犹如风暴。

即使我获得全部星星的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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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吸收整个太阳的光芒， 

我也不会觉得我的奋斗得到报偿， 

我也不会感到满足了心中的愿望。

啊！在无止境的争斗中，

仿佛远方有符笼一道，

用魔力把我驱入茫茫迷雾，

使我永远无法接近目标。

只有无声的岩石和废墟，

把我的万千愁绪环抱，

我的全部希望在这里燃烧，

化作霞光把天空映照。

世间的天地实在狭小，

拥挤的人们躲不开纷扰，

我的梦想只能在这里实现，

我的希望摆脱不了尘世的喧嚣。

燕妮！你会向我询问：

这些话有什么深奥的含义？

啊！那我就向你作出解释，

只是我的辛劳恐怕白费力气。

你的眼睛比蓝天还要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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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目光比太阳还要明亮，

只要你看看自己热情的双眼，

你就会找到谜底、豁然开朗。

只要你大胆享受甜美的生活， 

只要你意志坚定不再彷徨，

你定会自己找到谜底，

你会发现天国就在远方。

啊！只要你嘴唇吐出一丝气息，

只要你说出一句话暖我心房，

我顿时就会欣喜若狂，

如同被卷进欢腾的巨浪！

啊！你的话使我情绪激昂，

你的话在我心底回响，

它就像法师放出的电光，

猛烈地击中了魈魅魉魉。

然而，言语的力量毕竟有限， 

言语的音响转瞬就会消亡，

只有你的形象永不磨灭，

只有宇宙和精神的渴望地久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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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楼上打钟人之歌

雷鸣电闪，雨骤风狂， 

钟楼啊钟楼，

你在颤抖，你在摇晃；

四野昏黑、一片迷茫，

大风呼啸而过，

卷起尘土飞扬，

这漫天的尘埃夹着冰雹， 

笼罩着楼顶和围墙。

啊！ 一座座房屋正在震颤， 

人们的心中无比惊惶， 

他们凝神向外张望，

不禁流下热泪两行；

只见那一片飞砂走石，

正随着狂风自由回翔，

风沙发出低沉的声响，

无休无止地传向远方。

眼前这排山倒海的力量， 

过去被束缚在金色的天堂， 

在那漫长的悠悠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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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一直被钳制在杳渺的穹苍; 

现在这股巨大的力量 

已把天堂的锁链一扫而光，

它一旦从沉睡中惊醒，

就一定要自由自在地翱翔。

它呼啸而过锐不可挡，

它震天动地倒海翻江，

它经过任何一个地方，

都将摧毁一切，

造成可怕的破败景象；

人们放眼四望，.

只见处处是断壁残墙，

劫后余灰闪烁着幽光。

这巨大的力量 

迅猛向前不可阻挡，

它贏得的胜利如此辉煌； 

隐秘的神威，

黑夜的女儿，

她们紧密团结，情意深长， 

她们借着闪电的强光， 

造就了这股巨大的力量。

黑夜的女儿心灵在闪闪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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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灵魂充满了力量，

她们的心灵之光聚在一起，

汇成了一片炽烈的闪电光芒；

这闪电光华灿烂夺目，

把大千世界照得通明透亮，

它放射出自己的全部光彩，

然后便从天上骤然下降。

它不断坠落，闪着微光，

它要使自己的灵魂走向灭亡，

灵魂便迅速遁向远方；

它渐渐变暗，失去光芒，

它在毁灭自身的力量；

它也在毁灭四周的一切，

那一切本来是那样灿烂辉煌， 

上帝创造它们，是出于对美的渴望。

心灵的遭遇也是这样，

一颗颗心灵本来在齐声歌唱， 

歌声充满一片挚爱，

带着尘世的神圣愿望飘到天上； 

这时整个心灵都感到舒畅，

四周仿佛有珠玉熠熠放光，

但转瞬间心灵便遭到挫伤，

只剩下怨恨充满胸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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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 光

我疲惫不堪，

昏昏沉沉倒在床上，

神思迷离恍惚，

心中悲痛哀伤；

我对着小小的灯盏，

发出低沉的声音：

“你看，我已经如此憔悴，

请让我这可怜的灵魂得到安宁！”

说罢轻叹一口气，

我很快吹灭油灯，

火焰化作一股轻烟，

在漆黑的房间袅袅上升。

啊！我忌妒灯焰的一生，

它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它的死给别人以生命，

它在梦的王国喷薄飞腾。

倘若你愿用轻柔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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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灭我心头的火焰， 

我也可以化为轻烟， 

飘向那神圣的梦境!

那里没有黑暗笼罩，

那里洒满你的阳光，

那里的天宇浩瀚而又温馨，

就像你的眼睛那样明亮。

啊！我愿在那里永远沉入梦想， 

你本身仿佛就是那个梦乡，

那嵌在天空的粒粒珍珠，

到时候会镶在我的身上。

我会豪情满腔，

我会心潮激荡，

我将在激烈的搏斗中 

尽快实现最美的理想。

感 触

一旦心中涌起了激情，

我就再也不能从容镇定，

我永远不能闲适恬静，



感 触 561

我要不停地奋勇前进。

别人可以心满意足，

可以雀跃欢欣，

可以频频额手称庆，

可以感谢天恩降临。

而我心中却激荡着永恒的渴望， 

永恒的心潮，永恒的热情， 

我无法强迫自己顺应流俗， 

也不愿碌碌无为听天由命。

我要拥抱万里长空，

我要把世界融汇于心胸，

我愿在挚爱和仇恨之中，

让生命之泉不断喷涌。

我想获得一切，

获得神的种种恩宠，

我要勇敢地获取知识，

掌握艺术和歌咏；

这万千星球我要亲手破坏，

因为它们不是由我创造出来， 

因为它们不听我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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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受魔力驱使旋转于天外。

啊！这些死气沉沉的星球 

对我们的业绩冷嘲热讽，

即使我们的事业毁于一旦，

它们也照样运转无动于衷。

然而我不想换取它们的命运，

不想与时俯仰随波逐流，

不想在虚无缥缈中永远飘荡，

不想用堂皇的外表掩盖无尽的哀愁。

因为所有的墙垣和殿堂，

都会在时光飞逝中倾圮，

它们一巨化为废墟，

一个新世界便会崛起。

年年岁岁如此变动，

从涓滴尘埃到茫茫苍穹，

从婴儿摇篮到死者荒冢，

浮沉荣枯，往复无穷。

魂灵就这样在深处飘忽，

直到它们精疲力尽，

它们将毁灭自己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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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那样冷酷无情。

所以让我们赶快踏上 

神灵给我们规定的旅程， 

让我们使用命运的天平， 

来分担痛苦，分享欢欣。

我们要勇往直前、摧枯拉朽， 

我们将永不懈怠，永不停留; 

绝不要畏首畏尾噤若寒蝉， 

绝不要庸庸碌碌无所追求。

切莫在空想中虚捭时光， 

切莫在枷锁中犹豫彷徨，

只要胸怀抱负和渴望，

我们就可以将事业开创。

静夜思

灯儿悄悄闪亮，

向我投来柔光，

好似与我同声哀叹，

仿佛了解我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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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常见我形影相吊， 

独自沉入幽思遐想，

我一旦张开想象的翅膀， 

心中便浮现出种种形象。

灯儿似乎自己明白， 

它的灯火朦胧昏黄，

同我胸中的烈焰相比，

它显得如此暗淡无光。

可是这胸中的烈焰 

现在却变得静谧安详，

它只发出微弱的光芒， 

这光芒来自你心底的海洋。

抱 怨

在内心的痛苦煎熬中 

我不得不枉自争斗，

我大胆地挣脱羁绊，

把你热情地呼唤。

但你的眼睛未传来 

那怕是瞬息的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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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嘴唇缄默不语，

我的激情却在继续燃烧。

直至它化为灰烬消散，

留下一片惆怅，

直至昔日情爱甚笃的心灵， 

留下累累创伤。

我心中的种种渴望 

徒然向髙处飞翔， 

它们要在广漠的苍穹 

终止自己的历程。

我徒然想从天上 

吸取火焰和光芒； 

而你却移开目光， 

这使我黯然神伤。

我的追求

人们写下了许多书稿，

内容神秘而又深奥，

讲述那无法安眠的夜晚，

生命是怎样降临尘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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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稿如同一束束火光，

把宇宙的奥秘照亮，

描述满天星斗如何运转，

讲解生命之音怎样奏响。

我不想研读这些文章，

宁肯将它们弃置-•旁，

我不愿在书中流连徜徉，

不管星星如何运行放光。

我只想听到只言片语，

斩钉截铁字字铿锵，

这话语一旦由你说出，

我心中就会豁然开朗》

也许你会拒绝这个要求，

其实这话语内涵丰富胜过宇宙， 

这话语好似悦耳的音乐，

载着美丽精灵四处遨游。

整个美丽的世界 

都笼罩在这心灵的鸣响里， 

它像天体奏出的和声， 

蕴含着无限的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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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愿让我聆听这种声音， 

不愿赐予我这件礼品，

而我却怀着一片真情，

愿向你奉献整个心灵！

幽 灵

叙事诗

在高高的山坡上，

屹立着一座古堡， 

它饱经岁月的风霜， 

如今在阳光下闪耀。

它宁静而又孤寂，

俯视山中的景象，

它不懂世态变迁，

也不识人间沧桑。

古堡里住着一位老人， 

一头长发银光闪耀， 

他沿着永恒的轨道， 

生活平静而又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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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破烂的古旧抄本，

一卷卷铺陈在他的面前， 

他不顾窗外惊雷轰鸣震撼， 

也不管凄风苦雨声声呜咽。

他埋头苦读经典文章，

他痴迷地沉入梦幻之乡， 

他在书中寻找幸福，

寻找更加美好的理想。

羊皮纸古书如火焰闪亮， 

散发出热量和光芒，

可是老人无法猜透，

这光与热来自何方。

他久久地苦思冥想，

连细微末节也抓住不放， 

他带着强烈的求知热望， 

让神圣的信念充满胸膛。

书里分明写着，

万物是怎样创造出来，

是创造者的勇敢呼唤， 

孕育了万物的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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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和天上的奥秘，

已经在书中细说分明，

是美妙的梦想和崇高的心灵， 

使天地之间变得充盈。

每~颗心灵的渴望，

都在书中熠熠放光，

每章每节都生动活泼，

字字句句都灿烂辉煌。

可是这爬满青藤的房屋，

却缠绕着金色的锁链，

只有甜美的声音，

奇妙地飘出房檐。

仿佛有一道符簽，

使老人心醉神迷，

他目光灼灼如同火焰，

他内心激动充满情思。

他要弄清什么是欢乐，

他要冲破一道道樊篱，

他要豪迈地揭示人生奥秘， 

他要欣喜地掌握崇高真理。



570 爱之书第二部

可是他刚刚用尽全力 

把千年古堡炸开， 

挣脱身上的锁链， 

排除周围的障碍，

古堡便又砰然关上，

似乎要将他戏弄一场，

那倏然关闭发出的轰响，

宛如魔鬼的笑声在空中回荡。

他年复一年劳碌不停，

一次次徒然付出艰辛，

尽管面临着千难万险，

他仍然生气勃勃，充满激情》

他寂然枯坐，怀着渴望，

他形影孤单，心中凄凉，. 

他支着枯瘦的胳臂，

周身笼罩着神圣的魔光。

眼泪缓缓地流淌，

挂满苍白的脸庞；

这可怜的老人 

无法实现胸中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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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我再-次陷入遐想，

然后便沉入 

长夜的梦乡，

直到醒来看见晨光。

在静静的晚上，

我独自坐着沉思默想， 

陶醉于自我幻觉，

把世间一切全都遗忘。

我在内心幽思冥想，

这思想纯真而绝不虚妄， 

随后我便把眼睛合上， 

平静地进入梦乡。

清晨，

我从梦神®怀抱中觉醒， 

要从事一天的劳作，

心中充满战斗的激情。

①指摩耳甫斯。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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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想起

昨晚我心中显现的幻影， 

它在夜间进入我的梦中， 

进入那虚无缥缈的梦境。

这幻影在我梦中出现，

显出一种非凡的模样， 

它的神态圣洁高贵，

周围有和风轻轻荡漾。

幻影里写得分明：

“我的名字就是爱情 

“我的形象就是神明的模样， 

只是被一层薄纱轻轻蒙上。”

我斗胆伸出颤抖的手， 

揭开薄纱置于一旁，

一位女神迎面伫立，

她美艳绝伦神态端庄。

我一见到她的形象，

便情不自禁心驰神往， 

我拜倒在她面前表达热望， 

无法移开凝视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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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向我投来温存的一瞥，

她显得那样圣洁、崇高而又俊俏， 

我胸中激起澎湃的心潮，

我苫苦追求爱情的酬报。

我大胆表明心迹，

称她为我的女神，

可是，燕妮，你却听不见，

我怎样虔诚地对你立下爱的誓言!

海上船夫歌

你们尽可戏耍，尽可喧闹， 

尽可在我船边汹涌咆哮， 

你们必须把船儿载向目标， 

你们要顺从地为我效劳。

我飞快掠过水面，'

像一支离弦之箭，

尽管船儿疾驶如飞，

我的心却留在岸边。

亲人们正在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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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勇士返回家园， 

勇士久经风吹浪打， 

总是平安驾船凯旋。

汹涌澎湃的碧波深处， 

安息着我的小兄弟，

狂涛把他拽下海底，

如今正吞噬他的遗体。

那时我还十分幼小，

我的兄弟鲁莽地解缆起航， 

他划动船桨劈开波浪， 

不料撞t礁石船沉人亡。

于是对着汹涌的蓝色波涛， 

我在心中立下誓言，

我要向你们报仇雪恨， 

鞭打你们永不停歇。

我信守心中的誓言，

履行自己的承诺，

我狠狠把你们抽打，

永不停歇地把你们鞭挞。

尽管你们暴跳如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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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将船桨猛划狠击，

船儿行驶在波峰浪脊， 

是那样平稳地向前飘移。

只要大海咆哮，

钟楼上钟声发出警报，

风暴猛烈呼啸，

大地狂风怒号，

我便迅即跳下卧床，

离开我那安全的住房，

抛下我那安乐的小窝， 

迎着风雨扬帆起航。

我和风浪搏斗，

祈祷我主上帝保佑， 

我扬起船帆，

航行时仰赖可靠的星斗。

随后我便聚集力量， 

激情如火意志如钢， 

在这场生死搏斗中，

那支歌飞出我的心房。

你们尽可戏耍，尽可喧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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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在我船边汹涌咆哮，

你们必须把船儿载向目标，

你们要顺从地为我效劳。

你们已将我的兄弟拽走，

拽进浪花翻滚的旋涡，

咬碎他那柔弱的躯体，

把他葬入了海底。

但他的灵魂已向天空飞翔，

飞到他的t帝的身旁，

现在他听着惊涛轰响，

这轰响来自击水和嘲笑的声浪。

我把滚滚浪涛劈开，

平稳地驶向大海，

我用自己的双桨，

让船儿离开幽暗恐怖的汪洋。

我击打你们的脊背，

我压倒你们的狂啸，

我的努力定会成功，

我终将制服脚下的巨涛。

随后你们就波平如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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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照蓝天和白云，

你们就会约束自己的波浪，

保护我免遭厄运。

我要敞开自己的心胸，

吸进新鲜、凉爽、沁人心脾的海风， 

我顿觉天地无限宽广，

不再为市井的喧嚣而惆怅。

天h闪耀着阳光， 

潮水载着我远航， 

我的S光自由奔放， 

我的内心宁静安详。

转 变

我的面颊多么苍白，

我的眼神多么迷茫，

我的思绪纷乱如麻，

我的心中充满幻想。

我愿乘风破浪，

驶进大海汪洋，

那儿礁石林立无人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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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怒涛激荡。

我带着心中的幻想， 

扬起风帆启程远航， 

任风暴在周围发狂， 

我决不畏惧惊慌。

我毫不退缩，

我勇猛刚强，

我用鹰隼般的锐利目光， 

把危险的航道扫视打量。

海妖的动人歌唱，

不会使我神往，

我不听那悦耳的音响， 

那是勾魂摄魄的伎俩。

我转过身去，

不听那迷人的吟唱，

我的心潮起伏跌宕，

为的是获取更高的奖赏。

啊！可是这波涛汹涌湍急， 

永不停息地奔流激荡，

一排排巨浪滚滚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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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瞬间已消逝在远方。

我想用咒语和魔力控制波涛， 

但一切努力都属徒劳，

惊涛骇浪迅速奔涌，

天地间充满海的呼啸。

洪波巨浪的冲击，

使我头晕心跳，

在这迷茫的黑夜，

我猛然摔了一跤。

我苦苦地挣扎，

终于站起身来，

我已经精疲力竭，

我感到万念俱灰。

我脸色苍白浑身颤抖，

我凝视着自己的胸膛，

胸膛里没有欢欣舒畅，

也没有歌声高亢激昂。

歌声已经逝去，

艺术的美梦已经破碎，

神灵不会把它们给我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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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再赐予这永恒的恩惠。

那傲然屹立的堡垒，

如今已坍塌在地上，

激情之火烟消云散，

心里一片空虚惆怅。

这时我看见你神采奕奕， 

闪着最纯洁的心灵之光，

天体也开始翩翩起舞， 

绕着大地频频回翔。

于是我肃然起敬，

眼前顿时一片光明，

我曾在黑暗中苦苦探寻，

如今终于找到了心中的明星。

歌声飞出我起伏的胸膛，

是那样自由而又嘹亮，

音凋崇高庄严，

又洋溢着喜悦欢畅。

一连串精灵，

飞出我的心，

我像个魔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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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它们运行。

任凭激流汹涌，

任凭浪花飞溅，

任凭惊涛拍岸，

我内心自有不灭的火焰。

我飞不上智慧的山巅，

我逃不脱命运的驱遣，

然而我未能获得的一切， 

却从你眼中流进我的心田。

致命的苦痛

让那滔天巨浪，

汹涌奔腾激荡， 

发出万钧之力， 

其势锐不可挡;

狂涛向我涌来， 

冲击我的愿望， 

我将知难而进， 

绝不退缩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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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敢冒一切风险， 

我勇于搏击风浪（

凭着热情与胆量，

我将决胜于战场；

那迎面扑来的巨浪， 

必定会败下战场，

面对我这巨大的力量, 

它终将湮灭于汪洋。

不论是爱还是恨，

我都深藏于心底，

我必将获得胜利，

不会向对手屈膝。

但是啊！从屋顶和墙头上， 

却只传来细雨滴落的轻响， 

我的精力将被耗光，

我难以实现自己的愿望。

我无法战胜绵绵淫雨， 

它险恶地使我空虚怅惘， 

这样一来我必遭失败，

永恒精神也必定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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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看不到希望，

看不到向我敞开的天堂， 

我还没在战斗中较量， 

就已束手就擒，兵败疆场。

我只得和你分离，

永远不再相遇，

繁星纷纷坠落，

光阴匆匆逝去》

我竭尽一切力量，

要把你留在身旁。

隐秘的敌人却悄悄袭来， 

他蜿蜒爬行像毒蛇一样。

这敌人怀着阴谋诡计，

我却看不见他的形象， 

直到我浑身发软，

直到他刺透我的心脏。

我颤抖着倒在地上，

眼睛仍直视上方，

“燕妮！ ”这呼唤还在我唇边回响， 

灵魂却已向黄泉飄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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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子与姑娘

叙事诗

小伙子和他的姑娘，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心贴心浑身颤栗，

手牵手情深意切。

小伙子向姑娘倾诉：

“我要去遥远的国度， 

我留下这玫瑰花束，

作为我爱情的信物!”

姑娘显出娇羞的模样， 

把鲜花贴近温暖的胸膛， 

=双秀目泪水盈盈，

闪耀着金子般的光芒。

然后他们毅然分手， 

再也没有互诉衷肠，

小伙f坚毅地踏上征程， 

无比英武而又豪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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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花渐渐凋零，

姑娘仍怀着真情，

可是面颊日渐苍白， 

眼睛也蒙上了阴影。

玫瑰花已经枯萎，

姑娘也黯然憔悴，

她像一朵娇嫩的鲜花，

怎么禁得起雨打风吹。

她被抬了出去，

放进阴冷的墓穴，

朱唇早已惨白，

四周阴森凄切。

那一束干枯的鲜花， 

仍放在冰凉的胸前，

它曾经无比鲜艳，

闪烁过青春火焰。

—个久经沙场的男子， 

立在姑娘的墓前，

仿佛有一种奇异的魔力， 

使他在这里盘桓流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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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猛跺冰凉的泥土， 

他狠击高高的额头. 

一颗狂怒的子弹， 

射进了他的头颅。

母 亲

叙事诗

她把娇嫩的男孩，

紧紧地抱在胸怀，

深情地贴近心口，

要倾注全部慈爱。

她的目光欣喜而安详， 

脸上焕发出红光， 

她的眼睛炯炯发亮， 

显露出深情和热望。

她如痴如醉地端详 

孩子那可爱的模样， 

她笑了，笑得那样忘情， 

她乐了，乐得那样欢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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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孩子全身战栗，

像颤动的山杨树叶，

母亲的心怦怦直跳，

犹如陷入死神的魔爪。

宝贝气息奄奄，

躺在她的胳膊上，

母亲满腔悲伤，

顿觉痛断肝肠。

一条蛇在心窝搅动，

吮吸这甘甜的血液，

品尝这心灵的痛苦，

啜饮这炽热的火焰。

母亲面带讥笑，

猛然将它压在心底；

她发出惊叫和呻吟，

恶魔终于获得胜利！

她万分悲痛地倒在地上， 

男孩的坟墓就在她的心房， 

她逝去时还带着满脸慈祥， 

苍天也黯然垂下r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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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暴

风暴在外面呼啸，

阴霾把大地笼罩，

死鬼们狂呼乱叫，

以平息内心焦躁。

他们可以尽情呼号， 

叫声飞向万里云霄，

汇入江河的滚滚波涛， 

又渐渐融进怒吼的风暴。

青春的热血在激荡，

使我的脸上放出红光，

無怀着满腔的渴望，

期待投入斗争的风浪。

我要把爱情、生命和全部精神 

都融入这斗争的风浪，

可是它却没有在我眼前出现， 

我徒然流下了热泪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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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备

你那优美的形象，

已进入我的诗章，

每一行诗都饱含着 

对你的怀念和赞扬。

仿佛被渴望和忧虑驱遣，

我总想用形象和语言，

把我心中的渴念 

送到遥远的天边。

而你，虽然给我带来 

这不停吹拂的春风，

并将它吹进我的心坎， 

但你却不愿给我任何慰藉!

你的歌声高亢激昂，

促使我不停地驰骋疆场， 

但你却不愿让我聆听 

那追忆往事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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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 望

你的声调婉转悠扬，

你侃侃而谈话语流畅，

这话语总是白白散失，

一出口便迅速飘向四方。

啊！请你收集这些话语，

记在一张张小纸片上， 

让人把它们捎给我，

慰解我的百结愁肠。

我要把它们贴近胸膛，

让它们温暖我的心房，

用它们装点我的房间，

这房间就不再沉寂凄凉。

它们会施展魔力，

祛除我眼中的翳障；

我的双眼会豁然明亮，

去亲睹那纸上的每字每行。

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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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灵们

叙事诗

致燕妮

“啊！我真想成为一个魔术师!” 

果真如我所愿，精灵们立即出现， 

仿佛有一根魔带将它们牵连。

“你们快到远方去把她带来！

倘若我不能与她相见，

我很快就会魂归黄泉。

脉搏在猛烈地跳动，

热血要冲破脉管涌出，

这是生命在挣扎，在苦斗，

它要从我的躯壳中逸出，

张开金色翅膀朝她S去，

唯独她能平息我激情的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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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们能满足我的请求，

我将奉上一腔热血作为报酬，

我再也不去祈求灵魂得救。

如果我不能贏得她的青睐，

纵然是长生不老，永世荣华，

对我也不过是一杯粪土!”

这帮嗜血成性的精灵

为卑鄙的贪欲所驱使，

欣然乘风疾飞而去，消失在空中。

“假如他们真'的实现丁我的宿愿，

我情愿忍受地狱的熬煎。

呀，思念的折磨并不亚于地狱的苦难。”

精灵们忽然又返回我的身边，

眼睛闪烁着地狱特有的光焰，

语带讥诮，口出恶言：

“尘世俗子，你想把我们诓骗？

你爱那位高贵温柔的姑娘，

沸腾的热血岂能作为我们交易的价钱?

我们是来自地狱的一群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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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了那美丽的姑娘也不禁流连忘返。 

我们宁愿永远成为天仙，

用春风吹拂她的脸面，

喜看她笑挂唇边，

再凝神领略她动人的丰采。

你竟然使出卑劣的伎俩，

妄想让我们上当受骗，

这如意算盘注定无法实现。

如果你为了爱情甘洒热血，

如果你盟誓海枯石烂真情不变，

你就会贏得她的心，从此摆脱苦难。

你的生活就会截然改观，

变得高尚、充实而且美满，

连你本人也会超脱庸俗的尘寰；

你就永远用不着再同我们纠缠，

因为只要她的心为你而震颤，

地狱本身就不再成为障碍。

—旦我们把她带籴，

一旦她带着那天仙般的容颜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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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会遭驱逐，躲向一边；

一旦有一种力量能把你解救，

我们就不得不听从这种力量的安排， 

你就将完全治好心病，彻底复原。”

霎时间，一阵恐惧向我袭来，

周围的城堡和墙垣开始摇摆，

大地颤抖着突然裂开。

塌陷处生出一股暗紫色云雾，

精灵们带着光焰飞速遁入深处，

转眼间踪迹全无。

“你们这些地狱的魔怪是无尽黑夜的伴侣， 

你们不愿为我效劳，

为了躲避，只好深深潜入地底。

经常环绕我嬉戏翱翔的可爱的守护神， 

你们来吧！来吧！

请听从我的魔杖指引！

对了！你们这些姣美的天神，

请你们让我一睹她的倩影，

我心中珍藏着对她的忠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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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去吧！请把你们对我的慷慨馈赠带给女主人， 

并且告诉她，她是我的生命，

我愿与她共尝甘苦，永结同心

阿尔博英和罗莎蒙德2°7

叙事谣曲

勇敢的斗士阿尔博英 

骑着剽悍的骏马，

这骄傲的骑手正在习武练射， 

脸露喜色，英姿勃发。

臣仆们训练有素的军队 

威武地跟在他后面，

墙垣默然耸立着，

空空的殿堂静穆而庄严》

将士们个个跃跃欲试，

决心为胜利和荣誉冲锋在前。 

这是骑兵在作战前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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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出征把敌歼。

众人高声喊道：

“率领我们去战斗，去拚杀吧！ 

我们要杀死杰皮迪人奎纳蒙德, 

让死神降临这个国家。”

领袖微微点头把令下，

大军立即齐出发，

浩浩荡荡踏上征程，

为了荣誉不惜把鲜血抛洒。

骑兵们身跨战马，

豪情满怀军威雄壮，

明晃晃的兵器闪着寒光，

盾牌和长矛铿锵作响。

仿佛有战神出现，

把他们胸中的烈火点燃，

看来是战神在戏谑生灵，

在尘世上导演出一幕幕征战。

大地焕发出耀眼的光华，

似乎在夸耀自己养育了善战的儿男， 

将士们个个目光炯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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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跳动着求胜的烈焰。

原野上一片阳光灿烂，

到处显露出生机盎然，

深广的山谷张开了笑脸， 

景物全染上了血红的色彩。

杰皮迪人在勇猛地战斗， 

为国王，也为自己的家产， 

妇女们压不住满腔的愤怒， 

眼睛喷射出复仇的火焰。

她们披着浓密的鬈发，

高唱着豪迈的战歌，

她们给战士们鼓舞士气，

激励他们奋勇杀敌，永不停歇。

有些人被敌箭射中，

从高大的战马上栽了下来， 

他们躺在阴冷的土地上，

带着惶恐的神情离开了人间。

眼看胜利已经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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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皮迪人更加勇猛地向前冲去， 

骁勇的对手纷纷倒下，

长眠沙场再不会站起。

一声呐喊宛如雷鸣，

阿尔博英冲进了敌阵，

像一头狂暴的狮子，

人群中闪现着他带血的身影。

杰皮迪人见了他只好仓皇躲闪， 

夜色中他频拉弓遇敌即射，

他箭无虚发大显威风，

谁稍不留神即中箭丧命。

阿尔博英仿佛有神灵相助，

千箭触身却毫发无损，

青铜铠甲抵挡着坚矢利刃， 

在敌群中他如入无人之境。

阿尔博英左冲右杀势不可挡， 

杰皮迪人难招架慌忙退避， 

他杀得御林军丢盗卸甲， 

然后便直取国王奎纳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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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纳蒙德惊慌失措方寸乱， 

一支利箭正穿心间，

他慢慢栽倒在地上，

一阵挣扎已属徒然。

生命之钟已经停摆， 

头枕血泊神情凄惨， 

胸口鲜血不断涌流，

他已魂归西天命赴黄泉。

杰皮迪人惊恐万状， 

各处村镇乱作一团，

居民们拉家带口，

神情沮丧四处逃散。

妇女们跟在丈夫后面，

叫苦连天跌跌撞撞往前赶，

粗野地咒骂男人们胆小无用， 

抱怨老天不睁眼。

只见一个女人穿着豪华，

站在国王的尸体旁边，

显然是高贵的血缘纽带， 

使得她无法丢下亲人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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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博英按照民间习俗，

向前割下国王的脑袋，

然后举刀把头颅劈成两半，

那女人一阵战栗不禁低声哭喊：

“但愿苍天不会把你饶恕，

让你永世不能再见白昼，

纵然是冰块也会在你手中燃烧， 

美味佳肴也成为你致命的毒物。”

四

“你竟是这样一个男人，

但愿我的诅咒化作矢镞，

将你的脑袋击碎，

让你再也看不见明夭的晨曦

“啊，原来是一个如此美貌的女子! 

你已作为战俘落入我的手中， 

放温柔些吧，别这么凶狠，

我阿尔博英是你的主人。”

“哼，国王刚才死在你的手里，

你又要玷污他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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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宁愿剌穿自己的胸膛，

也决不屈服于你阿尔博英。”

“哎呀，尊贵的王后，

你地位显赫，威镇百姓，

看，我甘愿听从你的旨意， 

恭顺地向你献出我的忠心。”

“可你杀死了我的父亲!”

“咳！何必在此多费唇舌， 

我要把你带回宫中，

战争决定了我们将命运与共。

他战战兢兢地迅速将她抱起，

策马奔向自己的军营。

她奋力抗争拒不从命，

但是慢慢地仿佛有点回心转意。

他快马加鞭匆忙赶路，

路上遇到一个杰皮迪族村妇， 

这女人露出忧伤的神情，

头发散乱她却全然不顾：

“哼，你这卑鄙的傢伙，

竟如此贪欢作乐，荒淫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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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敢预言，这快意的收获必将成为重负， 

你倒霉的日子不会太久！”

五

从那安乐逍遥的国度

阿尔博英回到自己的故乡，

那国度并未被北方所蚕食，

仍像一颗明星闪耀在大地南方。

可是，灵魂却小偷似地

离开了那个凯撤治理过的国度，

实力已损，威风无存，

只有缀着星星的天空依然如故。

众神们并没有经历过

这个大地上的腥风血雨，

低是对于白杨树傲然挺立的这片国土， 

他们仍然恋恋不舍。

阿尔博英率领骠骑兵

在那里奋力征战，

他们像巨浪一往无前，

冲过了一个个暗礁和险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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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迅速获得了胜利，

便凯旋荣归故土，

他亲自征服了一切敌手，

如今是踌躇满志，心满意足。

在那富饶美丽的南国，

有人唱着歌弹起了齐特尔琴， 

歌唱他怎样在象烈的战斗中 

像一团烈火征服了一个女人的心。

“罗莎蒙德：今天我们举行盛宴， 

庆祝出征凯旋，

敲起锣鼓弹起琴来吧，

尽情地欢乐，把激情表达!”

她悄悄地轻轻点头同意，

便把脑袋往胸前低下，

那表情显得十分奇特，

仿佛有往事在心中牵挂。

塞浦路斯美酒斟满一杯杯， 

酒香四溢令人心醉，

它产于阳光明媚的异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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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成丁骁勇的酒徒的战利品。

“喂！赫尔米希斯，我的侍从，

别辜负了你的俊秀潇洒、风流倜傥， 

快操起你拿手的琉特琴，

为我们把战斗舞曲弹唱!”

“好吧，我的君主！”

于是小伙子大胆而骄傲地站起身来， 

拿琴在手，轻轻地把琴弦拨响，

开始把一支歌曲高唱：

“那温暖如春的南国，

是众神眷恋的地方，

仿佛有柔软的纽带把他们联结， 

是苍天那纯洁的闪光使他们向往。

当众神看到这个国度遭到祸殃， 

他们就一齐把热泪流淌，

这晶莹的泪珠滋润着葡萄藤，

就有一串串葡萄生长。

紫色葡萄甜美的汁液 

就是众神的眼泪酿成，

—想起罗马的崛起和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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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禁不住泪满胸襟。

但是阿尔博英英勇进军，

在这里把名声传扬，

他挽狂澜排巨浪，

豪迈地进行了一次远航

眼看阿尔博英出师无可阻挡，

众神不得不俯首投降，

他们甘心向英雄让位，

从此这阳光灿烂的国家便遭沦亡r

七

“唱得好！我的歌手，

请举杯，把美酒一口喝光！

大家知你有海量，

今天我让你唱个够显显风光。”

阿尔博英迅速举起酒杯，

为众人的健康一饮而尽，

那眼睛现在虽然因激动而明亮， 

但透露出几分暗淡和迷茫。

你们在我的感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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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进行过浴血战斗，

今天，我请大家用我自己的酒杯， 

同干庆功的美酒。

噢，我可爱的美人儿，

请答应我当着众人喝了这杯酒； 

瞧！酒杯闪着金光，

美酒会消解一切忧愁。”

她突然吓了一跳，

脸色陡变，浑身颤抖，

大眼睛燃烧着烈火，

脸色惨白，怒上心头。

她用手敲击着高高的前额，

毎一根神经仿佛都被痛苦所撕裂。 

“啊！你们真是造孽，

竟用我父亲的头骨饮酒取乐！

还让女几昧着良心

把父亲颅骨里的血浆喝干，

想当日我亲眼看他倒在血泊中， 

心涌鲜血最终撒手人寰。”

什么？你要违抗我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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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不愿举杯祝我永远康健？

难道我不是你的再生父亲，

难道我不是你可以倚仗的靠山？”

八

“哈！我一跺脚半个地球也要发抖， 

我一挥手坚硬的岩石也得低头， 

而你，一个我所养活的女人，

也敢把我奚落、嘲弄！

你这卑劣的娼妇实在不识抬举， 

须知你生长在贫寒的海滩，

你故乡的男子一见到我的影子 

也要心惊胆战、魂飞魄散！

想想吧！要么你痛快地干了这杯酒， 

祝我健康和幸福，

要么这把利剑不会留情，

它立刻送你下地府!”

“请便！你可以置我于死地，

但我决不会让你如愿，

倘若我是一个男子汉，

我会亲手结果了你这个坏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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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着吧！我要立即下令 

把你父亲从新坟中掘出，

让他暴尸荒野，

任由鹰食鸦啄，电打雷劈！

我要让人杀掉你的所有女伴， 

作为祭祀高贵的太阳神的供物， 

如果你这个女人仍然桀骛不驯， 

你自己也难逃一条死路！”

她仿佛陷入沉思，

赫尔米希斯暗暗以手示意，

同时把爱怜的真情流露，

他悄悄地说:“忍着点，可别惹他发怒。”

于是，她强忍着把酒一饮而尽，

而全身像杨树的嫩枝在瑟瑟发抖，

阿尔博英此时傲然站立，

立即把她紧紧抱在怀中。

九

深夜，罗莎蒙德独坐房里，

她难以消解胸中的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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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她凝神苦思之时，

身旁却响起一个人的声音：

“是啊！我爱他.有如生命，

但是你，我的女神，比他更珍贵，

我愿为你献出一切，

甚至可以拿他的生命来证实我的真心!

我决非戏言，不是小孩闹着玩，

我若履行诺言，你能否与我共团圆？ 

如果我真的把他送进坟墓，

你能否像春天的朝霞对我嫣然一笑？

哦，然后我们一起远走高飞，

到那金色的南国去共度光阴，

那里有巍峨的宫殿，

就像无形的魔带把我吸引。

我要把亲爱的可心人儿

紧抱在怀里离此远去，

忘记这凶残的国家，

忘记肆虐全国的这场屠杀！

自从那天看见你潸然泪下，

我便爱上了你，总把你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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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抚平你心中的伤痛，

决心与你甘苦同享，患难与共。”

她悄悄地向他轻轻点头，

他拥抱她，与她热烈地亲吻，.

赫尔米希斯得到T应得的报酬， 

这位歌手从这里悄然溜走。

他刚刚离开，

就有个人摸黑走了进来，

匆忙交谈了几句，

又隐没在夜色里。

十

阿尔博英独自静卧床上， 

气宇轩昂却难解百结愁肠， 

思绪浩繁心事重重，

昏昏沉沉不觉入r梦乡。

“唉！我何必生来人世上， 

家国危亡全赖我主张，

前次出征我失了駿马，

我已身单力薄再难抵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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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米希斯，我的好臂膀，

天数有定不可违抗，

快给我那刚锻就的长矛，

我要奔赴生死场！

来吧！我们要与敌人决战一场， 

我手下人多势众不必慌张，

让民众同心协力齐奋起，

定能转危为安，战胜绝望Z

“噢，他在做梦！

我是否该乘机把利剑剌进他的胸膛？ 

他在梦中尚且如此信赖我，

难道我能谋杀他，让他剑下把命丧?’’

“哎，我的赫尔米希斯，切莫犹豫彷徨， 

大丈夫应该敢作敢当，

只要我们挺过难关往前闯，

仁慈的上天也会给予应得的奖赏！”

“呀！连他都在催我赶快动手，

还说起令人欣羡的上天赐福。

哈！南方有胜过天国的王位，

我们正渴望到那里一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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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利剑深深剌进阿尔博英的胸部， 

只听见他厉声一呼：

“啊！太晚了！我已无生的希望，

赫尔米希斯，我的好弟兄，你快逃走! ”

—I . —■ I .

跨着雄健的战马，

借着夜幕的掩护，

在制造了深重的灾祸以后，

他们就像流矢、像闪电一样疾驰而去。

“赫尔米希斯，站住!”

他突然虚弱地倒下，被长矛击中，

在浓重的夜色里，

有个可怕的女人从灌木丛中走出。

她的两眼呆视着，毫无表情，

她的头发披散周身，

复仇的渴望仿佛啃啮着她的心， 

这就是那个可怜的杰皮迪族女人。

“啊！我的生命必须这样结束，

罗莎蒙德，而旦是断送在你的手中! 

众神必须这样处置，



阿尔博英和罗莎蒙德 619

他们要进行可怕的报复。

可是我的灵魂正飞向南国的殿堂， 

那里有高高的白杨树挺拔生长， 

婆娑的树叶迎风沙沙作响，

那是我的灵魂在轻声歌唱！”

罗莎蒙德战战兢兢地说：

“我没有对你作出什么报答，

可是为了纪念父亲遇难之夜， 

女儿要用牺牲来供奉他。”

他还在张口说话，

而灵魂却伴着一缕清香的气息离开了他， 

它翻山越岭，飘洋过海，

飞到那没药树开花飘香的国家，

“快来吧，我的罗莎蒙德，

现在我们正飘向那遥远的国家，

让我们带去关于你的部族的消息，

唉，那部族只有你这个最后的苗裔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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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谐

致燕妮

你可见过这样美妙而神奇的景象: 

两颗心灵热血交融，一齐震荡， 

它们息息相通，相互依傍，

它们宛如琴瑟发出柔和的音响？

两颗心灵忽而在紫玫瑰中闪光， 

忽而在柔嫩的青苔下羞怯地躲藏》

即使你跋山涉水走遍四方，

你也找不到这神奇的景象，

任何符箓都无法将它唤来，

它从未出现在洒满阳光的大地上。

这种景象的生成不靠阳光，

也从不仰赖大地的滋养。

因此，即使时光像飞鸟急速翱翔， 

即使阿波罗驾驭车马飞越穹苍， 

即使地老天荒，万物都岑寂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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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神奇的景象也仍将永远辉煌。

这景象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力量， 

无论是世人还是上帝都无法阻挡。

这景象宛如悠扬的琴韵，

宛如永恒的齐特尔琴上弹出的乐章， 

那琴声永远激越，永远庄重，

蕴含着崇高而又急切的热望。

啊！请听，那琴弦就在你心中鸣响， 

你不必为寻找它而远走四方，

已、灵曲

致燕妮

有时我听见心灵在弹唱，

仿佛是魔幻的咒语和演奏的乐曲， 

我真想拥抱这炽烈的声音，

我时常恳求它多在我心中鸣响：

“难道你们仙女们不愿在我身边逗留， 

难道你们不想听我吐露心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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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们要闪电般从我这里飞走？

请赐给我那甜蜜的享受！

瞧！我要用你们来建造

一座能演奏各种乐曲的殿堂，

你们可以在这里看到最美的形象，

还可以和我一起飞上天堂》

你们应该遵照我内心的要求，

让我听到悦耳的鸣唱，

我内心的激情永远不应冷却，

这是我为你们选中的合适住所》

让我们再来看那些金色的星星，

它们的光辉照亮我们的胸襟，

它们飘向那遥远的天际，

最后在故乡的山谷里藏身!”

她们狡黯地小声对我说：

“你这个平庸笨拙的人，

别以为你的歌声会把我们深深吸引， 

别以为你的魔带能叫我们无法脱身厂’

“那么，你们听到燕妮的芳名该不走了吧!” 

于是，她们顺从地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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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该知道，为什么我们到你这里来，

又为什么离你而去，把你撇下？

谁只要说出这个名字，

我们就会自动飘然而至，

倘若有人把这个名字低声吟唱而不心情激荡， 

那么歌手的心定是冷若冰霜。”

渴 望

致燕妮

我看见一个竖琴手走过， 

他步履轻捷，快乐无忧，

我真想跟他一起出门，

到小小的峡谷去漫游。

那里悬崖峭壁巍然高耸， 

峰巅直插白云之中，

深谷中总是雾气濛濛，.

还常有狂风暴雨，雷声隆隆。

我手持旅杖来到你的窗前， 

抱着七弦琴轻轻拨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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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闭上眼睛甜蜜入睡，

琴声就把魑魅魍魉全都驱散:

“睡吧，我的心上人！

愿你悠然进入甜美的梦境，

让我的歌声与你相伴，

这歌声纯粹发自我的内心。

但愿天使们能乘和风，

飘然来到你的面前，

送给你一角蓝天，

再缀上那星光点点。

他们围成一个圆圈，

飞起又飘下，个个舞姿翩跹， 

仿佛受魔杖的指挥，

万物也随之俯仰、回旋。

接着，温柔的梦神们 

在你身旁徐徐落下，

在你姣美的身上，

覆盖充满梦幻的图画。

他们身披轻柔的罗纱， 

悄悄潜入你的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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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情享受欢乐，

微微露出得意的笑容。

在一片平静和谐的气氛中， 

乘着那纯美的歌声，

他们又飞身而去，

消逝在遥远的苍穹。

精灵们为你穿t 
用彩云织成的衣裳，

顷刻间你就摆脱了 

人间的痛苦和悲伤。

他们把你带到星星上，

你听到天体的舞曲，

近旁和远方摆满了花环，

到处散发着花的芳香。

你看到一群温柔的小天使们 

在你的周围喧闹嬉戏，

在这云中仙境，

你炽热的激情也将逐渐平静。

你的脉搏会更自由地跳动， 

你的心胸会越来越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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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天国的庆典中，

你的眼睛会放射出高尚的火光。

你周身焕发出光辉，

柔和的夭光把你包围，

你站在太空的流云之上，

禁不住要放声歌唱，

俨然是个神仙，

更兼红光满面，

你显得高贵而又慈祥，

鬼魂不敢走近你的跟前。

花环送来馥郁的芳香， 

动听的歌声婉转悠扬， 

炽热的心潮奔腾激荡， 

绝妙的才思涌出心房。

一切都无限欢畅，富丽堂皇，

你想留住这难得的梦想，

你伸手要抓住梦幻的形象，

可是，你猛然醒来，已走出梦乡。”

“啊！甜蜜的美梦匆匆消散，

我那温柔、美好的幸福也渺如云烟！”



两个女竖琴手 627

“不，亲爱的，只要你注视自己的内心， 

天仙般的生活就会绵延不断。”

我把齐特尔琴紧紧抱在胸前，

要和竖琴手一起继续赶我们的路程： 

“思念和痛苦把我的心长留你的身边 ， 

但是命运迫使我要出门远行!”

-个想法突然从你心中跃出，

就好像记忆在脑海中闪现：

“我听到的不正是那熟悉的声音吗？

那忠实的心不正是搏动在我身边?”

两个女竖琴手

叙事诗

“你为何来到这座殿堂，

把热情的歌儿低声吟唱？

莫非这里住着你的情郎，

是他吸引着你，让你心中充满渴望?”

“你既然知道这里住着那个热情的男子， 

又何必问我是不是为他而激情满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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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有哪一个钟情于他的坐世女子， 

曾经贏得他那回报的目光？

我至今从未目睹他的丰采，

但看到这里的瑰宝晶莹闪亮，

看到瑰宝垒成巍峨壮丽的殿堂，

我就情不自禁地来到这个地方。

这里仿佛就是我诞生的地方，

这里仿佛就是我眷恋的故乡；

啊！南方的和风在这里荡漾，

我觉得这里就像尘世的天堂。

在这里，我的歌声更加自由奔放， 

在这里，我内心的激情更加高昂，

我那金色的琴弦会奏出甜美的音响， 

琴声诉说我的快乐与忧伤。

我虽然还未见过那位髙明的琴师 ， 

但他总是有力地拨动我的心房； 

我虽然从未见过那些温柔的天仙， 

但知道正是她们呵护着这座殿堂！

殿堂的大门始终没有开启， 

我徒然怀着满腔的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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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倚靠着门前的圆柱，

用深情的歌声倾诉衷肠。”

她把乌黑的鬈发轻轻摇晃，

她让滚滚的泪水尽情流淌；

这时另一个女郎热情地将她拥抱， 

吻千了她那挂着泪珠的脸庞。

“同样是这股神秘的力量，

吸引我来到这座神灵居住的殿堂， 

我为寻找它而走遍四面八方， 

它就像闪电从远处照亮我的心房。

但我们何必痛苦忧伤，

何必让热泪不断流淌？

我们可以在这里把美景欣赏， 

可以在鲜花盛开的河畔流连徜徉。

我们可以更豪迈地挺起火热的胸膛， 

将椎心泣血的悲痛化作甜蜜的遐想， 

我们要将目光变得更加明亮，

立即在这里着手实现美好的理想。

因此，让我们同住一间茅舍，

让我们的神圣之歌在茅舍里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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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清爽的西风在茅舍四周吹拂， 

让我们在这里倾诉心¥深藏的渴望。”

她们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时光， 

每晚都拨动琴弦弹奏乐章，

那琴音如泣如诉，荡气回肠，

竟使百鸟翔集，鲜花竞放。

有一夜她们躺在青苔铺成的小床上， 

不知不觉进入沉沉的梦乡；

一个魁伟而又温柔的精灵来到床前， 

用双臂托起这两个娇弱的姑娘。

精灵张开金色羽翼载着她们飞翔， 

飞向她们心驰神往的地方；

在昔日那座宁静茅舍的地基上，

至今还有优美琴声萦回荡漾。

致燕妮

十四行诗

话语！你是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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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随着生命移动的空洞影子，

倘若我要借用你那僵死无力的形式， 

怎能把自己的衷肠尽情倾诉？

可是人间那些忌妒之神 

谙熟尘世上火焰般的激情，

可怜的恋人只有用声音 

才能吐露心中热烈的爱慕。

因为如果爱慕之情勇敢而焦急地 

在闪耀着光泽的心灵中绽开，

它就会大阻地拥抱你的一切世界， 

它就会把你自己从王座上硬拖下来， 

和风将奏起舞曲，

一个世界将成熟在你的身外。

所以，爱慕之情不得不穿上槛褛衣衫， 

获得-个凄惨的虚假外观，

本来话语是从心中奔腾涌出，

可是它却冷酷地把心剖开，

于是.思念和忧伤就发出声响，

由于尚未平息就已变冷，

它们永远无法领略自身的滋味，

不能无拘无束地充分享受心醉神迷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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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人都理解我们的心境，

一个皮囊包裹着我们的身躯，

汹涌澎湃的思想 

用无力的外壳包裹着，

借助于自然发出的语音和声响表现出来， 

最终在空洞的虚无中顿然消逝。

对于我的爱情来说，话语算得了什么？ 

我的爱情是永恒的高大的精灵，

如果它振臂一挥，奋勇向前冲去， 

它能把岩石连同它自己撞得粉碎。

啊！话语是偷盗灵魂的卑鄙窃贼，

它狡猾阴险地尽情嘲弄我们，

昔日它是渣滓，被人们遗忘，

如今它却成了宝贝，熠熠发光。

燕妮！倘若我能用各种天体作为舌头， 

又有雷鸣般的洪亮嗓音，

我的爱情将会响彻整个宇宙，

广袤的太空也要瑟瑟发抖，

你自己也会吓得匆忙逃走，

智慧的闪光将环绕宇宙划破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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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倘若我的爱情能以形体来表现， 

它一定会变得越来越髙大，

直到成长为一个魁伟的巨人，

头顶蓝天，手揽云霞，

手里拿着星辰嬉戏玩耍，

江河从它的眼中涌出，

太阳在它身边黯然失色，

黑夜也会像白昼光照人家。

•天空会对它把头悄然低垂，

一直伸到洪流底下，

茫茫宇宙定会想到我们的爱情，

它会因我的痛苦而逐渐溶化，

炽热的岩浆噼啪四溅、

在它的怀抱里柑拮树会生根发芽。

致燕妮

我儿乎无法把七弦琴弹响， 

因为胸中热血在奔腾激荡， 

如今我可以嘲笑众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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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了摧毁一切的胆量。

众神为何不手擎苍天，

把星辰的光辉吸进自身，

在云涛雾海上纵情欢乐，

欣赏那美妙的天体舞曲？

我语带讥讽地把礼物

向他们的脸上扔去，

我不愿接受他们这些无用的废物， 

而最珍贵的东西他们却不会赠予。

我不羡慕他们有辽阔的空间，

也不企求占有云遮雾罩的宇宙，

我不期望黑夜到来并做他们的美梦， 

更不忌妒炎热灼人的白昼。

我只是想得到你，

亲爱的燕妮，我只要你，

不管日后是风和日丽，歌舞升平， 

还是狂风暴雨，电闪雷鸣。

但是.他们却把不祥之物 

拋到我和我的心上人之间；

燕妮！我正为你付出昂贵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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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流尽我的全部心血。

因为在耗尽了一切精力以后，

我将默默地倒下，

为了我的爱情和我心中的希望，• 

我将喝下这杯导致死亡的苦酒。

瞧！希望宛如美丽的天仙款款而来， 

我把它紧紧抱在胸前，

可是如今却传来了它凄厉的哀鸣，

它自己说，是它把我欺骗。

我再也不能一睹你绰约动人的风采， 

永远无法陶醉于你温柔甜蜜的胸怀， 

岁月蹉跎，青春难再，

我的生命将在这严酷的北国掩埋。

我无法控制炽热的激情，

多情的灵魂已悄悄逃走， 

它乘着五彩云霞飘然飞去， 

燕妮，它飞进了你的心灵。

宇宙怎么会如此广大，

它岂能包容许多世界？

既吸纳一切人的恩爱和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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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涵盖白天的阳光和黑夜?

这些居室，这些洞穴， 

也许是侏儒们的栖息之地? 

抑或这是众神的有意嘲弄， 

是它们心存忌妒的闪光？

难道众神不能理解

焦虑不安的心灵的追求？

也许这些纵情欢乐的神灵 

对爱情的乐趣心怀忌妒？

啊！往昔我曾经梦想，

让心灵的歌声传遍各邦，

争个锦绣前程，赢得一身荣光，

奋力攻读，跻身于智慧的殿堂。

但是，这些梦幻一个个破灭，

爱情的向往也归于无望！

血红色的迷茫景象 

完全遮盖了我心灵的光芒！

而从心灵深处颤巍巍地 

升起一线模糊而虚幻的希望，

闪现一个短暂的、令人激动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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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又向我招手，使我神往。

死神可能会把我碾成商粉，

口了怕！我要找到实现理想的地方，

可怕！我必须使自己成熟起来，

自己把自Ü点燃，燃起火炬般的熊熊火光。

坟墓谣

风声紧，云飞急，

太阳收敛了光辉，星辰停止运行， 

闪电匆匆划破长空，

安静的垂柳也剧烈摆动，发出响声。

大浪涌来，

惊涛拍岸，

把浪花飞溅到高大的坟墓上， 

浪翻波涌，欢快地跳跃飞迸。

身披芦苇的海神们 

吹起弯弯的螺号，

歌唱一个伟人和神奇事迹， 

歌唱不朽者的业绩和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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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渐晚，

夜幕降临，

周围一片沉寂，

鬼影憧憧围圈起舞，跳个不停。

在心怀恐惧的旁观者中间，

从黑洞洞的大地深处，

有一个精灵走出，

脸上布满哀伤，眼里闪现悲痛。

在精灵面前站着一个尘世凡人，

长得像铁打钢铸的一样，

是妖怪们把他召来，

又命令用魔法缚住他的手脚。

“啊，我，大地的精灵，内心痛苦万分， 

我必须这样自己折磨自己！

我曾经把你放到阳光下暴晒，

我本来是要用魔法使你受到锤炼，

我流尽了眼泪，

生下你这个英雄！

我尽心竭力，历尽艰辛，

实指望你能成为治理大地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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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你用什么来表示感激？

我得到了你的什么报偿？

你一味糟蹋自己的生命，

拿破仑呀，你终于因此而沉沦覆亡！

你放纵自己，

任凭内心的力量恣意张狂。

你成了这大地的神，

这大地却由于你而展现丁一派可怕景象。

你胆大妄为地扑灭了 

我送给你的火光，

我所开创的事业成了徒劳一场， 

你背弃了我，逃向远方。

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

违反自己的愿望，

我不得不毅然用手挡住泪眼， 

让你粉身碎骨，遗尸山岗，

啊！我在腹中怀你上千年，

我本指望你能成为英雄把名扬， 

我呕心沥血把你精心培养， 

如今却要刺穿爱子的胸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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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面对风暴和雷雨，

我曾经向众神宣誓把责任担当，

尽管我企望儿子建功立业显荣光， 

可是，他敢亵渎众神，就让他魂赴泉壤。

我不得不常常自己惩罚自己，

还遭到自己同族的嘲弄，

因为神灵们都要恪守

使尘世和天国联成一体的法则。”

由于神灵勃然大怒，

天崩地裂，宇宙隆隆作响，

鲜血在神灵的额上流淌，

在滴滴热血中一个个邦国正在沦亡。

潺潺的溪流劈开了

烟雾迷茫的深谷，

血红色的黑夜鬼魂

像影子~样迅速涌出。

神灵抖动着头上的鬈发，

遥远的国度就有大雪飘落，

人们可以听到，

那里传来了死亡的呻吟，恐惧的呼号。



坟墓谣 641

听完神灵的话语和威胁，

英雄吓得缩成一团，瘫倒在地上， 

在一片暗淡火光的映照下，

拿破仑号啕大哭，无限悲伤。

他想摆脱魔法的禁锢，

他要挣脱桎梏的束缚，

但是，桎梏把他束缚得更紧，

他声言要被迫走上绝路。

这时从永恒的仙境

来了一个光彩照人的慈祥仙人， 

高高的额头匕

显现出美的魅力和神奇的威力。

他说话悦耳动听，

他胸怀恻隐之心，

他满面红光，神采奕奕，

从不恼怒，常露甜蜜笑意。

“我来了！大地之神，

我要帮你平息心中的愤怒，

严厉的神灵们可能拿别人来嘲弄， 

而我只知道爱，我珍惜激情的涌动》



642 歌之书

愤怒的波涛一再把你卷走，

你无法驾驭心中的感情之舟，

面对你自己产生的骄傲的力量，

你无可奈何，只好对它屈服。

现在我给你的孩子^

披上一件富有诗的魅力的华丽外衣， 

为他解除一切尘世的羁绅，

再用歌声规劝复仇之神对他不再为难。

七弦琴的琴声

会掩饰他的过失和差错；

而有助于他灵魂升天的善举，

我会加以歌唱并热情传扬。

你自己已对他的作为作出结论，

并用誓言和不可更改的话语加以惩罚， 

但是，流血征战已经止息，

我会彻底抚平战争的创伤。

在黎明破晓时分，

我要把无上荣耀的神圣花冠 

戴到该戴的人头上，

那永恒的业绩闪耀着诱人的光芒。”



海妖之歌 643

光明之神解开英雄身上的桎桔， 

又把那花冠端正地戴在他的头上， 

大地之神未能表示感谢，

只是露出微笑，但笑得心里欢畅。

伴随着腾起的一团火焰，

英雄的身躯变得无比高大，

他冉冉升起，高入云霞，

化作不落的星星，永远照遍天下《

海妖之歌

叙事诗

海浪追逐清风，

波涛起伏荡漾，

发出轻轻的喧响；

海妖们离开幽深的海底， 

浮现在碧波之上，

以优美的舞姿飞旋回翔。

海妖拨动琴弦，

琴声婉转悠扬，

就像仙乐从天而降；



644 歌之书

她们的歌声震动四方， 

就连大地和星空，

也在谛听她们的欢唱。

奇妙的歌声荡气回肠，

优美的音色盖世无双，

饱含着激情传向远方；

世人听到这样的歌唱， 

无法抗拒那神秘的力量， 

终将沉入碧浪、葬身汪洋。

这一片洪波巨浪，

仿佛是一个王国，

它神秘莫测、庄严辉焯；

似乎所有的神灵 

都降临到这湛蓝的海洋， 

在幽邃的海底沉入梦乡。

海妖出现在海上，

心中充满了渴望，

周身放射绚丽的光芒； 

那一双双秀目炯炯放光， 

那琴声如同一团团火焰， 

在波峰浪谷间喷射飞扬。



海妖之歌 645

这时有一个歌手驾舟驶来，

小舟越过欢腾的波浪，

歌手显得高尚而又善良。

他无拘无束，眺望前方，

他神采奕奕，器宇轩昂，

因为他心中充满爱和希望。

他的琴声向大海深处传扬， 

海底的女神纷纷离开梦乡，

侧耳倾听这迷人的乐章；

歌手一边弹琴一边高歌，

引来波涛和鸣，同声吟唱，

唤起浪花飞舞，澎湃激荡。

听！这时从远处传来歌声，

那是海妖们在放声歌唱，

歌声充满渴慕，含有神奇的力量; 

这些美丽的海上仙子，

要用她们的风采和歌喉，

引诱年轻的歌手堕入罗网：

“青年人！你要尽情地弹唱，

你要主宰这沉默无言的海洋， 

你一定怀有远大的志向，

你那颗跳动的心儿是多么高尚。



646 歌之书

在这富庶的水下世界，

只有歌声才能震撼四方，

滚滚的潮水只能向低处流淌，

嘹亮的歌声却能向天上飞扬。

你只要不停地放声歌唱，

让歌声千回百转、起伏跌宕， 

你的眼前就豁然开朗、一片明亮， 

云端的天堂就会降临大海之上。

请加入我们这神灵的行列， 

你的心将获得神奇的力量； 

请听听那波旋浪舞的音响， 

它饱含着多少爱情的忧伤。

世界就是在海浪中诞生，

大海就是神灵的家乡；

当宇宙还是一片洪荒，

神灵们已在大海的怀抱中成长。

漠漠长天和点点繁星，

一齐向大海凝望，

天上的云影和星光，

映入碧波荡漾的海洋；



海妖之歌 647

洪波涌起，席卷乾坤，

气势何等雄壮；

海浪养育了神灵，

神灵才有了生命之光。

如果我们的热情之歌拨动了你的心弦， 

使你产生了认识宇宙的渴望；

如果你想让你的歌声像烈火一样，

在明媚的天空燃烧飞扬，

那就请你步入木海汪洋，

伸出手来，走到我们身旁；

你的周身将会发出智慧的光芒，

你的眼睛将洞察那幽邃玄妙的地方。”

海妖浮现在波涛之上，

波涛在四周急剧震荡，

但没有发出半点喧响；

海妖的柔发披在肩上， 

随着清风舒卷飘荡，

这时万顷碧波一片辉煌。

年轻的歌手心摇目荡，

眼睛里涌出热泪两行，



648 歌 之 书

一颗心快要跳出胸膛；

他目不转睛，向海妖凝望，

他如痴如醉，心驰神往，

他完全沉浸于爱情的畅想。

但他经过仔细的思量，

又重新变得镇定安详，

然后就振作精神挺起胸膛；

他英武豪迈，直视前方，

神色威严而又刚强，

他大声回答，字字铿锵：

“你们的深渊阴森凄凉，

崇高精神不会出现在那种地方， 

永恒之神也不会向那里投射光芒； 

你们卖弄姿色，引诱我陷入罗网， 

你们永远也不会给我带来吉祥， 

你们也会歌唱，但那是骗人的伎俩。

你们哪里知道，

我心潮汹涌，热血满腔，

我胸中怀有凌云的志向；

众神就在我的心中，

时时掌握我的方向，

使我的思想永不迷航。



小精灵之歌 649

你们对我无法理解，

你们既不明白我的爱憎，

也不了解我热切的愿望；

我的热望宛如长空的闪电， 

它充满爱情的力量，

它的旋律就像流泻的大江Z

这番话掷地有声咄咄逼人，

海妖们顿时嗒然若丧，

一个个呜咽哀泣热泪流淌；

忽然海妖们消失了踪影，

啊！原来是狂澜袭来势不可挡， 

把她们卷进了惊涛骇浪。

小精灵之歌

我们飞舞嬉戏，

像小小的灰尘，

在微风中颤栗；

我们观察云雾，

也观察能使地球 

转动的杠杆和力。



650 歌之书

从前有一个神灵，

来自光明之境，

他在奔腾汹涌的波浪上淌祥; 

他眺望远方，

看见一个个天体飞速掠过，

那里的生命正在死亡。

他的目光使万物获得生命， 

于是，群山震动，

海洋咆哮，

大地倾斜，

星辰升起，

雷声轰隆作响。

春光明媚，

和风吹拂，

有一群小精灵

轻盈灵巧地涌出， 

像神灵展翅翱翔， 

像太阳放射光芒。

宛如炽热的渴望， 

温柔娇小的小精灵 

从蓓蕾中跳跃而出； 

它们长成苗条的身段



小精灵之歌 651

像一朵朵鲜花，

通红透亮。

它们的声音像和风， 

当星辰暗淡时 

眼睛却闪着金光. 

心儿轻轻地跳动， 

像是对爱的报偿，

既不沸腾，也不激荡。

在悬崖和礁石上，

我们从容地吃喝，

我们飞奔又急行，

穿过烈火和烟障，

穿过灌木丛和小树林， 

我们自由地翱翔。

到了晚上，

我们就钻进花蕾里，

舒舒服服地睡它一场; 

一旦花朵醒来，

就催我们起身，

去沐浴和煦阳光。

假如能够



652 歌之书

做个好梦，

我们愿意飞进 

美人的眼睛，

带着爱的思念 

把自己烧成灰烬。

我们要把这些美梦、 

幻想和奢望 

放在花蕾中密藏； 

再去亲身领略 

人间的柔情蜜意 

和心灵的痛苦哀伤。

地精之歌®

无论清晨还是黄昏 

我们总在用力敲呀，

总在熟练地锤；

就是在夜晚，

我们也勤快地干活，

十分卖劲，忙个不停。

①地精是欧洲民间传说中守护地下矿藏和财宝的老头，住在地下，长生 

不老，容貌丑陋，身材矮小。-编者注



地精之歌 653

你们小精灵

喜欢用风力和愿望来炫耀自己， 

但是你们不了解这片土地， 

它最？•存在，

埋藏得很深，

却显露出光泽和晶莹。

这里空间在不断扩大，

就像一串关于宝石的 

绚丽多采的梦；

这里闪电纷飞 

忽明忽暗，

这里永远是闪电的栖息之地。

我们巧妙地

锻造红宝石，

炼制金刚石，

因此，

高耸入云的宫殿

才感到炎热逼人。

我们在地下

过着丰富多采的生活，

日子一个接着-'•个逝去；



654 歌之书

我们能够知道， 

何时大地冰雪融化， 

何时草木吐绿开花。

在地底深处，

在隐蔽的洞穴里，

存放着一本用黄金包裹的书， 

书中载明了 

世界何时被开创，

又将何时消亡。

老人们知道这本书，

当我们这些小伙子采集珍珠， 

用光明驱散黑暗时，

生就一身令人欣羡的瘦削身材、 

表情冷漠的白发老翁们 

总是看着我们。

如果缺少宝石，

老人们只是哭泣，

这本书就会闪闪发光， 

于是便出现一片耀眼的、 

使金钢石黯然失色的 

金色海洋。



遐 想 655

我们迈着虔诚而庄重的步伐 

穿过建在地下深处的 

宽敞的殿堂；

只要我们按照传统的习俗， 

轻轻~敲，

大门就会开启。

当我们弹起

能发出雷鸣般音响的七弦琴， 

庆祝创世奇迹时，

四处燃起了熊熊烈火，

火焰窜得很高，

大地发出尖叫。

遐 想

致燕妮的十四行诗

来吧！心爱的人儿，

让我们一同远走高飞，

到那遥远的地方，

永恒的纽带已把我们牢牢拴上。



656 歌之书

那里骄阳如火，

烤得大地一片炽热，

峭壁上溪流直泻而下， 

仿佛披着闪光的白色轻纱》

你和我伫立在那里，

我为在你身边而陶醉，

也为爱的痛苦而沉思，

原野充满欢乐的气氛，

阳光爱抚着 

这神奇的景色。

热闹的殿堂喜气洋洋，

明灯高照，一片亮堂，

照得阴影无处藏身，

爱情可以更大胆地涌出心房。

知心话儿更痛快地讲，

无拘无束表衷肠，

满腹相思全倾吐，

琴瑟之音地久天长》



遐 想 657

心灵的风神琴继续弹唱， 

心灵的风神琴自由地鸣响， 

金色的欢乐之弦奏出旋律， 

每个声音都激越而悠扬， 

乐曲传到富丽堂皇的宝殿， 

又重新飞进心房。

假如你疲倦了，

静卧在松软厚实的苔藓之上， 

周围有朵朵鲜花竞相开放，

我会为你那娇嫩的身体守卫站岗；

我会默默地坐在你的身旁，

双目凝视着你，

再让我那关于爱的命运的歌儿 

轻轻地在你的耳边荡漾。

我真诚地祈求一切神灵，

也盼望灿烂的希望之光，

使我们的姻缘地久天长，

我会放开歌喉，

向妩媚的百花仙子和永恒的造物主 

倾吐自己的衷肠。



658 歌之书

四

听到我的歌声，

你胸中必定掀起思念的波涛， 

禁不住炽热激情的冲击，

你失声痛哭，泪涌如潮。

在静静的琴声中，

你满怀优伤和不安，

把你那长满鬈发的头 

紧靠在歌手的胸口。

我陡然感到热血沸腾，

我认识丁永恒的情爱，

领略到遥远的天国的欢乐； 

受一股魔力的驱使，

我把你紧紧地抱在怀中，

尘世已被我们所征服，

五

我们共同呼吸着心灵之火，

感到无比美满和幸福，

人间的恩怨和痛苦



遐 想 659

都在我们心中消失。

心灵之火来源于内心深处， 

—旦爱情的领地 

在双向的烈火中燃烧， 

这火就在心里永存；

那时旧世界便在我们身边消失， 

但是更美好、更绚丽多采的新世界 

却在我们面前升起；

新世界的太阳是和谐，

它的轨道就是天体运行的路线， 

它的洪水就是心灵涌出的清泉。

啊！这不过是金色的梦幻， 

是我心中产生的妄想，

我总是心绪不宁，

遥远的空间隔开了我和你;

有别的婆娑大树 

会给你洒下绿荫的清凉， 

有别的涌泉和溪流 

会为你献上甘甜的琼浆。



660 歌之书

我可以在心中把你的情意珍藏， 

可以在梦中看到你优美的形象， 

也可以在联翩的幻想之中， 

亲手装扮你的险庞，

但是我得不到你，

我的痴情只是一场空想。

两棵玫瑰

叙事谣曲

“在柔软的苔藓地上，

有一棵盛开的红艳艳的玫瑰 

像一团烈火傲然挺立，

紧靠着它，另一棵玫瑰 

宛如白雪般洁净，

正在迎风摇曳。”

“白玫瑰晶莹夺目，

仿佛闪着相思的泪光，

紧紧偎依在红玫瑰身旁；

这美妙动人的景色 

充满温柔和真诚，



致燕妮的十四行诗 661

显得无限和谐，浑然天成。”

“火焰般的红玫瑰渐渐褪去颜色，

为尘埃所覆盖，

又遭风暴袭击，便花落叶败地死去， 

这时，白玫瑰依然光彩照人，

奏着动听的天国之音，

在阳光中摇动着自己的腰肢。”

“它仿佛要燃烧起来，

随后也凋谢枯萎，

两棵玫瑰在一个坟墓中被埋葬。”

白发歌手唱着这支歌，

忧心忡忡地把身子 

靠在他漫游用的手杖上。

致燕妮的十四行诗

我命运的主宰啊！请你不要怨我， 

我必须表明自己的心迹，

我必须祈求爱情的回应，

我不得不让激情自由地驰骋。



662 歌之书

瞧！可怜的凡夫俗子们徒然向往 

微风的吹拂、星辰的运行，

但是，他们永远摸不着一缕微风， 

也摘不到一颗星星。

就像从悬崖深谷中

突然掀起一场风暴，

如今从深沉的黑夜里 

升起了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量， 

它势不可挡，要彻底扑灭 

智慧、爱情和生命的闪光。

他们践踏、摧残

我们心灵的激情，

那里珍藏着最崇高的情爱，

好像永不熄灭的火焰。

啊！尽管勇气在逐渐减退，

尽管我也看到希望十分渺茫， 

但是，我必须歌唱、赞美，

在生活的洪流中漂浮、拚搏。

我的歌声会不断传到你的身旁， 

我的脉搏会不断为你而跳动，



致燕妮的十四行诗 663

直到江水把我卷走，

直到大海把我吞没，

虽然我体验到了寒夜般的空虚和冷漠， 

我对你的爱心却永远是那样炽热。

当我那忧伤而孤寂的心灵 

在迷茫中徘徊，

不断翻腾起万种思绪，

尝尽了苦涩与失落的滋味时，

当抗争逐渐止息，理智正在湮没， 

周围的生命趋于衰微，

最终彻底泯灭，

而我仍然一息尚存时，

我心中还有一盏明灯，

它在灼灼放光，不会熄灭，

它眷恋那已经消逝的岁月， 

爱情低声说，

它必须继续燃烧，

还要在虚妄的幻境中把你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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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燕妮

燕妮！只要你向我敞开火热的心房， 

只要你奏起那天国的乐章，

我的歌声就会飞到你的身旁，

我无论唱什么都会轻松舒畅。

魔 女

致燕妮

我心中珍藏着

一个圣洁的形象，

她像金色的珠宝放射着光芒；

我内心的激情在沸腾，

我要钟爱她、了解她，

让生命永远为她而燃烧、发光。

这形象不允许有任何不和谐的音响， 

面对她的神采，

连阴影也要兴高采烈地遁逃、躲藏； 

脸庞的线条像波纹一样



魔 女 665

在淡淡的红晕中

漾出永远和谐悦目的容光。

仿佛是那苍穹

离开蔚蓝的云涛雾海

降落到这梦幻般的芳容上；

她朝气勃勃，宛如仙姝下凡，

她淙淙作响，恰似在吐露思念和向往， 

她熠熠生辉，好像闪耀着神圣之光。

太空仿佛被她吸引而着迷，

也要用这个魔女的妩媚形象 

来炫耀自己；

太空不能匆匆离她而去，

它要分享她那温馨的气息，

它琴欣赏那秋波流盼的迷人力量。

她是那样完美无瑕，

她的气质无比高雅，

在艳丽的阳光中，

那翩翩仪态更是动人心魄，

一切都是那么协调、妥帖，

恰恰构成一幅绝妙的图画《

那丰满的胸脯蕴藏着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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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能奏出优美的旋律， 

美的心潮无意识地 

在其中缓缓涌动. 

它满怀着温柔的爱火 

在薄薄的轻纱下颤动。

深奥莫测的生命

像风神琴的弦音

正耽于沉思.

陶醉于预感，

它的每一根琴弦

都由于对遥远的天国的渴望而震颤。

当有人怀着热切的期望 

无比激动地叩响 

她那晶莹闪亮的心扉， 

思念却使她无比惆怅》 

她满脸羞涩地低下脑袋， 

陷入深深的痛苦和忧伤。

那时她便睁眼凝视远方， 

井用自己的目光 

把所有星辰照亮，

在她那炽热的激情中，

在她那心灵的闪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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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宇宙都一齐燃烧。

僵死的东西也仿佛有了感觉，

清风吹拂，送来凉爽，

云彩开颜欢笑，

大地的脉搏在隆隆作响，

周围用鲜花装饰，

欢迎她的光临》

受到爱的滋润，

她是那样温柔端庄、容光焕发， 

棕色的鬈发飘然垂落，

烘托着秀美的脖子，

深情地披在她的身后，

显露出对美的热烈向往和追求。

话语从唇间轻轻流露，

像甜蜜的歌声在娓娓倾诉，

宛若一件神圣的法衣，

它使人全身无比激动，

又像爱情的信物，

它使人变得高尚、纯洁。

透过轻柔的罗纱， 

她的整个身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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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焕发着圣洁的光华，

这使那光辉的形象 

变得高尚而温柔，

显示了最高贵的女性的风采。

由于充满了思念之情，

一个神灵在不倦的创造中 

仿佛在竭力克制自己；

大地遭到了失败，

而在你的美的光辉中，

天堂本身却获得了胜利。

致燕妮

躲斤吧！你们这些荒诞无稽的流言， 

还有你这忧郁悲戚的歌声，

沉到那冰冷的洪水中去吧，

让猛烈的暴风雨把你们卷走吧！

因为我对未来胸有成竹，

我会抓住这爱的机遇，不会犹豫彷徨， 

满腹疑云已经散尽！

天国的欢乐呀，快展开翅膀尽情翱翔!



致燕妮 669

你们看！那用烈火写成的真情，

你们是否听见了风神琴的乐声清亮悠扬? 

我可以爱她了，我的仙女，

这爱的回报是对我的最高奖赏！

啊！要描述这种生活，

言语实在无力，它永不变样！

燕妮愿意赐给我爱情，

这真使我心驰神往，欣喜欲狂。

我这个凡人是否可以大胆地说，

这种神圣的恩宠该我获得？

我的诉说并非徒劳，

--笔情债已经得到清偿！

遥远的星辰，燃烧得更璀璨些吧，

太阳的光芒，照耀得更辉煌些吧，

因为你们不能容纳炽烈的激情，

你们的心胸还不够宽敞。

如今惊涛骇浪向我扑来，

命运的骄傲力量大显威风，

天穹高挂当空，

浓重的黑夜紧压在我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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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傲慢地直接提出

同你们进行决斗，

你们大发雷霆，对我咆哮怒吼，

我心坚如铁，决不后退半步。

你们能不能体察炽热的情怀？

那是永恒的心灵的和谐。

你们竟想要压制这爱情的烈火，

让它由你们的意志来安排。

尽管你们掀起狂澜，

尽管你们怒气冲天，

爱情会毅然冲决一切阻拦，

傲然屹立于天地之间。

燕妮！你会不会犹豫动摇，畏缩不前？ 

你那崇高的心灵会不会因害怕而震颤? 

爱情是铭心刻骨的思念，

而痛苦只是转瞬即逝的云烟。

我们的结合经历了烈火的考验，

它已经超越了时间的局限；

是爱情成就了我们的姻缘，

爱情岂能用时间来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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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把你紧紧地搂在胸前，

深切地感受你那灼热的情感，

尘世的事情终究要被遗忘，

永恒的东西会永驻长在，

啊！那些流言不过是人生长河中的旋涡， 

不过是流泉飞瀑发出的可怜喧响，

它们想把恩爱姻缘拆散，

然而爱情坚如磐石、地久天长。

致燕妮

十四行诗

燕妮！我是否能获得那宝贵的幸福？ 

亲爱的心上人，你是否对我怀有深情？ 

啊！你那神秘的胸脯剧烈起伏，

而温柔的绛唇总不吐露心音！

那些令人畏惧的幽灵

早已使天堂远离我的心境，

莫非这天堂已在你身边降临，

而天堂的奇珍异宝已经进入你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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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漫漫长夜，四周一片幽冥，

我梦中总是出现纷乱迷离的幻影，

它们不停地激起我的思念之情，

这些阴暗的幻影围着我翩翩起舞，

使我心中充满绝望，浑身战战兢兢，

这些幻影转眼化作巨人，高大而又浄狞。

从心灵深处传来了声响，

它幽微飘忽，就像来自可怕的深渊一样： 

“啊！爱情的纽带已被扯断，

悦耳的和声也将不再飞扬!”

“是那些大胆的骗人的妖精，

身穿迷人的华丽衣裳，

呼唤你去追求爱情的熊熊火光，

让爱情的彩云把欢乐滋润你的心房？

爱情之火绚烂夺目烛照天堂，

天堂在心灵深处摇曳荡漾，

神圣的爱情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它是如此伟大，仿佛包容了一切美的思想， 

可是你从未贏得恋人的爱心，

你的形象一定早已被人彻底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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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永远无法承受这意外的创伤， 

它号啕痛哭，无法排解内心的凄怆， 

于是它黯然投入了汹涌奔腾的巨浪， 

它永远、永远离开了你，奔向远方！ 

啊！我曾经嘲笑人世间的恩怨冤仇， 

我曾经讥讽大自然的肆虐逞狂， 

我曾经壮志凌云豪情满腔，

我曾经怒发冲冠慷慨激昂。

而如今我内心沃比空虚和怅悄，

精神力量被摧垮而陷入颓丧，

我的脉搏在颤抖、痉挛，

我脱离了人生轨道濒临灭亡，

那巨澜狂浪冲击着我，

我将撒手尘寰，命归泉壤。

四

但是我仍然让我的七弦琴发出音响，

我以诗人的激动的情怀

忠实地在琴弦上奏出欢乐和忧伤，

伴随着乐曲我自己也向高空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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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飞到我的女神身旁；

深奥莫测的女神

被炽热的爱情和悠扬的歌声所吸引， 

竟不知不觉地走向那遥远的地方：

“即使她永远对我不理不睬，

我也仍然永远对她心驰神往，

我将永远把甜美的歌奉献给她，

永远陶醉在缅怀往昔的回忆中，如痴如狂， 

直到思念之情使我痛断肝肠，

直到灵魂恬然安息在云天之上

五

“啊！她在高处屈尊俯视着你，

她那高贵的丽质放射着无比耀眼的光芒， 

你可以倾心思慕，却无法实现心中的愿望， 

你可以奉献热情的颂歌，

却不可再把你的情歌吟唱，

回音只会使你痛苦，让你声咽口难张，

因为这本是痴心妄想，

是白日里的美梦一场。

你的相思之情尽可以光彩夺目，灿烂辉煌， 

使蓝天相形见绌，令金色的群星黯然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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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尽可以涵盖远近八方，

但是它始终是在痛苦的阴影中踯躅踉跄， 

最终还得沮丧地返回到原来的地方， 

再把那旧调重新弹唱。”

我可以骄傲地对自己说，你爱着我！ 

是你使我对人生意义豁然开朗， 

是你促使我奋力向上，与你比翼飞翔， 

你那爱心为我跳动，热血为我激荡！ 

啊！我的心灵还无法承受这美意， 

它为这莫大的收获而欣喜欲狂，

它向你这上天的女王虔诚祷告，

不敢轻易作这种非分的遐想。

如今我生命的精灵变得更加勇敢坚强， 

它奋力地催促我去建功立业、谱写诗章， 

如今我已成为名声卓著的行家，

我将奋勇投入生活，去驾驭风浪，

燕妮！你听，有一个呼声正响彻四方：

永远努力，奋发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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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面对阴险的鬼蜮和尘世的纷扰，

你何必感到害怕惊慌？

让他们尽情地咆哮，无耻地号叫，

让他们去忌妒和嘲讽，使尽种种花招， 

他们永远不会懂得什么是髙尚的情操， 

也永远无法理解心灵的永恒追求、

爱情的痛苦与和谐悦耳的音调，

因为他们灵魂卑怯，毫无节操。

但是我的齐特尔琴却弹唱得更加响亮， 

我那挚爱的心却跳动得更加激昂，

琴声和心声压倒了暴风雨的张狂，

它们在生机盎然的广袤大地上回响， 

它们传进你的耳朵，抚平我思念的忧伤， 

它们萦绕环宇，永与天地共久长。

八

燕妮，岁月如云，往事纷扰，

让它们流逝吧，让它们泯灭吧！

让千百个生命在黑暗中，

在生活风暴的威胁中迎接惨淡的死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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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金色的光明却在黑夜中向我们微笑， 

爱情会向我们指出得救之路，

我们可以骄傲地抬起明亮的双眸，

天上那些永恒的星辰正向我们招手。

燕妮挚爱着我！还有什么能把我们阻挡? 

卑劣的世间桎梏哪能束缚我们的手脚？ 

我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我们为同一个目标而燃烧的爱火 

将长明不灭，照亮人生的征途，

而人间那些虫建将葬身生活的急流。

致燕娓

十四行诗

燕妮！你大概会戏谑般地问我，

为什么我的歌总是称作“致燕妮”？

那是因为我的脉搏只为你跳动，

我所有的歌都只是向你把衷肠倾诉， 

我所有的歌都是把你吟咏；

因为歌中每个字句都是向你表白心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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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音符都是为你奏响爱的旋律，

我的哪一个乐段能与我心中的女神分离？

你的名字我听起来是那么亲切甜蜜，

它本身包含着多么丰富的意义，

这个名字响彻一切殿堂，

它就像遥远的心灵的地震，

像齐特尔琴金色琴弦上弹出的乐音，

像一个独特的神奇的生命，震撼我的心房。

你瞧！我可以著书千卷，

页页都把“燕妮”这个芳名写上，

卷卷都包含着丰富的思想，

永恒的业绩，坚韧不拔的意志，

甜蜜的诗韵，缠绵恬静的思念，

包含着全部的热和全部的阳光，

全部神仙般的欢乐和痛苦忧伤，

我的全部知i只和我梦寐以求的生活理想。

在星辰上我能看到的只是这个名字， 

而徐徐的清风，令人心醉的碧浪，

又把这个名字传回到我的耳旁，

我想要把这个名字写得充满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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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它传扬千载，百世流芳，

燕妮这个名字永远意味着爱情的力量。

致燕妮

十四行诗

我知道，由于怀着甜蜜的幻想， 

你那丰满而神奇的胸膛热情激荡 ； 

你禁不住热泪盈眶；

绵绵无尽的相思

必然伴随着无法排解的痛苦和惆怅。 

每一根纤细的神经都在震颤，

每一口温暖的气息都急促地呼出， 

带着热烈的情感径直飘向穹苍。

没有人能够理解

这种深奥莫测的神魔般的力量，

而理解您的神灵们 

仿佛从那遥远的地方 

通过淡淡的流云向你鞠躬致敬， 

表达着对你的爱慕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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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是仁慈的神仙们 

给了歌手以力量，

歌手完全能够理解 

你那温柔的炽热心肠，

你激情的迸发和相思的忧伤， 

他能够认出每一个守护你的精灵， 

他丁解长夜的孤寂和愁思，

深知你的心灵像金子一样辉煌。

难道他应该默默地忍受折磨，

吞下那痛彻肺腑的哀伤，

束手静候死神的登场？

难道他只能在环境的逼迫下 

彻底割舍自己美好的宿愿，

让心中热血流尽而死亡？

你我志同道合，心心相印，

如果你内心深感苦恼和悲伤， 

那我也必定撕裂肺腑，痛断肝肠， 

深深陷入黑暗和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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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幢幢鬼影伴随下踏上坟场；

如果威严的东西并不属于你自己， 

那就让它失去精神的力量，

让痛苦沉浸于爱情之光，埋入心房。

我要把这温柔的真挚情感悉心爱护， 

在歌声悠扬的神奇仙境中 

用悦耳的音乐把它抚养。

它应该永葆青春，充满魅力，

像优美的旋律-一样充实而又轻快柔和， 

以崭新的方式茁壮成长。

歌手的圣诞节前疼

叙事谣曲

有一个歌手

坐在河岸边默默沉思， 

河里浪涛汹涌、咆哮不停。 

歌手看来心事重重，

他从这里向天边遥望，

他的心中思念着远方。

就像翻滚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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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瞬息万变的滔滔洪水中，

急速地飞奔而去，

欢乐的时光

也不得不这样悄悄流逝，

青春的激情也已同样匆匆消失。

熊熊燃烧的爱情之火，

星光灿烂的甜蜜之夜，

你们都已成为过去，

而神奇地把我和充满魅力的力量 

联结在一起的梦想 

也已烟消云散、杳无踪迹。

从前在这一天

青春的热血奔腾激荡，

相思的心潮直冲云天，

当圣诞之夜的梦幻般的帷幕 

降临大地，

年轻的心就燃起了欢乐的火焰。

那时上帝赐给了凡人 

无比幸福的生活，

也赐给了神奇美妙的幻想，

天神慈祥地降临人间，

从蓝色的髙空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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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了星月的清辉一片。

那不是响起了

迷人的爱情的歌声？

它像倾吐热切的思念，

又像诉说遥远的心灵的渴望，

它在揭示天国的奥秘，

孜孜不倦地传播着崇高的追求和向往。

那不是从遥远的明亮的天际 

飘来了一位仙女，

要为我医治心灵的创伤？

她满足了我梦寐以求的宿愿，

她使梦幻成了现实，

使生活闪现出理想的光芒。

啊！她本来可以

把最珍贵的感情向我奉献，

可是，怀疑却使她犹豫彷徨，

于是痛苦深深地折磨着她的心灵，

纯洁的晶莹闪亮的珠宝 

也变得黯淡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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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燕妮

从塔顶上传来悦耳的声音，

仿佛是钟的鸣响，

宛如遥远的天堂的歌唱，

又像是心灵的深沉呼唤和渴望。

一只凤凰已经再生，

它从烈火中振翅翱翔，

它的光泽照遍四面八方，

它的叫声就像圣乐一样婉转悠扬。

它展开翅膀

勇敢地搏击在蓝天上，

它穿越云层

与流云一起发出和谐的鸣响。

在欢乐的喜庆气氛中，

人人都怀着炽热的激情，

庄重地拿起七弦琴来弹唱， 

个个笑逐颜开，露出惬意的目光。

燕妮，你一定会不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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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那难忘的甜蜜时光，

那时随着钟声一响，

礼物会使你分外髙兴和欢畅。

当圣诞树像一个天上来客 

在一片灯火通明之中 

突然展现它的英姿时，

你显得那样激动异常。

难道不是有一只凤凰 

从你那丰满的胸膛中飞出？

在那温柔的梦幻般的栖息处， 

在那柔软的充满诗意的安乐窝中，

它甜美地小睡了一觉。

这个慈祥的守护神周身冒着火焰， 

发出迷人的鸣响，

像是把爱情来颂扬。

它得到你的宠爱，

在你的心中茁壮成长，

直到它出落得光彩照人，

志怎不安地向我吐露衷肠。

面对它那金光灿灿的丰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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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禁不住心驰神往，如痴如狂， 

我的内心顿时 

燃起了爱情和希望。

就仿佛有人给我喝了迷魂汤， 

让我酣然沉睡一场，

只是由于你那含情目光朝我一望， 

才使我从那魔法下获得解放。

我亲爱的心上人，

清你收下这用诗歌编成的花环，

啊，把它戴在你的心坎上，

它将永远在那里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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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马克思大约写于1837年2 
月一4月初

第一次用原文全文发表于《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 

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 

册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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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1837年生日之际，谨以此 

略表永远敬爱之心

卡•亨•马克思于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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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父亲

创 造

越过那晶莹闪耀的波浪，

永恒的创造之神飞向远方；

大千世界在涌动，无数生命在激荡， 

他环顾四周，永恒的空间无限宽广。 

他发出唤醒万物的神奇目光，

用烈火铸成万千形象，

空间在震颤，时间在奔流，

万物虔诚地仰望着他的面庞，

波涛汹涌，天籁悠扬，

斗转星移，一片金光。

他慈父般地频频点头，

向宇宙普照慈爱的光芒。

永恒的万物感到了自己的局限， 

就沉思着默默流向前方，

直到那神圣的太初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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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上了文辞和诗歌的盛装。

这时从远处传来雷鸣般的声响，

好像造物主的预言在空中回荡：

“群星运转，放出温馨的光芒，

世界酣睡在原始山峦的胸膛；

我的精神铸成的美好形象啊，

愿创造精神永远留在你们身上，

如果人们满腔激情地迎接你们，

你们要热诚地启迪他们的思想。

你们只能向爱敞开胸膛，

你们要永远保持永恒的力量；

我已经把慈爱注入你们的心房，

你们应当放射出我的心灵之光。

同声相应才能发出和谐的音响，

心灵只能同心灵相互碰撞。

你们的精神来自我的胸膛，

这精神铸成形象去启迪思想；

你们一旦回到造物主的身旁，

就不再是单纯的形象；

人们将热切地向你们投来爱的目光，

你们将融入人心中，而人又将留在我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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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作

炽热的创作火焰，

从你的胸口向我蔓延，

它们在我头上汇成一片，

我把它们珍藏在心间，

你的形象熠熠放光，宛如琴韵， 

你用爱的双翅轻抚我心头的火焰。

我听到那声浪，我看到那闪光， 

万里长空在飘航，

升起了，又下降，

下降了，又更高地飞翔。

当内心的斗争已经停息，

我看到痛苦和欢乐变成了诗章。

我心中激动，如痴如狂，

沉醉于情深意切的锦绣辞章；

我心中涌现出万千形象，

都由你的心把他们点亮。

他们满怀柔情舒展四肢，

在创造者的怀抱里重新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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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竖琴

叙事诗

歌手惊讶地谛听，

似乎远处传来的欢乐琴音 

把歌手匆匆地唤醒：

“啊，我的心为何这样忐忑不宁， 

那究竟是什么乐声——

是星星还是幽灵在哀鸣！”

他振作精神一跃而起，

小心地把头伸进一片黑暗里， 

远处一轮金色光晕在招引；

“歌手，跟着我，走上台阶再下去， 

无论在空中或在黄泉，

你都摸不到-•根琴弦!”

歌手看见那光晕张开如巨网，

他的心儿便渐渐发紧，

而琴声却越来越听得分明；

他随着琴声踽踽前行，

走上台阶又往下，活像一个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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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下是纵横交错的幽径。

他停下脚步，眼前忽然敞开大门， 

迎面扑来了悠扬的琴声，

仿佛把他托起来继续前行；

面前金光闪闪，他看到一张七弦琴， 

它奏出悦耳的曲调，似乎日夜不停， 

尽管看不见有人在弹琴。

乐曲使他动情，交织着痛苦和欢欣， 

忽而昂扬，忽而又变得无限深沉，

使他再不能隐瞒真情：

“这不是琴音，而是我的心声， 

这是我的写照，我的痛苦呻吟， 

它们都发自我的内心Z

他如醉如痴，把琴儿一把拿起， 

琴声高昂激越，如悬崖上冲下清泉， 

琴声幽咽低沉，如深谷里流水淙淙; 

他放声高歌，热血沸腾，

无比的悲怆充满了他的心灵，

使他再没见外界的天光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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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 望

叙事谣曲

“啊，为何你目光如炬、全身滚烫？

为何你唉声叹气、满腹忧伤？

好像黑夜在折磨你，恶运在鞭笞你， 

使你在深沉的思念中如痴如狂？

告诉我那双眼睛在何方？

它们像钟声悠扬，四周有彩虹的光芒， 

眼中有火焰闪亮，有珠圆玉润的吟唱， 

还有夜空的星星在闪光。

我梦见过这双眼睛，

却不知有什么预兆在梦中潜藏，

我的头脑空空荡荡，我的心中一片迷茫， 

我真想现在就长眠于坟场！

你为何这么胡思乱想，•

何必要到那遥远的异乡！

这里波涛翻滚，这里丰收在望，

这里的爱情更加纯洁，更加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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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波浪，这里没有火光，

远方有一道强光在向我闪亮，

烧得我饥渴难熬，照得我头晕目眩， 

莫非我就要倒地身亡?”

他全身颤抖，仰望上方，

直到他两眼射出光芒；

思念之情在激荡，烈火燃烧在心房， 

他终于停止呼吸倒在地上。

夜 恋

叙事谣曲

他紧紧地把她搂在胸间，

阴郁地凝望着她的双眼： 

“热烈的爱使你受尽熬煎， 

你是在颤抖，颤抖在我唇边?”

“你已经饮下了我的灵魂，

它成了你胸中的火焰，

发光吧，我心爱的瑰宝， 

发光吧，那青春的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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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爱的人儿，你脸色苍白，

你的话那样奇妙，令我吃惊，

你看，那大千世界歌声不绝，

正在太空中回旋运行！”

“走吧，亲爱的人儿，走吧，

灿烂的群星啊，闪射出炽烈的火光， 

飞吧，往上飞吧，飞向穹苍，

让我们的灵魂一起放射光芒!”

他在她耳旁低声细语，

茫然地环顾他的四边，

目光中迸出片片烈焰，

烧得他眼睛失去神采。

“亲爱的人儿，你把毒液吞饮， 

你就得和我结伴同行，

沉沉夜幕早已经降临，

再不见白日大放光明！”

他紧紧地把她搂在胸间，

她已停止呼吸在他怀中长眠， 

内心深处的痛苦刺透了她， 

她永远不会再睁开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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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妖之歌

叙事诗

（见本卷第643—649页）

老水怪

叙事诗

1

水流在那边奇怪地潺潺作响， 

旋涡飞转，激起层层波浪，

水在奔流，但是听不见 

惊涛拍岸回声震荡。

水流有一副冰冷的心肠，

它只顾潺潺流去，流向远方。

2

是谁出现在波峰浪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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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有个老翁坐在那里。 

每当星光灿烂、月亮升起， 

他就随波起舞、上下翻飞；

他跳得奇怪，显得吃力—— 

他想喝干那道小小的山溪。

3

水浪是杀死老翁的凶手，

水浪在腐蚀和啃啮他的骨头。 

每当他看见水浪如此翻腾， 

他就感到严寒彻骨、周身凉透， 

他满脸愁云，翻飞起舞，

直到送走月夜，迎来白昼》

4

水流依然奇怪地潺潺作响，

旋涡飞转，激起层层波浪。

水在奔流，但是听不见 

惊涛拍岸回声震荡。

水流有一副冰冷的心肠，

它只顾潺潺流去，流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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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维狄乌斯著 

《哀歌》

第一曲2#9

（意译）

1

小册子啊，你可以立即登程， 

去那欢乐的胜利者之城； 

宙斯的雷霆已把我击中， 

所以我仍留在这里栖身。

2

去吧！别看你衣襟寒酸， 

为作者穿丧服异乡远行； 

这打扮正合流放者身分， 

这正是时代风暴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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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别想穿紫红色的袍服， 

忘却你周围紫罗兰的血色! 

唉，既然热望已成泡影，

又何必装得幸福欢欣。

4

你要羞羞答答埋名隐姓，

也别散发出雪松的芳馨，

你那佝偻的黑色躯干，

别用银光闪闪的饰物去打扮。

5

只有喜气洋洋的作品才选择 

华丽的辞藻给自己装饰；

我只要你满载我的悲愁 

和那沉沉黑夜的烦忧。

6

你不妨蓬头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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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别人冷眼相望，

又何必破帽遮颜，

还要用浮石砑出亮光。

7

你脸色苍白，愁云满面，

还被我染上斑斑污点，

唉！你伤心得热泪长流，

直到把你的破衣湿透。

8

走吧，我的书！代我一路致意， 

再问候那神圣的地方，

我的梦将随你一同前往，

还有我的咒语和幻想。

9

也许有人只看你一眼，

就回想起往日的情景；

也许有人会问长问短，

打听那派你去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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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你就告诉他，我还活着，

但别说我已被救进天堂；

那怕我心脏还在跳动，

这只是人家网开一面，并非慈悲心肠》

11

要是有人想听到更多消息，

你要轻声细语，这要靠你自弓。

当心别言语不慎犯下罪，

不该说的事儿就莫张嘴。

12

有些人会对你恶语相讥，

把我的过错重又提起，

甚至把你也当作罪人看待，

你定要惭愧地把目光低垂下来。

13

要是指责和咒骂惹你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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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得处之泰然耐心去听； 

须知火焰扑不灭熊熊烈火， 

铸下大错可别想欺骗蒙混。

14

但也会有一些好心人，

唉声叹气地和你谈心；

思念引起的涟涟泪水 

就会蒙住他们的眼睛。

15

他们会对我表示非常同情， 

轻轻地说出的话充满怜悯：

“但愿他能使凯撤回心转意， 

唉，多少减轻一些他的罪名。”

16

不论是谁替我说情：

“请求上帝格外开恩!”

我都衷心地为他祷告：

“愿雷霆放过这些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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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如果神明俯允他的请求，

让我毫无遗憾地 

死在众神选定的那座名城， 

但愿凯撒熄灭他的雷霆！

18

当你代我如此向人致意，

你自己也会受到责备，

说是我的诗句不太优美， 

又说我的气势不够宏伟。

19

但是法官们应能想起 

诗句产生在什么时期; 

只要有人能提上一句， 

你的危险都将被除去。

20

因为诗艺的魅力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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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出自欢乐的心胸; 

倘若感情被愁云笼罩， 

连缪斯也会感到苦恼。

21

诗人的歌充满了忧伤，

诉说他如何惨遭流放，

风暴、海水和严寒使他惊惶， 

这样的苦难叫他怎样歌唱！

22

不能让诗人充满恐惧终日惶惶， 

要让他写出美妙热情的诗章。

可我却只能哭泣，满目凄凉， 

但见头上有利剑发出寒光。

23

我所写的全部诗篇，

会使公正者为之惊叹; 

他会赞扬我的作品， 

也会想起我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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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即使是荷马这样的诗才， 

如果被人拋入苦海，

他的才华也会全部湮没，

只顾躲避眼前的危害。

25

我的书呀，你只管放心前去， 

可千万不要沽名钓誉；

即使读者把你扔到一旁，

你也别为此羞愧难当。

26

我已不再沉醉于 

幸福温馨的怀抱；

贏得称赞不À我的理想， 

我也不追求歌手的奖赏。

27

回首往昔欢乐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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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才华横溢、意气风发， 

对显姓扬名深为迷恋，

一心追逐那虚名浮华。

28

若说我今日尚弹琴歌吟，

如火的诗情尚未燃尽，

我的心已深感满足，

因为毁我者正是我的歌声。

29

走吧！这是你的幸运，

代我细看那雄伟的罗马城；

我多希望受神的庇护，

能够亲自踏上征程！

30

你千万不要心存幻想，

以为能装作异乡人走进名城; 

你是个销声匿迹的人，

怎能向当地百姓倾吐衷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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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哪怕你没有书名和标记，

书皮颜色就已泄漏天机；

尽管你自称非我所写，

唉，仍逃不了声名狼藉！

32

你要偷偷地走进城门，

以免我的歌使你受到伤害；

我已不再唱爱情的丽词艳句，

尽管它们曾经使人神迷心醉！

33

如果因为你的字句是由我苦苦推敲， 

就有人粗暴地把你扔掉，

说你这本东西不堪入目，

满纸荒唐尽是诲淫诲盗；

34

你就说:“请读一下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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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教唆人说爱谈情; 

唉！那众多严厉的神明， 

早已把我判处了重刑!”

35

别走Jt那座神殿，

它倨傲地耸入云天；

凯撒的廊柱比它更高，

可别让他的随从把你发现。

36

须知这些高贵的殿堂 

如今不认识你的主人；

正是从那城堡里发出霹雳，

众神向我当头劈下雷霆！

37

是的，殿堂里住着众神，

他们伟大、慈悲而温存。

但如果他们发出雷电风暴，

连明媚春光也使我们胆战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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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小鸽子曾落入苍鹰的利爪，

正舔它那流血的伤口，

这时哪怕吹来一阵和风，

也会使它担惊受怕。

39

小羊羔若在狼口获得余生，

就只颐仓皇地四处逃命；

一有风吹草动就混身打颤，

直到钻进它低矮的羊圈！

40

法松如不往太空高翔，

他至今还能够安然无恙；

如果他不是糊涂一时、年轻气盛， 

就不会为驾驭金马车而把命丧。

41
我害怕宙斯愤怒的雷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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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他的烈火就赶快逃命；

当电光一闪劈破天空，

总觉得他的投枪已把我击中》

42

阿吉夫人中不论是谁，

如能从卡法雷海岸陡壁遁逃， 

他就再不会驾着他的帆船 

乘着海潮驶向埃维亚岛。-

43

我的小舟曾被风暴击沉，

再也不敢驶近那块地方；

它战战兢兢离开那恶浪险礁， 

远远地驶向天涯海角。

44

所以，书啊，你要学点聪明， 

做什么事都要步步为营；

别再去追逐那虚荣浮名，

众人定会对你洗耳恭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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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伊卡鲁斯竟毫不自量 

装上翅膀向高空翱翔；

纵使他英名百世流芳，

总归已不幸葬身海疆。

46

我们究竟是勇敢地划起船浆， 

还是乘着海风扬帆启航，

此事我们今后再作理论，

这要看时间和地点再拿主张。

47

如果他的前额开阔明朗，

如果他的面容温和慈祥，

如果他多年积下的愤怒 

已经在沉默中隐藏；

48

如果你曾害怕得面色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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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向他走近一步---

现在就向他问候并伸出手去，

你去吧！黑暗里已有亮光透出。

49

此刻命运之神已发善心，

你出生之时就交上好运；

伤口的灼痛已渐渐减轻，

远方正传来恩赦的声音。

50

因为谁暴怒地打伤别人，

就要由谁来医治伤痕；

就如泰列夫的创伤痛楚，

只有阿基里斯本人才能消除。

51

如果你要把人救活，

当心，可别投下毒药。

“希望”！它是那样渺茫， 

你害怕得辗转反侧，直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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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盛怒已经平息——你要小心， 

可别让他再发雷霆。

要是你一时糊涂把他触怒， 

新的灾难又将使我灭顶，

53

也许缪斯在神殿把你接见， 

那时你心中将是何等甘甜； 

你可以在殿堂上扬眉吐气， 

在那里创作才与美誉相联。

54

你会看见你的许多兄弟，

被排成一列依偎在一起，

记得是在暮色降临时分，

我诗兴大发把他们写成。

55

他们每个人都公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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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出自己骄傲的名字；

那名宇在前额闪闪发亮，

犹如诗情溢采，也似希望放光。

56

有三个兄弟远远站在--边， 

四周像蒙着一圈黑色轻烟， 

这三卷书大谈男女风月①， 

从书里还听得出调笑戏谑。

57

你可要离他们远点，

要不就对之厉声痛斥，

因为这几卷书都犯下丫 

奥狄浦斯和泰莱贡诺斯的罪孽!

58

另外还有一部歌曲，

差一点被人付之一炬，

这本书能比你知晓

①奥维狄乌斯的三卷《爱经》。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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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万物变形之道。①

59

对变了样子的陌生人，

你要按我的嘱咐讲话，

就说我命好逢凶化吉， 

落难在异乡遇到了转机。

60

回首往昔我曾痛饮幸福之杯， 

从那紫红的双唇中吸取火焰；

现在众神要我受此苦难，

我整日只有以泪水洗面！

61

你用目光询问我还有什么叮鉍， 

我确实还有万语千言想要倾诉， 

但纤美的司时女神©却不容哀求 ， 

她们不停地摇桨，紧催时间奔流。

① 奥维狄乌斯《变形记》》——编者注

② 奥商。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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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要是我请你代我转达 

我的全部肺腑之言，

唉！那就千言万语也说不完，

这些行装会把你的腰板压弯。

63

路好远哪！我的书呀，你快启程， 

须知我是在天涯海角栖身，

只有西徐亚人和我住在此地， 

这里和内地之间却相隔茫茫万里!

疯 女

叙事诗

月光下有个女人翩翩起舞， 

黑夜里远远地也看得清楚; 

她衣裙飘动，目光如电， 

犹如金刚石在悬崖上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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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的大海，你快过来，

我要把你温柔地抱在胸怀； 

给我戴上柳条编成的花环， 

穿上绿中带蓝的美丽衣衫！

我要送你一颗镶金的红宝石，

把我沸腾的心血寄托在里面， 

有个英俊少年曾把它戴在胸前， 

可怜他如今已在海底长眠。

我要为你唱出美妙的歌曲，

风浪一定会翻腾得很高；

我还要尽情地为你跳舞，

风声和涛声定会一起号啕！”

疯女把一棵柳树紧紧抱住，

套上.绿中带蓝的爱的花环， 

又用奇怪的目光上下打量，

叫柳树小心地走到一旁。

“请把你的翅膀借给我，

让我深深地飞入海底；

难道母亲竟没有看见，

花环把儿子打扮得多么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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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女每夜这样走来走去，

绿色海边的柳树都戴上了花环； 

她得意地上下挥动手臂翩翩起舞， 

再没停止过她那如醉如痴的舞步。

花中之王

幻想叙事诗

"喂，阳光下的小人儿呀，

你可想当花中之王？

如果你有此抱负，

就用你的鲜血把我们染得通红！”

2

“花儿们鲜亮，花儿们苍白， 

已将我的血液喝光。

把我的王国给我吧，

让我在花萼中.在花萼中沉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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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小的人儿啊，你的血这样鲜红， 

也让我们看看你那颗深藏的心，

既然你想当花中之王，

就该让心儿在阳光中闪亮！’’

4

“我的心呀，它在怦怦跳动，

它使我双眼炯炯有神，

我可绝不能把心儿给你们，

那会使我的眼光变得昏沉。”

5

“小小的人儿啊，我们大家 

一起跳进你的胸膛，

让你的心在阳光下闪光吧，

该由你来当我们众花之王!” .

6

小人儿在颤抖，小人儿在思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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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撕开自己血红的胸膛，

“你们瞧啊，你们已把心送给了我， 

你们还得给我王冠和权杖！’’

7

“阳光K的小人儿啊，

你不配当众花之王，

因为你不能使殷红的鲜血永远流淌, 

而我们要那颗深藏的心马上发光。”

8

小人儿抠下双眼，

开始用手在地上挖掘；

他挖出一个幽深的墓穴，

静静地躺到里面把自己埋葬。

苏 醒

你的眼睛闪闪发亮， 

充满激情，欣喜若狂，



728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这目光就像七弦琴的音韵， 

起伏跌宕，宛转悠扬，

带着朦胧的幽思遐想，

穿越柚圣的黑夜屏障，

向着太空不断地飞翔，

这时在高远的九天之上， 

那些永恒不灭的星辰 

便向你放出爱的光芒。

你激动地陷入沉思默想， 

澎湃的心潮拍击你的胸膛， 

你向永恒的宇宙放眼眺望， 

只见宇宙无边，一片茫茫， 

在你脚下，在你头上， 

天体神妙莫测，无限宽广， 

群星转动，无休无止， 

千年万载永远明亮：

而你自己只是一个原子 

沉落在宇宙的浩瀚海洋。

你的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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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不断地上升， 

你的上升

意味着永恒’的沉落。

四

当你的灵魂 

发出熊熊火光，

当烈火喷射进你的胸膛， 

把你的心灵深处照亮， 

这时，你心灵的隐衷 

就被众精灵高高举起，

带着优美激越的 

迷人的音响，

从灵魂的阴森深渊 

腾空而出，扶摇直上。

五

你往下沉落

就意味着不断地上升，

你不断上升

就意味着那至高无上之神 

用颤抖的双唇对你亲吻—— 

那是被霞光映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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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般热烈的双唇 

所作的永恒的亲吻。

绝望者的祈祷

“如果有个神灵把我的一切夺走， 

使我遭到诅咒，失去自由，

他拥有大千世界，我却一无所有！

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复仇!”

“我要高傲地对我自己进行报复，

也要把矛头对准那高踞在上的造物主， 

尽管我的力量微不足道，

反正我的善行得不到一点善报！”

“我要为自己造一个宝座，

它寒气逼人，直插霄汉。

我要用世上所无的恐怖砌成它的城垣， 

三军统帅应该是痛苦和灾难!”

“谁抬起常人的眼睛朝它仰望，

就让他面如死灰、•一声不响往回逃跑， 

让他周身蒙上死神的气息，

让他自挖坟墓把幸福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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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那至髙无上的神 

从高高的铁铸神殿发出雷霆霹雳。 

把我的城墙厅堂夷为平地，

永恒的时间仍将会为我重新建起。”

卢欣妲

叙事诗

（见本卷第498—508页）

末日审判

诙谐诗

啊！面对死气沉沉的生活，

耳听颂扬神明的歌唱，

我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心中充满了恐怖惊惶。

因为当人间万事突然终结， 

当一切力量的纷争都已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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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不再感到生活的痛苦， 

当我们到达最后的归宿，

我们应该赞美永恒的上帝，

把虔诚的赞歌唱个不停；

我们只顾对上帝表示崇敬，

再也不知道什么是欢乐和伤心。

啊，面对这通向完美境界的台阶， 

我竞如临深渊退缩不前，

如果死神向我发出召唤，

会把我吓得心惊胆战。

上帝那儿只有一个天堂。

可那里已经住满升天的魂灵。 

我在那里只得和老太婆们为伍， 

光阴的利齿夺去了她们的性命。

坟墓里埋着她们的尸体。

坟墓上堆满瓦砾和污泥，

她们那光怪陆离的鬼魂 

正在欢蹦乱跳，狂舞嬉戏。

她们都是那样干瘪瘦小，

轻盈得一阵风就可吹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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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即使紧紧束住身腰，

也决不会如此纤细苗条。

可我对她们的盛会却放肆地干扰， 

我把赞美诗唱得响彻云霄，

上帝听见我狂呼乱叫，

气得他两眼火星直冒。

他一招手叫来了迦伯列，

就是那身材修长的天使长，

此人抓住我这爱吵闹的捣蛋鬼， 

一下子就把我驱逐到远方。

请注意！这一切不过是梦中的想象， 

我梦见帝国的末日审判已经开场， 

善良的人们，请不要为此发怒， 

因为梦中作的孽总不能算作罪状。

两个女竖琴手

叙事诗

（见本卷第627—6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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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短诗集

德意志人各自坐在安乐椅上，

神情麻木，一声不响。

四周的风暴在肆虐逞狂，

天上阴云密布，黯淡无光，

雷声隆隆，闪电似银蛇狂舞，

他们的脑海里却风平浪静，十分安详。 

但只要天空升起丁太阳，

暴雨停歇，和风轻轻荡漾，

他们就站起来高呼，

还写下一本书:《灾患已吿消除》。 

他们开始想入非非，

要对事情寻根问底；

他们说:“这桩事干得不对头，

天公的玩笑开得太离奇；

宇宙万物得有规有矩、井井有条，

先得有个头，而后才能有脚。”

他们像儿童般乱忙一气，

到处在寻找腐烂发霉的东西。

他们本该好好地为现在做点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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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可不必去既忧天来又愁地。 

天地本是按自己惯常的轨道运行， 

波浪仍在安然地拍击着礁岩峭壁。

黑格尔

讽剌短诗21<>

1

因为我发现了最崇高的智慧，领会了它深邃的奥秘， 

我就像神那样无与伦比，像神那样披上晦暗的外衣， 

我曾长久地探求真谛，漂游在汹涌的思想海洋里， 

在那儿我找到了表达的语言，就紧抓到底。

2

我教授的语言已变得错杂纷纭、一片迷茫，

每个人爱怎么理解，完全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愿望。 

我的语言至少绝不会束缚每个人的想象 ，

因为正像一个诗人可以从悬崖的瀑布的喧响 

听出心上的姑娘倾吐的情话和衷肠，

他可以怎么想，就怎么认识，有所感触，便变成思想，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啜饮这智慧的玉液琼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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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诸位揭示~切，因为我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讲!

3

康德和费希特喜欢在太空遨游，

寻找一个遥远的未知国度；

而我只求能真正领悟

在街头巷尾遇到的Q常事物！

4

请原谅我们这些短小诗篇，

如果我们唱的调子惹人讨厌； 

我们已把黑格尔的学说潜心钻研， 

却还无法领略他的美学观点。

有一'次德意志人启程出征，

竟取得了民族大会战的奇胜。211 

当那番热闹刚刚消停，

街头巷尾便传出一条趣闻： 

“到处都发生了神奇的预兆—— 

世人很快就会长出三只脚！” 

这消息马上使人感到非常烦恼，



讽剌短诗集 737

人们开始为自己感到害臊：

“好家伙，一下子出了那么多事情！

现在人们应该重新安守本分。

别的事儿不妨全编入书本，

担保这些书会成为畅销的热门。”

四

若是把星星摘下来送给他们，

他们有时嫌星光太暗，有时又嫌星光太亮， 

有时嫌太阳釣4芒太刺眼，

有时又嫌它要走的路程太漫长。

五

有人把席勒狠狠地责骂一遭212:

他不懂人情，不会逗人发笑，

他傲世出尘，过于清高，

该干的日常活儿他却干不了；

他净卖弄些雷鸣电闪之类的辞藻，

全没有那市井坊间的诙谐情调。

,、▲

他们说歌德的格调实在过于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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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爱看维纳斯而不爱看衣衫槛褛的人; 

他虽然好好儿地从生活底层入手，

却把人逼得高高地飞入云层，

他赋予各种事物以过分崇高的外形，

因此它们全没有内在的灵魂。

倒是席勒比较合人们的胃口，

诗行里可以读到他的思想，

虽然看不透有什么深刻含义，

但人们毕竟能说:它们确实印在书上。

七

为某秃头人写照

像一道耀眼的闪电

从远处的云层中放射火花，

威武庄严，怀着胜利的渴望，

从宙斯的沉思的头脑中蹦出雅典娜。 

她兴致冲冲、髙高兴兴，

一下跳上r他的头顶，

即使他在深渊里未曾将她制服， 

他也肯定知道，她就在他身上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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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普斯特库亨

（假冒的《漫游时代》）214

1

他认为诗人席勒还算可以，

遗憾的是他没有认真揣摩圣经的妙谛! 

他的《钟》①倒是一首好诗，

可惜里面没有复活的故事，

也没有提到耶稣基督

怎样骑着小毛驴进了城池。

他还该在《华伦斯坦》一剧里 

加上大卫获胜和非利士人战败的事例。

2

据说歌德实在叫女人们讨厌，

因为他的书不适合给老太婆念。

他只知道描写人的本性，

①席勒《钟之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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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用伦理道德来遮掩。

他本该学一学路德的教义问答，

而后再根据教义写他的诗篇。

歌德有时也能想出一点美妙的东西， 

可惜他忘记说，“那本是上帝创造的。”

3

把歌德如此髙高捧起，

这样的做法实在离奇，

他的整个动机多么卑鄙。

哪篇作品可用来宣扬教义？

请问他有什么真才实学，

好让农民和教师学到一些东西？

可见众神没有在他身上打上天才的印记， 

他什么也解答不了，哪怕一道小学算术题!

4

听着，T*面是整个浮士德故事的原貌，

而诗人却把它胡编乱造；

本来浮士德债台高筑，

他生活放纵，还是赌棍一条；

上帝的保佑他从来不要，

宁愿落得个可悲下场，劫数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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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后来才诚惶诚恐，

既怕下地狱，又感到绝望的苦恼， 

这时候他才对生和死作一番思考，

想起了知和行以及毁灭之道。

但在这方面他竟信口开河，

他的话隐晦难解，令人莫名其妙。

难道诗人就不能对这个故事加以修饰， 

再说清•.债务怎样使人走上邪道？

难道不能说一说:谁若失信于人，

他的灵魂就得不到拯救宽饶？

5

浮士德既然胆敢在复活节胡思乱想， 

还用得着先把自己投入魔鬼的手掌? 

因为谁要敢在这样的节日想入非非。 

下地狱遭浩劫是他应得的下场！

6

再说剧本也不合情理，有点蹊跷：

警察难道能够对他如此宽饶？

他们难道不会把他关进监牢？

须知他没有还清债务就只身潜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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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浮士德只有作孽才感到高兴，

他只是为自己才活得开心；

他竟敢怀疑上帝和宇宙，

忘了摩西也曾赞颂他们。

傻丫头玛甘泪竟对他一往情深，

而没有规劝他弃邪归正：

吿诉他已经落入魔鬼掌心，

末日审判很快就要来临。

8

《优美的灵魂》21S倒还可以派派用场，

不过先得给她带上眼镜，穿上修女服装。 

“上帝创造之物完美无比”——

真正的诗人应这样开始他的篇章。

关于废话大师的 

最后一首讽刺短诗216

你还是去好好揉面，制作你的糕点①吧，

①普斯特库亨(Pustkuchen )在德文中由两个词构成:pust (en )意为*•吹 

气”，“喘气”;Kuchen意为“蛋糕”，“糕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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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你还可以充当面包师的帮手。 

肴谁会对你提出要求，

让你对歌德进行深入的研究？

他连你这套手艺都没有学会，

怎么会成为天才的文章圣手？

和 谐

（见本卷第620—621页）

凄惨的女郎

叙事诗

（见本卷第533—537页）

人的自豪

（见本卷第482-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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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乌兰内姆》的几场

人物表

乌兰内姆一-德国旅行家。

卢钦多——他的旅伴。

佩尔蒂尼——意大利某山城市民。

阿尔万德 同一城市的市民。

贝娅特里瑟一-他的养女。

维林。

波尔托修道士。

剧情发生在佩尔蒂尼、阿尔万德两人家里和家门前以及山上。

第一幕 

某山城

第一场

一条街道。乌兰内姆和卢钦多。佩尔蒂尼站在自己家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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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尔蒂尼

乌兰内姆

撖尔蒂尼 

乌兰内姆 

佩尔蒂尼 

乌兰内姆 

假尔蒂尼

乌兰内姆

龈尔蒂尼

先生们！全城都云集着异乡的游客，

大家慕名而来，

就为了饱览这一带的奇迹胜景。

长话短说:敬请你们光临寒舍----

因为城里的旅社已经住满来宾。

我当尽微薄之力

愿租给你们住房，这完全是出于

对你们的友情，相信吧，这决不是讨好逢迎。

谢谢你，陌生人，

你对我们如此以礼相待，真使人受宠若惊。

哪里，哪里，这样恭谨待客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打算在这里多呆些时候！

哪一天你们感到不够愉快,也就是我自己少活了 一天。 

我再次道谢了。

（叫小厮。）

嗳，堂倌！领老爷们上楼进大厅，

他们经过徒步跋涉，

要各自在房间里稍事休息，

该换下沉重的旅途行装。

我们走啦，待会儿就回到你这里来。（乌兰内姆和卢钦多 

随小厮下。）

（独肖一人。警觉地四下环顾，）

对，就是他，天哪，就是他，这一天终于来临！

我忘却不了这个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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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的良心不会忘记我；

好吧，现在我就来换换良心……

对，他变成了这样，这是他，就是乌兰内姆！

我的良心,但愿此事不会对不住你。

你tJ夜守在我的床边，

与我一同入睡，一同起床----

我的眼睛则不然，伙计，我和他是相识呀！

而我知道的还不止这些，还有别人在这里，

他们的名字都叫乌兰内姆，乌兰内姆：

这名字听起来像死人，但当它卑鄙的主人 

还活着，就这样叫下去好了。

等等！我有办法了，那情景重又浮上心田，

像空气那样清澈，像我的骨头那样坚硬，

他的誓言还清晰地响在我耳边。

我有办法了，我得让他找到它！

我的汁策已定，计划的核心

它的生命 就是你乌兰内姆本人，

你莫非想像摆布玩偶一样摆布命运？

想同上帝玩弄你的小聪明？

想从你那腐烂的腰间镟出天上星星？

我的小神仙儿，还是求上帝保佑你别演这个角色， 

且慢，乖乖地等着我的提示吧！

（卢钦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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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场

佩尔蒂尼，卢钦多。

佩尔蒂尼 

卢钦多

佩尔蒂尼 

卢钦多

»尔蒂尼

怎么是你孤单一人，我的少爷？

是好奇心驱使我来到这里，而对于老人来说，无论什么 

都屡见不鲜！

原来如此！你那个老爷子！

不，不。如果我的心灵的最深处

怀有一个强烈的愿望，

哪怕是一个令人齿冷的渴念

那就是——称他为父亲，当他的儿子，

因为他具有一种男性的深邃而热烈的气质 ，

一个能容下整个世界的胸怀，

而那颗心又洋溢着众神的温暖——

除非结识丁他，否则你很难想象，

世上竟有这样杰出的人。

当青年人那张暖气袭人的嘴 

如此热情地赞颂老人时，

那话语实在委婉动听，

充满了高尚情愫，就像一段圣经经文，

又像女人苏珊娜的故事，

还有浪子回头的轶闻;①

①《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5章第11 一32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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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钦多

佩尔蒂尼

卢钦多

佩尔蒂尼

卢钦多

但是我想斗胆问一声，你了解那位先生吗？

看样子你同他已经心心相印。

什么“看样子”？所谓“看样子”只是幻觉和假象。 

莫非你是仇恨人类之徒？

不，至少

我是个人。

如果我冒犯了你，请你原谅！

你对异乡人很友好。

一个能对漫游者友好相待的人

决不是心胸狭隘之徒！

但你想得到答复，我应该回答你——

使我跟他结合的是一种特殊的因缘，

它已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把我们俩联结在一起， 

他胸中的智慧之光

犹如熊熊的火炬照亮了我们的心田。'

仿佛存善良的、向往光明的精灵把我们 

精心地挑选出来作为终身的伙伴。

自从我有记忆以来，

老早老早就认识了他。

但我们如何相遇，我发誓，

我不得而知。

这听来颇为浪漫，

但这些不过是空话，我亲爱的少爷，

是可以借以回避答复的空话。

我向你发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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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尔蒂尼 

卢钦多

佩尔蒂尼 

卢钦多

佩尔蒂尼

卢钦多

保尔蒂尼

卢钦多 

Ä尔蒂尼

你发什么誓呢，少爷？

我不了解他，但我毕竟还知道： .

他有个秘密深藏在心里，

此时此刻，我还不该知道是什么秘密，

但它每时每刻都在鸣响，

你看，我自己也不了解自己。

嗯，这可糟糕。

我是如此孤单，如此离群！

即使是最可怜的人，

当他扬扬得意地夸耀自己的家族，

当他在忠诚的心里悉心保留着那最细微的往事 ， 

他也会为此而充满自豪，

但我却不能，人们管我叫卢钦多，

也可以把我叫作绞架或一棵树！

你想要什么？想跟绞架结交？

甚至结亲，嗯？还是我给你出主意吧！

（严粛地）别净说这些空洞无聊的话啦，

要知道我的胸膛在沸腾！

让它沸腾吧，朋友，

直到闹够了为止！

（惊问）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

瞧，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客栈老板，

老老实实地数着钟点混日子，

夜晚入睡，天明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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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钦多 

楓尔蒂尼

卢钦多

佩尔蒂尼

然后再把时辰数，

直到把早晨数尽，时钟停摆为止，

到那时只好让蛆虫转动钟上的指针，

一直等到末日审判的来临，

那时耶稣基督和迦伯列天使 

将用怒气冲冲的号角宣读 

我们罪行的长长的清单，

把我们安置在右边或者左边，

并用神的拳头来检验我们的表皮——

以鉴别我们是羔羊还是恶狼！

他叫不到我，因为我没有名字！

这就好了，听到你说这话，我很高兴！

但因为我是个小客栈老板，

脑袋里只有平庸的想法，

思考问题就像你抓石头和沙子一样简单 ：

因为在我看来，谁要是不知道自己的家谱 

而发现自己混在别的家庭中——

他就是杂种！

伙计！伙计！你说什么？

你可以把太阳想成是黑的，把月亮想成是扁的， 

太阳和月亮决不会因此而向你射箭，

但是告诉你，你说那种话会要你命的！

可爱的朋友，不要对我如此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相信我，我不是害了神经痉挛症！

确实，杂种往往生气勃勃，精力充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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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他们总是茁壮成长，

甚至还春风得意，青云直上，

好像他们知道，他们是在纵情欢乐中诞生的，

而不是奴性的结合在枯燥沉闷中孕育了他们！

你看，这样的杂种就像讽刺作品，

其作者就是人的天性，

而婚姻则像在安乐椅上正襟危坐的妇人，

她戴上帽子和各种首饰，

把愁苦的面容弄得奇形怪状，

她脚旁放着一张干瘪的羊皮纸，

纸上胡乱写着神父们亵渎神灵的肮脏词句，

前景是教堂冷清清的厅堂，

背后是一群打打闹闹的乌合之众。

因此，我正该夸奖杂种们！

卢钦多（冒起火来）够啦，够啦！

伙计，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在指什么？说清楚！

当着上帝的面，我也有话要说！

其实我何必问你? 一切不正一清二楚地展现在我面前， 

地狱不正在向我狞笑，

在我眼前爬上来的岂不正是干瘪的骷髅，

这骷髅不正盯着我，嘴里念着恐吓的咒语？

可是你听着——你用那干枯的魔掌 

将火把扔进了我的胸膛，

你这家伙，没那么便宜，相信我，没那么便宜。

别以为你是在跟一个小孩做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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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尔蒂尼

卢钦多

佩尔蒂尼

卢钦多

在往小孩的头上气势汹汹地

投扔骰子。不，你是在跟我玩弄冒失轻率的把戏， 

现在，你记住，我们是游戏同伴，

你这样快就露出了真实嘴脸/决说出 

你那蛇蝎心肠里的全部东西，

只要这些是猜疑和嘲弄，

我将统统扔回到你喉咙里，

你就得吞下你自己的毒汁，

而后我再跟你做游戏，

现在你就说，我要你说！

你要我说？你想的是浮士德和靡菲斯特斐勒司的故事 ， 

你大概已深深沉浸在那个故事里了，你瞧吧，

我表示拒绝，你要怎样就怎样好丁，

我要在你这笨蛋的眼睛里揉沙子！

还是把沙子揉到你自己的眼睛里去吧，

别把火吹得太猛，

熊熊的烈火会把你自己烧成灰烬！

这是耍嘴皮子，是空话，

火只会烧掉你一个人！

我自己？我自己？让它烧吧！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 

但我会用年轻人有力的双臂把你抱住，

像钳？那样拼命地夹住你的胸膛，

在我们面前会裂出一道黑沉沉的深渊，

你先跌进去，而后我笑咪咪地跟着你，

还会轻声对你说:下去吧，一起来，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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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尔蒂尼

卢钦多

佩尔蒂尼

卢钦多

佩尔蒂尼

卢钦多

你的想象力看来真丰富，

这辈子你梦想过不少东西吧？

你说对了，我是个梦想家，是梦想家！

我从你这个无知的人身上能了解到什么？

你才初次见到我们，只是见到我们，并不了解我们, 

却对我又是讽刺又是辱骂》

我还等什么？还能对你有什么指望？

再没有什么了，但是倒有件事要你办到 

你得给我赔罪，雪耻，消除流毒。

圈子是你划出来的——两个人 

它装不下，你用得t跳跃的本事了，

还是让命运之神随便抽出哪一根签吧！

大约你从哪个古老的悲剧里 

抽出了这么个结尾来念给老师听过吧？

对，我们是在一起演悲剧。

我们现在就走，地点、方式、用枪还是用剑随你便！ 

什么时候？哪儿都可以，随便什么时候？

得了吧！

嘿！胆小鬼才鹦鹉学舌取笑我

但我要把胆小鬼这几个字刻在你脸上，

这话我要拿到大街上去大喊大叫，

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揍你一顿，

如果你敢不跟我走，还敢用陈词滥调开玩笑。 

我气得心头的血都凝固了。

闲话少说，你走也罢不走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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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尔蒂尼 

卢钦多

佩尔蒂尼

卢钦多

保尔蒂尼 

卢钦多

假尔蒂尼

对你的判决已经宣布了，胆小鬼.无赖！

（冒起火来）你再说一遍，我要你再说一遍.你这小子！ 

如果你高兴，我可以重复一千遍，

叫你直冒肝火，

叫你的两只眼睛血流如注。

是的，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你是个无赖，胆小鬼！ 

好吧，咱们谈了，我要你注意！

有一个把我们两人连在一起的地方，

这就是地狱，不是我的而是你的地狱！

干吗在这里罗嗦？咱们的纷争 

可以当场解决，然后你可以逃往地狱，

告诉那里的魔鬼:是我把你打发去的！

我还有一句话！

没什么说的，说话有啥用？

我不听你的，你的话一文不值，

你爱怎么装模作样都可以，

反正我没有看见。去拿枪来,让枪来说话，

我把整个的心——如果它还没有碎，

都放进枪膛里……然后……

（打断他）

别这么气壮如牛，小子，别太孩子气！

你能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作抵押？啥也没有！

你不过是一块从月亮上掉下来的石头，

有人在上面划出了一个词，

你看到了这个词，它念作“卢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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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不敢拿我自己，拿我的荣誉、性命和一切 

来跟这块空空的牌子打赌。

难道你想拿我的血来做画家的颜料，

想拿我当刷笔那样随意涂抹？

不，我们的等级地位太不相同，实在是夭差地远， 

我像你反对我一样反对你，

我知道我是谁，可你呢，你知道你是什么东西？ 

你连自己也不知道，你一文不值，一事无成，

你那个杂种的胸膛里从未燃起过荣誉之火，

你倒想像小偷一样拿我的荣誉来给我作担保？ 

你想押下你那张空头票据 

来嬴我的十足的赌注，我的朋友？

别这样，现在你还什么都不是，

你先得有名字、荣誉和性命，

我才肯拿我的名字、荣誉和性命跟你打赌！

卢钦多好家伙！你想用这些话来摆脱困境，胆小鬼，

你那个鬼脑袋想得可真妙哇，

账算得真精，不是吗，胆小鬼？

你别打错了算盘，我要把你的如意算盘一笔勾销， 

换上“胆小鬼”这个词，

我要像嘲弄一头疯狗一样嘲弄你，

我要你出丑，要你当众出丑，

然后你可以去跟女人、男人、孩子以及 

每个人去讲，去说清楚：

我叫卢钦多，还是不叫卢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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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尔蒂尼

卢钦多

佩尔蒂尼 

卢钦多

佩尔蒂尼

卢钦多 

假尔蒂尼

让人们这样叫我，也可以叫我别的，

我就这个样吧，也可以是另-•个样的，

按“存在”一词的一般意义讲，

没有我也好，有我也无妨，

但你也只能是你这个样子-----个胆小鬼！

行了，好极啦！你看，如果我给你--个名字， 

你听着，一个名字，那会怎么样？

你自己没有名字，还能给我名字？

你刚见到我，以前从未见过我，

况且眼睛见到的一一只是一种骗局，

是我们摆脱不了的永久嘲弄，

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么回事！

好吧，可如果有人懂得的比见到的多呢？ 

那不会是你，

你看来看去只看见你自己，一个无赖！

这是实话，可我不容易受第一眼的欺骗，

你要知道，我也不是今天才初次见到你！

相信我吧，我的眼睛曾经饱览人世沧桑。 

要是我们曾相识呢？又将如何呢？

我不信！

不是吗？有那么一个奇怪的诗人，

就像一头善于审美的、心情阴郁的瞎眼母牛， 

他时时产生稀奇古怪的念头，

想把生活也编成押韵的诗篇，

万一他自己的生平也是编造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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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钦多 

保尔蒂尼

卢钦多 

佩尔蒂尼 

卢钦多

龈尔蒂尼

卢钦多

佩尔蒂尼

卢钦多

保尔蒂尼

卢钦多

哈！这大概是偶合，你骗不了我！

偶合！这是哲学家在理性不管用

而又要借理性来摆脱困境时才说的话。

偶合一"说得轻巧；只有两个音节，

可名字也是偶合：

任何一个没有别的名字的人都n了以叫作乌兰内姆， 

因此，如果我这样称呼他，也就是偶合了！

你认识他吗？天哪，请说吧，当着上帝的面！

你知道小孩子什么时候受夸奖?在他闷声不响的时候 。 

我真讨厌向你请求——伙计，

但我还是要凭着你珍惜的一切向你恳求。

珍惜什么？难道我在用硬币作交易？

你是了解胆小鬼的，对胆小鬼是没有什么好恳求的。 

好吧，既然你想摘掉胆小鬼这顶帽子，

你就该开始动手！

我们决斗吧，像你现在这样，我站好了，

你对我够好的了！我要决斗了。

嘿！你别逼我去走极端，

别逼到不可收拾、一切都完蛋的地步！

咱们就来尝尝极端的味儿吧，

让命运之神随便抽出哪一根签来！

啊！这样看来是无法挽救了？

你的心肠如同铁石，无法打动，

•你的心灵因搞惯了讥笑讽剌，已经干枯，发出臭气，

它像吞服灵药似的吞下毒汁。



758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佩尔蒂尼

卢欸多

偁尔蒂尼

卢钦多 

假尔蒂尼

你还在微笑，伙计，现在也许到了最后一刻，

到了你的最后一刻，抓紧时间吧，把它铭记在心里， 

片刻之后你就要站在法官面前，

所以你最后的，最后的一桩正经事儿

就是扯断生命的罪恶的长锁链。

只要说一个字，像以太那样轻飘，

轻轻地呼出一口气！

这是偶合，可爱的朋友！

我甚至连自己都相信偶合了，相信我！

枉费心机！ 一切、一切，是的，你等等，浅薄的笨蛋， 

事情还没了，没了，当着上帝的面。

你那锐利的目光又把人蒙骗，

我把它唤来，站在它面前，

额对额，眼对眼地站着，

如同一个吓破了胆的孩子，

你再抓不着我了，走吧，走吧，无赖，让我走！

（急下）。

现在有个更大的计谋来拯救你了，孩子，

相信我，佩尔蒂尼是不会忘记的。

（喊叫）喂，喂，卢钦多，看在上帝的面上，来吧！

（卢钦多返回来，）

有什么事,怎么还不走！

好啦，真讲义气，

去告诉那位可尊敬的老先生，说我们吵架了。 

说你曾要求我决斗，但过于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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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钦多 

佩尔蒂尼

卢钦多 

惙尔蒂尼

卢钦多 

偁尔蒂尼

卢钦多

佩尔蒂尼

卢钦多 

佩尔蒂尼

卢钦多 

佩尔蒂尼

你过于客气，你是虔诚的孩子！

去向他忏悔你的罪过，请求他饶恕！

向他流几滴泪，吻吻他的手，

给自己剪一根请罪的枝条！

你是在逼我？

就算是逼你，一切都合乎道德伦理。

一切都像孩子的启蒙课本里写的那样合乎道德伦理。 

你相信上帝吗？

伙计,难道要我向你忏悔？

你就不要我向你忏悔吗？

那好吧，我甘心情愿，你告诉我,你相信上帝吗？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一套现在不时兴啦，

因此我非常想听听你的！

我不像大家信神那样信上帝，

可是我像了解自己那样了解上帝。

这个咱们下回兴致更髙时再谈，

你怎么信上帝，对我都无所谓，

但既然你信上帝，好，那你就对着上帝向我发个誓！ 

什么？向你发誓？

你要发誓做到守口如瓶，

决不走漏半点风声！

我在上帝面前发誓！

你对我只怀敌意和报复之心，

要知道，我可不那么坏，我只是生性率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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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钦多

佩尔蒂尼

卢钦多

h帝可鉴，我决不会向你立下誓言，

说我喜欢你，像朋友那样尊重你，

我不能，也不可以向你发这个誓，

但是过去的事儿就让它永远被忘记，

就作为一场令人生厌的噩梦，

犹如一切梦幻那样转瞬即逝，

我将把它抛到九霄云外，

这一点我可以对着神灵向你发誓。

是神灵创造了乾坤，

他的目光所到之处，万物将成为永恒。

我发r誓，现在该你回报我的誓言了！

咱们走——我带你到幽静的地方去，

让你看各种风景，让你看巉岩间的深渊，

那里有火山喷发后形成的湖泊，

那里有静静的微波在山岩环抱中轻轻地荡漾，

那里的岁月在无声地流逝——

当暴风雨停息，那时就—

什么？石头、港湾、蛆虫、淤泥?

到处都有耸立的峭壁、巉岩，’‘- 

‘处都有泉水淙淙流去，

那至高无上的力量多点少点跟我有什么关系？

各处确有神秘的地方，

使我们心醉神迷，流连忘返，

你看，它多诱人.激起了我胸中的波涛，

甚至会崩裂我的胸膛,——这算得了什么？是胡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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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领我到你想去的地方去，快去目的地。 

別迟疑，别顾虑，走吧！

假尔蒂尼先要等迅雷停息，

让闪电荡涤心胸.，

所以我先带你到一个地方，

我担心你一到那里就不肯离去。’

卢钦多随便什么地方，我都跟你寸步不离， 

只要此路通向目的地，你在前引路吧！

龈尔蒂尼真是多疑！

（两人下。）

第 三 场

保尔蒂尼家的大厅。乌兰内姆独自坐在桌前写字。桌上零乳地 

放着一咎纸张。他很快地站了起来，来回踱来踱去，突然停住，把两手 

交叉在胸前。

乌兰内姆一切都在毁灭！时光正在流逝，

司时女神屹立不动，而侏儒的建筑却在崩塌！

我即将把永恒紧紧地抱在怀里，并且大声呐喊，

用人类无情的咒语把它诅咒。

啊永恒！它意味着无休无止的痛苦，

它意味着无法言喻的神秘的死亡，

它是创造出来让我们忍受嘲弄的可鄙的作品，

而我们不过是听凭摆布的钟表，上好r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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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充当报告时辰的傻瓜。

我们活着，只因世上总要有所生，

我们死去，只因世上总要有所死！

有一种东西必须有，而世界上现在缺少它，

那就是无声无息的痛苦悲伤，

它将笼罩世界，用心灵的巨大力量使世界灭亡， 

死神将变得十分活跃，穿着鞋袜到处奔跑，

百草将忍受苦难，石头将悄然化为齑粉，

还有那鸟儿，找不到歌儿来哀诉 

是什么妨碍它展翅髙翔，

宇宙万物陷入了盲目的争端和斗争，

为了要自己摆脱自己，要在争吵中把自己耗尽—— 

所有这一切现在都站立起来，而且有一双腿， 

还有一个承受生活的厄运的胸膛！

啊，难道我要把自己拴在烈火熊熊的巨轮上，

随着永恒的循环来欢舞蹁跹？

如果我能在此境之外发现一个会吞没一切的深渊， 

我就要纵身跳进去，

我要把深渊和我之间的世界摧毁！

世界将在漫长的诅咒下粉碎，

我的双臂紧抱住这严酷的存在，

它就在拥抱着我时悄然逝去，

然后沉没于虚无之中，

完全消失而不复存在——大概这就是生活！

如果不是这样，它就将在永恒的长河中滚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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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为创世者唱着哀歌，

眉宇之上却是讥笑啊！太阳能把讥笑烧掉？

被放逐的心灵在放肆地诅咒！

眼睛由于看到丁毁灭而闪烁着欢快恶毒的光芒 ，

莫非眼光能撵走这把一切都拴在一起的沉闷的世界？ 

我们永远遭受捆绑，胆战心惊，被碾成產粉，化为乌有， 

我们被捆绑在“存在”的这一块大理石上，

被永生永世地捆绑着，永生永世！

世界包容这一切，它滚滚向前，

为自己高唱着挽歌，

而我们，我们这些冷酷的上帝的猿猴们 

还在辛辛苦苦用充满爱心的胸膛 

来温暖那条毒蛇，

让它长成巨大无比的躯体，

低下头来把我们咬上一口！

那令人厌倦的浪涛永远在喧腾，

冲入我们的耳朵，直到把这种厌恶完全耗尽，

现在大势已定，要赶快把一切准备就绪，

捣毁那谎言编造出来的一切，

以诅咒来结束诅咒所造成的一切，

（坐到桌前，写字，）

第 四 场

阿尔万德的家，开头在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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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钦多，佩尔蒂尼。

卢钦多 

佩尔蒂尼

卢钦多

慨尔蒂尼

卢钦多

带我到这里来干吗？

来看一个温柔的女人，

如此而已•，你且稍等，待她用缠绵的旋律 

把安宁吹进你的心里——

那时咱们就走！

伙计，什么？你带我来找娼妓？

在这样的时刻•.当整个生活的重担

落在我肩上，要把我压得粉身碎骨，

当我的胸中有如浪潮起伏，

恨不得疯狂地把自己消灭，

一呼-吸都将招致千百次死亡的时刻 ，

这个时候你还带我来找女人！

哈，年轻人，你急什么，

干吗净说些死呀火呀的？

什名娼妓？我知道得一清二楚，

你看看这座房子！难道它像是妓女住的地方吗？ 

你以为我想为你而扮演施舍一切的神仙角色 ，

把白日肖路灯来用吗？

这儿很有趣，尽管进去，

也许你能听到你想知道的东西！

我看出这是一场骗局，

但你把它编造得蹩脚笨拙，

你已在我手心里，却想溜之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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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听你这一回，你该庆幸， 

要是你再拖拖拉拉就要你的命!

（他们进入屋内，幕下，另一惟幕被拉上去。一间布置得时髦雅致 

的房间》

贝娅特里瑟坐在沙发上，旁边放着一把吉他。

卢钦多、佩尔蒂尼、贝娅特里瑟。）

佩尔蒂尼

贝娅特里瑟 

卢钦多

贝娅特里瑟

卢钦多

贝娅特里瑟，我给你介绍

一位年轻的旅游者，一位有教养的先生， 

他跟我还是个远亲！

（对卢钦多）欢迎你光临！

请原谅！我找不出词句，

找不出语言来表达我的惊异的心情。

你如此美貌真是倾国倾城，

使人血液沸腾，使人心醉神迷。

不敢当，年轻的先生！你的情绪很好。

我感谢你的好情绪，不是因为冷酷的老天爷 

真给了我什么魅力，

因为说话的是你的舌头，不是你的真心。

噢，如果我的心能说话，

能够倾吐你所深深注入的一切，

我的话语就会变成热情如火的旋律，

我吐出的每个词儿都会永恒不灭，

每个词儿都会像蓝天，像广阔无际的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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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尔蒂尼

贝娅特里瑟

卢钦多

贝娅特里瑟

佩尔蒂尼

卢钦多

佩尔蒂尼

在那里，生活中的一切思想都光芒四射， 

到处都充满着温存的思念与和谐；

我的胸襟里柔情脉脉地怀着整个宇宙， 

吐露出来的是美丽的太空之光，

因为千言万语呼唤的只是你的名字！

你别见怪，小姐，我告诉你，

他是德国人,不论到哪里，

他都喜欢乱抛音乐旋律和心中真情。

啊，德国人！我对德国人有好感，

我自己也以有德国血统而自豪，

请坐到这里来，德国人先生！

（给他指着沙发上的座位。）

谢谢，小姐！

（轻声地对佩尔蒂尼）

走吧！现在还来得及，要不我会完蛋。 

（不好意思地）我的话说得太多了！

（卢钦多想开口，佩尔蒂尼抢在他前面。）

哈！别再挖空心思说奉承话了！

贝娅特里瑟，实在没有什么事，

只是我要给这位先生赶快去办点事儿。 

（不知所措，轻声地）

什么，佩尔蒂尼？天哪，你在耍弄我！

（人声地）你别这么生气，别这么紧张！ 

这位小姐相信我的话，不是吗，

对吧，贝娅特里瑟，在我回来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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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以再待一会儿；你要谨慎些，

你是外地来客，不能胡来。

贝娅特里瑟先生，难道我这样接待你，

会使你误解，以为我会把你，

我的老朋友佩尔蒂尼的朋友，又是外地来客， 

从我们这个使任何人都感到宾至如归的 

房子里撵出去吗？

别讲奉承话，但是要公道！

卢钦多天哪！你的善良使我倾倒！

只有天使才说得这样委婉动听，

如果那无法遏制的激情 

使我自惭形秽，忘乎所以，

嘴唇说出了本该隐藏在心中的话，就请原谅。 

但你看一眼那纯净的天空，

它从那彩云飘动的蔚蓝高处向下界微笑，

你看那在柔和的光辉中荡漾的色彩，

忽而布满阴影，忽而大放光明，

如仙乐轻柔地溶化在一起，

又像一幅图画充满勃勃生机：

你倒沉默试试看，你的嘴唇能不能默不作声， 

你做不到，因为迷人的魔力使你忘形，

唉，还有什么理智！也忘了谨慎小心，

心有所感，嘴唇就会颤动，

就如微风的翅膀轻轻地拂动时，

风神琴就会发出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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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娅特里瑟

卢钦多

佩尔蒂尼

卢钦多 

佩尔蒂尼

贝娅特里瑟 

卢钦多

我的先生，我愿宽恕这甜言蜜语，

你善于把毒药裹上甜美的糖衣。

（轻声地对佩尔蒂尼）

可恶的无赖，不过还是个乖巧的滑头， 

我怎么办呢？逃走，天哪，我得走啦！

（大声地）

他还总忘不掉

我事先不让他开口说话，

他早就想出了一套美丽动听的话，

可是我使他手足无措，

就这样吧，贝娅特里瑟可能会以为，

你把这套奇思怪想赠给了她，

这套宏论很长，比得上德国的滑稽戏，

味道好吃，消化可不易。

我走啦！

（轻声地），嗨，这家伙！

（大声地）想一想那种叫作心心相印的东西: 

它从胃里出来很快就钻进心窝里。

我马上回来，很快就把你带走，

这温柔乡大概已使你难舍难离！

（独白）我得走啦，让老头子来把好事破坏； 

而这个家伙，就让他去博得她的青睐。 

（佩尔蒂尼下，卢钦多不知所措。）

要我再一次请你坐下吗？

如果你愿意，我很乐意在你身旁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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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娅特里瑟 

卢钦多

贝娅特里瑟

卢钦多 

贝娅特里瑟

（坐下。）

佩尔蒂尼这个朋友的陴气常有些古怪！

是的,古怪！真古怪！的确古怪！古怪透了！

（停顿一会儿。）

对不起，小姐，你很尊重他吗？

他是我家的常客，是个忠实的朋友，

他对我一直十分友好，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令人难以忍受，

他往往很粗鲁，说话阴阳怪气，

请原谅，他是你的朋友，但从他的心灵里 

往往跑出怪诞的幽灵，说实话，这一点使我讨厌，

好像他正在心里琢磨着阴暗的东西，

他鬼鬼祟祟，

不敢把那些东西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

而那些东西比他嘴上说出来的更坏，

也许比他心里盘算的更坏。但这只是猜测，

我这样冒昧地给你讲心里话可不太好，

因为这毕竟是猜疑，而猜疑是条蝮蛇呀！

你在后悔对我的信任，小姐？

如果这是关于我自己的秘密，又当别论——可是，唉! 

我说到哪里去了？你拿出什么来 

博得我的信任？不过，

如果我把自己知道的事全告诉你，

也没什么不好，因为这事我对谁讲都可以，

我知道的全是大家都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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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钦多 

贝娅特里瑟 

卢钦多 

贝娅特里瑟

卢钦多

贝娅特里瑟

卢钦多

啊，大家！你当然指的是一切人啰？

也包括你，不是吗？

啊，天使！可爱的人儿哪！

先生，你叫我害怕，你在这里讲这种话是什么意思? 

你这么快地从~件事转到另一件事 ！

我应当赶快行动，是时候了.

干吗要拖延？延误每一瞬间都会导致毁灭。

我能把这事隐藏在心？ 这真怪，怪得离奇，

我以前从未见过你，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我们竟是一见如故，

仿佛在我内心隐藏的那些幻想的乐章，

现在突然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温馨的美人，

仿佛有一条看不见的红线早就把我们连在-一起， 

而此时此刻这一结合成丁现实！

对此我有同感，我不能把你当外人，

可是你毕竟是我素不相识的异乡人，

想必有一些阴森森的神怪暗中作梗，

在相逢前就把我们拆散离分，

但愿另一些善良之神想出甜美的幻影，

用魔法把我们千里一线牵引，

不过，到那时要更加小心，

黑色云烟中迸发不出最强烈的闪电雷鸣！

你这个能一眼看透人心的俊俏哲人，上帝哪，

我已经无法抵挡你那动人心魄的魅力，

你别看我这么大胆地向你表示爱慕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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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认为我对你没有敬重之心，

我的胸瞠憋闷，神经已难熬忍，

我受不了啦，我很快就将离去，

我要离去，离开这儿，离开你，离你远行，

那时，世界呀，统统沉入深渊，沉下去吧。 

请原谅，我的宝贝，请原谅那时间的流逝， 

是它催逼着我，使人失态激动。

上帝可鉴，我爱你，贝娅特里瑟，

贝娅特里瑟和爱情不能分，

我只能一口气说出它们，

我至死都将怀着这片痴情！

贝娅特里瑟唉，别说吧，这些话无济于事。

真的，你听着，这些话都像诗句一样虚无缥缈， 

如果你现在就羸得我的心，

你肓定不会再敬重我，

你会把我看成一个很快就委身事人的姑娘，

这种女人真是成千上万，屡见不鲜。

这念头一旦在你心上闪现，

我就会丧失爱情和尊严。

我的心呀，那时对于你将•-文不值，

而我我一定会痛心地责备自己。

卢钦多善解人意、热情可爱的姑娘啊，

但愿你能看到我的心，

我从未爱过，我发誓，还从未有过爱情，

而你，你的指责嘲弄了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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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娅特里瑟

卢钦多

贝娅特里瑟

让那川•鄙的商人去反复掂量，精心算计，

他谨小慎微，以牟取更多的盈利，

可是爱情能将宇宙万物融为一体，

热恋的人们别无所求，别无希冀，

试想想，什么把人们维系在一起，

什么让人们互相憎恨？

只有爱情如同公开的魔法，使人们难舍难离。

爱是从生命深处迸发出来的一朵火花，

但愿它就在此时闪耀光芒，

因为此刻另一个生命正面临着抉择，

她的爱情之火很快就会燃起，她很快就会一起来祝福 

爱情。

难道我还要忸怩作态？我应当鼓足勇气，

让两股爱情之火高高地燃烧在一起。

可是我，忧心忡忡，思绪万千，

仿佛欢乐中加进了痛苦，

仿佛妖魔鬼怪在暗地伸出毒舌嘲弄我们，

在维系我们的纽带中搀进了咝咝声！ •

那是一股你所不知道的火焰，

是旧的生活已从我们身边消逝，

让我们再听一次它的告别之声，

它从此再也不敢卷土重来，

可是，贝娅特里瑟，你怎样4•能成为我的人？

父亲想把我许配一个人，

倘考我能仇恨人，我就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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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随即定会向你细说分明。 

你住在哪里，我心上的朋友?

卢欸 多 在佩尔蒂尼家里。

贝娅特里瑟 我派人捎个信儿去，

但是你的名字，我相信，一定会

像星辰运行之声一样动所！

卢钦 多 （严肃地）我叫卢钦多！

贝娅特里瑟 卢钦多，可爱的名字，

听起来多么甜美——我的卢钦多，

是我的世界，我的上帝，我的心肝，我的一切》

卢钦 多 贝娅特里瑟，你自己就是一切，

你甚至高于一切，你是贝娅特里瑟。

（他热烈地把她搂在怀里，门突然打开，维林上。）

维 林 好啊！你这条毒蛇，好啊，贝娅特里瑟，

你像大理石那样冷酷无情，假装正经，哈！

卢钦 多 这是什么意思？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发誓，我还从来没见到过比你更漂亮的猴子呢。

维 林 该死的小子！该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说清楚，你就是我的冤家对头！

亏你有副人形，却叫人恶心，

轻狂自负的恶棍，

一张只配擦笔尖的废纸，

活像滑稽戏里的小丑。

卢钦 多 我已经说过，你是一只地道的猴子！

在这里破口大骂，你要感到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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雉 林

卢钦多

佩尔蒂尼

卢钦多

保尔蒂尼

你这副好斗的架势，就像街头巷尾 

专为一个画面配上殴打音响的手摇风琴， 

它很快就派得上用场啦。

等会儿，马上就跟你算账，你这小子！

这、这、这……气得我全身冰凉。

贝娅特里瑟，我现在就把这个淫棍收拾掉! 

住嘴！恶棍，我跟你走，要去就去！

（佩尔蒂尼上。）

这里嚷嚷些啥？你们是在大街上吗？

（对维林）

别呱呱叫，乌鸦，小心我堵住你的喉咙！

（独白）

我正是找对了人，这个小伙子 

我的话他没有完全听懂！

（贝娅特里瑟昏了过去，）

来人哪.啊，她昏倒啦！天哪！

（俯身看她。）

清醒过来吧，我的甜蜜的天使！你说话呀! 

（吻她。）

你觉得热吗？她睁开眼睛啦，呼吸啦！ 

怎么这样啦，贝娅特里瑟？怎么啦？

你要急死我吗，我能忍心看你这样吗？ 

（他将她搂住，抱起来，

维林要向他扑过去，佩尔蒂尼拦住维林》）

乌鸦朋友，你过来，我有句话要对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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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娅特里瑟

卢钦多

维 林 

佩尔蒂尼

卢钦多 

贝娅特里瑟 

卢钦多 

贝娅特里瑟

（微弱的声音）

卢钦多，我的卢钦多，

我在得到你之前就已经失去T你，我的心肝! 

别怕，我的天使，你什么也不会失去。

这个家伙我马上就叫他老实安静。

（将她抱到沙发上。）

在这里歇会儿，事不宜迟。

哪能容那龌龊家伙来弄脏这块圣地。

快走，咱们算账去！

走，我也去。

两人决斗要有个证人，这是新的风气！ 

请放心，我心爱的姑娘，为何这么痛苦？

祝你平安。

祝你平安，我的天使。

（深深地长叹）

我的心早已预感到会有不幸！

幕落＞»第一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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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星星之歌

（见本卷第550—^552页）

海上船夫歌

（见本卷第573— 577页）

苍白的姑娘

叙事诗

（见本卷第493—498页）

林中小溪

我在繁花似锦的丛林中迷失了方向， 

只见一道溪水穿林而过，闪着银光， 

从悬崖上泻下瀑布，发出喧响，

那高处有一簇月桂送来芬芳。



小提琴手 777

月桂树看着小溪奔向远方， 

月桂树看着小溪流过身旁，

溪水在月桂的芳香中欢歌高唱， 

一心想汇入那云海茫茫。

溪水正要飞跃腾空，

却撺上岩壁发出阵阵轰隆， 

它昏了头静静地往下俯冲， 

只见那水珠四溅迷雾濛濛。

溪水就这样穿林远去，

奔流辗转，忍着死亡的苦痛， 

悬崖上的月桂树发出幽香， 

向小溪送去许多甜蜜的梦。

小提琴手

小提琴手拨动琴弦，

淡褐色头发披垂额前，

腰间挂着长长的佩剑，

身穿槛褛的皱褶衣衫。

琴手呵琴手，你为何奏得如此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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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何横眉怒0环顾四方？

你为何热血奔流心潮汹涌？

要知道这样会拉断琴弓。”

“我哪里是拉琴，那是波涛澎湃的声音！

它冲向峭壁，浪花飞溅，声如雷鸣，

我要拉到胸膛迸裂，双目失明，

让灵魂带着琴韵沉入地狱的幽冥！”

“琴手呵，你冷嘲热讽把自己的心儿揉碎，

其实多亏英明的上帝你才把这门艺术学会， 

你本该随提琴的声浪跃上云天，

去陪伴那灿烂的繁星欢舞蹁跹！”

“这是什么话！我要把血污的长剑举起， 

一下子狠狠刺进你的灵魂里，

快走出这间屋子，别让我再见到你，

莫非你想拿自己的性命当儿戏？

上帝对艺术一窍不通，毫不尊重，

艺术是从阴暗的地狱跃入我的心中，

它使我心荡神迷、如痴如醉，

把这生机勃勃的艺术卖给我的是魔鬼。

魔鬼为我打着节拍，还用粉笔记下乐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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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死亡进行曲，我只能狂奏不歇， 

琴声时而低沉压抑，时而明快纯洁， 

直到弦t的琴弓拉得我心儿碎裂。”

小提琴手拨动琴弦，

淡褐色头发披垂额前，

腰间挂着长长的佩剑，

身穿褴褛的皱褚衣衫。

三盏灯

远处闪烁着三盏虔敬的灯，

在一起犹如三只眼睛三颗星。 

不管狂风怎样怒号呼啸，

它们永远放射出光明。

一盏灯温情地向上探寻，

直到那火光照到了天空，

眼睛里闪耀出一片深情，

好像己看见了上帝身影。

另一盏望着地上芸芸众生， 

倾听远方传来的胜利琴声; 

它回头来看它的两个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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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无语却露出兴奋神情。

最后一盏放射出闪闪金光，

光芒像水一样朝四处流滴，

那光波流入它自己心中，

又喷涌而出化作满树繁花竞放。

三盏灯在远处熠熠齐明，

像三只眼睛.三颗闪烁的星星；

即使狂风在怒号呼啸，

只要-个心灵溶合另外两个，幸福就会降临。

拐 奔

叙事诗

骑士站在铁门旁，

美丽的姑娘向外望，

“亲爱的骑士，我怎么才能下楼去?” 

四周寂然无声，--片夜色茫茫。

“请接住我抛的一条长绳，

那可是得救的可靠保证，

你在上面先把绳子系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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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绳子滑下来便可逃奔。”

“唉，骑士，唉，骑士，我这样逃跑像个小偷， 

骑士哪，为了情人我竟什么都干!”

“亲爱的，你只是把本属自己的东西带走， 

我们快跑，影子会一路跳舞给我们作伴!”

“骑士哪，我往下望一望都害怕，

我好像有点头晕，竟不能向它走近!”

“你是下不了决心，可你瞧，我愿献出生命， 

你不必害怕，这只是一场虚惊!”

“唉，骑士，你这样做实在危险，

可我在金色的梦幻中日夜把你思念！ 

亲爱的厅堂啊，我向你们告别，

我的脚步声你们再不能听见。”

“我已经许身于一个更崇高的力量，

那就祝大家晚安，亲爱的厅堂!”

时间已不容许再拖延和磋商，

她抓住绳子，滑向地上。

离地面还差一半，

她突然眼睛模糊，脸色惨白，

可怜的人儿再没有力气，双手只好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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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子掉进了死神的胸怀。

'骑士哪，你再拥抱我一回，

然后我就在你怀里幸福地离去， 

让我就在你的亲吻中断气， 

然后沉落在毁灭的甜蜜黑暗里！”

骑士颤抖着抱住那姑娘，

把她贴近自己灼热的胸膛；

就在两颗心一起跳动的时候，

他突然感到已面临死亡。

“别了，我亲爱的，别了，我的情郎广 

“且慢，且慢，让我跟你■-起走向远方!”

他们的头顶上闪起电光，就像永恒的火焰一样， 

一对情人停止了呼吸，拥抱着倒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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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诗和短诗217

维也纳猴子戏团在柏林

“告诉我，为什么人们都拼命拥向那里？

准是塔尔玛要登场，在缪斯女神掌管的地方! 

我说朋友，人们不喜欢真刀真枪，

这是喜剧——全由猴子上场。

我一声不响坐在那里，

观看着野兽在耍把戏，

演员们真是本性难移，

本应该把尿撒向墙壁……

突然有人抓住我的大衣：

“想想看，这玩意儿惹出了麻烦， 

有位小姐竟晕了过去，

倒在那丑猴子的怀里，



784 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

她闭着眼，吓得低声细语，

啊，这情景多么扣人心弦，

啊，这是多么和谐，多么令人陶醉， 

猴儿进入了我的心扉，

我感到有一股磁力将我吸引， 

那猴儿演的就是我，真叫我欢喜， 

啊，你说，你怎么竟有如此的魔力, 

使我呼吸困难，两眼发黑。”

骑士格鲁克的《阿尔米达》

有一次我决定享受一番，

不惜破费去行乐一场，

灯光下我忙把燕尾服穿好，

走进戏院落座在第一排包厢。

啊，上帝！我感到大失所望， 

我第一次把自己痛骂一场。

有位小姐要我把戏单举在她眼前， 

我低声说:“我的手冻得够呛!” 

她却问：“你为何不戴上手套？”

我说:“因为戴上手套我就心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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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感到前胸后背一片冰凉，

她请我把围巾好好围上，

我对她说:“大厅里没有生火，

使我作呕的生肉腥味充满剧场!”

她叫道:“这芭蕾舞难道还不美妙?”

“天哪，”我说，“广告报上哪有什么可读的文章!”

此时声浪大起淹没了我的话，

她冷笑着说:“这家伙真是大傻瓜!”

雇佣契约

太太:你说，你还有什么条件？尽管讲明！ 

女仆:别的事都已清楚，有一样十分要紧，

为了不冷淡我家里的人，

每月请他们到这里来一次喝茶谈心。

多愁善感的人们

他们号啕大哭！唉，屠夫竟宰了小牛！ 

起初牛犊还哞哞叫，现在终于垂下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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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又放声大笑！天哪，这真是胡闹.

自然界太离奇！公狗不把胡子留！

你们高喊些什么，难道此事有来由？

我们听说，巴兰的小毛驴儿居然说话开了口!

时髦的浪漫主义

你们知道，有个女孩给歌德写了封信218， 

无中生有地说歌德对她怀有深情，

有一次她到剧院去看戏，

对一个穿制服的人着丁迷。

女孩含笑看着他，突然开了腔：

“先生，蓓蒂娜有个心愿，

她想把长满卷发的脑袋靠在你身上， 

此刻她心中充满了强烈的渴望。”

穿制服的干巴巴地回答道：

“蓓蒂娜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她说:“好，你知道，我的小老鼠，

我的头上没有长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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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真理的太阳 

（弗•奎德诺219

灯火的辉煌，星星的闪亮，

内心的深邃，美丽的霞光，

白晰的皮肤，心灵的慈祥——

你从来都把这一切弄得不清不楚 ，

因此你把自己当作真理，像太阳一样普照四方, 

就像每个新娘都有一个新郎。

你尽可自称为太阳的真理，

可惜，真理却是:太阳也会把阴影投在地上。

给一个骑士英雄画像

不论你在哪儿碰到他这个人，

他总把英雄和骑士集于-身，

白天他赶时髦对舞蹈大发宏论，

夜里却被古老的臭虫咬出斑斑血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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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对面的女邻居

她又在对面向这边张望，

我的天哪，真叫人无法忍受。

一个矮个子丈夫，一所黄色的房子， 

一个高身材的妻子，干瘪得实在吓人， 

为了使想象力不致枯竭，

我只好放下窗帘。

市侩的惊奇

“我不明白，有的人为什么总是跟自己过不去， 

其实只要把礼服扣紧，谁也偷不走你的东西!”

数学家的智慧

我们已用符号表示一切，

我们的理智变成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如果上帝是点，他便同圆柱体相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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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们倒立，那就不是屁股坐地。

如果a是情妇，则情郎就是b， 

对此我敢用脑袋来做抵， 

只要把a加b放在同一行里， 

它们准是一对情人无疑。

他们用线条丈量世界，

但从来搞不清楚什么是精神， 

既然用a和b能解决任何纠纷， 

那法庭就变得不值分文。

致医生们

你们这帮市侩庸医实在可恶*! 

世界在你们看来不过是一堆骸骨。 

只要你们用氢气把血液变凉，

再一按脉搏，发现它已经跳动正常， 

你们就认为一切都已没有问题， 

病人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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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说上帝有个聪明的头脑， 

对解剖学的造诣也很^超， 

所以每朵花都能派上用场，

只要你们把它熬成浓浓的药汤。

医生的心理学

谁晚上饱吃一顿团子加面条， 

他夜里就难免受恶梦的困扰。

医生的形而上学

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精神，

连牛也能生存，就是一个明证。 

关于灵魂的侈谈纯属骗人，

我们从未发现它在胃里藏身； 

要是我们知道它在哪里，.

随便拿一颗丸药就可把它赶出去， 

于是那些鬼魂就会像滚滚潮水， 

一下子泻出了人们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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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人类学

凡是有耐力的人，

都习惯于在肚皮上抹上油膏, 

不管穿堂风多么厉害，

也不能使他们伤风感冒！ 

如果坚持节制饮食，

也同样能达到保健的目标， 

须知我们现有的文化 

本来起源于灌肠催泻的高招。

医生的伦理学

旅途上要多穿几件衣裳， 

出了汗才不会有损健康; 

要注意千万别慷慨激昂， 

那样做势必会伤害胃肠; 

可别向着火处随便张望， 

要防止火焰把眼睛灼伤; 

水和酒须掺兑比例适当， 

咖啡里要加奶不可遗忘; 

倘若你定想去冥府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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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莫忘派人请我们帮忙。

献给燕妮的两首歌

寻 找

歌

那天我挣脱了锁链，匆忙启程，

“你去哪里? ”“我要把新世界找寻！”

“这里难道还缺少田园美景，

你不见下有碧波万顷，上有满天繁星?”

“你真傻，我并不是到彼岸世界去寻找， 

这里有山呼海啸，这里有雷鸣风号，

它们都在束缚我强健的双脚，

它们爱恋的问候成了我身上的镣铐。

我寻求的世界应该产生于我心中，

它在我胸膛里升起向外涌动，

我的生命之泉将化作它的滔滔巨浪， 

我的灵魂的呼吸将造成它的漠漠苍穹。”

我远走他方，后来又回到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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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胸怀世界走遍丁四面八方；

太阳和繁星把我的世界照亮，

但随着一声霹雳，我的世界立刻沉沦消亡。

找到了 

歌

为什么小树丛手牵手起舞转圈？ 

为什么五月花开满地争奇斗艳？ 

为什么苍天拱起形成碧空穹窿？ 

为什么山峰耸立插入云雾之中？

我轰然掀动双翅向上飞腾，

却撞在悬崖上无声地沉沦；

我的眼睛能否看见星光？

我转动双眼，眼前一片迷茫。

你，生活的洪流，就这样滚滚向前， 

一路奔泻吧，让浪潮汹涌飞溅， 

一旦你吃惊地跌进一片虚空乌有， 

迎候你的将会是金光灿烂的自由》

我的目光又一次大胆地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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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射如电，不胜欣喜乐陶陶，

它已在你胸中发现一个世界， 

又何必叫它到别处把世界寻找?

致燕妮的十四行诗（终曲）

燕妮，有件事我还要向你诉说：

我愉快地用离别之歌结束这组诗章，

因为我心海拍击着最后的银色波浪，

只有你来吟咏才能使涛声雄壮髙昂。

那岁月的波涛不停地流逝，

勇敢地穿过许多巉岩陡壁，

流过片片树林和道道瀑布，

终将在你心中找到完美的归宿。

大胆地披上火红色的宽大外衣， 

胸怀一颗晶莹透亮而自豪的心， 

我威严地摆脱种种束缚和压力， 

迈出坚定的步伐走进广阔天地， 

在你面前我抛开了心中的痛苦， 

让美好梦想变成生活的常青之树!



同……的对话 795

同... 的对话

有个盛装的歌手站在那里，

怀中紧紧地抱着三角琴，

充满激情地把琴弦拨动：•

“我的琴啊，你为什么咏叹歌吟？

为什么琴音里仿佛有个昂扬的魂灵，

为什么你好像充满火一样的激情？”

“歌手啊，难道你以为我不理解心灵的斗争， 

不理解光明磊落的胸襟，

不理解你所热情向往的那些图景？

它们晶莹纯净如天上群星，

它们奋起呼啸像烈火翻腾，

它们让我看到崇高的生命。”

“我早已猜着，我深深感到，

当你用嘹亮的声音向我呼叫，

那拨动琴弦的并不是你自己，

而是从温馨的唇齿间吐出的一丝气息，

这气息从内心深处袅袅升起，

正是它深情地教会你怎样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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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出现了仙女的妩媚容颜，

她容光焕发，鬈发金黄，

在歌声中迸射奇妙的光芒，

她心潮起伏，两眼闪亮，

你已经心醉神迷沉入梦想，

只剩下我独自在讴歌欢唱。”

“她的形象悄悄地潜入我的心底，

又从我心里升起，如同鲜花一样艳丽，

仿佛一切都已消融在琴声里；

它时隐时现，忽沉忽起，

告诉我，是不是还有一层云翳，

挡住了你心中的星光和晨曦?”

“三角琴啊，你的乐声奇妙迷人，

像喷泉飞洒着幸福的甘霖，

四面有五月的鲜花和绿草如茵；

她的气息振奋心灵，她的双眸脉脉含情，

你的琴声奏出了闪光的生命，

你的旋律在蓝天下荡漾飞行。”

“你啜饮仙女洒下的甘霖，倾泻欢乐的心音， 

那发自肺腑的声音一旦轵逝，

你自己的心灵便沉默无声；

可是你曾经朝气勃勃充满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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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在远方苦苦挣扎，而你却在她心中诤净鸣响。 

你激越飞腾，我却在低头惆怅!”

“歌手啊，那繁花似锦的梦使我迷茫，

但是我一心要向天边远航，

去摘取那繁星的点点金光；

生命在乐曲声中哭泣哀伤，

琴音回荡远去，夭空升起太阳，

天涯海角已溶进一片霞光。”

海边礁岩

一座大理石巨岩耸立在水面上，

利齿般的峰顶刺破了天空，

那飘浮着朽株烂叶的浊浪，

轰然冲击着幽深的岩洞。

巨岩傲然俯视它脚下的深渊，

昂首挺胸就像铁柱立在水中。

年复一年，它思绪翻滚，

把烈焰般的目光投向远方，

年复一年，它挡住大海的巨浪，

任怒潮在它脚下飞旋激荡。

那枯死的藓苔，好像白发覆盖在老•人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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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片片砾石，俨然一个个血红的伤口。

深夜，从大理石的胸膛里 

传出了一阵阵痛苦的呼叫， 

好像那千年往事重现心头, 

苦涩的回忆使它大哭号啕。 

漫游者如敢驻足倾听，

必将跌进那无情的波涛。

小人和小鼓®

童话诗

小鼓儿不是小人儿，小人儿不是小鼓儿，

小鼓儿聪明伶俐，小人儿傻里傻气。

小鼓儿用铁圈箍紧，小人儿用两脚立地，

小人儿累得倒在地上，小鼓儿仍坐得稳稳当当》

小人儿大发雷霆把小鼓儿猛敲，

小鼓儿乐得咚咚作响，小人儿气得双脚直跳。

①这首诗马克思是用南德意志方言写成的。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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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儿朝它做鬼脸，小鼓儿对他哈哈笑，

小人儿怒火中烧，放开嗓门吼叫：

“小鼓儿，嘿！小鼓儿，呸！你为什么嬉笑、胡闹！ 

你嘲弄我，做鬼脸，还以为我没看到！

可恶的小鼓儿，你怎能嬉皮笑脸、如此荒唐？

我敲你时你才响，我把你挂起来你就呆在那个地方!

我用木头造出你这个小鼓儿，

难道是为了让你装腔作势，好像是你把自己造就！

我敲鼓时你得跳，我唱歌时你得叫，

我欢笑时你得哭，我跳舞时你得笑!”

小人儿怒气冲冲把小鼓儿狠敲，

鼓儿给打得稀巴烂，鲜血往外冒。

小鼓儿旁边不见小人儿，小人儿身边不见了小鼓儿， 

小人儿走进了修道院，出家当了小教徒儿，

散 步

你为什么老望着悬崖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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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嘴唇在轻声说些什么?”

“夕阳的余辉就如一片烈焰，

吿别前还在亲吻着危岩。”

“太阳在东方慢慢升空，

从中午起把悬崖照得一片紫红，

然后又渐渐沉入谷底，

——你说这景色又有什么新奇?”

“我曾看见霞光如烈火熊熊，

给悬崖披上了紫色的百褶衣裙。

最后她依依惜别地闭上眼睛，

想把那落日残照尽收胸中。

我们静静地走着，那巨岩在低声吟唱， 

正在为落日的脚步黯然神伤，

晚风轻轻地吻着她胸前的披巾，

她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

我轻声叹息，心中充满悲伤爱怜，

她脸上泛出红红的光艳，

我紧紧抱住她的心胸，夕阳西下， 

在星星的爱抚中消失不见。

是这些吸引我的目光投向悬崖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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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些让我的嘴唇絮语不断，

她远远地向我挥手，那残照如一团烈焰， 

在悬崖顶上朝着我频把头点。”

魔 船

叙事谣曲

小船一往无前远涉重洋, 

既没有船帆也没有灯光; 

月光流泻在一片波涛上， 

船上的桅杆已饱经风霜。

那掌舵的水手神色阴沉， 

脸颊上看不到一丝红晕， 

疲惫的脑子已迟钝发呆， 

那双眼睛里也毫无光彩。

海面上一片汹涌浪潮，

小船儿猛然撞上岩礁； 

它摇摇晃晃，却没有撞碎， 

它时沉时浮，隐现于波涛。

突然涌来了海浪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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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红的鲜血在波涛上闪耀； 

舵手的心猛地抽搐狂跳，

他已知事情凶多吉少。

空中和水下一片呼叫，

鬼魂们狂喊要把仇报，

舵手的神色更加阴沉，

海浪把小船猛向前抛。

小船似乎看见了远方的陆地， 

它深情地向那港湾遥望致意》 

突然间那一片海面波平如镜， 

小船在浪涛亲吻中沉入海底。

月中人

看哪，他身披灿烂的星光， 

乘风飞腾上下翱翔，

那是月中人在翩翩起舞，

他舒展肢体意气高昂。

在他那一头鬈发上，

有天上的甘露如点点泪珠闪光， 

它们一滴滴飘落在草地上，



月 中人 803

使花蕾绽开，吐出芬芳。

露珠在闪烁，花儿在开放，

有的洁白如雪，有的色泽金黄，

花儿向大地诉说 

心中的辛酸悲伤。

别看那月中人在微笑招手，

内心里却藏着深深的惆怅。

他想变成一道阳光从天而降，

他想紧紧地依偎在太阳的心上。

他年复~年地等待时机，

倾听着群星在远处运行，

他胸中充满忧悒的歌声，

只有在鲜花丛中才有甘露滋润心灵。

他使地上的树林笼罩着愁云， 

直到歌声四起，云雾才散尽，

这时四周升起美丽的光晕， 

于是他忘却烦恼奋然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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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思

颂歌

看，天上有一片乌云在飘飞，

如雄鹰轰然扇动着强劲的翅膀，

云中传出声声霹雳，喷出阵阵火光， 

清早起就隆隆翻滚着夜间的思想。

那思想迸出道道电光，雄伟凝重，

把一切诟骂诅咒都拋向天穹，

那无畏的眼睛里血如泉涌，

阵阵浪潮正冲击着天上的神宫。

天公在他那宽阔安详的额头两旁， 

悄悄地把一个个火炬点旺；

火炮在轰鸣，宇宙深处仍是亘古黑暗， 

那乌云痛苦地大叫一声摔落到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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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境

颂歌

我想用虚无缥缈的梦幻，

悄悄地织成芳香四溢的图景，

我要用自己的一缕缕鬈发，

编成一个个浑圆的环形；

我要在黑夜的潮水中喷洒心血，

从幻梦的波涛里抽出烈焰熊熊的图景。

这图景如波浪起伏飘行，

在风声激荡中歌唱爱情。

它会向八方伸展，发出闪闪金光，

狭小的房屋会变得宏伟宽敞；

我的鬈发就像那黑色波浪，

轻柔地萦绕在天仙身上；

我的热血发出珠圆玉润的音响，

在如花似玉的夭仙身边荡漾。

灯光摇曳，映出了一个太阳，

心潮澎湃，震撼着整个穹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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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的空间一齐震颤倒塌，

我拔地而起变成勇士，身髙如塔；

我在黑夜里目光庄严、威风凛凛，

那铺天盖地的风暴是我的琴音，

惊雷如歌，使我的心激动狂跳，

我心中的爱将化作太阳，痛苦将化作崇山峻岭;

我将自豪而谦逊地扑倒在地上，

我将骄傲而又豪放地引吭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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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小说

《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

片断

第一部

第10章

接下来，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承诺的，要证明上述这笔二十五 

塔勒的款项是属f主上帝他个人的。

这些钱是没主人的！啊，这种想法真是超凡脱俗:凡人的权力不 

能享有这笔钱，只有那统治天宇的最高权力，才能囊括整个宇宙，自 

然也就囊括了上述这二十五塔勒;这个最高权力用自己的翅膀—— 

这翅膀是由白天和黑夜、太阳和星星、崇山峻岭和浩瀚沙漠编织而成 

的，这翅膀发出的声音既像和谐的乐音，又像瀑布的喧响一一轻轻掠 

过凡人的手够不到的地方，因而也掠过刚才提到的这二十五塔勒，还 

有……但我说不下去了，我内心深处感到激动，我端详着天地万物、 

自己的内心和上述这二十五塔勒（这三个词包含着一个多么了不起 

的实体啊！它们无所不在，它们发出的声响宛如仙乐，它们使人想起 

末日审判和国库），因为——斯考尔皮昂被他朋友费利克斯的故事所 

激动，为费利克斯的火热的语调所引诱，受身上那股风华正茂的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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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感情所支配,他--把紧抱在怀里的正是女厨师格累特，他预感到 

她就是仙女。

由此我得出结论，仙女们都是长着胡子的，因为玛格达莱娜-格 

累特不同于忏悔的抹大拉的马利亚①，而是像一个威武的战士，脸上 

长着漂亮的颊须和髭须。柔软的鬈发蓬松地贴在造型优美的下巴上， 

下巴像空旷大海中的一块礁岩——不过人们老远就可以看到它—— 

巍然耸立在她那个像盛着清汤的平底碟儿的脸盘上，抻气活现，峥嵘 

穿空，引起众神不安，使得世人震惊。

大概幻想的女神梦见过一个虬髯蓬茸的美女，女神黯然魂销于 

她那令人心醉的宽宽的脸盘儿之中；当她醒过来时，原来做梦的就是 

格累特本人:可伯的是，仿佛她就是巴比伦的大淫妇、约翰启示录② 

和上帝的愤怒;仿佛上帝在她那密布柔细波纹的面皮上栽培出一片 

莽莽麦茬，为的是使她的美丽不致去挑逗人犯罪，使她的贞操能受到 

保护，正如玫瑰花受到刺的保护一样，以便世人

能认出她

而不致因她而葬身情火。

第12章

“来一匹马，来一匹马，拿我的王国换匹马”-一理査三世说③。

① “抹大拉的马利亚”在德语中称作“玛格达莱娜”(Magdalene)。——编 

者注

② 《新约全书•启示录》第17章。——编者注

③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5幕第4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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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个男人，来一个男人，把我本人换个男人”——格累特说。

第16章

“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道成了肉体，住在我们 

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①

天真无邪的妙想!但是联想把格累特带得更远，她认定道是长在 

大腿里的，正如莎士比亚笔下的瑟息替斯认为哀杰克斯把内脏装在 

脑袋里、把智慧装在肚子里一样©。而她，格累特（可不是哀杰克斯） 

确信，并理解到:道是如何成为肉体的；她把大腿看成了道的象征性 

表现，发觉了大腿的荣光，所以，就决定——将大腿大洗-番。

第19章

但是她有一对蓝色的大眼睛，而蓝色的眼睛却跟施普雷河里的 

水一样普通平常。

她的眼里流露出一种痴情的贞洁，这自怨自艾的贞洁，水汪汪的 

贞洁，只要火一挨近它，就会化成一股灰蒙蒙的蒸汽腾起，而这双眼 

睛后面就什么也没有了，两眼的整个世界是一片蔚蓝，它们的灵魂是 

蓝色染匠③。然而棕色的眼睛是理想的主国，眼睛里微睡着一个无边

®

②
■
③

«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和第14节，——编者注 

莎士比亚《特洛埃勒斯与克蕾雪达》第2幕第1场。——编者注 

徳文“Blaufärber”既有“蓝色染的意思，又有“撒谎者”的意 

思。---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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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际、才智充溢的黑夜世界，眼里向上迸发出灵魂的电光，两道目光 

传出音响，宛如迷娘之歌①，犹似一个遥远、温柔、光明的国度，那里 

居住着--个豪富的上帝，他欣赏自己的深奥，沉浸于自我存在的宇宙 

之中.显示出无限性，也遭受无限性之苦。我们好像身受魔力的束缚， 

我们很想把这个悦耳的、深奥的、热情的存在物紧抱在自己的怀里， 

陶醉于他双眼的神韵，把他的目光谱成歌曲。

我们喜爱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万木葱茏的世界，我们看到远 

处宏伟高尚的、光芒四射的思想，我们预感到着了魔的痛苦，而一些 

轻盈的身影正在我们面前翩翩起舞，它们向我们点头示意，一旦我们 

认出它们.它们就像姜丽、优雅.欢乐三女神一.洋，羞怯地畏缩后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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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震荡。

他睁大了眼睛，身体摇晃起来，想到了自己的罪孽和末日审判。

而我在思考带电物体和流电学，思考富兰克林致其女友几何学 

家的学术书信，也在思考默滕这个名字，因为我好奇心十足，很想知 

道，在这个名字的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

此人出身于马特的直系，这是无疑的了——教堂司事使我对此 

深信不疑，虽然这个句子中没有任何悦耳的地方。

“1”变成“n”，并且因为每一个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马特是一个 

英国人，而英语中的“a”往往读成德语中的“eh”，即跟“默滕”一词中 

的“e”相同，因此，默滕一词完全可能是马特一词的另一种形式。

由于在古代德国人的名字中可以看出具有该名的人物的特点， 

诸如在骑士克鲁格、宫廷顾问劳帕赫、矮子黑格尔等形容性的名词中 

就可以看出来，由此可以推断，默滕大概是个富裕的正直的人，虽然 

就其职业而言他是个裁缝，在我们这个故事里他是斯考尔皮昂的父 

亲。

最后这一点论证了一个新的假定:因为一方面他是个裁缝，另一 

方面他的儿子名叫斯考尔皮昂，所以他很可能是战神玛尔斯的后代 

（Mars的第二格为Martis，希腊语中的第四格为Martin，由此而得出 

Mertin和Merten），因为战神的技艺同裁缝的技艺相像之处就是截 

裁，因为他截手裁脚，截掉人间的幸福。

其次，斯考尔皮昂是一种能用眼光杀害人的有毒动物①，它所造 

成的伤害是致命的，它的目光能摧残破坏——这是对战争的绝妙讽

①“斯考尔皮昂”原文是“Sœrpkm”，这个词的本义是“蝎子”。——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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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战争的目光是致命的，战争的后果会在受害者身上留下内部出 

血、再也无法治愈的斑斑伤痕。 '

但是，鉴于默滕几乎没有异教徒的特征，相反，他笃信基督教，所 

以看来更可能的是，他出身于圣马丁之家;两个元音稍稍混淆就成了 

“Mirtan”，而“i”在老百姓嘴里经常读成“e”，例如不说“gieb mir”而说 

成“gieb mer”①，而在英语中，正如上面所说,“a”往往读成德语中的 

长元音“ehe”，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随着文化的进步，很容易变成 

短元音“e”;因而“默滕”这个名字完全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意思就 

是“基督徒裁缝\

尽管这种词源上的演变具有很大的可能性，而且也能找到充分 

的根据，但我们还是不能不考虑另一种演变的可能性，它大大削弱我 

们对圣马丁的笃信。我们不妨把他仅仅看成是个保护圣徒，因为据我 

们所知，他从来也没有结过婚，所以就不可能有男性后代。

这一疑点看来由于下列事实而被消除了。默滕全家跟韦克菲余 

德的乡村牧师②一样，都有尽快结婚的共同点，而且世代相传地用桃 

金娘花环来炫耀，单单这一点——除非不得不求助于奇迹——就可 

以说明，默滕出生时就有此姓，他在这个故事中就是斯考尔皮昂的父 

亲。

当然，“Myrthen” （桃金娘）一词不得不失去字母“h”，因为结婚之 

后，“Eh”占了首位，而“he”就被省略，其结果是“Myrthen”变成了 

“Myrten”。

字母“y”是希腊字母“'，而不是德语字母。又鉴于以上所述，默

① 德语，意为“给我”。——编者注

② 奥•戈尔德斯密《韦克菲尔德的乡村牧师》。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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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家纯系日耳曼血统的根？，同时又是笃信基督教的裁缝世家，所 

以外来语的、异教的“y”必然变成德语的“i”;再鉴于婚姻在这*个家庭 

里是-个占优势的因素，“i”是个刺耳的、尖声的元音，而默滕家人的 

婚姻都是非常文雅、温和的，所以这个“i”开头变成了“eh”，随后，为 

了使这个大胆的改变不致引人注目，就变成了“e”，这是一个短音，用 

来表明结婚联姻的果断，所以“Myrthen” （桃金娘）一词在德语的多义 

词“Merten” （默滕）一词中，获得了臻于完善的最高形式。

经过这番推论后，我们就可以把圣马丁的基督徒裁缝、马特的扎 

扎实实的勇敢精神、战神玛尔斯的当机立断跟众多婚姻连在一起了， 

凡此种种都是能从“Merten” （默滕）一词内的两个“e”中听出声响的， 

所以这一假定既把以前的一切假定都统一在其本身之中，同时又推 

翻了它们，

一个兢兢业业、孜孜不倦地为古代历史学家（我们的故事取材于 

该历史学家的著作）写注解的注释者，却抱另一种看法。

虽然我们不能同意他的看法，但他的看法还是值得批判地对待， 

因为它出自这样一个人的精神，此人把精通抽烟跟学识上的渊博联 

系在-起了；他的羊皮纸文稿裹上了神圣的烟草云雾，也就是说，那 

些文稿在神秘莫测的浓云密雾中写满了神谕。

他认为“默滕”一词必定来自德语的“Mehren”①，后者又是从 

“Meer”②派生出来的，因为默滕家人的婚姻，就像“大海”边的沙子 

那样“增加”，还因为裁缝这一概念中含有“增加者”的概念，因为他把 

猴子变成人。就在这些详尽透彻的、意义深邃的探讨的基础上，他确

① 增多。——编者注

② 人海。-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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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上述假设。

当歌读到这个假没后，-•种令人头昏目眩的惊诧攫住了我，香烟 

的神谕已使我入迷.但不久，对事物进行冷静分析的理智就清醒过 

来，并提出了如下几个反论证。

我同意该注释者的一个说法，即“裁缝”这一概念可以包括“增加 

者”这个概念;但在“增加者”这•一概念中却绝不能包括“减少者”这个 

概念，因为若如此，岂非成了术语上的矛盾，对女士们来说，这无异亍 

把主上帝与魔鬼等同起来，把机智风趣与茶客清谈等同起来，把女士 

们自己与哲学家等同起来。如果说是"Mehœr”一词变成了“Merten”， 

显而易见是减少了字母“h”，也就是说并无增加，正如上面已经证明 

的，这实际上是跟它表现出来的性质相矛盾的。

所以，“Merten” （默滕）一词绝对不可能源于“Mehren” （增多）一 

词；关于此词源于Meer（大海）一词的假设，则可用下列事实来推翻： 

默滕家人从来也未曾落过水，从来也没得过塔兰图拉毒蛛病①，—— 

他们向来是虔诚的裁缝世家，这跟汹涌激荡的大海的概念是不相容 

的。鉴于上述理由，结论便是:上述作者虽然一贯正确，但这次却出了 

差错，而我们的推论是唯一正确的。

获得这-胜利后，我已累得不能再写下去了，我要享受一番自我 

陶醉的幸福，这种幸福的一刹那间的享受，正如温克尔曼所说，比后 

代的一切赞扬更为可贵,尽管我对这种赞扬同小普林尼一样，深信 

不疑。

①15-17世纪在意大利蔓延的一种癔病，当时人们认为是地中海地区塔 

兰图拉毒蛛蜇咬所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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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我环顾四方，只见到一片天空和海洋，

天空布满乌云，大海腾起波浪。

海与天之间，强劲的旋风在咆哮震荡，

海浪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涌向何方。

舵手犹豫彷徨，不知道怎样寻找生路，怎样躲避祸殃，

面对变幻无常的大海，他已经失去主张。”①

“你环顾四方一只见到默滕和斯考尔皮昂，

后者哭成泪人，前者怒火满腔。”

“双方唇枪舌剑，无休止地吵嚷，

海浪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涌向何方。”

“我这个校长犹豫彷徨，不知道什么该删去，什么该写到纸上， 

面对这场激烈的争吵，我已经失去主张》”

奥维狄乌斯在他的《哀歌》中是这样叙述他那个承接上文的悲哀

故事的。看来，他已经不知所措,但下面我要继续叙述下去:——

第23章

奥维狄乌斯身居托米，是奥古斯都神的愤怒把他投入此地的，因

①马克思用拉丁文写的这六行诗，引ft奥维狄乌斯《哀歌》第1部第2曲 

第23 26行和第31-32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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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的天才多于理智。

在这里，在野蛮人中间，这位柔弱的爱情诗人日益憔悴——爱情 

也是他失意的原因所在。他右手托着脑袋在沉思，那渴望的目光眺望 

着遥远的拉丁姆。歌手的心已碎裂，但想必他仍然心怀希望，所以他 

的七弦琴也仍旧不能静止，而是用旋律悦耳、词儿甜蜜的歌曲倾吐出 

他的渴望和痛苦。

北风呜呜地吹袭着这风烛残年的老翁的肢体，使他满怀着无町 

名状的惊恐，因为以前他在炎热的南国度过似锦年华，在那里，他的 

幻想用富丽堂皇的装饰进行热情奔放的表演，而当夭才的这群子孙 

们过分放荡不羁时，美丽、优雅、欢乐三女神就将轻柔的神巾披到肩 

上，神巾的皱折披散招展，温暖的露珠纷纷洒下。

“你很快就要化为尘土，可怜的诗人!”——眼泪从老翁的颊上扑 

簌滚下，这时传来了默滕深有感触地向斯考尔皮昂发出的强有力的 

男低音。——

第27章

“无知，极端无知Z

“因为（这跟上面某章有联系）他的两个膝盖太弯向某一边 

T!”一一但是，这里缺乏确定的说法，可是什么说法能确定，又有谁 

能确定，谁能研究出来，哪个方向是右，哪个方向是左呢？你告诉我， 

凡人，风是从哪边来的，或者上帝脸上是否长着鼻子，我就会愿意告 

诉你哪边是右，哪边是左。

这不过是两个相对的概念，而饮智慧之酒得到的只是愚蠢和 

狂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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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在我们研究出什么是右，什么是左之前，我们的一切努力都 

无济于事，我们的渴望都是痴心妄想，因为他把山羊安置在左边，把 

绵羊安置在右边①。

如果他转过身来，他的脸朝着另一个方向，因为夜里他做丁个 

梦，那么，按我们肤浅的想法，山羊就站在右边，而虔诚的教徒们却站 

在左边。

所以，只要给我确定一下:什么是右，什么是左；那么，整个创造 

之谜就解开了。“我要把亚赫隆发动起来”©，我可以正确地替你详细 

地推论出，你的灵魂将在哪边，由此我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你现在 

属于哪个等级，因为这种关系可以测量出来，原因是你的地位是由主 

决定的。而你现在的地位则可以根据你脑壳的厚度来测定;我头都晕 

了 ：如果靡菲斯特斐勒司在这时出现，我就会变成浮士德，因为很清 

楚，我们大家都是浮士德，原因在于我们不知道哪个方向是右，哪个 

方向是左，因而我们的生活是个圆形的竞技场，在我们摔倒在沙地 

上，角斗士即生活把我们杀掉之前，我们一直绕着圈子奔跑，寻找它 

的左右两边；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救世主，因为——令人痛苦的念头 

啊，你夺走我的睡眠，夺走我的健康，你杀害我——我们仍然不能区 

分出.左边和右边，我们不知道，它们在哪里——

第28章

“显而易见在月亮上，在月亮上有月长石，女人的心胸里有虚情

①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5章第33节。-一-编者注

②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7卷第312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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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意，大海里有沙子，地球上有高山！”------个男人回答说，他敲了

•—下我的门，没等我喊请进就走了进来，

我赶忙把稿纸推向一旁，对他说，我非常高兴以前跟他素不相 

识。因为这一来更会因现在跟他结识而感到愉快，说他使人获得卓越 

的才智，他使我的一切疑点都涣然冰释;但是，不管我说得多快，他却 

说得更快，牙缝里发出咝咝音。当我靠近他仔细一打量，就汗毛直竖 

地看出：他整个人看来真像一条干瘪的姗蜴.仅仅是一条刚从残垣断 

壁里爬出来的蜥蜴而已。

他个子很矮，身材活像我房间里的炉子。他的眼睛，与其说是红 

色的，不如说是绿色的，与其说像闪电，不如说像大头针，而他本人， 

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个小妖精=

看来他真是个精灵!我既迅速又肯定地看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的 

鼻子是从脑袋里长出来的，正像帕拉斯•雅典娜是从万物之父宙斯 

的脑袋里生出来的一样;我认为他鼻子上那柔和的火红的颜色也是 

这样来的，这种火红色证明此人出身于超凡绝俗的世系，可是他的脑 

袋可说是童山濯濯。我们不得不把那层厚厚的润发脂名之曰头饰，这 

层润发脂同大气和其他要素的各种产物一起覆盖着原始的山岳。

他身上的一切都显示出高超和深刻，但他的脸型结构似乎暴露 

了他的官僚身分，因为他的面颊像两个凹进去的光滑的碟子，它们在 

高高突出的颧骨的掩护下幸免雨打，所以可以把公文和政府条令放 

进去。

总之,一切迹象表明:如果他不像自己，那他就是爱神本身，而他 

的名字，即使未曾使人想起一簇桧树丛，听起来也仍像“爱”这个字那 

样亲切悦耳。

我请他安静下来，因为他自称是英雄，对此我婉转地表示了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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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说英雄的身材要略为好看一些，而相反，传令官们的嗓音要更单 

纯一些，不会这么嘈杂，而且更动听一些;希罗到底是个成仙的美女， 

是实实在在的美的本色，她的外貌和内心是互相竞争的，二者都声称 

自己是她的这个完美典型的唯一源泉，所以，她对他的爱是不合 

适的。

但是他反驳说:他一他——他的骨头架子挺结实的，他有个影 

-——影一一影子，同别人的影——影一-影子是一样的，甚至更—— 

更——更好-些，因为他投下的阴——阴——阴影比光还要多。他的 

夫人可以在他的阴影里乘——乘——乘凉、饱食终日，甚至她自己也 

可以变成影——影——影子，还说我不——不——不懂礼貌，我是流 

氓地痞，是个笨蛋，说他名叫恩格尔伯特，这个名——名字要比斯 

——斯——斯考尔皮昂好一好一好听得多;说我在第19章里弄 

错了，因为蓝色的眼睛比棕色的更美——美一一美丽，而鸽——鸽 

——鸽子的眼睛是最聪慧的，他本人虽然不是鸽子，但至少对于理智 

来说他是个聋子①，还说他喜欢长子继承权，他还有个小浴室。

“人家要她——她——她拉着我的右——右——右手同我订婚， 

现在你别再搞右边左边的研究，她就住在对面，既不在右边，也不在 

左边。”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一个天降的幽灵从我内心走出去了，婉转动 

听的对话已经结束，但穿过门上的钥匙孔,传来了鬼魂的叫声:“响当 

当的大木头，响当当的大木头!”

①德文“Taube”（鸽f）与“Tauber”（聋子）读音相近。——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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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我把洛克、费希特和康德的著作推往一旁.，坐着冥思苦想，要弄 

懂:小浴室同长子继承权究竟有什么关系，突然，好像一道闪电把我 

的心扉照亮，思绪泉涌，使我的眼光豁然开朗，在我面前展现出一幅 

明亮的图画。

长子继承权是贵族政体的小浴室，因为小浴室只是为了洗濯才 

存在，而洗濯能使东西发白，也就是说能给被洗之物增添一层淡白的 

光辉。同样，长子继承权也会给一家的长子镀上一层银，也就是说会 

使他有层淡白的银色，与此同时却给家庭的其他成员印上一层愁 

苦的浪漫主义惨淡色彩。

凡在江河里洗澡的人，都要置身于风浪汹涌的大自然里，要战胜 

惊涛骇浪，用强劲的双臂搏斗;而坐在澡盆里的人，却闭门不出，注视 

着浴室的壁角。

普通的人，即没有长子继承权的人，得跟生活的急流搏斗，投身 

波涛澎湃的大海，在幽深的海底夺取普罗米修斯右手中的明珠，这 

时，思想的内在形象就会灿烂辉煌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就更勇于创 

造，而长子继承权的享有者却只让几滴水珠洒落在自己身上，唯恐关 

节脱骱，于是就坐进浴盆。

哲人之石找到啦，找到啦！

第30章

因此，从上面刚刚进行的两项研究中可以看出，当今之世是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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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叙事史诗的。

首先，我们深刻地考察了有关右边和左边的问题,把它们的富有 

诗意的辞藻上的诗意的外衣剥掉，正像阿波罗神剥下马尔西亚斯身 

上的皮一样，把它们变成可疑的形象，变成奇形怪状的狒拂，它长着 

眼睛可又看不见东西，成为阿尔古斯的反面，后者长着一百只眼睛， 

为的是能发现丢失的东西，而它，这个可怜的触犯上天者，即猜疑本 

身，长着一百只眼睛，又把看到的东西弄得看不见。

方位，即地点，是史诗中的一个重要准则，正如我们言之有据地 

介绍过的那样，一•旦方位不复存在，史诗就只有等到号角声惊醒了耶 

利哥城①时才能从沉睡中醒来。

而且，我们已找到了哲人之石，遗憾的是，大家都指着这块石头， 

而他们----

第31章

他们，斯考尔皮昂和默滕两人躺在地1：，因为一种超凡的现象 

（已见上面某章）深深震撼了他们的神经，所以，正像一个胚胎尚未挣 

脱世间关系而形成一种特殊形状那样，他俩身体各部分的联结力在 

一片正在膨胀的混沌状态中也完全松散了，结果是他俩的鼻子跌落 

在肚脐上，而脑袋掉在地上。

默滕流着大量浓稠的鲜血，血中含有大量铁质，含量究竟有多少 

我无法断定，因为化学的一般水平还很差。

尤其是有机化学，由于简化而变得日益复杂起来，因为每天都发

①《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6章第20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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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新的元索，这些元素同某些把国家名称当作自己的名字来使用的 

主教有相同之处，而那些国家恰恰掌握在不信教者手中，位于非天主 

教徒生活的区域;此外，那些元素名称同许多学术团体成员的头衔以 

及德意志各邦诸侯的封号一样冗长，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们用它们来 

代替名字，因为他们不让自己受任何语言的束缚。

总之，有机化学本来就是一个想借助无机的反应来解释生活的 

异教徒！它渎犯r生活，仿佛我是从代数里推算出爱情的。

这一切显然都是以反应学说为基础的，而反应学说尚未获得详 

尽探讨而且永远也探讨不出来，因为它依据的是纯粹靠碰运气的扑 

克游戏，其中爱司是主要角色。

但爱司已成了 一切近代法学的基础，因为一天晚上，当伊尔奈里 

乌斯大输一场后（他刚刚离开女士们的社交晚会回来，衣着优雅，穿 

着一件蓝色燕尾服，一双带长扣环的新皮鞋和一件鲜红色的丝绸坎 

肩），当即坐下来写一篇论《Aß》①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使他更上一 

层楼，以致他开始教起罗马法来丁。

而罗马法却无所不包，其中有反应学说，也有化学，——因为正 

如帕奇乌斯所证明的那样，它是一个脱离了宏观世界的微观世界。

四本《法学阶梯》是四大原素，七本《学说汇纂》是七个行星，而十 

二本（（法典》是黄道"h二宫。

不过进人这个整体的不是什么鬼魂，而是女厨师格累特，她来叫 

人吃晚饭。

斯考尔皮昂和默滕在狂热的兴奋状态中一直闭着眼睛，就这样，

①扑克牌中“爱司”的德文“Aß”与拉丁文“As”（金钱）发音相近。 

者注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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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错把格累特看成了仙女。当他们从西班牙式的恐慌中（这种恐慌 

从唐•卡洛斯最后一次遭到失败和后来取得胜利时起就有了）惊魂 

甫定之后，默滕手撑斯考尔皮昂像一棵橡树似地站了起来，因为奥维 

狄乌斯和摩西说，人应当仰望星星，而不要俯视地面①，——而斯考 

尔皮昂-•把抓住Ï他父亲的手，使他站稳了脚跟，却使自己的身体处 

于危险状态。

第35章

“天晓得，裁缝默滕手艺高超，但是他要价太贵！”

“太对了！圣马丁帮了大忙，但要价太髙了！”——克洛维在普瓦

捷会战之后感慨地说了这句话，因为当时僧侣们在图尔向他宣称:是 

默滕替他裁制了马裤，他穿了这条马裤骑着英勇的驽马奔驰，亏得这 

匹驽马才取得了胜利;僧侣们还要求奖励默滕的这一功劳，赏给他两 

百金币。

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第36章

他们坐在桌旁，首席坐着默滕，他的右边是斯考尔皮昂，左边是 

大徒弟费利克斯，首席的对面是默滕国家机构内的僚属，通常叫作学 

徒，他们远远地坐着，使执政者和平民之间保留一定的空隙。

①奥维狄乌斯《变形记》第1卷第84—86行。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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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不允许任何人落座的空隙里，坐着的不是班戈的鬼魂①， 

而是默滕的狗，它每天吃饭时一定要做祈祷，因为对人文科学颇有造 

诣的默滕认定：他的博尼法齐乌斯——这是狗的名字——跟德国人 

的使徒圣博尼法齐乌斯是同一个人物•，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引证了博 

尼法齐乌斯自称是“一头吠犬”的话（见第105封信第145页，塞拉里 

亚版）。因此他是怀着迷信的崇敬心来侍候这条狗的，它在桌旁的座 

位是最雅致的一一罩上了一块用细软的羊绒线织成的、垂下几条绸 

制流苏的漂亮的红绒毯子，像一张豪华的沙发椅，里面还装上了精巧 

地拧在一起的弹簧，这就是这头博尼法齐乌斯的席位，每当餐会一 

散，就把座位抬入一个单独的僻静的壁龛里，看来，这个壁龛同布瓦 

洛在诗集《读经台》里©描绘的高僧的内殿一样。

博尼法齐乌斯没有到场，那个空隙无人落座，默滕顿时脸色刷 

白。“博尼法齐乌斯在哪里?”他忧心如焚地大声问道，整张桌子显然 

都在震动。“博尼法齐乌斯在哪里?”默滕又问了一声，而当他听 

说博尼法齐乌斯不在时，他吓得打了个寒颤，他全身的每个关节都在 

抖动，他的头发也竖起来了！

大家跳起来去找狗，而默滕看来已完全失去他平素的内心平静， 

他按了一下铃，格累特进来了，她心里预感到一种不祥的征兆，她以 

为是——

“暧，格累特，博尼法齐乌斯在哪里?”——她的心神显然安定下 

来了，而他却挥舞着双手，弄翻了灯盏，因而大家都被罩在一片漆黑 

中，接着一个充满不祥之兆的、急风暴雨的夜晚降临了。

① 莎士比亚《麦克佩斯》第3幕第4场。——编者注

② 尼•布瓦洛《读经台》第1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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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大卫•休漠曾断定，本章是重弹上一章的“老调”，而且在我写成 

本章之前，他就作了这个论断。他的论据如下:既然有了这一章，那就 

没有上一章，因为这一章挤掉了上一章；尽管这一章来源于上一章， 

但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因为他对因果关系的存在始终持怀疑的 

态度。每个巨人，包括每一个由二十行构成的章节，都会产生一个侏 

儒，每个天才都会产生一个枯燥乏味的庸人，每次大海的翻腾都会产 

生泥浆；一旦前者消失，后者立即冒头，并占据桌旁的座位，大模大样 

地伸直长长的双腿。‘

对这个世界来说前者太大了，所以他们被赶出了世界。后者则相 

反，在这个世界上落地生根、保存下来，对此不妨看看下列实例就会 

深信不疑了：在香槟酒喝完后会长久地留下一股令人生厌的余味儿， 

在英雄凯撒之后是演员屋大维，在拿破仑皇帝之后是市民国王路易_ 

菲力浦，在哲学家康德之后是骑士克鲁格，在诗人席勒之后是宫廷顾 

问劳帕赫，在莱布尼茨天国之后是沃尔弗教室，在博尼法齐乌斯这条 

狗之后是本章。

这样，盐基就成为渣滓沉淀，而精神却挥发四散。

第38章

最后一句有关盐基的话是表达一个抽象概念，因而不是指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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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①.因为正如阿德隆喊叫过，抽象概念和女人该有多大差别呢? 

但.是我认为恰恰相反，我可以用充分的根据证明这一点，只是不在本 

章，而是在另一本根本不分章节的书里;~旦我确信了神圣的三位一 

体，我就着手去写这本书。

第39章

如果有人想获得有关这一点——我指的既不是希腊的海伦，也 

不是罗马的卢克莱修，而是神圣的三位一体——的直观的而不是抽 

象的概念，那么我能向他提出的最好的建议就是：不要去梦想任何 

东西，甚至不要入睡，相反，要保持清醒，并对这个原理进行探究， 

因为那个直观的概念就在他的心中。假如我们从现在的立足点升高 

五层，到达概念的顶端，像一片云彩那样飘落在上面，那时在我们 

眼前就会展现一个巨大的“不”；如果我们降落到它的中部，我们就 

会面对着庞大的“率年”不寒而栗；如果我们掉进它的底层，我们 
就会发现两者在那+*“不”中和谐地融合起来，而那个“不”是用 

端正的、线条分明的、火焰般的字体写成的，一下子就映入我们的 

眼帘、

“不”——“虚无”——“不”
• •

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直观概念，至于抽象概念，又有谁愿意对它寻 

根究底呢？因为：

“谁升上天去又降下来呢? ”，“谁能把风聚在手掌之中?”，“谁能 

把水包在衣服里?”，“谁为世界铺设整个大地呢?他名叫什么？他

①德文“Base”既有“盐基”的意思，又有“表姐妹”的意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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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子又名叫什么？你知道么?”——智者所罗门说道①。

第40章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不过有件事是确定的：那是一个颅骨，就是 

一个颅骨!”——默滕喊道。他惊慌地弯下身去，要在黑暗中弄个清 

楚:他的手摸到了谁的头，突然他吓得要死，往后退去，因为一双眼

睛——

第41章

千真万确！是眼睛！

它们是磁石，吸引着铁，我们感到我们是被吸引到女士们一边， 

而不是被吸引到天上，因为女士们是用两只眼睛看人的，而天只用一 

只眼睛。

第42章

“我提出一个与此相反的论证!”----- 个看不见的声音对我说，

我朝着传来声音的地方望去，于是我看见了——你们不会相信，但我 

担保，我发誓，确是如此——那时我看见了一一但请别发火，别吃惊， 

因为此事跟你夫人和你的食欲都没有关系，——那时我看见我自己， 

因为我把自己当作一个相反的论证提出来了。

①《旧约全书•箴言》第30章第4节。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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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是自己的替身！”——这个想法在我头脑中闪过，而霍夫 

曼笔F的魔鬼的灵药①——

第43章

——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那时我正好在沉思：为什么永世流浪 

的犹太人生来就是柏林人，而不是西班牙人;但我发现，这跟我想提 

出的反证是相吻合的，因此，为了精确起见，我们要做的既不是这个 

也不是那个，我们只是需要指出，天是在女士们的眼睛里，而女士们 

的眼睛却不是在天上，由此可见，吸引我们的与其说是眼睛，不如说 

是天，因为我们看到的不是眼睛，而只是眼睛里的天。假如吸引我们 

的是眼睛而不是天，那么此时我们定会感到天的、而并非女士们的眼 

睛的吸引力，因为天并不是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有一只眼睛，而是连一 

只也没有，因为天本身无非就是神的无限深远的、充满了爱的眼光， 

天本身就是灵光之神的一只温情而动人的眼睛，而眼睛本身是不会 

有什么眼睛的。

因此，我们探讨的最终结果是•.我们感到吸引我们的是女士，而 

不是天，因为我们看不到女士们的眼睛，而在女士们的眼睛之中我id 

却看到了天；因而我们可以说是感到一股向往眼睛的吸引力，因为这 

根本不是眼睛，而且，因为永世流浪的亚哈随鲁是柏林人，他年老多 

病，见到过许多国度和眼睛，尽管如此，他始终感到一股不是向往天

而是向往女士们的吸引力，但总共只有两块磁石----- 个没有眼睛

的天空和一只没有天的眼睛。

①霍夫曼《魔鬼的灵药》第2部第1篇＜转折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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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悬在我们的上空，把我们往上吸，另一块在我们脚下，把我 

们往深处吸。吸引亚哈随鲁的是一股往下的强大力量，否则，他为什 

么要在尘世各国永世流浪呢?如果他生来就不是柏林人，并且习惯于 

身居沙土平原，他会在尘世各国永世流浪吗？

第44章

哈尔托存稿中的第:Ï个片断

我们从一座郊外的房子走来，那是一个美丽的深蓝色之夜。你挽 

着我的手臂，你想松手，但我没有放你，我的一只手搂住了你，正像你 

抓住了我的心一样，你也就听我的便。

我低声地说着充满渴望的话，说了凡人能说的最崇高、最优美的 

东西，因为我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我沉溺于自身的内心之中，我看到 

一个王国升腾起来，那里的云天像波涛一样起伏荡漾，显得十分轻 

柔，同时又十分沉重，云天上出现了 一个神的形象，那就是我在大胆 

的梦幻中曾经想象过，但从未亲眼见过的美人，她闪烁着智慧之光， 

在微笑着。你就是这个形象。

我对自己惊讶不已，因为我由于怀着爱情而变得如此高大雄伟; 

我见到了无边无际的大海，但海中再没有浪涛的喧嚣，大海十分深 

沉，它将永世长存;海面晶莹，而黑暗的海底密布着颤动的金色群星， 

星星唱着情歌.散发出灼热的光芒，因而大海是温暖的！

但愿这条路就是人生的象征！

我吻了一下你那温存柔和的手，我谈论着爱情,也谈论着你。

一片薄雾飘荡在我们的头上，它的心碎了，它流出一颗大泪珠， 

泪珠落在我们俩之间，我们感到了泪珠而默默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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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这不是博尼法齐乌斯就是我的裤子!”——默滕喊道——“拿灯 

来，我说拿灯来！”——于是就有了光。“我的天哪，这不是裤子，是博 

尼法齐乌斯，它躺在这里，在阴暗的角落里，它的眼睛发出阴森森的 

火光，啊，我看到什么呀？ ”“它在流血!”——接着默滕闷声倒在地上。 

徒弟们先瞧瞧狗，而后看看他们的主人。终于他从地板上一跃而起， 

“你们都干吗目瞪口呆，套驴们！难道你们没有看见圣博尼法齐乌斯 

受伤啦?这事我得严加追究，得给肇事人吃点苦头，三倍的苦头;现在 

快一点，把它抬到它的座位上，去请家庭医生，拿点醋和温水来，别忘 

丁把小学老师维杜斯请来！他的话对博尼法齐乌斯很有作用！ ”简短 

的命令就这样一道接着一道地发下来。他们冲出门口奔向四面八方》 

默滕更加仔细地打量着博尼法齐乌斯，这条狗的眼睛依然没有现出 

比较柔和的光泽，于是他就心惊胆战地摇头。

“我们怕是有灾难临头了，大灾大难呀！去叫神父来!”

第48章

默滕三番五次绝望地蹦跳起来，因为他要求叫来的那些人此时 

—个也没有露面，

“可怜的博尼法齐乌斯!要是现在我自己放胆给你治疗会怎么样 

呢?你浑身发高烧，你嘴里鲜血直流，你不想吃东西，我看到你肚皮里 

的活动非常吃力紧张，我了解你，博尼法齐乌斯，我了解你!”——此 

刻格累特端着温水和醋走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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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累特！博尼法齐乌斯有几天没解大便啦？难道我没指定你每 

星期至少要给他灌一次肠吗？看来今后我得亲手来做这样重要的事 

情！去拿些油、盐、麸子、蜂蜜和灌肠器来！”

“可怜的博尼法齐乌斯！自从你不能再用言谈和写作来表达你的 

神圣思想和观点以来，那些神圣的思想和观点便造成了你的便秘!”

“啊!你这深邃思想的可敬可佩的牺牲品，啊，你那由虔诚信神而

引起的便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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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作

卡尔•马克思

写于1835年和18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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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重天

乘马车赴柏林途中

（见本卷第475—478页）

思 念

致燕妮

（见本卷第481—482页）

人的自豪

致燕妮

（见本卷第482—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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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最后的歌

叙事诗

（见本卷第486—493页）

女 儿

叙事诗

女儿偎依在母亲身边，

温柔婉顺、默默无言， 

—绺绺蓬乱的鬈发，

从头上垂落到双肩。

心涛不断拍击荡漾，

一双眼睛熠熠闪亮，

长吁短叹如泣如诉，

美丽的面颊泛出红光。

“啊，女儿，我的心肝， 

啊，女儿，我的宝贝，



女 儿 839

别把心事在胸中隐藏， 

快对我说出你的优伤。”

露水沾湿花朵，

玫瑰的色泽就更加鲜亮， 

月亮隐入云中，

玫瑰就溢出一缕缕幽香。

只要胸中漾起一片温馨， 

只要那愁云笼罩的心灵， 

欣然遇上了自己的知音， 

满腔悲痛就会如烟散尽。

女儿拢起鬓边秀发， 

双眉紧锁连连摇头， 

满腔话语如鲠在喉， 

难以启齿欲说还休。

“我要吐出苦水，

倾诉心中惆怅， 

我的思绪纷乱如麻， 

心如刀割累累创伤。”

她终于睁大眼睛， 

凝视自己的母亲，



840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她一口气儿倾诉 

心中的一片痴情：

“那个夜晚阴冷昏沉， 

是你把他赶出家门，

他心地纯洁不染纤尘，

把我奉为心中的女神。

怀着爱情的痛苦和悲愤， 

他离乡背井走向远方， 

置身于汹涌的狂涛巨浪， 

心中的火焰已化作寒霜。

如今只有狂风恶浪， 

伴随着他四处飘荡，

如今他可以爱我，

在太空中把我寻访。

难道要我在这儿徜徉， 

沉醉于玫瑰的芬芳，

却让他孤苦伶仃，

远走天涯飘泊流浪？ ”

话儿越说越忧伤，

语声铿锵正高昂，



赠给骄傲的美人 841

母亲凝神向她望， 

内心忧惧又惊惶。

女儿气绝扑倒在地， 

仍朝天空把手举起， 

向着漠漠重霄玉宇， 

要将一片衷情遥寄。

赠给骄傲的美人

十四行诗两首

请不要对我如此倨傲，

我没有为你的魅力倾倒，

也没有聆听你祈求权力的祷告， 

我永远不能也不愿为你效劳，

我从未觉得你值得怀想，

你从未闯进过我的梦乡。

我的热血从未为你激荡，

我讥笑你总是孤芳自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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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眼睛不久便会黯淡无光， 

那闪电与烈焰深藏的地方 

将会有泪水默默流淌。

如今爱神憩息在你的面颊上， 

将来皱纹会无情地布满面庞， 

你将不再跳舞而去祷告上苍。

那个美人使我心驰神往，

她青春长驻永远像新蕾初放， 

岁月无法催她衰老，

她的魅力地久天长；

她心中有柔情深深蕴藏，

有优美的天籁自由回荡，

还有欢乐和忠贞的爱情乐章， 

那热情会使男人的心坚强如钢。

美人在云端微笑翱翔，

指引我飞向云天和霞光，

我陶醉地越过山谷、陵墓，

愿伴随女神永远髙翔。

只要得到她朱唇一吻，

我就算进入了仙境和天堂。



父亲诞辰献诗。1836年 843

卢欣妲

叙事诗

（见本卷第498—508页）

父亲诞辰献诗。1836年

献给你

我独自默坐，万分欣幸， 

心底荡漾着兴奋的激情， 

缪斯唱着歌来到我身边， 

歌声低回婉转、迷人动听》

“哦，缪斯，我曾请你教我学习歌吟， 

以便去讴歌我对一个人的炽热深情， 

这个人就是我亲爱的父亲，

我对他的呼唤是从心底迸发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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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生命谱成优美的乐音，

他坚韧刚毅、急流勇进，

使魑魅魍魉闻风丧胆、瑟缩不停， 

让邪恶势力俯首屈膝、战战兢兢。 

可是啊！我该怎样表示我的崇敬， 

怎样描述我对他的一片深情?”

“虽然泪水不断流淌，

虽然纯洁的声音在心中荡漾，

我却难以放开歌喉，

表达神灵赐予的欣喜欢畅。

欢乐之情在周身激荡，

心海泛起思想的波浪，

胸膛起伏，眼睛闪光，

却偏偏没有言语表达情意深长！”

缪斯用幽婉的语调轻轻对我讲：

“不要言语，不必歌唱，

那一切不过是耳畔的音响。

要用行动谱成乐章，证明你不愧为他的儿郎， 

你身体力行情操高尚，

那就表达了你挚爱的衷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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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诗成之后

我知道，言语并不能将人们牵制， 

我们心中的真情才是行为的根基。 

言语如水可以一泻千里，

它不能化作纽带把心灵连在一起。

但我们仍要怀着恭敬的赤子之心， 

为崇高的伟人建筑一座殿堂，

我们在那里树立起他的形象， 

以便把我们的挚爱之情全部献上。

我们可以在广漠的天宇向他致敬， 

也可以建筑殿堂将他奉为神明， 

应当允许满腔的挚爱之情，

凝结成为一颗虔敬之心。

因此我写下这些诗篇，

恭敬地呈献在你的面前，

诗中蕴含着深深的情意，

诉说那难以言状的怀想思念。

你心中定会深深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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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何献上这些诗章，

我心底的灵感之火是你拨亮， 

这深情的诗行就是对你的报偿。

席 勒

十四行诗两首

我看见一个来自仙境的少年，

降临到人间的低矮土房，

手中放射出天际闪电的神光，

静穆的表情显出渊深的思想，

美丽快乐的女神围着他起舞，

轻盈的舞步伴着欢乐的弹唱，

他心灵的光辉使女神温暖舒畅，

连苍天也向人间垂下羡慕的目光。

少年把目光投向哪个地方，

他便在那里融合形式与思想，

“美”必定与“崇髙”相依，就像藤蔓绕树一样， 

欢乐必将来临，痛苦定会遁向远方。

生活、歌唱和快乐将成为美德，



席 勒 847

时光飞逝而青春却地久天长。

喜悦和欢乐涌出他的胸膛，

这欢乐传向宇宙的四面八方，

用圆润之音把世界精神歌唱，

又欢欣鼓舞地跃入天堂。

于是大地便洒满阳光，

清越的乐声便处处回荡，

心灵听到乐声便振奋昂扬，

随着歌声的翅膀向光明之神飞翔；

少女们在树丛中采摘鲜花，

编成花环戴在那少年的头上，

她们的情意随着泪水流淌。

少年亲吻鲜花，花儿纯洁芬芳，

他轻柔地用这个花环

把生活同纯洁热情和神圣追求紧紧连上。



848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歌 德

十四行诗两首

魔术师来自巍峨的层峦叠嶂， 

他鬓发如银，气宇轩昂， 

神奇的精灵在他周围回翔， 

漾起清风吹拂他的面庞。

他莞尔一笑眺望远方，

笑看众生熙来攘往，

他心如明镜，凝重安详，

含笑面对众生的梦想。

随后他毅然把琴弦拨响， 

琴声像天宇间运转的太阳， 

仿佛那光华四射的诸神 

潜藏在琴里把神曲吟唱。 

他不愿把天堂迁往人间， 

他要让人间之火烛照天堂。



愿 望 849

天使从世界精神中诞生，

他们超尘拔俗魅力无穷，

尘世的人类虽不高大，

但也诞生于造物主的火焰之中， 

因此他以炽热情怀把琴弦拨动，

琴声含有永恒的内容，

那乐音时而清朗时而沉郁，

但始终因纯洁之美而气度恢宏。

别指望他和你们一起悲叹、感动， 

诸神只会怡然自得、其乐融融， 

只顾拓展他们的光明境界，

而想不到浊浪正向我们汹涌。 

只要迈向他那瑰丽的境界，

光明就近在咫尺，黑暗就隐遁无踪,

愿 望

愿我能将濒死的灵魂 

沉入那毁灭的汪洋，

痛快地倾吐自己的心曲，



850 诗作。录自索菲娀，马克思的纪念册

倾吐心中的痛苦和幻想！

风势渐缓，狂飙敛迹，

心中的火焰却永远燃烧， 

阴暗的幽灵在心中呼号， 

似乎在懊悔又像在讥诮。

你们希望天门敞幵，

让紫红色的天堂展现出来， 

希望我们的心灵永不放纵， 

禁锢在内心的戒律之中。

天堂和灵魂与我何干，

昏暗的永恒有何用途？

我心中隐藏的苦楚 

上帝和时间无法消除。

我把欢乐汲入心田，

它来去迅捷快如闪电，

我听凭它随着激浪消逝，

决不愿将它留在心间。

欢乐只会让人陶醉一次， 

永恒将使欢乐变成悲怆， 

此后它便失去异彩奇光，



愿 望 851

昔日情景只剩下一片苍凉。

那绵绵无尽的痛苦，

总是同愁云和黑纱共存，

因为鬼使神差，

人们在世上都要拚搏斗争。

难道我还要把复仇之念 

注入已经破碎的心田，

让幻觉和痛苦 

无休止地把我拘牵？

难道让幻觉和痛苦的旋涡把我卷走， 

使我心碎肠断空虚惆怅？

难道让心中的炽热火焰 

被卷进大千世界的汹涌海洋？

难道心灵应该恪守这个信念，

去感受它那沉重如山的分量？

难道面对诅咒和疯狂 

不应憎恨人间而应仇视天堂？

我不要你们那永恒之乡，

不要你们的庞大王国，它是那么虚妄， 

在毁灭的宽大怀抱里，



852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死神的气;息正轻拂我的面庞。

你们可以尽心侍奉上帝，

你们正是从他那里飞旋而来， 

你们可以对他顶礼膜拜，

却无法使我同他和解！

让痛苦、争斗、热情和想象 

伴我化作尘埃一起消亡， 

让两行热泪把绵绵遗恨 

从蓝天洒到地上。

盲 女221

叙事诗

她坐在幽暗斗室，

独居倾斜的危房，

痛苦使面容憔悴，

心中郁结着忧伤。

这时心底发出深沉的回响， 

仿佛幽灵在梦中兴风作浪。

你们喜迎红色艳阳，



盲 女 853

你们欣赏金色霞光，

你们品味人生欢乐，

你们得到众神厚赏。

众神对我却从来没有眷顾， 

他们骗去了我的欢乐时光。

光明无法透过翳障，

翳障遮住我的目光，

它像庞然怪兽一样，

把生活的道路阻挡，

我永远伫立在荒凉的海滩， 

却没有浪涛载我返回故乡。

耳听浪涛汹涌激荡，

狂风怒吼震我胸膛，

我感觉到暗礁突起，

整个大海咆哮如狂。

苍天只给了我严冬的凄凉， 

却永远不赐予我春暖花香。

我凭触觉就能感知粗暴，

我这尘俗之手使它无法遁逃， 

而神灵造成的人生苦果 

我却永远都不能抛掉。

只有目光才能识别美的事物，



854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只有0光会使热情冲天燃烧。

这目光升华万物独具魅力， 

这目光神采四溢流转如泉，

这H光穿透广阔的世界，

然而它却永远与我无缘。

我感觉到它在我胸中激荡，

但它不会让形象呈现在我眼前。

啊，悠悠岁月多么漫长，

多少话语郁积于胸膛，

暴烈的守护神一旦迫近，

那些话语就寂然离开心房。

胸中只发出长吁短叹，

声声饱含对美好万物的感伤。

一个可爱的丈夫

决不会向我祈求爱情，

也不会对我表示崇敬，

让我成为他的屏障和慰藉， 

神灵没有给我聊以自慰的眼泪， 

他徒然使我内心充满渴望之情。

我脱离了宇宙万物，

万物犹如空虚阴影，



盲 女 855

我不得不丧失爱情，

丧失这神奇的佳境！

我必须承受生活的重担，

却无法感受生活的温馨！

哪里有爱情和力量 

使心潮汹涌激荡，

哪里有崇高情感充满胸膛，

哪里有美在自由翱翔，

我就无权在那里驻足，

因为光明已经被夜幕遮挡。

谁得不到爱情的温馨，

谁看不见太阳的光明，

谁生活在黑暗之中，

谁陷入受人厌弃的窘境，

他就成了上帝震怒的牺牲品， 

上帝牢牢地控制着他的命运。

如今我的歌声已经消歇，

如今我已经奄奄一息，

从我心中迸出的话语 

如今正直冲九霄云天。

我虚弱的躯体将从此毁灭， 

生活又会向别人进行报复。



856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仿佛胸中的生机 

已在歌声中消耗殆尽，

仿佛更崇高的目标 

已经植À忧郁的心灵，

她仰头对着天空谛听，

听云彩移动、和风轻轻。

和谐的天体之声 

突然在她耳畔囲响，

人间未有的芬芳 

在她四周荡漾。

她的斗室溢彩流光，

鲜花在她周围盛开怒放。

一个人穿着轻柔的衣裳， 

含情脉脉走向她的身旁， 

这个人眼波流盼，

闪动着天堂的幸福之光，

他那圣洁的躯体周围，

--圈圈光晕像微波轻漾。

他飘然来到她的坐椅前边， 

轻轻抚摸她的睫毛。

黑暗的镣铐当即粉碎，



盲 女 857

她顿觉眼前如此美妙；

她紧压胸口，让心儿不要狂跳， 

她抬起眼睛，只见一片光华普照。

她欢呼这苍天之眼，

天眼睁开向她欢笑，

她在微风中伫立，

上帝的威力她已感到。

她看到蓝色天空明朗灿烂；

她可以把万物纵览细瞧。

壮丽的景色使她倾倒，

伟岸的形象使她涌起心潮， 

他的身材如此匀称，

又有如此迷人的仪表。

她内心思慕的形象，

在他身上体现得如此美好。

歌声不再飞扬，

最后一片云彩消逝在远方，

她不再顾念宇宙沧桑，

眼前闪过灼热的强光。

她当即追随这瑰丽的光芒，

大地再也不能把她阻挡。



858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躯体急速退让，

灵魂升向穹苍， 

她融进天体之声， 

汇入精灵的合唱。

里齐奥，玛丽•斯图亚特的歌手

叙事诗

里齐奥站在玛丽座前， 

面对这位美丽的女五， 

满怀着虔敬准备下跪， 

感到获得了无上荣光。

他那喜形于色的面庞， 

往常总显得神采飞扬， 

而今他装出欣喜模样， 

是为了掩饰内心忧伤。

美丽的女王看着歌手， 

心中无法再保持安详： 

“你心里一定怀有渴望， 

这渴望使你焦虑栖惶！



里齐奥，玛丽♦斯图亚特的歌手 859

你的歌喉有无穷魅力， 

能给人带来无限春光， 

我只愿欣赏欢乐之歌， 

不想听到悲戚的吟唱！

快乐的歌手应当欢唱， 

让他的女友神怡心旷， 

即使他心中哀痛欲绝， 

也要用豪情抑制悲伤!”

女王的声音荡气回肠， 

歌手也感到激情满腔， 

聆听此声谁都会喜爱， 

因为它是心灵在震响。

“人们的心地纯洁高尚， 

那才会永远达观开朗， 

他们的眼睛清晰明亮， 

永远没有阴郁的光芒。

我面对着尊贵的女王， 

本来永远都不敢歌唱， 

是歌神让我放开歌喉， 

歌声高亢在云中回荡。



860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无论歌手在什么地方， 

是山林还是华丽殿堂， 

欢乐都同他形影不离， 

歌手与欢乐比翼高翔。

但痛苦他却必须深藏， 

心灵充满痴情与凄怆， 

他只能来到荒郊野外， 

对狂风倾泻满腔哀伤。

请不要让我说出隐衷， 

请让我高歌使你欢畅， 

请女王不要对我下令， 

命我坦陈心底的悲凉。

歌手虽然是你的臣仆， 

但也要像你自尊自强， 

当然他作为普通百姓， 

理应俯首听命于女王》”

玛丽的双颊泛出红光， 

崇高的情感充溢心房， 

一边发出温和的责备， 

一边保持威严的形象。



里齐奥，玛丽•斯图亚特的歌手 861

玛丽的脸上神采奕奕, 

人世难寻这绝色女郎, 

周身呈现出天仙韵致， 

那丰姿就像女神一样，

歌手此刻已心驰神往， 

默然享受这幸福时光， 

可怜的心儿已经陶醉， 

青春的双唇灼热滚烫，

他激动地把琴弦拨响， 

心海涌起热情的波浪， 

琴声净净如火花迸射， 

音调铿锵响遍了殿堂。

没有力量能把他束缚， 

没有绳索能把他捆绑， 

他狂放不羁意气高昂， 

让青春激情涌出胸膛》

宛如浪涛从崖边泻下， 

湍急的狂澜轰然震响， 

琴音激越伴随着歌唱，. 

热情的歌声雄浑嘹亮。



862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他唱出对女王的痴情，

痴情如火燃烧着心房，

女王的眼泪夺眶而出，

随后将头颅转向一旁。

他歌唱自己年轻的心，

怎样进行着搏斗较量，

痴情的烈火无法扑灭，

他心中感到一片迷茫。

武士们早在四周窃听，

这时候宫门突然大敞，

在这极其庄严的地方，

武器猛然击出了巨响。

“快点把这个歌手逮住!” 

粗暴的吼声震撼殿堂；

歌手拿着自己的古琴，

泰然伫立在丹墀之上。

女王禁不住-阵惊惶，

起身走到歌手的身旁； 

“歌手在这里受我保护， 

看谁敢对他舞刀弄枪!”



里齐奥，玛丽•斯图亚特的歌手 863

可是歌手却挺身而出，

使女王感到惊讶异常，

武士们纷纷退向门槛，

一个个感到万分恐慌。

“我冒昧向你倾吐衷肠， 

我甘愿舍命来作补偿，

在此地这是大胆狂妄， 

在天国这却是情意深长。

我向你女王指天起誓，

我将把爱情永留心房，

虽然我即将命归泉壤， 

绵绵情意却地久天长。”

女王洒下了热泪两行，

向英武少年注目凝望，

两颗心灵已息息相通，

脉脉深情正汇成热浪。

刹那间忽闻军刀铿锵，

无数佩剑闪烁着寒光，

然而歌手却勇敢伫立，

他威武不屈气宇轩昂。



864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他挺身冲向剑影刀光， 

把胸前饰物扔在地上， 

只见冰冷的利剑霜刃， 

刺进歌手滚热的胸膛。

歌手此时已奄奄一息，

依然凝眸注视着女王， 

口中轻声呼唤着“胜利”， 

灵魂飞向杳渺的穹苍。

召 唤

小鸟儿！飞下来，

飞到我的手上来，

千啼万啭为我歌唱，

唤来春风吹拂胸怀，

当心不要灼伤双翼，

天空是一片火热的云海。

骄傲的雄鹰

拍击着强健的翅膀，

越过河谷山丘，

在空中神奇地翱翔，

阿波罗在那里驾驭骏马，



召 唤 865

飞驰奔突在九霄之上。

群鸟的恐怖和忧伤，

使雄鹰赢得胜利的荣光， 

但它在云中起舞吋，

却永远也看不到 

那繁星的闪亮 

和云霞的辉煌。

云海苍茫，

那里是雄鹰的家乡，

它穿过风暴和热浪，

在那里自由飞翔，

那里的雷电之神，

震撼着奥林波斯山的层峦叠嶂。

带着神的命令，

穿过云天茫茫，

轻狂的鹰迅猛矫捷，

一往无前飞旋翱翔，

它猛啄猎物的尸体，

尸体在它爪下颤悠振荡。

但当大地昭苏，

处处是明媚春光；



866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当玫瑰竞放，

原野洋溢着馥郁的芬芳; 

当一片新绿

铺展在柔软的沼泽地上;

当大地深处

萌动生命的力量，

当那蓬蓬勃勃的生机 

带来欣欣向荣的气象， 

雄鹰却无法宣告春的消息， 

因为它不会歌唱。

雄鹰能获得更多的荣光，

它就像闪电划过穹苍，

它将自己的目光 

扫向烈焰腾起的地方，

但它根本不知道 

什么是爱情的力量。

啊，那骄阳的光芒，

使它双目失明、一片迷茫， 

高傲的雄鹰

再也找不到爱情与春光， 

为广崇高的使命，

它失去了歌声与欢畅。



召 唤 867

心底发出的歌唱 

低回婉转而又悠扬，

它使心灵感到快慰，

它使人们欢欣舒畅，

而从雄鹰的心底 

却不会传来这种歌唱。

所以你切莫急速飞翔，

可爱的小鸟儿，

切莫飞向浮云飘飞的天上， 

飞向那辽阔广漠的地方， 

你不能成为鹰隼，

你的天赋是啼鸣歌唱。

小鸟儿！飞下来，

飞到我的手上来.

千啼万啭为我歌唱，

唤来春风吹拂胸怀，

当心不要灼伤双翼，

天空是一片火热的云海。



868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歌手们

叙事诗

从前有过一群伙伴，

骄矜Û负得意扬扬，

对于世间种种事物，

他们总要评论一场。

其中有那么一个人物，

似乎是位罕见的奇才，

他看来喜欢歌唱，

以展示耀眼的丰采。

然而这纯粹是炫耀，

炫耀他的言词、声调和财宝， 

他心中没有激情，

歌声也并不美妙。

他的其他伙伴，

倾听他引吭高唱， 

偶而响起一阵掌声， 

对他表示由衷赞赏。



歌手们 869

五光十色的幻象 

在他的心中荡漾， 

他越发得意忘形， 

真情全然被埋葬。

国王的年轻侍从，• 

来到他们的近旁， 

他是贵族的后裔， 

身穿绸缎衣裳。

“既然你们是骄傲的歌手， 

是超群绝伦的英才，

你们就切莫延迟，

国王要你们快进宫来。”

“我们是骄傲的歌手， 

技艺超群盖世无双，

既然国王要召见我们， 

我们当然决不延宕

他们便跟随着这少年，

少年昂首阔步走在前，

他们带着金色七弦琴，

还佩戴着许多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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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走到国王跟前， 

国王正痛苦不堪，

他心里不胜忧伤，

因为王后已离开人间。

“你们要了解我的心意， 

让歌声飞进我的心头， 

你们若能为我解忧， 

便是我的良朋挚友。”

歌手们躬身致敬，

然后便昂首歌唱， 

讴歌群星拱卫太阳， 

赞颂圣明的君王。

有个歌手最激昂，

歌唱星星和月亮， 

国王对此并不欣赏，

只是投来冷漠的目光。

“这歌声对我有何裨益， 

我不爱听这讴歌颂扬， 

你们不了解我的渴念， 

你们是在嘲弄国王。



歌《手们 871

这金色七弦琴有何用场， 

它并不能消除我的忧伤， 

徒有一身华贵的装饰， 

只发出冷漠平淡的音响。”

歌手无言以对神色惊惶， 

心底受到强烈震荡，

从他们那苍白的唇边，

再也听不到歌声传扬。

这时侍从带来一个少年， 

走近歌手们的身旁， 

少年身披绿色柳条， 

月桂花冠戴在头上。

他朝君王静静凝望，

君王的命运使他悲伤， 

他低头看着地上， 

泪珠滚滚往下流淌。

他身披绿色的柳条， 

像一尊纯洁的塑像， 

他轻轻地拨动琴弦， 

用纯真的深情弹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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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声清脆悠扬，

洋溢着欢乐和忧伤，

国王向他走去，

把他紧贴在自己的胸膛。

国王把他紧紧抱住，

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 

刚想馈赠珍珠宝石， 

少年却已离开殿堂。

两个王室子女

一位王子主意已定，

要去遥远的异国他乡，

行前他想向心爱的人儿 

倾吐爱慕的衷肠。

于是他跃马扬鞭急急启程，

要把爱情的信物送到她手上。

她坐在紫红色的椅子上，

面带微笑，神采飞扬，

她有意将一副锁链 

锁住他的心房。



两个王室子女 873

锁链轻轻却又重若千钧，

使他永远不能挣脱情网。

高贵的骑士越走越近，

—串串泪珠在脸上流淌，

战场上他是骁勇的猛将，

在恋人身边却像柔顺的儿郎， 

他用靴剌猛踢坐骑，

马蹄声在女王耳际回荡。

骑士突然在她跟前出现，

她简宣不相信自己的目光，’

骑士像全身披挂的天神，

眼睛闪烁着火焰的光芒；

“亲爱的骑士，什么风把你刮来？” 

于是心底琴弦拨出了音响。

“我再也不能久居此地 

不能留在这狭小贫瘠的故乡， 

神灵燃起我的激情，

催我出征奔向远方。

我必须投身于火热的生活，

去伸张正义，除暴安良。

我必须亲眼看一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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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里却只能聆听歌手的吟唱， 

所以每当歌手轻柔地拨动琴弦， 

我总感到十分孤独和怅惘。

那美妙的梦境使我心驰神往，

促使我不再延误宝贵的时光。”

骑士讲出这番话，

女王望着他，意乱心慌，

虽然她感到痛断肝肠，

但仍然惊叹他勇敢刚强，

她对他的决断未加褒贬，

她知道他固执、果敢而又倔强。

“町是我不能这样离你而去，

我亲爱的女王，

如果你收下这枚戒指，

我就不能为建功立业去驰骋疆场， 

这戒指出自能工巧匠之手，

它虽然简朴，却象征爱情，价值无量。”

她从他手中接过戒指， 

温柔、羞怯地把它亲吻， 

这时眼泪夺眶而出，

她只好将脸转向一旁。 

两人再一次互相凝望，



两个王室子女 875

骑士便踏上险途奔向远方。

女王熬过漫长的时光，

为参加庆典来到殿堂，

万事齐备却美中不足.

她的忠诚骑士没有到场。

“难道他永远不愿前来践约，

难道他己背信弃义，把亲人遗忘？”

这时响起一阵喧嚷，

由远而近传到门旁，

殿堂大门突然敞开，

涌进的人群如潮似浪，

人们毫无拘束走向女王，

用沉郁的声音齐声歌唱。

“请女士和先生们闪过一旁，

我们带来了新娘挚爱的情郎， 

大家不妨瞻仰他的形象，

正是这个男子要和她配对成双。 

我们永生永世为他效劳，

我们矢志忠于这威武的猛将。”

他们用担架抬来骑士，

骑七已没有昔日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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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头飞雪银发苍苍，

面无血色形容枯槁，

侍从见状纷纷惊退，

只有女王扑向他的怀抱，

她脉脉含情对他凝视，

把他紧紧搂在怀抱：

“啊，如果我的气息能使你复苏， 

我情愿一死命归阴曹！”

骑士探明心迹霍然坐起：

“你的深情救了我性命一条。”

暴风雨之歌

试问风雷与狂飙，

难道你们不能更猛地呼啸， 

去把崇山峻岭推倒，

再将苍茫大地横扫？

无论是人类还是山丘， 

都无法将你们羁留，

你们没有衰朽的躯体之累， 

你们的心灵有充分的自由。



暴风雨之歌 877

你们可以席卷宇宙，

可以冲向宇宙的心脏尽情诅咒， 

大声宣泄你们的愤恨，

大声诉说你们的哀愁！

你们可以向苍穹挑战，

进行一场殊死的决斗，

让熊熊燃娆的烈火 

把层层云雾烧透！

町是你们的歌声并不悠扬，

就像孩子在咿呀学唱，

歌声低沉从天而降，

又匆匆传向大地的远方。

我从不谛听你们的歌声，

也从不怀着急切的心情 

渴望听到你们的声音，

因为那只是喑哑空洞的低吟。

千百道障碍把我束缚，

衰朽之躯束缚我的灵魂，

茫茫苍天束缚我的思想，

人间生活束缚我的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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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方寸之心 

是那样柔弱渺小，

一旦受到电击，

灵魂便要出窍。

然而它永远炽热，

不断激起心潮，

无限的辛酸痛苦 

在这里汹涌咆哮。

只要我心底涌起波涛，

那巨响定会把你们压倒，

你们是那样微不足道，

根本不配暴风雨的称号。

我将打碎一切镣铐，

让心中烈焰冲天燃烧， 

燃成一片熊熊大火，

满腔激情将世界拥抱。

我将质问上帝和世人，

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 

我在自己的痛斥声中 

感受到内心的力量和激愤。



老 人 879

倾塌下來吧，苍穹， 

我愿和你一起沉沦， 

在芸芸众生之中，

我依然如故，不改初衷。

苍天轰然崩塌，

我用手按住胸膛， 

在沉沦时仰天长啸，

表达我的愤恨和悲伤。

老 人

叙事谣曲六首

一个老人带着孩子， 

坐在海边沉思默想， 

目光庄重而又安详， 

迎着海风眺望远方。

深沉的激情 

震撼着他的心灵，

但他的头颅纹丝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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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无言没有半点声音。

儿子心情激动，

焦虑地把父亲凝望，

他情不自禁

流下热泪两行。

“哦，我的父亲，

你听波涛在欢笑歌唱，

你看阳.光把海水照亮，

你自己也应该愉快欢畅。”

老人抬起双眼 

望着满头金发的孩童； 

老人额上有深深的皱纹， 

老人眼里有波光闪动。

“面对祭祀的香火，

我怎能愉快欢畅？

在心灵搏斗的战场，

我只能沉浸于优伤。”

孩子向老人发问:



老 人 881

“你能不能向我讲明，

是什么使你愁肠百结， 

是什么让你忧心如焚?”

“现在我还不能对你细讲， 

因为时机还没有成熟，

到时候你自己便应领悟 

什么是痛苦和义务。”

老人久久端详

儿子的面庞，

仿佛他永远看不够儿子的模样， 

他让儿子紧靠着自己的胸膛。

他神态安详，

指着汹涌的波浪，

仿佛那里蕴藏着珍宝，

蕴藏着他心灵搏斗的力量。

然后他又恢复原样，

看新闪动忧郁的目光，

只有那微风喁喁低语，

吹拂着他满头白发如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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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感到万分惊奇，

然而父亲这番话语 

却铭刻在他的心底， 

像一团火燃烧不熄。

四

老人伫立在大海之滨，

儿子依偎在他的身旁，

他们的心中激情似火，

眼里闪动庄严的光芒。

“当压迫者尚未侵入之时， 

我们遵从主的安排，

就像流水按照主的意志， 

碧波荡漾自由自在。

压迫者带着锁链和刀剑， 

野蛮地侵入我们的故乡， 

他们劈波斩浪，

他们横行四方。

长夜漫漫一片迷茫， 

人民再次奋起反杭，



老 人 883

如今你可以一显身手， 

奔赴明天战斗的疆场Z

五

午夜时分，

老人坐在海边，

目光庄重而又安详，

仿佛闪耀着太阳的光芒》

他从海滨

朝着浩瀚的大海眺望， 

肴那惊涛骇浪里 

有没有船只开航》

那汹涌奔腾的巨浪， 

载着他幸福的期望，

儿子已经出征，

他何时重返故乡？

是他让自己的儿子 

为正义而奔赴战场，

勇敢地同入侵者较量， 

把伽锁一扫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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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胜利的欢呼，

忽然在远处震响：

“入侵者已被消灭，

国家获得了解放。”

船只劈波斩浪，

安然驶回海岸近旁，

儿子登陆时英姿勃勃， 

神态威严激情满腔。

.他头上戴着月桂花环，

他身上带着流血的创伤， 

他默默走向父亲，

青春的激情在心中激荡。

老人感到无比幸福，

紧搂着儿子久久不放， 

随后他的灵魂就飞向天宇， 

只将躯体留在故乡。



莱茵河女神 885

莱茵河女神

叙事诗

莱尚河畔清风荡漾， 

一个少年走到河旁，

他的目光是那样严肃， 

他默默凝视河里的波浪。

河水清新凉爽，

却没有使他欢欣舒畅，

波浪热情奔流，

却没有使他神怡心旷》

他斜倚在莱茵河旁，

让声声长叹发自胸腔，

英俊的眼睛热泪盈眶，

充满焦虑预感到不祥。

眼中闪烁着渴望的火焰， 

目光扫视着大河的波浪， 

少年周身热血沸腾，

仿佛奋烈火燃烧在胸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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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按照上帝旨意， 

渐渐落山隐去光芒， 

天空出现晚霞一片，

少年脸上泛起了红光》

他的脉搏越跳越快，

他的额头灼热滚烫，

一双眼睛清澈明亮，

闪出两道智慧的光芒。

他用低沉的声音发问：

“难道上帝不愿给我这份殊荣? 

难道我永远都不配 

在水晶宮里见到她的芳容？

啊，只要听见风在呼啸，

只要肴见河水滔滔，

我就禁不住忧心忡忡，

去倾听那滚滚波涛！

我不留恋美如锦绣的风光， 

我不羡慕五彩缤纷的衣裳， 

我对此永远不会产生热望， 

这一切不会使我欣喜欢畅。



莱茵河女神 887

滚滚潮水和绚丽的波光，

你们当然要展现自己的形象， 

你们的浪花S溅起舞，

你们的沉默意味深长；

在碧波深处，

居住着一位女神，

在这个波涛澎湃的王国，

她就是主宰一切的女王。

她是纯洁、超凡的神灵， 

尘世间绝没有她那种韵致，

我必须探明她的真意，

我想要一睹她的丰姿。

啊，我永远身不由己，

想要走到她的身旁，

锁链锁不住我的心房，

可是一切努力都徒劳无望！

不尽波涛向我告别，

发出喧声流向远方，

所以我总是怀着抑郁的心情, 

离开这条欢乐的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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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孤独彷徨，

身披皎洁的月光，

莱茵河的流水 

映照着他那苍白的面庞。

这时在波涛深处，

响起微风絮语般的声响，

刹那间风平浪静，

少年禁不住一阵惊慌，

“年轻人，请听我的忠告， 

快快返回你的家乡，

你可以听见我的声音，

但不能见到我的模样。”

这迷人的气息和音响 

深深震撼他的心房，

他胸中充满无尽的渴念，

难以平息情感的巨浪。

“女神，我无法依从你的愿望， 

我不愿返回故乡，

清让我看你一眼，

看看你那端庄、秀美的面庞。”



浪 花 889

“我不得不答应你的恳求， 

尊贵的大地之子，

啊，你再也见不到明天！” 

于是他见到了她的容颜。

她出现在波峰浪谷之中， 

纯洁、崇高、气度雍容， 

然后她又在浪花里隐没， 

他也随着消逝了影踪。

浪 花

涧水从石上潺潺流下， 

溅起晶莹闪亮的水花， 

涓涓细流汇成丁大潮, 

一层层雪浪奔涌喧哗。

波浪轰然向下倾注，

瀑布如同峭壁的挂屏， 

浪花飞溅洁如水晶， 

聚成清潭波光粼粼。

那洁白的波光令人眩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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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吸引我跃下陡峭的山岭， 

我愿在花的海洋里沐浴，_ 

我愿在耀眼的雪浪中翻滚。

这愿望使我心潮激荡，

吸引我的是一种超凡的力量， 

我从高耸的山崖纵身跳下， 

我无法抑制强烈的欲望。

一个同伴曾和我站在一道， 

我的动机他永远无法知晓， 

他一味地嘟哝、嘲笑，

却阻挡不住我往下跳跃。

我在深潭中凝视浪花，

内心感到无比奇妙，

我心醉神迷无法自制，

美妙的享受达到了高潮。

“浪花闪烁着纯净、洁白的光芒， 

犹如天空行云，轻轻飄荡，

我多么激动，多么惬意，

只觉得耀眼的浪花把我高高托起。

我从未见过这么瑰丽的景象，



浪 花 891

我从未见过这么汹涌的巨浪，

山谷里清风徐来沁人心脾，

真令人怡然自得神清气爽！

我心旷神怡飘飘欲仙，

仿佛乘风遨游于碧霄，

这奇景用丹青无法画描，

它就像夭上的云锦一样美妙。”

我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欢畅，

我用浪花洗濯我的眼睛和面庞，

我让浪花冲向我激动起伏的胸膛， 

我勇敢地潜入这一片碧浪。

我的眼睛顿时清澈明亮，

我重新浮到波涛汹涌的水上，

可是啊！方才这儿还是一片美景，

如今却成了水沫飘流的地方。

于是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方才你眼前还是一片旖旎风光， 

它清新秀丽而又磅礴雄壮，

就像是落英缤纷、芳香四溢、彩云飘荡。

可是啊！这景象无法抚慰我的心灵，



892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这颗心要探寻巨浪的内蕴，

要在珍珠般的浪花中完全沉浸， 

可是这浪花终究会无踪无影!”

人总是把美好的事物追寻，

以为自己的请求诸神定会慨允，

所以他甘愿跳下深渊，

可是他只会毁灭那幅纤巧的图景!

幻 象

既然上帝和天堂浑然一体，

难道当人们哀叹悲泣之时，

那心灵中升起的晨曦 

就永远不能同生活、同义务、

同理性的炽热光焰 

融合为一个整体？

难道我永远应当

焦渴地面对暮色苍茫，

怀着急切的热望，

充满焦虑和惊惶？

难道这就是我生命的全部意蕴， 

难道我就不能去求索，而只能坐享?



幻 象 893

为什么在我的胸中，

出现那样强烈的愿望，

它奔腾澎湃宛如海浪，

又像天国的乐音阵阵悠扬？- 

如果这一切不过是心造的幻象， 

那就让热泪尽情流淌，-

每逢我怡然自得，

神游于崇高的境界，

每逢我高瞻远瞩，

屏弃美丽的b象，

我便听见一个声音在心中震响：

“你攀登知识阶梯到底怀有什么愿望?

你用粗野的尘世脚步

亵渎这座殿堂，

快享受甜蜜的乐趣去吧，

请不要继续在这里淌徉！

在这里你只会沉入深渊，

只会感到迷惘失望！

别去追求纯洁和崇高，

快放弃那好髙骛远的目标，

别去探索自我和宇宙，



894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也不必奋力拼搏壮志凌霄。

你的那颗心，它另有所图，

你还是避开这烈火燃烧的境界为好!”

这时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

从云端降临我的身旁，

她的话像甘泉汨汨流淌，

话语中充满神秘的力量：

“为什么要让精神如此怯懦彷徨，

为什么要让生活如此贫乏凄凉？

你看天上的阴云和霞光.

亲密无间像兄弟一样，

你也要让两种对抗的思想 

同时共存于你的心房，

如果你压制一种思想的呼《À，

两种思想便会无休止地较量。

你要让心灵愉快地遐想，

你要把理智交付给上苍，

如果两种情感发生矛盾，

那就由我来把龃龉扫光！

如果二者水乳交融，

你就可以享受人生、无比欢畅。



歌手的爱情 895

你的心灵早已同我相识，

常常向我奏起爱的乐章，

你的心灵躁动不安，

常常逃遁到我的胸膛。

只要你依照我的意旨保持独立， 

一切黑暗势力脊将悄然消亡。”

歌手的爱情

致燕妮

（见本卷第508—512页）

凄惨的女郎

叙事诗

（见本卷第533—537页）



896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苍白的姑娘

叙事诗

（见本卷第493—498页）

感 触

（见本卷第560—563页）

星 星

十四行诗三首

我怀着渴念仰望满天星光，

“难道她已经永远离开这个地方？

须知在这里她曾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 

她胸中曾涌起爱情和欢乐的海浪！



星 星 897

星星啊，如果你们受制于上帝的力量，

漠漠长空就会显得一片荒凉，

你们只知道运行于永恒的轨道，

却不管一个温柔、崇高的心灵从此消亡！

这心灵同上帝十分相近，

对上帝十分虔敬而又敏于感应，

在上帝面前，还有什么可以取代这颗心灵? 

那清纯的眼睛泪水盈盈，

难道它不比蓝天更加明净，

难道它不比旭日更加光明？”

“星星啊，你们能否祈祷，能否感到，

当光阴荏苒流逝如潮，

是谁从寥廓的玉宇重霄 

将炽热的光芒向群星普照？

不，冷漠的星星，你们总是静静地运行于轨道， 

你们没有心，不会激动地认出他的品貌， 

你们没有唇，不会深情地向他发出呼号，

而正是他的祥光向群星闪耀。

你们自己并不发亮，



898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你们的清辉本是星空的精灵放出的光芒， 

精灵们永远主宰着穹苍，

在太空轻轻地起舞回翔，

它们不再受尘世权力的阻挡，

可以把自己塑造成更纯洁的形象。”

我在星光下激情满腔，

不知如何解释心灵的愿望，

那心灵充满爱情和忧伤，

澎湃的心潮几乎要冲出胸膛。

然而心灵的呼唤决不是欺骗，

心灵的声音也决不是幻象，

它不会徒然在我们胸中激起巨浪；

那心声本是天使为我们编织的云锦霓裳。

啊！我看见那心灵也在对我闪烁，

那闪光映照着心爱的人，

她从爱情之星的金色宝座上站起，

欣喜地对他表示热烈欢迎，

我凭借那纯洁的、智慧的光晕，

怀着无限深情认出了她的倩影。



恩格尔伯特•克林霍尔茨 899

恩格尔伯特•克林霍尔茨

叙事诗

古老的岁月已经逝去，

带走丁那时的美丽幻想，

那时冲天燃烧的熊熊火焰 

也早已失去了耀眼的光芒。

只有一个人没有从历史中湮没，

没有消失于时间长河的巨浪。

这个人在古老的王国显赫辉煌，

他就像一堆腐朽、飘移的废墟一样， 

他那光秃的脑袋显得苍白，

四周却映照着朝霞和火光》

可是光线并不能使他的头颅生辉，

因为这头颅永远无法感受火焰的光芒。

他就是萨克森人恩格尔伯特，

是德国骑士中的一员战将，

他一生戎马倥偬驰骋疆场，

不愧为常胜将军的后辈儿郎》

可是一旦被绘成现代的小小画像，



900 诗作。录自索菲踫•马克思的纪念册

他竟穿上了合身的柏林时装。

时光扭曲了他的面庞，

毁坏了他英姿勃勃的形象，

岁月残忍地磨损销蚀，

使他变成了这副阴森可怕的模样。 

他看上去活像美杜莎，

连命运女神见了也会惊惶。

他嘴里嘟嘟嚷嚷，

不断发出可怕的音响，

这声音仿佛从阴曹地府传来， 

向着阳光灿烂的人间飘荡。

如今且听他讲讲自己的故事， 

看这个神秘人物来自何方。

他低声说道，从前在一片树林里， 

有一棵树长在偏僻荒凉的地方， 

一天从神秘的印度来了一位僧人， 

他神通广大、白发苍苍，- 

他默默地坐在那棵树旁，

让疲劳的躯体重新积聚力量。

这棵树没有绿荫婆娑，

没有开花也没有结果；



恩格尔伯特•克林霍尔茨 901

其他树木都叶茂花繁，

这棵树却只有光秃的枝干。

僧人一跃而起怒火中烧，

对丑陋的枯树厉声喝道：

你这可恨的僵死的朽木，

竟不能让我得到半点阴凉，

我要让你遭到厄运，

成为世人讥笑的对象。

我要让你变成人，露出狰拧的形象， 

人人见了你都急忙躲避、万分惊慌Z

僧人用手杖敲打树木，

树木发出沉闷、空洞的声响，

树身里忽然冒出一个德国骑士，

仿佛从坟墓里钻出来见到天光。

僧人虽然严肃而又激动，

可还是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骑士从树身里蹦跳出来，

那模样实在是离奇古怪，

他一个劲儿挺胸凸肚，

那讨厌的神气令人无法忍耐。 

他轻声说:“你是我最可爱的人， 

你将永远与我共享荣耀光彩。”



902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僧人点头向他赠言，

语调严肃而又慈祥：

“现在你将离开这个地方， 

到另一个天地去漫游闯荡。 

儿子，有些话我得事先讲明， 

这涉及到你的为人和品行。

你生来就有古怪的相貌，

你要知足，不可满腹牢骚，

迄今还没有一个艺术家 

在一根朽木上如此细刻精雕。

你过去何等卑贱，我给你的已经不少: 

粗胳臂肌肉丰满，厚脸皮不知害臊。

“你的脑袋我没法遮盖，

因为你原本就没一片树叶，

你脑袋上的几根毫毛，

是我用神奇的力量重新创造。

这样你就可以光着脑袋在人前出现， 

免得人们心怀疑虑莫名其妙。

你的脑子里没有深刻的思想，

就像树穴一样空空荡荡，

那儿栖息过熊罴豺狼，



恩格尔伯特•克林霍尔茨 903

那里曾是虫豸繁衍的地方。

所以我在你额上钻了个小孔，

因为人必须往脑子里吸收思想。

我让你能够使用语言，

这巨大的恩赐来自上苍。

为了让你永远不忘

狂风暴雨怎样扫过你的身旁，

我让你常常嘶哑低语，

就像蛀空的枝干发出喀嗦喀嚓的声响。

儿子，既然你腹中空空，

这嗓音就会使你得益不少，

因为你嘶哑的声音会把大家吓跑，

所以没有人敢同你斗嘴争吵。

每逢你头脑空空张口结舌，

你就可以使出这神奇的一招。

可是记住:只有法术才能使你继续生存， 

因为只有法术才使你获得新生，

正如那木乃伊僵硬冰冷，

只有在深深的墓穴里才能保存；

如果你不愿永远失去生命，

你就得用油膏涂抹周身。



904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人们不会争相向你亲近，

你得主动向人们献殷勤，

你要介入各种争执，

设法攫夺所有花朵结出的果实。

虽然你永远捞不到实惠，

但是会博得坚强不屈的美名。

任何人只要理智正常，

都会把你划入群氓一帮，

所以你切莫等人仔细端详，

一开始就要声称‘我是贵族’，不必彷徨，

‘我和王徒的志趣相当，

也喜欢拥有更多的田庄/

你行事要隐晦而不可张扬，

就像蜗牛蜿蜒爬行一样，

即使别人目光突然落在你身上，

也要让人以为你没有逼近他的身旁。 

然后你可以向一切人迅速进逼，

他们虽然愠怒，但会对你容忍见谅。

你没有迷人的魅力，

也没有高超的智慧和过人的胆量，

可是人人见了你都退避三舍，

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小小的荣光。



恩格尔伯特•克林霍尔茨 905

女人不会怜爱地向你闪动眼波， 

谁一见你的尊容都要赶紧躲藏。

现在你可以去周游八方，

凭你的愚顽天性到处闯荡，

你不可能缔结美满姻缘，

别人也不会同你谊深情长，

现在我要给你一千一百个银币， 

你可以在柏林度过一年时光。”

神奇的老僧语调郑重，

话音刚落便无影无踪；

剩下这位年轻的英雄，

心中的情爱像烈火熊熊。

至于他的所作所为，

似乎不值得在这里加以歌颂。

旦说爱神刚用过午餐，

便凝神把目光投向人间，

那里出现了一个丑陋的大汉， 

忌恨之情充满他那蜡黄的脸蛋。 

爱神忍不住哈哈大笑，

这响当当的木头实在令人喷饭。

这家伙看来十分狂妄，



906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他顾盼自雄趾高气扬，

Ö丁是我的利箭他无法阻挡，

不管他的筋骨是多么坚强。”

爱神向下界猛射一箭，

那中箭的可怜虫顿觉浑身灼热滚烫》

他一下子堕入了情网，

他钟情于一个天仙般的女郎，

女郎的栗色鬈发垂在肩上，

眼睛里闪耀着清纯柔和的光芒。 

这目光映照着美好的心灵，

这心灵迸射出渴念和生命的火光。

她舞步轻盈激起微风阵阵，

她风姿绰约妩媚动人，

周围百花盛开把她映衬，

这是上帝最慷慨的馈赠。

天地合力造就了她的丽质，

使她天姿秀逸美艳绝伦。

这巨大的魅力震撼他的心房，

他猝然倒下感到深深的绝望，

他身体扭曲神色惊惶，

周围只见一片夜色茫茫。

这时他猛然听到一声震响，



平 和 S07

原来是印度老僧走进了厅堂：

“我在荒原用朽木造就了你，

我是否该把你送回那个地方？

你的生命过去沉睡于荒野，

我是否该让你魂归泉壤？

不，既然你能对天使倾心向往，

那就说明你的第一颗果实已经飘香。”

普斯特库亨

（假冒的《漫游时代》）

（见本卷第739_742页）

雇佣契约

（见本卷第785页）

平 和

我必须对你大加赞扬，



908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赞扬你做事平和穂当。

你的话虽然慷慨激昂，

但思想却像死水一样。

心灵之花

他呼唤:“你们要珍惜这圣洁的鲜花， 

它是主宰心灵的一朵盛开的奇葩。”① 

我建议你们听从这个劝告，

否则那朵花会凋零枯槁。

歌 剧

1

现在不会有人去演悲剧，

演悲剧的人无法挣到口粮；

歌剧倒可以大演特演，

人们不会受到攻击一一还可以确保健康。

①阿尔宁《歌德同一个孩子的通信集》。编者注



歌剧《汉斯•海林》 909

2

古人虽然没有见识过歌剧， 

却用音乐作为他们的诗章; 

只要言语无法表达情感，

他们就必定放声歌唱，

如果凭歌声无法交往，

他们便用言语表述思想。

歌剧《汉斯•海林》

神灵到人间来走一遭，

优游嬉戏于生活的波涛，

求知欲望和勇气早已云散烟消，

但你不能批评，只能说“舞台灯光很好”。

歌剧《青铜马》

歌剧里有一个场面，

使我待别感动、欢畅，

这样的场面多多益善；

因为当时舞台上空空荡荡。



910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纪念册

厌世者

你总是贬损人们的价值，

完全正确，因为你了解他们的特质， 

你曾置身于幽深的渊底，

除了你没有人窥见那里的奥秘。

不道德的和神秘的文学

看得出来，你们这浊水一汪 

都是从同一个源泉奔泻流淌，

你们俩永远不会变得清澈明亮，

你们正在流向毁灭的汪洋，

你们无疑有亲缘关系，

因为你们俩都厚颜无耻，

一个同魔鬼逗笑打趣，

另一个则戏弄上帝。



德意志人的鉴赏力 911

德意志人的鉴赏力®

（见本卷第737页）

和 谐

致燕妮

（见本卷第620—621页）

终 曲（十四行诗）

致燕妮

（见本卷第537—540页）

BP《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中的《讽剌短诗集》第四首。——编者注





H寺 作222

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笔记本

卡•马克思写于1833年一大 

约1837年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 

版第1部分第1卷并用俄文发 

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 
年莫斯科版第40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拥译





915

人 生

时光倏忽即逝，

宛如滔滔流水；

时光带走的一切，

永远都不会返回。

生就是死，

生就是不断死亡的过程; 

人们奋斗不息，

却难以摆脱困顿；

人走完生命的路，

最后化为乌有；

他的事业和追求 

湮没于时光的潮流。

对于人的事业，

精灵们投以嘲讽的目光； 

因为人的渴望是那样强烈，

而人生道路是那样狭窄迷茫;



916 诗作。录自索菲娅•马克思的笔记本

人在沾沾自喜之后， 

便感到无穷的懊丧; 

那绵绵不尽的悔恨 

深藏在自己的心房；

人贪婪追求的目标 

其实十分渺小； 

人生内容局限于此， 

那便是空虚的游戏。

有人自命不凡，

其实并不伟大；

这种人的命运，

就是自我丑化。

卡尔•马克思

查理大帝

使一个髙贵心灵深受感动的一切， 

使所有美好心灵欢欣鼓舞的一切， 

如今已蒙上漆黑的阴影，

野蛮人的手亵渎了圣洁光明。

巍巍格拉亚山的崇高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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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满怀激情把那一切歌颂，

激越的歌声使那一切永不磨灭， 

诗人自己也沉浸在幸福欢乐之中。

高贵的狄摩西尼热情奔放，

曾把那一切滔滔宣讲，

面对人山人海的广场，

演讲者大胆嘲讽髙傲的菲力浦国王。

那一切就是崇高和声，

那一切笼罩着缪斯的神圣光辉， 

那一切使缪斯的子孙激动陶醉，

如今却被野蛮人无情地摧毁。

这时査理大帝挥动崇高魔杖， 

呼唤缪斯重见天光；

他使美离开了幽深的墓穴，

他让一切艺术重放光芒。

他改变陈规陋习，

他发挥教育的神奇力量；

民众得以安居乐业，

因为可靠的法律成了安全的保障。

他进行过多次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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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得尸横遍野血染疆场；

他雄才大略英勇顽强，

但辉煌的胜利中也隐含祸殃；

他为善良的人类贏得美丽花冠，

这花冠比一切战功都更有分量；

他啟胜了那个时代的蒙昧，

这就是他获得的崇高奖赏。

在无穷无尽的世界历史上，

他将永远不会被人遗忘，

历史将为他编织一顶桂冠，

这桂冠决不会淹没于时代的激浪。

卡尔•马克思于1833年

莱茵河女神

叙事诗

（见本卷第885—8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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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 女

叙事诗

（见本卷第852—858页）

两重天

乘马车赴柏林途中

（见本卷第475—478页）

父亲诞辰献诗。1836年

（见本卷第845—8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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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勒

十四行诗两首

（见本卷第846—847页）

歌 德

十四行诗两首

（见本卷第848—849页）

女 儿

叙事诗

（见本卷第838—8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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凄惨的女郎

叙事诗

（见本卷第533~537页）





狂 歌223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1837年 

2_4月初

第一次发表于1841年1月 

23日《雅典神殿》第4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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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歌

小提琴手

小提琴手拨动琴弦，

淡褐色头发披垂额前，

腰间挂着长长的佩剑，

身穿宽大的皱褶衣衫。

“琴手呵琴手，你为何奏得如此激昂，

你为何横眉怒目环顾四方？

你为何热血奔流心潮汹涌？

要知道这样会拉断琴弓。”

“我哪里是拉琴，那是波涛澎湃的声音！

它冲向峭壁，浪花飞溅，声如'雷鸣，

我要拉到胸膛迸裂，双目失明，

让灵魂带着琴韵沉入地狱的幽冥！”

“琴手呵，你冷嘲热讽把自己的心儿揉碎，

其实多亏英明的_匕帝你才把这门艺术学会，



926 狂 歌

你本该随提琴的声浪跃上云天，

去陪伴那灿烂的繁星欢舞蹁跹!”

“这是什么话！我要把血污的长剑举起， 

—下子狠狠刺进你的灵魂里，

上帝对艺术一窍不通，毫不尊重，

艺术是从阴暗的地狱跃入我的心中，

它使我心荡神迷、如痴如醉，

把这生机勃勃的艺术卖给我的是魔鬼。 

魔鬼为我打着节拍，还用粉笔记下乐谱， 

那是死亡进行曲，我只能狂奏不歇，

琴声时而低沉压抑，时而明快纯洁，

直到弦上的琴弓拉得我心儿碎裂。”

小提琴手拨动琴弦，

淡褐色头发披垂额前，

胸间挂着长长的佩剑，

身穿宽大的鲅褶衣衫。

夜 恋

他紧紧地把她搂在胸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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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郁地凝视着她的双眼：

“热烈的爱使你受尽熬煎，

你正在颤抖，颤抖在我的唇边！”

“你已经饮下了我的灵魂，

它成了你胸中的火焰，

发光吧，我心爱的明珠瑰宝，

发光吧，那青春的热血！”

“心爱的人儿，你脸色苍白，

你的话那样奇妙，令我吃惊，

你看，那大千世界歌声不绝，

正在太空中回旋运行!”

“走吧，亲爱的人儿，走吧，

灿烂的群星啊，闪射出炽烈的火光， 

飞吧，往上飞吧，飞向穹苍，

让我们的灵魂一起放射光芒！”

他在她耳旁低声细语，

惊愕地环顾他的四边，

目光中迸出片片烈焰，

烧得他眼睛失去神采。

亲爱的人儿，你把毒液吞饮，



928 狂 歌

你就得和我结伴同行，

沉沉夜幕已经降临，

再不见白日大放光明。”

他紧紧地把她搂在胸间，

她已停止呼吸在他怀中长眠，

内心深处的痛苦刺透了她，

她永远不会再睁开双眼。

卡•马克思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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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的出生证书

出生证第231号

1818年5月7 a下午4时，亨利希•马克思先生（37岁224,现住 

特里尔，髙等上诉法院律师）向本人（特里尔市政厅特里尔区户籍官 

员）出示一名男性婴儿并申报，该婴儿于5月5日凌晨2时在特里尔 

出生，为亨利希•马克思先生（律师，现住特里尔）及其妻子罕丽达• 

普雷斯堡之子。他们愿意给这婴儿取名卡尔。

出示婴儿及申报上述情况时有两位见证人:卡尔•佩特拉施先 

生（32岁，政府书记员，现住特里尔）和马蒂亚斯•克罗普（21岁，职 

员，现住特里尔）。随后，本人当着婴儿出示人和见证人的面，据情开 

具本证书,一式两份，宣读后，由婴儿出示人、见证人和我签字。

卡尔•佩特拉施 克罗普 马克思 E.格拉赫

此证书于上述年月日在特里尔签具

第--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考证 

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第2分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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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尔中学毕业证书22S

卡尔•马克思，生于特里尔，现年17岁，信仰新教，特里尔市律

师、法律顾问马克思先生之子，在特里尔中学就读五年，在高年级就 

读二年。

一、 操行对待师长和同学态度良好。

二、 资质和勤勉情况该生具有良好资质;古代语言、德语和历 

史学习很勤勉，数学学习勤勉，法语学习不够勤勉。

三、 知识和技能

1.语言：

(1) 德语该生的语法知识，也和他的作文一样，很好。

(2) 拉丁语该生对在校所学古典作家作品较容易的地 

方，不经准备也能熟练而严谨地翻译和解释;如经过 

适当准备或者稍加帮助，即使对较难的地方，特别是 

那些不是在语言特点而是在内容和思想联系方面难 

于理解的地方，也常常能够做到这一点。从实际方面 

看，他的作文显得思想丰富，对事物有较深刻的理 

解,不过经常过于冗长;从语言学方面看，作文说明 

该生做过许多练习，并力求运用地道的拉丁语，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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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免有些语法上的错误。他在口语方面，达到了相 

当令人满意的熟练程度。

(3) 希腊语他的知识和他对在校所学古典作家作品的 

理解能力，差不多和拉丁语一样好。226

(4) 法语他的语法知识相当好;稍加帮助，他也能读较 

难的东西，口头表达方面也比较熟练。

(5) 希伯来语①

2. 各门学科：

(1) 宗教知识他对基督教教义和训诫的认识相当明确， 

并能加以论证;对基督教会的历史也有一定程度的了 

解。

(2) 数学在数学方面，他的知识很好。

(3) 历史和地理一般来说他相当熟悉。

(4) 物理他在物理方面的知识中等。

(5) ［哲学入门］②

3. 技能：

(1) ［图画］②

(2) ［歌唱］②

. 据此，下列签名的考试委员会鉴于该生在中学已经修业期满，为 

使他能学习法学，决定发给毕业证书准其毕业，希望他发挥自己的才

能，勿负众望。

① 未填写。——编者注

② 在毕业证书屮此项被划去。一一编莒注



934 附 录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社会主 

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25年 

莱比锡版第11年卷

王室考试委员会：

.王室委员布吕格曼

校 长维滕巴耪 

勒尔斯 

哈马赫尔 

施文徳勒 

居偁尔 

施泰宁格 

施内曼

1835年9月24 口于特里尔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第2分册翻译



935

亨利希•马克思同意 

卡尔•马克思从波恩大学 

转入柏林大学的证明函件

我儿子卡尔•马克思下学期要转入柏林大学，继续学习在波恩 

开始攻读的法学和官房学。这不仅得到我的准许，而且是我的意愿3

法律顾问、律师

马克思

1836年7月1日于特里尔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考证 

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Ï 
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丨卷第2分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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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恩大学肄业证书227

副本

我们，波恩弗里德里希-威廉皇家普鲁士莱茵大学校长及评议 

会，谨以本肄业证书证明:卡尔•亨利希，马克思先生，生于特里尔， 

该市法律顾问马克思先生之子，在特里尔中学修完报考大学诸门课 

程，持有该中学毕业证书，于1835年10月15日在本校注册入学;从 

那时起至今，一直在本校就读，专修法学。

据所提交之证件，该生在校期间修完了下列课程：

一、1835—1836年度冬季学期

1. 法学全书，普盖教授讲授，十分勤勉和用心。

2. 《法学阶梯》，伯金教授讲授，十分勤勉和经常用心。

3. 罗马法史，瓦尔特教授讲授，同上。

4. 希腊罗马神话，韦尔克教授讲授，极为勤勉和用心。

5. 荷马问题，冯•施勒格尔教授讲授，勤勉和用心。

6. 近代艺术史，道尔顿教授讲授，勤勉和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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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836年度夏季学期

7. 德意志法史，瓦尔特教授讲授，勤勉。

8. 普罗佩尔提乌斯的《哀歌》，冯•施勒格尔教授讲授，勤勉和

用心。

9. 欧洲国际法和

10. 自然法，普盖教授讲授。以上两门课程，因普盖教授于8月5 
日突然逝世而未加评语。

关于该生的操行，应该指出，他曾因夜间酗酒喧嚷，扰乱秩序，受 

罚禁闭一天:除此之外，他在道德和经济方面，未发现任何不良行为。 

该生事后被人告发，据云曾在科隆携带违禁武器，此事尚在调査中。

该生没有参加被禁止的大学生团体的嫌疑。

兹发给该生盖有大学印鉴和有现任校长及法律系和哲学系现任 

系主任亲笔签字的本证书，以资证明。

校长

弗莱塔格

大学评议员

冯•萨洛蒙

法律系主任

瓦尔特 

哲学系主任

勒贝尔 

奥本餮夫

1836年8月22 口于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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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印鉴］

政府特命全权代表和大学学监已审阅

冯•雷富斯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亍《社会主 

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26年 

莱比锡版第12年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第2分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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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大学毕业证书w

我们，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皇家大学校长及评议会，谨以本毕 

业证书证明：

卡尔•亨利希•马克思先生，生于特里尔，该市已故律师马克思 

之子，业已成年，在特里尔中学修完报考大学诸门课程，持有该中学 

毕业证书和波恩大学肄业证书，于1836年10月22日在本校注册入 

学;从那时起至1840-1841年度冬季学期止，一直在本校就读，专修 

法学。

据所提交之证件，该生在校期间修完了下列课程：

一、1836—1837年度冬季学期

1. 《学说汇纂》，冯•萨维尼教授先生讲授，勤勉。

2. 刑法，甘斯教授先生讲授，极其勤勉。

3. 人类学，斯特芬斯教授先生讲授，勤勉。

二、1837年度夏季学期

1. 教会法
2. 德国普通民事诉讼I赫弗特尔教授先生讲授，勤勉。

3. 普鲁士民事诉讼，



940 附 4

三、1837—1838年度冬季学期

1.刑事诉讼，赫弗特尔教授先生讲授，勤勉。

四、1838年度夏季学期

1. 逻辑学，加布勒教授先生讲授，极其勤勉。

2. 普通地理学，李特尔教授先生讲授.报名听讲。

3. 普鲁士邦法，甘斯教授先生讲授，极其勤勉。

五、1838—1839年度冬季学期

1.继承法，鲁多夫教授先生讲授，勤勉。

六、1839年度夏季学期

1.《以赛亚书》，鲍威尔神学学士先生讲授，听课。

七和八、1839—1840年度冬季和 

1840年度夏季学期

未报名听讲。

九、1840—1841年度冬季学期 

1.欧里庇得斯，格佩特博士先生讲授，勤勉。

冯•梅徳姆

41年3月23日

该生在本校期间在遵守纪律方面没有特别的不良行为，经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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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指出的只是曾多次被控欠债。

该生至今未曾被控在本校参加被禁止的大学生团体 。

兹发给该生盖有大学印鉴并有现任校长和评议员，以及法律系

和哲学系现任系主任亲笔签字的本证书，以资证明。

利希滕施泰因克劳泽兰齐措勒楚姆普特

1841年3月30日于柏林

王国政府副全权代表已审阅

利希滕施泰因克劳泽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社会主 

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26年 

莱比锡版第12年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第2分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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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 

卡•弗•巴赫曼教授对卡尔•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推荐书229

最尊敬的先生：

最尊敬的顾问们：

谨向诸位推荐特里尔的卡尔•亨利希•马克思先生这位完全合 

格的学位应考生。该考生寄来了 ：1.申请书（a件）；2.两份关于他在 

波恩和柏林的大学学业证明（b件、c件）。对证件中指出的违反纪律 

一事我们可不必在意；3.拉丁文申请书、自传和一份题为《徳谟克利 

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魯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学位论文，以及一份 

证明作者身分的拉T文公证（d件）;4. 12弗里德里希斯多尔，超过规 

定的余额将退还该考生。学位论文证明该考生不仅有才智、有洞察 

力，而且知识广博，因此，本人认为该考生完全有资格获得学位。因为 

该考生在德文申请书中表示仅希望获得博士学位，所以他在拉丁文 

申请书中提到硕士学位，显然是由于不了解我系章程而产生的误会 。 

他可能以为两种学位等级相当。本人确信，这点一经澄清，即可满足 

其要求。

敬请明鉴审定。谨此

致意



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卡•弗•巴赫曼的推荐书 943

现任系主任

卡尔•弗里徳里希•巴赫曼博士

1841年4月13日于耶拿

最尊敬的哲学系主任: 

按阁下意见处理。

卢登 雅•弗•弗里斯

斐•汉德 格特林

恩•莱茵霣尔徳舒尔采 

德伯赖纳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社会主 

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26年 

莱比锡版第12年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的博士学位 

论文及有关文献》1983年柏林 

版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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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的博士学位证书229

1841年4月15日

愿上帝指引我们的事业达到幸福而充满神恩的结局 ！

根据德意志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一世1557年授予本大学的特

权，在我们耶拿学府极其热心的培育者、最仁慈的萨克森大公阁下和 

诸位萨克森公爵阁下关怀备至的治理下，在本校校长，萨克森大公， 

魏玛和爱森纳赫侯爵，图林根邦伯，迈森封疆伯爵，亨讷贝格封侯伯 

爵，布兰肯海因、诺伊施塔特和陶腾堡领主，贤明而强大的卡尔•弗 

里德里希侯爵阁下的领导下，在本校副校长，哲学博士和人文学科硕 

士，萨克森一魏玛一爱森纳赫大公国宫廷枢密顾问，公聘正教授，深 

孚众望的、著名的恩斯特•莱茵霣尔德和哲学系主任兼名声卓著的 

学术鉴定人，哲学博士，萨克森-阿尔坦堡公国宫廷枢密顾问，伦理学 

和政治学公聘正教授，大公国矿物研究院院长，巴黎历史研究所研究 

员，彼得堡俄罗斯皇家矿物学协会、德累斯顿萨克森王国矿物工艺协 

会、巴黎艺术和科学协会、乌得勒支正式艺术和科学协会、根特艺术 

和科学协会、安特卫普医生和自然科学家协会、布鲁塞尔自然科学研 

究协会、费拉德尔菲亚（北美〉科学家协会、耶拿拉丁语协会和其他科 

学协会的会员，极其著名而卓越的卡尔•弗里德里希•巴赫Ä在任 

之年，哲学系谨授予待里尔出生的卓越的和富有学识的卡尔•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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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马克思以哲学博士的荣誉、身分、权利和特权.以及说明受过有 

关教育、具有相应学术素质并获得承认的优异成绩的外在象征物，并 

颁发盖有哲学系印鉴的本证书，以资证明。

第一次用拉r文发表于《社会 

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26 
年莱比锡版第12年卷

1841年4月15日于耶拿

原文是拉丁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的博士学位 

论文及有关文献》1卯3年柏林 

版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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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维格和卢格对“自由人”的态度23°

柏林11月25日3埃尔伯费尔德日报》刊登了一则后来由《戏剧 

节目》转载的消息说，海尔維格访问“自由人”团体231，并发现该团体 

低于任何批判水平，实际上,海尔维格没有访问过该团体，因此，也不 

可能发现它低于或高于任何批判水平。海尔维格和卢格认为，“自由 

人”的政治浪漫主义、自命天才和自我吹嘘损害着自由的事业和自由 

的拥护者的声誉。这个意见是完全坦率地说出来的，这大概也就是报 

刊得以报道的原由。因此，如果说海尔维格根本没有访问“自由人”团 

体（它的成员就个人而言大多数都是优秀人物），那么这不是因为海 

尔维格拥护别的什么事业，而只是因为他作为一个也要摆脱法国权 

威的人，对轻浮作风、柏林派头、呆板的盲目模仿法国俱乐部的行径 

感到憎恶和可笑。在我们的时代，胡闹、莽撞的行为应当受到公开而 

坚决的谴责;我们的时代需要严肃、刚毅和坚定的人来达到它的崇高 

目标。

卡•马克思改写于1842年11 原文是德文

月23-28 B之间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载于1842年11月29日《莱茵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报》第333号 第1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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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汉诺威一个囚犯的 

异端裁判所式的虐待232

《莱茵报》第360号上发表的关于对汉诺威的囚犯进行异端裁判 

所式的虐待的文章，促使我向你们报道不久前在那里发生的一个类 

似事件。大约十年以前，这里的一个颇受尊敬的铜版雕刻家到了汉诺 

威，为他正在制作的一种铜版画班求订购者。但是，他对订购者们说， 

版画大概要过几年才能完成。由于生病和其他一些未曾料到的情况， 

铜版画直到去年（1841年）夏天才印制完毕。艺术家赶忙派他的兄弟 

前往汉诺威，把订购的版画交付给订购者们。由于在订购和交货之间 

隔了很长时间，有些人可能已经把事情忘记T，只有凭自己的签字还 

能回忆起来。在几乎所有定货都已送达以后，他碰到一个老实人，此 

人声言，尽管他不否认这是他的签名，但是他从未订购这幅版画，因 

此，必定是有人把别的画强加给他了。年轻人极力保证没有搞错，同 

时对于此人仍抱有怀疑表示遗憾，不过他完全不想坚持自己的意见， 

相反他让此人自己决定是否愿意买这幅画，接着便离去了。但是，当 

天晚上年轻人却遭逮捕，被戴上镣铐投入一所地下监狱。他在这所透 

不进一丝光亮的牢房里呆了八个月，躺在腐烂的稻草上。为了让他尝 

够被活埋一般的痛苦并且强迫他招供，人们并不让他饿死，而是每天 

给他一磅面包、一罐子水，每隔两天给他一点热的东西吃。但是，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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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月以后，他体力大减;为了能更长久地折磨他，他们只好把这具 

活尸弄到一所较好的监狱里去，于是他得到了一个地上的藏身之所, 

他又能看见阳光，他又能看见什么时候是白天和黑夜了。他在这间牢 

房里又被关了四个月。这时对案件进行了审理，人们把订购者名单寄 

到这里的地方法院，以便査证签字以及订购版画的事是否属实。这里 

的地方法院把案卷寄回，附上最确凿的证明，说明一切都完全属实。 

但是，人们不相信这里的地方法院。于是，整个汉诺威的几千名订购 

者都一一受到传讯，几乎所有的人都还清楚地记得，原来订购的就是 

这种版画，只有几个人说，他们不能确切地断定这一点，而这几个人 

都是上述那个老实人的朋友或者亲戚。尽管年轻人愿意提供任何数 

额的担保金，人们仍然不肯释放他，只是过了整整一年以后，在他们 

又费尽一切心机要他对毫无所知的案件作出招供以后，他们才以“缺 

乏证据”的最终结论将他释放。——总算可以心满意足了！

由于不允许这个不幸的人给家属写信，他也从未收到过家里的 

来信，由于音信完全断绝，他的结婚刚刚一年的年轻妻子认为他已被 

人谋害，于是悲痛而死。大约六个星期以前，他回到了这里，找到了一 

无所有的家。上帝赐予他的一切——自由、妻子和孩子的母亲——全 

都被人为地夺走了！

洛塔尔•裰尔讷

卡•马克思改写于1843年1 
月7曰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考证 

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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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市民关于

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233

最尊贵的、最强大的国王：

最仁慈的国王陛下：

自从陛下在值得纪念的敕令38中为报刊解除丁由于处境不利而 

被迫戴上的沉重撩铐以来，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每个抱有真正自由思 

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公民都对当前和最近的未来信心倍增，因为他 

们认为，具有各种不同信念和处于最深刻的对立之中的舆论定会找 

到相应的报刊，通过对其独特内容的日益全面的阐述和不断更新的 

论证，它将表现得那样纯洁、明确和坚决，以致可以为国家立法提供 

最丰富、最可靠和最生动的资料。陛下！当莱茵省人看到，在国家生 

活的其他领域，在特别需要自由舆论的领域，即政治信仰的领域这一 

国家生活的最独特、最具道义力量的核心领域，至少也已经为自由舆 

论——他们在法院制度中已经非常信服地认识到了这种自由舆论的 

崇高价值和内在尊严——开辟了道路的时候，他们特别充满了崇高 

的喜悦之情《

但是，这种信心和这种喜悦——我们可以坦率地说——由于决 

定对《莱茵报》采取措施的消息而受到极为沉重的打击。诚然，这家报 

纸在直接参与由于陛下的登基而出现的蓬勃的社会生活时，无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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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地坚决遵循自己对国家关系的看法，而且往往生硬地表明自己的 

观点。人们可以对这家报荦的政治信念表示赞同，也可以像下面签名 

者中的许多人一样对它的政治信念格格不入，甚至可以坚决反对，但 

是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真正主张健康的和自由的国家生活的人都 

必定会对这家报纸所遭受的打击深表遗憾。即使仅仅査封这一家报 

纸也会使祖国的全部报刊丧失独立性，而这神独立性不仅是一切道 

义关系的基础，而且为了对真正的国家事务进行有原则的讨论，它是 

完全必要的，缺少了它，无论是真正的天才，还是性格坚强的人都无 

法从事政治著述。

下面签名的科隆公民——现在正处于危急中的报纸就是在他 

中间产生的——深感自己有义务而且不得不坦率地向陛下，我们所 

崇敬的自由言论的最强大的保护人，表达因宣布査封这家报纸而引 

起的痛苦心情，并匍伏于御座前呈上最诚挚的请求：

敬祈陛下特赐隆恩，降旨撤销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1月20 
日宣布对《莱茵报》采取的措施并恩准这家报纸继续出版，俾使陛下 

本人早先赐予我们国内所有报刊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

永远矢忠陛下的

科隆公民顿首

［接着是签名，其中有马克思的亲笔签名：］

卡•马克思博士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 

版第1部分第1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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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234

由王国政府行政区长官冯•格尔拉赫先生于今年1月24日 

在科隆向莱茵报社理事们宣布，并由同月26日《科隆日报》向公众公 

布的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的一项指令23S规定，《莱茵报》从3月 

31日起停止出版。该指令采取这一措施所依据的前提是：

―、《莱茵报》缺少正式的许可证，它只是事实上存在，但是它的 

存在并不是合法的；

二、 即使撇开上面这一点不谈，由于（〈莱茵报》具有明显的不良倾 

向，收回许可证也是完全有根据的，因为在该报一贯遵循敌对方针的 

情况下.法律甚至要求政府采取彻底査封的办法作为唯一有效的手 

段；

三、 《莱茵报》的倾向是十分恶劣的，恶意地以推翻普鲁士国家的 

基本法律基础为目的的，同样也是危害教会和国家中的现存状况的。

后面申述的内蓉和结论将表明，上述设想在事实上是多么错误, 

因此，三个部所采取的措施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关于一、许可证

部颁指令一开始就从历史上叙述了《莱茵报》的来历（但是，在细 

节方面有多种多样的失实之处），它承认，以莱茵报社作为名称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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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股份公司继承了由腊韦和舒尔特两位博士所提供的一家科隆报纸 

的许可证。这一许可证的名义上的买主（部颁指令忽略了这一点）、书 

商约•恩•雷纳德于1841年11月19日向王国总督提出要求合法 

地批准这一转让手续。总督（1833年3月5日指令①的规定授权他以 

被授权人的身分批准这一变化〉通过1841年12月13日指令对这一 

转让手续给予了合法的确认，同时保留随时收回的权利。236

让我们来听一听部颁指令是怎样叙述这一事实的吧！

指令写道：

“因为这家报纸从1841年（应为1812年）②1月1日起就要出版，当时这 

个日期已经临近，他（即总督）表示暂时予以同意，免得股东们陷于困境，但是他 

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条件，即必须经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批准，根据1S19年 

10月18日书报检査法令③第］7条和1837年8月6日陛下内阁指令④第3条 

规定，批准手续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批准手续没有办下来；因此，这家报纸依据 

的只是仅仅被看作事实的准许，而没有法律上所必需的部级的同意作为补充, 

它缺乏合法的基础。”

部颁指令最后说（就是说，为了査封《莱茵报》）：

“只要结束迄今为止的临时状态就行了》”

① SP《Ï-国有关各部就获准出版的报刊向他人转让编辑权一事给王国科 

布伦茨总督府的指令》。——编者注

② 括号及括号里的字是《备忘录》的作者加的《——编者注

③ 即《关于应如何根据德意志联邦今年9月20日决议实行印刷品的书 

报检査的决定h ~编者注

④ 即《王室内阁指令。1837年8月6日。附对1819年］0月18日和1824 
年12月28日关于印刷品的书报检査的决定的解释和补充》。——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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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841年12月17日王国科隆政府给许可证获得者雷纳德 

的指令令人信服地驳倒了这种所谓暂时予以同意的说法，该指令原 

文写道：

“对于您上月19 H的申请，莱茵省总督先生通过本月13日指令决定把由 

于别人放弃而空缺的《莱茵总汇报》及副刊《莱茵人民报》的出版许可证转让给 

您，但是保留随时收回的权利，同时批准您扩大报纸版面和更改报纸及其則刊 

名称的打算，即报纸名称为《莱茵报》……”①

因为这是涉及许可证转让的唯一的一份文件，所以由此可以得 

出结论，部颁指令所谓总督“只是暂时予以同意”，他“提出了一个明 

确的条件，即S须经负贵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批准”的说法，是完全 

没有根据的。总督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既没有提出负责书报检査 

的有关各部的批准作为保留条件，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到这一点，最后 

也丝毫没有说明许可证的暂时性》

相反，冯•博德尔施文格授予《莱茵报》的是完备的许可证；当 

他“保留随时收回的权利”时，恰好无可辩驳地证明，许可证是完 

备的，而不是临时性的；因为既然许可证本身还不存在，怎么可能 

保留收回它的权利呢？既然还保留着授予许可证本身的权利，怎么 

还可能保留特许的收回许可证的权利呢？因此，“保留随时收回的权 

利”这一附加条件，决不可能硬把许可证授予手续说成是许可证具 

有临时的性质，它恰好证明，许可证是正式的，同时也是可以收回 

的。

但是，这个附加条件同样也不可能使许可证具有特殊的性质，因

①见本卷第972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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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报纸的许可证的可以收回的性质是从1819年书报检査法令第17 
条①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对于任何报纸许可证来说都是法定的、普 

遍适用的条件。这也是还有日常实践作为依据的事实:（1843年柏林 

出版的弗•胡•赫塞《普鲁士的新g出版立法》一书写道）“在近代. 

许可证只有在可以被收回的条件下才由有关各部发给。”②

既然由此可以肯定，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 

授予《莱茵报》的是正式的许可证，那么还要提出一个问题，冯•博德 

尔施文格先生当时是否能够授予这样的许可证？它授予这种许可证 

是否合法?对于《莱茵报》的负责人来说，这个问题只是表述了这样的 

意图:它是否一定以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这样做是合法的为前提?

显而易见，由于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精通业务，由于这位高级 

官员在他原来任职时不仅享有下级的，而且享有政府当局的绝对信 

任，莱茵报社的代表本来几乎不应该向自己提出那样的问题;况且即 

使进行最不信任的审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使人对批准转让的手续 

的合法性产生毫无根据的怀疑。

如前所述，这里涉及的不是许可证的授予手续，而是一个已被授 

予的许可证的转让手续。

对此，1833年3月5日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的指令规定：

“因为主管各部允许或不允许某种报刊的出版，主要是取决于编辑的品格 

以及编辑是否能取得1819年W月18日书报检査法令③第9条所规定的那种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962页，——编者注

赫塞《普鲁土的新闻出版立法，它的过去和未来》1843年柏林版第166 
页。——编者注

即《关于应如何根据德意志联邦今年9月20日决议实行印刷品的书 

报检査的决定》。---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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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所以，如果不事先征求意见，更换由省政府当局所授权的人选是不能允许 

的，那首先会改变最初的批准决定Z①

因此，当时的省政府当局，即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是完全有 

权,而且是唯一有权批准许可证转让手续的；但是，在征求上级意见 

以前不能作出这种批准决定的规定对他也是适用的23\因此，当他 

事实上允许了这种转让时，《莱茵报》的出版者必然认为，他必需履行 

的事先向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征求意见的手续已经办妥。这些 

出版者既没有义务，也没资格要求得到征求意见手续已经办妥的证 

明，他们只是通过《莱茵报》不受阻挠地继续出版的事实，确信征求意 

见那项手续已经办了并且取得了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的同意 ， 

因为不然的话，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按其职责必定要立即査封 

事实上已经出版的《莱茵报》，因为1819年书报检査法令第17条规 

定：

“报纸须经上述有关各部批准才允许出版《”②

最后，还应指出，既然根本没有对缺少批准手续的错误作出指 

责，既然像已经发生的那样，已经决定结束临时状态，宣布没有授予 

许可证，其实就必须声明迄今为止的许可证是无效的、在手续上是无 

效的，那么，《莱茵报》的出版者就应该对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提起 

民事赔偿诉讼。

① 《王国有关各部就获准出版的报刊向他人转让编辑权一事给王国科布 

伦茨总督府的指令h——编者注

② 《关于应如何根据德意志联邦今年9月20日决议实行印刷品的书报

检査的决定》。---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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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收回许可证

如果根据前面所述可以肯定，《莱茵报》确实持有许可证，因此, 

宣布只要停止临时状态就行的部颁指令对《莱茵报》是根本不适宜 

的，那么尤其重要的是了解一下部颁指令据以认为可能要收回已经 

授予的许可证是有道理的那些原则。

部颁指令的推论可以概括为下述的主要论点：

1. 《莱茵报》具有特别恶劣的性质，因此，不是更换编辑，而是只 

有非常严格的书报检査才可能是对付该报的合适的办法。

2. 但是，制止胡作非为的事情即一贯不良的倾向，并不是书报 

检查机关的职贵。

3. 因此，剩下的只是对于获得了许可证的报纸，根据1819年书 

报检查法令第17条规定，由有关各部作出决定,收回许可证。

从下面的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论点是同迄今为止的全 

部新闻出版立法，尤其是同最近的公吿的精神相抵触的：

关于第一点。部颁指令说道：

“由F报纸的出版者们采取敌对的方针具有经常的一贯的性质，不能设想， 

任命现在已提出人选的新编辑会产生十分有益的结果》因为这种积极的办法只 

有在企业的基础不是坏的基础时，才能保证起好的作用。因此，在这里只剩下一 

种消极的办法，即用非常严格的书报捡査去制止那每天不断重复的一切越轨行

为。”

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说，不能设想，在这里更换编辑这种积 

极的办法是合适的;只剩下书报检査这种消极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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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行的法律规定却提出相反的看法。1833年12月18日 

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的指令的说法几乎相反 ：

“迄今为止，人们一直习惯于把书报检査看作是对付一切由于这样授予许 

可证而产生的缺点的办法，诚然，书报检査通常能够防止明显违反宗教和道德 

的行为，对法律秩序的攻击和对个人的直接侮辱》但是，正如日常经验所充分证 

明的那样，书报检査决不能够消除那些不了解情况或心怀恶意的报刊编辑和出 

版者的不可理解的或隐蔽的不良倾向Z①
“相反，看来只有一种办法可以对付这些弊端,那就是在发给定期出版物出 

版许可证时要非常谨慎地行事.并且只能把这种许可证给予这样的人，第一，他 

们要不就是众所周知有能力办这种企业的，……要不就是王国的各总督府有机 

会以任何~种方式收集到有关他们能力的令人满意的情况；第二，通过有关警 

察当局的官方证据能够说明，他们道德上的名声没有污点。”①

1841年12月24日的书报检查令也同样把选择编辑时的谨慎 

态度称为对付滥用准予免受书报检査的更大自由的行为的一种合适 

的办法。©

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不是把更换编辑，而是把非常严格的 

书报检査称为对付报纸有害方针的真正办法，这是同上述法律规定 

相抵触的；由于它们自己迄今为止对《莱茵报》采取的做法只能用相 

反的看法来解释，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了。首先，用一种与法律相抵 

触的方法导致了前任编辑鲁滕堡博士被解职。1837年10月6曰内 

务和警务部的指令写道：

“对于……拟另聘一位责任编辑一事……我们谨向阁下作如下答复，根据 

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査法令第九条规定，聘用编辑无需经过认可或批准.

① 《王国有关各部就发放定期出版物出版许可证一事给王国各总督府的 

通告》。 编者注

② 《就实行书报检査一事给王国各总督府的通令》。——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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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最髙书报检査当局只保留向报纸出版者提出下述声明的权利:如出版者 

提名的编辑不堪信任，即应另聘编辑，或者应由留用的编辑交纳保证金。”①

政府竟违反这一法律规定，要求立即解除鲁滕堡博士的职务，并 

威胁说，否则就要立即査封《莱茵报但是，同时还要求另外推荐 

一位编辑，《莱茵报》的理事们通过推荐腊韦博士满足了这一要求。最 

后,使报纸的继续出版取决于被认可的编辑会按什么样的精神来主 

持报纸239。因为认可腊韦博士的手续现在还没有办下来，因此也还 

没有把编辑工作托付给他，因为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本身至今 

一直在阻挠实现它们使报纸得以继续出版的那些条件，所以，负责书 

报检査的有关各部不仅违反它们自己的作法，而且违反各项法律规 

定，突然声称对付《莱茵报》方针的合适办法不应当是更换编辑，而只 

应当是实行非常严格的书报检査.这就势必更加令人感到意外了 。

最后，这种作法所以显得更加没有道理.是因为腊韦博士众所周 

知是有能力的，以前曾经主管过一家类似的企业，而旦政府一直认为 

是完全合适的人选。

关于第二点。当然，人们也可以同意只有“实行非常严格的书报 

检査”这种消极的办法才能反对报纸的有害倾向这一前提，可是部颁

指令说，长期反对这样一种方针并不是书报检査的职贵 。

指令说：

“长期制止以被顽固坚持的恶劣倾向为基础的胡作非为的事情，并不是书 

报检査的任务。相反，书报检査的职责是，防止那些总的说来遵守法律和道德规 

范、没有表现出逾越这些规范的意囝的书报因不明情况或一时迷误而发生违

①《王国有关各部就报刊出版人另聘责任编辑不需批准或认可一事给莱 

茵省总督的指令》。——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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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法律的行为。彻底制止报纸的全部恶意的倾向，使它无法始终不变地坚持奉 

行危害社会秩序的体系，这并不是书报检査的职责。”

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这种论断也是同全部新闻出版立法 

完全抵触的，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査法令第2条对书报检査的 

目的，因而也对它的职责作了如下的规定：

“它的（书报检查的）目的是：与宗教的一般原则相违背的-■切均应杜绝，不 

管个別宗教党派和国内允许存在的教派的见解和教义如何；凡是有损于道德和 

良好风俗的东西-概加以査禁;反对把宗教真理狂热地搬到政治中去，防止由 

此引起的概念混乱;最后，凡是损害普魯士邦以及德意志联邦其他各邦尊严和 

安全的东西一概加以防止。这里包括一切旨在动摇君主制度和这些邦里的现存 

制度的理论,一切对同普鲁士各邦有着友好联系的各国政府和组成这些政府的 

人物的诽谤，以及一切旨在普鲁士邦或德意志联邦各邦挑起不满和煽动反对现 

行制度的言行切想在邦内外成立党派或非法社团或者用好的词句去描绘任 

何一个邦里现有的力图推翻目前制度的党派的企图。”①

因此，这项法令要求书报检査机关去制止、取缔、反对、防止一切 

被归咎于《莱茵报》的言行。其次，法令还指出了应由书报检査机关加 

以阻止和取缔的新闻出版中的事实上的迷误;法令对新闻出版中由 

于良好的或恶劣的、始终一贯地或不是始终一贯地被奉行的倾向而 

产生的违法行为不加区别。相反，它要求书报检查机关把一切危害国 

家的理论，一切对外国政府的诽谤，一切旨在挑起不满的言行，一切 

包庇力图推翻现存秩序的党派的企图都加以取缔。法律谈到了一切 

现象，但是它不谈各种现象的区别。

在1819年的全部书报检査法令中根本找不到“倾向”这个字眼，

①《关于应如何根据德意志联邦今年9月20日决议实行印刷品的书报 

检査的决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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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概念只有从对蛊惑者进行审理和七月革命以来才能在普鲁士的 

新闻出版立法中找到。

1833年12月18日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的指令说道，

“诚然，书报检査通常能够防止明显违反宗教和道德的行为，对法律秩序的 

攻击和对个人的Ä接侮辱，但是，书报检査决不能够消除那些不了解情况或心 

怀恶意的报刊编辑柙出版者的不可理解的或隐蔽的不良倾向。”①

但是，就连这一指令也是直接同对《莱茵报》提出的关于书报检 

查的职责的规定相抵触的，因为一般说来不能忽视指令是不能取消 

一项法律的。第一，上述指令谈的不是书报检査的职责，而是书报检 

査的权力，是书报检査能够做什么。但是，根据这指令，这种权力只 

有在碰到隐蔽的不良倾向时才会失去作用，而不会在碰到这一倾向 

的公开表现时失去作用，相反，根据现今的部颁指令，恰好是在意图 

不再隐蔽，而是显露出来，并且其明白易懂的程度甚至由于继续一贯 

地被坚持而变得毫无疑义的地方，书报检査机关的职责就不再起作用了。

但是，18】9年书报检查法令根本不考虑报纸的倾向而把防止事 

实上逾越法律和道德规范的行为当作书报检査机关的职责，前面引 

述的1833年指令认为制止隐蔽的不良倾向是书报检查的职责，而不 

是书报检査的权力，并旦指示为此在选择领取许可证者和编辑时要 

谨慎从事，而1841年12月24日的书报检査令却直接规定检查倾向 

是书报检査的义务、目的、职责。:1841年12月24日的书报检查令写道:

'这方面必要的前提是，对政府措施发表的见解，其倾向不是敌对的和恶意 

的，而是善意的。这就要求朽报捡査官具有良好的愿望和鉴别的能力，善于区别

①见本卷第957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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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与此相适应，书报检査官也必须特别注意准备出版的作品 

的形式和语调，一旦发现作品因感情冲动、激烈和狂妄而带有有窖的倾向，应不 

准其印行。”①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正是被部颁指令否认是书报检査机关的职 

贵的东西，被这个检查令当作是书报检査机关的主要的、真正的任 

务，而最近的新闻出版运动，尤其是《莱茵报》所依据的就是这个检査 

令。这个检査令并不否认实行这种追究倾向的书报检査的困难，相 

反，它明确地说道：

“确定正确界线的不可否认的困难不会把人们吓倒，使他们不去力图完全 

实现法律的真正意團，也不会使人们变得谨小慎微……”①

但是，在《莱茵报》的问题上，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这种困难;只要 

部颁指令的论断是正确的，如果《莱茵报》不可否认地、公开明显地、 

顽固而始终一贯地执行了根本上是恶劣的倾向，那么不需要有多大 

的分辨能力，很简单（像检査令所说的那样），不准其印行就是了。

1842年10月14日的内阁指令比1841年12月24日的检査令 

走得更远。该指令在谈到委托有关当局负责的纠正报刊方向的工作 

时说道：

“让其他一些遵循良好精神的报纸去反对某种报纸的有害于社会精神的不 

良意图，并且仅仅把希望寄托在它们身上，这是不够的。凡是有诱惑的毒素放出 

来的地方，都必须使它无法为害，这不仅是当局对受毒害的读者的责任，同时也 

是在欺骗和撒谎的倾向出现时，消灭这种倾向的最有效的手段，一种迫使编辑 

部自己公布对自己的判决的手段。”②

① 《就实行书报检査令一事给王国各总督府的通令》。——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18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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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陛下內阁指令虽然承认书报检査制度不完备，但是它并没 

有下令査封“具有有害意图的”报纸.相反，它把更正报纸错误的工作 

作为对付“撒谎和欺骗的倾向”的最有效的手段托付给有关当局。

同这个内阁指令相反，四个月以后，同全部普鲁士立法的精神相 

反来解释书报检査机关的职贵的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竟然下令 

査封《莱茵报》。

关于第三点。由上所述，再也用不着证明，部颁指令从被证明是 

错误的前提中得出的结论，即仿佛只剩下按照1819年书报检査法令 

第17条规定由有关各部自行决定可以对获得许可证的报纸采取的 

办法，收回许可证这一结论，本身就是错误的。

可见，无论如何，三个部所采取的措施看来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诉诸1819年10月18日的书报检査法令第17条规定，决不可 

能弥补这个缺点并在法律上证明措施本身就是正确的。该条规定说道：

“报纸和其他定期出版物一旦接受了有关宗教、政治、国家管理机关和当代 

历史的题材，就须经上述有关各部批准才允许出版，如果它们有害地利用这种 

批准，就应该由有关各部加以査封。”①

不应该单纯从这条规定的文字出发，而只应该从整体出发来解 

释这一规定的正确含义，因为这一规定是整体的一部分，在这个问题 

上应该指出，在这里这个整体决不是1819年书报检査法令的总体 

性，相反，是现行有效的全部新闻出版立法。

这种新闻出版立法清楚地证明，不是报纸出版者有害地利用其 

许可证的任何情况，都可以用只是最终显然作为辅助手段被提出的

①《关于应如何根据德意志联邦今年9月20日决议实行印刷品的书报 

检査的决定k——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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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封这种权限来加以消除的，而是只有当经常性的、法定的预防措施 

无法收效时，才允许使用这种本身是敌对的手段，——这是部颁指令 

本身所承认的原则，因为它只是由于错误地认为更换编辑和实行书 

报检査在这里是不够的和无效的，才坚持该法令第17条规定的可能 

发生的适用性。

因此.如果更换编辑（在下属机关，这事已经发生了）提供了一种 

解决办法，如果书报检査仍然在不折不扣地实行，并且能够和必须防 

止被坚持不变的倾向的缺点，那么从法律上说就根本谈不上撤销许 

可证的问题。根据书报检査法令和以前的所有指令的精神，只有在两 

种场合，可以采取这种撤销许可证的办法。一是在选择编辑时既没有 

提出政府所能接受的人选，又没有交纳所要求的保证金，二是通过回 

避书报检查或由于人为地和故意地欺骗书报检査机关而造成对许可 

证的滥用。一一而在《莱茵报》身上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

相反，这一积极原则的正确性来源于前面对有关选择编辑和有 

关书报检査的职责的规定的推论——但是，这种正确性也认为，应该 

纠正对1842年10月14日陛下内阁指令中前面引述过的关于有关 

当局的责任的那段话的法律上的承认，因为该法律承认“具有有害意 

图的”报纸的合法存在，并且为了防止报纸的欺骗和撤谎的倾向，不 

是把撤销许可证，而是把纠正错误的东西当作有关当局的责任 。

三、倾 向

迄今为止，我们始终是从部颁指令中对《莱茵报》提出的大量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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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指责实际上也是有根据的这种前提出发的。前面的推论证明，要对 

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的措施作出判断，首先根本不取决于这一 

点，但是，这里想尝试一下也在这一点上证明论敌的论据的弱点，要 

对受到完全普遍支持的指控——不是举出事实，而是举出不良习惯， 

不是谴责行为，而是谴责特征的指控一作出回答，可能是多么困 

难，但是，在这方面首先将使那种认为关于恶意和背信弃义的指责涉 

及省里的如此一大批最受尊敬的人物，以致单是这一情况就足以认 

为指控是太匆忙了的看法得到安慰。因为用政府的如此断然的声明 

显然根本不能证明方针的卑鄙。有过这样的时代，那时暂时的最高扠 

威不仅认为哥白尼的宇宙系统是卑鄙的，而旦实际上也屏弃了它。因 

此，当部颁指令中说“该报从创刊之日起就遵循一种如此卑鄙的方 

针”云云时，人们要求提出证明是公正的。

部颁指令回答道：

“该报一贯明显地企图攻击国家制度的基础，阐述旨在动摇君主制原则的 

理论，恶意地煽动舆论怀疑政府的所作所为，挑动国内一些等级去反对另一.些 

等级，挑起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并怂恿人们对各友好国家采取极端敌对的 

态度。”

指责《莱茵报》的不是实际的违法行为，相反，指责它的只是 

这种违法行为的明显企图。列入这种成问题的恶行的，首先是攻击 

国家制度的基础的企图。但是，大家知道，对于普鲁士国家的制度， 

目前意见分歧很大。在这里，各种法律本身就相互抵触。1830年是 

黑格尔，1842年则是施塔尔被看作官方的普鲁士国家哲学家。240《普 

鲁士国家报》在七月革命时期宣称普鲁士国家是被共和主义机构包 

围的君主国；目前该报又宣称普鲁士国家是被基督教机构包围的君 

主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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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大帝和普鲁士国务活动家哈登堡、施泰因、雪恩过去 

和现在对普鲁士国家的基础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毕洛夫-库梅洛夫 

和现代的国务活动家们则有他们自己的看法。《莱茵报》对普鲁士国 

家制度及其基础有过它自己的看法，当然，它的意见曾经是同当时政 

府的看法相矛盾的。但是，如果说《莱茵报》曾经陷入这种矛盾，那么 

按其见解来说，该报攻击的不是普鲁士国家制度的基础，而是偏离这 

一基础的言行。

至于所谓旨在“动摇君主制原则”的“理论”，一切都取决于人们 

把君主制原则理解为什么东西。

比如说，《莱茵报》宣称片面的官僚统治、中世纪的等级权利、书 

报检査等等是同君主制原则相抵触的因素。该报根本不像通常的自 

由主义，主要是谈论特定的国家形式;该报所涉及的主要是内容，是 

自由人应该成为国家原则那种意义上的民主。该报要求在国家中实 

现合乎理性和合乎伦理的共同体的那些条件。因此，该报认为君主制 

原则不是特殊的原则，而是一般的国家原则。从而，该报就证明了，它 

把君主制国家看作是理性国家的可能的实现。

《莱茵报》从来就没有“恶意地煽动舆论怀疑政府的所作所为”的 

意图，相反，该报出于良好的意愿，曾经试图对政府本身的那些违反 

人民精神的措施本身提出怀疑。

同样，《莱茵报》也根本没有企图“挑动国内一些等级去反对另一 

些等级”;相反，该报曾经唤起每个等级去反对它自身，反对它自身的 

利己主义;该报曾经把公民同作为等级成员的市民对立起来①;此 

外，该报在这里只是表达了莱茵省的地方特点，因为莱茵省人坚决反

①见本卷第136—202页和第240—290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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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法律面前的任何法定的等级差别。

接着提出的指控是:《莱茵报》曾经企图“挑起对现存法定秩序的

不满”。

政府也曾经企图挑起对现存法定秩序，例如，对旧普鲁士婚姻制 

度的不满。对法律的任何修订都出于这种不满。因此法律的发展只 

有通过对法律的批判才有可能.因为对法律的批判会使判断力，因而 

也使感情同法律产生不和，因此必然会引起不满，所以，只要禁止报 

刊唤起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那就是完全禁止报刊忠诚地参与国 

家管理。

还说《莱茵报》也“怂恿人们对各友好国家采取极端敌对的态 

度”，或者像后面所说的那样，“侮辱了德意志联邦内外的各种外国力 

量”。

至于说联邦的各个邦，那么《莱茵报》只是曾经是这些地方的多 

数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民代表的机关报。但是，如果说《莱茵报》维护 

7德国，而反对了德国以外的势力的狂妄要求，为德意志民族进行了 

辩护，而反对了外来民族对它的侮辱，那么，怎么能把这称为侮辱德 

国以外的势力呢？

至于说“针对行政当局的所谓缺点发表意见时，不是用严肃的、 

心平气和的口气，而是对国家及其政体和机关报刊进行恶毒攻击，那 

些意见往往是无凭无据地提出来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缺乏认 

真的态度和对实情的了解”，那么对于这种指责，只要作如下的反驳 

就够了，即报刊和行政当局对认真的态度持有并且必定持有不同的 

观点，对于囯家预算和所有管理结果的奥秘的实情几乎不可能有完 

全的了解——但是,对于可能发生的不正确之处，经常有法律规定的 

纠正办法作为消除错误的手段;最后，语言的口气一般都是经书报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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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机关随意修改过的》①

至于说到“对忠顺的机关报刊进行卑劣的嘲讽”，那么这大概指 

的是一些报纸，但是，即使査明有嘲讽某些报纸的事，这事实本身也 

根本不能作为査封的理由，因为在德国没有对报纸进行正式分类。

还指责《莱茵报》损害了教会。但是，该报曾经试图就宗教解决一 

项任务，而解决这项任务是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査法令作了规 

定的，那就是“反对把宗教真理狂热地搬到政治中去，防止由此引起 

的概念混乱”。该报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把宗教和政治分离开来，只要 

教条或者教会决定了一项国家法律，无论这是牵涉到巴伐利亚的天 

主教屈膝礼法241，还是牵涉到普鲁士的新教离婚法，该报随时随地 

都曾加以反对。②

最后，部颁指令也谈到“全部倾向的恶意”。按照这种说法，《莱茵 

报》为争取普鲁士的精神上的领导权、为争取普鲁士的商业体系、为 

争取实现德意志关税同盟而进行的斗争，该报以赞赏的心情着重报 

道每一个哪怕是最微小的进步所表现的认真谨慎的态度，该报为维 

护德国的荣誉免遭外来的侮辱所表现的对祖国的爱，该报在内心所 

怀有并日益增加的重新苏醒的民族感，所有这一些也就会成为恶意 

的象征了。

因此，在所有的指责中只剩下了关于一贯性的指责。但是，这种 

一贯性是信念真诚坦率、深明事理的证明，而不是故意怀有恶意的证 

明。

抱有不良的思想观点要保持一贯确实是不能设想的，因为一贯

① 见本卷第96］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959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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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坚持某种思想观念，那就是说，这种思想观点不可能是不良的。

《莱茵报》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思想观点而创办起来的。该报将仍

然忠实于自己的思想观点并旦只是屈服于强权 。

因此，如果可以确定，经过比较仔细的考察，部颁指令的所有指 

责变成丁直接相反的结论，那么，至少可以肯定，这些指控就其目前 

的不确定的形式来说，不足以査封任何普鲁士报纸，或者，足以査封 

所有普鲁士报纸。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 

版第1部分第1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 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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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报社股东关于 

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242

最尊贵的、最强大的国王：

最仁慈的国王陛下：

负责书报检査的王国有关各部今年1月20日颁布指令，责令在 

此地即科隆发行的《莱茵报》从4月1日起停止出版，从而使一家企 

业受到破产的威胁，这家企业是我们首先为满足我们家乡城市的迫 

切需要而出巨资筹办的，但是其使命也是在陛下的庇护之下并对陛 

下的最崇离的豁达意愿满怀信赖地作为自由、独立的社会精神的喉 

舌大胆而无私地为祖国的荣誉和利益服务。

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的上述决定不仅在手续上有所欠缺， 

而且既违反以往全部新闻出版立法的精神，也悖逆陛下的圣意。对 

此，我们认为在备忘录中已经作了说明，现特将这份备忘录①诚惶诚 

恐地恭呈于御座之前。

为了成全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的意愿，我们最忠顺地保证 

运用所附章程©赋予我们的影响，敦促该报采取比较温和得体的态

① 见本卷第971•—981页。——编者注

② 指《莱茵报社茛程》（1841年12月15日于科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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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尽可能避免发生任何纠纷，因此.我们不胜感戴地提出如下恳切 

的请求：

敬祈国王陛下特赐隆恩，降旨撤销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今 

年1月20日颁布的指令，恩准《莱茵报》不受阻碍地继续出版。

永远矢忠陛下的

臣民，莱茵报社股东顿首

1843年2月12日于科隆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 

版第1部分第1卷

［接着是股东的签名，在第4页上有马克思的亲笔签名：］ 

马克思博士本人并受托于：

待里尔的施莱歇尔博士——实习医生 

持里尔的文采利乌斯博士——实习医生 

待里尔的采托 ——商人

特里尔的克伦特根 ——土地占有者

特里尔的米特韦格 ——律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 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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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报社股东的备忘录242

今年1月20日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的指令规定《莱茵报》 

从4月1日起停止出版。该指令所依据的前提是，《莱茵报》持有的只 

是临时的许可证，因此，它迄今为止虽然事实上存在，但是它的存在 

并不是合法的。指令中说：

“因为这家报纸从1841年①1月1日起就要出版，当时这个日期已经临 

近，总督表示暂时予以同意，免得股东们陷于困境,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条 

件，即必须经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批准，根据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査 

法令第17条和1837年8月6日陛下内阁指令第3条规定，批准手续是必不可 

少的。这种批准手续没有办下来；因此，这家报纸依据的只是仅仅被看作是事实 

的准许，而没有法律上所必需的部级的同意作为补充，它缺乏合法的基础。所 

以，——部颁指令最后说，——为了査封《莱茵报》，只要结束迄今为止的临时状 

态就行了。”

可见，针对《莱茵报》而采取的这种办法被认定不是撤销许可证， 

而是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拒绝对许可证给予在上述法律条文中 

所预先规定的批准;但是，对事实的简单陈述说明，在1月20日部颁 

指令中所引用的条款，Ê卩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査法令第17条 

和1837年8月6 R陛下内阁指令第3条，并没有应用于《莱茵报》， 

相反，《莱茵报》持有由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批准的许可证，而且

①应为1842年。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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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省主管当局批准被转让和出售给该报的许可证，因此，为了査封 

《莱茵报》，像1月20日部颁指令所作的那样，拒绝批准许可证是不 

够的，相反，必须正式撤销许可证才行。

《莱茵报》在创办的时候，确实没有申请颁发许可证，相反，《莱茵 

报》通过购买获得了当时腊韦博士和狄茨两位先生用来出版《莱茵总 

汇报》的许可证，并且按照法律的规定向省政府当局请求批准这一许 

可证的转让。从1833年3月5日部颁指令可以看出，虽然省政府当 

局可以批准这种许可证的转让，但是按规定事先必须征求负责书报 

检査的有关各部的意见。1833年3月5日指令对此作了如下的说 

明：

“因为主管各部允许或不允许某种报刊的出版，主要是取决于编辑的品格 

以及编辑是否能取得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査法令第9条所规定的那种信 

任，所以，如果不事先征求意见，更换由省政府当局所授权的人选是不能允许 

的，那首先会改变最初的批准决定。”①

可见，在事先向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征求意见的条件下是 

允许省政府当局批准许可证转让的，实际上莱茵省总督府通过1841 

年12月13日指令履行了这一枇准手续，同时这也符合王国科隆政 

府同月17日的下述命令。

“对于您上月19日的申请，莱茵省总督先生通过本月13日指令决定把由 

于别人放弃而空缺的《莱茵总汇报》及附刊《莱茵人民报》的出版许可证转让给 

您，但是保留随时收回的权利，同时批准您扩大报纸版面和更改报纸及其附刊 

名称的打算，即报纸名称为：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①《王国有关各部就获准出版的报刊向他人转让编辑权~事给王国科布 

伦茨总督府的指令》。——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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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附刊名称为：

《莱茵科学、文学和艺术论丛》。

同时，我们在这里通知你们，我们规定，作为结果你们要扩大订量，送审的 

报纸要寄到王国科布伦茨总督府档案室和王国高级书报检査委员会，并且在年 

终分别给柏林皇家图书馆和波恩大学寄一份完整的全年报纸，邮资免付。

王国政府内政厅

克洛斯（签名）

1841年12月17日于科隆

本市雷纳德先生收”

从王国科隆政府的这一命令可以看出，今年1月20日部颁指令 

的下述论断是十分错误的，该指令声称，莱茵省总督先生表示“只是 

暂时予以同意”，而且他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条件，即必须经负贵书报 

检查的有关各部批准。其实，这两件事他都没有做;他不可能这样做， 

因为1833年3月5日部颁指令明确禁止他做这两件事;因为这一部 

颁指令规定，在转让许可证时，省政府当局有义务向负责书报检査的 

有关各部事先征求意见，而不是事后请求认可。但是，由王国科隆政 

府通知的总督先生的指令根本没有提到，莱茵省总督先生明确提出 

把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的批准作为一个条件，也没有提到，像1 

月20日部颁指令所说的那样，他只是暂时批准转让许可证。相反，总 

督先生把由于别人放弃而空缺的一家报纸的出版许可证转让给莱茵 

报社理事雷纳德先生，但是保留随时收回的权利，这一附加条件恰好 

可以证明，这里涉及的不是临时的许可证，而是正式的许可证，•因为 

如果许可证本身仍然没有批准，因而还根本不存在的话，收回许可证 

怎么可能还成为保留条件呢?如果拒绝批准就足够了，总督先生还要 

为自己保留收回的权利干什么呢？

但是，“保留随时收回的权利”这一附加条件本身也不可能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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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报》的许可证以特殊的性质，因为收回报纸许可证依据的是 

1819年书报检査法令第17条，所以，这是一个合法的、对任何许可 

证都普遍适用的附加条件。实践证实了这种观点。政府枢密顾问赫 

塞先生在他的关于普鲁士新闻出版立法的著作中说道：

“在近代，许可证只有在可以被收回的条件下才由有关各部发给。”

因此，无可怀疑的是，《莱茵报》是在省主管当局批准转让的情况 

下获得充分有效的正式许可证的。这里至多只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莱 

茵省总督先生是否依据法律批准了这次转让，他是否像1833年3月 

5日部颁指令所规定的那样，事先向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征求 

了意见？

1月20日部颁指令看来并未否定这个问题，因为否则该指令就 

应该不是依据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査法令第17条的规定和 

1837年8月6日陛下内阁指令第3条的规定，而是恰好依据1833 

年3月5日部颁指令指出《莱茵报》的许可证所具有的缺点•其次，负 

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在《莱茵报》刚一出版时就必定会把它加以査 

封，因为没有人就该报获得许可证一事依法向有关各部征求意见。但 

是，即使总督先生由于疏忽没有按照规定去征求意见，《莱茵报》的出 

版者们也必定认为是征求过意见的，在这种前提下，他们才把委托给 

他们的资本投到这家企业中来的，如果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不 

愿放弃履行由省政府当局所违反的手续的权利，那么，这种要求显然 

不应该直到一年以后才提出来，致使莱茵报社不得不由于政府当局 

的疏忽而付出完全损失其资本的代价。但是，如果在总督先生批准把 

许可证转让给《莱茵报》之前，实际上已经向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 

部事先征求了意见.——由于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精通业务，在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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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证明相反的情况以前，人们可以坚持这种想法，——那么，《莱茵 

报》持有的是充分有效的正式许可证，单是由1月20日部颁指令宣 

布决定拒绝批准许可证，是不足以査封该报的，要査封该报，就必须 

正式收回许可证，必须遵循针对《莱茵报》的手续才行，而1月20曰 

部颁指令没有遵循这一手续，但是把这种手续说成是査封持有许可 

证的报纸的合法手续。因为，正如前面所证明的，《莱茵报》是一家获 

得了许可证的报纸，所以，检査一下“关于收回报纸许可证”的1月 

20日部颁指令中所提出的那些论断是必要的。收回许可证是针对 

《莱茵报》可能采取的唯一措施，而应该指出的是，虽然部颁指令实际 

上已宣布采取这种措施，但是，指令中所提出的基本论点并不足以说 

明采取这种措施是正确的。

部颁指令的推论可以概括为下述的主要论点。

1. 《莱茵报‘》具有恶劣的性质，因此，不是更换编辑，而是只有非 

常严格的书报检查才可能是对付该报的合适的办法。

2. 但是，制止胡作非为的事情即一贯不良的倾向，并不是书报检 

査机关的职资，因此，剩下的只是，

3. 对于获得了许可证的报纸，根据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査 

法令第17条规定，由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作出决定，收回许可 

证。

可以指出，这些论点同迄今为止的全部新闻出版立法，首先是同 

最近的新闻出版立法的精神的矛盾在于如下几点。

1月20日部颁指令对更换编辑毫无作用这一点作了如下的 

说明：

“由于《莱茵报》的Ö版者们采取敌对的方针具有经常的一贯的性质，不能 

设想，任命现在已提出人选的新编辑会产生十分有益的结果•，因为这种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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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只有在企业的基础不是坏的基础时，才能保证起好的作用》因此，在这里只 

剩下一种消极的办法，即用非常严格的书报检査去制止那每天不断重复的一切 

越轨行为。”

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说，不能设想，更换编辑这种积极的办 

法会达到目的，在这里只剩下书报检査这种消极的办法。迄今为止的 

法律规定却是从相反的看法出发的。1833年12月18日负责书报检 

査的有关各部的指令作了几乎相反的规定，那就是：

“迄今为止，人们一直习惯于把书报检査看作是对付一切由于这样授予许 

可证而产生的缺点的办法，诚然，书报检査通常能够防止明显违反宗教和道德 

的行为，对法律秩序的攻击和对个人的直接侮辱;但是，正如日常经验所充分证 

明的那样，书报检査决不能够消除那些不了解情况或心怀恶意的报刊编辑和出 

版者的不可理解的或隐蔽的不良倾向。

相反，看来只有一种办痒可以对付这些弊端,那就是在发给定期出版物出 

版许可证时要非常谨慎地行事，并且只能把这种许可证给予这样的人，第一，他 

们要不就是众所周知有能力办这种企业的，就是说，经过必要的，扎实的学术上 

的训练，能够使公众得到适当的娱乐和教益，要不就是王国的各总督府有机会 

以任何-种方式收集到有关他们能力的令人满意的情况；第二，通过有关警察 

当局的官方证据能够说明，他们道德上的名声没有污点。”

1841年12月24日的书报检査令也同样把选择编辑时的谨慎 

态度称为对付滥用准予免受书报检査的更大自由的行为的一种合适 

的办法。

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不是把更换编辑，而是把非常严格的 

书报检査称为对付报纸有害方针的真正办法，这是同上述规定相抵 

触的；由于它们自己迄今为止对《莱茵报》采取的做法只能用相反的 

看法来解释，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了。

首先，用一种与法律相抵触的方法导致了前任编辑鲁滕堡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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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被解职。

1837年10月6日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的指令写道：

“对于上月1日就那家以《商业和工业总汇报》为题在科隆出版的报纸的出 

版者拟另聘一位责任编辑一事提出的报告，我们谨向阁下作如下答复，根据 

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査法令第9条规定，聘用编辑无需经过认可或批准， 

相反，最髙书报检查当局只保留向报纸出版者提出下述声明的权利，如出版者 

提名的编辑不堪信任，即应另聘编辑，或者应由留用的编辑交纳保证金。”

政府竟违反这一法律规定，要求立即解除鲁滕堡博士先生的职 

务，并威胁说，否则就要立即査封《莱茵报》。但是，同时还要求另外推 

荐一位编辑.《莱茵报》的理事们通过推荐腊韦博士先生满足了这一 

要求，最后，使《莱茵报》的继续出版，或者像政府错误地表达的那样， 

正式许可证的发给取决于被认可的编辑会按什么样的精神来主持报 

纸。但是直到今天为止，认可腊韦博士先生的手续还没有办下来;因 

此也还没有把编辑工作托付给他；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本身至 

今一直在阻挠实现它们所声明的使报纸得以继续出版的那些条件 ， 

所以，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不仅违反政府迄今为止的观点，而且 

也违反它们自己的作法，突然声称对付《莱茵报》方针的合适办法不 

应当是更换编辑，而只应当是实行非常严格的书报检査，这就势必更 

加令人感到意外了。

最后，这种作法所以显得更加没有道理，是因为腊韦博士先生正 

如1833年12月18日指令所要求的那样，众所周知是有能力的，十 

二年多以来，他一直主管类似的企业，使政府感到满意。

当然，我们也可以同意只有实行非常严格的书报检査这种消极 

的办法才能反对报纸的有害倾向这一前提，可是1月20日部颁指令 

说，长期反对这样一种方针并不是书报检査的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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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说.•“长期制止以被顽固坚持的恶劣倾向为基础的胡作非为的事情.并 

不是书报检査的任务。相反，书报检査的职责是，防止那些总的说来遵守法律和 

道德规范，没有表现出逾越这些规范的意图的书报因不明情况或一时迷误而发 

生违犯法律的行为。彻底制止报纸的全部恶意的倾向，使它无法始终不变地坚 

持奉行危害社会秩序的体系，这并不是书报检査的职责。”

从下面所述将可以看出，关于书报检查职责的这个定义是同迄 

今为止的全部新闻出版立法相抵触的。

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査法令第2条对书报检査的目的.，因 

而也对它的职贵作了这样的规定：

“它的目的是：与宗教的一般原则相违背的~切均应杜绝，不管个别宗教党 

派和国内允许存在的教派的见解和教义如何》凡是有损于道德和良好风俗的东 

西一概加以査禁；反对把宗教真理狂热地搬到政治中去，防止由此引起的概念 

混乱;最后.凡是损害普鲁士邦以及德意志联邦其他各邦尊严和安全的东西一 

概加以防止。这里包括~切旨在动摇君主制度和这些邦里的现存制度的理论 ， 

~切对同普鲁士邦有着友好联系的各国政府和组成这些政府的人物的诽谤，以 

及一切旨在普鲁士邦或德意志联邦各邦挑起不满和煽动反对现行制度的言 

行，一 •切想在邦内外成立党派或非法社团或者用好的词句去描绘任何一个邦里 

现有的力图推翻目前制度的党派的企图

因此，这项法令期望书报检査机关去制止、取缔、反对、防止一切 

被归咎于《莱茵报》的言行。其次，法令还指出了应由书报检査机关加 

以阻止和取缔的新闻出版中的特定的事实上的迷误》法令对新闻出 

版中由于良好的或恶劣的、动摇不定或始终一贯的倾向而产生的违 

法行为不加区别；相反，它要求书报检查机关把一切危害国家的理 

论，一切对外国政府的诽谤，一切旨在挑起不满的言行，一切包庇力 

图推翻现存秩序的党派的行为都加以取缔，显然，1819年的书报检 

査法令把书报检査说成是对付像有人指责《莱茵报》犯有的类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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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适办法。从1833年12月18日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的指令 

中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该指令说.•“诚然，书报检査通常能够防止明显违反宗教和道德的行为，对 

法律秩序的攻击和对个人的直接侮辱，但是，书报检査决不能够消除那些不了 

解情况或心怀恶意的报刊编缉和出版者的不可理解的或隐蔽的不良倾向。”

可见，根据这个指令，书报检査机关的权力只有在碰到它未能査 

明的隐蔽的不良倾向时才会失去作用，而不会在碰到它不可能忽略 

的这一倾向的明显表现时失去作用》相反，根据最近的部颁指令，这 

种明显的、一贯被贯彻执行的、每天都表现出来的恶毒@向却不属 

于书报检査的活动范围。这项最近的部颁指令让书报检*査机关的职 

责在它根据1833年12月18日指令刚刚应该开始的地方不再起作 

用了。

其次，1819年的书报检査法令根本不考虑报纸的倾向而把防止 

事实上违反逾越法律和道德规范的行为作为书报检査机关的职责 ， 

1833年的指令只是在存在險蔽的不良倾向的情况下不是对书报检 

査机关的职责，而是对其能力表示怀疑，相反，1841年12月24曰的 

书报检查令却直接把反对有害的倾向作为书报检査机关的义务、目 

的和职责。该书报检查令说道：

“这方面必要的前提是，对政府措施发表的见解，其倾向不是敌对的和恶意 

的，而是善意的。这就要求书报检査官具有良好的愿望和鉴别的能力，善于区别 

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与此相适应，书报检査官也必须特别注意准备出版的作品 

的形式和语调，一旦发现作品因感情冲动、激烈和狂妄而带有有害的倾向，应不 

准其印行。”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正是被部颁指令否认是书报检查机关的职 

责的东西，被这个检査令当作是书报检査机关的主要的，真正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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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而最近的新闻出版运动，尤其是《莱茵报》所依据的就是这个检査 

令。这个检査令并不否认实行这种追究倾向的书报检査的困难，相 

反，它明确地说道：

“确定正确界线的不可否认的困难不会把人们吓倒，使他们不去力图实现 

法律的真正意图。”

但是，在《莱茵报》的问题上，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这种困难;只要 

部颁指令本身的论断是正确的，如果《莱茵报》不可否认地、公开明显 

地、顽固而始终一贯地执行了根本上是恶劣的倾向，那么不需要有多 

大的分辨能力，很简单，像检査令所说的那样，不准其印行就是了。

1842年10月14日的内阁指令比1841年12月24日的检査令 

走得更远。该指令在谈到委托有关当局负责的纠正报刊方向的工作 

时说道：

“让其他一些遵循良好精神的报纸去反对某种报纸的有害于社会精神的X 
良意图，并且仅仅把希望寄托在它们身上，这是不够的，凡是有诱惑的毒素放出 

来的地方，都必须使它无法为害,这不仅是当局对受害的读者的责任，同时也是 

在欺骗和撒谎的倾向出现时消灭这种倾向的最有效的手段，一种迫使编辑部自 

己公布对自己的判决的手段。”

这一陛下内阁指令虽然承认书报检査制度不完备，但是它并没 

有下令査封具有有害意图的报纸，相反，它把更正报纸错误的工作作 

为对付撒谎和欺骗的倾向的最有效的手段托付给有关当局。

这段叙述充分表明，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在利用根据1819 

年书报检查法令第17条规定当然属于它们的权力，采取一种在普鲁 

士新闻出版史上前所未有的措施时，违反了普鲁士全部新闻出版立 

法的精神，否定了从陛下的自由决定中产生出来的新闻出版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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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从1819年10月18日的书报检査法令第2条以及1833年12 

月18日部颁指令可以看出，从前的新闻出版立法的观点是，为了对 

付报刊的公开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违法行为，书报检査是一种合 

适的、足够的手段，为了对付不可理解的和隐蔽的不良倾向，它劝人 

们在发放许可证时要谨慎行事,1841年12月24日的书报检査令显 

然是同后一种观点相联系的，从1841年12月24日的书报检查令， 

尤其是从1842年10月14日的陛下内阁指令可以看出（随着这一指 

令的颁布，普鲁士报刊开始了一个辉煌发展的新时代），像1月20曰 

指令所说的经常地、始终一贯地奉行敌对方针的那部分报刊，几百年 

来在英国一直存在着并且被这个国家最明智的政治家看作同政府本 

身一样是最有成效的国家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的那种报刊，总之，就 

是反对派报刊，在普鲁士终于获得了被法律所承认的存在，对这些报 

刊强行加以压制是不符合现代新闻出版立法的精神和国王陛下的意 

愿的。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 

版第1部分第1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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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报社非常全体会议记录243

1843 年 2 月 12 0

在1843年2月12日非常全体会议上讨论。

出席的先生有:责任编辑雷纳德;理事格•荣克、达•奥本海姆；

监事会主席法伊博士;监事会成员克莱森博士、施图克博士、托梅博 

士、陪审官毕尔格尔斯、迈尔律师、哈恩先生•，马克思博士、康普先生、 

卡尔•施泰因先生、上诉法院参事莱斯特先生、约•雅•冯•拉特先 

生、德斯特尔博士先生、哈斯博士先生、G.F.埃施先生、奥本海姆先 

生、马林克罗特先生、弗• C.霍伊泽尔先生、约•米尔亨斯先生、普 

拉斯曼先生、菲•恩格斯先生、卡•海因岑先生、卢•康普豪森先生、 

格奥尔格•霍伊泽尔先生、考夫曼先生、约•黑尔施塔特先生、约• 

布瓦瑟雷先生、威•布瓦瑟雷先生、布瓦马先生、赛•伯•科恩先生、 

J.德.永格先生、克里斯蒂安斯•冯•奥弗拉特先生、约•威•狄茨 

先生、屈恩先生、卡尔•恩格斯先生、吕布先生、蒂•格伯尔斯先生、 

J.霍斯特先生、冯•洪特海姆先生、约•赫尔曼斯先生、H.赫尔维茨 

先生（由赫兹先生代表）、布勒默律师先生（由候补官员谢勒尔代表）、 

W.屈恩先生、M.莫雷尔先生、J.弥勒先生、奥克瑟-施泰恩先生、B. 

赖沙德先生、约•彼•冯•拉特先生、J.李特尔先生、卡•赖姆博尔 

德先生、A.罗格先生、J. B.里克先生（代表本人并且作为公证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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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马赫的代表）、施图克博士先生（作为亨•鲍恩达尔的代表）、 

J.弗•泽尔迈耶先生、泽利希曼律师先生、维•维尔先生、爱•瓦伦 

康普先生、Ch.韦尔克先生、安•楚恩茨先生（波恩）。

监事会主席法伊先生宣布会议开始，并作报告，在报告中，他详 

细叙述了部颁公告怎样成为召开今天会议的原因，成为官僚主义的 

国家政权和社会舆论之间的原则斗争的表现。入民根据法律和许诺， 

根据1807年至1815年过去的一段经历以及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 

世登基时重新激发出来的希望和意愿，要求参与立法。人民和国家政 

权之间的这种争执在新闻出版中表现出来了，而部颁公告总的说来 

就是针对这一表现的。

奥本海姆先生强调指出，査封《莱茵报》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在去 

年11月12日以前没有提出过任何警告，是的，没有过提出这类警吿 

的任何最微小的迹象。接着，奥本海姆先生宣读了总督沙培尔先生 

11月12日颁布的公告以及受总督府委托由行政区长官格尔拉赫先 

生所作的其他表白，还有随后责任编辑雷纳德先生所作的答复，最后 

是雷纳德先生向总督府递交的呈文和随后总督于1842年11月19 
日所作的答复。

编辑部对最后一个公告没有作答复，因为编辑部过去一直深信， 

现在仍然深信，总督府就《莱茵报》的营业许可证所提出的前提是错 

误的和不合法的。

接着，奥本海姆先生宣读了行政区长官格尔拉赫先生今年1月 

24日发布的命令他强调指出有关各部所制定的措施是不合法 

的，并提请全体会议决定，针对这种不合法性进行商讨并采取适当的 

措施。在接着由克莱森博士先生宣读的备忘录中，对这种不合法性本 

身作了更加详细的说明，为丁这个目的还引用并阐明了科隆政府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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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7日的命令。

法伊先生要求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并且作出决议，而且还向会议 

介绍了监事会内部进行讨论的情况，整个监事会要求把下述声明作 

为其讨论的结果记录下来。

哈斯博士先生在开始讨论时作了如下发言:十天以前有几位股 

东在皇家饭店聚会'，起草了一份请愿书。我在那份请愿书上签了名， 

现在希望知道其结果。

奥本海姆先生回答说，名单还没有收齐。

洪特海姆先生:我们的目的是让大家共同努力，使《莱茵报》能够 

继续出版。为了达到撤销部颁决定的目的，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呢？发 

言人不想去探究合法或不合法的问题。即使1月20日的公告被撤销 

了，《莱茵报》的出版也将继续不受有关各部的欢迎，根据现有的法 

律，随时都可能吊销已经发给的许可证,有关各部肯定会作出这种关 

于吊销许可证的决定。因此，就产生一个问题，符合部的愿望的步骤 

能否同股东们的尊严协调一致?首先，可以通过让监事会的个别成员 

退职，通过任命一个新的编辑部来达到这个目的。关于倾向，发言人 

不想详细地谈论，而是说:“我们应该向当局争取自己的权利，我们必 

须坚持正确的立场。但愿监事会的一位成员能够发表意见，说明怎样 

能够向部里作出这种让步，以确保报纸继续出版。”

荣克先生，大概不可能知道，部里将要求作出什么样的让步。《莱 

茵报》是一个党派，它必须成为自由的和深受欢迎的党派。如果我们 

迎合有关各部的要求，我们就必须开始过一种新的、同以前的生活相 

矛盾的生活，只有监事会的少数成员将同意这样做。首先由于全省纷 

纷递交请愿书，可以期望部颁公告将会撤销。

马克思先生认为，通过宣读下面这篇官方的文章可以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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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表现在.如果人们想要与执政的自由派最高当局取得谅解，倾向 

就必须改变。

克莱森先生:我赞成洪特海姆先生对报纸继续出版所发表的意 

见;但是不认为通过更换编辑将会达到目的。洪特海姆先生承认，部 

颁指令包含手续上的缺陷。但是他认为，有关各部随时有可能改正这 

种缺陷„从我宣读的备忘录可以看出，吊销已经发给的许可证是完全 

违反普鲁士立法的精神和陛下的意图的。陛下表示允许一个彻底的 

反对派存在。先生们，我代表监事会向你们提出建议，把根据要求国 

王作出最髙决定的下述请愿书起草的刚才宣读的备忘录呈交给国王 

陛下。接着，克莱森先生宣读了下述请愿书，先生们，我认为，可以 

相信，你们有关法律条文的观点将同备忘录的动机相一致，只是还 

有一个问题：是否应该作出决定，还要采取其他步骤来维护《莱茵 

报L

莱斯特先生问，为什么11月没有把备忘录递上去。

奥本海姆先生回答说，没有理由可以认为，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 

各部会发表像现在事实上已经发表的这种论断。

毕尔格尔斯先生:如果我说，在创办《莱茵报》时指导我们的动机 

就是要办一家完全独立的报纸，我认为我是表达了大家共同的信念。 

为了确保这种独立性，才由股东们选出了理事和监事会。理事和监事 

会头脑里所考虑的、内心里所感受的倾向必须表达出来。我们曾经作 

出决定，要鲜明而自由地表达和代表我们为了祖国的利益而最有效 

地坚持的那些原则。这些原则同目前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原则发生了 

矛盾。这种倾向造成的结果是当局压制报纸。我现在要问，报社观点 

的原来的独立性是否将保持下去?即使陛下不赞成实行这种倾向，对 

指导原则肯定将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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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普先生: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了洪特海姆先生的意见的话，那么 

他是认为，探讨合法性和不合法性不可能带来什么结果，我同意这种 

观点，并且主张向陛下递交一份呈文。但是，我可以声明，我不赞成刚 

才提出的那份文稿，我认为，今天主要的问题看来是，股东们是否在 

内容和形式上都赞成《莱茵报》至今所遵循的倾向和原则。刚才提到 

了反对派的报刊。我理解，只有在一个立宪制的国家中，但不是在我 

们这个君主制的国家中，才会有这种权利。我们把我们的自由归功于 

恩赐，当我们有节制地利用这种自由的时候，我们的观点往往会被宪 

法大量地接受。许多高级官吏当着我的面夸奖《莱茵报》的倾向，但是 

指摘报纸的语调、形式、生硬的文体，如果股东们赞成报纸的语调，那 

就必须继续这样做。如果你们不赞成报纸的形式和语调，那么这种不 

赞成将很容易引起有关各部所喜欢的变化。我们全都愿意坦诚地讨 

论各种国内和国外的事务。但愿会议能作出决定，对这种坦诚的讨论 

应该怎样理解。

荣克:全体会议没有权利让坦诚讨论的形式屈从于对这种形式 

的批评，各位理事是《莱茵报》的经办人。报纸是以现在这种形式兴 

旺起来的，并且以令人惊讶的速度获得了预想不到的大量读者。这是 

现在的经办人的功绩，从商业观点来看，我们确实是称职的。但是，我 

决不是想要拒绝探讨报纸的倾向。先生们，我要向你们重复说一遍， 

我们的报纸过去是,而且必须是一家党派的报纸，无论从信念的观点 

来看,还是从商业利益的观点来看，都是如此。唯有沿着已经开辟的 

道路走，才可能取得已经达到的结果。《莱茵报》已经成为德国自由派 

的武库。没有激情就不会有斗争。任何喊叫，呼吁前进和后退的喊叫， 

在这里都无济于事;在斗争中是瞬间决定问题。先生们，你们不能指 

摘具体的细节。你们或者完全拒绝我们的意见，或者完全接受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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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

泽利希曼先生:《莱茵报》并不期望在经济上获得嬴利，而是要成 

为特定倾向的代表机关。因此，会议有权利质问理事们，你们是否代 

表了我们的倾向？先生们，《莱比锡报》是由陛下下令査禁的1M。査封 

《莱茵报》更是必定经过陛下同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一份请愿 

书不会有什么效果。

我要在这里公开声明，在我看来，过去《莱茵报》并不符合国家当 

局的正当要求。现在我们必须退回到国家当局为我们规定的界限之 

内来。那样我们才能够从这种立足点出发去争取进一步发展的权利。 

原则斗争井不是同眼前利益相适应的。今天，全体会议必须向理事们 

提出要求，要他们回到当局所规定的自由讨论的界限之内来。如果现 

任理事们不愿意这样做，全体会议就必须选举新的理事。我们必须在 

这里作出承诺，回到前面提到的界限之内来，以便确保报纸的继续出 

版。

阿•奥本海姆先生：我们大家都希望尽可能避开《莱茵报》所遭 

受的打击。根据章程的明确规定，今天我们没有权利让《莱茵报》的倾 

向屈从于一种批评》股东们已经放弃了确定倾向的权利。全体会议 

唯-■能做的事是更新监事会，甚至连《莱茵报》的最热心的拥护者大 

概也会承认，过去报纸的形式有点生硬，对柏林有所冒犯。最后那位 

发言人的建议可能会导致报社的解体》我认为，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把 

请愿书加以修改。如果当局的剑转过来对着我们，那么我们就必定会 

失败》让我们匍伏于御座之前，承认我们股东们不赞成报纸的有些生 

硬的色彩，但是我们要求获得现有的权利，并且基于这一理由恳请陛 

下取消査封的命令。

无疑可以设想，面对这种请愿书，将会作出我们所期望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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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期望，将来理事们和监事会将会避免#取 

这种生硬唐突的态度。

米尔亨斯先生:我必须坚持一点，就是报社要声明它是否赞同报 

纸的倾向和实现这一倾向的形式。只有这样，才能根据一定的精神去 

起草请愿书。

奥本海姆先生:我们怎么能够通过多数票来决定报纸的倾向呢? 

理事们和监事会可能会拒绝这种决定。而且对现在的倾向表示不赞 

成会造成什么结果呢？那样一来，现在的《莱茵报》就会完蛋，一家跟 

现在的如此富有成果的报纸不同的、完全另一个样子的报纸将会出 

现。在这里要问，为了确保报纸能继续出版，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明智 

的办法？

米尔亨斯先生:我坚信，投票表决的结果是一致赞成报纸的倾 

向。唯有形式可能会遭到反对。

莱斯特先生：编辑部是否仍然认为，它不可能在形式上作任何改 

变？如果它仍然持这种意见，那么我反对向陛下递交任何呈文，因为 

这是完全没有效果的步骤。只有深信自己的信念是真理的人们，才能 

用温和的、打动人心的话语，而不是用尖刻的、讥讽的话语来表达自 

己的信念。我们不否认，改变特定人物的语言是困难的。

毕尔格尔斯:我认为，想要把《莱茵报》的形式看作是它遭到査封 

的原因的观点是错误的。在部颁公告中找不到一个字来说明这一点。 

加到我们头上的完全是另外一些罪名。有人可能会感到怀疑，这些原 

则是否仅仅是借口，而报纸的形式才是遭到査封的真正原因？但是， 

遗憾的是，一年来在国家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都证明，被《莱茵报》作 

为标准树立起来的倾向，到处都遭到彻底的压制，被迫保持沉默。按 

照我的看法，或者是国王方面完全不赞成部颁公告，或者是《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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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坚持其现在的原则的情况下必定要完蛋。

毕尔格尔斯:先生们，我们有比金钱的考虑更加高尚的东西，我

们本来想要使一种原则获得成功。我们不能放弃这种原则。

霍伊泽尔:观点愿意是什么样的，就可以是什么样的，但是无论

如何明智要求由股东们谴责报纸形式中生硬的东西 》

冯•洪特海姆:毕尔格尔斯先生已经说明，有关各部谴责的不是

报纸的形式，而是倾向错误。我们作为股东有两派，即理事们和监事 

会以及有关各部。这两派如果不在各自的基本原则上放弃一点东西, 

能够取得一致吗？这个题目是由克莱森博士的假设所提出来的，是 

应该在现在提出来的请愿书上签字呢，还是也许应该把它加以修改 

呢？我想提出一个修改意见，就是股东们到有关各部去尽力輯旋，使 

《莱茵报》在现在这种受双重书报检査的情况下从4月1日起能够再 

继续出版三个月。

康普豪森先生:派人亲自到京都去疏通将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走 

这条路子才能摸清有关各部的要求。

迈尔先生：监事会不认为，《莱茵报》由于其生硬语调被揭露而 

接受一种明智的措施，是某种受到侮辱的事情。但是，有关各部的 

公吿严重侵犯了我们的荣誉、我们的权利，我们怎么能够向有关各 

部要求报纸再继续出版三个月呢？是的，《莱茵报》以它现在这个样 

子已被严重曲解，以致它以这个样子继续出版只能毁掉以前所嬴得 

的声誉。

哈斯先生：我再重复一下先前一位发言人提出的问题，理事们和 

监事会成员是否不希望按全体会议所明确表达的意见去修改他们的 

观点？因此，应该不会造成可能损害经办人荣誉的牺牲。我声明反对 

亲自到柏林去疏通。这种作法肯定不会有什么结果。有关各部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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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别人来教训它们。这样做的时机还不成熟。

考夫曼先生:我们大家都想要保住报纸。指摘报纸的倾向达不到

这个目的。我希望在请愿书中详细说明辩护的根据。

海因岑先生:我认为，报社就下列几点达成了一致意见。有关各

部的公告损害了股东们的权利，即使我们不赞成理事们和监事会所 

代表的倾向，也是如此。报纸的倾向可以在应该更换监事会的下一次 

全体会议上加以研究。如果我们认为监事会犯有过错,那么关键就在 

于现在向有关各部提出保证，而通过指明不久就将举行的新选举可 

以答应提供这种保证。这种保证是可能提出的唯一保证。因此，我向 

你们建议，在现在的请愿书中加进如下一段话①》

泽利希曼先生，我向你们建议，彻底放弃向国王递交请愿书的方 

案，不向国王直接递交呈文，而向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递交呈 

文，而且是通过行政区长官格尔拉赫先生转递上去。负责书报检査的 

有关各部如果没有接到以前要求的报告，肯定不会作出决定。遵照正 

常的行政程序办事，不可避免要耽误时间。我认为，向国王直接递交 

呈文是违反宪法的，因为我们越过了低级主管机关，立即诉诸最髙当 

局。这种违反宪法的步骤将会得罪有关各部。因此，我向你们建议向 

那些部递交呈文，特别是因为这里根本不能指望陛下会反对他的大 

臣们所采取的步骤。

康普先生: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股东们的职权和权限。今天上午 

我们听到有人说，股东们只应该对报社的商业情况作出决定。现在根 

据章程，股东们还具有其它一些权利。我们首先来确定股东们的权 

利。因此，我建议通过一项关于股东们是否有权对报纸的倾向作出决

①记录中实际并没有这段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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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决议。

奥本海姆先生：股东们有权利按照他们所喜欢的任何意愿起草 

请愿书。如果他们喜欢的是一种同我们的荣誉、我们的信念不协调 

的稿子，那么人们就不能要求我们在这种请愿书上签字。我认为，表 

示不赞成报纸倾向的主张，从股东们的利益来看并不#好的选择。尽 

管人们可以指摘报纸的生硬形式，但是要考虑到，报的比较自由 

的发展还是新事物，任何一种新的机构都不可避免要发生 

误。

哈斯先生:我想排除理事们、监事会同股东们之间的对立。让我 

们设法为了这个机构的权益促成各种利益的一致吧 。

奥本海姆先生:我们很乐意把起草请愿书的事托付给你们，但是 

并不因此而让你们对管理机构的#何行为负责。

莱斯特先生:股东们的权利被解得太狭窄了》按照章程规定， 

全体会议有权利让监事会，并间接地让理事们服从它的意见。

奥本海姆先生:我并不想否认股东们有批评管理机构的权利，但 

是我认为他们没有直接干预管理机构所采取的措施的权利。

荣克先生:全体会议可以很方便地在请愿书中说，它要利用自己 

的影响使编辑部按部里的意愿发生变化，

康普先生:正因为这个原因，首先必须对全体会议的职权作出 

决定。

荣克先生:全体会议不能强迫理事们遵循一定的倾向，全体会议 

只能间接地通过监事会的选举来发挥影响。

克莱森先生：理事们已经声明，只要部里要求作出与理事们 

的观点不一致的让步，如果全体会议同意这种让步，他们准备辞 

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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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允许我向你们对今天上午宣读的请愿书提出下列修正意 

见①。

哈斯先生:全体会议有权利表示赞成和谴责，我必须最明确地表 

明态度，我主张维护这种权利。

泽利希曼先生:《莱茵报》以前一直致力于传播立宪思想并推动 

群众参与立法，今天群众是否无权发挥作用?管理机构只不过是全体 

会议意志的表现，这种意志可以经常起作用。

康普豪森先生:我也认为，理事们和监事会对自己和全体会议的 

职权理解得不够清楚。我认为，全体会议的权限比理事先生们所认为 

的要宽得多，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问题有什么实际意义。如果全体会 

议表示谴责，那么我认为，作用总是相同的，无论权限是否会遭到否 

认。问题将仅仅在于，全体会议是愿意接受对请愿书提出的修正意见 

呢，还是不愿意接受？

冯•洪特海姆先生:我认为，全体会议作出决定的权利是不容否 

认的。当然，在章程中对于倾向，对于股东们的倾向是否应该由管理 

机构来实现，并没有作任何规定。但是,事情本身已经提供了这种前 

提，我认为，海因岑先生的建议最适合于重新实现股东们的职权。但 

是，我并不认为那个建议是切实可行的，因为我们将难于为监事会找 

到新成员。我再重复一下我的建议，即向部里提出要求，允许从4月 

1日起延长三个月的期限。我认为，双重书报检査决不能成为报纸继 

续出版的障碍。

法伊先生:在这里，我们在解释章程方面意见并不一致。而决定 

采取一定的步骤和措施，我们是一致的。我首先提出问题:请愿书是

①记录中实际井没召这些修正意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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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应该直接递交给国王？

对这个问题，会议一致作出肯定的回答。

法伊先生:今天宣读的备忘录是否应该同时与请愿书一起递上

去？

全体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关于备忘录的决议。

法伊先生:请愿书应该以现在的形式通过呢，还是根据修正意见

加以修改？

全体会议决定，首先把在讨论中作了说明的修正意见提交表决。 

根据这个决议，克莱森博士先生提出了下述修正意见。

全体会议以多数票赞成把这种修正意见加进去，马克思博士、荣 

克、毕尔格尔斯先生表示反对这种修正意见。

康普先生提出，删去关于报社出巨资的那一段话。康普先生放弃 

把这一修正意见提交表决。

接着，法伊先生提出对请愿书（包括上述修正意见）进行表决。 

全体会议以多数票决定采纳经过修改的请愿书。

法伊先生:现在全体会议要表明态度:请愿书是应该由代表团亲

自呈送给陛下呢，还是通过邮局寄去。如果全体会议主张由代表团呈 

送，法伊先生要求选举一个委员会，以便委托这个委员会同被派去参 

加代表团的报社成员进行谈判。

康普•先生认为，这个代表团不会取得成效。

荣克先生：我完全同意康普先生的意见。部里将要求作出我们

不可能同意的让步，并且对代表团提出比其他途径更苛刻的要 

求。

克莱森先生表示赞成派代表团，因为这样一来，洪特海姆先生关 

于延长三个月期限的修正意见也就得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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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拉特先生表示赞成派代表团，以便无论如何用这种办法促 

进延长期限。

毕尔格尔斯先生：由于派代表团，报纸的声誉会在公众舆论中受 

到严重的损害。柏林对布罗克豪斯先生的步骤2#的判决就足以作为 

这方面的榜样了》

冯•洪特海姆先生建议委托《莱茵报》的一个朋友把请愿书递到 

柏林去。

康普豪森先生:我不同意毕尔格尔斯先生的观点。但是，我也认 

为不必授予代表团以绝对的全权。

冯•洪特海姆先生:一切都取决于人员的选择。

法伊先生•.我现在把关于是否应该由代表团递交请愿书的问题 

交付表决。

哈斯先生赞成冯•洪特海姆先生的建议。

荣克先生:我认为，如果《莱茵报》4月1日停刊，不久禁令也得 

撤销，这不是一种不幸。那样一来，《莱茵报》本身就会按其真正的本 

性重新复活，它肯定立即又能重新贏得自己的读者。但是，如果《莱茵 

报》依从于双重书报检査和官方宽恕而有气无力地勉强存在下去，它 

肯定将会失去读者。

冯•洪特海姆认为，是否委派代表团，是理事们和监事会的事 

情，有关人员的选择也必须完全委托他们去做。

在对是否应该委派代表团的问题进行表决时，表示赞成委派代 

表团的有61票，表示反对的为53票。因此，以多数票作出决定委派 

代表团。根据这一决定，全体会议委托理事们派出代表团，费用由报 

社承担。理事们接受这一委托，同时如果他们在下个星期内无法找到 

合适的代表团，保留以书面形式寄出请愿书的权利。在通过这个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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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主席法伊先生宣布今天的全体会议闭幕。

记录——古•梅维森;M.考夫曼、施图克博士、威廉•布瓦 

瑟雷、海因岑、亨•哈恩、伊•毕尔格尔斯、格•法伊、古• 

马林克罗特

1843年2月12日于科隆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 

版第1部分第1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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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报社例行全体会议记录246

1843年2月24曰

律师、法律顾问法伊先生以监事会主席的身分宣布会议开始并 

提出了要提交今天会议讨论的几个问题。同时他代表监事会建议，鉴 

于报社所处的非常情况，推迟举行例行全体会议，并且责成监事会 

在3月份召开例行全体会议并提前两三天发出邀请，或者确切地说; 

继续举行不定期推迟的会议。接着，法伊先生报告了各地提出的要 

求让《莱茵报》继续出版的请愿书的效果。经理康普先生赞成监事 

会的建议，他只是认为，像监事会的建议所打算的那样，提前几天 

通知开会是合适的。上诉法院参事莱斯特先生希望现在就确定一个 

确切的日期，而律师迈尔先生指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召开会议 

取决于前往柏林的代表团的报吿。莱斯特先生认为监事会的建议是 

违反章程的，因为章程规定应提前十四天通知开会。康普先生希望， 

把今天会议的决议在报纸上公布，法伊先生赞成这个意见。监事会 

的建议被通过并规定，在通知开会和召开全体会议之间至少应该有 

三四天时间。同时规定，通过报纸把本决议通知各位股东先生，并 

旦在发出邀请时每天把邀请书登在报纸上。本记录由负责此事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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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尔博士整理，经宣读、同意并按照章程签字。

德斯特尔博士、约•恩•雷纳徳、格♦法伊、泽利希曼、威廉

•布瓦瑟雷、马克思溥士、古斯塔夫•梅维森、荣克、迈尔律 

师、古•马林克罗特、毕尔格尔斯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第--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 

版笫1部分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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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璧鳩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是马克思的博士 

论文。马克思于1841年3月底完稿，4月6日寄给耶拿大学哲学系，并于4 

月15日，在本人未到场的情况下，以这篇论文获得耶拿大学哲学博十学 

位。

马克思选择这个题目是为了阐述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19世纪30年 

代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首次提出了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和怀疑 

派是古代的自我意识哲学家的观点。以布•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 

不仅接受丁黑格尔的观点，而且超越了他们的老师，驳斥了当时的哲学史 

编纂学对这些体系的贬低和曲解，利用这些哲学体系表达了资产阶级民 

主派的政治要求，从而也论述了他们自己的哲学观点。

1839年初，马克思开始全面研究伊壁鸠鲁的哲学，作为研究的成果， 

最晚到1840年初产生了七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这七本笔记摘 

录了伊壁鸠鲁哲学的精髓，总结了 19世纪30年代哲学界的争论，并提出 

了应该解决的问题，其中涉及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及其同黑格尔的自然 

哲学的关系，以及它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的联系，但是二者的差别还 

没有像后来在博士论文中那样成为重点。在这七本笔记以后，马克思扳要 

地写了几条关于伊壁鸠鲁的原子学说的意见。另有一份手稿批判分析了 

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其中只有第三张流传下来了，这个片断 

以前是作为博士论文的《附录的片断》发表的，其实它在马克思尚未开始 

写博士论文时就己写成，它不属于博士论文，而可能是失传的一部研究古 

代哲学著作的一部分，因此未收入本卷。

1840年，马克思专门研究了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魯的自 

然竹学的差别。根据鲍威尔1839年底和1840年初的几封书信来看，这时 

马克思正在研究海尔梅斯主义，还打算出一本书对它进行哲学的批判。可 

见.马克思动笔撰写博士论文大概是在1840年下半年。

论文题0确定以后，马克思就深入钻研古代文献，以便首先分析德谟 

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如果把博士论文中的直接引文和间接引文同《关于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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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的摘录加以比较，可以看出这些笔记只是为溥士论 

文提供了必要的资料。论文中有些引文抄自笔记，有些引文则经过马克思 

重新研究。而关于德谟克利特的最重要资料的引文都是笔记中所没有的。 

马克思广泛地挖掘当时能找到的所有关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资 

料，从而掌握了当时的全部学术资料，可惜在准备写作博士论文时所写的 

摘录笔记和草镐，都没有保存下来。

1841年3月底，博士论文完稿了。论文的题目是《论德谟克利待的自 

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在保存下来的稿本的目录中也是 

这样写的，而获得博士学位后写在封面上的题目则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 

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现存的博士论文本身是一份不知由 

何人抄录的、经马克思修改补充的不完整的镐本》这显然是在3月底以前 

就已写成准备付印的那个稿本》为此马克思写了献词和序，但这里缺少论 

文目录中所提到的第一部分第4章、第5章和附录第2章的注释。

这篇博士论文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它第一次发表在弗•梅林编 

辑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萨尔的遗著》 

1902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但是删掉了绝大部分附注。全文第一次发表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7年历史考证版第I部分第1卷第1分册，—— 

3.

2伊壁鸠鲁主义是公元前4-3世纪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因其创 

始人伊壁鸠鲁在雅典自家花园中宣讲他的原子说和无神论，也称为花园学 

派。

伊壁鸠鲁哲学包括物理学（关于自然界的学说）、准则学（关于认识的 

学说）和伦理学》伊壁鸠鲁对自然界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进—步发展了德 

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学说，认为原子有三种运动：直线式的下落运动、脱离直 

线的偏斜运动和由此产生的碰潼运动，从而提出了物质运动的内在源泉思 

想。在汄识论上.他认为感觉是判断真理的标准。在伦理学方面，伊壁鸠鲁 

认为，由丁-组成人的灵魂的原子具有脱离直线作偏斜运动的倾向，因而人 

的行为有可能脱离命定的必然性，获得意志和行为的自由。他斥责对神的 

崇拜和迷信，蔑视命运，强凋事在人为，认为人类行为的目的是从痛苦和恐 

惧中解放出来，求得快乐，快乐是幸福生活的目的，是善的唯一标准，人应 

当通过哲学认识自然和人生，用理性规划自己的生活。在杜会政治观点方 

面，他首先提出了原始的社会契约说。——11、21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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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斯多亚主义是公元前4~3世纪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因其创始 

人芝诺通常在雅典集市的画庳讲学，又称画庳学派（画廊的希腊文是 

“stoa”）。

斯多亚派哲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以伦理学为中心，逻辑 

学和物理学只是为伦理学提供基础。这个学派主要宣扬服从命运并带有 

浓厚宗教色彩的泛神论思想，其中既有唯物主义倾向.又有唯心主义思 

想。早期斯多亚派认为认识来源于对外界事物的感觉，但又承认关于神、 

善恶、正义等的先天观念。他们把易拉克利特的火和逻各斯看成一个东 

西，认为宇宙实体既是物质性的，同时又是创造一切并统治万物的世界理 

性，也是神、天命和命运，或称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受天命支配，人 

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而生活，即遵照理性和道德而生活。合乎理性的行为 

就是德行，只有德行才能使人幸福。人要有德行，成为善人，就必须用理性 

克制情欲，达到清心寡欲以至无情无欲的境界。中期斯多亚派强调社会责 

任、道德义务，加强了道德生活中的禁欲主义倾向。晚期斯多亚派宣扬安 

于命运，服从命运，认为人的一生注定是有罪的、痛苦的，只有忍耐和克制 

欲望，才能摆脱痛苦和罪恶.得到精神的安宁和幸福。晚期斯多亚派的伦 

理思想为基督教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11、212、452。

4怀疑主义是公元前4-3世纪产生于古希腊的~个哲学派别，代表人物有 

皮浪、阿克西劳、卡内亚德、埃奈西德穆及恩披里柯。

怀疑派哲学是对客观世界和客观真理是否存在、能否认识表示怀疑 

的哲学学说。它认为事物是不可认识的，因为对毎一事物都可以有两种相 

互排斥的意见；既然人们什么也不能确定，就应该放弃判断，放弃汄识，平 

心静气地求得精神的安宁。怀疑主义揭示了人们认识中的矛盾，在认识史 

上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它反对唯物主义，不相信理性的力量，否定科学知 

识，实际上为宗教迷信和神秘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条件》——11、212。

5科本《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是献给“朋友、特里尔的卡尔•马克思” 

的。科本在该书1840年版第39页上写道:“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 

怀疑主义是古代有机体的神经系统、肌肉系统和内脏系统，它们的直接的 

自然的统一决定了古代的美和道德，它们也随着古代的衰亡而瓦解

11.

6马克思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论哲学家的生平》第10卷第123页，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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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伊壁鸠鲁致海诺伊凯乌斯的信中的一段话;这段引文以及下面引自埃 

斯库罗斯奔作的引文，马克思是用希腊文摘抄的。——12。

7鲍威尔在1841年4月12日的信中建议马克思不要把超出'哲学发展”的 

埃斯库罗斯《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中的诗句（即“我痛恨所有的神”） 

放进博士论文，认为这样将不利于马克思谋求波恩大学的教职。——12。

8昔勒尼派是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小苏格拉底学派之一，其创始人为苏格拉 

底的学生，昔勒尼的亚里斯提卜。这个学派接受并发展了苏格拉底关于善 

的概念，认为人们天生追求的快乐就是善，人不能被快乐所支配，应该主宰 

快乐。昔勒尼派的学说对伊壁鸠鲁的伦理学有一定的影响。一15。

9昔尼克派是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的一个主张自然主义的哲学学派.又译 

“犬儒学派”，由安提斯泰尼所创立。这个学派崇尚自然，但是把自然和社 

会绝对对立起来，认为一切人间的文明享受都是有害的，理想的生活应是 

极端简朴的原始生活，提出“德行本身就是幸福”，主张屏弃一切人间的享 

受。昔尼克派对后来的斯多亚派有一定的影响。——15。

10亚历山大里亚哲学指公元3~6世纪流行于古罗马的新柏拉图主义，是由 

亚历山大里亚的阿•萨卡创立的一个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亚历山大里亚 

哲学以柏拉图哲学为基础，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学派、斯多亚派和毕达哥拉 

斯学派和东方宗教神秘主义的观点，反映了罗马帝国衰亡时期奴隶主贵 

族的思想》--- 15»

ii七贤是指米利都的泰勒斯、米蒂利尼的皮达科斯、普林纳的tè亚士、雅典的 

梭伦、斯巴达的奇仑、科林斯的柏连德、罗得岛的克莱奥布洛斯，一-17«

12《论哲学家的见解》虽然以普卢塔克的名义流传下来，但并不是出良他手 

笔，而是另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写的，一一19，

13各个综合性科目在古代是指语言文学、辩证法、论辩术、音乐、算术、几何、 

天文学。一23,69«

14迦勒底人是西亚的一个民族，在希腊罗马世界用以称呼东方的天文学家和 

占星术士》 23x69»

15裸体智音是古希腊人对古代印度的哲人和裸身独居深林冥思默祷、禁欲苦 

修的宗教信徒的称呼。——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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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心灵的宁静（Ataraxy）是古希腊伦理学的概念，又译“不动心”。在伊壁鸠鲁 

的伦理学屮，这是生活的最髙理想，是通过认识自然、摆脱对神和死亡的恐 

惧而达到内心自由的哲人所处的至善状态。——28、57。

17按博士论文的目录，下面应该是第1部分第4章、第5章，但这两章的手稿 

没有找到》-—'29«,

18马克思1837年秋读过约•约•温克尔曼的著作｛古代艺术史》（1767年德 

累斯顿版）并作了摘录，该书第2册中有这样一段话:“雄浑伟岸的神灵的 

美就在于既有成年人的遒劲膂力，又有青年的欢快愉悦，而且还像如花少 

年那样肌肤致密，毫不突筋露腱。怛是抻灵显得恬淡知足，不需要常人为 

滋补身体所需要的东西；这就是伊壁鸠售•对抻的形象的看法，他让神没有 

躯体，但有近似躯体的东西，没有血，但有近似血的东西，这是西塞罗所茫 

然不解的。” 35。

19希內卡尼亚海是里海的古称。这里指的显然不是希尔卡尼亚海的鱼，而是 

希尔卡尼亚入或吃这种鱼的人。——36、83。

20 “原子规律”这一术语在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中并未出现，显然是马克思自 

己提出来的、他在写《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时，为了给伊壁鸠鲁的“原 

子偏离直线”下定义，曾研究卢克莱修的观点，并使用了这个术语。-一 

36，

21这些批评家可能指德国哲学家纽伦贝格尔利德国语言学家施奈德尔。他 

们的评论见《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论生平、见解和格言M由卡•纽 

伦贝格尔分别以希腊文和拉丁文出版）1791年纽伦堡版和《伊壁鸠鲁的两 

封信里所包含的物理学和气象学方面的意见》（希腊文本由约•哥•施奈 

德尔根据手写本和印刷本校正和解释）1813年莱比锡版。——39。

22这里指的不迫伊壁鸠待的学生朗普萨科斯的梅特罗多罗斯，而是德谟克利 

特的学生希沃斯的梅特罗多罗斯。后者在一些文献中被误称为伊壁鸠鲁 

的老师》在博士论文所附的注释中，在马克思引用的斯托贝的一段话里他 

也被误称为伊壁鸠鲁的老师。《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第六个笔记本 

中也有这段引文.一一49、89、90。

23附注中所有的引文，马克思都是用原文即拉丁文和希腊文摘录的。马克思 

撰写这些注绎时并未注明他所引用的版本。在写博士论文时，他部分地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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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他的《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但是，他作笔记和写博士论文时所 

利用的不是同一个版本，例如，作笔记时他利用的是1649年里昂出版的 

皮•伽桑狄的《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论伊壁鸠鲁的生平、习惯和 

见解〉注释本》.而在写注释时他利用的可能是与伽桑狄的版本出入很大的 

1833年陶赫尼茨出版社的版本；此外，根据引文的修改情况来看，他在写 

论文和注释时重新研究了有关资料。因此，这里的引文与《笔记》中的引文 

也大有差异。--- 65。

24预怒（Prolepsen）这里是指由同•-客体所引起的众多感觉中直接产生的概 

念，这种概念构成了与此相关的言语的本来涵义。同感觉本身一样，这种 

概念也具有明确性，可以成为继续研究的出发点；而从感觉和理性所证实 

的判断中又会产生更髙层次的预想。——68。

25公元前101年，罗马统帅马利乌斯在韦尔切利战役中击败了入侵高卢和意 

大利北部的日珲曼部落基姆布利人。

马西里亚人是指住在马西里亚（即现今法国的港口城市马赛）的居 

民。马西里亚是公元前600年一群来自小亚细亚的福西亚的希腊水手建立 

的希猎移民地。--- 74。

26马克思把青年黑格尔派称作哲学上的“自由派”。19世纪30年代末，这一 

派的激进代表布•鲍威尔、路•费尔巴哈、阿•卢格等人转到无神论立场， 

从左的方面批判黑格尔哲学，并要求资产阶级的自由。——76。

27 “实证哲学”是19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德国哲学中的一个宗教神秘 

主义流派。当时一批保守的德国哲学家（克•海•魏瑟、伊•海•费希特、 

安•君特、弗•巴德尔）从右的方面批判黑格尔哲学。他们反对理性认识， 

汄为神的启示是“实证”知识的唯一源舉，企图使哲学从属于宗教。他们把 

宣布理性认识是自己知识的源泉的哲学叫做“否定哲学”。——76。

28指的是19世纪30年代初的一批德国哲学家，他们为了批判黑格尔哲学， 

企图复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以便改写哲学史,其最著名的代表就是1833 

年起任柏林大学教授的阿•特伦德伦堡。1840年秋他出版了Î逻辑研究》， 

详细批判黑格尔哲学及其辩证方法》他过髙地评价亚里士多德的神学观 

点，根据这些双点创立了一套他自称为有机世界观的有神论理论。他还利 

用了当时人类学和生理学的成果。马克思说的毛发哲学家、趾甲哲学家、 

脚趾哲学家、粪便哲学家可能就是暗指这一点。——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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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指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的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给我一个坚实的支点， 

我将把世界彻底翻转过来。”n。

30瑞典自然科学家和通灵学家艾•斯维登堡把整个宇宙分为有限的物体和 

水恒的神灵。一切神灵处于普遍的联系中，人的精抻在人生前只是无意识 

地参加这种联系，在斯维登堡看来，整个神灵世界体现了整个宇宙的普遍 

一致性。他认为，整个神灵世界就是一个“最大的人”,他的头、躯体和四肢 

各表现着神灵世界的在质上各不相同的领域。——77。

31《自然体系，或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规律》是法国唯物主义者保•昂•霍 

尔巴赫的著作。作者为了不暴露自己，署了 1760年去世的法国科学院秘书 

J.B.米拉波的名字。——98。

32马克思引用的谢林《关于独断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哲学通信》和《论“自我”是 

哲学的原则》都是1795年出版的。后来谢林放弃了进步观点，转到宗教神 

秘主义立场，1841年被普鲁士当局延聘到柏林大学去消除黑格尔学派特 

别是青年黑格尔学派代表人物的影响。——100。

33马克思引用的是黑格尔在1829年夏季学期开设的宗教哲学讲座的第13 

讲。--- 100。

34指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曾批判了证明神存在的各种方法。——100。

3S指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Ï中就关于判断成份的逻辑意义的推论（主语、谓 

语、系词“是”）所说的一段话:“-•百个真正的塔勒里包含的东西丝毫也不 

比一百个可能有的塔勒里包含的东西多。确实，因为可能有的塔勒意味着 

概念，而真正的塔勒意味着物体及其假设本身，那么如果物体所包含的东 

西比概念多，我的概念就不会表示整个物体，因而也就不会和物体相等。 

可是，当我有一百个真正的塔勒时，我的财产就比我光有一个它们的概念 

（即可能有的塔勒）时多，确实,在实际情况中物体不仅分析地包含在我的 

概念中，而且也被综合地加到我的概念（它是我的财产的规定）中，而一点 

也没有以我的概念之外的这一存在去增加这些想象中的一百塔勒。”一' 

101。

36获得博士学位后.马克思再次试图发表他的博士论文，这篇新序言就是最 

重要的证明。因为马克思在新序言中谈到“旧作”，所以，他只有在1841年 

7月移居波恩后才能写这篇序言。而其中“自我意识的哲学家”的说法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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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这篇序言是在与布•鲍威尔密切合作的时期，即最晚到1842年为止写 

成的。此外，马克思对论文前面的给路•威斯特华伦的献词没有作任何改 

动，而后者于1842年3月2日去世，可见，新序言应在这个日期之前写 

成。--- 103»

37《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马克思写的第一篇政论文章，从此他作为 

革命民主主义者开始了政治活动》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评论的是普鲁士 

政府于1841年12月24日颁布的新书报检查令。

普鲁士玫府在1819年曾经颁布过关于实行书报检査的法令。]830年 

七月革命后又增加了一些新的书报检査措施。1840年以后，普鲁士自由主 

义反对派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要求口益强烈，为了适应政治形势的变化，普 

兽士政府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査令。这项新法令使自由主义者产生了不切 

实际的幻想，以为新闻出版自由的新时代即将到来。然而新的书报检査令 

只是表面上不限制作家的写作活动，实际上它不仅保存而且还加强了反动 

的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马克思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在于从政治上分析 

新闻出版自由的必要性和普鲁士书报检査立法的性质，队而揭露新的书报 

检查令的虚沩性》

马克思可能于1842年1月底或2月初着手写这篇文章。1842年2月 

1C H马克思把它寄给阿•卢格，请他尽快登在《德国年鉴》上。卢格考虑到 

这篇文章根本不可能送交检査机关，建议把它送到瑞士去出版，经马克思 

同意后，该文于1843年2月在瑞士出版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轶文 

集》第1卷上发表。由卢格出版的这一文集（两卷集）除了马克思这篇文章 

外，还收进了路•费尔巴哈、阿•卢格、弗•科本、布•鲍威尔等人的文章》 

]843年3月26日和28日《曼海姆晚报》第71、72号以《记究倾向的书报检 

査》为题转载了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1851年，込篇文章作为首篇收入 

海.贝克尔在科隆出版的《卡尔•马克思文集》第1分册。该书出版后很快 

就遭到普鲁士政府的査禁。——107。

38新的书报检査法令是1841年12月10日由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 

四世下令起草、12月24日颁布的，由负责书报检査的内务与警务大臣，宗 

教事务、教育与卫生大臣以及外交大臣三人联名签署，于18U年12月27 

日首次在政府通报匕公布。1842年1月上半月，普鲁士各家报纸相继登载 

了这一法令，——107,139,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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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1SÎ9年W月18日书报检査法令即《关于应如何根据德意志联邦今年9 
月20日决议实行印刷品的书报检査的决定。自1819年10月18日起为期 

五年》，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19年柏林版第20号第224—232 
页。--- 107、379。

40马克思引用的这段文字可能出自《就实行书报检査一事给王国各总督府的 

通令。1841年12月24日》，见1841年12月27日《普鲁士王国内务管理内 

阁通报》（柏林）内务部办公厅编，第2年卷第15期第332•—333页。—— 

107、380。

41 1819年书报检査法令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如果某一作品的内容本身是 

违法的，那么除此以外还要由法庭作出合乎法律的惩罚。在此，我们申明， 

如果在国内对邦的法律和命令进行放肆而无礼的指责和嘲讽，那就不仅仅 

是引起不快和不满的问题，而且由于发表这种违法的言论本身应判处六个 

月至两年监狱监禁或要塞监禁。”（《普鲁士王国法令ît:编》1819年柏林版 

第20号第232页）。——110。

42 “风格如其人”是法国自然科学家乔•路•勒•布丰在1753年8月25曰 

向法国科学院发表就职演说时说的一句名言。见布丰的《风格论》。一

111。

43 “除了乏味的体裁之外，其余的一切体裁都是好的。”这句话出自伏尔泰《浪 

子》—书的前言。体裁一词的法文是“genre”，既有“类型”的意思，又有“体 

裁”的意思》伏尔泰本来是在前一种意思上使用这个词的。——113。

44联邦议会是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决议成立的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 

联邦议会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奥地 

利代表拘任主席。这一机关并不是履行中央政府职能的，它是德意志各邦 

政府实行反动政策的工具，在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联邦议会和德意志联 

邦一起不复存在了。--- 114。

45联邦条例即（（德意志联邦条例。1815年6月8日》。根据这一条例，34个德 

意志邦在形式上组成了德意志联邦，但是并没有消除德意志的分裂状态， 

各邦的独立性及德意志诸侯的政治权力仍然得到承认。联邦条例第18条 

曾许诺联邦议会在举行首届会议时研究“制定有关新闻出版自由的统一规 

定”，但是这一许诺只是一纸空文。一-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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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德意忠联邦逛1815年6月8日在维也纳会议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 

盟，最初包括34个邦和4个自由市。联邦既没有统一的军队，也没有財政 

经费，保存了封建割据的一切基本特点；德意志联邦在1848-1849年革命 

时期瓦解，1850年又重新恢复，在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彻底解体，后来由 

北德意志联邦代替。——115,428»

47盖有封印的上谕（/e«;•«公rtzcAeZ）是指以法国国王名义或受法国国王委 

托拟定并盖有封印的公文，凭此上谕可以不经判决就把人投入巴士底狱 

或其他国家监狱，甚至驱逐出境。自路易十四以来这种上谕主要被用来逮 

捕或放逐政敌。1789年6月23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法令废除了这种盖 

有封印的上谕。--- 116,

48指普鲁士官员受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委托同罗马教皇进行的谈 

判，其目的在于调解普鲁士政府和天主教教会之间的冲突。这一通常被称 

作“教会纠纷”或“科隆纠纷”的冲突是由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通婚所生子 

女的宗教信仰问题而引起的。1837年11月科隆大主教因拒不服从弗里德 

里希-威廉三世的要求，违背普鲁士国家法律.许诺这类子女信奉天主教而 

以叛国罪被捕，冲突就此开始。此后，天主教教会与普鲁士新教国家之间 

的这场争执持续了数年之久，直到1842年5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统治 

时期，经过谈判才以普鲁士政府向天主教教会投降而宣告结束。马克思在 

1842年7月9日致卢格的信中将这一结局称为“普鲁士在全世界面前亲 

吻教皇的鞋子”。--- 118、240。

♦9卡皮托利诺山是罗马城中一个设有防御工事的小丘，上面建有朱诺神殿》 

传说,公元前3卯年，髙卢人进犯罗马，夜袭卡皮托利诺山，朱诺神殿的鹅 

被惊动，发出叫声，惊醒了守卫卡皮托利诺的士兵而使罗马城得救。—— 

128,

50《第六届策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 

级会议辩论帻况的辩论》是马克思为（莱茵报》撰写的有关第六届莱茵省议 

会的几篇文章中的第一篇，开始撰写不早于1842年3月26日，不晚于4 
月26日写成，第六届莱筠省议会于1841年5月23日至7月25日在杜塞 

尔多夫举行，马克思原打算就这届莱茵省议会辩论的下列几个间题写四 

篇评论文章，即关于新闻出版自由问题；关于普鲁士国家和天主教之间的 

宗教纠纷问题;关于林木盗窃法问题以及关于莱茵省限制地产析分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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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问题。从现有的材料来看，马克思共写出三篇关于省议会的文章，其 

中第一篇和第三篇刊登在｛莱茵报》上，第二篇即关于科隆纠纷问题的文章 

因书报检査未能发表，其手稿至今下落不明*而第四篇文章¥克思是否写 

了，写得怎样和手稿处理情况，目前均不得而知。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议会辩论情况的辩论 

是由于一些城市发生了请思运动而引起的》会后在科布伦茨少量刊印了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供省议会议员个人使用。当年的《杜塞尔多 

夫日报》还全部刊登了有关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情况，其他报纸也作了报 

道。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利用这些材料进一步发挥了他在《评普鲁士最 

近的书报检査令》中阐述的思想，尖锐地指出，省议会和人民代议制之间毫 

无共同之处，莱茵省议会违背人民的利益，维护等级特权》

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为《莱茵报》撰稿的开端.它分六次连续刊登在 

1842 年 5 月 5'8、10、12、15 和 19 曰《莱茵报》第 125、128、130、132、135 和 

139号》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各界人士中引起极大的反响，阿•卢格试图 

转载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遭到书报检査机关的禁止，于是他将有关章节 

编辑加工，附上一篇按语，以《〈莱茵报〉论新闻出版自由》为题发表在《德国 

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上。1851年这篇文章的大部分被收入海尔曼• 

贝克尔出版的《卡尔•马克思文集》。一136。

51普鲁士各肩'等级会议即冶议会.建立于1823年。会议由下列四个等级的代 

表组成：（1）诸侯等级的代表即过去受封的德皇家族的代表；（2）骑士等级 

即贵族的代表；（3）城市的代表;（4）乡镇代表，由于拥有地产是参加省等级 

会议选举的主要条件，所以大部分居民实际上被剥夺了选举权。选举资格 

的限制和选举方式保证了贵族在省议会中占大多数席位。从1827年起，省 

议会由国王不定期地召开，其权限仅限于商讨地方经济和省的行政管理问 

题。在政治方面,省等级会议只具有极有限的谘议权即对政府提交给它们 

讨论的一些法案和提案发表自己的意见。一136,307,407,435.

52马克思称毕达哥拉斯为“宇宙的统计学家”，是因为后者认为，由数支配的 

宇宙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有规律性的数是万物最根本的本原。——140c

53指历史法学派。

历史法学派是18世纪末产生于德国的一个以反对古典自然法学派、 

强调法律体现民族精坤和历史传统为特征的法学流派。它反对1789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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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重视习惯法，反对制定普遍适用的法 

典》代表人物有古•胡果、弗•卡•萨维尼等人。这一学派在德国开始兴 

起时代表封建贵族的利益，以后逐步演变成19世纪资产阶级法学中的一 

个電要流派。对这一流派的批判见马克思的著作《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 

言》（本卷第229-239页）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47。

54卡•哥•泰•温克勒1817-1843年为《晚报》的责任编辑。他曾使用泰奥 

多尔•赫尔这一笔名。马克思风趣地说他的亮度如何微弱，是因为“赫尔” 

的德文（Hell）含有光明的意思;而温克勒这个姓的德文（Winkler）恰好是 

“愚昧乡下佬"（Krähwinkler） 一词的组成部分，所以马克思又称其为以“赫 

尔”为笔名的愚昧乡下佬，借以讽剌其作品粗俗肤浅、枯燥乏味。——149,

SS约.罗于1716年在巴黎创办了一家私人银行，1718年银行改为国家银 

行。这家银行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同时从流通中回收硬币，企图以此来增 

加国内财窜，致使交易所的买空卖空和投机倒把活动猖獗一时，银行于 

1720年破产。——152。

56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议，1815年荷兰与比利时联合组成尼德兰王国，国王 

是威廉一世《在王国中实际上是荷兰占统治地位。1830年的比利时资产阶 

级民族革命最后导致尼德兰王国的解体，比利时成为独立的国家。—— 

152，

57卡•路•冯•哈勒在《国家学的复兴，或与人为公民状况空想相对立的自 

然社会状况理论》一书中主张完全恢复封建专制制度及中世纪基督教行 

会制等级国家。这一主张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根 

据。一一154。

58海妖，音译为茜林丝，是古希腊神话中-•群人首鸟身的女妖，她们用歌声迷 

惑航海者，使他们由于航船触礁沉没而丧命。——164,173.

59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谈到人类认i只过程的非辩证观点时，使用了 

“所有母牛在夜里都是黑的”这一成语，马克思在这里套用这个成语来说明 

片面认识和庸俗经验的危害性。~166。

60八卦是《周易》中的八种基本图形，相传为伏羲氏所画，用“一”和“一一”符 

号组成，以“一”为阳，“一一”为阴，分别称为乾（5 ）、坤（H ）、癘 

（==）.巽（彐）、坎（彐）、离（二）、艮（彐）、兑（=）。《周易》认为，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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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而乾卦和坤卦在八卦中 

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最初根源,其中包 

含一切事物都是可变的这类朴素辩证法的观点。一167。

61哲人之石指古代炼金术士幻想通过炼制得到的一种怪诞的物质，据说能把 

普通金属变成金银，民治百病，返老还竜。——173、180、248。

62希腈火是公元7世纪希腊人首先发明的燃烧剂，用硝石、硫磺、石油、树脂 

等混合制成，装在桶内、罐内投掷或由发射管发射，极易爆炸，燃烧时，火焰 

强烈，遇水不熄，故多用于海战。——173。

63北美的刑事犯监禁制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单人监禁制度，即对犯人昼夜 

都实行单独监禁;另一种是囚犯缄U制度，这种制度规定犯人白天在一起 

劳动，但不得相互交谈，否则予以严惩。——200。

64《集权问題。从问題本身和1842年5月17曰星期二〈莱茵报〉第137号附 

刊谈起》是马克思针对莫•赫斯的《就集权问题论德国和法国》而写的批判 

文章的开头部分。赫斯的文章发表在1842年5月17 R《莱茵报》附刊第 

136—137号。署名+ +，其中对国家集权问题作了抽象的、虚无主义的解 

释。马克思在批判文章中首先论述了在青年黑格尔派中间众说纷纭的哲 

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这一时期，马克思3益执著地追求并论证哲学和政 

治的联盟。

马克思是在1842年5月下半月写这篇文章的。文章没有写完，还是写 

完了没有寄往科隆，不得而知。总之，文章的后半部分至今尚未找到。以手 

稿形式保存下来的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第一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1927年历史考证版第I部分第1卷第1分册。——203。

65《〈科喹曰报〉第179号的社论》拉开了《莱茵报》与《科隆日报》论战的序幕。 

论战的起因是1842年5月28 H《科隆口报》的-•篇社论》由该报的政治编 

辑海尔梅斯撰写的这篇社论攻击《莱茵报》的政治立场，要求普鲁七书报检 

査机关禁止青年黑格尔派在政治报刊上批判普鲁士国家和基督教。马克 

思的这篇论战性文章驳斥了海尔梅斯这种公开的告密，从原则上阐述了政 

治和哲学的相互作用及其对改变现存的社会状况所具有的必要性。

马克思这篇文章写于1842年6月28日（海尔梅斯写的社论于这天发 

表）和7月3日之间，7月4日《莱茵报》理事达•奥本海姆已收到了这篇 

稱子。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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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可能指1842年6月《科隆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多次刊登《科隆大教堂报》 

发行的消息一事》--- 206。

67下面这段译文马克思可能引自奥•鲍利翻译的（琉善全集》1827年斯图加 

特版第1部分第2卷第176页，不过，马克思把罗马神墨丘利换为相应的 

希腊神海尔梅斯。 207。

68海尔梅斯在1842年6月24日《科隆日报》第175号的社论中，批评了政府 

当局不允许报纸全面报道法庭辩论情况的做法。——209。

69智者派指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至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的一批收徒取酬的 

职业教师，他们传授有关政治活动的知识，如论辩术、语法和修辞学等。主 

要代表人物是普罗泰戈拉和髙尔吉亚。智者派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但是 

在思想观点上是较为一致的，他们的特点是以人为中心，提出“人是万物的 

尺度”的命题，否定宗教和神的权威；重视感觉经验，肯定变化着的感性现 

象的真实性，但是走向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认为事物和真假是非以个人 

的感觉为转移;认为政治制度不是由神所规定，而是在人类长期共同生活 

中形成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智者派夸大个人感觉的观点提出过正 

确的批评，但拒绝肯定智者派思想的积极意义，——212.

70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教师。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是作为对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批判而产生的。柏拉图在物质世界以 

外去寻求事物的本质（理念），建立了以理念为核心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 

相反，亚里士多德却承认物质世界客观存在于它的运动和发展中，他把现 

象和本质都统■-到事物本身之中。诚然，他采用“不动的动者” （nus）作为一 

切自然现象的最终原因和最终目的，它把全部现实都置于合乎目的的运 

动之中，在这种哲学体系中，实际的宗教之神和“个人”精神的永恒不灭都 

无立足之地. 212»

71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指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流派，见注10,213,

72吠陀是印度最古老的宗教历史文献，梵文原意为“知识”，是对神的颂歌和 

祷文的文集。吠陀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指最古的四部吠陀本集，亦称 

四吠陀，广义除四吠陀外，还包括解释四吠陀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以及 

经书，亦称吠陀文献，吠陀中年代最久的作品可上溯到公元前约1500年以 

前，最晚的作品形成于公元前约6—4世纪。吠陀在被规定为神圣的经典以 

后，就成为神秘的著作.只许祭司和属于高等种姓的人学习，不许低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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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的人接触。以祭司为职业的婆罗门垄断了这些古代的经典，把它们作为 

髙踞于人民之上的凭借。他们为了保持垄断地位，只在内部口头传授这些 

典籍.不肯写成文字，直到19世纪吠陀才刊行于世。——214.

73宪章指法国立宪宪幸（见注128）。宪章第三条在1814年宪章中就已经作 

了规定。这是迫使路易十八承认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条款之一。1830 
年7月革命后，这一条款又原封不动地载入作了部分修改的新立宪宪 

章》--- 216.

74普鲁士邦法指《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包括私法、国家法、教会法和刑法， 

自1794年6月1日起开始生效。由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对德国的影 

响，邦法明显地反映出资产阶级改良的萌芽，然而就其实质来说，它仍然 

是一部封建性的法律。——216、316、346、426.

75拿破仑法典不仅指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于1804年通过的并以＜拿破仑法典》 

著称的法国民法典，广义而言，也指整个资产阶级法体系，即1804-1810 
年拿破仑第一统治时期通过的五部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 

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这些法典在拿破仑法国所占领的德国西部和 

西南部曾实行，在莱茵省1815年归属普鲁士以后，仍继续在该省生 

效。--- 216.

76指海尔梅斯1818-1819年在柏林和布雷斯劳学习神学和哲学期间，曾参 

加反政府的大学生运动。1824年在布雷斯劳，吔因曾是德国大学生协会会 

员，未被聘任为讲师》—219。

77指德国的反动报刊为反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批评宗教而进行的激烈论 

战，施特劳斯在《耶稣传》（第1、2卷分别于1835、1836年出版）一书中最先 

对宗教进行了批判。一221。

78嘉布遣会又译卡普秦会。1525年由马特奥在意大利创立，属天主教会方济 

各会的分支。嘉布遣为意大利文Cappùccio的音译，原意为尖顶风帽。该会 

修士身穿深褐色带风帽的会眼故而得名。该会提倡过安贫节欲的苦行生 

活。--- 222。

79 8世纪和9世纪的可耻时代，主要指査理大帝（742—814年j统治的年代。 

他在大力扩张领土的同时，实行庇护教会等政策。在征服萨克森地区时， 

他用暴力和镇压措施迫使当地居民皈依基督教。——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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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巴托罗繆之夜指1572年8月23-24日的夜里，即圣巴托罗缪节的前夕， 

天主教徒在巴黎杀死了大批胡格诺派教徒一事。后来人们把这--屠杀异 

教徒事件称为巴托罗繆之夜=——222。

81 «论神之都》乂译《论上帝之城》，欧洲中世纪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的晚年著 

作。大约于公元413-426年成书。该书分为上下两部，共22卷，用两座城 

来表述其历史哲学思想:一为上帝之城，即天国或基督教会；另一为世人之 

城，即人间（地国）或世俗国家。前者是完善的、永恒的；后者是不完善的，充 

满着罪恶。所以国家应绝对服从教会。——223。

82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 

的反革命联盟。同盟是战胜拿破仑一世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 

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 

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的欧洲君主国都参加了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 

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 

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224。

83指约•冯•哥雷斯《科隆纠纷结束后的教会和国家》（1842年魏森堡版）一 

书。该书站在天主教的立场上，对持续四年之久的普鲁士新教国家同天主 

教教会之间的纠纷作r分析。参看注48。——224。

84胡格诺派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兴起于法国的基督教新教教派， 

深受加尔文教义的影响。参加这一派的有不同的社会阶层，既有王公贵 

族，也有农民和手工业者。胡格诺派和天主教派的斗争导致的胡格诺战争 

从1562年起延续到1598年。结果胡格诺派的前首领纳瓦拉的亨利皈依天 

主教，成为国王，称亨利四世。——225。

8S克、沃尔弗是哈雷大学的哲学和数学教授，理性主义启蒙运动的代表，莱 

布尼茨哲学的继承者.因此，他的著作和讲演遭到虔诚派神学家们的猛烈 

抨击。由于哈雷的神学教授约《朗格的告密，威廉一世下令驱逐沃尔弗， 

1723年11月沃尔弗离开普鲁士。——227。

86《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是马克思对历史法学‘派的批判性论著。1841年 

底，马克思就开始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因此，他也开始研究历史法学派 

（见注53），因为历史法学派的政治主张和哲学基础都是与黑格尔的法哲 

学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相对立的。1842年初，深入研究历史法学派成为 

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任务。1842年2月28日，普鲁士国王任命该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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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人物弗•卡•冯•萨维尼为普鲁上法律修订大臣，负责修改普鲁士 

邦法的某些规定，修改省的有关法律，以便巩固封建的法律关系《于是历 

史法学派就为修订法律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依据。1842年6月底到7 
月初，报刊上刊登了一些新修订的法律，并展开讨论。马克思参与了这次 

讨论并为《莱茵报》撰写丁《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这篇文章。他剖析了历 

史法学派创始人胡果的哲学观点、思想方法和立论根据，指出历史法学派 

关于自由、婚姻、教育、私法和国家法等方面的观点都来自胡果的思想。文 

章写于1842年7月底_8月6日左右，1842年8月9日在《莱茵报》第221 

号上发表时，《婚姻篇Î被书报检査机关删去，直到1927年才在《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1分册用原文全文发表。—— 

229。

87胡果的自然法指胡果的《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 

（民法讲座教科书第2卷）。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引用的是该书修订版，即 

1819年柏林第4版。——229。

88约•哥•冯•赫尔德关于自然人都是诗人等文艺观点，见他所著《论德国 

文学片断》（第2、3集）、《论德国一东方的诗人》（载于《赫尔德全集•关于 

文学艺术作品》1827年斯图加特一蒂宾根版第2部分第16-40页）和《希 

伯来诗歌的精神》（载于《赫尔德全集•论宗教和神学》1827年斯图加特一 

蒂宾根版第2部分第87—113页）等。—230.

89指德国法学家弗•卡•冯•萨维尼1838年为纪念胡果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50周年而写的小册子《1788年5月10日。法学史论丛》（1838年柏林 

版）》--- 230。

90见本•贡斯当《论宗教的起源、形式与发展》1826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 

17É—173页。马克思1842年对该书作了详细摘录，但在保存下来的摘录 

中没有上面这段引文。——235»

91马克思暗指青年德意志派某些作家提出的对“自由的爱”的要求。

“青年德意志”是19世纪30年代产生于德国的一个文学团体,受海涅

和白尔尼的影响极大。“青年德意志”的作家（谷兹科、文巴尔克和蒙特等） 

主张信仰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他们的文艺作品和政论文章反映了小资 

产阶级的反抗情绪。青年德意志派观点的特点是思想上不成熟和政治上 

不坚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堕落成为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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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236。

92指弗•卡•冯•萨维尼，他的著作《论当代在立法和法学方面的使命》于 

1814年在海德堡出版，1840年出了第3版。——238，

93《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是马克 

思针对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而写的几篇论文中的第三篇。关于这一 

组论文的情况，参看注50。

19世纪40年代在普鲁士，小农、短工及城市居民由于贫困和破产而 

不断去采集和砍伐林木,按传统这是他们的“习惯权利”》普鲁士政府便想 

制定新的法律，采取严厉惜施，以惩治这种被林木所有者看作是“盗窃”的 

行为。莱茵省议会在1841年6月15日至17日曾就林木盗窃法草案展开 

了辩论。各阶层代表在辩论中发表的修改意见，均倾向于加重处罚，以给 

林木所有者更多的好处。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对历史上和普鲁士国家的 

法律问题以及现存的半封建的法律关系和法律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 

研究，抨击了封建等级的代表所持的观点，第一次公开地站在贫苦群众一 

边维护他们的物质利益。这篇论文的写作，第一次推动马克思去从事政治 

经济学的研究。

这篇文章开始写作的时间不能确定，但不会晚于10月初，10月24曰 

大概基本写成，但不排斥在文章开始见报后仍在写后面的部分，——240。

94 1841年7月23日，莱茵省议会对限制地产析分的法案进行了辩论。法案 

是由莱茵省总督冯•博德尔施文格提出的，他想用限制地产析分的办法来 

阻止莱茵省农民贫困化趋势的发展。然而议员们坚持对土地的自由支配, 

认为限制地产析分会降低土地的价值。议会在没有对草案进行逐条讨论 

的情况下，便以压倒多数否定了这一草案。

马克思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指出，限制地产析分并不是解决 

摩泽尔农民贫困状况的办法。——240.

好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于1841年6月24日、25日及7月6,7,8日讨论了《普 

鲁士各邦森林和狩猎治安总条例草案》，7月9日讨论了《关于狩猎违禁的 

规定》，7月22日讨论了《关于待审的森林、牧场和狩猎违禁案的民事申诉 

法案》》--- 240。

城指查《五世刑罚法规，即1532年德意志帝国国会在雷根斯堡通过的《査理 

五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刑罚法规》，又称（加洛林纳法典》。这是德国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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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典。直到18世纪中叶为止.这部法典始终是德国占有主导地位的刑法 

典，它对各种违法行为采取的惩治措施极端残酷（如火刑、肢解、溺毙

等）。——243。

97指蛮族法典（leges barbarorum），这是对5—9世纪形成的，一些日耳曼部 

落的法规的最初的文字记录的统称，其中主要记录了这些部落的习惯法， 

但也采用了符合当时需要的新的法律规范。这些部落5_7世纪在原西罗 

马帝国及其邻近地区的领土上建立了王国和公国，蛮族是古希腊人和罗 

马人对其邻族的轻蔑称呼。——250,275.

98萨莫邓德人是俄国史书中对俄罗斯北方和西伯利亚许多部落的称呼。关 

于萨莫耶德人杀死野兽的描述，参看沙•德•布罗斯《论拜物神仪式或埃 

及古代宗教同今天尼格里蒂亚的宗教之比较》1785年柏林■-施特拉尔松 

德版第42—43页。1842年3_5月，马克思曾阅读过这一著作并作了摘 

录。--- 256»

99领主裁判权是德国地主在其领地范围内审判和惩罚农民的封建权利。地 

主拥有对财产、遗产、地产的裁判权。领主裁判权从1848年起开始受到限 

制，1877年被废除。一257。

100多多纳是希腊主神宙斯的神殿所在地，位于希腊伊庇鲁斯，是继德尔斐神 

庙之后希腊最古老的神托所和朝拜宙斯的场所。据说，在通往神殿的大门 

口有~眼泉水，泉边长有一棵古橡树，树叶发出的沙沙声能够传达神

谕》--- 265。

101意识形态~词来自希腊文iSea（观念、形象、概念）和XaôYos（学说）。19世纪 

初，法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在《意识形态概论》中首 

先使用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认为意识形态是考察观念的普遍原则和发 

生规律的学说。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突然的造反表现，是指法国资产阶 

级在哲学上反对18世纪唯物主义的一种思潮，其代表人物把心理状态、意 

识现象、感觉、意志行为以及观念都看作是哲学研究的对象。——265。

102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几次使用了“Mehrwert”一词。本文都译为“额外价 

值”，表示林木所有者由于林木失窃而得到的追加价值，即罚款。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才第一次把“Mehrwert”（“剩 

余价值”）作为术语，来表示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出最初预付价值的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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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见《马克S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276页。——274。

103 1584-1585年，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派军队包围安特卫普，以镇压尼德

兰反对西班牙专制制度的起义。安特卫普在被围13个月后被西班牙占 

领。--- 283»

104 “圣者议会”是对英国摄政大臣克伦威尔于1653年7月4日召集并于同年 

12月12日解散的小议会的讽剌性称谓。与会议员中有许多激进派宗教团 

体的代表，他们用宗教的神秘术语抨击克伦威尔的政策，因而被嘲讽地称 

为“圣者”。——285,

105关于古巴野人把黄金扔进大海的描述,参看沙•德•布罗斯《论拜物神仪 

式或埃及古代宗教同今天尼格里蒂亚的宗教之比较》1785年柏林一施特 

拉尔松德版第36页。1842年3—5月，马克思曾阅读这一著作并作了摘 

录。马克思用“古巴野人将把兔子扔进大海里去”来讽剌莱茵省议会将要 

辩论的关于狩猎违禁法草案，因为这一法案甚至把农民猎取兔子的权利 

都剥夺了。--- 290„

106《共产主义扣奥格斯堡〈总汇报〉》是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编缉以后写的第 

—篇文章，他以此第一次公开表明自己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并参与报界对 

共产主义问题的讨论。

1842年9月底至10月初，由于发表公开讨论法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 

义理论的第十次法国学者代表大会的报道，以及出版罗•施泰因的《现代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引起了德国报界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 

主义的讨论。1842年10月11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284号发表了该报 

主编古•科尔布的文章《共产主义者的学说》，以《莱茵报》刊登两篇文章 

为由指责《莱茵报》同情共产主义，并把“邻国的混乱”引进德国报刊。因 

此，马克思撰写本文，予以批驳。通过发表这篇文章，马克思第一次千预了 

«总汇报》和《莱茵报》之间进行的论战。《总汇报》一再标榜自己要成为全 

面的、不偏不倚的报纸。而该报所持的主要是保守的方针,但是也发表温 

和的自由派的现点。在古•科尔布的主持下,该报坚持奥地利霸权下的大 

德意志的思想。--- 291 «,

107关于柏林家庭住宅的共产主义文章，指1842年9月30日《莱茵报》第273 
号刊登的莫•赫斯的一篇1842年8月21日柏林通讯，这篇通讯曾发表在 

威，魏特林编辑出版的《年轻一代》杂志1842年9月号上》通讯作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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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权利的不平等是产生贫困的原因，解决办法是废除财产权。《莱茵报》 

转载时，赫斯对这篇通讯作了删节，加了按语及标题《柏林的家庭住宅》.并 

对几处有关共产主义的论述作了修改。

柏林家庭住宅指1820—1824年在柏林建造的五幢三层大楼，大约有 

400套住房，绝大部分只有一个房间。1840年，这里住着3 000人，他们生 

活贫困，往往是几户人被迫合住在一个房间里。——291。

108指1842年10月7日《莱茵报》第280号刊登的有关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 

的报道。这篇报道扼要地介绍了通过立法是否能够改善工人社会状况的 

讨论，还报道了与会者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演说》

斯特拉斯堡会议是1842年9月28日至10月9日在斯特拉斯堡召开 

的第十次法国学者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德国、瑞士、英国、比利 

时、俄国及其他国家的学者。会议期间，有的小组就傅立叶学派关于提髙 

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的建议等问题进行了讨论。——292。

109《莱茵报》第276、280、281、284号刊登了第十次法国学者代表大会的通讯， 

第277、286号转载了法国一家报纸的报道。这些通讯的内容主要是会议的 

讨论情况，但也涉及会议以外的活动。《总汇报》第275、277、278、280、281 
号同样刊登了有关会议讨论情况的简讯，而在第279、284、287号上则极为 

详尽地报道了会议期间的接待情况和庆祝活动。——292。

110西哀士的预言指法国政治家艾•约•西哀士 187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在他 

的著作《第三等级是什么？》（1879年巴黎版）中表述的思想：“第三等级是

什么？------ 切《——它迄今在政治方面是什么？——什么也不

是。——它要得到什么？-----个地位”。——293。

111指恩•毕洛夫-库梅洛夫的《普鲁士，它的国家制度，它的管理和它同德意 

志的关系》和威•科泽加滕的《论地产的可转让性和可分割性，特别兼顾 

普鲁士君主国的某些省份》，这两篇文章均于1842年发表。毕洛夫-库梅洛 
夫主张对封建等级制度进行改革'，但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派实行立宪政体 

的要求;科译加滕反对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极力维护封建地产的特权》 

此外，卡•路•冯•哈勒也在《柏林政治周刊》上鼓吹他关于完全恢复中 

世纪基督教行会制等级国家的理论，——293。

112指英、法两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1842年8月，曼彻斯特成为宪章派进 

行宣传鼓动并举行大规模罢工运动的中心之--»1839年5月，巴黎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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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秘密革命团体四季社组织的起义U831、1834年，里昂爆发了纺织丁.人 

起义。——293。

113关税同里是1834年1月1日在普鲁士领导下最后形成的。在此以前,1818 
年的保护关税条例废除了普鲁士境内的国内税，1819年开始，普鲁士先同 

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其中最大的是黑森~达姆施塔德）签订关税协定，后来 

发展成确定共同税界的关税同盟，该同盟逐渐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德意志 

邦》在同盟之外的只有奥地利、汉撒的自由市（吕卑克、汉堡、不来梅）和北 

德意志的一些小邦。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以及这次革命被镇压下去以 

后，关税同盟事实上已名存实亡。普鲁士在1853年恢复了关税同盟，该同 

盟一直存在到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全国政治统一的1871年。一一294、 

367。

114 1842年柏林动物园曾发生因吸烟而打架的事件，普鲁士政府和柏林瞀察 

总局于］842年2月24日作出规定，该事件才得以平息。规定根据原有的 

法律，重申禁止“在柏林环形城墙以内的大街和公共场所以及动物园内吸 

烟”，否则将处以罚款和监禁。——294。

115 1842年夏，英国许多工矿先后爆发了罢工和骚动，工人们要求增加工资》 

宪章派的三个领袖约•坎贝尔、詹•斯科菲尔德和彼•麦克道尔也参与 

了工人的行动。1842年8月17日，麦克道尔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宪章派代 

表会议上提出了 一份呼吁书，号召罢工工人们组织起来，把斗争坚持下 

去。他希望罢工发展成为实现人民宪章而举行的人民起义。这份呼吁书未 

经会议通过，就被麦克道尔以宪章派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散发。为此麦克道 

尔遭到宪章派最有影响的领袖奥康瑙尔的猛烈抨击，并受到警方的追捕》 

他由于逃亡法国而免遭逮捕》294。

116自治论者是侯爵和伯爵家族的代表。根据1815年S月8日通过的德意志 

联邦条例，他们保留r自行处理其财A和家族关系，不受全国通行的普鲁 

士邦法约束的权利。为保留封建地产，他们要求限制地产析分。为此，普鲁 

士政府试图通过一项法律来阻止莱茵省不断发生的地产析分，然而这项法 

案遭到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否决。——294。

117暗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热衷于恢复中世纪行会制度，以及冯•哈勒在 

其《国家学的复兴》中首先从理论上对这种政策作的论证等。——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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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威•科泽加滕在《论地产的可转让性和可分割性，特别兼顾普鲁士君主国的 

某些省份》中曾指出：“地产，按其自然状况来考察，决不是所有人都享有的 

权利，因而按照近代政治家的见解倒不如把它看成是一种优先权，近代政 

治家正是把不是所有人都应得到的一切权利称为特权或优先权（见该 

书1842年波恩版第98页）——295。

119指由巴•普•安凡丹创立的法伦斯泰尔的成员古•德•艾希塔尔。法伦 

哳泰尔是按照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建立起来的生产消费协作

社。--- 295 O

120《（莱S报〉编辑部就有关共产主义的论争所作的说明》与《共产主义和奥格 

斯堡〈总汇报〉》一文在内容上有着直接的联系，1842年10月19日《莱茵 

报》第292号转载了同年10月15日的《曼海姆晚报》第243号的一篇普法 

尔茨通讯，因为该通讯不赞成奥格斯堡《总汇报》对共产主义所采取的态 

度。同年10月22日《亚琛城日报》第293号发表文章，对《莱茵报》转载通 

讯未作任何说明表示不满,认为该通讯把《总汇报》对共产主义的观点强加 

给《亚琛城日报h马克思的这篇说明就是对《亚琛城日报》的答复》它以《莱 

茵报》编辑部的名义刊登在1842年10月23日的《莱茵报》第296 
号》----297。

121指古•科尔布的文章（共产主义者的学说》，载于1842年10月11日奥格 

斯堡《总汇报》第284号，这里所说的亚琛报纸上的文章指1842年10月6 

日《亚琛城日报》刊登的《普鲁士的共产主义者F-文。一一297。

122 1842年6月底，格鲁培在他的小册子《布鲁诺•鲍威尔和大学的教学自 

由》中，以哲学的超党派性和中立性作幌子，攻击鲍威尔的著作＜符类福音 

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年莱比锡版第1一2卷〉，同时表示赞成波恩大 

学解聘鲍威尔，并为这种作法辩护。青年黑格尔派对格鲁培的言行进行反 

击，在《德国年鉴》上针对格鲁培的小册子发表了一系列维护鲍威尔的文 

章。马克思这篇文章大约写于1842年10月底和11月初之间，刊登在1842 

年11月16日的《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杂志第273期。这篇讽剌性文章是 

他发表在该杂志上的唯一的一篇文章。--- 300„

123大概是指格鲁培的语文学功底差=他的两篇文章《关于阿契塔的残篇：! 

（1840年）和《关于赫西俄德的神谱K1841年）曾受到学术评论界的贬斥 

或否定，---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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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马克思从布•鲍威尔<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第2卷第296页转引 

的新教神学家奥•奈安德的话。见奈安德著作《耶稣传》1837年汉堡版第 

265 页（，----- 302。

125马克思从布•鲍咸尔｛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第2卷第297页转引 

的新约中的话，参看《新约•路加福音》第11章第29—30节。——302。

126马克思从布•鲍威尔《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第2卷第299页转引 

的新约中的话，参看《新约•马可福音》第8章第12—13节。一302。

127《莱g报》编辑部为《评〈汉诺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误〉》一文所加的按语， 

针对1837年一 1838年汉诺威宪法冲突中资产阶级反对派和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的行为，通过阐述采用“自由主义反对派’’这一用语的理由，指明了 

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的任务。《汉诺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误》一文刊 

登在1842年9月22x25日和10月2、4日《莱茵报》第265、2S8、275和277 
号。--- 305,

128法国波旁王朝复辟以后，由路易十八颁布的立宪宪章于1814年6月14日 

生效。这部宪章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把各阶层广大群众完全屏弃于政治生 

活之外，但是不得不保留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成果。1830年7月26 
日，路易十八的继承者査理十世颁布六条命令（七月敕令），公开践踏1814 
年宪章的精神，直接导致了七月革命的爆发和波旁王朝的覆灭。1830年8 
月，通过了新的立宪宪章，新宪章采纳了旧宪章的主要条款，成了七月王朝 

的根本法》--- 305。

129 1837年汉诺威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依靠封建反动势力废除了具有温和 

的自由主义性质的1833年宪法，并使1819年宪法重新生效，保留了等级 

代表制原则和严格限制省议会的权利。这一做法引起了以格丁根大学七 

位自由派教授（格林兄弟、达尔曼、盖尔温努斯、艾瓦德、阿尔勃莱希特和 

韦伯）的抗议，结果，这七位教授被政府解聘，其中三位被驱逐出境。这一 

事件在德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应。——305、400。

130《区乡制度改革和 < 科隆日报〉》这组文章（共三篇通讯）是马克思针对当时 

围绕普鲁士政府打算在莱茵省城乡实行地方管理机构改革所展开的激烈 

辩论而写的。随着法国军队占领莱茵河左岸的德国地区，那里的封建制度 

基本上被消灭，18世纪90年代，在未来的普鲁士莱茵省建立了新的区乡 

制度，大大削减了乡村封建土地占有制的特权，实现了城市的区和农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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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在法律上的平等。但是，随着1815年普鲁士统治地位的确定，政府和封 

建贵族企图废除区和乡的平等权利，以恢复贵族势力的特权。这一企图遭 

到了莱茵进步的资产阶级和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 ，他们 

竭力维护区和乡的平等权利，《莱茵报》从8月至12月发表了一系列反对 

实施普鲁士的等级原则、扩大封建贵族特权、维护区乡权利平等的文章和 

通讯„然而，在这场辩论中，《科隆日报》从10月中旬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 

文章攻击区乡权利平等，歪曲《莱茵报》的观点和论证。对此，马克思在《莱 

茵报》上发表文章予以反驳，极为巧妙地揭露了《科隆日报》对《莱茵报》俳 

谤的实质。--- 307。

131即1842年11月5日《科隆日报》第309号附刊上登载的以“------”符号

署名的文章《概述》》

从1842年10月中旬开始，《科隆日报》发表了几篇攻击区和乡权利平

等的文章。《科隆日报》通讯员的文章下面用“__ ”或“----- ”的符号署

名，显然这位通讯员就是科隆公证人杜比安，他曾要求城市和农村的区乡 

制度改革分开进行，理由是“由于农村的乡落后，不容许乡享有和城市的区 

~样的权利”。此外，作者还断言，那些捍卫区乡权利平等进步原则的人想 

要阻挠区乡制度改革。《概述Ï一文汇集丁上述通讯的全部主要论据，不顾 

事实地断言大部分莱茵居民都赞成区乡分开。虽然《科隆日报》的编辑部 

也发表了一些反映相反观点的材料，但是该报实质上赞成《概述》文章作者 

的观点。 307。

132 1842年11月3日《莱茵报》第307号登载的文章《回忆为实行区乡制度改 

革而作的努力》，谈到第一届和第四届莱茵省议会（分别召开于1826年10 
月19日_1827年1月7日和1833年11月10日_12月31日）关于改革 

地方管理问题的两项对立决议。文章认为，决不能把省议会看作是表达莱 

茵省民意的机构。文章还指出，等级代表制已经过时，而且实质上已经变 

成荒谬的了。——307，

133 1842年9月16日的科布伦茨市请愿书中请求普鲁士国王批准科布伦茨 

市实行自己选举议会议员和领导机构的区乡制度，以便摆脱普昝士政府 

的约束，1842年9月科隆和亚琛市也都在请愿书中提出了类似的请求。科 

隆和科布伦茨市在提出这类要求时依据的是它们在中世纪所享有的、随 

着法国区乡法的实施而失效的特权。1842年9月19日、10月30日《莱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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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第262和303号曾刊登了亚琛和科布伦茨市的请愿书。——308。

134 1842年10月31日一部分人代表特里尔市居民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请求

国王“恩准在普鲁士莱茵省管辖的所有区乡实施一种区乡制度，这种制度 

坚持自由选举自己的代表，公开有关区乡机构的辩论情况以及比以前拥 

有更大的独立性的原则”。1842年11月5日《莱茵报》第309号刊登了这 

份请愿书。--- 308 »

135 1842年11月1日《科隆日报》第305号刊登的该报主编卡•海尔梅斯写 

的社论，完全赞同1842年10月4日的内阁指令（根据该指令，只有篇幅超 

过20印张的书籍才免受检査），并且得出结论说，这样一来，“如果必须把 

想要发表的仓促写成的文稿从各个方面加以斟酌并改写成大部头的著 

作，许多人就将殚精竭虑了。”——309。

136指1842年11月10日《莱茵报》第314号上刊登的《提交莱茵省代表审议 

的拒绝区和乡权利平等的区乡制度改革直案》一文。文章认为“全体公民 

—律平等"是实行区乡制度改革的非常迫切的重大政治问题，并呼吁反对 

普鲁士政府提出的区乡制度改革的新草案。——309。

137 1842年8月29日，《莱茵报》监事会委托格•法伊、爱•迈尔和亨•克莱 

森就《莱茵报》对区乡制度改革应持什么态度这一问题提出建议，最后克 

莱森将所提建议归纳起来，写成了一组题为《莱茵省区乡制度改革》的文 

章,发表在《莱茵报》上，第一篇文章《论区乡的概念》，载于该报1842年11 
月3日和6日《莱茵报Î第307和第310号附刊》第二篇文章《论城市和农 

村的区乡制度的差别》.载于1842年11月8、11和13日《莱茵报》第312、 

314和317号附刊，第三篇文章《论现代区乡同国家的关系》，载于1842年 

11月29日和12月1日《莱茵报》第333和335号附刊。——311,

138 “Ceterum”是罗马政治活动家老卡托通常在元老院中结束演讲时所惯用 

的一句话的开头一词，这句话是：“Ceterum censeo Carthaginem esse de- 

lendam” （“此夕卜，我认为，迦太基必须被消灭”）。——312。

139在联合等级委员会于柏林召开会议期间，莱茵省等级委员会的代表于 

1842年10月24日向国王提出一项请求，要求召开莱茵省代表特别会议 

讨论区乡改革问题。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同意了这一请求，并于10月26 
日召见了莱茵省代表，他促使把城区条例和乡镇条例的新草案提交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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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省的代表们于11月11日表示反对把区和乡分开的条例，并要求赋 

予第四届莱茵省议会所拟定的草案以法律效力.——315。

140促使马克思写这个按语的直接原因是《莱茵报》发表的两篇评论离婚法草 

案的文章（参看注141、142），按语是为第二篇文章加的。马克思在按语中 

拟定T批判离婚法草案的基本方针，在后来作为社论发表的《论离婚法草 

案》（见本卷第346—350页）一文中，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因 

为写这个按语时，第•一篇文意已经刊印，所以按语的写作时间不会早于 

1842年11月6日。

1842年2月，历史法学派的主要代表弗•卡•冯•萨维尼被普鲁士 

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任命为法律修订大臣》在他的主持下，首先着手 

起草新离婚法草案，草案的准备和讨论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1842年7月草案虽已付印，但不允许公开发表》尽管如此，从7月底起还 

是有人针对草案发表丁最初的批评性评论。1842年10月20日《莱茵报》 

第293号发表了这一草案，后来在＜莱茵报》、《莱比锡总汇报》以及其他报 

刊上对草案展开了广泛的公开讨论。普鲁士政府对这件事采取威胁和压 

制的手段，它首先要求《莱茵报》编辑部提供草案投寄人的姓名.遛到拒 

绝。这成了《莱茵报》后来被査封的原因之一。——315。

141 1842年11月1335日《莱茵报》第317,319号附刊登载的《论新婚姻法草 

案》一文认为，新草案的主要缺点在于，它并没有废除，只是修订了历史上 

已经过时的普鲁士邦法的各种规定。文章还谴责了草案在法律上把国家 

从属于教会明文规定下来的做法。因此，文章否定那些给结婚或脔婚造成 

困难的各项规定，也反对因离婚而引起的法律性的惩罚。——315。

142 1842年11月6日《莱茵报》第310号附刊登载的《评法律修订部1842年7

月提出的离婚法草案》一文批评草案持新教观点并具有违反常人健全理智 

的各种规定。文章否定给离婚造成困难的多数条款，维护普鲁士邦法的有 

关规定》--- 315。

143 1842年11月12日科隆行政区长官冯•格尔拉赫奉莱茵省总督冯•沙培 

尔之命召见《莱茵报》编辑，责令该报改变办报方针，否则将予以査封。11 
月15日《科隆日报》公布了关于报刊的内阁指令。为反击政府的威胁和反 

动报纸的挑衅，马克思在这篇简短的评论中全文转载这一指令，同时利用 

其中主张放宽言论自由的许诺，从法律上阻止当局以书报检査为名对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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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迫害。马克思在其他场合也采用过此类迫于惰势的策略。——318»

144《〈科隆a报〉的一个通讯员和《策茵报〉》是马克思继《区乡制度改革和〈科 

隆日报〉》（见本卷第307-314页）之后写的又一篇维护区乡权利平等的文

章。《科隆日报》的一个通讯员是科隆公证人杜比安。他以“----- ”符号署

名在《科隆日报》上发表文章，攻击《莱茵报》刊登的马克思和亨•克莱森 

等人关于区乡制度改革的文章，企图使人们相信，要求市民和农民权利平 

等以及运用历史的经验是十分荒唐的事情。马克思的这篇文章1842年11 
月17日在《莱茵报》上发表后，18日《科隆日报》即对该文进行反驳，而《莱 

茵报》未予理睬》 320»

145《奥格斯堡报的论战术》是马克思为揭露奥格斯堡《总汇报》在论战中所采 

取的手法而写的文章。在此之前，《莱茵报》已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奥格斯 

堡报的政治立场提出原则性批评，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 

堡〈总汇报〉》〔见本卷第291-296页）一文。然而《总汇报》避开《莱茵报》对 

它的批评，在原则问题上沉默不语，反而利用《莱茵报》报道中出现的疏漏 

攻击《莱茵报》的政治倾向。马克思在其他文章中也揭露了《总汇报》的论 

战手法（见本卷第355和409—410页）。•一323。 ,

146指1842年11月13日《莱茵报》第317号刊登的一篇通讯《停止刊登冯• 

科塔先生的出书广告》。通讯作者认为，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全部 

文学评论无不打上了科塔出版社政治倾向的烙印。通讯作者呼吁所有报 

刊不要再为科塔出版社出的书籍刊登广告。

这篇通讯中，作者误将柏林出版的尤•莫森的政治性小说《维罗纳会 

议》作为科塔出版的书籍。下面引用的编辑部关于出版地点的说明，见 

1842年11月18日《莱茵报》第322号。——325。

147 1842年11月11日莱比锡举行了纪念席勒的集会活动。诗人尤•莫森在 

集会上朗诵了献给席勒的一篇诗歌体祝酒词，他在这篇祝酒词中尖锐地批 

评丁奥格斯堡《总汇报》，称该报的浪漫派为“文坛警察1842年11月16 
日《莱茵报》第320号全文刊登了莫森的祝酒词。11月24日《莱茵报》第 

328号又刊登了一篇通讯《席勒纪念日》，详细报道了这一集会活动。一一 

327。

148 1842年11月n日和13日《莱茵报》第315.317号上刊登了阿•卢格写的 

一篇通讯《蒂克离开了我们……》。卢格在通讯的第二部分评论了 18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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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在德累斯顿首场演出的尤•莫森的悲剧《伯恩哈德公爵Ï，认为莫森的悲 

剧“没有站在时代的髙度”，——327。

149见1842年11月25日《总汇报》第329号刊登的寄自瑞典的通讯《瑞典的 

政党》。古•科尔布在为这篇通讯加的编者按中，提醒读者注意，这篇通讯 

描述了瑞典自由党的特点。作者把这个要求进行大胆改革，因而使当局感 

到害怕并把受到部分群众推崇的政党比拟务“发射根本不触及现实的豪 

言壮语的弹射器”。一328。

150《讲奥格斯是〈总汇报〉第335号和第336号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丈幸》 

是马克思针对1842年12月1日和2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和336 
号刊登的《论普鲁士的等级委员会的组成》一文而写的。1842年6月，根 

据普鲁士国王的命令，等级委员会在各省相继成立，并于10月和11月第 

一次在柏林召开会议。等级委员会的成立和会议的召开导致了人们更加 

尖锐地批评历史上已经过时的普鲁士封建等级代表制。资产阶级反对派 

认为，等级委员会不能成为全国性的代表机构，扩大等级机构的权力就意 

味着加强贵族统治。他们要求在整个普鲁士实行立宪代表制，而资产阶级 

激进人士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要求实行以全体公民的政治平等为基础 

的人民代表制。公众的批评促使政界人士在（总汇报》上撰文为等级委员 

会的组成和使命辩护。马克思在当时严格的书报检査制度下，出于策咯上 

的考虑，说《莱茵报》只是反对保守报刊对普鲁士国家制度的观点，而不 

是反对这种制度本身。实际上，马克思对普鲁士封建等级制度进行了尖锐 

的批评。--- 329。

151普鲁士等级委贞会是根据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2年6月21日发布的 

命令建立起来的，等级委员会委员由各省议会按照等级划分从自己的议员 

中选举产生，并由国王召集各等级委员会组成谘议性机构——联合委员 

会.建立等级委员会的目的在于加强封建等级代表制，抵制自由主义反对 

派提出的在全普會士实行立宪代表制的要求。——329,407.

152指1842年12月1日和2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和336号附刊上刊 

登的《论普鲁士的等级委员会的组成》一文。这篇文章是泰•亨•冯•罗 

霍提供洽《总汇报》发表的。此人是普鲁士驻斯图加特的特使、1842年夏天 

去职的普鲁士内务大臣古•阿•冯•罗霉的兄弟，他本人亲自为《总汇 

报Î撰稿，但更多的是为《总汇报》介绍来自官方的文章。本文显然是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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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种情况，因为从1842年11月23日他给约•格•科塔的信中得知，他 

曾按照普鲁士内务大臣冯•阿尔宁的意愿，要求《总汇报》发行人准许在 

该报附刊上刊登这篇文章。——329。

153指1823年6月5日在普魯士颁布的《省等级会议一般组织法h该法第 

十一条规定，地产是享有等级代表资格的条件（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 

1823年柏林版第13号第129页）。根据该法1824年3月27日颁布了《莱 

茵省等级会议（省议会）组织法》。——330，

154这里马克思摘引的是《:莱茵省等级会议（省议会）组织法。1824年3月27 
日》第五、八、十一和十二条（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2年柏林版第9 
号〉。1823年7月1日和Ï824年3月27日颁布的普鲁士其他各省的省等 

级会议（省议会）组织法中也有类似的条款。——331。

155根据等级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委员会委员应由“每个等级本身”选举产生。 

尽管1841年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多数代表提议，委员会委员应由省议会 

选举产生，但这项规定仍被遵照执行。这种把省议会分成几个部分的做 

法，从1647年起就已成为普鲁士等级代表制的一项特殊规定。对省议会来 

说，它意味着各个等级可自行召开会议，而且还可以单独向国王呈递意见 

书或决议。如果国王提出要求，或者某个等级中三分之二的成员反对省议 

会以多数票通过的决议,这项特殊的規定就可生效。从原则上讲，这项规 

定是加强贵族影响的一种手段。——337。

156降为间接附庸的贵族指以前直厲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来根据1806年 

莱茵联邦条例和1815年维也纳会议决议从属于大的邦君的侯爵和伯爵。 

1815年维也纳会议联邦条例和最后决议，以及1815年6月21日《关于普 

魯士国家从前直属德意志帝国等级关系的规定》都为他们保留T许多特 

权，这保证了他们享有由于自己的财产及其不受阻碍的享用而产生的一 

切权利和优惠。此外，他们还可以自主征收直接税，不必缴纳私人地产税。 

省议会组织法保证了他们在省议会中占有席位。——341.

157《论普鲁士的等级制度》一书于1842年9月出版。作者在书中维护君主制， 

拒绝把法国的资产阶级关系作为普鲁士的榜样，然而，他又反对在反抗拿 

破仑的解放战争时期开始的改革在后来几十年陷入停滞状态，有些方面甚 

至走向倒退的事实，他首先抨击了封建地产对国家割据状况和政治关系的 

形成的决定性影响在法律上得到确认，他把工业在创造国民财富和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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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起的作用同大地产在经济上的意义加以对比，从中得出结论说，必须 

改变政治关系，以利于工业的发展并加强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一341.

158指1842年9月出版的路•布尔C普鲁士省等级会议的意义》一书。这部著 

作出版的原因是联合等级委员会的召开。布尔是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和“自 

由人”小组的拥护者，他宣称“时代精神”和“人民意识”是取消等级代表制 

和实现全体公民的自由与平等的客观前提。他指出，省议会是封建贵族用 

来维护和重新恢复他们1808年以来已受到限制的特权的工具，因而是违 

背历史发展的。——341。

159单独选举权是国王授予的、多半以起源于中世纪的特权为依据的出席普鲁 

士省议会的特殊权利，有许多侯爵曾经享有这种权利，他们不经选举便可 

成为省议会的代表，在本人不能出席时可委派一名家族成员到会.有一些 

城市也享有这种权利，它们可以从有表决权的市民中直接选出自己的出席 

省议会的代表，而在其他城市和乡镇则由选民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选 

举产生省议会代表。——341。

160 1842年6月21日的命令和8月19日的王室内阁指令明确规定，等级委员 

会只有瑢询和评议的职能。《1842年8月10日各省联合等级委员会会议 

议事规程》规定，委员会委员无权讨论已确定的议事日程和政府提出的备 

忘录以外的问题,也无权就其他进行辩论的问题提出建议。——343。

161《论离婚法草案》与《〈莱茵报〉编辑部为（论新婚姻法草案〉一文所加的按 

语》（见本卷第315-317页〉在内容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篇文章中马克 

思继续批判了弗•卡•冯•萨维尼主持拟定的离婚法草案，并且同莱茵法 

学家和坚持普鲁士邦法的普鲁士法学家划清了界线。在刊登马克思文章 

的Î莱茵报》同一号上，还转载了《普鲁士国家总汇报》的一篇关于离婚法的 

文章，据称这是萨维尼让人在该报上发表的。文章简要地复述了普鲁士法 

律修订部的动机，并为离婚法草案进行辩护，这篇文章显然是马克思促使 

《莱茵报》转载的，因为这样一来马克思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莱茵报》能够 

在多大程度上赞成修改婚姻法的动机，同时他也能够直接批驳为维护离婚 

法草案的基本原则而提出的论据。——346。

162《〈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現内的查禁》是马克思为18«年1月1日 

《莱茵报》第1号写的社论,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毫无保留地对普鲁士政 

府査禁《莱比锡总汇报》—事表明了态度。1842年12月28日弗里德里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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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四世下令在普鲁士邦境内査禁《莱比锡总汇报h为欺骗舆论,普鲁士 

当局把査封该报说成一种只是为对付该报任意行事而采取的特殊措施 ， 

一些保守的温和的自由派报刊也附和这一说法，而马克思立即就认识到， 

査禁《莱比锡总汇报》实际上是普鲁士政府对所有反对派报刊采取全面制 

裁措施的第一步。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最早极其尖锐地指出，报纸对普鲁 

士国家的批评才是政府采取行动的根本原因。因此，政府的责难是针对全 

部持反对派立场的“人民报刊”而发的。以这篇文章开头，马克思写了一组 

有关《莱比锡总汇报》被査禁的评论（见本卷第396-423页），——351、 

987。

163《关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争》是马克思为反对奥格斯堡《总汇报》对《莱 

茵报》的指责而写的短文。写作的起因是1842年12月26日奥格斯堡《总 

汇报》编辑部在该报刊登了一个按语，指责《莱茵报》没有准确地援引《总汇 

报》上的某些段落。文章写于1842年12月26日和1843年1月2日之 

间。--- 355»

164 1842年12月21日《莱茵报》第355号上刊登了 一篇寄自柏林的通讯《奥 

格斯堡〈总汇报〉论德国和英国》，批评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展开的关于世 

界政治问题的讨论，并着重批评了有关英国贸易和殖民政策的论述以及 

有关德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的观点。通讯在援引奥格斯堡《总汇报》的 

某些段落时引文有误。《总汇报》编辑部并没有直接对通讯所提出的批评 

作出回答，却说了以下这番话：“如果《莱茵报》偶尔以向《总汇报》发泄年 

青人的怒气来取乐的话，那么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该报至少应该 

正确地阋读和摘抄……某些段落。”355.

165 1842年12月12日和14日《莱茵报》第346和348号上发表了该报驻摩泽 

'尔记者彼•约•科布伦茨写的两篇匿名文章《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关注

新闻界的下一步行动》和《关于乡镇财产必须退还》•报道丁摩泽尔河沿岸 

地区农民的贫困状况，并谴责政府当局对农民的疾苦采取冷漠的态度。文 

章发表后，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向《莱茵报》发出两个指示，指责《莱茵 

报》驻摩泽尔记者歪曲事实、诽谤政府，并要求作者就~系列问题作出答 

复。冯•沙培尔于1842年夏调任莱茵省总督之前，一直担任直接管辖摩泽 

尔河沿岸地区的特里尔行政区长官。12月18日《莱茵报》第352号上刊登 

丁总督的指示，莱茵省几乎所有政治性报纸都遵从总督冯•沙培尔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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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了这两个指示，总督和《莱茵报》之间的冲突迅速成了人们讨论的话 

题。科布伦茨在此以后不敢大胆地论证自己文章里提出的论点来驳倒 

冯•沙培尔对他的责难，于是，马克思决定为科布伦茨的观点进行辩护，并 

利用与冯•沙培尔的论战广泛揭露普鲁士的社会政治制度。马克思为此 

收集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贫困状况的大量材料，写出《摩泽尔记者的 

辩护》一文，从1月15日起在《莱茵报》上发表（见本卷第357—395页），在 

该文问世之前，《莱茵报》编辑部发表了这一通告，随后莱茵省各报相继加 

以转载。--- 355»

166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是马克思针对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的责难，为《莱 

茵报》驻摩泽尔记者彼•约•科布伦茨在揭露摩泽尔地区农民贫困状况 

的两篇文章中提出的论点进行辩护而写的（参看注165）。由于面对总督的 

指责，科布伦茨有意退缩，他虽然把省议会议员尼古劳斯•瓦尔德奈尔被 

判刑（此事在马克思的证据中起着重要作用）一事告知了马克思，但是他 

只是寄来了一篇很不像样的答复，于是，马克思便亲自承担了为科布伦茨 

的观点进行辩护,并揭露普鲁士的反动政策的任务。为此就必须获得证明 

材料，进行研究和分析。文章清楚地叙述了尼•瓦尔德奈尔起草请愿书及 

其被控告的案件的经过并全文引用这份请愿书，这使人们可以推测，马克 

思大概直接找到瓦尔德奈尔并且从他那里得到了有关的材料。马克思还 

要求科布伦茨补充提供一些事实和报道。文章前面提到《莱茵报》编缉部 

一再要求科布伦茨作出补充说明并指出消息的来源，也不是为推迟答复 

寻找理由的推脱之辞，而是有据可査的事实。贝恩卡斯特尔县县长1843年 

1月28日曾经报告说，科布伦茨曾到该县为这篇文章收集材料.这是可靠 

的事实。事实上，马克思利用了科布伦茨提供的材料。

马克思把文章分为五个独立的部分.A和B两个部分于1843年1月 

15-20日分五次在《莱茵报》头版头条连载。马克思在1843年1月27日 

以前或这一天把（：这~部分送交书报检査机关审査。1月26日刚到任的 

新书报检査官于次日在科布伦茨市向总督府报吿对《摩泽尔记者的辩护》 

一文续篇的否定意见，随后，沙培尔的代表决定禁止继续发表这篇文章， 

沙培尔对决定表示同意。至于D和E两个部分是否已经脱稿或构想出来， 

目前不得而知。］843年2月10日在《莱茵报》的内容提要上提到了“摩泽 

尔通讯。《莱茵报》驻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可是并没有发表文章的正文。这 

篇文章是政府决定从1843年4月1日起査封《莱茵报〉;并在査封前对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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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特别严格的书报检査的主要原因之一。——357。

167《特里尔摩浲尔河和萨尔河两卑葡荀种植业促进协会公报》第4号于1841 
年在特里尔出版。其中包括文章中提到的送呈财政部的一份报吿书:《特 

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理事会的呈文。致王室 

名副其实的枢密国务大臣和財政大臣冯•阿尔文斯莱本伯爵先生…… 

1839年10月10日〔于特里尔〕h送呈这份报告书的主旨是要求削减土地 

税。1839年12月29日，该协会理事会又提交了一份补充报告，请求彻底 

豁免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者1838年的葡萄酒税。然而这一请 

求遭到了财政大臣的拒绝，他把削咸土地税的报告转交给特里尔行政区 

政府。该政府责成税务督察官楚卡尔马里奥审査协会提交的报告书，本文 

中下面的引文也都引自协会公报。

特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葡种植业促进协会成立于1836年3 

月12日。协会的宗旨是调査并推广改善葡萄种植业的各项措施。协会会 

员通常都是富有的葡萄种植者，因而在改善葡萄种植者的贫困状况方面 

未能起到实际的作用。——364。

冯.沙培尔1837年至1842年8月任特里尔行政区长官，后任莱茵省总 

督，他的前任总督恩•冯•博德尔施文格在1832—1834年担任过特里尔 

行政区长官并于1842年任财政大臣。——374,

169..由莱茵省前总督冯•博德尔施文格倡议，限制地产析分的法律草案曾被提 

交给1841年召开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讨论。经过辩论，省议会否决了这个 

草案（参看注94）。马克思曾打算在他写的有关第六届莱茵省议会辩论的 

第四篇文章中分析这场辩论（参看注50），——375。

170《摩泽尔记者的辩护。C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种种主典弊端i是f摩泽尔记 

者的辩护》一文的续篇，因遭到政府当局的査禁而未能发表（参看注166）。 

现在这个文本于1844年底由卡•海因岑发表在他的小册子《普鲁士的官 

僚制度》中》文章收在“事实”栏，用的标题是《对报刊的恐惧》•还加了按语， 

说明这是《莱茵报》发表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文的续篇，因遭査禁而未 

能发表》在该书后记中，海因岑说，书中报道的事实大部分是他亲自收集 

的，同时指出了几篇不是由他收集的材料，其中没有提及此文。海因岑是 

《莱茵报》的积极撰稿人.在马克思辞去报社编辑部工作以后，海因岑接替 

F他的位置，任职到1843年3月31日为止。很可能编辑部的一部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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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转到了他的手中。《莱茵报》第27-28号合刊指出，第27号由于有几 

篇文章被书报检査机关删去而不能发行。被删去的文章中大概也包括《摩 

泽尔记者的辩护》的续篇，由于排好的文章可能已送交有关当局，海因岑 

也许利用了尚未出版的第27号报纸的条样。因此,现有的文本大概只是C 

这个部分的开头，同A和B两部分的比较也可看出,C部分的现有文本缺 

少分析、论证的结论和批驳沙培尔的部分。而且文章一开头也说，首先，我 

们要从一些事实谈起》如果说海因岑删去了其他部分，那对于他揭餌普鲁 

士官僚制度和书报检査机关这个目的来说，至少也是不明智的。所以，更 

可能的是，这只是C部分的开头，而且是其片断。C部分开始撰写的时间可 

能不早于1842年12月底,完稿时间应在1843年1月27日以前，因为最 

晚那夭已送交书报检査机关审査。——391。

171《〈莱比铋总 ’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是马克思就《莱比锡总汇报》被査 

禁所写的第二篇文章，也是他同《科隆日报》展开论战的第一篇文章。论战 

的起因是《科隆日报》支持普鲁士当局査禁《莱比锡总汇报》，否认报刊有 

批评国家机构的权利，并指责反对派报刊滥用当局所给予的新闻出版自 

由的权利。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维护了关于必须有人民报刊的观点。继本 

文之后，马克思针对《科隆日报》还写了《好报刊和坏报刊》、《答“邻”报的 

告密》以及《（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一摩泽尔日报〉的论争》（分别见本 

卷第 398—399、404~408、411_420 页并见注 162）。——396,398,404.

172《答一家“中庸”报紙的攻击》以及《〈科隆日报＞的吿密和〈莱茵一摩泽尔日 

报〉的论争》和《莱茵一摩泽尔日报》（分别见本卷第400—403,411—420, 

421—423页）是马克思为同（莱茵~摩泽尔日报》进行论战而写的一组论 

文。论战所涉及的问题是《莱比锡总汇报》的査禁。

«莱茵一摩泽尔日报》是一家有时持温和的自由主义观点的报纸， 

1843年初逐步发展成为天主教政治势力的机关报《该报在1843年1月6 
日第6号上刊登了一篇莱茵通讯《〈莱比锡总汇报〉的査禁》，支持普鲁士 

当局査禁《莱比锡总汇报》，主要是因为《莱比锡总汇报》发表丁反对天主 

教的言论。通讯作者还针对马克思在《〈莱比锡总汇报〉的査禁和〈科隆曰 

报〉Î—文中所说的“《莱比锡总汇报》是德国人民报刊的一个必要组成部 

分”这句话进行歪曲和攻击，马克思的文章就是对这种攻击的反驳。—— 

400、41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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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指《莱比锡总汇报》在新教普鲁士国家和天主教教会之间因科隆大主教被 

捕而展开的论争（见注48）中，反对天主教的政治立场，维护新教。同时该 

报还同《莱茵一摩泽尔日报》展开了论战。——400。

174指格•海尔维格因抗议普鲁士政府禁止他筹办的激进杂志《来自瑞士的德 

意志信使》在普鲁士堍内发行而写给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信。《莱比锡 

总汇报》在1842年12月24日发表了这封信以后，内阁就颁布了査禁该报 

的法令，海尔维格也被驱逐出普鲁士。——405。

175指毕洛夫-库梅洛夫在《普鲁士，它的国家制度，它的管理和它同德意志的 

关系》中所表达的观点，他写道：“1823年6月1日和1824年3月27日 

公布了关于成立省等级会议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限制了各等级的作 

用，以致既不能使人民的需求得到满足，也不能使君主清楚地了解到，需 

要为人民做什么，或者人民希望些什么。”（见该书1842年柏林版第75 
页），——407。

17«《驳奥格斯堡〈总汇报〉编后记Î是马克思针对《总汇报》一贯采取的论战手 

法，以《莱茵报》编辑部的名义写的一篇评论性短文。写作的起因是，1843 
年1月4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4号上刊登丁一篇李希特尔的文章，题目 

为《等银会议报吿和〈莱茵报〉》，《总汇报》主编古•科尔布为此文写了编 

后记。这篇编后记实际上是奥格斯堡《总汇报》对（莱茵报》曾发表文章批 

评它对巴伐利亚省议会辩论的政治立场作出的反应。科尔布采用诽谤和 

散布怀疑的手段，回避探究批评的政治内容。这是奥格斯堡《总汇报》在论 

战中一贯采取的“策略”（见本卷第323—328和355页），马克思在这篇文 

章中针对这一点展开丁论战》这篇文章写于1843年1月9-11日，—— 

409，

177古•科尔布曾在1842年12月3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7号上发表了 

《〈莱茵报〉》一文，表示《总汇报》答应接受《莱茵报》提出的进行“公开的原 

则斗争”的要求。——409。

178见1843年1月17.18日《莱茵一摩泽尔日报》第17、18号附刊刊登的｛〈莱 

茵报〉和〈德国年鉴〉》一文。文章评论了《莱茵报》对査禁《德国年鉴》的态 

度》同时，《莱茵一窣泽尔日报》把青年黑格尔派学说的产生主要归咎于《莱 

茵报》，并企图把两家报纸之间的论战从关于査禁《莱比锡总汇报》的玫治 

问题引向基督教和无神论的问题。——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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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评部领指令的相控》是马克思为驳斥普鲁士三位负责书报检査的大臣 

1843年1月20日颁布的关于査封《莱茵报》的指令而写的。1843年1月 

24日科隆行政区长官向莱茵报社理事约•雷纳德、达•奥本海姆和格• 

荣克口头传达了这一指令，1月25日又给编辑部寄来了就《莱茵报》停止 

出版一事给各家报纸的通告。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驳斥T部颁指令对 

《莱茵报》所执行的政治方针的指控。他撰写这篇文章，显然同《莱茵报》编 

辑部和监事会为S止政府査封报纸而采取的措施有关.文章的基本内容 

为可能也是马克思所写的《关于〈莱茵报〉遭到査封的备忘录》的第三部分 

（见本卷第963-968页）所采纳，该文对部颁指令作了全面的批驳。

马克思开始写作这篇文章的时间可能不早于1843年2月4日，因为 

他引用了《柯尼斯堡总汇报》在这一天发表的一篇官方文章，完稿的时间

'应在撰写《关于〈莱茵报〉道到査封的备忘录》之前，而《备忘录》的草稿应 

该提交2月7~9日召开的监事会会议讨论，所以《评部颁指令的指控》大 

约2月7日以前就已写成。一424。

180看来是指《最精美的新百科辞典一 -供各等级受过教育的人士使用》1835 
年莱比锡版第2卷。该卷第255页写道，1818年黑格尔来到柏林，为了“把 

他的哲学变成所谓的国家哲学”。——425。

181从1824年冬季到1830年冬季，黑格尔已不再讲授他的《法哲学原理h尽 

管他曾预告要在1830-1831年冬季学期讲授这门课，但因身体“欠佳”而 

让他的学生米希勒代劳。1831-1832年冬季学期，黑格尔听从普鲁士政府 

的劝告，又重新讲授法哲学课，但只讲了几课就去世了。当时普鲁士政府 

是想以黑格尔的法哲学抵制同时在柏林大学讲授法哲学课的甘斯的自由 

派思想。--- 425.

182普鲁士政府于1842年7月制定丁离婚法草案（见注140）,该草案认为， 

“现行的普鲁士婚姻法是不合乎伦理的，目前离婚理由的繁多和轻率是不 

能容忍的，现行的诉讼程序是不符合这一命题的尊产的。”（见本卷第346 
页）这首先引起了坚持普鲁士邦法有关规定的法学家的批评。马克思在 

《（莱茵报〉编辑部为〈论新婚姻法草案〉一文所加的按语》（本卷第315- 
317页〉和《论离婚法草案》（本卷第346—350页）两篇文章中对这个问题 

表明了自己的态度。——427。

183 1843年1月4日《莱茵报》第4号上刊登丁《俄国关于普鲁士报刊的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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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文章批评了俄国沙皇制度，并批评它的代表千涉德国事务以压制反 

对派报刊，文章发表后，沙皇政府提出了抗议。这篇文章遂#为指责《莱茵 

报》侮辱外国的借口。——428。

184教皇至上派是天主教中最好战的一派，它反对各国教会的独立性，并维护 

罗马教皇干涉一切国家内政的权力。在莱茵省，由于普鲁士政府和天主教 

会之间的纠纷，天主教徒处于同保护新教徒的普鲁士政府对立的反对派 

地位t——428、443。

18S约•哥雷斯在C科隆纠纷结束后的教会和国家》1842年魏森堡版第7-8 

页上，总结了科隆纠纷（见注48），同时描述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科隆

，纠纷的辩论情况。——428。

18« 1842年11月17日，马克思在给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的信中指出，《莱 

茵报》曾经支持汉诺威、梅克伦堡和汉撤城市加入关税同盟（见注113）。到 

1843年2月为止，《莱茵报》共发表50多篇支持关税同盟的文章，并经常 

为此同其他一些报纸展开论战。——429.

187指1830年3月普鲁士和俄国之间签订的一项关于互相引渡在逃的应服兵 

役者和逃兵的协定。1842年9月底，协定到期。人们向普昝士当局提出要 

求，不要继续延长协定的有效期，或者利用延长协定期限的机会迫使俄国 

在贸易政策方面作出让步，特别是自由主义反对派还要求俄国取消边境 

封锁，以便普鲁士和俄国之间能够进行自由的贸易往来，《莱茵报》发表自 

己的文章的同时也转载其他报刊的文章，参与了有关这一协定的公开讨 

论，它反对延长协定的有效期，并要求俄国取消贸易限制，——429.

188《莱茵报》刊登过不少文章，维护普鲁士的领导地位，反对奥格斯堡＜ 总汇 

报》支持在奥地利领导下统一德国的立场。马克思早在1842年11月17日 

给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的信中就已谈及这一事实。——429。

189 «莱茵报》发表了《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前两部分之后，一些读者和报刊密切 

关注着《莱茵报》继续发表该文的续篇》这篇编辑部声明是马克思为回答 

《特里尔日报》的询问而写的。——431。

190 1843年3月2日，科隆市举行了第七届莱茵省议会议员的选举，在酝酿过 

程中涉及到由什么样的人代表科隆市，即选举自由资产阶级代表，还是保 

守派代表的问题，最后是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著名代表人物亨•康普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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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和卢•梅尔肯斯当选。此事引起了保守派的不满。《莱茵一摩泽尔日 

报》于1843年3月8日刊登一篇通讯,指责科隆市民要求选举维护工商业 

利益的代表。马克思的这篇文童就是针对《莱茵一摩泽尔日报》的这篇通 

讯写的。马克思汄为科隆市的代表们有权在省议会维护该市的经济利 

益。--- 432。

191 1843年3月8日《莱茵_摩泽尔日报》第67号上刊登了一篇莱茵通讯，把 

《科隆日报》称为“莱茵省拥有最多读者的报纸”，而把《莱茵报》称为“政治 

思想的体现者”《. --- 432«,

192汉撒同盟是德国中世纪北海、波罗的海沿岸以及与这两个海相连的河流两 

岸的城市（以吕卑克为首）所结成的贸易和政治的同盟，其目的在于垄断欧 

洲北部的贸易.14世纪后半期为其极盛时代。——433，

193梅尔肯斯在莱茵省议会就区乡条例所举行的辩论中，曾是1831年莱茵省 

城市议会决议的倡议人。在七月革命的影响下，他曾以科隆及莱茵省其他 

18个城市的名义要求保留以法国区乡法为基础的制度，并且拒绝接受 

1808年普鲁士城市条例和把城市和农村分开的条例。参看本卷第307- 
314 页。--- 434 O

194 «〈莱茵一摩泽尔曰报〉是宗教法底的大法官》与当时围绕对弗•冯•扎勒 

特的文学创作的评价而进行的争论相联系。反教权主义的诗人弗•冯• 

扎勒特于1843年2月21日去世。各报刊很快就如何评价他的文学作品展 

开了讨论，焦点是他的宗教主题的诗集《俗人福音》.1843年3月6日《特 

里尔日报》第《号发表了《弗里德里希•冯•扎勒特死了！》，其中赞扬了 

扎勒特的反教权主义思想。针对这篇文章,1843年3月11日《莱茵一摩泽 

尔日报》第70号附刊刊登了《弗里德里希•冯•扎勒特的〈俗人福音〉》一 

文，站在维护教权利益的反动立场上，攻击扎勒特及其作用。马克思在这 

篇文章中批评r«莱茵~摩泽尔日报》的反动立场，也反对《特里尔日报》 

把扎勒特当作福音教条的卫道士而加以颂扬，同时提出了他自己对诗人 

的评价。——438.

195《俗人福音》是弗•冯•扎勒特以宗教为主题的诗集，1842年在雅姆本一 

莱比锡出版。1840年以后，扎勒特由于研究黑格尔而坚持了诗歌创作的独 

立性，在这部诗集中他宣扬人变为神并提出了道德规范，同时主张按照宗 

教革命的传统来革新原始基督教。教会对扎勒特的这部代表作进行了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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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438，

196地狱服是被西班牙宗教法庭判处火刑者在处决时必须穿的一种黄色衣 

服。——441。

197 «〈菜茵--摩泽尔曰报〉的傪辞练习》是马克思继《本地省议会议员选举》（见 

本卷第432-437页）之后为同《莱茵一摩泽尔口报》继续论战而写的又一 

篇文章。《莱茵一摩泽尔日报》对争论的问题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论据，反而 

对《莱岗报》进行恶意的诽谤，因此，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以讽剌的笔调针 

对这家报纸的文风作了评论，-一442。

《声明》标志着马克思在《莱茵报》的活动的结束。普鲁士书报检査机关的迫 

害使得《莱茵报》不作重大的政治让步就不可能继续出版。这就使马克思 

失去了在《莱茵报》编辑部继续工作的条件。马克思辞职的时间显然也同 

《莱茵报》理事达•奥本海姆从柏林回来有联系。奥本海姆和莱茵报社监 

事会监事卡•弗•施图克想把莱茵报社股东的请愿书和备忘录呈交国王 

本人。但是，他们并未见到国王，只是受到三位负责书报检査的大臣中的 

两位大臣的接见。大臣们答应认真研究备忘录中列举的事实。1843年3月 

14 0，奥本海姆怀着希望返回科隆，以为经当局研究以后可能会撤销禁 

令。3月15日，奥本海姆、格•荣克和约•恩•雷纳德请求莱茵省总督沙 

培尔到负责书报检査的有关各部说情，让《莱茵报》在当局进行研究得出最 

后结论以前能继续出版。这一切可能在《莱茵报》内部引起新的意见分歧， 

于是，马克思决定退出《莱茵报》编辑部。普鲁士当局对马克思的辞职表示 

满意。但是，《莱茵报》并未摆脫遭到査封的厄运。

马克思的声明1843年3月18日在《莱茵报》上发表后，《杜塞尔多夫 

报》等多家报纸相继加以转载。——445，

199这是1835年8月10日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毕业考试时写的宗教作文。青 

年马克思在1835年8月毕业考试中的笔试考卷，现在保存下来的共有七 

篇。除这篇宗教作文外，还有德语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拉丁 

语作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拉 

丁语即席翻译、希腊语翻译、法语翻译和数学试卷等。这些考卷全部收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第 

164—482页。本卷只收了前面三篇作文。

马克思这篇宗教作文的成绩相当于中等水平，在班里居第五位。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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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评语是“思想丰富，叙述精采有力”，不过对同基督结合为一体的实质 

和原因论述不够充分。 449。

200这是1835年8月12日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毕业考试时写的德语作文。作 

文本身反映出他受到校长约•维滕巴赫的思想影响。维滕巴赫对作文的 

总评语是:“相当好。文章的特点是思想丰富，布局合理，条理分明，但是一 

般来说作者在这里也犯了他常犯的错误，过分追求罕见的形象化的表达》 

因此，在许多加有着重号的地方，在个别措词以及句子的连接上，叙述时就 

缺乏必要的鲜明性和确定性，往往还缺乏准确性从评价和保存次序来 

看，这篇作文是班里第五篇优秀作文。——455。

201这是1835年8月15日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毕业考试时写的拉丁语作文。

根据记录，这篇作文的成绩是“良好”，超过了班级的平均成绩。在这篇

作文的考卷上，主考人在许多地方加了着重号。页边上加了一些涉及作文 

内容的拉丁语评语，由校长约•维滕巴赫以及拉丁语和希腊语教员勒尔斯 

签署的总评语是:“除了上述我们加上评语的地方特别是结尾处的几个错 

误以外，这篇作文不论在素材的处理方面，在显示出来的历史知识方面，还 

是在力求以通顺的拉丁语来表达思想方面总的说来都很不错。但书写太 

糟糕！n”
元首政治是前期罗马帝国的一种统治形式，始于公元前27年奥古斯 

都建立罗马帝国之时。这种政治制度形式上保留了共和制的国家机构，如 

元老院，公民大会和高级长官等,实际上由元首（元老院之首席）操纵国家 

大权。至公元三世纪后半叶，这种披着共和制外衣的军事独裁，终于演变 

为公开的君主专制》——461。

202布匿战争是古代罗马和迦太基于公元前264—241、218—201和149_146 
年进行的三次战争，罗马人称迦太基人为“布匿”,故名。第一、二次布匿战 

争是作战双方为争夺地中海西部的统治权而进行的扩张战争，第三次布 

匿战争则是罗马以强凌弱的侵略战争。最后，战争以迦太基的灭亡而吿 

终》 461 „

203指罗马共和制早期时代对各个年代发生的重大事件所作的简短的编年史 

式的记载。--- 462。

204罗马的诗人曾把奥古斯都称为至圣的》实际上，贺拉斯使用这种称呼时， 

是很有节制的，而塔西佗基本上对奥古斯都持否定态度。——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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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在早年，主要是大学时期写的所有留传至今的文学习 

作。

马克思早就喜欢文学艺术，尤好写诗，他曾把自己的作品集结成册， 

其中有三本诗集，即《爱之书》第一部、《爱之书》第二部和《歌之书》.于 

1836年晚秋献给了未婚妻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另一本诗集《献给亲爱 

的父亲的诗作h于1837年春天送给了亨利希•马克思。马克思的姐姐索 

菲娅同弟弟关系极为亲密.曾抄录过弟弟的许多诗作，一部分抄在一本纪 

念册里，另一部分分散地抄在一本笔记本里。

马克思这些留传下来的文学习作中，最早的写于1833年，其余的多数 

写于1835和1836年，有一些写于1837年春天。此后马克思还继续从事文 

学创作。他在1837年11月给父亲的信中谈到同年夏天他生病后的情况时 

说:“病好以后，我便把所有的诗和小说草稿等等都烧了”。1838年2月10 
日，他姐姐索菲娅还来信索要原来答应寄给她的诗作。可见，除了收入本 

卷的几本诗集以外，还应该有其他一些诗作或诗集，但是这些作品没有保 

存下来。

马克思生前只发表过两首诗，这两首诗曾编入1837年献给父亲的诗 

集。它们于1841年1月以《狂歌》为题刊登在柏林的《雅典神殿》杂志上.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克思的诗歌习作只有一小部分为研究界 

所知晓。1897年，爱淋娜•马克思-艾威林首次发表了 1837年11月10日 

马克思给父亲的信，并在前言中对信里提到的马克思献给燕妮•冯•威 

斯特华伦的三本诗集作了说明。从此人们才知道有这些诗集存在。当弗• 

梅林编辑190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第一卷时，这些诗 

集就在他手中，但他只是引用了很少几行诗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 
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收入T马克思献给父亲的诗集》这 

是第一次把马克思的一本诗集全文发表。直到1975年，马克思留传下来的 

全部文学习作才分别以德文原文和俄文在《号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 

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和《马克思恩格斯i集》俄文第2版第40卷发 

表》

本卷收入马克思的文学习作，主要以马克思自己编成的四本诗集为 

基础，按写作时间顺序排列，各本诗集中诗作的编排次序一如原貌，还保 

留了马克思自己编的目录.这四本诗集各自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然后是 

索菲娅抄在一个纪念册和一本笔记本中的马克思诗作。虽然这两部分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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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多数篇什写得更早些，但它们不是由马克思自己编成的完整的诗集. 

而是由索菲娅抄录并收集在一起的，因此排在后边，有些诗作在不同的诗 

集中重复出现，本卷中只在第一次出现时发表，以后再出现时只保留标题 

和前面出现的页码。只有以《狂软》为题发表过的两首诗，因与诗集中的原 

稿措词稍有不同，本卷发表两次=

从索菲娅在1836年12月28日亨利希•马克思给卡•马克思的信中 

所加的附笔可以看出“爱之书》第一部、《爱之书》第二部和《软之书》这三 

部诗集于183S年12月27日由索菲娅转交给了燕妮。它们应该是马克思 

送给燕妮的圣诞节礼物。

这些诗集大概是在1836年10月中到12月中这段时间里编成的。不 

过，因为马克思早就着手写诗歌习作，有些诗作可能早就写成了。《爱之 

书》第一部扉页上注明“1836年秋末”，有的诗作完成的时间不晚于11月， 

因为马克思注明《爱之书》第二部的写作时间为“1836年11月”。《欧之书》 

只注明“1836年”，大概是三本诗集中的最后一本，但是也不会晚于1836 
年11月，因为从1837年11月10日马克思给父亲的信可以看出，燕妮同 

时收到马克思寄去的三册诗集，而且爱琳嫌•马克思-艾威林在1897年为 

首次发表这封信所加的前言中，也是按这种顺序提到这三本诗集的。不 

过，与前两本诗集不同，《歌之书》注明的日期比较宽泛，因此，也不排除马 

克思更早就开始写这本诗集的可能性。——467、541、591。

206这首诗可以同1837年11月10_11日马克思给父亲的信相对照.信中写 

道：“甚至到柏林去旅行我也是淡漠的，要是在别的时候，那会使我异常髙 

兴，会激发我去观察自然，还会燃烧起我对生活的渴望。这次旅行甚至使 

我十分难受，因为我看到的岩石并不比我的感情更倔强、更骄做，广大的城 

市并不比我的血液更有生气，旅馆的饭食并不比我所抱的一连串幻想更 

丰富、更经得消化，最后，艺术也不如燕妮那样美。”——475。

207叙事谣曲《阿尔博英和罗莎蒙德》是以下述历史事件为基础的:公元566~ 

567年，伦巴德人的国王阿尔博英打败了杰皮迪人，杀死了杰皮迪人的国 

王库尼蒙德，强娶了后者的女儿罗莎蒙德为妻。在维罗纳的一次宴饮上， 

阿尔博英强迫罗莎蒙德用被害父亲的头骨饮酒，于是，在罗莎蒙德的策划 

下，阿尔博英被他的持械侍从赫尔米希斯和一名副手杀死，罗莎蒙德与赫 

尔米希斯结了婚并一同逃往拜占庭的拉韦纳》——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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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1836年马克思为.祝贺父亲生日把自己的诗作献给了他之后，1837年他 

又为祝贺父亲60寿辰而编了一本诗集。根据1837年11月10-11 0马克 

思给父亲的信来判断，这本诗集大概是在1837年“学期终了”时即2月和 

3月编成的，因为冬季学期在1837年3月结束。最晚不会迟于4月初。多 

数诗作以及悲剧《乌兰内姆》第一幕、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片 

断也应是这段时间的作品，

这本诗集中有些诗作写得更早些，有9首诗编入了献给燕妮•冯•威 

斯特华伦的三本诗集中，它们是.X爱之书》第一部的《人的自豪》、《苍白的 

姑娘》、《卢欣姐》和《凄惨的女郎》，《爱之书》第二部的《致星星之歌》和《海 

匕船夫歌h《歌之书》的《和谐》、《两个女竖琴手》和《海妖之歌》。另外还有 

几首诗也是献给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也可能写得更早些，如《致燕妮 

的十四行诗（终曲）》、《献给燕妮的两首歌》》《雇佣契约》、《讽剌短诗集》的 

三和四、《普斯特库亨》的前四首讽刺短诗，可能在1835-1836年就已写 

成。后几首诗都抄录在索菲娅的纪念册或笔记本里。

马克思自己为献给父亲的诗作而编的目录同作品的实际顺序不完全 

一致，本卷完全按作品的实际顺序刊印。叙事诗《小提琴手》和叙事谣曲《夜 

恋》作了--些改动后曾在1841年1月23日出版的《雅典神殿》杂志第4期 

发表（见注223）。--- 687。

这直诗马克思译自古罗马诗人奥维狄乌斯的拉丁文诗作《哀歌》第一曲。 

译文在思想上比较忠实于原作，但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别极大。马克思在 

1837年11月10日给父亲的信中曾提到（哀歌》的翻译。——705。

有关黑格尔的前两首讽刺短诗反映了马克思对他刚开始研究的黑格尔哲 

学的态度。马克思一方面意识到黑格尔的哲学包罗万象、黑格尔本人学识 

渊博，同时对黑格尔思想借以表达的复杂形式持批判态度，认为这在一定 

程度上是故意用晦涩的语言来表示自己的髙深莫测。马克思在1837年11 

月10日给父亲的信中也说，先前我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我不喜 

欢它那离奇古怪的调子”。——735。

“德意志人”“取得了民族大会战的奇胜”指在1813年10月16-19 a第六 

次反法同盟同拿破仑法国之间进行的莱比锡会战中，俄国、普鲁士•、奥地 

利和瑞典的联军战胜了法国军队，并使德国摆脱了拿破仑的统治。但是， 

打败拿破仑的军队并未使德国得到统一并建立起进步的社会制度。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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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认为，这是由于德国资产阶级集团的消极态度造成的。他们忘记了解放 

战争的传统，不以实际行动去实现德国自由、统一的理想，却编造各种混 

乱的乌托邦思想，马克思在这首讽刺短诗中抨击了这种空谈理论的现 

象。--- 736。

212责骂席勒的人是指“青年德意志”的作家们，他们在1830年后发起了对德 

国三月革命前经典作家作品的讨论，要求作一次文学上的清算，并以批判 

的态度重新评价歌德和席勒。以路•白尔尼为代表的“青年德意志”作家 

们指责席勒的作品表现出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气派》这首讽剌短诗反映 

出当时人们尤其关注诗歌与现实的相互关系。从下面几首短诗来看，显然 

马克思并不同意“青年德意志”作家们对歌德和席勒的种种指责。一- 

737。

213这首讽剌诗里的秃头人很可能是恩•克林翟尔茨的形象。马克思在幽默 

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第28章（见本卷第817—819'页）及叙事诗 

«恩格尔伯特•克林霍尔茨》（见本卷第899-907页）中描绘丁这个神秘的 

形象。——738»

214 1821年，歌德的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问世，差不多同一时 

期，反歌德思想的主要代表新教路德宗牧师约•弗•威•普斯待库亨-格 

兰佐模仿这部小说写r~些讽剌作品，其中有一本匿名出版的书与歌德这 

部小说的标题完全一洋，人称“假冒的《漫游时代》”。普斯特库亨站在保守 

的虔诚主义的立场攻击歌德小说的主人公威廉•迈斯特，进而攻击整部作 

品，他指责威廉•迈斯特“不过是糟糕的，不像样子的，放纵的近代的代表， 

而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德意志代表”。普斯特库亨的这本书当时引起了许多 

人的共鸣，一时间诽谤歌德的文章如洪水涌来，在大谈诗歌与道德的关系 

的同时猛烈地攻击诗人。歌德本人曾多次针对假冒的《漫游时代》予以反 

击，

马克思1836年转入柏林大学后接触到普斯特库亨的作品，于是写下 

了这首讽刺诗。——739。

215《优美的灵魂》指歌德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第6册的标题 

《优美的灵魂的自白》，普斯特库亨在他的书中曾多次引用。马克思在这首 

讽刺诗中以模拟的手法讽剌了普斯待库亨对该书的攻击。——742。

216 1836年，歌德的诗作《歌德与普斯特库亨》作为他的遗著首次发表。诗中借



10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用普斯特库亨姓名的文字组成对他进行嘲讽/马克思显然按照歌德的方 

式写下了这首讽刺短诗。根据歌德诗歌发表的年代可以推断，马$思这首 

诗的写作时间是1836年。——742。

217从《维也纳猴子戏团在柏林》到《医生的伦理学》这15首诗,在马克思自编 

的目录里没有细目，而统称为（讽剌诗和短诗》，可是在诗册里，这--总标 

题并未出现。现在编者按照马克思的原意，把总标题加在这一组诗歌之 

前》--- 783。

218马克思的这首诗借用了蓓蒂娜•冯•阿尔宁的《歌德同一个孩子的通信 

集i中描写的一个情节，见该书1835年柏林版第2卷第138页。一~786。

219弗•奎德诺是德国特里尔行政区官员和建筑工程顾问，1830年至1836年 

任特里尔地方工业学校学监，马克思的这首短诗可能就是讽剌他的。—— 

787.

220马克思的这一批诗作是他的姐姐索菲娅收集并抄录在一个纪念册里的。 

纪念册的扉页上注明诗作写于1835和1836年，抄录的时间难于确定，大 

概是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完成的，有11首诗作也编入了马克思献给燕妮 

的三本诗集，即《爱之书》第--部的《两重天》、《思念》、《人的自豪》、《歌手最 

后的歌》、《卢欣妲》、《歌手的爱情》、《凄惨的女郎;K«苍白的姑娘》、《终曲 

（十四行诗）M爱之书》第二部的《感敎h《歌之书》的《和谐》.有8首诗作 

也编入了诗集《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其中除了前面三本诗集中也有 

的《人的自豪》、《卢欣妲》、《凄惨的女郎M苍白的姑娘》、《和谐》以外，还包 

括《普斯特库亨（假冒的〈漫游时代〉）》、《雇佣契约》和《德意志人的鉴赏 

力》》--- 833。

221叙事诗《盲女》也被抄录在索菲娅的笔记本中，在那里，接下去还有两行结 

尾的诗句：

“屋顶轰然坍塌，

瓦砾将她埋葬。”——852。

222马克思的这些诗作是他的姐姐索菲娅抄录在一个笔记本里的。除了马克 

思的诗作外，笔记本里还有其他人的诗作以及索菲娅自己和她的亲友的 

个人记事，马克思的这些诗作，除了《人生＞和《査理大帝》外都在马克思的 

几本诗集和索菲娅的纪念册里出现过。《査理大帝诗注明写作日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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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3年，可见马克思早在中学时代就已开始写诗了。《盲女》注明写作日期 

是1835年。为祝贺父亲生日而献给亨利希•马克思的诗作的写作日期应 

该不晚于1836年初。一913。

223以《狂歌》为总标题于1841年1月在《雅典神殿》杂志上发表的叙事诗《小 

提琴手》和叙事谣曲《夜恋》，是马克思生前唯一发表过的两首诗作，也是 

他以自己的名义发表的最早的作品。这两首诗作本来已编入马克思1837 
年4月献给他父亲的诗集《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中（见本卷第777- 

779和701—702页），但是发表时作了 ■-些改动，诗的写作时间大概在 

1837年2月和4月初之间。

《雅典神緞》是青年黑格尔派讨论哲学和文学问题的杂志。马克思大 

约在1841年初同杂志建立了联系.他认识杂志的实际编辑爱•迈耶尔. 

又通过埃•鲍威尔结识了正式编辑卡•里德尔。因为杂志编辑部正物色 

撰稿人，所以也要求马克思提供稿件。可能当时马克思来不及写别的东 

西，就送去了这两首诗作。

1841年3月3日《法兰克福谈话报》第62号发表评论说:《狂歌》“的 

确十分狂放，但是显示出一种独具一格的才华”。——923。

224据考证.亨利希•马克思生于1777年，当时应是41岁，——93］。

225除了特里尔中学发给马克思的毕业证书外，保存下来的还有证书的原始副 

本以及特里尔中学毕业考试成绩摘录、评语摘录和参加考试的学生名 

单。--- 932。

226在特里尔中学档案室里的毕业证书原始副本中，对马克思希腊语知识的评 

语更为详细:“该生所具备的知识和理解古典作家作品的能力，差不多和拉 

丁语一样；在翻译校内所阅读的古典作家作品方面，由于语法的扎实程度 

和把握性差一些，所以比不上拉丁语，不过，对那些甚至比较困难的地方他 

常常也能作出正确的解释i总的来说，他的译文相当流杨。”——933。

227保存下来的肄业证书是一份不知由何人誊写的副本。马克思曾把这份证 

书和其他文件一起寄给耶拿大学，以便申请获得博士学位。——936，

228马克思的柏林大学毕业证书上标有“归入第26号”的字样，这是耶拿大学 

在1841年4月收到马克思提交的博士学位申请书和其他文件时所加的登 

记号码。——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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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1841年4月13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连同应考学位的德文和拉丁文申请 

书由耶拿大学登记在案，登记号为26号。同日，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卡• 

弗•巴赫曼教授给哲学系系务委员们写了这篇推荐书，委员们一致赞同推 

荐书的意见。4月1?日在应考生不在场的情况下，授予马克思哲学博士学 

位并发给证书》——942,944»

230《洚尔维格和卢格对“自由人”的态度》是马克思根据1842年11月22日海 

尔维格给《莱茵报》编辑部的信（见《关于1830—1850年政治运动史的莱茵 

通信文件集＞）1919年埃森版第382-384页）改写而成的一篇通讯。通讯的 

发表标志着《莱茵报》编辑部正式同柏林的“自由人”划清界线。早在1842 
年7月，马克思就对“自由人”的观点表示怀疑。他参加《莱茵报》编辑部以 

后，便明显地削弱T“自由人”对报纸的政治态度的影响。1842年11月编 

辑部同“自由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海尔维格的信的发表最终导致了同 

“自由人”的决裂。

发表这篇通讯的直接原因是格•海尔维格要求在《莱茵报》上澄清他 

同柏林的“自由人”的关系，1842年11月阿•卢格同海尔维格~起曾在柏 

林逗留。11月10日卢格曾与“自由人”会晤，但是并没有能说服“自由人” 

放弃自己的政治观点。海尔维格并没有参加这次会晤，他要求以通讯的形 

式澄清一些不确切的传闻。——946。

231 “自由人”是19世纪40年代上半期由柏林著作家组成的青年黑格尔派小 

组的名称，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埃•鲍威尔、爱•梅因、路•布 

尔、麦•施蒂纳等人。“自由人”脱离现实生活，醉心于抽象的哲学争论.在 

1843—1844年抛弃了激进主义，陷入了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马克思对 

“自由人”的批评，见他1842年11月30日给阿•卢格的信，以及马克思和 

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 

判》。——946.

232这是一篇经马克思修改过的文章，原是杜塞尔多夫一家旅店的店主洛•霍 

尔纳写的一篇通讯。霍尔纳在通讯写好后寄给《莱茵报》编辑部，请求予以 

修改。编辑部确认了这篇通讯所提供的情况属实，经马克思亲笔修改后打 

算于1843年1月7日付印，但未能通过书报检查。这篇文章首次发表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 

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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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这份请愿书是在1843年1月30日举行的科隆市民大会上通过的》大约有 

100人出席了会议，会上选出了征集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全权代表。请愿书 

的执笔人是《莱茵报》社监事会成员伊•毕尔格尔斯。在会议期间和会后 

的几夭里，有900多科隆市民在请愿书上签丁名，其中包括卡•马克思， 

1843年2月18日清惠书被寄往柏林。莱茵省其他城市（杜塞尔多夫、巴 

门、特里尔等）的市民也写了类似的请愿书，为此，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指 

示内务大臣在答复时对所有请愿书的要求都加以拒绝，——949。

234《关于〈莱茵报〉遣到查封的备忘录 ＞〉是针对1843年1月20日普鲁士王国 

负责书报检查的各部关于査封《莱茵报》的指令提出的对《莱茵报》的指控 

所作的辩护B 1843年1月24日科隆行政区长官向《莱茵报＞的几位理事传 

达了指令的内容，一天以后又给编辑部寄来了就《莱茵报》停止出版给各 

家报纸的通吿》

1843年2月7、8、9和11日，莱茵报社监事会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对 

査封报纸一事表明态度。监事会决定在2月12日召开非常全体会议，并且 

讨论了全体会议应以什么方式去反对査封报纸的问题。备忘录大概就是 

为准备召开监事会会议而起草的。

马克思早在1843年1月25日给阿•卢格的信中就把上述指令提出 

的査封《莱茵报》的理由归结为三点。因此，备忘录也分为三节。第一节证 

明《莱茵报》持有合法的许可证，第二节证明为査封《莱茵报》提出的理由 

是违反现有的新闻出版立法的，第三节是马克思《评部颁指令的指控 

文（见本卷第424-430页）的修改稿。

但是，这份备忘录没有被监事会的多数成员所接受。于是，监事会建 

议全体会议采纳《莱茵报社股东的备忘录》（见本卷第971-981页）。后者 

以前一份备忘录的头两节为基础，有些地方作了修改，内容的叙述变得缓 

和了，关于报纸的政治倾向的第三节没有被采纳。《莱茵报社股东的备忘 

录》在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并由代表团送交柏林。

《关于〈荚茵报〉遭到査封的备忘录》很可能是马克思亲自起草的，但 

是不能排除荣克、克莱森和奥本海姆也参加了这项工作，——951。

235指《王国负责书报检査的各部关于〈莱茵报〉从1843年4月1日停止出版 

的指令。1843年1月20日》，该指令曾于1843年1月26日刊登在《科隆日 

报》第26号上，这份备忘录里所摘录的引文，全部引自《科隆日报》的官方 

报道，引'文中所有的着重号都是《备忘录》作者加的。——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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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1839年12月23日莱茵省总督冯•博德尔施文格向伯•腊韦博士和弗• 

舒尔特博士颁发了关于出版一份政治性刊物的许可证。1840年7月23 
日，舒尔特将这一刊物的出版权转让给了约•威•狄茨。Î841年6月27 
曰，腊韦和狄茨放弃了出版《莱茵总汇报》的许可权，而将许可证转让给《莱 

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即《莱茵报》）的出版人，1841年11月19日，出 

版人约•恩•雷纳德向博德尔施文格提出请求，希望能批准这一转让手 

续。这一转让手续于1841年12月13日经博德尔施文格批准。1841年12 
月17日，王国科隆政府把批准转让手续的决定通知了雷纳德（见本卷第 

972—973 JU ） »  952。

237 1841年12月13日，莱茵省总督博德尔施文格曾清求负责书报检査的三 

位大臣暂时批准《莱茵报》出版,最后批准须视报纸将要采取的方针而定。 

1842年1月31日内务大臣冯，罗霍宣布已作出决定，要更仔细地査清报 

纸的倾向。同年3月11日，负责书报检査的三位大臣致函博德尔施文格， 

称“该报遵循的是倾向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方针”，授权博德尔施文格拒绝 

给予最后批准，并责令《莱茵报Î从1842年4月1 FI停止出版。根据博德尔 

施文格1842年3月26日的提议，这项决定被暂时收回。一955，

238 1842年2月15 B，格尔拉赫在同雷纳德谈判时提出了这种要求，同年11 
月12日在谈判中再次提出这种要求。——958。

239鉴于雷纳德不是亲自主持报纸的编辑工作，在1842年11月12 H的谈判 

中，格尔拉赫责成他提出一名编辑，但这名编辑必须得到政府当局的认可。 

11月19日继续谈判时，报社理事达•奧本海姆和格•荣克也应邀参加。 

编辑提名的H期定于12月10日。1842年11月21日，报社理事雷纳德、奥 

本海姆和荣克就提议由腊韦博士任编辑。11月28日格尔拉赫约见腊韦， 

要求他写出书面声明，保证《莱茵报》在他的主持下将放奔以往的应受谴责 

的倾向。1842年12月1日腊韦提交了有关的声明。——958。

240关于黑格尔被看作官方的普鲁士国家哲学家，见注181。

施塔尔被看作官方的普鲁士国家哲学家，是指1840年，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聘任反动的法学家弗•尤•施塔尔为柏林大学教授，讲授法哲 

学、国家法和教会法，以便排挤黑格尔派学者,消除黑格尔学说和自由主义 

思想的影响。此事在柏林大学师生的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之间引起了激 

烈的争论，——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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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屈膝礼法于1838年4月14日颁布。该法律规定，在巴 

伐利亚军队服役的信奉新教的士兵和军官必须参加天主教军人礼拜并完 

成规定的各种仪式，首先是下跪。该法律自生效以来一直是新教徒和天主 

教徒之间争论的主要问题。1843年1月10 Q巴伐利亚众议院通过丁一项 

由36名新教代表提出的废除屈膝礼法的提案，然而巴伐利亚政府拒绝承 

认这一决议。直到1845年这一法律才得以废除。

1843年1月16-22 0，《莱茵报》发表了几篇文章，报道巴伐利亚众 

议院就废除该项法律进行辩论的情况。——967。

242这是莱茵报社监事会决定提交非常全体会议讨论的两个主要文件之一 ， 

监事会经过几天讨论以后，于1843年2月9日决定起草两个文件，其中备 

忘录陈述合法理由以驳斥部颁指令对《莱茵报》的指控，请愿书请求撤销 

关于査封该报的指令。监事会放弃T在这两个文件中维护《莱茵报》倾向 

的方案》因此，《莱茵报社股东的备忘录》便根据《关于〈莱茵报＞遭到査封 

的备忘录》（见本卷第951-968页）第一、二两节改写而成。

《萊茵报社股东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和《莱g报社股东 

的备忘录》于1843年2月12日由亨•克莱森在全体会议上宣读。在对请 

愿朽作了补充以后，股东们以多数票通过了这两个文件，并在上面签了 

名。签名者中包括马克思。此外，全体会议还决定派代表团把请愿书和备 

忘录面呈国王，1843年2月19日，达•奥本海姆和卡•弗•施图克赴柏 

林并于2月24 H请求谒见国王，未获准，于是，他们于1843年3月2曰把 

请愿书和备忘录送交王国民事接待室。2月24日他们还请求负责书报检 

査的大臣阿尔宁和艾希霍恩亲自听取意见，2月26日获两位大臣接见并 

呈交备忘录副本。大臣们答应认真核査备忘录所陈述的事实和论据。3月 

14日，奥本海姆抱着幻想返回科隆，以为政府当局经研究也许会取消禁 

令。但是，3月21日普鲁士国王决定维持原来査封的指令不变，并下令通 

知莱茵报社理事，于是，1843年3月27日，负责书报检査的大臣们作出了 

答复。一-969,971.

243《萊S报社扑常全体会议记录》反映了莱茵报社股东围绕査封《莱茵报》一 

事而进行的争论。莱茵报社非常全体会议于1843年2月12日在科隆俱乐 

部举行。股东们关于应该采取的措施和可能作出的让步的争论暴露了自 

由主义运动内部存在的不同观点》

1843年2月15日《亚琛日报》第46号和2月21日《法兰克福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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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245

246

52号对会议作了简单的报道。

这份记录稍加改动之后收进《关于1830-1850年政治运动史的莱茵 

通信文集》1919年埃森版第1卷第436—437页，——982。

指1843年I月24日格尔拉赫写给《莱茵报》编辑部的信。负责书报检査的 

大臣们责成科隆行政区长官格尔拉赫每天把经过书报检査的《莱茵报》全 

部版面呈送给他亲自审阅，只有经审阅后方可付印。在审阅时如发现文章 

或章节中有不允许出版的内容便将报纸扣发。——983。

1842年12月28日内阁下令在普鲁士邦境内査禁《莱比锡总汇报》时，该 

报发行人弗•布罗克豪斯曾试图通过个人说情来让政府撤消禁令，然而 

他未能获准谒见国王，为了能在普鲁士邦境内继续发行这份报纸，他同意 

向书报检査官尽可能地作出让步。起初，他的努力毫无效果，后来由于改 

组了编辑部，改变了办报方针并更换了报名，才在1843年6月重新获得发 

行的许可。——994。

根据莱茵报社章程的规定，报社监事会每年2月召开一次例行全体会议。 

由于非常全体会议刚刚开过（见本卷第982-997页），而且非常会议派往 

柏林的代表团尚未返回，故例行全体会议被推迟到1843年3月31曰举 

行。----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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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阿波洛多罗斯（雅典的）（ApOllodorOS of Athens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一古 

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派，伊壁鸠鲁传记的作者。——70。

阿波洛多罗斯（雅典的）（ApoIlodoros of Athens公元前180左右一119以 

后）——希腊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写有公元前1185-1184年特洛伊城的陷 

落到公元前144-143年的诗歌史。——70，

阿德隆，约翰•克里斯托夫（Adelung，Johann Christoph 1732 — 1806）-------------德国

语言学家，写有德语词源学和德语语法等多部著作，——826。

阿尔博英（Alboin死于572年）一伦巴德人的王（565左右一572）。——595、 

601、604、606。

阿尔登霍芬，弗兰茨（Aldenhoven，Franz 1810或1811-1872）——德国地主；莱 

茵省议会乡镇等级的代表。——196.258«

阿尔宁，蓓蒂娜•冯（Arnim.Bettina von 1785-1859）——德国浪漫派女作家i 

曾积极参加当时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歌德的崇拜者。——786,908.

阿尔宁-博伊岑堡伯爵，阿道夫•亨利希（Arnim-Boitzenburg，Adolf Heinrich 

Graf von 1803-1868）——普鲁士国务活动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人物；曾任 

内务大臣，同时为书报检査三大臣之一（1842—1845）和首相（1848年3月19 

-29日），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9年为第二议院右翼领袖之 

一。——425。

阿尔文斯莱本伯爵，阿尔布雷希特（Alvensleben，Albrecht Graf von 1794 — 

1858）——普鲁士政治活动家；1835—1842年为财政大臣，1844年辞去弗里 

德里希-威廉四世内阁成员职务，1849年起为第-•议院议员，——370-373.

阿尔谢斯特拉图斯〔Archestratus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诗人，写过一首关 

于饕餮之徒的讽剌诗，62,97»

阿格利巴（马可•维普萨尼.阿格利巴）（Marcus Vipsanius Agrippa公元前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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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一 12）——-罗马统帅和国务活动家，公元前21年起成为奥古斯都的共同 

执政者，一464。

阿基米德（Archimedes公元前287左右一212〉一古希腊数学家和力学 

家《 --- 77 „

阿里士多塞诺斯（Amtoxenos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和音乐理论 

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毕达哥拉斯派;著有历史传记体著作。——79。

阿蒙，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冯（Ammon,Christoph Friedrich von 1766 — 

1850）——德国新教神学家。一231,

阿米克拉斯（Amyklas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毕达哥拉斯 

派。--- 79。

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约公元前500—428左右）--- 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

家《 --- 550

阿帕梅亚的波西多尼乌斯——见波西多尼乌斯（阿帕梅亚的）。

阿泰纳奥斯（Athenaios[Athenaeus]约2世纪）--- 古希腊雄辩家、语法学家和

作家，论述文化史题材的对话集《哲人宴》的作者。——97。

埃利亚的巴门尼德一见巴门尼德（埃利亚的）。

埃利亚的芝诺见芝诺（埃利亚的）。

埃皮门尼德斯（Epimenides约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神学家，克里特岛上的 

僧侣，传说他酣睡Ï半个多世纪。——140.

埃斯肯斯（Eskens）——德国特里尔的枢密顾问，长期担任特里尔地方贫民院院 

长，1839年被免职;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领导人之一。一392。

埃斯库罗斯（Aischylos公元前525 — 456）—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剧作 

家。--- 12x57»

埃施，G. F. （Esch，G. F.）——莱茵报社股东，——982。

艾调坎，维克多.安东（Hennequin，Victor-Antoine 1816 — 1854）---------------法国律师

和政治家，傅立叶的信徒。——294。

艾希霍恩，约翰•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Eichhorn，Johann Albrecht 

Friedrich 1779 —1856）——普鲁士政治家，曾在施泰因和哈登堡内阁担任多 

种职务，积极参与关税同盟的建立.1840 —1848年任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 

大臣，同时为书报检查三大臣之一。425。

艾希塔尔，古斯塔夫•德（Eichthal，Gustave d' 1804-1886）—法国政论家; 

圣西门主义者，——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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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凡丹，巴泰勒米.普罗斯佩(Enfantin，Barthèlerny-Prosper人称安凡丹老爹 

Père Enfantin 1776 — 1864)——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门徒，同巴扎 

尔一起领导圣西门学派；自40年代中起在许多资本主义企业中担任领导职 

务》--- 295。

安提西尼(罗陀斯的)(Antisthenes of Rhodus约公元前2世纪)--- 古■希腊历

史学家和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信徒。——23,69.

奥柏，丹尼尔•弗朗索瓦•埃斯普里(Auber, Daniel-François-Esprit 1782 — 

1871)——法国作曲家，法国喜歌剧的主要代表人物，——909.

奥本海姆，阿伯拉罕(Oppenheim，Abraham 1804 — 1878)--------------德国银行家和实

业家，莱菌省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莱茵报社股东；达•奥本海姆的哥 

酐。——982、S87。

奥本海姆，达哥贝尔特(Oppenheim »Dagobert 1809—1889)--------------德国政论家，早

年为见习法官.后为科隆的银行家；《莱茵报》理事之在此期间.赞同青年 

黑格尔派，后脱离政治活动，——982,987,991o

奥本霍夫(Oppenhoff)--------------波恩大学秘书》----937。

奥伯霍文，约翰(Oberhoven Johann)--------------德国音乐家》---- 386。

奥尔良公爵——见菲力浦第二，奥尔良公爵。

奥尔良公爵——见路易-菲力浦一世(路易-菲力浦)，奥尔良公爵。

奥弗拉特，克里斯蒂安斯•冯(Overath，Christians von)--------------莱茵报杜股

东》--- 982。

奥古斯丁，奥勒留(Augustinus，Aurelius 354 — 430)-------------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

教父哲学的主要代表；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387年弃摩尼教，皈依基督教， 

395年任北非希波主教》他用新柏拉图主义哲学论证基督教教义，把哲学和 

神学结合起来，他的~些论述对以后基督教各派的神学和哲学都有一定影 

响。——34、82、223、23*1.

奥古斯都(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屋大维)(Augustus[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公元前63—公元14)---------------罗马皇帝(公元前27—公元14)。----

461—464x815.

奥克瑟-施泰恩(Ochse-Stem)——莱茵报社股东。——982,

奥肯.洛伦茨(Oken, Lorenz原名奥肯富斯Ockenfuß 1779-1851)—一德国自 

然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141.

奥雷利，约翰•康拉德•冯(Orelli，Johann Conrad von 1770--1826)--------------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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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和语文学家，曾整理出版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著作。——86。

奥维狄乌斯（普卜利乌斯•奥维狄乌斯•纳佐）（Publius Ovidius [Ovid]Naso

公元前43—公元IS）—一古罗马诗人，公元8年因对皇帝奥占斯都的政策不 

满被驱逐出罗马。—691、705、723、815、823。

B

巴赫曼，卡尔•弗里德里希（Bachmann，Karl Friedrich 1785—1855）--------------德国哲

学家，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一942—944。

巴门尼德（埃利亚的）（Parmenides Eleates公元前540左右一480以后）——古 

希腊哲学家，埃利亚学派的主要代表。——19,71,

鲍尔，约翰•亨利希（Baur，Johann Heinrich vom生于H84年）---德国商人，

莱茵省议会城市等级的代表。——200、246、253、265、271—272、285。

鲍恩达尔，康拉德•亨利希（Bauendahl，Conrad Heinrich 1809 — 1892）-------------德国

一家呢绒厂所有人之一和伦讷普商会副会长，后为科隆商人，莱茵报社股 

东《 --- 983 O

鲍威尔，布鲁诺（Bauer .Bruno 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宗教和 

历史研究者，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34年在柏林大学、]839年在波恩大学 

任非公聘神学教师，1842年春因尖锐批判圣经而被剥夺教职;1842年为《莱 

茵报》撰稿人；早期为黑格尔正统派的拥护者，1839年后成为青年黑格尔派 

的重要理论家，自我意识哲学的代表；1837 — 1842年初为马克思的朋友； 

1842年夏天起为“自由人”小组成员；1848-1849年革命后为《新普鲁士报》 

（《十字报》）的撰稿人，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写有一些基督教史方面 

的著作。--- 221,300—304、438、940。

贝尔纳（克莱尔沃的）（Bernhard de Clairvaux 1091 — 1153）--------------法国神学家，中

世纪神学的神秘主义流派的创始人，克莱尔沃隐修院创建人，第二次十字军 

东侵的鼓吹者，并组成圣殿骑士团，——194.

贝朗瑞，皮埃尔•让•德（Bélanger，Pierre-Jean de 1780—1857）---------------法国诗人；

以写政治讽剌诗而著称，在诗歌中抨击封建反动势力、教权主义和现存社会 

制度。--- 192。

背教者尤利安——见尤利安（背教者〉。

本德尔，彼得•玛丽亚•贝奈狄克持（Bender.Peter Maria Benedikt 1Î67或 

1768-1843）——普鲁士行政官员，莱茵省议会乡镇等级的代表。——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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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德尔马赫(Bendermacher)-----德国公证人.莱茵报社股东》----982一983。

彼得一世，彼得大帝(nen) I ,neTp BejiHKHfl 1672-1725)——1682年起为俄国

沙皇，1721年起为全俄皇帝。——120。

毕达哥拉斯(PythagCras公元前571左右_497)——古希腊数学家和哲学家， 

毕达哥拉斯派的创始人;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认为宇宙的根本是数，相信灵 

魂转生。——32、55、79、140。

毕尔格尔斯，伊格纳茨(Bürgers, Ignaz 1815-1882)——德国科隆地方法院推 

，事，莱茵报社监事会监事；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

派。——982、985、988、993~995。

毕洛夫-库梅洛夫，恩斯特•哥特弗里德•格奥尔格•冯(Bülow-Cummerow，

Ernst Gottfried Georg von 1775—1851 )-----普鲁士作家和政治家;普昝士容

克的代言人。——293、407、429、965。

庇护七世(Pius VII 1740—1823)，一罗马教皇(1800 —1823)。——224。

波克兰，让•巴蒂斯特——见莫里哀。

波丙多尼乌斯(阿帕梅亚的)(Posidonius of Apameia公元前135左右~51)

——古希腊哲学家，知识渊博的学者，中期斯多亚派的主要代表，——18, 
65。

伯麦，雅科布(Böhmedakob 1575 — 1624)——德国哲学家，鞋匠，自学成才，神 

秘主义和泛神论的代表，他阐述了一系列世界辩证发展的思想，多次被新教 

路德宗判为异端，禁其写作。一一194,213.
伯里克利(Perikies公元前495左右一429)——雅典国务活动家.战略家(公元 

前444_429),曾促进奴隶主民主制的巩固。——201,212.
伯金，爱德华(Böcking Eduard 1802 — 1870)——德国法学家，波恩大学教 

授。--- 936»
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347)——古希腊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的主要代 

表人物，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拥护者。一一16、19、55、79、291、 

295、450。

博德尔施文格，恩斯特•冯(Bodelschwingh，Ernst von 1794— 1854)----- 普鲁士

政治家，1831年为科隆，后为特里尔行政区政府高级顾问，1834 —1842年8 
月任莱茵省总督，1842 — 1845年任财政大臣，1845-1848年3月任内务大 

臣，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属于右派。——361、391、394、952_955、971_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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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尼法齐乌斯(Bonifatius[Bonifacius]世俗名温弗里思Wynfrith 673左右一 

754)一一中世纪早期的教会活动家，盎格昝撒克逊本笃会修士；曾在弗里斯 

兰、黑森、图林根、巴伐利亚传教;人称“德意志的使徒”。一824。

博奈尔(Bonnaire)- —法国修道院院长，一家匿名期刊的出版者，反对孟德斯鸠 

的学说。--- 227»

布尔，路德维希•亨利希•弗兰茨(Buhl，Ludwig Heinrich Franz 1814 — 

1882)—德国作家和政治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博士俱乐部”和“自由人”小 

组成员，《莱茵报》(1842)及其他许多报刊的撰稿人；《爱国者》杂志的出版 

者。--- 341。

布丰伯爵，乔治•路易•勒克莱尔(Buffon, 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和哲学家，进化思想的最早的维护者之一，达 

尔文的先驱。——111。

布兰辿斯，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Brandis»Christian August 1790—1867)--------------

德国语文学家和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家，写有哲学史方面的著作，曾参加《亚里 

士多德全集》的出版工作。——67.78.

布勒默，路德维希(ßloemenLudwig)——德国律师，莱茵报社股东。-982。 

布利斯(Bulis公元前5世纪)——年轻的斯巴达人；由于斯巴达人杀了波斯使

节，他和斯珀蒂亚斯被送交波斯大帝薛西斯作为赎罪的牺牲。——201。

布鲁克尔，约翰•雅科布(Brucker，Johann Jakob 1696 — 1770)--------------德国哲学

家、牧师，德国第一部哲学史著作的作者》——43,87.

布鲁斯特，约瑟夫*弗里德里希(Brust，Joseph Friedrich 1792—1855)--------------德国

商人，莱茵省议会城市等级的代表。——241、256、259、264、274、275、278、 

279、283、285、286。

布罗克豪斯，弗里德里希(Brockhaus. Friedrich 1800 —1865)---------------德国出版商和

书商；1820年起任“弗•阿•布罗克豪斯”图书出版发行公司印刷厂厂长， 

1823年起为该公司的所有人之一，1837年起出版《莱比锡总汇报h—— 

994。

布罗斯，沙尔•德(Brosses,Charles de 1709-1777)——法国民族学家、历史学 

家和语言学家，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256、290。

布吕格曼，泰奥多尔(Brüggemann，Theodor 1796 — 1866)--------------普鲁士王国专

员，特里尔中学考试委员会成员。——934 0

布瓦洛-德普雷奥，尼古拉(Boileau-Despréaux，Nicolas 1636— 1711)--------------法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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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文学评论家，法国古典文学的代表》«读经台》的作者》——824。

布冗马，约瑟夫(Boismard.Joseph)--------------莱茵报社股东。----982。

布瓦瑟雷，尼.威廉(Boisserée，Nic. Wilhelm 1814—1846)--------------德国书商，莱茵

报社股东，——982,995。

布瓦瑟雷，约瑟夫(Boisserée, Joseph 1809 — 1853)--------------德国书商，莱茵报社股

东。——982 O

C

査理•马特(Karl Martell 688左右一74D——法兰克宫相，715年起是法兰克 

王国的实际执政者。——810,813.

査理一世(Charles I 1600-1649)——英国国王0625-1649)，17世纪英国资 

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168。

査理一世，査理大帝(Charles I,Charlemagne 742—814)——法兰克国王(768 — 

800)和皇帝(800—814)。——916,917.

采托，卡尔•菲力浦(Cetto，Carl Philipp 1806-1890)一一德国大商人，莱茵报 

社股东，约•卡•安•采托的儿子。——970.

采托，尼古劳斯(Cetto .Nikolaus)——莱茵省议会城市等级的代表。——242. 

采托，约翰•卡尔.安东(Cetto.Johann Carl Anton死于1851年〉--- 德国地

主；圣文德尔镇长和市长(1816年起)，莱茵省议会乡镇等级的代表；卡• 

菲•采托的父亲。——195.

楚恩茨，安塞尔姆(Zuntz, Anselm)——德国商人，莱茵报社股东。——982。 

楚卡尔马利奥♦斐迪南.玛萌亚.约瑟夫•冯(Zuccalmaglio,Ferdinand Maria

Joseph von 1790- 1B44)——普鲁士税务稽査官，特里尔地政局局长。---

364,370.

楚姆普特，卡尔•哥特洛布(Zumpt，Karl Gottlob 1792-1849)——德国语文学 

家，罗曼语文学专家，柏林大学教授》——941。

达赖喇嘛——224。

大马士革的尼古拉——见尼古拉(大马士革的)。

道尔顿，爱德华(D'Akon, Eduard 1772 —1840)——德国历史学教授，曾在波恩 

大学讲授艺术史。——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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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伯赖纳，约翰•沃尔弗冈(Döbereiner，Johann Wolfgang 1780— 1849)--------------德

国化学家，耶拿大学教授。——943。

德尔图良，昆图斯•赛普蒂米乌斯•弗洛伦斯(Tertullianus，Quintus Septimius 

b'lorens约160- 220)——罗马基督教神学家和著作家，生于北非迦太基城， 

罗马帝国驻北非殖民军队军官之子；呼吁罗马帝国将歧视基督教的政策改为 

容纳政策，并号召教徒忠于皇帝；推崇信仰，贬低理性，曾说:“上帝之子死了， 

虽不合理，但可信;埋葬了，又复活了，虽不可能，但可肯定。”——214。

德梅佐，皮埃尔(Desmaiseaux[des Maizeaux]，Pierre 1666— 1745)--------------法国坪

论家和历史学家，与莱布尼茨、培尔等入有交往，并出版了他们的著作。——

德米特里(马格内西亚的KDemetrios of Magnesia公元前1世纪)——占希腊 

语法学家和著作家.撰有《同名作家传h —一23,69«

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约公元前460-370)——古希腊哲学家，原子论的主 

要代表，留基伯的学生.——13、15、17—19、30、31、35、37、39_44、46、48、 
50—54,64—73,78—80,83—87,91303„

德萨米，泰奥多尔(Dézamy, Théodore 1803-1850)——法国政论家；空想共产 

主义革命派的代表人物，——410。

德斯特尔，卡尔•路德维希•约翰(D'Ester[d1 Ester]，Karl Ludwig Johann 1813 

-1859)——德国医生，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莱茵报社股东和《莱茵报》 

撰稿人；曾在科隆的民主运动中起领导作用，1847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科 

隆支部成员》1848—1849年革命时期为普鲁士制宪议会和第二议院议员，属 

于左派；1848年10月起为德国民主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1849年在巴登一 

普法尔茨起义中起重要作用并支持普法尔茨临时政府，后来流亡瑞士。—— 

982,996—997o

邓斯•司各脱，约翰(Duns Scotus,John 1265左右一 13G8)--------------苏格兰经院哲学

家和神学家；唯名论(唯物主义在中世纪的最初表现)的代表人物 > 著有《牛津 

文集》》--- 142。

狄茨，海尔曼•约瑟夫(Dietz，Hermann Joseph 1782— 1862)--------------德国厂主，科

右伦茨市参议员；莱茵省议会城市等级的代表。——198。

狄茨，约翰•威廉(Dietz,Johann Wilhelm)—-德国政论家和出版商，《世界与 

国家信使报》承印人，《莱茵总汇报》的出版者和承印人，《莱茵报》的承印人， 

莱茵报社股东。一972,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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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摩西尼（Demosthenes公元前384 — 322）— 一古希腊政治家和演说家，雅典的 

反马其顿派的领袖，奴隶主民主制的拥护者;雅典同盟反马其顿战争失败后 

（公元前338）披驱逐出雅典。——917，

迪奥尼修斯（Dionysios [Dionysius]死于265年）---亚历山大里亚的基督教主

教（约246年起），写有反对伊壁鸠鲁派及其原子论的著作，欧塞比乌斯曾引 

用这一著作。——26,42.

第欧根尼（锡诺柏的）（Diogenes of Sinope约公元前412 — 323）--------------古希腊哲学

家，昔尼克派;他放荡不羁，流传下许多轶事和传说，传说他住在大木桶里，白 

日打着灯笼找诚实的人等。一149。

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os约公元前3世纪末）一-古希腊作家和 

哲学史家，《论哲学家的生平》的编纂者。一21、23、25、39、42、45、46、65、 

67、68、69—72'73、78、79、81、84_97。

杜比安（Dubyen）——德国的公证人》—一308、309、311、321—323。

杜唐，路易（Dutens，Louis 1730—1812）--------------法国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莱布尼

茨全集》的出版者。——66。

多梅尼科，乔万尼——见康帕内拉，托马佐》

E

厄皮卡尔摩斯（Epicharmos[-us]约公元前530—440）--------------古希腊剧作家，无神

论者;因其作品富有哲理，也被后人誉为哲学家。——19,66.

恩格斯■卡尔（Engels, Carl〉一-德国商人；莱茵报社股东。——982。

恩格斯，约.菲力浦（Engels,Jos. Philipp 1788-1867）——德国商人，科隆市参

议员•，莱茵报社股东。——982。

恩培多克勒（Empedokles约公元前500-430） — •古希腊哲学家、医生和政治 

家。--- 19、67。

F

法伊，格尔哈德（Fay,Gerhard 1809— 1889）——德国辩护律师和科隆司法参 

事；莱茵报社监事会主席。——982,984,992—995.

菲力浦二世（Felipe II 1527-1598）——西班牙国王（1555 —1598〉。——283。 

菲力浦二世（马其顿的）（Philip [Philippos J II of Macedonia 公元前 382 —

336）---------------马其顿王（公元前359—336）。----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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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力浦第二，奥尔良公爵(Philippe II,duc d'Orléans 1674 — 1723)——法国摄政 

王(1715-1723)。——152,232.

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 1503- 1564)——奥地利大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556-1564).——944。

斐洛波努斯或语法学家约翰(Philoponus ［-os］或Johannes Grammaticus 5世纪 

末)一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神学家和语法学家，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 

者。——40、84、87。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Feuerbach，Ludwig 1804— 1872)---------------德国唯物主义哲学

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88、221、222、438。

费奈隆，弗朗索瓦.德萨利尼亚克.德拉莫泰(Fénelon，François de Salignae de 

la Moihe 1651-1715)——法国作家.康布雷大主教；启蒙运动早期代表，以 

其教育小说《泰雷马克历险记》(1699)著称。——236。

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布(Fichte,Johann Gottlieb 1762- 1814)——德国哲学 

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观唯心主义者。——119、193、227、236、 

736,820.

伏尔泰(Voltaire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François Marie Arouet 1694 — 

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 

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113、】53、］97、228、231、 

412。

弗莱塔格，格奥尔格•威廉(Freytag,Georg Wilhelm 1788-1861)——德国东 

方学家，1819年起为波恩大学教授，1836—1837年冬季学期任波恩大学校 

长《. --- 937«, •

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Friedrich Karl .Prinz 1828— 1885)--------------普鲁士将军，后

为元帅，丹麦战争时期(1864)为普军总司令，后为联军总司令;普奥战争时期 

(1866)任普鲁士第一军团司令，普法战争时期(18H_1872)任第二军团司 

令，80年代为骑兵总监。——944.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II,Friedrich der Große 1712- 

1786)——普舞士国王U74O —1786)。一964.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 1840)—普鲁士国王 

(1797- 1840)。——386、387、936、939。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 1795 - 1861)—普鲁士国王 

(1840-1861)o ——312、318、387、904、949、950、953、961、969。



人名索引 1063

弗里斯，雅科布•弗里德里希(Fries,Jakob Friedrich 1773 — 1843)——德国哲 

学家，耶拿大学教授。——943。

傅立叶，沙尔(Fourier.Charles 1772 — 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_ 

295。

富尔德，阿希尔(FouW，Achille 1800-1867)——法国银行家和政治家，奥尔良 

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 —1849),曾 

任财政部长(1849 —1851)，财政大臣(1861_1867),国务大臣和皇廷事务大 

臣(1852_1860)。——340。

富兰克林，本杰明(Franklin, Benjamin 1706—1790)——美国政治活动家、外交 

家、经济学家、作家和自然科学家》美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美国独立战争 

的参加者,美国独立宣言(U76)的起草人之一;他最先有意识地用劳动时间 

来确定价值。——811。

G

盖尔特讲，康斯坦丁 •弗里德里希•冯(Gaertner，Constantin Friedrich von生 

于1805年)德国贝恩卡斯特尔县长(1832年起)。——386，

甘斯，爱德华(Gans,Eduard 1798左右一1839)——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主义者， 

历史法学派的批评家，《黑格尔全集》的出版者》——939-940。

甘特(Ganther)——德国魏斯基兴、梅尔齐希县长,1841年起为贝恩卡斯特尔县 

长》--- 394«

冈加奈利，乔万诺•文钦佐•安东尼奥——见克莱门斯十四，

哥白尼，尼古拉(Kopernicus.Nikolaus 1473 — 1543)--------------波兰天文学家，宇宙的

太阳中心说的创立者。——193,227,424,964.

哥采，约翰•梅尔希奧尔(Goeze，Johann Melchior 1717- 1786)——德国神学 

家》路德宗牧师，莱辛启蒙观点的反对者。——419。

歌德，约翰.沃尔弗冈.冯(Goethe[Göthe]，Johann Wolfgang von 1749 — 

1832)-德国诗人、作家、思想家和博物学家。一一111、139、145、268、737、 

739—740、743、810、848--849、920。

哥雷斯•约翰.约瑟夫.？马(Görres，Johann Joseph von 1776 — 1848)--------------德国

政论家、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天主教的拥护者£——224、428。

戈尔德斯密，奥利弗(Goldsmith ,Oliver 1728 — 1774)---- 英国作家，感伤主义

的主要代表，在长诗《荒村》和小说《韦克菲尔德的乡村牧师》中反映18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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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农村的贫困和农民被剥夺土地的过程，描绘丁农民的苦难，但幻想恢复 

宗法制的农民社会《 --- 812»

戈特舍德，约翰.克里斯托夫(Gottsched»Johann Christoph 1700—1766)--------------

德国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理论家，18世纪德国早期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对 

当时德国戏剧的改革和文学语言的规范化起了一定作用，后来坚持陈旧观 

点，停止不前。--- 197。

格伯尔斯，蒂尔姆(GöbbelS，Tilm.)——德国泥瓦匠；莱茵报社股东。一982。 

格尔拉赫，卡尔•约翰•亨利希•爱德华•冯(Gerlach，Carl Johann Heinrich

Eduard von 1792- 1863)——普鲁士政治家；1839年以前为柏林瞀察总监， 

1839—1845年为科隆行政区长官。——951、983、9卯。

格拉赫(Grach,E.)-—德国官员，特里尔市政厅出生、死亡、婚姻登记处主 

任》--- 931。

格雷戈里十六世(Gregor XVI 1765 — 1846)--------------罗马教皇(1831 —1846)。----

413。

格劳秀斯，许霍(赫罗特，赫伊赫•德)(Grotius，Hugo [Groot,Huig de]1583 — 

1645)——荷兰法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和国 

际法理论的奠基人之一。——227，

格鲁克，克里斯托夫•维利巴尔德(Gluck .Christoph Willibald »Ritter von 1714 

一 1787)——德国作曲家；曾用启蒙运动思想改革歌剧。——784-785.

格鲁培，奥托•弗里德里希(Gruppe，Otto Friedrich 1804 — 1876)--------------德国哲学

家、政论家、文学史家和诗人K普鲁士国家总汇报》撰镐人，1842 — 1844年为 

普鲁士文化部官员，任职期间反对青年黑格尔派。——301-304。

格佩特，卡尔•爱德华(Geppert，Karl Eduard 1811 — 1881)--------------德国古典语文

学家，1836年起任柏林大学教授。——940.

格特林，卡尔•威庚(Goettling，Karl Wilhelm 1793—1869)—德国语文学家， 

耶拿大学教授。——943。

贡斯兴.德勒贝克，昂利.本杰明•德(Constant de Rebecque,Henri-Benjamin 

de 1767 — 1830)——法国政治家、政论家和著作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反 

民主主义流派的代表，法国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观点的反对者*曾从事国家法 

问题的研究。——235 6

H

哈登堡公爵，卡尔.奥古斯特(Hardenberg，Karl August Fürst von 1750 —



人名索引 1065

1822)——普鲁士政治家和外交家；曾任普鲁士国务大臣(1791年起)，外交 

大臣(1804 —1806和1807)和首相(1810—1817)，任首相期间继续推行施泰 

因在1807年开始的改革政策，要求实行与封建等级代议制截然相反的崮家 

制度U815年为出席神圣同盟会议的普鲁士首席代表，1819年为梅特涅和普 

鲁士反动势力所排挤。 425、964。

哈恩，约翰•亨利希(Haan，Johann Heinrich 1804— 1871)--------------德国商人，莱茵

报社监事会监事。——982、995»

哈勒，阿尔布雷希特.冯(Haller，Albrecht von 1708 — 1777)--------------瑞士医学家、

植物学家、诗人和政论家;写有反对伏尔泰和自由思想派的《关于启示录中的 

重要事实的书信》(1772)。一153。

哈勒，卡尔•路德维希•冯(Haller,Carl Ludwig von 1768— 1854)--------------瑞士法

学家和历史学家.阿•冯•哈勒的儿子》——154,238.

哈里里，阿布•穆罕默德•卡西姆•伊本•阿里(Hariri，Abu Muhammad al- 

Kasim Ibn’Ali 1054-1122)—阿拉伯诗人、语文学家和作家。一186。

哈马赫尔，威廉(Hamacher, Wilhelm 1808 — 1875)—德国教育家，1835年起

为特里尔中学语文教员。——934。

哈斯，J.B. (Haaß.J.B.)——德国律师，莱茵报社股东。——982、984、989、991、 

994。

海尔梅斯，卡尔•亨利希(Hermes，Karl Heinrich 1800— 1856)--------------德国政论

家，1842 —1843年为《科隆日报》编辑，后为《普鲁十国家总汇报》及其他保守 

派报纸的撰稿人。——207_208、211、213_218。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Herwegh,Georg 1817-1875)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1842年起成为马克思的朋友，《莱茵报》等多家报刊的撰稿人; 

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 

团组织者之一》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长期流亡瑞士；1869年起为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党员。——3#、405、412、946。

海因岑，卡尔(HeinzemKarl 1809-1880)——德g作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4莱比锡总汇报》记者，《莱茵报》撰稿人U844年9月逃往布鲁 

塞尔，1845年春移居瑞士，1847年起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i曾参加1849年巴 

登一普法尔茨起义，后来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850年秋定居美国，后为《先 

驱者》报的主编(1854 —1879)。——982、990、992、995。

汉德，斐迪南•哥持黑尔夫(Hand，Ferdinand Gotthelf 1786—1851)--------------德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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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耶拿大学教授。——943。

汉泽曼，大卫•尤斯图斯•路德维希(Hansemann，David Justus Ludwig 1790 — 

1864)——德国政治家和银行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普鲁士制 

宪议会议员，普鲁士財政大臣(1848年3_9月)。——379,381.

豪夫，海尔曼(Hauff .Hermann 1800—1865)——德国政论家11S27 —1863年为 

科塔1807年创办的《知识界晨报》编辑；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撰橘人。—— 

325。

荷马(Homeros约公元前8世纪)——半传说中的古希腊诗人，《伊利亚特》和 

《奥德赛》的作者。——19、66、231、443、712。

赫尔，泰奥多尔——见温克勒，卡尔•哥特弗里德•泰奥多尔。

赫尔德，约翰•哥特弗里德•冯(Herder，Johann Gottfried von 1744 — 

1803)——德国历史哲学家和宗教哲学家，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启蒙思想家， 

狂飙突进运动的主要理论家和德国古典文学的开拓者。一一229。

赫尔曼斯，约•(Hermanns，Joh.)--------------德国泥瓦匠，莱茵报社股东》---- 982。

赫尔米普斯(士麦那的)(Hermippos of Smyrna公元前3世纪)--- 古希腊著作

家，写有古代哲学家传记。——71，

赫尔米希斯(Helmichis 6世纪)——阿尔博英的持械侍从。——610,614,616— 

618。

赫尔维茨,H.L. (Hellwitz.H.L.)莱茵报社股东。——982。

赫弗特尔，奥古斯特.威廉(Heffter，August Wilhelm 1796— 1880)--------------德国法

学家，柏林大学教授。——939。

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约公元前540-480)——古希腊哲学家，辩证法的奠 

基人之一，自发的唯物主义者。——15、17、142、227。

赫罗特，赫伊赫•德——见格劳秀斯,许霍。

赫塞.弗兰茨•胡果(Hesse，FranZ Hugo)——普鲁士政府官员和作家，自由主 

义者U838 —1842年任柏林政府顾问，因持有自由派观点而被解职。—— 

954、974。

赫斯,莫泽斯(Heß, Moses 1812-1875)——德国政论家和哲学家，《莱茵报》创 

办者之一和撰稿人，1842年1 — 12月为该报编辑部成员，1842年12月起为 

驻巴黎通讯员；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40年代中为“真 

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1846年起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 1850年共 

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一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63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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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拉萨尔分子;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 

加者。一• 203—205、291。

鳑兹，威廉(Hertz, Wilhelm)——德国商人，莱茵报社股东。——982，

贺拉斯(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克)(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 —

8)——罗马诗人，同奥古斯都关系甚密。——464 o 

黑尔施塔特•约翰.戴维(Herstatt Johann David 1805 — 1879)--------------德国银行

家，莱茵报社股东；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982。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 —

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11、74、77、100、216、218、221、 

227、348、416、425、692、735、811、964

黑勒斯，马蒂亚斯(Herres,Mathias)——德国葡萄种植者。——392。

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英国国王(1509 —1547)。——151， 

洪特海姆,F.M.冯(Hontheim，F.M.von)——德国莱茵省第-上诉法院(科隆)

的辩护律师.莱茵报社股东。——982— 986、989、.992_994。

胡登，乌尔里希.冯(Hutten,Ulrich von 1488-1523)——德国诗人和政论家，

人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宗教改革的拥护者，德国骑士等级的思想家，1522 

— 1523年骑士起义的参加者;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乌 

尔里希•冯•胡登的原型。一419,423.

胡果，古斯塔夫(Hugo,Gustav 1764 — 1844)-------------德国法学家，格丁根大学法学

教授，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229-239.

霍，威廉(Haw .Wilhelm 1783 — 1862)——德国律师，警察(1818 —1839)，此后任 

特里尔市市长和参议员，莱茵省议会乡镇等级的代表.一285。

笛布斯，托马斯(Hobbes,Thomas 1588-1679)——英匡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 

的代表人物;早期资产阶级天賦人权理论的代表。——227，

霍尔巴赫男爵.保尔•昂利•迪特里希(Holbach，Paul-Henri Dietrich baron d' 

1723-1789)——法国哲学家，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启蒙思想家，革命资产 

阶级的代表人物。--- 98»

霍尔茨曼一见克西兰德，威廉。

霜尔纳，洛塔尔(Hörner, Lothar)--------------德国杜塞尔多夫一家饭馆的老板----

948，

霍夫曼，恩斯特.泰奥多尔.阿马多斯(Hoffmann，Ernst Theoder Amadeus 

1776-1822)—德国作家、音乐家、画家和法学家，德国晚期浪漫派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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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一度在普鲁士政府中任职。——230,828.

霍斯特，J. (Horst J.)—莱茵报社股东。——982。

霍伊泽尔，弗兰茨• C. (Heuser,Franz C.)——德国商人，莱茵报社股东，—— 

982、989。

霍伊泽尔，格奥尔格(Heuser,Georg)——莱茵报社股东。——982.

基佐，弗朗索瓦•皮埃尔•吉约姆(Guizot，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 — 

1874)——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1812年起任巴黎大学历史 
系教i，七月王朝时期是立宪君主派领袖，历任内务大臣(1832 —1836)、教育 

大臣(1832 —1837).外交大臣(1840-1848)和首相(1847 —1848)(代表大金 

融资产阶级的利益。——256,401.

吉讷，弗里德里希•威廉(Giehne,Friedrich Wilhelm生于1807年)一_德国文 

学家.奥格斯堡《总汇报者。——294。

加布勒，格奥尔格•安德烈亚斯(Gabler,Georg Andreas 1786-1853)——德国 

哲学家，右翼黑格尔主义者，柏林大学法学教授，——940.

伽利略，伽利莱(Galilei，Galileo 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 

力学原理的创始人，哥白尼学说的拥护者，维护太阳中心说，为此遭到宗教法 

庭的审判(1633);晚年在流亡中度过。——147。

伽桑狄，皮埃尔(Gassendi，Pier re 1592-1655)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物理 

学家和数学家;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学说的拥护者和宣传者。——10、44、88。
居佩尔(Küpper死于1850年)——德国教员，曾在持里尔中学教授宗教 

课。--- 934。

K

卡贝，埃蒂耶纳(Cabet,Étienne人称钤贝老爹Père Cabet 1788 — 1856)——法 

国法学家和政论家，法国工人共产主义~个流派的创始人，和平空想共产主 

义的代表人物，《人民报》的出版者(1833 —1834) •，流亡英国(1834—1839)， 

《1844年人民报》的出版者(1841 —1851);曾尝试在美洲建立共产主义移民 

区(1848 —1856)，以实现其在1848年出版的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中阐述 

的理论。——410。

卡尔，让.巴蒂斯特.阿尔丰斯(Karr, Jean-Baptiste-Alphonse 18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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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法国作家和政论家，《黄蜂》月刊的出版者和主编，《费加罗报》的撰 

稿人和《每日新闻》的创办人。一40】，

卡洛斯（老卡洛斯），唐，玛丽亚•伊西多尔（波旁的KCarlos.DoiuMaria Isidore 

de Borbon 1788 — 1855）——西班牙王位追求者，1833—1840年第一次卡洛 

斯派战争期间，曾企图夺取王位 ＞斐迪南七世的弟弟。——823. .

卡托（老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 Major公元前 

234- 149）——罗马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著作家，维护贵族特权》曾任执 

政官（公元前195），监察官（公元前184）;《论农业》的作者。——312。

凯勒（Keller）——德国贝恩卡斯特尔县县长，1841年起任梅尔齐希县县长， 

1848-1849年革命期间被免职。一395。

凯撒（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44）--------------罗

马统帅、国务活动家和著作家。一136、432、463、608、709、710、715、825。 

康德，伊曼努尔（Kant，Immanuel 1724 — 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倒始人，唯

心主义者;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100、119、193、230、233、235, 

236、736、820、825。

康帕内拉，托马佐（Campanella，Tommaso原名乔万尼•多梅尼科Giovanni 

Domenico 1568 — 1639）―意大利哲学家、诗人和文学家，空想共产主义的 

早期代表人物H太阳城书的作者。——227。

康普，约翰•亨利希（Kamp，Johann Heinrich）--------------德国地主，“科洛尼亚”火灾

保险公司经理;莱茵省议会乡镇等级的代表，莱茵报社股东。——982.986, 

990—993,996.

康普豪森，卢道夫（Camphausen，Ludolf 1803 — 1890）-------------德国政治家和银行

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34年起任科隆商会会长 ＞莱茵报社 

股东和《莱茵报》撰稿人；1843年起为莱茵省议会城市等级的代表，普鲁士首 

相（1848年3_6月），后为第一议院议员，普鲁t驻中央政府的使节（1848年 

7月一1849年1月），北德意志联邦议会议员。——432—435,444,982,989, 

992。

考夫曼，彼得（Kaufmann,Peter 1803-1872）——德国政治家和政论家，1832年 

起为波恩大学政治学和农业经济学教授，保护关税的捍卫者，《下莱茵农业经 

济通报》的出版者（1833_ 1837），写有一些关于摩泽尔河沿岸葡萄种植者的 

贫困状况的文章。——389。
考夫曼，M. （Kaufmann,M.）——德国商人，莱茵报社股东》——982、9卯、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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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本，卡尔•弗里德里希(Köppen，Kar! Friedrich 1808— 1863)--------------德国教育

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自由人”小组成员，《哈雷年鉴》和 

«莱茵报》的撰稿人，1848 —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马克思的朋友。__11。

科布伦茨，彼得•约瑟夫(Coblenz.Peter Joseph 1808— 1854)---------------德国特里尔

地方法院见习法官，见习期满后在贝恩卡斯特尔任法律顾问;《特里尔日报》 

和《莱茵报》的撰稿人* 1848年任贝恩卡斯特尔民主协会主席，1848 —1849年 

革命的参加者，——35八360。

科恩，赛米尔•伯恩哈德(Cohen，Samuel Bernhard)--------------德国商人，莱茵报社股

东》--- 982。

科尔布，古斯塔夫，爱德华(Kolb,Custav Eduard 1798 —1865)——德国新闻工 

作者和政论家.曾为大学生联合会会员，1824 —1826年被监禁，1828年起为 

奥洛斯堡《总汇报》编辑,1837年起任主编。——324,404.

科洛封的色诺芬尼——见色诺芬尼(科洛封的)。

科洛特(朗普萨科斯的KKolotes of Lampsakos公元前4-3世纪)——古希腊 

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同时代人和学生》--- 19、47、66—68。

科塔(盖尤斯•奥勒留•科塔)(Gaius Aurelius Cotta约公元前120—73)--------------

古罗马政治家和雄辩家，公元前75年任执政官。一一18、65。

科塔，约翰•洛奥尔格•弗賴贝格，科滕多夫男爵(Cotta，Johann Georg Frey

berg, Freiherr von Cottendorf 1796— 1863)--------------德国书商和出版商，1832 —

1863年为德国最大的出版社之一科塔书店的所有人；曾出版奥格斯堡《总汇 

报》和《知识界晨报h —325、326、341。

科泽加滕，威廉(Kosegarten, Wilhelm 1792-1868)—德国政论家，《柏林政治 

周刊》的撰摘人,1855年起为格拉茨大学政治学教授，农奴制度的辩护人，鼓 

吹恢复贵族政治特权和封建等级秩序。——293,295«

克拉克，赛米尔(Clarke,Samuel 1675-1729)——英国哲学家和神学家，牛顿的 

拥护者》--- 214。

克莱1’！斯(亚历山大里亚的)，梯特•弗拉维(Clemens Alexandrinus, Titus 

Flavius约150—215)——古希腊著作家、哲学家和神学家;晚年改宗基督教 

并对古希腊哲学加以批判分析。——19、66、70、82，

克莱门斯十四(Klemens XIV世俗名乔万诺•文钦佐•安东尼奥•冈加奈利

Giovano Vincenzo Antonio Ganganelli 1705 — 1774)--------------罗马教皇(1769 —

1774),1773年解散耶稣会。——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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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尼亚斯(Kleinias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派哲学家。—— 

79。

克莱森，亨利希•约瑟夫(Claessen，Heinrich Joseph 1813 — 1883)--------------德国医生

和政治活动家，莱茵报社监事会副主席，《莱茵报》撰镐人，积极参与该报的创 

办和发展；1848 —1849年革命后成为科隆自由派领袖之一。一982—985、 

989,991—993.

克莱尔沃的贝尔纳——见贝尔纳(克莱尔沃的)。

克劳泽(Krause)柏林大学评议员》王国政府驻柏林大学副全权代表。—— 

941。

克里西普斯(Chrysippos公元前280左右一205左右)--- 古希腊哲学家，斯多

亚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63,97«,

克鲁格，威廉•特劳戈特(Krug,Wilhelm Traugott 1770-1842)——德国哲学 

家和自由派政论家，康德的迫随者；1805年起为柯尼斯堡的哲学教授。—— 

811、825。

克罗普，马蒂亚斯(Kropp,Mathias)——德国特里尔的职员。…一931。

克洛茨，莱茵霍尔德(Klotz.Reinhold 1807-1870)——德国语文学家，主要研

究西塞罗的著作并辑录其演说集H新语文学和教育学年鉴》和《语文学和教 

育学文库》的出版者之一。——81。

克洛斯(Kloss)——德国科隆行政区枢密顾问。——973。

克洛维一世(Clovis I 466左右_511)-------------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国王(481 _

511),法兰克王国的缔造者；507年在普瓦捷会战中战胜西哥特人。—— 

823。

克伦特根，约翰(Clentgenjohann〉---德国地主，莱茵报社股东。---- 970,,

克伦威尔，奥利弗(Cromwell .Oliver 1599—1658)--------------英国国务活动家，17世纪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1649年起为 

爱尔兰军总司令和爱尔兰总督，1653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 

公《 --- 151 »

克西兰德，威廉(Xylander，Wilhelm原名霍尔茨曼Holtzmann 1532 — 

1576)——德国海德堡大学希腊语教授，曾把普卢塔克和其他希腊著作家的 

著作译成拉丁文。-66。

孔多塞侯爵，玛丽•让.安东•尼古拉.卡里塔(Condorcet，Marie-Jean-An

toine-Nicolas Caritai .marquis de 1743 —1794)--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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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和政治家；启蒙思想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倾向吉伦特 

派；1769年起为科学院院士. 1777年起被选为科学院常任秘书，1782年起为 

法兰西学院院士；罗伯斯比尔执政后被剥夺公民权*.1794年3月27日被捕， 

两天后死于狱中。——228。

孔西得朗，普罗斯佩•维克多(Considérant,Prosper-Victor 1808-1893)——法 

国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溥立叶的学生和继承者；曾在其主要著作《社会 

的命运》(1834 -1844)中系统地阐述傅立叶的社会学说,1837年起成为傅立 

叶派的领袖。——295。

库尼蒙德(奎纳蒙德)(Kunimund [Cunimund，Kühnemunde]死 f 566 — 567 

年)——杰皮迪人的最后-■个王，为阿尔博英所杀。——502,504,505,611- 

612。

奎德诺，卡尔•弗里德里希(Quçdnow，Carl Friedrich 1780—1836)--------------德国特

里尔行政区官员和建筑工程顾问，1830—1836年为特里尔地方工业学校的 

学监。——787。

奎纳蒙德——见厍尼蒙德。

拉登堡，阿达尔贝特•冯(Ladenberg，Adalbert von 1798-1855)——德国特里 

尔行政区长官(1834_ 1837) ,1839年任普鲁士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 

1848 —1850年任教育大臣。——391.

•拉特，约翰•彼得•冯(Rath，Johann Peter vom 1795 — 1866)-------------德国商人，杜

伊斯堡和科隆塘厂厂主，莱茵报社股东；约•雅•冯•拉特的弟弟。—— 

982、994。

拉特，约翰•雅科布•冯(Rath，Johann Jakob vom 1792- 1868)--------------德国商人，
杜伊斯堡和科隆糖厂厂主，杜伊斯堡商会会长，莱茵报社股i;科隆共产党人 

案件(1852)的陪审员；约•彼•冯•拉特的哥哥。——982.993»

拉伊丝(LaU)——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至4世纪初两个古希腊艺妓的名 

字》--- 10。

腊韦，伯恩哈特(Rave.Bernhard 1801 — 1869)-------------德国医生，新闻工作者，曾与

舒尔特共同出版科隆的《世界和国家信使报》;《莱茵总汇报》的出版者和编辑 

(1840—1841)，《莱茵报》的创办人和编辑(1842—1843),《埃尔伯费尔德日 

报》的编辑(1844—1862)。——952、958、972、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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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泰乌期(朗普萨科斯的)(Leonteus of Lampsakos约公元前3世纪)--- 古

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学生和朋友。一19、66。

莱奥，亨利希(Leo, Heinrich 1799— 1878)—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普鲁士 

容克的思想家》--- 238»

莱布尼茨男爵，哥特弗里德•威廉(Leibniz[Leibnitz]»Gottfried Wilhelm Frei

herr von 1646 - 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 

家。--- 19—20、43、66、213、325。

莱斯待(Leist)^—德国一家上诉法院法官，莱茵报社股东。——982、985、988、 

991,996.

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Lessing,Gotthold Ephraim 1729 —1781)—— 

德国作家、评论家、剧作家和文学史家，启蒙思想家。——196、U9。

莱茵霍尔德，恩斯特•克里斯蒂安《哥特利布(Reinhold，Ernst Christian 

Gottlieb 1793—1855)——德国哲学家，耶拿大学教授。一943,944,

赖姆博尔德，卡斯帕尔(Reimbold，Caspar)——德国彩票经纪人，莱茵报社股 

东《 --- 982。

赖沙德，B. (Reichard,B.)—莱茵报社股东。——982。

兰齐措勒，卡尔•威廉•冯(Lancizolle.Karl Wilhelm von 1796- 1871)——德 

国法学家，写有德意志各邦历史的著作。---一941。

朗格，约阿希姆(Lange,Joachim 1670 —1744)——德国神学家，1709年起为哈 

雷大学教授。——227。

朗普萨科斯的科洛特一见科洛特(朗普萨科斯的) 。

朗普萨科斯的莱昂泰乌斯一见莱昂泰乌斯(朗普萨科斯的)。

朗普萨科斯的梅特罗多罗斯一见梅特罗多罗斯(朗普萨科斯的〉。

劳里斯顿的约翰•罗——见罗，约翰(劳里斯顿的约翰•罗)。

劳帕赫，恩斯特.本杰明•萨洛莫(Raupach，Ernst Benjamin Salomo 1784 —

1852)一-普鲁士宫廷剧作家，高校教师，曾模仿席勒创作多种戏剧，19世纪 

20—30年代的时髦作家。——811、825。

勒贝尔，约翰•威兼(Loebell,Johann Wilhelm 1786-1863)——德国历史学家， 

波恩大学哲学系主任。一937。
勒尔斯，维图斯(Loers，VituS死于1862)——德国语文学家，特里尔中学语文教 

员，1855年起任该校第二校长。一934。

勒鲁，皮埃尔(Leroux，Pierre 1797 —1871)--------------法国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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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_。——295。

雷富斯，菲力浦•约瑟夫•冯(Rehfues，Philipp Joseph von 1779—1843)--------------德

国政府派驻波恩大学的特派员和监护人。——937。

雷纳德，约瑟夫.恩格尔伯特(Renard Joseph Engelbert 1802 — 1863)-------------德国

书商和出版商，《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和正式责任编辑。——952、973、982、 

997。

李待尔，亨利希(Ritter .Heinrich 1791-1869)——德国哲学史家，持有宗教唯 

心主义观点，——40、67、85。

李特尔J.H. (RitterJ.H.)―莱茵报社股东。——982。

李特尔，卡尔(Ritter, Karl 1779 - 1859)——德国地理学家，柏林大学教 

授。-一940。

李希特尔，EJ. (Richter,E.J.)——德国教授，奥格斯堡《总汇报》和《莱比锡总 

汇报》记者。——404.

里克，J.B. (RickJ.B.)——莱茵报社股东。一982。

里齐奥，大卫(Rizzio[Riccio]，David 1533左右一1566)-------------苏格兰驻萨瓦公使

馆秘书，1564年起为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的秘书。——858 — 864。

理査森，赛米尔(Richardson .Samuel 1689— 1761 )---------------英国作家，感伤主义的主

要代表人物，写有社会风俗小说，对英国小说及德国和法国文学的发展有巨 

大影响。——231»

利西凡——见瑙西凡。

利希滕施泰因，马丁 •亨利希•卡尔(Lichtenstein，Martin Heinrich Karl 1780 

一 1857)—一普鲁士王国政府驻柏林大学副全权代表，——941，

留基伯œeUkipP[0S]公元前5世纪)——古希惜哲学家，原子论的创始人，德谟 

克利特的老师。一一38、41、46、68、71、78、79、83、85、87。

琉善(Lucianus [Lukianus]约120—180)--------------古希腊讽剌作家，无神论者《 ----

207,213.

卢登，亨利希(Luden.Heinrich 1780- 1847)——德国历史学家，耶拿大学教

授。——943。

卢格，阿尔诺德(Ruge，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 

《哈雷年鉴》的出版者，《莱茵报》的撰稿人，1842—1843年同马克思一起编辑 

《德法年鉴h 1844年中起反对马克思，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 

于左派，50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年后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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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由党人。--- 946。

卢克莱修(梯特•卢克莱修•卡鲁斯)(Titus Lucretius Carus约公元前99 — 

55)—一罗马哲学家和诗人，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32、33、36、39、43、 

46、50、53、63、81—84、86_88、90~93、97、213。

卢梭，让.雅克(Rousseau，Jean-Jacques 1712—1778)-------------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

代表人物，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然神论哲学家，一227、228、 

231。

鲁多夫，阿道夫•弗里德里希(Rudorff，Adolf Friedrich 1803 — 1873)--------------德国

法学家，柏林大学教授。一940。

鲁滕堡，阿道夫(Rutenberg，Adolf 1808 —1869)——德国政论家,柏林“博士俱 

乐部”成员，青年黑格尔分子,1842年2-11月为《莱茵报＞编辑，此后加入“自 

由人”小组，1848年任《国民报》编辑，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 

957,577»

路德，马丁(Luther, Martin 1483 — 1546)——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 

家，德国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德国市民等级的思想家，温和派的主要代表； 

在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贫民。_ 

118、194、218、419、423、439、740。

路易-菲力浦一世(路易-菲力浦)，奥尔良公爵(Louis-Philippe I [Louis-

Philippe]，duc d'ürleans 1773— 1850)--------------法国国王(1830 — 1848)。----

152,825.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一一151， 

伦勃朗，哈尔门斯•范•赖恩(Rembrandt，Harmensz van Rijn 1606 —

1669)--------------荷兰画家》---- 188«,

伦施男爵(Rynsch, Freiherr von)——德国地主，莱茵省议会骑士等级的代

表。--- 284。

伦辛，吉斯伯特(Lensing, Gisbert 1783-1856)—德国埃默里希主教座堂教士 

团成员，莱茵省议会乡镇等级的代表，1848年为普鲁土制宪议会议员，厲于 

右派•普鲁士第二议院副议长。——259。

罗，约翰(劳里斯顿的约翰.罗)(Law，John of Lauriston 1671 —1729)—英国 

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曾任法国财政总稽査(1719— 1720),以发行纸币的投机 

活动而闻名》--- 152,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弗朗索瓦•玛丽•伊西多尔•德(Robespæn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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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ilien-François-Marie-Isidore de 1758— 1794)--------------18 世纪末法国资产

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革命政侖的首脑(1793—1794),—— 

120.

罗迪加斯特，赛米尔(Rodigast .Samuel 1649—1708)--------------德国教师，柏林一所文

科中学校长。一一742。

罗格，A. (Rogge，A.)--------------莱茵报社股东》----982。

罗霍，杏斯塔夫.阿道夫•罗胡斯•冯(Rochow，Gustav Adolf Rochus von 

1792-1847)~~普鲁士政治家，1834 —1842年6月为内务大臣，同时为书报 

检査三大臣之一，1843年为国务会议主席，1847年为联合议会议长，—— 

425。

罗莎蒙德(Rosamunde 6世纪)--- 杰皮迪人的王库尼蒙德的女儿•>----595,

601、609~619。

罗陀斯的安提西尼——见安提西尼(罗陀斯的)，

罗西尼，卡洛•马里亚(Rosinius，Carlo Maria 1748~1836)-------------意大利历史学

家和考古学家。伊壁鸠鲁著作的注释者和出版者。_一，42、86。

洛埃，约翰(Loe，Johann van der)——德国地主，莱茵省议会乡镇等级的代

表《,--- 253,

洛埃伯爵，卡尔•弗里德里希(Loe，Carl Friedrich Graf von死于1849年)---

德国地主，莱茵省议会骑士等级的代表，——172,274.

洛埃男爵，马克西米利安(Loe，Maximilian Freiherr von 1801—1850)-------------德国

阿尔内尔县县长，天主教贵族派和莱茵自治会领袖，莱茵省议会骑士等级的 

代表，1848年为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于右派。——155、241、275、278。

洛克，约翰(Locke,John 1632-i704)一一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家和经济 

学家，启蒙思想家，早期资产阶级天賦人权理论的代表。——820。

吕布(Rüb )--------------莱茵报社股东。---- 982»

吕凯特，弗里德里希'(Rückert .Friedrich 1788-1866)——德国晚期浪漫派诗 

人，东方诗歌的翻译者。一186,187.

马丁一世(Martin I死于655年)罗马教皇(649-655)，死后由教会尊为圣 

徒，——812,813,823«,

马尔赛卢斯(Marcellus)--------------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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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施衲，亨利希•奥古斯特(Marschner，Heinrich August 1795 — 1861)--------------德

国作曲家和指挥家，创作有浪漫派歌剧，——908。

马基雅弗利，尼古洛(Machiavelli ,Niccolô 1469-1527)-一意大利政治家、历史 

学家和作家，资本主义产生时期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175,227«

马格内西亚的德米特里~见德米特里(马格内西亚的) 。

马克思，亨利希(赫舍尔〉(Marx，Heinrich [Herschel ]1777 — 1838)——德国律 

师，特里尔的司法参事i马克思的父亲。.——691、695、843、911、919、931、 

932、935、936、939。

马克思，罕丽达(Marx,Henriette 父姓普雷斯堡 geb. PresburgCPresborck]l788 

— 1863)--------------马克思的母亲》----931。

马克思，索菲娅(Marx,Sophie 1816- 1885)——马克思的姐姐，威•罗•施马 

尔豪森的妻子U842年起)，——833、913。

马勒伯朗士，尼古拉•德(Malebranche»Nicolas de 1638— 1715)--------------法国唯心

主义哲学家，形而h学者。——213。

马里昂，安东(Marion,Anton)—德国法警，1832年起为特里尔一家饭馆的老 

板。--- 392«,

马林克罗持，占斯塔夫•冯(Mallinckrodt，Gustav von 1799—1856)-------------德国商

人，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科隆市议员，普鲁士联合议会议员，莱茵报 

社股东。——982、995、997,

马略，盖尤斯(Marius，Gaius公元前156左右一86)---------------罗马统帅和政治家，曾

任执政官(公元前107,104-100,86).——73。

马其顿的菲力浦二世见菲力浦二世(马其顿的)。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一一见亚历山大大帝。

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 1542 - 1587 )——苏格兰女王(1542 — 

1567)» ——858—864.

玛丽(天主教徒)——见玛丽一世，玛丽(天主教徒)。

玛丽一世，玛丽(天主教徒)(Mary I.Mary the Catholic 1516-1558)——英国 

女王(1553—1558)。——151。

迈尔,爱德华(Mayer，Eduard)—-德国律师，《莱茵报》撰稿人，莱茵报社监事会 

监事。——982、989、997。

麦克道尔，彼得•默里(McDouall,Peter Murray 1814 — 1854)---------------英国医生，宪

章派领袖》——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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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利乌斯（鲁齐乌斯•曼利乌斯•托尔夸图斯）（Lucius Manlius Torquatus公 

元前110左右一47）—伊壁鸠鲁派，西塞罗的朋友，西塞罗对话集《论最髙 

的善和恶》中的对话者》--- 69。

梅采纳斯（盖尤斯•齐尔尼乌斯•梅采纳斯）（Gaius Cilnius Maecenas约公元 

前70-8）一一古罗马政治家，奥古斯都皇帝的近臣和顾问。——464,

梅尔肯斯，亨利希（Merkens，Heinrich 1778 — 1854）--------------德国商人和银行家，

1816年起为科隆商会会长，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莱茵省议会城市等 

级的代表，——188,432—435,444.

梅加拉的斯蒂尔蓬——见斯蒂尔蓬（梅加拉的）。

梅米乌斯，盖尤断（Memmius，Gaius公元前98左右一46以前）--- 罗马的护民

官、演说家和诗人，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就是献给他的。——87。

梅诺伊凯乌斯（Menœkeus约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同 

时代人和朋友，流传下来的伊壁鸠鲁致友人书信三篇的收信人之一。—— 

70，

梅特罗多罗斯（朗普萨科斯的）（Metrodoros of Lampsakos约公元前331 — 

278）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学生。——49.70,

梅特罗多罗斯（希俄斯的）（Metrodoros of Chios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 

学家，德漠克利特的学生。——89。

梅维森，古斯塔夫，冯（Mevissen，Gustav von 1815 —1899）--------------德国银行家，莱

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莱茵报》撰稿人，与报纸编辑部关系甚密，莱 

茵报社股东；1847年普鲁士联合议会中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代言人,1848年为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曾创办许多大股份信贷银行和工 

业股份公司；沙福豪森联合银行的创办人（1848）和经理。——995,997.

门格尔比尔，泰奥多尔（Mengelbier, Theodor 1798—1881）——德国军官，后为 

布拉肯海姆的审计官和王国税收官。莱茵省议会乡镇等级的代表。——267,

蒙田（蒙台涅），米歌尔.埃康.德（Montaigne, Michel Eyquem de 1533 _ 

1592）——法国人文主义作家和怀疑派哲学家。一231。

孟德斯鸠，沙尔（Montesquieu，Charles 1689 — 1755）-------------法国哲学家、社会学

家、经济学家和著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立宪君主制 

的理论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创始人之 

-,——174、227、228、245。

弥勒，J.E. （MüUerJ.E.）——德国商人，莱茵报社股东。——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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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亨斯，彼得•约瑟夫（Mülhens，Peter Joseph 1801—1873〉--- 科隆香水厂

主和地主，莱茵报社股东。——982,988.

米拉波伯爵，奥诺雷.加布里埃尔.维克多•里凯蒂（Mirabeau，Honoré-

Gabriel Victor Riqueti.comte de 1749 —1791）--------------法国政论家，18 世纪末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利益的代表》——

148,228»

米利都的泰勒斯——见泰勒斯（米利都的）。

米特韦格（Mittweg）---- 德国律师。---- 970。

莫雷尔，M. （Morel，M.）—莱茵报社股东。--- 982。

莫里哀（Molière原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Jean-Baptiste Poquelin 1622 — 

1673）——法国喜剧作家。——411。

莫森，尤利乌斯（Mosen, Julius 1803- 1867）——德国作家，起初属于浪漫派，后 

来在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下转向“青年德意志”。——324-327.

N

拿破仑第'—（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 — 

1821）——法国皇帝（1804 —1814 和 1815）.——152、216、638、641—643、 

825。

奈安德，约翰.奥古斯特.威廉（Neander，Johann August Wilhelm 1789 — 

1850〉德国教会史学家，1812年起为柏林大学神学教授。——302。

奈奥克勒斯（Neokies公元前4世纪）——伊壁鸠鲁的父亲。——56。

堪西凡（Nausiphanes误作：利西凡Lysiphanes公元前4世纪）--- 古希腊哲学

家，德谟克利特的信徒，据说是伊壁鸠鲁的老师。——70。

尼古拉（大马士革的）（Nikolaos of Da raaskos公元前64左右一公元1世纪

初）——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信徒》——18、65。

尼禄•克劳狄乌斯•凯撒（Nero Claudius Caesar 37—68）--------------罗马皇帝（Ö4 —

68） » ——461-463«,

牛顿，伊萨克（Newton, Isaac 1642 — 1727）—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 

家，经典力学的创始人。——214。

纽伦贝格尔，约翰.巴蒂斯特•卡尔（Nürnberger,Johann Baptist Carl 1762 — 

1807）——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多特蒙德大学教授。——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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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欧里迪科斯-一，见欧里洛科斯。

欧里洛科斯(Eurylochos误作：欧里迪科斯Eurydikos公元前4一3世纪)---

古希腊怀疑派哲学家，皮浪的学生，流传下来的伊壁鸠鲁致友人书信三篇的 

收信人之一»--- 70。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约公元前480—406)——古希腊剧作家，写有多部古典 

悲剧。--- 940。

欧塞比乌斯(Eusebios[-us]约260-340)——希腊基督教神学家和著作家》巴 

勒斯坦凯撒里亚的主教；著有教会史多卷。——25、26、40、42、69、71 — 75、 

84、86、89。

P

帕奇乌斯，朱利奥(Pacius,Giulio 1550 —1635)——意大利法学教授。——822, 

庞培(格奈乌斯.庞培•马格努斯)(Gnaeus Pompeius Magnus公元前106 —

48)--------------古罗马统帅和国务活动家》----129、142。

培尔，皮埃尔(Bayle，Pierre 1647-1706)——法国政论家和怀疑派哲学家，神

学和思辨哲学的反对者，法国启蒙运动和唯物主义思想的先驱。——31、32、 

34x81,82»

培根，弗兰西斯，维鲁拉姆男爵.圣奥尔本斯子爵(Bacon，Francis, Baron of

Verulam and Viscount of Saint Albans 1561 — 1626)--------------英国近代唯物主义

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英国启蒙运动的倡导 

者。--- 226。

佩尔格，古斯塔夫•约瑟夫(Perger，Gustav Joseph生于1783年)--- 德国特里

尔县长(1817 —1848)。——391。 .

佩特拉施，卡尔(Petrasch .Karl)--------------德国特里尔市政府书记员。---- 931 „

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乔万尼(Pico della Mirandola, Giovanni 1463 -

1494)——意大利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309。

皮浪(Pyrrhon约公元前360-270)——古希腊哲学家，古代怀疑主义的创始

人》--- 70。

皮托克勒斯(Pythokles,约公元前3世纪)——伊壁鸠鲁的同时代人和学生，流 

传下来的伊壁鸠鲁致友人书信三篇的收信人。一28、45、5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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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

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创始人，第 

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295。

普夫卢格费尔德，奥占斯特.弗里德里希(PHugfelder，August Friedrich 1809 — 

1856以前)——德国铜板雕刻家。一947,

普夫卢格费尔德，格奥尔格(Pflugfelder. Georg )--------------德国铜版雕刻家。----

947、948。

普盖，爱德华(Pugge，Eduard 1802 —1836)—德国法学家，波恩大学教授，萨 

维尼的学生。——936,937»

普拉克西凡(Praxiphaiæs约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斯多亚派哲学家和语法 

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信徒，据说是伊壁鸠鲁的老师。——70。

普拉斯曼(Plassmann)——德国一家运输公司的所有人，莱茵报社股东。—— 

982。

普雷斯堡，罕酣达一见马克思，罕丽达。

普林尼(小普林尼)(盖尤斯•普林尼•采齐利乌斯•塞孔德)〔Gajus Plinius

Caecilius Secundus Junior 61 — 113)--------------古罗马国务活动家和著作家。----

814。

普卢塔克(Plutarchos 46 — 119以后)——古希腊著作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道 

德论者，柏拉图哲学的拥护者，曾与伊壁鸠鲁和斯多亚派论争;写有古希腊罗 

马名人传记以及哲学和伦理学著作。——10、11、19、20、34、36、39、40、47、 

66—71、73、80、82—84、86、88_90、98、99、196。

普罗佩尔提乌斯，塞克斯都(PropertiuhSextus约公元前49—15)——罗马抒情 

诗人。--- 937»

普斯特库亨-格兰佐，约翰.弗里德里希•威廉(Pustkuchen-Glanzow，Johann 

Friedrich Wilhelm 1793-1834)——德国牧师，模仿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 

漫游时代》写了一些讽刺作品攻击歌德，一692、739、742、907。

Q

屈恩(Kühn)---------------莱茵报社股东。----982«

屈恩，W. (Kühn,W.)—莱茵报社股东。——982。

R

荣克，格奥尔格•哥特洛布(Jung，Gœrg Gottlob 1814 — 1886)---------------德国陪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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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叔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青年黑格尔分子，《莱茵报》创办人和发行 

负责人之一；1848年为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属于左派，后为民族自由党 

人。一-982,986,991—992,994,997.

S

萨尔姆-赖弗沙伊德-戴克公爵，约瑟夫(Salm-Reifferscheid-Dyck，Josef Fürst zu 

1773-1861)-一德国莱茵省议会诸侯等级的代表。——193、199、259。

萨洛蒙，冯(Salonion.von)——波恩大学评议员。一-S37。

萨维尼，弗里德里希•卡尔.冯(Savigny»Friedrich Carl von 1779—1861)--------------

德国法学家和普鲁士政治家，胡果的拥护者，历史法学派的主要代表，1842- 

1848年为普鲁士法律修订大臣。——939。

I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 2世纪下半叶)~古希腊医生和怀疑 

派哲学家。——19、21、47、53、66、70、84、89、91、92。

塞涅.卡(小塞涅卡)(鲁齐乌斯•安涅乌斯•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 

Junior公元前4左右一公元65)——罗马政治活动家、哲学家和著作家，斯多 

亚派的代表人物。——24、28、69_72、73、82。

塞万提斯•萨维德拉，米格尔•德(Cervantes Saavedra, Miguel de 1547 — 

1616)--------------西班牙作家。----126«,

色诺芬尼(科洛封的)(Xenophanes of Kolophon约公元前570-480)—古希 

睹哲学家和诗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代表，埃利亚学派的先驱。——55、

67.

沙培尔，尤斯图斯•威廉•爱德华•冯(Schaper Justus Wilhelm Eduard von 

1792- 1868)一一普鲁士政治家，1837-1842年7月任特里尔行政区长官， 

1842年8月_ 1845年任莱茵省总督，1845 _ 1846年任威斯特伐利亚总 

督。——356、358—'362、39O、391、395、S83。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William 1564 — 1616)--------------英国喜剧家和诗

人。——148、219、231、255、281、314, 323—324、326、328、409、413、432、 

808—809,824.

绍巴赫，约翰.康拉德(Schaubach,Johann Konrad 1764-1849)——德国天文 

学家，古代天文学史的研究者。——31、45—47、81、89。

圣奥古斯丁——见奥古斯丁，奥勒留，

施莱歇尔，罗伯特(Schleicher,Robert死于184S年)——德国医生》莱茵报社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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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970。

施勒格尔，弗里德里希•冯(Schlegel.Friedrich von 1772—1829)--------------德国文学

评论家、语文学家和诗人，浪漫主义理论家。——936-937.

施奈德，约翰•哥特洛布(Schneider，Johann Gottlob 1750—1822)--------------德国语

文学家，古代著作家著作的出版者;写有古代自然科学史方面的著作。——

39.

施内曼，约翰•格尔哈德(Schneemann，Johann Gerhard 1794 — 1864)--------------德国

历史学家，特里尔中学教员。——934。

施塔尔，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Stahl.Friedrich Julius 1802 — 1861 )---------------普鲁

士法哲学家和政治家，1840年为柏林大学法哲学和国家法教授，君主专制制 

度的拥护者。——238.425,964.

施泰宁格，约翰(Steininger，Johann 1794 — 1874)--------------德国地质学家，特里尔中

学数学和物理教员。——934。

施泰因，卡尔•马T(Stein，Carl Martin)——德国银行家，莱茵报社股东，格• 

哥•荣克的连襟。--- 982.

施泰因男爵，亨利希•弗里德里番.卡尔(Stein，Heinrich Friedrich Karl,

Reichsfreiherr vom und zum 1757—1831)-------------普鲁士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曾

任经济和财政大臣(1804 —1807),首席大臣(1807 —1808)，1807年他推行的 

改革促进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变革。——425,964.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Strauß,David Friedrich 1808-1874)——德国哲 

学家和政论家，黑格尔的学生》＜耶稣传》(1835)和《基督教教义K1840)的作 

者；他对圣经的历史性批判奠定了青年黑格尔主义的理论基础U866年后成 

为民族自由党人。一222、438。

士麦那的赫尔米普斯——见鳑尔米普斯(士麦那的)。

施图克，卡尔•弗里德里希(Stucke，Karl Friedrich 1800— 1871)--------------德国眼科

医生，莱茵报社监事会监事》——982,995.

施万，雅科布(Schwan,Jacob)---------------德国贝恩卡斯特尔乡长。----389«,

施文德勒，亨利希(Schvendler，Heinrich 1792-1847)—德国教士，特里尔中

学语法教员。——934。

舒尔采，弗里德里希•哥特洛布(Schulze，Friedrich Gottlob 1795-1860)—— 

德国哲学家.耶拿大学教授。——943。

舒尔特，弗兰茨(Schulte, Franz)——德国学者，《莱茵总汇报》的出版者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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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同伯•腊韦共同出版科隆的《世界和国家信使报》。——952。

舒哈德，约翰（Schuchard，Johann）德国商人，莱茵省议会城市等级的代

表 a--------------185x262»

斯宾诺莎，巴鲁豬（贝奈狄克特）（Spinoza »BaruchCBenedictus 31632 —1677）--------------

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39、110、119、227，

斯蒂尔蓬（梅加拉的）（Stilpon of Megara约公元前380 — 300）——古希腊哲学 

家，梅加拉学派的代表人物 > 苏格拉底的信徒。——19。

斯克里布，奥古斯坦•欧仁（Scribe，Augustin-Eugène 1791 — 1861）--------------法国戏

剧家和歌剧作家。——908-909 „

斯珀蒂亚斯（Sperthias公元前5世纪）——年轻的斯巴达人f由于斯巴达人杀了 

波斯使节，他和布利斯被送交波斯大帝薛西斯作为赎罪的牺牲。——201。 

斯特恩，劳伦斯（Sterne, Laurence 1713 —1768）—一英国作家，感伤主义的主要

代表人物。--- 112»

斯特芬斯，亨利克CSteffens，Henrikl773 —1845）——德国自然科学家、谢林主 

义哲学家和作家，原系娜威人；著有描写挪威生活的小说。——939。

斯托贝，约翰（Stobaeus[Stobaios]，Ioannes 5世纪）--- 希腊著作家和哲学家，

新柏拉图主义的信徒，古希腊哲学家和著作家大型文集的编纂者。——25、 

28、40、42、47、53、71、73、79—80、86、89—90、91—92。

斯维登堡，艾曼努埃尔（Swedenborg，Emanuel原名斯威德堡Swedberg 1588— 

1772〉——瑞典通灵学家和自然科学家。——77.

斯威德堡——见斯维登堡,艾曼努埃尔。

苏格拉底（Sokrates公元前470-399）——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 

的思想家。——17、19、55、212。

梭伦（Solon约公元前640-560）——雅典政治活动家和诗人，相传为古希腊 

*•七贤”之一，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制定了许多反对氏族贵族的法律。—— 

196。

索蒂昂（亚历山大里亚的）（Sotion of Alexandria公元前2世纪）--- 古希腊哲

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信徒。——18、65。

索尔邦博士（Doctor der Sorbonne）--------------见博奈尔。

T

塔尔玛，弗朗索瓦•约瑟夫（Talma,François-Joseph 1763-1826）——法国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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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783。

塔西佗（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Publios Cornelius Tacitus约 

55 - 120）——古罗马历史学家，《日耳曼尼亚志》、《历史》3编年史》的作 

者。--- 135、464。

泰勒斯（米利都的）（Thales of Miletus公元前624 — 547）——古希腊哲学家、数 

学家和天文学家，伊奥尼亚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自发唯物主义的米利都学 

派的创始人。——215。

泰米斯提乌斯（ThemistiUS[-OS]317左右一388以后）——希腊政治活动家，.雄 

辩家和折中主义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者，一78。

陶赫尼茨，卡尔.克里斯蒂安•菲力浦（Tauchnitz，Karl Christian Philipp 1798 

-1884）——德国莱比锡一家印刷厂厂主和出版商，卡•克•特•陶赫尼茨 

的儿子和继承人。--- 66。

特里普斯伯爵，爱德华.贝格（Trips,Eduard Bergh Graf von）--------------德国莱茵省

议会骑士等级的代表。——241,274»

特伦德伦堡，弗里德里希•阿道夫（Trendelenburg，Friedrich Adolf 1802 — 

1872）——德国语文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30年代末一40年代初为柏林大 

学哲学和逻辑学教授，黑格尔的反对者，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者。——21。

戎伦底乌斯（普卜利乌斯•戎伦底乌斯•阿费尔）（Publius Terentius Afer公元 

前190左右一159）--------------罗马喜剧作家》----400。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Adolphe 1797—1877）--------------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

家，奧尔良党人，曾先后任内务大臣、贸易和公共事务大臣（1832—1836）、首 

相（1836和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第三 

1共和国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 

子手。一401。

天主教徒玛丽，玛丽一世——见玛丽一世，天主教徒玛丽。

托梅，威廉（Thomè，Wilhelm 1810—1843）——德国医生，莱茵报社监事会监

事》--- 982。

托勒密，克劳狄乌斯（Ptolemaeus，Claudius约90—160）--------------古希腊天文学家、

星象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宇宙的地球中心说的创立者。一193。

W

瓦尔德奈尔，尼古劳斯（Valdenaire，Nikolaus 1772—1849）——德国地主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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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家，自由主义者，莱茵省议会乡镇等级的代表；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 

者。--- 387、388。

瓦尔特，斐迪南(Walter，Ferdinand 1794—1879)——德国法学家，波恩大学法 

律系主任。——936、937。

瓦伦康普，爱德华(Vahrenkamp, Eduard)——莱茵报社股东。——982。

瓦尼尼，卢奇利奥(Vanini, Lucilio自称朱利奥•切扎雷Giulio Cesare 1584—

1619)——意大利哲学家，天主教教士，因持泛神论的自然哲学观点，被异端 

裁判所判为异端分子。——412，

威斯特华伦，燕妮.冯(Westphalen, Jenny von 1814—1881)--------------路•冯•威斯

特华伦的女儿，1843年6月起成为马克思的妻子、朋友和助手。——473- 

485、508—512、522—540、545、553、595—601、620、621—627、630、632、633、 

635,655—660,661-681,684—686,792—794,837,895,911»

威斯特华伦，约翰•路德维希•冯(Westphalen, Johann Ludwig von 1770— 

1842)——德国特里尔行政区首席顾问(1816年起)，枢密顾问(1834年起)i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父亲，一7,9«

韦尔吉福瑟，科尔奈利乌斯•莱奥纳德•约瑟夫(Wergifosse，Cornelius

Leonard Joseph 1796或1797~1847)--------------德国地主和商人，莱茵省议会骑士

等级的代表。283。

韦尔克，Ch. (Weicker, Ch.)——德国科隆一家饭馆的老板，莱茵报社股 

东。--- 982。

韦尔克，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布(Weicker，Friedrich Gottlieb 1784•—1868)--------------

德国哲学家，波恩大学教授，讲授希腊和罗马神话，一936。

韦莱，盖尤斯(Vellejus, Gaius约公元前1世纪)——罗马元老，西塞罗著作 

《论神之本性》中伊壁鸠鲁派的代表人物。26。

维多克，弗朗索瓦•欧仁(Vidocq, François-Eugène 1775—1857)—法国的刑 

事犯，后为巴黎治安警察局长i 一般认为《维多克回忆录》(1828)—书出自他 

的手笔》他的名字已成为狡猾的密探和骗子手的代名词》——228 0

维尔，维克多(Vill，Victor)——莱茵报社股东，——982.

维吉尔(普卜利乌斯•维吉尔•马洛)(Publius Vergilius Maro公元前70— 

IS)—罗马诗人。——107、817。

维兰德，克里斯托夫•马丁(Wieland，Christoph Martin 1733—1813)——德国 

启蒙运动时期的作家和翻译家；曾翻译莎士比亚和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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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1250
维滕巴栽，约翰•胡果（Wyttenbach，Johann Hugo 1767—1848）--------------德国历史

学家和教育家，特里尔中学校长》——934 O

温弗里思一一见博尼法齐乌斯。

温克尔曼，约翰•约阿希姆（Winckelmann，Johann Joachim 1717—1768）--------------

德国古希腊罗马艺术史家》科学的考古学的奠基人，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 

动的代表人物》--- 814。

温克勒，卡尔•哥特弗里德•泰奥多尔（Winkler，Karl Gottfried Theodor笔名 

泰奥多尔•赫尔Theodor Hell 1775—1856）——德国作家和翻译家• 1817— 

1843年为《晚报》的出版者和编辑》——149，

文采利乌斯（Vencelius）--------------德国医生。----970。

沃尔弗男爵，克里斯蒂安（Wolff, Christian Freiherr von 1679—1754）——德国 

哲学家，曾将莱布尼茨的哲学加以系统化和通俗化，开明的专制主义和早期 

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拥护者。——227,825.

乌兰德，路德维希（Uhland, Ludwig 1787-1862）_一德国晚期浪漫派诗人、政 

论家、文学研究者和自由派政治家，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 

员，属于中间派左翼。一166。

X

希达尔奈斯（Hydarnes死于公元前480年以后）——公元前5世纪初为小亚细 

亚沿海地区的波斯军队统帅，公元前480年曾参加薛西斯对希腊的远 

征。--- 202。

希罗多德（Heroclotos公元前4一3世纪）——伊壁鸠鲁的同时代人和学生，流传 

下来的伊壁鸠鲁致友人书信三篇的收信人之~。——39、45、46,53、57、94。 

希罗多德（哈利卡纳苏的）（Herodotos of Halikarnassos约公元前484_

425）——古希腊历史学家，写有描述波斯王国和波斯战争的著作。——202。 

希俄斯的梅特罗多罗斯——见梅特罗多罗斯（希俄斯的）。

西哀士，艾曼纽埃尔.约瑟夫（Sieyès，Emmanuel-Joseph 1748—1836）--------------法

国教士和宪法理论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国民公会代

表.温和的君主立宪派（斐扬派）》后为元老院议员，1815年国王路易十八复

辟后被放逐，定居布鲁塞尔，1830年7月回到巴黎f《第三等级是什么？》~书

作者。——185、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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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姆普利齐乌斯(Simplicios [Simplikios]死于549年)——古希腊哲学家，新柏 

拉图主义者，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者。——25、27、40、51、67、72、73、78、 

79、81、84、88-~91。

西塞罗(马nf •上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 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 •— 

43)-罗马国务活动家、雄辩家、著作家和哲学家。——10、18、20、22_24、 

26、30—32、34、36、48、65、68、69_72、80—82、90、212。

锡诺帕的第欧根尼-一见第欧根尼(锡诺帕的)。

昔勒尼的亚里斯提卜——见亚里斯提卜(昔勒尼的)。

席勒，弗里德里希•冯(Schiller, Friedrich von 1759—1805)--------------德国诗人、作

家、美学家和历史学家。——111、144、327、737~739、825、846、920。

谢勒尔(Scherer)——德国法官，莱茵报社股东。——928。

谢林，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Schelling，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1775—1854)——德国哲学家，18世纪末-_19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代 

表人物，1810年后成为神密主义“启示哲学”的代表；宗教的拥护者。—— 

99、102、221。

休谟，大卫(Hume, David 1711 —1776)——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 

主观唯心主义者，近代不町知论的创始人；重商主义的反对者,货币数量论的 

早期代表人物 < ——11、236、825。

修昔的底斯(Thukydides约公元前460—400)---------------古希腊历史学家。----201。

许弗尔，安东•威廉(Hüffer，Anton Wilhelm)——德国莱茵省议会城市等级的

代表》--- 198«

雪恩，亨利希•泰奥多尔•冯(Schön，Heinrich Theodor von 1773—1856)--------------

普鲁士政治家•施泰因改革的主要参加者,1816年任西普鲁士总督，1824— 

1842年任东、丙普鲁士总督，1840年任国务大臣，1842年因持自由派立场而 

被免职。——425,964.

雅典的阿波洛多罗斯见阿波洛多罗斯(雅典的)。

雅恩，约翰•克里斯蒂安(Jahn, Johann Christian 1797-1847)——德国语文学 

家和教员，1835年起为莱比锡托马斯学校的副校长，罗马著作家著作的出版 

者和注释者，《新语文学和教育学年鉴》和《语文学和教育学文库》的出版者之

—»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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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322）——古希腊哲学家，在哲学上摇摆于 

唯物主义和唯心土义之间，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按其经济观点来说是奴隶 

占有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他最先分析了价值的形式;柏拉图的学生》—— 

15、16、21、25、34、36、38、40—42、45、46、51、55、67—68'71、77~79、81、83、 

85_87、89、91、93—94、97、212、227、294。

亚里斯提卜（昔勒尼的）（Aristippos of Kyrene约公元前435—366）--------------古希腊

哲学家，昔勒尼学派的创始人；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18、65。

亚历山大——见亚历山大三世，亚历山大大帝。

亚历山大里亚的索蒂昂——见索蒂昂（亚历山大里亚的）。

亚历山大三世，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III，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 

356-323）——古代著名的统帅，马其顿王（公元前336—323）;横跨马其顿到 

印度的世界帝国的缔造者；曾从师于亚里士多德——15、212。

燕妮——见威斯特华伦，燕妮•冯。

伊壁鸠鲁（Epikuros约公元前342-270）——古希腊哲学家，无神论者。 

10—20、22—28, 30—40, 42—57, 59- 73^79—83, 86, 88_92、97、98、103、 

212.453.

伊尔奈里乌斯（Imerius 1055左右一1125以后）一意大利法学家，1100年在 

博洛尼亚创立释义法学派，他们用旁注的方法诠释了东罗马帝国皇帝査士丁 

尼的法典（《罗马法全书D。——822。

伊丽莎白 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英国女王（1558—1603）.-----------------

151。

伊索（Æsop [Aisopos]公元前6世纪〉--- 古希腊寓言作家。----443。

永格，J.德Clonge, J.de）莱茵报社股东。——982。

尤利安（背教者）（弗拉维♦克劳狄乌新•尤利安）（Flavius Claudius Iulianus»

Apostata 332一363）-------------罗•马皇帝（361—363），新柏拉图主义的信徒，即位后

宣布与基督教决裂，取消给予的一切优惠待遇，禁止基督徒在学校任教或担 

任官职，下令恢复原有宗教并重建神庙;基督教会称他为背教者。——213。

尤维纳利斯（德齐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利斯）（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60 

左右一127以后）--- 罗马讽刺诗人》---- 157„

语法学家约翰——见斐洛波努斯》

Z

扎勒特，弗里德里希•冯（Sallet, Friedrich von 1812—1843）_德国晚期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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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作家，三月革命前为自由派贵族作家，1840年起接受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 

派的影响。--- 438―441 «,

泽博德，约阿希姆•迪特里希•哥特弗里德(Seebode，Joachim Dietrich Gott

fried 1792-1868)德国语文学家、教员和图书管理员，《新语文学和教育 

学年鉴》和《语文学和教育学文库》的出版者之一。81。

泽尔迈耶，J.弗里德里希(Sehlmeyer, J. Friedrich)——德国药剂师，莱茵报社 

股东。一982»

泽利希曼，A.L, (Seligmann, A. L.)——莱茵省上诉法院的辩护律师，莱茵报 

社股东》——983、987、990、992、997。

詹姆斯一世(James I 1566—1625)——英国国王(1603—1625),1567年起为苏 

格兰国王，称詹姆斯六世。——151。

芝诺(埃利亚的〉(Zenon Eleates公元前490左右一430)--------------古希腊哲学家，埃

利亚学派的代表，巴门尼德的学生，曾为巴门尼德的学说辩护。——67.

朱利奥•切扎雷见瓦尼尼，卢奇利奥。

佐尔姆斯-霍亨佐尔姆斯-利希公爵(Solms-Hohensolms-Lich，Fürst zu)--------------莱

茵省议会诸侯等级的代表。——199。

佐尔姆斯-劳巴赫伯爵，莱茵哈德(Solms-Laubach，Reinhard Graf zu)--------------莱茵

省议会诸侯等级的代表。——146-155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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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阿波罗——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和光明之神，艺术的保护神。一100、123、 

189、620、821、864。

阿尔古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长有许多只眼睛，其中一部分总是睁着＞被 

派去看守宙斯心爱的人伊娥，一821。

阿尔万德——马克思的文学习作《乌兰内姆》中的人物。——744,763.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的《伊

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他同希腊军队的领袖亚加米农的争吵和回到自己的 

营幕去，构成了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Ï第一章的情节。据传说,阿基里斯出生 

时被母亲海洋女神西蒂斯握住脚跟倒浸在冥河水中，因此他的身体除没有浸 

水的脚跟外，不能被任何武器所伤害，后来，他因脚跟，即他身上那个唯一致 

命的地方中箭而身亡。后人用“阿基里斯之踵”来比喻可以致命的地方和最弱 

的一环》 719。

阿穆尔一古希惜爱神爱罗斯（罗马人叫邱比特）的称号，形象是一个手持弓 

箭、长着翅膀的小男孩。——842、906。

阿特拉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狄坦神，他用双肩支律着天空。——57,94, 
111，

埃奥尔斯——古希腊神话中的风神。——485.698,767«

艾拉斯特——莫里哀的《讨厌的人》中的人物。——411。

哀杰克斯——莎士比i的剧作《特洛埃勒斯与克啻雪达》和荷马的史诗《伊利亚 

特》中的人物。 --- 809。
爱尔菲——古日耳曼神话中的小精灵，他们对人很友好，乐意帮助人做事，但有 

时也会搞恶作剧。——595,649.
奥狄浦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忒拜国王，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奥狄浦斯王》和 

《奥狄浦斯在科隆纳斯》中的主要人物;传说他猜中了斯芬克斯的谜语i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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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忒拜城逃脱了吸血怪物的毒手。——721。

奥菔——古希腊神话中司时间、秩序、和平的三女神之一。——722,761.

B

巴巴盖诺——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的人物，捕鸟者，身穿鸟羽做成的衣 

服《----229。

巴比伦——圣经中的人物，在约翰启示录中为罗马的化身。——808.
巴兰——据圣经传说，是预言家，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巫师，巴勒召他来诅咒以色

列人，他有一头会说话的驴，“巴兰的驴”已成为一句谚语，比喻平常沉默驯 

服，突然开口抗议的人。一一786。

班戈——莎士比亚的剧作《麦克佩斯》中的人物。——824。

保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在信基督教之前叫扫罗。-一19、 

66.
鲍细霞——莎士比亚的剧作《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281»
贝娅特里瑟——马克思的文学习作《乌兰内姆》中的人物。——744,765-775. 
毕斯托莎士比亚的剧作《亨利四世》后篇、《亨利五世的一生》、《温莎的风流

娘儿们》中的人物，骗子手、胆小鬼和吹牛家。——409。

波尔托马克思的文学习作《乌兰内姆》中的人物，一个修道士《——744。

吹牛先生莎士比亚的剧作《亨利四世》后篇中的人物。410。

D

大卫一--据圣经传说，大卫幼年时撒母耳曾为其敷油.预许他继承扫罗王位，少‘ 

年时值以色列王扫罗同非利士人作战，遇勇士歌利亚，军中无人能胜他，大卫 

自请出战，杀死歌利亚。后大卫继扫罗为以色列王。——739。

E

恩格尔伯特马克思创作的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中的人 

物。——819。

F

法松——占希暗神话中赫利奥斯的儿子。法松驾驭太阳车，几乎把宇宙焚毁•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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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的宙斯用闪电将他击穿并投入河中，一716。

费利克斯一英国女作家乔•埃利奥特的同名小说和马克思的幽默小说《斯考

尔皮昂和费利克斯》中的人物。——807、810、811、。

福斯泰夫一莎士比亚的剧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世》中的人物，爱

吹牛的懦夫，谐遽者，酒徒。--- 309、409。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740、742、752、817。

伏羲氏（伏羲）——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传说人类由他和女娲氏兄妹相婚而

产生，他教民织网，从事渔猎畜牧，又传说他制作了八卦。——140。

G

甘泪卿——见玛甘泪。

格累特——马克思创作的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利克斯》中的人物。—— 

808、809、824、830、831。

葛莱西安诺一莎士比亚的剧作《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一281。

葛罗斯脱——莎士比亚的剧作《李尔王》中的人物。——328。

H

海尔梅斯一古希腊神话中司畜牧、道路、体操、辩论、商业之神，是宙斯和玛娅 

的儿子。__12、207、208。

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最为大家喜爱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 

的功绩著称，他的十二件功绩之一是驯服并抢走地狱之犬塞卜洛士。—— 

15。

海伦——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由她引起了特洛伊的十年战争=—826。 

户勒大一据圣经传说，是住在耶路撤冷的女先知》—404.
华伦斯坦一席勒同名历史剧中的人物。——739。

基督见耶稣基督（基督）。

迦伯列天使长-据基督教传说，是七大天使之一，上帝常派遗他到人间传 

话》--- 733、750。

K

卡比尔一见柯利班和卡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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泶瓦尔——莎士比亚的剧作《李尔王》中的人物。——218.
河利班和卡比尔——柯利班是崇拜女神基别拉的祭司》卡比尔是崇拜古希腊神 

卡比尔的祭司，在小亚细亚，柯利班和卡比尔同克里特岛的库列特即宙斯母 

亲蕾娅的祭司们混淆起来了，相传，每逢襁褓中的宙斯哭叫时，库列特就用自 

己的矛敲盾，发出一片声响，以压倒宙斯的哭声，——220。

克里斯托弗尔一据传说是一个身髙十二英尺的巨人，曾背着耶稣变成的小孩 

涉过一条大河■: --- 277„
克林霍尔茨，恩格尔伯特——马克思创作的同名叙事诗中的人物\——899 0 

快嘴桂嫂——莎士比亚的剧作｛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的一生》和《温莎的风流

娘儿们》中的人物，酒店女店主，——409，

朗培——歌德的小说《列那狐》中的角色，是一只兔子。——268。

李尔——虚构的不列颠国王，莎士比亚把关于他的传说作为自己的剧作《李尔 

王》的题材。--- 328„
理査三世——莎士比亚的同名悲剧中的主人公。——808。

利维坦——据圣经传说，是大海怪。——221。

列那狐——歌德的同名小说中的主角。——268。

卢克莱霞——古罗马稗史中的殉节妇，鲁齐乌斯•塔克文•科拉蒂努斯的妻 

子，贤惠忠贞，堪称典范。-一826。

卢钦多——马克思的文学习作《乌兰内姆》中的人物。——744-761,764- 
H5。

卢欣妲——马克思创作的同名叙事诗中的主人公。——498.50K 503-507, 
691、731、843。

路加——据基督教传说，是路加福音的作者。——302 o

马尔西亚斯——弗利基亚的大力士，敢于和阿波罗比赛吹笛子，结果胜者阿波 

罗剥掉了他的皮。--- 821。

马洛达莱娜-格累特——见格累特。

马可一一据基督教传说.是马可福音的作者，——302。

马太——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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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尔斯——古罗马神话中的战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战神花力司。——811, 
813，

玛甘泪（甘泪卿）——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女主人公，一个温柔多情的姑 

娘。——742,808.

玛娅——古希腊神话中的女神，海尔梅斯的母亲。——207。

美杜莎——古希暗神话中三个蛇发女妖之一，凡是看见她的人都要变成石头； 

后为柏修斯所杀。转意为可怕的怪物或人=——900。

迷娘——歌德的剧作《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人物。——810»

靡菲斯特斐勒司——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主要人物。——752,817.
缪斯一古希腊抻话中司文学和艺术的女神，共九个。一511、711、720、783、

843、844、917。

摩耳甫斯古希腊神话中的梦神。——571。

摩洛赫——古腓尼基和迦太基的宗教中的太阳神、火神和战神，祭祀摩洛赫时 

要用活人作祭品，因此摩洛赭这--名字成了残忍、吞噬一切的暴力的化 

身。—100。

摩西——据圣经传说，摩西是先知和立法者，他带领古犹太人摆脱f埃及的奴 

役并给他们立下了约法。——231、742、823。

抹大拉的马利亚——据圣经传说，她是基督的继承者，是一个悔过的罪 

人。--- 808。

默滕——马克思创作的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中的人物。__ 

810_815、821_824、827、830，

N

南方的女王一圣经中的人物，示巴女王，——301—303。

嫩的儿子约书亚——见约书亚，

涅默西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复仇三女神之一•，又称伊理逆司或厄默尼 

德。--- 503、642。

O

欧伦施皮格尔，蒂尔——德国1515年出版的一本民间故事书的主人公.是一个 

农民出身的滑稽小丑，书中描述了他的某些虚构的滑稽故事。301,303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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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恩神——古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之神和牧神，海尔梅斯之子，长有羊腿、羊蹄、 

羊须和羊角。——207。

帕尔卡——罗马神话中的命运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一 

卿。

帕拉斯•雅典娜——见雅典娜，

佩尔蒂尼 马克思的文学习作《乌兰内姆》中的人物》--- 744~761,764~
768,774—775.

普路托——罗马神话中的地府之神，——207。

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狄坦神，他从天上盗取火种，带给人们》宙 

斯把他锁缚在悬崖上，令鹰啄食他的肝脏，以示惩罚。——12、820。

Q

丘必特（迪斯必特）——罗马神话中最髙的神，雷神，相当于希腊诸神中的宙斯i 
他为了拐走美人欧罗巴而变成一条公牛。——111、207、328。

R

人类 歌德的诗歌《秘密》中的人物》--- 248 „

S

撒巴拉一-印度传说中的神牛，在印度教中被奉为财富和土地之神。——154。 

萨蹄尔-一-古希腊神话中酒神狄奥尼苏斯的同伴，他们是长着尾巴和山羊腿的

半神半羊的森林之神。——476。

桑乔，潘萨——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中的人物，唐•吉诃德的侍 

从。--- 126、300。

瑟息替斯——莎士比亚的剧作《特洛埃勒斯与克啻雪达》和荷马的史诗《伊利亚 

特》中的人物，希腊战士，特洛伊战争的参加者；一个乖戾而又尖酸刻薄的驼 

背瘸子，因诋毁希腊军队的首领而遭到奥德赛的毒打。809。

善第，特利斯屈兰——劳伦斯•斯特恩的著作《特利斯屈兰•善第先生的生平 

和见解》中的人物。——112。

斯考尔皮昂马克思的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Î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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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807、811、821、822、823。

苏撤拿——据圣经传说，是耶稣周游传道时资助耶稣及其门徒的■"位富有的女 

人。--- 748。

所罗门——古犹太王;在中世纪的文学中，特别在东方的文学中以英明公正的 

君主著称》--- 302—303、827。

T

泰莱贡诺斯——古希腊神话中奥德赛和瑟西之子，一说他杀死了父亲。—— 

721，

泰列夫——古希腊神话中米西亚的国王（被阿基里斯用长矛剌伤，后来又由他 

用长矛上的铁锈治愈。——719。

桃绿蒂——莎士比亚的剧作《亨利四世》后篇中的人物。——409»
特里顿——古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鱼的海神。——637。

W

韦克菲尔德的乡村牧师一奥•戈尔德斯密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 

812。

维杜斯——马克思的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中的人物。一一830。 

维林——马克思的文学习作（乌兰内姆》中的人物。——744.773-775.

维纳斯——罗马神话中的爱神和美神。——738。

乌兰内姆——马克思的文学习作，同名悲割中的主人公。——744-745,761 
屋大维——德国民间故事《屋大维皇帝》和路•蒂克的同名剧作中的主人

公。--- 825 o

X

希罗一古代神话《希罗和利安德》和马克思的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 

斯1中的人物》--- 819。

夏洛克——莎士比亚的剧作《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残酷的髙利贷者，他根据 

借约要求自己的不如期还偾的债户割下一磅肉。——255、281。

约翰——据基督教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是耶稣基督最喜爱的门徒。按习惯



10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说法是启示录、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的作者，实际上这些作品是由好 

多人写成的。--- 808。

约拿一圣经中的人物，亚米太的儿子。约拿为躲避耶和华，乘船逃跑,耶和华 

命海风大作，约拿被抛入海中，耶和华又令大鱼把他吞吃，约拿向耶和华祷告 

求饶，耶和华吩咐把他吐到陆地上。——301—303。

约书亚（嫩的儿子约书亚）——圣经中的英雄，相传他吩咐自己的战士随着吹羊 

角的声音大声呼喊，从而使耶利哥城墙塌陷。一一227。

雅典娜（帕拉斯•雅典娜）——古希腊神话中主要神祇之一，战神和智惫的化 

身，被认为是雅典的保护神。——15、129、189、738、818。

雅接维（耶和华）--- 犹太教中的i神。---- 224„
亚当——圣经中人类的始祖，据《创世记》记载，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 

创造的第一个男人，——125、185、197，

亚哈随鲁一一见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或亚哈随鲁。

耶和华一见雅赫维，.

耶稣基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301—302,438,449-453. 
495、750、739。

伊卡鲁斯古希腊神话中能工巧匠代达罗斯的儿子，在用人造翅膀飞行时坠 

海身亡。--- 718。

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或亚哈随鲁——中世纪时代出现的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亚 

哈随鲁因不敬基督受到惩罚，注定永世流浪》亚哈随鲁这一形象在文学中被 

广泛采用。——829。

犹大——圣经中的人物，耶稣的兄弟（小耶稣）。——439,440.:

Z

扎萨弗拉斯——维兰德的作品《新阿马迪斯》中的人物。——125.
宙斯——古希腊神话中最髙的神，克伦纳士神的儿子。——12、189、220、705、

738,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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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的著作

«本地省议会议员选举》，载于1843年3月9日《莱茵报》（科隆）第68号（Die 

hiesige Landtagsabgeordnetenwahl.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

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68，9. März 1843）。--- 442—444。

《答“邻”报的告密》，载于1843年1月10日《莱茵报》（科隆）第10号（Répliqué 

auf die Denunciation eines “benachbarten” Blattes.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10,10. Januar 1843. ）e --------------

411、412。

《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载于1843年1月8日《莱茵报》（科隆）第8号 

（Répliqué auf den Angriff eines “gemäßigten” Blattes.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8,8, Januar 1843.〉。---

413—420、433。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 

议辩论情况的辩论》，载于1842年5月5、8、10、12、15、19日《莱茵报》（科隆） 

第 125、128、130、132、135、139 号附刊（Die Verhandlungen des 6. rheinischen 

Landtags. Erster Artikel : Debatten über Preßfreiheit und Publication der 

Landständischen Verhandlungen.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125，5. Mai 1842. Beibl. ； Nr. 128，8. Mai 1842. 

Beibk i Nr. 130, 10. Mai 1842. Beibl. ; Nr. 132, 12. Mai 1842. Beibl.; 

Nr. 135, 15. Mai 1842. Beibl. ； Nr. 139, 19. Mai 1842, Beibl.）。—— 

336、428、965。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X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载于1842 

年10月25,27,30日和11月1、3日《莱茵报》（科隆）第298,300.303,305, 

307 号附利（Verhandlungen des 6. rheinischen Landtags. Dritter Artikel5 

Debatten über das Holzdiebstahls-Gesetz. In :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

tik «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298，25. Oktober 1842. Beibl. ;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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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27. Oktober 1842. Beibl. j Nr. 303, 30. Oktober 1842. Beibl. ； Nr. 

305，1，November 1842. Beibl.; Nr. 307，3. November 1842. 

Beibl.)。--- 336、428、965。

《关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争》，载于1843年1月3日《莱茵报》(科隆)第3号 

畐Ö 刊(Zur Polemik der Augsburger “Allgemeinen Zeitung”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3, 3. Januar 1843. 

Feuilleton.)。--- 409。

《关于报刊的内阁指令》，载于1842年11月16日《莱茵报》(科隆)第320号 
(Kabinets-Ordre in Bezug auf die Tagespresse.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320，16. November 1842.)。---

428,430o

«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载于1842年10月16日《莱茵报K科隆)第 

289 号(Der Communismus und die 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289，16. 

Oktober 1842.)。t—298。

《好报刊和坏报刊》，载于1843年1月6日《莱茵报K科隆)第6号(Dk gute und 

schlechte Presse.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6» 6. Januar 1843. )。--- 404。

《〈科隆日报)的吿密和〈莱茵一摩泽尔日报〉的争论》，载于1843年1月13日 

《莱茵报》(科隆〉第 13 号(Die Denunciation der “Kölnischen” und die Polemik 

deruRhein- und Mosel-Zeitung”.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t Handel

• und Gewerbe. Köln. Nr. 1343. Januar 1843. )。--- 421、422。

《〈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査禁》，载于1S43年1月1日＜莱茵报》(科

隆)第 1 号(Das Verbot der Leipziger Allgemeinen Zeitung für den 

preußischen Staat. In :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1,1. Januar 1843. ) o  396、400、414。

《〈莱比锡总汇报〉的査禁和〈科隆日报〉》，载于1843年1月4日《莱茵报》(科 

隆)第 4 号(Die “Kölnische Zeitung”und das Verbot der Leipziger Allge- 

méînen Zeitung.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4, 4. Januar 1843.)。——398—404,415—417O

《〈莱茵报〉编辑部为〈论新离婚法草案〉一文所加的按语》——见［《论离婚法草 

案。批判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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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离婚法草案》，载于1842年12月19日《莱茵报》(科隆)第353号(Der 

Ehescheidungsgesetzentwurf. In :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353，19. Dezember 1842.)。--- 315、346、430。

［《论离婚法草案。批判的批判》］，载于1842年11月15日《莱茵报K科隆)第 

319 号附刊(Der Ehescheidungsgesetzentwurf. Kritik der Kritik.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319，15. 

November 1842» Beibl.)。--- 430o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载于1843年1月15、17、18、19、20日《莱茵报》(科隆〉第 

15、17、18、19、20 号(Rechtfertigung des f 才 Korrespondenten von der 

Mosel.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15，15. Januar 1843; Nr. 17，17. Januar 1843; Nr. 18,18. Januar 1843; 

Nr. 19, 19. Januar 1843; Nr. 20，20. Januar 1843，)。--- 431。

《评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号和第336号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文章》，载于 

1842 年 12 月 11,20,31 日《莱茵报》(科隆)第 345、354、365 号(Der Artikel in 

Nr. 335 und 336 der Augsburger “Allgemeinen Zeitung’’über die ständischen 

Ausschüsse in Preußen.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345，II. Dezember 1842; Nr, 354，20. Dezember 

1842; Nr. 365, 31，Dezember 1842.)。——407、429。

《区乡制度改革和(科隆日报〉》，载于1842年11月8x12,13日《莱茵报》(科隆) 

第 312、316、317 号(Die Kommunal-Reform und die Kölnische Zeitung. In :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312, 8, 

November 1842; Nr. 316，12. November 1842; Nr. 317» 13. November 

1842»)。 --- 320。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阿波洛多罗斯《纪事录》(Apollodoros: Chronik. )» --------------70。

①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的著作的版本，只注出著作第— 

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放在四角括号口内的是已经查清的作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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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宁，蓓•冯•]《歌德同一个孩子的通信集》1835年柏林版下册([Arnim， 

B. von]: Goethe’s Briefwechsel mit einem Kinde. Th. 2. Berlin 

1835. ) o-------------908©

阿里士多塞诺斯《历史札记》(Aristoxenos : historikâ hypomnémata.)。---

79。

阿泰纳奥斯《哲人宴》(Athenaeus: Deipnosophistae, )。--- 97。

安提西尼《论哲学家的继承》(Antisthenes: Abfolge der Schulhäupter.)。---

23、69。

《奥格斯堡〈总汇报〉丢尽脸面》，载于1842年(靡菲斯特斐勒司》(莱比锡)第1一 

2 期(Die 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 in ihrer tiefsten Erniedrigung. 

In: Mefistofeles. Revue der deutschen Gegenwart in Skizzen und Umrissen. 

Leipzig 1842. Lfg. 1 — 2.)。--- 291。

《奥格斯堡〈总汇报〉和共产主义》，载于1842年10月19日《莱茵报》(科隆)第 

292 号(Die 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 und der Kommunismus.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292，19. 

Oktober 1842.)。--- 297。

《奥格斯堡〈总汇报〉论德国和英国》，载于1842年12月21日《莱茵报》(科隆) 

第 355 号(Die Augsb[urger]Allg[emeine] Z[ei]t[un]g über Deutschland 

und England.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and Gewerbe. 

Köln. Nr. 355，21. Dezember 1842. )<> —355>409o

奥 ÿ斯丁，奥•《论神之都》(Augustinus，A. : De civitate Dei. )。--- 223、231O

奥古斯丁，奥*《书信集》(Epistolae.)。——34,82.

B

鲍威尔，布•《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年莱比锡版第2卷(Bauer， 

B. : 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 Bd. 2. Leipzig 

1841.)。——302—304 o

《贝恩卡斯特尔市政厅议事录。1841年4月16日。关于分发……弗里德里希-威 

廉四世钦赐礼物和建设贝恩卡斯特尔市立髙级中学Î〈以手稿形式付印〉[无 

出版年代和地点](Raths-Protocoll der Stadt Berncastel vom 16. April 1841. 

Die Verwendung des huldreichsten Geschenkes Friedrich-Wilhelm IV. und 

die Gründung einer hohem Stadtschule zu Berncastel betreffend. Als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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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dr. [o.O.u.J.])。--- 389。

毕洛夫-库梅洛夫，[恩•哥•格•冯•]《普鲁士，它的国家制度,它的管理和它 

同德意志的关系》1842年柏林版[上册](Bülow-Cummerow，[E.G.G. von]: 

Preußen, seine Verfassung，seine Verwaltung, sein Verhältniß zu Deutsch

land. [Th. 1.] Berlin 1842.)。——293、407、429o

《柏林来信。11月10日》，载于1842年11月14日《埃尔伯费尔德日报》第315 

号(Schreiben aus Berlin，vom 10. November. In: Elberfelder Zeitung. Nr. 

315, 14- November 1842. )。--- 946e

《柏林来信。12月31日》，载于1843年1月5日《埃尔伯费尔德日报》第5号 

(Schreiben aus Berlin, vom 31. Dec. In： Elberfelder Zeitung. Nr. 5»5. Jan

uar 1843.)。 --- 398。

博尼法齐乌斯《书信集》，尼•塞拉里乌斯[编]，1605年莫贡蒂埃版(Bonifacius: 

Epistolae. [Ed. ]：N. Serarius. Moguntiae 1605. )o --------------824。

《驳古兰经》(Widerlegung des Korans. )。--- 412a

布尔，路.《普鲁士省等级会议的意义》1842年柏林版(Buhl, L. : Die Bedeu

tung der Provinzialstände in Preußen. Berlin 1842. )。----341。

[布鲁克尔，稚•]＜哲学史指南》1747年莱比锡版[Brucker，J. J：Institutiones 

historiae philosophicae. Lipsiae 1747. )。--- 87O

[布罗斯，沙•德•]《论拜物神仪式或埃及古代宗教同今天尼格里蒂亚的宗教 

之比较。附一篇关于迷信、魔术和偶像崇拜的导论及其他附录》，[C.B.H.皮 

斯托里乌斯]译自法文，1785年柏林""施特拉尔松德版[Brosses, Ch. de]: 

Ueber den Dienst der Fetischengötter oder Vergleichung der alten Religion 

Egyptens mit der heutigen Religion Nigritiens. Mit einem Einleitungsversuch 

über Aberglauben» Zauberey u. Abgöttereyj u. a. Zusätzen. Aus d. Franz, 

übers, [von C，B. H. Pistorius]. Berlin，Stralsund 1785. )。--- 256、290。

D

《答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位通讯员》，载于1843年1月12日《莱茵报》(科隆) 

第 12 号(Antwort auf einen Korrespondenten der Augsb [urger] Allg [e， 

meinen] Z Leitung].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12，12. Januar 1843.)。--- 409 e

德米特里《同名作家传》(Männer gleicher Namens)--------------23、69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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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萨米，泰•《卡W先生的诽谤与政治。根据事实和他的传记作出的反驳》[1842 

年]巴黎版(Dézamy，T. : Calomnies et politique de M. Cabet. Refutation 

par des faits et par sa biographie. Paris [1842].〉。--- 410。

邓斯•司各脱，约•《牛津文集》(Duns Scotus, J. : Opus oxoniense sive angli- 

canum. )o --------------142。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以手镐形式付印〉1841年科布伦茨版(Siuungs- 

Protokolle des sechsten Rheinischen Provinzial-Landtags. [Als Ms. gedr.] 

Coblenz 1841.)。——147—148、150—151、163、241 —243、246、253、256、 

258、259、262、265—270、272—275、278、279、283—286。

第欧根尼•拉尔修《论哲学家的生平》(第十卷)1833年莱比锡版第1 一2卷 

(Diogenes Laertius： De vitis philosophorum libri X. Ed. ster. T. 1. 2. Lip- 

siae 1833.)。——21、23、25、39、45、46、65、68、69—73、78—79、82、84—86、 

89 —-92、94—97。

[:杜比安]《概述》，载于1842年11月5日《科隆日报》第309号附刊([Dubyen]: 

Recapitulation.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309，5. November 1842. 

Beil.)。——307、308、309、314o

杜比安《如果人们一段时间以来……》，科隆11月14日[通讯]，载于1842年11 

月16日《科隆日报》第320号附刊(Dubyen: Wenn man seit einiger Zeit… 

[Korrespondenz aus:]Köln，14. Nov.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320，16. 

November 1842. Beil. )o--------------320一322。

F

斐洛波努斯《亚里士多德注释》——见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注释》。

费尔巴哈，路•《近代哲学史——从维鲁拉姆•培根到K奈狄克特•斯宾诺莎》

1833 年安斯巴赫版(Feuerbach，L. : Geschichte der neuern Philosophie von 

Verulam von Bacon bis Benedict Spinoza. Ansbach 1833. )o --------------88。

费希特，约•哥•《根据科学学原则创立的伦理学体系》1798年耶拿一莱比锡版 

(Fichte, J. G. : Das System der Sittenlehre nach den Principien der Wis

senschaftslehre. Jena，Leipzig 1798. )o--------------236^

《弗里德里希•冯•扎勒特》，载于1843年3月4日《科隆日报》第63号副刊 
(Friedrich von Sallet.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63，4. März 1843. Feuil

leton* )o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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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冯•扎勒特死了！》，载于1843年3月6日《特里尔Ö报》第63 

号(Friedrich von Sallet ist todt! In: Trier7sehe Zeitung. Nr. 63，6. März 

1843.)。——438—440。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致博德尔施文格-费尔默德总督。1836年7月3日于柏 

林》]，载于1836年7月21日《科布伦茨王国行政区政府公报》(科布伦茨)第 

40 号([Friedrich-Wilhelm III. an den Ober-Präsidenten von Bodelschwingh- 

Velmede. Berlin，3. Juli 1836. ]In: Amts-Blatt der Königl. Regierung zu 

Coblenz. Coblenz. Nr. 40，21. Juli 1836. )<> --------------387。

G

哥雷斯，约•冯•《科逄纠纷结束后的教会和国家》1842年魏森堡版(Görres， 

J. von： Kirche und Staat nach Ablauf der Cölner Irrung. Weißenburg 

1842. ) «--------------224。

格雷戈里十六世《通谕……致天主教世界全体主教。或基督教会对当代精神、倾 

向和危险的判断。1832年8月15日颁布于罗马》，原文和德译文[1832年]雷 

根斯堡版(Gregor XVI.，Papst : Hirtenbrief…an alle Bischöfe der katholis

chen Welt. Oder das Unheil der Kirche Christi über den Geist，die Richtun

gen und Gefahren dieser Zeit, Erlassen in Rom den 15. August 1832. Orig, 

u. dt. Uebers. Regensburg[1832]. )。--- 413。

格鲁培，奥•弗•《布鲁诺•鲍威尔和大学的教学自由》1842年柏林版 
(Gruppe，O. F. : Bruno Bauer und die akademische Lehrfreiheit. Berlin 

1842.)。——300—304 o

贡斯当，本•《论宗教的起源、形式与发展》1826年巴黎第2版第1卷(Con- 

stant, B. ： De la religion，consideérée dans sa source，ses formes et ses dé

veloppements. 2. éd. T. 1. Paris 1826. ) 0 --------------235。

《关于〈莱茵报〉停止出版的公告》，载于1843年1月26日《科隆日报》第26号 
(Amtlicher Bericht über das Aufhören der 0Rheinischen Zeitung”.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26，26. Januar 1843. ) <, --------------951。

《国内报刊和国内统计》，载于1842年3月26日《普鲁士国家总汇报》(柏林)第 

86 号(Die inländische Presse und die inländische Statistik. In： Allgemeine

Preußische Staats-Zeitung. Berlin. Nr. 86» 26. März 1842，)。--- 136、

139—140,14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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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哈勒，卡•路•冯•《国家学的复兴，或与人为公民状况空想相对立的自然社会 

状况理论》1816—1834年温特图尔版第1 一6卷(Haller, C. L. von： Restau

ration der Staats-Wissenschaft oder Theorie des Naturlichgeseiligen Zus

tands t der Chimäre des Künstlich-bürgerlichen entgegengesetzt. Bd. 1 一 6. 

Winterthur 1816 — 1834.)。——153。

海［尔梅斯，卡•亨•］《我们总的印象是……》，科隆6月27日［通讯］，载于 

1842 年 6 月 28 日《科隆日报》第 179 号(HOrmes，K. H. Allgemeinen 

scheint uns• • • ［Korrespondenz aus*j Köln，27. Juni.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179, 28. Juni 1842.)。——207—208,228,

海［尔梅斯，卡•亨•］《王室内阁指令……》，科隆10月31日［通讯］，载于1842 

年 11 月 1 日《科隆日报》第 305 号(H［ermes，K. H. 3：Die königliche Cabi- 

netsordre ［Korrespondenz aus：3 Köln» 31, Oktober.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305，1. November 1842. ) o -------------^309。

海［尔梅斯，卡•亨，〕《在这些问题中……》，科隆6月23日［通讯］，载于1842 

年6月24日《科隆日报》第175号(H［ermes，K. H. ］: Unter den Fragen… 

［Korrespondenz aus:］Köln，23. Juni.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175，24. 

Juni 1842丄——209—210。

海尔维格，格•《给普鲁士国王的信》，载于1842年12月24日《莱比锡总汇报》 

第 358 号附刊(Herwegh，G. :Brief an den König von Preußen. In： Leipziger 

Allgemeine Zeitung. Nr. 358，24. Dezember 1842. Beil.)。--- 405 o

《汉诺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误》，载于1842年9月22、25日和1C月2、4日《莱 

茵报》(科隆)第 265、268、275 和 277 号的附刊(Fehlgriffe der liberalen Oppo

sition in Hannover, In: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265, 22. September 1842. Beibl, Nr. 268 t 25. September 1842. 

Beibl. ; Nr. 275, 2. Oktober 1842. Beibl. , Nr. 277, 4, Oktober 1842. 

Beibl. )o--------------305~306 P

汉泽曼，大•《普鲁士和法兰西。国民经济和政治，主要考察莱茵省》1834年莱 

比锡修订第 2 版(Hansemann，D•: Preußen und Frankreich. Staatswirth- 

schaftlich und politisch，unter vorzüglich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Rheinprov

inz. 2. verb. u. verm. Aufl. Leipzig 1834. )e --------------379、38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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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夫，海•］«文学简评。1.德意志小说和美文学。2.政治小说》，载于1842年 

11月3、4、14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307、308和318号的附刊。（［Hauff, 

H. ］ : Litterarische Skizzen. I： Der deutsche Roman und die Belletristik. II： 

Der politische Roman. In «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307, 3. 

November 1842. Beil. ; Nr. 308» 4. November 1842. Beil. > Nr. 318，14. 

November 1842. Beil.）。--- 325。

赫塞，弗•胡•《普鲁士的新闻出版立法，它的过去和未来》1843年柏林版 

（Hesse，F. H. :Die Preußische Preßgesetzgebung• ihre Vergangenheit und 

Zukunft. Berlin 1843. ）。--- 954、974。

［赫斯，莫•］《柏林的家庭住宅》，载于1842年9月30日《莱茵报》（科隆）第273 

号（［Heß,M. 3；Die Berliner Familienhäuser.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

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273, 30. September 1«842.）。----

291。

赫斯，莫•《就集权问题论德国和法国》，载于1842年5月17日《莱茵报》（科 

隆）第 136—137 号附刊（Heß，M. :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in Bezug auf 

die Centralisationsfrage.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136-137, 17. Mai 1842. Beibl.）。——203—204。

黑格尔，乔•威•弗•《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1833年柏林版 

（《黑格尔全集》第 8 卷）（Hegel，G. W. F•: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 Hrsg, von 

Eduard Gans. Berlin 1833.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 Verein von 

Freunden d. Verewigten： Ph. Marheineke ♦ •••£（!. Gans » Michelet，… 

Bd. 8.）。--- 348。

黑格尔，乔•威•弗•《精神现象学》1832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2卷） 

（Hegel，G. W. F.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rsg, von Johann Schulze. 

Berlin 1832，Werke，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

Verewigten： Ph. Marheineke，…Ed，Gans，…K. Michelet.…Bd. 2.）。----

166。

黑格尔，乔•威•弗•《哲学史讲演录》1833年和1836年柏林版第1_3卷（《黑 

格尔全集》第 13 —15 卷）（Hegel，G. W. F. :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Hrsg, von Karl Ludwig Michelet. Bd. 1 一 3. Berlin 1833 

u. 1836-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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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ewigten： Ph. Marheineke♦ ••• Ed. Gans,…K. Michelet. ••• Bd. 13 —

15. ） 0 --------------11 o

黑格尔，乔•威•弗•《宗教哲学讲演录》1840年柏林修订第2版第［1、］2卷 

（《黑格尔全集》第 2 版第［11、］12 卷）（Hegel，G. W. F. :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Religion. Nebst e. Schrift über die Beweise vom Daseyn 

Gottes. Hrsg, von Philipp Marheineke. 2.，verb. Aufl. Th. ［1. ］2. Berlin 

1840.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 

Verewigten： Ph. Marheineke, ".Ed. Gans，••• C. Michelet,…2, Aufl. Bd.

）。--- 100e

胡果，［古•］《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民法讲座教科 

书）1819 年柏林修订第 4 版第 2 卷（Hugo，［G. ］:Lehrbuch des Naturrechts, 

als einer Philosophie des positiven Rechts, besonders des Privatrechts. 4,， 

sehr veränd. ♦ Ausg. Berlin 1819. ［Lehrbuch eines civilistischen Cursus］. 

Bd. 2.——230、233—237。

［霍尔巴赫，保•昂•迪•］《自然体系，或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规律》1770年 

伦敦版第 1 一2 卷（［Holbach，P. H. D. cf］ : Système de la nature ou des loix 

du monde physique et du monde moral. Par Mirabaud. Part，1. 2. Londres 

1770.）o ——98。

［吉讷，弗•威•］《关税同盟代表大会》，载于1842年10月11日《总汇报》（奥 

格斯堡）第 284 号（［Giehne，F. W. 3 : Der Zollcongreß.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284，11. Oktober 1842.）。--- 294。
［伽桑狄，皮•］《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论伊壁鸠鲁的生平、为惯和见 

解〉注释本》1649 年里昂版（［Gassendi，P. ］： Animadversiones in decimum 

librum Diogenis Laertii，qui est de vita，moribus，placitisque Epicuri. Lug- 

duni 1649. ）o ——10、44、88。

K

康德，伊•《纯粹理性批判》1838年莱比锡版（《康德全集》第2卷）（Kant, I•: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rsg, von Karl Rosenkranz. Leipzig 1838. 

Sämmtliche Werke. Hrsg, von Karl Rosenkranz und Friedr. Wilh. S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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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t. Th.2.〉◊ ——100e

考夫曼，［彼•］《论消除下莱茵河、摩泽尔河、萨尔河、纳厄河和阿尔河沿岸地区 

葡萄种植者的极度贫困状况和防止他们行将堕落的必要性和措施，1836年9 

月25日在下莱茵河地区农业联合会第六次会议上的报吿》，载于1836年11 

月9、11日《莱茵一摩泽尔日报》（科布伦茨）第307、309号附刊（Kaufmann， 

lP. Ueber die Nothwendigkeit und die Mittel，dem außerordentlichen 

Nothstande der Winzer am Nieder-Rheine, an der Mosel，Saar, Nahe und 

Ahr zu begegnen ♦ und das ihnen bevorstehende Verderben abzuwenden. 

Vortrag geh. am 25. Sept. 1836 in d. 6. Generalvers. d. nieder rheinischen 

landwirthschaftL Vereins, ln： Rhein- und Mosel-Zeitung. Koblenz. Nr. 

307,9, November 1836; Nr. 3Q9，11. November 1836. Beil.）。--- 389。

科本，卡•弗•〈＜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纪念文集》1840年莱比锡版 

（Koppen, C. F. :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seine Widersacher. Eine 

Jubelschrift. Leipzig 1840. ）。--- 11。

科布伦茨，彼•（《关于乡镇财产必须返还》），载于1842年12月14日《莱茵报》 

（科隆）第 348 号（Ueber die nothwendige Freigebung des Gemein

deeigenthums.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348, 14. Dezember 1842. ）。--- 357、360、362。

［科布伦茨，彼•］（《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关注新闻界的下一步行动》），载于 

1842 年 12 月 12 日《莱茵报》（科隆〉第 346 号（［Cobkru, P.〕：［Antheil der 

Moselbewohner an der ferneren Bewegung der Presse. ］ In :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346，12. Dezember

1842. ）。——357、388、389。

［科尔布，古•］《共产主义者的学说》，载于1842年10月11日《总汇报》（奥格 

斯堡）第 284 号（［Kolb，G. ］： the Communistenlehren.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284，11. Oktober 1842. ）。--- 292、297O

科尔布，古•《海尔维格》，载于1843年1月3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3号 

（Kolb, G. : Herwegh.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3»3. Januar

1843. ）。--- 400。

科尔布，占• £莱茵报》，载于1842年12月3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337号 

（Kolb，G.: Die Rheinische Zeitung.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337,3. Dezember 1842.）。---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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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布，古•《为［李希特尔］〈等级会议报吿和《莱茵报》〉一文加衲编后记》，载 

于1843年1月4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4号(Kolb, G. : Nachwort zu： 

^Richter ： 3 Die ständischen Berichte und die Rheinische Zeitung. In : Allge

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4,4. Januar 1843. )。--- 404、409o

科尔布，古•《尤利乌斯•莫森和〈莱茵报〉》，载于1842年11月25日《总汇报》 

(奥格斯堡)第 329 号(Kolb，G. : Julius Mosen und die Rheinische Zeitung.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329，25. November 1842. ) o --------------

325—327e

科尔布，古•《如果(莱茵报〉……》，载于1842年12月26日《总汇报》(奧格斯 

堡)第 360 号(Kolb, G, : Wenn es der “Rheinischen Zeitung”". In: Allge

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360, 26. Dezember 1842. Fußnote» )o --------------

355。

［科泽加滕，威•］《论地产的可转让性和可分割性，特别兼顾普鲁士君主国的某 

些省份》1842 年波恩版(Kosegarten，W•: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Ver- 

äusserlichkeit und Theilbarkeit des Landbesitzes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einige Provinzen der Preußischen Monarchie. Bonn 1842.)。---  293、

295。

［克莱森，亨•］《莱茵省区乡制度改革。第一篇文章•.论区乡的概念；第二篇文 

章：论城市和农村的区乡制度的差别；第兰篇文章：论现代区乡同国家的关 

系》，载于1842年11月3、6、8、10、13、29日和12月1日《莱茵报》(科隆)第 

307、310、312、314、317、333 和 335 号附刊(［Claessen，H.］：Die Reform der 

rheinischen Gemeindeordnung. Art. 1 : Ueber den Begriff der Gemeinde. 

Art. 2： Ueber Verschiedenheit der Gemeindeordnung für Stadt und Land. 

Art. 3： Das Verhältniß der modernen Gemeinde zum Staat.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307，3. November 

1842. Beibl. ? Nr. 310, 6. November 1842. BeibL i Nr. 312» 8. November 

1842. Beibl. i Nr. 314，10，November 1842. Beibl. ; Nr. 317，13. Novem

ber 1842，Beibl. ; Nr. 333, 29. November 1842. Beibl. ; Nr. 335，1. 

Dezember 1842. Beibl.)。--- 311、320。

孔西得朗，维•《法国政治最后破产的必然性》1836年巴黎版(Considérant， 

V. s Nécessité d'une dernière débâcle Politique en France. Paris 

1836.)。——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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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西得朗，维•《社会命运｝(两卷集)1834—1838年巴黎版(Considérant, V.: 

Destinée sociale，exposition élémentaire complète de la théorie sociétaire. 

Paris 1834—1838.)，——296。

孔西得朗，维•《实证政治基础。傅立叶所创立的协作学派宣言》1841年巴黎版 
(Considérant » V. : Bases de la Politique Positive. Manifeste de l'Ecole 

sociétaire fondée Par Fourier. Paris 1841. )«--------------296e

L

《〈莱比锡总汇报〉的査禁》，载于1842年12月31日《普鲁士国家总汇报》(柏 

林)第 362 号(Verbot der Leipziger Allgemeinen Zeitung. In： Allgemeine

Preußische Staats-Zeitung. Berlin. Nr. 362，31. Dezember 1842.)。---

396。

《〈莱比锡总汇报〉的査禁……1月4日莱茵[通讯]》，载于1843年1月6日《莱 

茵一摩泽尔口 报》第 6 号(Das Verbot der Leipziger Zeitung — [Korrespon

denz 3 Vom Rhein，den 4. Januar. In Rhein- und Mosel-Zeitung. Koblenz. 

Nr, 6，6. Januar 1843.)。--- 398—400x411—412。

《〈莱比锡总汇报〉的査禁和〈科隆日报〉》，载于1843年1月5日《科隆日报》第5 

号(Die “Köln[ische] Z[ei]t[un]g”und das Verbot der “Leipz[iger] Allg[e-

meinen〕Z[ei]t[un]g”. In:Kölnische Zeitung. Nr. 5,5. Januar 1843.)。---

398—400,404,412—417d

[莱布尼茨，哥•威•冯• ]«莱布尼茨全集》1768年日内瓦版第2卷([Leibniz， 

G. W. vonjjOpera omnia. Nunc primum coll...studio Ludovici Dutens. T. 2. 

Genevae 1768.)。--- 20、43、66。

莱辛，哥♦埃•《箴言。附给汉堡的哥采牧师先生的一封请柬或挑战书》<Les- 

sing, G. E. : Eine Parabel. Nebst einer kleinen Bitte und einem eventualen 

Absagungsschreiben an den Herrn Pastor Goeze in Hamburg. )。--- 420。

《莱茵省议会》，载于1841年8月5、7、8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213、215、216号 

(Rheinischer Provinzial-Landtag. In： Düsseldorfer Zeitung. Nr. 213，5.

August 1841; Nr. 215 » 7. August 1841, Nr. 216,8. August 1841.)。---
146—174.179.182—188393395—200.

勒鲁，皮•《驳斥折衷主义》1841年巴黎版(Leroux, P. ： Réfutation de V 

éclecticisme. Paris 1841. -------------- 2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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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特尔，亨•《古代哲学史》(《哲学史》上册)1829年汉堡版上册(Ritter, H.: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alter Zeit, Th. 1. Hamburg 1829.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Th.l,])0 -------------- 40、67、85。

[李希特尔]《等级会议报告和〈莱茵报〉》，载于1843年1月4日《总汇报》(奥格 

斯堡)第 4 号([Richter]: Die ständischen Berichte und die Rheinische

Zeitung. In i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4,4. Januar 1843. ) o --------------

404,409o

善《神的对话》，载于《琉善全集》，奥古斯特•鲍利译,1827年斯图加特版第1 

部分第 2 卷(Lucian: Göttergespräche. In： Werke. Ubers, von August 

Pauly. Abth. 1. Bd. 2. Stuttgart 1827. )• --------------207。

[卢格，阿•]《蒂克离开了我们……》,10月底德累斯顿[通讯]，载于1842年11 

月11、13曰《莱茵报》(科隆)第315、317号副刊([Rüge, A. ]:“Tieck hat uns 

verlassen…”[Korrespondenz aus：JDresden♦ Ende Oktober.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315, 11. November 

1842. Feuilleton； Nr. 317，13. November 1842. Feuilleton. )o --------------327。

卢梭，让•雅•《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 

(Rousseau♦ J. J. :Du contrac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 Ams

terdam 1762.)o --------------231 o

路德，马•《大教义问答》(Luther，M. :Der große Katechismus. )。一740o

路德，马•《小教义问答》(Luther，M. : Der kleine Katechismus. )。--- 740。

《论近代世界文学》，载于1843年3月7日《莱茵一摩泽尔日报》(科布伦茨)第

66 号(Zur jungen Weltliteratur. In： Rhein- und Mosel-Zeitung. Koblenz. 

Nr. 66,7. März 1843.).——438。

《论普鲁士的等级委员会的组成》，载于1842年12月1、2日《总汇报》(奥格斯 

堡)第 335 和 336 号附刊(Ueber die Zusammensetzung der ständischen Auss

chüsse in Preußen. In :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335» 1. Dezem

ber 1842. Beil. ; Nr. 336,2. Dezember 1842. Beil. )。--- 329—343。

《论普鲁士的等级制度》1842年斯图加特一蒂宾根版(Ueber ständische Verfas

sung in Preußen. Stuttgart ♦ Tubingen 1842.〉。--- 34 lo

马尔赛卢斯《如果要我……h莱茵3月11日［通讯］，载于1843年3月13日《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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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一摩泽尔日报》(科布伦茨)第72号(Soll ich nach ihm— CKorrespondanzJ 

Vom Rhein，den 11. März. In： Rhein- und Mosel-Zeitung. Koblenz. Nr. 

72,13. März 1843.〉。——442—444。

马基雅弗利，尼•《论国家，或论梯特•李维全集的前十卷》，约•齐格勒译自意 

大利文，1832年卡尔斯鲁厄版(《马基雅弗利全集》第1卷KMachiavelli，N.: 

Vom Staate oder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ersten zehn Bücher des Tit. Livius. 

Aus d. Ital. übers, von Joh. Ziegler. Karlsruhe 1832. Sämmtliehe Werke. 

Bd. 1. )。一-175。

［孟德斯鸠，沙•］《论法的精神》1763年阿姆斯特丹一莱比锡修订版第1 一4卷 

(［Montesquieu, C. ］：De 亘’esprit des loix, Nouv. ed,，revue，corr. et con

sidérablement augm. T. 1 — 4. Amsterdam，Leipzig 1763. )。--- 174、245。

《摩泽尔河地区的凶兆》，载于1837年2月9日 ＜贝恩卡斯特尔、维特利希、蔡尔 

及周围地区公益周刊》(贝恩卡斯特尔)第6期(Böse Zeichen im Mosellande. 

In： Gemeinnütziges Wochenblatt für die Kreise Berncastel. Wittlich，Zell

und die umliegende Gegend. Berncastel. Nr. 6, 9. Februar 1837. )o --------------

382—383。

莫森，尤•《在莱比锡席勒纪念大会上发表的祝酒’词。1842年11月11日》，载于 

1842年11月16日《莱茵报》(科隆)第320号副刊(Mosen，J. : Trinkspruch 

zum Schillerfeste in Leipzig，am 11. November 1842.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320, 16，November 1842. 

Feuilleton.)。--- 327o

奈安德，奥•《耶稣传》1837 年汉堡版(Neander, A. : Das Leben Jesu Christi in 

seinem geschichtlichen Zusammenhänge und sein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

lung. Hamburg 1837. )c --------------302。

P

培尔，皮•《伊壁鸠鲁》，载于《历史考证词典》，培尔编，172G年鹿特丹修订第3 

版第 2 卷(Bayle，P，： Epicure. In： Bayle: Dictio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3. ed, revue，corr. et augm. T. 2. Rotterdam 1720. )。--- 81、82。

［培根，弗•］《科学推进论》1779年维尔茨堡版第1卷(［Bacon, F. ］：De dig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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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äte et augmentis scientiarum. T. 1. Wirceburgi 1779. ) o -------------- 226O

《评弗里德里希•冯•扎勒特的〈俗人福音〉》，载于1843年3月11日《莱茵一

摩译尔日报》(科布伦茨)第70号附刊(Friedrich von Sallef s Laien-Evangeli- 

um. In： Rhein- und Mosel-Zeitung. Koblenz. Nr. 70，11. März 1843. 

Beil.)。--- 438441 o

《评国内事务及其发展和自然条件》，载于1842年3月19日《普鲁士国家总汇 

报》(柏林)第 78 号(Die Besprechung inländischer Angelegenheiten, ihre 

Ausdehnung und natürlichen Bedingnisse. In : Allgemeine Preußische Staats- 

Zeitung. Berlin. Nr. 78，19. März 1842.)« --------------127、144。

《评C汉诺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误〉》，载于1842年11月8日《莱茵报》(科隆) 

第 312 号附刊(Ueber“die Fehlgriffe der liberalen Opposition in Hannover”.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312,8. 

November 1842.Beibl)。---  305。

蒲鲁东，皮•约•《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1840年巴黎版 
(Proudhon, P. J, ] : Quf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Ou 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du droit et du gouvernement. Premier memoire. Paris 1840. )。--- 295。

普卢塔克《驳科洛特》(Plutarchus Chaeronensis ： Adversus Colotem liber. In: 

Plutarchus: Omnium, quae extant♦ operum tomus secundus, continens

Moralia，Gulielmo Xylandro interprete. Francofurti 1599. )«, --------------19、47、

66 — 68、89—90。

普卢塔克《论灵魂的起源和蒂迈欧》(Plutarchus Chaeronensis : De animae pro

creatione e Timaeo. In: Plutarchus: Varia scripta，quae moralia vulgo vo

cantur. Ed. ster. T. 6，Lipsiae 1820. )。--- 34、820

普卢塔克《论信从伊壁鸠鲁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Plutarchus Chaeronensis: 

Commentarius Ne suaviter quidem vivi posse secundum Epicuri decreta，do

cens. In： Plutarchus: Omnium» quae extant，operum tomus secundus conti

nens Moralia ♦ Gulielmo Xylandro interprete. Francofurti 1599. ) 0 -------------- 19、

34、36:70、82、83、98。

普卢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Plutarchus Chaeronensis : Vitae paralle

lae. )<,-—^73、196。

[普卢塔克沩书]《论哲学家的见解》(第五卷)([Pseudo-Plutarch]De placitis 

philosophorum libri V. In： Plutarchus : Varia scripta♦ quae moralia vul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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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ntur. Ed. ster. T. 5，Lipsiae 1820. ).-------------- 19、25、28、40、47、66、68、69、

71、73、80、84、86、89、90,

《普鲁士的新闻出版》，载于1843年1月5日《埃尔伯费尔德日报》第5号

(Preußische Presse. In： Elberfelder Zeitung. Nr. 5,5. Januar 1843.)。---

398,

《普鲁士的新闻出版》，载于1843年1月6日《莱茵报K科隆)第6号(Die 

preußische Presse.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Januar 1843)。--- 405•一408。

《普鲁士的新闻出版状况》，载于1843年1月9日《科隆日报》第9号(Die 

Preßverhältnisse in Preußen.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9，9* Januar 

1843〉。——404—408,411c

《普鲁士的共产主义者》，载于1842年10月6日《亚琛城日报》第277号(Kom- 

munisten in Preußen. In： Stadt-Aachener Zeitung. Nr. 277» 6. Oktober 

1842.)。——297。

《普鲁士来信，1月》，载于1843年2月4日《柯尼斯堡总汇报》第30号(Einge- 

sandt aus Preussen? im Januar. In： Königsberger Allgemeine Zeitung. Nr. 

30,4. Februar 1843. )o --------------426«

R

《瑞典的政党》，载于1842年11月25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329号(Die 

Parteien in Schweden. In :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329, 25. 

November 1842. )。--- 328 >

s
萨维尼，弗•卡•冯•《1788年5月10日。法学史论丛》1838年柏林版(Savi- 

gny, F.C. von： Der zehente Mai 1788. Beytr. zur Geschichte der Rechtswis

senschaft. Berlin 1838. )。--- 230。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驳数理学家》，载于《恩披里柯文集》，亨•斯蒂凡诺…… 

僚•赫.奥勒留作注，1621 年日内瓦版(Sextus Empiricus: Adversus mathe

maticos. In： Sextus Empiricus: Opera quae extant…Henrico Stephano…

Gentiano Herveto Aurelio interprete. Genevae 1621. )o --------------19、21、47、53、

66、70、84、89、91一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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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涅卡，鲁，安•《论善行》第七卷，载于《塞涅卡全集》1672年阿姆斯特丹版第 

1 卷(Seneca，L« A. : Ad Aebuciumliberalem de beneficiis libri VIL In: 

Seneca : Opera, quae extant, T. 1. Amstelodami 1672. )o -------------- 35、82O

塞涅卡，鲁•安•《书信集》，载于《塞涅卡全集》1672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卷 

(Seneca > L. A. ： Ad Lucilium epistolae. In : Seneca : Opera. T. 2 Amsteloda

mi 1672.)。——23—26、70、72。

塞涅卡，鲁•安•《自然问题论文集》第八卷，载于《塞涅卡全集》1672年阿姆斯 

特丹版第 2 卷(Seneca，L. A.，： Ad Lucilium naturalium quaestionum libri VI- 

II, In: Seneca: Opera. T. 2. Amstelodami 1672. )。--- 28、73。

沙培尔，[尤•威•爱•]冯•《根据<莱茵报〉第348号……》，载于1842年12 

月 18 日《莱茵报》(科隆)第 352 号(Sdiaper，[J.W.E.]vOn: Nach einer in 

Nr. 348 der Rheinischen Zeitung enthaltenen."[Reskript^Koblenz，den 15. 

Dezember 1842.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352，18. Dezember 1842. )。--- 356、358、361。

沙培尔，尤•威•爱•冯•《〈莱茵报〉第346号刊登……》，载于1842年12月 

18 a《莱茵报》(科隆)第 352 号(Schaper, J. W. E. von： Die Nro. 346 der 

Rheinischen Zeitung enthält einen Artikel ••• [Reskript ]Koblenz，den 15. 

Dezember 1842.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352,18. Dezember 1842.)。——356、358、362、389—390。

绍巴赫，约•康•《论伊壁鸠鲁的天文学概念。附一篇对1837年〈总汇通报〉第 

195号的补充》，载于1839年《新语文学和教育学年鉴》(莱比锡)，哥•泽博 

德、约•克•雅恩和莱•克洛茨编，第5卷第4分册附录(Schaiibach，J. K.: 

Ueber Epikur's astronomische Begriffe,nebste. Nachtr. zu Nr. 195 d. A[llge- 

meinen]Anz[eig€rs]d. D. 1837. In : Neue Jahrbücher für Philologie und Paed- 

agogik ••• hrsg. von Gottfried Seebode, Johann Christian Jahn u. Reinhold 

Klotz. Suppl, zu： Archiv für Philologie und Paedagogik. Bd. 5»H. 4. Leipzig

1839.)。——31、44、45、46、81、89。

《省议会议员选举》，载于1843年3月3日《莱茵报》(科隆)第S2号(Land- 

tagsabgeordneten-Wahlen.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62 >3. März 1843.)。--- 432、433。

斯宾诺莎，贝•《伦理学》(Spinoza，B. de ： Ethica. )o——3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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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塔西佗《编年史》(Tacitus, P. C. : Annales.)。——464。

塔西佗《历史 KTacitus，P. C. :Historiae. )。--- 135。

泰米斯提乌斯《亚里士多德注释》——见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注释》。

《(特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理事会给某些部门的呈

文》，载于1841年《... 协会通报》第4期(Vorstellungen der Direction des

Vereins [zur Förderung der Weincultur an Mosel und Saar zu Trier] an ver

schiedene Behörden. In: Mittheilungen des Vereins zur Förderung der Wein

cultur an Mosel und Saar zu Trier. [H. ]4. 1841. ) o --------------364。

C. 《致财政大臣先生阁下(柏林)。1839年10月10日KC. An den Herrn Fi

nanzminister ,Excellent in Berlin vom 10. October 1839. )。--- 365。

D. 《财政大臣先生阁下就上述呈文所作的答复。1839年11月6 0KD. Antwort 

des Herrn Finanzministers auf die vorstehende Vorstellung vom 6. Novem

ber 1839.)——370。

G•《致财玫大臣先生阁下(柏林)。1839年10月10日》(G.An den Herrn Fi- 

nanzminister,Excellenz in Berlin，vom 10. October 1839. )0 --------------371。

H.《财政大臣先生就上述呈文所作的答复，1840年1月24 0 KH. Antwort des 

Herrn Finanzministers auf die vorstehende Vorstellung vom 24. Januar

1840. ) © -----------370。

L. 《王国政府公报。1840 年 3 月 24 日 XL. Mittheilung der Königl. Regierung

v. 24. März 1840.)。--- 365。

M. 《地政局长就理事会在给財政大臣先生阁下的呈文中提出的计划发表的意

见》(M. Bemerkungen des Vorstehers des Cataster-Bureaus über die von der 

Direction in der Vorstellung an des Hrn. Finanz-Ministers-Excellenz 

aufgestellte Berechnung. )。--- 365—371、374、389o

N，《理事会就地政局长的意见提出的答辩》(N. Erwiderung der Direction auf 

die Bemerkungen des Vorstehers des Cataster-Bureaus. ) o -------------- 365—371 o

w
瓦尼尼，尤•凯•《永恒神意的世界剧场》1615年里昂版(Vanini, J. C. : Am

phitheatrum aeternae providentiae divinomagicum. Lugduni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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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o

X

希罗多德(哈利卡纳苏的)《历史》，阿•舍尔译，1831年斯图加特版第2部分第 

8 卷(Herodot os of Halikarnassos : Geschichte. Ubers, von Adolf Schöll. 

Abth. 2. Bd. 8« Stuttgart 1831.)。--- 202。

[西哀士，艾•约•]《第三等级是什么？》1789年[巴黎]修订第2版([Sieyès, E. 

J. ]:Qu'est-ce que le tiers-état? 2. éd.，corr. [Paris]1789. )。--- 293。

西姆普利齐乌斯《亚里士多德注释》一一见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注释》。 

西塞罗《论命运》(Cicero, M.T. :De fato liber singularis.),——24、34、71、81、

82。

西塞罗《论最高的善和恶》第五卷(Cicero，M. T. : De finibus bonorum et malo

rum libri V.)。——18—19、30— 32、34、48、65'68、69_70、80—82、90。

西塞罗《论神之本性》第三卷(Cicero, M. T. : De natura deorum libri 

III.〉。——18—19、22、26、30~32、35、65、68、70_72、80、82。

西塞罗ï土斯库兰谈话录》第五卷(Cicero，M. T. ： Tusculanarum quaestionum 

libri V,)。——24、69。

《席勒纪念大会》，载于1842年11月24日《莱茵报》(科隆〉第328号副刊 

(Schillerfest.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328,24. November 1842. Feuilleton.)。--- 327。

谢林，弗•威•约•冯*《关于独断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哲学通信》，载于谢林《哲 

学著作集》1809年兰茨胡特版第1卷(Schelling，F. W.J.von： Philosophis

che Briefe über Dogmatismus und Kriticismus. In： Schelling: 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Bd. L Landshut 1809. )。--- 99—102<>

谢林，弗•威•约•冯•《论“自我”是哲学的原则，或论人类知识中绝对的东 

西》，载于谢林《哲学著作集》1809年兰茨胡特版第1卷(Schelling，F. W. J. 

von : Vom Ich als Princip der Philosophie oder über das Unbedingte im men

schlichen Wissen. In： Schelling: 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Bd. 1. Landshut 

1809.)。一99一 100。

《新闻出版自由》，载于1842年11月22日《莱茵报》(科隆)第326号 
(Preßfreiheit.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326,22. November 1842.)。---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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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大•《人性论》，路•亨•雅科布译自英文，附译者对本书的评论，1790年 

哈雷版第 1 卷：《论理智》(Hume，D•: Uber die menschliche Natur, Aus d. 

Engl, nebst kritischen Versuchen zur Beurtheilung dieses Werks von Ludwig 

Heinrich Jakob， Bd. 1 : Ueber den Menschlichen Verstand. Halle

1790.)。——llo

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C • N •奥西安德译，】827年斯图加特版第1 

部分第 2 卷(Thucydides: Geschichte des Peloponnesischen Kriegs. Ubers, 

von C. N. Osiander. Abth. 1. Bd. 2. Stittgart 1827,)。--- 201 o

《学者代表大会》，载于1842年10月7日《莱茵报》(科隆)第280号(Gelehrten- 

Kongreß.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280,7. Oktober 1842.)。——292。

Y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1833 年耶拿版(Aristoteles:De anima libri tres. Ad inter

pretum graecorum auctoritatem et codicum fidem recogn. comm. illustr. 

Frider. Adolph. Trendelenburg. Jenael833. )。--- 21、67、81。

亚里士多德《天论》第四卷(Aristoteles: De coelo libri IV. Ed. ster.)。--- 36、

38、40、55、60—61、83、85、87、93、44、97。

亚里士多德《论动物的起源》(Aristoteles:De generatione animalium.)。---

25、71。

亚里士多德《论产生和消灭Ï第二卷(Aristoteles:De generatione et corruption«? 

libri IL Ed. ster.)。--- 40、79'85、86。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Aristoteles:Metaphysica. Ed. ster.)。一21、41、46、 

55、67、78、85、89'93。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Aristoteles Physica. ) o --------------51、78、91。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注释》，克•奥•布兰迪斯汇编，1836年柏林版(《亚里 

士多德全集》第 4 卷)(Aristoteles •• Scholia in Aristotelem. Coli. Christianus 

Aug. Brandis. Berolini 1836. Opear. Ed. Academia Regia Borussica. Vol. 

4)。——21、25、27、40、51、67、78、79、81、83、87、89、91。

《1841年12月24日书报检査令的影响》，载于1842年3月15日《普鲁士国家 

总汇报》(柏 W)第 75 号(Die Wirkungen der Censui-Verfügung vom 24. 

Dezember 1841. In： Allgemeine Preußische Staats-Zeitung. Berlin. Nr.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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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März 1842. )。--- 139。

伊壁鸠鲁《残篇》(《论自然》第二卷和第十一卷)1818年莱比锡版(Epicurus: 

Fragmenta librorum II ex XI de natura…probabiliter restituta，latine versa， 

scholis et comm，illustr. a Carolo Rosinio •••em. ed...J. Cornadus Orellius. 

Lipsiae 1818.)。--- 42、86、91O

z
《札记h载于1837年1月26日《贝恩卡斯特尔、维特利希、蔡尔及周围地区公 

益周刊》(贝恩卡斯特尔)第 4 期(Pro memoria. In： Gemeinnütziges Wochen

blatt für die Kreise Berncastel ♦ Wittlich，Zell und die umliegende Gegend. 

BerncasteL Nr. 4,26. Januar 1837. ) e --------------382一383。

《注意区乡制度改革的目标》，载于1842年11月3日《莱茵报K科隆)第307号 

(Erinnerung an das Streben für Kommunal-Reform. In：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307，3. November 

1842.)。——307、320。

《最精美的新百科辞典——供各等级受过教育的人士使用》,O.L. B.沃尔弗编， 

1835 年莱比锡版第 2 卷(Neues elegantestes Conversation-Lexicon für 

Gebildete aus allen Ständen. Hrsg.…von O. L. B. Wolff. Bd. 2. Leipzig 

1835.)。 --- 425O

法律、法令、条例

B

《邦法》见《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h

C

《査理五世皇帝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刑罚法规》，根据1533年原版重印……约• 

克.科赫作序，1787 年吉森增订第 4 版(Hals oder Peinliche Gerichtsordnung 

Kaiser Carls V. u. d. H. Röm. Reichs nach d. Originalausg. vom J. 1533 auf 

das genaueste abgedr •••u. e. Vorr-»von Johann Christoph Koch. 4. verm.



文献索引 1121

Ausg. Giessen 1787. )。--- 243。

《重新修订的除西里西亚以外的普鲁士国家的书报检査法令。1788年12月19 

日于柏林》［无出版年代柏林版］(Erneuertes Censur-Edict für die Preußischen 

Staaten exclusive Schlesien. Berlin，den 19. December 1788. ［Berlin o. 

J» Jo --------------379O

D

《德意志联邦条例。1815年6月8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18年柏林 

版第 23 号附录(Deutsche Bundesakte vom 8ten Juni 1815. In • Gesetz-Samm

lung fù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1818. Anh. Berlin 1818. Nr. 

23. ) o--------------114。

F

《法律修订部就离婚法草案所作的说明。1842年7月》，载于1842年11月6日 

《莱茵报》(科隆)第 310 号附刊(Bemerkungen über den Entwurf einer 

Verordnung über Ehescheidung, vorgelegt von dem Ministerium für Revision 

der Gesetze im Juli 1842. In： Rheinische Zeitung fu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310，6. November 1842. Beibl. )。--- 315。

《法律修订命提出的离婚法草案。1842年7月》，载于1842年10月20日《莱茵 

报》(科隆)第 293 号附刊(Entwurf einer Verordnung über Ehescheidung » 

vorgelegt von dem Ministerium für Revision der Gesetze, im Juli 1842.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293,20. 

Oktober 1842. Beibl.)。——315、346、430o

G

《根据1816年12月24日法律和1835年8月18日的王室内阁指令发布的关于 

科布伦茨和特里尔行政区各区乡和各机关所属森林的管理的训令》，载于 

1839年10月16日《科布伦茨王国行政区政府公报》(科布伦茨)第62号附刊 

(Instruktion über die Verwaltung der Gemeinde- und Instituten-Wald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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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en Regierungs-Bezirken Coblenz und Trier in Folge des Gesetzes vom 24. 

Dezember 1816 und der Allerhöchsten Cabinets-Ordre vom 18. August 

1835. In : Amts-Blatt der Königl. Regierung zu Coblenz. Coblenz. Nr. 62, 

16.Oktober 1839. Beil.)。 362~~363O

《关于波森省成立等级委员会的决定。1842年6月21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 

令汇编》1842 年柏林版第 20 号(Verordnung über die Bildung eines Auss

chusses der Stände der Provinz Posen, Vom 21. Juni 1842. In: Gesetz

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42. Nr. 

20. )。--- 335 o

《关于波美拉尼亚省成立等级委员会的决定。1842年6月21日》，载于《普鲁士 

王国法令汇编》1842年柏林版第20号(Verordnung über die Bildung eines 

Ausschusses der Stände der Provinz Pommern. Vom 21. Juni 1842. In： 

Gesetz-Sammlung fu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42, 

Nr. 20*)。一_ 335。

《关于勃兰登堡库尔马尔克、新马尔克和选帝侯国以及下劳西茨伯国成立等级 

委员会的决定。1842年6月21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2年柏林 

版第 20 号(Verordnung über die Bildung eines Ausschusses der Stände der 

Kur- und Neumark Brandenburg und des Markgrafthums Nieder laus it z. 

Vom 21. Juni 1842.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42. Nr. 20. )。--- 335。

《关于成立莱茵省等级委员会的决定。1842年6月21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 

令汇编》1842 年柏林版第 20 号(Verordnung über die Bildung eines Auss

chusses der Stände der Rheinprovinz. Vom 21. Juni 1842. ln： Gesetz

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42. Nr. 

20. ) c --------------335。

《关于成立普鲁士王国等级委员会的决定。1842年6月21日》，载于《普鲁士王 

国法令汇编》1842年柏林版第20号(Verordnung über die Bildung eines 

Ausschusses der Stände des Königreichs Preußen. Vom 21. Juni 1842. l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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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 20, )。--- 335 o

《关于成立萨克森省等级委员会的决定。1842年6月21日》，载于《普鲁士王国 

法令汇编》1842 年柏林版第 20 号(Verordnung über die Bildung eines Auss

chusses der Stände der Provinz Sachsen. Vom 21. Juni 1842. In: Gesetz- 

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42. Nr. 

20.)。——335，

《关于成立威斯特伐利亚省等级委员会的决定。1842年6月21日》，载于《普鲁 

士王国法令汇编》1842年柏林板第20号(Verordnung über die Bildung eines 

Ausschusses der Stände der Provinz Westphalen. Vom 21. Juni 1842. In： 

Gesetz — 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42. 

Nr. 20* )。--- 335。

《关于成立西里西亚公国、格拉茨伯爵领地和普鲁士上劳西茨伯国.等级委员会 

的决定。1842年6月21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2年柏林版第20 

号(Verordnung über die Bildung eines Ausschusses der Stände des Herzogth

ums Schlesien « der Grafschaft Glatz，und des Preußischen Markgrafthums 

Oberlausitz. Vom 21. Juni 1842.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42. Nr. 20.)。--- 335。

«关于应如何根据德意志联邦今年9月20日决议实行印刷品的书报检査的决 

定。自1819年10月18日起为期五年》，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Î1819年 

柏林版第 20 号(Verordnung，wie die Zensur der Druckschriften nach dem 

Beschluß des deutschen Bundes vom 20sten September d. J. auf fünf Jahre 

einzurichten ist. Vom 18ten Oktober 1819.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19. Nr. 20. ) 0 -------------- 107—110、

113—120,125—126U27x379—380,428,952^962,971—981 o

《关于萨克森省、威斯特伐利亚省、克莱沃、贝格和下莱茵各区乡和公共机构所 

属森林的管理的决定。1816年12月24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17 

年柏林版第 6 号(Verordnung，die Verwaltung der den Gemeinden und 

öffentlichen Anstalten gehörigen Forsten in den Provinzen Sachsen » West

phalen ♦ Kleve，Berg und Nieder-Rhein betreffend. Vom 24sten Dez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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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6.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17. Nr. 6.)0 ——361 o

J

《就实行书报检査一事给王国各总督府的通令。1841年12月24日h载于1841 

年12月27日《普鲁士王国内务管理内阁通报K柏林)，内务部办公厅编，第2 

年卷第 15 期(Cirkular-Verfügung an sâmmtliche Königl. Oberpräsidien» die 

Handhabung der Censur betreffend » vom 24. Dezember 1841. In : Ministeri- 

al-Blatt für die gesammte innere Verwaltung in den Königlich Preußischen 

Staaten. Hrsg, im Bureau des Ministeriums des Innern. Jg. 2. Berlin. Nr. 

15,27. Dezember 1841.)——107—110、114—120、122—132、148、357、360、 

362、379、380、384、389、957、960、961、976、980、981。

L

《莱茵省等级会议组织法。1824年3月27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24 

年柏林版第 9 号(Gesetz wegen Anordnung der Provinzial-Stände für die 

Rheinprovinzen. Vom 27sten März 1824.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24. Nr. 9.)。--- 330一332O

《罗马法全书》(Corpus iuris civilis，)：

一《法学阶梯》(Institutiones. )。--- 882。

~《学说汇纂》(Digesta. )。--- 882、939。

N

《拿破仑法典》，官方出版的原件单行本，1808年巴黎版(Code Napoléon. Ed. 

orig, et seule officielle. Paris 1808. )。--- 216、227—228。

P

《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1806年柏林版下册(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die 

Preußischen Staaten. Th. 2. Berlin 1806，)。--- 216、217、227、346、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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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 o —~ 335 o

s
《省等级会议一般组织法。1823年6月5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23 

年柏林版第 I3 号（Allgemeines Gesetz wegen Anordnung der Provinzials

tände. Vom 5ten Juni 1823.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23. Nr. 13,〉。--- 330o

w
《王国负责书报检査的各部关于〈莱茵报〉从1843年4月1日停止出版的指令。 

1843 年 1 月 20 日 KErlaß der Königlichen » dem Censur-Wesen vorgesetzten 

Ministerien über das Aufhören der Rheinischen Zeitung mit dem 1. April 

1843. 20. Januar 1843.）。——424、95O、951、952、969、S71—977。

《王国有关各部就获准出版的报刊向他人转让编辑权一事给王国科布伦茨总督 

府的指令。1833年3月5日于柏林（摘录）》，载于《普鲁士内政管理年鉴》（柏 

林）1833 年卷第 17 卷第 1 期（Auszug aus dem Rescripte der Königl. Ministe

rien an das Königliche Oberpräsidium zu Coblenz 9 wegen Uebertragung der 

Redaktion genehmigter Zeitschriiten an Andere. Berlin, den 5. März 1833. 

In: Annalen der Preußischen innern Staats-Verwaltung. Hrsg, von K. A. von 

Kamptz. Jg. 1833. Bd. 17. H. 1. Berlin 1833.）,——954、972。

《王国有关各部就发放定期报刊出版许可证一事给王国各总督府的通吿。副本 

发至王国书报检査总署。1833年12月18日于柏林》，载于《普鲁士内政管理 

年鉴》（柏林）1833 年卷第 17 卷第 4 期（Cirkular-Reskript der Königl. Minis

terien an sämmtliche Königl. Oberpräsidien, und abschriftlich an das Königl. 

Ober-Censurkollegium, die Ertheilung von Konzessionen zur Herausgabe pe

riodischer Schriften betreffend. Berlin，den 18. Dezember 1833. In «Annalen 

der Preußischen innern Staats-Verwaltung. Hrsg, von K. A，von Kamp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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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 1833. Bd. 17. H. 4. Berlin 1833.)。——957—958、96O、S78—979。

《王国有关各部就报刊出版人另聘责任编辑不需批准或认可一事给莱茵省总督

的指令。1837年10月6日于柏林》，载于《普鲁士内政管理年鉴》(柏林)1837 

年卷第 21 卷第 1 期(Reskript der Königl. Ministerien, an den Königl. Ober

präsidenten der Rheinprovinz， daß die Annahme eines andern verant

wortlichen Redakteurs seitens des Verlegers einer Zeitschrift der Genehmi

gung oder Bestätigung nicht bedürfe. Berlin，den 6. Oktober 1837. In: An

nalen der Preußischen innern Staats-Verwaltung. Hrsg, von K. A. von 

Kamptz. Jg. 1837. Bd. 21. H. L Berlin 1837.)。——958、976。

《王室内阁指令。1837年8月6日。附对1819年10月18日和1824年12月28 

日关于印刷品的书报检査的决定的解释和补充》，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 

编》1837 年柏林版第 18 号(Allerhöchste Kabinetsorder vom 6. August 

1837，Erl. u. Erg. der Verordnungen über die Censur der Druckschriften 

vom 18. Oktober 1819 u. 28. Dezember 1824 enthaltend. In： Gesetz-Samm

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37. Nr. 18.)。---

952、971、974。

《王室内阁指令及各省联合等级委员会会议工作条例。1842年8月19 0》，载于 

1842年10月29日《普鲁士王国内务管理内阁通报》(柏林)，内务部办公厅 

编，第 3 年卷第 13 期(Allerhöchste Kabinets-Ordre, mit der Geschäfts-Ord

nung für die Versammlung der vereinigten ständischen Ausschüsse 

sämtlicher Provinzen，vom 19. August 1842. In： Ministerial-Blatt för die 

gesammte innere Verwaltung in den Königlich Preußischen Staaten. Hrsg, 

im Bureau des Ministeriums des Innern. Jg. 3. Berlin. Nr. 13, 29. Oktober 

1842.)。--- 335。

X

《宪章》(La Charte Constitutionelle. )。--- 216、305。

《刑法典》(Code d'instruction criminelle)。--- 269。



文献索引 1127

报刊中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B

《贝恩卡斯待尔、维特利希、蔡尔及周围地区公益周刊》

—1835 年 6 月 18 日第 12 期:(Folgende Thatsache verdient“.)o --------------3820

~1835 年 12 月 3 日第 36 期：(Zum Schlüsse der verschiedenen merk-

würdigen Berichte”.)。--- 382。

—1836 年 4 月 14 日第 15 期：(Am 26. [sechsundzwanzigstenj März wurden 

•••[Korrespondenz aus : ]Berncastel，den 12. April 1836. )„ --------------382。

—1837 年 11 月 23 日第 47 期：(Eine Wittwe zu Graach…)。--- 382。

D

《杜塞尔多夫日报》

—1843 年1 月 5 日第 5 号：(Das unbedingte Verbot …[Korrespondenz aus:] 

Berlin，vom 1. Januar. )0 --------------398。

F

《法兰克福报》

—1842 年 12 月 19 日第 349 号附刊：(Erfreulich ist's，…[Korrespondenz 

aus：jCoblenz, 18. Dec.)。--- 370。

K

《科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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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 年 11 月 11 口第 315 号：(Von einem benachbarten Blatte ."[Korre- 

spondenz aus.jKöln» 10. Nov.>。--- 309—314«,

一1842 年 11 月 15 日第 319 号：(Eine Königliche Cabinetsordre ••• [Korre

spondenz aus；] Berlin, 11. Nov. )。--- 318、961、967、980o

一1842 年 12 月 22 日第 356 号：(Die Redaction ist…[Korrespondenz aus:] 

Köln« 21. Dec.)。--- 407。

— 1842 年 12 月 31 日第 365 号：(So eben vernehmen wir••• [Korrespondenz 

aus :]Leipzig，27. Dec. ) e --------------396、398、404、405。

—1843 年 1 月 11 日第 11 号：(Die“Rheinische Z[ei]t[un]g”findet...[Korre- 

spondenz aus : ]Köln, 10. Jan. )<, --------------4119

L

《莱茵--摩泽尔日报》

—1843 年 1 月 6 日第 6 号：(Das Verbot der Leipziger Allgemeinen Zeitung… 

[Korrespondenz:]Vom Rhein，den 4. Januar. )e --------------401、4150

—1843 年 1 月 11 日第 11 号：(Die Rheinische Zeitung No. 8 hat sich …[Kor- 

respondenz aus：]Koblenz, den 10. Jan.)。--- 414一415、421—423。

—1843 年 1 月 15 日第 15 号：(Der Rheinische Zeitung diene…[Korrespon- 

denz aus:]Koblenz，den 13. Jan.)。--- 4210

一1843 年 3 月 g 日第 67 号：(Wenn die häufige." [Korrespondenz:]Vom 

Rheine，den 6. März.)。--- 432一434、442。

《莱茵报》

~1842 年 11 月 13 日第 317 号：(Die Absperrung von Anzeigen aus den 

Blättern des Herrn von Cotta. )。--- 325—3270

《曼海姆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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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 年 10 月 15 日第 243 号：(Ich war wirklich überrascht••- [Korrespon

denz aus： JPfalz, 12. Okt. ),--------------297。

X

《戏剧节目。精神、情感和舆论杂谈》

一1842 年 11 月 18 日第 318 号：(Der Dichter Georg Herwegh befindet sich 

•••)c --------------946。

Y

《亚琛城日报》

一1842 年 10 月 22 日第 293 号：(Die Mannheimer Abend-Z Cei Jt Cun3g en

thält •••^Korrespondenz aus ：3Aachen ,22. Okt. )o --------------297、298。

Z

《总汇报》

一1842 年 10 月 11 日第 284 号:(Am 5. [fünften]Oct. starb ••• [Korrespon

denz aus： jLondont 5. Oct. ) o--------------294o

文学著作

A

埃斯库罗斯《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20、66、11、12、57。 

奥柏《青铜马L——909。

奥维狄乌斯•纳佐(〈爱经h——721。

奥维狄乌斯•纳佐C变形记》。——722,823.

奥维狄乌斯•纳佐《哀歌》。——691、70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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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布瓦洛-德普雷奥《读经台》。——824。

D

德尔图良，昆•赛•弗•《论基督的肉体复活》。——214。

F

伏尔泰《终于得到解释的圣经h——412。 

伏尔奉《浪子》。113，

歌德《浮士德》悲剧第1部。——742、752、817。

歌德《伊菲姬妮亚在陶里斯》。——139。

歌德《模仿和超过法尔科内》，——145。

歌德《列那狐》。——268。

歌德《总结》。——111。

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一742,810. 

格鲁克《阿尔米达》。——784。

戈尔德斯密，奥•《韦克菲尔德的乡村牧师h——812。

H

荷马《伊利亚特》，——19,66»

霍夫曼，恩•泰•阿•《魔鬼的灵药》。一'828。

K

克莱门斯（亚历山大里亚的）《地毯集:L——19,66,70,82



文献索引 1131

卢克莱修《物性论》。——32—33、36、43、46、50、63、81—82,84、85—88、90— 

93、97。

罗迪加斯特，赛•《上帝创造之物完美无比》。——742.

吕凯特，弗•《赛鲁支人阿卜宰德的变化或哈里里的木卡姆》。——186,187.

马尔施讷《汉斯•海林》。——909。

莫里哀《讨厌的人》。一411。

莫森《维罗纳会议h —325,326»

莫森《伯恩哈德公爵》》―327。

O

欧塞比乌斯《福音之准备》。——25、40、69、71、84、86、89.

P

普罗鼷尔提乌斯《哀歌》。——937。

［普斯特库亨-格兰佐］《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739,907«

S

塞万提斯《唐•吉诃德》。——126,300.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231.314.

莎士比亚《尤利乌斯•凯撤》。——432。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255,281.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一409,413.

莎士比亚《李尔王》》—218~219、324、32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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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土比亚《理査三世》。-一808»

莎士比亚《麦克佩斯》。824。

莎士比亚《奥塞罗》。一一323。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h 148。

莎士比亚《持洛埃勒斯与克曹雪达》。——809。

斯特恩，劳•《特利斯屈兰•善第先生的生平和见解》。——112。 

斯托贝，约•《自然的牧歌》。——25、47、71、73、79、80、86、88、89、91。

T

忒伦底乌斯《安德罗斯岛的姑娘》。——400。

W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107,817.

维兰德《新'阿马迪斯〉）。——125。

乌兰德《复仇》。——166。

X

席勒《钟之歌》。——739。

席勒《论素朴的和伤感的诗》。——111。 

席勒《华伦斯坦》》739。

席勒《信仰的话》》--- 144«,

Y

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157.

Z

扎勒特.弗•《俗入福音〉＞。——438-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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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 412»

圣经——740。

《旧约》

—次经•苏撒拿传。——747。

—何西阿书。--- 154»

-摩西一经《创世记》。—— 183/185,197

--摩西四经《民数记》。_ 786o

-撒姆耳记上、下，,——739
O

—以赛亚书。—— 944。

一约书亚记。一-- 227、821。

■一箴言。--- 827。

《新约》

一哥林多前书。• — 224。

一哥罗西书。 19、660

--路加福音。—— 3Ç2、747O

—罗马人书。—— 226c

一马可福音。—— 224、302。

一马太福音。--- 154、224、301、817。

一使徒行传。一 66、192。

一约翰福音，—— 157349-
-454、809。

一约翰启示录》——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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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埃尔伯费尔德日报KElberfeld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90年创刊， 

1834-H904年用这个名称出版，此后改名为《埃尔伯费尔德日报。联合总汇 

报和地方报。(随送附刊)》(Elberfelder Zeitung. Vereinigte Allgemeine 

Zeitung und Provinzial-Zeitung [nebst Intelligenzblatt]〉，继续出版至 1926 

年U839—1843年主编是马丁 •龙克尔，1844—1862年为伯•猎韦；19世纪 

30-40年代报纸持有福音教会正统派和保守派的观点。一398,401,946.

《〈埃尔伯费尔德日报〉附刊KElberfelder Inteliigenzblatt)—见《埃尔伯费尔 

德日报》。

《埃尔伯费尔德日报。联合总汇报和地方报。(随送附刊)》(Elberfelder Zeitung. 

Vereinigte Allgemeine Zeitung und Provinzial-Zeitung [ nebst 

Inteliigenzblatt])--------------见《埃尔伯费尔德日报》。

《奥格斯B报》(Augsburger Zeitung)--------------见＜总汇报》。

B

«贝恩卡斯特尔、维特利希、蔡尔及周围地区公益周刊》(Gemeinnütziges 

Wochenblatt für die Kreise Bernkastel, Wittlich，Zell und die umliegende 

Gegend)——德国的一家周刊，1835年起在贝恩卡斯特尔出版，主要报道当 

地发生的事件，一382-383。

《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es)--------------见《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Berlinische Nachrichten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德国的一■家日报，1740年由约■卡•施本纳创办，从1748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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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通称为《施本纳报》(Spenersche Zeitung),从1872年起便正式以这个名称 

出版；19世纪60年代为政府的半官方报纸，一136。

《柏林政治周刊》(Berliner Politisches Wochenblatt)——德国的一家周报， 

1831—1841年在柏林出版，代表君主派的观点，对普鲁士的政治发展有影响， 

曾得到皇太子弗里德里希-威廉的支持。——154、221、293。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Königlich privilegi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德国的一家日报，18世纪初在柏林创

刊，1751年起因报纸所有人是克•弗•福斯而被称为《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1911—1934年正式用这个名称出版；19世纪40年代初代表柏林资 

产阶级温和自由派的观点。——136。

D

《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青年黑格尔派的刊物，1838年1月一1841年6月以日报形 

式在莱比锡出版，由阿•卢格和泰•埃希待迈尔负责编辑，简称《哈雷年鉴》 

或《德国年鉴h因在普鲁士受到禁止刊行的威胁，编辑部从哈雷迁到萨克森 

的德累斯顿，并更名为《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

senschaft und Kunst)，从1841年7月起由阿•卢格负责编辑，继续出版j 

1843年1月3日被萨克森政府査封，并经联邦议会决定在全国査禁。《德国科 

学和艺术年鉴》起初为文学哲学杂志，从1839年底起逐步成为政治评论性刊 

物，该刊在1838—1841年还出版《哈雷年鉴附刊》(Intelligenzblatt zu den 

Hallischen Jahrbüchern)，主要刊登新书广告。--- 221。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见《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德国年鉴KDeutsche Jahrbücher)—见《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德意志帝国通报和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Deutscher Reichs-Anzeiger und

Königlich 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见《普鲁士国家总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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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总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见《莱比锡总汇报》。

《杜塞尔多夫日报KDüsseldorf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45年创刊，

1826-1926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9世纪40-60年代奉行温和自由主义方 

针。——188,189,193,195—220,398.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一德国的一家日报，1665年左右在美因 

河畔法兰克福创W,1684-—1卯3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823_1903年每日出版 

文学附刊《戏剧节目.精神、情感和舆论杂谈》(Didaskalia. Blätter für Geist, 

Gemüth und Publizität) ? 19世纪40年代报纸具有温和自由派的倾向-,1842— 

1843年曾多次转载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的文章。——370,946.

《福斯报MVossische Zeitung)——见《: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

G

《公益周刊》(Gemeinnütziges Wochenblatt)--------------见《贝恩卡斯特尔、维特利希、

蔡尔及周围地区公益周刊》。 ‘ ’

《国家报》(Staats-Zeitung)--------------见《普昝士国家总汇报》。

《国民报KLe National)——法国的一家日报，1830年由路•阿•梯也尔、弗• 

奥•玛♦米涅和阿•卡尔在巴黎创刊；1834—1848年用(1834年国民报》(Le 

National de 1834)的名称出版；40年代是温和的共和党的机关报；1848_ 

1849年革命时期聚集在报纸周围的有阿•马拉斯特、路•安•加尔涅-帕热 

斯和路•欧•卡芬雅克等资产阶级共和党人U851年停刊。——256。

H

«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见《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哈雷年鉴附刊》(Intelligenzblatt zu den Hallischen Jahrbüchern)--------------见《德国

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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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Staats und Gelehrte Zeitung des Hamburgi-

sehen unpartheiischen Correspondenten)-------------德国的--家口 报，1731—1868 年

用这个名称出版》1869—1923年用《汉堡记者》(Hamburger Correspondent) 

的名称出版，19世纪40年代是保守派的机关报，曾详细报道为反对査禁《莱 

茵报》而采取的措施》 221、401。

《汉堡记者》(Hamburger Correspondent)——见《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 

报》。

《黄蜂》(Les Guepes)―法国的一家讽剌杂志，1839—1849年在巴黎出版，起 

初每月出一次，后改为不定期出版，主编是阿♦卡尔。——401，

K

《科布伦茨王国行政区政府公报》(Amts-Blatt der Königl. Regierung zu 

Coblenz)——德国的一家周报，科布伦茨王国行政区政府机关报U816年起 

在科布伦茨出版。——361、388。

«科隆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世纪创刊，1802— 

1945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9世纪40年代初代表温和自由派的观点，对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反对派持批判态度，维护莱茵地区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科隆教 

会争论中代表天主教会的利益0莱茵报》被査封后，成为莱茵地区资产阶级 

自由派的主要机关报；1831年起出版者是杜蒙,1842年报纸的政治编辑是海 

尔梅斯。——206—208、218、221、228、236、307、309—315、318、320、321、 

396^398,399,404—408.411—412,438.951»

《柯尼斯堡哈通报》(Königsberger Hartungsche Zeitung)--------------见î普鲁士王国国

家、军事和和平日报》。

《柯尼斯堡日报》(Königsberger Zeitung)--------------见《普鲁士王国国家、军事和和平

口报h

《柯尼斯堡总汇报》(Königberger Allgemein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根，半

官方报纸；1843— 1845年在柯尼斯堡出版。——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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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比锡总汇报》(Leipziger Allgemein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37年

创刊，代表自由派的观点，特别是到1842年初，报纸成了自由主义反对派的 

喉舌，1842年11月起，在古•尤利乌斯领导的编辑部影响下，日益尖锐地抨 

击普鲁士,因而于18’43年1月被禁止在普昝士堍内出版;报纸曾公开发表马 

克思对它被査禁的态度，并详细报道丁为反对《莱茵报》被査封而采取的各种 

措施;1843年6月底，布罗克豪斯出版社通过改组编辑部，调整出版方针和更 

换报名，而获得报纸在普鲁士境内重新出版的许可》报纸用《德意志总汇报》 

(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这个名称一直出版到18乃年》报纸在1848年 

夏天以前坚持保守方针，以后采取自由主义方针。——351-353,396,398- 

404.413—417,422,987.

《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见《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莱茵科学、文学和艺术论丛》(Rheinische Blätter für Wissenschaft.Literatur

und Kunst)——《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的附刊。——973.

《莱茵一摩泽尔日报》(Rhein- und Mosel-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31—

1850年在科布伦茨出版î报纸有时代表温和自由派的观点，1843年初起成为 

政治天主教的报纸。——389、400、402、411、413—423、432—444。

《莱茵人民报^Rheinisches Volksblatt)——德国的一家文学报，1836-1841年 

在科隆出版，1840年起作为《莱茵总汇报》(Rheinische Allgemeine Zeitung) 

的附刊出版。——953,972.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U842年1月1日一 

1843年3月31日在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在科隆出版》1842年4月 

起马克思为报纸撰稿，同年10月马克思成为报纸编辑；在马克思担任缟辑期 

间，报纸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并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反对派报纸 

之~»1843年4月1日被普鲁士政府査封。——203、219、227、240、29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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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297—298、305—306、312—315、317、320、321、323、324、326—328、346、 

355—360、362、398、399、404~406、408、411一413、421、423—432、442—445、 

947、949—981、983—989、992、994、996。

《莱茵总汇报》(Rheinische Allgemein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40年

10月一 1841年12月8日由伯•腊韦和约•威•狄茨在科隆出版!后来把自 

己的出版许可证转让给了莱茵报社。——953、972。

《曼海姆晚报》(Manheimer Abendzeitung)---------------德国的一家报纸，由卡•格律恩

创办，1842—1849年在曼海姆出版，每3出一次;在卡•格律恩和卡•路•贝 

尔奈斯领导下代表民主主义观点U842_1843年曾转载《莱茵报》上的几篇文 

章并报道马克思对这些文章的积极肯定的态度；曾对査封《莱茵报》一事作出 

强烈反应，并就《莱茵报》编辑部和马克思在该报的作用作过报道。—— 

297—298。

《靡菲斯特斐勒司。现代德意志简评》(Mefistofeles. Revue der deutschen

Gegenwart in Skizzen und Umrissen)--------------德国的一家杂志，1842—1844 年先

后在莱比锡、明斯特和卡塞尔出版，共出5期；主编是自由派新闻工作者弗• 

施泰因曼。--- 291。

《慕尼黑历史政治论丛》(Münchener Historische Politische Blätter)--------------见《天

主教德国历史政治论丛》。

P

《普鲁士国家报》(Preußische，Staats-Zeitung)---------------见《普鲁士国家总汇报》。

《普鲁士国家通报》(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见《普鲁士国家总汇报》<>

《普鲁士国家总汇报》(Allgemeine Preußische Staats-Zeitung )--------------德国的一家

日报，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报纸，1819年1月2日一 1843年6月30日在柏林出 

版U843年7月1日一1848年4月30日用《普鲁士总汇报》(Allgeme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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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ußische Zeitung)的名称出版，年5月1日一 1850年12月31日改名 

为《普鲁士国家通报》(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 j 1871年5月4日起成为 

德意志帝国政府的官方报纸，并更名为《德意志帝国通报和普鲁士王国国家 

通报》(Deutscher Reichs-Anzeiger und Königlich Preußischer Staats- 

Anzeiger ),1917 年停刊.——136、139~144、289、396、402、425、964。

《普鲁士王国国家、军事和和平日报》(Königlich-Preußische Staats- und

Friedens-Zeitung )--------------德国的一家日报，17世纪在柯尼斯堡创刊；1752—

1850年用这个名称出版，人称《柯尼斯堡日报》(Königsberger Zeitung)s 1850 

年改名为《柯尼斯堡哈通报》(Königsberger Hartungsche Zeitung)» 1842一 

1843年2月报纸深受约•雅科比的影响，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反对派的喉 

舌；曾转载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的几篇文章，并详细报道《莱茵报》被查封 

的经过》——227。

《普鲁土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 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见《普鲁士

国家总汇报》。

《普鲁士总汇报》(Allgemeine Preußische Zeitung)-------------见《普鲁士国家总汇报》。

S

《施本纳报》(Spenersche Zeitung)--------------见《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

T

《特里尔日报》(Trier*sehe Zeitung) — -德国的一家日报，175 7年在待里尔创 

刊，1815~1919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842年起报纸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 

观点，特别是深受亨，贝特齐希的影响;40年代中开始接受“真正的”社会主 

义者的影响；1842-1843年曾转载《莱茵报》上马克思的几篇文章，全面支持 

《摩泽尔河记者的辩护h反对査封《莱茵报h —431,438,439.

《特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通报》(Mittheilung des 

Vereins zur Förderung der Weincultur an Mosel und Saar zu Trier)--------------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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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杂志，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机关报，1837—1843年在特里尔出版，共出 

5期＞其宗旨是确定并推广葡萄种植业的改进措施。——364—371、375。

《天主教德国历史政治论丛》(HistoHsche-politische Blätter für das Katholi sehe 

Deutschland)——德国教权派的杂志，1838—1923年由格•哥雷斯和格•菲 

力浦在慕尼黑出版，简称《慕尼黑政治论丛》(Münchener politische Blätter)? 

天主教会的喉舌，维护保守派观点Ü9世纪30-40年代反对在普鲁士占统治 

地位的新教；1839— 1848年被禁止在普鲁士境内出版。—401,413—415. 

412—423。

W

《文学和美术报》(Blätter für Literatur und bildende Kunst)--------------见《晚报》。

«晚报 KAbend-Zeitung)——德国的一家消遣文艺报，1805—1806、1817—1857

年在德累斯顿出版》1817—1843年由卡•哥•泰•温克勒化名奉奥多尔•赫 

尔(1826年以前同弗•金德一起)编辑出版，主要刊登无名作者的肤浅的消遣 

文艺作品；1836—1843年还每周出版两期附刊《文学和美术报KBlätter für 

Literatur und bildende Kunst).--------------149。

X

《戏剧节目。精神、情感和舆论杂谈》(Didaskalia. Blätter für Geist，Gemùth und 

Publizität)--------------见《法兰克福报》。

《新语文学和教育学年鉴》(Neue Jahrbücher für Philologie und 

Paedagogik)―见《语文学和教育学文库》。

Y

《亚深城日报》(Stadt Aachener Zeitung)--------------德国的~家日报，1816—1848年用

这个名称出版，此后改名为《亚琛日报》(Aachener Zeitung),1868年停刊00 

年代报纸深受大•汉泽曼的影响，主要代表莱茵省资产阶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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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298。

《亚琢日报》(Aachener Zeitung)--------------见(亚琛城日报)。

U834年国民报》(Le National de 1834)——见《国民报h

《语文学和教育学文库MArchiv für Philologie und Paedagogik)--------------相国的一

家杂志,1831—1855年作为｛新语文学和教育学年鉴》(Neue Jahr bûcher für 

Philologie und Paedagogik)的附利在莱比锡出版；出版者是哥•泽博德、约• 

克•雅恩和莱•克洛茨，——31.81.

Z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法国的

—家日报，1789年在巴黎创刊，1814年起用这个名称出版》七月王朝时期为 

政府的官方报纸J848—1849年革命时期支持反革命；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 

变后为温和的奥尔良反对派的机关报》70—80年代报纸具有保守倾向。—— 

142。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德国的家日报，1798年由约•弗*科塔

创办，由科塔出版杜先后在蒂宾根、乌尔姆和斯图加特出版，1810—1882年在 

奥格斯堡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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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三月革命以前，报纸是大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喉舌》50-60年代 

支持在奥地利霸权下统一德国的计划。一142,221,291-292,294,298, 

323—330,338x355.400,404,40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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