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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遗嘱

及其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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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遗嘱

及其补充

恩格斯１８９３年７月２９日的遗嘱

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住伦敦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收

回我过去的一切遗嘱４２４并宣布本遗嘱有效。我指定我的朋友赛米

尔·穆尔（林肯法学协会４２５律师），爱德华·伯恩施坦（报刊工作

者，伦敦海格特路５０号）和现住我家的路易莎·考茨基（瑞琴特

公园路１２２号）为我的遗嘱执行人，并遗赠他们每人 ２５０（二百

五十英镑）以酬谢他或她的辛劳。我遗嘱将我这里的我父亲的一

张油画像给我弟弟海尔曼，他若在我之前去世，则给他的儿子海

尔曼。我的全部动产和我去世之前为我家购置或已定购的其他物

品——现金和有价证券以及本遗嘱或其补充中我另作处理的东西

除外——我遗赠给上述的路易莎·考茨基。我遗嘱给德意志帝国

柏林的奥古斯特·倍倍尔（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和柏林的保尔

·辛格尔（也是帝国国会议员）共一千英镑，这笔钱奥古斯特·

倍倍尔和保尔·辛格尔或他们的继承人应作为在他们或他们的继

承人确切肯定合适的时间和地点选举他们或他认为合适的人选进

入德意志帝国国会时的经费。

我遗嘱给我的内侄女玛丽·艾伦·罗舍（经理人和会计员派

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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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希·怀特·罗舍的妻子，赖德市布莱丁路枞园）三千英镑。我

嘱咐，在我去世之前归我所有或由我处理的我的亡友卡尔·马克

思所写的全部著作手稿和他写的或写给他的全部私人信件，由我

的遗嘱执行人移交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上述卡尔·马克思

的小女儿，西中央区格雷法学协会广场７号）。我去世以前归我所

有或由我支配的全部书籍以及我的全部著作权，我遗赠给上述奥

古斯特·倍倍尔和保尔·辛格尔。我去世以前归我所有或由我支

配的全部手稿（上面指出的卡尔·马克思的著作手稿除外）和全

部信件（卡尔·马克思的上述私人信件除外），我遗赠给上述奥古

斯特·倍倍尔和爱德华·伯恩施坦。

至于我其余的财产，我吩咐把它分为八等份。我遗嘱将八分之三

给劳拉·拉法格（住法国巴黎附近的勒－佩勒，上述卡尔·马克思的

大女儿，法国众议院议员保尔·拉法格的妻子），八分之三给上述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最后八分之二给上述路易莎·考茨基。

我授权我的遗嘱执行人在他们认为适当的任何时候交付或调拨我

的产业——存款和上述财产的任何部分，以满足对我的遗产的继

承权或者提供我财产的上述余额中的任何部分。我同时授权他们

以他们认为适当的方式最后确定我上述产业或其任何部分的价

值。我，上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签署我这份遗嘱以资为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１８９３年７月２９日

由上述遗嘱人当我们的面签字立为遗嘱，同时我们当他的面

签字于下作为证人：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西中央区菲茨罗伊广场菲茨罗伊街

４８４ １．弗·恩格斯的遗嘱及其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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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号

路德维希·弗赖贝格尔，皇家医学会医学博士，西中央区培

德福德广场高厄大街１１号

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１４日

恩格斯给他的遗嘱执行人的信４２６

致我遗嘱中提名的遗嘱执行人

（１）下列文字用以补充和说明我的遗嘱。下文仅仅表达我的希望，对我

的遗嘱执行人丝毫不应有法律上的约束。相反，如果这些希望同我遗

嘱的法律涵义有抵触，这些希望应不予注意。

（２）我至望将我的遗体火化，而我的骨灰，一有可能就把它

沉于海中。

（３）我希望，我去世后立即将我的遗嘱副本转交我在巴门的

弟弟海尔曼·恩格斯，如果他已去世，则交给住在科伦附近恩格

耳斯基尔亨的小海尔曼·恩格斯。

（４）如果赛米尔·穆尔在我去世时不在英国，而他又不能立

即开始履行他遗嘱执行人的职责时，则伯恩施坦和路易莎可在他

不参加的情况下进行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以及如果赛米尔·穆

尔那时在英国某地而不在伦敦的情况下，我建议他们把我的遗嘱

抄一份供自己使用，而将原本送交滨河路郎卡斯特场７号“克罗

斯父子”法律事务所留作证明，以便它为我的遗嘱执行人提供法

律帮助。这些遗嘱执行人要立即注意以下各点：

（ａ）向克罗斯先生们问清楚，他们打算采取哪些措施以便尽快

５８４１．弗·恩格斯的遗嘱及其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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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我在伦敦联合银行（有限）瑞琴特路分行的存款实行完全控

制，并对我用作日常开支的那部分存款取得支配权。

（ｂ）确定我的财产价值。应该对我的家具，书籍等等进行估

价。克罗斯先生们应做此事。我的国家证券、股票等形式的存款

价值，在我去世时可按官方牌价和股票交易所牌价确定，这笔存

款将由我的经纪人克莱通先生和阿斯通先生（住东中央区托尔姆

豪斯场塔恩豪斯大厦４号）提供给我的遗嘱执行人。

（ｃ）根据克罗斯先生们对我的遗嘱执行人的说明，我遗嘱中所

列的款数不应按标明的数量如数支付，而应从每部分中扣除相应

数额的遗产税。

（５）在我书籍中将会发现我多年前给劳拉·拉法格和保尔·

拉法格，派尔希·罗舍和艾伦·罗舍，爱德华·艾威林和爱琳娜

·马克思－艾威林的不同钱数的记录。我想特别强调一下这点，这

些款项不是应归还我的款项，而是并且一向是我这一方的自愿馈

赠。因此不得以任何形式索取这些款项。

（６）为了付清我留给艾伦·罗舍的那部分遗产，我的遗嘱执

行人应该使用派尔希·罗舍在他的父母去世后应付给他的那笔款

项，该款的权利我已从上述派尔希·罗舍手中购得。我希望付给

艾伦·罗舍的这笔钱的总数应为我上次所花的购买费，即我付给

派尔希·罗舍的二百五十英镑和付给代理人作为业务活动费的三

十英镑——总共二百八十英镑。

（７）我想就我留下的文件对我的遗嘱作如下补充：

（ａ）卡尔·马克思手写的全部文件（他给我的信除外）和写给

他的全部信件（我给他的信除外）应归还卡尔·马克思的继承人

的法定代表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６８４ １．弗·恩格斯的遗嘱及其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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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派尔希·罗舍和艾伦·罗舍，劳拉·拉法格和保尔·拉

法格，爱德华·艾威林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或者我的巴

门和恩格耳斯基尔亨的亲戚们，或者苏黎世的博伊斯特一家给我

的全部信件，应分别归还写信人。

这就是我要说的一切。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１４日于伦敦

又及：当然，桑南夏恩付给《资本论》和我的著作《工人阶

级状况》的稿费或余款，也象以往一样，付给前一著作的，应给

马克思的继承人和译者（劳拉五分之一，杜西五分之一，燕妮的

孩子们五分之一，赛米尔·穆尔二十五分之六，爱德华·艾威林

二十五分之四），付给后一著作的，则全部给弗洛伦斯·凯利。

１８９５年７月２６日对遗嘱的补充

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住伦敦瑞琴特公园路４１号，原住

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在此宣布，我１８９５年７月２６日对我１８９３

年７月２９日的遗嘱所作的这个补充为第一个补充。我宣布我在上

述遗嘱中规定给我的内侄女玛丽·艾伦·罗舍（派尔希·怀特·

罗舍的妻子）三千英镑的数目无效，现在我遗赠给她二千二百三

十英镑，同时遗赠给她那份应以货币形式归还的财产——上述派

尔希·怀特·罗舍根据他父母的婚约在他们死后对这份财产享有

或曾经享有权利，而我过去从他手里购得这一权利时花了二百四

十英镑，另外我还花了三十英镑业务活动费，总共二百七十英镑。

７８４１．弗·恩格斯的遗嘱及其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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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嘱咐，凡是我付给这位派尔希·怀特·罗舍，其妻玛丽·艾伦

·罗舍，保尔·拉法格，其妻劳拉·拉法格，爱德华·艾威林博

士，其妻爱琳娜·马克思，奥斯渥特·欧根和弗里德里希·列斯

纳或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未得到偿还的全部款数，都应看作我给其

中每个人的自愿馈赠，因而我现在把这些钱遗赠给他们。我遗嘱，

为了感谢路德维希·弗赖贝格尔博士（住伦敦瑞琴特公园路４１

号）几年来作为专家不取任何报酬给予我的坚持不懈的照顾，从

１８９３年７月１日起直到我去世之日止每满一年给他八十英镑，从

今年７月１日起直到我去世之日止的这段时间给他五十英镑。我

做出此项遗嘱的条件是，如果他不提出诉讼要求我或从我的财产

中为他的专业服务付给报酬的话。

我授权我的遗嘱执行人并嘱咐，在宣布公开出售伦敦瑞琴特

公园路４１号我的房屋租赁合同之前，在按合同支付房租和履行其他义务

的条件下把延长上述租赁合同的权利交给路易莎·弗赖贝格尔（即我前

述遗嘱中提到的路易莎·考茨基，而今她是弗赖贝格尔博士的妻子），

以保证我的财产和我的遗嘱执行人的财产不受房主根据上述合同

所能提出的一切要求的牵连。这一权利应由上述路易莎·弗赖贝

格尔在我去世后的一个月内以书面形式通知我的任何一位遗嘱执

行人实现。在前述遗嘱中我曾嘱咐我生前归我所有或由我处理的

卡尔·马克思所写的或写给他的全部私人信件由我的遗嘱执行人

交给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现在我正式宣布上述处理私人信

件方面的安排无效，我现在嘱咐，我生前归我所有或由我处理的前

述卡尔·马克思所写的或写给他的全部信件（我给他的和他给我

的信件除外），由我的遗嘱执行人交给上述的爱琳娜·马克思－艾

威林，她是前述卡尔·马克思的法定的私人代表；此外我嘱咐，我

８８４ １．弗·恩格斯的遗嘱及其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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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归我所有的我在巴门或恩格耳斯基尔亨的亲戚们，派尔希·

怀·罗舍或其妻艾伦，保尔·拉法格或其妻劳拉，爱德华·艾威林

博士或其妻爱琳娜·马克思，路德维希·弗赖贝格尔博士或其妻

路易莎以及苏黎世的博伊斯特一家写来的全部信件，由我的遗嘱

执行人交还各有关写信人。根据这一点，我收回在我遗嘱中提到的

给予奥古斯特·倍倍尔和爱德华·伯恩施坦对“全部信件（卡尔·

马克思的前述私人信件除外）”的继承权，我现在遗嘱把全部信件

（按本补充的安排应交给上述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的信件以

及我在本补充中另作处理的信件除外）交给上述奥古斯特·倍倍

尔和爱德华·伯恩施坦。在上述种种说明之后，我确认我所提及的

遗嘱，并于上述的年月日在此签字以资为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上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当我们的面签字并宣布作为其遗嘱

的补充，同时我们当他的面签字于下作为证人：

艾达·皮尔斯，女护士，住址：瑞琴特公园路４１号

萨·尼科尔斯·尼科尔斯，女厨师，住址：瑞琴特公园路４１号

２

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

柏林沙洛顿堡

［１８９４年７月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夫人：

我们大家聚会在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喝着德国啤酒并等待

９８４２．致娜·李卜克内西（１８９４年７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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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关于选举的电报。

      弗·列斯纳，爱德·伯恩施坦，弗·德穆特，威

·梭恩，威廉①，弗·恩格斯，玛丽亚·门德尔

森，路·弗赖贝格尔，奥托·维特耳斯赫弗尔，

吉娜·伯恩施坦，斯塔尼斯拉夫·门德尔森，尤

利乌斯②，路易莎·弗赖贝格尔

３

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

致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

苏 黎 世

（摘 要）

［１８９５年１月１日于伦敦］

  ……我来晚了，弗里德里希·卡尔洛维奇③身边的座位坐满

了，因此我坐得很远。刚吃完饭他就以平常那种亲切的感情拉过一

张椅子坐在我旁边。我决定谈谈公猫④的事，为了引起话题就从这

里的社会主义没有指望和毫不适用谈起。他就这个题目发挥起来：

就是普选权在这里也不会有任何意义——工人不会去利用这项权

利；为了独立参加选举就要象德国那样花费金钱和精力，而英国工

０９４ ３．维·伊·查苏利奇致格·瓦·普列汉诺夫（１８９５年１月１日）

①

②

③

④ 维·伊·查苏利奇这样称呼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尤利乌斯·莫特勒。——编者注

威廉·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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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既然不能指望从中得到直接的金钱利益，他们就不会出一点力，出一

文钱。在德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来得如此之晚，以至落到了觉醒的工人

阶级的份上，这是德国的幸运。这使德国工人阶级不象英国工人阶级那样

埋头于纯职业的斗争，而是使他们保持着对社会政治的关心。俄国也面

临这种幸运：用我们的话说，在俄国，工人阶级在读书，在觉醒，因而

将自觉地参加政治解放运动。这恰好把我引到我想对他谈的话题

上。他说，而没有我们，德国会怎么样呢？他本人的，即恩格斯的注释和补

充３６１是否提出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正在减少，——从１８６７年起危

机就没有了而且再不会是老样子了呢？——Ｓｃｈｗｉｎｄｅｌ〔生产和商

业投机，欺诈〕是资本家对他们为之进行生产的那个世界市场无知的

结果。现在，电讯、交通的速度等等使他们了解市场，并且不再幻想：不

管生产多少总有地方有人会购买。马克思说，生产集中到很大的资

本家手里以后，就该打盹（ｅｉｎｓｃｈｌｕｍｍｅｒｎ），不再追逐Ｅｘｔｒａｐｒｏｆｉｔ

〔超额利润〕，因而不再加强劳动生产率，“扩充”生产等等。这也就

是卡特尔所做（而且是有意识做）的。卡特尔把整个生产部门集中

到自己手里并划分了市场以后，没有任何理由陷入Ｓｃｈｗｉｎｄｅｌ，也

很少理由加强劳动生产率。当然，卡特尔只是使取得政权的无产阶

级便于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可是英国的无产阶级却没有这种取得

政权和进行组织的任何心理上的可能性，英国生活本身也完全不

是趋向发展这种心理上的可能性的。但这是我对你们的叙述，而当

我鼓足勇气刚刚要对他讲的时候，就宣布还有五分钟就到新年，应

该准备祝酒了。所以我也就没有承认阅读公猫的事……

１９４３．维·伊·查苏利奇致格·瓦·普列汉诺夫（１８９５年１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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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劳拉·拉法格致伊萨克·

阿道夫维奇·古尔维奇

芝 加 哥

［草稿］

１８９５年７月２日于伊斯特勃恩

  芝加哥，伊·阿·古尔维奇先生

阁下：

在回复您５月１８日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来信４２７时，

我应该通知您，恩格斯先生身体欠佳，目前还不宜写作。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嘱我通知您，他认为自己未受委托把我

父亲卡尔·马克思去世后留下的任何手稿或其片断交第三者发

表。

谨向阁下致敬意。

忠实于您的 劳拉·拉法格

２９４ ４．劳·拉法格致伊·阿·古尔维奇（１８９５年７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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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赛米尔·穆尔致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伦  敦

１８９５年７月２１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林肯法学协会斯通大厦２号

亲爱的杜西：

因为我很想知道将军①的健康状况，所以我今晚曾去维多利

亚车站等候晚七点十五分从伊斯特勃恩到达的火车，弗赖贝格尔

大夫通常乘此次火车回来。

我接着他了，很遗憾，应该说他带来的消息没有一点令人鼓

舞的东西。他说，考虑到将军的年龄，他的病情已发展到十分危

险的地步。除了颈腺疾患以外，危险可能或者来自衰弱的心脏，或

者来自肺炎——这两者都能突然造成死亡。如果不并发肺炎，他

也许还能拖几个星期，如果并发肺炎，几小时内就会全部完结。虽

然如此，可是将军充满了希望和恢复健康的信心。他打算（而且

已同两位医生谈妥）于星期三晚②回伦敦。因此，如果你想见他，

最好在星期四到瑞琴特公园路４１号他家里来。

这是令人伤心的消息，我希望，也许是医生们弄错了。要知

道，还有那么多只有将军一人才能做的工作。因此，他的逝世从

３９４５．赛·穆尔致爱·马克思－艾威林（１８９５年７月２１日）

①

② ７月２３日。——编者注

恩格斯的绰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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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角度来看将是不可弥补的损失，而对他的朋友们来说也是巨

大的不幸。时间不多，匆此结束。

忠实于你的 赛·穆尔

６

海尔曼·恩格斯致路·济博耳德

塞尔（柴郡）

［草稿］

［１８９５年７月２８日于伦敦］

柴郡塞尔，路·济博耳德先生

阁下：

弗·恩格斯先生目前因病无法亲自执笔，委托我将信退还给

您。４２８

恩格斯先生认为，这些片断当然不能被视为《化学史》１８０。

但是如果您把这些东西标题为《磁力研究》（或者《论旧的化学史。

卡·肖莱马的遗著片断》，或者诸如此类的名称），那末您就不需

要任何人予以校阅或最后加工。最多不过您要去找一家对化学史

有兴趣的杂志。

应恩格斯先生的请求把他的这个意见通知您。谨此。

４９４ ６．海·恩格斯致路·济博耳德（１８９５年７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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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安·拉布里奥拉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译本当时没有出版；《社

会评论》杂志出版社于１８９３年在米兰出版了这一著作的意大利文版

本，译者是庞·贝蒂尼。恩格斯专门为这个版本写了序言，标题是《致意

大利读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４２９—４３１页）；该

版本还收入了１８７２年、１８８３年和１８９０年版的序言。——第３、８０页。

２ 波兰社会主义者玛丽亚·门德尔森告诉恩格斯，在法国的波兰流亡者

以策划谋杀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罪名于１８９３年１月７日遭到逮

捕。恩格斯立刻为波兰革命者辩护，揭露法国警察当局和沙皇俄国警察

当局的合伙阴谋。他写的《关于巴黎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径》（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４１５—４１７页）发表在１８９３年１月１３

日《前进报》第１１号“政治评论”栏里，没有署名。编辑部在文章前加了

如下的按语：“关于巴黎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径，我们已经在昨天作了

简要的报道，现在发表的是最有权威人士的来稿。”——第４、６页。

３ 巴拿马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

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

累塞普斯的创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而于１８７９年在法国

成立的。１８８８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

业的倒闭。后来，到１８９２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

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

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

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

于一些次要人物以及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

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第５、１４、３０、４２、４９、８８、１０３、１７８、２０８、２６２、

７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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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２页。

４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柏林人民论坛》从１８９２年８月份起，发表了

瑞士社会主义者路·艾里提埃的一组题为《汝拉联合会和米哈伊尔·

巴枯宁》（《ＤｉｅＪｕｒａｆ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ａｋｕｎｉｎ》）的文章。这组文章

几乎全以巴枯宁派的材料为根据，凭空捏造在瑞士的国际工人协会的

历史，为巴枯宁派，尤其是为无政府主义的汝拉联合会的分裂主义破坏

活动辩护。这组文章重复了对总委员会，对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尤其

是对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许多诽谤性的杜撰，毫无根据地胡说什

么１８７１年的国际伦敦代表会议是在马克思的家里举行的。恩格斯决定

不等所有文章刊完，就予以驳斥。恩格斯把声明寄给柏林的倍倍尔，让

他转交给《柏林人民论坛》编辑部，并在１８９２年１１月１５日写给倍倍尔

的信里请他关心这件事，以便使声明能在该报下一号上刊登出来，因为

“不能容许这种谎言继续编造下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３８卷第５１５页）。恩格斯的声明发表在１８９２年１１月１９日的《柏林人民

论坛》上，标题是《致〈柏林人民论坛〉报编辑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４０５—４０８页），而１８９２年１２月２４日，该报除了

刊载最后一篇（第十三篇）文章外，还刊出了路·艾里提埃的答复。艾里

提埃在答复里，以及在１８９２年１２月２５日写给恩格斯的信里大放厥

词，企图驳倒对他歪曲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所作的谴责。１８９３年１月

２０日，恩格斯写了一封回信给艾里提埃（见本卷第１０—１２页）。——

第７、１０、２４、４２７页。

５ 独立工党是１８９３年１月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

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在布莱

得弗德会议上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

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凯尔·哈第。党把

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

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

纲领中。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宗派主义错误而

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

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

８９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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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党进行勾结。后来列宁在评述独立工党时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始

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

义则非常依赖”（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２９卷第４５０页，第１８卷第３５４

页）。１９００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第７、１２、３０、４２、５４、５７、７３、２０７、

２２４、２７２、２７４、２７７、２８０、２９４、３１８、３４３、３６３、４２９、４７６页。

６ 社会民主联盟 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１８８４年８月在民主联盟的基

础上成立。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

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

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

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

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１８８４

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在１８８４年１２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

主义同盟（见注２９），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盟里的影响

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

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１９０７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联盟改

组为社会民主党，１９１１年又与独立工党（见注５）中的左派合并，命名为

英国社会党。该党的一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

第７、５４、５７、７２、２１１、２２４、２２９、２３６、２６６、２７２、２７４、２７７、２８０、２９３、３１７、

３４３、４２９、４４４、４７６页。

７ 费边派 是一批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１８８４年成立的、机会主义的

费边社 的成员。它的主要首领是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费

边社以古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命名。费边曾在同汉尼拔的

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

号。费边社分子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

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宣扬用所谓“地方公有

社会主义”的办法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在工人阶级中传

播资产阶级影响，是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发源

地之一。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

策”（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２３７页）。１９００年，费边社并入工

党。——第７、５４、５７、７２、７７、１６３、２１１、２２４、２７２、４３０页。

９９４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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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指１８７２年９月２—７日举行的 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和

恩格斯亲自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和他

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

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受到谴责，他们的领导

者巴枯宁等被开除出国际。——第９、３００、４２７页。

９ 指的是主要由工业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作家、律师等）组成的保守党

左翼，他们曾提出一个蛊惑人心的社会改良纲领，企图在选举运动期间

（１８８４年改革以后）获取工人的选票。——第９页。

１０ 左尔格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最近有一些波兰流亡者访问《纽约人民

报》编辑海·施留特尔，想要了解该报如何对待波兰正在酝酿的起义。

  １８９１年７月至８月初在喀琅施塔得举行了对法国分舰队的隆重接

待，这次接待成为沙皇俄国和法国接近的公开表示。与此同时，两国进

行了外交谈判。１８９１年８月谈判结束，签订了一个协定。根据这个协

定，法国和俄国必须就国际政治问题进行协商，并且在一方受到进攻威

胁时由双方政府协商对策。后来通过进一步的谈判，在１８９２年８月签

订了法俄军事协定，规定当一方受到攻击时，双方采取共同的军事行

动。这个协定是法俄联盟于１８９３年最终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

碑，这一联盟是为对抗三国同盟（见注２０）而建立的侵略性军事政治集

团。

  德国统治集团希望在与俄国开战时能得到波兰的支持，所以在十九

世纪九十年代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德国在波兰西部领土上的政策

稍加缓和，如放松对波兰民族团体的警察监视，在学校中教授波兰语问

题上作了一些让步，等等。——第１０页。

１１ 指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７—２３日举行的国际伦敦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是

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的成员遭到残酷镇压的情况下召开的，与会者

的范围比较狭窄：参加会议工作的有二十二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十名

有发言权的代表。未能派代表出席会议的国家则由通讯书记代表。马克

思在代表会议上代表德国，恩格斯代表意大利。代表会议总共开了九次

会议，都具有秘密的工作会议性质。有关代表会议的报告不得公布，

代表会议的决议于１８７１年１１—１２月公布。伦敦代表会议标志着

００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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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重要阶段。代表

会议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决议论述了建

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认为这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基本原则

之一。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见注８）的决定，这项决议的基本部分被

收入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在代表会议的一系列决议中阐述了无

产阶级政党的最重要的策略原则和组织原则，打击了宗派主义和改良

主义。伦敦代表会议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同巴枯宁主义

（汝拉联合会是它的主要支柱）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标志下进行的，它

在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战胜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方面起了巨大的作

用。——第１１页。

１２ １８８５年，在英国议会讨论预算问题时，爱尔兰议员不满意格莱斯顿对

爱尔兰的两面政策，同保守党一起推翻了格莱斯顿的政府。在１８８５年

底举行的选举中，保守党得到多数，而自由党也完全依赖爱尔兰议员的

票数；后来格莱斯顿在爱尔兰人的支持下重新主持内阁，于１８８６年提

出两项维护爱尔兰利益的法案——爱尔兰土地法法案和地方自治（见

注６３）法案。在１８９２年的选举中格莱斯顿再一次联合爱尔兰人，并于

１８９３年提出第二个地方自治法案；这个法案也和第一个法案一样没有

被通过。——第１２页。

１３ 中央党 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由普鲁士议会的和德

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

厅的中央）的统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

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

部的各个中小邦的天主教僧侣中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地主、资产

阶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

普鲁士的倾向。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５２６—５２７页）和《今后怎样呢？》（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８—９页）两篇文章中对中央党作了详细的评

价。

  １８９３年中央党在国会的全部三百九十七名议员中拥有一百零六名

议员，因此在其他党派发生分歧时，它的立场就能够起决定性作

１０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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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第１４、２８、５５、６８、７２、７６、８４、３６９、３８８、４２２、４３１页。

１４ 这个提案是中央党议员维克多·林泰伦于１８９２年１２月１５日在帝国

国会讨论修改刑法典时提出的。——第１４页。

１５ 指１８９１年９月俄国在法国发行的一亿二千五百万金卢布（五亿法郎）

的利率三厘的公债。起初公债很受欢迎，一亿二千五百万卢布的

公债在认购时超额了六倍半。但是，由于１８９１年饥荒所造成的俄

国经济情况的恶化，使得俄国有价证券在欧洲各交易所里急剧跌价，认

购者开始拒绝接受债券。为了防止公债的彻底失败，俄国政府不得不收

回一部分债券。结果大约只推销了九千六百万卢布的公债。——第

１４、２９９页。

１６ 机会主义派 是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国温

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称呼。——第１４、１１７、１８２、３７０、４３０页。

１７ 激进派 是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

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继续坚持

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

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

激进派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者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

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１９０１年，激进派在组织

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１４、４２、

２０９、２６９、３６３页。

１８ 恩格斯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中谈到了这个思想（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４９—５０页）。——第１４页。

１９ 埃及总督（执政者）泰菲克于１８９２年１月逝世，继任者是总督阿巴斯

二世·希尔米，他曾企图推行脱离英国的独立政策。但是英国驻埃及总

领事克罗麦于１８９３年１月对阿巴斯二世·希尔米更换政府首脑一事

加以干涉，尽管法国政府要求保持总督的独立性，克罗麦还是迫使撤销

了原先提出的人选而任命了另一个人；这就巩固了英国在埃及的统

治。——第１４页。

２０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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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三国同盟 是旨在反对法国和俄国的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侵略

性军事政治联盟。同盟于１８８２年因意大利加入１８７９年缔结的德奥军

事同盟而最终形成。三国同盟条约的期限订为五年，但是在１８８７年和

１８９１年，这个条约又重新订立，后来在１９０２年和１９１２年又自动延长

期限。三国同盟的建立使欧洲开始分成两大军事阵营，两个帝国主义国

家集团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终于导致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的第一次帝国主

义世界大战。——第１５、３７２页。

２１ 社会民主党议员弗·图曹埃尔于１８９３年１月２１日在帝国国会关于

分期付款售货企业的法律草案一读时发表演说。他以木器店老板的身

分维护这些企业主的权利，特别是向欠款人（通常是劳动人民）追索欠

款的权利。——第１５页。

２２ “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于１８９０年最后形成的小资产阶级半无

政府主义的反对派。它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

居的大学生和年青的文学家组成的（它的名称就是这样得来的）。“青年

派”的思想家是保·恩斯特、保·康普夫麦尔、汉·弥勒、布·维勒等

人。“青年派”忽视在废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后党的活动条件所发生

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

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性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

级的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１８９１年１０月德国社会民主

党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反对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第

１５页。

２３ 指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１８４０年２月７

日建立的伦敦 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

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１８４７年和１８４９—１８５０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

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

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

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在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７日退出

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

３０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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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１９１８年为英国政府所封

闭。——第１５、２８、４８、２２４、２６４、３８９、３９６页。

２４ 考茨基在１８９３年１月５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他打算在纪念马克思逝

世十周年以前根据他手头现有的材料（弗·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

威·李卜克内西的《卡尔·马克思》和古·格罗斯的《卡尔·马克思》）

写出马克思的详细传记；考茨基请求恩格斯把写传记用的补充材料告

诉他。显然，考茨基未能实现他所预想的工作。——第１７页。

２５ 由于《新时代》杂志的发行量下降，狄茨建议，这个杂志要办得更通俗

些，缩减理论部分，扩大艺术和时事政治栏的篇幅。—— 第１７、５７、

１６２、１７５页。

２６ 考茨基在１８９３年１月５日的信里说，他想通过恩格斯请爱琳娜·马

克思－艾威林给《新时代》杂志写一篇关于马克思的回忆录。考茨基的

这一请求并未实现。——第１８页。

２７ 考茨基在１８９３年１月５日的信里附寄给恩格斯一份里约热内卢出版

的报纸，其中有一篇关于巴西工人党及其纲领的文章；报纸的名称未查

明。——第１８页。

２８ 指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写的序言《致意大利读者》（见注

１）。——第２０、２１页。

２９ 屠拉梯在１８９３年１月２３日的信中向恩格斯建议，用英国社会主义同

盟创建时通过的纲领《社会主义同盟宣言》（《Ｔｈｅ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ｏｆｔｈｅＳｏ

ｃｉａｌｉｓｔＬｅａｇｕｅ》）作为《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的附录。

  社会主义同盟 是英国社会主义组织，１８８４年１２月３０日由一批不

满社会民主联盟（见注６）领导的机会主义路线而退出联盟的社会主义

者创建。同盟的组织者有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

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威廉·莫利斯等。在同盟存在的最初年

代，它的活动家们曾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但是，在同盟的成员中无政府

主义分子很快就占了上风，它的许多组织者，其中包括爱·马克思－艾

威林和爱·艾威林，都离开了同盟的队伍，于是到１８８９年同盟就瓦解

了。——第２０页。

４０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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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１８９２年１２月至１８９３年１月意大利议会关于罗马银行的舞弊问题进

行辩论；辩论的起因是议员科拉扬尼的发言。在辩论过程中揭露出的丑

事涉及一些国家活动家，许多议员、律师、新闻记者和私人，这些丑事被

称为Ｐａｎａｍｉｎｏ（小巴拿马），以有别于法国的巴拿马（见注３）。更详细的

有关情况，见恩格斯的《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２２卷第４１８—４２６页）。——第２１、３３页。

３１ 在玛丽亚·门德尔森寄给恩格斯的《工人报》上载有波兰社会民主党

人的声明，声明中宣布马尔岑·卡斯普沙克因盗用党的经费，滥用人们

对他的信任，同警察局有可疑的联系而被开除出党；此外，还刊载了柏

林社会党人表示必须同卡斯普沙克断绝关系的声明。后来卡斯普沙克

证明了这些指控是造谣中伤，并积极参加革命运动。——第２２页。

３２ 玛丽亚·门德尔森在１８９３年２月５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莫斯科和

彼得堡的俄国学生和军官对波兰和犹太的学生和军官采取了民族主义

的、反犹太主义的行动。——第２２页。

３３ 俄国流亡社会主义者弗·雅·施穆伊洛夫在１８９３年２月４日给恩格

斯的信中说，他应彼得堡《名人传记丛书》出版者巴甫连柯夫的要求，准

备写一本篇幅六至八个印张的马克思详细传记。施穆伊洛夫请求恩格

斯就以下三方面帮他收集材料：（１）传记本身；（２）马克思的实际活动，

特别是１８４７—１８４９年和国际工人协会时期；（３）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施

穆伊洛夫还请求给他寄去恩格斯的那本《神圣家族》，如不可能，则把主

要内容告诉他，或者摘出书中要点寄给他。他写道，如果在俄国不能发

表这本著作，那他就在国外把它印出来；但是施穆伊洛夫并未实现他的

愿望。——第２３页。

３４ 德意志工人协会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４７年８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

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科学

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

利时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１８４８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

由于该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

活动即告停止。

５０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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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主义者同盟 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它是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于１８４７年６月初在伦敦成立的。见恩格斯《关

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

２４１—２６１页）。——第２３页。

３５ 在１８９３年１月底帝国国会讨论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年的国家预算时，资产阶

级议员们指责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只是想挑起人民的不满，却不能说

明他们所谓的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了对此给以回

答，倍倍尔于２月３日在一篇出色的演说中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原则。结

果，这个问题一连几天成为帝国国会的中心议题，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

成功地利用了这个机会来宣传自己的思想。２月７日，极右派代表阿·

施特克尔宣布，在李卜克内西演说之后，他决定放弃发言，并提议停止

辩论这个问题。讨论至此结束。——第２６、３４、４１、５６页。

３６ 社会民主党议员卡·弗罗梅１８９３年２月４日在帝国国会中发表演说

揭露天主教的中央党（见注１３）的政策时，为了证明教会一贯地鼓励奴

隶制度，引用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话。中央党的议员

弗·希策在答复时说，弗罗梅引用的话不是托马斯·阿奎那的，而是亚

里士多德的。——第２６页。

３７ 阿格尼斯和安妮 是德国自由思想党领袖欧·李希特尔１８９１年在柏林

出版的《社会民主党对于未来的描写。倍倍尔的意想》（《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

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Ｚｕｋｕｎｆｔｓｂｉｌｄｅｒ．ＦｒｅｉｎａｃｈＢｅｂｅｌ》）中的人物。这是一本攻击社

会民主党的小册子。——第２６页。

３８ 倍倍尔在１８９３年１月３１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出了一个假设：沙皇俄

国同法国订立同盟，其目的就是和法国一起对德国发动战争，而不把欧

洲其他国家卷入战争。这样，在德国战败之后，法国就可以获得莱茵河

左岸地区，俄国则可以加强它在巴尔干的影响。——第２７页。

３９ 施皮歇恩会战 是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中最初的几次大会战之一，

发生于１８７０年８月６日。在这次会战中，普鲁士军打败了法国部队。在

历史文献中，施皮歇恩会战也称为福尔巴赫会战。——第２８页。

４０ 《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的普法战争。总司令部战争史处出版》１８７４年柏林版

６０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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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卷第１部第３４１页（《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Ｋｒｉｅｇ１８７０—７１．

Ｒｅｄｉｇｉｒｔｖｏｎｄｅｒｋｒｉｅｇ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ｎＡｂｔｈｅｉｌｕｎｇｄｅｓＧｏβｅｎ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ｔａｂｅｓ》．Ｔｈ．Ｉ，Ｂｄ．Ｉ，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７４，Ｓ．３４１）。——第２８页。

４１ 德国自由思想党 是１８８４年进步党同民族自由党左翼合并成立的。它

的领导人之一是帝国国会议员李希特尔。它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

反对俾斯麦的政府。——第２８、５５、６８、７１、７６页。

４２ １８９２年１１月，德国政府把军事法草案提交帝国国会讨论，法案规定把

１８９３—１８９９年和平时期的军队数目增加八万人以上，并追加军事拨

款，数量极大的拨款引起了广大居民阶层的不满。这甚至使得一些资产

阶级政党也起来反对这个草案。１８９３年５月６日，它被帝国国会的多

数所否决。同日政府解散国会，然后规定１８９３年６月进行新的选举（见

注８６）。选举之后，军事法草案由政府稍加修改，重新提交国会讨论，并

于１８９３年７月１５日在新选的国会中获得通过。——第２８、４３、５５、６１、

６８、７２、７６、８４页。

４３ 自由党激进派 是自由党内的激进的左派，他们主要代表工业资产阶

级；激进派在英国从来没有在组织上组成为一个派别。——第３０页。

４４ 恩格斯在这里是指从法国众议院开始辩论巴拿马丑闻（见注３）以来，

社会主义者就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发言。——第３３、４２页。

４５ 在１８９３年８月２０日和９月３日举行的法国众议院选举中，各派社会

主义者共得七十万票，选上了三十名议员；在众议院中和他们取一致立

场的还有二十名属于资产阶级左派团体（基本上属于激进派）、称为“独

立社会主义者”的议员。所以，社会主义党团共计五十人（见本卷第１８２

页）。——第３３、７３．８６、１０４、１１１、１１６、１１９、１８２、２６０页。

４６ 布鲁斯派（可能派）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

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１８８２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

“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实际上反对革命的策

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ｐｏｓｓｉｂｌｅ》）争得的东

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

１９０２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立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

７０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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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第３３、４２、９１、１１６、１３０、１８２、２４５、２６０页。

４７ １８９３年２月１１日的英国报纸《每日新闻》登载了该报驻巴黎通讯员艾

·克罗弗德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对巴拿马领导人的判决。对累塞普斯

先生的同情》（《Ｔｈ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Ｐａｎａｍａ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Ｓｙｍｐａ－ｔｈｙｆｏｒ

Ｍｒ．ｄｅＬｅｓｓｅｐｓ》）。

  法国政府被迫对巴拿马丑闻的一些当事人进行审判；１８９３年２月９

日宣布巴拿马运河公司负责人八十八岁的斐·累塞普斯和他的儿子沙

·累塞普斯被判处监禁五年，罚款三千法郎，同案人丰唐、科梯和艾费

耳被判处监禁二年和罚款。１８９３年６月１５日，上诉法院宣判他们全体

无罪；沙·累塞普斯则须被监禁一定期限以抵偿他被判处的罚

金。——第３３页。

４８ １８９３年２月１９日《社会主义者报》第１２６号摘要发表了倍倍尔２月３

日在帝国国会的演说和李卜克内西２月７日的演说。——第３４页。

４９ １８９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团向政府提出质问，帝国国会于

１８９３年１月中讨论了国内的经济困难问题，这种经济困难是由１８９０

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在１８９２年和１８９３年引起了罢工运动

的高涨。——第３４页。

５０ 《欧洲能否裁军？》一文是恩格斯于１８９３年２月间就德意志帝国国会

讨论政府提出的军事法草案（见注４２）问题而写的（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４３３—４６７页）。恩格斯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

是，倍倍尔于１８９３年２月１１日请恩格斯对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这

个问题上应采取的立场表示自己的意见。——第３５页。

５１ 在１８９３年２月１８日《工人时报》第１４４号的“国际工人运动”栏里刊载

了一篇关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未来国家问题的述评（见注

３５）。——第３５页。

５２ 在１８９２年夏英国议会选举之后，自由党只是在爱尔兰议员的支持下

才得以组成内阁，自由党曾答应他们力争使地方自治（见注６３）法案获

得通过。——第３５页。

５３ 教区会法案 是由格莱斯顿政府于１８９３年向议会提出的，并于

８０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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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４年３月１日被定为法律。按照这个法律，改组了整个地方自

治体系。原来在乡村中不但行使教会职权，而且也行使世俗权力

机关职权的教区委员会，此后只能管理宗教事务，民政权力则转归当

地纳税人选举出的教区会。在较大的村庄，由教区会中选出教区委员

会。——第３６、２１３页。

５４ 见恩格斯１８９１年１０月２９—３１日、１８９２年３月１５日、６月１８日和９

月２２日给丹尼尔逊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８卷第１９３—

１９６、３０４—３０８、３６２—３６７、４６４—４６８页）。——第３７页。

５５ 指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９卷第１２６—１３１页）。这封信是马克思于１８７７年底读到该杂志

第１０期发表的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

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后写的，这篇文章对《资本论》作了曲解。——第

３９页。

５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３２６页；恩格斯在这里引用

的是普列汉诺夫翻译的版本，俄文译文与德文原文有一些差别。——

第３９页。

５７ １８９３年２月１６日，拉法格在众议院就巴拿马舞弊案问题发表演说；这

篇演说载于１８９３年２月１９日《社会主义者报》第１２６号。——第４１

页。

５８ 法国工人党 是根据１８７９年马赛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由马克思的拥

护者茹·盖得及其支持者建立的；代表大会批准了党的章程。１８８０年

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制订了工人党的纲领，纲领的理论部分是由马

克思起草的。１８８０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这个纲领，并且正式

成立了法国工人党。——第４１、８４、８７页。

５９ １８９３年２月２３日拉法格写信告诉恩格斯说，在法国工人党与米勒兰

和饶勒斯领导的激进社会主义者（激进派左翼，见注１７）之间达成了关

于在１８９３年８月至９月的众议院选举中进行合作的协议，并告诉恩格

斯，他们将在３月５日开始在法国北部各城市进行竞选宣传。——第

４１、８４、１１７、１３０、１４４页。

９０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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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在１８９２年５月１日和８日举行的市镇选举中，法国工人党获得了十万

张以上的选票，在市镇参议会中得到二十七席。——第４１页。

６１ 阿列曼派 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让·阿列曼的追随者。由于

可能派（见注４６）发生分裂，阿列曼派在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９—１５日夏特罗

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命名为“工人社会革命党”。阿列曼派

仍然坚持可能派那一整套思想的和策略的立场，不同的是阿列曼派重

视在工会（工团）中的宣传活动，认为工会（工团）是组织工人的主要形

式。阿列曼派宣布经济总罢工是斗争的主要手段。阿列曼派同可能派一

样，也反对统一的集中的党，他们坚持自治原则，对夺取市镇参议会的

席位极为重视。——第４２、７３、１１３、１３０、１４３、１８２、２４５、２６０、２９６、３３７、

３９２页。

６２ 布朗基派 是奥·布朗基的追随者的组织，１８８１年７月由爱德华·瓦

扬建立，取名“中央革命委员会”。——第４２、７３、８６、９１、１１３、１１６、１３０、

１４２、１８２、２４５、２６０、２９６页。

６３ 地方自治 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爱尔兰自由资产阶级提出的要求，即

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容许爱尔兰实行自治。实施地方自治的前提是，在

主要阵地控制在英国统治集团手里的情况下建立独立的爱尔兰议

会。——第４３、２１３、２１７、２９４、３７７页。

６４ 指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代表讨论筹备下届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

大会（见注９５）问题的会议。——第４３、４４、４９、５３、５８、７１页。

６５ １８９３年３月１日左右至１７日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第４５、

４６、４８、５１、５３、５８页。

６６ １８９３年３月７日，屠拉梯给恩格斯寄去了《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

（见注１）校样，请恩格斯不管阅毕与否，在极短的期限内寄回，因为意

大利文版定于下一个星期内出书。屠拉梯向恩格斯征求意见，是否可以

象《宣言》１８８２年俄文版那样，把《国际工人协会纲领》附在后面。屠拉

梯的这个想法没有实现。

  这封信中提到的两本小册子，只能确定其中一本是：帕·迪·弗拉

塔《土地的社会化》。——第４６页。

０１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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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布卢姆兹伯里社会主义协会 以社会主义同盟（见注２９）地方支部为核

心，于１８８８年８月同无政府主义分子占上风的同盟分裂以后形成为独

立的组织。协会的领导人有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加入协

会的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弗·列斯纳。在以后的几年中，

布卢姆兹伯里社会主义协会在伦敦东头积极进行鼓动和宣传工

作。——第４８页。

６８ １８９１年８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见注

１０６）委托瑞士社会民主党人负责下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此，瑞士社

会民主党人在苏黎世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第４９、９１页。

６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３７７—６９２页。——第５０、５７

页。

７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６９３—９１７页。——第５０、５７

页。

７１ 美国政论家亨·德·劳埃德在１８９３年２月３日的信中，邀请恩格斯

参加在芝加哥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大会预定１８９３年８月底至９月初

在芝加哥纪念美洲发现四百周年的世界博览会期间举行。劳埃德请恩

格斯去做报告，谈谈英国的工人运动，并请恩格斯自己再选择一些其他

有关工人运动的题目来讲一讲。——第５２页。

７２ 指的是美国复本位制的拥护者和单一金本位制的拥护者之间的斗争。

１８９０年７月１４日的所谓“薛尔曼法”规定，每月由政府收购四百五十

万盎斯的白银，以便人为地维持白银同黄金的１６∶１的比价。尽管有这

条法律，但白银的市价却继续直线下跌，１８９３年跌到２６．５∶１。１８９３年

夏季，在危机业已开始的情况下，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召开了国会非常会

议，提出要废除１８９０年收购白银的法律。同年１１月１日，经过长时间

的辩论以后，薛尔曼法被废除了。——第５３、１６９、１７２页。

７３ 《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编好付印。恩格斯也未能

实现把这部手稿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的愿望。１９０５—１９１０年《剩

余价值理论》由卡·考茨基出版了，但是任意脱离作者原稿、颠倒和删

节之处甚多。新版《剩余价值理论》是按照作者原稿的编排出版的（见

１１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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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３册）。——第５７、３２９、３３８、

４３１、４４２页。

７４ １８９３年８月１日至９月２９日，恩格斯到德国、瑞士和奥匈帝国做了一

次旅行。他访问了科伦，然后同倍倍尔一起经美因兹和斯特拉斯堡赴苏

黎世。从苏黎世去格劳宾登州用了几天时间看他的弟弟海尔曼。恩格斯

在８月１２日返回苏黎世以后参加了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

人代表大会（见注９５）的最后一次会议，在会上用英文、法文和德文发

表了简短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４７９—４８０

页），并受主席团委托，宣布代表大会闭幕。此后又在瑞士逗留了两个星

期，接着取道慕尼黑和萨尔茨堡赴维也纳。９月１４日在那里出席了社

会民主党人大会并做了演说（见注１２６）。从维也纳又经布拉格和卡尔

斯巴德（卡罗维发利）到柏林。恩格斯在柏林从９月１６日住到２８日。９

月２２日出席了社会民主党人大会并做了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４８３—４８５页）。在此以后，经鹿特丹返回伦敦。——

第６１、７８、９２、１０３、１０７、１０８、１０９、１１１、１１５、１１８、１２１、１２３、１２６、１２７、１２８、

１３１、１４６、１５１、１６０、１６７、１７２、１７９、１８３、２２０、２５５、２６７、４４０页。

７５ 银行假日（ｂａｎｋｈｏｌｉｄａｙ）——英国的银行和其他机关职员不办公的日

子。一年放假四次，通常都在星期一。——第６１页。

７６ 梅林在《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公开引用了１８９２年９月２８日恩格

斯写给他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８卷第４７９—４８２页）

的一部分。

  梅林的《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于１８９３年作为附录刊载在他的《莱

辛传奇》第一版中。

  恩格斯只是把这段引文的字句作了修改，见拉维涅－佩吉朗《社会

科学纲要》第一部《发展和生产的规律》１８３８年科尼斯堡版第２２５页

（《Ｇｒｕｎüｇｅｄｅｒ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ｒｓｔｅｒＴｈｅｉｌ：Ｄｉｅ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ｓ

－ｕ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ｇｅｓｅｔｚｅ》．Ｋｏｎｉｇｓｂｅｒｇ１８３８）。——第６４、９３页。

７７ 指法国众议院的选举（见注４５）。众议院设在波旁王宫。——第６５、

１１６页。

２１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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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由昂·腊韦译成法文，译

文经过劳拉·拉法格校订。为了修改腊韦的质量欠佳的译文，劳拉·拉

法格做了大量工作。恩格斯审阅了经劳拉·拉法格校订过的译文，对她

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该书法文版于１８９３年出版。——第６６、８２、

１４４、１９３、２１０页。

７９ 指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它是以艾威林夫妇为首的一批英国社会主

义者于１８９０年在恩格斯的参加下成立的。它是以１８９０年在英国组织

第一次五一节示威游行的一个委员会为基础成立的。同盟的宗旨是争

取工人阶级的解放、实现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见注

１０５）。它也是１８９１—１８９２年英国工人五一节示威游行的组织者；这些

示威游行是在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口号下进行的。１８９３年，同盟的代

表参加了英国独立工党（见注５）。——第６６、７２、２７２页。

８０ 工联伦敦理事会 是于１８６０年５月在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上成立的。

它的成员是代表工人贵族的最大的工联的领袖们。在六十年代前半期

它曾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

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九十年代初期，伦敦理事会主要

是把旧工联联合起来；它对已开展起来的、建立新工联和争取八小时工

作日的运动持反对态度。但是，在群众的压力下，该理事会被迫参加了

九十年代的历次五一节示威游行。后来，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该理事

会成了自由工联主义的堡垒，并抵制社会主义思想进入英国工人运

动。——第６６、７２、２７８、２８１页。

８１ 赫尔码头工人罢工 是在１８９３年４月初开始的，一直持续到５月１９

日。罢工的起因是船主们规定：招工时，不参加工联组织的工人比参加

工联组织的工人优先录用。赫尔罢工开始后，在武装力量保护下从英国

别的城市调来了几千名罢工破坏者；两艘炮舰开进了港口，在整个罢工

期间，赫尔成了一个兵营。虽然罢工得到矿工、铁路员工以及其他工联

的支持，但工人们没有能够取得胜利。企业主做了微不足道的让步，而

码头工联则遭到很大损失。——第６７页。

８２ 这里指的是出版１８９２年６月逝世的卡尔·肖莱马的遗著。——第

３１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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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１０８、１８０、２５４页。

８３ 左尔格在１８９３年４月２８日的信中问恩格斯，阿·林肯对１８６４年国际

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祝贺他再度当选美国总统的贺信（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２０—２２页），是否写了回信。１８６５年１月２８日，

总委员会收到以林肯的名义寄来的复信，该信于１月３１日在总委员会

会议上宣读，并刊登于１８６５年２月６日《泰晤士报》第２５１０１号，标题

是《林肯先生和国际工人协会》（《Ｍｒ．Ｌｉｎｋｏｌ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第７０页。

８４ 保守党 是普鲁士容克、军阀、官僚上层和路德派僧侣的政党。它是从

１８４８年普鲁士国民议会中极右的保皇派党团发展起来的。保守党人的

政策充满好战的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精神，其目的是在国内保持封

建残余和反动的政治制度。在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以后，在德意志帝国

成立后的头几年，保守党是从右边反对俾斯麦政府的反对党，他们担心

俾斯麦政府的政策会使普鲁士“溶化”在德国里面。但是从１８６６年起就

从这个党分出了一个叫“自由保守党”（或“帝国党”）的党，这个党反映

大地主和一部分工业巨头的利益，并且无条件地支持俾斯麦。——第

７１、９８、１２５页。

８５ 民族自由党 是德国资产阶级、而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

１８６６年秋由于资产阶级的进步党的分裂而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

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

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它的政策反映了德国

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在德国统一以后，民族自由党彻底形成

为大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工业巨头的政党。民族自由党的对内政策

愈来愈具有效忠君主的性质，因此民族自由党实际上放弃了它从前提

出的自由主义的要求，包括１８６６年纲领中提出的必须“首先捍卫预算

法”的要求。——第７１、１２５页。

８６ 在１８９３年６月举行的帝国国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取得了巨

大胜利：他们获得一百七十八万六千七百三十八张选票，四十四名社会

民主党人当选议员。——第７２、７７、８３、８６页。

８７ １８９３年５月７日伦敦举行五一节示威时，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见

４１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注７９）在海德公园组织了一个国际讲坛，在这个讲坛上发表演说的有

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其中有阿·德尔克律兹、米·斯捷普尼亚克－

克拉夫钦斯基、弗·列斯纳、路·考茨基、爱·马克思－ 艾威林等

人。——第７２页。

８８ 自由党人合并派 是主张保持同爱尔兰合并的一派，是以约·张伯伦

为首的一批人，这批人是于１８８６年因在爱尔兰问题上意见分歧而从自

由党分裂出来的。自由党人合并派实际上依附保守党，而几年后连形式

上也依附了它。——第７２、２１３、２９４、３６４页。

８９ 格·亚·洛帕廷此时被监禁在什吕谢尔堡要塞。——第７３页。

９０ 指的是格·亚·洛帕廷给“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玛·尼·奥沙尼

娜的信的片断（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５３９—５４１

页）。这封信记述了１８８３年９月１９日洛帕廷在伦敦同恩格斯谈话的内

容。这封信的片断由彼·拉·拉甫罗夫倡议并经恩格斯同意，第一次发

表在１８９３年在日内瓦出版的《理论社会主义的原理及其在俄国的应

用》一书中。——第７３页。

９１ 考茨基在１８９３年５月１９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讲坛社会主义者路·

布伦坦诺在《社会经济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民经济及其具体

基本条件》（《ＤｉｅＶｏｌｋｓｗｉｒｔｈ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ｉｈｒｅｋｏｎｋｒｅｔｅｎＧｒｕｎｄｂｅ－ｄｉｎ

ｇｕｎｇｅｎ》）的文章，攻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

７５页。

９２ １８７２年讲坛社会主义者布伦坦诺在《协和》杂志上写了几篇诬蔑马克

思的文章；布伦坦诺采用匿名的方式，企图玷污马克思的学者的声誉，

指责马克思在科学上不诚实，和伪造使用的材料。为了回答他，马克思

在《人民国家报》上写了《答布伦坦诺的文章》和《答布伦坦诺的第二篇

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９７—１０１页和第１１８—

１２７页）。这种对马克思的诽谤后来又得到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泰勒

的支持。１８９０年，布伦坦诺写了一本小册子《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

战》（《ＭｅｉｎｅＰｏｌｅｍｉｋｍｉｔＫａｒｌＭａｒｘ》）。恩格斯为了彻底揭露这些资产

阶级理论家对马克思的诽谤攻击，于１８９１年出版了《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

５１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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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１０７—２１３页）。

  对德国的蒲鲁东主义者阿·米尔柏格的观点，恩格斯在１８７２—

１８７３年写的《论住宅问题》第一篇和第三篇中做了批判（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２３７—２５９页和第２９５—３２１页）。——第

７５页。

９３ 恩格斯在这里借用了“反动的一帮”一语。斐·拉萨尔提出过一个论

点，即对工人阶级说来，资本主义社会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

这个论点载入了１８７５年哥达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这个论点进行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４—２５页）。——第７６、１９５、２５９、３７０页。

９４ 指的是厄·巴克斯的文章《文明之诅咒》（《ＤｅｒＦｌｕｃｈｄｅｒＺｉｖｉｌｉｓａ－

ｔｉｏｎ》）和《人类和阶级本能》（《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ｔｈｕｍｕｎｄＫｌａｓｓｅｎｉｎｓｔｉｎｋｔ》）。

这两篇文章由维·阿德勒从英文译成德文后发表在１８９２—１８９３年《新

时代》杂志第１１年卷第２卷第４５、４７期。——第７７页。

９５ 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于１８９３年８月６—１２日在苏黎世

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十八个国家的四百一十一名代表，英国代表团的人

数比过去两次代表大会都要多得多，这证明旧工联领导人阻挠英国工

人参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企图遭到了惨败。在代表大会筹备期间以

及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都得同无政府主义者作激烈的斗争。无

政府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人数很多，他们不顾早先通过的关于只允

许承认政治斗争必要性的组织参加代表大会的决议，强迫代表大会一

开始就辩论怎样理解“政治活动”的问题；他们企图迫使代表大会接受

他们把政治活动看做恐怖行动的理解。根据倍倍尔的建议，代表大会对

早先已经通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作了专门的补充，根据这一补充，

所谓政治活动，就是工人政党利用政治权利和立法机关来为无产阶级

的利益服务，来夺取政权。这个补充通过后，无政府主义者不得不退出

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主要讨论了同工人运动的策略有关的问题：关于庆祝五一

节，关于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策略，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在爆发战争时的

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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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讨论关于庆祝五一节的问题时，代表们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代

表坚持要把庆祝活动改在５月的第一个星期日的立场。代表大会认为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是正确的。关于第二个问题，通

过了一项决议，认为议会斗争形式和非议会斗争形式必须结合起来。但

是，过分地强调争取改良的重要性这一点证明了：对议会活动的作用的

估计是过高了，改良主义情绪在第二国际的各个党内有了一定程度的

增长。

  关于社会民主党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在代表大会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个问题的报告人是格·瓦·普列汉诺夫。代表大会否决了纽文胡斯

关于在战争爆发时举行总罢工的无政府主义提案，并且确认布鲁塞尔

代表大会（见注１０６）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的基本原则，但做了一点补

充：号召工人为争取裁军而进行斗争，责成社会主义者议员在议会中投

票反对军事拨款。——第７８、８７、１１０、１１１、１９４、２７７、２８１、３８２页。

９６ 奥地利资产阶级政论家海·巴尔在１８９３年５月３１日的信中请恩格

斯对反犹太主义和犹太人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他打算把恩格斯的谈

话和其他人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同登在维也纳的《德意志报》

上。——第７８页。

９７ 这里指的是 基督教社会党。这个党是德国反动政治活动家、反犹太主

义的鼓吹者阿·施特克尔于１８７８年创立的，其宗旨是同社会主义运动

进行斗争。后来这一派的代表们为了蛊惑人心利用反犹太主义的口号

来鼓动反对金融资本。他们的鼓动在德国一些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

的落后阶层中起了作用，对投票结果发生了一定的影响。——第７８、

８４、１０１页。

９８ 屠拉梯在１８９３年６月１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卓

·多曼尼科想用意大利文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从第一卷开始，分成

五十个分册，廉价发行。卓·多曼尼科在１８９３年６月２日给恩格斯的

信中表示相信恩格斯会赞成这一倡议，并请求恩格斯写一封可做序言

的信，同时还请恩格斯把更正、加注和增补之处告诉他。此书结果没有

出版。——第７９、８０、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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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 屠拉梯写信给恩格斯说，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埃·圭恩达尼正准备用意

大利文出版加·杰维尔的《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简述，兼论科学

社会主义》一书（《Ｌ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ｄｅ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Ｒéｓｕｍéｅｔａｃｃｏｐａｇｎéｄｕｎ

ａｐｅｒ汅ｕｓｕｒ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ｑｕｅ》）。该书于１８９３年在克雷莫纳出

版。——第８０页。

１００ 菲力浦堡是现在保加利亚城市普罗夫迪夫在古代和中世纪时的名

称。——第８１页。

１０１ １８９３年５月６日，德国自由思想党（见注４１）党内由于在对政府提出

的军事法草案（见注４２）的评价上有分歧而发生了分裂。该党议会党团

中支持政府的那一派组成自由思想同盟；反对增加军费的那一派（以李

希特尔为首）把自己称为自由思想人民党。——第８３、１２５、２６９页。

１０２ １８９３年春，法国各个保皇派集团在无政府主义者的支持下，对社会主

义者掀起了一个诽谤运动，把社会主义者所遵循的国际主义原则称为

反爱国主义。盖得和拉法格就此事于６月１７日和１８日在法国北部一

些城市里组织了群众大会，会上宣读了告法国劳动者书。声明以法国工

人党全国理事会的名义发表于１８９３年６月１７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１４４号。全文如下：

  告法国劳动者

  同志们：

  在对工人党取得胜利进展恨得要命但又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的

阶级敌人使用了他们手中剩下的唯一武器——诽谤。正如他们过去妄

图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一样，他们现在又在歪曲我们的国际主义。虽然

这些人说我们不要祖国，但是整整一个世纪以来，正是他们的所做所为

使祖国的领土遭到侵略和分割；他们的阶级把祖国奉送给世界主义金

融家匪帮去掠夺；他们的阶级榨取祖国，在里卡马里和富尔米不断制造

流血惨剧；这些人，我们不仅过去就不允许他们把集体决定问题同无政

府主义这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丑恶表现相混淆，而且现在也决不允

许他们把我们的光荣口号“国际万岁！”解释成“打倒法兰西！”这样的无

稽之谈。

  不，国际主义决不意味着取消祖国，决不意味着牺牲祖国。当国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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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时候，国家就是通向我们正在朝着人类团结道路上前进的第一个

同时也是必经的阶段，而由全部当代文明所产生的国际主义则是这条

道路上的一个新的阶段，而且是不可避免的阶段。法兰西国家也是这

样，它使各省摆脱了不合时宜的对立状态以达到各省的联合，所以法兰

西国家的形成不是与各省相对立的，而是符合于它们的利益，促进它们

的自由和繁荣的；人类的国家也是这样，它要求生产、交换和科学方面

的社会化组织，所以人类国家的形成不是并且也不可能是有害于现存

各国人民的，而只能是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有利于各国人民取得最高度

的发展的。

  走上了导致人类全面繁荣的国际主义道路的人，并不是就不再是爱

国主义者了，正象上一世纪末法国人既是法兰西人，同时仍然是普罗凡

斯人、勃艮第人、佛来米人或布列塔尼人一样。

  恰恰相反，国际主义者能够宣称自己为唯一的爱国主义者，因为唯

有他们清楚地了解应该怎样改善条件，才能够保证而且一定保证祖国

以及所有从敌对变为团结的各国的前途和强大。

  人们在高呼“国际万岁！”的时候，他们也就是在高呼：“劳动的法兰

西万岁！法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万岁！法国无产阶级只有支援所有各

国无产阶级的解放才能解放自己！”

  法国社会主义者是爱国主义者，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根据另一个理

由来论证：因为法国过去是而且现在已经注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

要因素之一。

  因此，我们要而且不能不要一个强大的法国，这个法国应既能保护

共和国不受联合起来的君主制国家的侵犯，也能保护它即将到来的工

人自己的１７８９年免遭资本主义欧洲的联盟——至少是可能的联盟

——的破坏。

  正是法国的巴贝夫、傅立叶和圣西门的著作开始了社会主义思

想的酝酿，这些社会主义思想后来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以科学

的完成。

  正是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先行即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

就是在这里发生的——成了阶级斗争的大战场，它为了劳动解放的事

业，于１８３２年在里昂、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７１年在巴黎都曾贡献出无数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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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起义者。

  正是法国，尽管它的儿女被凡尔赛军大批屠杀，它在自己的不朽的

１８８９年巴黎代表大会上举起了倒在自己的血泊中的国际旗帜，并首创

了五一节的庆祝活动；它第一个在用选票夺来的市政厅上，升起了以夺

取政权为目标的无产阶级的红旗。

  因为它的革命的过去将保证社会主义的未来，所以当二十三年以前

它处于危急之中的时候，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其他国家的国际主义者在

三色旗下赶来保卫它；同时，新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置自身的自由于

不顾，尽一切力量来阻止对法国进行无理的和罪恶的分割。

  而正因为我们是爱国主义者，我们才不要战争，千百万人连同用以

武装他们的杀人武器一投入战场，不管战争胜败如何，它只会造成空前

的灾难。

  我们不要战争，战争不论其结局如何，对于民穷财尽的西方说来只

是一场以俄国沙皇为代表的亚洲式的残忍游戏。

  我们要和平，要无条件的和平，因为和平有利于我们，不利于行将被

消灭的资本家和政府的统治。资本家和政府之所以能苟延残喘，继续作

恶，完全是依靠各国人的分裂和互相残杀。

  我们要和平，因为它使资产阶级制度注定要灭亡。

  现在，我们已经证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不仅不互相排斥，而且是

人类之爱的两个相辅相成的形式，所以我们面对着我们的诽谤者再次

大声宣布：

  对，法国工人党就是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同反对德意志帝国。

  对，法国工人党就是和比利时工人党一同反对资产阶级的科堡君主

国。

  对，法国工人党就是和意大利的劳动者和社会主义者一同反对萨瓦

君主国。

  对，法国工人党就是和海峡彼岸年青的而且已经相当强大的工人政

党，一同反对英国寡头政治的、资本主义的宪政。

  对，我们就是并且定要和整个地球的无产阶级一同反对一切地方的

统治者、有产阶级。

  而且我们相信，我们法国的同志们、在厂房和田地里劳动的人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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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会拥护党的全国理事会的双重的、实质上是同一的口号：

  国际万岁！

  法兰西万岁！

      全国理事会：

         若·克雷潘、西·德雷尔、费鲁耳（议员）、

茹尔·盖得、保尔·拉法格（议员）、

普雷沃、凯内尔

 ——第８４、８５页。

１０３ 盖得的谈话 的内容是阐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国际主义原

则。谈话发表于１８９３年６月１７日《费加罗报》，标题是《社会主义者和

祖国》（《Ｌｅｓ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ｓｅｔｌａｐａｔｒｉｅ》），同一天的《社会主义者报》第１４４

号上也刊登了这篇谈话。——第８５页。

１０４ 反动的法国政治活动家保·戴鲁累德和律·米尔瓦在１８９３年６月掀起

了一个攻击激进派（见注１７）的领袖若·克列孟梭的运动，指责他同巴拿马

舞弊案（见注３）参加者之一有牵连，还指责他领取英国政府的津贴；在保皇

派报刊上开始刊登从英国大使馆里盗出的证明克列孟梭背叛的文件。

这些文件在众议院宣读以后查清是伪造的。——第８５页。

１０５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于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４—２０日在巴黎举行，这

次大会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在大会举行之前，马克思主义者

在恩格斯的直接领导下，同法国的机会主义者（可能派，见注４６）以及

他们在英国社会民主联盟（见注６）中的追随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机

会主义者企图把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抓在自己手里，其目的是夺取代

表大会的领导地位，从而阻止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各个社会主义

组织和工人组织的新的国际联合。但是，代表大会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

占优势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在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４日，即攻克巴士底狱一

百周年那天开幕了。出席大会的有来自欧洲和美洲二十个国家的三百

九十三名代表。可能派的企图遭到了失败，为了同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大

会相对抗，他们也在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４日在巴黎举行了一个代表大会。只

有少数外国代表出席了可能派的代表大会，而且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

的代表资格都是假造的。

１２５注   释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听取了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关于他

们本国工人运动的报告，制定了国际劳工保护法的原则，接受了通过立

法手续制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指出了实现工人的各项要求的途径。

代表大会强调指出，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必须为实现工人的

政治要求而斗争；主张废除常备军并代之以人民的普遍武装。代表大会

最重要的决议是规定５月１日为国际无产阶级的节日。代表大会对所

讨论的一切问题，都通过了基本上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决议，打击了试

图把自己观点强加于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第８７、２７７、４７９页。

１０６ 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于１８９１年８月１６—２２日在布鲁

塞尔举行。在代表大会举行以前，在马克思派和再次企图攫取代表大会

筹备工作的机会主义分子之间发生了尖锐的斗争。由于领导马克思派

进行斗争的恩格斯的卓有成效的活动，可能派这一次也未能分裂工人

的国际联合。出席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有来自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的

三百三十七名代表。就其组成来看，这基本上是一次马克思派的代表大

会。在讨论代表资格审查结果时，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定，不许

来到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英国工联的代表

出席了代表大会，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

  代表大会的议程有关于劳工保护法、关于罢工和抵制、关于军国主

义、关于庆祝五一节等问题。

  在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中，恩格斯在他的一封信（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２８１页）里对关于劳工保护法的决议（他引

用的句子是取自这个决议的引言部分和结尾部分）以及关于罢工和抵

制的决议做了评价。在前一项决议中，号召全世界工人把自己的力量联

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统治，在工人有政治权利的地方，应当利用这些权

利，使自己摆脱雇佣奴隶的地位。在关于罢工和抵制的决议中，代表大

会建议工人采用这些斗争手段。这一决议特别强调了工会组织对工人

的绝对必要性。

  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在李

卜克内西和瓦扬就这个问题所做的报告以及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

中，包含了这样一些论点：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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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彻底铲除军国主义和导致各国人民之间的和

平，真正主张和平的政党是社会主义者的党。但是，决议案中没有明确

规定反对战争威胁的具体任务和斗争手段。决议案以这样一个相当含

糊的号召结束，即号召各国工人坚决反对战争准备和军事同盟，通过使

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完善化的办法来加速社会主义的胜利。

  荷兰代表、第二国际中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头子多·纽文胡斯反对李

卜克内西的决议案。他提出了另一个决议案，根据这个决议案，每当发

生战争的时候，各国社会主义者都应当号召本国人民起来举行总罢工。

纽文胡斯的无政府主义空谈没有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绝大多数代表

投票赞成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对

代表大会做了评价，认为“马克思派不论是在原则问题上，还是在策略

问题上，都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８卷

第１４４页）。——第８７、２７７、３８２页。

１０７ 比利时工人党 是１８８５年４月５日在布鲁塞尔成立的，它的前身是

１８７９年由佛来米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布拉班特社会党合并而成的比利

时社会党。加入比利时工人党的还有其他一些工人组织：职工会组织和

合作社组织等等。该党为争取满足工人阶级的经济要求、为争取普选权

而进行了斗争，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

  比利时工人党于１８９４年３月通过了原则宣言，在这个纲领性的文

件中包含有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论点，同时还带有某些蒲鲁东主义和无

政府主义理论的影响。——第８７页。

１０８ 法国社会主义者沙·韦雷克，被当局根据百年来已不用的刑法典第二

百二十六条判处徒刑和公开悔过。韦雷克被控的罪名是对检察长讲了

这样的话：“应该把维维安尼先生的辩护词贴在检察长的脊背上。”在亚

眠市社会主义者小组的同意之下，他给检察长写了一封信，在信的结尾

中说：“我承认自己有罪，并按照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要求用书面声明我

的罪行是，曾在一瞬间把司法官员的脊背和一个机关的后墙——我们

几个礼拜以后将有幸在这个机关张贴社会主义的胜利纲领——混淆起

来。”——第９０页。

３２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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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 １８９３年６月２８日拉法格写信给恩格斯说，法国工人党全国理事会要

求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见注９５）筹备委员会（见注６８）

把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从８月移至１１月，因为法国已决定在８月２０

日举行众议院选举。拉法格请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希望德国人支持这

一要求。——第９０、１０４页。

１１０ 恩格斯在１８６５年８—９月在德国、瑞士和意大利旅行时曾访问过科

摩。——第９３页。

１１１ 恩格斯的这个愿望未实现。保存的片断和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４４８—４６０页。——第９７、３２９、４２８、４６１页。

１１２ 勃艮第大公国 是九世纪在法国东部塞纳河和卢瓦尔河的上游地区成

立的，后来并入大片领土（法兰斯孔太，法国北部一部分和尼德兰），在

十四至十五世纪成了独立的封建国家，十五世纪下半叶在大胆查理大

公时代达到鼎盛。力图扩张自己属地的勃艮第大公国成了建立中央集

权的法兰西君主国的障碍；勃艮第的封建贵族和法国封建主结成联盟，

一起抵抗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中央集权政策，并且对瑞士人和洛林进

行了侵略战争。路易十一建立了瑞士人和洛林人的联盟来对付勃艮第。

在反对联盟的战争中（１４７４—１４７７年）大胆查理的军队被击溃，他本人

在南锡附近的会战（１４７７年）中战死。他的属地被分给路易十一和德意

志皇帝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哈布斯堡。——第９７页。

１１３ 反社会党人法 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

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１８７８年１０月２１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

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

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１日被废除。然而在这以后，

在九十年代的前半期，反动集团继续策划实行类似的新法令。——第

９８、１２９、２０９、２６９、２７６、２７９、３５０、３９１、４０３页。

１１４ 这里指的是奥·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义》（《ＤｉｅＦｒａｕｕｎｄｄｅｒ

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一书的第二十二章；标题是《社会主义和农业》。——第

９９页。

１１５ 指１８９３年３月底恩格斯对英国报纸《每日纪事报》记者发表的谈话。

４２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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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的内容是关于６月举行的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选举和德国社会民主

党在这次选举中的成功（见注８６）。这篇谈话曾摘要发表于１８９３年７月

１５日《社会主义者报》第１４８号，是由劳·拉法格翻译的（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６３１—６３６页）。——第１０２页。

１１６ 劳动介绍所（ＢｏｕｒｓｅｓｄｕＴｒａｖａｉｌ）是法国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以

来建立的工人联合会的名称，它们主要设在大城市的市参议会之下，由

各工团（工会）的代表组成。最初，劳动介绍所的建立受到国家机关的鼓

励，并常常受其资助，国家机关曾打算利用劳动介绍所作为建立所谓

“社会和平”的据点。但是，劳动介绍所的活动情况很快就引起了政府的

担心，因而极力反对劳动介绍所的进一步推广。劳动介绍所除了对失业

进行劳动安排外（每一介绍所设有专门的部门），还在组织新的工团，组

织工人的职业教育，以及组织罢工斗争方面发挥了作用。

  １８９３年７月７日，法国政府使用武力占领了巴黎劳动介绍所，赶走

了工会的代表，并借口说这个组织是法律所禁止的而把它封闭了。介绍

所一直被封闭到１８９６年。——第１０３页。

１１７ １８９２—１８９３年，法国继续实行其在东南亚的殖民扩张时，遇到了暹罗

王国的抵抗。发生了几次军事冲突。１８９３年７月法国军舰封锁了暹罗

首都曼谷。暹罗政府被迫退让，于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３日签订了暹法条约，

根据这个条约，湄公河左岸的暹罗属地割给法国。

  １８８２年茹·费里的政府在越南北部（旧称东京）发动了殖民战争，

这场战争后来又发展成对中国的战争；１８８４年６月确定了法国对越南

的保护权。可是在此以后军事行动仍然继续下去，１８８５年法军的失利

导致了费里政府的倒台。——第１０３页。

１１８ 都灵的印刷出版社声明抗议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圭恩达尼企图用意大

利文出版加·杰维尔的《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简述，兼论科学社

会主义》（见注９９）。该出版社声称它已从马克思的继承者手中买到了

对马克思全部著作的所有权。——第１０４页。

１１９ １８９３年７月２１—２８日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第１０７页。

５２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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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 娜·李卜克内西在１８９３年７月２４日写信告诉恩格斯，她的儿子卡尔

未被接受在柏林供职，原因是他是萨克森的臣民。——第１０７页。

１２１ 由于苏黎世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见注９５）在法国众议院选举（见注４５）

前夕举行，工人党的领导者们没有能够参加代表大会。结果，几乎整个

法国代表团（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小团体的代

表）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反对在代表大会占多数的马克思主义

者。——第１１３、１４２、１７７、２６２页。

１２２ 保尔·拉法格当选的希望没有实现。由于拉法格和机会主义派候选人

居斯塔夫·德朗都需要三千张选票才能击败他们的对手，他们就一致

协议：让社会主义者投德朗的票，让机会主义派投拉法格的票。社会主

义者的确投了德朗的票，并保证了他的胜利；但是机会主义派有的放弃

了投票，有的投了拉法格对手的票，所以拉法格没有能当选。——第

１１５、１１７、１１９页。

１２３ 恩格斯在１８７６年８月初到德国去了一次，当时他是到海得尔堡去处

理家庭事务的。——第１１８、１２９页。

１２４ 恩格斯指自己于１８４１年９月至１８４２年１０月作为志愿兵在柏林服兵

役。——第１１８、１６８页。

１２５ 自由人民舞台（ＦｒｅｉｅＶｏｌｋｓｂüｈｎｅ）是１８９０年在柏林成立的一个自愿

结合的戏剧团体。这个剧团提出了“艺术为人民”的口号，它的宗旨是向

广大劳动人民演戏，宣传世界古典艺术和当代现实主义艺术的优秀作

品。这个剧团不是营业性的，它给它的成员举行内部演出，以躲避官方

的检查。——第１１８页。

１２６ 恩格斯同倍倍尔一起（在苏黎世代表大会以后）从瑞士回去的时候，在

维也纳逗留了几天。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为此于１８９３年９月１１日组

织了欢迎恩格斯和倍倍尔的晚会，据１８９３年９月１５日的维也纳报纸

《工人报》的报道，大约有六百人出席了晚会。但是想向恩格斯致敬的人

比这多得多，因此又在９月１４日举行了庆祝苏黎世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的大会，大约有二千人出席。代表大会的参加者（维·阿德勒、奥·倍倍

６２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尔等人）在这次会上讲了话，最后恩格斯作了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４８１—４８２页）。——第１１９、１２１、１２９页。

１２７ 爱·瓦扬在１８９３年９月１０日《小法兰西共和国报》上发表的《社会主

义者的团结》（《Ｕｎｉｔé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这篇文章中，号召各派社会主义者统

一行动。——第１２０页。

１２８ 指１８４４年９月２１日亨·海涅给马克思的信，考茨基打算将此信

发表在《新时代》上。恩格斯当时没来得及为此信写前言，该信在恩格斯

逝世后发表在１８９５—１８９６年《新时代》第１卷第１期上。——第１２０、

１６０页。

１２９ 指《资本论》的出版者付给马克思继承人的稿费。——第１２１页。

１３０ 恩格斯从瑞士回去时，在造访维也纳以后来到柏林，１８９３年９月１６日

至２８日他都在柏林。他在这里，也同在维也纳一样，受到了友好的接

待。在此期间警察当局也密切注视着恩格斯的行踪，保存下来的维也纳

警察局和警察局的密探的报告可以证实这一点。恩格斯的演说是在柏

林为欢迎他而在１８９３年９月２２日举行的大会上做的（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４８３—４８５页）。参加大会的有四千人。９月２６

日恩格斯出席了同志宴会，威·李卜克内西在宴会上祝酒，指出了恩格

斯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杰出作用。——第１２１、１２９页。

１３１ 诺里克人 是伊利里亚—克尔特人的一个部落群体，居住在古罗马诺

里克省（今施梯里亚和克伦地亚部分地区）。——第１２２页。

１３２ 教皇至上派 是天主教的一个极端反动的派别，它反对各民族教会的

独立性，捍卫罗马教皇干涉任何国家内政的权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

教皇至上派的影响的加强，表现在欧洲若干国家建立了天主教党，表现

在梵蒂冈宗教会议于１８７０年通过了教皇“永无谬误”等等教条。——

第１２５页。

１３３ １８９３年伦敦的出版者里夫斯出版了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

的英文版，事先他既没有同本书作者商量，也没有同本书第一个英文版

（１８８５年由“现代印刷”出版社在伦敦出版，书名是《妇女的过去、现在

７２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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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未来》）的译者亚当斯－瓦尔特商量。——第１２６、１３６、１５２页。

１３４ 瑞士社会民主党人海·布洛歇尔写信给恩格斯，请恩格斯帮他选一些

参考材料，他想写一本关于布·鲍威尔的书。——第１２６页。

１３５ 指１８９３年８月１２日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见注９５）闭

幕会上为恩格斯举行的盛大欢迎会。——第１２８页。

１３６ １８９３年８—９月选出的法国众议院（见注４５）将于１１月召开会

议。——第１３０页。

１３７ 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２日，在维也纳一个大厅——施文德尔的“科洛西姆”举

行了有四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维·阿德勒在会上发表演说，反对塔

菲政府于９月１２日在布拉格及附近地区宣布的非常状态。这篇演说发

表于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６日《工人报》第４０号。——第１３２、１４０页。

１３８ 九十年代初期，奥地利国内开展了争取选举改革的广泛运动。１８９３年

７月９日，社会民主党人在维也纳和全国其他城市组织了大规模的工

人示威和群众集会，要求普选权。在群众的压力下，首相爱·塔菲于

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１０日向帝国议会提出了奥地利的选举改革草案。草案虽

然扩大了选民范围，但仍规定保留等级选举制度以及大地主和资产阶

级的特权。反动政党反对这一法律草案，塔菲内阁被迫在１８９３年１０月

辞职。改革在１８９６年才实行。——第１３２、１３８、１４５、１５３、１５９、１６３、１７４、

２０７、２５９、３０９页。

１３９ １８８８年１２月３０日至１８８９年１月１日在加因斐（下奥地利）举行的统

一代表大会上建立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通过了基本上以《共产党宣

言》原理为依据的“原则宣言”作为纲领。宣言提出了在政治上组织无产

阶级、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争取把生产资料变成公共财产、使所

有劳动者摆脱经济上的依附地位、消灭劳动者在政治上的无权状态和

提高他们的精神水平等等作为党的任务。宣言宣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的原则是党的组织基础和活动基础之一。此外，宣言的内容也有一些严

重的缺点。宣言中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没有提出废除君主制

和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实质上没有触及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的解决对

发展奥地利工人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第１３３、１３９页。

８２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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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０ 宗得崩德是瑞士七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在１８４３年缔结的单独联

盟，目的是要反抗在瑞士实行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维护教会和耶稣会

教徒的特权。宗得崩德的反动企图遭到了四十年代中在大部分的州和

瑞士代表会议里取得优势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反对。１８４７年

７月，瑞士代表会议关于解散宗得崩德的决议成了宗得崩德１１月初向

其他的州采取军事行动的导火线。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３日宗得崩德的军队

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第１３４、１４０、２８９页。

１４１ １８４８年１月，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由于他在同年秋季残酷炮轰

墨西拿而获得了炮弹国王的绰号）的军队炮轰了巴勒摩，企图镇压人民

起义。这次起义是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大利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信

号。——第１３４、１４０页。

１４２ １８９０—１８９３年在比利时开展了争取实施普选权的斗争。１８９３年４月，

比利时工人党（见注１０７）总委员会宣布政治总罢工，要求重新审查当

时的选举法。由于群众性的发动和罢工，众议院于１８９３年４月１８日通

过了在比利时实行普选权的法律（４月２９日由参议院批准），但是作了

一些有利于统治阶级的限制。按照这一法律，在比利时实施了以年满二

十五岁，居住期限满一年作为限制条件的男子普选权。此外，该法律还

规定了多次投票制——对某几类的选民，可以根据他们的财产状况、教

育程度和在国家机关供职情况，多给一两张选票。——第１３４、１３９、

１５３、１６０、２８９页。

１４３ 青年捷克派 是主要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捷克资产阶级自由党；

起初它加入民族党（老年捷克派），成为民族党内的自由派；１８７４年，青

年捷克派分裂出来成为独立的“自由思想党”，这个党在九十年代成为

捷克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青年捷克派要求把奥匈帝国改为奥匈捷三

位一体的君主国，使捷克人在这个君主国中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之

一，并要求巩固捷克资产阶级的经济阵地和政治阵地。青年捷克党对社

会民主党的活动抱敌视态度，力图破坏它在劳动群众中的影响。

  老年捷克派 是捷克民族运动的右翼，依靠的是贵族。——第１３５页。

１４４ 指法国１８４８年的二月资产阶级革命。——第１４０页。

９２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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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５ 在１８９３年９月２１日《前进报》第２２２号上登载了爱·瓦扬的一篇文章

《沙皇制度和共和制度》（《ＺａｒｉｓｍｕｓｕｎｄＲｅｐｕｂｌｉｋａｎｉｓｍｕｓ》）。—— 第

１４２页。

１４６ 在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１０日《前进报》第２３８号上登载了艾·肖维埃尔的一

篇文章《法国的亲俄狂》（《Ｄｉｅ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Ｒｕｓｓｅｎｓｅｕｃｈｅ》）。—— 第

１４２页。

１４７ 在１８９３年９月２０日《前进报》第２２１号上登载了新闻工作者保·阿伦

特的一封信，信中为可能派的领袖之一保·布鲁斯进行辩护。——第

１４２页。

１４８ 由于社会主义者在法国众议院选举中得胜（见注４５），反动报刊对他们

展开一场诬蔑性宣传，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曾募集两千五百法郎作为

他们选举运动的基金，因而他们是德国的代理人。因此１８９３年９月５

日拉法格给恩格斯写信说，法国社会主义者今后最好不要从德国拿

钱。——第１４３、１８７页。

１４９ 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 于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２２—２８日在科伦举行。代

表大会听取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和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报告，讨论了

关于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对工会运动的支持，以及庆祝１８９４年的五

一节等问题，还讨论了奥·倍倍尔的报告《反犹太主义和社会民主

党》。——第１４３、１４９、１５６页。

１５０ 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１０日拉法格写信给恩格斯，说他打算创办一种可以使法

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法国社会主义报刊中占主导地位的新型报纸。恩格

斯在这里提醒拉法格注意《社会主义者报》于１８９２年９月２５日曾刊登

了一项声明：该报作为日报从“１０月开始出版”。实际上《社会主义者

报》仍是每周出版一次。——第１４４、２５０页。

１５１ 用法文出版《反杜林论》中的这三章的计划并没有实现。——第１４５页。

１５２ 按照恩格斯的吩咐，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出版的他的著作的稿费寄给

维·阿德勒，供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使用。——第１５１、２８８页。

１５３ 法国工人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于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７—９日在巴黎举行，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九十二名代表，代表四百九十九个工会组织和党组

０３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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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采取国际行动的必要性的宣言，宣言

声称：在国内沙文主义浪潮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工人党完全支持法国、

英国和比利时矿工的罢工，支持其他国家斗争中的社会主义者。

  代表大会讨论了以下问题：众议院选举的结果（见注４５）、社会主义

者议员的任务、社会主义宣传以及其他问题。代表大会强调各派社会主

义者团结一致的必要性，主张社会主义者议员组成议会党团。代表大会

声明，议会党团应该把自己看作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站在工人的阶

级斗争的立场上。代表大会还建议社会主义者议员尽可能地把自己的

议员津贴用于宣传。——第１５２、１８２页。

１５４ 指拉萨尔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这些书信恩格斯原想加上自己的

注释和序言予以出版；这件事在他生前未能实现。——第１５３、３２９、

３８１、３８７、４３０、４４８页。

１５５ １８９３年９月下半月在法国诺尔省和加来海峡省开始了矿工的罢工；工

人们要求增加工资和不许解雇四十岁以上的工人。罢工持续了近两个

月，结果工人失败了。

  与此同时，比利时的矿工也宣布罢工，要求提高工资百分之十。罢工

在１０月中结束；工人的要求没有达到。——第１５４页。

１５６ １８９３年夏，英国矿业宣布同盟歇业后（见本卷第１３７—１３８页），业主企

图利用工贼。１８９３年９月７日由于费瑟斯顿（约克郡）矿工采取了反对

工贼的行动，矿主们召来军队并开枪打死打伤一些工人。事件发生以后

几乎所有煤矿区都被军队包围。这件事引起了全国的愤慨，矿主们只好

暂时不再压低工资。——第１５５页。

１５７ 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斐迪南·沃尔弗在八十一岁的时候得了精神

病。他在１８９３年１０月底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写了一些不知所云的暗

示和威胁的话；恩格斯写这封信稿时并不知道他有病。恩格斯是否寄出

了这封信，就不得而知了。恩格斯不久到牛津去看望沃尔弗，才知道他

有病（见本卷第１７７页）。——第１５７页。

１５８ 谢·米·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俄国农民，其耕作条件、社会

生活和宗教》（《ＴｈｅＲｕｓｓｉａｎＰｅａｓａｎｔｒｙ．Ｔｈｅｉｒａｇｒａｒｉａ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

１３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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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ｆｅ，ａｎｄｒｅｌｉｇｉｏｎ》）一书第一卷由维·阿德勒译成德文。该书于１８８８年

在伦敦由斯·桑南夏恩的出版社用英文出版。１８９２年９月２２日，阿德

勒写信请恩格斯通过斯捷普尼亚克取得斯·桑南夏恩的书面同意出版

德文译本，并向作者和出版者交付他们应得的补偿金。阿德勒的德文译

本经斯捷普尼亚克看过，并写了一篇短序。这本书于１８９３年由狄茨出

版 社在斯图加特出版，书名为《俄国农民》（《ＤｅｒＲｕｓ－ｓｉｓｃｈｅ

Ｂａｕｅｒ》）。——第１５８、１７３页。

１５９ 考茨基建议伯恩施坦为《新时代》写一篇关于总罢工的文章，并且希望

这样一来能够就这个题目展开讨论。恩格斯认为不必写这篇文章，这个

意见没有被考虑，１８９４年２月《新时代》发表了伯恩施坦的文章《罢工

是政治斗争手段》（《ＤｅｒＳｔｒｉｋｅａｌｓ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ｓＫａｍｐｆｍｉｔｔｅｌ》）。——第

１５９、１９５页。

１６０ 三级选举制 是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失败后根据１８４９年５月３０日颁布

的选举法而在普鲁士实行的；这个制度规定了很高的财产资格和各阶

层居民不平等的选派代表的权利。——第１５９、２６０页。

１６１ 克罗亚特兵 是奥地利军队中的装备轻武器的军队，主要是从克罗地

亚人和某些其他斯拉夫人以及匈牙利人中募集来的。

  卢西人 是资产阶级民族志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加里西亚、外喀尔巴

阡和布柯维纳的乌克兰居民的称呼，流行于十九世纪。——第１６０页。

１６２ 指１８９３年在巴黎由吉约曼出版社出版的《卡尔·马克思〈资本论〉。保

尔·拉法格先生所作的摘要》（《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Ｌ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Ｅｘｔｒａｉｔｓｆａｉｔｓ

ｐａｒＭ．ＰａｕｌＬａｆａｒｇｕｅ》），该书的引言是维·帕雷托写的。——第１６１

页。

１６３ 指自由派贝恩赖特尔的选举改革提案，该提案用“作了疾病保险的工

人”的特殊选民等级来限制工人参加议会选举。——第１６３页。

１６４ １８９３年１１月３日在维也纳的罗纳赫尔大厅预定要召开选举改革反对

派大会，激起了社会民主党工人的抗议游行。游行者与警察发生了流血

冲突。——第１６３页。

１６５ 费边社宣言发表在《双周评论》杂志１８９３年１１月１日新辑第３２３期

２３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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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标题是：《“以色列人哪，回你们的帐篷去吧！”》（《Ｔｏｙｏｕｒｔｅｎｔｓ，ｏｈ

Ｉｓｒａｅｌ！》）；标题这句话取自圣经。宣言的内容以及奥托利克斯关于这个

宣言的文章，见本卷第１６４页。——第１６３、１６４页。

１６６ 恩格斯暗指黑格尔的一句话：国家是“理性的形象和现实”。见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Ｇｒｕｎｄｌｉｎｉｅｎ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Ｒｅｃｈｔｓ》）第２５７节和

第３６０节。这本书的第一版于１８２１年在柏林出版。——第１６７页。

１６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５２５—６３９页。——第１６９页。

１６８ 复本位制 是金银两种金属同时起货币作用的币制。——第１６９、１７２、

２４０页。

１６９ 公元前５９４年，在古雅典世袭贵族和平民（人民）之间尖锐斗争的情况

下，梭伦针对改革雅典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实行了一系列改良措施，例如

取消压在雅典农民身上的沉重的土地债务和禁止债务奴隶制等等。这

些改革措施的实行，打击了氏族制的残余和世袭贵族的统治，为雅典奴

隶占有制社会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第１６９页。

１７０ 麦金利保护关税率（麦金利是美国共和党领袖之一）于１８９０年实行。

这一税率是为垄断组织服务的，它大大提高了输入美国的工业品的进

口税，结果造成了日用品价格的上涨和工人阶级状况的恶化。恩格斯在

《美国的总统选举》一文中对这一税率作了评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３８８—３９１页）。在总统竞选期间攻击麦金利关税

率的民主党人于１８９４年实行了新的关税率，新税率比１８９０年规定的

虽然是降低了，但仍然带有明显的保护关税性质。——第１６９、１７２、

２１７页。

１７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２９—１５８页。——第１７１页。

１７２ 指《内务部，统计调查局。第十一次统计调查摘要（截至１８９０年）》

１８９２—１８９４年华盛顿版第一、二分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Ｃｅｎｓｕｓ，Ｏｆｆｉｃｅ．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ｏｆｔｈｅｅｌｅｖｅｎｔｈｃｅｎｓｕｓ：１８９０》．Ｐａｒｔｓ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１８９２—１８９４）。第三分册于１８９７年出版。——第１７１、

１７２、３２２、３４２页。

３３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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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３ 伯尔尼协定 是大不列颠、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为了

保护文艺作品的版权于１８８６年９月９日在伯尔尼签订的。—— 第

１７４、１９０、２３７、２３９页。

１７４ 指盖得１８９３年８月２０日由鲁贝市选入法国众议院（见本卷第１１６

页）。——第１７７页。

１７５ 克拉拉·蔡特金的文章《法国的选举》（《ＤｉｅＷａｈｌｅｎｉｎ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

载于《新时代》１８９２—１８９３年第２卷第５２期，署名克·蔡·；关于这次

选举，见注４５。——第１７７页。

１７６ 杜毕伊内阁于１８９３年１１月２５日倒台，议院曾对杜毕伊攻击社会主

义的一篇政府声明进行了三天的辩论，议院中联合的社会主义党团猛

烈攻击了议院的政府多数派。在１２月初以卡季米尔－佩里埃为首的新

政府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党团还继续进行斗争。——第１７８页。

１７７ １８９３年无政府主义者在巴黎积极活动；从２月开始，他们制造了大量

的爆炸事件。１８９３年１２月９日法国众议院正在开会的时候，无政府主

义者奥·瓦扬向会场投掷了一枚炸弹。——第１７８、１８７、１８８、２０６页。

１７８ 劳拉·拉法格曾把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

终结》译成法文；１８９４年，巴黎的杂志《新纪元》第４期和第５期登载了

经恩格斯审阅过的译文。——第１７８、１８４、１８７、１９０、２２５、２９８页。

１７９ 罗斯科和卡·肖莱马的著作曾用英文出版，书名是《化学教程》１８７７—

１８９２年伦敦—纽约版第１—３卷（《Ａ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Ｖｏｌｕｍｅｓ

— ．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８７７—１８９２）。全书共九册。

  该书还出过德文版，书名是《化学教程大全》１８７７—１８８９年不伦瑞

克版第１—４卷（《ＡｕｓｆüｈｒｌｉｃｈｅｓＬｅｈｒｂｕｃｈｄｅｒＣｈｅｍｉｅ》．Ｂａｎｄｅ — ．

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１８７７—１８８９）。

  卡·肖莱马死后，由尤·威·布吕耳从第五卷开始继续出版；全书

共九卷，于１９０１年出齐。——第１８０、２５４、３４７页。

１８０ 阿·施皮格尔在他的悼文《卡尔·肖莱马》中所宣布的卡·肖莱马的

早期化学史手稿并没有出版。这些用德文写的手稿共六百五十页，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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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曼彻斯特一所大学的图书馆里。——第１８０、２５４、４９４页。

１８１ 肖莱马的著作《有机化学的产生和发展》最初于１８７９年在曼彻斯特和

伦敦出版；德文版于１８８９年在不伦瑞克出版；该书新的英文版本由阿

·斯密瑟斯准备，于１８９４年在伦敦和纽约出版，书名和１８７９年的版本

一样，仍是《ＴｈｅＲｉｓ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第１８０、３４７页。

１８２《社会主义党》周刊于１８９３年１２月１７日至１８９４年１月７日登载瓦扬

关于把常备军改编成民军的提案，在提案上签名的有瓦扬、盖得和其他

社会主义者。法国工人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于１８９４年１月２０日

也转载了这个提案。——第１８３、１８５页。

１８３ 指１８５２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由普鲁士警探捏造的控告共产主义者

同盟盟员的主要材料，即所谓《原本记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８卷第４８８—５１７页）。——第１８３页。

１８４ １８９０年在马德里进行的对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审讯中，无政府主义

者蒙尼奥斯被揭露是警探；结果所有的被告被判处七年强迫劳

役。——第１８７页。

１８５ 指的是卡诺与沙皇之间的协议，１８９４年１月４日正式建立了法俄联盟

（见注１０）。——第１８８页。

１８６ １８９４年１月３日，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１８９４年３月起在日内瓦出版

的周刊《新纪元》（《ＬＥｒａｎｕｏｖａ》）找一段题辞，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

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以别于但丁曾说的“一些人统治，另一

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以下一段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４卷第４９１页。——第１８９页。

１８７ １８９４年１月５日《工人报》第２号上发表了《普选权——“保守措施”》

（《Ｄａｓ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Ｗａｈｌｒｅｃｈｔ，ｅｉｎｅ《ｋ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Ｍａβｒｅｇｅｌ》》）；文章中有

好几段话引自１８９３年１２月《新时代》（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年第１卷第１２期和

第１３期）上 的卡· 考茨 基的文 章《社 会民主 党手 册》（《Ｅｉｎ

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ｒＫａｔｅｃｈｉｓｍｕｓ》）。《工人报》发表这篇文章是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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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不需要为争取选举改革而组织政治总罢工，这种罢工是有害

的。——第１９１、１９４页。

１８８ 奥地利第一届工会代表大会 于１８９３年１２月２４—２７日在维也纳举

行。会上成立了工会的统一的中央组织，批准了各工会统一的罢工规

则。代表大会反对为争取普选权而举行总罢工。

  捷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 于１８９３年１２月底在布德魏兹（现在称

作：捷克—布迭约维策）举行。代表大会决定根据１８８８年在加因斐举行

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原则（见注１３９）建立捷

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决定把住在捷克和奥地利其他省的

所有的捷克人联合到党的队伍中来，从而开始按民族特征组织社会民

主党。

  关于这两个代表大会的报道，载于１８９４年１月２日和５日《工人

报》第１号和第２号。——第１９１、１９４页。

１８９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于１８９４年３月２５—３１日在维

也纳举行。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关于争取普选权的问题。代表大会通

过了一项决议，其中写道：奥地利工人将用包括总罢工在内的一切可能

的手段来争取普选权。代表大会还通过了新党章，并且决议继续每年以

争取八小时工作日、争取普选权和争取劳动者国际兄弟情谊的示威游

行来庆祝五一节。——第１９１、１９４、２１３、２１７、２１９页。

１９０ 指卡·赫格尔在奥地利工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第１９４页。

１９１ 阿·德隆在１８９４年１月１９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求允许他将马克思

的《资本论》第二卷译成法文。——第１９７页。

１９２ １８９４年１月２６日《前进报》在《一对高贵的兄弟》这篇较长的文章中指

出，泰奥多尔·罗伊斯和亨利希·奥伯温德从１８８６年以来被许多报纸

多次公开揭露为警察局的暗探，并受到抨击。

  理查·费舍在１８９４年１月２７日的信中写道，罗伊斯对这篇文章提

出了抗议并宣称他并没有由于１８９４年１月１４日《前进报》对他的揭露

而被《每日纪事报》解雇。费舍在信中接着又问恩格斯是否还记得《前进

报》第二次揭露罗伊斯是在什么时候。——第２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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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 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１８９１年１０月１４—２１日举行。

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

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

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所谓的“青年派”——１８９０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

级的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派（见注２２），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

党发动进攻（１８９１年夏、秋两季）。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

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代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

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做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

发言中，以及其他在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

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

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

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

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

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

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

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格尔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

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这个集团的一些积极活动

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新纲领。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

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

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

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

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

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

面，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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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２６３—２８０页），也

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

中的地位的确立。——第２０１页。

１９４ 可能指的是柏林《前进报》出版社出版的恩格斯的小册子《〈人民国家

报〉国际问题论文集（１８７１—１８７５》的稿费。——第２０２页。

１９５ １８９４年２月９日左右至３月１日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第

２０３、２０４、２０５、２１０页。

１９６ 指恩格斯应屠拉梯和库利绍娃的要求而写的文章《未来的意大利革命

和社会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５１４—５１８页），这

篇文章由屠拉梯从法文译成意大利文，发表在１８９４年２月１日《社会

评论》杂志第３期上。阿德勒打算为《工人报》翻译这篇文章的事并没有

实现。——第２０３、２１２、２１９、２２１、２５０页。

１９７ 指德国巡洋舰残酷镇压１８９３年１２月２１日喀麦隆当地士兵起

义。——第２０３页。

１９８ 指１８９４年１月初恩格斯为《新时代》写的关于《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５１２—５１３页）的稿

费。——第２０３页。

１９９ 由于准备出版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人论社会主义史的丛书，考茨基于

１８９４年２月７日向恩格斯征求意见，用《共产主义史》这个书名是否更

好些。——第２０３页。

２００ １８９４年２月１４日，柏林教授格·吉齐茨基要求恩格斯为他所办的周

刊《道德文化》（《ＥｔｈｉｓｃｈｅＫｕｌｔｕｒ》）写一篇关于妇女的道德使命的文

章。——第２０４页。

２０１ 伯恩施坦建议恩格斯读１８９３年在柏林出版的乔·布鲁诺《论无限、宇

宙和世界》一书的德文译本。——第２０４页。

２０２ 意大利劳动社会党 是１８９２年在热那亚代表大会上成立的（１８９３年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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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个名称，１８９５年起称做“意大利社会党”）。意大利劳动社会党坚决

地和无政府主义者划清了界线，而在九十年代，虽然犯了一些改良主义

性质的错误，还是积极地领导了意大利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第

２０６、４６８页。

２０３ １８９４年２月中旬，众议院辩论谷物进口税问题，２月１７日，饶勒斯就

这个问题向参议院提出一项法案，建议由国家进口谷物。盖得在２月

１９日的发言中支持饶勒斯的意见。——第２０７页。

２０４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 于１８８０年８月２０—２３日在维登（瑞

士）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五十六名代表。这是在１８７８年颁布了反社

会党人非常法的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举行的第一次秘密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克服了由于党的活动条件的急剧变化而在党的

领导人中间引起的惊慌和一定程度的动摇，在党员群众的影响下，党的

革命路线战胜了右倾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代表大会讨论了以下问题：党内情况，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帝国国会

中的立场，党的纲领和组织，党的报刊，参加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其

他国家的工人政党的态度，等等。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对于党的进一步

发展和巩固具有重大的意义。代表大会谴责了以莫斯特和哈赛尔曼为

首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的言论，他们否认利用合法机会和利用议会等等

的必要性，走上公开同党决裂的道路。莫斯特和哈赛尔曼被开除出党。

同时代表大会不顾右派的立场，把１８７５年在哥达通过的那个纲领的第

二部分中谈到党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提法中

的“合法”一词删掉，这样，代表大会就承认必须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

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代表大会批准《社会民主党人报》为党的正

式机关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各种机会主义表现，

以及党的某些领导人对机会主义所抱的调和主义态度进行了原

则性的批评，这对代表大会的工作起了有成效的影响。——第２０９、

３８２、４０３页。

２０５ １８９５年７月１２—２９日英国举行了议会普选。选举结果，保守党人在下

院获得了一百五十多席位，超过半数。独立工党的许多候选人，包括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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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哈第在内，都落选了。——第２２７、２１６、２９４、４７６页。

２０６ １８９４年３月１９日，伦·邱吉尔在英国下院发言时提议用议会的名义

发布一项专门命令，禁止自由党政府的成员干预即将于１８９５年举行的

普选和在选区发表演说。——第２１３页。

２０７ 指１８９４年３月６、９、１３和１６日《工人报》第１９—２２号上发表的匿名文

章，作者显然是阿德勒。恩格斯提到３月６日的那篇匿名文章的标题是

《斯特德尼茨基选举改革》（《ＤｉｅＷａｈｌｒｅｆｏｒｍＳｔａｄｎｉｃｋｉ》），文章批评文

迪斯格雷茨联合政府正在筹划一个新的选举改革方案，即建立第五选

民团来稍微扩大帝国议会。——第２１３页。

２０８ 根据几起诉讼案的判决加在一起，阿德勒在１８９４年夏要坐监狱两个

半月；其中十四天是因为他在捷克—利帕城侮辱了州长，一个月是因为

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３０日他在维也纳的一个大厅——施文德尔的“科洛西

姆”举行的人民会议上发表了演说，还有一个月是因为１８９４年１月２８

日他在上述地点发表了另一次演说。——第２１８、２５８页。

２０９ 恩格斯用生物上表示阳性的符号 指维也纳的《工人报》，表示阴性的

符号 指《女工报》。——第２１８页。

２１０ 指１８８９年在西班牙开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那年他们在王宫爆

炸了炸弹；以后几年在西班牙许多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行动。——第

２２１页。

２１１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本·卡尔彼列斯把他自己的著作《莫拉维亚—西

里西亚煤矿区的工人》（《Ｄｉ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ｄｅｓＭａｈｒｉｓｃｈ－ｓｃｈｌｅｓｉｓｃｈｅｎ

Ｓｔｅｉｎｋｏｈｌｅｎ－Ｒｅｖｉｅｒｓ》）送给恩格斯。他在信中向恩格斯这位学者、五

十年前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作者、卓越的社会主义者，表

示感谢。——第２２３页。

２１２ 劳拉·拉法格通知恩格斯，几个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打算出版欧·杜

林的一本著作。《新纪元》杂志编辑部秘书崩讷建议立即把恩格斯的《反

杜林论》译成法文，以便在杜林的书出版时公开发表。这项翻译工作并

未实现。——第２２５页。

０４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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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 １８９４年４月７日，卡尼茨伯爵在帝国国会提出一项提案，建议由国家

负责谷物的进出口并规定谷物价格。社会民主党人反对这个提案，１８９４

年７月１４日该提案以一百五十九票对四十六票被否决。——第２２５、

２６１页。

２１４ 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

第４４４—４５９页）是１８４８年２月初在布鲁塞尔用法文发表的。在１８９４

年《新纪元》第６期、１８９４年６月２３、３０日和７月７日《社会主义者报》

第１９４—１９６号上又再次翻印。——第２２６、２２８、２３２页。

２１５ 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于１８８８年在波士顿出版了美国的单行

本，上面有恩格斯的序言《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４１３—４３１页）；这个版本有一部分于１８８９年

在波士顿和伦敦发行。

  马克思这篇演说曾用意大利文发表在１８９４年４月１日和１６日《社

会评论》第７、８期上，该杂志于１８９４年５月１日、１６日和６月１日第９、

１０和１１期上也发表了恩格斯的序言；演说和序言于１８９４年在米兰出

了单行本。

  马克思这篇演说由普列汉诺夫于１８８５年根据德译文译成俄

文。——第２２６、２２８、２３２、２３３页。

２１６ 指的是阿·洛里亚的文章《卡尔·马克思》。见１８８３年４月底恩格斯

给阿·洛里亚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６卷第１７—１９页）

以及《资本论》第三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

２０—２４页）。——第２２８页。

２１７ 这封信是写给法国工人党加来地方组织的机关报《工人觉醒报》

的。——第２３０页。

２１８ 指《资本论》第三卷第六篇《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和第七篇《各种收入

及其源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６９３—９１７页和第

９１９—１００１页）。——第２３４页。

２１９ 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 是由于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

１４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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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组织合并，而在１８７６年费拉得尔菲亚统一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大多

数党员是移民（主要是德国人），同美国基本工人联系很差。党内在主要

由拉萨尔派构成的改良主义领导和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弗·阿·

左尔格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之间进行斗争。该党曾宣布为社会主义

而斗争是自己的纲领，但是由于党的领导采取宗派主义政策，轻视在美

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组织中的工作，因而未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群众

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第２３６、２９３页。

２２０ 见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黑格尔全集》１８４１年柏林第２版第

４卷（《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Ｉｎ：Ｗｅｒｋｅ，Ｂｄ． ，Ｂｅｒｌｉｎ，２．Ａｕｆｌ．，

１８４１）。——第２３７页。

２２１ 俄国流亡的社会主义者波·纳·克里切夫斯基把１８９４年在日内瓦作

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

八日》和《雇佣劳动和资本》以及恩格斯为１８９１年版本所写的导言的俄

译本转寄给恩格斯。克里切夫斯基还通知恩格斯，恩格斯的《流亡者文

献》中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

第６１０—６２３页）一文也已开始印刷。克里切夫斯基请求恩格斯为这篇

文章的俄译文专门写篇序言。然而由于恩格斯的抗议，这篇文章停止印

刷，因为恩格斯早已将这篇文章的出版权交给了维·查苏利奇。维·查

苏利奇的俄译文于１８９４年在日内瓦以《现代社会主义丛书》出版，文章

标题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１）答彼·尼·特卡乔夫（１８７５

年），（２）跋（１８９４年）》。——第２３７、２４１、２４２、２５２页。

２２２ 尼·弗·丹尼尔逊《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况》１８９３年圣彼得堡版

（《 》． ，

１８９３），署名：尼古拉—逊。——第２４３页。

２２３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俄译本于１８９４年在圣彼得

堡出版。这个版本被书报检查机关删减多处，例如关于社会的革命变革

的必然性，关于未来的社会，关于国家的阶级本质，关于国家是统治阶

级的压迫工具等等都被删减。涉及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评述或稍有

所指的地方都被删掉；所有提到马克思的名字特别是他的著作的地方，

２４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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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全部被删掉。——第２４３页。

２２４ 丹尼尔逊把俄国财政部工商局为１８９３年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哥伦布

博览会准备的统计材料《俄国的工业。手工业和商业；附工业略图》１８９３

年圣彼得堡版（《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ｏｆＲｕｓｓｉａ．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ｍａｐ》．Ｓｔ．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１８９３）的头两卷寄给了

恩格斯。博览会是由合众国国会为纪念发现美洲四百周年而举办的，并

以美洲的第一个发现者的名字定名。——第２４４页。

２２５ 布朗热主义是１８８６—１８８９年法国的沙文主义运动，因其领导人布朗

热将军而得名。布朗热分子利用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共和派政策的不

满，开展沙文主义的、复仇主义的宣传鼓动，其目的是准备政变和在法

国恢复君主制。恩格斯评述布朗热主义是波拿巴主义的变种并指出它

的危险性，要求法国社会主义者坚决揭穿布朗热及其追随者蛊惑性的

沙文主义口号。——第２４５页。

２２６ １８８５年发明炸药的法国化学家欧·屠尔潘，曾被指控将自己的发明出

卖给外国，但被宣告无罪。但此后他被判处五年监禁，因为他在１８８９年

出版了《黄色炸药是怎么被出卖的》一书。１８９３年４月１０日屠尔潘被

赦免。１８９４年６月２日《时报》写道：全部案件的目的，是为了给经营屠

尔潘发明的一家公司作广告宣传。——第２４６页。

２２７ 指英国的建筑公司事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８卷第５４８

页），它的经理斯宾塞·杰贝兹·巴尔福后来逃往国外。

  贸易大臣、设菲尔德议员、新西兰借贷公司经理蒙德拉，不得不于

１８９４年５月１２日辞职。当上述公司成为公开审讯对象时，他和詹·弗

格森、约·戈斯特于１８９３年解散了这个公司。——第２４６页。

２２８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在１８９３年每周出一次，在

１８９４年每周出两次，从１８９５年１月１日起开始改为日报。—— 第

２５０、２５８、３２６、３３６、３４０、３５２、３７６、４２８页。

２２９ １８９３年８月１７日在艾格莫尔特（法国南部）盐场发生了法国工人和意

大利工人的流血冲突，起因是企业主付给法国工人的工资高于意大利

工人。

３４５注   释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法国总统萨·卡诺于１８９４年６月２４日被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卡

泽里奥杀死。——第２５０页。

２３０ 恩格斯写这封信显然是因为德国资产阶级政论家格尔拉赫经奥·瓦

克斯少校的推荐于１８９３年６月底拜访了他。——第２５１页。

２３１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原第一国际活动家亨·奥伯温德被揭发是普鲁

士警探。这是瑞士社会主义者揭发的，因为他们查明一个德国侨民克·

豪普特是俾斯麦的暗探，随后又查出一些暗探，其中就有亨·奥伯温德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６卷第７０６—７０８页）。——第２５１

页。

２３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４１９、４２９、４２４页。—— 第

２５６页。

２３３ 由于准备《反杜林论》德文第三版，恩格斯对马克思写的第二编第十章

《〈批判史〉论述》稍加修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０卷第

２４９—２８０页和第１７—１８页）；第三版于１８９４年在斯图加特出版。——

第２５８页。

２３４ 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年，无政府主义者在巴黎制造了许多爆炸事件，法国政府

以此作为借口，颁布了所谓的“惩恶法”。第一个法令在奥·瓦扬投掷炸

弹（见注１７７）后于１８９３年１２月实施；第二个法令（尽管社会主义者和

部分激进派坚决反对）在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卡泽里奥杀死法兰西共

和国总统卡诺（１８９４年６月）之后，于１８９４年７月底实施。这些法令限

制了出版自由，同时设立了专门法庭来审查破坏出版法的案件。由于法

令条文模糊，不但可以用来对付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也可以用来对付社

会主义者。——第２６３、２６８、２７６、２７９、２８９页。

２３５ １８９４年７月，苏格兰矿工举行罢工。奥·济格尔和其他德国矿工在

１８９４年７月１９日写信告诉恩格斯说，参加这次罢工的还有二十二名

德国流亡者，并请恩格斯把他们要求三百马克贷款的信转给德国社会

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他们还请恩格斯转告莫特勒和伦敦的一些同志，他

们需要物质援助。——第２６４页。

４４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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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６ 保尔·拉法格要巴黎出版商德拉格拉夫出版他的《财产的起源与发

展》（《Ｏｒｉｇｉｎｅｅｔ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ｅｌａ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一书，德拉格拉夫一开始就

以不同意拉法格的政治观点而拒绝出版。在拉法格的坚持下，德拉格拉

夫才同意出版，但是有一个条件：拉法格的著作必须和伊夫·居奥的反

驳文章《财产。起源与发展。保尔·拉法格的共产主义提纲。伊夫·居

奥的反驳》（《Ｌａ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Ｏｒｉｇｉｎｅｅｔ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èｓ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

ｐａｒＰａｕｌＬａｆａｒｇｕｅ．Ｒéｆｕ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ＹｖｅｓＧｕｙｏｔ》）印在一起。

  拉法格的著作和伊夫·居奥的文章作为一本书于１８９５年在巴黎出

版。——第２６８、３００、４３２、４３４页。

２３７ 指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年西西里农业无产阶级和贫农的起义。——第２７０页。

２３８ 信纸背面的附言大意是：邮包和信是给维·阿德勒的，邮包里装的是

不能寄往奥地利的报纸，信中有两英镑；请恩格斯把这封信转交收信

人。附言后的签名不太清楚。——第２７１页。

２３９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于１８９４年８月２９日至９

月１日在马德里举行。这次大会是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巩固党的一个重

要阶段。代表大会听取了党的全国委员会的报告和出席苏黎世国际社

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１８９３年）的代表的报告，讨论了关于党的报刊问

题和批准了新党章。代表大会收到了英国、奥地利、德国和其他国家的

社会主义者的许多贺信，这是党的国际联系增长的标志。——第２７１、

２７２、２８２页。

２４０ 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工

联，是１８８９年３月底至４月初在八十至九十年代罢工运动高涨的条件

下产生的。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在组织和领导这个工会

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工会提出了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没有

多久，它就在广大工人各个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年中，参加该

工会的煤气工人就有十万人之多。——第２７２页。

２４１ 工联代表大会议会委员会 是六十年代末英国各工会在不列颠工联代

表大会的名称下联合起来后的执行机关；从１８７１年起，它每年在工联

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是工联的领导中心。它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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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包括提出工联的议员候选人，支持对工联有利的法案，筹备应届代表

大会。奉行旧的、保守的工联主义的政策并依靠工人贵族的改良主义分

子在委员会中占有多数。１９２１年，议会委员会被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

总委员会所代替。——第２７２、２７４、２７８、２８１、３５１页。

２４２ 指第四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于１８９６年７月２７日

至８月１日在伦敦召开。——第２７２、２７４、２７７、２８０页。

２４３ 恩格斯从１８９４年８月１４日至９月１８日在伊斯特勃恩休养。——第

２７３、２７９、２８３、２８４、３６０页。

２４４ 爱·伯恩施坦在１８９４年８月１２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他对１８９４年

７月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国际纺织工人代表大会的意见，他认为召开这

次代表大会是企图把工会代表大会同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分开。

同时他还提到阿伦特在１８９４年８月２日《前进报》上的那篇报道纺织

工人代表大会的文章。他还寄给恩格斯一份《纺织工人报》，其中有对这

次代表大会的评价。他要求恩格斯把这方面的意见以及对社会民主联

盟年会决定在１８９６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以前召开“清一色社会主义

的”代表大会（见本卷第２７２—２７３页）的看法告诉他。这封信是恩格斯

对伯恩施坦的问题的答复。——第２７４页。

２４５ 英国工联第二十七届年度代表大会于１８９４年９月３—８日在诺里奇

举行。代表大会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主张一切生产资料、

分配和交换都由国家掌握。——第２７４、２７８、２８１、２８２、２８５、３７２页。

２４６ 恩格斯于１８４１年在米兰住了三个月。——第２７６页。

２４７ 屠拉梯给恩格斯寄来了在佛罗伦萨制做的马克思半身像模型的照片；

他请恩格斯和爱琳娜·马克思在做成石膏像以前提出意见，看看是否

象马克思。——第２７６页。

２４８ 指１８９４年７月１４日意大利议会通过的关于维护社会治安的非常措

施的法令。这个法令是作为似乎只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措施而颁布的，

但反动的克里斯比政府利用它来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党人日益增长的

影响。根据这一法令，意大利劳动社会党被禁止活动，工人组织被解散，

６４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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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报纸和杂志被禁止出版；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搜查和审讯。但是，

意大利社会党人不顾残酷的镇压，仍然没有停止自己的斗争，他们于

１８９５年１月在帕尔马秘密举行了意大利劳动社会党第三次代表大

会。——第２７６、２８９、３０９页。

２４９ 英国工联第二十六届年度代表大会 于１８９３年９月４—９日在拜尔法

斯特举行。代表大会的最重要决议，就是承认（在工联普通会员中革命

情绪增长的影响下）生产资料和分配手段的集体所有制原则，和要求在

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第２７８、２８１、２８５页。

２５０ 伦敦国际工会代表大会 于１８８８年１１月６—１０日举行，大会的发起者

是英国工联。参加大会的有英国、比利时、荷兰、丹麦、意大利的工会代

表以及归附于可能派的法国工会的代表。伦敦代表大会的组织者提出，

参加大会的代表要由工会正式选举产生，从而剥夺德国和奥地利（那里

的工会处于地下状态）的工人参加大会的机会。但是英国工联的改良主

义首领没有能够把自己的立场强加于代表大会。不顾他们的反对，代表

大会号召劳动者为通过劳动保护法和为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而

斗争。代表大会的最重要决议是关于在１８８９年召开巴黎国际工人代表

大会并委托可能派组织这个代表大会。关于伦敦代表大会的评价，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５７６—５７９页。——第２７８页。

２５１ 新工联主义 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兴起的英国工人运动的新派别。

这个派别产生的原因在于：英国工业垄断企业的亏损造成了工人生活

日益恶化。新工联与旧工联相比，有本质的区别。它拥有广大的无产阶

级群众，其中有当时仍在工人运动之外的许多没有技术的工人。英国社

会主义者，特别是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汤·曼，对于受到恩格斯

热情祝贺和支持的新工联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恩格斯在《伦敦的

５月４日》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１８９２年英国版序言》中，对新工联作

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６９—７６、３１１—３２５

页）。——第２８１页。

２５２ 法国工人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于１８９４年９月１４—１６日在南特举行，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国内农民运动高涨、反动势力进攻和法国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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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内部意见分歧尖锐化的情况下举行的。代表大会指出了法国劳动

者反对旨在迫害社会主义者的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年的所谓“惩恶法”（见注

２３４）的斗争正在加强，并同由于自己的恐怖行动而给这些法令的通过

造成借口的无政府主义者划清了界限。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决定是通过

了党的土地纲领的绪论部分，并在其中列入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列入其

中的论点有一些是同马克思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的立场相违背的。恩格

斯对南特土地纲领的批判，见《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２２卷第５６３—５８７页）。——第２８２、２８６、２９９、３０７、３３０、３３２页。

２５３ 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于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２１—２７日在美因河畔法兰

克福举行。在代表大会上，关于主要议程——土地问题——的补充报告

人是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领袖福尔马尔，他要求把不仅反映劳动农

民的利益，而且也反映农村富裕阶层、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条目列入

正在拟定的土地纲领中去。福尔马尔虽然也遭到许多代表的反对，但整

个说来，他的机会主义立场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击。代表大

会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制定土地纲领草案，作为对党纲的补充。除

土地问题外，代表大会听取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会党团的报告，研究

了关于托拉斯和其他大资本主义联合公司的作用、关于庆祝１８９５年五

一节等问题。

  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的报告的结尾部分载于１８９４年

１０月３１日《前进报》第２５４号。——第２８２、２９３、２９９、３０９、３１３、３１８、

３４７页。

２５４ 爱·伯恩施坦打算为《新时代》写一篇关于《资本论》第三卷的文章（见

注２５６）；因此他阅读了第三卷校样，并把他发现的错字告诉恩格斯。与

此同时，海·施留特尔也请伯恩施坦为《纽约人民报》写一篇关于第三

卷的文章，伯恩施坦拒绝了这个要求。——第２８３、３０２页。

２５５ 约·爱德华兹请求爱·伯恩施坦为他所出版的《劳工年鉴》（《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Ａｎｎｕａｌ》）写一篇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及其将来计划

的文章。——第２８４页。

２５６ 爱·伯恩施坦《〈资本论〉第三卷》，载于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新时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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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３年卷第１卷第１１—１４、１６、１７、２０期。——第２８７、３４３、４１３页。

２５７《新时代》刊载恩格斯文章的稿费，按照恩格斯的吩咐，要寄给维·阿

德勒供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使用（见注１５２）；但是该杂志把刊载马克思

《资本论》篇章（见本卷第２４８页）的稿费也错寄到那里，恩格斯请求用

他《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文的稿费来把这笔钱归还给马克思的继承

人。——第２８７页。

２５８ 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１４日和２１日，比利时根据１８９３年４月１８日通过的新

的选举法（见注１４２）进行了选举。选举结果，比利时工人党在众议院中

的席位第一次占了三十个左右。

  恩格斯把比利时这次选举的结果称作第二次胜利，认为第一次胜利

是１８９３年４月争取普选权的斗争。——第２８９、２９６、３０９页。

２５９ 普列汉诺夫在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３０日的信中请恩格斯允许他临时借用全

套《新莱茵报》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２９１页。

２６０ 指保尔·拉法格的报告《农民的财产和经济的发展》（《Ｌａ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

ｐａｙｓａｎｎｅｅｔｌ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报告是以法国工人党全国理事

会的名义向南特代表大会（见注２５２）提出的。拉法格的报告还发表在

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１８日《社会民主党人》第３８号附刊上。——第２９５、３０６、

３０７页。

２６１ 指福尔马尔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２５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关于这篇发言的报道，发表在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２６日

《前进报》第２５０号附刊（１）上。——第２９５、３０８页。

２６２ 恩格斯的著作《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曾由劳拉·拉法格译成法

文，发表在１８９５年《社会发展》杂志第１期和第２期上，标题是：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à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ｕ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ｓｍｅｐｒｉｍｉｔｉｆ》。——第２９９、

３８９、４４７页。

２６３ 恩格斯在《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２２卷第５６１—５６２页）中驳斥了福尔马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

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第３００、３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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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４ 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载于《新时代》杂志，是马克思主义在土地问

题方面的最重要文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５６３—

５８７页）。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批判了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观点，批判

了在马赛代表大会（１８９２年９月）上通过的并在南特代表大会（１８９４年

９月）上作了补充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土地纲领中背离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地方。——第３００、３０５、３０６、３０８、３２５、３３０页。

２６５ 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见注２５３）以后，在《前进报》上展

开了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对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０日《前进报》第２７１号发

表的考茨基的文章，累德堡在１１月２１日《前进报》第２７２号上作了答

复。——第３０６页。

２６６ 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１４日，倍倍尔在柏林第二选区党的会议上，批评了福尔

马尔以及其他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

大会（见注２５３）上所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他还批评代表大会通过的

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是模棱两可的。倍倍尔的发言刊登在１８９４年１１

月１６日《前进报》第２６８号上，还转载在１８９４年１２月１日《社会评论》

第２３期上。——第３０６、３０８、３１３、３２０、３２５、３４５页。

２６７ 国际工人协会在制定土地问题纲领时，同蒲鲁东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

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前者坚持小土地私有制绝不能改变；后者认为随

着继承权的废除，一般私有制，包括土地私有制也就会消失了。经过长

期的争论，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以后的巴塞尔代表大会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必须消灭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公有制的观

点。——第３０７页。

２６８ 未署名的短文《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四卷》，是恩格斯为了答复《前进

报》编辑部于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１４日该报第２６６号上发表的一篇报道而写的（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５８８页）；那篇关于《资本论》第三

卷出版的报道，对第四卷手稿的性质作了不正确的说明，并且毫无根据

地猜测恩格斯放弃了出版第四卷的意图。——第３０７页。

２６９ 署名“高卢人”（保尔·拉法格的笔名）的通讯载于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６日

《前进报》第２５９号，标题是《法国的农业信贷》（《Ｄｅｒｌａｎｄ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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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ｃｈｅＫｒｅｄｉｔｉｎ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第３０８页。

２７０ １８９４年１２月６日政府向帝国国会提出“关于修改和补充刑法典、军事

法典和出版法”法律草案（即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按照这个法案，

对现行法令增加了一些补充条文，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

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

者”、“唆使士兵不服从上级命令者”等等，采取严厉措施。１８９５年５月，

该法律草案被帝国国会否决了。——第３０９、３３９、３４７、３４９、３６６、３６９、

３７８、３８１、３８９、３９６、４０３、４１８、４２３、４２６、４３０、４３６、４４６、４４８、４５０页。

２７１ 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３０日，威廉二世命令首相卡普里维辞职。——第３０９页。

２７２ 丹尼尔逊在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１２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彼·司徒卢威《俄

国 经 济 发 展 问 题 的 评 述》（《

》）一书出版了，并要求允许他引用恩格

斯给他的信中的一些观点来评论这本书。——第３１２页。

２７３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１８９４年９月３０日在慕尼黑

举行。出席代表一百六十名。大会议程有两个问题：关于巴伐利亚邦议

会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活动，关于对农民的鼓动宣传。福尔马尔和格里伦

贝格尔在这两个问题上都得到代表大会多数的支持。大会赞同邦议会

党团的活动，并决定建立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的特别组织，它的中央领

导就是邦议会代表福尔马尔、格里伦贝格尔等人。

  恩格斯讽刺地把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所采取的立场称为宗得崩

德，即比作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瑞士的反动天主教诸州的单独联

盟。——第３１４、３１８页。

２７４ 恩格斯指的显然是李卜克内西写的两篇文章：一篇是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３

日第２７３号《前进报》社论，标题为《我们的内部状况》（《Ｉｎｅｉｇｅｎｅｒ

Ｓａｃｈｅ》）；另一篇是短评，标题同上，载于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４日《前进报》

第２７４号“关于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的讨论”栏。——第３１４页。

２７５ １８９４年１２月１日伦敦的《正义报》第５６８号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德

国的运动》（《Ｔｈ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文章作者责备《前进报》领

１５５注   释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导人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土地问题上的分歧持缄默态度，并攻击《正

义报》和海德门。为了回答这篇文章，《正义报》在紧接着下一号发表了

伯恩施坦的声明《〈前进报〉和〈正义报〉。致〈正义报〉编辑》（《Ｔｈｅ《Ｖｏｒ

ｗａｒｔｓ》ａｎｄ《Ｊｕｓｔｉｃｅ》．ＴｏｔｈｅＥｄｉｔｏｒ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来驳斥这些攻

击。——第３１７页。

２７６ 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１４日，倍倍尔在柏林第二选区党的会议上尖锐地批评了

福尔马尔等人在土地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立场（见注２６６），于是，福尔马

尔和格里伦贝格尔就在报刊上大肆攻击倍倍尔。１１月１７日和２１日，

格里伦贝格尔在自己办的报纸《法兰克每日邮报》（《ＦａｎｋｉｓｃｈｅＴａｇｅｓ－

ｐｏｓｔ》）上发表了对倍倍尔这篇演说的声明，《前进报》在１１月２０日和

２４日第２７１号和第２７４号上转载了他的声明。福尔马尔在《慕尼黑邮

报》（《ＭüｎｃｈｅｎｅｒＰｏｓｔ》）上也发表了长篇连载的文章《倍倍尔举起的旗

帜》（《ＢｅｂｅｌｓＦａｈｎｅｎｅｒｈｅｂｕｎｇ》），《前进报》在１１月２３、２４、２７日第

２７３、２７４、２７６号上转载了这篇文章。为了给以反击，倍倍尔写了两篇声

明和四篇论文，总标题是《关于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的讨论。反驳》

（《ＺｕｒＤｉｓｋｕｓｓｉｏｎ üｂｅｒｄｅ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ｌｅｒＰａｒｔｅｉｔａｇ．ＺｕｒＥｎｔｇｅｇ－

ｎｕｎｇ》），载于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８、２９、３０日和１２月１日《前进报》。——

第３１８、３２１、３２５页。

２７７ 屠拉梯在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８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几位年青的意大利

社会主义者准备出版《社会主义者１８９５年年历》，他们希望恩格斯给它

写点东西。——第３２０页。

２７８ 在德意志帝国国会１８９４年１２月６日会议上，当议长冯·列维佐祝贺

皇帝威廉二世身体健康和议员们站起来三呼“万岁”时，社会民主党党

团的议员仍然坐着不动。这种行为被认为是侮辱陛下，柏林地方法院决

定对李卜克内西进行刑事追究。１２月１１日，帝国首相霍亨洛埃要求帝

国国会赞同法院的这项决定。但是帝国国会在１２月１５日以一百六十

八票对五十八票否决了这项提议。——第３２１、３２６、３３３、３４７、３４９页。

２７９ １８９１年６月１日，福尔马尔在慕尼黑社会民主党的公开会议上发表忠

于君主的沙文主义的演说，要求按照卡普里维政府的所谓新方针来制

２５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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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党的任务和策略。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企图迫使党在内外

政策特别是对俄作战问题上采取同统治阶级合作的机会主义策略。福

尔马尔的演说受到资产阶级报刊的赞赏，但是在党的会议上，在党的许

多报纸上，后来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尤其是在倍倍尔和辛格尔等人

的发言中）受到了谴责。——第３２２页。

２８０ 指《前进报》同福尔马尔的争论，争论是因福尔马尔发表在１８９２年６

月法国的一家杂志《蓝皮评论。政治和文学评论》（《Ｒｅｖｕｅｂｌｅｕｅ．Ｒｅｖｕ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ｅｔ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上的《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和威廉皇帝的社

会主义》（《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ｄｅＭ．Ｂｉｓｍａｒｋｅｔ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ｄｅＩｅｍ－

ｐｅｒｅｕｒ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这篇文章引起的。福尔马尔在这篇文章中胡说什么

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中的许多论点接近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的

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对福尔马尔的文章展开了广泛的争

论。《前进报》在１８９２年７月６、１２、２１、２２日第１５５、１６０、１６８、１６９号的

编辑部文章中对福尔马尔进行了驳斥。——第３２２页。

２８１ 指阿德勒和考茨基因谈到恩格斯的健康状况所发生的误会。——第

３２５页。

２８２ 福尔马尔年轻时曾志愿参加为教皇国效忠的部队。——第３２５页。

２８３ １８９４年１２月１２日，李卜克内西在帝国国会讨论１８９５—１８９６年国家

预算法案时发表演说，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关于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

（见注２７０）的问题。这篇演说摘要发表于１８９４年１２月１３日《前进

报》。——第３２６页。

２８４ 约德科－纳尔凯维奇要求恩格斯允许他为波兰《黎明》（《Ｐｒｚｅｄｓｗｉｔ》）

杂志翻译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译文载于１８９４年《黎明》第１２期，

标题是《农民问题》（《ｋｗｅｓｔｙａＷ  Ｓｃｉａｎｓｋａ》）。——第３２８页。

２８５ 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是根据１８８３年３月２９日至４月２日召开的德

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的。档案馆收藏了德

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其中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稿、德国历史和国际

工人运动文献、工人报刊。档案馆最初设在苏黎世，后来在伦敦，反社会

党人非常法（见注１１３）废除以后迁往柏林。——第３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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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６ 这封信除第一句以外最初曾作为《就〈工人报〉改为日报一事给奥地利

工人的贺信》公开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５９０

页）。贺信载于１８９５年１月１日《工人报》第１号。——第３３６页。

２８７ 劳拉·拉法格在１８９４年１２月２３日告诉恩格斯，里昂的《人民报》

（《ＬｅＰｅｕｐｌｅ》）和利尔的《北方觉醒报》（《ＲéｖｅｉｌｄｕＮｏｒｄ》）即将每日出

版。——第３３７页。

２８８ １８９４年９—１１月《新纪元》（第９—１１期）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法译

文。劳拉·拉法格征询恩格斯的意见，在《新纪元》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

究竟该选用哪篇序言，她认为收入１８９０年德文版的那四篇序言都不适

用。

  在１８９５年巴黎出版的小册子《宣言》中有《新纪元》出版社的一篇简

短的前言。

  四篇序言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１８７２年德文版写的序言，恩格

斯为１８８３年和１８９０年德文版写的序言，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为１８８２

年俄文版写的序言。——第３３７页。

２８９ 根据１８９４年７月法国颁布的反无政府主义者法令（见注２３４），首先被

判刑的是惹罗－里夏尔。他被判处最重的刑罚：监禁一年，罚款三千法

郎，因为他在《动乱报》（《ＬｅＣｈａｍｂａｒｄ》）上发表了反对卡季米尔－佩

里埃的文章。１８９４年１２月，惹罗－里夏尔被布朗基派提名为巴黎第十

三选区的议员候选人，１８９５年１月６日当选。同年１月１０日，米勒兰在

法国议会中提议释放惹罗－里夏尔，并要求辩论这个问题。内阁首相杜

毕伊反对米勒兰的建议，表决结果，米勒兰的建议被否决。后来，惹罗－

里夏尔才被释放。——第３３８、３６２页。

２９０ 在恩格斯寄给维克多·阿德勒的那本《资本论》第三卷的扉页上有恩

格斯的题字：“给我的维克多·阿德勒。１８９５年１月１日”。——第３４０

页。

２９１《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以后，恩格斯就开始准备出版马克思的全集和他

自己的著作。恩格斯知道库格曼多年以来仔细地收藏了这些著作，恩格

斯要求他帮助寻找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和恩格斯本人的一些文章。——

第３４１页。

４５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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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２ １８９３年９月，恩格斯在柏林见到库格曼，当时他们曾谈到关于出版马

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的问题。——第３４１页。

２９３ １８９５年１月５日，库格曼写信告诉恩格斯，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海

尔曼·迈耶尔曾收藏马克思的著作，１８７５年此人因轮船失事逝世，一

部分书籍和文件就落入他的一个住在匹兹堡的侄子麦克斯·利文斯顿

的手中。库格曼在１８７６年得悉此事，曾写信要求利文斯顿给他开一个

书单。利文斯顿在１８７６年３月２１日回信说迈耶尔的许多书籍在轮船

失事时已经损失了，但是他还保存着马克思和恩格斯１８５１—１８５８年为

《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１８９５年１月９日恩格斯在信中要求库格

曼立刻写信向利文斯顿询问，利文斯顿在３月９日的给库格曼的回信

中说，早在十八年前他已经按照阿道夫·左尔格的意见把迈耶尔的遗

物寄往伦敦了。——第３４２、３５６、３７６、４２３、４４９页。

２９４ 施留特尔在１８９４年８月１１日写信给恩格斯，建议伯恩施坦在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为《纽约人民报》星期日附刊写几篇文章。——

第３４３页。

２９５ １８９４年５月３日，柏林和市郊各啤酒酿造厂工人宣布断绝啤酒供应，

这是因为利克斯多尔夫啤酒厂大约三百名木桶工参加１８９４年五一节

游行被解雇而引起的。工人们要求：规定５月１日为休假日，承认现有

的工会组织，建立仲裁法庭，召回被解雇的工人并赔偿其损失。但是啤

酒厂的老板却开始大批解雇工人。断绝啤酒供应的规模越来越大，企业

主被迫于１８９４年９月同工人进行谈判，结果，工人的要求基本上被接

受（如召回被解雇的工人，承认工会组织）。资本家也同意建立由企业主

代表和工人代表组成的仲裁法庭。这场啤酒抵制于１８９４年１２月２６日

结束。——第３４４、３４７页。

２９６ 考茨基在１８９４年１２月２９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发现了

马克思一封论蒲鲁东的信的原文，并想通过狄茨出版社把它发表出来。

这封信早在１８６５年２月就已发表于《社会民主党人报》，标题是《论蒲

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

卷第２８—３６页）。——第３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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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７ 指奥·倍倍尔１８９４年１２月１５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针对司法大臣

顺施泰特要对李卜克内西进行刑事追究（见注２７８）所做的演说。——

第３４７页。

２９８ 普鲁士的宪制冲突发生在１８６０年２月，原因是普鲁士议会下院中的

资产阶级多数派拒绝批准陆军大臣冯·罗昂提出的改组军队提案。但

是政府不久就争得下院批准用于“维持军队战备”的拨款，就是说事实

上开始了计划中的改组。当１８６２年３月议院的自由派多数拒绝批准军

费开支并要求内阁向议会负责时，政府解散了议会并决定重新选举。

１８６２年９月底，组成了俾斯麦内阁，它在同年１０月又一次解散议会，

并且开始实行军事改革，不经议会批准就开支这项经费。只是到１８６６

年，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普鲁士资产阶级向俾斯麦投降以后，这个冲

突才获得解决。——第３４８页。

２９９ 德国人民党成立于１８６５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维尔腾堡、巴

登、巴伐利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

组成，因此又称为南德人民党和士瓦本人民党。德国人民党反对

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

口号，同时也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它宣传建立联邦制

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

第３４９页。

３００ 指恩格斯在１８４８年４月和马克思一同离开巴黎回到德国科伦，４月

７—９日，他们在美因兹曾同当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其中有保尔

·施土姆普弗）讨论了如何把德国的各工人联合会进一步团结和组织

起来，几天以后，恩格斯到巴门以及其他城市，５月２０日又回到科

伦。——第３４９、４１６页。

３０１ 马尔提涅蒂在１８９４年９月６日的信中要求恩格斯转告爱·艾威林，

他的文章《致马克思的研究者》（《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Ｍａｒｘ》）没能用意大利

文出版。——第３５０页。

３０２ 恩格斯写的《资本论》第三卷序言由马尔提涅蒂译成意大利文，载于

１８９５年１月《农业、工业、商业、文学、政治、艺术评论》第１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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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０、３９１、４１３页。

３０３ 指路·弗赖贝格尔写的短评《在工联内》（《ＡｕｓｄｅｎＴｒａｄｅｓ－

Ｕｎｉｏｎｓ》），载于１８９５年１月１５日《工人报》第１５号。关于工联问题，该

报在１８９５年１月５日第５号“组织活动”栏内刊登了一篇匿名通讯《英

国》（《Ｅｎ－ｇｌａｎｄ》）。——第３５１页。

３０４ 指路·弗赖贝格尔写的短评《法国》（《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载于１８９５年１月

１０日《工人报》第１０号，简讯中有一段摘自克罗弗德女士１８９５年１月

６日在伦敦《每周快讯》上发表的信。——第３５１页。

３０５ 指１８９４年《欧洲通报》１２月号发表的文章《国内述评》（《

》）。——第３５２页。

３０６ 维·阿德勒在１８９４年１２月２７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要求恩格斯转告王

德威尔得关于希望他为《工人报》撰稿的建议。——第３５２页。

３０７ 维·阿德勒在１８９４年１２月２７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要求恩格斯转告保

尔·拉法格关于希望他担任《工人报》通讯员的建议。——第３５２页。

３０８ 维·阿德勒打算在《工人报》上刊登一篇关于马克思在维也纳的文章，

要求提供一些资料。恩格斯在这封回信和１８９５年１月１２日的信（见本

卷第３５６—３５８页）中写了一些材料，后来巴赫根据这些材料写了一篇

文章《卡尔·马克思在维也纳》（《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ｉｎＷｉｅｎ》），载于１８９５年１

月２４日《工人报》第２４号。——第３５２、３７８页。

３０９ 指应当由伦敦寄给阿德勒供每日出版的《工人报》所需用的钱（见本卷

第３２６—３２７页）。——第３５４、３５７页。

３１０ 在１８９４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司徒卢威的著作《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

述》第１８３页上有一条脚注：“马克思的人口理论补充了而不是批驳了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第３５５页。

３１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７６—６７８页。——第３５５页。

３１２ １８４８年８月９日普鲁士国民议会通过了施泰因议员的提案——要求

陆军大臣发布一道命令，让反对立宪制度的军官辞职。陆军大臣施莱根

施坦违反议会的决议，没有发布这项命令。为此施泰因在国民议会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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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日的会议上再次提出他的提案；提案表决结果，奥尔斯瓦特—汉泽曼

内阁被迫辞职；继任的普富尔内阁终于在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６日颁布了这

项命令，但语气比较和缓，而且只是一纸空文。——第３５７页。

３１３ 指社会民主党人伊格纳茨·奥艾尔在１８９５年１月８日德意志帝国国

会讨论防止政变法草案（见注２７０）时的演说。——第３５８页。

３１４ 保尔·拉法格从１８９５年１月起开始为维也纳的《工人报》撰稿。该报

于１８９５年１月８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巴拿马杆菌”》（《Ｄｅｒ

《Ｐａｎａｍａ－Ｂａｚｉｌｌｕｓ》》）。——第３６２页。

３１５ 指陆军大臣布龙扎尔特·冯·舍伦多夫将军在１８９５年１月１０日德

意志帝国国会讨论防止政变法草案（见注２７０）时的挑拨性的发

言。——第３６２页。

３１６ 指一群法国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瓦扬、阿尔诺、库尔奈等人）于１８７４年

６月在伦敦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标题是《致公社社员》（《ＡｕｘＣｏｍｍｕ－

ｎｅｕｘ》）。——第３６４页。

３１７ １８９５年１月１２日，社会主义者议员鲁瓦奈提议把荣誉军团勋章获得

者的养老金降低到一千法郎，以便制止滥发这种勋章。同时他宣称：既

然议会已否决了关于释放惹罗－里夏尔的提案（见注２８９），他也并不

指望大家会客观地讨论他的建议。于是议会主席布里松要求鲁瓦奈暂

时离开会议厅。尽管有一些议员反对，鲁瓦奈不得不走出会议厅。——

第３６４页。

３１８ 指威廉二世写作的一首平庸的歌曲《埃吉尔赞歌》。——第３６６页。

３１９ 从１８９３年１１月起，在法国有三届内阁垮台：杜毕伊内阁（１８９３年１１

月），卡季米尔－佩里埃内阁（１８９４年５月），又是杜毕伊内阁（１８９５年

１月），后来，卡季米尔－佩里埃在１８９５年１月１５日辞去总统职务。１

月１７日选出了法兰西共和国的新总统费里克斯·福尔。——第３６７、

３６９、３７０页。

３２０ 卡季米尔－佩里埃作为法国大工业集团利益的代表，多年来操纵着法

国政府和铁路公司。当舞弊丑闻被揭发、议会不得不讨论社会主义者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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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米勒兰的提案（对前任部长雷纳耳提出公诉）时，卡季米尔－佩里埃

便呈请辞职了。——第３６９页。

３２１ １８９４年底，法国议会讨论修改政府和铁路公司在１８８３年签订的协定，

该协定曾让铁路公司在十年内侵吞税款进行大量投机活动。政府拒绝

修改这项协定。１８９５年１月１４日，米勒兰提议调查这个问题并追查前

任公共工程部部长雷纳耳在签署该协定时所起的作用。议会以二百六

十三票对二百四十一票同意了这个提案。——第３６９页。

３２２ 激进派首领克列孟梭为自己赢得了“倒阁者”的称号，由于他在议会中

的质询，好几届内阁不得不辞职：甘必大（１８８２年）、弗雷西讷（１８８２

年）、费里（１８８５年）、布里松（１８８５年）。恩格斯讽刺地把克列孟梭称为

“已故的”，暗指激进派已失去了昔日的荣誉。——第３７０页。

３２３ 饶勒斯在１８９５年１月２０日《小共和国报》第６８５５号上发表一篇时评：

《当前形势》（《Ｌａ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文章提出了以下一些改革：用工厂主和

地主的资金发给工人和农业工人养老金；实行新的车间法规，让工人参

加重大问题的决定；设立劳动保护监察员；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由国家

负责改良土壤。他在１８９４年２月曾向众议院建议：为了提高谷物价格，

国家应垄断粮食进口（见注２０３）。——第３７１页。

３２４ 指滕尼斯的以下两篇文章：（１）《在黑格尔、马克思和孔德著作中的新

历 史 哲 学》（《Ｎｅｕｅｒ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ｌｅ：Ｈｅｇｅｌ，Ｍａｒｘ，

Ｃｏｍｔｅ》），载于１８９４年《哲学史文库》第７卷第４分册，这篇文章评论了

巴尔特的《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

批判的尝试》，恩格斯收到的是单行本；（２）《社会教育家裴斯泰洛奇》

（《ＰｅｓｔａｌｏｚｚｉａｌｓＳｏｚｉａｌｐａｄａｇｏｇ》），载于１８９４年１２月３日《社会政治中

央导报》第１０期。——第３７３页。

３２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３５１页。——第３７４页。

３２６ 指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Ｃｏｕｒｓｄ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第一版于

１８３０—１８４２年在巴黎出版，共六卷。——第３７４页。

３２７ 指赫胥黎于１８６８年１１月８日在爱丁堡所做的演讲《论生命的物质基

础》（《Ｏｎ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ｏｆｌｉｆｅ》）。这篇演讲发表于１８６９年２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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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周评论》杂志第５卷第２６期。——第３７４页。

３２８ 滕尼斯在《在黑格尔、马克思和孔德著作中的新历史哲学》这篇文章中

说：“英国一些著名的孔德主义者都是‘国际’的奠基人，它的总书记是

卡·马克思。”——第３７５页。

３２９ 孔德派或实证论派，是以其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的名字而得名的资

产阶级哲学派别。实证论派反对任何革命行动，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

级阶级利益的不调和性。他们的理想是阶级合作。实证论派力图“科学

地”证明资本主义是最好的社会组织。——第３７５页。

３３０ 指比斯利为巴黎公社写的一些文章（载于１８７１年３—６月《蜂房报》），

指哈里逊的许多演说和他写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一封信（载于１８７２

年２月２６日《泰晤士报》的“法国流亡者”栏）。——第３７５页。

３３１ 圣西门在《实业家问答》（《Ｃａｔéｃｈｉｓｍｅｄｅ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ｓ》）中把这个观点

说得很清楚，他认为除了工人以外，工厂主和商人也都是生产者，即所

谓实业家。这部著作的第一版于１８２３—１８２４年在巴黎出版，共三

册。——第３７５页。

３３２ 辉格党贵族 是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由于辉格党分裂而形成的

人数不多的派别。他们代表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反雅各宾战

争，拥护英国议会改革。后来他们加入了保守党。——第３７７页。

３３３ １８６７年，英国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实行了第二次议会改革。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争取改革的运动。按照新的法律，各

郡中的选民财产资格限制降低到每年缴纳租金十二英镑；在城市中，一

切房主和房屋承租者以及居住不下一年、所付房租不下十英镑的房客

都获得投票权。由于１８６７年的改革，英国选民数目增加了一倍多，一部

分熟练工人也获得了选举权。——第３７７页。

３３４《工人报》编辑部在１８９５年１月２６日第２６号上登载一篇简讯告诉读

者：２４日的报纸遭到没收，但大部分报纸已送到订户手中，这一号报纸

就不再重印了。——第３７８页。

３３５ 克罗弗德的这篇通讯原载于１８９５年１月２７日英国报纸《每周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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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５年２月１日《工人报》第３２号在弗赖贝格尔的文章《评新议长》

（《Ｚｕｒ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ｉｓｔｉｋｄｅｓｎｅｕｅｎＰｒａｓｉｄｅｎｔｅｎ》）中摘要转载了这篇通

讯。——第３７９页。

３３６ １８９５年１月９日，《前进报》登载了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妇女联合会对

“各党派和各阶层”妇女的呼吁，号召她们在给帝国国会和邦议会的请

愿书上签名，要求给予妇女结社集会权。１８９５年１月２４日，克拉拉·

蔡特金在《前进报》上尖锐地批评这份请愿书，并号召妇女无产者不要

签名。——第３７９页。

３３７ １８９５年１月２９日（俄历１７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贵族、地方自治

局和各城市的代表团。某些地方自治局的代表以温和的口吻表示希望

把他们的权利稍微扩大一些并希望召开缙绅会议，沙皇把这些企求说

成是“荒唐的梦想”。——第３７９页。

３３８ 下届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应于１８９６年在伦敦召开，大会的筹

备委员会建议把这次代表大会作为例外，定名为“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和

工联代表大会”。因此，波兰社会主义者维·约德科－纳尔凯维奇在

１８９５年１月３１日写信给恩格斯，征询他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对这一

建议的意见。——第３８０页。

３３９ 费舍在１８９５年１月３０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前进报》出版社打算把

马克思在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述法国１８４８

年革命和以后的一些事件的一组文章单独出版一本小册子。根据恩格

斯的意见，这本小册子定名为《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恩格斯专门为它写了一篇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

第５９１—６１２页）。——第３８１、３８６、３８９页。

３４０ 指１８９１年和１８９４年在柏林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第五版和第六

版。１８９５年发行了１８９４年版的重印版。——第３８２页。

３４１ 指１８９３年１１月在柏林出版的《柏林〈前进报〉书店图书目录》（《Ｓｃｈｒｉｆ

－ ｔｅｎ－ Ｖｅｒｚｅｉｃｈｎｉβ ｄｅｒ Ｂｕｃｈｈａｎｄｌｕｎｇ ｄｅｓ《Ｖｏｒｗａｒｔｓ》ｉｎ

Ｂｅｒｌｉｎ》）。——第３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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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２ 普列汉诺夫在１８９５年２月２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查苏利奇生病了，

他想请弗赖贝格尔给她作一次检查，并希望得到恩格斯的回信。——

第３８３页。

３４３ 指１８９５年２月６日费舍在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工人代表权（为调解

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纠纷）时所发表的演说。——第３８７页。

３４４ 恩格斯在这封信中给费舍寄去了马克思的著作《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头三章的标题（见注３３９）。恩格斯建议在单行本中不

要用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所用过的标题（《１８４８年的

六月失败》、《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的后果》），而用以

下这样的标题：１．《从１８４８年２月到１８４８年６月》，２．《从１８４８年６月

到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３．《从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到１８５０年３月１０日》。

同时恩格斯建议把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５—６期上发

表的《国际述评（三）》中关于法国事件的材料抽出来作为第四章，另加

一个标题：《１８５０年普选权的废除》。这封信中所提到的几处页码，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１１１—１２５、５１１—５１４、５２０—５３１

页。——第３８７页。

３４５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波拿巴派发动政变，这次政变的结果是１８５２年１２

月２日在法国建立了第二帝国（１８５２—１８７０年）的波拿巴政体。——

第３８８页。

３４６ 鲍古斯拉夫斯基于１８９５年在柏林出版了《实实在在的斗争——不是

虚有其表的斗争。评国内政治形势》（《Ｖｏｌｌｋａｍｐｆ—ｎｉｃｈｔＳｃｈｅｉｎｋａｍｐｆ．

ＥｉｎＷｏｒｔｚ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ＬａｇｅｉｍＩｎｎｅｒｎ》），宣扬进行上层政变来对付

国内反对派。——第３９０、４０２页。

３４７ 指洛里亚《卡尔·马克思的遗著》（《ＬｏｐｅｒａｐｏｓｔｕｍａｄｉＣａｒｌｏＭａｒｘ》）

一文，发表于１８９５年２月１日《科学、文学和艺术新文选》第３辑第５５

卷第３期。——第３９２、４１１、４１２页。

３４８ 指饶勒斯于１８９５年初在巴黎所做的演说《唯心史观》（《ＬＩｄéａｋｕｓｎｅ

ｄｅ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第３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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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５３２、５３９—５４０页。——第

３９２页。

３５０ 斯多葛派哲学是公元前四世纪末在古希腊产生的，一直存在到公元六

世纪。这个哲学派别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在罗马帝国时

代，斯多葛派哲学变成了一种反动的宗教唯心主义学说。斯多葛派特别

注意道德方面的问题，对这方面问题用神秘主义和宿命论加以解释。他

们坚持肉体之外存在着灵魂、听天由命、不抗恶、自我舍弃和禁欲主义

等等。斯多葛派的学说对基督教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影响。——第３９２

页。

３５１ 指１８９５年《俄国财富》第１期上发表的扎克的文章《历史唯物主义》

（《 》），和１８９４年１月《俄国财富》第１期上发

表的米海洛夫斯基的评论《文艺与生活》（《 》）。——

第３９３页。

３５２ 恩格斯把《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五篇《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６１０—６２３页）收进《〈人民国

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１８７１—１８７５）》，并于１８９４年１月上半月专门为

这个文集写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２２卷第４９４—５１０页）。——第３９４页。

３５３ 普列汉诺夫在１８９５年２月２０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在谈到尼古拉二世

的讲话（见注３３７）时把沙皇称为“冬宫里的小白痴”，认为他的讲话“对

革命党是很大的效劳”。——第３９５页。

３５４ 尤·莫特勒在１８９５年２月２８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２月１８日晚有两

个无政府主义者（自称亚历山大·科亨和齐梅尔）闯入他的家中，他已

给予有力回击。——第３９６页。

３５５ １８４８年的国家工厂 是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结束后立即根据法国临时政

府的法令建立起来的。当时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路易·勃朗关于组织

劳动的思想在工人中丧失威信，另一方面是想利用按军事方式组织起

来的国家工厂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因为这个分裂工人阶级的

挑拨性计划没有成功和国家工厂的工人越来越怀有革命情绪，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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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取消国家工厂。这种做法引起了巴黎

无产阶级的极大愤怒，成了巴黎六月起义的导火线之一。起义遭到镇压

后，国家工厂被解散。——第３９７页。

３５６ 郡参议会是指选举产生的伦敦郡参议会，主管税收、地方预算等。按照

１８８８年地方自治改革，凡享有议会选举权的人，以及年满三十岁的妇

女，都可以参加郡参议会的选举。郡参议会每三年选举一次。在选举

１８８９年和１８９２年的伦敦郡参议会时，一群进步派（其中有资产阶级自

由派、费边派和社会主义者）战胜了同自由党人合并派和保守党人联合

的温和派。在１８９５年３月２日的选举中，由于社会主义者拒绝同进步

派联合投票，温和派才得以取胜，在参议会中获得了许多新的席

位。——第３９７、４３０页。

３５７ 马克思《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９—１２５页）的导言，是恩格斯于１８９５年２月１４日

和３月６日之间写的。在发表这个导言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

坚决要求恩格斯把这部著作中在执行委员会看来是过分革命的调子冲

淡，并使它具有更为谨慎的形式；当时费舍提出的借口是：由于帝国国

会讨论防止政变法草案，国内又形成了紧张局势。恩格斯不得不考虑执

行委员会的意见而同意在校样中删去一些地方和改变一些提法。在马

克思的著作出版单行本前不久，１８９５年的《新时代》杂志第２卷第２７

期和第２８期登载了恩格斯的导言，但是保留了单行本中所作的那些删

节。１９３０年，恩格斯导言的全文第一次在苏联出版的马克思《１８４８年至

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发表。——第４０１、４２６、４３０页。

３５８ 指新教教派门诺派教徒特伦涅尔，他由于宗教信念拒绝执行军

勤。——第４０３页。

３５９ １８９５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为争取在国内实现普选权，组织了广泛

的运动。２月１９日在维也纳就有十二个群众集会支持这一要求。维·

阿德勒为此在《工人报》的“时事”栏内连续登载了一批简讯。——第

４０３、４１５页。

３６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１９５—１９８页。——第４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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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１ １８９５年５月，恩格斯写了《〈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价值规律和利润

率》和《交易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１００３—１０３０

页）。——第４０６、４４１、４６１、４９１页。

３６２ 指彼·法尔曼的文章《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判》（《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Ｍａｒｘ－

ｓｃｈｅｎＷｅｒｔｔｈｅｏｒｉｅ》），载于１８９２年《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杂志第３辑

第３卷。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对这篇文章曾给予好评，这是

康·施米特所不同意的。——第４０７页。

３６３ 指威·勒克西斯的文章《马克思的资本理论》（《ＤｉｅＭａｒｘｓｃｈｅＫａｐｉ－

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ｉｅ》），载于１８８５年《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新辑第１１卷。——

第４０７页。

３６４ 康·施米特《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平均利润率》１８８９年斯图

加特版（《ＤｉｅＤｕｒｃｈｓｃｈｎｉｔｔｓｐｒｏｆｉｔｒａｔｅａｕｆ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ｄｅｓＭａｒｘ－ｓｃｈｅｎ

Ｗｅｒｔｈｇｅｓｅｔｚｅｓ》．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８９）。——第４０７页。

３６５ 西法兰克王国是在查理大帝帝国瓦解后建立的，该帝国是一个暂时的

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盟。８４３年帝国在查理的三个孙子之间发生了最

后的分裂。其中一人秃头查理得到了瓦解的帝国的西部领土，包括现在

法国的大部分领土，并建立了西法兰克王国。莱茵河以东的土地（后来

德国的核心）交给了德意志的路易，从北海到中意大利之间的地带则归

查理大帝的长孙洛塔尔掌管。——第４１０页。

３６６ 耶路撒冷法典 是１０９９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所

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的法律文献汇编；该法典于十二世纪下半叶完

成。——第４１０页。

３６７ 指拉法格的两篇文章：《略驳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批评》（《Ｂｒｅｖｅ

ｒｉｓｐｏｓｔａ－ｄｏｍａｎｄａａｉｃｒｉｔｉｃｉｄｉＭａｒｘｃｉｒｃａｌａｔｅｏｒｉａｄｅｌｖａｌｏｒｅ》）和《拉

法格的回答》（《ＲｅｐｌｉｃａｄｉＬａｆａｒｇｕｅ》），发表于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１６日和１１

月１６日《社会评论》第２０期和第２２期。这两篇文章是对某些意大利经

济学家的回答，这些经济学家支持洛里亚在《卡尔·马克思的遗著》（见

注３４７）一文中提出的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的观点。——第

４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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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８ 由于《工人报》发表了一系列批评奥地利政府的文章，该报编辑维·阿

德勒于１８９５年３月被判处监禁七个星期。——第４１３页。

３６９ １８９５年３月８日，海尔曼·贝克尔的女婿卡尔·哈肯贝尔格写信给恩

格斯询问有关贝克尔的一些事迹，他在信中向恩格斯提了以下十二个

问题：

  “１．您是什么时候认识贝克尔的？他是否在革命爆发前就已经是见

习法官并作为见习法官结识了自由派？

  ２．１８４８年春天，贝克尔是一直住在科伦还是到外地旅行传播他的

思想？

  ３．他是怎样参与什列维希—霍尔施坦问题的？有人告诉我，贝克尔

曾为被安置在汉堡的伤员募集过捐款。

  ４．他还以什么形式参加过自由运动？

  ５．您是否在工人联合会听过他的演讲？这些演讲只是涉及地理方面

的问题还是也涉及国家哲学方面的问题？

  ６．各个工人协会之间是相互敌对的吗？

  ７．各民主联合会脱离中央联合会，而成立了莱茵民主联合会，这是

怎么一回事？

  ８．我很想知道贝克尔对《新莱茵报》编辑们的态度。他是否为该报写

过稿？或者当时根本就没有从事写作？

  ９．在后来的一封信中，贝克尔提到一本书《匈牙利的陷落》，似乎是

他写的，是这么回事吗？

  １０．贝克尔真的是《西德意志报》的创刊人吗？只是后来人们才知道

他是出版者。

  １１．共产党人案件。您是否还有这方面的未发表过的材料？或者还了

解有关贝克尔的详细情况？如果您能告诉我，我将非常感谢。贝克尔是

否真的参加了同盟？或者他只是和一些盟员有较密切的来往？

  １２．在审讯期间您是否曾设法营救贝克尔？”

  恩格斯在这封回信中逐一作了答复。——第４１６页。

３７０《新莱茵报》上没有刊登过署名海·贝·的文章。——第４１７页。

３７１ 亨·毕尔格尔斯不是《西德意志报》的创刊人。贝克尔曾把《西德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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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看作是《新莱茵报》的续刊，马克思反对这种看法（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６２３页）。——第４１７页。

３７２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于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从伦敦迁到科伦。贝

克尔只是在１８５０年１１月才参加了同盟，他不是中央委员会成员，而是

与中央委员会成员有密切联系的科伦同盟的盟员。——第４１７页。

３７３ 参看燕妮·马克思１８５３年３月１０日给阿道夫·克路斯的信（《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８卷第６５１—６５３页）。——第４１７页。

３７４ 指１８８５年１１月下半月出版的小册子：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

人案件。新版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引言和几个文件》１８８５年霍廷

根—苏黎世版。——第４１７页。

３７５ 帕·伊格列西亚斯由于领导马拉加纺织工人罢工，于１８９４年１０月被

判处监禁四十天。

  １８９４年１０月上半月，拉里奥斯侯爵在马拉加开办的纺织企业爆发

了有四千多工人参加的罢工。罢工的原因是企业主决定解散已经存在

四年之久的纺织工人工会，惩办积极参加工会工作的十九名工人。马德

里的工人对马拉加纺织工人给以声援。以帕·伊格列西亚斯为首的西

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西班牙工人支持马拉加的罢工者，对英国、奥

地利、德国的工人也给予支持。尽管给企业主撑腰的政府出面干涉，持

续八十天的罢工终于以工人的胜利而结束。马拉加罢工的成功对于提

高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广大工人群众中的威信有很大的意义，有助于教

育西班牙工人加强无产阶级的团结。——第４１８页。

３７６ 卡·希尔施在１８９５年３月１６日写信给恩格斯，要求恩格斯对他在

１８９５年１—２月《社会政治中央导报》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提出意见，因

为他想出版一个单行本，这几篇文章是：《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的缩短》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ｋａｔｉｏｎ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ｕｎｄＶｅｒｋüｒｚｕｎｇ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ｓｚｅｉｔ》）、《劳动

强度及对它的抵制》（《Ｄｉ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ｋａｔｉｏｎ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ｕｎｄｉｈｒＷｉ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对劳动力的经济和社会政治评价》（《Ｄｉｅｏ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ｕｎｄ

ｄｉｅ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Ｓｃｈａｔｚｕｎｇ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ｓｋｒａｆｔ》）、《从社会政治观点看

７６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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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密集》（《ＤｉｅＶｅｒｄｉｃｈｔｕｎｇ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ｕｎｔｅｒ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ｍ

Ｇｅｓｉｃｈｔｓｐｕｎｋｔ》）。——第４２０页。

３７７ 指１８９５年５月１３日在科伦举行的帝国国会的补选。社会民主党人吕

特格瑙和中央党的代表格莱斯进行了争夺，最后格莱斯获得了胜

利。——第４２２页。

３７８ １８４６年《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７月号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

的《反克利盖的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３—２０

页），１８４７年８月号和９月号上刊载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第四

章：《卡尔·格律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１８４５年达姆斯塔德

版）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３卷第５７３—６２８页）。——第４２３、４５０页。

３７９ 指１８９５年３月２日李卜克内西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演说。——第

４２６页。

３８０ １８９５年，考茨基、伯恩施坦、拉法格和梅林等人准备在斯图加特出版

《社会主义运动史概论》（《Ｄｉ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ｉｎＥｉｎｚｅｌ－

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ｅｎ》）。该书第一卷《现代社会主义的先驱》（《ＤｉｅＶｏｒｌａｕｆｅｒ

ｄｅｓＮｅｕｅｒｅｎ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共有两册，第一册是考茨基写的《从柏拉图

到再洗礼派》（《ＶｏｎＰｌａｔｏｂｉｓｚｕｄｅｎＷｉｅｄｅｒｔａｕｆｅｒｎ》），第二册中除了其

他作者的文章外，还有伯恩施坦写的《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中共产主义和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ｕｎｄ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

ｃｈｅＳｔｒｏｍｕｎｇｅｎｗａｈｒｅｎｄｄｅｒｅｎｇｌｉｓｃｈｅｎ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ｅｓ１７．Ｊａｈｒｈｕｎ

ｄｅｒｔｓ》）。——第４２６、４３４、４５９页。

３８１ 再洗礼派（即改信他教派）是基督教中的一个派别，要求在成年时再受

洗礼（由此而得名再洗礼派）。再洗礼派曾积极参加德国１５２４—１５２５年

的农民战争，反映德国革命的农村平民的利益。——第４２６、４６１页。

３８２ 塔博尔派 是十五世纪上半叶向德国封建主和天主教会进行斗争的捷

克胡斯派民族解放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中的革命的、民主的一翼。塔博

尔派之名得自１４２０年建成并成为他们的政治中心的城市塔博尔。他们

的要求反映了农民群众和城市平民要消灭整个封建制度的意向。在塔

８６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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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派中间，以宗教形式传播着确立财产平等的号召，他们并曾试图在

消费方面实行平均共产主义的原则。建立起自己的军事组织的塔博尔

派，是击退教皇和德国皇帝对捷克进行的五次十字军东征的胡斯派军

队的核心。只是由于捷克的贵族和市民阶级分子的叛卖行为——屡次

反对塔傅尔派并同外国封建反动势力实行妥协来对付他们，塔博尔派

于１４３７年遭到失败，胡斯派运动也随之被镇压下去。——第４２６、４６１

页。

３８３ 凯尔·哈第在１８９５年３月１８日纪念巴黎公社的大会上的演说载于

１８９５年３月２３日《工人领袖》周刊第５１期。——第４２９页。

３８４ 指１８９５年３月２３日《正义报》第５８４号“时事闲谈”栏内的短评。——

第４２９页。

３８５ １８９５年３月９日《正义报》第５８２号刊登了《朝圣者服用的药丸》（《Ａ

ＰｉｌｌｆｏｒＰａｌｍｅｒ》）和亨·威·李写的文章《进步派和社会民主党人所应

记取的教训》（《Ａｍｕｃｈ－ｎｅｅｄｅｄｌｅｓｓｏｎ——ｆｏｒ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ｓ》）；１８９５年３月９日《工人领袖》第４９期刊登了《伦敦郡参

议会的选举》（《ＴｈｅＬ．Ｃ．Ｃ．ｅｌｅｃｔｉｏｎ》）和《伦敦郡参议会和独立工党》

（《ＴｈｅＬ．ｃ．ｃ．ａｎｄｔｈｅＩ．Ｌ．Ｐ．》）。——第４３０页。

３８６ １８９５年３月２３日，在普鲁士议会中有人提出向俾斯麦祝贺八十寿辰

的建议。这个建议以一百六十三票对一百四十六票被否决。投反对票的

是社会民主党人、自由思想人民党的代表、中央党的代表、波兰议会党

团的代表等。威廉二世得悉这个决定以后就打电报给俾斯麦，表示他对

这件事“极为震怒”，同时宣称“这个决定完全违反了德意志各邦邦君和

各邦人民的感情”。——第４３１、４３９页。

３８７ １８７８年１２月，俾斯麦向帝国国会的一个专门建立的委员会提出了改

革关税率的方案，从１８７９年５月至７月，帝国国会讨论了委员会提出

的方案，并于７月１２日通过。新的关税率规定大大提高铁、机器、纺织

品，以及谷物、牲畜、油脂、亚麻、木材等的进口税。——第４３１页。

３８８ １８９５年３月３０日，《前进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目前革命应怎

样进行》（《Ｗｉｅｍａｎｈｅｕｔ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ｅｎｍａｃｈｔ》），社论未经恩格斯同意

９６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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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从他为马克思《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

（见注３５７）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了几处。——第４３２、４３６页。

３８９ 指尤·沃尔弗为１８９５年在耶拿出版的弗·贝尔托《给尤利乌斯·沃

尔弗博士先生的关于马克思的五封信》（《ＦüｎｆＢｒｉｅｆｅüｂｅｒＭａｒｘａｎ

ＨｅｒｒｎＤｒ．ＪｕｌｉｕｓＷｏｌｆ》）一书写的序言，标题是《“收信人”的话》（《Ｅｉｎ

Ｗｏｒｔｄｅｓ《Ａｄｒｅｓｓａｔｅｎ》》）。沃尔弗在这篇序言中回答了恩格斯在《资本

论》第三卷序言中对他的批评。恩格斯曾打算在《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中

对沃尔弗加以批判。——第４３２页。

３９０ 这封信稿写在哈·奎尔奇１８９５年４月１日给恩格斯的信的下端。奎

尔奇在信中要求恩格斯为《正义报》五一专刊发表一篇关于工人运动现

状的谈话。——第４３３页。

３９１ 指保尔·拉法格的著作《懒惰权。驳１８４８年的劳动权》（《Ｌｅｄｒｏｉｔàｌａ

ｐａｒｅｓｓｅ．Ｒéｆｕｔａｔｉｏｎｄｕｄｒｏｉｔａｕｔｒａｖａｉｌｄｅ１８４８》），这本小册子于１８８３

年在巴黎出版。——第４３４页。

３９２ 阿勒曼尼法 是阿勒曼尼法典（六世纪至八世纪日耳曼阿勒曼尼人部

落的习惯法汇编）的一部分。——第４３５页。

３９３ 指本·阿·沙·盖拉尔的著作《撒利土地》（《Ｌａｔｅｒｒｅａｓｌｉｑｕｅ》），最初

载于１８４１年１１—１２月《古代典籍学校丛书》杂志（《Ｂｉｂｌｉｏｔèｑｕｅｄｅ

ｌ毦Ｅｃｏｌｅｄｅｓｃｈａｒｔｅｓ》）。——第４３５页。

３９４ 撒利法典 是六世纪初日耳曼撒利法兰克人部落的习惯法汇编，它的

产生说明了氏族制度已经瓦解，土地私有制和阶级已经出现。——第

４３６页。

３９５ 恩格斯正准备出版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费舍来信说，德国社会主义者

汉斯·巴克也准备出版这样的著作。——第４３９页。

３９６ 指马克思以下这几篇文章：《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关于出版自由

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关于林木盗

窃法的辩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１卷第３５—９６、１３５—１８１、２１０—２４３页）。恩格斯曾打算重新出版这几

０７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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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章，但这个愿望在他生前未能实现。——第４４０、４４５、４４８、４５１页。

３９７ １８９４年，波·纳·克里切夫斯基未经恩格斯同意就出版了马克思的

《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著作（见本卷第２３７—２３８、２４２—２４３页）。——第

４４０页。

３９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１９６—１９９页。——第４４１页。

３９９ 尼 · 勃多《经 济 表 说 明》（１７６７年）（《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ｕＴａｂｌｅａｕ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１７６７）》），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关于重农学派学

说的绪论、评注和史料，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２部（《Ｐｈｙｓｉｏｃｒａｔｅｓ》．Ａｖｅｃ

ｕｎ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ｕｒｌａ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ｄｅｓｐｈｙｓｉｏｃｒａｔｅｓ，ｄｅ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ｅｔ

ｄｅｓ ｎｏｔｉｃ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ｓ，ｐａｒ Ｅ．Ｄａｉｒｅ．Ｄｅｕｘｉèｍｅ ｐａｒｔｉｅ，Ｐａｒｉｓ，

１８４６）。——第４４２页。

４０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３２３—３６６、４０５—４０７

页。——第４４２页。

４０１ 指沙弗豪森联合银行（ＳｃｈａａｆｆｈａｕｓｅｎｓｃｈｅＢａｎｋｖｅｒｅｉｎ），该行总行在科

伦，并在柏林、埃森、杜塞尔多夫设有分行。——第４４３页。

４０２ 指马克思《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本小册子的稿

费。——第４４５页。

４０３ 所谓摩塞尔的文章是指马克思在１８４３年１月《莱茵报》第１５、１７、１８、

１９和２０号上连续发表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马克思原来计划这篇

文章应分五个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２１３页），

后来只写了其中的两个部分，发表的也只是这两个部分。——第４４６、

４５０、４５３、４５５、４６５、４７０页。

４０４ 理·费舍曾建议少量地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他认为这并不妨

碍出版他们的全集。——第４４６页。

４０５ 指１８９５年４月１４日《前进报》第８８号上刊登的文章《党的报刊》

（《Ｐａｒｔｅｉｐｒｅｓｓｅ》）。文章谈到《社会主义者报》在４月初已经扩大了版面，

并任命阿·泽瓦埃斯为该报编辑、勒·沙文为报社主任。——第４４９

页。

４０６ 指“真正的社会主义”，它是从１８４４年起在德国传播的一种学说，反映

１７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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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德国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体系。“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拒绝进行政

治活动和争取民主的斗争，崇拜爱和抽象的“人性”，他们的假社会主义

思想，同沙文主义、市侩行为和政治上的怯懦结合在一起，在十九世纪

四十年代的德国造成了特别的危害，因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团结民主

力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秩序的斗争，同时在进行革命的阶级斗

争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６—１８４７

年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第４５０页。

４０７ 库格曼在１８９５年３月２１日向恩格斯建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出版

应从《德法年鉴》上的文章和《共产党宣言》开始。——第４５０页。

４０８ 指马克思的小册子《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第

４５０页。

４０９ 马克思是１８４３年３月１７日退出《莱茵报》编辑部的，该报发表他的声

明是在３月１８日。勒令《莱茵报》停刊的命令是在１８４３年１月１９日普

鲁士政府关于勒令该报停刊的决议通过以后于１月２１日公布的，１月

２６日《科伦日报》和１月２７日《杜塞尔多夫日报》曾经转载。——第

４５３页。

４１０ １８９５年２月１８日，柏林警察总局命令对“自由人民舞台”（见注１２５）上

演的剧目进行检查。由于警察总局的检查，该剧团于１８９６年３月就不

再存在了。——第４５４页。

４１１ 指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见注３９６）的手抄稿。１８９５年５月

６日，费舍把《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和《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这两

篇文章的手抄稿寄给了恩格斯。——第４５６页。

４１２《莱茵报》由它的责任编辑霍夫里希特尔出面，对布劳魏勒尔的感化院

院长虐待囚犯提出控诉。《莱茵报》编辑部想请英国记者詹·波利特（此

人受英国工厂主委托，访问了德国的许多监狱，包括布劳魏勒尔的感化

院）在１８９５年５月２７日开庭时出庭作证。《莱茵报》编辑部通过希尔施

请恩格斯帮助寻找波利特，编辑部想同他建立联系。——第４５８、４６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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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 考茨基在１８９５年５月６日的信中请恩格斯为《社会主义运动史》第四

卷写一章关于第一国际的历史，该书第四卷计划在１８９７年出版。——

第４６０页。

４１４ 考茨基在《从柏拉图到再洗礼派》中把十六世纪德国著名的文献《愚昧

人书信集》（《Ｅｐｉｓｔｏｌａｅｏｂｓｃｕｒｏｒｕｍｖｉｒｏｒｕｍ》）称作《无名人书信集》，他

和《中世纪结束以来的德国人民史》（《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Ｖｏｌｋｅｓ

ｓｅｉｔｄｅｍＡｕｓｇａｎｇｄｅｓＭｉｔｔｅｌａｌｔｅｒｓ》）的作者扬森一样，认为这部作品的

标题如果按惯例来翻译是会令人误解的。——第４６２页。

４１５ １８９０—１８９５年期间，左尔格在《新时代》发表了一组关于１８３０—１８９２

年期间美国工人运动的文章《美国工人运动》（《Ｄｉ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ｂｅｗｅｇｕｎｇ

ｉｎｄｅｎＶｅｒｅｉｎｉｇｔ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ｎ》）。早在１８９１年１１月２１日，恩格斯曾建议

他把这些文章出一个单行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８卷第

２１６页），但是并未实现。——第４６３页。

４１６ １８９５年６月１日（俄历５月２０日），丹尼尔逊给恩格斯寄去对他的《我

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况》一书的补充和修改，供安·科诺夫翻译成德

文时参考。后来这本书由格·波朗斯基翻译，在恩格斯逝世以后才出

版。——第４６６页。

４１７ １８９５年６月初至７月２４日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第４６６页。

４１８ 指恩格斯的文章《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这篇文章的波兰文

译文载于１８９５年７月《黎明》杂志第７期，标题是《工人阶级和波兰问

题》（《ＫｌａｓａｒｏｂｏｔｎｉｃｚａａＫｗｅｓｔｙａｐｏｌｓｋａ》）。——第４６７页。

４１９ 指阿尔土罗·拉布里奥拉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和平均利

润率》（《ＬａＴｅｏｒｉａｍａｒｘｉｓｔａｄｅｌｖａｌｏｒｅｅｉｌｓａｇｇｉｏｍｅｄｉｏｄｅｌｐｒｏｆｉｔｔｏ》）、

《马克思遗留下的关于价值理论的结论》（《Ｌ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ｐｏｓｔｕｍｅｄｉ

Ｍａｒｘｓｕｌｌａｔｅｏｒｉａｄｅｌｖａｌｏｒｅ》），载于１８９５年２月１日和３月１日《社会

评论》杂志第３期和第５期。——第４６８页。

４２０ 菲·屠拉梯在１８９５年５月１６日《社会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引

用了恩格斯１８９５年１月８日给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的信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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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第４６９页。

４２１ 在１８９５年５月２６日至６月３日的意大利议会选举中，社会党同激进

派和共和派联合起来反对克里斯比政府的拥护者，在议会中得到了约

二十个席位。——第４６９页。

４２２ １８９５年４月，巴黎的月刊《社会发展》第１期上刊登了爱·艾威林的文

章《英国的失业者》（《Ｌｅｓｓａｎｓ－ｔｒａｖａｉｌｅｎＡｎｇｌｅｔｅｒｒｅ》），文章说独立工

党（见注５）的领导人凯尔·哈第不承认英国有这个问题。１８９５年６月

《社会主义青年》杂志摘要转载了这篇文章。凯尔·哈第把《社会主义青

年》杂志上登载的那一段又转载于１８９５年７月６日《工人领袖》，并且

增加了一些注释，反驳艾威林的断言。

  与此同时，独立工党在格拉斯哥的组织，建议艾威林参加即将举行

的议会选举的竞选。艾威林以健康状况不好而拒绝了。关于这件事的报

道，载于１８９５年７月１３日《工人领袖》和《正义报》。——第４７１、４７５

页。

４２３ 指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文章《纪念〈共产党宣言〉》（《Ｅｎｍéｍｏｉｒｅ

ｄｕ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ｕｐａｒｔｉ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的第一部分，载于１８９５年６月《社

会发展》杂志第３期；第二部分载于１８９５年７月该杂志的第４

期。——第４７２页。

４２４ 马克思在世时，恩格斯曾起草一份遗嘱，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遗赠马克

思。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又重新写了一份遗嘱，他指定把他的遗产

平均分给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爱琳娜、已故的长女燕妮的孩子

和海伦·德穆特。——第４８３页。

４２５ 林肯法学协会（ＬｉｎｃｏｌｎｓＩｎｎ）是英国的法学团体之一。——第４８３页。

４２６ 这封信是按照爱·伯恩施坦和路·弗赖贝格尔抄写的副本发表

的，信末有奥·倍倍尔的附笔：“这是对恩格斯遗嘱的补充的一

份补页，注明日期为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１４日。此信放在恩格斯的书桌的抽

屉里。”——第４８５页。

４２７ 伊·阿·古尔维奇在１８９５年５月１８日告诉恩格斯，他的《俄国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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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状况》（《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ＲｕｓｓｉａｎＶｉｌｌａｇｅ》）即将译成俄文

出版。他要求恩格斯把马克思从俄国统计手册中所作的摘录作为该书

的附录发表。——第４９２页。

４２８ 路·济傅耳德在１８９５年７月２２日写信告诉恩格斯，他在７月２０日已

把尤·施普林格的信寄给菲·克勒普施。济博耳德要求克勒普施把这

封信看过以后转寄给恩格斯。从济博耳德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施

普林格认为肖莱马遗稿不适宜发表。济博耳德打算把手稿送给一个出

版商，请恩格斯发表自己的意见。——第４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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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索 引

Ａ
阿布纳尔，克利斯提安（Ａｂｎｅｒ，Ｃｈｒｉｓｔｉ－

ａｎ）——德国商人，科伦一商业办事处

的老板。——第４６４页。

阿德海德—— 见德沃腊克，阿德耳海

德。

阿 德 勒，恩玛（Ａｄｌｅｒ，Ｅｍｍａ１８５８—

１９３５）——维克多·阿德勒的妻子。

——第１１９、１９６、２５８、２６３、２７１、３３６、３４０、

３５２、３５４、３５８页。

阿德勒，维克多（Ａｄｌｅｒ，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５２——

１９１８）——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

领导人之一；１８８９—１８９５年曾与恩格

斯通信；《工人报》编辑，１８８９、１８９１和

１８９３年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代表；

后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

会主义派首领之一。——第５９、１１９、

１２０、１３１—１３６、１３８、１４０、１４５、１５１、１６０、

１６２—１６３、１７４、１９１、１９４—１９６、２０３、

２１２—２１３、２１７—２１９、２５０、２５８—２６３、

２７１、３１０、３２５—３２７、３３４—３３８、３４０、

３５１—３５４、３５６—３５８、３６２、３７６—３７９、

３９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７６页。

阿尔比布，爱德华多（Ａｒｂｉｂ，Ｅｄｏａｒｄ

ｏ１８４０—１９０６）——意大利政治活动家

和新闻工作者，属资产阶级右翼，议会

议员（１８７９—１８９５）。——第２０页。

阿尔吉里阿德斯，帕纳吉奥尼斯（保尔）

（Ａｒｇｙｒｉａｄｅｓ，Ｐａｎａｊｉｏｎｉｓ（Ｐａｕｌ）１８４９—

１９０１）——法国社会主义者，布朗基主

义者，律师和政论家，生于马其顿；《社

会问题年鉴》出版人，１８９１和１８９３年国

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第５８、５９、１４２页。

阿尔诺德，阿尔弗勒 德（ＡｒｎｏｌｄＡｌ

ｆｒｅｄ１８３５—１９０８）——１８９３年哈里法克

斯议会补充选举时为托利党的候选

人。——第３０页。

阿克雪里罗得，巴维尔·波利索维奇

（ ， １８５０—

１９２８）——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劳动解

放社”的参加者之一，后为孟什维克，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

者。——第２４０、３８４页。

阿 列 曼，让（Ａｌｌｅｍａｎｅ，Ｊｅａｎ １８４３—

１９３５）——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者，印刷工人；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

压后被流放服苦役，１８８０年遇赦；八十

年代为可能派分子；１８９０年领导同可

能派断绝关系的半无政府主义的工团

主义派的“工人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世

界大 战期 间脱 离 积极 的政 治 活

动。——第４９、１１４页。

   本卷中凡与恩格斯通信者用星花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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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保尔（Ａｒｎｄｔ，Ｐａｕｌ）——德国新闻

 工作者，九十年代为《前进报》的巴黎通

讯员，布朗基派中央革命委员会委

员。——第１４２、１７５、２７３—２７５、２８４页。

阿塔贝强茨，约瑟夫 涅尔谢索维奇

（Ａｔａｂｅｋｊａｎｚ， Ｊｏｓｓｉｆ Ｎｅｒｓｅｓｓｏｗ

ｉｔｓｃｈ１８７０—１９１６）——阿尔明尼亚社会

民主党人，职业是农艺师；曾把《共产党

宣言》译成阿尔明尼亚文。——第３１０—

３１１页。

埃耳斯特尔，路德维希（Ｅｌｓｔｅｒ，Ｌｕｄ

ｗｉｇ１８５６—１９３５）——德国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德国许多大学的教授，《社会政

治科学手册》出版人之一。——第１７页。

艾伯勒，卡尔（Ｅｂｅｒｌｅ，Ｃａｒｌ）——德国社

会民主党人，巴门社会民主联合会主

席。——第２３１—２３２页。

艾里提埃，路易（Ｈéｒｉｔｉｅｒ，Ｌｏｕｉｓ１８６３—

１８９８）——瑞士社会主义者，写有许多

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方面的著

作。——第７、１０—１２、２４、４２７页。

艾威林，爱德华（Ａｖｅｌｉｎｇ，Ｅｄｗａｒｄ１８５１—

１８９８）——英国社会主义者，作家，政论

家，《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译者之一；

１８８４年起为社会民主联盟盟员，后为社

会主义同盟创建人之一，八十年代末至

九十年代初为非熟练工人和失业工人

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１８８９、１８９１和

１８９３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

表；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的丈夫。——

第７、８、１２、２１、３５、５４、５８、６７、７３、８２、

１２５、１５５、１５９、１６０、１６１、１６７、２０１．２０２、

２１１、２５０、２８３、３５０、３６４、４５７、４６７、４６９、

４７１、４７５、４８６—４８９页。

艾威林夫人——见马克思－艾威林，爱琳

娜。

艾希霍夫，卡尔 威廉（Ｅｉｃｈｈｏｆｆ，ＫａｒｌＷｉｌ

ｈｅｌｍ１８３３—１８９５）——德国社会党人

和政论家，五十年代末因在刊物上揭露

施梯伯的密探活动而受法庭审讯；

１８６１—１８６６年流亡伦敦；１８６８年起为第

一国际会员，第一批第一国际史学家之

一；１８６９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

员。——第２４、７０页。

爱德——见伯恩施坦，爱德华。

爱德华——见艾威林，爱德华。

爱德华 阿伯特，约克亲王（ＥｄｗａｒｄＡｌ

ｂｅｒｔ，ＰｒｉｎｃｅｏｆＹｏｒｋ生于１８９４年）——

王储，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０日为英国国王，称爱

德华八世，同年１２月１１日退位。——第

２９４页。

爱德华兹，帕斯莫尔（Ｅｄｗａｒｄｓ，Ｐａｓｓ－

ｍｏｒｅ）——英国自由党合并派。——第

３６４页。

爱德华兹，约瑟夫（Ｅｄｗａｒｄｓ，Ｊｏｓｅｐｈ）——

英国社会主义者，１８９５年起是《劳工年

鉴》的出版者。——第２８３、２８４页。

安娜——见库利绍娃，安娜。

奥艾尔，伊格纳茨（Ａｕｅｒ，Ｉｇｎａｚ１８４６—

１９０７）——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

鞍匠，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多次被

选为国会议员，后来转到改良主义立

场。——第３５８页。

奥伯温德，亨利希（Ｏｂｅｒｗｉｎｄｅｒ，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１８４６—１９１４）——奥地利工人运动

活动家，新闻工作者，六十年代初为拉

萨尔分子，后成为爱森纳赫派，国际巴

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代表，《人民呼声

报》和《人民意志报》的编辑，１８７３—

１８７４年发表机会主义的纲领，七十年代

末脱离工人运动，八十年代末被揭露是

普鲁士警察局的密探；１８９０年起是《人

民报》的编辑。——第２５１页。

奥古斯都（Ａｕｇｕｓｔｕｓ公元前６３—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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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罗马皇帝（公元前２７—公元

１４）。——第２００页。

奥古斯特——见倍倍尔，奥古斯特。

奥斯渥特，欧根（Ｏｓｗａｌｄ，Ｅｕｇｅｎ１８２６—

１９１２）——德国新闻记者，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巴登革命运动

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

第４８８页。

Ｂ

巴尔，海尔曼（Ｂａｈｒ，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６３—

１９３４）——奥地利资产阶级政论家、批

评家，小说家和剧作家。——第７８页。

巴尔福，斯宾塞 杰贝兹（Ｂａｌｆｏｕｒ，Ｓｐｅｎ－

ｃｅｒＪａｂｅｚ生于１８４３年）—— 英国企业

家，议会议员（１８８０—１８９２），自由党人；

建筑公司经理，该公司破产（１８９２）后逃

往阿根廷；１８９５年被引渡，叛处十四年

苦役。——第２４６页。

巴尔伦，泰奥多尔（Ｂａｒｌｅｎ，Ｔｈｅｏｄｏｒ）——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侨居伦敦。——第

３８８—３８９、３９５、３９６页。

巴尔特，恩斯特 艾米尔 保尔（Ｂａｒｔｈ，

ＥｒｎｓｔＥｍｉｌＰａｕｌ１８５８—１９２２）——德国

资产阶级哲学家，社会学家，１８９０年起

在莱比锡大学任教。——第９４、９６、３７３

页。

巴赫姆，卡尔 约瑟夫 艾米尔（Ｂａｃｈｅｍ，

ＫａｒｌＪｏｓｅｐｈＥｍｉｌ１８５８—１９４５）——德

国政治活动家，法学家，属于中央党，国

会议员（１８８９—１９０６）。——第２６页。

巴克，汉斯（Ｂａａｋｅ，Ｈａｎｓ）——德国社会民

主党人，库尔特 巴克的兄弟。——第

４３９、４４０、４４８页。

巴 克，库 尔 特（Ｂａａｋｅ，Ｋｕｒｔ１８６４—

１９３８）——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

作者，戏剧团体“自由人民舞台”的创建

人和领导人之一（１８９０）。——第４４０页。

巴克斯，厄内斯特 贝尔福特（Ｂａｘ，Ｅｒ－

ｎｅｓｔＢｅｌｆｏｒｔ１８５４—１９２６）——英国社会

主义者，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新闻工作

者；英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之

一；社会民主联盟左翼积极活动家；社

会主义同盟的创始人之一；１８８３年起同

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英国社会党的创

始人（１９１１）和领袖之一；第一次世界大

战时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２１７７、

２１１、２１５、２３４页。

巴枯宁，米哈伊尔 亚历山大罗维奇

（ ，

１８１４—１８７６）——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在第一国际内进行

阴谋破坏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

上被开除出国际。—— 第７、２４、２５２、

３００．３０７、４６８页。

巴里，马耳特曼（Ｂａｒｒｙ，Ｍａｌｔｍａｎ１８４２—

１９０９）——英国新闻工作者，社会主义

者，第一国际会员，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代表，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２）和不

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４），

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宁派和

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国际停止活动后

他仍继续参加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同

时为保守派的报纸《旗帜报》撰稿；在九

十年代支持所谓的保守党人“社会主义

派”。——第９、７２、７３页。

白 恩 士，约 翰（Ｂｕｒｎｓ，Ｊｏｈｎ １８５８—

１９４３）——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八十

年代为新工联的领袖之一，伦敦码头工

人罢工（１８８９）的领导者；九十年代转到

自由派工联主义立场，反对社会主义运

动；议会议员（１８９２年起），曾任自由党

内阁的地方自治事务大臣（１９０５—

１９１４）和贸易大臣（１９１４）。——第９、３０、

８７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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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６８、２０３、２１９、２９４、２９５、４２９、４３０页。

邦吉，鲁吉罗（Ｂｏｎｇｈｉ，Ｒｕｇｇｉｅｒｏ１８２６—

１８９５）——意大利政治活动家，作家和

新闻工作者，哲学教授；属于资产阶级

右派，议会议员，１８７４—１８７６年为教育

大臣。——第２０页。

保尔——见拉法格，保尔。

鲍古斯拉夫斯基，阿尔伯特（Ｂｏｇｕｓｌａｗ－

ｓｋｉ，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３４—１９０５）——德国将军

和军事著作家，曾参加镇压波兰起义

（１８６３—１８６４）；九十年代起积极为德国

民族主义报刊撰稿。—— 第３９０、４０２、

４０３页。

鲍利，菲力浦 维克多（Ｐａｕｌｉ，ＰｈｉｌｉｐｐＶｉｋ

ｔｏｒ１８３６—１９１６以后）——德国化学家，

卡 肖莱马的朋友；同马克思和恩格斯

关系密切。——第４—５页。

鲍威尔，埃德加尔（Ｂａｕｅｒ，Ｅｄｇａｒ１８２０—

１８８６）——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ｌ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后流亡英国；

１８５９年为伦敦《新时代》编辑；１８６１年大

赦后为普鲁士官员；布鲁诺 鲍威尔的

弟弟。——第１２７、４５２、４５３页。

鲍威尔，布鲁诺（Ｂａｕｅｒ，Ｂｒｕｎｏ１８０９—

１８８２）——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名

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资产阶级激进

主义者；１８６６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

写有许多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第

１２７、４５２、４５３页。

鲍威尔，斯蒂凡（Ｂａｕｅｒ，Ｓｔｅｐｈａｎ１８６５—

１９３４）——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

计学家；曾参加《社会经济史杂志》编辑

部；布隆（布尔诺）高等技术学校教授；

后侨居瑞士。——第４４２页。

倍 倍 尔，奥 古 斯 特（Ｂｅｂｅｌ，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４０—１９１３）——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

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职业是旋工；

第一国际会员，１８６７年起为国会议员，

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曾

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普法战争时

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

黎公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

友；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九十年代和

二十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

在他活动的后期犯了一系列中派性质

的错误。—— 第３、４、１２—１５、１６、２５—

３１、３４—３７、４１、４９、５１、５３、５５、６０、６１、

６８、６９、７１、７２、８３、９０、９９—１０１、１０３、

１０４、１０６、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３—１１５、１１７、１１８、

１２０、１２４—１２６、１２８、１２９、１３２、１３６—

１４１、１４９、１５１—１５５、１５６、１５７、１６２、１６３、

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６、１７９、２０５、２１３、２３５、２７５、

２９９、３０１—３０３、３０６、３０８、３１３—３１５、

３１８—３２２、３２５、３４５、３４７、３６９、３８１、４４６、

４８３、４８４、４８９页。

倍倍尔，尤莉娅（Ｂｅｂｅｌ，Ｊｕｌｉｅ１８４３—

１９１０）—— 奥古斯特 倍倍尔的妻

子。——第１５、３１、３７、６０—６１、１０３、１１１、

１２０、１２３—１２６、１２８、１３８、１４１、１７９页。

贝恩赖特尔，约瑟夫 玛丽亚（Ｂａｅｒｎｒｅｉ－

ｔｈｅｒ，ＪｏｓｅｐｈＭａｒｉａ１８４５—１９２５）——奥

地利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法学家和政

论家，波希米亚议会和奥地利帝国议会

议员。——第１６３页。

贝黑尔，阿尔弗勒德 尤利乌斯（Ｂｅｃｈｅｒ，

Ａｌｆｒｅｄ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０３—１８４８）——奥地利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

音乐学家，法学家，奥地利１８４８年革命

的参加者，《激进报》编辑；反革命军队

占领维也纳后被枪杀。——第３５２页。

贝克尔，海尔曼 亨利希（Ｂｅｃｋｅｒ，Ｈｅｒ－

ｍａｎ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２０—１８８５）（“红色贝

克尔”ｄｅｒ《ｒｏｔｅＢｅｃｋｅｒ》）——德国法

学家和政论家，１８５０年起是共产主

９７５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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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１８５２）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徒刑；六

十年代是进步党人，后来成为民族自由

党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１８６２—

１８６６），后为帝国国会议员（１８６７—

１８７４）；１８７５—１８８５年任科伦市长。——

第３５３、４１６—４１８页。

贝 克 尔，麦 克 斯 约 瑟 夫（Ｂｅｃｋｅｒ，

ＭａｘＪｏｓｅｐｈ死于１８９６年）——德国的工

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９年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

败后，流亡瑞士，后迁居美国。—— 第

４４９页。

贝克尔，约翰 菲力浦（Ｂｅｃｋｅｒ，Ｊｏｈａｎ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１８０９—１８８６）——国际工人运

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职业是制刷工；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的参加者；在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

部的组织者，国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

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先驱》

杂志（１８６６—１８７１）的编辑；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７、１０、７０、

４２７页。

贝朗热，比埃尔 让（Ｂéｒａｎｇｅｒ，Ｐｉｅｒｒｅ－

Ｊｅａｎ１７８０—１８５７）——法国最杰出的民

主主义诗人，写有许多政治讽刺

诗。——第３６９页。

贝纳里，弗兰茨 斐迪南（Ｂｅｎａｒｙ，Ｆｒａｎｚ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１８０５—１８８０）—— 德国东方

学家、语文学家和圣经研究者，在柏林

任教授。——第２６４—２６５页。

崩讷（Ｂｏｎｎｅｔ）——法国社会主义者，《新

纪元》杂志编辑部秘书。——第２２５页。

比斯利，爱德华 斯宾塞（Ｂｅｅｓｌｙ，Ｅｄ－

ｗａｒｄＳｐｅｎｃｅｒ１８３１—１９１５）——英国历

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

派，实证论者；积极参加六十年代的民

主主义运动，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国际成立

大会的主席；伦敦大学教授；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年在英国报刊上为国际和巴黎公

社辩护；同马克思保持友好关系。——

第３７５页。

毕布，费南德（Ｂｕｅｂ，Ｆｅｒｎａｎｄ生于１８６５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作

者，国会议员（１８９３—１９００），１８９３年国

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

８３页。

毕尔格尔斯，亨利希（Ｂüｒｇｅｒｓ，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７８）——德国激进派政论家，

《莱茵报》撰稿人（１８４２—１８４３），１８４８年

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委员，《新

莱茵报》编辑之一；１８５０年起为共产主

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科伦共产党

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被告之一，被判处六年

徒刑；后成为进步党人。——第４１７页。

庇护九世（Ｐｉｕｓ １７９２—１８７８）——罗

马教皇（１８４６—１８７８）。——第１３４、１７５

页。

俾 斯麦，奥托（Ｂｉｓｍａｒｃｋ，Ｏｔｔｏ１８１５—

１８９８）——公爵，普鲁士和德国国家活

动家，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代表；曾任

驻彼得堡大使（１８５９—１８６２）和驻巴黎

大使（１８６２），普鲁士首相（１８６２—１８７２

和１８７３—１８９０），北德意志联邦首相

（１８６７—１８７１）和 德意 志 帝 国 首 相

（１８７１—１８９０）；以反革命的方法实现了

德国的统一；工人运动的死敌，１８７８年

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１５、

８８、９６、９９、１１０、１３５、２７７、４０２、４３１页。

卞 尼 格 先，鲁 道 夫 （Ｂｅｎｎｉｇｓｅｎ，

Ｒｕｄｏｌｆ１８２４—１９０２）——德国政治活动

家，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自上”统一德

国；１８５９—１８６７年为民族联盟主席，

１８６７年起为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民

０８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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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自由党右冀首领，德意志帝国国会议

员（１８７１—１８８３和１８８７—１８９８）。——第

２８页。

别尔维，瓦西里 瓦西里也维奇（ ，

～ １８２９—１９１８）（笔

名恩 弗列罗夫斯基 ～）——

俄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启蒙运动民

主主义者，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

人物，《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作

者。——第３９４页。

别 涅斯 托费 尔，安娜（Ｐｅｒｎｅｒｓｔｏｒｆｅｒ，

Ａｎｎａ）——恩格耳伯特 别涅斯托费尔

的妻子。——第３２７页。

别涅斯托费尔，恩格耳伯特（Ｐｅｒｎｅｒｓｔｏｒ－

ｆｅｒ，Ｅｎｇｅｌｂｅｒｔ１８５０—１９１８）——奥地利

政治活动家，民主主义者，《德意志言

论》杂志和《工人报》的编辑之一，１８８５

年起是众议院议员，１８９６年加入奥地利

社会民主党，后来属于该党的右

翼。——第４５、１９６页。

波 拉 克，亨 利（Ｐｏｌａｋ，Ｈｅｎｒｉ１８６８—

１９４３）——荷兰工会活动家和社会民主

党人，属于右翼。——第３２８页。

波利特，詹姆斯（Ｐｏｌｌｉｔｔ，Ｊａｍｅｓ）——英国

记者。——第４５８、４５９、４６３、４６４页。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波普，尤利乌斯（Ｐｏｐｐ，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４９—

１９０２）——奥地利工人运动活动家，社

会民主党人，职业是皮鞋工人；１８８９年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第１３６、１９６、２６３页。

勃多，尼古拉（Ｂａｕｄｅａｕ，Ｎｉｃｏｌａｓ１７３０—

１７９２）——法国神甫，经济学家，重农学

派的代表。——第４４２页。

勃柳缅费尔德，约瑟夫 索洛莫诺维奇

（ ， 生于

１８６５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１８９１

年侨居瑞士，“劳动解放社”的成员，

《火星报》的撰稿人，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年

参加在瑞士出版社会民主主义文献的

工作，１９０３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

代表大会以后成为孟什维克。——第

２５２页。

博尔吉乌斯，瓦（ＢｏｒｇｉｕｓＷ．）——布勒

斯劳（弗罗茨拉夫）的德国大学生。——

第１９８—２０１页。

博 林，海 德 维 希 （Ｂｏｅｌｌｉｎｇ，Ｈｅｄ

ｗｉｇ１８３０—１９０４）—— 恩格 斯的 妹

妹，德国商人弗里德里希 博林的妻

子。——第３６１页。

博尼埃，沙尔（Ｂｏｎｎ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生于１８６３

年）——法国社会主义者，新闻工作者，

长期侨居英国，曾为社会主义报刊撰

稿，积极参加１８８９年和１８９１年国际社会

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第

８６、１０２、１１４、１４９、１６６、１７６、１９６、２１９、

２５０、２６０、２６２、２６９、３３０页。

博伊斯特，阿道夫（Ｂｅｕｓｔ，Ａｄｏｌｆ）——安娜

博伊斯特的儿子。—— 第１１０、１１４、

４８７、４８９页。

博伊斯特，安娜（Ｂｅｕｓｔ，Ａｎｎａ生于１８２７

年）—— 恩格斯的表妹。—— 第１０９、

１１０、１１４、４８７、４８９页。

博 伊 斯 特 弗 里 德 里 希（Ｂｅｕｓ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安娜 博伊斯特的儿

子。——第１１０、１１４、４８７、４８９页。

伯 顿，罗伯特（Ｂｕｒｔｏｎ，Ｒｏｂｅｒｔ１５７７—

１６４０）——英国神学者，流行于十七世

纪的《忧郁症剖析》一文的作者。——第

１９２页。

伯恩施坦，阿伦（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Ａａｒｏｎ１８１２—

１８８４）（笔名阿 雷本施坦Ａ．Ｒｅ－ｂｅｎ

ｓｔｅｉｎ）——德国政论家和短篇小说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柏林《人民报》的

１８５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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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办人（１８５３）和编辑；爱德华 伯恩施

坦的伯父。——第１４０页。

伯恩施坦，爱德华（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Ｅｄｕａｒｄ

１８５０—１９３２）——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１８９５年恩格斯

逝世后，从改良主义立场公开修正马克

思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

一。—— 第１８、５６、５８、１１４、１２５、１４０、

１４１、１５９、１６１、１６７、１９０、２０４—２０５、２１５、

２４１、２４２、２７３—２７５、２８３—２８４、２８７、

３０２、３０５—３０６、３３０、３３５、３４３、４１３、４２６、

４５９—４６２、４６６—４６７、４７１、４８３—４８５、

４８９、４９０页。

伯恩施坦，雷吉娜（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Ｒｅｇｉｎａ）（第

一个丈夫姓沙特奈尔Ｓｃｈａｔｔｎｅｒ）——

爱德华 伯恩施坦的妻子。——第１７、

１４０、１６７、２０５、２７５、２８４、４６７、４７１、４９０

页。

伯 尔，麦 克 斯（Ｂｅｅｒ，Ｍａｘ 生 于１８６４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侨居伦敦；

《前进报》通讯员；写有许多阐述改良主

义观点的社会主义史著作。——第３３５、

４５９页。

伯吉斯，约瑟夫（Ｂｕｒｇｅｓｓ，Ｊｏｓｅｐｈ生于

１８５３ 年）（笔 名 奥 托 利 克 斯

Ａｕｔｏｌｙｃｕｓ）——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改良主义者，职业是针织工人；１８９１—

１８９４年为《工人时报》编辑；独立工党创

始人（１８９３）之一，工党的积极活动

家。——第１６３页。

柏拉图（Ｐｌａｔｏｎ约公元前４２７—３４７）——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的

思想家。——第３９２、４６１页。

布赫尔，洛塔尔（Ｂｕｃｈｅｒ，Ｌｏｔｈａｒ１８１７—

１８９２）——普鲁士官吏，政论家；１８４８年

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

翼；１８４９—１８４９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

敦；后为民族自由党人，拥护俾斯

麦。——第１７７页。

布拉奇福德，罗伯特（Ｂｌａｔｃｈｆｏｒｄ，Ｒｏｂ－ｅｒｔ

１８５１—１９４３）（笔名南匡Ｎｕｎｑｕａｍ）——

英国社会主义者，新闻工作者；九十

年 代初曾参加《工人时报》、《号角

报》及其他工人报纸的编辑部工作；著

名的抨击性著作《快乐的英国》的作者

（１８９２），他在这一著作中宣传了社会主

义思想；独立工党创始人（１８９３）和领导

人之一，持改良主义观点；第一次世界

大战期间站在沙文主义立场上。——第

３６３页。

布朗热，若尔日 厄内斯特 让 玛西

（Ｂｏｕｌａｎｇｅｒ，Ｇｅｏｒｇｅ－Ｅｍｅｓｔ－Ｊｅａｎ－

Ｍａｒｉｅ１８３７—１８９１）——法国将军，政治

冒险家，陆军部长（１８８６—１８８７）；企图

依靠反德的复仇主义宣传和政治煽惑

在法国建立自己的军事专政。——第

１２２页。

布劳恩，阿道夫（Ｂｒａｕｎ，Ａｄｏｌｆ１８６２—

１９２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德国和

奥匈帝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九十年代

为《前进报》编辑和德国、奥地利其他社

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之一；写有许多工

会运动方面的著作。——第１２３页。

布劳恩，亨利希（Ｂｒａｕ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５４—

１９２７）——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

义者，新闻工作者，《新时代》杂志创办

人之一，《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社

会政治中央导报》及其他一些刊物的编

辑，帝国国会议员；阿道夫 布劳恩之

兄。——第３１１、４０４页。

布雷特（Ｂｒｅｔｔ）——英国酒商。——第３６０

页。

布龙扎尔特 冯 舍伦多夫，瓦尔特

（Ｂｒｏｎｓａｒｔｖｏｎ Ｓｃｈｅｌｌｅｎｄｏｒｆｆ，Ｗａｌ

２８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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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１８３３—１９１１）—— 普鲁士将军，德

意志帝国陆军大臣（１８９３—１８９６）。——

第３６２页。

布鲁 诺，乔 尔 丹 诺（Ｂｒｕｎｏ，Ｇｉｏｒｄａｎｏ

１５４８—１６００）—— 意大利的伟大思想

家，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进一步发

展了哥白尼关于宇宙构造的学说；由于

拒绝放弃自己的观点被宗教裁判所烧

死。——第２０４页。

布 鲁 斯，保 尔（Ｂｒｏｕｓｓｅ，Ｐａｕｌ１８４４—

１９１２）——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者，职业是医生，巴黎公社的参加

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国外，追随无政

府主义者；１８７９年加入法国工人党，后

来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机会主义派

——可能派首领和思想家之一。——第

３３、４９页。

布伦坦诺，路约（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Ｌｕｊｏ１８４４—

１９３１）——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家，讲坛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

一。——第７５、７６、１５８、３０５页。

布罗歇，古 斯 达 夫（Ｂｒｏｃｈｅｒ，Ｇｕｓｔａｖｅ

１８５０—１９２４左右）——国际革命运动活

动家，无神论的积极宣传者；教员，原系

法国人；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住在俄

国，曾参加民粹派活动；１８７４—１８９３年

住在伦敦，在此期间与马克思和恩格斯

有来往；曾一度追随无政府主义者；

１８９３年住在瑞士，同情十月革命。——

第４７９页。

布洛歇尔，海尔曼（Ｂｌｏｃｈｅｒ，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６７—１９４２）——瑞士政论家，社会民

主党人；后脱离工人运动。——第１２６—

１２７页。

Ｃ

蔡特金，克拉拉（Ｚｅｔｋｉｎ，Ｃｌａｒａ１８５７—

１９３３）——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

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

一；１８８１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

《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人；《平等报》编

辑（１８９２—１９１６），为反对机会主义和修

正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共产国际

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被选入共产国际执

行委员会，并领导执委会的国际妇女书

记处。——第１１４、１７７、３７９页。

察赫尔，格奥尔格（Ｚａｃｈｅｒ，Ｇｅｏｒｇ１８５４—

１９２３）——德国法学家，柏林政治警察

局局长，《赤色国际》一书的作者。——

第２４页。

查理一世（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６００—１６４９）——

英国国王（１６２５—１６４９），十七世纪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

第４３１页。

查苏利奇，维拉 伊万诺夫娜（ ，

１８５１—１９１９）——俄国民

粹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积极活动

家，“劳动解放社”（１８８３）创始人之一；

后来转到孟什维克立场。—— 第１１４、

２３８、２３９、２４１、２４３、２５２、３７９、３８２、３８３、

３９３、３９５、４２５、４９０—４９１页。

Ｄ

达尔齐尔，戴维森 亚历山大（Ｄａｌｚｉｅｌ，

Ｄａｖｉｓｏ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１８５４—１９２８）——一

家英国通讯社的创始人之一，保守党

人，议会议员。——第１４页。

达尔文，查理 罗伯特（Ｄａｒｗｉ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０９—１８８２）——伟大的英国自

然科学家，科学的生物进化学的奠基

人。——第２８８页。

达金斯（Ｄａｋｙｎｓ）——英国地质学家，１８６９

年起是国际会员，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

保持友好关系。——第１９３页。

３８５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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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查理（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ｅＴéｍéｒａｉｒｅ１４３３—

１４７７）—— 勃 艮 第 公 爵（１４６７—

１４７７）。——第９７页。

戴鲁累德，保尔（Ｄéｒｏｕｌèｄｅ，Ｐａｕｌ１８４６—

１９１４）——法国的反动政治活动家和作

家；曾参加镇压巴黎公社，布朗热运动

的积极参加者，众议院议员（１８８９—

１８９２、１８９８）。——第８５、３７２页。

戴芒迪，格奥尔格（Ｄｉａｍａｎｄｙ，Ｇｅｏｒｇｅ）

罗马尼亚大学生；在巴黎学习时领

导大学生国际社会主义小组，《新纪

元》的创办人和编辑（１８９３—１８９４）；

１８９８年回到罗马尼亚。——第１０２、１５６、

１６７、１９７页。

戴文希尔——见卡文迪什，斯宾塞 康普

顿，戴文希尔公爵。

丹 尼 尔逊，尼 古 拉 弗 兰 策 维 奇

（ ，

１８４４—１９１８）（笔 名 尼 古 拉—逊

）——俄国经济学著作家，八十

至九十年代民粹派思想家之一；曾与马

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多年信；把马克思的

《资本论》第一、二、三卷译成俄文（第一

卷是和格 亚 洛帕廷合译的）。——第

３７—４０、７３、１４６—１４９、１８８、２１４、２４３—

２４４、３１１—３１３、３５４—３５５、３９３、３９４、

３９９—４００、４３４、４６５—４６６页。

但丁 阿利格埃里（ＤａｎｔｅＡｌｉｇｈｉｅｒｉ１２６５—

１３２１）——伟大的意大利诗人。——第

１８９页。

德尔克律兹，马尔克 路易 阿尔弗勒德

（Ｄｅｌｃｌｕｚｅ，Ｍａｒｃ－ Ｌｏｕｉｓ－ Ａｌｆｒｅｄ

１８５７—１９２３）——法国社会主义者，曾

在加来市建立工人党组织（１８８２）；

１８８９、１８９１、１８９３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

代表大会代表；后来加入“独立社会

党”。——第１１６页。

德拉哥马诺夫，米哈伊尔 彼得罗维奇

（ ，

１８４１—１８９５）—— 乌克兰自由派历

史学家，民族志学者和政论家，持资产

阶级民族主义立场，反对马克思主

义。——第１６页。

德拉格拉夫，沙尔 玛丽（Ｄｅｌａｇｒａｖ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ａｒｉｅ１８４２—１９３４）——法国

出版者。——第２６８页。

德 莱昂，丹尼尔（ＤｅＬｅｏｎ，Ｄａｎｉｅｌ１８５２—

１９１４）——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社

会主义工人党领袖，职业是律师；

“熟练和非熟练工人社会主义同盟”的

组织者（１８９５）；革命的工会组织“世界

产业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１９０５）；

曾同改良主义进行斗争，接近工团主

义，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第１３１页。

德朗克，恩斯特（Ｄｒｏｎｋｅ，Ｅｒｎｓｔ１８２２—

１８９１）——德国政论家，最初是“真正的

社会主义者”，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

盟员和《新莱茵报》编辑之一；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后流亡英国；共产主义者同

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脱

离政治活动。——第４１６页。

德雷尔，西蒙（Ｄｅｒｅｕｒｅ，Ｓｉｍｏｎ１８３８—

１９００）——法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

职业是鞋匠，布朗基主义者，国际巴

黎支部成员，曾参加《马赛曲报》编

辑部；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

亡美国，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和

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海牙代表大

会（１８７２）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员；

１８８２年起为法国工人党党员。—— 第

２９６页。

德隆，阿尔伯（Ｄｅｌｏｎ，Ａｌｂｅｒｔ生于１８５７

年）——法国社会主义者，职业是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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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是可能派分子，１８９３年起追随盖得

派，曾为许多社会主义的杂志撰稿，在

自己的文章中把马克思主义庸俗

化。——第１９７页。

德穆特，弗雷德里克（Ｄｅｍｕｔｈ，Ｆｒｅｄｅｒ－

ｉｃｋ）——英国工人，马克思一家的挚友

海伦 德穆特的儿子。——第４９０页。

德沃腊克，阿德耳海德（Ｄｗｏｒａｋ，Ａｄｅｌ－

ｈｅｉｄ １８６９—１９３９）（夫 姓 波 普

Ｐｏｐｐ）——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工厂女

工，后为政论家，积极参加奥地利妇女

运动和国际妇女运动；１８９３年国际社会

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女工报》编辑

部的成员（１８９４—１８９９）。—— 第１１０、

１１４、１３６、１９６、２１８、２６３页。

邓布斯基，亚历山大（Ｄｅｂｓｋｉ，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ｅｒ

１８５７—１９３５）——波兰社会主义者，“无

产阶级党”和波兰社会党（１８９２）的创始

人之一；１８９３年加入《黎明》杂志编辑

部；后来脱离工人运动。——第２４８页。

狄茨，约翰 亨利希 威廉（Ｄｉｅｔｚ，Ｊｏｈａｎｎ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４３—１９２２）—— 德

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出版社创

办人，１８８１年起为帝国国会议员。——

第１７、５６、１５１、１５５、１５８、１５９、１７３、１９０、

２０３、２４５、３０４、４００、４６３页。

狄慈根，欧根（Ｄｉｅｔｚｇｅｎ，Ｅｕｇｅｎ１８６２—

１９３０）—— 德国政论家；１８８０年底至

１８８１年初侨居美国，参加美国的社会主

义运动；约瑟夫 狄慈根的儿子和他的

著作的出版者，后来反对马克思主

义。——第２３５页。

迪斯累里，本杰明，贝肯斯菲尔德伯爵

（Ｄｉｓｒａｅｌｉ，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ＥａｒｌｏｆＢｅａ－ｃｏｎｓ

ｆｉｅｌｄ１８０４—１８８１）—— 英国国家活动

家和作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十九世

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内阁首相

（１８６８和１８７４—１８８０）。—— 第１７４—

１７５。

杜毕伊，沙尔 亚历山大（Ｄｕｐｕｙ，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１８５１—１９２３）—— 法国国

家活动家，温和的共和主义者；教育

部 长（１８９２），内 阁 总 理（１８９３，

１８９４—１８９５，１８９８—１８９９）。—— 第

１７８、３７０页。

杜林，欧根 卡尔（Ｄüｈｒｉｎｇ，ＥｕｇｅｎＫａｒｌ

１８３３—１９２１）——德国折衷主义哲学家

和庸俗经济学家，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

会主义的代表；在哲学上把唯心主义、

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论结合在一起，是

个形而上学者；在自然科学和文学方面

也有所著述，１８６３—１８７７年曾任柏林大

学讲师。——第１５０、２２５页。

杜西——见马克思－艾威林，爱琳娜。

多曼尼科，卓万尼（Ｄｏｍａｎｉｃｏ，Ｇｉｏｖａｎ－

ｎｉ１８５５—１９１９）——意大利社会主义

者，曾参加无政府主义的国际意大利联

合会，后来为意大利社会党党员；１８９９

年退出该党。——第７９、８０—８１、９２页。

Ｅ

恩格斯，爱利莎 弗兰契斯卡（Ｅｎｇｅｌｓ，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Ｆｒａｎｚｉｓｋａ１７９７—１８７３）——

恩格斯的母亲。——第１６８页。

恩格斯，恩玛（Ｅｎｇｅｌｓ，Ｅｍｍａ生于１８３４

年）——恩格斯的弟弟海尔曼 恩格斯

的妻子。—— 第１９、１１０、３６１、３８６、４２４

页。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Ｅｎ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９６—１８６０）—— 恩格斯的父亲。——

第４８３页。

恩格斯，海尔曼（Ｅｎｇｅｌｓ，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

２２—１９０５）——恩格斯的弟弟，巴门的

工厂主，恩格耳斯基尔亨的欧门—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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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公司的股东。—— 第１８—１９、１０３、

１０９—１１０、１２８、３５９—３６１、３８４—３８６、

４２４、４４３—４４４、４８３、４８５、４９４页。

恩格斯，海尔曼 弗里德里希 泰奥多尔

（Ｅｎｇｅｌｓ，Ｈｅｒｍａｎ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Ｔｈｅｏ－ｄｏｒ

１８５８—１９１０以后）——恩格斯的侄子，

海尔曼的儿子，１８７６—１８７７年为柏

林大学的学生，后为波恩大学的学

生，以后为工厂主，恩格耳斯基尔亨

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 第

４８３、４８５页。

恩格斯，鲁道夫（Ｅｎｇｅｌｓ，Ｒｕｄｏｌｆ１８３１—

１９０３）——恩格斯的弟弟，巴门的工厂

主，恩格耳斯基尔亨的欧门—恩格斯公

司的股东。——第３６１、３８５页。

恩格斯，瓦尔特（Ｅｎｇｅｌｓ，Ｗａｌｔｅｒ生于１８６９

年）——恩格斯的侄子，海尔曼的儿

子，职业是医生。—— 第１１０、３６０、

３８６页。

恩格斯，伊丽莎白（Ｅｎｇｅｌｓ，Ｅｌｓｂｅｔｈ生

于１８７４年）——恩格斯的侄女，海尔曼

的女儿，１８９５年起是阿尔都尔 舒哈尔

德的妻子。—— 第１０９、１１０、３６０、３８６、

４２４、４４３页。

恩捷约夫斯基，鲍列斯拉夫 安东尼（Ｊｅ

ｄｒｚｅｊｏｗｓｋｉ，Ｂｏｌｅｓｌａｗ Ａｎｔｏｎｉ１８６７—

１９１４）——波兰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

动的著名活动家；“无产阶级党”和波兰

社会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１８９３年

起流亡伦敦，参加《黎明》杂志编辑部，

１８９３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

表；波兰１９０５年革命的参加者。——第

４６７页。

Ｆ

法尔曼，彼得（Ｆｉｒｅｍａｎ，Ｐｅｔｅｒ生于１８６３

年）—— 美国化学家，生于俄国，住

在德国和美国；写有一篇关于平均

利润率 的文章。—— 第３１７、３４４、

３４５、４０７页。

菲力浦二世 奥古斯特（Ｐｈｉｌｉｐｐ 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１６５—１２２３）—— 法国国王（１１８０—

１２２３）；１１８９—１１９１年为第三次十字军

东征的首领之一。——第９５页。

菲韦希，亨利希（Ｖｉｅｗｅｇ，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２６—

１８９０）——不伦瑞克一家大图书出版社

的老板。—— 第２５４页。斐洛（ＰｈｉｌｏＪｕ

ｄａｅｕｓ约公元前２０—公元５４）——亚历

山大里亚派犹太人宗教哲学的主要代

表，对基督教神学的形成有很大影

响。——第３９２页。

费 里，恩 利 科（Ｆｅｒｒｉ，Ｅｎｒｉｃｏ１８５６—

１９２９）——意大利法学家和社会学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议会议员；１８９３年加

入意大利社会党。——第２８８、３０２、４１３、

４２６页。

费里，茹尔 弗朗斯瓦 卡米尔（Ｆｅｒｒｙ，

Ｊｕｌｅｓ－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Ｃａｍｉｌｌｅ １８３２—

１８９３）——法国律师，政论家和政治活

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

一；国防政府成员，巴黎市长（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积极镇压革命运动，内阁总理

（１８８０—１８８１和１８８３—１８８５），奉行积极

的殖民主义政策。——第１０３页。

费鲁耳，约瑟夫 安都昂 厄内斯特（Ｆｅｒ

ｒｏｕｌ，Ｊｏｓｅｐｈ－Ａｎｔｏｉｎｅ－Ｅｒｎｅｓｔ１８５３—

１９２１）——法国社会主义者，职业是医

生；１８８８年起为众议院议员，１８８９和

１８９１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

表。——第１１５。

费舍（Ｆｉｓｃｈｅｒ）—— 理 查 费 舍 的 妻

子。——第３８２、４７０页。

费舍，理查（Ｆｉｓｃｈｅｒ，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８５５—

１９２６）——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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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职业是排字工人；党的执行委员

会 书 记（１８９０—１８９３），国 会 议 员

（１８９３—１９２６）。——第２０１—２０２、３８１—

３８２、３８６—３８８、４０１—４０４、４３９—４４０、

４４５—４４８、４５０—４５１、４５３、４５５—４５６、

４６５、４７０页。

费希特，约翰 哥特利勃（Ｆｉｃｈｔｅ，Ｊｏｈａｎｎ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１７６２—１８１４）——德国古典哲

学的代表人物，主观唯心主义者。——

第９５页。

芬威克，查理（Ｆｅｎｗｉｃｋ，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５０—

１９１８）——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

是矿工，矿工工联的领袖之一，议会议

员（１８８５年起）；工联代表大会议会委员

会书记（１８９０—１８９４）；自由劳工政策的

拥护者。——第２７２页。

弗格森，詹姆斯（Ｆｅｒｇｕｓｓｏｎ，Ｊａｍｅｓ１８３２—

１９０７）——英国国家活动家，保守党人，

邮 政 大 臣（１８９１—１８９２），议 会 议

员。——第２４６页。

弗赖贝格尔，路德维希（Ｆｒｅｙｂｅｒｇｅｒ，Ｌｕｄ

ｗｉｇ）——奥地利医生，侨居伦敦，１８９４

年回路易莎 考茨基结婚。——第１５、

４５、１１１、１７９、２０５、２０７、２１０、２１７、２１９、

２２７、２２８、２３５、２４６、２６３、２６９、２７１、２７５、

２７９、２８３、２８４、２８６、２９０、２９３、３１０、３１６、

３２７、３３４、３４２、３４３、３４６、３５２、３５４、３５９、

３６１、３６７、３７２、３７９、３８０、３８３—３８５、３９１、

３９３、３９５、４２５、４３３、４３９、４４１、４５０、４５６—

４５８、４６６—４６７、４７１、４８５、４８８—４９０、４９３

页。

弗赖贝格尔，路易莎——见考茨基，路易

莎（父姓施特拉塞尔）。

弗兰茨 斐迪南 卡尔（Ｆｒａｎｒ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Ｋａｒｌ１８６３—１９１４）——奥地利大公，奥

匈帝国的王位继承者，１９１４年６月２８日

在萨拉也沃被刺杀。——第３０９页。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Ｆｒａｎｚ－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３０—１９１６）——奥地利皇帝（１８４８—

１９１６）。—— 第１５３、１６３、１７４、１７５、１９５、

２０７、３０９、３１０页。

弗兰克尔，列奥（Ｆｒａｎｋｅｌ，Ｌｅｏ１８４４—

１８９６）——匈牙利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

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首饰匠；巴

黎公社委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７１）和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匈

牙利全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１８９１年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第１０３、１６６、

３３４、３３５、３３８、４２７页。

弗里布尔（Ｆｒｉｂｏｕｒｇ，Ｅ．Ｅ．）——法国工人

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工，后为商人；

右派蒲鲁东主义者，国际巴黎支部的领

导人之一，１８７１年出版敌视国际和巴黎

公社的《国际工人协会》一书。——第２４

页。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ｄｅｒ《Ｇｒｏβｅ》）１７１２—

１７８６）—— 普 鲁 士 国 王（１７４０—

１７８６）。——第４５３页。

弗里德里希－ 威廉（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１６２０—１６８８）——勃兰登堡选帝侯

（１６４０—１６８８）。——第９６页。

弗列罗夫斯基——见别尔维，瓦西里 瓦

西里也维奇。

弗罗梅，卡尔 弗兰茨 埃贡（Ｆｒｏｈｍｅ，Ｋａｒｌ

ＦｒａｎｚＥｇｏｎ１８５０—１９３３）——德国工人

运动活动家，政论家，七十年代是拉萨

尔分子，后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

派首领之一，１８８１年起是帝国国会议

员，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代表。——第２６、３４页。

福尔，弗朗斯 瓦 费里克斯（Ｆａ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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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Ｆéｌｉｘ１８４１—１８９９）——法国

国家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

阶级共和主义者；１８９５—１８９９年为共和

国总统。——第３７０、３７１页。

福尔杰（Ｆｏｕｌｇｅｒ）——英国出版者。——第

１３６、１５２页。

福尔马尔，格奥尔格 亨利希（Ｖｏｌｌｍａｒ，

Ｇｅｏｒｇ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５０—１９２２）—— 德国

社会民主党人，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

义、改良主义派首领之一；多次当选为

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和巴伐利亚邦议

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

文主义者。—— 第２０５、２９５．２９９、３００、

３０６—３０８、３１４、３１５、３１８、３２１、３２２、３２５、

３４７页。

福尔坦，爱德华（Ｆｏｒｔｉｎ，▍Ｅｄｏｕａｒｄ）——法

国社会主义者，政论家，九十年代后半

期是工人党的领导人之一，曾将马克思

的许多著作译成法文。——第１４４、１４５、

１５０、１５５、１５６页。

福格尔赞格尔，约翰 雅科布（Ｖｏ－ｇｅｌ

ｓａｎｇｅｒ， Ｊｏｈａｎｎ Ｊａｃｏｂ １８４９—

１９２３）——瑞士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

作者，苏黎世市政局成员（１８９２—

１９１９）。——第２０８页。

符卢勃列夫斯基，瓦列里（Ｗｒóｂｌｅｗｓｋｉ，

Ｗａｌｅｒｙ１８３６—１９０８）—— 波兰革命运

动和国际革命运动的活动家，革命民主

主义者，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波兰解放起义领

导人之一，巴黎公社的将军；国际总委

员会委员和波兰通讯书记（１８７１—

１８７２），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积极

参加反对巴枯宁派的斗争；七十年代

末，在瑞士同波兰流亡者接近；１８８０年

大赦后回到法国，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

联系。——第３６３、３９８页。

符尼埃尔，约瑟夫 欧仁（Ｆｏｕｒｎｉèｒｅ，

Ｊｏｓｅｐｈ 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５７—１９１４）——法国

社会主义者，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

一，１８８１年属于可能派分子，后为米勒

兰的拥护者，众议院议员。——第２６８

页。

Ｇ

盖得，茹尔（Ｇｕｅｓｄｅ，Ｊｕｌｅｓ１８４５—１９２２）

（真 名 巴 集 耳，马 蒂 约 Ｂａｓｉｌｅ，

Ｍａｔｈｉｅｕ）——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

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初期是资产阶级

共和党人，七十年代前半期追随无政府

主义者；后为法国工人党（１８７９）创始人

之一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法国的宣传

者；好些年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革命派

的领导人，曾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

者。—— 第６５、８５、１０３、１１３、１１６、１３０、

１４３、１６６、１７７、１７８、１８３、２０６—２０８、２３３、

２５０、２６１、２６２、３６４、３７８页。

盖拉尔，本杰明 阿德姆 沙尔（Ｇｕéｒａｒｄ，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Ｅｄｍ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９７—

１８５４）——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写

有许多法国中古史方面的著作。——第

４３５页。

盖泽尔，阿利萨（Ｇｅｉｓｅｒ，Ａｌｉｃｅ生于１８５７

年）—— 威廉 李卜克内西的大女

儿，布鲁诺 盖泽尔的妻子。—— 第

２１６页。

戈斯特，约翰 埃尔登（Ｇｏｒｓｔ，ＪｏｈｎＥｌ

ｄｏｎ１８３５—１９１６）—— 英国国家活动

家，保守党人，议会议员，财政大臣

（１８９１—１８９２）。——第２４６页。

哥登别尔格，约瑟夫 彼得 罗维奇

（ ，   

１８７３—１９２２）（化 名梅 什 柯 夫 斯 基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８８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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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０年起在国外学习，１９０３年起为

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

入护国派，１９２０年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

党。——第１４６页。

哥伦布，克里斯托弗尔（Ｃｏｌｏｍｂｏ，Ｃｈｒｉｓ－

ｔｏｆｏｒｏ１４５１—１５０６）——发现美洲的杰

出的航海家；在西班牙供职，热那亚

人。——第１３１页。

哥持沙克，安得列阿斯（Ｇｏｔｔｓｃｈａｌｋ，Ａｎ

ｄｒｅａｓ１８１５—１８４９）——德国医生，共产

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委员；１８４８年４—６

月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从小资产阶级

宗派主义的立场来反对马克思和恩格

斯关于德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第

４１６页。

歌德，约翰 沃尔弗干格（Ｇｏｅｔｈｅ，Ｊｏｈａｎ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１７４９—１８３２）—— 伟大的德

国作家和思想家，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

著作闻名。——第３８３页。

格尔方 德，亚历 山大 拉札列维 奇

（ ， １８６９—

１９２４）（化名帕尔乌斯 ）—— 俄

国社会民主党人，１８８６年起侨居瑞

士，后迁德国，为德国和俄国的社会

民主党报刊撰稿；１９０５年俄国革命

的参加者；后脱离社会主义。——第２４２

页。

格 尔拉赫，赫尔穆 特（Ｇｅｒｌａｃｈ，Ｈｅｌｌ

ｍｕｔ１８６６—１９３５）——德国政论家，九十

年代为《人民报》撰稿人；后为和平主义

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积极反对法西斯主

义。——第２５１页。

格腊德纳乌厄尔，格奥尔格（Ｇｒａｄｎａｕｅｒ，

Ｇｅｏｒｇ１８６６—１９４６）——德国社会民主

党人；九十年代是许多工人报纸和社会

民主党报纸的编辑；后为修正主义

者。——第２５页。

格莱斯顿，威廉 尤尔特（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Ｅｗａｒｔ１８０９—１８９８）—— 英国

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

十九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之一；曾

任 财政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１８５９—

１８６６）和内阁首相（１８６８—１８７４、１８８０—

１８８５、１８８６和１８９２—１８９４）。—— 第１２、

３１、３６、２０６、２９４页。

格勒本，冯（Ｇｒｏｂｅｎ，ｖｏｎ）—— 利克（东

普鲁士）的地方行政长官。—— 第２９

页。

格雷利希，海尔曼（Ｇｒｅｕｌｉｃｈ，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４２—１９２５）——德国装订工人；１８６７

年起为第一国际瑞士支部委员，《哨兵

报》的创办人和编辑（１８６９—１８８０）；瑞

士社会民主党创始人（１８８８）之一，为该

党右翼的领袖，第二国际改良派领袖之

一。——第１１３页。

格里伦贝格尔，卡尔（Ｇｒｉｌｌ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Ｋａｒｌ

１８４８—１８４７）—— 德国社会民主党

人，工人，后为政论家；１８８１年起为

帝国国会议员；九十年代属于德国

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 第

３１４、３１８页。

格里施，卡尔 阿尔文（Ｇｅｒｉｓｃｈ，ＫａｒｌＡｌ

ｗｉｎ１８５７—１９２２）——德国社会民主党

人，职业是机器制造工人，德国社会民

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帝国国会议员

（１８９４—１８９８）。——第２１３页。

龚佩尔特（Ｇｕｍｐｅｒｔ）——爱德华 龚佩尔

特的妻子。——第８５页。

龚佩尔特，爱德华（Ｇｕｍｐｅｒｔ，Ｅｄｕａｒｄ死于

１８９３年）——曼彻斯特的德国医生，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之一。——第２７、

６６、６７、６８、８５页。

古尔维奇，伊萨克 阿道夫维奇（ ，

１８６０—１９２４）—— 俄

９８５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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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学家，持马克思主义立场；１８９１

年起侨居美国，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年是芝加哥

大学的讲师；曾参加美国的社会主义运

动；后为修正主义者。—— 第７４—７５、

４９２页。

果 布 累，勒 奈（Ｇｏｂｌｅｔ，Ｒｅｎé １８２８—

１９０５）——法国国家活动家和政治活动

家，职业是律师；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八十年代屡任部长；《小法兰西共和国

报》的董事之一（１８９１—１８９３）。——第

１４４页。

Ｈ

哈德逊（Ｈｕｄｓｏｎ）——英国的一家肥皂公

司的老板。——第２１６页。

哈第，詹姆斯 凯尔（Ｈａｒｄｉｅ，ＪａｍｅｓＫｅｉｒ

１８５６—１９１５）—— 英国工人运动活动

家，改良主义者，职业是矿工，后为政论

家，苏格兰工党（１８８８年起）和独立工党

（１８９３年起）的创始人和领袖，工党的积

极 活 动 家；议 会 议 员（１８９２—

１８９５）。——第９、１２、１３、２９、３０、５８、２９４、

３５４、３６３、３７８、４２９、４７５、４７６页。

哈尔科特，威廉 乔治 格兰维耳（Ｈａｒ－

ｃｏｕｒ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ＧｅｏｒｇｅＧｒａｎｖｉｌｌｅ１８２７—

１９０４）——英国国家活动家，自由党人，

内务大臣（１８８０—１８８５），财政大臣

（１８８６、１８９２—１８９４、１８９４—１８９５）。——

第３５３页。

哈 肯 贝 尔 格，卡 尔（Ｈａｃｋｅｎｂｅｒｇ，

Ｃａｒｌ）——海尔曼 贝克尔的女婿。——

第４１６—４１８页。

哈里逊，弗雷德里克（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１８３１—１９２３）——英国法学家和历史学

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实证论者，曾积极

参加六十年代英国民主运动，国际会

员。——第３７５页。

哈尼，乔治 朱利安（Ｈａｒｎｅｙ，ＧｅｏｒｇｅＪｕ

ｌｉａｎ１８１７—１８９７）—— 著名的英国

工人运动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

之一；许多宪章派刊物的编辑；１８６２

年至１８８８年曾数度住在美国；国际会

员；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联

系。——第４０页。

哈 瓦 斯，奥 古 斯 特（Ｈａｖａｓ，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８１４—１８８９）——法国一家通讯社所有

人之一。——第１４页。

海德门，亨利 迈尔斯（Ｈｙｎｄｍａｎ，Ｈｅｎｒｙ

Ｍａｙｅｒｓ１８４２—１９２１）——英国社会主

义者，改良主义者；民主联盟的创始

人（１８８１）和领袖，该联盟于１８８４年

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他在工人运动

中实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路线，后为

英国社会党领袖之一，１９１６年因进行有

利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而被开除出

党。—— 第７、８、４９、５４、２１１、２８０、２８１、

２８４、２９４页。

海涅，亨利希（Ｈｅｉｎ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７—

１８５６）——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

第１２０、１６０、１６８、１７７、３９２页。

海 因 岑，卡 尔（Ｈｅｉｎｚｅｎ，Ｋａｒｌ１８０９—

１８８０）——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对马克思和恩格

斯；曾参加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

义，后来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１８５０年

秋定居美国。——第３６６页。

汉泽曼，大卫（Ｈａｎｓｅｍａｎｎ，Ｄａｖｉｄ１７９０—

１８６４）——德国大资本家，莱茵省自由

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１８４８年３—９月任

普鲁士财政大臣，奉行同反动派妥协的

叛卖政策。——第３５７页。

豪威耳，乔治（Ｈｏｗｅｌｌ，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３３—

１９１０）——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

职业是泥水匠，前宪章主义者，工联伦

０９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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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理事会书记（１８６１—１８６２），１８６４年９

月２８日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

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年１０月—１８６９年），国

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的参加者，改革

同盟和工联不列颠代表大会议会委员

会 书 记（１８７１—１８７５），议 会 议 员

（１８８５—１８９５）。——第１５８、１５９页。

赫 德尔，麦克斯（Ｈｏｄｅｌ，Ｍａｘ１８５７—

１８７８）——莱比锡的帮工；１８７８年谋刺

德皇威廉一世未遂，政府借此实施了反

社会党人非常法。——第２５０页。

赫 格 尔，卡 尔（Ｈｏｇｅｒ，Ｋａｒｌ１８４７—

１９１３）——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

活动家，职业是排字工人，奥地利排字

工人工会的组织者之一，１８９３年国际社

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第

１３１、１９４页。

赫普纳，阿道夫（Ｈｅｐｎｅｒ，Ａｄｏｌｆ１８４６—

１９２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人民国

家报》编辑之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代表；后侨居美国；第一次世界

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第

２６６页。

赫 斯，莫 泽 斯（Ｈｅβ，Ｍｏｓｅｓ１８１２—

１８７５）——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四

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

代表人物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

加入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

团；六十年代是拉萨尔分子；国际布鲁

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和巴塞尔代表大

会（１８６９）的参加者。——第４５２页。

赫胥黎，托马斯，亨利（Ｈｕｘｌｅｙ，Ｔｈｏｍａｓ

Ｈｅｎｒｙ１８２５—１８９５）——著名的英国自

然科学家，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朋友和

信徒，他的学说的热心普及者，在哲学

方面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第

３７４页。

黑格尔，乔治 威廉 弗里德里希（Ｈｅ－

ｇｅｌ，Ｇｅｏｒ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７０—

１８３１）——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代表，

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研究了唯心

主义辩证法；德国资产阶级思想

家。——第９４、９５、２３７页。

亨德尔，格奥尔格 弗里德里希（Ｈａｎｄｅｌ，

Ｇｅｏｒ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６８５—１７５９）——

伟大的 德国作 曲家。—— 第２５０、

２５１页。

胡登，乌尔利希 冯（Ｈｕｔｔｅｎ，Ｕｌｒｉｃｈｖｏｎ

１４８８—１５２３）——德国人道主义诗人，

宗教改革的拥护者，德国骑士等级的思

想家之一，１５２２—１５２３年骑士起义的参

加者。——第４６２页。

霍夫里希特尔（Ｈｏｆｒｉｃｈｔｅｒ，Ａ．）——德国

社会民主党人，《莱茵报》编辑之

一。——第４５９、４６４、４６５页。

霍亨洛埃，席林格菲尔斯特公爵，赫洛

德维希（Ｈｏｈｅｎｌｏｈｅ－Ｓｃｈｉｌｌｉｎｇｓｆüｒｓｔ，

Ｃｈｌｏｄｗｉｇ Ｆüｒｓｔ ｚｕ １８１９—

１９０１）——德国反动的国家活动家；

德 意 志 帝 国 的 首 相 （１８９４—

１９００）。——第３２６、３３３页。

霍亨索伦王朝——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

（１４１５—１７０１）、普鲁士王朝（１７０１—

１９１８）和 德 意 志 皇 朝 （１８７１—

１９１８）。——第９９页。

Ｊ

基佐，弗朗斯瓦 比埃尔 吉约姆（Ｇｕｉ－

ｚｏｔ，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Ｐｉｅｒｒｅ－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１７８７—１８７４）——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

家和国家活动家，１８４０年至１８４８年二月

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

外交，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

益。——第２００页。

１９５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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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娜——见伯恩施坦，雷吉娜。

吉齐茨基，格奥尔格 冯（Ｇｉｚｙｃｋｉ，Ｃｅ

ｏｒｇｖｏｎ１８５１—１８９５）——德国哲学

家，柏林大学教授。—— 第１６７、２０４

页。

吉 约 曼（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ｉｎ）—— 法 国出 版

者。——第１６１页。

济 博 耳 德，路 德 维 希 （Ｓｉｅｂｏｌｄ，

Ｌｕｄｗｉｇ）——德国化学家，九十年代在

曼彻斯特生活和工作，卡 肖莱马的遗

嘱执行人。—— 第６８、１０８、１８０、２５４、

２５５、４９４页。

济格尔，奥古斯特（Ｓｉｅｇｅｌ，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５６—

１９３６）——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

矿工；八十年代是积极的工会活动家，

德国矿工工会组织者之一；１８９１年因遭

受迫害被迫流亡英国，在那里居住了二

十余年，曾参加苏格兰矿工的罢工运

动；英国和国际矿工代表大会代

表。——第２６４页。

加德纳，赛米尔 罗森（Ｇａｒｄｉｎｅｒ，Ｓａｍｕｅｌ

Ｒａｗｓｏｎ１８２９—１９０２）——著名的英国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第３４５页。

加尔文，让（Ｃａｌｖｉｎ，Ｊｅａｎ１５０９—１５６４）——

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新教宗派

之一——加尔文教创始人，这一宗派反

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利

益。——第９５页。

加里波第，梅诺蒂（Ｇａｒｉｂａｌｄｉ，Ｍｅｎｏｔｔｉ

１８４０—１９０３）——朱泽培 加里波第之

子，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参加者；曾站

在法国方面参加普法战争；七十年代初

为企业家，意大利议会议员（１８７６—

１９００）。——第２０页。

加里波第，朱泽培（Ｇａｒｉｂａｌｄ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１８

０７—１８８２）——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

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曾

参加意大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五十至

六十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解

放和国家统一的斗争；七十年代声援巴

黎公社，赞成在意大利建立国际的支

部。——第２７６页。

焦 利 蒂，卓 万 尼（Ｇｉｏｌｉｔｔｉ，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１８４２—１９２８）—— 意大利国家活动

家，所谓资产阶级“左翼”领袖之一；

１８８９—１８９０年为国库大臣，１８９２—

１８９３年为首相；由于罗马银行舞弊行为

的揭露被迫辞职，并暂时脱离政治活

动。——第３３３页。

杰维尔，加布里埃尔（Ｄｅｖｉｌｌｅ，Ｇａｂｒｉｅｌ

１８５４—１９４０）——法国社会主义者，法

国工人党的积极活动家，政论家，写有

《资本论》第一卷浅释以及许多哲学、经

济学和历史著作，１８８９和１８９１年国际社

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二十世纪初

脱离了工人运动。—— 第７９、８０、１０５、

３３２、３９１页。

居 奥，伊 夫 （Ｇｕｙｏｔ，Ｙｖｅｓ １８４３—

１９２８）——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经

济学家和政论家，众议院议员，公共工程部

长（１８８９—１８９２）。——第４３２、４３６页。

居利希，古斯达夫（Ｇüｌｉｃｈ，Ｇｕｓｔａｖ１７９１—

１８４７）——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

史学家，写有许多关于国民经济史方面

的著作。——第２００、２０１页。

君士坦丁（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ｕｓ，ＦｌａｖｉｕｓＶａ－

ｌｅｒｉｕｓ２７４左右—３３７）—— 罗马皇帝

（３０６—３３７）。——第３９２页。

Ｋ

卡尔彼列斯（Ｋａｒｐｅｌｅｓ）——本诺 卡尔

彼列斯的妻子。——第３１６页。

卡 尔 彼 列 斯，本 诺（Ｋａｒｐｅｌｅｓ，

Ｂｅｎｎｏ）——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

２９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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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２３、２５１、３１６页。

卡季米尔－ 佩里埃，让 保尔 比埃尔

（Ｃａｓｉｍｉｒ－Ｐéｒｉｅｒ，Ｊｅａｎ－Ｐａｕｌ－Ｐｉｅｒｒｅ

１８４７—１９０７）——法国反动的国家活动

家；内阁总理（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共和国总

统（１８９４—１８９５）。——第１７８、３０９、３６３、

３６７、３６９、３７０页。

卡雷（Ｃａｒｒé）——巴黎一家出版社的所有

者。——第２２５页。

卡 内 帕，朱 泽 培（Ｃａｎｅｐａ，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８６５—１９４８）——意大利律师，社会党

人，改良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

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第１８９页。

卡尼茨，汉斯 威廉 亚历山大（Ｋａｎｉｔｚ，

Ｈａｎｓ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８４１—

１９１３）——伯爵，德国政治活动家，保守

党领袖之一，普鲁士议会议员和德意志

帝国国会议员，维护大地主的利

益。——第２２５、２２６、２６１页。

卡诺，玛丽 弗朗斯瓦 萨迪（Ｃａｒｎｏｔ，Ｍａｒｉｅ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Ｓａｄｉ１８３７—１８９４）——法

国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

和 党 人，历 任 部长；共 和 国 总 统

（１８８７—１８９４），１８９４年被无政府主

义者卡泽里奥杀害。—— 第１８８、２５０、

２５３页。

卡普里维，列奥（Ｃａｐｒｉｖｉ，Ｌｅｏ１８３１—

１８９９）——伯爵，德国国家活动家和军

事活动家，将军，德意志帝国首相

（１８９０—１８９４）。—— 第１０、１５、６８、７６、

７７、９８、３２２页。

卡文迪什，斯宾塞 康普顿，戴文希尔公爵

（Ｃａｖｅｎｄｉｓｈ，ＳｐｅｎｃｅｒＣｏｍｐｔｏｎ，Ｄｕｋｅｏｆ

Ｄｅｖｏｎｓｈｉｒｅ１８３３—１９０８）——英国国家

活动家，最初为自由党人，１８８５年起为

自由党人合并派的领袖，议会议

员。——第２１３页。

凯利－ 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弗洛伦斯

（Ｋｅｌｌｅｙ－ Ｗｉｓｃｈｎｅｗｅｔｚｋｙ，Ｆｌｏｒｅｎｃｅ

１８５９—１９３２）——美国社会主义者，后

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曾将恩格

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译成

英文；１８９２年以前为波兰流亡者拉

扎尔 威士涅威茨基的妻子。——第

１６４、４８７页。

凯洛格，爱德华（Ｋｅｌｌｏｇｇ，Ｅｄｗａｒｄ１７９０—

１８５８）—— 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写有许多财政问题的著作。—— 第

５３页。

凯撒（凯尤斯 尤利乌斯 凯撒）（Ｃａｉｕｓ

Ｊｕｌｉｕｓ Ｃａｅｓａｒ 公 元 前１００左 右—

４４）——著名的罗马统帅，国家活动家

和著作家；著有《高卢战记》一书。——

第２００页。

康德，伊曼努尔（Ｋａｎｔ，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１７２４—

１８０４）——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唯

心主义者，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也

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

第９５、０８。

考茨基，卡尔（Ｋａｕｔｓｋｙ，Ｋａｒｌ１８５４—

１９３８）——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时

代》杂志编辑；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第二

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第１７—

１８、５６—５８、７５—７８、１０３、１２０—１２１、

１５５、１５８—１６２、１７３—１７５、１９０—１９１、

１９４、１９５、２０３、２１２、２３５、２３９、２４１、２４２、

２４６、２４８—２５２、２５６、２５７、２６４—２６６、

２８４、２８７—２８８、３０２、３０５、３０６—３０７、

３２５、３３０、３４４—３４６、３５８、３６５、４１２—

４１３、４２５—４２８、４３１—４３３、４５９—４６３页。

考茨基，路易莎（Ｋａｕｔｓｋｙ，Ｌｏｕｉｓｅ１８６０—

１９５０）（父姓施特腊塞尔Ｓｔｒａｓｓｅｒ，第二

个丈夫姓弗赖贝格尔Ｆｒｅｙｂｅｒｇｅｒ）——

奥地利社会主义者，１８９０年起担任恩格

３９５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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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秘书；《女工报》编辑部成员，１８９１

和１８９３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代表；卡尔 考茨基的第一个妻子。——

第３、４、６、１０、１５、１６、２１、２２、２６、２８、３１、

３２、３４、３７、４０、４４、４６、４８、５０、５１、５５、５９、

６７、６８、７３、８０、８２、８５、９０、９３、１０３—１０７、

１１１、１１４．１１７—１２０、１２２—１２６、１２８、

１３１、１３５、１３６、１４１、１４４、１４６、１５０、１５１、

１５７、１６３、１６７、１６８、１７１、１７２、１７８、１７９、

１８１、１８４、１８５、１８７、２０５、２０７、２１０、２１２、

２１３、２１７—２１９、２２７、２２８、２３３—２３５、

２３７、２４１、２４６、２５０、２６０、２６３、２６９、２７１、

２７５、２７９、２８３、２８４、２８６、２９０、２９２、２９３、

２９８、３０７、３１０、３２０、３２６、３２７、３３１、３３５、

３４２—３４４、３４６、３５１、３５４、３５７—３５９、

３６４、３６７、３７２、３７９、３８０、３８３—３８５、３９１、

４２３、４２５、４３９、４４１、４４９、４５０、４５６、４５７、

４６０、４６６、４７０—４７１、４８３—４９０页。

考茨基，路易莎（Ｋａｕｔｓｋｙ，Ｌｕｉｓｅ１８６４—

１９４４）（父姓龙施佩尔格 Ｒｏｎｓｐｅｒ－

ｇｅｒ）——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卡尔 考

茨基的第二个妻子。——第１５５页。

考茨基，敏娜（Ｋａｕｔｓｋｙ，Ｍｉｎｎａ１８３７—

１９１２）——德国女作家，写有许多社会

题材的小说；卡尔 考茨基的母亲。——

第２１６页。

科本，卡尔 弗里德里希（Ｋｏｐｐｅｎ，Ｋ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８—１８６３）——德国激进派

政论家和历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

佛教史专家。——第４５３页。

科拉扬尼，拿破仑涅（Ｃｏｌａｊａｎｎｉ，Ｎａｐｏ－

ｌｅｏｎｅ１８４７—１９２１）——意大利政治活

动家和政论家，共和党人；曾参加意大

利民族解放运动；八十至九十年代接近

社会主义者；１８９０年起为议 会 议

员。——第２１页。

科诺夫，安得列（ ， ）—— 一

个侨居柏林的俄国人。—— 第４００、

４６６页。

科塔尔，姆 尔（Ｃｏｔａｒ，Ｍ．Ｒ．）——法国

社会主义者。——第６２页。

克拉夫钦斯基，谢尔盖 米哈伊洛维奇

（ ，

１８５１—１８９５）（笔 名 斯捷 普 尼 亚 克

）——俄国作家和政论家，七十

年代革命的民粹派著名活动家；１８７８年

在彼得堡对宪兵长官进行了一次恐怖

行动，事后流亡国外；１８８４年起住在英

国。同恩格斯和爱琳娜 马克思－艾威

林有过联系。——第１５８、１７３页。

克拉克，托马斯（Ｃｌａｒｋ，Ｔｈｏｍａｓ）——伦

敦的房主。——第２７５页。

克劳泽（Ｋｒａｕｓｅ）—— 德国医生。—— 第

２９６页。

克勒尔，恩斯特 马提阿斯（Ｋｌｌｅｒ，Ｅｒｎｓｔ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１８４１—１９２８）——德国反动的

国家活动家，属保守党，帝国国会议员

（１８８１—１８８８），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为普鲁士

内务大臣；实行迫害社会民主党的政

策。——第３２１、３２６、３３３、３４５、３６７、３６９、

４２３页。

克勒普施，菲力浦（Ｋｌｅｐｓｃｈ，Ｐｈｉｌｉｐｐ）——

卡尔 肖莱马的遗嘱执行人之一。——

第６８、２５５页。

克雷兹（Ｋｒｏｉｓｏｓ）——吕底亚王（公元前

５６０—５４６）。——第９９页。

克里切夫斯基，波利斯 纳乌莫维奇

（ ， １８６６—

１９１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政论家，

九十年代初侨居瑞士；在日内瓦参加

“劳动解放社”；经济派的领袖之一；

１９０３年脱离政治活动。—— 第２３７—

２３８、２４１—２４３、２５２、４００页。

克里斯比，弗兰契斯科（Ｃｒｉｓｐｉ，Ｆｒ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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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ｓｃｏ１８１８—１９０１）——意大利国家活

动家，活动初期为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曾参加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六十年代

末起拥护君主立宪，所谓资产阶级“左

翼”领袖之一，曾任首相（１８８７—１８９１和

１８９３—１８９６）；实行残酷镇压意大利工

农运动的政策。—— 第２７７、３０９、３３３、

３６７、４６９页。

克利夫兰，斯蒂文 格罗弗（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Ｇｒｏｖｅｒ１８３７—１９０８）——美国

反动的国家活动家，美国总统（１８８５—

１８８９和１８９３—１８９７）。——第５３页。克列

孟梭，若尔日 本扎曼（Ｃｌｅｍｅｎｃｅａｕ，

Ｇｅｏｒｇｅｓ－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１８４１—１９２９）——

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八

十年代起为激进党领袖；《正义报》创办

人；内阁总理（１９０６—１９０９和１９１７—

１９２０），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第８５、

３７０页。

克龙，贝尔塔（Ｃｒｏｏｎ，Ｂｅｒｔａ）——恩格斯的

弟弟海尔曼的妻妹。——第１１０页。

克鲁泡特金，彼得 阿列克谢也维奇

（ ， １８４２—

１９２１）——地理学家和旅行家，无政府

主义活动家和思想家之，马克思主义的

敌人；１８７６—１９１７年侨居国外。——第

３９６页。

克 伦 威 尔，奥 利 弗（Ｃｒｏｍｗｅｌｌ，Ｏ

ｌｉｖｅｒ１５９９—１６５８）——十七世纪英国资

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化贵族的领袖；１６５３年起为英格兰、苏

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第２００页。

克 罗 弗 德，艾 米 莉（Ｃｒａｗｆｏｒｄ，Ｅｍｉｌｖ

１８３１—１９１５）——英国女新闻工作者，

好几家英国报纸的巴黎通讯员。——第

３３、２９９、３５１、３７８、３７９页。

克罗 斯 兰，约 瑟 夫（Ｃｒｏｓｌａｎｄ，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２６—１９０４）——英国工厂主，保守党

人，议会议员（１８９３—１８９５）。——第３１

页。

孔德，奥古斯特（Ｃｏｍｔｅ，Ａｕｇｕｓｔｅ１７９８—

１８５７）——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

学家，实证论的创始人。——第３７４、３７５

页。

库格曼，弗兰契斯卡（Ｋｕｇｅｌｍａｎｎ，Ｆｒａｎ－

ｚｉｓｋａ生于１８５８年）——路德维希 库格

曼的女儿。—— 第１２３、３４１、３４２、３５６、

４５０页。

库 格 曼，盖 尔 特 鲁 黛（Ｋｕｇｅｌｍａｎｎ，

Ｇｅｒｔｒｕｄ生于１８３９年左右）—— 路德

维希 库格曼的妻子。—— 第３４１、

３４２、３５６、４５０页。

库格曼，路德维希（Ｋｕｇｅｌｍａｎｎ，Ｌｕｄ－

ｗｉｇ １８３０—１９０２）—— 德 国 医 生，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国际会

员，国际洛桑代表大会（１８６７）和海牙代

表大会（１８７２）的代表；１８６２年到１８７４年

经常和马克思通信，把德国的情况告诉

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第１２３、１２４、３４１—３４２、３５６、３７５—３７６、

４２２—４２３、４４９—４５０页。

库 利 绍 娃，安 娜 米 哈 伊 洛 夫 娜

（ ， １８５４—

１９２５）——俄国革命者，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年

流亡巴黎，追随无政府主义者；八十年

代中参加“劳动解放社”的工作；后为意

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意大

利社会党的著名活动家；安 科斯塔的

妻子（１８７７年起），后为菲 屠拉梯的妻

子（１８８５年起）。——第３、２１、４６、８０、９３、

１０５、１１４、２２８、２３４、２７１、２７９、３２０、４６９

页。

库诺夫，亨利希 威廉 卡尔（Ｃｕｎｏｗ，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Ｋａｒｌ１８６２—１９３６）——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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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民主党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

和民族志学家；八十至九十年代追随马

克思主义者；后为修正主义者，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第１９０页。

奎尔奇，哈利（Ｑｕｅｌｃｈ，Ｈａｒｒｙ１８５８—

１９１３）——英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

家，新工联和英国社会主义者左翼领袖

之一，对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

自由劳工政策进行过斗争，支持第二国

际各党的左派；１８９１和１８９３年国际社会

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第２１１、

４３３页。

魁奈，弗朗斯瓦（Ｑｕｅｓｎａｙ，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１６９４—

１７７４）——法国的大经济学家，重农学

派的创始人；职业是医生。—— 第４４２

页。

Ｌ

拉 波 波 特，沙 尔（Ｒａｐｐｏｐｏｒｔ，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６５—１９４１）——法国社会主义者，俄

国侨民；后为法国共产党活动家，写有

许多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著作。——第

１８８、１９１页。

拉布里奥拉，阿尔土罗（Ｌａｂｒｉｏｌａ，Ａｒｔｕｒｏ

１８７３—１９５９）——意大利社会主义者；

后为改良主义者，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

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

义者；１９２６—１９３９年侨居国外，反对法

西斯主义，１９５６年起为世界和平理事会

的理事。——第４６８页。

拉布里奥拉，安东尼奥（Ｌａｂｒｉｏｌａ，Ａｎ－

ｔｏｎｉｏ１８４３—１９０４）——意大利社会主

义者、哲学家和政论家，意大利的第一

批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之一；１８９３年国际

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第

３、１９．１１４、１８１、１８３、１８４、３０２、３９１、４１１、

４１２、４３４、４６８、４７２页。

拉查理，康斯坦丁诺（Ｌａｚｚａｒｉ，Ｃｏｓｔａｎｔｉｎｏ

１８５７—１９２７）——意大利工人运动活动

家，意大利工人党（１８８９）和意大利社会

党（１８９２）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追随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曾参加共产国际第

二次和第三次大会的工作。——第２７８

页。

拉迪姆斯基，奥古斯特（Ｒａｄｉｍｓｋｙ，Ａｕ

ｇｕｓｔ１８６２—１９２９）——捷克社会民主党

人，新闻工作者；１８９１—１８９７年为维也

纳《工人报》的编辑之一，曾将《共产党

宣言》译成捷克文。——第５９—６０页。

拉法格，保尔（Ｌａｆａｒｇｕｅ，Ｐａｕｌ１８４２—

１９１１）——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

动的著名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

传家和政论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法

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１８７４）；《社会主

义者报》的编辑；１８８９和１８９１年国际社

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被选入众议

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马

克思的女儿劳拉的丈夫。—— 第３２—

３４、４０—４４、４８、４９、５１、５３、６０、６２、６５、

６７、６８、８５—９１、１０３、１０４、１１２、１１３、

１１５—１１７、１１９、１２０、１２２、１３０、１４２—

１４４、１４９、１５１—１５２、１５６、１５７、１６１、

１６５—１６７、１７６—１７９、１８５—１８７、２０７—

２１１、２１９、２２５、２２７、２４４—２４６、２５０、２５３、

２６２、２６７—２６９、２７９—２８３、２８６、２９５、

３００、３０４、３０６、３０７—３１０、３３１—３３５、

３３８、３５２、３６２—３６４、３７０—３７２、３８９—

３９２、４１１—４１２、４２７、４３２、４３４—４３９、

４４９、４５６、４５７、４６９、４７６、４８４、４８６—４８９

页。

拉法格，劳拉（Ｌａｆａｒｇｕｅ，Ｌａｕｒａ１８４５—

１９１１）——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马克

思的第二个女儿，１８６８年起为保尔 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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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格的妻子。—— 第３２—３４、４４、４８—

５０、５１、５３、５８—５９、６２、６６—６７、８２—８５、

９０、１０２—１０４、１１１—１２２、１４４—１４６、

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５—１５７、１６０、１６６、１６７、

１７６—１７９、１８４、１８５、１８７、１９０、２１０、

２２５—２２７、２３２—２３４、２４６、２５３—２５４、

２６７—２６９、２８３、２８５—２８６、２９７—３０１、

３０３—３０４、３１０、３２８—３３２、３３４、３３５、

３３７—３３９、３５２、３６３、３６４、３６８—３７０、

３７２、３９１、４２９—４３２、４３９、４４７—４４９、

４５６—４５８、４６９、４７１、４７６、４８４、４８６—

４８９、４９２页。

拉弗勒，艾米尔 路易 维克多 德（Ｌａｖｅｌ

ｅｙｅ，▍Ｅｍｉｌｅ－Ｌｏｕｉｓ－Ｖｉｃｔｏｒｄｅ１８２２—

１８９２）——男爵，比利时资产阶级历史

学家和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

表人物。——第２４页。

拉甫罗夫，彼得 拉甫罗维奇（ ，

１８２３—１９００）——俄国社

会学家和政论家，民粹派思想家之一，

哲学上的折衷主义者，１８７０年起侨居国

外；国际会员，巴黎公社参加者；《前

进！》杂志编辑（１８７３—１８７６）和《前进！》

报编辑（１８７５—１８７６）；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朋友。—— 第２２、７３—７４、８２、１８８、

１９１—１９２、３３１—３３２页。

拉柯夫斯基，克里斯图（克利斯提安 格

奥尔基 也维奇）（ ，

（ １８７３—１９４１）——

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者，日内瓦的保加利

亚大学生社会主义小组的成员，１８９３年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１９１７

年起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伟大的十月

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做苏维埃的外交工

作；由于积极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活动

而被开除出党。——第４４４—４４５页。

拉 萨 尔，斐迪 南（Ｌａｓｓａｌｌｅ，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２５—１８６４）——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建

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

“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工人运

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第

１５３、２１５、２３４、３２９、３７０、３８１、３８７、４３０、

４４８页。

拉沙特尔，莫里斯（Ｌａｃｈａｔｒｅ，Ｍａｕｒｉｃｅ

１８１４—１９００）——法国进步的新闻工作

者，巴黎公社的参加者，马克思的《资本

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出版者。——第１０５

页。

拉维涅－ 佩吉朗，摩里茨（Ｌａｖｅｒｇｎｅ－

Ｐｅｇｕｉｌｈｅｎ，Ｍｏｒｉｔｚ１８０１—１８７０）—— 德

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属于所谓浪漫

学派。——第６４页。

拉希兹，让 贝努瓦（费里克斯）（Ｌａｃｈｉｚｅ，

Ｊｅｎｎ－Ｂｅｎｏｉｔ（Ｆéｌｉｘ）生于１８５９年）——

法国社会主义者，职业是纺织工人，

１８８９—１８９３年为众议院议员。—— 第

１２０页。

腊韦，昂利（Ｒａｖé，Ｈｅｎｒｉ）——法国新闻

工作者，曾将恩格斯的著作译成法

文。—— 第６６、８２、８３、１４４、１５０、１９０、

１９１、１９３页。

腊韦，伯恩哈特（Ｒａｖｅ，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１８０１—

１８６９）——德国新闻工作者，职业是

医生，《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的创办人和编辑之一，１８４４—１８６２

年为《爱北斐特日报》的编辑。——第

４５２页。

莱辛，哥特霍尔德 埃夫拉伊姆（Ｌｅｓｓｉｎｇ，

ＧｏｔｔｈｏｌｄＥｐｈｒａｉｍ１７２９—１７８１）——伟

大的德国作家，批评家和哲学家，十八

世纪著名的启蒙运动者之一。——第

１１９页。

兰代，胡果（Ｌａｎｄé，Ｈｕｇｏ）——德国法学

家，社会民主党人，曾在刊物上发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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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经济问题的文章。——第５６页。

兰普卢，乔治 威廉（Ｌａｍｐｌｕｇｈ，Ｇｅｏｒｇ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５９—１９２６）——英国地质学

家。—— 第６３—６４、１９２—１９３、１９６—

１９７、３３４页。

劳埃德，亨利 德马雷斯特（Ｌｌｏｙｄ，

ＨｅｎｒｙＤｅｍａｒｅｓｔ１８４７—１９０３）——

著名的美国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

反对垄断并支持美国工人阶级的斗

争。——第５２页。

劳拉——见拉法格，劳拉。

勒克律，米歇尔 埃利（Ｒｅｃｌｕｓ，Ｍｉｃｈｅｌ－

Ｅｌｉｅ１８２７—１９０４）——法国民族志学家

和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后为无政

府主义者；１８４８年革命的参加者，１８５１

年政变后被逐出法国，１８５５年回国；巴

黎公社时期为国家图书馆馆长。——第

７６页。

勒克西斯，威廉（Ｌｅｘｉｓ，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３７—

１９１４）——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

计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

物。——第４０７页。

雷 纳 耳，戴 维（Ｒａｙｎａｌ，Ｄａｖｉｄ１８４０—

１９０３）——法国国家活动家，资产阶级

共和主义者，公共工程部长（１８８１—

１８８５），内务部长（１８９３—１８９４）。——第

３６９页。

雷尼亚尔，乔治（Ｒｅｇｎａｒｄ，Ｇｅｏｒｇｅｓ）——

洛桑大学的教授。——第３００页。

累 德 堡，格 奥 尔 格 （Ｌｅｄｅｂｏｕｒ，

Ｇｅｏｒｇ１８５０—１９４７）——德国社会民主

党人，职业是律师；后为中派主义者；在

德国建立了法西斯专政以后，流亡瑞

士。——第３０６页。

累塞普斯子爵，斐迪南 玛丽（Ｌｅｓｓｅｐｓ，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Ｍａｒｉｅ，ｖｉｃｏｍｔｅｄｅ１８０５—

１８９４）——法国工程师和实业家；开凿

苏伊士运河（１８５９—１８６９）的国际公司

组织者；巴拿马运河公司负责人；在巴

拿马舞弊案件被揭发以后，于１８９３年被

判处五年徒刑。——第３３页。

李，亨利 威廉（Ｌｅｅ，Ｈｅｎｒｙ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８６５—１９３２）——英国社会主义者，社

会民主联盟书记；后为改良主义者，英

国社会党的领袖之一，１９１６年由于作了

有利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被开除出

党。——第２２９、２７２页。

李伯尔，恩斯特（Ｌｉｅｂｅｒ，Ｅｒｎｓｔ１８３８—

１９０２）——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中央党的领袖之一；国会议员（１８７１—

１９０２）。——第７６、４２２页。

李卜克内西，盖尔特鲁黛（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

Ｇｅｒｔｒｕｄ生于１８６４年）——威廉 李卜克

内西第一次结婚生的女儿。——第２１６、

２２７页。

李 卜 克 内 西，卡 尔（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

Ｋａｒｌ１８７１—１９１９）—— 威廉 李卜克内

西的儿子；后来是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

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共产党创

建人之一。——第１０７、１６７、１６８页。

李卜克内西，娜塔利亚（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Ｎａ

ｔａｌｉｅ１８３５—１９０９）——１８６８年起为威廉

李卜克内西的妻子。——第２０、１０６、

１０７、１１９、１４１、１６５、１６７—１６８、２１６、

４８９—４９０页。

李卜克内西，泰奥多尔（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

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８７０—１９４８）——威廉 李卜

克内西的儿子，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

律师，１９２１年起为普鲁 士议会 议

员。——第１０７、１６８页。

李卜克内西，威廉（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Ｗｉｌ－

ｈｅｌｍ１８２６—１９００）——德国工人运动

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

８９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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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员；国际会员，曾在德国工人运动中

进行反对拉萨尔主义、捍卫国际的原则

的斗争，１８６７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

会民主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

家报》编辑（１８６９—１８７６）和《前进报》编

辑（１８７６—１８７８、１８９０—１９００）；普法战

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

卫巴黎公社；在某些问题上对机会主义

采取调和主义立场；１８８９、１８９１和１８９３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１９—２０、２６、３４、３５、４５—４６、４９、８３、

８９、１０６、１１８、１１９、１４１—１４３、１４９、１５１、

１５２、１５７、１６５、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６、１８１、２１６、

２４９—２５１、２５３、２５５、２７３、３０７、３１３—

３１５、３１９、３２５、３２６、３３３、３４４、３４７、３４９、

４２６、４３２、４３６、４９０页。

李斯特尔，约翰（Ｌｉｓｔｅｒ，Ｊｏｈｎ）——英国社

会主义者，英国独立工党党员，哈里法

克斯市参议会议员，１８９３年议会选举的

候选人。——第３０页。

李希特尔，欧根（Ｒｉｃｈｔｅｒ，Ｅｕｇｅｎ１８３８—

１９０６）——德国政治活动家，自由思想

党的领袖，帝国国会议员。—— 第２６、

５５、７６、２６９页。

里巴，阿马利亚（Ｒｙｂａ，Ａｍａｌｉａ１８７６—

１９５２）（夫姓宰德尔Ｓｅｉｄｌ）——奥地利

女社会民主党人。——第１９６页。

里夫斯，威廉 多布森（Ｒｅｅｖｅｓ，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ｏｂｓｏｎ１８２７左右—１９０７）—— 英国出

版商和书商。——第１２６、１３６、１３７、１５２

页。

理查一世（狮心理查）（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ｉｏｎ－

Ｈｅａｒｔｅｄ１１５７—１１９９）—— 英国国王

（１１８９—１１９９）。——第９５页。

利 奥，亨 利 希（Ｌｅｏ，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９—

１８７８）——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极

端反动的政治和宗教观点的维护者，普

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之一。——第

４５３页。

利文斯顿，麦克斯（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Ｍａｘ）——

“美孚油公司”匹兹堡分公司的职

员。——第３５６、４２３、４４９页。

莉莉——见罗舍，莉莲。

列曼（Ｌｅｈｍａｎｎ）—— 德国医生。—— 第

１５２页。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Ｌｅβｎ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５—１９１０）——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

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的参加者，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１８５２）中被判处三年徒刑；１８５６年起侨

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

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英国独

立工党的创建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朋友和战友。——第５６、７０、４８４、４８８、

４９０页。

林 肯，阿 伯 拉 罕 （Ｌｉｎｃｏｌｎ，Ａｂｒａ

ｈａｍ１８０９—１８６５）—— 杰出的美国

国家活动家，共和党创建人之一，美

国总统（１８６１—１８６５）；美国内战时

期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于１８６２年打消

了与奴隶主妥协的企图转而实行了资

产阶级民主改革和用革命的方法进行

战争；１８６５年４月被奴隶主的奸细刺

杀。——第７０页。

龙格，埃德加尔（Ｌｏｎｇｕｅｔ，Ｅｄｇａｒ１８７９—

１９５０）——马克思的外孙，马克思的女

儿燕妮和沙尔 龙格的儿子；医生，法国

工人运动活动家，社会党党员；１９３８年

起为法国共产党党员；希特勒侵占法国

时期是抵抗运动的参加者。——第３０３、

３０４、４７５、４８７页。

龙格，马赛尔（Ｌｏｎｇｕｅｔ，Ｍａｒｃｅｌ１８８１—

９９５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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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马克思的外孙，马克思的女

儿燕妮和沙尔 龙格的儿子。—— 第

３０３、３０４、４８７页。

龙格，让 罗朗 弗雷德里克（Ｌｏｎｇｕｅｔ，

Ｊｅａｎ－ Ｌａｕｒｅｎｔ－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１８７６—

１９３８）（琼尼Ｊｏｈｎｎｙ）—— 马克思的

外孙，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沙尔 龙

格的儿子；后为法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

的改良主义领袖之一。——第３０３、３０４、

４７５、４８７页。

龙 格，燕 妮（Ｌｏｎｇｕｅｔ，Ｊｅｎｎｙ １８４４—

１８８３）——马克思的大女儿，国际工人

运动的活动家；１８７２年起为沙尔 龙格

的妻子。——第３０３、３０４、４８７页。

龙格，燕妮（Ｌｏｎｇｕｅｔ，Ｊｅｎｎｙ１８８２—１９５２）

（美美Ｍéｍé）——马克思的外孙女，马

克思的女儿燕妮和沙尔 龙格的女

儿。——第３０３、３０４、４８７页。

卢格，阿尔诺德（Ｒｕｇｅ，Ａｒｎｏｌｄ１８０２—

１８８０）——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资产阶级激进派；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

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五十年代

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

导人之一；１８６６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

人。——第１２７、４２６、４５３页。

卢梭，让 雅克（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１２—１７７８）——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

者，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

自然神论哲学家。——第９５页。

鲁道夫－弗兰茨－卡尔－约瑟夫（Ｒｕｄｏｌｆ

ＦｒａｎｚＫａｒｌ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５８—１８８９）——奥

匈帝国大公和王储，自杀身死。——第

３０９页。

鲁滕堡，阿道夫（Ｒｕｔｅｎｂｅｇ，Ａｄｏｌｆ１８０８—

１８６９）——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１８４２年为《莱茵报》编辑部成员；

１８６６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４５２

页。

鲁瓦，约瑟夫（Ｒｏｙ，Ｊｏｓｅｐｈ）——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和费尔巴哈著作的法

译者。——第１０３页。

鲁瓦奈，古斯达夫 阿尔芒（Ｒｏｕａｎｅｔ，

Ｇｕｓｔａｖｅ － Ａｒｍａｎｄ 生 于 １８５５

年）—— 法国社会主义者，可能派分

子，新闻工作者；《社会主义评论》杂

志出版人和编辑，巴黎市参议会议员

（１８９０—１８９３），１８９３年起为众议院议

员。——第２６８、３６４页。

路 德，马 丁（Ｌｕｔｈｅｒ，Ｍａｒｔｉｎ １４８３—

１５４６）——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

家，德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德国

市民阶级思想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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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５页。

路德维希——见弗赖贝格尔，路德维希。

路克斯，亨利希（Ｌｕｘ，Ｈｅｉｎｒｉｃｈ生于１８６３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写有许多

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著作。—— 第３９９、

４００页。

路克斯，伊丽莎白（Ｌｕｘ，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ａ生于

１８６９ 年 ）（父 姓 霍 尔 茨 曼

Ｈｏｌｚｍａｎｎ）—— 亨利希 路克斯的妻

子。——第４００页。

路特希尔德（Ｒｏｔｓｃｈｉｌｄ，Ｓ．Ａ．）——科伦的

德国商人克 阿布纳尔在伦敦的代

办。——第４６４页。

路透，保罗 尤利乌斯（Ｒｅｕｔｅｒ，ＰａｕｌＪｕｌｉｕｓ

１８１６—１８９９）——伦敦路透通讯社的创

办人（１８５１）。——第１４页。

路易 卡佩——见路易十六。

路易莎——见考茨基，路易莎（父姓施特

腊塞尔）。

路 易 十 五 （Ｌｏｕｉｓ １７１０—

１７７４）—— 法 国 国 王 （１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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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７４）。—— 第３８３页。

路 易 十 六 （Ｌｏｕｉｓ ＸＶＩ １７５４—

１７９３）——法国国王（１７７４—１７９２），十

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

死。——第１８９页。

罗伦佐，安赛尔莫（Ｌｏｒｅｎｚｏ，Ａｎｓｅｌｍｏ

１８４１—１９１５）—— 西班工人运动活动

家，职业是印刷工人，国际西班牙支部

的组织者之一，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

员（１８７０—１８７２），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７１）代表。——第２２０页。

罗 舍，莉莲（Ｒｏｓｈｅｒ，Ｌｉｌｉａｎ 生于１８８２

年）——玛丽 艾伦 罗舍的女儿。——

第２６８页。

罗舍，玛丽 艾伦（Ｒｏｓｈｅｒ，ＭａｒｙＥｌｌｅｎ约

生于１８６０年）（父姓白恩士Ｂｕｒｎｓ）（彭普

斯Ｐｕｍｐｓ）——恩格斯的内侄女。——

第５、４０、２６７、２６８、３４６、４８３—４８４、４８６—

４８９页。

罗 舍，派 尔 希 怀 特（Ｒｏｓｈｅｒ，Ｐｅｒｃｙ

Ｗｈｉｔｅ）——英国商人，１８８１年起是玛丽

艾伦 白恩士的丈夫。——第２６７、２６８、

３４６、４８３—４８４、４８６—４８９页。

罗斯科，亨利 恩菲耳德（Ｒｏｓｃｏｅ，Ｈｅｎｒｙ

Ｅｎｆｉｅｌｄ１８３３—１９１５）——英国化学家，

写有许多化学教科书。—— 第５、１８０、

２５５、３４７页。

罗伊曼，雅科布（Ｒｅｕｍａｎｎ，Ｊａｋｏｂ生于

１８５３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工

人报》编辑之一；１８９１年曾出席德国社

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１８９１年国

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第１３６、１９６页。

罗伊斯，卡尔 泰奥多尔（Ｒｅｕβ，Ｋａｒｌ

Ｔｈｅｏｄｏｒ）——德国新闻工作者，八十年

代是德国政治警察局在伦敦的密探，

１８８７年１２月被揭露。——第２０２页。

洛里亚，阿基尔（Ｌｏｒｉａ，Ａｃｈｉｌｌｅ约１８５７—

１９４３）——意大利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

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

物；马克思主义的赝造者。——第２２８、

２８８、３０８、３５０、３９２、３９４、４１１、４１２、４２６、

４３２、４３４页。

洛帕廷，格尔曼 亚历山大 罗维奇

（ ，

１８４５—１９１８）——俄国革命家，民粹派，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０）；马克思《资

本论》第一卷俄译者之一；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朋友。——第７３页。

吕特格瑙，弗兰茨（Ｌüｔｇｅｎａｕ，Ｆｒａｎｚ生于

１８５７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

工作者。——第３９５页。

律斯勒，康斯坦丁（Ｒｏβｌｅｒ，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

１８２０—１８９６）——德国政论家和官员；

他以柏林半官方的书籍出版局领导人

（１８７７—１８９２）的身分替俾斯麦政策作

辩 护；１８９２—１８９３年 为 外 交 部 顾

问。——第３９０页。

Ｍ

马尔萨斯，托马斯 罗伯特（Ｍａｌｔｈ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６６—１８３４）——英

国教士，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

主贵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

护士，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

３５５页。

马尔提尼，斐迪南多（Ｍａｒｔｉｎｉ，Ｆｅｒ－ｄｉｎａｎ

ｄｏ１８４１—１９２８）——意大利剧作家，新

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属于所谓资产

阶级“左翼”，曾任教育大臣（１８９２—

１８９３）。——第２０页。

马尔提涅蒂，帕斯夸勒（Ｍａｒｔｉｇｎｅｔｔｉ，

Ｐａｓｑｕａｌｅ１８４４—１９２０）——意大利社会

主义者，曾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译

１０６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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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意大利文。——第９２、３５０—３５１、３９１

页。

马克里－艾威林，爱琳娜（Ｍａｒｘ－Ａｖｅｌ

ｉｎｇ，Ｅｌｅａｎｏｒ１８５５—１８９８）—— 八十至

九十年代英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

动的著名活动家，政论家；积极参加非

熟练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工作，１８８９年

伦敦码头工人罢工的组织者之一；

１８８９、１８９１和１８９３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

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的小女儿，１８８４

年起为爱德华 艾威林的妻子；曾在恩

格斯直接领导下工作。——第８、１７、２１、

５４、５９、６２、６７、６９、８２、１０３、１０４、１２５、

１５３、１５５、１６０、１６１、１６７、２１１、２１８、２３５、

２４６、２５０、２５３、２６０、２７２、２７３、２８３、２９３、

２９５、３０３—３０５、３２９—３３１、３３５、３３８、

３６８、３７０、３８１、４１８、４３１、４５７、４６７、４６９、

４７１、４７５、４８４、４８６—４８９、４９３—４９４页。

马克思，罕丽达（Ｍａｒｘ，Ｈｅｎｒｉｅｔｔｅ１７８７—

１８６３）—— 马克思的母亲。—— 第２３３

页。

马克思，亨利希（Ｍａｒｘ，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８２—

１８３８）——马克思的父亲；律师，后为特

利尔司法参事。——第２３３页。

马克斯韦尔，肖 贾斯珀（Ｍａｘｗｅｌｌ，Ｓｈａｗ

Ｊａｓｐｅｒ生于１８５５年）——英国社会主义

者，改良主义者，职业是新闻工作者；苏

格兰工党（１８８８）和独立工党（１８９３）的

创始人之一。——第９、５８页。

马 隆，贝 努 瓦（Ｍａｌｏｎ，Ｂｅｎｏ氞ｔ１８４１—

１８９３）——法国社会主义者，国际会员，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

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意大利，后

迁居瑞士，追随无政府主义者；１８８０年

被赦免后回到法国；法国社会主义运动

中的机会主义流派——可能派的首领

和思想家之一。——第５０页。

马斯曼，汉斯 斐迪南（Ｍａβｍａｎｎ，Ｈａｎｓ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１７９７—１８７４）——德国语文

学家和柏林教授，体操之父路德维希

杨的门生。亨利希 海涅在他的《〈罗曼

采罗〉后记》中断言他不懂拉丁语；德国

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之一。——第１７７

页。

迈斯纳，奥托 卡尔（Ｍｅｉｓｓｎｅｒ，ＯｔｔｏＫａｒｌ

１８１９—１９０２）——汉堡出版商，曾出版

《资本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其

他著作。——第１２１、１６１、１９０、２２８、２４５、

２５８、３０２、３０４、３３２、４４６页。

迈耶尔，海尔曼（Ｍｅｙｅｒ，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２１—

１８７５）——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

家，社会主义者，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参加者；１８５２年流亡美国，五十至六

十年代初曾领导亚拉巴马州争取黑人

解放的斗争；国际圣路易斯支部组织者

之一。——第３５６、３７６页。

迈耶尔，鲁道夫 海尔曼（Ｍｅｙｅｒ，Ｒｕ－

ｄｏｌｐｈ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３９—１８９９）——德国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保守党

人；九十年代为《新时代》杂志撰稿

人。——第９８—１０２、１１７页。

麦金利，威廉（ＭｃＫｉｎｌｅ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４３—

１９０１）——美国国家活动家，共和党领

袖之一；１８７７年起多次当选为国会议

员，１８９０年提出有利于垄断资本家的提

高关税的法案；曾任美国总统（１８９７—

１９０１），对外实行侵略政策。——第１７２

页。

麦克米伦，弗雷德里克 奥里奇（Ｍａｃ－

ｍｉｌｌａｎ，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Ｏｒｒｉｄｇｅ １８５１—

１９３６）——英国出版商，出版公司“麦克

米伦公司”的所有者之一。—— 第１５９

页。

曼，汤姆（Ｍａｎｎ，Ｔｏｍ１８５６—１９４１）——英

２０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职业是机械

工人；加入社会民主联盟（１８８５年

起）和独立工党（１８９３年起）的左

翼；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积极参

加非熟练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工作，并

把他们统一为工联；许多次大罢工的领

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站在国际主

义立场；英国工人反对反苏维埃武装干

涉的斗争的组织者之一；英国共产党成

立（１９２０）时起即为该党党员；为争取国

际工人运动的统一、反对帝国主义反动

派和法西斯主义而进行了积极的斗

争。——第２７２页。

梅丁，奥斯卡尔（Ｍｅｄｉｎｇ，Ｏｓｋａｒ１８２９—

１９０３）（笔名格莱哥尔 萨马罗夫

ＧｒｅｇｏｒＳａｍａｒｏｗ）—— 德国作家，写

有历史题材的低级趣味小说。——

第２１６页。

梅林，弗兰茨（Ｍｅｈｒｉｎｇ，Ｆｒａｎｚ１８４６—

１９１９）——杰出的德国工人运动活动

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八十年代成为

马克思主义者；写有许多关于德国和德

国社会民主党历史的著作，马克思传的

作者；《新时代》杂志编辑之一；戏剧团

体“自由人民舞台”秘书；德国社会民主

党左翼领袖和理论家之一；在创建德国

共产党时起卓越的作用。—— 第６４—

６５、７７、７８、９３—９８、４５２—４５５页。

门德尔森，玛丽亚（Ｍｅｎｄｅｌｓｏｎ，Ｍａｒｉａ

１８５０—１９０９）（父姓扬科夫斯卡娅Ｊａｎ－

ｋｏｗｓｋａ）——波兰社会主义者，波兰革

命侨民的积极活动家，１８８９、１８９１和

１８９３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

表；斯塔尼斯拉夫 门德尔森的妻

子。——第４、６、１６、２２、５１、６０、２３９、２４１、

Ｚ７５、２９０、４５２、４９０页。

门德尔森，斯塔尼斯拉夫（Ｍｅｎｄｅｌｓｏｎ，

Ｓｔａｎｉｓ ａｗ１８５８—１９１３）—— 波兰社会

主义者，政论家，波兰社会党创建人

（１８９２）之一；《黎明》杂志出版人和编

辑，１８８９、１８９１和１８９３年国际社会主义

工人代表大会代表；九十年代中脱离工

人运动。——第５１、６０、１１５、２３９、２４０—

２４１、２７５、２９０、４５１—４５２、４９０页。

蒙德拉，安东尼 约翰（Ｍｕｎｄｅｌｌａ，Ａｎ－

ｔｈｏｎｙＪｏｈｎ１８２５—１８９７）——英国国家

活动家和工厂主，１８６８年起为议会议

员，历任大臣职务。——第２４６页。

蒙尼奥斯（Ｍｕｎｏｚ）——西班牙无政府主

义者，奸细。——第１８７页。

孟德斯鸠，沙尔（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６８９—１７５５）——杰出的法国资产阶级

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十八世纪

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君主立

宪制的理论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

者。——第９５页。

弥勒－捷列林格，爱德华（Ｍüｌｌｅｒ－Ｔｅｌ－

ｌｅｒｉｎｇ，Ｅｄｕａｒｄｖｏｎ约生于１８０８年）——

德国法学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新莱茵报》撰

稿，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在刊物上恶

毒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１８５２年侨居美

国。——第３５３页。

米尔柏格，阿尔都尔（Ｍüｌｂｅｒｇｅｒ，Ａｒｔｈｕｒ

１８４７—１９０７）——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

家，蒲鲁东主义者，职业是医生。——第

７５页。

米凯尔，约翰（Ｍｉｑｕｅｌ，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１８２８—

１９０１）——德国政治活动家；四十年代

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为民族自由

党人；九十年代为普鲁士财政大

臣。——第１５４、４１８页。

米勒兰，亚历山大 埃蒂耶纳（Ｍｉｌｌｅ－

ｒａｎ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Ｅｔｉｅｎｎｅ １８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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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３）——法国政治和国家活动家，律

师和政论家，八十年代是小资产阶级激

进派，１８８５年起为众议院议员；九十年

代属于社会党，领导法国社会主义运动

中的机会主义派别；曾参加反动的资产

阶级政府（１８９９—１９０２），１９０４年被法国

社会党开除；“独立社会党”创建人；

１９２０年任总理兼外交部长，后为法兰西

共和国总统（１９２０—１９２４）。——第４１、

８４、８５、１１７、１３０、１４４、１７８、１８２、１９６、

２４５、２５３、２６０—２６２、２６８、２６９、３７１页。

米涅，弗朗斯瓦 奥古斯特 玛丽（Ｍｉ－

ｇｎｅｔ，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Ａｕｇｕｓｔｅ－ Ｍａｒｉｅ

１７９６—１８８４）——复辟时期法国自由资

产阶级历史学家。——第２００页。

闵采尔，托马斯（Ｍüｎｚｅｒ，Ｔｈｏｍａｓ１４９０

左右—１５２５）—— 伟大的德国革命

家，宗教改革时期和１５２５年农民战

争时期为农民平民阵营的领袖和思

想家，宣传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思

想。——第４６１页。

摩尔根，路易斯 亨利（Ｍｏｒｇａｎ，Ｌｅｗｉｓ

Ｈｅｎｒｙ１８１８—１８８１）——杰出的美国民

族志学家、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

家，自发的唯物主义者。——第２００页。

莫德斯 利，詹 姆 斯（Ｍａｗｄｓｌｅｙ，Ｊａｍｅｓ

１８４８—１９０２）——英国工会活动家，纺

织工会的领袖之一；保守党人；工联代

表 大会 议会 委员 会 委员（１８８２—

１８９７）。——第２３９、２４０页。

莫 拉，弗 朗 西 斯 科（Ｍｏｒａ，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１８４２—１９２４）——西班牙工人运动和社

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鞋

匠，国际西班牙和葡萄牙各支部组织者

之一，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０—１８７２），《解放报》编委（１８７１—

１８７３），新马德里联合会委员（１８７２—

１８７３），曾与无政府主义影响进行积极

斗争，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西班牙

社 会主 义工 人 党 的组 织 者 之 一

（１８７９）。——第４２７页。

莫里哀，让 巴蒂斯特（Ｍｏｌｉèｌｅ，Ｊｅａ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１６２２—１６７３）（真姓波克兰Ｐｏ

ｑｕｅｌｉｎ）——伟大的法国剧作家。——第

４４９页。

莫利斯，威廉（Ｍｏｒｒｉ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３４—

１８９６）——英国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八

十至九十年代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和社

会主义运动，１８８４—１８８９年为社会主义

同盟领导人之一，八十年代末起处于无

政府主义者影响之下；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

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第２１１、

２１５、２３４页。

莫姆伯格，奥古斯特（Ｍｏｍｂｅｒｇｅｒ，Ａｕ

ｇｕｓｔ）——第２１０—２１２页。

莫特勒，艾米莉（Ｍｏｔｔｅｌｅｒ，Ｅｍｉｌｉｅ）——尤

利乌斯 莫特勒的妻子。—— 第２１６、

２６４、３８９、３９６页。

莫特勒，尤利乌斯（“红色邮政局长”）

（Ｍｏｔｔｅｌｅｒ，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３８—１９０７）—— 德

国社会民主党人；１８７４—１８７９年为帝国

国会议员，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流亡

苏黎世，后来侨居伦敦；从事把《社会民

主党人报》和社会民主党的秘密书刊运

往德国的工作。—— 第１４０、２１６、２４９、

２６４、３８８—３８９、３９５—３９６、４９０页。

穆尔，赛米尔（Ｍｏｏｒｅ，Ｓａｍｕｅｌ１８３０左右—

１９１２）——英国法学家，国际会员，曾将

《资本论》第一卷（与爱德华 艾威林一

起）和《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朋友。——第３４、１７４、３０３、

３３８、４６７、４８３—４８９、４９３—４９４页。

穆 罕 默 德（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５７０左 右—

６３２）——阿拉伯传教士，被认为是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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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教的创始人，按伊斯兰教的说法是先

知，即“安拉的使者”。——第４６９页。

穆朔尤，帕纳伊特（Ｍｕｓｏｉｕ，Ｐａｎａｉｔ

１８６４—１９４４）——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

者，《劳动报》的编辑之一和一些其他罗

马尼亚社会主义报纸的撰稿人；曾将

《共产党宣言》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

他著作译成罗马尼亚文。——第２１４—

２１５。

Ｎ

拿破仑第一 波拿巴（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Ｂｏ－

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 法 国 皇 帝

（１８０４—１８１４和１８１５）。—— 第８７、１０５、

１９９、２００、３９２页。

拿破仑第三（路易－ 拿破仑 波拿巴）

（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Ｌｏｉｕｓ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８０８—

１８７３）——拿破仑第一的侄子，第二共

和国总统（１８４８—１８５１），法国皇帝

（１８５２—１８７０）。——第３８８、３９２页。

讷特劳，麦克斯（Ｎｅｔｔｌａｕ，Ｍａｘ１８６５—

１９４４）——奥地利历史学家，语文学家，

无政府主义者；写有许多无政府主义的

历史著作。——第２７１页。

男爵——见考茨基，卡尔。

尼 古 拉 二 世（ １８６８—

１９１８）—— 俄 国 皇 帝 （１８９４—

１９１７）。——第２９６、２９９、３３４、３３６、３７９、

３８３、３９５、３９９页。

尼科尔斯，萨拉 尼科尔斯（Ｎｉｃｈｏｌｓ，Ｓａｒａｈ

Ｎｉｃｈｏｌｓ）——恩格斯家的女厨师。——

第４８９页。

涅恰也 夫，谢尔 盖 格纳迪也维 奇

（Ｈｅ ， １８４７—

１８８２）——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

主义者，１８６８—１８６９年彼得堡学生运动

的参加者，１８６９—１８７１年曾与巴枯宁有

密切联系，１８６９年在莫斯科成立密谋组

织“人民惩治会”；１８７２年被瑞士当局引

渡给俄国政府，死于彼得—保罗要

塞。——第２４２、２５２页。

诺科夫，斯托扬（ ， １８７２—

１９５９）—— 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

１８８９—１８９４年住在日内瓦，在瑞士的保

加利亚社会主义大学生组织的创始人

和领导人之一；１８９４年回到保加利亚，

当农村教师，１９４４年起为保加利亚共产

党员。——第８１页。

诺特纳格耳，海尔曼（Ｎｏｔｈｎａｇｅｌ，Ｈｅｒ－

ｍａｎｎ１８４１—１９０５）——杰出的德国和

奥地利临床医生，内科医生，维也纳医

院院长（１８８２年起），写有许多关于中枢

神经系统病理学方面的著作。——第

３４２页。

Ｏ

欧麦尔，伊本－阿尔－哈塔布（‘Ｏｍａｒｉｂｎ

－ａｌ－ ｈａｔｔāｂ５８４—６４４）。——阿拉伯

的哈利发（６３４—６４４）。——第２８０页。

Ｐ

帕 雷托，维尔弗雷多（Ｐａｒｅｔｏ，Ｖｉｌｆｒｅｄｏ

１８４８—１９２３）——瑞士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庸俗政治经济学数学派代表人物，

洛桑大学的教授。——第１６１页。

帕涅尔，查理 斯图亚特（Ｐａｒｎｅｌｌ，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ｔｅｗａｒｔ１８４６—１８９１）——爱尔兰政

治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自由党人，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议会议员，

１８７７年起为爱尔兰地方自治派领袖，曾

协助建立土地同盟（１８７９）。—— 第１２

页。

帕斯库亚利，费利切（Ｐａｓｑｕａｌｉ，Ｆｅｌｉｃｅ）（真

名尼科罗 乔罗蒂ＮｉｃｏｌｏＧｉｏｌｏｔ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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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侨居英国的意大利人。——第２７０、

２７６页。

派尔希——见罗舍，派尔希 怀特。

裴斯泰洛齐，约翰 亨利希（Ｐｅｓｔａｌｏｚｚｉ，Ｊｏ

ｈａｎ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４６—１８２７）——著名的

瑞士教育家，民主主义者。—— 第３７３

页。

配 第，威 廉（Ｐｅｔｔｙ，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６２３—

１６８７）——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

学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始祖。——第４０５页。

彭普斯——见罗舍，玛丽 艾伦。

皮尔斯，艾达（Ｐｅａｒｃｅ，Ａｄａ）—— 女护

士。——第４８９页。

皮斯，爱德华（Ｐｅａｓｅ，ＥｄｗａｒｄＲ．１８５７—

１９５５）——英国社会主义者，费边社的

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费边社的书记；

曾参加创建工党。——第Ｚ７２页。

皮特（小皮特），威廉（Ｐｉ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ｅｒ１７５９—１８０６）——英国国家活

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曾任首相

（１７８３—１８０１和１８０４—１８０６）。—— 第

２４８页。

平考，约翰 卡尔（Ｐｉｎｋａｕ，ＪｏｈａｎｎＫａｒｌ生

于１８５９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石

印工人；１８９２年起是莱比锡的摄影师；

帝国国会议员。——第２８４页。

珀金，威廉 亨利（Ｐｅｒｋｉ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ｅｎｒｙ

１８３８—１９０７）——著名的英国化学家；

１８９２年起是曼彻斯特的有机化学教

授。——第４、５页。

普拉特，尤利乌斯（Ｐｌａｔｔｅｒ，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４４—

１９２３）—— 瑞 士 经 济 学 家 和 政 论

家。——第４１２、４３２页。

普 莱 斯，理 查（Ｐｒｉｃ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７２３—

１７９１）——英国激进派政论家，经济学

家和道德论哲学家。——第２４８页。

普累纳，恩斯特（Ｐｌｅｎｅｒ，Ｅｒｎｓｔ１８４１—

１９２３）——奥地利国家活动家，自由党

人，帝国议会议员，财政大臣（１８９３—

１８９５）。——第１６３页。

普里奈（Ｐｒｉｎｅｔ）——巴拿马事件调查委员

会主席。——第３３页。

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基 瓦连廷诺维奇

（ ， １８５６—１９１８）—— 七

十年代是民粹派；俄国第一个马克

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组织

者，写过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

作；１９０３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

次代表大会后成了孟什维克的首

领。——第６、２３８—２４３、２５２、２９１、３７９、

３８２—３８４、３９３—３９５、４１２、４２６、４９０—

４９１页。

普列汉诺娃，罗莎丽亚 马尔科夫娜

（ ， １８５８—

１９４９）——格 瓦 普列汉诺夫的妻子，

七十年代后半期参加俄国的革命运动；

１８８０年同普列汉诺夫一起流亡国

外。——第３８４页。

Ｑ

切尔尼，维朗（Ｃｅｒｎｙ，Ｗｉｌｈｅｌｍ生于１８６４

年）—— 捷克社会民主党人，细木

工，奥匈帝国众议院议员。—— 第

２７１页。

秦 平，亨 利 海 德（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Ｈｅｎｒｙ

Ｈｙｄｅ１８５９—１９２８）——英国社会主义

者，出版者和政论家；１８８７年前为社会

民主联盟盟员，后为伦敦工联工人选举

协会领导人之一，《工人选民》报的编辑

兼出版者；曾一度同保守党人有暗中联

系；九十年代旅居澳大利亚，在那里积

极参加工人运动。——第９、１３、３０、７２、

７３、２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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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吉尔，伦道夫 亨利 斯宾塞（Ｃｈｕｒ－

ｃｈｉｌｌ，ＲａｎｄｏｌｐｈＨｅｎｒｙＳｐｅｎｃｅｒ１８４９—

１８９５）——勋爵，英国国家活动家，保守

派领袖之一，印度事务大臣（１８８５—

１８８６）、财政大臣（１８８６）；主张积极的殖

民主义扩张，反对爱尔兰地方自治；主

张采取一套社会蛊惑的办法。—— 第

２１３页。

Ｒ

饶 勒 斯，让 （Ｊａｕｒèｓ，Ｊｅａｎ １８５９—

１９１４）——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法

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历

史学家；法国社会党改良派的领导

人；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参加

者；１９０５年起为法国统一社会党右翼的

领袖之一，该党的中央机关报《人道报》

的创始人和主编；积极反对军国主义，

１９１４年被沙文主义者维连杀害。——第

５０、８４、８５、１１７、１７８．１８２、１９６、２０３、

２０６—２０９、２１９、２２６、２４５、２５３、２６０—

２６２、２６８、２６９、３７１、３９２、３９４页。

惹罗－里夏尔，阿尔弗勒德 莱昂（Ｇéｒａｕｌｔ

－ 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ｌｆｒｅｄ－ Ｌéｏｎ １８６０—

１９１１）——法国新闻工作者，社会主义

者，众议院议员（１８９５—１８９８）。——第

３３８、３６２、３６４页。

茹尔德，安都昂（Ｊｏｕｒｄｅ，Ａｎｔｏｉｎｅ１８４８—

１９２３）——法国一家商号的职员，接近

社会主义，后来参加布朗热运动；法国

工人党多次代表大会的代表；１８８９年起

是众议院议员。——第１１５页。

茹柯夫斯基，尤利 加拉克提昂诺维奇

（

１８２２—１９０７）——俄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和政论家；国家银行行长，他在

《卡尔 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一

文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恶毒攻

击。——第３８页。

Ｓ

萨马罗夫，格莱哥尔——见梅丁，奥斯卡

尔。

萨尼亚尔，律西安 德拉巴尔（Ｓａｎｉａｌ，Ｌｕ

ｃｉｅｎＤｅｌａｂａｒ生于１８３５年）——美国社

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一些

社会主义报纸的编辑和出版人，１８９１和

１８９３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

表。——第１３１、３６６页。

萨伊，让 巴蒂斯特 莱昂（Ｓａｙ，Ｊｅａｎ－Ｂａｐ

ｔｉｓｔｅ－Ｌéｏｎ１８２６—１８９６）——法国国家

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温和

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辩论日报》编辑

之一；１８７１年起为国民议会议员，

１８７２—１８８２年（有间断）任财政部长；社

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敌人。——第２０８

页。

桑 巴 特，威 纳 尔（Ｓｏｍｂａｒｔ，Ｗｅｒｎｅｒ

１８６３—１９４１）——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初期为讲坛社会主义者，后来

是德国帝国主义的思想家；晚年转到法

西斯立场，赞同希特勒的制度。——第

３９２、４０４—４０６、４１１—４１３、４４１、４６１页。

桑南夏恩，威廉 斯旺（Ｓｏｎｎｅｎｓｃｈｅｉ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ｗａｎ１８５５—１９１７以后）——

英国出版商，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

论》第一卷英文第一版（１８８７）以及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

第８３、１２１、１５８、１７３、２１１、３０４、３３１、４８７

页。

沙赫尔，米哈埃尔（Ｓｃｈａｃｈｅｒｌ，Ｍｉｃｈａｅｌ生

于１８６９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

《工人报》的编辑之一，众议院议

员。——第２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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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奈尔，恩斯特（Ｓｃｈａｔｔｎｅｒ，Ｅｒｎｓｔ约生

于１８７９年）——雷吉娜 伯恩施坦第一

次结婚生的儿子。——第２７５、２８４、２８７、

４６７、４７１页。

沙特奈尔，凯蒂（Ｓｃｈａｔｔｎｅｒ，Ｋａｔｅ约生于

１８８１年）——雷吉娜 伯恩施坦第一次

结婚生的女儿。—— 第２０５、２７５、２８４、

４６７、４７１页。

沙文，勒奈 奥古斯特（Ｃｈａｕｖｉｎ，Ｒｅｎé－

Ａｕｇｕｓｔｅ１８６０—１９３６）——法国社会主

义者，新闻工作者，理发师；法国工人党

全国理事会委员；后来脱离工人运

动。——第４４８、４４９页。

圣保罗，威廉（Ｓａｉｎｔ－Ｐａｕｌ，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１５

左右—１８５２）——普鲁士内务部官员，

１８４３年为检查《莱茵报》的特别书报检

查官。——第４５３页。

圣西门，昂利（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Ｈｅｎｒｉ１７６０—

１８２５）——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３７４、３７５页。

施朗梅尔，安东（Ｓｃｈｒａｍｍｅｌ，Ａｎｔｏｎ生于

１８５４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旋

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众

议院议员。——第１９６页。

施留特尔，安娜（Ｓｃｈｌüｔｅｒ，Ａｎｎａ）—— 海

尔曼 施留特尔的妻子。—— 第１４１

页。

施 留特 尔，海尔 曼（Ｓｃｈｌüｔｅｒ，Ｈｅｒ

ｍａｎｎ死于１９１９年）——德国社会民

主党人，八十年代为苏黎世的社会民主

党出版社领导人，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

馆创始人之一；１８８９年侨居美国，在那

里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写了许多英国和

美国工人运动史方面的著作。——第

１４１、１７１、１７２、２３７、２６６、２８３、３１７、３２２、

３４２—３４４、３６５页。

施 米 特，康 拉 德（Ｓｃｈｍｉｄｔ，Ｃｏｎｒａｄ

１８６３—１９３２）——德国经济学家和哲学

家，在其活动初期赞同马克思的经济学

说，后来追随反对马克思义的资产阶级

人士；他所写的著作是修正主义思想来

源之一。——第１７、５６、１２６、４０７—４１３、

４４０—４４１、４６１页。

施穆伊洛夫，弗拉基米尔 雅柯夫列维奇

（ ， 生于

１８６４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１８８７

年后流亡德国，并参加革命运动；

１８９２—１８９３年是德勒斯顿地方社会民

主党报纸的编辑部成员；曾和“劳动解

放社”有联系，并参加将该社出版物寄

往俄国的组织工作。—— 第２３—２５、

１５２、１５３页。

施帕策克（Ｓｐａｔｚｅｋ）——捷克籍的俄国官

员。——第２８、２９、３６页。

施皮格尔，阿道夫（Ｓｐｉｅｇｅｌ，Ａｄｏｌｆ）——德

国化学家。——第６８、１８０页。

施泰因，尤利乌斯（Ｓｔｅｉｎ，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１３—

１８８９）——西里西亚的教师，政论家，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

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１８４９年是第二

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五十年代是《新

奥得报》编辑之一，１８６２年起是《布勒斯

劳报》的编辑。——第３５７页。

施特克尔，阿道夫（Ｓｔｏｅｃｋｅｒ，Ａｄｏｌｆ１８３５—

１９０９）——德国教士和反动政治活动

家，接近保守党极右翼的基督教社会党

的创建人（１８７８）和首领，社会主义工人

运动的凶恶敌人和反犹太主义的鼓吹

者；１８８１年起是帝国国会议员。——第

２６页。

施提弗特，安得列阿斯（Ｓｔｉｆｆｔ，Ａｎｄｒｅａｓ

１８１９—１８７７）——奥地利民主主义者，

新闻工作者，奥地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的参加者；后来脱离社会活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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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７页。

施土姆普弗，保尔（Ｓｔｕｍｐｆ，Ｐａｕｌ１８２７左

右—１９１３）——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机械工人；１８４７年为布鲁塞尔德

意志工人协会会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

国际会员，国际洛桑代表大会（１８６７）代

表，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第３４８—

３４９页。

施韦泽，约翰 巴普提斯特（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

ＪｏｈａｎｎＲａｐｔｉｓｔ１８３３—１８７５）—— 德国

拉萨尔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１８６４—

１８６７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全德

工人联合会主席（１８６７—１８７１）；（支持

俾斯麦所奉行的在普鲁士霸权下“自

上”统一德国的政策，阻挠德国工人加

入国际，反对社会民主工党，１８７２年他

同普鲁士当局的勾结被揭露，因而被开

除出联合会。——第３４４页。

舒哈尔德，阿尔都尔（Ｓｃｈｕｃｈａｒｄ，Ａｒｔｈｕｒ

生于１８６２年）——德国商人，海尔曼 恩

格斯的女儿伊丽莎白 恩格斯的丈

夫。——第３８６、４２４、４４３页。

司徒卢 威，彼得 别 隆加尔道维 奇

（ ， １８７０—

１９４４）—— 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和政论家，“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１９０５年起是立宪民主党人，伟大的十

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成为苏联的敌人，

邓尼金和弗兰格尔反革命政府的成员，

后为白俄分子。—— 第１４６、１４７、３１１、

３１２、３５４、３５５页。

斯宾塞，赫伯特（Ｓｐｅｎｃｅｒ，Ｈｅｒｂｅｒｔ１８２０—

１９０３）——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

学家，实证论者，资本主义的辩护

者。——第２８８页。

斯蒂贝林，乔治（Ｓｔｉｅｂｅｌｉｎｇ，Ｇｅｏｒｇｅ）——

美国统计学家和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原

系德国人，国际美国支部中央委员会委

员，后来因进行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国

际，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写有许

多经济方面的著作。——第５６３１７、３５８、

３６５、４３２页。

斯捷普尼亚克——见克拉夫钦斯基，谢尔

盖 米哈伊洛维奇。

斯米尔诺夫，瓦列利昂 尼古拉也维奇

（ ， １８４８—

１９００）（化名“诺埃尔博士”《

》——）俄国革命家，民粹主义者，

职业是医生；七十年代初侨居苏黎世，

后到伦敦、巴黎和伯尔尼；国际会员；

《前进！》报和《前进！》杂志编辑之

一。——第４７９页。

斯 密，亚 当 （Ｓｍｉｔｈ，Ａｄａｍ １７２３—

１７９０）——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之一。——第

９５、４０５页。

斯密瑟斯，阿瑟（Ｓｍｉｔｈｅｌｌｓ，Ａｒｔｈｕｒ１８６０—

１９３９）——英国化学家，里子大学的教

授。——第１８０页。

梭恩，威廉 詹姆斯（Ｔｈｏｒｎ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ａｍｅｓ１８５７—１９４６）——英国工人运动

活动家，社会民主联盟盟员，八十年代

末至九十年代初为非熟练工人群众运

动的组织者之一，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

书记；１９０６年起为议会议员；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

２７２、４９０页。

梭伦（Ｓｏｌｏｎ约公元前６３８—５５８）——著名

的雅典立法家，在人民群众的影响下进

行了许多反对氏族贵族的改革。——第

１４８、３００页。

索耳斯贝里侯爵，罗伯特 阿瑟 塔尔伯特

盖斯康－塞西耳（Ｓａｌｉｓｂｕｒｙ，Ｒｏｂｅｒｔ

９０６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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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ｔｈｕｒＴａｌｂｏｔＧａｓｃｏｙｎｅ－Ｃｅｃｉｌ，Ｍａｒ

ｑｕｉｓｏｆ１８３０—１９０３）—— 英国国家

活动家，保守党领袖；印度事务大臣

（１８６６—１８６７和１８７４—１８７８），外交大

臣（１８７８—１８８０），首相（１８８５—１８８６、

１８８６—１８９２、１８９５—１９０２）。—— 第２１３

页。

索列尔，若尔日（Ｓｏｒｅｌ，Ｇｅｏｒｇｅｓ１８４７—

１９２２）——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无

政府工团主义的著名理论家。—— 第

２２７页。

Ｔ

塔 菲，爱德华（Ｔａａｆｆｅ，Ｅｄｕａｒｄ１８３３—

１８９５）——奥地利保守的国家活动家，

首相（１８６８—１８７０和１８７９—１８９３）。——

第１３２、１３５、１３８、１３９、１４５、１５４、１５９、

１６０、１６３、１７４、１７５、１９５、２０７、３０９、３１０

页。

滕尼斯，斐迪南（Ｔｏｎｎｉｅｓ，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５５—１９３６）——德国资产阶级社会学

家和哲学家，基尔大学的教授。——第

２５１、３７３—３７５页。

梯什卡，扬（Ｔｙｓｚｋａ，Ｊａｎ１８６７—１９１９）（真

名利奥 约吉希斯ＬｅｏＪｏｇｉｃｈｅｓ）——波

兰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

家；１８９０年起流亡瑞士，属于“劳动解放

社”，１８９４年创办“社会民主主义丛书”

出版社；波兰社会党领导人之一，波兰

１９０５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为国际主义者；德国共产党

组织者之一；１９１９年３月被捕，在狱中被

杀害。——第２４２页。

梯也尔，阿道夫（Ｔｈｉｅｒｓ，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７９７—

１８７７）——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

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内务大臣

（１８３２、１８３４），首相（１８３６、１８４０），第二

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

员；政府首脑（内阁总理）（１８７１），共和

国总统（１８７１—１８７３），镇压巴黎公社的

刽子手。——第１１５、１１６页。

梯叶里，奥古斯丹（Ｔｈｉｅｒｒｙ，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１７９５—１８５６）——复辟时期法国自由资

产阶级历史学家。——第２００页。

提夫里埃，克利斯托夫（Ｔｈｉｖｒｉｅｒ，Ｃｈｒｉｓ—

ｔｏｐｈｅ１８４１—１８９５）—— 法 国社会

主义者，法国工人党党员，职业是矿

工，后为酒商；１８８９年起为众议院议

员。——第１２０页。

图曹埃尔，弗兰茨 奥古斯特 阿道夫

（Ｔｕｔｚａｕｅｒ，Ｆｒａｎｚ Ａｕｇｕｓｔ Ａｄｏｌｐｈ

１８５２—１９０８）——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职业是细木工，细木工工会的组织者之

一，１８８８年起是木器店老板；１８９０年起

为帝国国会议员。——第１５页。

屠尔潘，欧仁（Ｔｕｒｐｉｎ，Ｅｎｇèｎｅ１８４８—

１９２７）——法国化学家。——第２４６页。

屠拉梯，菲力浦（Ｔｕｒａｔｉ，Ｆｉｌｉｐｐｏ１８５７—

１９３２）——意大利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

家，政论家，意大利社会党创始人

（１８９２）和领导人之一，后为社会党改良

主义右派首领之一。——第３—４、２０—

２１、４６、７９—８０、９１—９３、１０４—１０５、２２８、

２３２—２３４、２７０—２７１、２７６—２７９、３２０—

３２１、３５０、４６８—４６９、４７２页。

托里拆利，厄万乔里斯塔（Ｔｏｒｒｉｃｅｌｌｉ，Ｅ

ｖａｎｇｅｌｉｓｔａ１６０８—１６４７）—— 杰出的

意大利物理学家和数学家。—— 第

１９８页。

托利特—— 见波利特，詹姆斯。

托马斯 阿奎那（ＴｈｏｍａｓＡｑｕｉｎａｓ１２２５—

１２７４）——中世纪意大利哲学家，客观

唯心主义者。——第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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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瓦茨，约翰 汉特（Ｗａｔｔｓ，ＪｏｈｎＨｕｎｔｅｒ死

于１９２４年）——英国社会主义者，社会

民主联盟首领之一，后为英国社会党党

员。——第２２４页。

瓦 盖 纳，海 尔 曼（Ｗａｇｅｎｅｒ，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１５—１８８９）——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

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

家；《新普鲁士报》编辑（１８４８—１８５４），

普鲁士保守党的创始人之一，俾斯麦政

府的枢密顾问（１８６６—１８７３）；反动的普

鲁士“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第

２２５页。

瓦克 斯，奥托（Ｗａｃｈｓ，Ｏｔｔｏ１８３６—

１９１３）——普鲁士军官，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

普法战争参加者；后为德军总司令部少

校，著有许多有关军事、政治问题的著

作。——第２７、２８、３６、２５１页。

瓦克斯穆特，恩斯特 威廉 哥特利勃

（Ｗａｃｈｓｍｕｔｈ，ＥｒｎｓｔＷｉｌｈｅｌｍＧｏｔｔ－

ｌｉｅｂ１７８４—１８６６）——德国资产阶级历

史学家，莱比锡的教授，写有许多关于

古希腊罗马的著作和欧洲史方面的著

作。——第９６页。

瓦扬，爱德华 玛丽（Ｖａｉｌｌａｎｔ，▍Ｅｄｏｕａｒｄ－

Ｍａｒｉｅ１８４０—１９１５）——法国社会主义

者，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国际

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１８８４年起

为巴黎市参议会参议员；１８８９和１８９１年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法国

社会党创建人之一（１９０１）；第一次世界

大战期间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第１２０、１３０、１４２、１４３、１５２、１７８、１８３、

１８５—１８７、２６１—２６３、３６３、３６４、３９２、

３９６—３９９页。

瓦扬，奥古斯特（Ｖａｉｌｌａｎｔ，Ａｕｇｕｓｔｅ１８６２—

１８９４）——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第

１７８页。

王德威尔得，艾米尔（Ｖａｎｄｅｒｖｅｌｄｅ，Ｅ

ｍｉｌｅ１８６６—１９３８）——比利时的右翼社

会党人，比利时工人党的创始人和领导

人之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派的首领之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极端的社会

沙文主义者；屡任大臣。—— 第２８９—

２９０、３５２页。

威廉一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９７—１８８８）——

普鲁士国王（１８６１—１８８８），德国皇帝

（１８７１—１８８８）。—— 第 ８８、９６ 页。

威廉二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５９—

１９４１）—— 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

（１８８８—１９１８）。—— 第５５、８９、９０、２９６、

３０８、３０９、３２１、３２６、３３３、３３６、３３９、３４７、

３６２、３６６、３６７、３７０、３７２、３９０、４３１、４３９

页。

韦斯特马尔克，爱德华 亚历山大（Ｗｅｓ－

ｔｅｒｍａｒｃｋ，Ｅｄｖａｒ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８６２—

１９３９）——芬兰资产阶级民族志学家和

社会学家。——第７６页。

维伯，悉尼 詹姆斯（Ｗｅｂｂ，ＳｉｄｎｅｙＪａｍｅｓ

１８５９—１９４７）——英国政治活动家，费

边社创建人之一；曾和妻子比阿特里萨

维伯合写了许多关于英国工人运动的

历史和理论方面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

宣扬关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可能解

决工人问题的思想。——第５４、４３０页。

维多利亚（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１８１９—１９０１）——英国

女王（１８３７—１９０１）。——第２９、２９４、３５３

页。

维克多——见阿德勒，维克多。

维克多 艾曼努尔（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Ｅｍａｎｕｅｌｅ

１８６９—１９４７）——意大利王储，后为国

王，称维克多 艾曼努尔三世（１９００—

１９４６）。——第３３３、３６７页。

１１６人 名 索 引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维森，弗（Ｗｉｅｓｅｎ，Ｆ．）——在美国的德

国社会主义者，《人民保卫者》报的撰稿

者。——第４７—４８、５５页。

维特耳斯赫弗尔，奥托（Ｗｉｔｔｅｌｓｈｏｆｅｒ，

Ｏｔｔｏ）——奥地利经济学家，接近社会

民主党人，经常为奥地利和德国的社会

主义报刊撰稿。——第４９０页。

维维安尼，勒奈 拉法埃尔（Ｖｉｖｉａｎｉ，Ｒｅｎé

－Ｒａｐｈａｌ１８６３—１９２５）——法国政治

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职业是律师；属

于“独立社会主义者”集团，米勒兰的拥

护者，后脱离社会党；曾屡任部长。——

第２６８页。

文迪施格雷茨，阿尔弗勒德（Ｗｉｎｄｉｓｃｈ－

ｇｒａｔｚ，Ａｌｆｒｅｄ１７８７—１８６２）——公爵，奥

地利元帅；１８４８年镇压布拉格和维也纳

的起义；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率领奥地利军

队，镇压匈牙利革命。——第３５３页。

文迪施格雷茨，阿尔弗勒德（Ｗｉｎｄｉｓｃｈ－

ｇｒａｔｚ，Ａｌｆｒｅｄ１８５１—１９２７）—— 奥地利

国家活动家，保守党人，联合内阁首相

（１８９３年１１月—１８９５年６月）。—— 第

１６３、１９５、３０９页。

文森特，查理 爱德华 霍华德（Ｖｉｎｃｅｎｔ，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ｄｗａｒｄ Ｈｏｗａｒｄ １８４９—

１９０８）——英国政治活动家，保守党

人，议会议员（１８８５—１９０８）。——

第２９页。

翁 伯 托 一 世（Ｕｍｂｅｒｔｏ １８４４—

１９００）—— 意 大 利 国 王（１８７８—

１９００）。——第３３３、３６７页。

沃 尔 弗，伯 恩 哈 特（Ｗｏｌｆｆ，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１８１１—１８７９）—— 德国新闻工作者，

１８４８年起为柏林《国民报》所有人，德国

第一个电讯社（１８４９）的创办人。——第

１４页。

沃 尔 弗，斐 迪 南（Ｗｏｌｆｆ，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１２—１８９５）（“红色沃尔弗”ｄｅｒ《ｒｏｔｅ

Ｗｏｌｆｆ》）——德国政论家，１８４６—１８４７

年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

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后流亡国外；１８５０年共产主义者

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后来脱离政治

活动。——第１５７—１５８、１７７、４１６页。

沃尔弗，威廉（Ｗｏｌｆｆ，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９—

１８６４）（鲁普斯Ｌｕｐｕｓ）——德国无产阶

级革命家和政论家，职业是教师，西里

西亚农奴的儿子；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１８３４—１８３９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

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

讯委员会委员，从１８４８年３月起为共产

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法兰克

福国民议会议员；１８５３年起在曼彻斯特

当教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

友。——第４１６页。

沃尔弗，尤利乌斯（Ｗｏｌｆ，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６２—

１９３７）——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

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１８、

４０８、４３２页。

乌尔宾格，理查（Ｕｌｂｉｎｇ，Ｒｉｃｈａｒｄ）——奥

地利律师，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人报》

上发表一系列有关法律问题的文

章。——第１３６、１９６页。

伍德黑德，约瑟夫（Ｗｏｏｄｈｅａｄ，Ｊｏｓｅｐｈ生

于１８２４年）——英国政治活动家，新闻

工作者，自由党人，议会议员。——第３１

页。

Ｘ

希 策，弗 兰 茨（Ｈｉｔｚｅ，Ｆｒａｎｚ１８５１—

１９２１）——德国神学家，中央党党员，帝国

国会议员（１８８４—１９２１）。——第２６页。

２１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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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 施，卡 尔（Ｈｉｒｓｃｈ，Ｃａｒｌ１８４１—

１９００）——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

作者，几家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

辑。—— 第２２５、２４６、２９２、４２０—４２２、

４５８—４５９、４６４页。

希普利，约翰（Ｓｈｉｐｌｅｙ，Ｊｏｈｎ）。—— 第

１２７—１２８页。

肖伯纳，乔 治（Ｓｈａｗ，ＧｅｏｒｇｅＢｅｒｎａｒｄ

１８５６—１９５０）——卓越的英国剧作家和

政论家，１８８４年起为费边社社员。——

第５４页。

肖，威廉 罗森（Ｓｈａｗ，ＷｉｌｌｉａｍＲａｗｓｏｎ

１８６０—１９３２）——英国工厂主，自由党

人，议会议员（１８９３—１８９７）。——第３０

页。

肖莱马，卡尔（Ｓｃｈｏｒｌｅｍｍｅｒ，Ｃａｒｌ１８３４—

１８９２）（肖利迈Ｊｏｌｌｙｍｅｉｅｒ）——著名的

德国有机化学家，曼彻斯特的教授，辩

证唯物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第４、５、

６８、１８０、２５４、３４５、３４７、４９４页。

肖莱马，路德维希（Ｓｃｈｏｒｌｅｍｍｅｒ，Ｌｕｄ－

ｗｉｇ）——卡尔 肖莱马的兄弟。——第

６７—６８、１０８、１７９—１８０、２５４—２５５、

３４６—３４８页。

肖维埃尔，艾曼纽尔 让 茹尔（Ｃｈａｕ－

ｖｉèｒｅ，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Ｊｅａｎ－Ｊｕｌｅｓ１８５０—

１９１０）——法国社会主义者，布朗基主

义者，政论家，巴黎公社参加者，１８８８年

起是巴黎市参议会议员；１８８９年国际社

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１４２

页。

谢里敦（Ｓｈｅｒｉｄａｎ，Ｅ．Ｆ．）——英国社会主

义者，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书

记。——第２７２页。

辛 格 尔，保 尔（Ｓｉｎｇｅｒ，Ｐａｕｌ１８４４—

１９１１）——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

家，１８８７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

员会委员，１８９０年起为执行委员会主

席；１８８４年起为帝国国会议员，１８８５年

起为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主席；积极反

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 第１３、

１２５、１４１、２１３、３０１—３０２、４８３、４８４页。

Ｙ

雅科 比，阿 伯 拉 罕（Ｊａｃｏｂｉ，Ａｂｒａｈａｍ

１８３０—１９１９）——德国医生，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

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但

因被控“侮辱陛下”而继续被监禁；１８５３

年流亡英国，后又迁居美国，在美国刊

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站在北部方

面参加美国内战；后为纽约医学科学院

院长（１８８５—１８８９），一些医学院的教授

和院长，写有许多医学著作。——第４４９

页。

雅克拉尔，沙尔 维克多（Ｊａｃｌａｒｄ，Ｃｈａｒｌｅｓ

－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４３—１９０３）——法国社会主

义者，布朗基主义者，政论家，国际会

员，巴黎公社的积极活动家；公社被镇

压后流亡瑞士，后迁居俄国；１８８０年大

赦后回到法国，继续参加社会主义运

动。——第１１４页。

亚当斯－ 瓦尔特（ＡｄａｍｓＷａｌｔｈｅｒ，Ｈ．

Ｂ．）—— 奥 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

义》一书的英文女译者。—— 第１３６、

１３７、１５２页。

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公元前３８４—

３２２）——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在哲学

上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

隶主阶级的思想家。——第２６页。

亚历山大罗夫（ ，Ａ．Ｈ．）——

俄国军官，中尉，《士兵之行军与作战》

一书的作者。——第２９页。

３１６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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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 山 大 三 世（ １８４５—

１８９４）—— 俄 国 皇 帝 （１８８１—

１８９４）。——第１８８、２５０、２９６、２９９、３５２、

３７９页。

亚沃尔斯基，阿波利纳里伊（Ｊａｗｏｒｓｋｉ，

Ａｐｏｌｌｉｎａｒ，１８２５—１９０４）—— 奥地利国

家活动家，波兰贵族，众议院议员，文迪

施格雷茨联合内阁的不管部大臣。——

第１６３页。

扬森，约翰（Ｊａｎｓｓｅｎ，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１８２９—

１８９１）——德国历史学家和神学家，写

了许多德国历史方面的著作。—— 第

４６２页。

耶格尔，奥斯卡尔（Ｊａｇｅｒ，Ｏｓｃａｒ生于１８５６

年）——海尔曼 恩格斯的女儿安娜的

丈夫。——第３８５页。

伊格列西亚斯，帕布洛（Ｉｇｌｅｓｉａｓ，Ｐａｂｌｏ

１８５０—１９２５）——西班牙工人运动和社

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印刷

工人，无产阶级政论家，国际西班牙联

合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新马德

里联合会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３），曾与无政

府主义影响进行斗争；西班牙社会主义

工人党（１８７９）创建人之一，后来成为该

党改良派首领之一；１８８９、１８９１和１８９３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第６９、２２０—２２２、２７２—２７３、４１８—４２０

页。

伊格纳切夫——见格尔方德，亚历山大

拉札列维奇。

尤利乌斯——见莫特勒，尤利乌斯。

约德科－纳尔凯维奇，维托德（Ｊｏｄｋｏ－

Ｎａｒｋｉｅｗｉｃｚ，Ｗｉｔｏｌｄ１８６４—１９２４）——

波兰社会主义者和政论家，波兰社会党

创始人之一及其革命派的领导人之一；

八十年代为波兰“无产阶级党”党员；九

十年代曾为《黎明》杂志撰稿，并担任该

刊编辑（１８９３—１９０６）；后为外交家，参

加皮尔苏茨基政府。——第２４７、３２７—

３２８、３８０页。

约吉希斯——见梯什卡，扬。

Ｚ

扎布洛茨基，斯塔尼斯拉夫（Ｚａｂ ｏｃｋｉ，

Ｓｔａｎｉｓ ａｗ）——波兰大学生，曾在维也

纳大学学习。——第２４７—２４８页。

宰德尔，罗伯特（Ｓｅｉｄｅｌ，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５０—

１９１７）——瑞士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

义者，职业是教师；九十年代为《工人呼

声》编辑，１８９３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

表大会代表，写了许多关于社会政治和

教育学问题的著作。——第４９、９１页。

张 伯伦，约瑟夫（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３６—１９１４）——英国国家活动家，自

由党人，后为自由党人合并派，许多年

都是英国内阁阁员，英布战争的主要策

划者之一，英帝国主义的思想家。——

第２０６、２１３页。

左尔格，阿道夫（Ｓｏｒｇｅ，Ａｄｏｌｐｈ１８５５左右

—１９０７）——弗里德里希 阿道夫 左尔

格的儿子，职业是机械工程师。——第

２３５、２３６页。

左尔格，弗里德里希 阿道夫（Ｓｏｒｇｅ，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Ａｄｏｌｐｈ１８２８—１９０６）—— 国

际和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

卓越活动家，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

参加者；１８５２年侨居美国，国际美国各

支部的组织者，联合会委员会书记，海

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纽约总委员会

总书记（１８７２—１８７４），北美社会主义工

人党（１８７６）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

的积极宣传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和战友。——第６—１０、５３—５６、７０—７３、

１２８—１３１、１６４—１６５、１６９—１７１、１８１—

４１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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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２０５—２０７、２１５—２１８、２３４—２３７、

２６６、２９２—２９７、３１７—３２２、３４３、３６５—

３６７、４４９、４６３页。

左尔格，卡塔琳娜（Ｓｏｒｇｅ，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

弗里德里希 阿道夫 左尔格的妻

子。—— 第１０、５５、７３、１３１、１６５、１７１、

１８１、１８４、２０７、２１８、２３７、２９７、３１７、３２０、

３２２、３６５、３６７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Ａ

阿尔古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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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３５

页。

阿格尼斯——欧 李希特尔的抨击性小册

子《社会民主党对未来的描写》中的人

物之一。——第２６页。

埃吉尔——古日耳曼神话中的海神。——

第３６６页。

安妮——欧 李希特尔的抨击性小册子

《社会民主党对未来的描写》中的人物

之一。——第２６页。

Ｂ

巴贝塔——贝朗热的诗歌《老单身汉》中

的人物。——第３６９页。

保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

一。——第２６５页。

Ｊ

基督（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

始人。——第２６５页。

Ｋ

卡代 鲁塞耳——法国歌曲和童话中的人

物；一个有三个住处、三套衣服、三顶帽

子、长着三根头发等等的头脑简单的典

型。——第５８页。

Ｍ

靡菲斯特斐勒司——歌德的悲剧《浮士

德》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第３８３页。

摩洛赫——古腓尼基和迦太基的宗教中

的太阳神，祭祀摩洛赫时要用人作祭

品，因此，摩洛赫这一名字成了残忍、吞

噬一切的暴力的化身。——第１６８页。

Ｎ

尼普顿—— 罗马宗教中的海神。—— 第

１２５页。

Ｓ

斯加纳列尔—— 一个狡猾、粗暴而嫉

妒的形象，莫里哀的一些剧本中的

人物；他有时作为资产者，有时作为

仆人或农民出现在这些剧本里。——

第４４９页。

Ｘ

息拉和哈利勃达——古希腊神话中的两

个怪物，住在窄狭海峡的两岸，危害航

海的人。——第３１１页。

５１６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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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的著作

卡 马克思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

 。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

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

卷第３５—９６页）。

 —Ｄｉｅ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ｄｅｓ６．ｒｈｅｉ－ｎｉｓ

ｃｈｅｎＬａｎｄｔａｇｓ．ＥｒｓｔｅｒＡｒｔｉｋｅｌ．Ｄｅ

ｂａｔｔｅｎ üｂｅｒＰｒｅｓｓ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ｕｎｄＰｕｂ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ｒＬａｎｄｓｔｎｄｉｓｃｈｅｎＶｅｒｈａｎｄ

ｌｕｎｇｅｎ．

载于１８４２年５月５、８、１０、１２、１５、１９日《莱茵

报》第１２５、１２８、１３０、１３２、１３５、１３９号

附刊。——第４４０、４４５、４４７、４４８、４５１、

４５５、４５６、４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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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１３５—１８１

页）。

 —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 ｄｅｓ６．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ｎ

Ｌａｎｄｔａｇｓ．ＤｒｉｔｔｅｒＡｒｔｉｋｅｌ．Ｄｅ－ｂａｔ

ｔｅｎüｂｅｒｄａｓＨｏｌｚｄｉｅｂｓｔａｈｌｓ－Ｇｅｓｅｔ

ｚ．

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２５、２７、３０日和１１月

１、３日《莱茵报》第２９８、３００、３０３、３０５、

３０７号附刊。—— 第４４０、４４５、４４７、

４４８、４５１、４５５、４５６、４７０页。

《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４卷第３９７—７５４页）。

 —ＨｅｒｒＶｏｇ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０．—— 第

４２７、４４７页。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９卷第１１—３５页）。

 —Ｚｕｒ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ｓ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

ｃｈｅｎＰａｒｔｅｉ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ｓ．

载于１８９０—１８９１年《新时代》第９年卷

第１卷第１８期。——第７６、７７１９５、２５９、

３７０页。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１２６—

１３１页）。

 — ．

载于１８８６年日内瓦出版的《民意导

报》杂志第５期。——第３８—３９页。

《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１３０—

６１６

用星花（ ）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出版的著作，
才标明原文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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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４页）。

  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１６日《莱茵报》第２８９

号。——第４５５页。

《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６卷第４７３—５０６页）。

 — ．

．

１８９１ ． ． ．

，１８９４．—— 第２３７、２３８、２４２、

２５２、４４０页。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３卷第３—８页）。

 —Ｍａｒｘüｂｅｒ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

作为附录载于弗 恩格斯１８８８年在斯

图加特出版的《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

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根据《新时

代》杂志校订的单行本）。标题是

《１８４５年卡尔 马克思论费尔巴

哈》。——第２４页。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１８４８年１月９日发

表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

４４４—４５９页）。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ｓｕｒｌａ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ｄｕｌｉｂｒｅ

é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ｏｎｏｎｃé à 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Ｄéｍｏｃａｔｉｑｕｅｄｅ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ｄａｎｓｌａ

ｓéａｎｃｅ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ｄｕ９Ｊａｎｖｉｅｒ１８４８．

［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４８］．—— 第２２６、２２８

页。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ｓｕｒｌａ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ｄｕｌｉｂｒｅ

é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ｏｎｏｃé à Ｉ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ｑｕｅｄｅ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Ｄａｎｓ ｌａ

 ｓéａｎｃｅ 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ｄｕ ９ Ｊａｎ

ｖｉｅｒ １８４８．

载于１８９４年６月《新纪元》第６期。

——第２２６、２２８、２３２、２３４页。

 —ＲｅｄｅüｂｅｒｄｉｅＦｒａｇｅｄｅｓＦｒｅｉｈａｎｄｅｌｓ，

ｇｅｈａｌｔｅｎａｍ９．Ｊａｎｕａｒ１８４９［１８４８］ｉｎ

ｄｅｒ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ｎ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ｚｕ

Ｂｒüｓｓｅｌ．

作为附录二载于卡 马克思《哲学的

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

学〉》１８８５年斯图加特版。——第２２８、

２３２页。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Ａ  Ｓｐｅｅｃｈ  Ｄｅｌｉｖ

ｅｒ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ｌｕｂ，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Ｒｅｌｇｉｕｍ，Ｊａｎ．９，

１８４８．ＷｉｔｈＥｘ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Ｌａ 

Ｍｉｓèｒｅ ｄｅ ｌ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Ｂｙ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ｉｎｔｏ

Ｅｎｇｌｉｓｈｂｙ ＦｌｏｒｅｎｃｅＫｅｌｌｅｙＷｉｓ

ｃｈｎｅｗｅｔｚｋｙ．ＷｉｔｈＰｒｅｆａｃｅ  ｂｙ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Ｅｎｇｅｌｓ，Ｂｏｓｔ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８９．——第２２６、２３３页。

 —Ｌｉｂｅｒｏｓｃａｍｂｉｏ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ｏ．

载于１８９４年４月１日和１６日《社会评

论》第７期和第８期。——第２２６、２３２、

２３４页。

 —Ｄｉｓｃｏｒｓｏ ｓｕｌｌｉｂｅｒｏ ｓｃａｍｂｉｏ ｃｏｎ

ｐｒｏｅｍｉｏｄｉＦｅｄｅｒｉｃｏＥｎｇｅｌｓ．Ｍｉｌａｎｏ，

１８９４．——第２３２、２３３页。

 — ．

． ． ，

１８８５．——第２３２页。

《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

４７５—４９２页）。

 —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

ｆｉｃｉａｌｅｄｉ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７１．——第４６页。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协会于１８６４年９

７１６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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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２８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

大会上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

第５—１４页）。

 —Ａｄｄｒｅｓｓ．

载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

章程（协会于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在伦敦

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

会上成立）》１８６４年［伦敦］版。——第

４６页。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４５２—４６７

页）。

 —Ｚｕｒ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Ｈｅｇｅｌｓ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载于１８４４年

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第１期和

第２期（双 刊 号）。—— 第１４４、

１５０、１５５页。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５７—

５３６页）。

 —Ｅｎｔｈüｌｌｕｎｇｅｎ üｂｅｒｄｅｎＫｏｍ－ｍｕ

ｎｉｓｔｅｎ－ＰｒｏｚｅβｚｕＫｌｎ．ＮｅｕｅｒＡｂ

ｄｒｕｃｋｍｉｔ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ｖｏ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ｕｎｄＤｏｋｕｍｅｎ－ｔｅｎ．Ｈｏｔｔｉｎ

ｇｅｎ－Ｚüｒｉｃｈ，１８８５．——第２３、２４

页。

《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１１７—２２７

页）。

 —Ｄｅｒ １８ｔｅ Ｂｒｕｍａｉｒｅ ｄｅｓ Ｌｏｕｉｓ

Ｎａｐｏｌｅｏｎ．

载于１８５２年在纽约出版的《革命》杂

志第１期。——第２０１页。

 —    

．   

 ．   

   ．

． ，１８９４．—— 第

２３７、４４０页。

《摩塞尔记者的辩护》（《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２１０—２４３页）。

 —Ｒｅｃｈｔｆｅｒｔｉｇｕｎｇｄｅｓ 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

－ｄｅｎｔｅｎｖｏｎｄｅｒＭｏｓｅｌ．

载于１８４３年１月１５、１７、１８、１９、２０日

《莱茵报》第１５、１７、１８、１９、２０号。

—— 第４４０、４４５—４４７、４４８、４５０—

４５１、４５３、４５５、４６５、４７０页。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３—

３１页）。

 —Ｂｅｍｅｒｋｕｎｇｅｎ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ｎｅｕｅｓｔｅ

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Ｃｅｎｓｕｒ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载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

集》１８４３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第１

卷。——第４５１、４５３、４５５页。

《危机和反革命。二》（《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４７１—４７３页）。

 —ＤｉｅＫｒｉｓｉｓｕｎｄｄｉｅＣｏｎｔｒｅｒ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

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３日《新莱茵报》第

１０１号。——第３５７页。

《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

９—１２５页）。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载于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

评论》第１、２、３期。—— 第３８１、

３８６—３８８、３８９、４２５—４２６、４３０、

４３６页。

 —Ｒｅｖｕｅ，ＭａｉｂｉｓＯｋｔｏｂｅｒ．

载于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

论》第５—６期。——第３８１、３８６—３８８、

３８９、４２５—４２６、４３０、４３６页。

 —Ｄｉｅ Ｋｌａｓｓｅｎｋａｍｐｆｅ ｉｎ Ｆｒａｎｋ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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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ｈ１８４８ｂｉｓ１８５０．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９５．——

第３８１、３８６—３８８、３８９、４２５—４２６、

４３０、４３６、４４５、４４７、４５０页。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

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

卷第７１—１９８页）。

 —ＤａｓＥｌｅｎｄ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Ａｎｔ－

ｗｏｒｔａｕｆ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ｓＥｌｅｎｄ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ｖｏｎＥ．Ｂｅｒｎ

ｓｔｅｉｎｕｎｄＫ．Ｋａｕｔｓｋｙ．Ｍｉｔ Ｖｏｒｗｏｒｔ

 ｕｎｄ Ｎｏｔｅｎ ｖｏ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８５．——第２２８

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３—

１７７页）。

 —Ｚｕｒ Ｋｒｉｃｉｋ ｄ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Ｅｒｓｔｅｓ Ｈｅｆｔ．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５９．——第２５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Ｇｒｕｎｄ

－ ｒｉｓｓｅ ｄｅｒ 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Ｒｏｈｅｎｔｗｕｒｆ））．１９３９年和

１９４１年在莫斯科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两

卷本）。——第２５页。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７９—

８０、４０４、４６８页。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１卷

《资本的生产过程》（《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

 —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ＢｕｃｈＩ：Ｄｅｒ

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ｓｓ ｄｅ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ｓ，

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６７．—— 第１０４、３５０、

３５５、４６８页。

 —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Ｅｒｓｔｅｒ Ｂａｎｄ．Ｂｕｃｈ  

Ｉ：Ｄｅｒ 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ｓｓ ｄｅ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ｓ．Ｚｗｅｉｔｅ ｖｅｒｂｅｓｓｅｒｔｅ Ａｕ

ｆｌａｇｅ．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７２．——第 ４４６

页。

 —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ＢｕｃｈＩ：Ｄｅｒ

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ｄｅ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ｓ．

Ｖｉｅｒｔｅ，ｄｕｒｃｈｇｅｓｅ－ ｈｅｎｅＡｕｆｌａｇｅ．

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９０．—— 第９１、２２８、４１５

页。

 —Ｌ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ｒａ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ｅＭ．Ｊ．Ｒｏｙ，

ｅｎｔｉè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ｓéｅ ｐａｒ Ｉａｕｔｅｕｒ．

Ｐａｒｉｓ，［１８７２—１８７５］．—— 第８０、９２、

１０４—１０５页。

 —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Ｇｅｒｍａｎ  ｅｄｉｔｉｏｎ，ｂｙ  

Ｓａｍｕｅｌ Ｍｏｏｒｅ ａｎｄ Ｅｄｗａｒｄ 

Ａｖｅｌｉｎｇ．Ｖｏｌ．Ｉ．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８７．——

第３０４、３３１、４８７页。

 — Ｃａｐｉｔａｌ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ｄｅｌ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ｂｒｏ１－ ｍｏ．Ｔｏｒｉｎｏ，１８８６

（Ｂｉｂｌｉｏｔｅｃａｄｅｌ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ａ）．—— 第

７９、９１页。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２卷

《资本的流通过程》（《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２４卷）。

 —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ＺｗｅｉｔｅｒＢａｎｄ．Ｂｕｃｈ ：

ＤｅｒＣｉｒｋ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ｄｅｓＫａｐｉ

ｔａｌｓ．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８５．—— 第３８、６２、

１８８、１９７、３２９页。

 —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ＺｗｅｉｔｅｒＢａｎｄ．Ｂｕｃｈ ：

ＤｅｒＣｉｒｋ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ｄｅｓＫａｐｉ

ｔａｌｓ．Ｚｗｅｉ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８９３．—— 第８０、９２、２２８、４１３—４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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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１８８５．—— 第

３８、１８８页。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３卷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

 一ＺｗｅｉＫａｐｉｔｅｌａｕｓｄｅｍｄｒｉｔｔｅｎＢａｎｄｅ

ｄｅ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２３．Ｋａｐｉｔｅｌ．Ｚｉｎｓｕｎｄ

Ｕｎｔｅｒｎｅｈｍｅｒｇｅｗｉｎｎ．２４．Ｋａｐｉｔｅｌ．

Ｖｅｒａｕβｅｒｌｉｃｈｕｎｇ ｄｅｓ Ｋａｐｉ

ｔａｌ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ｓｅｓｉｎｄｅｒＦｏｒｍｄｅｓｚｉｎ

ｓｔｒａｇｅｎｄｅｎＫａｐｉｔａｌｓ．

载于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年《新时代》第１２年

卷第２卷第４２期和第４３期。—— 第

２４８、２４９、２５５—２５７、２８７、３３１、３３２、

３５０页。

 —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Ｄｒｉｔｔｅｒ Ｂａｎｄ，Ｔｈｅｉｌｅ

— ．Ｂｕｃｈ ：ＤｅｒＧｅ－ｓａｍｍ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ｄｅｒｋ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Ｐｒｏ

ｄｕｋｔｉｏｎ．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９４．—— 第２３、

３２、３７、５０、５２、５３、５６、５７、７１、９２、１４９、

１６１、１６９、１７１、１７５、１７６、１７９、１８３、

１８８、１９０、１９２、１９６、２０３、２０５、２１４、

２１５、２１７、２２２、２２７、２２８、２３０、２３２、

２３４、２４３—２４５、２５３、２５４、２５８、２６６、

２８３、２９８、３０２、３１３、３１７、３２０—３２２、

３２８—３３２、３４０、３４３、３５０、３５１、３５５、

３６５、３８３、３９１、３９２、４０６、４１１、４１３、

４１４—４１５、４４１、４９０—４９１页。

 — ．  

． ．  ．

  

，   ．．

， １８９６． ——  第

１６１、１８８、２５３页。

 —《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

第１—３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ｎüｂｅｒｄｅｎＭｅｈｒｗｅｒｔ（Ｖｉｅｒｔｅｒ

Ｂａｎｄｄｅ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ｓ》．Ｔｈｅｉｌｅ —

）．—— 第５７、３２８、３２９、３３８、４３１、

４４２页。

弗 恩格斯

《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卡尔 马克思

的小册子〈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的序

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

卷第４１３—４３１页）。

 —Ｐｒｏｅｍｉｏ．

载于《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１８９４年

米兰版。——第２３３页。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

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１０７—

２１３页）。

 —Ｉｎ Ｓａｃｈｅｎ Ｂｒｅｎｔａｎｏ ｃｏｎｔｒａ 

Ｍａｒｘ ｗｅｇｅｎ  ａｎｇｅｂｌｉｃｈｅｒ Ｃｉ

ｔａｔｓｆａｌ－ｓｃｈｕｎｇ．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ｓｅｒｚａｈｌｕｎｇ

 ｕｎｄ  Ｄｏｋｕｍｅｎｔｅ，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８９１．——第７５页。

《德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２８５—３０３页）。

 —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ｅｎＡｌｌｅｍａｇｎｅ．

载于《１８９２年工人党年鉴》１８９２年利

尔版。——第１１４页。

《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７卷第３８３—４８３页）。

 —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Ｂａｕｅｒｎｋｒｉｅｇ，Ｄｒｉｔ－ｔｅｒ

Ａｂｄｒｕｋ，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７５．—— 第９７、

３２９、４２８、４６１—４６２页。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

０２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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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１３—

５７页）。

 —ＤｉｅａｕｓｗａｒｔｉｇｅＰｏｌｉｔｉｋｄｅｓｒｕｓｓｉｓ

ｃｈｅｎＺａｒｅｎｔｈｕｍｓ．

载于１８９０年５月《新时代》第８年卷第

５期。——第１４页。

《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２２卷第５６３—５８７页）。

 —ＤｉｅＢａｕｅｒｎｆｒａｇｅｉｎ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ｕｎｄ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载于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新时代》第１３年

卷第１卷第１０期。—— 第３００、３０５、

３０６、３０８、３２５、３２７、３３０页。

 —Ｋｗｅｓｔｙａｗ ｓｎ ．

载于１８９４年１２月《黎明》第１２期。——

第３２７页。

《反杜林论（欧根 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

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２０卷第１—３５１页）。

 —Ｈｅｒｒｎ  Ｅｕｇｅｎ  Ｄüｈｒｉｎｇｓ  

Ｕｍｗａｌｚｕｎｇ  ｄｅ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Ｐｈｉｌｏ － ｓｏｐｈ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Ｌｅｉｐｚｉｇ，

１８７８，——第２０１、３７３页。

 —Ｈｅｒｒｎ  Ｅｕｇｅｎ  Ｄüｈｒｉｎｇｓ  

Ｕｍｗｌｚｕｎｇ ｄｅ 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Ｚｗｅｉ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Ｚüｒｉｃｈ，１８８６．——

第１４５、１５０、１５６页。

 —ＨｅｒｒｎＥｕｇｅｎＤüｈｒｉｎｇｓＵｍｗｌｚｕｎｇ

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ｒｉｔｔｅ，ｄｕｒｃｈｇｅｓｅ

ｈｅｎｅ ｕｎｄ ｖｅｒｍｅｈｒ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９４．—— 第１５１、２４５、

２５８、３３１页。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论俄国。维 查苏利

奇译自德文》１８９４年日内瓦版。

 —    ．

   ．

． ，１８９４．——第２３７—

２３９、２４１页。

《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马克思

恩 格 斯 全 集》中 文 版 第２２卷 第

５６１—５６２页）。

  载于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１６日《前进报》第

２６８号。——第３００、３０５页。

《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１７０—１８３

页）。

 —Ｗｈａｔｈａｖｅ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ｅｓｔｏｄｏ

ｗｉｔｈＰｏｌａｎｄｌ

载于１８６６年３月２４、３１日和５月５日《共

和国》周报第１５９、１６０和１６５号。——

第４６７页。

 —Ｋｌａｓａ ｒｏｂｏｔｎｉｃｚａ ａ ｋｗｅｓｔｙａ 

ｐｏｌｓｋａ．

载于１８９５年７月《黎明》第７期。——第

４６７页。

《〈共产党宣言〉１８８３年德文版序言》（《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３—４

页）。

 —Ｖｏｒｗｏｒｔｅ． ．

载于［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共产

主义宣言。经作者校阅的德文第四

版。附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的新

序》１８９０年伦敦版。—— 第３、３３７

页。

 —Ｖｏｒｒｅｄｅｎ． ．

载于［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共产主义宣言。经作者校阅的德

文第五版。附卡尔 马克思和弗里

德里希 恩格斯的序言》１８９１年柏

林版。——第２３、２４页。

《〈共产党宣言〉１８９０年德文版序言》（《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６１—

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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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共产

主义宣言。经作者校阅的德文第四

版。附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的新

序》１８９０年伦敦版。—— 第３、３３７

页。

 —Ｖｏｒｒｅｄｅｎ． ．

载于［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共产主义宣言。经作者校阅的德文

第五版。附卡尔 马克思和弗里德里

希 恩格斯的序言》１８９１年柏林

版。——第２３、２４页。

《〈共产党宣言〉１８９２年波兰文版序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

３２９—３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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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１８９２年２月２７日《黎明》第３５

期。——第３页。

 —Ｐｒｚｅｄｍｏｗａｄｏ２－ｇｏｗｙｄａｎｉａｐ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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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共产党

宣 言》１８９２年 伦敦 波 兰 文 第 二

版。——第３页。

《关于巴黎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径》（《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

４１５—４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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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第４、６页。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２４１—２６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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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新版附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的

引言和几个文件》１８８５年霍廷根—苏

黎世版。——第２３、２４页。

《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四卷》（《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

５８８页）。

 —Ｍａｒｘ《Ｋａｐｉｔａｌ》，３．Ｂａｎｄ．

载于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新时代》第１３

年卷第１卷第９期。——第３０７页。

《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４１８—４２６页）。

 —ＶｏｍｉｔａｌｉｅｎｉｓｃｈｅｎＰａｎａｍａ．

载于１８９３年２月１、２和３日《前进

报》第２７、２８和２９号。—— 第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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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

５１２—５１３页）。

  载于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年《新时代》第１２

年卷第１卷第１６期。——第１９０、２１７

页。

《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给

《社会评论》杂志编辑部的信）》（《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

５５９—５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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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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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２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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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０２、２１０页。

 —Ｂａｒｂａｒｉｅｅｔ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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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１９３、２１０页。

 —  ，

  ．．

，１８９４．——第２４３、３９３

页。

《尽管如此。为庆祝１８９３年五一节给法国

工人的贺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２２卷第４７３—４７４页）。

 —Ｑｕａｎｄｍêｍｅ．

载于１８９３年４月２３日《社会主义者报》

第１３４号。——第６５页。

《卡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１８９１年单

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２２卷第２３４—２４３页）。

 —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

载于卡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１８９１年柏林版。——第２３７、２３８、２４２

页。

《卡 马克思〈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

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５９１—６１２页）。

 —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ｚｕｍＮｅｕｄｒｕｃｋｖｏｎＭａｒｘ

《ＫｌａｓｓｅｎｋａｍｐｆｅｉｎＦｒａｎｋ－ ｒｅｉｃｈ

１８４８—１８５０》

载于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新时代》第１３年

卷第２卷第２７期和第２８期。—— 第

４０１—４０２、４２５—４２６、４３０、４３２、４３６

页。

载于卡 马克思《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１８９５年柏林版。

—— 第３８６—３８８、３８９、４０１—４０２、

４３０、４３６页。

《流亡者文献。一 波兰宣言》（《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５７１—５７８

页）。

 —Ｅｉｎｅｐ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Ｐｒｏｋ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载于弗 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

问题论文集（１８７１—１８７５）》１８９４年柏

林版。——第２４７页。

 —Ｐｒｏｋｌａｍａｃｙａｐｏｌｓｋａ．

载于１８９４年３月《黎明》第１、２和３

期。——第２４７页。

《流亡者文献。五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

６１０—６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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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弗 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

问题论文集（１８７１—１８７５））１８９４年柏

林 版。—— 第２３７—２３９、２４１、２４３、

２４７、３９４页。

 — ．． （１８７５ ．）

载于《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论俄国》

１８９４年日内瓦版。——第２３７—２３９、

２４１、２４３页。

《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

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２１卷第３０１—３５３页）。

 —Ｌｕｄｗｉｇ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ｕｎｄｄｅｒＡ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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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１８４、１９０、２０１、２２５、３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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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ｒｇｕｅ．

载于１８９４年４月和５月《新纪元》第４

期和第５期。—— 第１７８、１８４、１８７、

１９０、２２５、２９８页。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２２卷第４９４—

５１０页）。

 —Ｎａｃｈｗｏｒｔ（１８９４）．

载于１８９４年在柏林出版的弗 恩格斯

《〈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

（１８７１—１８７５）》。—— 第２３８、２３９、

２４１、２４３、３９４页。

 — （１８９４ ．）

载于《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论俄国》

１８９４年日内瓦版。—— 第２３８、２３９、

２４１、２４３页。

《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５２３—５５２页）。

 —Ｚ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Ｕｒｃｈｒｉｓｔｅｎ－

ｔｈｕｍｓ．

载于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新时代》第１３年

卷第１卷第１期和第２期。——第２４９、

２５０、２５５、２５７、２６４、２６５、２８３、２８７、

２９９、３００、４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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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ａｎｉｓｍｅｐｒｉｍｉｔｉｆ．

载于１８９５年４月和５月《社会发展》第１

期和第２期。—— 第２９９、３００、３８９、

３９１、３９２、４４７页。

《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８卷第２３３—３２１页）。

 —ＺｕｒＷｏｈｎｕｎｇｓｆｒａｇｅ．Ｓｅｐａｒａｔ－ 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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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２—１８１３．——第７５页。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马克

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

５１１页》。

 —Ｍａｒｘ《Ｋａｐｉｔａｌ》，ｄｒｉｔｔｅｓＢｕｃｈ．载于

１８９４年１月１２日《前进报》第９号。——

第２１７页。

《马克思，亨利希 卡尔》（《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３９２—４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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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第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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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会上的演说。报纸上的报道》（《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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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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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坛》第４７号 附 刊。—— 第７、

１１—１２、４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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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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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４２９—４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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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共产党

宣言》１８９３年米兰版。——第３、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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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ｐｉ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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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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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１—３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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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９４．——

第３８１—３８２页。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ｕｐａｒｔｉ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载于

１８８５年８月２９日，９月５、１９、２６日，１０月

３、１０、１７、２４、３１日，１１月７日《社会主

义者报》第１、２、４—１１号。——第２６８

页。

 —Ｌｅ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ｕＰａｒｔｉ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ｔｅ．

载于１８９４年９、１０、１１月《新纪元》第

９—１１期。—— 第２６８、２９８、３００、３３７

页。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 ｄｕ Ｐａｒｔｉ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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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第８、１０、１２、１３、１５—１７、１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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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卡尔 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 恩格

斯的序言》１８９１年柏林版。—— 第

２３—２４页。

《国际述评（三）。从５月到１０月》（《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４９２—５４０

页）。

 —Ｒｅｖｕｅ．ＭａｉｂｉｓＯｋｔｏｂｅｒ．

载于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

论》第５—６期。——第３８７页。

《论蒲鲁东（给约 巴 施韦泽的信）》（《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２８—

３６页）。

 —ＵｅｂｅｒＰ．Ｊ．Ｐｒｏｕｄｈｏｎ．

载于１８６５年２月１、３和５日《社会民主

党人报》第１６、１７和１８号。——第３４４

页。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

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的

报告和文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３６５—５１５页）。

 —Ｌ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ｄｅ ｌａ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 ｓｏ

－ｃｉａｌｉｓｔｅ ｅｔＩ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

Ｒａｐｐｏｒｔｅｔ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ｐｕｂｌｉéｓｐａｒｏｒ

ｄｒｅｄｕＣｏｎｇｒè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ｌａ 

Ｈａｙｅ． Ｌｏｎｄｒｅｓ － Ｈａｍｂｏｕｒｇ，

１８７３．——第２４、２５页。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驳布鲁诺 鲍威尔及其伙伴》（《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３—２６８

页）。

 —Ｄｉｅ ｈｅｉｌｉｇ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ｏｄｅｒ Ｋｒｉ

ｔｉｋ  ｄｅｒ  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Ｋｒｉｔｉｋ．

Ｇｅｇｅｎ Ｂｒｕｎｏ Ｂａｕｅｒｕｎｄ Ｃｏｎ

ｓｏｒｔｅ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

１８４５．—— 第２４、１２６、１８３、２０５、

２１５、２３５、４４７页。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国际工人协会

总委员会内部通告》（《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３—５５页）。

 —Ｌｅｓ ｐｒéｔｅｎｄｕｅｓ ｓｃｉｓｓｉｏｎｓ ｄａｎｓ

 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ｉｒｅ ｐｒｉｖéｅ

 ｄｕ Ｃｏｎｓｅｉｌ Ｇéｎéｒａｌ ｄｅ 

Ｉ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Ｔｒａ－ 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Ｇｅｎèｖｅ，

１８７２．——第２４、２５页。

８２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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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作者的著作

Ａ

［阿德勒，维 ］《法国的选举》（［Ａｄｌｅｒ，

 Ｖ．］ＤｉｅＷａｈｌｅｎｉｎ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载于

１８９３年９月１５日《工人报》第３７号。——

第１２０页。

［阿德勒，维 ］《斯特德尼茨基选举改革》

（［Ａｄｌｅｒ，Ｖ．］ＤｉｅＷａｈｌｒｅｆｏｒｍＳｔａｄｎｉｃ

ｋｉ），载于１８９４年３月６日《工人报》第１９

号。——第２１３页。

阿德勒，维（Ａｄｌｅｒ，Ｖ．）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２日在

维也纳群众大会上的演说，载于１８９３年

１０月６日《工人报》第４０号。——第１３２、

１４０。

阿伦特，保《评国际纺织工人代表大会》

（Ａｒｎｄｔ，Ｐ．Ｕｅｂｅｒｄｅ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

Ｔｅｘｔｉｌ－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Ｋｏｎｇｒｅβ），载于１８９４

年８月２日《前进报》第１７７号附刊

（２）。——第２７３、２７５页。

阿伦特，保（Ａｒｎｄｔ，Ｐ．）为保尔 布鲁斯辩

护的信，载于１８９３年９月２０日《前进报》

第２２１号。——第１４２页。

艾里提埃，路（Ｈéｒｉｔｉｅｒ，Ｌ．）对恩格斯致《柏林人

民论坛》报编辑部的声明的答复，载于１８９２年

１２月２４日《柏林人民论坛》报第５２号。——第７、

１０—１１页。

艾里提埃，路《汝拉联合会和米哈伊尔

巴枯宁》第１—１３篇（Ｈéｒｉｔｉｅｒ，Ｌ．

Ｄｉｅ Ｊｕｒａｆ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ｋｕｎｉｎ． — ），载于１８９２年８

月６、１３和２０日，９月３和１７日，１０月１、８

和２２日，１１月５、１２和１９日，１２月１０和２４

日《柏林人民论坛》报第３２—３４、３６、３８、

４０、４１、４３、４５—４７、５０和５２号。——第７、

１１、２４、４２７页。

艾威林，爱《英国的失业者》（Ａｖｅｌｉｎｇ，Ｅ．

Ｌｅｓｓａｎｓ－ｔｒａｖａｉｌｅｎＡｎｇｌｅｔｅｒｒｅ）。

—载于１８９５年４月《社会发展》杂志第１

期。——第４７５页。

—载于１８９５年６月《社会主义青年》杂

志。——第４７５页。

艾威林，爱 和马克思－艾威林，爱《美国

工人运动》１８８８年伦敦版（Ａｖｅｌｉｎｇ，Ｅ．

ａｎｄＭａｒｘ－Ａｕｅｌｉｎｇ，Ｅ．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８８）。——第２１１页。

艾希霍夫，威《国际工人协会。协会的创

立、组织、社会政治活动和扩展》１８６８年

柏林版（Ｅｉｃｈｈｏｆｆ，Ｗ．Ｄｉ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ｈｒｅ

Ｇｒüｎｄｕ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ｓｏ

ｃｉａｌｅ Ｔｈａｔｉｇｋｅｉｔ ｕｎｄ Ａｕｓｂｒｅｉｔｕｎｇ．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６８）。——第２４、７０页。

奥艾尔，伊（Ａｕｅｒ，Ｉ．）１８９５年１月８日在帝

国国会的演说，载于《帝国国会辩论速

记记录。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第九届第三次例

会》第１卷，１８９５年１月８日第九次会议。

１８９５年柏林版。——第３５８

９２６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的著作的版本，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

日期和地点。

放在四角括号［  ］内的是已经查清的匿名著作的作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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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

奥托利克斯（Ａｕｔｏｌｉｃｕｓ）——见伯吉斯。

Ｂ

巴尔特，保《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

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批判的

尝试》１８９０年莱比锡版（Ｂａｒｔｈ，Ｐ．Ｄｉｅ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Ｈｅｇｅｌｓ ｕｎｄ

 ｄｅｒ 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ｅｒ ｂｉｓ ａｕｆ Ｍａｒｘ 

ｕｎｄ Ｈａｒｔｍａｎｎ．Ｅｉｎ 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ｒ Ｖｅｒ

ｓｕｃｈ．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９０）。——第９４、９６、３７３

页。

巴［赫］，麦《卡尔 马克思在维也纳》（Ｂ

［ａｃｈ］，Ｍ．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ｉｎ Ｗｉｅｎ），载

于１８９５年１月２４日《工人报》第２４

号。——第３５２、３７８页。

巴克斯，厄 贝《从新的观点看发展前景》

１８９１年伦敦版（Ｂａｘ，Ｅ．Ｂ．Ｏｕｔｌｏｏｋ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９１）。——第２１１页。

巴克斯，厄 贝《人类和阶级本能》，由维

克多 阿德勒译成德文（Ｂａｘ，Ｅ．Ｂ．Ｍｅｎ

ｓｃｈｅｎｔｈｕｍ ｕｎｄ Ｋｌａｓｓｅｎｉｎ－ｓｔｉｎｋｔ．

Ｄｅｕｔｓｃｈ ｖｏｎ Ｖｉｃｔｏｒ Ａｄｌｅｒ），载于

１８９２—１８９３年《新时代》杂志第１１年卷

第２卷第４７期。——第７７页。

巴克斯，厄 贝《社会主义的伦理学。现代

社会主义批判主义的进一步探讨》，

［１８８９年］伦敦版（Ｂａｘ，Ｅ．Ｂ．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ｂｅｉｎｇ Ｆｕｒ

ｔｈ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８９］）。—— 第

２１１页。

巴克斯，厄 贝《社会主义的宗教。现代社

会主义批判主义的探讨》１８８７年伦敦版

（Ｂａｘ，Ｅ．Ｂ．Ｔｈ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ｍ ｂｅｉｎｇ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８７）。——第２１１页。

巴克斯，厄 贝《文明之诅咒》，由维克多

阿德勒译成德文（Ｂａｘ，Ｅ．Ｂ．Ｄｅｒ Ｆｌｕｃｈ

 ｄｅｒ Ｚ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Ｄｅｕｔｓｃｈ ｖｏｎ 

Ｖｉｃｔｏｒ Ａｄｌｅｒ），载于１８９２—１８９３年《新

时代》杂志第１１年卷第２卷第４５期。——

第７７页。

巴枯宁，米《一封未发表的信》（Ｂａｋｏｕ

ｎｉｎｅ，Ｍ．Ｕｎ ▍Ｅｃｒｉｔ ｉｎéｄｉｔ），载于

１８９４年７—８月《新社会》杂志第１０

年卷第２卷第１１５—１１６期。——第３００

页。

巴 枯 宁，米 《一 封 未 发 表 的 信）

（Ｂａｋｕｎｉｎ，Ｍ．Ｅｉｎ ｕｎｂｅｋａｎｎｔｅｓ 

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ｎ），载于１８９４年９月２９日，

１０月６、２７日，１１月３、１０、２４日和１２月

１日《社会党人报》第４０、４１、４４、４５、４６、

４８和４９号。——第３００页。

鲍古斯拉夫斯基，阿《实实在在的斗争

——不是虚有其表的斗争。评国内政治

形势》１８９５年柏林版（Ｂｏｇｕｓｌａｗｓｋｉ，Ａ．

Ｖｏｌｌｋａｍｐｆ—ｎｉｃｈｔ Ｓｃｈｅｉｎｋａｍｐｆ．Ｅｉｎ

 Ｗｏｒｔ ｚｕｒ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Ｌａｇｅ ｉｍ

 Ｉｎｎｅｒｎ．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９５）。——第３９０、４０２

页。

鲍威尔，斯《论重农学派学说的发生。根

据弗朗斯瓦 魁奈的未发表著作》

（Ｂａｕｅｒ，Ｓ．Ｚｕｒ Ｅｎｔｓｔｅｈｕｎｇ ｄｅｒ Ｐｈｙ

－ｓｉｏｃｒａｔｉｅ．Ａｕｆ Ｇｒｕｎｄ ｕｎｇｅｄｒｕｃｋ

ｔｅｒ 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Ｑｕｅｓｎａｙｓ），

载于１８９０年《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杂

志新辑第２１卷。——第４４２页。

倍倍尔，奥 《反驳》（Ｂｅｂｅｌ，Ａ．Ｚｕｒ 

Ｅｎｔｇｅｇｎｕｎｇ），载 于１８９４年１１月

２８２９、３０日和１２月１日《前进报》第

２７７、２７８、２７９和２８０号。—— 第３１８、

０３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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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３２５页。

倍倍尔，奥《妇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由亚当斯－瓦尔特译自德文，［１８８５年］

伦敦“现代印刷”出版社版（Ｂｅｂｅｌ，Ａ．

Ｗｏ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ｅｒ

ｍａｎ ｂｙ Ｈ．Ｂ．Ａｄａｍｓ Ｗａｌｔｈｅｒ．

Ｌｏｎｄｏｎ，Ｍｏｄｅｒｎ Ｐｒｅｓｓ，［１８８５］）。——

第１２６、１３６—１３７、１５２页。

倍倍尔，奥《妇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由亚当斯－瓦尔特译自德文，１８９３年由

伦敦威廉 里夫斯出版（Ｂｅｂｅｌ，Ａ．Ｗｏｍ

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

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ｂｙ Ｈ．Ｂ．Ａｄａｍｓ Ｗａｌｔｈｅｒ．Ｌｏｎ

ｄ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ｅｅｖｅｓ，１８９３）。—— 第

１２６、１３６—１３７、１５２页。

倍倍尔，奥《妇女和社会主义》１８７９年

苏黎世—霍廷根版（Ｂｅｂｅｌ，Ａ．Ｄｉｅ 

Ｆｒａｕ ｕｎｄ ｄｅｒ 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Ｚüｒｉ

ｃｈＨｏｔｔｉｎｇｅｎ，１８７９）。—— 第９９—１０２、

１１４页。

倍倍尔，奥 （Ｂｅｂｅｌ，Ａ．）就格里伦贝格

尔在《法兰克每日邮报》和福尔马尔

在《慕尼黑邮报》上的言论所作的声

明，载于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０和２４日《前进

报》第２７１和２７４号。——第３１８、３２１、３２５

页。

倍倍尔，奥《未来的国家和社会民主党。

帝国国会议员奥古斯特 倍倍尔在德意

志帝国国会１８９３年２月３日会议上的演

说》［１８９３年柏林版］（Ｂｅｂｅｌ，Ａ．Ｚｕｋｕｎ

ｆｔｓｓｔａａｔ ｕｎｄ 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

Ｅｉｎｅ Ｒｅｄｅ ｄｅｓ Ｒｅｉｃｈｓｔａｇｓ－ａｂｇｅ

ｏｒｄｎｅｔｅｎ Ａｕｇｕｓｔ Ｂｅｂｅｌ ｉｎ ｄｅｒ 

Ｓｉｔｚｕｎｇ ｄｅｓ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Ｒｅｉｃｈｓｔａｇｓ

 ｖｏｍ ３． Ｆｅｂｒｕａｒ １８９３．［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９３］）。——第２５、４１页。

倍倍尔，奥（Ｂｅｂｅｌ，Ａ．）１８９３年２月３日在

帝国国会的演说。

—载于《帝 国 国 会 辩 论 速 记 记 录。

１８９２—１８９３年第八届第二次例会》

第２卷，１８９３年２月３日第三十五次

会议。１８９３年柏林版。——第２５、３４页。

—载于１８９３年２月４日《前进报》第３０

号。——第２５页。

—载于１８９３年２月１９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１２６号。——第３４页。

倍倍尔，奥（Ｂｅｂｅｌ，Ａ．）１８９３年２月６日在

帝国国会的演说。

载于《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１８９２—

１８９３年第八届第二次例会》第２卷，

１８９３年２月６日第三十七次会议。

１８９３年柏林版。——第３４页。

倍倍尔，奥 （Ｂｅｂｅｌ，Ａ．）１８９４年１１月

１４日在柏林第二选区党的会议上的演

说。

—载于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１６日《前进报》第

２６８号附刊（１）。—— 第３０６、３０８、

３１３—３１５、３１８—３１９、３２０、３２５、３４５

页。

—载于１８９４年１２月１日《社会评论》第２３

期。——第３２０页。

倍倍尔，奥（Ｂｅｂｅｌ，Ａ．）１８９４年１２月１５日

在帝国国会的演说，载于《帝国国会

辩论速记记录。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第九

届第三次例会》第１卷，１８９４年１２月

１５日第七次会议。１８９５年柏林版。——

第３４７页。

勃多，［尼 ］《经济表说明》（１７６７年），载于

《重农学派》，附欧 德尔关于重农学派

学说的绪论、评注和史料，１８４６年巴黎

版第２部（Ｂａｕｄｅａｕ，［Ｎ．］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ｕ

Ｔａｂｌｅａｕ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１７６７），Ｉｎ：Ｐｈｙ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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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ｏｃｒａｔｅｓ．Ａｖｅｃｕｎ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ｕｒｌａ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ｄｅｓ ｐｈｙｓｉｏｃｒａｔｅｓ，ｄｅ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 ｅｔ ｄｅｓ ｎｏｔｉｃｅｓ ｈｉｓ

ｔｏｒｉｑｕｅｓ，ｐａｒ Ｅ．Ｄａｉｒｅ．Ｄｅｕｘèｍｅ ｐａｒ

ｔｉ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６）。——第４４２页。

［伯顿，罗 ］《忧郁症剖析》（［Ｂｕｒｔｏｎ，Ｒ．］

Ｔｈｅ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ｍｅｌａｎｃｉｌｏｌｙ）１６２１

年牛津第１版。——第１９２页。

伯恩施坦，爱 《罢工是政治斗争手段》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Ｅ．Ｄｅｒ Ｓｔｒｉｋｅ ａｌｓ ｐｏｌｉ

－ｔｉｓｃｈｅｓ Ｋａｍｐｆｍｉｔｔｅｌ），载于１８９３—

１８９４年《新时代》杂志第１２年卷第１卷第

２２期。——第１５９、１９５页。

伯恩施坦，爱《普鲁士议会选举和社会民

主党。供讨论》（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Ｅ．Ｄｉｅ 

ｐｒｅｕｓｓｉｓｃｈｅｎ Ｌａｎｄｔａｇｓｗａｈｌｅｎ ｕｎｄ 

ｄｉｅ 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Ｅｉｎ Ｖｏｒ－

ｓｃｈｌａｇ ｚｕｒ Ｄｉｓｋｕｓｓｉｏｎ），载于１８９２—

１８９３年《新时代》杂志第１１年卷第２卷第

５２期。——第１２５、１５９页。

伯恩施坦，爱《〈前进报〉和〈正义报〉。

致〈正义 报〉编辑》（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Ｅ．

Ｔｈｅ《Ｖｏｒｗａｒｔｓ》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 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载于

１８９４年１２月８日《正义报》第５６９号。——

第３１７页。

伯恩施坦，爱《社会主义的最新颠覆者》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Ｅ．Ｄｅｒ ｎｅｕｅｓｔｅ Ｖｅｒ－

ｎｉｃｈｔｅｒ ｄｅｓ 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载 于

１８９２—１８９３年《新时代》杂志第１１年卷

第１卷第１６和１７期。——第１８页。

伯恩施坦，爱 《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中

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载

于《社会主义运动史概论》１８９５年

斯图加特版第１卷第２册（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Ｅ．

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ｉｓｃｈｅ ｕｎｄ ｄｅｍｏｋｒａ－

ｔｉｓｃｈ－ 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 Ｓｔｒｍｕｎｇｅｎ 

ｗｈｒｅｎｄ ｄｅｒ ｅｎｇｌｉｓｃｈｅｎ Ｒ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 ｄｅｓ １７．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ｓ．Ｉｎ：Ｄｉｅ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 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ｉｎＥｉｎｚｅｌ

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ｅｎ．  Ｂｄ．Ｉ，Ｔｈ．ＩＩ．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１８９５）。——第 ４２６、

４３４、４６２页。

伯恩施坦，爱《〈资本论〉第三卷》（Ｂｅｒｎ

ｓｔｅｉｎ，Ｅ．Ｄｅｒ ｄｒｉｔｔｅ Ｂａｎｄ ｄｅｓ《Ｋａｐ

ｉｔａｌ》），载 于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新 时

代》杂志第１３年卷第１卷第１１—１４、

１６、１７和２０期。—— 第２８３、２８７、３０２、

３４３、４１３页。

伯吉斯（Ｂｕｒｇｅｓｓ）论费边派宣言的文章，

载于１８９３年１１月１１日《工人时报》。署

名：奥托利克斯（Ａｕｔｏｌｉｃｕｓ）。—— 第

１６３、１６４页。

《柏林〈前进报〉书店图书目录》１８９３年

柏林版（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Ｖｅｒｚｅｉｃｈｎｉβ ｄｅｒ

 Ｂｕｃｈｈａｎｄｌｕｎｇ ｄｅｓ 《Ｖｏｒｗａｒｔｓ》

 ｉｎ Ｂｅｒｌｉｎ．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９３）。—— 第

３８２页。

布兰德斯《倍倍尔和福尔马尔》（Ｂｒａｎｄｅｓ，

Ｇ．Ｂｅｂｅｌ ｕｎｄ Ｖｏｌｌｍａｒ），载于１８９４年

２月４日《法兰克福报》第３５号第一版（上

午版）。——第２０５页。

布鲁诺，乔《论无限、宇宙和世界》，由路

德维希 库伦贝克博士译成德文并作注

解，１８９３年柏林版（Ｂｒｕｎｏ、Ｇ．Ｖｏｍ 

Ｕｎｅｎｄｌｉｃｈｅｎ，ｄｅｍ Ａｌｌ ｕｎｄ ｄｅｎ 

Ｗｅｌｔｅｎ．Ｖ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ｔ ｕｎｄ ｅｒｌａｕｔｅｒｔ

 ｖｏｎ Ｄｒ． Ｌｕｄｗｉｇ Ｋｕｈｌｅｎｂｅｃｋ．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９３）。——第２０４页。

布伦坦诺，路《国民经济及其具体基本条

件》（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Ｌ．Ｄｉｅ Ｖｏｌｋｓ－ｗｉｒｔｈ

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ｉｈｒｅ ｋｏｎｋｒｅｔｅｎ 

Ｇｒｕｎｄ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ｅｎ），载于１８９３年《社会

经济史杂志》第１卷第１分册。——第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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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布伦坦诺，路 ］《卡尔 马克思是怎样辩

护的》（［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Ｌ．］Ｗｉｅ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ｓｉｃｈ ｖｅｒｔｈｅｉｄｉｇｔ），载于１８７２年

７月４日《协和》杂志第２７期。—— 第７５

页。

［布伦坦诺，路 ］《卡尔 马克思是怎样引

证的》（［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Ｌ．］Ｗｉｅ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ｃｉｔｉｒｔ），载于１８７２年３月７日《协

和》杂志第１０期。——第７５页。

布伦坦诺，路 《现代工人公会》１８７１—

１８７２年莱比锡版第１—２卷（Ｂｒｅｎｔａｎｏ，

Ｌ．Ｄｉｅ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ｇｉｌｄｅｎ ｄｅｒ Ｇｅｇｅｎ－

ｗａｒｔ．Ｂａｎｄｅ —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７１—

１８７２）。——第１５８页。

布伦坦诺，路《我和卡尔 马克思的论战。

兼论工人阶级的进步及其原因问题》

１８９０年柏林版（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Ｌ．Ｍｅｉｎｅ 

Ｐｏｌｅｍｉｋ ｍｉｔ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Ｚｕｇｌｅｉｃｈ

 ｅｉｎ Ｂｅｉｔｒａｇ ｚｕｒ Ｆｒａｇｅ ｄｅｓ 

Ｆｏｒｔｓｃｈｒｉｔｔｓ ｄｅｒ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ｋｌａｓｓｅ 

ｕｎｄ  ｓｅｉｎｅｒ  Ｕｒｓａｃｈｅｎ．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９０）。——第７５页。

Ｃ

蔡［特金］，克《法国的选举》（Ｚ［ｅｔｋｉｎ］，

Ｃ．Ｄｉｅ Ｗａｈｌｅｎ ｉｎ 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载

于１８９２—１８９３年《新时代》杂志第１１年

卷第２卷第５２期。——第１７７页。

蔡特金，克《关于妇女结社集会权的请愿

书》（ｚｅｔｋｉｎ，Ｋ．Ｄｉｅ ｆｒａｕｅｎｒｅｃｈｔｌｅ－

ｒｉｓｃｈｅ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ｄａｓ Ｖｅｒｅｉｎｓ－ｕｎｄ 

Ｖｅｒ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 ｄｅｓ ｗｅｉｂｌｉｃｈｅｎ

 Ｇｅ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ｓ ｂｅｔｒｅｆｆｅｎｄ），载于１８９５

年１月２４日《前进报》第２０号附刊

（２）。——第３７９页。

察赫尔《赤色国际》１８８４年柏林版（Ｚａｃｈｅｒ，

Ｄｉｅ Ｒｏ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８４）。——第２４页。

Ｄ

［丹尼尔逊，尼 弗 ］《我国改革后的社会

经 济 概 况》１８９３年 圣 彼 得 堡 版

（［ ｈｕｅ．ｌｂｃｏｈ，Ｈ．．］  

   

．． ，１８９３）。

署名：尼古拉—逊（ ）。——第

７３、１４６—１４９、２４３、２４４、４００、４６６页。

迪 弗拉塔，帕《土地的社会化》１８９３年米

兰版（Ｄｉ Ｆｒａｔｔａ，Ｐ．Ｌａ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

ｚａｚｉｏｎｅ  ｄｅｌｌａ  ｔｅｒｒａ．Ｍｉｌａｎｏ，

１８９３）。——第４６页。

Ｆ

法尔曼，彼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判》

（Ｆｉｒｅｍａｎ，Ｐ．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Ｍａｒｘｓｃｈｅｎ

 Ｗｅｒｔｔｈｅｏｒｉｅ），载于１８９２年《国民经济

和统计年鉴》杂志第３辑第３卷。——第

３４４、４０７页。

费里，恩《社会主义和实证科学（达尔文

—斯宾塞—马克思）》１８９４年罗马版

（Ｆｅｒｒｉ，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ｏ ｅ ｓｃｉｅｎｚ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ａ（Ｄａｒｗｉｎ—Ｓｐｅｎｃｅｒ—Ｍａｒｘ）．

Ｒｏｍａ，１８９４）。——第２８８、３０２页。

费舍，理 （Ｆｌｓｃｈｅｒ，Ｒ．）１８９５年２月６日

在帝国国会的演说，载于《帝国国会

辩论速记记录。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第九

届第三次例会》第１卷，１８９５年２月６日第

三十次会议。１８９５年柏林版。——第３８７

页。

［弗赖贝格尔，路 ］（［Ｆｒｅｙｂｅｒｇｅｒ，Ｌ．］）短

评：评克罗弗德女士１８９５年１月６日在

《每周快讯》上的通讯，载于１８９５年１月

１０日《工人报》第１０号，署名：考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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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５１页。

［弗赖贝格尔，路 ］《工厂女视察员》

（［Ｆｒｅｙｂｅｒｇｅｒ，Ｌ．］ Ｗｅｉｂｌｉｃｈｅ Ｆａｂ

ｒｉｋｓ－Ｉｎｓｐｅｋｔｏｒｅｎ），载于１８９４年１月５日

和１９日《女工报》第１号和第２号，署名：

考 路 。——第２１８页。

［弗赖贝格尔，路 ］《纪念三月十三日》

（［Ｆｒｅｙｂｅｒｇｅｒ，Ｌ．］Ｚｕｍ １３．Ｍａｒｚ），载

于１８９４年３月１３日《工人报》第２１号，署

名：考 路 。——第２１９页。

［弗赖贝格尔，路 ］《评新议长》（［Ｆｒｅｙ－

ｂｅｒｇｅｒ，Ｌ．］Ｚｕｒ 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ｉｓｔｉｋ ｄｅｓ 

ｎｅｕｅｎ Ｐｒｓｉｄｅｎｔｅｎ），载于１８９５年２月１

日《工人报》第３２号，署名：考 路 。——

第３７９页。

［弗赖贝格尔，路 ］《在工联内》（［Ｆｒｅｙ－

ｂｅｒｇｅｒ，Ｌ．］Ａｕｓ ｄｅｎ Ｔｒａｄｅｓ－Ｕ

ｎｉｏｎｓ），载于１８９５年１月１５日《工人报》第

１５号，署名：考 路 。——第３５１页。

弗里布尔《国际工人协会》１８７１年巴黎版

（Ｆｒｉｂｏｕｒｇ，Ｅ．Ｅ．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Ｐａｒｉｓ，

１８７１）。——第２４页。

弗罗梅，卡 埃 （Ｆｒｏｈｍｅ，Ｋ．Ｅ．）１８９３年２

月４日在帝国国会的演说，载于《帝国国

会辩论速记记录。１８９２—１８９３年第八届

第二次例会》第２卷，１８９３年２月４日第三

十六次会议及１８９３年２月６日第三十七

次会议。１８９３年柏林版。—— 第２６、３４

页。

福尔马尔，格 亨《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

义和威廉皇帝的社会主义》（Ｖｏｌｌｍａｒ，

Ｇ．Ｈ．Ｌ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 ｄｅ Ｍ．Ｂｉｓｍａｒｋ

 ｅｔ ｌ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 ｄｅ Ｉｅｍｐｅｒｅｕｒ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载于１８９２年６月《兰皮评

论。政治和文学评论》杂志。——第３２２

页。

福尔马尔，格 亨 （Ｖｏｌｌｍａｒ，Ｇ．Ｈ．）１８９１

年６月１日在慕尼黑社会民主党的公开

会议上的演说，载于福尔马尔，格《德

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的任务》１８９１年慕尼

黑 版（Ｖｏｌｌｍａｒ，Ｇ．Ｕｅｈｅｒ  ｄｉｅ 

ｎａｃｈｓｔｅｎ Ａｕｆｇａｂｅｎ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 Ｍüｎｃｈｅｎ，

１８９１）。——第３２２页。

福尔马尔，格 亨 （Ｖｏｌｌｍａｒ，Ｇ．Ｈ．）１８９４

年１０月２５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美因河

畔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载于

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２６日《前进报》第２５０号附刊

（１）。——第２９５、３０８页。

Ｇ

盖得，茹 （Ｇｕｅｓｄｅ，Ｊ．）给利尔市第七

选区选民们的信，载于１８９３年８月

２６日《社 会 主 义 者 报》第 １５４

号。——第１１６页。

盖得，茹《社会主义者和祖国》（Ｃｕｅｓｄｅ，

Ｊ．Ｌ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ｓ ｅｔ ｌａ ｐａｔｒｉｅ），载

于１８９３年６月１７日《费加罗报》。——第

８５页。

盖得，茹 （Ｇｕｅｓｄｅ，Ｊ．）１８９４年２月１９日

在众议院的演说，载于《众议院年

鉴。议会辩论。第六届立法议会。

１８９４年例会》第１卷，１８９４年２月１９日

会议。１８９４年巴黎版。——第２０７—２０８、

２６２页。

盖拉尔，本 阿 沙《撒利土地》（Ｇｕéｒａｒｄ，

Ｂ．Ｅ．Ｃｈ．Ｌａ ｔｅｒｒｅ ｓａｌｉｑｕｅ），载于

１８４１年１１—１２月《古代典籍学校丛

书》。——第４３５页。

古尔维奇，伊 阿《俄国农村的经济状况》

１８９２年纽约版（Ｈｏｕｒｗｉｃｈ，ｌ．Ａ．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Ｖｉｌ

ｌａｇ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８９２）。——第７４、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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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Ｈ

哈第，詹 凯 （Ｈａｒｄｉｅ，Ｊ，Ｋ．）１８９３年２

月７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１８９３年２

月８日《泰晤士报》第３３８６９号。——

第２９页。

哈第，詹 凯（Ｈａｒｄｉｅ，Ｊ．Ｋ．）１８９５年３月１８

日在纪念巴黎公社的大会上的演说，载

于１８９５年３月２３日《工人领袖》周刊第５１

期。——第４２９页。

海德门，亨 迈《十九世纪的商业危机》

１８９２年伦敦、纽约版（Ｈｙｎｄｍａｎ，Ｈ．Ｍ．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ｎｅ

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８９２）。——第２１１页。

海涅，亨 （Ｈｅｉｎｅ，Ｈ．）［海涅致马克思

的 信］１８４４年９月２１日 于 汉 堡

（［Ｈｅｉｎｅ ａｎ Ｍａｒｘ．］Ｈａｍｂｕｒｇ，

２１．Ｓｅｐｔ．１８４４），载于１８９５—１８９６年

《新时代》杂志第１４年卷第１卷第１

期。——第１２０、１６０页。

豪威耳，乔《从历史和经济观点看资本和

劳动之间的冲突》１８９０年伦敦、纽约版

（Ｈｏｗｅｌｌ，Ｇ．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ｏｆ ｃａｐｉ

ｔａｌ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Ｌｏｎｄ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８９０）。——第１５８页。

豪威耳，乔《新工联主义和旧工联主义》

１８９１年伦敦版（Ｈｏｗｅｌｌ，Ｇ．Ｔｒａｄｅ ｕ

ｎｉｏｎｉｓｍ ｎｅｗ ａｎｄ ｏｌｄ．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９１）。——第１５８—１５９页。

赫胥黎，托 亨 《论生命的物质基础》

（Ｈｕｘｌｅｙ，Ｔ．Ｈ．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ｌｉｆｅ），载于１８６９年２月１日《双

周评论》杂志第５卷第２６期。——第３７４

页。

黑格尔，乔 威 弗《法哲学原理》（Ｈｅｇｅｌ，

Ｇ．Ｗ．Ｆ．Ｃｒｕｎｄｌｉｎｉｅｎ 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ｉｅ ｄｅｓ Ｒｅｃｈｔｓ），１８２１年柏林第１

版。——第１６７页。

黑格尔，乔 威 弗《逻辑学》，载于《黑格

尔全集》第４卷，１８４１年柏林第２版

（Ｈｅｇｅｌ，Ｇ．Ｗ．Ｆ．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ｄｅｒ 

Ｌｏｇｉｋ，Ｉｎ：Ｗｅｒｋｅ，Ｂｄ， ．Ｅｅｒｌｉｎ，２．Ａｕ

ｆｌ．，１８４１）。——第２３７页。

霍亨洛埃—席林格菲尔斯特，赫 （Ｈｏ－

ｈｅｎｌｏｈｅ－Ｓｃｈｉｌｌｉｎｇｓｆüｒｓｔ，Ｃｈ．）１８９４年

１２月１１日在帝国国会的演说，载于《帝

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第

九届第三次例会》第１卷，１８９４年１２月１１

日第三次会议。１８９５年柏林版。——第

３２６页。

Ｊ

加德纳，赛 罗《查理一世的个人统治》

１８７７年伦敦版第１—２卷（Ｇａｒｄｉｎｅｒ，Ｓ．

Ｒ．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Ｖｏｌｕｍｅｓ — ．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７７）。——第３４５页。

捷列林格《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来在德国

的独裁的预感》１８５０年科伦版（Ｔｅｌｌｅｒ

ｉｎｇ．Ｖｏｒｇｅｓｃｈｍａｃｋ  ｉｎ  ｄｉｅ  

ｋüｎｆｔｉｇｅｌ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Ｄｉｋｔａｔｕｒ ｖｏｎ

 Ｍａｒｘ  ｕ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Ｃｌｎ，

１８５０）。——第３５３页。

杰维尔，加《卡尔 马克思的〈资本论〉。简

述，兼论科学社会主义》［１８８３年］巴黎

版（Ｄｅｖｉｌｌｅ，Ｇ．Ｌ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ｄｅ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Ｒéｓｕｍé ｅｔ ａｃｃｏｍｐａｇｎé 

ｄｕｎ ａｐｅｒ汅ｕ ｓｕｒ ｌ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ｑｕ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８３］）。—— 第

７９—８０、１０５页。

居奥，伊《驳财产的起源一书》，载于

５３６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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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起源与发展。保尔 拉法格的

共产主义提纲。伊夫 居奥的反驳》

１８９５年巴黎版（Ｇｕｙｏｔ，Ｙ．Ｒéｆｕ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ｅｓｓａｉ ｓｕｒ ｌｏｒｉｇｉｎｅ ｄｅ ｌａ 

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Ｉｎ：Ｌａ 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Ｏｒｉｇｉｎｅ 

ｅｔ Ｔｈè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 ｐａｒ Ｐａｕｌ

 Ｌａｆａｒｇｕｅ．Ｒéｆｕ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 Ｙｖｅｓ 

Ｇｕｙｏｔ．Ｐａｒｉｓ，１８９５）。——第４３２、４３６

页。

居利希，古《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

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１８３０—

１８４５年耶拿版第１—５卷（Ｇüｌｉｃｈ ｌｉｃｋ，

Ｇ．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 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 ｄｅｓ 

Ｈａｎｄｅｌｓ，ｄｅｒ Ｇｅｗｅｒｂｅ ｕｎｄ ｄｅｓ 

Ａｃｋｅｒｂａｕｓ ｄｅｒ ｂｅｄｅｕｔｅｎｄｓｔｅｎ ｈａｎ

－ｄｅｌｔｒｅｉｂｅｎｄｅｎ Ｓｔａａｔｅｎ ｕｎｓｒｅｒ 

Ｚｅｉｔ．Ｂｎｄｅ  — ．Ｊｅｎａ，１８３０—

１８４５）。——第２００页。

Ｋ

卡尔彼列斯，本《莫拉维亚—西里西亚煤

矿区的工人。社会统计调查》１８９４年莱

比锡版第１卷（Ｋａｒｐｅｌｅｓ，Ｂ．Ｄｉｅ Ａｒ

ｂｅｉｔｅｒ ｄｅｓ ｍｈｒｉｓｃｈ－ｓｃｈｌｅｓｉｓｃｈｅｎ 

Ｓｔｅｉｎｋｏｈｌｅｎ－Ｒｅｖｉｅｒｓ．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

ｃｈｅ  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Ｂａｎｄ  Ｉ．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９４）。——第２２３页。

卡尼茨一波丹根，汉（Ｋａｎｉｔｚ－Ｐｏｄａｎｇｅｎ，

Ｈ．）１８９４年４月６日在帝国国会的演说，

载 于《帝国 国会 辩 论速 记记 录。

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年第九届第二次例会》

第３卷，１８９４年４月６日第七十五次会

议。１８９４年柏林版。—— 第２２５—２２６、

２６１页。

考茨基，卡《从柏拉图到再洗礼派》，载于

《社会主义运动史概论》１８９５年斯图加

特版第１卷第１册（Ｋａｕｔｓｋｙ，Ｋ．Ｖｏｎ 

Ｐｌａｔｏ ｂｉｓ ｚｕ ｄｅｎ Ｗｉｅｄｅｒ－

ｔａｕｆｅｒｎ．Ｂｄ． ，Ｔｈ． ．Ｉｎ：Ｄｉｅ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ｓ 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Ｅｉｎ － ｚｅｌ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ｅｎ．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１８９５）。——第４２６、４３４、４６１—４６２页。

考茨基，卡《代议制、人民立法和社会民

主党》１８９３年斯图加特版（Ｋａｕｔｓｋｙ，Ｋ．

Ｄｅｒ Ｐａｒｌａｍｅｎｔａｒｉｓｍｕｓ，ｄｉｅ Ｖｏｌｋｓｇｅ

ｓｅｔｚｇｅｂｕｎｇ ｕｎｄ ｄｉｅ Ｓｏｚｉａｌ－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９３）。—— 第

１６０页。

考茨基，卡 （Ｋａｕｔｓｋｙ，Ｋ．）登在“关于法

兰克福党代表大会的讨论”（Ｚｕｒ 

Ｄｉｓｋｕｓｓｉｏｎ üｂｅｒ ｄｅｎ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

 Ｐａｒｔｅｉｔａｇ）栏内的一封信，注明：

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１７日于斯图加特。载于

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０日《前 进 报》第２７１

号。——第３０６页。

考茨基，卡《婚姻和家庭的起源》（Ｋａｕｔ

ｓｋｙ，Ｋ．Ｄｉｅ Ｅｎｔｓｔｅｈｕｎｇ ｄｅｒ Ｅｈｅ 

ｕｎｄ Ｆａｍｉｌｉｅ），载于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８８３

年２月《宇宙》杂志第６年卷第１２卷。——

第４６２—４６３页。

考茨基，卡《婚姻和家庭的起源》１８９５

年 圣 彼 得 堡 版（ ｍｃｋｕｕ ．

   ．．

，１８９５）。—— 第４６２—４６３

页。

考茨基，卡ｕ《社会民主党的基础（爱尔福

特纲领）》１８９４年日内瓦版（  

．   

（  ）． ，

１８９４）。——第２３９、２４１、２５２页。

考茨基，卡《社会民主党手册》（Ｋａｕｔｓｋｙ，

Ｋ．Ｅｉｎ 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ｒ Ｋａ－

ｔｅｃｈｉｓｍｕｓ），载于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年《新时

代》杂志第１２年卷第１卷第１２和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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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１９１、１９４页。

考茨基，卡《托马斯 莫尔及其乌托邦。附

历史的引言》１８８８年斯图加特版（Ｋａｕｔ

ｓｋｙ，Ｋ．Ｔｈｏｍａｓ Ｍｏｒｅ ｕｎｄ ｓｅｉｎｅ 

Ｕｔｏｐｉｅ．Ｍｉｔ ｅｉｎ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ｎ Ｅｉｎ

ｌｅｉｔｕｎｇ．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８８）。—— 第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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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ｕｎｇ），载于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１日《前进报》

第２７２号“关于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的

讨论”（Ｚｕｒ Ｄｉｓｋｕｓｓｉｏｎ üｂｅｒ ｄｅｎ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 Ｐａｒｔｅｉｔａｇ）栏。——第３０６

页。

李，亨 威《进步派和社会民主党人所应

记取的教训》（Ｌｅｅ，Ｈ．Ｗ．Ａ ｍｕｃｈ－

ｎｅｅｄｅｄ ｌｅｓｓｅｎ—ｆｏｒ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ｓ），载于１８９５年

３月９日《正义报》第５８２号。——第４３０

页。

［李卜克内西，威 ］《我们的内部状况》

（［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Ｗ．］Ｉｎ  ｅｉｇｅｎｅｒ  

Ｓａｃｈｅ），载于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３日《前进报》

第２７３号。——第３１４页。

［李卜克内西，威 ］《我们的内部状况》

（［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Ｗ］Ｉｎ ｅｉｇｅｎｅｒ Ｓａｃｈｅ），

载于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４日《前进报》第２７４

号。“关于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的讨论”

（Ｚｕｒ Ｄｉｓｋｕｓｓｉｏｎ üｂｅｒ ｄｅｎ Ｆｒａｎｋ

ｆｕｒｔｅｒ Ｐａｒｔｅｉｔａｇ）栏的短评。——第３１４

页。

李卜克内西，威（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Ｗ．）１８９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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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７日在帝国国会的演说，载于《帝国

国会辩论速记记录。１８９２—１８９３年第八

届第二次例会》第２卷，１８９３年２月７日第

三十八次会议。１８９３年柏林版。——第

２６、３４页。

李卜克内西，威（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Ｗ．）１８９４年

１２月１２日在帝国国会的演说。

—载于《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１８９４—

１８９５年第九届第三次例会》第１卷，１８９４

年１２月１２日第四次会议。１８９５年柏林

版。——第３２６页。

—载于１８９４年１２月１３日《前进报》第２９０号

附刊（１）。——第３２６页。

李卜克内西，威（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Ｗ．）１８９５年

３月２日在帝国国会的演说，载于《帝国

国会辩论速记记录。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第九

届第三次例会》第２卷，１８９５年３月２日第

五十次会议。１８９５年柏林版。——第４２６

页。

李希特尔，欧《社会民主党对于未来的描

写。倍倍尔的意想》１８９１年柏林版

（Ｒｉｃｈｔｅｒ，Ｅ．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  

Ｚｕｋｕｎｆｔｓｂｉｌｄｅｒ．Ｆｒｅｉ ｎａｃｈ Ｂｅｂｅｌ．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９１）。——第２６页。

《理论社会主义的原理及其在俄国的应

用 》 １８９３ 年 日 内 瓦 版

（   

  ． ，

１８９３）。——第７３页。

利奥，亨 《法国革命史》１８４２年哈雷版

（Ｌｅｏ，Ｈ．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ｆｒａｎｚｓｉｓ

ｃｈｅｎ－ ｓｉｓｃｈｅ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Ｈａｌｌｅ，

１８４２）。——第４５３页。

列斯纳，弗《一个工人对卡尔 马克思的

回忆。１８９３年３月１４日为纪念他逝世十

周年而作》（Ｌｅβｎｅｒ，Ｆ．Ｅｒｉｎｎｅ－ｒｕｎｇｅｎ

 ｅｉｎｅｓ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ｓ ａｎ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Ｚｕ ｄｅｓｓｅｎ ｚｅｈｎｊｈｒｉｇｅｍ Ｔｏｄｅｓｔａｇｅ，

１４．Ｍｒｚ，１８９３），载于１８９２—１８９３年《新

时代》杂志第１１年卷第１卷第２４期。——

第５６页。

罗斯科，亨 恩《卡尔 肖莱马）（Ｒｏｓｃｏｅ，

Ｈ．Ｅ．Ｃａｒｌ Ｓｃｈｏｒｌｅｍｍｅｒ），载于１８９２年

８月２５日《自然界》杂志第４６卷第１１９１

期。——第５页。

罗斯科，亨 恩 和肖莱马，卡《化学教程》

１８７７—１８９２年伦敦、纽约版第１—３卷

（Ｒｏｓｃｏｅ，Ｈ．Ｅ．ａｎｄ Ｓｃｈｏｒｌ ｅｍｍｅｒ，

Ｃ．Ａ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ｎ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Ｖｏｌ

ｕｍｅｓ — ．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８７７—１８９２），共九册。——第１８０页。

罗斯科，亨 恩 和肖莱马，卡 《化学教

程大全》１８７７—１８８９年不伦瑞克版

第１—４卷（Ｒｏｓｃｏｅ，Ｈ．Ｅ．ｕｎｄ 

Ｓｃｈｏｒｌｅｍｍｅｒ，Ｃ．Ａｕｓｆüｈｒｌｉｃｈｅｓ  

Ｌｅｈｒｂｕｃｈ ｄｅｒ Ｃｈｅｍｉｅ．Ｂａｎｄｅ —

．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１８７７—１８８９）。全书

共九卷，于１９０１年出齐。—— 第１８０、

２５４、３４７页。

洛里亚，阿 《卡尔 马克思》（Ｌｏｒｉａ，Ａ．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载于１８８３年４月１日《科

学、文学和艺术新文选》杂志第２辑第３８

卷第７册。——第２２８页。

洛里亚，阿《卡尔 马克思的遗著》（Ｌｏｒｉａ，

Ａ．Ｌｏｐｅｒａ ｐｏｓｔｕｍａ ｄｉ Ｃａｒｌｏ 

Ｍａｒｘ），载于１８９５年２月１日《科学、文学

和 艺术新文选》第３辑第５５卷第３

期。——第３９２、４１１、４１２页。

律斯勒，康《社会民主主义》１８９４年柏林

版（Ｒβｌｅｒ，Ｃ．Ｄｉｅ 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９４）。——第３９０页。

Ｍ

马克思－艾威林，爱《路约 布伦坦诺是

０４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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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引证的》（Ｍａｒｘ－Ａｖｅｌｉｎｇ，Ｅ．Ｗｉｅ

 Ｌｕｊｏ Ｂｒｅｎｔａｎｏ ｚｉｔｉｒｔ），载于１８９４—

１８９５年《新时代》杂志第８年卷第１卷第９

期。——第３０５页。

梅林，弗《莱辛传奇》（Ｍｅｈｒｉｎｇ，Ｆ．Ｄｉｅ 

Ｌｅｓｓｉｎｇ－Ｌｅｇｅｎｄｅ），载于１８９１—１８９２年

《新时代》杂志第１０年卷第１卷第１７—２６

期和第２卷第３０—４０期。——第９６页。

梅林，弗《莱辛传奇》１８９３年斯图加特版

（Ｍｅｈｒｉｎｇ，Ｆ．Ｄｉｅ Ｌｅｓｓｉｎｇ－Ｌｅｇｅｎｄｅ．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９３）。—— 第６４—６５、７８、

９３、９６—９８页。

弥 勒 － 捷 列 林 格 （Ｍüｌｂｅｒｇｅｒ—

Ｔｅｌｌｅｒｉｎｇ）——见捷列林格。

［米尔伯格，阿 ］《住宅问题》（Ｍüｌｂｅｒｇｅｒ，

Ａ．］Ｄｉｅ Ｗｏｈｎｕｎｇｓｆｒａｇｅ），载于１８７２年

２月３、７、１０、１４、２１日和３月６日《人民国

家报》第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５和１９号。——

第７５页。

米尔伯格，阿《住宅问题（阿 米尔伯格答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Ｍüｌｂｅｒｇｅｒ，Ａ．

Ｚｕｒ Ｗｏｈｎｕｎｇｓｆｒａｇｅ （Ａｎｔｗｏｒｔ ａ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 ｖｏｎ  Ａ．

Ｍüｌｂｅｒｇｅｒ－ｂｅｒｇｅｒ）），载于１８７２年１０月

２６日《人民国家报》第８６号。——第７５

页。

米［海洛夫斯基］，尼《卡尔 马克思在尤

茹柯 夫 斯 基 先 生 的 法 庭 上》Ｍ

［ｕｘａǚｏｅｃｋｕǚ］， ．   

 ． ． ），载于１８７７年

１０月《祖国纪事》杂志第１０期。—— 第

３８—３９页。

米 海洛夫斯基，尼 《文艺与生活》

（ ｕｘａǚ ｅｃｋｕǚ） ．  

，载于１８９４年１月《俄国财富》杂

志第１期。——第３９３页。

莫利斯，威 和巴克斯，厄 贝《社会主义，

它的发展和目的》１８９３年伦敦、纽约版

（Ｍｏｒｒｉｓ，Ｗ．ａｎｄ Ｂａｘ，Ｅ．Ｂ．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ｉｔ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Ｌｏｎｄ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８９３）。—— 第２１１、２１５、

２３４。

Ｎ

尼古拉二世（Ｈｕｋｏｉａǚ）１８９５年１月２９（俄历

１７）日接见贵族、地方自治局和各城市

的代表团时的讲话，载于１８９５年１月３０

日《泰晤士报》第３４４８７号。——第３７９、

３９５页。

Ｐ

帕雷托，维《卡尔 马克思〈资本论〉。保尔

拉法格先生所作的摘要》［１８９３年］巴

黎版（Ｐａｒｅｔｏ，Ｖ．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Ｌ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Ｅｘｔｒａｉｔｓ ｆａｉｔｓ ｐａｒ Ｍ．

Ｐａｕｌ Ｌａｆａｒｇｕ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９３］。——第

１６１页。

［普列汉诺夫，格 瓦 ］《论一元史观的

发展问题》１８９５年圣彼得堡版（［ ．

ｌｅｘａｈｏｅ， ． ．］   

  

 ．． ，１８９５）署名：恩

别尔托夫（ ． ）——第３７９、３８３

页。

普列汉诺夫，格《尼 加 车尔尼雪夫斯

基》１８９４年斯图加特版（Ｐｌｅｃｈａｎｏｗ，Ｇ．

Ｎ．Ｇ．Ｔｓｃｈｅｒｎｉｓｃｈｅｗｓｋｙ．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１８９４）。——第２３９页。

Ｑ

邱吉尔，伦 （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Ｒ．）１８９４年３

月１９日在下院的发言，载于１８９４年

３月２０日《泰 晤 士 报》第３４２１６

号。——第２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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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饶勒斯，让 《贝努瓦 马隆〈社会道

德〉一书引言》（Ｊｕｒèｓ，Ｊ．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à ｌａ《Ｍｏｒａ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ｅ》ｄｅ Ｂｅｎｏｉｔ

 Ｍａｌｏｎ），载于１８９４年６月《社会主义

评论》第１９卷第１１４期。——第２６８页。

饶勒斯，让 《当前形势》（Ｊａｕｒèｓ，Ｊ．Ｌａ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载于１８９５年１月２０日

《小共和国报》第６８５５号。—— 第３７１

页。

饶勒斯，让 《路德、康德、费希特和黑

格尔学说中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起始

特点。让 饶勒斯向巴黎大学语文系

提 交的学位论文》１８９１年土鲁斯版

（Ｊａｕｒèｓ，Ｊ．Ｄｅ ｐｒｉｍｉ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ｉ 

ｇｅｒｍａｎｉｃｉｌ ｌｉｎｅａｍｅｎｔｉｓ  ａｐｕｄ  

Ｌｕｔｈｅｒｕｍ，Ｋａｎｔ，Ｆｉｃｈｔｅ ｅｔ Ｈｅｇｅｌ，

Ｔｈｅｓｉｍ  ｆａｃｕｌｔａｔｉ  ｌｉｔｔｅｒａｒｕｍ  

ｐａｒｉｓｉｅｎｓｉ ｐｒｏｐｏｎｅｂａｔ Ｊ．Ｊａｕｒèｓ．

Ｔｏｌｏｓａｅ，１８９１）。——第５０页。

饶勒斯，让《唯心史观》，载于《唯心史观

和唯物史观。让 饶勒斯的演说和保尔

拉法格的回答》１８９５年［巴黎］版

（Ｊａｕｒèｓ，Ｊ．ＬＩｄéａｌｉｓｍｅ ｄｅ Ｉ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Ｉｎ：ＬＩｄéａｌｉｓｍｅ ｅｔ ｍａｔéｒｉａｌｉｓｍｅ 

ｄａｎｓ ｌ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Ｃｏｎｆéｒｅｎｃｅ ｄｅ Ｊｅａｎ Ｊａｕｒèｓ ｅｔ 

ｒéｐｏｎｓｅ  ｄｅ  Ｐａｕｌ  Ｌａｆａｒｇｕｅ．

［Ｐａｒｉｓ］，１８９５）。——第３９２页。

饶勒斯，让 （Ｊａｕｒèｓ，Ｊ．）１８９４年２月１７

日在众议院的演说，载于《众议院年

鉴。议会辩论。第六届立法议会。

１８９４年例会》第１卷，１８９４年２月１７日会

议。１８９４年巴黎版。—— 第２０７—２１０、

２２６、２６１、３７１页。

Ｓ

萨伊，莱（Ｓａｙ，Ｌ）１８９４年２月１９日在众议

院的演说，载于《众议院年鉴。议会辩

论。第六届立法议会。１８９４年例会》第１

卷，２月１９日会议。１８９４年巴黎版。——

第２０８页。

桑巴特，威《评卡尔 马克思的经济体系》

（Ｓｏｍｂａｒｔ，Ｗ．Ｚｕｒ 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ｏ

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ｖｏｎ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载于１８９４年《社会立法和统计学

文库》杂志第７卷。—— 第３９２、４０４—

４０６、４１１、４１２—４１３、４４１页。

《社会主义运动史概论。爱 伯恩施坦、卡

胡果、卡 考茨基、保 拉法格、弗兰茨

梅林、格 普列汉诺夫论文集》１８９５年斯

图加特 版第１卷第１—２册（Ｄｉｅ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ｓ 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Ｅｉｎｚｅｌ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ｅｎ ｖｏｎ Ｅ．Ｂｅｒｎｓｔｅ

ｉｎ，Ｃ．Ｈｕｇｏ，Ｋ．Ｋａｕｔｓｋｙ，Ｐ．Ｌａｆａｒｇｕｅ，

Ｆｒａｎｚ Ｍｅｈｒｉｎｇ，Ｇ．Ｐｌｅｃｈａｎｏｗ．Ｂａｎｄ 

Ｉ，Ｔｈｅｉｌｅ １—２．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９５）。——

第２０３、４２６—４２８、４３４、４５９—４６０、４６１—

４６２页。

舍伦多夫，布（Ｓｃｈｅｌｌｅｎｄｏｒｆｆ，Ｂ．）１８９５年１

月１０日在帝国国会的演说，载于《帝国

国会辩论速记记录。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第九

届第三次例会》第１卷，１８９５年１月１０日

第十一次会议。１８９５年柏林版。——第

３６２页。

圣西门，昂《实业家的政治问答》，载于

《圣西门全集》１８３２年巴黎版第２册

（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Ｈ．Ｃａｔéｃｈｉｓｍｅ 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ｓ，Ｉｎ：Ｏｅ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ｌｉｖｒ． ，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２）。第一版

的书名是《实业家问答》，于１８２３—１８２４

年在巴黎出版。——第３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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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康《平均利润率和马克思的价值

规 律》（Ｓｃｈｍｉｄｔ，Ｃ．Ｄｉｅ Ｄｕｒｃｈ

ｓｃｈｎｉｔｔｓｐｒｏｆｉｔｒａｔｅ  ｕｎｄ  ｄａｓ  

Ｍａｒｘｓｃｈｅ Ｗｅｒｔｈｇｅｓｅｔｚ），载于１８９２—

１８９３年《新时代》杂志第１１年卷第１卷第

３期和第４期。——第５６页。

施米特，康《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基础上

的平均利润率》１８８９年斯图加特版

（Ｓｃｈｍｉｄｔ，Ｃ．Ｄｉｅ Ｄｕｒｃｈｓｃｈｎｉｔｔｓｐｒｏ－

ｆｉｔｒａｔｅ ａｕｆ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 ｄｅｓ 

Ｍａｒｘｓｃｈｅｎ Ｗｅｒｔｈｇｅｓｅｔｚｅｓ．Ｓｔｕｔｔ－

ｇａｒｔ，１８８９）。——第４０７页。

施 米特，康 《〈资 本 论〉第 三 卷）

（Ｓｃｈｍｉｄｔ，Ｃ．Ｄｅｒ ｄｒｉｔｔｅ Ｂａｎｄ 

ｄｅｓ《Ｋａｐｉｔａｌ》），载于１８９５年２月２５日

《社会政治中央导报》第２２期。——第

４１１—４１２、４１３页。

施皮格尔，阿 《卡尔 肖莱马。悼文》

（Ｓｐｉｅｇｅｌ，Ａ．Ｃａｒｌ Ｓｃｈｏｒｌｅｍｍｅｒ．

Ｎｅｋｒｏｌｏｇ），载于１８９２年《德国化学

学会报告》第２５年卷第３卷。—— 第

１８０页。

施特克尔，阿 （Ｓｔｃｋｅｒ，Ａ．）１８９３年２

月７日在帝国国会的演说，载于《帝

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１８９２—１８９３

年第八届第二次例会》第２卷，１８９３年２

月７日第三十八次会议。１８９３年柏林

版。——第２６页。

斯蒂贝林，乔《价值规律和利润率》［１８９０

年］纽 约 版（Ｓｔｉｅｂｅｌｉｎｇ，Ｇ．Ｄａｓ 

Ｗｅｒｔｈｇｅｓｅｔｚ ｕｎｄ ｄｉｅ Ｐｒｏｆｉｔ－

Ｒａｔ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８９０］）。——第３１７

页。

斯蒂贝林，乔《平均利润率问题。对一种

批判所作的批判，并附一点补充》［１８９３

年］纽约版（Ｓｔｉｅｂｅｌｉｎｇ，Ｇ．Ｄａｓ Ｐｒｏｂ

ｌｅｍ ｄｅｒ Ｄｕｒｃｈｓｃｈｎｉｔｔｓ－Ｐｒｏｆｉｔｒａｔｅ．

Ｋｒｉｔｉｋ ｅｉｎｅｒ Ｋｒｉｔｉｋ ｍｉｔ ｅｉｎｅｍ 

Ｎａｃｈｔｒａｇ．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８９３］。——第

５６页。

斯蒂贝林，乔《致伦敦的弗里德里希 恩

格斯先生的公开信》（Ｓｔｉｅｂｅｌｉｎｇ，Ｇ．Ｏｆ

ｆｅｎｅｒ Ｂｒｉｅｆ ａｎ Ｈｅｒｒ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 ｉｎ Ｌｏｎｄｏｎ），载于１８９４—１８９５

年《新时代》杂志第１３年卷第１卷第１８

期。——第３５８、３６５页。

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谢 ］《俄国

农民》，作者同意的译本，译者维克多

阿德勒博士，１８９３年斯图加特约 亨 威

狄茨出版社版（Ｓｔｅｐｎｉａｋ［Ｋｒａｖｃｉｎｓｋｉｊ，

Ｓ］Ｄｅｒ Ｒｕｓｓｉｓｃｈｅ Ｂａｕｅｒ．Ａｕｔｏｒｉｓｉｒｔｅ

 Ｕｅｂ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 ｖｏｎ Ｄｒ．Ｖｉｋｔｏｒ 

Ａｄｌｅｒ．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Ｖｅｒｌａｇ ｖｏｎ Ｊ．Ｈ．

Ｗ．Ｄｉｅｔｚ，１８９３）。——第１５８、１７３页。

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谢 ］《俄国

农民，其耕作条件、社会生活和宗教》

１８８８年伦敦版第１—２卷（Ｓｔｅｐｎｉａｋ［Ｋｒｖｃ

ｉｎｓｋｉｊ，Ｓ．］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Ｐｅａ－

ｓａｎｔｒｙ．Ｔｈｅｉｒ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

ｃｉａｌ ｌｉｆｅ，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ｓ 

—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８８）。——第１５８、１７３

页。

司徒卢威，彼《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

述》１８９４年圣彼得堡版（Ｃｍｐｙｅｅ， ．

    

  ．．

，１８９４．）。—— 第３１２、３５４—

３５５页。

司徒卢威，彼《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Ｓｔｒｕｖｅ，Ｐ．Ｚｕｒ Ｂｅｕｒｔｈｅｉｌｕｎｇ ｄｅｒ 

ｋ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Ｅｎｔｗｉｃｋｅｌｕｎｇ Ｒｕｓｓ

ｌａｎｄｓ），载于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２日《社会政治

中央导报》第１期。——第１４６、３１２页。

索列尔，若 《旧的和新的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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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ｒｅｌ，Ｇ．ＬＡｎｃｉｅｎｎｅ ｅｔ ｌａ ｎｏｕ

ｖｅｌｌｅ ｍéｔａｐｈｙｓｉｑｕｅ），载于１８９４年３、４、

５和６月《新纪元》杂志第３、４、５和６

期。——第２２７页。

Ｔ

滕尼斯，斐 《社会教育家裴斯泰洛奇》

（Ｔｎｎｉｅｓ，Ｆ．Ｐｅｓｔａｌｏｚｚｉ ａｌｓ Ｓｏｚｉａｐｄａ

ｇｏｇ－ｄａｇｏｇ），载于１８９４年１２月３日《社

会政治中央导报》第１０期。—— 第３７３

页。

滕尼斯，斐《在黑格尔、马克思和孔德著

作 中的新历史哲学》（Ｔｎｎｉｅｓ Ｆ．

Ｎｅｕｅｒ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Ｈｅｇｅｌ，Ｍａｒｘ，Ｃｏｍｔｅ），载于

１８９４年《哲学史文库》杂志新辑第７卷第

４分册。——第３７３—３７５页。

图曹埃尔，弗 奥 阿 （Ｔｕｔｚａｕｅｒ，Ｆ．Ａ．

Ａ．）１８９３年１月２１日在帝国国会的演说，

载于１８９３年１月２２日《前进报》第１９号附

刊（１）。——第１５页。

屠拉梯，菲《众人关心的私事》（Ｔｕｒａｔｉ，Ｆ．

Ｕｎ ｆａｔｔｏ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ｅ ｃｈｅ ｉｎｖｏｌｇｅ 

ｕｎ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载于１８９５

年５月１６日《社会评论》杂志第１０

期。——第４６８—４６９页。

Ｗ

瓦扬，爱 （Ｖａｉｌｌａｎｔ，Ｅ．）关于取消常备军

和改编常备军为民军的法案，载于１８９３

年１２月１７日—１８９４年１月７日《社会主义

党》报第１１８、１１９和１２０号。——第１８３、

１８５—１８７页。

瓦扬，爱《沙皇制度和共和制度》（Ｖａｉｌ

ｌａｎｔ，Ｅ．Ｚａｒｉｓｍｕｓ ｕｎｄ Ｒｅｐｕｂｌｉ－

ｋａｎｉｓｍｕｓ），载于１８９３年９月２１日《前进

报》第２２２号。——第１４２页。

瓦扬，爱 《社会主义者的团结》（Ｖａｉｌ

ｌａｎｔ，Ｅ．Ｕｎｉｔé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载 于

１８９３年９月１０日《小法兰西共和国

报》。—— 第１２０页。

韦斯特马尔克，爱 《人类婚姻 史》

１８９１年伦敦、纽约版（Ｗｅｓｔｅｒｍａｒｃｋ，

Ｅ．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８９１）。——第７６页。

文森特，霍 （Ｖｉｎｃｅｎｔ，Ｈ．）１８９３年２月

７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１８９３年２月

８日《泰晤士报》第３３８６９号。——第

２９页。

沃尔弗，斐《布赫尔、俾斯麦与冯 波申格

尔》（Ｗｏｌｆｆ，Ｆ．Ｂｕｃｈｅｒ，Ｂｉｓｍａｒｃｋ ｕｎｄ

 ｖ．Ｐｏｓｃｈｉｎｇｅｒ），载于１８９１—１８９２年

《新时代》杂志第１０年卷第２卷第４２和４３

期。——第１７７页。

沃尔弗，尤《“收信人”的话》，载于弗 贝

尔托《给尤利乌斯 沃尔弗博士先生的

关于马克思的五封信》１８９５年耶拿版

（Ｗｏｌｆ．Ｊ．Ｅｉｎ Ｗｏｒｔ ｄｅｓ 《Ａｄｒｅｓｓａ

－ｔｅｎ》．Ｉｎ：Ｆ．Ｂｅｒｔｈｅａｕ．《Ｆüｎｆ Ｂｒｉｅｆｅ

 üｂｅｒ Ｍａｒｘ ａｎ Ｈｅｒｒｎ Ｄｒ．Ｊｕｌｉｕｓ

 Ｗｏｌｆ》．Ｊｅｎａ，１８９５）。——第４３２页。

Ｘ

希策，弗 （Ｈｉｔｚｅ，Ｆ．）１８９３年２月４日在

帝国国会的演说，载于《帝国国会辩

论速记记录。１８９２—１８９３年第八届

第二次例会》第２卷，１８９３年２月４日第三

十六次会议。１８９３年柏林版。——第２６

页。

希尔施，卡《从社会政治观点看劳动密

集》（Ｈｉｒｓｃｈ，Ｃ．Ｄｉｅ Ｖｅｒｄｉｃｈｔｕｎｇ ｄｅｒ

 Ａｒｂｅｉｔ  ｕｎｔｅｒ  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

ｔｉｓｃｈｅｍＧｅｓｉｃｈｔｓｐｕｎｋｔ），载于１８９５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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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日《社会政治中央导报》第２１期。——

第４２０—４２２页。

希尔施，卡《对劳动力的经济和社会政治

评价》（Ｈｉｒｓｃｈ，Ｃ，Ｄｉｅ ｏ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 

ｕｎｄ ｄｉｅ 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 Ｓｃｈａｔｚｕｎｇ

 ｄｅｒ Ａｒｂｅｉｔｓｋｒａｆｔ），载于１８９５年１月

１４日《社会政治中央导报》第１６期。——

第４２０—４２２页。

希尔施，卡《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的缩

短》（Ｈｉｒｓｃ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ｋａｔｉｏｎ ｄｅｒ

 Ａｒｂｅｉｔ ｕｎｄ Ｖｅｒｋüｒｚｕｎｇ ｄｅｒ 

Ａｒｂｅｉｔｓｚｅｉｔ），载于１８９４年１月８日《社

会政治中央导报》第１５期。——第４２０—

４２２页。

希尔施，卡 《劳动强度及对它的抵制》

（Ｈｉｒｓｃｈ，Ｃ．Ｄｉ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ｋａｔｉｏｎ ｄｅｒ 

Ａｒｂｅｉｔ ｕｎｄ ｉｈｒ Ｗｉｄｅｒｓｔａｎｄ），载于

１８９４年２月１９日《社会政治中央导报》第

２１期。——第４２０—４２２页。

肖莱马，卡《碳化合物化学教程，或有机

化学》１８７４年伦敦版（Ｓｃｈｏｒｌｅｍｍｅｒ，Ｃ．

Ａ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ｏｒ Ｏｒ

ｇａｎｉｃ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７４）。——

第１８０页。

肖莱马，卡 《有机化学的产生和发展》

１８９４年伦敦、纽约版（Ｓｃｈｏｒｌｅｍｍｅｒ，Ｃ．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８９４）。——第１８０、２５４、３４７页。

肖 维 埃 尔，艾 《法 国 的 亲 俄 狂》

（Ｃｈａｗｉèｒｅ，Ｅ．Ｄｉｅ ｆｒａｎｚｓｉｓｃｈｅ  

Ｒｕｓｓｅｎｓｅｕｃｈｅ），载于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１０日

《前进报》第２３８号。——第１４２页。

辛格尔，保（Ｓｉｎｇｅｒ，Ｐ．）１８９３年１月１９日在

帝国国会的演说。

—载于《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１８９２—

１８９３年第八届第二次例会》第１卷，１８９３

年１月１９日第二十五次会议。１８９３年柏

林版。——第１３页。

—载于１８９３年１月２０日《前进报》第１７号附

刊（１）。——第１３页。

Ｙ

亚历山大罗夫《士兵之行军与作战》１８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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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Ｐａｒｔｅｉｔａｇ ｄｅｒ ｔｓｃｈｅｃｈｏ－

ｓｌａｖｉｓｃｈｅｎ 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

第１９４页。

 —１８９４年１月５日第２号。《普选权

——“保 守 措 施”》（Ｄａｓ ａｌｌｇｅ

ｍｅｉｎｅ Ｗａｈｌｒｅｃｈｔ ｅｉｎｅ 《ｋｏｎ

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Ｍａβｒｅｇｅｌ》）。—— 第

１９１、１９４—１９５页。

 —１８９５年１月１、３—８日 第１、３—８

号。——第３５２页。

 —１８９５年１月５日第５号。“组织活动”

（Ａｕｓ ｄｅｎ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ｅｎ）栏内的

通讯，标题：《英国》（Ｅｎｇｌａｎｄ）。——

８４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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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５１页。

 —１８９５年１月２６日第２６号。《时事》

（Ｖｏｍ Ｔａｇｅ）栏内的短评。——

第３７８页。

《工 人 领 袖》（《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Ｌｅａｄｅｒ》），伦敦出版

 —１８９５年３月９日第４９期。《伦敦郡参议

会 的 选 举》（Ｔｈｅ Ｌ．Ｃ．Ｃ．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第４３０页。

 —１８９５年３月９日第４９期。《伦敦郡参

议会和独立工党》（Ｔｈｅ Ｌ．Ｃ．

Ｃ．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Ｌ．Ｐ．）。—— 第

４３０页。

 —１８９５年７月６日第６６期。—— 第４７５

页。

《工人时报》（《Ｗｏｒｋｍａｎｓ Ｔｉｍｅｓ》），

伦敦出版，１８９３年２月１８日第１４４

号。“国际工人运动”（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栏内关

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未来国家问题

的述评。——第３５页。

Ｌ

《黎明。社会政治杂志》（《Ｐｒｚｅｄｓ’ｗｉｔ．Ｃｚａ

ｓｏｐｉｓｍｏ ｓｐｏｔｅｃｚｎｏｐｏｌｉｔｙｃｚｎｅ》），伦敦

出版，１８９３年２月第２期。《俄普友谊》

（Ｒｕｓｓｏ－Ｂｏｒｕｓｋａ ｐｒｚｙｊａｚｎ）。——

第２８、３６页。

Ｍ

《每日纪事报》（Ｄａｉｌｙ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伦

敦出版，１８９３年１月２４日。—— 第１４

页。

Ｏ

《欧洲通报》（《Ｂｅｃｍｈｕｋ Ｅｅｐｏｎｂｌ》），

彼得堡出版，１８９４年１２月号。《国内述

评》（  ）．——第３５２

页。

Ｑ

《前 进。柏 林 人 民 报》（《Ｖｏｒｗｒｔｓ．

Ｂｅｒｌｉｎｅｒ Ｖｏｌｋｓｂｌａｔｔ》）

 —１８９３年１月１２日第１０号。《俄国警

察在法国神通广大》（Ｒｕｓｓｉｓｃｈｅ 

Ｐｏｌｉｚｅｉ － Ａｌｌｍａｃｈｔ  ｉｎ  

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政治评论”（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

 Ｕｅｂｅｒｓｉｃｈｔ）栏内的通讯。——第６

页。

 —１８９３年１月２５日第２１号。《意大利

的巴拿马》（Ｄａｓ ｉｔａｌｉｅｎｉｓｃｈｅ Ｐａ

－ｎａｍａ）。“政治评论”（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

 Ｕｅｂｅｒｓｉｃｈｔ）栏内的通讯。——第

２０页。

 —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１２日第２４０号。《法国工人

党代表大会》（Ｄｅｒ Ｋｏｎｇｒｅβ ｄｅｒ 

ｆｒａｎｚｓｉｓｃｈｅｎ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ｐａｒ －

ｔｅｉ）。——第１４２、１５２页。

 —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２５４号。《党代

表大会》（Ｄｅｒ Ｐａｒｔｅｉｔａｇ）。—— 第

２９３页。

 —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１４日第２６６号。《科学

社会主义的奠基作品。卡尔 马克思

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Ｄａｓ

 Ｃｒｕｎｄｗｅｒｋ  ｄｅｓ  ｗｉｓ

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 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ｎｏｍｉｅ ｖｏｎ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第３１７页。

 —１８９５年１月９日第７号。《妇女和结

社法》（Ｄｉｅ Ｆｒａｕｅｎ ｕｎｄ ｄｉｅ 

Ｖｅｒｅｉｎｓｇｅｓｅｔｚｅ）。——第３７９页。

 —１８９５年３月３０日第７６号。《目前革

命应怎样进行》（Ｗｉｅ ｍａｎ ｈｅｕ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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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ｅｎ ｍａｃｈｔ）。—— 第

４３２—４３６页。

 —１８９５年４月１４日第８８号。《党的报刊》

（Ｐａｒｔｅｉｐｒｅｓｓｅ），载于“党的消息”

（Ｐａｒｔｅｉｎａｃｈｒｉｃｈｔｅｎ）栏。——第４４８—

４４９页。

 —１８９５年４月１４日第８８号增刊（３）。《卡

马克思：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

级斗争。附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的导

言》（Ｍａｒｘ，Ｋ．Ｄｉｅ Ｋｌａｓｓｅｎｋａｍｐｆｅ 

ｉｎ 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 １８４８ ｂｉｓ １８５０，

Ｍｉｔ ｅｉｎｅｒ 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 ｖｏ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一书的出版广

告。——第４４８页。

Ｗ

《五金工人报》（《Ｔｈｅ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ｍａｎ》），

伦敦出版，１８９５年５月１１日和１８日。议会

贸易委员会会议的速记记录。—— 第

４５８、４６３—４６４页。

Ｘ

《新 莱 茵 报》（《Ｎｅｕｅ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科伦出版

 —１８４８年８月２５日第８５号。“德国”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栏内的通讯，注明：

８月２４ 日于 科伦。——第３５７

页。

 —１８４８年９月６日第９５号。“德国”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栏内的通讯，注

明：８月３１日 于维 也 纳。——第

３５７页。

 —１８４８年９月８日第９７号。“德国”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栏内的通讯，注明：

９月２日于维也纳。——第３５７页。

《新世界》（《Ｄｉｅ Ｎｅｕｅ Ｗｅｌｔ》），柏林出

版，１８９４年第１８期。《记昏暗的时代》

（Ａｕｓ ｆｉｎｓｔｅｒｎ Ｚｅｉｔｅｎ）。—— 第２３２

页。

Ｚ

《正义报》（《Ｊｕｓｔｉｃｅ》），伦敦出版

—１８９４年１２月１日第５６８号。《德国的运动》

（Ｔｈ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 第

３１７页。

 —１８９５年３月９日第５８２号。《朝圣者服用

的药丸》（ＡＰｉｌｌｆｏｒ Ｐａｌｍｅｒ）。——

第４３０页。

 —１８９５年３月２３日第５８４号。“时事闲谈”

（ＴｏｐｉｃａｌＴａｔｔｌｅ）栏内的短评。——第

４２９页。

文 学 著 作

Ｂ

贝朗热《老单身汉》。——第３６９页。

Ｄ

但丁《飨宴》。——第１８９页。

Ｇ

歌德《浮士德》。——第３８３页。

Ｈ

海涅《阿塔 特洛尔》。——第１７７页。

０５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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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涅《安心》。——第３９２页。

海涅《〈罗曼采罗〉后记》。—— 第１７７

页。

海 涅《修 道 女》（《罗 曼 采 罗》诗

集）。——第１６８页。

Ｋ

考茨基，敏《海伦娜》。——第２１６页。

可兰经。——第２８０页。

Ｍ

莫里哀《打出来的医生》。——第４４９页。

莫里哀《唐璜》。——第４４９页。

Ｓ

圣经。——第７５、２６５—２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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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刊 索 引

Ａ

《爱 北 斐 特 日 报》（《Ｅｌｂｅｒｆｅｌｄ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

 ——德国的一家自由派日报，１８３４年至

１９０４年在爱北斐特出版。——第４５２页。

Ｂ

《白炽光。幽默讽刺工人刊物》（《Ｇｌüｈ－

ｌｉｃｈｉｅｒ．Ｈｕｍｏ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ｓａｔｉｒｉｓｃｈｅｓ Ａｒ

ｂｅｉ－ｔｅｒｂｌａｔｔ》）——社会民主党的双周

刊，１８８９年 至１９１５年 在 维 也 纳 出

版。——第３１８页。

《柏林人民论坛。社会政治周报》（《Ｂｅｒ－

ｌｉｎｅｒ Ｖｏｌｋｓ－Ｔｒｉｂüｎｅ．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ｓ

ｃｈｅｓ 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德国社会民

主党的报纸，同半无政府主义的“青年

派”接近；１８８７年至１８９２年出版。——第

６、１０、１１、２４、４２７页。

《不妥协派报）（《Ｌ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ｇｅａｎｔ》）——法

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８０—１９４８年在巴黎出

版；八十至九十年代是激进共和派报

纸。——第３２页。

Ｄ

《德法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 

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在巴黎出版的德文

刊物，主编是马克思和阿 卢格。仅仅在

１８４４年２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

载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

第１４４、１５６页。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Ｊａｈｒ

－ｂüｃｈｅｒ ｆü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Ｋｕｎｓｔ》）——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学哲学

杂志。１８３８—１８４１年该杂志由阿 卢格

和泰 艾希特迈耶尔在哈雷编辑，以《哈

雷年鉴》的名称出版；１８４１年７月至１８４３

年１月由阿 卢格在德勒斯顿编辑，改用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的名称出版。

１８４３年１月该杂志被萨克森政府查封，

并经联邦议会决定在全国查禁。——第

１２７页。

《德 国 年 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Ｊａｈｒｂü

ｃｈｅｒ》）——见《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

《德国书报业行市报》（《Ｂｒｓｅｎｂｌａｔｔ ｆüｒ 

ｄｅ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Ｂｕｃｈｈａｎｄｅｌ ｕｎｄ 

ｄｉｅ ｍｉｔ ｉｈｍ ｖｅｒｗａｎｄｔｅｎ Ｇｅｓｃｈｆｔ

ｓｚｗｅｉｇｅ》）——一家日报，德国书商联合

会的机关报，从１８３４年至１９２６年在莱比

锡出版。——第１８３页。

《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Ａｎｅｋ

－ｄｏｔａｚｕｒｎｅｕｅｓｔｅ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ｉｅｕ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ｉｓｔｉｋ》）—— 阿 卢格于

１８４３年在瑞士出版的两卷集；刊载有马

克思的两篇文章。——第４５３、４５５页。

《德意志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

奥地利反犹太派的反动日报，１８７１年在

维也纳创刊。——第７８页。

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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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言论》（《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Ｗｏｒｔｅ》）——

奥地利的一家经济和社会政治杂志，

１８８１年至１９０４年在维也纳出版；１８８１年

至１８８３年４月是周刊，１８８３年７月改为月

刊。——第４３３页。

Ｅ

《俄 国 财 富》（《ＰＰｙｃｃｋｏｅ ｌａｍｃ

ｍｅｏ》）——１８７６年至１９１８年中在彼得堡

出版的月刊；九十年代起是自由主义民

粹派的机关刊物；猖狂地反对马克思主

义。——第３９３页。

《俄国生活报》（《Ｐｙｃｃｋａ  ｌ》）——

资产阶级自由派日报，１８９０年至１８９５年

在彼得堡出版。——第３８３页。

Ｆ

《法兰克福报和商报》（《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 ｕｎｄ Ｈａｎｄｅｌｓｂｌａｔｔ》）—— 德

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１８５６年至

１９４３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１８６６

年起用这个名称）。——第２０５、３１５、３７６

页。

《纺 织 工 人 报》（《Ｄｅｒ  Ｔｅｘｔｉｌ－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德国的一家周报，纺织

工人工会的机关报，从１８８９年起在柏林

出版。——第２７４页。

《费加罗报》（《Ｌｅ Ｆｉｇａｒｏ》）——法国的一

家反动日报，从１８５４年起在巴黎出版。

—— 第３２、７１、８５页。《妇女报》（《Ｔｈｅ 

Ｗｏｍａ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美国的一家

周报，女权主义刊物；１８７０年１月至１９１７

年５月在波士顿和芝加哥出版。——第

１３１、１８４页。

Ｇ

《工人 报》（《Ｄéｌｎｉｃｋé  Ｌｉｓｔｙ》）——

１８８１年在维也纳创刊的日报，捷克

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１８９５年至

１８９９年为周报，１８９９年至１９０１年一周

出两次，从１９０１年起又改为日报。——

第５９—６０页。

《工人报》（《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奥地

利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１８８９年至１８９３

年在维也纳每周出版一次，１８９４年每周

出版两次，从１８９５年１月１日起每天出

版。编辑是维 阿德勒。在九十年代，该

报发表过恩格斯的许多文章。为该报撰

稿的有奥 倍倍尔、爱琳娜 马克思－艾

威林和其他工人运动活动家。——第

１１７、１２０、１４０、１７１、２１２、２１８—２１９、

２５８—２５９、３２６、３３７、３３８、３４０、３５１—

３５２、３７６—３７９、４１５、４２８、４７６页。

《工人报》（《Ｇａｚｅｔａ Ｒｏｂｏｔｎｉｃｚａ》）——德

国社会民主党的周报，１８９１年至１９１９年

用波兰文在柏林和卡托维兹出版。——

第２２页。

《工人党年鉴》（《Ａｌｍａｎａｃｈ ｄｕ Ｐａｒｔｉ 

Ｏｕｖｒｉｅｒ》）—— 法国的社会主义年鉴，

１８９２年至１８９４年和１８９６年在利尔出版，

编辑是茹 盖得和保 拉法格。——第

１１４页。

《工 人 觉 醒 报》（《Ｌｅ  Ｒéｖｅｉｌ 

Ｏｕｖｒｉｅｒ》）——法国的一家周报，工人党

加来地方组织的机关报，１８８６年至１８９６

年出版（有间断）。——第２３０页。

《工 人 领 袖）（《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Ｌｅａｄｅｒ》）——从１８８７年起出版的一家

英 国 月 刊，最 初 刊 名 是《矿 工》

（《Ｍｉｎｅｒ》），从１８８９年起改用本名称，是

苏格兰工党的机关刊物，从１８９３年起是

独立工党的机关刊物，从１８９４年起改为

周刊。在１９０４年以前，该刊的编辑是詹

姆斯 凯尔 哈第。——第２９４、３５４、３５８、

３５６期 刊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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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３—３６４、３７８、４２９—４３０、４７５页。

《工人时报》（《Ｗｏｒｋｍａｎｓ Ｔｉｍｅｓ》）——

英国的一家工人周报，１８９０年８月至

１８９４年９月先在哈得兹菲尔德，后在伦

敦和曼彻斯特出版。编辑是伯吉斯。九

十年代参加编辑部的有布拉奇福德、爱

琳娜 马克思－艾威林和爱德华 艾威

林。１８９２年同《工联主义者报》（《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ｏｎｉｓｔ》）合并。——第７、９、３５、１６３、

１６４、２０７、２１１、２７３、２９３、３６３页。

《工 人 选 民》（《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Ｅｌｅｃｔｏｒ》）——英国的社会主义周报，

１８８８年６月至１８９４年７月在伦敦出

版。——第９、７３页。

《工作者报。工人社会民主党机关报》

（《 ｍｈｕｋ．   

ｏｍｈｕｅｃｋａｍａ ｃｏｕｕａｏ

ｅｍｏｋｐａｍｕｅｃｋａｎａｐｍｕ》）——保加利

亚报纸，１８９２年１１月１日至１８９４年８月２１

日在塔尔诺伏出版。——第２９６页。

《共和国》（《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英国的一家周报，是国际总委员会的机

关报，从１８６６年２月至１８６７年７月在伦敦

作为《工人辩护士报》（《Ｗｏｒｋｍｅｎｓ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的续刊出版。１８６６年６月以

前，马克思参加了该报理事会，１８６６年２

月至４月格 埃卡留斯任编辑。该报刊载

过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和国际的

文件。由于参加该报领导工作的工联领

袖们的妥协政策，该报在选举改革的斗

争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方针，实际上变

成了激进资产阶级的喉舌。——第４６７

页。

《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简报》（《Ｂｕｌ－

ｌｅｔｉｎ ｄｅ ｌａ Ｆéｄéｒａｔｉｏｎ ｊｕｒａｓｓｉｅｎｎｅ

 ｄｅ 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瑞士无政府

主义者的机关刊物；１８７２—１８７８年由詹

吉约姆主编，用法文出版，起初是半月

刊，从１８７３年７月起改为周刊。—— 第

４２７页。

Ｈ

《 哈 雷 年 鉴 》 （《 Ｈａｌｌｉｓｃｈｅ  

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见《德国科学和艺术

年鉴》。

《汉 堡 回 声 报》（《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  

Ｅｃｈ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

１８８７年起用这个名称出版（１９３３年至

１９４６年有间断）；１８９１年，参加编辑部的

有伊 奥艾尔、奥 倍倍尔、保 辛格尔等

人。——第１６５—１６６、３３８页。

《号角报》（《Ｔｈｅ Ｃｌａｒｉｏｎ》）——英国的一

家社会主义周报，１８９１年至１９３２年在伦

敦出版。——第３５４、３５８、３６３、３７８页。

《黑暗时代报》（《Ｐｕｎｔｏ Ｎｅｒｏ》）——意大

利的一家社会主义日报，１８９４年在雷焦

－埃米利亚出版。——第２７０页。

《画报》（《Ｌ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法国的一家

文艺画 刊，从１８４３年 起在 巴黎 出

版。——第６６页。

《回声报》（《Ｅｃｈｏ》）——见《汉堡回声报》。

Ｊ

《纪事报》（《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见《每日纪事

报》。

《阶级斗争》（《Ｌｏｔｔａ ｄｉ ｃｌａｓｓ》）——意

大利的一家周报，意大利劳动社会党的

中央机关报；１８９２年至１８９８年在米兰出

版。——第３页。

Ｋ

《科学、文学和艺术新文选》（《Ｎｕｏｖａ 

Ａｎｔｏｌｏｇｉａ ｄｉ ｓｃｉｅｎｚｅ，ｌｅｔｔｅｒｅ ｅｄ 

４５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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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 ａｒｔｉ》）——意大利自由派的文学、

艺术和政论性杂志，从１８６６年至１８７８年

在佛罗伦萨出版，每月一期；从１８７８年

至１９４３年在罗马出版，每月两期。——

第３９２页。

Ｌ

《莱茵报》（《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１８８８年创

刊，１８９２年至１９３３年在科伦出版。

１８９４年至１８９５年，该报的编辑是卡 希

尔施。—— 第１５０、２２５、２４６、２９２、４６３、

４６５页。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Ｒｈｅｉｎｉ

－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 ｆüｒ 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

ｄｅｌ ｕｎｄ Ｇｅｗｅｒｂｅ》）——１８４２年１

月１日至１８４３年３月３１日在科伦出版

的日报。１８４２年４月起马克思开始为该

报撰稿，同年１０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

一。—— 第３２９、３４１、４３９—４４０、４４５、

４４７、４４８、４５０—４５３、４５５页。

《劳动报》（《Ｍｕｎｃａ》）——罗马尼亚社会

民主党的周报，１８９０年至１８９４年在布加

勒斯特出版。——第２９６页。

《黎明。社会政治杂志》（《Ｐｒｚｅｄｓｗｉｔ．Ｃｚａ－

ｓｏｐｉｓｍｏ ｓｐｏｔｅｃｚｎｏ－ｐｏｌｉｔｙｃｚｎｅ》）——

波兰的社会主义杂志，１８８０年至１９１４年

出版。从１８９１年起在伦敦发行，每周出

一期；九十年代，该杂志曾刊登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著作。—— 第２８、３６、２４７、

２４８页。

《论坛报》（《Ｔｒｉｂｕｎｅ》）——见《纽约每日

论坛报》。

Ｍ

《每日纪事报》（《Ｄａｉｌｙ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英国自由派的报纸，１８５５年至１９３０年

（从１８７７年起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

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曾发表过有

关英国工人运动的资料。—— 第１４、

１０２、１３５、１３８、２０１—２０２页。

《每日新闻》（《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英国自由派的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喉

舌；１８４６年至１９３０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

出版。——第１３８页。

Ｎ

《年鉴》（《Ａｌｍａｎａｃｈ》）——见《工人党年

鉴》。

《纽约每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 Ｄａｉｌ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 美国的一家报纸，

１８４１年至１９２４年出版；在五十年代中期

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

是共和党的机关报。１８５１年８月至１８６２

年３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

稿。——第３４１—３４２、３５６、３７６、４４７页。

《纽约人民报》（《Ｎｅｗ Ｙｏｒｋｅｒ Ｖｏｌｋｓ

－ｚｅｉｔｕｎｇ》）—— 美国的社会主义日

报，１８７８年至１９３２年用德文出版；

九十年代，海 施留特尔曾为该报的

编辑。—— 第５４—５５、１７１、２３７、３２２、

３４３—３４４页。

《农业、工业、商业、文学、政治、艺术评论》

（《Ｌａ Ｒａｓｓｅｇｎａ Ａｇｒａｒｉ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ｅ，Ｌｅｔｔｅｒａｒｉ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Ａｒｔｉｓ

ｔｉｃａ》）—— 意大利的一家双周刊，从

１８９２年起在那不勒斯出版。——第３５０、

３９１页。

《女 工 报》（《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ｉｎｎｅｎ－ Ｚｅｉｔ

ｕｎ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报纸；

１８９２年至１８９９年在维也纳每月出版两

次。参加编辑部的有布兰德、路 考茨

基、劳 拉法格、爱 马克思－艾威林等

人。维 阿德勒是出版人之一。——第

５５６期 刊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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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１８、２１９页。

Ｏ

《欧洲通报》（《ＢｅｃｍｈｕｋＥｅｐｏｎｂｌ》）——俄

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

月刊，１８６６年至１９１８年在彼得堡出版。

该杂志刊登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

文章。——第３５２页。

Ｐ

《平等报》（《ＬＥｇａｌｔｉé》）——瑞士的一家

周报，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的机关报；

１８６８年１２月至１８７２年１２月在日内瓦用

法文出版。１８６９年１１月至１８７０年１月，参

加该报编辑部的巴枯宁、佩龙、罗班等

人企图利用该报来攻击国际总委员会。

但是，１８７０年１月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

会改组了编辑部，撤销了巴枯宁主义者

的职务，自此以后该报开始拥护总委员

会的路线。——第１１、４２７页。

Ｑ

《旗帜报》（《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英国保

守派的日报，１８２７年在伦敦创刊。——

第３９１、４２９页。

《旗 帜 晚 报》（《Ｔｈｅ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旗帜报）（《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的晚刊；１８５７年至１９０５年在伦敦出

版。——第１３５页。

《汽船》（《Ｄａｍｐｆｂｏｏｔ》）——见《威斯特伐

里亚汽船》。

《前进。柏林人民报》（《Ｖｏｒａｒｔｓ．Ｂｅｒｌｉｎｅｒ 

Ｖｏｌｋｓｂｌａｔ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

报，１８８４年创办。根据哈雷党代表大会

的决议，该报从１８９１年起成为德国社会

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并用这个名称出

版。威 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为该

报撰稿并纠正该报编辑部的错误，帮助

它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恩格斯逝世

后，《前进报》编辑部渐渐转入党的右翼

手中。—— 第４、６、１３、１５、１６、１９—２０、

２５、３５、１４２—１４３、１５０、１５１、１５７、１６２、

１６５—１６６、１７８、１８６、２０２、２１６、２２７、２３２、

２５３、２５８、２７４、２９３、３０４、３０５、３０７、３０８、

３１４、３１９、３３５、３３８、３７９、３８１、４０１、４３２、

４４６、４４８—４４９页。

Ｒ

《人民保卫者》（《Ｖｏｌｋｓａｎｗａｌｔ》）——美国

的一家周刊，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

关刊物，从１８８９年起用德文先在辛辛那

提，后在巴尔的摩和克利夫兰出

版。——第２５０页。

《人民报》（《Ｖｏｌｋｓ－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的

一家日报，抱有反对派情绪的自由资产

阶级的机关报；１８５３年起在柏林出

版。——第１４０页。

《人民报》（《Ｄａｓ Ｖｏｌｋ》）——德国的一家

周报，基督教社会党的机关报；从１８８９

年起在柏林出版。——第２５１页。

《人民报》（《Ｖｏｌｋｓｚｅｉｔｕｎｇ》）——见《纽约

人民报》。

《人民呼声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机关报》

（《Ｖｏｌｋｓｓｔｉｍｍｅ．Ｏｒｇａｎ ｄｅｒ Ｓｏｚｉａｌｄｅ

－ 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ｎ  Ｐａｒｔｅｉ  

Ｕｎｇａｒｎｓ》）——从１８７２年起在布达佩斯

用德文出版的周报。——第２９３页。

《人民论坛》（《Ｖｏｌｋｓ－Ｔｒｉｂüｎｅ》）——见

《柏林人民论坛》。

《人民论坛。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刊物》

（《Ｖｏｌｋｓｔｒｉｂüｎｅ．Ｏｒｇａｎ ｆüｒ ｄｉｅ Ｉｎ

ｔｅｒｅｓｓｅｎ  ｄｅｓ  ａｒｂｅｉｔｅｎｄｅｎ  

Ｖｏｌｋｅｓ》）——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双

周刊，１８９１年在维也纳创办。——第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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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Ｓ

《哨兵报》（《Ｄｉｅ Ｔａｇｗａｃｈｔ》）——瑞士的

一家社会民主党报纸，１８６９年至１８８０年

在苏黎世用德文出版，１８６９年至１８７３年

是国际瑞士各德国人支部的机关报，后

来是瑞士工人联合会和瑞士社会民主

党的机关报。——第４２７页。

《社会党人报》（《Ｄｅｒ 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德

国的一家周报，“独立”社会党人的机关

报；１８９１年至１８９９年在柏林出版。——

第３００页。

《社会发展》（《Ｌｅ Ｄｅｖｅｎｉｒ ｓｏｃｉａｌ》）——

法国的一家社会主义月刊，１８９５年至

１８９８年在巴黎出版。——第４４８页。

《社会经济史杂志》（《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üｒ 

Ｓｏｚｉａｌ － ｕｎｄ  Ｗｉｒｔｈｓｃｈａｆｔｓｇｅｓ

ｃｈｉｃｈｔｅ》）——德国资产阶级的历史、经

济、社会问题杂志，１８９３—１９００年在夫

赖堡和莱比锡出版。——第７５页。

《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Ａｒｃｈｉｖ ｆüｒ

 ｓｏｚｉａｌｅ Ｇｅｓｅｔｚｇｅｂｕｎｇ ｕ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德国一家进步的政治经

济杂志，从１８８８年至１９０３年在杜宾根和

柏林每年出版四次。——第４０４页。

《社 会 民 主 党 人》（《 ｕｕａ －

ｅｍｏｋｐａｍｏ》）——保加利亚的社会、文

学季刊，１８９２年至１８９３年在塞夫利厄伏

市出版。该杂志刊载过几篇译成保加利

亚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还发表

过格 瓦 普列汉诺夫、保 拉法格以及

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其他活动家

的文章。——第８１页。

《社 会 民 主 党 人 》（《Ｄｅｒ  

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 德国的一家周

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１８９４年

至１８９５年在柏林出版。——第１６２、２９３、

３０５—３０６、３０７、３１７页。

《社会评论》（《Ｃｒｉｔｉｃａ Ｓｏｃｉａｌｅ》）——意大

利的一家双周杂志，是社会党的理论刊

物；１８９１年至１９２４年用这个名称在米兰

出版；杂志的编辑是菲 屠拉梯。在十九

世纪九十年代，该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著作，在意大利传播马克思主

义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 第１８９、

２０３、２１２、２１９、２２１、２３２、２３４、２５０、２９３、

３２０、４１１、４６８页。

《社会问题》（《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ｅ》）——见

《社会问题年鉴》。

《社会问题年鉴》（《Ａｌｍａｎａｃｈ ｄｅ ｌ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ｅ》）——法国的一种社

会主义倾向的年鉴，１８９１年至１９０３年由

帕 阿尔吉思阿德斯在巴黎编辑出版；

刊登关于国际工人运动的评论。——第

５８页。

《社会政治科学手册》（《Ｈａｎｄｗｒｔｅｒｂｕｃｈ 

ｄｅｒ Ｓｔａａ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耶拿

出版。——第１７页。

《社会政治中央导报》（《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ｌａｔｔ》）——德国社会民主党

的周报，１８９２—１８９５年用这个名称在柏

林出版，出版人是亨 布劳恩；１８９５年同

《社会实践报》（《Ｂｌｔｔｅｒ ｆüｒ ｓｏｚｉａｌｅ 

Ｐｒａｘｉｓ》）合并后改名为《社会实践》

（《Ｓｏｚｉａｌｅ Ｐｒａｘｉｓ》）。—— 第１４６、３１１、

４１１、４１３、４４１页。

《社会主义党。中央革命委员会机关报》

（《Ｌｅ Ｐａｒｔｉ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Ｏｒｇａｎｅ ｄｕ 

Ｃｏｍｉｔé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布朗基派的周刊；１８９０年

至１８９８年在巴黎出版。——第１８５页。

《社会主义评论》（《Ｌａ Ｒｅｖｖｕ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ｔｅ》）——法国的一家月刊，由可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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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 马隆创办。先是共和社会主义的刊

物，后来是工团主义和合作社主义的刊

物；１８８０年在里昂和巴黎两地出版，

１８８５年至１９１４年在巴黎出版。八十年代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杂志撰稿。——

第２６８页。

《社会主义青年》（《Ｌａ ｊｅｕｎｅｓｓｅ Ｓｏｃｉａ－

ｌｉｓｔｅ》）——法国的一家科学共产主义问

题月刊，１８９５年在土鲁斯出版。——第

４７５页。

《社会主义者报》（《Ｌ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

法国的一家周报，１８８５年由茹 盖得在

巴黎创办，１８９０年９月以前断续出版；

１９０２年以前是工人党机关报，１９０２年至

１９０５年是法兰西社会党机关报；从１９０５

年起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八十至九十

年代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３４、

５３、６５、１１６、１４２—１４３、２５０、２６８、２８２、

２９５、４４８页。

《社会主义者报》（《Ｅ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ａ》）——

西班牙周报，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中

央机关报，从１８８５年起在马德里出

版。——第６９、２２１、２７３、４２７页。

《社会主义者报。工人社会民主党机关报》

（《 Ｃｏｕｕａｌｕｃｍｏ． Ｏｐｌａｈｏ ａ

ｐａｏｍｈｕｅｃｋａｍａ ｃｏｕｕｏ －

ｅｍｏｋｐａｍｕｅｃｋａｎａｐｍｕ》）——保加利

亚报纸，１８９４年１０月至１８９７年１１月３日

在索非亚每周出版两次。——第２９６页。

《时报》（《Ｌｅ Ｔｅｍｐｓ》）——法国保守派

日报，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刊物；１８６１年

至１９４３年在巴黎出版。——第３６４页。

《实话。幽默讽刺图画月刊》（《Ｄｅｒ Ｗａｈｒｅ

 Ｊａｃｏｂ．Ｉｌｌｕｓｔｒｉｒｔｅｓ ｈｕｍｏｒｉｓｔｉｓｃｈ－

ｓａｔｉｒｉｓｃｈｅｓ Ｍｏｎａｔｓｂｌａｔｔ》）——社会民

主党杂志，１８８４年至１９３３年在斯图加特

和柏林出版。——第３１８页。

《双 周 评 论）（《Ｔｈｅ Ｆｏｒｔｎｉｇｈｔｌｙ 

Ｔｅｖｉｅｗ》）——英国的一家历史、哲学和

文学问题杂志，１８６５年由一批资产阶级

激进派创刊；后来奉行资产阶级自由主

义方针；该杂志用这个名称在伦敦一直

出版到１９３４年。——第１６３、１６４页。

Ｔ

《土 地 平 分 社》（《Ｈｅｒｐｈｂｌｕ  

ｎｅｐｅｅ》）——一家俄国杂志，是革命民

粹派组织土地平分社的机关刊物，从

１８８０年初至１８８１年底出版；起初编辑部

成员有格 瓦 普列汉诺夫、巴 波 阿克

雪里罗得、雅 瓦 斯蒂凡诺维奇、列 格

捷依奇；总共出了五期；头两期在日内

瓦出版，其余三期在明斯克出版。——

第４３６页。

Ｗ

《威斯特伐里亚汽船》（《Ｄａｓ Ｗｅｓｔ

ｐｈｌｉｓｃｈｅ Ｄａｍｐｆｂｏｏｔ》）—— 德国“真

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月刊；由奥 吕

宁负责编辑出版，１８４５年１月至１８４６

年１２月在比雷菲尔德出版，１８４７年１月

至１８４８年３月在帕德波恩出版。——第

３７６、４２３、４４９页。

《文学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 青年黑格尔分子布

鲍威尔主编的德文月刊，１８４３年

１２月至１８４４年１０月在沙洛顿堡出

版。——第１２７页。

《五 金 工 人 报》（《Ｔｈｅ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ｍａｎ》）——英国报纸，１８９４年至１８９８年

在伦敦出版。——第４６３页。

Ｘ

《西 德 意 志 报》（《Ｗｅｓｔ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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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民主派报纸，１８４９年

５月２５日至１８５０年７月２１日由海 贝克尔

在科伦出版。该报在《新莱茵报》停刊后

紧接着开始出版，它企图以《新莱茵报》

的继承者自居；该报编辑部声明，对《新

莱茵报》的订户今后将改送《西德意志

报》。——第４１７页。《先驱》（《Ｄｅｒ Ｖｏｒ

ｂｏｔｅ）——月刊，国际瑞士各德国人支部

的正式机关刊物，１８６６年至１８７１年在日

内瓦用德文出版；主编是约 菲 贝克

尔。该杂志总的说来执行马克思和总委

员会的路线，有系统地发表国际的文

件，报道协会各国支部的活动情

况。——第４２７页。

《先驱者。人民历书画刊》（《Ｐｉｏｎｔｅｒ．Ｉｌｌｕｓ

ｔｒｉｒｔｅｒ Ｖｏｌｋｓ－Ｋａｌｅｎｄｅｒ》）—— 美国

的一种年鉴，由《纽约人民报》（《Ｎｅｗ 

Ｙｏｒｋｅｒ Ｖｏｌｋｓｚｅｉｔｕｎｇ》）用德文出版；

１８８３—１９０４年在纽约发行。——第１７１、

２１６页。

《先驱者历书》（《Ｐｉｏｎｉｅｒｋａｌｅｎｄｅｒ》）——见

《先驱者。人民历书画刊》。

《小法兰西共和国报》（《Ｌａ Ｐｅｔｉｔｅ Ｒéｐｕ

－ｂｌｉｑｕｅ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法国的激进

共和派日报，１８７５—１８９３年在巴黎出

版，从１８９３年改名为《小共和国报》（《Ｌａ

 Ｐｅｔｉｔｅ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第１１９—

１２０、１３０、１４４、１８２、２５３、２６８、２９９、３６４、

３７１页。

《协和。工人问题杂志》（《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Ｚｅｉｔ－

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üｒ  ｄｉｅ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ｆｒａｇｅ》）——德国大工业家和讲

坛社会主义者的刊物，创办于１８７１年；

在柏林出版到１８７６年。——第７５页。

《新纪元》（《Ｌ Ｅｒｅ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法

国的社会主义月刊，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年在巴

黎出版；茹 盖得、让 饶勒斯、保 拉法

格和格 瓦 普列汉诺夫等人都曾为该

杂志撰稿。—— 第１０２—１０３、１４５、１５６、

１９０、２２５、２２８、２６８、２９８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Ｎｅｕｅ Ｒｈｅｉ

－ 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Ｏｒｇａｎ ｄｅｒ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 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时期民主派中革命无产阶级一翼

的战斗机关报，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至１８４９年

５月１９日每日在科伦出版，主编是马克

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第２９ｌ、

３５２、３５７、４１７、４２２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Ｎｅｕｅ Ｒｈｅｉ

－ 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 －

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 Ｒｅｖｕｅ》）——马克思和恩

格斯于１８４９年１２月创办的杂志，该杂志

由他们一直出版到１８５０年１１月；共产主

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第５６、３８１、

３８６、３８８、３８９、４２６、４３０页。

《新莱茵报评论》（《Ｎｅｕｅ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ｓ－Ｒｅｖｕｅ》）—— 见《新莱茵

报。政治经济评论》。

《新莱茵报评论》（《Ｒｅｖｕｅ ｄｅｒ Ｎｅｕｅｎ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ｎ Ｚｅｉｔｕｎｇ》）——见《新莱

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新社会》（《Ｌａ Ｓｏｃｉéｔé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法国的一家社会学、艺术、科学、文学月

刊，１８８４年至１９１４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

断续出版。——第３００页。

《新时代》（《Ｄｉｅ Ｎｅｕｅ Ｚｅｉｔ》）—— 德

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１８８３年

至１８９０年１０月在斯图加特每月出

版一次，以后至１９２３年秋每周出版一

次。杂志的编辑从１８８３年至１９１７年１０月

是卡 考茨基，从１９１７年１０月至１９２３年

秋是亨 库诺夫。１８８５—１８９４年恩格斯

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经常提出忠

告来帮助编辑部，并且不时地批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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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在杂志上背离马克思主义。恩格斯逝

世之后，杂志开始系统地登载修正主义

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杂

志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

主义者。—— 第１７、５７、９６、１６０、１６２、

１７５、１７７、１９０、２１１、２１２、２４８—２４９、２５５、

２５７、２８３、２８６、２８７、３００、３３０—３３１、３３５、

３４３、３５８、３６５、４００、４３０、４３２、４３６、４４１、

４５４、４６１页。

《新世界。大众消遣画报》（《Ｄｉｅ Ｎｅｕｅ 

Ｗｅｌｔ．Ｉｌｌｕｓｔｒｉｅｒｔｅｓ Ｕｎｔｅｒｈａｌｔｕｎｇｓｂｌａｔｔ

 ｆüｒ ｄａｓ Ｖｏｌｋ》）——德国的社会主

义杂志，１８７６年至１８８３年在莱比锡出

版，后来在斯图加特和汉堡出版到１９１９

年；该杂志编辑是威 李卜克内西

（１８７６—１８８０年）；在七十年代，恩格斯

曾为该杂志撰稿。——第２３２页。

《新世界报》（《Ｌｕｍｅａ ｎｏｕǎ》）——罗马

尼亚报纸，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的机关

报；是《劳动报）（《Ｍｕｎｃａ》）的续刊，

１８９４年至１８９８年为日报，１８９８年至１９００

年为周报。——第２９６页。

《新文选》（《Ｎｕｏｖａ Ａｎｔｏｌｏｇｉａ》）—— 见

《科学、文学和艺术新文选》。

《喧声》（《Ｋｌａｄｄｅｒａｄａｔｓｃｈ》）——带有插图

的、讽刺性的周刊，从１８４８年起在柏林

出版。——第３３３页。

Ｙ

《轶文集》（《Ａｎｅｋｄｏｔａ》）——见《德国现代

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

《宇宙。进化论和完整世界观杂志》（《Ｋｏｓ

－ ｍｏｓ．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üｒ Ｅｎｔｗｉｃｋ

ｅｌｕｎｇｓｌｅｈｒｅ  ｕｎｄ  ｅｉｎｈｅｉｔｌｉｃｈｅ  

Ｗｅｌｔｓｃｈａｕｕｎｇ》）——宣传达尔文主义

的自然科学月刊；１８７７年至１８８０年在莱

比锡出版，１８８１年至１８８６年在斯图加特

出版。——第４６３页。

Ｚ

《正义报》（《Ｌａ Ｊｕｓｔｉｃｅ》）——法国的一

家日报，激进党的机关报，１８８０年至

１９３０年在巴黎出版；在１８８０—１８９６年期

间，它是所谓“极左派”即坚持个别的民

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纲领而反映小资

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利益的激进党

左翼的机关报。——第１１４页。

《正义报》（《Ｊｕｓｔｉｃｅ》）——英国的一家周

报，从１８８４年１月起在伦敦出版，社会民

主联盟的机关报；１８８４—１９２５年用这个

名称出版。—— 第５４、２１１、２２４、２２９、

３１７、３５４、４２９—４３０、４３３页。

《中央导报》（《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ｌａｔｔ》）——见《社会

政治中央导报》。

《自然界。每周科学画报》（《Ｎａｔｕｒｅ．Ａ 

Ｗｅｅｋｌｙ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英国的一家自然科学杂

志，１８６９年起在伦敦出版。——第５页。

《自由俄国》（《Ｆｒｅｅ Ｒｕｓｓｉａ》）——英国激

进派的月报，英国“俄国自由之友社”的

机关报，１８９０年６月至１９１５年１月在伦敦

出版；１８９１年至１８９５年由谢 米 斯捷普

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编辑。——第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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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７—３９卷

名 目 索 引

Ａ

阿尔及尔——３５，２８５—２８６、２９８、３００—

  ３０３。

阿尔及利亚——２９，１７４、２９２；３５，５１—５２、

２９２—２９３、２９８、３００—３０４、３５３。

阿尔明尼亚——３９，２８７、３１１。

阿富汗——３４，８５；３５，１０４；３７，２２８。

阿根廷——３６，５８１；３９，３５５。

阿拉伯（古代的）——２８，２４９—２５１、２５５、

２６３—２６４。

阿拉伯人——２８，２４９—２５０、２５５、２６４；３５，

３０３—３０４。

  并见巴格达哈利发国。

阿拉斯加——３２，６３８。

阿列曼派—３７，４７３、４７８、４９９、５２４；３８，１９、

６２、７０、７４、９０、１３５、１７４、３２３、３４５、

４７４、５５４；３９，４２、７３、９１、１１３—１１４、

１３０、１４３、１８２、２４５、２６０、２９６、３３７、

３９２。

埃 及——２８，３３；３５，８５—８６、８９—９０、

３４４—３４５、３５３—３５４；３６，５３７、５４３、

５４７；３９，２６５。

爱尔兰——３５，２６０。

——自然条件——２９，５５—５６；３２，４６５。

——在英国占领以前——３２，４６５—４６６。

——古爱 尔兰法 律——３２，４１１—４１２、

４８７。

——英国在１２世纪的殖民——３２，３５９、

４１１、４１４。

——英国在１６—１７世纪的殖民——３２，

３５９、３９８、４１１、４１４；３５，１５６—１５８、

３３２；３７，４１４。

——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和英国大地主所

有制的堡垒——２９，５５—５７；３１，３８１、

４０４—４０６；３２，３５４、３７３、４１１、５３０、

６２５—６２６、６５４—６５５、６９２。

——土地问题是民族问题的一种形式

——３１，５６２；３２，６２６、６５５；３４，４４７。

——英国和爱尔兰的合并（１８０１年）——

３１，４０５—４０６；３２，６２５、６５４；３５，１５８、

３３３、３３５。

——农业，土地关系——２９，５６；３１，３８１、

４０４—４０５；３２，１７０、３５４、３８９、４４６、

４６２、４６５—４６６；３５，１８０—１８１、３３５；

３７，４１４—４１５；３８，３６６。

——农业工人——２８，６２２；３２，４００、４６２、

４６６。

——１９世纪中叶的土地变革，清扫领地

——２８，６２１—６２２；２９，５６；３１，３８１、

４０４—４０５：３２，４６２、４６６、６５５。

——英国制定的爱尔兰土地法——３２，

４３１、４３４、４４６；３５，２８、１６５、１７４—１７５、

１７７、１８１、３０９、３３５。

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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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３２，３５４、６５５；３５，１８０—

１８１。

——流亡——２９，５６—５７；３２，４３１、６５５；

３５，３３４—３３５。

——农民运动——３２，３９３、６９２；３５，３０９、

３３２。

——１８世纪末的民族解放运动——３１，

４０５—４０６；３２，３６５、３９８—４００。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族运动——３２，

３９３、４００、６９２；３５，３３３—３３６。

——芬 尼亚社运 动——３１，３２２—３２３、

３９２—３９３、４０１、４０４、４１５、４２０、５６５、

５７０；３２，２４６、３８８、３９４、４００、６８９、

６９１—６９２；３５，３３３—３３５；３７，３４。

——议会中的爱尔兰议员——２８，４２４—

４２５；３２，３１０、３８７、６２６、６９１；３４，６７；

３５，３０８；３６，３８９、３９２、３９５；３８，３９１—

３９２；３９，１２—１３。

——争取地方自治的斗争——３５，１７７、

１８１、３３３—３３５；３７，２５、３１５；３８，３９１—

３９２、５３１；３９，１２。

——和英国国教——３２，１９６、５３０。

——爱尔兰问题的意义——３２，３５９、３９８、

５３０、６２５—６２６、６５４—６５７；３４，４４７。

  并见爱尔兰民族土地同盟，爱尔兰工

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爱尔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３８，

３０—３１、１３８、２３１、５６７—５６８。

  并见第一国际在爱尔兰。

爱尔兰民族土地同盟——３５，１７５、３３３—

３３５。

爱情——２９，５１２—５１６；３０，６４０；３１，５２０—

５２２；３７，９８。

爱森纳赫党——见德国社会民主党。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２８，６１６、

６１７；３６，５３７。

盎格鲁撒克逊人——３１，７；３７，２６；３８，

５５８；３９，３６６。

奥地利帝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３５，

３３５；３９，１５３。

奥地利帝国（到１８６７年）——２９，８４；３１，

２４４—２４５；３４，２９７；３５，２７１、２７３；３７，

４６１；３９，９８、１３４、３０９。

——民族问题——２９，３２、２９３、３４７。

——财政——２９，３９２—３９３；３０，９９。

——农业和土地关系——３０，９９。

——对外贸易——２８，２３１—２３２。

——对内政策，国内形势——２９，２９３；３０，

１４０。

——军队——２７，３７３—３７４；２９，４８１。

——革命前途——２９，２９３；３１，４１６。

——对外政策——２７，５２８；２９，４１０；３０，

１５７、３７０、６４７—６４８；３１，２１６；３７，１３０。

——和同法国、皮蒙特的战争（１８５９

年）——２９，３９９、４０４—４０９、４３５—

４３７、５５６—５５８。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１８８３—

１８６４年）——３０，４１３、６４７—６４８。

——和 俄 国——３０，１４７；３５，２７１；３６，

５４５—５４６。

  并见奥地利帝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普奥战争（１８６６年），奥匈帝国，奥地

利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奥地利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３２，

１２、２７、１２１、１８２、２３６；３３，６３８；３７，

１０８、２０９、２４１、３１８；３８，１９、２１６、２７８；

３９，１３０、１６０—１６１、２２２、２５９—２６０。

  并见第一国际在奥地利，奥地利社会

民主党。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３７，１０８、３１８；３８，

１１６—１１７；３９，１３３—１３４、１３９、１６１、

２２２。

——１８７４年建立社会民主党——３３，６３８。

——８０—９０年代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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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２４１；３８，１９、１１６—１１７、２１６、

２７８；３９，１１９、１３３—１３４、１３９—１４０、

１９４—１９５、２１３、２１７、２５８—２６０、３３６—

３３７。

——为争取扩大选举权而斗争——３９，

１３２、１３５、１３８—１４０、１４５—１４６、１９５、

２０７、２１３、２２２、２５９—２６０、３３５—３３６、

４０３、４１５。

——工人报刊和社会主义报刊——３８，

２７９—２８０；３９，３２、２５８、３３５—３３７、

３５１—３５２、３７６—３７８、４１５。

奥姆拉迪纳——３２，４５５。

奥匈帝国——３２，５９７—５９８；３３，５８２；３４，

２９５—２９７；３５，２７１、２７３；３７，６；３８，

１１６—１１７、３６３；３９，９８、１２０、１３２—

１３５、１３８—１４０、１５９、１６３、１７４—１７５。

——民族问题——３８，１１６—１１７；３９，１３３、

１３５、１３９、１６１。

——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３９，１３３、

１３８—１４０、２５９。

——经济的发展——３２，３１；３８，４４０；３９，

１３４。

——工业——３８，４４０；３９，１３２、１６１。

——铁路——３４，３４８。

——财政——３９，１３３。

——农业和土地关系——３９，１３２。

——对外贸易——３８，３６３。

——对内政策，国内形势——３９，１２０、

１３２—１３５、 １３８—１４０、 １４５—１４６、

１５３—１５４、１５９—１６３、１７４—１７５、１９５、

２０７、２２２、２５９—２６０、３０９—３１０。

——贵族——３９，１３２—１３３、２２２。

——资产阶级——３９，１３２—１３３、２２２。

——工人阶级——３９，１３０、１６１。

——农民——３９，１３３、１６１。

——议会——３６，７０６；３９，１３５、１４０、１４５、

１６３、３０９—３１０。

——争取扩大选举权的运动——３９，

１３４—１３５、２２２、２８９。

——军队——３６，３６６、５１３；３８，１７２—１７３。

——革命前途——３９，３０９—３１０。

——对外政策，外交形势——３３，５０７；３４，

２９５—２９６；３６，５３７、５４５—５５０；３９，

３７２。

——和普鲁士——３２，５９７—５９８。

——和俄国——３４，２７５；３６，５１３、５４５—

５４６、５４９—５５１；３９，３７２。

——和土耳其——３４，２９５—２９６；３６，５３７、

５４３、５４５—５４６。

  并见奥地利帝国，普奥战争（１８６６

年），奥地利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

运动，匈牙利工人运动和社会主

义运动。

奥意法战争（１８５９年）——２９，３５４、３９１—３９４、

３９９、４０１、４０４—４０５、４１０、４２０、４２５、４２８、

４３５—４３６、４４１、４４５—４４７、５５６—５５８、

５６５、６１５；３０，５２６；３１，２７８。

——和英国——２９，４０４—４０７、４０９—４１０、

４１８、４３６、５５７—５５８、５６６；３１，３０４。

——和 普 鲁 士——２９，４０７、４３５—４３６、

６１５。

——和俄国——２９，３９２—３９３、４０６、４０８、

５５７—５５８、５６６、６１５。

——和欧洲民主 派——２９，４０７—４０８、

４１３—４１５、４１８、４２５—４２６、４２８、４３５、

４３６、４９４—４９５。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２９，

４０７—４０９、４１３—４１５、４１９、４２１、４２８、

４３５—４３６、４４１—４４２、４９４、５５６—５５８、

５６１—５６２、５８９、５９８、６０８、６１４—６１６；

３０，４４４、４４５、５０８、５１３、５３１。

澳大利亚——２９，３４８；３５，３５３。

——发现金矿——２７，３６２；２９，７２；３０，

２２３；３６，２６。

３６６名 目 索 引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对外贸易——２７，３６２、３８２；２８，４９、

１１５、２９６、６２３—６２４；３１，４０６；３６，２６。

  并见第一国际在澳大利亚。

Ｂ

巴比伦——２８，２５０。

巴格达哈利发国——２８，２５０。

  并见阿拉伯人。

巴枯宁主义、巴枯宁主义者——３２，２５５—

２５６、３６０、４９４、５８１—５８２、６６０—６６５；

３３，２４１、２６３—２６６、３３３—３３５、３８３—

３８４、３８９—３９６、４８８—４９０、４９７—４９９、

６３８；３５，２０８、２４８—２４９；３７，２２２—

２２３、２８７；３８，４０５；３９，１１—１２、２５２、

３０７。

——社 会 根 源——３３，３３２—３３３、３６８、

３９０—３９４、４２７—４２８、４６０、４９４—４９５；

３９，４６８。

——他们观点的小资产阶级性质——３２，

２５６、４２５、６６１—６６５；３３，２４１—２４２、

２４４、２６３、３３２—３３３、３９０—３９２、６００；

３４，４５２—４５３；３９，１１。

——批判他们对国家的态度——３２，４２２、

６６２；３３，２４１—２４２、３９０—３９１。

——否定“权威”——３３，２４１、３６７—３６８、

３７５—３７８、３９１、４２８、４８９—４９０；３５，

２４９。

——否定无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政党的

政治斗争——３２，４９４、６６２；３３，１５５、

２４１、２５２、３３３、３６３、３９１、４１７；３４，

３０３—３０４。

——经济观点——３２，２５６、６６２；３３，２４１—

２４２、３６８；３９，３０７。

——他们策略的冒 险性——３３，１６３、

２４１—２４２、６０１。

——在工人运动中的破坏活动——３２，

２１８—２２１、 ２２７—２２８、 ２５５—２５７、

２６０—２６１、３３０—３３１、３６０、４０５—４０７、

４２１—４２２、４２５、４６１、４７０—４７１、４８３、

５７４、５８１—５８２、６３０—６３３、６６０—６６５；

３３，２９—３０、２４１—２４４、２５２—２５３、

２６３—２６４、２９９、３３３—３３４、３４２—３４３、

３４９—３５１、３５６、３６７—３６８、３７５—３７８、

３８９—３９６、４１７、４７７—４７８、４８９—４９０、

４９２、４９８—４９９、５Ｏ６、５０８、５４７—５４８、

５６６—５６７、５８４—５８５、６４５、６６８—６６９；

３４，１９４、２１８—２１９；３５，３６９—３７０；３６，

１１；３７，２４５。

——勾结敌视工人阶级的分子——３２，

４０５—４０６；３３，３３４—３３５、３９２—３９３、

３９５—３９６、５４７—５４８。

——在比利时——３２，４２２；３３，３３３、３４２、

３７１、３９２—３９３、４７７、４９２、５０８、５８５；

３４，２１９。

——在 西 班 牙——３３，２５２—２５３、３３３、

３４９—３５１、３５８—３５９、３７１、３９３、４２７、

４６０、４９８—４９９、５０８—５０９、５８４—５８５、

５８８、６０１、６４５；３４，２３９；３６，２１４。

——在 意 大 利——３３，３３３、３９３—３９４、

４２７—４２８、５８５、５８８、６４５；３４，３４、２２０、

２３８—２３９；３６，２１４。

——在法国——３２，６６０；３６，２１４。

——在瑞士——３２，３６０、４２２、４６１、４７０—

４７１、６６４—６６５；３３，３０５、３１３、３３３—

３３４、３７５—３７８、３９２—３９３、４８７—４８８、

５８５、５８８、５９２；３４，２３９、２９２—２９３、

３３８；３５，２０８；３６，２１４；３９，１１。

——和涅恰也夫——３２，５０６；３３，３９６。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巴枯宁主义斗争

的 策 略——３３，２９—３０、２４１—２４５、

２６３—２６６、３５８—３５９、４２５—４２６、４９５、

５２５—５２７、 ５３１—５３２、 ５３９—５４０、

５５６—５５７、 ５６６—５６８、 ５８４—５８５、

５９１—５９３；３４，２３８—２３９；３８，４０５。

４６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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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枯宁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破产

——３４，２９２—２９３、３０３；３６，２１４。

  并见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国际无

政府主义者联合会。

巴勒斯坦——２８，２５０；３９，４１０。

巴 黎——３６，１１８、３６８—３６９、３８３、６２２、

６８９；３７，１３８—１３９、２９６、３５４、３８４；３８，

５５３—５５４；３９，１３０。

巴黎公社（１８７１年）——３３，２０２、２０６—

２０７、２１０—２１１、２１８；３６，２２７—２２８、

３６９；３８，５５３；３９，３９０。

——巴黎公社产生的条件——３３，２０６—

２０７、２１０；３５，１５４。

——作为新型的国家——３３，２０６、２１０；

３４，１２０、１２３；３６，８１。

——群众的作用——３３，２０６—２０７、６６２。

——马克思对公社的忠告，对公社社员的

帮 助——３３，２１７—２１８、２２６—２２９、

６８６。

——社会经济政策——３３，２２８、５８０；３６，

８１。

——公社中各派的斗争——３３，２２６、５８１、

６８６；３５，１５４。

——外省的运动——３３，２２６。

——和工人运动——３３，２０６—２０７、２１０、

２２６、２３９、３４８；３６，２２７。

——德国的干涉——３３，２１０、２２７—２２８。

——公社的军事行动——３３，６６２。

——凡尔赛的恐怖——３３，２２９、３０７、６６２；

３４，２９３；３５，２５、１５６；３７，２０２。

——和资产阶级报刊——３３，２０２、２２６、

２２８、２３５、２５８、３０７—３０８、６６６；３５，

１３９；３６，１３１。

——错误和失败的原因——３３，２０２、２０７、

２１０、２１８、２２６、２２９、３７６、３７８；３５，１５４；

３６，１０。

——教训和意义——３３，２０６—２０７、２１０—

２１１、３７６、３７８、６４４；３５，１５４；３６，２２７—

２２８。

——公社失败后的公社社员——３３，２２８、

２３２、２５８、２８４、３１４、３２０—３２１、３３４—

３３５、３４８—３４９、３５４、３６１、４４６、６４６—

６４７、６６３—６６４、６６６—６６７、６７５、６８７；

３４，３３０；３９，３６３。

巴黎和约（１８５６年）——２９，３７０；３３，１５２—

１５３、１６９；３４，１０５。

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１８４８年）——２７，

４１０、５６１；２８，５８６；３３，１７５；３６，３９。

巴拿马事件——见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统治阶级的腐败）。

罢工和罢工运动——３２，１４３、２９８；３４，

１５３、３５２；３７，４０１—４０２；３９，１３８、

１５４—１５５、１５９—１６１。

——作为工人的阶级斗争形式——３２，

３４８；３３，３３７；３４，３５２；３６，４６３、５４０；

３７，２５３—２５４、２５９、２６８；３８，８０、８９。

百科全书

——英国的——２９，１４８、１８４、２６７。

——德国的——２９，１２２、１４８、１８４、２７２。

——法国的——２９，１８４。

百年战争——３９，９７。

拜物教（商品的）——３１，３２１。

保护关税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４０年代的演说

——２７，１０３、４６１；３８，１６—１７。

——作为对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反应——

２８，２７０；３０，２２４；３１，４０６；３６，４３０；３８，

３０５、３６４、４４０、４６５—４６６。

——作为争取国外市场的斗争手段——

３０，９—１０；３４，４０１—４０２；３５，３１６—

３１７；３６，２７４—２７５、３８９、４３６；３７，

３１９—３２０；３８，３６３。

——在工业发展中国家和殖民地——３０，

２２４；３１，４０６；３６，４３０；３８，１９４、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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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３—３６４、４４０、４６５—４６６。

——“新曼彻斯特派”（关税战争 理

论）——３６，３８９、４３６。

——和国内税收——３７，２６。

——和外贸条约——２８，２２３；３８，２９４。

——和国家对谷物进口的垄断——３９，

２０７—２０８、２６１。

——和国内市场上的商品滞销——３８，

２９４。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２８，

９４、２７０—２７１；２９，３０７；３２，２７５；３８，

３６４。

——在澳大利亚——３０，２２４；３１，４０６。

——在奥匈帝国——２７，５２９；２８，２２３；３８，

３６３、４４０；３９，１３２。

——在 英 国——２７，５３９；２８，３２、５０７、

６２０—６２４；２９，３０７；３０，９—１０、２２４；

３２，２７５；３６，３８９。

——在德国——２８，１４４—１４５、２２３、５０７；

３２，７６—８０；３４，４０１—４０２；３５，１３２—

１３３、２２９—２３０、３１６—３１７；３６，２６０—

２６１、２７４—２７５、３０９、３８９；３７，３１９—

３２０；３８，１４７—１４８、２８１—２８２、３０５、

３６３—３６４、４４０；３９，３６２。

——在印度——３８，３６４。

——在爱尔兰——３１，４０５—４０６。

——在西班牙——２８，５０２—５０３；３８，３６３。

——在意大利——２８，５０２—５０３；３８，３６３。

——在加拿大——３０，２２４；３１，４０６。

——在俄国——３８，１９４—１９５、３０５、３６３—

３６４、４６５—４６６。

——在美 国——２８，９２、９４、２７０、６２３—

６２４；２９，２０９、３０７；３０，２２４、２４５；３５，

３１７；３７，２６、４７；３８，１９４、３１６—３１７、

３６３、４４０；３９，３９、５４、１６９、２１７。

——在法国——２７，２７８；３０，９—１０；３８，

３０５、３６３；３９，２０７。

  并见对外（世界）贸易，自由贸易。

保加利亚——３４，２１７；３５，２７３、２７５—２７６；

３６，３５７、５１６、５３５、５３７、５４６—５４８、

５５０、６２０、６３６—６３７。

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战争（１８８５年）——

３６，３８０—３８１、３９２、４４４、５４７—５４８。

保加利亚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３９，８１、２９６、４４４。

保守党（德国）——３６，１５２、１６０；３９，９８。

保守党（英国）——３２，１９４；３４，２９７—２９８；

３５，１６５、１８Ｏ、３０９、３３３、３５３；３６，３２８、

３４２、３４５、４３６、４３８、６８５；３７，２４７、２８９；

３８，８８、１７６、２９５—２９６、３７２、３８２—

３８３、３９０—３９２、３９９—４００，３９，９、１２、

４３、７２、２０６、２１３、２１７、２３６、３７７。

并见托利党。

保卫人权和公民权同盟（１８８８年）——见

卡德派。

保险事业

——资本家保险事业的来源——３６，１９７。

——保险公司——２７，３０５；３２，２４９、２５３。

——关于保险事业国有化问题——３４，

４０１。

  并见工厂立法。

报刊

——资产阶级报刊——３２，３６３；３３，２０２、

３０７—３０８；３４，１９５；３５，７５—７６；３８，

２９６；３９，３４３、３７７。

——无产阶级报刊——３３，５９０—５９１；３４，

４８—４９、５７；３５，２７０；３７，１７—１８、１５４、

１６３—１６４、１６８；３８，２９６—２９７；３９，３２、

３７６—３７７。

  并见无产阶级政党（——报刊）。

暴力（它在历史上的作用）——２７，７１；３３，

６２０—６２１；３５，１２３；３７，３２１、３６２—

３６３、４９１；３８，４９０，３９，４０、４０１。

  并见征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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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艺术中的）——２９，５７２—５７５、５８３—

５８６。

北德意志联邦——３２，６８、５９７；３３，３３；３５，

２６０、２６２、４２６；３６，２３９。

贝都英人——见阿拉伯人。

本质和现象——３１，１２５、３１８、３２０；３２，

１１—１２、７５、５４１—５４２、５８３；３４，６６、

１４３。

比利时——３７，３１２；３９，１３４、１３９、１５３—

１５４、１６１、２８９。

——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２７，４９５。

——经济——２７，１３８；３４，３４７；３９，１６１。

——铁路——３４，３４７。

——对外贸易——３０，２２３；３２，７６—７７、

７９。

——对内政策，国内形势——２７，１３１—

１３４、１３８—１３９、４９５—４９６；３２，５９２。

——争取普选权的斗争——３４，２１９；３９，

１３４、１３９、１５３。

——工人阶级——２７，１３８；３９，２８９—２９０。

——军队——３９，１６０—１６１。

——对外政策——２７，３７４；３７，１９２。

——殖民政策——３６，２０８。

  并见比利时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

运动。

比利时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３１，

４７４、４８２；３２，９５、１４３、５９２；３３，６３８；

３４，２１９；３５，２６８；３６，６３５；３７，５２、１２０、

１３３、１５２、１５４、１５７—１６１、１６４、１７２—

１７７、１８２、１８４—１８６、１８９、１９０—１９１、

１９３—１９４、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８、２６４、３０９、

３６３；３８，７４、７７、１３０、１３５；３９，８７、

１５３—１５４、１６０—１６１、２８９—２９０、２９６、

３０９。

  并见第一国际在比利时，工会。

必然性和偶然性——２７，２１０；２８，５０９；２９，

２９２；３１，２５０；３２，５４１、５８３；３５，３６２。

——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３３，２１０—

２１１；３７，４６１；３９，１９９—２００。

——必然性和可能性——３３，８９；３４，４５６。

必要劳动——３０，２６６；３８，１９３—１９４；３９，

４２１。

辩证法

——黑格尔辩证法——２７，３９４、４７９、４８６；

２８，５２；２９，２５０、２６２—２６４、３２４—３２５、

５４０；３０，２０９；３１，３０９、３１２；３２，１８、

４６３、５２５—５２６、５３５、６７２；３３，１２６—

１２７；３４，２８；３６，３８、４６６；３７，４９１；３８，

２０２—２０３。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黑格尔

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对立——３２，５２６、

５３５、６７２；３８，２０３。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２９，

２９９—３００、３０６；３０，２０９；３１，１３５、１８５、

３０８、３１２、３１８、３８５、４１０；３２，９、２９、８９、

２３６、５２５—５２６、６７２；３３，１００、４３３；３５，

７６。

——马克思《资本论》是辩证地分解了的

整体——３１，１３５、１８５。

——马克思打算写辩证法概要——３２，

５３５；３６，３。

——辩证的方法——３０，２０９；３１，３１８、

３８５；３２，８９、５２６、６７２；３６，４１。

——辩证法的规律——３１，３１２；３５，３７０。

——辩证的矛盾——３２，５２７。

——辩证的发展——３５，３７０、３８０。

——辩证法是哲学的一部分——３４，１８。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３４，

２８；３７，４９１；３９，９６、３４４。

——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３５，

４２９；３６，３５９；３８，２０３。

——自然辩证法和自然科学——２９，

３２４—３２５；３１，３０９、３１２、４７１—４７２；

３３，８２—８６、１２６—１２７；３５，１１４—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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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中的辩证法——３６，１３６。

——政治中的辩证法——２９，６１５；３１，

４１８；３２，５３１、５３６；３３，４６。

——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辩证关系

——３０，６１、５４６—５４９。

——狄慈根的辩证法——３２，１６４、１８２；

３６，５２２。

——巴尔扎克的辩证法——３６，７７。

——其他——２９，１５２；３２，４９３、６０９；３８，

２９８；３９，４６６。

辩证唯物主义——见辩证法，唯物主义。

波兰——２９，７６；３５，２６０—２６１、４１５。

——农奴制的产生——２９，７８—７９。

——贵族（小贵族）——２７，２８５—２８７；２８，

５８４；２９，５７３；３０，３４１。

——农民——２９，７８—７９。

——瓜分波兰——２９，８５；３０，４０１；３５，

２６０—２６１；３６，５４５；３７，３７１。

——乌克兰土地和白俄罗斯土地——２７，

２８６；２８，５８４；３７，３７１。

——１７９４年起义——２９，８４。

——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起义——２７，２５０；２９，

１６８；３０，３３２、３５７。

——１８４６年克拉科夫起义——３５，２６３。

——和俄国——２７，２８５—２８６；２８，５８４；

２９，５０４；３４，２７５。

  并见波兰民族解放起义（１８６３—１８６４

年），波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波兰问题。

波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３２，

３４８；３５，２６１；３７，３４８；３８，２７４；３９，４、

６、５１、２４０、２４７、２９０、３２７—３２８、４６７。

并见第一国际和波兰革命运动。

波兰民族解放起义（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

３０，３２２、３２４—３２５、３３４、３４９、３５５—

３５６、３６５、３６８—３６９、４０１—４０２。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３０，

３２２—３２５、３２７、３２８、３３１—３３２。

——和国际工人阶级——３０，６８１。

——和俄国革命前途——３０，３２２、３２４—

３２５、３５０；３５，２６３。

——和英国——３０，３３２、３５７、３６８、４０１。

——和 普 鲁 士——３０，３２２—３２５、３２９、

３３１、３５０、４０１—４０２；３４，３０６—３０７。

——和法国——３０，３２９、３３２、３３４、３６５、

３６８—３６９、４０１。

——和流亡者——３１，５３；３５，２６４—２６５。

波兰问题

——恢复波兰独立的意义——３０，３３１；

３４，１６６、２２３；３５，２６０—２６３。

——和欧洲大国的立场——２９，８３—８４；

３１，４１—４２、８６；３９，１０。

——瓜分波兰和欧洲反动统治——３０，

３３１—３３２；３４，２７５—２７６；３５，２６０—

２６１；３７，３７１。

——和欧洲革命——２９，８３—８４；３０，３２３、

３２４—３２５；３１，４３０。

波拿巴制度——２７，１５８、４０８、４１１—４１２；

３１，３５０；３２，１９５—１９６；３５，２６０—２６１；

３７，６３、７０、１１３—１１５、１３６、１３８—１３９、

１６２、２５８、２７３、３００、３８４。

——社会基础和阶级性——３１，２０９、５３８；

３３，４１—４２；３６，５５；３７，１３６。

——管理方法——３０，１８７；３３，１１、３４；３５，

４５０—４５１；３６，５４６—５４７。

——它在工人运动和革命民主主义运动

中的代理人——３３，３３５；３４，２１１—

２１３；３６，３０６。

——普 鲁 士 的——３４，３１２—３１３；３５，

４５０—４５１；３６，５６、５１５；３７，３７７—３７８。

  并见法兰西第二帝国。

波斯尼亚——３４，２１；３５，２６２；３６，５３７、

５４３、５４５—５４６。

波希米亚——见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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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小私有者—生

产者的剥夺——３１，３４０；３２，２９７、

３４０、６８４；３４，３４９；３５，１５９—１６０、２７５、

３３２。

——剥夺剥夺者——３１，３４０；３２，６８４。

  并见没收（没收私有财产），国有化，

私有制。

剥削

——资本对劳动力（劳动）的剥削——３０，

２６６—２６７；３１，３１０—３１１；３２，４６、７３；

３５，１６０、２２８、４２５、４２９—４３０；３６，１９５、

１９７—１９８；３９，１３—１４。

——对家庭工业从业者的剥削——３６，

９０。

——对小农和雇农的剥削——３９，２９５。

——英国是全世界的剥削者——２９，３４５。

  并见英国。

——金融资本和资产阶级政府对殖民地

的剥削——３７，３６７。

  并见工资，殖民地，剩余价值。

柏林——２９，５３３；３０，５８５、５９０；３６，２３４、

３８３、４８７；３７，４３３；３９，１１８—１１９、

１２９—１３２。

柏林条约（１８７８年）——见俄土战争

（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年）。

布朗基主义、布朗基主义者——３２，５８５；

３３，５３６—５３７、５５９；３５，２６１；３６，３０１、

３６９、６３１；３７，１２、１１４、１２８、１３８、２５８、

２９０、２９７；３８，９０、２８７、３２３、３２５、４４８、

５５４；３９，４２、７３、８６—８７、１１３、１１６、

１３０、１４２—１４３、１８２—１８３、２６２—２６３、

３９６—３９９。

  并见“四季社”。

布朗热主义——见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１８４７年）——２７，９９—

１０３、１０６、１３３、４９４—４９５。

布鲁斯派——见可能主义、可能派。

不变资本——３０，２６６—２６９、３５８—３６３；

３１，３１８；３２，６６—６７、７１；３６，１９６。

  并见资本，机器，资本有机构成，固定

资本。

簿记

——意大利簿记——３０，２５２。

——资本主义的簿记——２７，２４４—２４５、

２４８—２４９、３０７、５６６；３１，３１６、３３３—

３３８、５１１—５１４；３８，２７２—２７３。

——工人组织里的现金出纳和簿记——

３２，６６６；３３，６０９。

Ｃ

财富（社会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

２７，３３０—３３１；２９，３００、３０４—３０５；３４，

４１、８２、３４９。

财政

——国债——２７，３１８、３９３；２８，２５７、４２７；

２９，１９１—１９３、３９７；３０，２３７、２４５、２９１；

３２，３９５、６７４；３４，３４８—３４９；３５，１５０；

３６，３６５；３９，２２６。

  并见银行，预算，国家资本主义，货

币，借贷，赋税。

采掘工业——见采矿业。

采矿业——２８，１１４；３２，７９；３５，１２９、１８７。

——它的公有化——３７，４５１。

——开采金和银——２７，３８３、５２９；２８，３３、

１１５；２９，７２、２０３；３５，３１２—３１４；３７，

２６７、４８５；３８，１６、５５。

——工人的状况和斗争——３２，７８；３６，

３８４、４５６—４５７；３７，２６６、３９３；３８，８９—

９０、３５０—３５１、３６０—３６１、４８９；３９，３４、

１３７—１３８、１５４—１５５。

策略——见军事学术。

差额（对外贸易的）——见对外（世界）贸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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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革命——３０，３１８—３２０。

——无产阶级的形成是产业革命的社会

结果——３６，２７９—２８０；３８，５７—５９、

５５８—５６１；３９，１４７。

——在英 国——３５，１９６；３６，２３０、２５１、

２７９—２８０；３８，３６５、４６６。

——在德国——３６，２１７、２３１、２５１—２５２、

２７９—２８０，３８，３６５、４６６、５６１。

——在俄国——３８，３６２—３６７、４６４—４６６；

３９，４０、１４６—１４８。

——在美国——３６，２７９—２８０；３８，４６６、

５５８—５６１。

——在法国——３６，２３０、２５１。

  并见大工业，机器，电。

超额利润——３６，１９８。

  并见额外利润。

成本——２９，２８２；３１，５７４—５７５；３２，２１７；

３６，１９６。

  并见生产费用，价值，价格、价格形成。

城市

——城市和乡村的分离——２７，４８０。

——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３５，

４４６；３９，１００—１０１。

——在东方——２８，２５０。

——在奴隶社会——３９，２６５。

——在 中 世 纪——２８，３８２—３８４；２９，

５７３—５７４、５８４—５８５；３９，４６１。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２８，３０３；３５，

２５６；３６，３８３—３８４；３９，１１１—１１２、

１２４、１３１—１３２。

抽象

——抽象的和具体的——２７，１３—１４、３０、

１９４、４３３、４５０；２８，１３７；２９，２６４、３００、

３０４、５４６、５５４、５７４、５８４；３０，２７６、２８４、

６３７；３１，３０８、３１４、３２０；３３，２６７；３７，

１４６、４９１；３８，２０２—２０３、４８１；３９，３７２。

——抽象思维——２９，３２６；３１，３０８。

——作为研究方法——２９，２９９—３０６；３１，

３３１。

——经济范畴是社会关系的抽象——２７，

４８２、４８４—４８５；２９，３００—３０３；３１，

４７０；３６，２０９。

抽象劳动——３１，３２０。

储备（商品储备）——２８，４８、２９６—２９７；

２９，２０１、２１２—２１３、２２２、２３７、２４２、

２７４、３０８、３５７、５５７；３１，８７—８８、１１０；

３２，８３、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１—２１２、２１４；３９，

１５４。

储金（劳动人民和小私有者的）

——在蒲鲁东理论中——２７，５７—５８。

——和巴拿马 事件——３８，５４２—５４３、

５４８、５５３、５６１。

磁——２９，３２４—３２５；３０，６６６；３３，８５；３５，

４４６。

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

见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

存在和意识——３３，１７８；３９，４０８。

Ｄ

达尔文主义——２９，５０３；３０，１３１、２５１—

２５２、５７４—５７５、６６２；３１，９８、２５０—

２５１、２６０—２６３、４１０；３２，５３、１７６、１９３、

４６３、５６７、５８０、６７２；３４，２０、１４４、１６１—

１６４、３１１、３１５；３５，３９８—３９９、４３２；３６，

１１２、１４６；３７，１０６；３９，４１１。

——达尔文主义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自

然科学基础——３０，１３１、５７４；３４，

１６３—１６４。

——和科学社会主义——３４，１４４、１６１—

１６４、３１１、３１５。

——和马尔萨斯主义——３０，２５２；３１，９８；

３４，１６２。

——社会达尔文主义——３２，５８０、６７２；

３４，１６１—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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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业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对大工业的

分析——３２，５２８；３８，４９５；３８，４６５—

４６６。

——大工业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中的意义

——３４，３０６；３６，１９４。

——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必要条件——

２７，４８４；３７，４８５。

——大工业的技术基础——３０，３１７—

３２０；４７０；３４，３４７；３５，４４５—４４６；３８，

３０５、４６４—４６５；３９，２９７。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周期发展——２９，

２８０、２８２—２８４；３４，１６３；３６，２６、９０、

４５６。

——资本主义条件下大工业的国有化

——３４，３０６；３８，５８—５９。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大工业的公有

化——３７，４４４。

——和家庭工业——３４，４２７—４２９；３５，

２２９；３６，９０、２３０—２３１、２５１—２５２；３８，

１９４、３６３—３６４、４６５—４６８。

——和农业公社——３８，３６５—３６６；３９，

３８—４０、１４７—１４８、３９４。

——和劳动的强化——３９，４２１。

——和工场手工业——２７，４７９；３０，３１８—

３２０；３８，３０５—３０６；３９，４２０—４２１。

——和国内市场的建立——３８，１４７、

１９４—１９５、３０５—３０６、３６３—３６６、４４０、

４６４—４６８；３９，３９、１４７、１７０—１７１。

——和保护关税——３８，３０５、３６３—３６４、

４４０、４６５；３９，１３２。

——和分工——２７，４７９；３９，４２１。

——和电工技术革命——３５，４４５—４４６。

——在蒲鲁东理论中——２７，４８、３２０—

３２１、４７９、４８７—４８８。

  并见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股

份公司，对外（世界）贸易，农业，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阶级斗争，共产主义

（社会经济形态），竞争，机器，国有

化，生产，产业革命，技术和工艺学，

工厂。

大地主所有制、大地主——见英国，爱尔

兰。

大庄园（大地产）——３７，４４４；３８，１３７；３９，

１０１。

  并见英国（大地主），德国（容克），德

意志帝国（容克），土地所有制，普鲁

士（容克），俄国（贵族）。

代数学——２９，２４７、４１１；３０，３５７、３９４；３５，

１０８—１１０。

代役税——３２，６３７。

  并见赋税。

丹麦——２７，８３—８４；２８，６１６；２９，１３２；３１，

７—８；３３，６０１；３７，３２２—３２３。

——经济——２９，２２９；３５，３３３。

——军队——２７，３７４；２８，３５９—３６０。

并见丹麦战争（１８６４年），丹麦工人运动和

社会主义运动。

丹麦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３３，

４２９、６００—６０１、６４３；３４，１７；３５，２６７；

３７，１５２、１５４、１６４、１７５、１８９、１９０、２０８、

２１３、２３０、２６４、２６８、３２１—３２４、３８７、

４６８。

  并见第一国际在丹麦。

丹麦战争（１８６４年）——３０，３７８—３７９、

３８７、４１３、６４７—６４８。

——１８６４年伦敦会议——３０，３８４、３９４、

４０２、６４８、６６２。

  并见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蛋白质

——蛋白质是生命的体现者——３２，１９３、

１９９；３６，３１３—３１４。

道德——３４，２８；３５，１４６、３７１；３７，９８—９９、

１０７—１０８、３２２、５０３—５０４，３８，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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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８８、３７４—３７５、３７９—３８０、３８５、

５１７；３９，１４、２５１。

——作为上层建筑——３７，４９０。

——封建道德——３７，１４７。

——资产阶级道德——３０，４８４—４８５；３２，

１９１；３７，１４７；３８，１５２。

  并见决斗，爱情，家庭。

倒退——见前进和倒退。

德国（１８７１年建立帝国以前）——２８，５８８；

３０，２２９；３３，４１、２０７；３５，２６０、４４４；３６，

２３８—２３９、３７５；３７，１２６、４６１；３８，５４４；

３９，８８、９７—９８、３９２。

——在中世纪——２８，３８３—３８４；３７，２６７、

４８５；３９，９７—９８、１９９、４６２。

——向斯拉夫人的土地的移民——３５，

１２４；３９，９８。

——经济——２７，３８２—３８３；２９，２１４；３１，

３０２—３０３；３２，７８—８０、２９６；３９，１９９。

——工业——３０，４５；３５，１２３；３６，８９—９０、

２３１；３８，５６１。

——家庭工业，手工业——３６，２３１。

——铁路——３０，３８７；３１，１４３、１４６—１４７、

２２９；３２，７８—８０。

——股份公司——２９，４１、７９。

——农业和土地关系——３２，３６０—３６１；

３６，２３１。

——对外 贸易——２７，３５４、３６４、３８２—

３８３；２８，１４４—１４５；２９，２２９、２４６、２５５；

３０，２２３；３２，７６—８０。

——关税同盟——２８，１４４、５８６；３２，６９；

３３，６６。

——对内政策，国内形势——２７，５８８—

５８９；２９，４１３—４１４；３１，２７８、２８１—

２８２、３７６；３３，４２—４３。

——贵族，容克地主——２９，３２、５７２—

５７４、５８５—５８６。

——资产阶级——２９，３２；３０，８；３１，１４６—

１４７、２８１、３０２、４５６；３２，３４０；３３，１２、

１７、４２、１６７、２０４；３６，２３９—２４０、４６２。

——小资产阶级——２７，３０５—３０６、５４０；

３９，１９９。

——农 民——２７，３０５—３０６；２９，５８４—

５８６；３５，１２３—１２４；３６，２３１。

——手工业者——２７，４５０—４５２。

——工人阶级——２７，５４０；３１，４５６；３２，

１５７、５５８—５５９、５９８、６３３—６３４；３８，

５４４。

——国会——３１，２８１；３２，６８；３６，２３９。

——选举权——３１，２８２。

——统治阶级的政党——３１，３４５；３２，６９、

４５７、４６０、５８７；３８，３４５。

——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

派——２７，５６—５７、３０５—３０７、３６５—

３７０、４９１—４９２、５３３、５３９—５４０、５４２；

２９，３０—３１；３０，５４８；３３，１６７、２０３—

２０４；３４，１２０、３７７、３８１—３８２；３９，

４１６—４１８。

——２０—３０年代的反对派运动（“蛊惑

者”）——３３，１５９—１６０、３０７—３０８；

３５，３０；３７，１２７。

——统一国家的途径——２９，４１３—４１５；

３１，２０５、２１８、２２８、２３２、２３７—２３８、

２４２—２４３、２４７—２４８、２５２—２５３、２８１、

２８５、５１８；３３，５、１２—１３、１６、３２—３３、

４１—４３、６８；３５，２６０、２６２；３６，２３４、

２３８—２３９。

——革命前途——２８，５８７；２９，４８、４１４、

４３５、５８６—５８７；３０，１４９、３２５、３７８、

５７７；３２，１６７、３６１、４２７、５２７、５９８—

５９９。

——对外政策——３０，５４８；３１，２７８；３４，

３０６—３０７。

——和法国、皮蒙特反对奥地利的战争

——２９，４１４、５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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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见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德意志

帝国，普鲁士，莱茵省，萨克森，产业

革命，北德意志联邦，联邦议会，德国

农民战争（１５２５年），普奥战争（１８６６

年），普法战争（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德国

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德国工人俱乐部（巴黎，１８４８年）——２７，

６２５。

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３２，２５３。

——和第一国际——３２，１２１、１３６、１５９、

２０４、２７０、３１２、３１４、３３０—３３１、５５９—

５６０。

在 国 会 中 的 活 动——３２，４２、２７６、

２９３。

——同拉萨尔主义的斗争——３２，１５１—

１５２、１６０—１６１、１６８—１６９、２５３—２５４、

２７４—２７６、３１４—３１５、３３７。

——１８６８年纽伦堡代表大会——３２，１２１、

１４３、１５３、１５７、１６０、３１２。

  并见德国社会民主党。

德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一般评述——３２，５９８、６３８；３３，４４６、

４６２—４６３；３４，４１８、４５６—４５７；３５，

４４４—４４５；３６，２３１、２５２、６３３；３８，４９４；

３９，８６—８７。

——在１８４８年以前——３３，４６２；３６，５６７；

３７，１０９—１１０。

——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３２，

６３３；３６，１６２；３７，２９２。

——在５０年代——２８，５８８；２９，２９—３０、

５１—５２、３５０。

——在６０年代——３０，８９—９０、３９６；３１，

５５０、５６０；３２，１２１、１３４、３１２、３９６—

３９７、６０９、６３４、６６７；３３，４６２—４６３、

６４３—６４４；３５，２６０。

——和普法战争——３３，５、１２—１３、４１—

４２、４５、６６、１３４、１５４、１７１、１９１—１９２、

２７９、３４８；３４，１２０—１２１。

——和巴黎公社——３３，２３９、３４８。

——在７０年代（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通过之

前）——３３，１２５—１２６、５９０—５９２、６１８、

６３１、６４５—６４６；３４，２９３—２９４。

——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３４，

３３８—３３９、 ４０３—４０４、 ４０６—４０７、

４１７—４１８；３５，２１３、２２７—２３０、２７０；

３６，２１７、２５０、５６９；３７，１０—１１、２０２、

２０８、２２９、２５４、２６８、２９８、３４４—３４６、

３４８、３８０—３８１、４３３—４３４、４４３—４４４。

——在９０年代上半期（废除非常法以后）——３８，

２９１—２９２；３９，７１—７２、８３—８４、８６—８７、１２２、１２

９、１３４、２２２、２８９。

——罢工和罢工运动——３２，１７１；３７，

２０２、２２９、２５４、２６８，３８，８９；３９，３４４、

３４７。

  并见全德工人联合会，德国社会民主

党，第一国际在德国，科伦工人联合

会，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工会，“五

一”节。

德国古典哲学——见德国哲学。

德国农民战争（１５２５年）——３６，２３５、２６３；

３９，４６１—４６２。

德国人民党（１８６５年）——３２，３６０；３４，

１２０、１３０；３６，３０６、５３４；３８，１８２。

德国社会民主党

——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纽伦堡代表大

会——３２，１２１、１３６、１４３、１５３、１５７、

１６０、３１２。

——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３２，

３３０—３３１、３３７、３４２、３４７、３５０—３５１；

３３，５９１—５９２；３４，１１９—１２１、１２４—

１２５、１２９—１３０、１５０—１５１。

——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１８７５年以

前）——３２，１５１—１５３、１６０—１６１、

１６８—１７０、２５３—２５４、２６２、２７０—２７１、

３７６名 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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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４—２７８、２８２、２８５、３１０、３１２、３１４—

３１５、３２１—３２２、３２６、３３７、３６４—３６５、

４９９、５６９；３３，４６２—４６３、５６８、５８４、

５９０、５９４；３５，３７０—３７１、３８０。

——和普法战争——３３，４０—４３、６６—６９、

１３４、１５４—１５５、１５９—１６１；３４，１２１；

３７，１７１；３８，２２４—２２５、４８７。

——和巴黎公社——３３，２３９；３４，７８。

——１８７５年哥达代表大会和建立统一的

社会主义工人党——３４，５４—５５、

１１９、１３０—１３３、１４７、１５０—１５２、１５４、

３８９—３９０；３５，３７０；３６，２５；３７，２７２—

２７３、４８０、５２３；３８，２１—２２、６７—６８、

７４、８４—８７。

——哥达纲领——３４，１１９—１２６、１２９—

１３３、１３６、１４８、１５０—１５１、２９３；３５，

３９２；３７，５２３；３８，２８、８２—８７。

——实行非常法（１８７５—１８７８年）以前的

社会主义工人党——３４，１３、５４—５５、

１４８—１５２、２６０、２６３—２６４、２９３；３５，

２５５—２５６。

——在非常法时期（１８７８—１８９０年）——

３４，３３８—３３９、３５６—３５７、３９５、３９８、

４０３、４０６—４０７、４１６—４１８、４２１—４２２、

４４７—４４８；３５，２１２—２１４、２２７—２３０、

２５５—２５７、３１５—３１６、３２７—３３１、３３６、

４２５—４２６、４４４—４４５；３６，２３—２４、２８、

５８、８９、１０７—１０９、１２５—１２６、１５７—

１５９、１６２—１６３、１８０—１８１、２３０、２３３—

２３５、２４０—２４１、２４３、３０９—３１０、６０５—

６０６、６０８—６０９、６１３—６１４、６１８、６８５；

３７，４９、５６、６１、１２９、１８２—１８４、２０３、

３１７—３１８、３２６、３４４—３４６、３４８、３６５、

３７７—３７８、３８０—３８１、３９２、３９８、４２３、

４２６、４３３—４３６、４３８—４４１、４８２—４８３；

３８，２１—２２、３２—３３。

——废除非常法以后（１８９０—１８９５年）

——３７，４８１—４８３、４９８—４９９、５０８、５１５；

３８，１８—１９、２３—２５、３０、３８、４５—４６、

８８、１５２—１５４、１６０、１９８、２１０—２１１、

２１５、２２７—２２８、２８０、４３９—４４１、４５３、

４８８、５３１—５３３、５４０—５４１、５４７—５４８、

５５０、５５６—５５７、５６２—５６３；３９，２６、

１２９、２５８、２６９、２８１—２８２、２９５、３０８、

３１３—３１５、 ３１７—３１９、 ３２１—３２２、

３４５—３４９、３９９、４０１—４０３、４３１—４３２、

４３６。

——１８７５—１８７８年同小资产阶级流派的

斗 争——３４，１４７—１４９、１５３—１５５、

２６３—２６４。

——实行非常法以后同机会主义动摇性

的斗 争——３４，８９—９０、１０１—１０２、

３５６—３５７、 ３７２—３７６、 ３８７—３９１、

３９４—４０４、４０６—４０７、４１６—４１８、４４９；

３５，３２７—３２８。

——１８７９年创办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

人报》——３４，３５９—３６１、３６３—３６５、

３６７—３７６、 ３８７—３９１、 ３９３—４０３、

４０５—４０７、４０９—４１０、４１６、４４５、４４９—

４５０。

——党内斗争（１８８１—１８９５年）——３５，

１７６、２２９—２３０、２４８、２５５—２５７、３０８、

３２７—３３１、 ３７８—３７９、 ３８６—３８７、

４４３—４４５；３６，２４、２６、２８、３５、６０—６１、

１３６—１３７、１５７—１５９、１６４、１８１、２１５、

２３５、２４９—２５０、２６５、２８９、２９２、２９７、

３０７—３０９、３１４—３１５、３２１、３２５、３２７—

３２８、３３１—３３５、３４１—３４３、３６６、４１４—

４１５、６０８—６０９、６８５；３７，４８１—４８３；

３８，２１０—２１１、２１５、２３４—２３５；３９，

３０８、３１８—３１９、３２１—３２２、３４５—３４６、

３４８—３４９。

——无产阶级左翼——３５，９２、２３０、２５７、

３２９—３３１、３５９；３６，１０８、１６５、

４７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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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１８１、２０３、２１５、２１８、２４３、

２５０、３３５、３４１、３４３、３６６；３７，４８１。

——改良主义右翼——３４，６４—６５、１０２、

１０４—１０５、２８１、２８３、３５３—３５４、３５９—

３６０、３６４—３６５、３６７、３７３—３８４、３８７—

３９１、３９４—３９９、４０６、４Ｏ９—４１０、４１７—

４１８；３５，２５５—２５７、３１１—３１２、３２７—

３３１、３５６—３５７、３９２、４４３—４４５；３６，

２４—２６、８９、１３５、１５７—１５８、１６３—

１６４、１７７—１７８、２００、２７８—２７９、２９１、

３０８—３０９、３２１、３２５、３３１—３３５、３６６、

４６５、４７８、５１５、５２８；３７，４５２、４８１—

４８３、４９８—４９９；３８，１１９—１２１、１７９—

１８０、１８２、１８８—１９９、１９８、２３４—２３５、

４３９—４４０、４９０；３９，３１３—３１５、３１８—

３１９。

——莫斯特无政府主义集团——３４，９８、

１０２、１０５、２８１、３４２—３４３、３５１—３５２、

３５４—３５７、３６０、３６４—３６５、３８７—３８８、

４１０、４１６—４１７，４２、４４９—４５０；３５，

１４７、１６４、１６７—１７０、１７３、２９６；３６，１１、

２１４。

——半 无 政 府 主 义 反 对——“青 年

派”——３７，４３２—４３３、４３５—４３６、

４３８、４４１、４４５—４４７、４５０、４５２、４９１—

４９２；３８，１７９—１８０、１８２、１８８、１９２—

１９３、１９８、２０３、２１７、２７０、４４４—４５６。

——选举策略和参加国会选举——３２，

４７６、５９８—５９９；３３，６１５、６１８、６２０；３４，

２２５—２２６、２２８、２３２、３４２、４０７、４２１、

４６８—４６９；３５，２２７—２３０、３１５，３６，５８、

１５２、１８０—１８１、２１４、２１５、２２７、２３０、

２３３—２３４、２４３、２８９、６０５—６０６、６０８—

６０９、６１４、６１８；３７，８２—８３、３４４—３４５、

３５４、３５６—３５９、３６１—３６３、３７７—３７８、

３８０、３９２、３９８、４７３—４７４；３８，１３７—

１３８、１４０、２１７；３９，７１—７３．８３—８４、

８９—９０、３４７、３６９、３９０、４３１。

——党团在国会中的活动——３３，２２３、

２４６—２４７；３４，２５０、３２１、３５１、３５５—

３５７、３７４—３７５、３９０—３９１、３９４、４０１—

４０２、４１８；３５，１７５—１７６、１７８、２１２、

２２９—２３０、２５７、２７０、３３０—３３１、４２５—

４２６、４５１—４５２；３６，２３、１６３、２１６、

２３３—２３４、 ２４９—２５０、 ２５３—２５４、

２５８—２６２、２６５、２８９、３８０、３８９、４５４—

４５５、４６１、４６５、４７１；３７，１８、２２、２６、３０、

３２２；３８，８９；３９，１５、２６、３４、４１、３２１—

３２２、３４７、３６９、３７１、４０２—４０３。

——就发表《哥达纲领批判》而进行的斗

争——３８，５、９、１１、２０—２２、２５、２８—

２９、３１—３３、３５—３８、４２、４９、５２、５５—

５６、７２—７３、８２—８８。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１８９１年纲领

——３８，１１９—１２０、１２４、１５１—１５２、

１５９、１６９、１７５—１７７、１７９—１８０、１８２、

１８８、１９２、１９８、２０３、２３３—２３４、２７０、

４５５。

——报刊和出版活动——３３，２１５、２３８—

２３９；３４，１３—１４、１９、５４—５５、２８１—

２８２、３６０—３６１、３６８—３６９、３７５—３７６、

３８７—３９０、 ３９２—３９４、 ３９９—４００、

４０６—４０７、４４５，３５，１４６—１４７、１６２—

１６４、１７５—１７６、２０７、２１１—２１２、２７０、

３１５—３１６、３３６；３６，６３９；３８，５３４—

５３６、５３８—５４０；３９，１２９、１６２、１６６、

２５８、３１９、３８１、３８６—３８７、３８９、３９６、

４１８、４３０、４４５—４４６、４５９。

——和农民——３２，３６１—３６２；３４，２３２；

３６，２５３—２５４、２５８、２６１、４１５—４１７；

３７，３５９、３７７—３７８；３８，１３８、１４０；３９，

８４、２８２、２９５、３１４。

——和资产阶级政党——３４，１２０、４２１；

３６，１５２、１６１—１６２、２３３、６０６；３７，

５７６名 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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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３２２、３４４—３４５；３８，２９１—２９２；

３９，７１—７２、８３、８９、１２５。

——和军队——３６，２５３、２５４—２５５；３８，

１５７—１５８、１７１—１７２、２６７。

——和第一国际——３２，２７０、３１５、３４７、

３６１—３６２、４９５、６４８；３３，４７、２９９—

３００、３１５—３１７、３２７—３２８、３６４、３７０、

３８７、４１０—４１１、４３６、４６２—４６３、４６９、

５６８；３４，２０８—２０９。

——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３４，

３９５—３９７，４４８—４４９；３５，１０４、１０９、

３３１、３３６、３８１、３８４—３８６、３９５、４００；

３６，１４２、２４３、３２７—３２８、３５９、４３８—

４３９、４４２、４５２、４６５、４７１；３７，５２—５３、

２０９—２１０、２１３、２１８—２２１、２７２、３４６；

３８，１８５。

——和德国革命前途——３６，２５３、２５４—

２５５、３８１—３８２、５１５；３８，１６０、１７２、

１８５—１８７、２４５。

——对欧洲战争危险所采取的立场——

３４，４０８；３５，２７６—２７８、４１５；３６，３８１—

３８２、５１４—５１５；３８，１５６—１５９、１７０—

１７３、１８０—１８１、１８５—１８７、２４５、４９８—

４９９；３９，８８。

——在１９世纪最后３０多年的国际社会主

义运动中的作用——３３，５—６、６１８；

３４，１２０—１２１、１５４；３６，３９、２１４—２１５、

２２７—２２８、２３０、６１４；３７，２０９—２１０、

３８１、４７３—４７４；３８，１５７、１５９、１８５；３９，

８４、８６—８７、９８、１２２、１８３、２４５、４０２—

４０３。

——和第二国际的建立——３７，５２、１１５—

１１６、１２２、１２８—１２９、１５４—１５５、１６９—

１７１、１７３—１７４、１８２—１９１、１９３—１９４、

２０７—２１０、２２９、２３３—２３４、２３７—２３９、

２４１—２４２。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见

德国社会民主党。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见德国社会民

主党。

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２７，１３２—

１３３、１４０、１４８—１４９、５００、５０９；３０，

３２２；３１，６９；３２，５９８；３５，２６０；３６，

２３８—２４０、２５２、３７７—３７９；３８，５４４；

３９，３５７。

——工人阶级的作用——２７，１４３、５０６；

２９，３０；３２，６３３—６３４。

——资产阶级的立场——２７，１４２—１４４、

５０６、５０８。

——小资产阶级的作用——３４，３８１—

３８２、４０８。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２７，５０８、５１６、

５４２。

——三月革命——３４，３７９；３９，１５３。

——１８４９年春德国西南部起义（维护帝国

宪 法 的 斗 争）——２７，１５４—１５５、

１５６—１５７、３７３、５２５—５２６、５３３、５３４、

５４２、５７７；２９，８８；３０，５０；３５，３２９；３６，

３７７—３７９、５３１；３７，１２９。

——普鲁士的反革命作用——２７，５０８；

３２，５９８。

——失败的原因——３４，３８１—３８２。

——意义——３４，４０６。

德国哲学——２７，１１—１２、３２８、４７３、４８８、

５９７；２８，３２３—３２４；２９，１２３、１２６—

１２７、１３５、２６３；３０，３７３、６１５；３１，３９４、

５７８；３３，６、１２６—１２７、２３２、２４２—２４３；

３４，１８—１９、２２、２８—２９、３８２—３８３；

３６，１１５、１８７、６５６；３７，３６６、４８９—４９０；

３９，４０８。

  并见黑格尔派，康德主义，费尔巴哈

主义，谢林主义。

德国自由思想党（１８８４年）——３６，１５２、

１６２、４１７；３７，３５７；３８，９７；３８，７６、８３。

６７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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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１８７１年以后）

——一 般 述 评——３３，２０７—２０８；３５，

２５５—２５７、２６０—２６１、４４４；３６，５５、５８、

１６２—１６３、２３０、３７０、３７５、５１３、５４３—

５４４；３７，１２５；３８，２３、８９、１５６—１５７、

２２７、３４５、５３０—５３４；３９，３９０。

——帝国的建立——３３，３２—３３、４２、２０３；

３６，２３８—２３９。

——大工业——３４，３０５—３０６、４０１—４０２、

４２８；３５，１１６、１３２—１３３、１６３—１６４、

２２９—２３０、３１７、４１４—４１５、４５０—４５１；

３６，８９—９０、２１６—２１７、２３１、２５１—

２５２、２７４—２７５；３７，３１９—３２０；３８，３０、

５７—５９、３０５、３６３、４４０、５５８—５６１；３９，

３９、８６、１１１、１２９、４２２。

——卡特尔——３５，３１７、４１５。

——国家垄断——３４，３０５—３０６；３５，１６３、

３１６—３１７。

——家庭工业——３４，３０６、４２７—４２８；３５，

２２９；３６，８６—８７、８９—９０、２３０—２３１、

２５１—２５２、６０５；３８，１９４、３６６、４６６—

４６７。

——铁路——３４，３０５—３０６、３４６—３４８；３５，

１７８、３１６—３１７、３５５、３８３、３８８、３９９。

——财政——３４，４１３；３８，１４０。

——农业和土地关系——３６，２３１、２５１、

２５３—２５４；３７，３７７、４４４；３９，１００、１２９、

３９７。

——国内贸易——３４，４０１—４０２；３７，３１９。

——对外贸易——３４，３４２、４０１—４０２；３５，

１１６、１２３、３１６—３１７；３６，８７、９０、２１６—

２１７、２３１、２５１—２５２、２７４—２７５、３０９、

３７６—３７７、４３０；３７，２６７、３１９、３７３；３８，

１３７、１４７—１４８、２２７、３０５、３６３—３６４、

４４０；３９、３９、４６２。

——对内政策，国内形势——３３，１１３—１１４、

２４６—２４７、６１５；３４，１０５、３０５、３１２—３１３、

３１５—３１６、３４１—３４２、４２１—４２２、４５６—４５７；３５，

３０、３５—３６、１６３—１６４、２５７—２５８、２７６—２７７、

３３０—３３１；３６，３６—３８、５８、１４９、１５２—１５３、１６０—

１６２、１６３、２８９—２９０、３７０、４６３—４６４、

４９８、５１９、５４３—５４４、６０３、６８８；３７，

１０—１３、１８—１９、２２—２３、２６—２７、

３７—３８、４５—４６、４８—５０、５３、９６、１３０、

１５２—１５３、 ３１７—３１８、 ３４４—３４５、

３５２—３５４、 ３５６—３５９、 ３７２—３７３、

３７６—３７８、３８０—３８１、５０８；３８，１４０、

２６２—２６３、２８１—２８３、２９３—２９４；３９，

４３、５５、６８、７６—７７、２５９、３０８、３２２、

３２６、３３３、３３６、３３９、３４５、３６２、３６６—

３６７、３８８—３９１、３９８—３９９、４０２—４０３、

４３１、４５４。

——贵族，容克地主——３３，１９１；３５，４１６；

３６，２５２、３７０、４９８、５４３—５４４、６８８；３７，

７—８、３５３、３８１、４４４、４６８；３８，２８１—

２８２；３９，１６９、２２５—２２６、３４５。

——资产阶级——３３，１１４、１６７、１９１—

１９２、２０４；３４，１０５、４５７；３６，２３０、２５２、

２８９、２９０、５１５、５２４、５２８、５４３—５４４、

６８８；３７，１２、３５４、３７８、３８０—３８１；３８，

２６０—２６１、２８１—２８３、４３１；３９，４３１。

——小资产阶级——３４，１２０、３４１；３６，

２４１；３７，３４５、３５９、４１０—４１１；３９，７７、

８４０。

——工人阶级——３３，１９１—１９２、４４６；３４，

４０７、４１８、４５６—４５７；３５，２２８—２３０、

４４４；３６，５８、２１７、２４１、２５２；３７，３４５、

４１１、４３３、４４３；３９，４９０—４９１。

——农业工人——３７，３６５、４４４；３８，２１１、

３６６。

——农民——３６，２３１、２５１—２５２；３７，３７８、

４４４；３８，１９４、３６６—３６７；３９，７７、２９５、

３１４。

——国会——３３，２４６—２４７；３４，３２１；３５，

７７６名 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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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１７８；３６，３６９、４４４、４４５；３９，１４、２６、

７７、３８９—３９０、４０２—４０３、４３１。

——贵族的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３３，

２４６；３４，３２１、３４１、４２１；３５，３５、１６８；

３６，１６０、１６２、１６２—１６３、２３３、２４０、

３５９、３６９；３７，３４４—３４５、３５３、３５７；３８，

２１１；３９，７６、８３、８８—８９、４３１。

——７０年代对工人运动的政策（实行反社

会党人非常法以前）——３３，２７９—

２８０、２９３—２９４、４４５—４４６、４５０、４５６、

４８２、５２１、６４５；３４，１７６、２６０、２６２、

３１６—３１７。

——文化斗争——３３，１１４；３５，３５；３６，

４６２。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３４，７６、７８、

８１、８５—８６、３１２—３１３、３１５、３１９、

３３８—３３９、３５６—３５７、３６５、３７６、３９５、

４２１、４４７—４４８、４５６—４５７；３５，１６４、

１６９—１７０、３２７—３３０、３６１、３７８、３８６—

３８７、４１４、４４６；３６，３６—３７、１５２—１５３、

１６０—１６１、２３０、２３４—２３５、２６１、３２９、

５６０；３７，１５—１６、１８、２６、４９、１８３、３４５、

３６５、３７６—３７７、３８０—３８１、３８５、３９２。

——废除非常法以后对工人运动的政策

——３８，２３、２８２—２８４；３９，２８９、３２１、

３４７、３４９、３９０—３９１、３９７。

——战争政策，军队——３４，１０５、２９３；３６，

２５４—２５５、３７０、５１３；３７，２２—２３、２７、

３２、１３９、１５３、２７４，３８，１５７—１５９、２６４、

２６７、４０２—４０３；３９，２７—２８。

——革命前途——３３，５０７；３６，５６、３７０；

３７，１１，３６—３８、５０—５１、３５６—３５９、

３６５、３７２—３７３、３７７—３７８、５０８；３８，

１４０、１４７—１４８、１５９—１６０、１７２、１８１、

１８６—１８７、２４５、２９２、５４４—５４５、５６２—

５６３；３９，８８、２２２、４３９。

——对外政策——３３，５０７；３４，７９、８５、

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５、１９４—１９５、２４６、２７５、

２９６—２９７、３４２、４１４；３５，９３、２７６、４１５；

３６，５８、７５—７６、５１２—５１３、５４５、５４９—

５５１、６０２—６０３、６６９；３７，２７、３５、６３—

６４、１３０、４１７；３８，２９４—２９５；３９，１０、

１５。

——殖民政策——３６，２０８、２１５—２１６；３７，

１３０。

——和奥地利——３４，６８、２９６、４１４、４２２；

３６，５４５、５４９—５５１；３９，１５。

——和英国——３６，５１３；３７，１３０；３９，２７。

——和俄国——３４，１９５、２７５、２９６—２９７；

３６，１６０、２７６、３６４—３６５、３８８、４０６、

４４４—４４５、５１２—５１３、５１５、５４２—５４３、

５４８—５５１、５８５—５８６、６９１—６９２；３７，

２４４；３８，２２５、２９５；３９，１０、１５。

——和土耳其——３４，２９５—２９６。

——和法国——３６，５８、６０２—６０３、６３２、

６３７、６４６；３７，３５；３８，１８６；３９，１５。

  并见德国（１８７１年建立帝国以前），

普法战争（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保守党，“民族

自由党”，德国人民党，德国自由思想

党，中央党，德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

义运动。

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伦

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伦敦德意志

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在日内瓦）——３０，

４６８。

德意志工人协会（在布鲁塞尔，１８４７

年）——２７，９８—９９、１０２—１０７、４９５；

３２，５２３；３９，２３。

德意志民主协会（在巴黎，１８４８年）——

２７，１３７、５０４、６２５。

等级——２７，４７７、４８６；２８，３８２；２９，７８—

７９；３０，３２０；３７，１４５、１４８；３９，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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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２。

等价交换

——简单商品流通是等价物的交换——

２９，３０５—３０６。

——价值的等价形式——３１，３２０—３２１。

——和英国对印度的掠夺——３５，１５１。

  并见交换，价值，商品。

抵押、抵押债务——２８，３０３；３２，８９、３６２；

３５，３２、２５８、２７８—２７９、３１３；３８，２７２；

３９，３３３。

——根据蒲鲁东理论来消除抵押债务——

２７，３１８—３１９、３２５—３２６、３９３—３９４。

——在洛贝尔图斯理论中，——３６，２２１。

抵债劳动——３１，５６２。

地理大发现——３７，４８５。

地理环境——２８，２６０—２６３；３１，２５０—

２５１、２５８—２６２；３９，１９８。

地理学——２８，６０９。

地质学——３０，２６９；３１，１２９、２５１、２５８—

２６３、５３４；３２，５２、１２８、３６７、３８４、６００；

３３，１０８。

地租

——作为土地私有制的经济形式——３０，

２６９—２７０。

——作为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３１，

３３１；３２，１１；３５，１９１。

——作为额外利润——３０，２７０；３９，４０９。

——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收入——３０，３５８；

３２，３８０—３８１、６５５。

——谷物地租——３０，２６９。

——畜牧地租——３０，２６８。

——矿山地租——３０，２７７。

——产生地租的各种条件——２７，１７５—

１８０、１８９—１９０；３０，２７０；３２，１６９—

１７０、３６７、３７７—３８１、３８３—３８７。

——计算地租的方法——２７，１７５—１８０、

１８９—１９０；３０，２７６；３２，１６９—１７０。

——地租对农产品价值和价格的影响

——２７，１７５—１８０、１８９—１９０；３０，

２７０；３２，３８５；３４，４３９。

——国家占有地租——３５，１８４、１９２；３６，

９１。

——和价值规律——２７，３２９—３３１；３０，

２７６—２７７。

——和土地投资的利息——２７，１７５—１７６；

３２，１７０、３７９—３８１、３８３—３８４、３８６。

——和土地肥力的差异——２７，１７５—１８０、

１８９—１９０；３２，３７８—３８１、３８４—３８７。

——和农业中的改良——２７，１７５—１８０、

１８９—１９０；３０，２６９；３２，５—６、１７０、

３８１。

——在重农学派理论中——３０，２７６；３４，

４１。

——在亚 斯密理论中——３０，３５８；３２，

９７—９８。

——在大 李嘉图理论中——２７，１７５—

１７９、１８９—１９０；３０，２５１、２６８—２６９、

２７６—２７７、３５８、６２４；３２，３６７、３７７—

３８１、３８３—３８６。

——在洛贝尔图斯理论中——２７，２７８；

３０，６２４；３５，４１６；３６，１１１、１５０、２２１。

——在杜能理论中——３２，５２５。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

２７，１７５—１７９；２８，５０８—５０９；３２，４４、

１７０、３６７、３７７—３８１、３８３—３８７；３５，

１８４、１９１—１９３。

——作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研究

对象——３１，１８０—１８１、３００；３２，６、

５３９；３６，３１、９７、２８５、３１４、３１９、３７５、

５５６、６０４；３７，２３６。

  并见绝对地租，租佃，级差地租。

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３１，１１—１７、

４３４—４３５；３２，６５６—６５９；３３，２４２—

２４４、２５４、２６２—２６４、２６８—２６９、３３２—

９７６名 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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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３４０—３４１、３８３—３８５、４３５—４３６、

４４４—４４５、５９２—５９３、６０８、６４３—６４５；

３４，３８４；３５，２６７—２６８；３６，５８４—５８５。

——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成立大会——３１，

１１—１５、４２４、４３８。

——纲领性文件及其性质（成立宣言和章

程）——３１，１２—１７、１９、２２、２６、４３４—

４３５、４３８—４３９、４４６；３２，２５５—２５６、

３３１、５５３、６４８、６５９；３３，２４２、２６１—

２６７、２９５、２９９、３１５—３１６、３２６、３３０、

３３２、３３８—３４１、３７９、３８９、４０９—４１０、

４１７、４３８—４３９、５０２—５０５、５２４、５３３、

６４４；３５，３６９；３６，５８４—５８５；３８，８４；

３９，４６。

——组织原则——３１，４２、７４—７５、３５２—

３５３、４５９、４８２—４８３、４９０—４９１、４９５、

５００—５０１、５２６、５４４；３２，２５６、３３１、

４０５—４０６、４４９、５５９、５６２；３３，１７５—

１７６、２４２、２６４—２６６、３２９—３３０、３３５—

３３６、３５１、３６７、３７５、３７７、３８９、３９８—

３９９、４０９—４１１、４３５—４４２、４６２—４６３、

４７３、４９１—４９２、５０１—５０２、５０８、５２２、

５２５、５６６—５６７、５７５、５８２、５８９、５９９。

——为协会的无产阶级阶级性质而进行

的斗争——３１，１５—１６、８６、９０、９４、

１０２、１７２—１７５、１９５—１９７、４４４、４５１—

４５２、４６７—４６８、４７４、４９５、５０６—５０７；

３２，９４—９５、９７、１０９—１１０、１２３、１４３、

１７８—１７９、３７４、３７６、４８０—４８１、４９９、

５５９—５６０、５６７—５６９；３３，２１７、２６７—

２７０、５１０、５１５—５１６；３４，３８４。

——为国际无产阶级的统一而进行的斗

争——３１，４８８、５３３；３２，２５５、６５８；３３，

２４２—２４４、２６３—２６６、２６９、２７３、４３５—

４３６、４４４、５３１、５９３；３６，５８４—５８５。

——无产阶级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不

可分割的联系——３１，５３３；３２，３４８、

６６２；３３，３３７、３９０—３９１、４１７—４１８、

５０５、５２４。

——和罢工运动——３１，１２４、２０８、２１１、

２１３、２１７、２８４、５１９；３２，５９—６１、１１０、

２２４—２２５、２２９、２７４、２９３—２９４、２９７—

２９９、３３９、３４８、３９６、５４４、５４６、５９２、

６９７—６９８；３３，１９９—２０１、２１１—２１３、

２７３—２７４、２７７、４４０、５５８；３４，３４１。

——和工会组织——３１，１１—１２、５４、１２４、

４３４—４３８、４５０、４８８、４９３、４９８；３２，

１３６、１３９、３３３、３４７、５５９；３３，３２４、４４０、

５２２—５２３、５７４、５９９。

——和合作社运动——３１，４５０、４８８、４９２；

３２，３９６、６７４。

——国际纲领中的社会主义原则的确定

——３２，１４２—１４３、２５５—２５６、３６０—

３６２、３９２、６７４；３３，２６６—２６７、３９０。

——土地问题（和农民）——３２，１４２、３６２、

６７４；３３，２４５、４２９；３９，３０６—３０７。

——和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３１，１１３、

２０８、３４７、４５８、５３３—５３４；３２，６５６—

６５７、６６２、６７４；３３，３３２—３３３、３３７、

３４５、３９０—３９１、４１７—４１９；３４，３８４。

——和在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

——３３，６０、３３７、５０５、５２４。

——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无阶级的社会

——３２，２５６、６６３；３３，２０６—２０７、２６７、

４１７、５０５、５２４。

——和巴黎公社——３３，２０６—２０７、２１６—

２１８、２２６—２２８、２３５、５９２—５９３、６４４、

６６２、６７６、６８６—６８７；３５，１３９—１４０。

——对公社流亡者的救济——３３，７１—

７４、２５４、２５６、２７７—２７８、２８１、２８４、

２８７—２８９、３０２、３１４、３５４、３５６、４４６—

４４７、６０９、６６６—６６７。

——为无产阶级在对外政策中采取独立

立场和反对侵略战争而进行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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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５、５２、６７—６８、８６、４７８、４８９、

４９３；３２，１４２—１４３、２９９—３００、５４７、

５９２；３３，７、１６、３４、５７、５９、６２、６８—６９、

１３１—１３２、１３４—１３５、１５２、１７４—１７５、

１７７、２７９—２８０；３４，１２０—１２１、３６５—

３６６；３８，２１８—２１９；３９，７０。

——和民族问题——３１，４２、４５、８５—８６、

９０、２２４、２３０—２３１、３８１、３８５—３８６、

４０３—４０５、４８９、４９３、５６２；３２，３６１、

３６９、３７３—３７４、３７６、３８７—３９３、３９７—

３９８、４０４—４０５、４３６、４３９—４４０、４４７—

４４８、４７３—４７４、６２４—６２８、６４５—６４６、

６５３、６５４—６５７；３３，３５５。

——同蒲鲁东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的斗

争——３１，２２４、２３０、２５６、３４７—３４９、

３５３、５３０—５３３、５４６；３２，１３９、１４１、

１４３、５４７；３３，２６６—２６７、３３３、３４３、

４３２；３９，３０６—３０７。并见蒲鲁东主义、

蒲鲁东主义者。

——同拉萨尔分子和拉萨尔主义的斗争

——３１，７１—７３、７６—７８、８３—８４、

８８—８９、９７、１００—１０１、１１３—１１４、

４４８—４５１、４５７—４６１、４６５—４６６；３２，

１５４、１５８—１６１、１６６—１６９、３２３—３２４、

３２９、４８８、５５５—５６０；３３，３３３、４０４—

４０５。并见拉萨尔主义、拉萨尔分子。

——同工联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斗争——

３１，３５、１１８、３４７—３４８、５２６；３２，１９２、

２７４、３８７、３８８—３９２、４０５、４３４、４７４、

５３０、６５６—６５７；３３，３３２、３８５、５２６；３６，

６５９。

——同巴枯宁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的斗

争——３２， ２１８—２２１、 ２２７—２２８、

２５５—２５７、２６０—２６１、３３４、４０５—４０７、

４１２、４２１—４２２、４２８—４２９、４３３—４３４、

４３９、４４１—４４２、４６１、４７０—４７１、４８３、

４８９、５７４、５８１—５８２、６２８—６３３、６５１、

６６０—６６５；３３，７、２４１—２４４、２６０—

２６１、２６３—２６６、３３２—３３５、３４２—３４３、

３４４—３５０、 ３５７—３５９、 ３６６—３６９、

３９１—３９２、４２６—４２８、４３２、５１５—５１７、

５２０—５２１、５７４—５７５、５９３、６０１—６０２、

６１７—６１８；３９，２４、３０６—３０７。并见巴

枯宁主义、巴枯宁主义者。

——同马志尼主义者和马志尼主义的斗

争——３１，１５—１６、８６、１０７—１０８、

１１３、１９６、２２１、４７４、５０６—５０７；３３，

２４４、２６８—２６９、３２１—３２２、３２５、３５９、

４４９。

——和布朗基主义者——３２，１５５、２４７、

３１７—３１８、５９６、５８０、６４６；３３，５３６—

５３７、５５０、５８８—５８９。

——和在英国争取改革选举法的斗争——

３１，５３—５４、７４、８４、１１３、１６５、４９６、

４９８、５２６、５３３—５３４；３２，１９２、２６６。

——和和平与自由联盟——３１，３４３—

３４４；３２，２２７、５６６；３３，２６４—２６５。

——总委员会，它的成员和活动——３１，

１２—１７、４１—４２、１１８—１１９、１２７—

１２８、３５９、５２５—５２６；３２，１２５—１２７、

１３６、１４２—１４３、１４７—１４８、１６９、１７９、

１９２、１９８、２１８—２１９、２２２、２３９、２４２、

２９４、３３２、３３８、３４７、３６０—３６１、３７３—

３７５、３８７、３９０—３９１、４０４—４０５、４３４、

４４８—４４９、４５３、４５９、４６１、４７４、４８０、

４８３、５４８、５５９、５６２、５６４、５７１、５７４、

５７６—５７７、５８２、６３０—６３３、６５２—６５３、

６５６—６５７、６６３、６７４；３３，１４８、１５３—

１５４、２２４—２２５、２６３—２６７、２８４、２８６—

２８７、３３０—３３４、３４１、３４４—３４５、３６１、

３６８—３６９、３７３、３９９—４００、４３７—４４４；

３４，３３１；３５，１３９—１４０；３９，７０。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作用——３１，

１６—１７、１９、３５、４１—４２、１０２、１２７—

１８６名 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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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１６５—１６６、１９６—１９７、２０７—２０８、

２１１、２５６、５０６—５０７、５２５—５２６；３２，

１２５、２３９—２４２、２９０、２９４、３３６、４３４、

４４１—４４２、４７０、４９０、５２８、５４６—５４７、

５４９、５５３、５７４、５８１、６１９、６２８—６３２、

６５２、６５４、６５８—６５９、６６０—６６１、６７４；

３３，１６６、２３６—２３７、２６８—２６９、２９８—

２９９、３３４—３３５、４３７、４６６、４７９、５４４—

５４６、６８３—６８４、６８６；３５，２２４—２２５；

３６，４４。

——马克思作为德国通讯书记——３１，

４５８—４５９、４９０—４９２、４９８、５００、５６６、

５９１—５９２；３２，１２１、１５４、１５９—１６０、

１６６、１６９、２６０—２６１、２７０、２７９、３１９、

３２３—３２４、３３１、５３９、５５３、５５５—５６０、

５６５、６０９、６４８、６５１；３３，１３６、１５３—

１５４、１６６、３１５—３１７、３２７—３２８、４０９—

４１１、５４０。

——马克思作为俄国通讯书记——３２，

４５１—４５２；３３，１４８、２６１。

——马克思作为比利时通讯书记——３１，

４７４、４８２。

——马克思作为在美国的德国人支部的

通讯书记——３２，５３８—５３９、５６２—

５６３、５６５、６５１—６５８；３３，１４８、１５０、

１７８—１７９、３１５、３２４、３３１、４７５。

——恩格斯作为西班牙通讯书记——３３，

２１２—２１３、２７４、３６４、４１７、４２７、４３２；

３９，６９。

——恩格斯作为意大利通讯书记——３３，

２５１—２５２、２７４、３１３、３６４、３６９、４０７、

４１７、４３２、４３４、５５３—５５４、５３９。

——恩格斯作为丹麦通讯书记——３３，

４１６—４１７、４２９、４３２。

——恩格斯作为葡萄牙通讯书记——３３，

４３２。

——恩格斯作为比利时通讯书记——３３，

１９９—２０１、２７３—２７４。

——总委员会在纽约——３３，１２７、５１９—

５２０、５３１、５３３—５３４、５３８—５３９、５５２、

５５７—５５９、５６６—５６７、５７４、５８４、６０８、

６１９—６２１、６４４—６４６；３４，６０。

——国际工人协会的报刊——３１，３５—

３６、８５、１３６、１６１、１６５、１７７、１９５、１９８—

１９９、２１１、２１７、２２６、２３４、４８５、４９０、

４９５—５００、５０６、５１６、５１９、５３４、５８９、

５９３；３２，３９１、４０１、４０５—４０６、４１６、

４７４；３３，２２７—２２８、２５１、４１７、４２７、

４３３、４４８、４５５—４５６、５５２、６１７—６１８。

——它的经费——３１，２７０；３２，１３６、３２５、

３３８、４０６、４５３、６４８；３３，２７０、３７４、４２１、

５７４、５８６；３８，４３０。

——和统治阶级——３１，２７０、２７４；３２，１４、

１８、７８、９４—９５、１１０、１３６、３０４、４８１、

４８５、５０２、５１３、６６９、６９９—７０１；３３，

１１６、１９０、１９５—１９８、２０５—２０６、２３５、

２５２、２６３、２７９—２８０、２９３—２９４、３１６—

３１７、３２２、３３８—３３９、３７１、３８７、３９２、

３９５—３９６、４４０、４４５—４４６、４８２、５１４、

５２１—５２２、５５０、５８２—５８４、６０９、６８１—

６８２。

——和资产阶级报刊——３１，５３、６７—６８、

２７０、３４５—３４８、３５２—３５５、４０２—４０３、

４４６、４９１、４９５—４９６；３２，８８、５４７—

５４８；３３，１２、１９５—１９６、２３７—２３９。

——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３１，１２８、

１３６—１３７、１６１、４８３—４８４、４８９—４９３、

４９５；３３，３３９。

——日内瓦 代表大会（１８６６）——３１，

２０５—２０８、２１１、４８８—４９３、５０１、５１９、

５２３、５２５—５２６、５２８、５３０—５３３；３２，

１３９、２４２、５５３、６７４；３３，４３８—４３９。

——洛桑代表大会（１８６７）——３１，３３９、

３４６—３４７、３４９、３５１—３５３、５４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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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３９、２７９；３３，４３９。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３１，

３４７、３４９、３５３；３２，９４—９５、１３６、１３８—

１４０、１４２—１４３、１４９、１５５、２２７、２４２、

２７９、３２３、４０６、５４６—５５０、５５５、５６８；

３３，４４０—４４１。

——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３２，３１４、

３２３、３３６、３３８、３６０—３６１、３６６、３９２、

４０５—４０６、４２９、４４８、４６１、６１９—６２１、

６３２—６３３、６６３—６６４、６８６；３３，３６７—

３６８、３７５、３７９、３９１—３９２、３９８—３９９、

４４１—４４２。

——美因兹代表大会（１８７０），筹备工作，

未能召开的原因——３２，４８９、４９１—

４９２、４９５、５０２、６７４；３３，１３８、３１７。

——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３３，２６０、

２６９—２７０、２７４、２９８—２９９、３１３—３１６、

３３４—３３６、３３８—３４０、３４４—３４８、３６３、

３６７、３７９、４１７—４１８、４３６、４７３、６６４、

６７３；３９，１１。

——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３３，３７０、

３７９、４５７、４９０—４９２、４９７—４９８、５０３、

５０９—５１１、５１６、５１９—５２４、５２８、５４０、

５６６—５６７、５９３、６４４、６８６；３４，１９６—

１９７、２１９、２３９、２６５；３６，１０；３８，１４６、

１５０。

——日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７３）——３３，９０—

９５、５４４、５６７、５８０、５８３—５８９、５９８—

５９９、６０７—６０８、６１０—６１１。

——费拉得尔菲亚代表会议（１８７６）——

３４，２１９。

——停止活 动——３３，１２７、５９３、６０８—

６０９、６４３—６４７；３４，２１９、２６７—２６８。

——文献遗产——３３，１２７、２００、５３３、５４５、

５７２—５７３、６４６；３９，２３—２４、７０。

  并见第一国际（在各国的），第一国际

俄国支部。

第一国际俄国支部——３２，４２８、４５２、４５５、

４６１、６６５；３３，１３９—１４０、２６１。

  并见第一国际和俄国。

第一国际和波兰革命运动——３３，４４０、

５５２、５６４、５７３、５７５。

第一国际和俄国——３２，４５５；３３，３３５、

４３６、４４０；３４，４５２—４５３。

  并见第一国际俄国支部。

第一国际在爱尔兰——３３，３１３、４３６、４４７。

——在英国的爱尔兰支部——３３，３５４—

３５５、５３９、６７２。

第一国际在奥地利——３２，１２１、３４７；３３，

３８７、４３６、４４０、６３８。

第一国际在澳大利亚——３３，４４０、５３５。

第一国际在比利时——３１，５３、２０５、４５８、

４８１—４８２、４９７；３２，９４、１０９—１１０、

１４３、２９４、４０７、４２２、４２９、４３６、４３９、

４５２、５７４、６２９—６３３、６７４；３３，２５２、

３４２、３７１、３７９、４５１、４５７、４８０—４８１、

４８５、４９７、５１１、５２４—５２５、５５６—５５７、

６４５；３４，１９６、２１９；３９，１１。

第一国际在丹麦——３３，３２２、４１６、４１８—

４１９、４２９—４３０、４３６、４５７、５１６、５５７、

５７３、５８４、６０１—６０２。

第一国际在德国——３１，７３、２０５、２２６、

３４７—３４８、３５５、４４２、４５８—４５９、４６６、

４７９、４９１—４９２、４９６—４９７、５００—５０１；

３２，１２１、１２５、１４３、１５８—１５９、１６０—

１６１、２０４、２３９、２７０—２７１、２７９—２８０、

３１２、３１９、３２３—３２４、３２９—３３１、３４７、

５５９、５８１、６４８、６６６—６６７；３３，１９２、

２５２、２９９—３００、３１６—３１７、３２１、３２８、

３６３—３６４、３８１、３８７、３９５、４１１、４３６、

４４０、４６２—４６３、４６９、４８４、５２２、５８４；

３４，１２０—１２１。

第一国际在法国——３１，４４—４５、６７—６８、

８４—８５、９０、１０７、１１９、１６６、１７８、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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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６、２８４、３５２—３５３、４３８、４５８—４５９、

４６６；３２，１４、１８、１３６、３０４、３３９、４３４、

４３９、４４９、４６１、４７３、４８３、５０２、５１３、

６３２、６５９—６６０、６９７、６９９—７００；３３，

５６—５７、５９—６０、１３８、１６３—１６４、１９０、

１９７、２４３—２４４、３２６、３３３、３４４、３５９、

３６３—３６４、３８６、４１８、４３６、４４０、５４４—

５４６、５５７、５７３、５８２—５８４、５８６—５８８；

３５，２６１；３９，１１。

第一国际在荷兰——３８，５２４、５４３—５４４。

第一国际在美国——３１，２０５、５４４；３２，

２９６、３７５、５３８—５３９，５４８—５４９、５６２、

５６５、６５２—６５３、６５８；３３，１７６、３１５、

３２１、３２３、３３０—３３１、３３４—３３５、３５５、

３８１、４２１、４３６、４４０、４４２、４７５—４７７、

６１９—６２０、６３１、６４４。

第一国际在葡萄牙——３３，４３６、５２３、５２５、

５５７、５５９、５８６—５８７、６１２。

第一国际在瑞士——３１，４５、１６５—１６６、

２０５、４５８、４６６、４９５；３２，２７４、３３１、３３８、

４０５—４０６、４２２、４２９、４３４、４５２、４６１、

４６９—４７１、５４６、６３６—６３１、６３３、６６１、

６６４—６６５；３３，９３—９５、２４３—２４４、

３４３、３４９、３７１、３７５、３８６—３８７、４１７—

４１８、４６２—４６４、４８７—４８８、５０９—５１０、

５２４—５２６、５３７、５８３、５８６、５８９、６０７—

６０８、６１６—６１７、６６９。

第一国际在西班牙——３２，３４８、４７４；３３，

２１２、２５２、３２１—３２２、３４９、３５１、３５８—

３５９、３６３、３６６、３７１、３８２、３８４、４０８、

４１８、４２５—４２８、４４８、４５１、４５６、４５９—

４６０、４６７、４８０—４８１、５１５—５１７、５２３、

５３７—５３８、５４４、５５７、６１２；３９，１１。

第一国际在新西兰——３３，４３６、４４０。

第一国际在匈牙利——３３，３８７、４３６。

第一国际在意大利——３１，３４４、４３８、５１９；

３２，１３６、３４８；３３，２４４、２５２、２６２—２６３、

３１３、３２１、３２５、３３８—３３９、３４１、３７１、

３７４、３８２、３９３—３９７、４０７、４１７—４１８、

４２７—４２８、４３４—４３６、４４４、４４７—４４９、

４６０、５１０、５１５、５２２—５２３、５３２—５３３、

５３９、５５０、５５７—５５８、５７４—５７５、６１２。

第一国际在英国——３１，４１—４２、４５、５４、

７４—７５、８６、１１３、１６５、２０５、２３３、３４８、

４５１、４５８、４６６、４７４、４９７—４９８、５１９、

５３３—５３４、５３６；３２，１６９、１９８、３０８、

３６１、３７５、４８０—４８１、５５４、６１９、６３０、

６５６；３３，２２４—２２５、３１３、３８５、４３６、

４７５、６３７、６４４；３４，３２６。

——在伦敦的外侨支部——３１，８６、１０７、

１１３、１７２—１７５、１９６、２２９—２３０、４９５；

３２，９７、１０８—１１０、１２１、１２３—１２４、

１３６、１４３、１７８—１７９、４８０、４９９、５６０、

５６７—５６９；３３，３４９、３６１、３８５、５６４。

——不列颠联合委员会——３３，３１３、３７３、

３８５、５２６、５３８—５３９、５４５、５５１、５５５—

５５６、５６５、５８６—５８７、５９９、６０２、６１２、

６３７。

第二国际——３８，１４６、１５０。

——筹建工作，１８８９年巴黎代表大会——

３７，５２—５３、１２２—１２３、１３２—１３３、

１４２、１５２—１５４、１５７—１６２、１６４—１７９、

１８２—１９７、１９９、２０１—２０９、２１２—２２７、

２２９—２３５、２３７—２３９、２４１—２４３、２４５、

２４７—２４８、２５８—２５９、２６４、２６７—２６８、

２７２、２９６—２９７、３１８、３６３、３８５、４０８、

４６８—４６９、４７３—４７４、５２３—５２４；３８，

３０、４４—４５、４０８；３９，８７、２７７、４７９。

——１８９１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大会的

筹 备 工 作——３７，４５３—４５５、４６６、

４６８—４６９、４７２—４７５、４８０、４９９、５２４；

３８，１６、７７、１２４、１３２—１３３、１３５、１３７—

１３８、１４０—１４１、１４４—１４６、１５０、１６３、

５３３、５４６；３９，８７、２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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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３年苏黎世代表大会和大会的筹

备工作——３８，４２０、４２２、４３２、４５１—

４５２、４５８—４６０、４６４；３９，４３、４９、７８、

８７、９０—９１、９２、１０４、１１３—１１４、１２８、

１７７、２２０、２６２、２７７。

——和庆祝“五一”节——３７，２４８、２５９、

３７８、３８５；３８，５３２—５３３、５４６—５４８。

——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３８，

１４５—１４６、１５０。

——１８９６年伦敦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３９，２７２—２７４、２７７—２８２、３８０。

  并见工人运动，“五一”节。

电

——作为运动的形式——２９，３２４；３０，

６６６—６６７；３３，８５；３５，１１４—１１５、４４６。

——和电的技术应用——３９，１９８—１９９。

——和大工业——３８，４６４—４６５；３９，２９７。

——电在农业中的应用——２７，２６３—

２６５、２７０—２７１、２７５；３５，４４６。

——和远距离输电——３５，１００、１０５、４４６。

——电工技术革命——３５，４４５—４４６。

电报——３６，４５６。

订货（供货合同）——２７，３５３；２８，３４、２２９；

２９，３４４；３１，１０９。

——蒲鲁东理论中的订货——２７，３２１—

３２２。

定义（逻辑的）——２９，３２５；３８，４６—４７；

３９，４０４。

东方——２７，２８５；３４，１９—２０；３６，５４５；３７，

２２８。

——东方的政治历史和经济历史的特征

——２８，２５５—２５６、２６０—２６４。

  并见亚洲，古代东方。

东方问题——２８，２２６、３０３、６１６—６１７；３４，

１９４、２２８、２４６、４６８；３６，５４５；３８，１３６—

１３７。

  并见克里木战争（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

东印度——２７，３０８、３５３、３６３；２８，１１５。

东印度公司——２８，４２５。

动物

——动物和人——２９，３２５；３０，３３５；３４，

１６３、３５８。

动物学——３５，３９９。

独立工党（英国）——３８，３９５、４７６；３９，７、

９、１２—１３、３０、４２、５４、５７—５８、７３、

２０７、２２４、２７７—２７８、２９４、３６３、４２９—

４３０、４７６。

对 抗——２７，４８３—４８８；２８，３８２、５０８—

５０９；２９，３０５；３１，５３８；３２，５２８、５３０、

６５６；３５，１２３、１９２；３６，４８２；３９，１４８。

对立

——对立面的统一和同一性——２９，１５２、

２６２、２６３—２６４；３０，２０；３４，４７；３７，

１４５—１４６、４１０；３８，２０２；３９，１４。

——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

３７，４９１；３８，２０２—２０３。

——截然相反的和互相矛盾的对立物

——３８，１２３。

——阶级对立——２７，３３５；２８，５０７—５０９；

３６，９４；３８，１５２；３９，１８９。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

立——２７，７１、１２３、３３４—３３５；２８，

３８２；３１，５３８；３２，５８７；３３，３９０；３６，９４、

４８１—４８２；３９，１８９。

——阶级对立的消灭——２７，３３４—３３５；

３６，９４；３９，１８９。

  并见对立的统一和斗争规律，城市，

阶级。

对立的统一和斗争规律——３１，３２０—

３２１、３３１；３５，３７０、３７９—３８０；３７，１１３、

３２３—３２４；３８，２０２。

对外（世界）贸易

——世界市场——２７，４７９、４８４；２９，２０３、

３４７—３４８；３１，４７０；３３，２１２；３５，１１６、

５８６名 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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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５；３６，２６、３７６、４２４、４３０；３７，４８５；

３９，４６２。

——通商道路的改变——２７，４７９—４８０；

２８，２５５、２６３；３７，４８５。

——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２８，

２７０—２７１；２９，３０７、３４５；３２，６５６；３５，

３５３；３６，２６、５９—６０、９０、２３１、２８０、

３７７、４１８、４２４、４３０、４３６、４５６；３７，３１９；

３８，３６３—３６４、４４０；３９，３９、１７０。

——世界市场上的竞争——２７，４８１；２８，

２４２—２４３；２９，４２—４３、３０７、３４５；３２，

２２９、６５６；３５，１１６、１２３、１８７；３６，２６、

５９—６０、８７、９０、２１６、２３１、２５１、２７４、

２８０、３７６—３７７，４１８、４２４；３７，４７、２６７、

３１９—３２０、３７３；３８，３６３—３６４、４４０、

４６７；３９，３９、５４、１７０、２１７。

——和 殖 民 地——２７，２６７、４７９—４８０、

４８４；２８，５０２—５０３、５４６；２９，５５—５７、

２００、３９７；３０，２２４；３１，４０５—４０６；３４，

３４８；３５，３５３—３５４；３６，６２；３８，３６４。

——和航运业——２９，２３７；３６，４１５、４５６。

——和铁路——３４，３４８；３６，４５６。

——和借贷资本——３４，３４７；３８，２２７。

——对外贸易的差额——２７，１９２—１９６；

２９，７５、２２９—２３１、２４６；３０，２４５、２９１。

——贵金属的输入和输出——２７，１９２—

１９８；２９，２０８、２１４、２１８、２２９—２３０；３４，

３４５—３４６、４１３；３５，３１１—３１４；３７，

２６７、４８５。

——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和开

采金 矿的意 义——２７，３６２—３６３、

３８３；２８，３３、４９、１１５、２０１、２１１—２１２、

２９６、５１８；２９，７２—７３、２０３、３４５、３４８；

３０，２２３；３６，２６。

——汇率——２７，１９２—１９７；２９，１２６；３０，

２４５；３２，２４５、２５８；３４，２０３；３９，４１４。

——对外贸易条约——２７，５２９；２８，２２３；

２９，３４８、３６３、３９８；３３，１３；３８，２９４。

——国家垄断权——３９，２０７—２０８、２６１—

２６２。

——实行委托销售——２７，３５３；２９，１８９、

２０１；３１，２８２；３２，２１１、３９５；３４，３４６。

——按倾销价格销售（倾销）——３４，４０２；

３５，３１７；３６，２１６、２３１、２５２、２７５；３７，

３１９；３８，３６３。

——在国外盗窃货样——３６，２１６、２７５。

——和工人阶级的状况——３２，２２９；３３，

２１２；３４，３４８；３６，５９—６０、８７、９０、２１７、

２３０—２３１、２５１—２５２、２７５、２８０、４２４、

４３６—４３８；３７，３６７。

——对亚 斯密和大 李嘉图的观点的批

判——２９，２８５—２８６。

  并见保护关税，自由贸易和各国条目

中的对外贸易。

对外政策——３０，６１、５４６—５４９；３４，２４６。

——和无产阶级的立场——３１，８６；３２，

５４７；３３，１６、２７、１３２、１６２；３４，２４６；３５，

２７２、３４５。

多神教——２７，６６—６７；３５，３１１。

Ｅ

俄国——２７，２８５；２８，５８３—５８４；２９，１１；

３０，４８、３４１；３５，２６３—２６４；３６，５１６；

３７，５—６；３９，３９４。

——俄罗斯民族——３６，１７１；３８，３０４—

３０５、３６４；３９，１４７、１４９。

——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２８，２８６；

３６，３０２；３９，２９９、３９４。

——沙皇专制制度的专制——２８，２８６；

３６，３０２；３９，２９９、３１１、３９４。

——１８６１年以前的经济发展——２７，２８５、

３６４；３８，３６３—３６４、４６５；３９，３８、１４７—

１４８。

——废除农奴制的运动——２９，３１３、３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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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０、５０４、５５７；３０，７、９。

——１８６１年改革——３１，１７５—１７６；３２，

４２５、４２８；３４，１５４；３６，３６４；３９，１４７。

——改革后的经济，资本主义的发展——３１，

２８５—２８６；３２，１０７、１８５、４２８；３４，３４９；

３６，２９８、３０２、３６４、３９３—３９４、４２９；３７，

４１３；３８，１４７、１５５—１５６、１９３—１９５、

３０４—３０７、３６２—３６６、４６４—４６８、５００；

３９，３８—４０、１４７—１４８。

——工业——２７，３６４；３４，４２８—４２９；３６，

２９８、３０２、３６４；３８，１４７、１９３—１９５、

３６３—３６５、４６４—４６７、５００；３９，３８—

３９、３９４。

——铁路——２９，４１—４２、７９、８１；３１，２８６；

３２，４１、２８０；３４，１９８；３５，１０４；３６，

３８７—３８８；３８，４６４。

——财政状况，借贷，银行——２７，５２９；

２９，４１、７５；３１，２８６；３２，２８０—２８１、

６３９—６４０；３４，４５、１９８、２０１、２０３、３４９、

４２２；３５，３５、１０４、２６４；３６，１２０、１２２—

１２３、１６０—１６１、２９８、３６４—３６５、３８７—

３８８、３９３—３９４、４０６、４２９、５４９、６２７；

３７，１３０、１９２、２２８、３５９；３８，１５５—１５６、

２１３、２２０、２２５—２２６、３６７、５００；３９，１４、

２９６、２９９、３０８。

——农业和土地关系——３２，４２５；３５，３５、

１４９—１５０；３８，１９５、３６２—３６３、３６５—

３６７、４６６、４６８。

——公社和劳动组合——３０，７；３２，４３、

１０７、１８４、６３６—６３７、６４６；３３，５７７；３４，

４２９；３６，１１２、１９４、２９８、３０２、５３５；３８，

１９４—１９５、３０６、３６２—３６３、３６５—３６６；

３９，３８—３９、１４７—１４８、３９４、４３５。

——对外贸易——２７，３６４；２８，６２３；２９，

２３１、２３７；３２，３７１、６４０；３６，６２７；３８，

１３６、１３７。

——国内形势，对内政策——３２，４２８；３３，

１１６；３４，７７、７８—７９、１５４、２３６—２３７、

２７５、２７７、４２２；３６，３６、７１、８２、１２１—

１２３、３０１—３０５、３６４、３９３—３９４、５４２、

５４５—５５３、６２０、６２２—６２５、６２７、６８８、

６９１—６９２；３７，２３、３２—３３、３７１、４１３—

４１４；３８，１４０、１４６—１４７、１５６—１５７、

１８４—１８５、２１２、２６１—２６２、２９６；３９，

２７７、２９６、３０８、３３３—３３４、３３６、３７９、

３９４—３９５、３９９。

——军队和军事改革——２７，３７３；２９，２３５；３４，

４３、７２—７３、２０１、２１７、２２３、２２４、２６０；３６，５１２、

６２３、６２７；３７，１１、２２、２７、３２—３３、３９、２２８、３５９—

３６０、３７２；３８，１５５、１５８、１７１、２２６、２６１—２６２；

３９，２９。

——民族问题——２７，２８５—２８７；３２，４２８、

４３０；３７，５—６、３７１。

——波兰政策，波兰问题——２７，２８５—

２８７；２９，５０４；３０，３２４—３２５、４０１—

４０２、６６２—６６３；３２，４２８、４３０；３４，

２３６—２３７；３５，２６２—２６４；３６，５４５；３７，

５、３７１。

——贵族——２７，２８５、３６４；２８，５０１；２９，

５０４；３０，７、９；３２，６３６—６３７；３４，３６５；

３５，１４９、２７１；３６，１２２；３７，７—８；３８，

１５６、１９５、３０７、３６６、４６８；３９，４０。

——资产阶级——２７，３６４；３４，３６５；３６，

３０２、３９４、５２８、６６３；３８，１４７、１５６—

１５７、１７０、１８０、１８４、１９５、２０１、３０７、

３６７、４６８；３９，１７１。

——工人阶级——３６，２９８、３９４；３８，１５６、

４６６；３９，１７１。

——农民——２８，５０１；２９，３４７、３５８、５０４；

３０，７、９；３２，１８４、４２８、５０５、６３７；３４，

４２８；３５，２７２；３６，１２２、５５３、６２７；３８，

１５６、１９５、３０６、３０７、３６５、３６６、４６６—

４６８；３９，３９—４０、７４、３５５、３８３。

——知识分子——３６，１２２；３９，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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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３４，４２５、４２８。

——科学、文学、文化——２９，２３；３２，４２１、

４２８、６４６、６８８；３３，１４０、１７７—１７８、

２３０、３１８、５４８、５６０—５６１；３６，１７１、

３８５；３７，４１０；３９，３９４。

——１９世纪中叶的革命—批判思想——

２９，３５０；３０，３２２；３２，４１２、４２１、４２８、

６４６；３３，１４０、１７８、２３０、３１８；３４，４２９；

３６，１７１。

——贵族立宪运动——２９，５０４；３０，７、９。

——地方自治运动——３５，３０；３６，５５３；

３７，２２８、３７２；３８，１５６；３９，３７９、３９５。

——革命运动——３２，４２８；３３，１１６、１７８、

４３６；３４，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５、１５４、２７５、

３６５—３６６、４２２、４２５—４２６、４５２—４５３，

３５，３０、１７２—１７３、２７３、２７７、４１５；３６，

１２２、１７１—１７２、３０１、５５３、６２０、６２２—

６２５、６２７、６３６；３７，３７１—３７２。

——革 命 前 途——２７，２８５—２８６；２８，

５８３—５８４；２９，５０４、５５７；３０，３２２、

３２４—３２５；３２，４２８、４３２、６４６；３３，１４８、

１７８；３４，１５４、２２８、２７５、２７７、２９４、３３９、

３４１、４０８、４１０、４１３—４１４、４２５—４２６、

４２８；３５，１１６、２６３、２６８、２７１、２７７、２７８、

４１４；３６，７１、１２０、１６０—１６１、２５３、

３０１—３０５、３６４、４０６、５１６、５１９—５２０、

５４２、５４８—５５３、６２０、６２２—６２５、６２７、

６８８；３７，２３；３８，１４０、１４７；３９，２９６—

２９７、２９９、３３２—３３４、３３６、３８３、３９９。

——俄国革命的国际意义——３０，３２２、

３２４—３２５；３４，１５４—１５５、２９４、２９６、

３３９、３４１、４０８、４１０、４１３—４１４；３５，

１１６、２６８、２７７、３６１、４１４；３６，１０８、１２０、

２５３、４８１、５１４、５１６、５１９—５２０、５３７、

５４２、５４８—５４９、５５２—５５３、６２０、６２４—

６２５、６２７；３７，４—６、２７—２８、１９２；３９，

２９６—２９７。

——４０—５０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俄国

自由主义活动家和革命活动家的联

系——２７，８、９５、４６３、４７６、４８８、４９７—

４９８；２８，２８４—２８７、２９５；３０，４９２；３１，

１７。

——１８６０—１８８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俄

国自由主义活动家和革命民主主义

活动家的联系——３１，１７—１８、１０７—

１０８、５９６；３２，１６４、１８４、２０４、２１３—

２１４、２１８、３５７、５０５、５０７、５５１、６２３、

６７２—６７３；３３，３０、９８—９９、１０２、１０４—

１０５、１８９、２３０—２３１、２３２、２４８、２５５—

２５６、２６０—２６１、２７５—２７６、２８１、２８６、

２８８—２８９、２９６、３００—３０１、３０５、３１７—

３１８、３４２—３４３、３５６—３５７、３８２—３８４、

４０１、４１６、４７８—４７９、４８８、５１３—５１４、

５４２、５４７—５４８、５６０—５６１、５７７、５７９、

６０３—６０４、６１２、６４２、６５２、６７８—６７９、

６８２；３４，２７、３０、３７、５６、７６—７７、８１—

８２、８４—８５、１０４、１１８、１３３、１３６、１３８—

１３９、１４４—１４６、１６１、１６５—１６６、１６７、

１７３—１７６、１７８、１８６、１８７、１９２—１９３、

２０２、２２１—２２２、２３５—２３８、２４０—２４１、

２４４—２４５、２４８、２４９、３０２—３０５、３１０、

３１４—３１５、３３２—３３４、３８５、４７９；３５，

１５、７０、１３３、１４７—１５０、１５２、１５９—

１６０、１８３—１８５、１８７、２０４、２３７—２３８、

２４５、２５２—２５３、２６９、２８０—２８１、２９５、

３０４—３０５、３４１—３４２、４６２。

——８０—９０年代恩格斯同俄国革命活动

家和民主主义活动家的联系——３６，

３—４、６５、７１、８７、９６—９７、１０１—１０３、

１０４、１０９—１１０、１１７、１２０—１２３、１４２、

１７１—１７２、２２１、２８０—２８２、２８５、２８７、

２９４—２９５、２９８—３０５、３１４、３１９、３２７、

３４６—３４７、３５０、３６３—３６４、３７４—３７７、

４２７—４３０、４６０—４６１、４７２、５５５—５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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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９、６０３—６０４、６３０、６７７；３７，７、９、

１０３、１０４、１０６、２０２、２１５—２１６、２３５—

２３７、２４０—２４１、３１３—３１４、３２９、３７０—

３７２、３８６—３８９、４０３—４０４、４１３—４１５、

４４７—４４８、５０９；３８，１３９、１４２—１４３、

１９３—１９６、３０４、３０７、３０８、３６２—３６３、

３６５—３６７、４５７、４６４—４６８、４８３、５０２、

５０８、５１６、５２２、５４５—５４６；３９，２２—２５、

３７—４０、７４、８２、１４６—１４７、１４９、—

１８８、１９１—１９２、２１４、２３７—２４４、２９１、

３１０—３１３、３１１—３３２、３５４—３５５、３７９、

３８２—３８４、 ３９３—３９５、 ３９９—４００、

４１２—４１３、４２５、４３４、４６５—４６６、４９０—４９１。

——马克思主义传到俄国——３２，１６４、

１６７、２３７、４６１、５５４、５６４；３３，９９、１７７、

３３５、３６５、４３６、４７０、４８８、４９３、５４２、

５４８、６８１、６８６；３４，４５２；３５，１３４、２５２、

３０４、４０７；３６，４６、８１、１０２、１２１—１２３、

１２６、１３９、１７２、２２１、３０１、４６０—４６１、

６０４；３８，３１３；３９，２４３、３９５。

——马克思和恩格斯学习俄语——２８，

３７、４８、１２６、５１６、５８３、６０８；３０，３２４—

３２５；３２，３５８—３５９、４１２、６２４、６４６、

６７２—６７３；３３，１７７—１７８；３６，５３、１２３、

３００、３０５、３９２、６０２；３７，５３０；３３９，２２。

——国内形势和对外政策——２９，３１３、

３４７、５５７；３４，７９、１０２、１０５；３５，９０、

２６２—２６４、２７７；３６，１２２—１２３、５１６、

５４２、５４５—５４７；３７，１９２、２２８、３７１—

３７２；３８，１３６—１３７、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２、

１４６—１４７、１５５—１５７、１８０—１８１、２５２、

２６１—２６２、２９５—２９６、３９７、４０２。

——沙皇制度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

——２８，５８４；３０，６６３；３２，６４６；３３，

１４８；３４，２７５、４０８；３５，２７２、４０７；３６，

３６４、４８１、５１６、５４２、５４９；３７，４—５、２３、

１５３、１６３、１９２、２６２、３４６、５０９；３８，１８０、

１８５—１８６、３９７。

——１８世纪末的对外政策和外交——３０，

２１３、４０１—４０２；３２，４３２、４３５；３６，

５４５—５４６。

——１９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的对外政策和外

交——２８，２５７、６１２—６１３；２９，３７０、

３９２—３９３、４０５、５０４、５５７、５６６、６１５；

３０，１４７、２１３—２１４、２２０、２２３—２２４、

４０１—４０２、４０７、４１３、４１６、５２６—

５２７、５５０、６６２—６６３；３１，２０５、

２０６、２１６、２２４、２８４、２８５—２８６；

３２，３２、３４、１１２、２８０—２８１、３６９、

６３７—６３８；３４，１０５。

——１９世纪最后３０年的对外政策和外交

——３４，４２、６５—６６、７７、７８—７９、８５、

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５、１９５、２０１—２０２、３６５—

３６６；３５，９０、９９、１０４、３５３—３５４；３６，

２７６、４９６、５０３、５１２—５１３、５４２、５４５—

５５２、５８５—５８６；３７、２７、３５、１５３、１６３、

１９２、２２８、３１５、３４６、３７１；３８，４、６９、

１４０、１５４—１５８、１７０、１８０、２１２、２２５—

２２６、２６１—２６２、２９５—２９６、３９７、４０２、

５４５；３９，２７。

——对外政策和外交（一般述评）——３０，

１４７、２１３—２１４、３４１；３２，６３７—６３８；

３４，１０５、２９８—２９９；３５，３０６；３６，５５０—

５５１；３７，３５、３４６、３７２；３８，１５４—１５５、

１７０。

——和奥地利——３０，１４７、５５０；３２，４３２、

４３５；３４，２７５、２９５—２９６；３５，２７１；３６，

５１３、５４５—５４６、５４９—５５０；３９，３７２。

——和英国——２７，５２８—５２９；２９，１１—

１５；３４，２９７；３５，９０、３５３—３５４；３６，

２７６、５４７；３７，３７１—３７２；３８，１３６—

１３７、１５５、２９５—２９６、４２８、４３８；３９，２７。

——和保加利亚——３６，３５７、４９６、５１３、

５３５、５３７、５４５—５４８、５５０—５５１、６２０、

９８６名 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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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６—６３７、６８８；３８，６９。

——和德国——２９，６１５；３１，２８５—２８６；

３４，１９４—１９５、３６５—３６６；３６，１６０—

１６１、２７６、３６４—３６５、３８８、４９６、５１９—

５２０、５４２—５４３、５４８—５５１、５８６；３７，

５—６、１６３；３８，２２５—２２６、２９５。

——和普鲁士——２９，８５；３０，１４７、４０１—

４０２；３１，２８５—２８６；３２，４３２、４３５；３４，

２９６、２９９。

——和罗马尼亚——３７，５—６。

——和土耳其——２９，５—６；３４，１４、６５—

６６、７９、２１６—２１７、２３６、２９５—２９６、

２９８—２９９；３５，１０４、２７２—２７３、３０６；

３６，５１２、５３７、５４５、５４８、５５１；３７，５—６、

３７１；３８，１３９—１４０；３９，２７。

——和法国——３０，１４７；３５，９０、９９；３６，

５１２、５５１—５５２、５８５—５８６；３７，１６３、

１９２、２６２、３４６、３７１；３８，４、１３９—１４０、

１５５、１８０—１８１、２０５—２０９、２１５、２２５—

２２６、２８０、３９７、４０２、５００、５４５；３９，２７、

８８—８９、３７２。

——和日本——３９，２８５。

——在亚洲的政策——２７，２８５；３０，２２０、

２２３—２２４；３２，３７１；３４，７９；３５，１０４；

３６，５４６—５４７；３７，２２８；３８，２１２、４３８；

３９，２７。

——兼并高加索——３０，４０１—４０２、６６３；

３５，９０、９３、３５４。

  并见民粹派，第一国际俄国支部，克

里木战争（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１８１２年卫

国战争，俄土战争（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

俄土战争（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年）。

俄土战争（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２８，３０４—

３０５；３４，５１、２０１—２０２、２１７、２９９—

３０１。

俄土战争（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年）——３４，４３—

４５、４７—４８、５１、５５—５６、５７—５８、６３、

７０、７２—７３、２０１、２１６—２１７、２２３、２２４、

２４０、２５１、２５７—２６０、２７５、２７７、２７９、

２９４—２９６；３６，３６６、５４５；３７，３９。

——普勒夫那战役——３４，７３、２７９、２９５—

２９６、２９７。

——施普卡战役——３４，７２。

——和英国——３４，５８、２９５、３６５；３６，５４５。

——柏林条约（１８７８年）——３４，８４；３６，

５４５。

——圣斯蒂凡诺和约——３６，５４５、５４７。

——和欧洲革命前途——３４，４９、７９、２２３、

２２７、２２８、２７５—２７６、２７７、２９４。

额 外利润（超额利润）——３２，７５；３６，

１９７—１９８；３８，１９３—１９４；３９，４０９。并

见地租，利润。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自 传 材 料——２７，４２８、４３１—４３２、

５２０、５２５、５３６、５７６；２８，６０７—６０８；３１，

２９７、５６９；３２，７８—７９、３０９—３１０、３４３、

４４５—４４６、４９７、５８６—５８７、６３３—６３４、

６８２—６８３；３３，３０８—３０９、４８６、５１７、

６０５、６１０；３４，２１０、２１３、２６５、３３８、３５３、

４１９；３５，１４６、１４７、２７０、３４７、３５７—

３５８、３８０、３９８、４０２、４０４、４１６、４２６、

４４３—４４５；３６，１７—１８、２７—２８、３３、

１１９、１７２、２１８、２４７—２４８、２８４、３１０—

３１２、３３２、３６３—３６４、３７８—３７９、４１９、

４４３—４４４、４４９—４５０、５７６、５８２—５８４、

５９２—５９３、６７５、６９８；３７，４１、１５５—

１５６、２８５—２８７、２９２、４１８、４９４、５０７、

５１１、５２３；３８，１６—１７、４８、１１５、２６３—

２６５、２９９、４３６、４５６、５３５—５３６、５４３；

３９，２３—２４、６３—６４、６８—６９、９２—９４、

１０６、１１７—１１８、１２６—１２９、１６８、２２４、

２３１、２４６、２６４—２６５、３４１、３６５—３６６、

４４５—４４６、４５２—４５３、４８３—４８９。

——同马克思和马克思一家的友谊——

０９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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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９、２２、９３—９４、１４６—１４７、１７０—

１７１、５２６；２８，３９—４０、４７—４８、１０８、

４４１；２９，９５—９６、１０８、１１４、２２７；３０，

２７３—２７４、３０８—３１７；３１，１８６—１８７、

２５２、２６６、２９５—２９６、３００—３０１、３２８—

３２９；３２，９６、９９—１０４、１１５—１１６、１６２、

１９９、２０１—２０３、２１７、２２３、２８９—２９０、

２９２、３１６、３２８、３４２、４１０、４９０、５００—

５０１、５１０、５７１、６００、６９３—６９４；３３，

１１９—１２０、３０８、３１０、４２８；３５，５—６、９、

９０—９２、１３２、２３２—２３３、３５０；３６，３０—

３１、３６、６６—６８、１１６—１１７、１３９、１８２—

１８４、２１９、２８６、４０３—４０５、５１８—５１９、

５２５—５２６、５７０、５９２—５９３、６２０—６２１、

６９６、７０５；３７，５８—７０、６９—７０、７７—

７８、２６４、２８０—２８１、３０３、４９４；３８、２２、

１１２—１１３、１３０—１３１、１３９、１６８、２３８、

２４８、２５１—２５２、２８６、３００—３０１、５４３；

３９，４４、１５０、３０３—３０４。

——同马克思在创作上的合作——２７，

１５、２８、３８、８８—８９、９２、９５—９６、１２８—

１３０、１５６—１５７、１６０、１８８、２６３；２８，２３、

５０、５５—５６、９３—９４、１０８—１０９、１３５、

１５５、１５７、１６２—１６３、１８８、１９６、２０８、

２２６、２５４—２５５、２９２、２９４、２９８—２９９、

３１５、３３７、３７０、３８５、４２３—４２９、４４０、

４４５—４４９、５３３；２９，３３—３６、５７—５８、

１１９—１２０、１２１—１２３、１４１、２５０—２５１、

２６２、２７１—２７２；３０，１３、７０、７５、７６、９４、

９７、１０３—１０４、１４４—１４５、１７８、１８０—

１８１、１８４—１８５、２１９—２２０、２２６、２２９—

２３０、２８１—２８２；３１，６８—７０、１３５、

３０７—３０８、３１０、３２６、３２８—３３０、３４０、

３７１、３７７、４０６；３２，８１—８４、８８—８９、

１２５—１２６、１４７、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９—１６１、

２１１、２１８—２２１、３７４、３７６、４２３—４２４、

４２６；３３，３４—３５；３４，４１９—４２０；３５，

７６—７７、１２４—１２５、１２７—１３０、２７８、

３３８、４１２；３６，３１—３５、２８６、３１１—３１２、

３４３；３７，４９４。

——马克思论恩格斯——２７，１４７、１５７；

２８，２９９、４４２、６０４；３１，７３、３０１、３２９；

３４，２８６—２８９；３５，２３３。

——１８４４年以前（主要传记材料）——２７，

５—１５、４２８、４３１；３５，１４６；３７，２８５—

２８６；３８，４８、１１５、４８０；３９，９３、１１８、

１２７、１６８、２６４—２６５、２７６、３６５—３６６、

４４５—４４６、４５０、４５２—４５３。

——１８４５—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７，１６—３８、

４０—４１、４５、４６—４７、５８—５９、６７—７７、

７９—８０、８８—９０、９２、９８—１１４、１２０—

１２１、１２５—１２６、１２９—１３０、４５８—４５９、

４６２、４９４；３６，５７６、５８２；３７，２８６；３９，

４２３。

——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２７，

１３２、１３５、１３７—１３９、１４２、１４４—１４５、

１４８—１５１、１５６—１５７、１６０、４９９—５００、

５０３—５０６、５１１—５１４、５１５—５１６、５２０、

５２５—５２６、５３０、５３２—５３３、５３６、５４１、

５７６—５７７；２８，６０７—６０８；３５，１４７、

３５７—３５８；３６，３７８—３７９、５８４；３７，

２９２。并见——作为《新莱茵报》的编

辑。

——在反动年代（１８５０—１８５７年）——２７，

１８５、２１０—２１１、３１５、４１３—４１４、５４７—

５４８、５５３—５５５、５５７、５７６、６１６—６１７；

２８，２１—２２、３７、３９、７０、８０—８１、１１３—

１１４、１５１、１９９、２０８—２０９、２２０、２３０、

２７６—２７７、３３５、３４０—３４４、３６５—３６６、

４７６—４７７、５２５、５５８—５５９、５８１、５８８；

２９，５５、５７—５８、６６—６７、１３６；３９，７４。

并见——作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

评论》的编辑。

——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

１９６名 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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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１０８、１１３—１１４、１２０、１２３、１３５、

１３８、１４５、２９５—２９６、３０１—３０２、３０５—

３０７、３１０—３１１、３４６、５６１—５６２。并见

共产主义者同盟。

——在革命运动和民主运动高涨的年代

（１８５８—１８６４年８月）——２９，３９０—

３９１、４３１—４３２、４５１、４５４、４８６—４８７、

５６１—５６２、５６３；３０，１４—１５、２２、２６、

３８—３９、４４—４５、３２３—３２５、４１６、６０１；

３４，４１９；３７，４１８。

——在第一国际时期（１８６４年９月—１８７３

年）——３１，６、２３—２４、４８、５８、６０—

６１、７０、９７、１１３—１１４、１３０、１８１—１８２、

１８９—１９０、２０１、２０７—２０８、２１３—２１４、

２９７、４６９—４７０、５１２—５１３；３２，２３、２８、

４２、１２６、１４０、２２０—２２１、２４０—２４２、

２５７—２５８、２７２、３０９—３１０、３２９、３４３—

３４５、３５３、４０３、４２３—４２４、４３８、４５０—

４５１、４８６、４９１—４９２、４９５—４９７、５１２—

５１３、５１７、５７３、５８６—５８７、６０３—６０４、

６０５—６０９、６１６、６６８；３３，１０、１５、４０—

４３、５１、７１、１９９—２０２、２１９、２３５—２３６、

２４０、２９６、３１３—３１４、３２８、３５９、３６４、

４１７、４２９、４４６—４４７、４７７—４６７、４７７、

５０８—５１２、５１９—５２０、５３２、５３９—５４０；

３４，２６６；３６，４４９；３８，４８、４７１；３９，６９—

７１、２２０、４２７、４６７。并见第一国际。

——１８７３—１８８３年３月—３３，７９、９２—９３、

１１９、１２６、５５５—５５６、５６２、５６８—５６９、

５８０—５８１、５９６、６０９—６１２；３４，３５、

３８—３９、１５６—１５８、１９４、２０８—２１０、

２２２、２３１—２３２、２６１、２６３—２６４、２６６、

２７０、２７７、２８０—２８１、３３７—３３８、３５３—

３５５、３６４—３６５、４１６—４１８、４２７—４３０、

４６９—４７０；３５，１１４、１２０—１２１、２００—

２０１、２０２—２０３、２１１—２１４、２２３—２２５、

２５４、３５５、３９８—３９９、４１１、４３１、４４３—

４４４；３８，５３５。

——１８８３年４月—１８９５年——３６，１９—２０、

２７、３１—３２、７５、９２、１０１、１４７、１５９、

１６４—１６５、１６６—１６７、２１４、２６９、２８６—

２８７、２８９、２９８—３００、３１９、３２５、３３０—

３３１、３９１—３９２、４６３、４７６—４７７、４８５—

４８６、４９７、５２０—５２１、５２３；３７，７５—７７、

８３、８７—８８、９０—９３、１０３、１３５—１３６、

２０７、２２３—２２５、２５７、２６５、２８３—２８４、

２９５、３３４—３３５、３６８—３６９、４１５、４２２、

４２５—４２６、 ４２９—４３０、 ４４３—４４６、

４５２—４５３、４６４、５００—５０１、５０７、５０９—

５１０、５２９—５３０；３８，５—６、３８—４３、

４９—５１、５５—５６、６５、９０—９２、１１０、

１１３—１１５、１１９—１２０、１２４、１２６、１４４—

１４５、１４８、１６３、１７９—１８２、２１８、２４４、

２４７、２４９、２５７—２５８、２７８—２８０、２８２—

２８３、２９０、３００—３０１、３１１—３１３、３３０—

３３１、３４２—３４３、４１８、４３２、４３７—４３８、

４４７—４５３、 ４７８—４７９、 ４８３—４８４、

５２９—５３０；３９，３、１０—１２、１８、３２、４８、

５２、５７、１０３—１０４、１１１、１１３—１１４、

１２８—１２９、１６７、１７９—１８０、２０４—２０５、

２２１、２２４、２２７、２３４—２３５、２４４—２４５、

２５０、２６７、２９０—２９３、２９７—３０４、３１９—

３２０、３２２、３２５、３２７—３３０、３３４—３３５、

３４１—３４２、 ３４７—３４８、 ３５８—３６１、

３８３—３８４、３９６、４２４、４２７—４２８、４３０—

４３１、４４５—４４６、４５５—４５７、４６５—４６６、

４７０、４７６、４９２—４９４。

——１８６４年以前为工人报刊和民主报刊

撰稿——２７，６—８、１７—１９、２５、９６、

１１２—１１３、１２５、１２８—１２９、１３０、１３９、

４２８、４６１；２８，３５０—３５１、４７０、４７８—

４７９、４９１—４９２，５３２；２９，４３１、４３６、

４３８—４３９、４４３、４４５—４４９、４５１；３９，

４２３、４５１。

２９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作为《新莱茵报》的编辑——２７，

１４１—１４２、１４５—１４９、１５０、４９９、５３３、

５７６；３２，３９６；３５，１４７；３６，３１２；３９，

４１６—４１８。

——作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编

辑——２７，１５７、１６０、１９９、５４１、５４８—

５４９、５５２。

——为宪章派报刊撰稿——２７，１１０、１２５、

１８６、１９９、２０５、２０７、２０９、３１２、３１４；２８，

９、３７、４４；３１，１１。

——在第一国际时期为工人报刊和民主

报刊撰稿——３１，４８、６０—６１、１２１、

１４１、１６１、１６４、１７２、１８１、１８８、１８９、

１９４、２０１、２０３、２１４、２２０、２２３、３９６、

４０８、４６５—４６６；３２，２６５、５２８；３３，３６９、

３８６—３８７、４５８、４９８、５３２、５３８、５４９—

５５０、５５２、５５５、５５８、５８１、５８７；３６，３１０。

——在７０—９０年代前半期为工人报刊和

社会主义报刊撰稿——３４，３９、２０１、

２２２、２３１、２３８、２４２、２５０、２５７、２５９—

２６０、２６１、２６４、２８０、２８９、３０３—３０４、

３９７—３９８；３５，１８、１６２、１９６、２００—

２０３、２１４、２２４、２６７、２９５—２９６、３０４—

３０５、３０７、３３１、３３８、３４５、３６５、３９８；３６，

２８—２９、１５７、２８６、５０２、５９８；３７，１６０、

１７２、３２９、３６０、３６８—３７０、３７２、４２９、

４５２、５１５；３８，６５、１１３—１１４、１６０、１７７、

２５１—２５２、３０１、３２６—３２７、３８６、３９４、

４５４、５４０；３９，４、６、１９、３５、６５、６９、８１、

１０２—１０３、２２１—２２２、２５０、２５７、３０５、

４３２、４６１。

——为 资 产 阶 级 报 刊 和 民 主 主 义

报 刊撰 稿——２７，３０、４２７—４２８、

４６１；２８，３３５、３３７—３３８、３４１；２９，

１２１—１２３、１３６—１３８、１４４、１５８—１６０、

１６２、１６５—１６６、１６８、１８３、１８８、２４３—

２４４、２４８—２４９、２５３—２５４、２５５—２５６、

２６１—２６２、２６７、２７１—２７２、２７５—２７６、

２８８—２８９、２９６、４３１—４３２、４６７；３０，

９２、９４、１１２、１５５、５５７—５５８、５６５；３１，

２３０、３９０、３９３—３９４、４１６—４１７；３２，７、

１３—１４、２３、２８、３１、８８—８９、１０４—

１０５、１１９—１２０、１２７—１２８、１７４、２７２、

５４３、６１７；３３，７、１０—１２、１４—１５、２１—

２２、２８—２９、５１—５２、２３９；３６，３５０、

３７４；３８，１５。

——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２７，

３１６、３２４—３２５、３３２、３３３、３３６、３５６、

３６０、３７２、３９８、６１７；２８，５、８、２３、３１—

３２、４４、５５、９０、９３、１０８、１３６、１９６、２００、

２０８—２０９、２２８、２３１、２３８、２７１、２９０—

２９１、２９４、２９６、２９８、３０６—３０７、３１１、

３１５、３１８、３３７—３３８、３４２、３５１—３５２、

３５３、３６２、３６５、３６７、３８５、３９３、４０７、

４４０、４４５、４４６—４４７、４５２、４５８、４６２、

５１６、５３３、６６３；２９，１３０、２４０、２４７—

２４８、２４９、３０９、３１８、３５３、３５７、３６９、

３７８、３９９；３０，７５、７８—７９、８４、８７。

——参加工人组织和民主主义组织——

２７，４０—４７、６８、６９—７０、７２、７４—７５、

７７、９８—１０７、１０８—１０９、１１３—１１４、

１１８—１１９、１２７—１２８、１３３、４９４、５１１—

５１４、５１５—５１６、５４７—５４８、５５４—５５５、

５５６—５５７；２９，４８６—４８７；３１，１９、５１、

９２、５９９—６０６；３２，２８、４８—４９、５４、９９、

１４１；３６，５８４；３９，２２４。  并见共产

主义通讯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同盟，

宪章派，第一国际，第二国际。

——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者（马克思

逝世以后）——３５，４３１、４４３；３６，１９—

２０、１０６—１０７、２１９、２５３；３７，１１—１２、

２０—２１、４１、２８４、３０１、３０９、３４０、３７４、

３８２、４７８—４７９、５１５、５２５、５３０；３８，１９、

６７—６８、１３２、１４０—１４１、１７８—１７９、

３９６名 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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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２９０、３９７、４４７—４４９、４６２—４６４；

３９，３２、４９、６０、７０—７２、１２８—１２９、

１４３、１６５—１６６、１８５—１８７、２７２—２７５、

３２８—３３０。

——参加第二国际的建立和活动——３７，

１１５—１１６、１２０—１２３、１６４—１６５、１６８、

１７６—１７７、 １８３—１８４、 １８７—１８８、

１９０—１９４、１９６—１９７、２０７、２１１、２２４—

２２７、２２９、２８４、４４８—４４９、４５１—４５２、

４５３—４５５、４６６、４６８—４６９、４７２—４７４、

４７９；３８，１６、６２、１１８、１２１、１２４、１３２、

１４４—１４５、１５０、１６３、４２２、４４７—４５３、

５３２—５３４；３９，４９、９０—９２、１０３—１０４、

１１０、１１３—１１４、１２８—１２９、２２０、２７２—

２７３、２７７—２８２、３８０。

——和英国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２７，１０８、１８１—

１８２、１９９、２０５—２０６、２０８；２８，８—９、２２、２４—２５、３７、３８、４４、

１４５—１４６、３２７、５０４；３１，１１、７４、２１３；

３２，１８８、１９４—１９５、１９６、２３３、２３７；３３，

２２４—２２５、２５３、４７４—４７５、５２６；３４，

２７３—２７４；３５，１８—１９、１９７、２００—

２０３、２６７；３６，５９—６０、８２、９４、１２４—

１２５、２２３—２２４、２３１—２３２、２４６、２５５—

２５８、２９６、３６３—３６４、４１９—４２０、４４９—

４５０、５２０、５６３—５６４、６３１—６３２、６３７—

６３８、６４７—６４８、６５１—６５２、６５８—６５９、

６６４—６６５、６７１；３７，２９—３０、５６—５７、

１９１—１９２、２０８、２４８、２５９—２６１、２８１、

３０６—３０９、３７３—３７４、３９９—４０２、４２５、

４２７、４３４、４５１、４７８；３８，１０６、１３６、

３０２—３０３、 ３０８—３１０、 ３２７—３２８、

３７１—３７２、 ３８２—３８４、 ３９１—３９２、

３９４—３９５、３９９—４００、４０８、４４２、４４７—

４４９、４６２—４６３、４７５—４７６；３９，１２—

１３、２０—２１、３５—３６、４８、５４—５５、７２—

７３、２２４、２２９、２６６、２７８—２８２、３２８、

３８０、４３３。

——和德国工人运动与社会民主主义运

动（１８７５年以前）——２８，１１、１３、１５—

１６、８６、９０、１６０—１６１；２９，２９—３０、

３２—３３；３１，２２—２４、３０、３１、４７—４９、

５８、６２—６５、８８—８９、９７、１１３—１１４、

２３４、２４２—２４３、２８１—２８２、４６０—４６１；

３２，４１—４２、８０、１５３—１５４、１５９—１６０、

１６６—１６７、２３９—２４２、２６５—２６６、３５２、

３６２—３６３、３９６—３９７、４４５—４４６、４７６、

４９９、６３３—６３５、６６６—６６７；３３，４５、

１２５—１２６、 １７１—１７２、 １９１—１９２、

２９２—２９３、４４９—４５０、５９１—５９２。

——和德国工人运动与社会民主主义运

动（从１８７５年起）——３４，１３—１４、５７、

８９—９０、９２、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４—１０５、

１１９—１２６、１３０、１４７—１４９、１５１—１５２、

２１９、２２２—２２３、２６３—２６４、２８１、２８９、

３５１、３５９—３６１、３６５—３８４、３８７—３８８、

３９７—３９９、４０５—４０７、４０９—４１０、４１１、

４１６、４４９；３５，１１６、１４６—１４７、１６１—

１６２、１７５—１７６、１７８、２０５—２０６、２１１—

２１２、２２８—２３０、２５５—２５７、３０７—３０８、

３１６、３２９—３３１、３３６、３５５、３６１、３６４—

３６５、３８６—３８７、３９２、３９８、４２５—４２６、

４４３—４４５；３６，１３０—１３１、１５２、１５４、

１５７—１５９、１６４、１７６、２３３—２３５、２４９—

２５０、２５３—２５４、２５８—２６２、２６５、２７８—

２７９、２８９—２９１、３３２—３３５、３３７、３５２、

３７３、３８０、４１４—４１７、５２９—５３０、６７２；

３７，１１８、１２２、１７２—１７３、１７９、２５１—

２５２、２７４—２７５、３５１—３５６、３６１—３６３、

３７９、４１８、４３３—４３４、４３６、４３８—４４１；

３８，１８—２１、２５、２８—２９、３１—３３、３７—

３８、４９、５２、６４、７０、７２—７３、９１、１１９—

１２０、１５１—１５４、１５９、１６９、１７２、１８１—

１８２、２４２、２８２—２８３、３１２、３６８、４７４、

５２８、５３８—５３９；３９９，１３—１４、２５—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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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３６、７１、７７—７８、１２１—１２２、１４２—

１４３、１５３—１５４、３０１—３０２、３０６—３０７、

３１３—３１５、３１７—３２０、３６９、４０１—４０３、

４２２、４２５—４２７、４３０、４３２、４３６—４３９、

４５９—４６１、４８３。

——和西班牙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

——３３，２１１—２１３、２７４、３５１、３５８—

３５９、３６３、３８２、３９７—３９８、４１７—４１８，

４３２、４４８；３４，１４８；３６，７０８；３９，６９、

２２０—２２１、２７１—２７２、３２８、４１８—４１９、

４４８。

——和意大利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

——３３，２４０—２４１、２４４—２４５、２５０—

２５４、２６２—２６３、２６８—２７０、３０３、３１３、

３３８—３３９、３４１、３５９、３６９、３７４、３８２、

３８７—３８８、３９８—３９９、４３２、４３４—４３５、

４４４—４４５、４４７—４４９、４６４、４８９—４９０、

５３９；３４，３２—３３、２３８—２３９；３６，４０—

４１、５２—５３；３７，３１０、３４０—３４２；３８，

４１、４８、５２、６６—６７、１１５、２７３—２７４、

２８５、３１３、３１４、３２９—３３０、４０８；３９，３、

２０—２１、４６、７９—８０、９１—９３、１８３—

１８４、１８９、２２１、２７０、２７６—２７７、２８８、

３２０、３２８、３５０、３９１—３９２、４６８—４６９、

４７２。

——和俄国革命运动与民主运动——３３，

４８８；３４，１４４、１７５、１７８、１８６、３０３—

３０５、３１０、３１４、４２７—４２９；３５，２９５；３６，

６５、９６—９７、１２１—１２３、２８０—２８２、

２８５、３４６—３４７、５５９；３７，９、１０４、２３５、

３２９、３７０—３７２、３８６—３８９、４１３—４１４；

３８，１９３—１９６、３０４—３０８、３１３、４５７、

４６４—４６８、５０８、５１６、５４５—５４６；３９，

３７—４０、７４—７５、８２、１４６—１４９、２４０—

２４４、２９１、３１１—３１３、３３１—３３２、３７９、

３８２—３８３、３９３—３９４、４２６、４９０—４９１。

——和美国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

——２８，２４８—２４９、３０８、３５０；３１，４３１、

５６７—５６８；３３，４３２、５１９—５２０、５２５—

５２６、５３１—５３２、５４３、５４９—５５０、５８１、

５８６—５８７、 ６１９—６２０、 ６４３—６４４、

６４６—６４７；３５，１６７—１６８；３６，１５、１２５、

４２２、４４２—４４３、４９４—４９５、５６４、５６６—

５６８、５７５—５７７、５９１—５９２、６１０—６１２、

６３９、６７８—６８１；３７，２４—２６、４７、８１、

１５１、２１７、３３９、３４７—３４９、３８９—３９０、

３９５、４０５—４０８、４９９—５００；３８，３、１１、

１５—１６、５５、１３７、１５０、１６３—１６４、

１７８—１７９、２１６、２４５—２４７、２９０、３１５—

３１７、３６９、５５８；３９，４７—４８、５２、５５、

２６６、３１７、３２８、４６３。

——和法国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

——２７，４５—４６、１０８—１０９；３３，５９—

６０、６４—６５、３３５、５４４—５４５、５７３、

５８２—５８３；３４，３５５、４５０—４５１；３５，

１０９、１１３—１１４、２１９—２２６、２４８—２４９、

２６７—２６８、 ３７２—３７３、 ３８０—３８２、

４００—４０３、４０８、４３６—４３７；３６，４５２—

４５３、５４０—５４１、６２７；３７，１１４—１１６、

１２０—１２４、 １６３—１６５、 １６８—１６９、

１８３—１８４、 １８７—１８８、 １９５—１９７、

２００—２０２、 ２１３—２１４、 ２１６—２１７、

２３７—２３８、２７０—２７２、２７５—２７９、３００—

３０２、３３１、３８６、５２３—５２４；３８，１８—２０、

２４—２５、４５—４６、６７—６８、７０—７１、１６９、

１７４、１８５、１９６—１９７、２２９—２３０、２４８—

２４９、２８６—２８７、３０３、３２３—３２６、３４４—

３４６、３４９、４６２—４６４、４７６—４７７、５５６—

５５７、５６９—５７１；３９，３２—３４、４０—４２、４９、

５８—５９、６５、８４—９１、１１３—１１７、１２０、

１４２—１４４、１７７—１７８、１８５—１８７、２０７—

２１０、２２６、２４５—２４６、２６８—２６９、２８２、

２８６、２９８、３０７—３０８、３３７、３６３—３６４、

３６９—３７２、３９２、３９６—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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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自然科学——见自然科学。

——研 究 历 史——２７，１９９、２３５—２３６、

２５７—２５８、２６７、２８５—２８６；２８，２４９—

２５１、２６０—２６４、３６５—３６６；２９，３１—

３２、３７、５５—５７、７５；３０，３２３、３２６—

３２８、３４１；３１，６—８、１３２、１７５—１７６；

３２，４８、１０７、２１９—２２０、３２９、３４３、３５４、

３５８—３５９、３６４、３７１—３７２、３８９—３９０、

４０２—４０３、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４、４１９、４２６、

４３１—４３２、４３７—４３８、４４２、４５８、４６６—

４６７、４７６—４７７、４８７、４９１、４９５—４９７、

５１１、６６８；３３，２７５—２７６、４１５、６１８；３４，２０、

４１９、４２９；３５，１１２—１１３、１２０—１２５、１５６—

１５９、３１１、３３２—３３５、３６０、３６５、４００、

４１２、４１６、４２６、４３２—４３３、４４７—４５０；

３６，２２４；３７，４５９—４６３；３８，１０１—１０４、

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９—１２０、２６０—２６１、２８８、

４２７；３９，１５、６３—６５、７５—７６、９７—９８、

１９９—２０１、２１０、２４９、２６５—２６６、２８３、

２８５—２８６、３４５、３６９、３９１—３９２、４２６—

４２８、４３４—４３６、４５９—４６２。

——研究战争史和军事理论问题——２７，

１５６—１５７、２２３、２４６、２４９—２５１、２５２—

２５４、２５７—２５８、２８４—２８５、５７６—５７８、

５９１；２８，６７—６８、８０—８１、８６—８７、

１０７、１０８—１０９、１２６、２９９、３１８、３５３、

３５９—３６０、３６５—３６６、３８５、３９３、３９６、

５００—５０１、５８３—５８４、５８８、６０７—６０８；

２９，８２、１２１—１２２、１２３、１４４、１５８、

１６１—１６２、１６３—１６４、１７１—１７４、１８３、

１８７、２０４、２４３—２４４、２４９—２５０、２５３—

２５４、２８９、２９４、２９５、２９６、４６４、４８１、

４９８、５６１、５６２、５６４；３０，１３、２６、９２、

１１２、１５５、１７３—１７６、２２９、２３３—２３５、

２４１—２４３、２５６—２５８、３２３、３２８、５１３、

５５７—５５８、５６５；３１，２０、４９、５７—５８、

６３—６４、１１６—１１７、２０１—２０２、２２２、

２２８—２２９、 ２３１—２３２、 ２３７—２３８、

４３１—４３２、４４４—４４５、４６１—４６５、４６６；

３２，７、１４、２０—２１、２９—３０、３００、４０３；

３３，１５—１７、２４—２６、２８—２９、３１—３２、

４８—４９、５１—５２、６３、２７６、６５５；３５，

８５—８６；３７，１１、１９、２２—２３、３２、２３４；

３８，１５４—１５６；３９，２７—２８、１８６—１８７。

——研究语言——２８，３７、４８、１２６、２６４—

２６５、５１６、５８３、６０８；２９，１２２、４８２、５６４；

３０，３２４、３４５；３１，７—８、１３２；３２，２４、

４８、５５—５６、２１４、２６８、２７８、３５８—３５９、

４１２、４７７、４９２、４９６；３３，３５９、４１７、４３０、

５５９；３４，１３４—１３５、２１６；３６，７、５２—

５３、１２３、３００、３０５、３１６、３１８、３９２、４２５、

５９８、６０１、６０２；３７，３—４、３０３、３３４、

３６６—３６７、４２１、５３０；３８，１３、１０３、１１５；

３９，２２、５９—６０、８１、９３、１８９、２１５、２２０、

２９６、３２８。

——编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

卷——见《资本论》（卡 马克思著）

——恩格斯的家庭——２７，２１、３０—３２、

１４２、１４７、１４９、２２３—２２４、２９３—２９４、

４５９—４６０、４６２、４９９、５６５—５６６；２８，

６９—７０、２２０；２９，５５；３０，５８—５９、２１８、

３０８—３１０、４１６、５５７—５５９、５７７—５７９、

５８０—５８１；３１，７４；３２，２３０、２６３、２６６—

２６７、２７３、３１６、４７９、４９１—４９２、５７５、

６０３—６０６、６４７—６４８；３３，３０７—３０９、

４２８、４８６；３４，５１、５８、１５７、１７０、２３３—

２３４、２３６、２３９、２８０—２８１、３１３、３１８、

４８１；３５，２５０；３６，１５５、２３１、２４６—２４８、

２８６、２９６、４５１、６３２、６７１—６７２、６９６；

３７，７６、７７—７８、２９３、２９４、３０４、３２４、

３２８、４８０、４９３—４９６、５０２、５０４、５０８；

３８，１１９、２９９、３３９—３４０；３９，１２８、

４２４—４２５、４４３—４４４。

——作为马克思遗著的遗嘱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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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３—４、７、２７—２８、３１—３５、４２—４４、

５４、７５、９２—９３、９５、９６、１０１—１０２、

１０４—１０５、１１４、１６５、２１９、３３０、３６１、

３７５—３７６、４７６、４８６、６２５、６８０；３７，

１３５—１３６、４７９、５１５—５１６、５２９—５３０；

３８，５、３７、４９、１２０—１２１、１２７；３９，７０—

７１、１０４—１０５、１２９、１８３—１８４、３０３、

３２９—３３０、３３８、３４１—３４２、３５６、３７５—

３７６、３８１—３８２、３８６—３８８、３８９—３９０、

４３９—４４０、４４５—４５５、４６５、４７０、４８４、

４９２。

  并见无产阶级政党，奥地利、保加利

亚、匈牙利、比利时、丹麦、荷兰、罗马

尼亚、瑞士、波兰等国的工人运动和

社会主义运动。

Ｆ

发明——２７，４８０—４８２；２９，２８２；３０，３１８—

３１９；３２，４６３；３５，１８７；３６，１９７；３８，

１９４。

发展——３５，１２３、１６８；３６，６１、７０１；３８，７７。

——辩证发展——３５，３７０、３８０；３７，１１３；

３８，５４７。

法

——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２７，４２１、

４２４、４３４、４４９—４５０；３０，２０６；３５，３８３。

——作为上层建筑——３０，６０７—６０８；３２，

６６２；３５，３８３；３７，２８３、４３２、４６０—４６１、

４８８—４８９、４９０；３８，３６４—３６５；３９，

９４—９５、１９８—１９９、４０１—４０３。

——法的观念和所有制关系——３０，６０８。

——社会关系的法律形式——３５，１４５。

——法的具体历史性——３０，２０６—２０７。

——法 和 革 命——３５，４２５—４２６；３６，

２３８—２４１。

———封建的法——３９，４１０。

——资产阶级以前的和资产阶级的法

——３６，１６９。

——英国的——３０，２１２—２１３、４４７、４５７—

４５９、５３５、６０２—６０３、６０７—６０９；３３，

１９２—１９３、４５０、６３３—６３４；３６，４３、

５２２、５６７；３７，４８８；３８，３７５。

——德国的——３５，１２４—１２５、２５７—２５８；

３９，４０３。

——普鲁士的——２７，４２２—４２３；３０，１４４—１４５；３５，２５７—

２５８；３８，３７４—３７５。

——罗马的——２９，１８３；３０，２０７、６０２—

６０３、６０７—６０９、６１８；３５，１１、３８３；３６，

１６９。

——萨克森的——３６，２６９。

——法 国 的——３０，６０２—６０３；３５，１１、

２５７；３７，４８８；３８，２４９；３９，１０５。

——版 权——３９，１３６、１５８—１５９、１７３—

１７４、２３８—２３９。

——继 承权（遗嘱）——３０，６０２—６０３、

６０７—６０９；３３，２４１—２４２、３３３；３５，

３８３；３７，４８８—４８９。

——“劳动权”——２９，２１７；３６，６０、８９、

１５２—１５３、１６３、２７１。

——比较法律学——３８，１０８。

——和专横——３８，２８８。

法的历史学派——２７，３３５；３８，４７９—４８２。

法俄联盟（１８９１—１８９３年）——３８，４、１３９、

１８０、２２６、３６７、３９７；３９，１８８、２５０、３７２。

法国（１８４８年革命以前）——２９，９４；３５，

２６１；３６，５５、３５４、３５９、３６８—３６９；３９，

９７。

——在中世纪——３９，９７、４１０。

——君主专制——２８，３８４；２９，８４；３１，

２４０；３２，５５４、６３７；３４，６５—６６、３４９；

３８，３０５、３６３。

——督政府——２７，３２７、４１１；２９，４４５—

４４６；３０，２９９；３６，３５８，３７０；３７，１３９、

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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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时代和帝国——２７，３７５、４１１；

２８，３９９；２９，８３—８４，３２，３２２；３３，５２；

３５，４０９；３７，１２４、１３８—１３９；３９，８６—

８７、１９９—２００。

——波旁王朝的复辟——２７，１５４；３６，５５；

３７，１２４、４１０。

——１８３０年革命，七月王朝——２７，４２、

９３、１５４、４１０—４１１；２８，３０３、３５４、４８０、

６１６；２９，２３０；３２，１９０；３４，３４８；３６，５６、

２３９、６８４、６８７—６８８；３７，４２、２７８；３８，

５４７。

——经济——３４，３４８—３４９；３８，３０５。

——工业——３４，３４９；３６，２５１。

——农业——２９，９４；３４，３４８—３４９；３７，

１２４—１２５。

——商业——３４，３４８—３４９。

——货币制度和税收制度——２９，１９２—

１９３、２３０；３２，６３７；３８，３０５。

——对内政策，国内形势——３１，５０—５１。

——贵族——３２，５５４；３７，４１—４２、１２５、

２７８。

——资产阶级——２７，１１１、４１０；２８，３８２—

３８３；３７，４１—４２、２７７—２７８。

——小资产阶级——２７，４１１、４８８；３７，

４１１。

——工人 阶级——２７，１０９、４０６、４０９—

４１１、４５０。

——农民——２８，３８２；３２，６３７；３７，１２４—

１２５、４１１；３８，３０５。

——陆军和海军——２７，３７３、３７５、４０３；

２９，８２；３３，１８０；３８，３０５。

——保皇派集团——３７，２７８。

——资产阶级共和派——２７，７４、１１１、

１１８、４１１；３７，４２、２６２。

——小资 产阶级民主 派（《改 革 报》

派）——２７，７３—７４、１０９—１１２、１１７。

——对外政策——３１，５３８。

  并见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拿

破仑战争，法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

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法国工人运

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法 国 工 人 党——３５，２５、８１—８２、１０４、

４００—４０２；３６，１６２、４７１、４７３—４７４、

４７８、５４０；３７，１３２—１３３、１５７—１５８、

１５９、１８２—１８３、１９１、１９５、２１６、２１８、

２９３、２９５—２９６；３８，１９—２０、６７—７１、

７４、１４０—１４１、２９０、３０３、３２３—３２５、

３４５—３４６、５５４、５６２，３９，４１—４２、２４５、

２５９、３９９。

——党 的 建 立——３４，４００、４５０—４５２、

４７８；３５，３７９—３８０。

——党的纲领——３５，３４、１１４、２２３—２２４、

３６９—３７０、４００—４０２、４１１；３６，３３９。

——盖得派反对可能派的斗争——３５，

２５、３４—３９、９７、９８——１００、１０５—

１０６、１１４、１１９、２１６、２２０—２２５、２３０—

２３１、２４８—２４９、２５９、２６７、３３１—３３２、

３３６—３３７、 ３６１—３６２、 ３６９—３７２、

３７９—３８０、３８３—３８６、３８９、３９１、３９５、

４００—４０３、４１１—４１３、４５３；３６，１５４、

４５３；３７，１２２—１２３、１２８—１２９、１３２—

１３３、２００—２０１、５２２—５２３；３８，１９—

２０、７４、３２５、３２６；３９，２９５—２９６。

——反对宗派主义和革命空谈的斗争

——３５，２１２—２１３、２１６、２２２—２２３、

３７１、４０３、４０６、４０８；３６，５４０、６２２；３９，

２６９、３２２。

——鼓动活动——３５，７５、２２３—２２４、３９５；

３６，１２６、５４０；３８，１２５、２９０、３１５。

——马克思主义的宣传——３６，１２２、１２６、

１４２、１４６—１４７、１５６、３６１、４４０。

——议会活动——３５，２５、２１２—２１３、２１６、

４１２—４１３；３６，１４６、１５４、４５２、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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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５、５４０、６４３；３７，２３４、２５７—２５８、

２６０—２６１、２６４、２６８、２７０、２７１—２７２、

２７４—２７７、２８０、２９０—２９１、２９７、３１０、

３１８、３２６、３４７；３８，１２５、１６４、１６８—

１６９、１８０、１８３—１８４、１９０—１９１、１９６—

１９７、２０４—２０５、２０７—２０８、２１４—２１５、

２３８—２３９、３２３—３２５、３３６、３４３—３４６、

４３５；３９，３３、４１—４２、４９、１１６、１３０、

１４３—１４４、 １７７—１７８、 １８２—１８３、

１９５—１６６、２０６、２０７—２０９、２６０—２６１、

２６９、２９６、３７０—３７１。

——对南特土地纲领的批判——３９，２８２、

２８６、２９５、３０７—３０８、３３０、３３２—３３３。

——党的代表大会——３５，９７、１０９、１１０—

１１１、１１４、２３０—２３１、２４８—２４９、３６９—

３７０、４００、４１３；３６，１２６、１４２、５３９；３７，

２０１、４７２、４７９；３８，４３５、４６４；３９，１５２、

１８２、２８２、２８６、２９５、３０７、３３０、３３２。

——机关报刊——３５，１１３—１１４、２１９—

２２１、２３０—２３１、２５９、３７１—３７３、３８５—

３８６、３９５、４０８、４１１；３６，５８８—５８９、

６２２；３７，１７—１８、２２、１３８、１４０、１４１—

１４２、１６３—１６４、１６８、３２６、３３０—３３１、

３４７、３５０、３８６；３８，３４８—３４９、４０１—

４０２、４３５；３９，１４４、２８２、２９５、４４８—

４４９。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统一的斗争——

３６，４７１；３７，３０１；３８，３２３—３２５；３９，

４１—４２、１３０、１４３、１８２、２６１—２６３、

２６９、３７１。

——和资产阶级政党——３８，１９７；３９，４１、

１３０、２０８。

——警察迫害——３５，９９、１０６、１０８、１０９、

１１３—１１４、１１６、１２２、２６７、４０３—４０９、

４１０—４１１、４４１；３６，７０。

——对欧洲战争危险的立场——３５，２７６；

３８，１５７、１８５、４９８—４９９、５０３；３９，８５—

８９。

  并见盖得派。

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３４，

４５０—４５２；３５，２１６；３６，３６８—３６９、

６２２。

——在３０—４０年代——２７，７９、９３、１０９—

１１３、４１０—４１１；３７，４２。

——在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２７，４１０；２９，

３１３；３６，１５３。

——在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时期——

２７，４１０；２９，８Ｏ—８１、２９０；３１，５３３、

５４６；３２，３９６、５０２、５０３、５９８、６８８—

６８９；３３，５—６、５９—６０；３５，２２８；３６，

３６９。

——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３３，

５８—６１、６４—６６、１３４、１５４—１５５、

１６８—１６９、２１０—２１１。

——在７０年代——３３，６３１、６３７—６３８

；３４，１９７、２６０、２９３、４５１—４５２；

３５，２１６。

——在８０年代——３４，４２２、４５０—４５２；３５，

２５、２１２—２１３、２１６、２１９—２２６、３６２、

４００—４０４；３６，１２２、１２６、１６２、２１４—

２１５、２２７—２２８、３５９、３６８—３７０、４５２、

４５６—４５７、４７１、４７３—４７５、４９９—５００、

５２４、６２２、６６９、７０１；３７，１８、１２２—１２４、

１２８、１３２—１３３、１３６—１３９、１５３—１５４、

１８２——１８３、１９０—１９１、１９３—１９４、

１９５—１９６、 ２０１—２０２、 ２０８—２１０、

２４１—２４３、２６４、２８０、２９３、２９５—２９８、

３００—３０１、３１８、３２６。

——在９０年 代——３７，３３０—３３２、３５０、

３５４、３８３—３８５、３９２、４０４、４７２—４７３、

４７８—４７９、５２２—５２４；３８，１９—２０、

４３—４４、７４、９０、１２５—１２６、１４０—１４１；

３９，４１—４２、５９、６５、８５—８９、１１３—

１１４、１２２、１８２—１８３、２４５—２４６。

９９６名 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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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理论水平——２７，１１３；３１，５３３、

５４６；３３，５—６、５９、３３４、６３１；３４，２９３、

４２２、４５０—４５１；３５，２２０—２２４、３８５—

３８６、３８９；３６，１５３、３６２、３６８—３６９、

３８１、６２２；３８，５５６—５５７；３９，４２。

——罢工 运动——３２，２２９、３３９、６９７—

６９８；３６，１６２、４３８、４４１、４５２、４５７、

４７０—４７１、４９９、５０７、５１６、５４０。

——国民议会中的社会主义党团——３６，

４３８—４４２、４４５、４５２、４５６—４５９、４７０—

４７１、４９９—５００；３７，３２６；３８，３２４—

３２５；３９，３３、１１６、１１９—１２０、１３０、

１４３—１４４、 １７７—１７８、 １８２—１８３、

１８５—１８７、１９５—１９６、２０６—２１０、２２６、

２４５、２６０—２６３、２６９、２９６、３６７、３６９—

３７２、３９７—３９８。

——米勒兰－饶勒斯派——３８，１９７；３９，

４１、８５、１１７、１３０、１７８、１８２、１９６、２０８—

２０９、２２６、２４５、２５３、２６０—２６２、２６８、

２９６、３７１、３９４。

——和资产阶级政党及小资产阶级政党

——２７，１０９—１１３、４０８—４１１；３２，

６８９；３４，４５１—４５２；３５，３６２；３９，１８２。

——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３９，１８５—

１８７。

——工人报刊和社会主义报刊——２７，

１０９—１１２；３４，４５０—４５１；３５，２１９—

２２２、２２５—２２６、３７１—３７２、３７５—３７６、

３８５—３８６、３９０—３９２、４０１、４１１；３６，

６２２；３７，１８。

  并见蒲鲁东主义、蒲鲁东主义者，布

朗基主义、布朗基主义者，第一国际

在法国，法国工人党，盖得派，可能主

义、可能派，阿列曼派，“五一”节，工

会。

法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２７，６２５；２８，

５８６；２９，８２、２９２、３１３；３２，１９０；３３，

４６３；３６，５６、２５３、６８４；３７，２３、１３９；３８，

５４３。

——二月革命——２７，１５８、４１０、４９９—

５０２、５６８、５６９—５７０；２９，２９２；３９，４０、

１３４、１４０。

——和工人阶级——２７，５００—５０３、６２５；

２８，５８６；２９，３１３；３６，１５３。

——资产阶级的立场——２７，１３７、１４０、

５００—５０３；３８，４４３。

——国家工厂——３１，２１；３６，１５３；３９，

３９７。

——和农民——２７，５０２。

——１８４９年六月十三日事件——２７，１５８、

３８４、４０７；３３，２１０。

  并见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１８４８

年）。

法兰西第二帝国——２８，２０４、２５７、３０３、

６３０—６３１；２９，２２７；３３，１２、３６、４３—

４４、４６、１３４、１４８、１５１、６４３；３４，３４８；

３７，７０、３００。

——它的阶级实质——３３，４１—４２。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政变——２７，４０１—

４１５；２８，２４２、４７２—４７３、４９６；３２，５８４；

３３，８７—８８；３９，３８８。

——经 济——２８，１１４—１１５、２４１—２４２、

３０３—３０４；２９，２１７—２１９、２２７、２３０—

２３１、３４４；３１，２２４。

——财政制度，货币制度和银行制度——

２８，１１４—１１５、２０４、３０３、５３６、５６８；２９，

７２—７３、１３３—１３４、１４５、１９１—１９３、

２１８、２３０—２３３、２５８、２９２—２９３、２９８、

３０８、５５６—５５７。

——股 份 公 司——２９，１１９、１３３—１３４、

２３１—２３３、２９８。

——对外贸易——２８，４９、２４１—２４２、５１７；

２９，４２—４３、１８９、２１６、２１８、２２９—２３３、

２７５、３４３；３０，９、２２３；３３，１３。

００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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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政策，国内形势——２８，１０—１２、

３８—３９、７８—７９、１６７、２４１—２４２、２９４、

３０３、４５３、４７２、４８０、４８７、４９６—４９９、

５３６、５６８、５８４—５８５；２９，８—１０、３７、

５７、８１—８２、１１９、１５６—１５８、１７８—

１７９、２１６—２１９、２３１—２３２、２５８、２６８、

２７０、２９０—２９４、２９７—２９８、３５７、４４８、

５０４、５５７—５５８、５６５—５６６、６１５；３０，

２２６、３５０；３１，２３５、２７２—２７３、３２９；３２，

４６、１９２—１９３、１９５—１９６、３０４、３２２、

３９４—３９５、４１８、５０２—５０３、５２９、６２６；

３３，５—６、１１、１３３—１３４；３５，４５０—

４５１；３６，５４３；３８，５４２—５４３；３９，１１２—

１１３。

——资产阶级——２８，３０３、４８０；２９，２１８、

２３０、２５８、２９２、３９２、５５８、５６５—５６６；

３０，３５０；３１，２４８、２７２；３３，４１—４２、

１８５；３８，１２９。

——工人阶级——２８，１４６、２４２、３０３；２９，

９、８０—８２、２１８、２９０、２９２、４０７；３０，

３５０；３１，１７１、２４８、５２６；３２，２２９、３８８、

４２６、５０２—５０４、５９８、６９７；３３，４１—４２、

６５、１３４、１６９；３５，２２８；３６，６２２、６８７。

——农民——２８，３０３、５３６、５８５；２９，３５７；

３１，２４８、２７２；３３，１７、４２；３８，５４３。

——保皇派集团——２８，７９、８２、１５０、５６８、

５８６；２９，２９１—２９４、５０４；３２，２２６；３３，

３６—３７、１４６。

——统治集团的腐败——２８，２０４、３０３；

２９，９—１０、７３、１１９、２９２；３６，３５８。

——军队——２８，３０３、３６１、５６８；２９，８、９３、

２１９、２９１—２９２、４０７、５５７—５５８、５６５；

３１，１６７、２５３、２７２、４９７；３２，１４６、６９７；

３３，２５—２６。

——资产阶级报刊——２９，１１９；３２，２２４、

４２５。

——阶级矛盾尖锐化——２８，３０３、５８５；

３１，１６７、１７１、２４８、２７２、３４１、３９２、４９７；

３２，４１８、４２０、４３８、５０２、５８４—５８５、

６１２、６２６、６９７；３３，１２—１３、１３４—１３５。

——反对派运动——２８，７８—７９、８１、１５０、

３０３、４８０、５６８；２９，８—９、８１—８２、９３、

２５８、２９０—２９２、４０７、５５７—５５８、５６５—

５６６；３１，２５３、３４１、３８０、３８３、４９７；３２，

１９０、２２４—２２５、３１８；３３，５、３３。

——革命前途——２８，１１５、３０３、６３０；２９，

１０、８２、９３、１４５、２９２、２９７、４０７、４０９；

３１，１７１、２４８、３０４、３４１、３８０、３８３、４９７；

３２，１９０、１９２—１９３、１９５—１９６、３７０、

４２７、４３８、６９７；３３，３４、３６、４１、４３、４６、

４８、５０、１３４、１４６。

——对外政策——２８，１０、２７、２１２—２１３、

２２６、３０３、３２０、３２５、３５４、３６１、４７２—

４７３、６１６—６１７；２９，９—１０、４９、９３、

２９２、３５３、３５７、４０４—４０５、４０７、４４６、

５５６—５５７、５６５、６１５；３０，７９—８０、５２６；

３１，１６７、１７１、２０１、２０５、２２３、２３５、２３９、

２５２—２５３、２９８、３４１、３８０、３８２—３８３、

４９７；３２，４９、１４５—１４６、１４８；３３，８—９、

１３、１７、３３、４１—４２；３５，２６１；３６，５４７；

３８，１２９。

  并见波拿巴制度，普法战争（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年），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

运动。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３８，２０８—２０９。

——对外贸易——２７，３６４。

——对内政策，国内形势——２７，１５４、

１５８、２０６、２０８、２７６、２７８—２７９、２８２、

２８４、２８８—２８９、３８３—３８４、３８６—３８７、

５０１—５０３、５２８—５２９；３７，２７７—２７８。

——资 产 阶 级——２７，２８２、２８８—２８９、

５０１—５０３。

——小资产阶级——２７，５０１—５０２、５４０。

——工 人 阶 级——２７，２８９、５０１—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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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０；３７，３００。

——和农民——２７，１５８、５０２。

——保皇派集团——２７，２８２、３８６—３８７、

５０１、５２８；３７，２７８。

  并见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３６，３５４、３５８—

３５９、３６９—３７０、７０１—７０２；３７，７０；３９，

４０、８７—８８。

——它的阶级性质——３３，１７５；３４，１１７、

２６０；３６，５５、１３１、１６２、３２４、３５２；３８，

２０８、５３６。

——１８７０年９月４日革命——３３，５４、５７、

５９；３４，４２。

——国防政府和战争——３３，１６４、１８０—

１８２、１８５—１８７。

——１８７０年里昂起义——３３，１６３、２４１。

——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３５，１６；３６，

３６９—３７０。

——经 济——３３，１１４；３４，５３、３４７；３６，

２３０、３６７；３７，２３９、３１９；３８，３６３；３９，

３９、８６。

——工业——３６，２３０、２７４、３６７；３７，３１９；

３９，３９、８６。

——铁路——３４，３４７。

——股份公司——３４，５３、３４７。

——财政——３４，３４５；３８，２１３。

——农业——３９，３９７。

——对内政策，国内形势——３３，８１—８２、

８８—８９、１１２、１１３—１１４、１８０—１８２、

１８５—１８６；３４，４３—４４、５３—５４、８０—

８１、１２３、２７６；３５，９９；３６，１６２、２４５、

２９１、３１７、３５８—３５９、４７０—４７１、６８４、

６８７—６８９、６９１—６９２；３７，２２—２３、

７０—７１、１１２—１１３、１２２—１２３、１３６—

１３７、１９７、２７７—２７８、５０８；３８，１２５—

１２６、１３９、１４６、１６５、１６９、２０４—２１０、

２１４—２１５、５３１、５５２—５５４、５６１—５６３；

３９，６、１４、１０３、２５９、２６３、２６８—２６９、

２７６、２７９、２８９、３６２—３６４、３６７、３６９、

３７０、３９８—３９９。

——统治阶级的腐败——３６，３２４—３２５、

６９１；３７，３２—３３、４５、１３６；３８，２１０、

５３１、５３３、５３６、５３９、５４３—５４４、５４７、

５５２—５５４、５６１—５６２；３９，１３—１４、３３、

４２、８７—８８、１０３、２０８、２６２、３６２—３６３、

３６７、３６９—３７０、３９８。

——金融贵族——３５，７５；３６，６２、４５８、

４７１；３７，１６２、２７８、５０８；３９，３７１。

——资产阶级——３３，１６４、１８０、１８２、１８６；

３４，４５、４２２、４５１；３６，１６２、２９１、３２４、

３４４—３４５、３４８、３５８、５１４、５２８—５２９、

５４３、５５３、５９８、６８７、６９１、７０１—７０２；

３７，３９、２７７—２７８、２８９、３５９；３８，１２９、

１３９—１４０、１８５、２０１、２０９、３２４、４０２；

３９，４２、１０３、３６２—３６３、３６７、３６９、

３７１—３７２。

——小资产阶级——３５，２５、３８６；３６，３５８、

５２８；３７，５１、２７７；３８，５４３、５５３。

——工人阶级——３３，５９—６０、６４—６５、

１６３—１６４、６３７—６３８；３４，４５、２６０、

２９３—２９４、４５１；３５，２５、２２０、３６２、３８６、

３８９、３９１；３６，１６２、２３０、２９１、３３９、３４５、

３５９、３６９—３７０、４３８—４４２、４４５、４５２、

４５７—４５９、４７０—４７１、４９９—５００、５１６、

５４０、６２２、６８７、７０１；３７，２２、９６、１２３、

２７７、２９７、３００、３５４、３８３；３８，１６９、２０９、

２１５、２８０、３２４、３９７、５５３；３９，１０３。

——农民——３４，２９３、４２２；３５，１６；３６，

５９８；３７，３８、２３９；３８，１９４、５４３、５５３；

３９，２０８、３６３。

——军队和防御体系——３４，５３—５４、

２９３；３６，１６２、３７０、５１２—５１４、６９２、

７０２；３７，１１、２２、２７、３２、３５、９６—９７、

１１３、１９７；３８，１５８、２１２、４０２—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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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３—５５４；３９，２４５。

——选举制度——３５，１６、４３６；３６，２９１、

３４１、３４４、３４８、３５４、３５８、５１６—５１７、

５４０；３７，３９、２９７。

——国民议会——３３，２０２；３６，３６９、４３９、

４４２、４４５、４５２、４５６—４５８、４７０—４７１；

３８，１９７、５５６；３９，４１—４３、１７７—１７８、

１８２、２０７—２０９、３６７、３６９—３７１。

——统治阶级的政党——３３，８１、８８、１０７；

３４，１１７、４５２；３５，１６、２４—２５、７５—７６、

３９１；３６，１６２、３４１、３４４—３４５、３５８—

３５９、４５８—４５９、７０１；３７，２８９；３８，

２０７—２１０；３９，３７０—３７１。

——保皇派集团——３３，５９—６０、８１—８２、

８８、１１２、１４６；３４，４３—４６、５４、１１７、

２７６、２９３；３６，３５４、３５８—３５９、３６９、

４５８、５５１—５５２、６６２—６６３、７０１；３７，

４５、５１、１１３、１１４、１９７、２６２、２７７、２７８、

２８９、３００；３８，１９、２０８—２１０、２１４—

２１５、３２４、５３６、５５３、５５６、５６２；３９，４２。

——波拿巴主义者——３３，８１、１１２、６３８；

３４，４６、５４、１１７；３５，２１６、４０７；３６，３５８；

３７，１１４—１１５、２５８、２８９、３００。

——温和的、资产阶级的共和派（“机会主

义派”）——３３，１１２；３４，２６０、４５１；３５，

１６、２５、７５、９０、３６２、３９１；３６，１５４、２８８、

２９１、３４１、３４４、３５４、３５８—３５９、３６９—

３７０、４４０—４４１、４５８—４５９、５５２、６８７、

６９１、７０１；３７，４５、５１、９６、１２２—１２３、

１３６、１６９、２５８、２７７—２７８、２８０、２８９—

２９０、５０８；３８，１９、１７６、２０６、２０８—２１１、

５３６、５６１；３９，１４、１８２、３７０、３７８。

——激进派（克列孟梭集团）——３４，

４５１—４５２；３５，１６、２５、７６、９７、１８２、

３６２、３７０、３９１；３６，１０６—１０７、１５４、

１６２、２４５、２８９、２９１、３２４、３４１、３４４—

３４５、３４８、３５４、３５８—３５９、３６９—３７０、

３８１、３９２、４３８—４４２、４４５、４５２、４５６—

４５９、４７０—４７５、４９９—５００、５１６、５２９、

５４０、６４４、６８７、７０１；３７，５８—５９、６３、

７１、９６、１１３—１１４、１２２—１２３、１３６、

１６８、２５８、２６２、２７７、２８９—２９０；３８，

１９７、２０５—２０６、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４—２１５、

５３６、５５６、５６１—５６２；３９，１４、４２、２６０、

２６９、２９６、３６３、３７８。

——布朗热主义——３６，５５２、６６２—６６３；

３７，３８—３９、４５、５１、５５、５９、６３、７０—

７１、９６、１１３—１１５、１２０、１２３—１２４、

１３６—１３７、１３８—１３９、１６２、１６８、１９２、

１９５、１９７、２０２、２５８、２６２、２７３、２７５、

２７７、２９０、２９６、３００—３０１、３４６、３５４、

３８３—３８５、４０４、４９９、５０８；３８，７７、

２０５—２０９、２１４、２８７、３０３、３２３—３２４、

５５２—５５３、５６２；３９，８６、２４５。

——资产阶级报刊——３４，４５、４５２；３５，

２５、７５、３９０—３９１。

——革命前途——３６，３８１—３８２、５１４—

５１５、５５１、５９８；３７，２２—２３、１３９、１６３、

１９２；３８，１８５—１８６、５２４、５２７、５４４、

５５３—５５４、５６２—５６３；３９，３６２—３６４、

３６７。

——对外政策——３３，８８、１６２；３４，４２；３５，

７５—７６、９０、９９；３６，５５１—５５２；３７，

１５３；３８，４、１３９—１４０、２０４—２０９、２１２、

２１５、２２５—２２６、２８０、３９７；３９，１４、２７、

８８。

——殖民政策——３５，７５—７６、１８２—１８３；

３６，３７、６２、２９１、６９１；３８，５０５；３９，２７、

１０３。

——对外贸易——３６，２６、２７４；３７，３１９；

３８，３６３；３９，３９。

——和俄国——３５，９０、９９；３６，５５１—５５３、

５８５—５８６；３７，１３０、１６３、１９２、５１７；３８，

４、１３９—１４０、１８５—１８６、２０５—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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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５—２２６、２８０、３９７、５４５；３９，８７—８９、

３７２。

  并见普法战争（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巴黎

公社（１８７１年），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

主义运动。

法律和自由同盟（英国，１８８７年）——３７，

２５。

法学家——３５，３４４；３７，１４５。

繁荣（作为工业周期的一个阶段或时

期）——２７，２０１、２７８；２８，４９、１３７、

１４６、２２７、３０３、５０３、５１７—５１８、６２３；

２９，２０３、２１７、２２２、２２５；３５，４１４；３６，

２６、９０、４１８、４５６；３８，１９３。

  并见萧条，经济危机。

反动（政治上的）——３１，４５６—４５７；３２，

２１９；３３，８１—８２；３５，２５８—２５９、２７７—

２７８；３７，１６２—１６３、４１０。

反谷物法同盟（英国）——２７，１５８；２８，

３２—３３、５０２；２９，１１２、１１６。

反思——２９，３２５；３３，２６３。

反映——２７，６５；３１，３１８；３２，６５８；３３，２６６；

３６，２０９；３７，４６１、４８４、４８７—４８８、４９０；

３８，２０３；３９，９５。

反犹太人主义——３５，２０５；３８，１５６、２２８、

５１９；３９，７８。

泛斯拉夫主义——２８，３７、６２５；２９，２１—

２２、５５７；３２，２４０、３３４、４２８；３４，１０２、

１９５；３５，２６２—２６５、２６９—２７４、２７６—

２７７；３６，５１２—５１３、５１６、５１９—５２０、

５４８—５４９、６２４；３７，１８；３８，１５６。

范畴

——不能把生物学范畴用于人类社会的

历史——３４，１６３。

——逻辑范畴是社会关系的体现——３２，

５３。

——经 济 范 畴——２７，４７９—４８７；２９，

５３１—５３２。

——经济范畴是经济关系的体现，经济范

畴的历史性——２７，４８０—４８５。

方法——２９，２５０、４４２、５０３；３１，１３５；３９，

４０７—４０８。

——辩证方法——３０，２０９；３１，３１８、３８５；

３２，８９、５２６、６７２；３６，４１。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方法——２９，

２９９、３０６；３０，２０９；３１，１３５、１８５、３０７—

３０９、３１１—３１２、３１８、３８５、４１０；３２，６、

２９、８８—８９、２３６、５２５—５２６、６７１—

６７３；３３，９９—１００、４３３—４３４；３５，７６。

——科学方法——３２，５４０—５４１。

——唯物主义方法——３１，４１０；３７，４１０。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方法——

３９，４０６。

  并见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

历史观。

纺纱工业——３８，１９３—１９４、４６４—４６６；

３９，４２２。

  并见亚麻业、亚麻，纺织工业。

纺织工业

——在英国——２７，３０８、３５３—３５４、３６３—

３６４、３８２—３８３；２８，６、３３、７２、１３６—

１３７、２０１、２２３、５１７；２９，４２、２００—２０１、

２１３—２１４、２２０—２２４、２３７、２５４—２５５、

２７１、２７８、３０７—３０８、３４４、３５１；３０，９；

３１，１０９—１１０、２７７、２８２、４２６—４２８、

４４５；３２，８２—８３、２０１—２０２、２１１—

２１２、２１４—２１５、２１７、２１９、２７８—２７９、

２９８、３０６、３６３—３６４、３９５；３４，３４６、

４２８；３６，５９—６０、１５３；３７，１０５；３８，

１９３、２９４、３６４、４４０。

——在德国——３２，３５０；３４，４２８；３５，１３２、

２２９；３６，６０５；３８，１９３、２９４、３８２。

——在俄国——３４，４２８；３８，１９３、３６４、

４６５—４６７。

——在美国——２８，４９、２４２、５１７；３６，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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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１０５。

——在法国——２８，４９、２４２、５１７；２９，４２、

３４４；３２，２２９；３８，１９３。

  并见棉花、植棉业。

非洲——３６，２０８；３７，２２５、４８５。

  并见阿尔及利亚，埃及，苏丹，突尼斯。

费边社——３６，６８６；３７，１８０、３５０、３８９、

４２５、５００；３８，１５、３９２、４１９、４４２—４４３、

４５５；３９，７—９、５４、５７、７２、１６３—１６４、

２１１、２２４。

费尔巴哈主义

——对它的批判——２７，１２—１３、２３、３７—

３８、６３—６７、４２４、４４２—４４５、４４９—

４５２；３１，２９３；３２，１８。

费拉——２８，２６４；３５，３４５。

分工——２７，４７９—４８１；２９，１８３；３０，２２６；

３１，４１０；３５，１２３；３６，１６９；３７，４８５—

４８９；３９，１０１、１９８、４２１。

——一般状况——２７，４７９—４８１。

——自然分工——３６，１６９。

——社会分工——３７，４８５—４８９。

——和等级制度——２７，４７９。

——和行会制度——２７，４７９；３５，１２３；３６，

１６９。

——和工场手工业——２７，４７９；３０，２２６；

３５，１２３。

——和大工业——２７，４７９；３０，２２６。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旧的劳动分工的

消灭——３９，１０１。

分配——２８，１４０；３８，４６、４８０。

——分配同生产方式和技术的联系——

３９，１９８。

——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

——３２，５４１。

——剩余价值的分配——３２，６８、７２、７４—

７５；３５，４２７—４２８；３７，１０３；３９，１３、

２４４、４０５、４０９—４１０。

——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３７，４３２。

分子

——分子是物质的非连续的部分——３１，

３０９。

——化学中的分子论——３１，３０９、３１２、

３１５；３３，３１９。

芬尼亚社社员——见爱尔兰。

封地——３７，４１４。

封建主义——２７，４７８、４７９、４８５—４８７；２８，

１３９；２９，８５、３０４、５８５；３５，１２３—１２５、

１３１；３６，５５；３８，４８１—４８２；３９，６４、

１０１、４１０。

并见农奴制。

否定——见否定的否定规律。

否定的否定规律——２７，３３４；３２，５７６；３３，

２６３；３７，１１３；３８，２９８。

伏尔泰主义——２７，４５０；３０，３３８。

辅助材料——３０，２６６；３２，８１。

妇女问题和妇女运动——３２，５７１；３４，

２６２、４４３；３７，４０９；３８，１６１、２３４。

——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

３６，３３９—３４０。

——妇女参加工人运动——３２，５７１；３８，

１９２、２４６；３９，３７９。

——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妇女——３４，２３４；

３６，３４０。

——在奥地利——３８，１６１、１６３、１６５—

１６６、２４９—２５０；３９，１１９。

——在英国——３２，６９；３７，３１５、３２５—

３２６、３９１、３９３；３８，１２１。

——在德国——３４，２６２；３８，１６１、１６５—

１６６。

——在美国——３８，２４６。

赋税

——一般原理——２７，５０２；３０，３５２；３１，

２１；３４，３４８、３９５；３５，１９１—１９３、３４４、

３６１、４２７—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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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资产者的革命措施——２７，５０２。

——直接税——２８，４２４—４２６；３５，４２７。

——间接税——３０，２７３、２９１—２９２、３５２；

３３，１１４；３４，３９５；３５，３６１、４２７。

——地 产 税——２８，５３６；３５，１９２；３７，

４１４—４１５。

——遗产税——２７，５０２；２８，４２６、５３６。

——所得税——２８，４２６、４２８；３８，２７２。

——交易所税——３５，４２７、４２９；３６，２０７。

——地方税（市政税）——２７，２０１；３１，２１；

３８，４４。

——向农民征收的赋税——２８，３０３、５３６；

３２，１８５、４２８、４６６、６３６—６３７；３５，２７５、

３４４；３６，６２７；３７，４１４—４１５；３９，２９５、

３９１。

——在奥地利——２７，２７２—２７３。

——在英国——２７，２０１；２８，２７８、４２４—

４２８、５８５；３０，２７３、２９１—２９２；３１，２１；

３２，４６６—４６７；３５，４２７；３７，４１４—４１５；

３８，２７２—２７３。

——在保加利亚——３５，２７６。

——在德国——３０，３５２；３４，３９５—３９６；

３５，１６８、４２７—４２８；３９，３９１。

——在埃及——３５，３４４。

——在印度——２８，２７１—２７２；２９，３９７—

３９８；３２，１８５；３７，４１４—４１５。

——在爱尔兰——３２，４６６—４６７；３７，４１４—４１５。

——在意大利（伦巴第）——２７，２７２—

２７３。

——在俄国——３２，１８４—１８５、４２８、６３６—

６３７；３６，６２７；３９，３５５。

——在美国——３０，２７３、２９１—２９２；３７，２６。

——在法国——２７，３２６—３２７；２８，３０３、

５３６；３２，４２８、６３７；３３，１１４；３９，２９５。

  并见预算（国家的），代役税，财政。

服务

——在资产阶级庸俗的价值理论中——

３２，１１４。

——在蒲鲁东的理论中——２７，３２１。

——对“社会服务制度”的批判——３６，

６７１。

富农、富农阶级——２７，３０５；３２，３６２；３８，

１９５、３０６—３０７、３６５—３６６、４６８；３９，

１４８、２８６、２９５、３５５。

  并见租佃，土地所有制，农民。

复本位制——２９，７２、７５—７６、８９；３４，４１３；

３５，３１１—３１４；３７，３１４；３８，１６；３９，５３、

１６９、１７２、２２６、２４０。

  并见贵金属，金（和银）。

傅立叶主义——２７，３９、４２、４５１、４８７；３１，

２３０、５３３；３４，２８１；３６，１４４、１５３。

改革同盟（英国）——３１，８４—８５、１１３、

１２２、１６５、１９９、３８１、４９６、４９８、５０６、

５２６；３２，１９２、２６６。

改良主义

——社会根源——２９，３４４—３４５；３２，３３４；

３４，３６５、３８１—３８２、４０６—４０７；３５，

２５６；３６，５９—６０。

——改良主义的实质——３１，１９９、５２６；

３４，１０２、１２２、３６４—３６５、３６７—３８４、

３９７；３６，１９、５６７、６５９；３７，２２２、３５０—

３５１；３９，８—９。

  并见工人贵族，拉萨尔主义、拉萨尔

分子，蒲鲁东主义、蒲鲁东主义者，机

会主义，可能主义、可能派，费边社。

盖得派——３５，２５、３４、３６—３８、８２、９７、９９、１０４、１０６、１１４、２１６、

２２０—２２６、２３０—２３１、２４８—２４９、２６７、

３３１、３３６—３３７、３６２、３７９—３８０、３８３—

３８６、３８９、３９１、３９５、４００—４０１、４０３—

４０４、４１０—４１３、４５３；３６，１２６、３３９、

４３８、４７１、５４０、５９０、６４３、６６９、６８７；３７，

１２、１２２—１２３、１２８、１８２、１９５—１９６、

２９７、３５０；３８，２０、７０—７１、７４、１４４—

１４５、２９０、３２３—３２５、５５６；３９，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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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２４５、２６０—２６２、２９６。

  并见法国工人党。

概括——３６，２０９；３７，１４５；３８，１９５。

概念

——是事物内容的反映——３６，２０９。

——和现实——３９，４０８—４１１。

——在黑格尔那里——２９，１９８。

  并见范畴。

高利贷资本、高利贷——２７，３２６；３１，５６２；

３２，４６２；３６，２４２、６２７；３７，７—８；３８，

１９４；３９，２９５、３３３。

并见银行，信贷，利息。

革命（一般述评）——２７，２１０、３２６、４１０；

３０，４８４、５０１；３５，３４５；３６，３０２。

——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２７，

４８６—４８７；２８，２２３；３５，２６０、４２６；３７，

３１６。

——革命是一个长过程——３６，３８、５６。

——革命的权威性——３３，３７６—３７８。

——和法——３５，４２６；３６，２３８—２４０。

——和经济危机——２７，６２０；３５，２５８—

２５９。

——欧洲革命的前途——２９，３４７、５８６—

５８７；３０，６—７、３２２、３４９—３５０；３１，

２４８、３８３；３２，５９７—５９９、６０９、６４６、

６５４；３４，２２６、２７５—２７６、２９６—２９７；

３５，１７９、２７２；３６，３８１—３８２、５１４—

５１５、５４２—５４３、５４９—５５３；３７，４—６、

２２—２３、１９２、４１６、５０８；３８，５４４—５４５、

５５３—５５４；３９，８７—８８、１３９—１４０、

３９８—３９９。

  并见革命形势。

革命传统（它的意义）——３９，８６、１３０、２４５。

革命形势——３４，２９５；３５，１５４—１５５、１６８、

２７５、２７６—２７７；３６，３７、３２８、３６４；３９，

２２１。

个别、特殊和普遍——２７，１２—１３；２９，

２６３—２６４；３１，３３１；３２，１１、５３；３５，

２１—２３。

个人

——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２７，２１０；

２９，５８３—５８４；３３，２１０—２１１；３５，

２２４—２２５、４５５—４５６、４６０；３７，４６１—

４６２；３９，１９９—２００。

——个人在革命中的作用——２７，２１０；

３６，３０１—３０２。

——个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作用——

２９，３２２、５４２。

——个人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３５，

２２４—２２５、４５５、４５６—４５７、４６０。

——个人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

的自由发展——３９，１８９。

  并见权威。

个人迷信——２７，２１０—２１１、２１３—２１４、

５４９—５５０、５９３；２９，６２１—６２２；３０，

３３６—３３７、３４７—３４８；３１，２３—２４、４５、

５０、５６、５９、４５４—４５７、４６５—４６６、４７９、

４９０；３２，１７７、５５９、５６１、６３４、６３８；３４，

１５４、２８９；３５，４４２；３８，３７—３８、８７—

８８、１６７、２３１；３９，２３８。

根特代表大会（１８７７年）——见国际社会

党人根特代表大会。

供给和需求——２９，２３７、２４２、２７８、３５１；

３１，４２７—４２８；３２，１８９；３６，１１７；３７，８。

  并见储备，竞争，商业，经济规律。

公社——２９，２５；３２，３８６；３９，３９７。

——公社的产生和发展——３２，４３、６３７；

３３，５７７；３５，１１２—１１３、４３２—４３３；３６，

１４４；３７，４４７；３９，４３４—４３５。

——亚洲的或印度的村社——２８，２７１—

２７２；３２，４３、１８５、６３７；３６，９１、１１２、

１９４；３７，４１４。

——古代公社——３５，３８３、４４９；３６，１１２；

３９，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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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特人的公社——３２，４５、３８６、

３８９、３９８、４０１；３５，４４９；３６，４２６；３７，

４１４—４１５。

——古日耳曼人的马尔克——３２，４３、

５１—５３、１８４、３８６、６３７；３４，１７；３５，

１１２—１１３、１２０—１２１、３６５；３６，１１２、

４２６；３７，４４７；３９，４３５、４６１。

——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扎德鲁

加——３５，２７４—２７６；３６，５３５；３７，

４４７；３９，４３４—４３５。

——俄国的农业公社（米尔）——２８，３７；

２９，２２、７６；３２，４３、１０７、１８４—１８５、

６３６—６３７、６４６；３３，５７７；３５，１２５、１６０；

３６，１１２、１９４、２９８、３０２、５３５；３８，１９４、

３０６、３６３、３６５—３６６；３９，３８—３９、

１４７—１４８、３９４、４３５。

——波兰人的公社（格密纳）——２９，７６、

７８。

——罗马尼亚人的公社——２９，７９。

——在爱尔兰——３２，３８９、３９８、４０１；３６，

４２６；３７，４１４—４１５。

——在法国——３２，４５；３７，４４７；３９，３９７、

４３４—４３５。

——在瑞士——３６，１１２。

——在苏格兰——３６，４２６；３７，４１４—４１５。

——在爪哇——３６，９１、１１２、１９４。

——和国家——２８，２７１—２７２；３２，１８４—

１８５、６３７；３６，１１２；３７，４１４—４１５。

——和封建农奴制——２９，７８—７９；３２，

５１、６３６—６３７；３９，４３５。

——公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解体——

２８，２７１—２７２；３８，３０６、３６３、３６５—

３６６；３９，３８—４０、１４７—１４８、３９４。

——和社会主义——３２，５２；３４，４２９；３５，

１６０；３６，１４４、５３５；３８，３６５—３６６；３９，

３９、１４７—１４８。

  并见社会，氏族，家庭，土地所有制。

公债——见银行，借贷，财政。

公债券——见股票，交易所，债券，借贷，

流通券。

工厂

——工厂工业——３６，９０、２７９。

——工厂机器设备的更新——２９，２８０、

２８１—２８３、２８４；３０，２８２、２８４；３１，

３３２—３３８。

——建设新工厂——３０，９；３４，３４６；３９，

２８５。

——工厂的再生产费用——２７，３３０；３２，

３８１。

——工厂是国家（固定）资本的一部分

——３６，３６５。

——工厂主谈利润的产生——３１，３１６、

３１８。

——工厂内的分工——３０，２２６。

——工厂主和工人工资——２８，６２２—

６２３；２９，３０、２１８；３０，９；３１，２７７—２７８；

３２，２７８—２７９、２９８、３６３—３６４；３４，

３５２、４７８；３６，３９４。

——工厂主和工作周或工作日——２９，

２４２、２５４—２５５、２７１、２７８、３０８；３１，

２７７、２８２、３１８、３１９；３２，１７１、２７８—

２７９、２９８、５２８—５２９；３３，３３７；３４，４７８。

——工厂主和经济危机——２９，２００、２０２、

２１３—２１４、２２０、２２３、２２４、２３７、２５４—

２５５、２７１、２７８、６３３；３１，１０９、２７７；３４，

３４５—３４６；３６，２６１；３８，２９４。

——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在英国）——２９，

２８５、３８２；３０，２８２、３６６；３１，１７７—１７８、

２４１、２４６、３１０—３１１、３３１；３６，３６３。

——采用换班制度——３１，１８１。

——工厂主攫取工人的发明——３２，４６３。

——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中——

２８，２７０；２９，２８０、２８１、２８２—２８３、

２８５—２８６；３０，２２６，２８２；３１，３１６；３２，

８０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８７；３３，６。

——蒲鲁东的观点——２７，３２４—３２５、３３１。

——拉萨尔的观点——３０，３３７；３６，４１６。

——巴黎公社时期的工厂——３６，４１６。

——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

工厂——３６，２６１、４１６；３８，１８７；３９，

１００—１０１。

  并见大工业，机器，工厂立法。

工厂立法

——一般述评——３１，３１０—３１１、５７４—

５７５；３２，５２８—５２９；３３，３３７；３４，４０１；

３５，３８８；３６，２６１；３７，４９０；３８，２９４；３９，

３９７—３９８。

——限制工作日时间——３１，４８８、４９３、

５７５；３２，５９、５２８；３３，３３７；３４，４０１；３５，

２０２、２３４；３６，２３４；３８，２９５。

——工人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

日的斗争——３１，３４１、５６８；３３，３３７；

３６，２３４；３７，２３７、３９３—３９４、４００、

４０２—４００、４０８；３８，５６、７３、１４５、１６３、

３２７、４２０、４２２—４２３、４２７、４３０、４３６、

４４０、４４７、４５１—４５２、４５８、４６０、５７０；

３９，７２、１９４、２３９、３９７。

——国际工厂立法——３５，２０２；３６，６２、

２３４；３７，３９９。

——关于使用女工——３１，２４１；３２，５２８；

３５，２０２；３７，２３７；３８，２３４。

——关于使用童工——３０，３６６；３１，１７７、

２４１、３１０—３１１；３５，２０２；３７，２３７；３８，

２３４。

——关于工人伤亡事故保险——３５，１７８、

３５５、３６１、３８２、３８８；３６，２３４。

——对劳动残废者的保证——３２，３５０；

３６，２３４。

——和保健事业——３１，１７７、２４１、２４６；

３３，１７７；３５，２１５。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权”——３６，

１５３、１６３。

——在英国——３０，３６６；３１，１７７—１７８、

２４０—２４１、３１０—３１１；３２，５２８—５２９；

３３，９９；３５，２０２；３６，８３、３６３。

——在德国——３２，３４０、３４９—３５０；３４，

４０１；３５，１００、３５５、３６１、３７６、３８８；３６，

２３４、２６１—２６２；３８，２６２。

——在法国——３２，５２８—５２９；３６，８３。

——在瑞士——３５，１００、１０４、２０２、３７６。

工场手工业——２７，４７９；２８，２７０；３０，２２６、

３１８—３２０；３１，３３０；３５，１２３；３６，６６、

８３、１１０、４９５；３８，３０５；３９，４２０—４２１。

工会

——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手段——３１，

７７、４５０；３２，１５８、５５８—５５９、５８８；３４，

１２２—１２３；３７，３４９；３８，５７—５８、７４、

４７８—４７９。

——在奥地利——３９，１９１。

——在德国——３２，１５８、１６６、１７５、３３３、

５５８—５５９；３４，１２２—１２３；３５，１８、２０１；

３８，１８、３０、１８３、３６０—３６１、３６９、４８９。

——在法国——３３，６３７—６３８；３４，１２２—

１２３；３５，１１１、１１４、１１５、４０１—４０２；３６，

５４０；３７，２９６、４７９；３８，４７６—４７７、

４７８—４７９、５７０；３９，１０３。

——１８８８年伦敦国际代表大会——３７，

１１５、１２３、１２９、１３２、１９１、４６９。

  并见英国工联。

工具

——工具对行会手工业者的支配——３６，

１６９。

工联伦敦理事会——３１，１２、５３６；３２，１５７、

５５９；３７，３３９、３９４—３９６、３９９、４０１；３８，

５６、６１、７３、２９１、３０２、３０９、３２７、５７０；

３９，６６、７２、２７８、２８１。

工联主义——３１，５２６；３２，２７４、３８７、３９２、

４７４、５３０、６５６；３３，３３２、３８５；３４，２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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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２５３；３６，３６７、４７９—４８０、６５９；３７，

２３０。

  并见改良主义。

工农联盟——见工人阶级。

工人贵族——２９，３４４—３４５；３２，３３４；３６，

５９—６０。

——在英国——２７，２０１；２９，３４４—３４５；

３３，１３５、２２５、４７６、５２１、５２６、６１８；３５，

１８、２０１、３５３；３６，５９—６０、７０、２８０、

３６７—３６８；３７，３１５—３１６、４０１—４０３。

——在德国——３２，３３４。

工人阶级

——一般状况——２９，２２５；３１，７８、４５０—

４５１、４５６；３２，６５８；３３，３９０—３９１；３４，

１２０、１９５、４０４；３５，２２８—２２９、２５６—

２５７；３６，１９５；３７，４１、３２２—３２３；３８，

５８—５９；３９，１９５。

——产生和形成——３３，３３２；３５，２２８—

２２９；３６，１７０；３７，１４５—１４６、３１２；３９，

４６２。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状况——２７，

４８４；２８，１３９；２９，２２５；３８，５７—５８。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

立——２７，７１、１２３、３３４；２８，３８２；３１，

５３８；３２，５８７；３３，３９０；３６，９４、４８２；３９，

１８９。

——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２７，３３４、

４８０—４８１、５６１、５６５；２８，３８；２９，５７２；

３１，７７、４５０、５３３；３２，５８７、６５８、６６２；

３３，２１０、３３７、５０５、５２４；３４，３５８、３７７、

３７９、３８１—３８４；３５，２５６—２５７、３８０；

３６，５５、４８２；３８，１４６；３９，８—９。

——世界历史作用——２７，１２３、４５０—

４５１；２９，４７；３４，３８３—３８４、４０４；３９，

１９５。

——工人阶级的觉悟——３２，６５８；３３，２６６；３８，５８；３９，

３１、２３１、２４０、３４４、３４６。

——争取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斗争

——３２，２５６；３３，３３７、３９０—３９１；３８，

５７—５８。

——工人阶级组织成为独立政党的必要

性——３３，３３７、５０５、５２４；３４，３３９、

４５６；３５，３７９—３８０；３６，５６６、５７９；３７，

３０１、３２２—３２３；３８，４４２。

——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３３，２７、

１３２；３４，１２０—１２１。

——和 农 民——２９，４８；３２，３６１—３６２、

３９３、６６１；３３，４２９；３４，４０４；３６，１３１；

３８，１５６。

——和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３２，

３９８、４３９；３５，３４４—３４５、３５３。

——和对外政策——３２，５４７；３３，１６、２６—

２７、１３１—１３２、１６２；３４，２４６；３５，２７２、

３４４—３４５。

  并见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民族

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工会，工人运

动，无产阶级革命，农业工人，各国条

目中的工人阶级。

工人协作社——见合作社生产。

工人运动（一般情况）——３２，１３４、１６９；

３３，５９４；３４，１３０；３５，２１５—２１６、２５６—

２５７；３７，３２３—３２４、３４８—３４９。

——产生的先决条件和发展阶段——３２，

４２５；３３，２５３—２５４、３３２—３３３、５９４、

６４３—６４４；３５，２６０—２６１；３６，２３０—

２３１、４７６、４８０、５７５—５７６、５９２；３７，

１２９、３３９、３４８—３４９；３９，４２。

——和革命理论——见马克思主义。

——工人运动的目的——３２，２５５；３３，

３３７、５０５、５２４；３５，２７２；３６，５６７；３９，

４７。

——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相结合——３１，

５３０—５３３；３３，３３７、３９０—３９１、５０５、

５２４；３９，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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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结合——３３，

３６３、６２１；３５，２１３；３６，４６３；３７，３５９、

３６２—３６３；３９，２５９。

——为一般民主要求进行的斗争——２８，

５８７；３２，１３４；３４，１２０、１２３、３０６—３０７；

３５，２６１—２６２；３９，１９４、２５９—２６０。

——和无产阶级政党——见无产阶级政

党。

——工会组织的意义——３１，７７、４５０；３２，

１５８、５８８；３３，６３７—６３８；３４，１２２—

１２３；３７，３４８—３４９；３８，５７—５８。

——国际主义是最重要的原则——３２，

１３４、５９８；３３，２７、１３２、４４４、６４３—６４４；

３４，１２０—１２１；３５，２６１—２６２；３６，２４３；

３８，１１６、２２４—２２５；３９，８４—８８、１３９—

１４０、１８５—１８７。

——和战争——３１，２０１—２０２、４３７；３２，

５４７；３３，１６、４１—４２、６５—６６、１３４—

１３５；３４，１２０—１２１、４０８；３５，２７２、２７５、

２７６—２７７、４１５；３６，３８１—３８２、３９２、

５１４—５１５、５４２—５４３、５５０—５５３、５８０；

３７，４００；３８，１５７—１５９、１７０—１７３、

１８０—１８１、１８５—１８６、１８７、２２４—２２５、

２４５、４８７、４９２、４９８—４９９、５０３—５０４；

３９，１０、１８５—１８７、２８６。

——和民族问题——２７，４６４；３１，２３０—

２３１；３２，３９８、４３９、５３０、６２５—６２６、

６５５—６５７；３３，１６、２６—２７、４１—４３、

１３２、１９７—１９８；３４，１６６；３５，２６０—

２６３、２７１—２７２；３７，４—６、１０８—１０９、

２６３—２６４；３８，１２９、１５７—１５８、１７２、

１８５—１８６、４４０—４４１；３９，８４—９０。

——运动统一的意义——３３，２７３、３４３、

４３８、４４４、５０５、５２４、５９４、６４３；３４，１５２；

３５，３７９—３８０；３６，５８４—５８５；３７，４、

２２３、２４１—２４２；３８，２７０、５５０；３９，４７—

４８，４３０。

——和农民——２９，４８；３２，３６２、３９３；３３，

４２９；３４，４０４；３５，２１３；３６，１３１；３７，

３６５；３８，１５６；３９，３４８—３４９。

——和非无产阶级成分——２７，３０５—

３０７；３３，２５３—２５４；３４，３７７、３８２—

３８４、４０４；３５，２０５；３６，８９、５２８、５８２；

３７，１８０—１８１；３８，１８７、２１１—２１２；３９，

３４８—３４９。

——资产阶级收买工人运动的部分领袖

——见工人贵族，改良主义，机会主

义，工联主义。

——在１８７１年以前——２８，５８６—５８７；３１，

１６—１７；３３，２５３—２５４、４６２—４６３、

６４３—６４４。

——和普法战争——３３，１５—１６、６５—６６。

——和巴黎公社——３３，２０６—２０７、２１０、

２２６。

——公社失败后革命中心的转移——３３，

５—６、１７１、６１８；３７，３８１。

——在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之间这一时

期——３３，６３１、６３８；３４，２０８—２０９、

４２２、４５０—４５１；３５，１５５、２６６—２６８；

３６，３８１、３９２、５７９—５８０；３７，４、１３、

２２６、２３０—２３１。

——在第二国际时期（１８８９—１８９５）——

３７，２３０—２３１、２４１—２４３、４７８—４８２、

５０８；３８，１４０—１４１、１４６、２４５；３９，６１、

６８、１５３、２０６—２０７、２７７—２７８、２８９、

２９４。

  并见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工会，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

略，理论和实践，无产阶级政党，第一

国际，第二国际，妇女问题和妇女运

动，“五一”节。

工团——见工会。

工业——见军事工业，采矿工业，家庭工

业，大工业，机器制造业，机器，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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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工业资本，工业周期，工厂，纺

织工业。

工业化——见大工业。

工业周期——２９，２０２—２０３、２８０、２８２—

２８３、２８４；３４，１６３；３５，２５９；３６，２６、

９０—９１、２３０、４１８、４５６；３７，３１９—３２０、

４８４—４８５。

  并见萧条，繁荣，经济危机。

工业资本——２９，２８２—２８３；３０，３５９；３６，

２４３。

  并见资本，生产资本。

工资

——４０—５０年代马克思著作中对工资的

分析——２７，５３０；２９，３００。

——马克思《资本论》对工资的分析——

３１，１２４—１２５、１２７、１６２、２７７、３１７—

３１８；３２，８、７１—７２、７５；３４，１２１；３６，

１９７。

——一般原理——２８，６２３；３０，２６６；３１，

３１６—３１８、５７５；３２，１１—１２、６５—６７、

７１；３４，１２１、１４３；３６，１９６—１９８。

——工资规律——３４，１２１；３６，６６６；３９，

４０９。

——绝对工资和相对工资——２８，６２３。

——工资的形式——３２，１２；３４，４０１；３６，

３９４、４２９。

——作为劳动或劳动力的价值——３１，

３１６—３１８、５７５；３２，８、６５—６７、７１；３４，

４０；３６，２５２；３９，４０９。

——作为工人的收入——３０，３６０；３２，７５。

——作为生产费用的组成部分——３１，

３１６—３１８；３２，７１—７２；３６，１９６—１９７。

——作 为 可 变 资 本——３０，２６６、２６９、

３５８—３６０；３２，７１、７５。

——和工作日——２９，２１３；３０，２６６、３５９；

３１，２７７、３１６—３１９、５７５；３２，１１、５９、

２７９、２９８、３５０；３４，３５２、４０１、４７８；３５，

４０１；３６，２４３、２９８、４７９；３８，２９５；３９，

３９７。

——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３１，１２４—

１２５、１２７。

——工厂工人争取维持或提高工资水平

的斗争——２８，２９８、４６３、６２２—６２３；

２９，３４４，３５１；３０，９；３１，１２４—１２５、

２７７；３２，５９、２２９、２９３、２９８、６６２；３３，

２１１—２１２；３４，３５２、４０１；３５，４０１；３６，

４５７；３７，２５３—２５４、２５９、２６８、３３８—

３３９；３８，５７—５８、２９５；３９，１３７—１３８、

１５４。

——工资降低的情况——２８，３０３、６２３；

２９，２１３；３１，２７７—２７８；３２，２２９、２７９、

２９８、３４０、６５５；３３，２１１—２１２；３６，２３１、

２５２；３９，１３７—１３８。

——和资本家的策略——２８，２９８、４６３；

２９，２２０；３０，９；３１，２７７—２７８、３１６；３２，

２７９、２９８、３５０、３６４；３８，５７—５８；３９，

１３７—１３８、１５４—１５５。

——在家庭工业中——３５，２２９；３６，８７、

９０、２３１、２５１；３８，１９４。

——在零售商业中——３２，７５。

——在农业中——２８，６２２—６２３；３２，１８７、

４６２。

——和军队——２９，１８３。

——和对外贸易——２８，６２２—６２４；３２，

２２９；３３，２１２；３６，８７、９０、２１６—２１７、

２３１、２５１、２７５。

——和再生产——３０，２６６—２６７、３５８—

３６０。

——工人流出和流入的影响——２８，６２２；

３２，３４０、４６２、６５５；３５，３８９、３９７；３７，

２６８；３８，３１６、３５０、４６７—４６８、５６８；３９，

２８６、２８８。

——和女工、童工——３３，２１１；３７，１０５—

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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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产过剩的危机——２８，６２３；２９，

２１３；３１，４７１；３２，２９８。

——和工人之间的竞争——２７，７６；２８，

３０３；３２，３４０；３５，３８９；３７，２５３、２５９、

３３８；３８，３５０。

——和雇佣劳动——２９，３００；３２，７５、６６２；

３５，４０１；３６，４５７。

——和必要劳动——３０，２６６；３１，５７４—

５７５。

——和资本周转——２９，２８５—２８６；３２，８１。

——和资本家的利润——２８，６２３；２９，

２８５；３１，３１６—３１８、４７１、５７５；３２，６５—

６７、７１—７２；３６，１９６—１９７、２７５。

——和剩余价值——３０，２６６—２６９、３５９—

３６３；３１，３１６—３１８、５７４—５７５；３２，

６６—６７、７１；３６，１９６、２１６—２１７、２３１、

２４３、２７５。

——和采用机器——２８，４６３、６２２；２９，

２８２—２８３、２８５；３５，２２９；３６，９０、１９７。

——和复杂劳动——３０，２６６。

——和货币价值——３２，６５—６７；３４，４０；

３６，３９４、４２９。

——和商品的价值或价格——２９，２８３、２８５—

２８６；３０，３５８—３５９；３１，１２５、

１６２、３１６—３１８、５７４—５７５；３２，７１、７５、７８、

９７—９８、４６０；３４，６３；３６，１９６—１９７。

——和监督与管理的劳动——３２，９７；３６，

１９７。

——和节假日劳动——３２，２９３。

——和生活资料的价格——２８，３０３、

６２２—６２３；３２，４６２。

——对资产阶级观点的批判——３０，３５８；

３１，３１６—３１８；３２，８、１１—１２、６６、

７５、７８、９７—９８；３４，６３、１４３；３６，

１９７—１９８。

——对蒲鲁东和蒲鲁东主义者的观点的

批判——２７，４６—４８、５７—５８、８７—

８８、３２０—３２１、３２８—３２９；２９，３０３、

３０５、５５４；３１，５７４—５７５；３６，１７０。

——对拉萨尔观点的批判——３０，３３７；

３４，１２１—１２２、１２５、１５０；３５，２９１、

３５５；３６，６６６。

并见失业，雇佣劳动，可变资本。

工作日

——劳动时间是社会生产的调节器——

３２，１２。

——作为《资本论》第一卷的研究对象

——３１，１７７、３１６、３１８、３１９、３７７、

５６８、５７５、５７７；３２，５２８；３３，３１８—

３１９；３６，１４０；３７，４９０。

——和剩余价值或利润的产生——３０，

２６６—２６７、３５９；３１，３１６、３１８；３３，

３１８—３１９；３６，２４３。

——和价值理论——３１，５７４—５７５；３２，

１１—１２。

——缩短工作日作为工人阶级斗争的目

的——３１，４８８、４９３；３２，５９；３３，３３７；

３４，３５２、４０１；３５，４０１；３７，４９０—

４９１；３８，２９５。

——工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

——３１，３４１、５６８；３３，３３７；３６，２３４；

３７，２３７、３９３—３９４、３９９—４００、４０２、

４０４、４０８；３８，５６、７３、１４５、１６３、３２７—

３２８、４２０、４２２—４２３、４２７、４３０、４３６、

４４０、４４７、４５１、４５８、４６０、４６３、５７０；

３９，７２、２３９。

——部分工人反对缩短工作日——３２，

５２８；３８，１４５、１６３、４２０、４２２—４２３、

４２７—４２８、４３０、４３６、４５１、４６０、４６３；

３９，７２、２３９。

——资本家实行缩短工作日或不完全工作周——

２８，２２７、６２３；２９，２０１、２１３、２２２、２４２、

２４４、２５５、２７１、２７８；３１，２７７、２８２；３２

，１７１、２７８—２７９、２９８、３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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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反对缩短工作日——３１，５１、

３４１；３８，４２３。

——由于工人劳动时间过长而体力极度

消耗——３７，１０４。

——十八岁以下童工的工作日——３８，

２３４。

——和世界市场竞争的尖锐化——３８，

４４０。

——洛贝尔图斯理论中的工作日——３６，

１５１。

——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

缩短工作日——３９，９９—１００。

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

——作为人类社会的未来——２７，５２；３１，

４１０—４１１；３４，４５１。

——关于未来社会结构的幻想——３４，

１８、２８３、３７５。

——对未来社会特征的科学预见——３６，

４１９—４２０。

——无产阶级革命的物质前提——３２，

５２８；３４，３５８；３５，１５４—１５５。

——国有化只是可能走向共产主义的一

步——３４，３０６；３５，３１７。

——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２７，７０；

３７，３２１；３８，１１９—１２０。

——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３３，２６７；

３６，１０；３７，３２１。

——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

——２７，３２５—３２８；２８，５８７—５８８；３６，

４１６；３７，４４３；３８，１２３。

——向共产主义的逐步过渡——３７，４４３。

——未来社会的不断发展——３７，４３２、

４４３。

——完全的共产主义——３６，４１６。

——私有制的消灭，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２７，７０—７１、１４４、３２５；３１，３４０；

３２，１２、３９２、６７４；３３，２６７；３５，２２４；

３６，４１６；３７，４４３—４４４；３８，１５２、２１１；

３９，１０１。

——生产资料公有化是社会主义者的纲

领性要求——３７，４５１；３８，１９７；３９，

１８２、２６０、２７３、２７７—２７８、２８０—２８１。

——生产——２７，５７５；３１，４７０—４７１；３２，

１２、５４１；３３，２６７；３４，１２２；３５，１４５—

１４６；３６，３４０；３７，４３２、４４３。

——生产力——２７，３２５、５７５；３１，４７０—

４７１。

——劳动时间对生产的调整——３２，１２、

５４１。

——工业和农业中的合作生产——３４，

１２２。

——合作社生产是向完全的共产主义过

渡的中间环节——３６，２６１、４１６。

——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合作社的特殊利

益——３６，４１６—４１７。

——和工业——３１，４７０—４７１；３２，５２８；

３４，１２２；３７，４４４；３９，９９—１０１。

——和农业——２７，３３１；３１，４７０—４７１；

３２，３９２、６７４；３３，２６７；３４，１２２、４２９；

３６，２５４、２６１、４１６；３７，４４４、４５１；

３８，２１１；３９，９９—１０１、２８２。

——农业改造是未来变革的基本内容

——２７，３３１；３２，５３０。

——土地公有制——３２，３９２、６７４；３７，

４５１；３８，２１１；３９，１０１。

——土地的集体耕种——３４，１２２、４２９；

３６，２５４、２６１、４１６；３７，４４４；３９，２８２。

——工业工人进行农业劳动的可能性

——３９，９９—１００。

——和地租——２７，１８０；３０，２７０；３５，１９２。

——和公社——２８，３７—３８；３６，５３５；３８，

３６５—３６６。

——在生产中应用科学——２７，５７５；３１，

４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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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资产阶级专家——２７，３０７；３７，

４４４；３８，１８７、２１１—２１２。

——劳动——３２，１２、５４１；３４，１２２；３７，

４３２；３９，９９—１０１、４２１—４２２。

——雇佣劳动和剥削的消灭——３４，１２２；

３６，３４０。

——劳动时间的缩短——３９，９９—１００。

——劳动的密集——３９，４２１。

——分配——３７，４３２。

——工人阶级的发展——３３，２６７。

——城市和乡村对立的消灭——３５，４４６；

３９，９９—１０１。

——阶级差别的消灭，无阶级社会——

２７，３３５；２８，５０９；３２，２５６、６６２；３３，

２６７、５０５、５２４；３４，１２２—１２４；３６，

９４；３９，１８９。

——社会平等——３３，２６７；３４，１２４。

——男女真正平等——３６，３３９—３４０。

——和民族问题——３８，１８５。

——和家庭——３６，５３２。

——和国家——２７，３３５；３２，６６２；３４，

１２３—１２４；３６，１０、９４、４１６、４２５；３７，

４４３。

——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过渡时期里国

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３６，４１６。

——国家的消亡——２７，３３５；３３，２４２—

２４３；３４，１２３、２８６；３６，１０、９４。

——和民军制度——３２，２１。

——宗教的消亡——２７，４３６。

——作为人们共同活动的自觉组织——

３２，５４１；３５，１４５—１４６；３９，６３。

——共产主义发展的计划性——３５，

１４５—１４６。

——共产主义的国际性质——３７，４４３；

３９，８６—８７。

——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景——３５，４０２；

３６，５２８；３９，１８２、２６０。

  并见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

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２７，３７、４０—４１、

６９—７６、１１３—１１４、４６４—４６５。

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运动——２７，５—

１１、１７—２４、３０—３２、４８、９３、９８、１２３、

１２５、３０６—３０７、３３１、４５０、５８７；２８，

１６６、５８６—５８７；２９，６６、４７０、６２１—

６２２；３０，３５０；３１，４９８；３２，６５８—

６５９；３３，２４２、２５２—２５４、２６３、６４３—

６４４；３４，３６４；３５，４４２；３６，１８；３７，

１０９—１１０、２４３。

  并见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２７，３４５、５３９、５８７、

５９２；２８，４７６；２９，６０５；３０，２５—２６、

３４、４５３、４６８、４７１、４８０—４８２、４８５、

４８８；３１，１１；３２，１７５、３９６；３９，４１７。

——它的国际性——２７，１０８—１０９。

——代表大会——２７，９６、１１４、１１７—１２０、

１２４—１２５、１２７—１２８、４９７。

——布鲁塞尔支部——２７，１０７。

——巴黎支部——２７，１１４、１２７—１２８、

１３７。

——科伦支部——２７，１２、４８９。

——章程和纲领性文件——２７，１１４、１２３、

１２７、１４３、１７４、２９２—２９３、６３５；２８，

５１０。

——１８４８年革命以前——３６，５６７。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期间——２７，１３５、

１４５、６２４—６２５。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以后——２７，１７０、

１７４、２６０—２６１、２８０、２９０—２９２、３０２、

３０５、３０７、３８４、５４５、５６１—５６２、５７２、

６２０、６３５；２８，３５、４５、５１３；３０，３４、

４５２、４７０—４７１、４８０、４９１—４９２。

——政府和警察的迫害——２７，２８７—

２８８、２９０—２９３、３０２、５７８—５８０、５８５—

５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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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斗争——２７，

１１３—１１４、１２０—１２３、１３７、１４０、４９０—

４９１；２８，５６７—５６８。

——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宗派主义

策略的斗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

——２７，１６６、１７０—１７１、１８３、２０１—

２０５、２０７、２２６、２３９—２４０、２５５、２６２—

２６３、２８８、２９２、２９７、３０４、３５５—３５６、

３６０—３６２、３６５、３７０—３７２、３７７、３８１、

３８５—３８６、４００、４０５、５６７—５７１、５８０—

５８６、５９３、６３５—６３６；２８，５０—５１、５７、

７８、１１７—１１９、１９４—１９５、２４８、２５３—

２５４、３１４、４７６—４７７、５４９—５５０、５６４、

５７０—５７１、５９２—５９３、５９４、６４７—６４８；

３０，４７０、４９１。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解散——２８，１９７；

３０，４７１、４８０—４８３。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共产主义者同盟

的领导人——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并

见正义者同盟，共产主义通讯委员

会，德国工人俱乐部，伦敦德意志工

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科伦共产党人

案件，《新莱茵报》，共产主义者、共

产主义运动。

共和党（美国）——３０，５６８；３８，２４５。

共和国

——资产阶级共和国——３０，２８７、２９６；３４，２６０

；３５，３６２；３６，５５—５６、８１、１３１、５００、６６８、

６８７—６８８；３７，２３、１３８、２８９；３８，４８１、５４４、５

６１；３９，８７—８８、９７、２０９。

——社会共和国——３６，６５、１６４；３９，８８。

——社会主义共和国——３６，５１５；３９，

２０９。

古巴——２９，３４０；３３，１０７；３６，８１。

古代东方——２８，２４９—２５０、２５５—２５６、

２６０—２６４。

  并见亚述，巴比伦。

古代世界——２９，３０４；３６，１８。

  并见古希腊，古罗马。

古罗马——２７，４０３；２８，４３８；３０，１５９—

１６０；３３，５９４；３６，１８、２３０。

古生物学——３１，２５１；３２，５１。

古希腊——３５，１３１；３９，１４８、１６９。

古希腊哲学——２９，１２３、２６２—２６３、３８８、

５２７、５２９；３０，６２２—６２３；３９，３９２。

鼓动——２８，４３３；３１，４５８；３２，１３４、５５７；

３３，３３７；３４，５７、３５６—３５７；３５，２１２、

２１５；３６，２３、２４、１０８；３７，４４１。

鼓动者协会（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

２７，３４０—３４３、６１９。

股份公司

——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发展——２８，

７２、２０１；２９，７９、８１、２０９、２３２—２３３、

２９８；３０，６６６；３１，２２１—２２２；３４，５３、

３３３、３４７—３４８；３５，１５１。

——股份资本是资本最发达的形式——

２９，２９９；３５，１５１。

——股份公司证明不需要资本家——３５，

３１７。

——和银行——２７，３５；２９，１３３、２０８—

２０９、２３０—２３３；３４，３４７—３４８；３７，

４８６。

——和交易所——２９，１３３—１３４；３７，４８６。

——和国家——２７，３５；２９，１１９；３１，１４３、

１４７；３５，１７８、３１７、３５５、３８３、３８８；

３８，２８２；３９，２０８。

——和铁路——２７，２４１；３５，１５０—１５１、

１７８、３０８、３１７、３５５、３８３、３８８—３８９、

３９９。

——它的活动的性质——２７，２４９；２９，

１１３、１１９、１３３—１３４、２０８—２０９、２３３、

２９８；３１，１４３、１４６—１４７、２２１；３５，

１５０—１５１、３１７、３８３；３７，４４３、４８６；

３８，２８２、５４８、５６１。

６１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小股票持有者的地位——３５，１５０。

——在蒲鲁东理论中——２７，５７—５８、７１。

  并见银行。

股票——２７，２４１；２８，７２、１１４；２９，３８、７３、７

５、１１９、１３３、１９９—２００、２０７、２１８、２３１

、２４２；３１，２２７；３５，１７８、３１７、３８３、３

８８、４２７；３７，４８６；３８，２１３；３９，２０８。

股息——２９，１９９—２００、２４７；３５，１５０；３７，

２６８；３８，２７２。

——和平均利润的形成——３０，２６８；３９，

４０５。

谷物

——各国的谷物收成和谷物贸易——２７，

１９４—１９６；２８，１１２—１１５、３０３、５８５、

６２１—６２２；２９，２１６—２１７；３２，６４０；

３５，１４９—１５０；３８，１３６—１３７、１６９、

１９５、３０４—３０７、３６２。

——谷物价格——２７，１７５—１８０、１８９；２８，

２９１、２９６—２９７、３０３、６２１—６２４；２９，

２０９、２１６、２１８、３５７、５５７；３２，３８５；

３４，４４７；３６，２４２；３８，１９５；３９，２０７—

２０８、２２５—２２６、３５５、３７１、４０９—４１０。

——英国废除“谷物法”——２７，１７６、５２８、

５３９、５８１；２８，３２—３３、３９、５０７、６２１—

６２４；２９，１１６、２１６—２１７；３１，４０５。

——谷物地租——３０，２６９。

  并见农业。

固定资本——２９，２８２—２８６；３０，２６９、２８２；

３１，３３３—３３８；３２，７０、７２、７４—７５、

８１—８３；３６，３６５。

  并见固定资本的折旧，资本，大工业，

机器，不变资本，资本有机构成，生

产资料。

固定资本的折旧

——它的实质——２９，２８０—２８３；３０，２８２；

３１，３３２；３２，８１—８３。

——和机器的使用期限——２９，２８０、

２８１—２８３；３０，２８２、２８４；３１，３３２—

３３８；３２，８３。

——和商品价值（价格）——２９，２８２—

２８３；３２，３４９—３５０。

——和资本积累——３０，２８２；３１，３３２—

３３３；３２，８３。

——和机器的维修——２９，２８１—２８３；３１，

３３２、３３５。

——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发展——２９，

２８０、２８２、２８４。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２９，２８０、２８１、２

８２、２８４；３０，２８２；３１，３３２。

  并见机器，固定资本。

雇农、雇农阶级——３２，１８７、３６２；３８，２１１；

３９，２９５。

雇佣劳动——２９，２９９、３０６、３２３、５３１、５５３；

３１，３２９；３２，７４—７５；３５，１６０；３６，

１９５—１９８。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２８，２６９、５０８—

５０９；３１，４６９—４７１；３２，３２、２８５、３４９

—３５０、３８５、６０２；３５，１９３。

——拉萨尔和拉萨尔分子的观点——３０，

３３６—３３７、３５２—３５３、３９６—３９７；３４，

１５１。

  并见失业，工资，资本，阶级，阶级

斗争，大工业，工人阶级，工厂立法，

剥削（——资本对劳动力（劳动）的

剥削）。

关税——见保护关税。

关税同盟——２８，１４４、５８６；３２，５９４。

关系——３３，８２。

惯性——２８，１４１。

光——２９，３２４—３２５；３０，６５０—６５１、６６６—６６

７；３１，４６、７３、９２；３３，８５；３５，４４６。

规律

——自然规律——３２，５４１；３３，８５；３７，

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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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规律——３３，６１８；３７，４６２。

——不能把生物学规律机械地应用到人

类社会中——３４，１６３。

——经济规律——３１，４６９—４７０；３２，５４１；

３７，３１９、４８５—４８６；３８，２６９；３９，４０９。

贵金属——２７，１９２—１９８、２２０—２２１、３８３；

２９，７２、１２６、２１８、２２９—２３０、３０３、

５５４；３４，４０；３７，２６７、３１３；３８，１６。

  并见金（和银），复本位制。

贵族——２８，１３９；２９，５７、５７３、５８５—５８６；

３０，３４１；３７，４１—４２、１４４—１４５、４１４；

３９，１０１。

国际工人协会——见第一国际。

国际关系——见外交。

国际社会党人根特代表大会 （１８７７

年）——３４，２６４—２６５、２６９—２７０、

２７４。

国际社会党人库尔代表大会 （１８８１

年）——３５，２２７。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３２，２１８—

２２１、２２７、２５５—２５６、４２２、４７０、５７４、

５８１、６３１—６３３、６６１—６６４；３３，２４３—

２４４、２６０—２６１、２６３—２６５、３３３、３４５、

３４９、３９２、４８０、５８０。

——秘密同盟——３３，４４８、４５６、４５９—

４６０、４６７、４８４、４８９、４９８—４９９、５０６、

５０８、５１０—５１２、５１５—５１７、５２１、５２６、

５３８、５４４、５４７—５４８、５５２、５７９、５８８、

６０１、６１２；３４，３４、２０７、２３８—２３９、

２６３；３５，３６９、３９５；３６，１１８。

国际条约和国际协定

——关于引渡政治流亡者的协定——３６，

２７６。

——关于丹麦继承程序的条约——２８，

６１６。

——关于引渡罪犯的条约——３２，４８１—

４８２。

  并见“三帝同盟”，三国同盟，安吉阿

尔－斯凯莱西条约，法俄同盟。

国际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３３，９５、

１２５、５６６、５８８、６４５；３４，３４、１９４、

１９７、２０５—２０６、２１９、２３８—２３９。

国家——２７，１９３、４２１、４３１、４３３—４３４；

２９，２９９、５５３；３１，２３０；３２，５１、１８５、

３１５；３３，２１０；３４，２７、２５５、２６０；３５，

１９１—１９３；３９，１７４。

——作为上层建筑——２７，４７７；３０，６３６；

３２，１７１—１７２、５６４、５６９；３７，４６０—

４６１、４８６—４９１；３８，４８１—４８２；３９，

９５、１９８—１９９。

——作为经济力量的国家政权——３７，

４８６—４８７、４９０—４９１；３９，１９９。

——国家起源——３７，４８６。

——它在阶级社会中的作用——２７，３３５；

３３，３９０—３９１；３４，２８６；３６，１０、３８１—

３８２。

——国家和宗教（教会）——２７，４２３、４２９、

４４３；３２，１９６、５３０；３３，１１０—１１１；

３６，３７０；３８，２３９、２４８—２４９。

——在东方各国中——２８，２６３、２７１。

——和社会——３２，１７１—１７２、５６４、５６９；

３８，２８１、４８１—４８２；３９，６４。

——封建国家——３８，２８１、４８１—４８２；３９，

６４、９７。

——资产阶级国家——３１，２０９；３４，１２０；

３８，２８１—２８２、４８１。

——民族国家的形成——３９，９７—９８。

——生产资料国有化——３４，３０５—３０７；

３５，１６３、３１６—３１７、３５５、３８３、４２７、

４４６；３８，５８。

——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必要性

——３３，２０６；３６，１０、８１。

——无产阶级国家——３６，４１５—４１６、

４２５；３７，４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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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由——２７，３３５；３４，１２３。

——国家的消亡——２７，３３５；３３，２４２—

２４３；３４，１２３、２８６；３６，１０、９４。

——在国家问题上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２７，２９６；３２，４２２、６６２；３３，１６３、

２４１—２４３、３９０—３９１、６０１；３４，１２３—

１２４、３０４。

——对拉萨尔关于国家帮助协作社的口

号的批判——３０，３３７；３２，５５７；３４，

１２２、３７７。

——对“自由的人民国家”口号的批判

——３４，１２３。

——普鲁士国家——３０，１４５、５９３；３１，７２；

３２，５５７；３７，４６１；３９，９６—９８、１６７。

  并见无产阶级专政，君主制，共和制。

国家垄断（在资本主义制度下）——２７，

３２６—３２７；３４，３０５—３０７；３５，３１６—

３１７、３５５；３８，５８—５９；３９，２０８，２２５—

２２６、２６１、３７１—３７２。

并见“国家社会主义”，垄断。

“国家社会主义”

——这一概念的经济内容——２８，３８—

３９、４８０、５３６；３１，７７—７８；３４，３０５—

３０７；３５，１６２—１６４、２２９、３１６—３１７、

３５５；３６，９０—９１、１１２、１６３；３８，５８—

５９、５１１—５１２；３９，２０７—２０９。

——对拉萨尔分子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

的观点的批判——３１，７７—７８、４１１—

４１２、４５０、４５４—４５５；３４，１２１—１２３；

３５，４２７—４２８；３６，１５０—１５１；３８，

５１１—５１２；３９，２０７—２０９、２２６、２６１—

２６２、３２２。

——对洛贝尔图斯理论的批判——３６，

１１０—１１１、１２１、１３８、１５０—１５１、１７０、

２０４。

——对杜林观点的批判——３４，１８—１９、

２２、２８１、３０３—３０４。

——其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论

——３５，１９１—１９３。

国家资本主义——２９，２１８；３４，３０５—３０６；３５，１

６３—１６４、３１６—３１７；３８，５８—５９；３９，２０

７—２０８、２２５—２２６、３７１—３７２。

  并见“国家社会主义”。

国内市场

——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形成过程

——３８，１９４—１９５、３０５—３０６、３６３—

３６５、４４０、４６３—４６８；３９，３９—４０、１４７、

１７０—１７１。

——和对外贸易——３４，３４８、４０２。

——和垄断价格——３０，９—１０；３４，４０２；

３７，３１９。

——和兼并政策——３８，１５６、１７０、１９５。

  并见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对

外（世界）贸易，大工业，消费，经

济危机。

国有化

——土地国有化——２７，１８１；３２，３６１—３６２、３

９２、６７４；３３，２１５；３５，１９２—１９３；３６，９

０—９１；３７，４５１；３８，５８；３９，１０１。

——全部生产资料国有化——３５，２２４；

３６，４１５—４１７；３７，２９、３１、４４３—４４４、

４５１；３８，１５２、２１１；３９，１０１、２７３、

２７７—２７８、２８０—２８１。

  并见国家垄断，国家资本主义，共产

主义（社会经济形态）。

国债——见借贷，财政。

过程——３０，２０６。

Ｈ

海军——２９，８２。

  并见航运业。

航运业——２７，３８０、５２８；２８，４２７、６２４；

２９，３４８；３４，３００、３４７；３７，４１１。

——和德国补助船主问题——３６，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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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１—２６２、３８０、４１５。

——英国的码头公司——３７，２５３—２５４、

２５９、２６１、２６８、３３８。

  并见运河，轮船航运业，运费。

行会、行会制度——２７，４７８—４７９；２９，

１８３；３５，１２３。

行情（工业中的）——３８，１８、５８；３９，１５４。

和平和自由同盟（１８６７年）——３１，３４２—

３４４、３５７—３５８、５５７；３２，１５、２２７、

６６０；３４，１２１。

合作社生产

——第一国际中的关于合作社劳动和合

作社生产的问题——３１，４５０、４８８、

４９２；３２，３９６、６７４。

——农业工人合作社——３４，４２９；３６，

２５４、２５８—２５９、２６１、３８０、４１５—４１６；

３７，４４４；３９，２８２。

——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

——３２，６８４；３６，２６１、４１５—４１６；３７，

４４４。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生产合作社

的状况——３２，３９６；３６，２６１；３７，４４３。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帮助工人合

作社的问题——３１，７７—７８、４５０；３２，

５８８；３４，１２２、１２５；３６，４１５—４１６。

——对拉萨尔的工人合作社的观点的批

判——３０，３３６—３３７；３１，１１、４５０、

４６５—４６６；３２，５８８；３４，１２２；３６，４１６。

  并见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

荷兰（尼德兰）——３６，４００、４２５、５０２；

３７，２６３—２６４、３２０、４３５。

——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３６，４２５。

——对外贸易——２９，２３１；３０，２２３。

——殖民政策——３６，６２—６３、９１、１１２。

  并见荷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荷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３５，

１５２—１５５、２６７；３６，６、４００；３７，１３２—

１３３、１３９、１５２、１５４、１６４、１７５、１８２、

１８３、１８８、１９０、２０８—２０９、２３８、２６３—

２６４、３６３、３７３；３８，１４６、４４８。

  并见第一国际在荷兰。

荷兰资产阶级革命——３９，４６２。

黑尔郭兰岛——３７，４１７。

黑格尔派——２７，１４、８４、１９２、３３４、４７６—４７７、４７９；

２８，５２、６７—６８、５０９、５５５、５８４、６３２；２９，２６

２—２６４；３０，２０、１６４；３１，２３６、４７１—４７２；３

２，２６７、４６３、４８６、４８８、５５２；３３，２０９、２６３；

３７，２８６、４３２、４８９；３８，１２３—１２４、２０１—２０３

、２７０。

  并见辩证法，青年黑格尔派，老年黑

格尔派，法，哲学。

黑塞哥维那——３４，１４；３５，２６２、２７２、２７４。

红旗——３３，５０１；３７，１２３。

胡斯派——２９，３２；３９，４２６、４６１。

互助储金——３２，３４９—３５０；３７，１０。

化学——３１，４１２；３３，８５—８６；３５，４３９、

４４２；３７，５１３；３９，３４７。

——它的对象——３３，８５—８６。

——运动的化学形式——２９，３２４—３２５；

３０，６６６；３３，８５—８６。

——化学中的革命——３１，３０９。

——分子论——３１，３０９；３３，３１９。

——有机化学——２９，３２４—３２５；３２，２６４；

３５，８９；３８，３８４、３９４；３９，１８０、３４７。

——蛋白质的化学——３２，１９３；３３，８５—

８６；３６，３１３。

——碳氢化合物——３２，５５、８３—８４；３５，

４４２。

——和农业——３０，２６９；３１，１８１、１８５—

１８６；３２，５—７、３８４。

——化学史——３８，３８４、３９４、４１０、５３０；

３９，５、６８、１８０、２５４—２５５、４９４。

  并见农业化学。

怀疑论者——２９，５２７；３０，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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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党——２８，３２、８２、２２０、４９９、５８５；

２９，１１、１４、１０７、３５８、３９６；３９，３７７。

  并见自由党。

汇率——见对外（世界）贸易。

绘画

——德国绘画——３７，５１４。

婚姻——见家庭。

活体解剖——３１，２６３；３４，４０３；３５，１９、

２１５。

货币

——一般原理——２９，１２６、３０３；３１，３１１、

３２０—３２２；３２，２８；３６，１６８、１９５；３７，

４８５—４８６。

——货币的历史——２９，１８３、３０３—３０５；

３１，３０７—３０８；３７，４８５。

——作为价值形式——３１，３０６、３０７—３０８、３１１、３１４

、３２０—３２２、３４６、５５４；３２，９１。

——作为价值尺度——２９，３０３—３０５、

５５３；３２，６５—６７；３５，３１２—３１４。

——作为价格标准——２９，３０３。

——作为流通手段——２７，１９２—１９８、２２０—２２１；２９

，３０３—３０５、５５４；３０，２４５；３２，９１；３５，３２、２７

９；３７，４８５；３９，１６９。

——作为贮藏手段——２７，１９４。

——作为支付手段——２９，１３５、２１４、

２２１—２２２、２４４、３０３—３０４、５５４；３１，

４７１；３５，３１３；３８，３６６；３９，１６９。

——作为一般等价物——２９，３０３—３０５；

３１，３２１。

——世界货币——２９，５５４；３４，２０３；３５，

３１２、３１４。

——纸币——２７，１９３、１９８、２２１、３２６、５２９；２９，１

３３、１５２、２１４、２１８、２３３；３０，２４５、２８９、２９１—

２９２；３１，２０３；３２，９１、２４５、６４０；３４，３４９；３５

，２７８—２７９；３６，９７、３８８、４０６、５４９；３８，２４６；

３９，５３、４１４。

——金属货币——２７，１９２—１９８、２２０—

２２１、５２９；２９，１８３、２６４、３０３、５５４；

３０，２９１；３４，４０、８１、２０３、３４８、４１３；

３５，２７９、３１１；３６，４０６；３７，４８５；３８，

１６；３９，５３、１６９、２２６、３０８。

——信用货币——２９，１２５；３２，２８、９１；

３４，８１；３５，３２、２５８、２７８—２７９；３６，

９７、３６５、４０６；３７，４８５—４８６；３８，４５５。

——货币流通量——２７，１９２—１９８、２２０—

２２１；２９，３０３—３０４；３４，４０—４１；３５，

２７８—２７９；３６，８３、４２９；３７，４８５；３９，

５３、１６９。

——货币贬值——２７，３２７、５２９；２９，２１４；３０，２４５、２

７３、２９１—２９２；３２，６５—６７、２４５；３４，３４９、４１

３；３５，２７８—２７９、３１１—３１４；３６，４０６、４２９、５

４９；３９，１６９。

——货币转化为资本——２９，３０５；３１，

３１４；３２，８４、９１；３５，２７８—２７９；３７，

４８５—４８６。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货币的

分析——２９，３０３—３０５、３５８、３６９—

３７１、５３４、５５３—５５４；３１，２９４、５３６；

３２，２３６。

——马克思《资本论》对货币的分析——

３１，３０７—３０８、３１３—３１４、３１９—３２２、

３４６、４１０、５３６、５５４；３２，２８、３１、９１；

３４，８１、３３５—３３６；３５，３２、２５８；３６，

９７、１６８；３８，４５５；３９，４１４。

——对蒲鲁东观点的批判——２７，４７—４８、８８、３１８—３２

０、３２５—３２８、３３１；２９，８８—８９、３０３、３０５—３０

６、５５４；３６，１７０。

——对拉萨尔观点的批判——２９，２６３—

２６４、３８５—３８７；３１，５３６。

——对“劳动货币”理论的批判——２９，

８９、３０３、３０５—３０６、５５４；３６，１７０。

——资产阶级货币理论和货币流通理论

——２７，１９２—１９４；２９，８８—８９、１０１、

１２６、１３５、３０３—３０６、３４２、３７１、３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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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３—５５４；３０，２４５、２９１—２９２；３１，

１５０—１５１；３２，６５—６６、９１、２４５、３８５；

３３，１４９；３４，４０、８１、３４９、４１３；３５，

３２、２５８、２７８—２７９、３１１—３１４；３６，

４２９；３８，１６、２４６、４５５；３９，５３、１６９、

１７２、２２６、２４０。

  并见银行，复本位制，金（和银），信

贷，借贷资本，财政。

货币经济

——和自然经济——３８，３０５；３９，１４７。

货币流通

——一般原理——２７，１９２—１９８、２０８、

２２０—２２１、３２６—３２８；２９，３００—３０５、

３１６、３４２、３５８、３６９、５３４、５５３—５５４；

３０，３５８—３６３；３１，２９４；３２，９１；３７，

４８５—４８６；３９，４１４。

  并见银行，复本位制，货币市场，货

币，信贷，财政。

货币市场

——它的产生和意义——３７，４８５—４８７。

——它的世界中心——３４，３４５—３４６。

——和闲置资本——２８，７２；２９，４２、２４２；

３４，３４５—３４６、４３９；３５，１５０；３６，３６７、

３９４。

——它的行情——２８，１１４—１１５；２９，７２—

７３、７５、１２６、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６—２１７、

２１９—２２２、２２９—２３３、２９２—２９３；３０，

１１３；３１，２２１—２２２、４２６—４２８；３２，

１９０；３４，１６９、３４５—３４６、４１３、４３９；

３５，１５０；３６，３６７、３９３—３９４；３７，４８４—

４８５、４８７。

  并见银行，交易所，货币（金融）危

机，货币，信贷。

货币（金融）危机——２９，３８、７２—７３、２０７、

２２１—２２２、２３６—２３７、３０４—３０５；３１，

２２１—２２２；３４，３４５—３４６、４３８—４３９；

３５，１５０；３７，４８５；３９，１６９。

——作为总危机的征候和阶段——２９，

２３６—２３７；３４，４３８—４３９；３６，３７６；

３７，４８５。

  并见经济危机。

货币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２９，５５４；

３１，１５０。

货币资本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对货币资本

的分析——３８，２３３；３９，２５５。

——作为虚拟资本——３０，９；３６，３６５。

——过剩的或闲置的——２７，１９３—１９４、３５３；２８，７２、

１３７；２９，２３０—２３１、２４２；３２，８３；３５，４５０；３

６，３６７、３９４；３９，１６９。

  并见银行，货币，信贷，借贷资本。

Ｊ

几何学——３５，１０８—１１０。

基础和上层建筑

——一 般 原 理——２７，４７７—４７９；３７，

４６０—４６３、４８６—４９１；３８，４７９—４８２；

３９，９４—９６、１９８—２００。

——个别例子——２８，２６０—２６３、２７０—

２７２、３９９；２９，１８３—１８４；３０，６０８、

６２４、６３６；３２，６６２；３４，３４７—３４８；

３７，２８３；３８，５８—５９。

  并见国家，唯物主义历史观，社会关

系，社会制度，政治，法，宗教，哲

学，经济和政治。

基督教——２７，１０、１３、６３—６４、６６—６７；

２８，２５０、２６４、４０１；２９，５１６；３０，６２３；

３８，２７；３９，２７０。

——古代基督教——３０，４８５；３３，５９４；３５，

１５５、３１１；３６，２３０；３８，４２７；３９，２４９、

２６５、３９２、４６１。

——基督教国家——２７，４３１、４４３。

——基督教艺术——２７，４２１、４２３、４２５—

４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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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见天主教，新教。

机会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中的）——３４，

１０１—１０２、３６４—３９１。

——社会根源——３４，２８１、３６５、３６７、

３８１—３８３、３８７—３８９、４０６；３５，２５５—

２５６、３１６、４４３—４４５；３６，１７７—１７８、

２００、２９１、３２１；３９，３０８、３１３—３１５、

３４８—３４９、４６８。

——放弃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３４，１０２、３６４—３６７、３７６—３８４、３８９—

３９１；３５，２５５—２５６、３８０；３６，１７８；

３８，１２１、４４２；３９，３０８、３１８—３１９、

４０１—４０３。

——在土地问题上——３９，２８２、２９５、３０８、

３１３—３１５、３１８、３４９。

——机会主义同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则不

相容——３４，１０２、３６０、３６４—３６７、

３８３—３８４、３９０、４０６；３５，２５６—２５７、

３２９—３３１、３８０；３６，２５—２６、２８９—

２９１、３３２；３８，１１９—１２０、４０４；３９，

２９５、３０８、３１３—３１５、３２０、４０１—４０３。

  并见改良主义。

机器

——机器发展的历史——２７，４８０—４８１、

４８４；３０，３１７—３２０。

——和工具——３０，３１７—３２０。

——蒸汽发动机和机器的意义——２８，

１３６—１３７；３１，４７０—４７１；３５，２２９、

４２８、４４５—４４６；３６，１７０；３８，３０５、

３６４、４６４—４６５；３９，２９７。

——作为不变资本或固定资本的组成部

分——３０，２６６、２８２、２８４、３５８；３１，

３３２—３３８；３２，８１—８３；３６，１９６—１９７。

——机器的更新——２９，２８０—２８３；３０，２８２、２８４；３

１，３３２—３３８；３２，８２—８３。

——机器的无形损耗——２９，２８１—２８２；

３１，３３３。

——自动机器的使用——３０，３１８—３１９；

３１，３０２。

——最新机器的使用和利润率——３８，

１９３—１９４。

——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２８，６２２；

２９，３０７；３０，２６９；３２，４６２；３６，１６９—

１７０；３９，１００。

——和技术进步——３６，１９７—１９８。

——和家庭工业——３２，４６２；３４，４２７；３５，

２２９、４５１；３６，１９５、２５１；３８，５８—

５９、４６６；３９，２９７。

——和军事技术——３７，３４６；３８，４６５。

——和工人的职能——３０，３１３、３１７—

３２０。

——马克思《资本论》对机器的分析——３０，３１３、３１７；３１

，１７８、１８１、１８８、４１０；３２，４５；３６，１４０—１４１

、１９６—１９７。

  并见固定资本的折旧，大工业，固定

资本，不变资本，技术和工艺学。

机器制造业——２８，３４；３６，２７４；３７，３７３；

３８，４６４—４６５。

机械运动——２９，３２４；３０，６６６—６６７；３２，２６７；３３，８

５；３５，１１４—１１５、４４５—４４６。

级差地租——２７，１７５—１８０、１８９—１９０；

３０，２６８—２７０、２７５—２７７；３２，３７７—

３８１、３８３—３８７；３９，４１５。

  并见租佃，地租。

计划——见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

计算——见簿记，统计。

技术和工艺学

——马克思对技术的和工艺学的历史的

研究——２７，３７９；３０，３１７—３１８。

——技术的和工艺学的历史——３０，

３１７—３２０。

——技术和生产方式——３６，１６９—１７０；

３９，１９８—１９９。

——技术和社会形态——３６，１６９—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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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１９８—１９９。

——技术和科学——３９，１９８—１９９。

——技术进步——３６，１９７；３７，３４６。

——对儿童的技术训练——３４，４２８。

——无产阶级革命和技术专家——３７，

４４４；３８，１８７、２１１—２１２。

——军事技术和装备——２９，１８３；３０，

３８７；３１，２３５—２３６、２３７—２３８、２４９、

４３２；３７，３４６；３８，２３１、３０６。

——在共产主义关系下——２７，５７５。

  并见大工业，机器，生产资料，工厂。

加班——３８，３２８。

  并见工作日。

加尔文教——３４，３４１。

加利福尼亚——２７，３６２—３６３；２８，３３、４９、

１１５、２０１、５１８、５２１；２９，７２；３４，３３４、

４５３；３６，２６。

加拿大——３５，３５３；３７，８４、８７、８８。

——对外贸易——２８，６２４；３０，２２４；３１，

４０６。

迦勒底人——２８，２５０。

家庭——２７，４７７；３５，１６２；３７，４８８。

——在原始社会——３５，１２０、４３２—４３３、

４４６—４５０；３６，６１；３７，４４７—４４８、

４５９—４６０；３８，１０２—１０３、１１０—１１１、

１１４。

——在奴隶社会——３７，４５９—４６０、４６２—

４６３。

——在封建社会——３７，１４７。

——在资产阶级社会——３７，１０７—１０８、

１４７；３９，１４１。

——在共产主义社会——３６，５３２。

家庭工业

——一般原理——２８，４８—４９；３４，３０６、４２７—４２９；３

５，２２９、３１２、４５１；３６，８６—８７、８９—９０、１９５、２５

１—２５２；３８，１９４、３６３—３６６、４６６—４６７、５００；

３９，２９７。

——在英国——２７，３５３—３５４；３４，４２７—

４２８；３６，２３０；３８，１９４、３６４—３６６。

——在德国——３２，７９；３４，３０６、４２７—

４２８；３５，２２９；３６，８６—８７、８９—９０、

２３０—２３１、２５１—２５２、６０５；３８，１９４、

３６５—３６６、４６６—４６７。

——在中国——３８，４６７；３９，２８５、２８８、

２９７。

——在俄国——３４，４２７—４２９；３８，１９４—

１９５、３６３—３６６、４６６—４６７、５００。

  并见手工业生产。

家庭手工业者、家庭手工业生产——见家

庭工业，手工业生产。

价格、价格形成

——价格的定义——２９，３００。

——商品价格和货币流通——２７，１９２—

１９８；２９，３０３—３０５；３０，２９１；３２，６５—

６７。

——价值规律的作用——２９，３００；３０，

２７６—２７７；３２，１１—１２、７０—７５、５４０—

５４２；３９，４０８—４１２、４１３。

——费用价格——３０，２６８—２７０、２７６。

——生产价格——３１，３１７；３２，７４；３４，

４２３。

——和生产费用——２７，１７５—１８０、３３０—

３３１；３１，３１８；３２，７１—７２、３８１；３３，

６；３６，１９６；３７，８。

——市场价格——２７，１８０；３２，７４、１８９；

３４，４２３。

——垄断价格——３０，１０；３２，７４；３４，４０２；

３７，３１９。

——倾销价格——３４，４０２；３５，３１７；３６，２１６、２３１、２

５２、２７５；３７，３１９；３８，３６３。

——劳动（劳动力）价格——３１，３１６—

３１８、５７５；３２，６５—６７；３９，４０９—４１０。

——土地价格（价值）——２９，９４；３１，

６０３—６０４；３２，８２、３７８—３８１、３８６—

４２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３８７；３５，１８０—１８１、１９３。

——对需求和供给的影响——２８，６；２９，

４２、２００—２０１、２１３—２１６、２２２—２２４、

２３７、２４２、２７１、２７８、３５１；３１，４２７—

４２８；３２，１８９；３７，８。

——价格和技术进步——３６，１９６—１９７。

——原料价格和利润率——３２，７２—７３。

——原棉价格（在英国）——２７，３０８、３５３—３５４

、３６３；２８，６、３３、４９、１１５、２０１、２２３、

２２９、２９６、２９８、５０３、５１７；２９，４２、２

０１—２０２、２０５、２１０、２１３—２１５、２２２、２３７、

２４２、２５４、２７１、３０７—３０８、３４４、３５１；

３０，２５３；３１，１０９、１６２、４２６—４２８、

４４５、５７３；３２，２１１、２７５、３９５。

——生活资料价格和工人工资——２８，

３０３、６２３；３２，４６２。

——谷物价格——２７，１７５—１８０、１８９；２８，

２９１、２９７、３０３、６２１—６２３；２９，２０９、

２１６、２１８、３５７、５５７；３２，３８５；３４，

４４７；３６，２４２；３８，１９５；３９，２０７—

２０８、２２５—２２６、３５５、３７１、４０９—４１０。

——马克思对价格历史的研究——２７，

１７５—１７６、１９２—１９３、６０６；２９，１０１、

１２６；３２，６６—６７。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２７，

１７５—１８０、１８９、１９２—１９３；３０，２６８—

２６９、２７６—２７７、３５８；３２，１１—１２、７５、

９８、５４２；３４，６６、４２３；３６，１９６—１９７。

——蒲鲁东理论中的价格形成——２７，

４７—４８、５７—５８、３２１；２９，３００；３１，

５７４—５７５。

  并见货币，价值，商品。

价值

——它的定义——２７，３３０；２９，３００—３０３、

５３４；３２，１１—１２、１１３、５４０—５４１；３４，

３３６；３６，１９６、２１０；３９，４０４—４０６。

——作为资产阶级财富的形式——２９，

３００—３０３。

——劳动的两重性——３１，３３１；３２，１２。

——价 值 规 律——２７，３３０—３３１；２９，

３００—３０３；３０，２７６—２７７；３２，１２、７４、

５４１；３９，４０８—４１１、４１３、４４１。

——它的历史暂时性——３６，２１０；３９，

４０４。

——价值形式——３１，３０６、３０７—３０８、

３１１、３２０—３２２、３２８、３４３、３４６、５５４；

３２，９１。

——使用价值——２９，３００；３１，３２０—３２１、３３１；３２

，１２；３３，６、５２８；３４，６１；３７，８。

——交换价值——３１，３１１、３１６、３２１、３３１；

３２，１２、１０７、５４０—５４１；３３，１０６；３６，

１２７；３７，８；３８，２４１。

——个别价值——３０，２７７。

——市场价值——２９，３０７；３０，２７７；３４，

４２３。

——成本——２９，２８２；３１，５７４—５７５；３２，

２１８；３６，１９６。

——劳动力的价值或劳动的价值——３１，

３１６—３１８、５７４—５７５；３２，６５—６７；３３，

５２８；３９，４０９—４１０。

——货币作为价值尺度——２９，３０３—

３０５、５５３—５５４；３２，６５—６７；３５，３１２—

３１４。

——货币作为价值存在——２９，３０３—

３０５。

——货 币 价 值——２９，３００—３０５；３０，

２９１—２９２；３２，６５—６７；３４，４１３；３５，

２７８—２７９、３１２—３１４；３６，３９３。

——和费用价格——３０，２６８—２７０、２７６。

——和生产价格——３１，３１７—３１８；３２，

７４；３４，４２３。

——和生产费用——２７，３３０—３３１；３１，

３１８；３２，７０—７２、３８１；３３，６；３６，

１９６；３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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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再生产费用——２７，３３０；３２，３８１。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

２９，３００—３０３、５３４、５５３；３０，２６８、

２７６—２７７、３５８；３１，３１１；３２，１１—

１２、７０—７２、７５、９７—９８、５４１；３３，

５４９；３４，６６、４２３；３６，１３８、１７６、１９６—

１９７；３８，４６。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

２９，３００—３０３；３０，３５８；３１，３１１、３１６—

３１８、５７４—５７５；３２，８、１１—１２、１１３—

１１４、１８９、５４０—５４２、６６８—６６９；３４，

６、４１、６１、６３、６６、４２３；３５，１１８；

３６，１９６—１９７；３７，８、１０４、３８１—３８２；

３９，３５０、４０６、４１１。

——蒲鲁东的观点——２７，３２１、３２７—

３２８、４７９；３１，５７４—５７５；３６，１７０。

——拉萨尔的观点——２９，２６３—２６４、

３８５—３８７。

——洛贝尔图斯的观点——３６，１３８、１７０、

１７６。

  并见货币，生产费用，剩余价值，商

品，价格、价格形成。

价值形式——见价值。

简单劳动

——劳动作为纯粹力的消耗——３０，３１８、

３２０。

——非熟练工人的状况和斗争——３１，

２１；３７，２５３—２５４、２５９—２６０、２６８、

２８１、３３７—３３９、３９０—３９１、４０１—４０２；

３８，２３１—２３２、３１６。

简单再生产——见再生产。

讲坛社会主义——３３，５０６；３４，６１、３６０、

３８７—３８９；３５，１４４—１４５、１５３、４１６、

４４５、４５０；３６，１８、１５０、２００、２４４、

３７５、４１２、４１７、４４５；３８，４８３。

  并见“国家社会主义”。

降神术——３３，４７６；３４，７４；３６，５６７；３９，

３６６。

交换

——在资产阶级前的生产方式中——２９，

３００；３９，４０６。

——交换对生产力发展的依赖性——２７，

４７７。

——货币作为交换手段——２９，３０３—

３０４；３７，４８５。

——交换同商品流通的区别——３６，

１９５—１９６。

——作为等价物的交换——２９，３０５；３９，

４０６。

——社会生产两个部类之间的交换——

３０，３５８—３６３。

——对蒲鲁东观点的批判——２７，３２０—

３２２；２９，３０５—３０６、５５４。

  并见货币，流通，分配，商业，经济

规律。

交换价值——３１，３１１—３１２、３１６、３２１、

３３１；３２，１２、１０７、５４１；３３，１０６；３６，

１２７；３７，８；３８，２４１。

  并见价值。

交通联络工具——３４，３４７；３６，３６４、４５６；

３７，４５１、４８６。

  并见铁路，航运业。

交往（Ｖｅｒｋｅｈｒ）——２７，４７８；３２，５３；３９，

３００。

交易所

——一般评述——２９，１３３—１３４；３２，５８—

６０；３５，４２７—４３０、４４５、４５０；３７，４８４—

４８５；３９，１３—１４、２０８。

——作为资本的集中和积聚的加速剂

——３５，４２７—４２８、４５０；３７，４１１；３９，

１４。

——作为投机和舞弊的中心——２７，３８３；２８，１１３、２２３

、３０３；２９，７３、１１９、１３３—１３４、２１６、２３１—２３

２；３０，２９１；３２，５８—６０；３４，３４９；３５，２５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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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４２７—４３０；３７，３６７、４８６、５０８；３９，１３—

１４、１３２。

——交易所税（在英国和德国）——３５，

４２７、４２９—４３０；３６，２０７。

——交易所行情——２９，１１９、２０１—２０２、

３４４；３６，３６５；３７，４８４—４８５。

——和银行——２８，２０４；２９，２１８、２３０—

２３３；３２，５８—５９；３４，３４５—３４６、３４９；

３７，４８６。

——和国家——２８，３０３、４２８；２９，２３１—２３２；３０，２

９１；３４，２０３；３５，４２７—４３０、４５０；３６，６２、２９１

、３９３—３９４；３７，３６７、４８４—４８５、５０８；３９，１

３—１４、１３２、２４６。

——和殖民政策——３６，６２、２９１；３７，３６７。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交易所的论述

——２８，６３２；３２，５８—５９；３４，３４９。

——蒲鲁东理论中的交易所——２７，３１８。

——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三卷的关于交

易所的补充——３９，４４１。

教皇至上派——３９，１２５。

教会

——和国家——２７，４２９。

——教会和国家分离——３６，３７０；３８，

２３９、２４８—２４９。

——教会的地产——３０，９９；３２，５３０；３５，

１５７。

——英国教会——３２，１９６、５３０；３３，１１１。

——天主教教会——３３，４８９。

  并见宗教。

教条主义——２７，４８２；３２，１７０、３８０；３３，

３３３；３４，２９３；３６，９８、１０２—１０３、４１９—

４２０、４８０、５６６、５７６、５８４、５９２；３７，

２３、３１４—３１５；３８，９３—９４、１０６、４１９；

３９，７９—８０、２３６—２３７、２９３、４０６。

教育——３５，３５１—３５２；３６，２００。

——技术教育——３４，４２８。

——在英国——３４，４２４—４２５。

——在德国——３６，３７０。

——在爱尔兰——３５，１５８—１５９。

——在俄国——３４，４２５、４２８。

——在美国——３４，４２５。

——在法国——３６，３７０。

阶级——２９，１８４、２４６—２４７、５７２—５７３、

５８３；３０，３２０；３１，４１—４２；３３，１１４、

１９８；３７，４８９；３９，１４７、３９２。

——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

实质——２８，５０９。

——和生产——２７，４７７；２８，５０８—５０９；

３９，１９８。

——和国家——２７，３３５；３３，３９０；３４，２８６；

３６，１０、３８１—３８２。

——和法——３７，４８８。

——阶级社会——２８，５０９；３１，４７０；３９，

１９８。

——阶级对立——２７，３３４；２８，５０７—５０８；

３６，９４；３８，１５２；３９，１８９。

——阶级矛盾——３１，１６７；３６，１４３。

——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２８，１３９、

５０８—５０９；３２，７５；３５，４３０；３６，５２８；

３７，２７７；３９，１８９、４０９。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

立——２７，７１、１２３、３３４；２８，３８２；

３１，５３８；３２，５８７；３３，３９０；３６，９４、

４８１—４８２；３９，１８９。

——阶级利益——３０，２４３；３２，５４２。

——工人阶级组织成为独立政党的必要

性——３３，３３７、５０５、５２４；３４，３３９、

４５６；３５，３７９—３８０；３６，５６６、５７９；

３７，３０１、３２１—３２２；３８，４４２。

——阶级意识——３２，６５８；３３，２６６；３８，

５９；３９，３１、２３１、２４０、３４４、３４６。

——阶级差别的消灭——２７，３３５；２８，５０９；３２，２５６

、６６２；３３，２６７、３３３、５０５、５２４；３４，１２２—１２

４；３６，９４；３９，１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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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见阶级斗争，资产阶级，贵族，农

民，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

阶级斗争——２８，２２１、３８１—３８３；３２，２１６、

３９３、３９８—３９９。

——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

实质——２８，５０９。

——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３４，

１６４、３８３—３８４。

——和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

３７，４６０—４６１。

——阶级斗争理论和达尔文主义——３０，

５７４—５７５；３４，１６４。

——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２８，３８１—

３８２；２９，５７２—５７４、５８３—５８６；３５，

３４；３６，５５。

——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２８，

５０７—５０９；３２，７５、６４６；３５，２５３；３６，

４８１—４８２；３７，２７７。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２７，３３

４—３３５、４８０—４８１、５６１、５６５；２８，３８；２

９，５７２；３１，７７、４５０—４５１、５３３；３２，５

８７、６５８、６６２—６６３；３３，２１０、３３７、５０５、

５２４；３４，３５８、３７７、３７９、３８１—３８４；３５

，２５６—２５７、３７０—３７１、３８０；３６，５５—

５６、４８１—４８２、５００；３７，５００；３８，１４６、

５５８—５６１；３９，８。

——和社会革命——２７，４８６—４８７；３３，

５０５、５２４；３４，３５８、３８３—３８４。

——和无产阶级专政——２８，５０９。

——和政治斗争——３２，６６２；３３，３３７、

５０５、５２４；３５，３６２；３７，４８７。

——和战争——３３，１３、１３４。

——和阶级意识——３２，６５８；３３，２６６；３８，

５９；３９，３１、２３１、２４０、３４４、３４６。

——阶级运动和宗派运动——３２，５５８、

６５８—６５９；３３，３３２。

  并见阶级。

街垒斗争——３９，１６０。

捷克——２９，２４、３２、８４、３４７、５５７；３１，

２３２；３２，１８２；３４，２９６；３８，４４０；３９，

９８、１３２、１４５、４６２。

——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３５，

２６５；３８，４４０；３９，１３５、１９１、１９４。

解剖学——２９，３２４；３０，４１０；３９，２４６。

借贷（国家的）

——内债——３０，３８７；３６，３８８、３９３—３９４；

３７，１６２。

——强制借贷——２７，２７２；３０，２４３；３６，

３８８。

——军事借贷——２９，５５７；３６，５４９。

——外债——２７，５２９；３０，２３７；３２，６３９—

６４０；３５，１０４；３６，１２０、３６４—３６５、

３８７—３８８、３９３、４０６、５４９；３７，５１８；

３８，２１３、２２０、２２５、３６７、５４３；３９，

１４、２９９、３０８。

  并见信贷，借贷资本，财政。

借贷资本——２７，１９４、３３１；２９，７３、２３０—

２３３、２７４—２７５；３４，３４７。

  并见银行，货币市场，资本，信贷，利

息，高利贷资本、高利贷。

金（和银）

——金银的开采或生产——２７，３８３、５２９；

２９，２０３；３５，３１２—３１３；３７，２６７、４８５；

３８，１６、５５。

——和发现美洲——３７，４８５。

——在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

的意义——２７，３６２、３８３；２８，３３、４９、

１１５、２０１、２１１—２１２、２９６、５１８、６２３—

６２４；２９，７２—７３、２０３、３４５、３４８；３６，

２６。

——作为货币——２７，１９２—１９８、２２０—

２２１、５２９；２８，２０１；２９，７２、８９、２１４、

２１８、２２９—２３０、２６４、３０３、５５４；３０，

２９１；３２，６５—６７；３４，４０、８１、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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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５、３４８、４１３、４３９；３５，２７８—２７９、

３１１—３１４；３６，４０６；３７，４８５；３８，１６；

３９，５３、１６９、１７２、２２６、２４０、３０８。

——金和银的价值比例——２９，７２、７５；

３４，４１３；３５，３１１—３１４；３７，３１４；３８，

１６；３９，５３、１６９、１７２、２２６、２４０。

——金银的流入和流出——２７，１９２—

１９８；２８，１１３、２１２；２９，２０８、２１４、

２１８、２２９—２３０；３４，２０３、３４５—３４６、

３４８、４１３、４３９；３５，１５０、３１２—３１４；

３７，２６７、４８５。

——金价值的变化对劳动价格和利润率

的影响——３２，６５—６８；３４，４０。

——银的停止流通——３５，３１３。

——普遍的两本位制的不可能性——３５，

３１４。

——作为奢侈品——２７，３８０。

——对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派的批判

——２８，２１１—２１２。

——对蒲鲁东和蒲鲁东主义者观点的批

判——２７，３２０、３９３—３９４；２９，８８—

８９。

——对拉萨尔观点的批判——２９，２６３—

２６４。

——强制停止金银流通的可能性——２７，

３２５—３２６。

  并见复本位制，贵金属，货币。

进步党（德国）——３１，４７、６６—６７、２３２、

３４５、４５０、４６０—４６１；３３，２４６、３７１；

３４，３０７；３６，５６、１５２、１６０、５６８、６０６、

６０８；３７，５０、３２２、３４５。

进化

——和革命——３４，３８１—３８２、４５６—４５７。

经济范畴——见范畴。

经济关系——２７，４５、４８１；２９，３００、３０５；

３０，６２４；３１，４１０；３８，１９５；３９，４４６。

——用体力量度来表示经济关系是不可

能的——３５，１２７—１２９。

  并见生产关系。

经济规律

——经济规律作用的性质——２７，４８２；

２９，２８４—２８５、３０５—３０６；３１，４６９—

４７１；３２，５４１；３４，１６２—１６４、４７８；

３７，３１９—３２０、４８４—４９１；３８，２６９；

３９，４０８—４１０、４４１。

——经济规律同自然规律的比较——３２，

５４１；３４，１６２—１６４。

——经济规律的历史暂时性——２７，

４８１—４８２；３１，４６９—４７１。

——价值规律——２７，３３０—３３１；２９，３０３、３０５

—３０６；３０，２７６—２７７；３２，１１—１２、７３—

７４、５４１；３９，４０８—４１１、４１３、４４１。

——市场价格规律——２７，１８０。

——货币流通规律——２７，１９２—１９３；２９，

１２６、３０３—３０４；３５，２７８—２７９；３７，

４８５—４８６。

——工资规律——３４，１２１—１２２、４７８；３６，

２９８、６６６；３９，４０９。

——剩余价值规律——３２，７３—７４。

——利润规律和平均利润率形成的规律

——３２，７０—７４；３８，２６９；３９，４０８—

４１０。

——李嘉图的地租规律——２７，１７５—

１８０。

——用数学方式得出危机的主要规律

——３３，８７。

——李嘉图的“人口规律”——３１，４７０—

４７１。

  并见货币，工资，地租，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删余价值，利润，价值。

经济和政治——３０，２７３；３１，４０４—４０５；

３２，１７１—１７２、５６９、６６２；３７，４７、４６０—

４６２、４８６—４８７、４９０—４９１；３８，２４５—

２４６，４６４—４６５、４８１—４８２、５５８；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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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９６、１３９、１９８—２００、４４６、４６１。

——经济必然性——３７，８７；３８，３０４—

３０５、３６４—３６５、４６４—４６５；３９，１９９—

２００。

——经济史——３７，２８３；３９，２００。

——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３９，９９。

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周期发展——２９，

２８０、２８２—２８３、２８４；３４，１６３、３４６、

４３８—４３９；３５，２５９；３６，２６、９０、４５６。

——工业周期中的变化——３１，９、１８；３３，

６０９；３４，１３８—１３９、３４５、４３８—４３９；

３５，２５９、４１４—４１５；３６，２６、９０、３６７、

３７６—３７７、４１８、４３０、４５６；３７，３１９—

３２０。

——急性危机变为慢性危机——３６，４１８、

４３０。

——经济危机的可能性——２９，３０４。

——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３１，４７１。

——经济危机对剩余价值分配的影响

——３９，４１０。

——马克思想用数学方式得出经济危机

的主要规律——３３，８７。

——经济危机证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

然 性——３１，４７０—４７１；３４，１３９、

１６３—１６４；３６，２６；３９，１０１、２８８。

——工业危机——２７，５３９；２８，２２３；２９，

２１７、２２１、２７４—２７５、２８４；３２，２９８；

３４，３４５—３４６；３５，１５０；３６，４３０；３７，

４８５；３８，５８、１４７。

——商业危机——２７，１９３、３０８—３０９、

３６２、３８０、３８２—３８３、５３９、６２０；２８，

２７、３３—３４、３９、２９１、４９６、５０２—５０３；

２９，７９、２２４—２２５、２５８、３４２、５２７、

５３２；３１，９、４３８、４７０；３４，１３８—１３９、

４１３、４３８—４３９；３５，１５０。

——农业危机——２７，５３９；２９，２２１、２７５；

３４，３４６—３４７、４３９；３６，３７７；３８，１４７。

——货币（金融）危机——２８，５６８；２９，

７１、７２—７３、８１、１５２、１９９—２００、２１４、

２２９—２３０、２３６—２３７；３１，２２１、４２６—

４２７；３４，３４５—３４６、４３８—４３９；３５，

２５９；３６，６２７；３７，４８５；３８，２２７；３９，

１６９。

——作为生产过剩的危机——２９，１３５、２２１、３４

４、３４５；３１，２７７、２８２；３２，２１１、２１５、３

０６；３５，４１４；３６，２６、８２、３６７、３７７、４１８

；３８，３０、２９４—２９５；３９，４１０。

——作为普遍危机——２７，４８０、５３９；２９，

２０１—２０３、２２０—２２７、２３１、２３６；３３，

６０９；３４，１３９；３８，５８、５３１、５３３、５５７。

——局部危机——３３，６０９。

——中间危机——３５，１１６、２５９、４１５；３６，

２６；３８，２９４。

——危机的持续性——２８，１１５、１４７；２９，

８１、１２６、２０３、２９２；３４，３３３；３５，４１４—

４１５；３６，８２、９０、３６７、３７６—３７７、４１８、

４２４、４３０、４５６；３８，３０、５８。

——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干预——２７，１９３；

２８，５６８；２９，７９、８１、１３３、２０２、２０８、

２１６—２１８、２２３、２３０—２３３、２５８、２７４—

２７５、２９２—２９３；３２，１５５；３４，３４６、

４３９；３９，１６９、２１７。

——经济危机对工人和所有劳动者的状

况的影响——２８，１４６、２９７、３０３、６２３；

２９，２１８、２２２、２２５、２４４、３５１；３１，

２７、３９、２７７；３２，２９８；３４，３４６；３８，

３０、５８、２９４、４４０；３９，１０１、２１７。

——和革命前途——２７，５３９—５４０、６２０；

２８，１１３、１１５、１４６、３０３；２９，７５—

７６、８１—８２、１４５、２０３、２１８—２１９、２２５、

２４６、２９２；３５，２５８—２５９；３６，９０、２３０—

２３１、２５０—２５１、３６７—４１８。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危机到来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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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２７，３６２—３６３、３８０、３８２—３８３、

５３９、６２０；２８，２０、３３—３４、４８—４９、

１１２—１１３、１１４—１１５、２２３、２９１、２９４、

２９６—２９７、３０３、５０２—５０３、５６８、５８４—

５８５、５９９；２９，４１—４２、７２—７３、７５—

７６、１５２、１９８、２０３、２１９；３Ｏ，９；３１，

２２１、２８２、４３８；３２，２１５、３０６；３４，

３３３；３５，１１６、４１４—４１５；３６，２６、８２、

９０；３８，５８、１４７、２９４—２９５；３９，２８８。

——１８２５年危机——２７，４８０—４８１。

——１８３７—１８４２年危机——２８，１４７；２９，

２２２、２３６；３５，１１６、４１４；３６，２６。

——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危机——２７，１９３，２８，

４９、５９９、６２２—６２３；２９，２０２、２０９、

２２２、２３０、２３３、２４２、２４６；３０，９；３６，

２６；３８，２９４、５４７。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危机——２９，７２—７３、７５—

７６、１２６、１３３、１９６、１９９—２０４、２０８—２

０９、２１２—２２６、２２９—２３３、２３６—２３７、２４１

—２４２、２４６、２５４—２５５、２７５、３４５、５２７

、５３２、６３３；３２，１５５；３４，３４５。

——１８６４—１８６７年危机——３１，６、１８、２７、

３９、１０９—１１０、２２１、２７７、４２６—４２８、

４３８；３２，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１—２１２、２１５、

２１７；３４，３４５—３４６；３６，３６７。

——１８６８—１８６９年危机——３２，２１１、２９８。

——美 国 １８７３—１８７８年 危 机——３４，

３３３—３３４。

——１８７７—１８８０年危机——３４，３３３、３３６、

３４５—３４７、４１３、４３８—４３９；３５，１５０、

４１４—４１５；３６，３７６。

——１８８２—１８８３年危机——３５，２５８—

２５９、４１４—４１５；３６，２６。

——１８９２年危机——３８，５３１、５３３、５５６—

５５７。

——美国１８９４年危机——３９，２１７。

  并见萧条。

经验主义——２７，１２—１４；３７，１０６。

竞争

——一般原理——２７，１８０、３１６、４８１、４８３；

２９，２９９；３０，２６７、６３６—６３７；３２，７３；

３６，１１７、１９７、４１８、４２４；３８，３６３—

３６４、４４０、４６７；３９，１０１、４０５—４０６。

——在雇佣工人之间——２７，７６；３５，２０２；

３７，２５３—２５４、３３８—３３９。

——和垄断——２７，４８３；２８，５０７—５０９；

３２，７３—７４；３４，３０６—３０７、４０２；３５，

１６３、４１５；３６，４２４；３９，１０１。

  并见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对

外（世界）贸易，自由贸易。

具体——见抽象。

具体劳动——３１，３２０。

剧院——２９，５８１—５８３；３４，２４９；３９，１１８—

１１９。

决斗——２９，３１８—３２０、３２２、５４１—５４３；

３６，６２０；３８，３１４。

绝对地租——３０，２６８—２６９、２７５—２７７。

  并见地租。

军队——２７，３７３—３７４；３７，１４４。

——同社会制度的联系——２９，１８３—

１８４；３４，７２；３６，３６６；３８，２２５—２２６。

——和无产阶级革命——３６，２４１、２５３—

２５５。

——民军制度——３２，２１；３８，１７２；３９，

１８６—１８７、４２６。

军国主义——３６，３９２。

  并见军事工业（和装备）。

军事

——军事的物质基础——２７，３３２；２９，

１８３；３１，２３５—２３６、２３９—２４０；３８，

４６５；３９，３７２。

——古代各族人民的军事——２９，１８３—

１８４、２４４、２６２。

——在中世纪——２９，１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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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地利——３６，３６６、５１３；３８，５０５。

——在英国——２９，２３６；３６，５１４；３８，４０２。

——在德国和普鲁士——３６，５１３—５１４；

３７，２２—２３、１３０；３８，９９、１７１—１７２、

２６７、４０２。

——在俄国——２７，３７３；２９，２３５—２３６；

３６，５１２、５１３；３７，３９、３５９。

——在法国——３６，５１２、５１３；３８，９９、２１２、

４０２、５０５。

  并见军队，军事学术，战争，海军。

军事工业（和装备）——２９，１８３；３０，３８７；

３１，２３５—２３６、２４０、２４９、４３２、４８８、

４９３；３７，１３０、３４６；３８，４６５。

军事科学——２７，５７６；２８，６０９；２９，２０４。

军事学术——２７，２５３—２５４；２８，５８３—

５８４、５８８—５９０；２９，１７５—１７８、１８３—

１８４、２４３—２４４。

君主制——３９，８８、９７、２０９。

——君主专制——３２，５９８；３４，６５—６６；

３６，５５、１３１；３７，１４４—１４５；３８，３６４—

３６５。

——立宪君主制——２７，４２１；３６，５５、１３１；

３８，５６１。

Ｋ

卡德派——３７，１２０、２７２、２９０。

卡特尔——３５，４１５；３９，４９１。

  并见垄断。

康德主义——３６，１３６；３７，４８９；３９，４０８。

科伦工人联合会（１８４８年）——３７，２９２；

３９，４１６。

  并见共产主义者同盟。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２７，３９２；２８，８６、

８８—８９、１８７—１８８、２１１、４６０、５８７—

５８８、６５２；２９，６９、４５０、５０４、５０６—

５０７、５５３；３０，５—６、２３、５６、６０、４４２、

４６９—４７２、４７７、４７９—４８０、５３８—５４５；

３６，３２９；３９，４１７。

——侦讯过程和审判——２７，２９６、３０６、

３１２、３３６、３５６、６０５；２８，８、１２、５３—

５４、７４、８４、９１、１４５、１４７、１５８—１５９、

１６２、４７４—４７５、４８４、４８８—４８９、５１５、

５２１、５２８、５３８、５４３—５４４、５５４、５６７—

５６８、６４１、６４７—６４９。

——制造案件采用的陷害手法——２８，

１６０—１６１、１６４、１６７—１６８、１７３—１８４、

１９２—１９５、５４５—５４６、５６４、６４８—６５０；

３０，４６９—４７２、４７７、５３３—５３４、５３９—

５４５；３９，１８３。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援救被捕共产党

人所进行的活动——２７，３９９、４０４；

２８，１１—１２、１６７—１７１、１７５—１７６、

１８３—１８４、１９３、１９６—１９８、２１８、２３４—

２３５、２４５、２４７、２６７、５６３—５６４；３０，

４６９—４７１；３９，４１７。

  并见共产主义者同盟。

科伦民主协会（１８４８年）——３９，４１６。

科学

——科学和技术——３９，１９８—１９９。

——科学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２７，

１７６；３０，２６９。

——共产主义制度下科学在生产上的应

用——２７，５７５；３１，４７０。

——科学的必要性——３１，３１８；３２，５４１。

——科学的客观性质——３４，５７、２６３；３６，

２５９。

——科学和理想——３６，１９８。

——科学的方法——３２，１７０、５４１；３５，

４４６；３６，６１、３４３。

——科学和辩证法——２９，２６４；３１，１８５。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３３，

４３４。

——科学和批评——３４，３１１。

——科学发现——３０，３４５、６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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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政治——２８，６０９；３０，３４５；３６，

１９８、２５９；３７，１０４。

——科学和宗教——３７，４８９。

——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３２，５４１—

５４２；３５，２１５；３７，１０４；３８，１０８、１１１；

３９，５。

——科学的社会主义杂志——３４，４８—

４９、５７、２６４。

——历史科学——３６，３７５。

科学的和文献的翻译——３３，９９—１００、

４７１、４７８、５３４、５６１；３６，３６１—３６２；

３９，８３、１４５。

科学共产主义——２７，７０—７１、１２３，４６１、

４８７；２８，５８７；２９，４０１、５５４、６０４；

３０，１３、３５３；３２，６５８；３３，３２２、３３４、

６４４；３４，４８—４９、５７、１２４、１４４、１４８、

１５１、１５３—１５４、１６１—１６４、２６３—２６４、

２８１、２８３、３１１、３１５、３２２、３５４、３５８、

４２２、４５１、４５２；３５，１０６、１４４—１４６、

１５３—１５５、２２２、２５４；３６，１８、１０６、

２２８、３９２、４１９—４２０、４４０、５４０；３７，

３４１、４３２、４９１；３８，３８、８８、３７６；３９，

１２７、３０３、４４６。

——是革命工人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

——２７，７０—７１、４８７；３４，３５４。

——科学共产主义和空想主义的对立

——２７，４８７；３４，１２４、１５３—１５４、２８１、

３５８；３５，１４４—１４６、１５３—１５５；１３６，

４１９—４２０、４４０、５４０；３７，４３２、４９１。

——科学共产主义的革命性——３４，３５８；

３６，１８、１０６。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科学共产主义的

理论基础——３４，２８１、２８３、３５４、

３５８—３５９。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共产

主义的理论基础——２９，６０４。

——科学共产主义的产生——３３，３２２、

３３４、６４４；３５，２２１—２２３；３６，２３１。

——科学共产主义的历史——３９，４４５—

４４６、４５１。

——科学共产主义的国际性质——３６，

２２８、３９２。

——和达尔文主义——３４，１４４、１６１—

１６４、３１１、３１５。

——科学的社会主义杂志——３４，４８—

４９、５７、２６４。

  并见马克思主义。

可变资本——３０，２６６—２６９、３５８—３６０；

３２，７０—７１；３６，１９６、４２９。

  并见工资，资本。

可能性和现实——２９，３０３—３０４；３０，２７６；

３４，４６；３５，１４５—１４６。

——可能性和必要性——３３，８９；３４，４５６。

可能主义、可能派——３５，３４—３５、８１—８２，９７、９９

—１００、１０５—１０６、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４、１２１、２１６、

２２０—２２３、２２５—２２６、２３０—２３１、２４８—２４９、２５９

、２６１、３３１—３３２、３３６—３３７、３６２、３６９—３７１、

３７９—３８０、３８３、３８５—３８６、３８９、３９１、３９５、４０

０—４０２、４１１—４１３、４２７、４５３；３６，７０、１５４、３

４８、４５３、４５９、４７１、５８８、６４３；３７，１２、５２、

１１４—１１６、１２０、１２２—１２３、１２８—１２９、

１３２—１３３、 １３９—１４０、 １５２—１５５、

１５７—１６２、１６４—１６６、１６７、１６９—１７０、

１７１—１７９、 １８４—１８６、 １９０—１９３、

１９５—１９７、 ２００—２０１、 ２０７—２１０、

２１８—２２３、 ２２５—２２６、 ２３０—２３４、

２４１—２４５、２４８、２５９、２６４、２６７、２７５—

２７６、２９６、３０１、４４９、４７３—４７４、４７５、

４７８—４７９、４８０、４９９、５２２—５２４；３８，

１９、４４—４５、６２、７０—７１、７４、９０、１２１、

１３２、１３５、１４０、１４４、１５０、２０７、２０９、

２７８、２８７、２９０、３０３、３２５、３２６、３４５、

４４８、５５４；３９，３３、４２、９１、１１６、１３０、

１８２、２４５、２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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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见阿列曼派。

克尔特人——３２，４５、４８９、４９２—４９３；３５，

１２０。

克兰——３２，３８９、４６５；３５，３３２、４４９；３７，

４１４—４１５；３８，１０２—１０３。

克里木战争（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２８，

３９６—３９７、４３７；２９，９—１０、３７、５３—

５４、５７、７２、１１９—１２０、１７５、２９９、３４７；

３０，７６；３８，４６５；３９，１４７。

——战争的进程——２８，３１９—３２２、３２９—

３３０、３３２—３３５、３５３—３５４、３５９—３６１、

３６７、３７６—３７９、３９３—３９４、６１１—６１２；

２９，２６、３４—３８、１７５、２９９；３４，４８。

——和欧洲革命前途——２８，３９６—３９７。

  并见巴黎和约（１８５６年）。

空间

——空间和运动——３３，８２—８６。

空想共产主义——２７，５４．７６—７７、４３５—

４３６；２９，６０４；３６，２８４、３６８；３９，４５２。

空想主义——３４，１９、５０、５５、２８３、３７５；

３５，１４４—１４６、１５３—１５４、３１２、３４１；

３６，１５３、１９１、３６８、４１９—４２０；３７，

１０９—１１１；３９，１８９。

恐怖——２７，３０５、３７３、４１１；３１，１１４、１１６—

１１７；３３，５５—５６；３５，１７３；３６，３０１—

３０２、６２０、６３６；３７，１４６、３１１—３１２。

孔德主义——见实证论。

魁奈的《经济表》——见重农学派。

扩大再生产——见再生产，资本积累。

Ｌ

拉萨尔主义、拉萨尔分子——２９，３２—３３；

３０，３３６—３３７、３５１—３５４、３９６—３９７；

３１，７１、７８、４５０、４５４—４５８；３２，１３４、

１４７、１５８—１５９、２７５—２７６、３３４、５５６—

５５９、５８８；３３，４９６、６１８；３４，１１９—

１２５、１５０、３７７—３７８、４１９；３６，３８、

２６１、４１６、７０６—７０７；３７，２７５、５２３—

５２４；３８，３１、３３、３７—３８、４２、８４、

１７５—１７６、１８０、１８２。

——它的宗派主义性质——３２，１５１—

１５３、１５８—１５９、３１２、５５７—５５８；３３，

３３３；３４，１１９—１２０；３６，７０７；３７，１２６。

——和普鲁士国家——３１，１０—１１、５６、６９、７７

—７８、４５０—４５１、４５４—４５６、４６５—４６６；３２

，１４７、５５７、５８８；３３，４１４、６４５—６４６；３

４，１１９—１２０、１２２、１２５、１５０；３６，２６１、

４１６；３８，３７—３８。

——对工会运动和罢工运动的态度——

３２，１４７、１５４、１５８—１６０、１７５，５５８—

５５９。

——和农民——２９，５７３、５８４—５８６；３４，

１２０。

——“铁的工资规律”——３４，１２１—１２２、

１２５、１５０；３５，２９１、３５５；３６，６６６。

——对拉萨尔的个人迷信——３０，３３６—

３３７、３４７；３１，２３—２４、４５—４６、５０、

５６、５９、４５４—４５７、４６６、４７９；３２，５５９、

６３４；３４，１５４、２８９；３８，３７、８７—８８、

１６７、２３４—２３５、５１７。

  并见全德工人联合会。

莱茵省——２７，６—８；２９，３８、４１、４３５；

３０，３７５、５１４；３３，４８６。

——工业——３０，４５；３３，４８６。

——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运动——

２７，３２、５６—５７、４２２—４２３；３１，１４６—

１４７；３６，２３０；３９，４１６—４１８。

——小资产阶级——２７，１３２—１３３。

——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２７，７；２９，

２９—３０、５１—５２；３２，６３３—６３４。

劳动——２９，１８４；３２，３２７、５４１；３４，１６３；

３５，１２７—１３０。

  并见抽象劳动，童工，女工，劳动的

强化，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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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劳动，雇佣劳动，夜工，必要劳动，

社会劳动，剩余劳动，简单劳动，劳

动生产率，生产劳动，工作日，分工，

体力劳动，私人劳动。

劳动保护——见工厂立法。

劳动材料——３０，３５９。

  并见原料。

劳动的强化——３７，１５６；３９，４２１—４２２。

劳动对象——见劳动材料，原料。

劳动工具——３２，３２７。

  并见生产资料。

劳动后备军——３９，４２１。

  并见失业。

“劳动货币”——２９，３０３。

劳动力

——劳动力的价值转化为工资——３１，

３１８；３９，４０９—４１０。

——按低于正常工资的价格出卖劳动力

——３６，２５２。

——这一术语的意义——３８，４３。

  并见雇佣劳动，工作日。

“劳动骑士”——见“劳动骑士团”。

“劳动骑士团”（美国）——３６，４９９、５２２、

５５８、５６４、５６６、５７６—５７７、６１１—６１２、

６３５；３７，２２２、２３３；３８，１７８。

劳动生产率——３１，４７０—４７１；３２，６６—

６７，７４，１１４；３６，１９７；３９，４１３。

并见劳动的强化，生产力，生产劳动。

“劳动市场”——２７，４７。

劳动资料——３４，１５１；３６，１６９。

  并见生产工具，劳动工具，生产资料。

劳动组合

——英国农业中的劳动组合制度——３１，

２４１；３２，１８７。

——在俄国——３４，４２９；３９，３８。

劳工法——见工厂立法。

老年黑格尔派——２７，４３０；２９，２５７、２６４；

３２，４６３。

类比——３４，３４９。

理论和实践——２７，５—６、１３０、４３３、４５１—

４５２、４８６—４８８；２８，５６８、５８７；３０，

３１９；３２，５４１—５４２；３４，２８１；３７，２８３、

４６２；３８，４８１；３９，５３—５４。

——理论思维的意义——３７，１０６；３８，

２４６；３９，２６３。

——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２７，

１９３；２９，２５８—２５９、２８４—２８６；３０，

２７６—２７７；３１，３３２；３２，５９、８７、１９１；

３７，１０６。

——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２７，６；３４，５７、２１

０、３９８—３９９；３６，１９８、２３１、３０１、５２２、

５６７、５８０、６６８；３７，２８３、３３９、３４８—３４

９；３８，９３—９４；３９，８７、２６３。

——工人运动和它的理论表现——３２，

２５５；３３，２６５—２６６；３７，３１４—３１５。

理想

——理想和科学——３６，１９８。

理性——３７，２２３。

立陶宛——３０，３３４、３４９。

力学——３０，２６９、３１７—３１９；３３，８５。

利润

——作为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或特殊形式

——３０，３５９—３６０；３１，３１８、３３１、５７５；

３２，１１—１２、７０—７１、７４—７５；３３，６；

３５，１９１—１９２；３６，１９６。

——利润率——３０，２６６—２６７、６２４；３２，

６５—６７、７０—７５、７９、８１、３８１、３８６；

３６，９７、３７５、５５５；３７，１０３—１０４、２９５；

３８，２６８—２６９、４５４、５３８；３９，５６、２４４、

２６６、４０５、４０８—４１０、４１３。

——平均利润率的形成——３０，２６６—

２６８；３１，３１８；３２，７３—７４；３６，１９７—

１９８、２４４；３７，９４、１０３—１０４、１８１、

２８３、２９５；３８，２６８—２６９；３９，５６、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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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４、３４４、３５０—３５１、４０５—４１０、４４１。

——利润分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３２，

７５；３９，２４４、２４８—２５０。

——利润率下降的趋势——３２，７４；３９，

２４４。

——额外利润或超额利润——３２，７５；３６，

１９７—１９８；３８，１９３—１９４；３９，４０９。

——总利润和纯利润——３３，３１８—３１９；

３９，２５５。

——垄断利润——３６，５９—６０。

——商业利润——３０，３５９；３７，１０３；３９，

２４４、４０７。

——银行利润——２７，１１８；２９，１３３—１３４、

２１７—２１８；３７，１０３。

——和国外市场上的竞争——２９，２０１、

２３０—２３２；３０，９—１０；３２，３９５；３６，

２５１、２７４、２７５。

——作为生产费用的组成部分——３６，

１９６；３９，２６６。

——资本家的“利润权”——２９，２１７。

——和以资本主义方式使用雇佣劳动

——３１，４７０—４７１。

——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２７，２４５、

２４８—２４９。

——和固定资本的更新——３１，３３４—

３３５。

——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中——

２９，２５０、５３４；３０，３５８；３１，３２８、３３１；

３２，９７—９８、３８５—３８６；３４，４１；３６，

１７６、１８０、２２６、２４４。

——在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中——

２８，５０８—５０９；２９，２８５；３１，３１６—

３１８；３２，７２—７５；３３，６—７、３１８—

３２０；３５，１９１—１９２；３６，１７—１８、１９６—

１９８、２２６；３９，４１１。

——蒲鲁东的观点——２７，４７—４８、５７—

５８、３２５—３２８；３１，５７４—５７５。

  并见银行，交易所，收入，地租，剩

余价值，利息。

利润率——见利润。

利息

——作为剩余价值或利润的一部分或特

殊形式——２７，３２６—３２７；２９，５３４；

３０，３５８、３５９；３１，３１８；３２，１１、７４—

７５；３５，１９１；３９，２４４。

——货币在决定利率方面的作用——２９，

１２６；３９，１６９。

——贴现率——２７，３３１、３９３—３９４；２８，

７２、２１１、２９１；２９，７２、８１、１９８、２０８—

２０９、２２０、２３０—２３１；３０，６６６；３１，

２２２、４２６；３３，８７；３６，３６７；３９，１６９。

——预付资本利息——２９，２８５。

——土地投资利息——２７，１７５；３２，１６９—

１７０、３７９—３８４、３８６—３８７。

——利润分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３２，

７５；３９，２４４、２４８—２５０。

——抵押债务利息——２７，３１８—３１９、

３９３—３９４；３５，２５８、２７８—２７９；３６，

２２１；３９，３３３。

——公债利息——３６，９１、３９３。

——普莱斯的复利——２７，３３０；３９，２４８。

——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观点的批判

——３０，３５８；３１，３１８；３２，１１—１２、

３７９—３８０、３８６—３８７。

——对蒲鲁东观点的批判——２７，５７—

５８、３１８—３１９、３２２、３２８—３３１、３９３—

３９４；２８，５６５、５６８。

  并见股票，银行，信贷，利润，食利

者，高利贷资本、高利贷，借贷资本。

历史——２７，６；３３，５４。

——历史发展的客观性——２７，４７７—

４７９；２８，６４；３０，６３８；３３，６１８；３４，

４０８；３６，３７０、５１７；３７，４６１—４６２；

３９，１９９—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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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过程的继承性——２７，４７７—

４７９。

——历史过程的合乎规律性——３３，６１８；

３５，１６８；３７，１６２、４６２。

——历史中量转化为质的规律——３１，

３１２。

——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３４，

１６３—１６４、３８３—３８４。

——历史必然性——３５，３６２；３９，１９９—

２００。

——偶然性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３３，

２１０；３９，１９９—２００。

——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２７，

４８６；３３，２１０—２１１；３５，２２４—２２５、

４５５—４５７、４６０；３７，５０、３９１、４６１—

４６２；３９，１９９—２００。

——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３３，６２０—

６２１；３５，１２３；３７，３６２—３６３、４９１；

３８，４９０；３９，４０。

——历史过程的不平衡性——３０，３３９。

——历史发展的多样性——３４，１６１。

——历史中的旧事物和新事物——３３，

３３２。

——“历史的讽刺”——２８，５８６；２９，２７６；

３１，２２８；３２，５８０；３６，３７—３８、３０２、

３１３、３７５、６８４；３７，１４６、１６２；３８，

３９２；３９，１３９—１４０、１５３—１５４、１６０、

１６４、１７７、２８８、３１０。

——历史事件的重演（根据黑格尔的说

法）——２７，４０３；３７，５０８。

——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毫无根据——２７，

４７６—４８０、４８４—４８６；３０，５７４；３９，

１２７。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３７，

４１０、４３１—４３３；３８，３１０。

——和自然界——３９，６３—６４。

  并见唯物主义历史观。

历史编纂学——３７，４３２—４３３。

——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２８，３８１—

３８４、５０７—５０９；３２，４３—４５、３９０、

４３１—４３２、４３５、４３７—４３８；３６，３６３—

３６４、４２６—４２７、６５９；３９，２００。

——小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２７，９４—

９５；３２，２６５；３６，４２６—４２７。

——无产阶级历史编纂学——２８，５０９；

３４，１８８—１９１；３６，２１１、２７１、３３０、

５３３；３８，３３０—３３１；３９，２３—２４、２００—

２０１、２８６、４２７。

——无政府主义历史编纂学——３９，７、

１１—１２、２４、４２７。

历史的和逻辑的——２７，６；２９，２９９—３００、

３０４—３０５；３１，１３５、３０８；３９，４０５—

４０６。

历史唯物主义——３７，４６２—４６３、４８６；３９，

２４、９３—９４。

  并见唯物主义历史观。

历史主义——２７，４７９—４８７；２８，６７；２９，３００、３０４、４

４５；３０，２７０；３１，４６９；３２，３７７—３７８、３８０、３８

３、３８７；３５，１２２—１２３、１６０；３６，９８、１０３、１３１、

２０９—２１０；３７，４１２、４３２、４４３—４４４；３９，８０

。

联邦会议——见北德意志联邦。

联邦议会（德国的）——２７，６２５；３５，２６１。

两党制

——在英国——３６，３９２、４７８；３７，２８９—

２９０；３８，１７６、３８６—３８７、３９０—３９２、

３９９—４００；３９，１２、１７０、２１３、３４３。

——在美国——３８，２４５；３９，１７０。

量——见质和量。

量转化为质的规律——２９，３２４—３２５；３１，

３０９、３１２；３８，２０３。

零售商业——见商业。

流出（人口的）——２８，２４２、４５１、６２２；

３１，３０２；３５，３８９；３７，３６７—３６８；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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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７；３９，２８５—２８６、２８８。

  并见工资（——工人流出和流入的影

响）。

流动资本——２９，２１３、２８４—２８５；３０，２６９；

３２，７０—７２、８１—８３、８７、３９６。

  并见资本。

流氓无产阶级——２７，３２７；２９，７９；３６，

４３６—４３７；３７，２５３—２５４、２５９。

流入——见工资（——工人流出和流入的

影响）。

流通

——和资本主义生产——３６，１９６。

——商 品流 通——２９，３０３—３０６；３６，

１９５—１９６。

——货币作为流通手段——２７，１９２—

１９８、２２０—２２１；２９，３０３—３０５、５５３—

５５４；３０，２４５；３２，９１；３５，３２、２７８—

２７９；３７，４８５；３９，１６９。

——对资本流通过程的分析——２７，２２０；

２９，５３４；３０，２６９；３１，３１８、３３１—

３３２、５３５；３２，７０；３４，４１；３６，３、

９７、１３４、１７４。

  并见银行，再生产，货币，资本，交

换，分配，商业，经济规律。

流通券（有价证券）——２９，１３３—１３４、

２３１—２３３。

垄断

——竞争的结果产生垄断——２７，４８３—

４８５；３９，１０１。

——对土地的垄断——３２，３８１。

——私人大公司的垄断——３２，７８；３４，

３３３、４０２；３７，６８、２６１、２６８。

——垄断价格——３０，１０；３４，４０２；３７，３１９。

——国家垄断——２７，３２６—３２８；３４，３０６—３０

７；３５，３１７、３５５；３８，５８—５９；３９，２０７

—２０８、２２６、２６１、３７１—３７２。

——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人经济垄

断——３３，５０５、５２４。

  并见英国，对外（世界）贸易，卡特

尔，托拉斯。

颅相学——３０，４１０；３２，５２０。

伦敦——３２，１２６；３６，３８３、４８７、６７１；３７，

４３４；３９，３９１、４２３。

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１８４９年）——见社会民

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在５０—６０年代初——２７，１６６—１６９、

２０２—２０５、２０７、２０９、２１８、２５５、２７７、

３４３—３４４、４００、５４２、５４７、５４９—５５０；

２８，７３、１４４、１６３、１７４、４７７；３０，６、

１３、１６、３３、４３、３８４、４６９、４７７、４９７、

６１３—６１４、６８０。

——作为第一国际的支部——３３，１２５、

３６０—３６１、３８０、４０５、５６２。

——在１８７５—１８９５年——３４，３４１、３５１、

３５４、３５７、４１０、４１６、４６４；３５，１６１；

３６，１０５、２２７；３７，１３；３８，１４９、１８４、

２１０—２１１、２２８、２５２、２５４、２６３、３０２、

４２３、４５６、５２２；３９，１５、２８、４８、２２４。

伦敦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３３，３２０、

３３５、３４６—３４９、３５０、３５９、３６１、３８０、

３８５、３９３、４１８；３７，１２９、４８３。

伦理学——见道德。

轮船航运业——２７，３０８、３６２；３４，３４７；

３６，４１０、４１５、４５６。

  并见对外（世界）贸易，运河，航运业。

罗马帝国——见古罗马。

罗马尼亚——３３，２０３；３４，１９５、２２４、２４６、２５

１、２９６—２９７；３６，５８、１９５；３７，３—６。

  并见罗马尼亚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

运动。

罗马尼亚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３６，６０１；３７，３—６、５９—６０、１８８；３９，

１０２、２１５、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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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２９，２６４；３２，１８３；３７，３９７—３９８。

——形式逻辑——２７，２５１；３３，９９；３４，１８。

——法国历史的客观逻辑——３６，３５９、３８１；３７

，４５、１１３、２７７；３８，５６２；３９，９７。

绿背党——见美国绿背民族工人党。

Ｍ

马尔克——见公社。

马尔萨斯主义——２７，１７５—１７６、３３１；３０，

２５１—２５２；３１，９８、３３２、３７５、４６９—

４７０；３２，２０９、３８０、６７２；３４，１２１—

１２２、１６２；３５，１４６、４２８、４３１；３６，

６３；３９，３５５。

马克思，卡尔

——自传材料——２７，６２６—６２７；２８，６１８；

２９，４１８—４１９、５５０—５５１；３０，４３３—

４３４、４４１—４４２、４６４、４６５、４６６、４６９—

４７２、４８０—４８１、４８３、４９９—５００、５０４—

５０８、５７７、５８２—５８３、６３６—６３７；３１，

１１—１７、３２８—３２９、４９１、５２１—５２２、

５３０、５３８、５４２—５４５、５６１、５７９、５８８—

５８９；３２，５２、１２１—１２３、５２１—５２４、

５２６—５２７、５５１—５５３、５６１、５７７—５７８、

６３８；３３，３２４、３４２、６３６—６３７、６４０—

６４１；３４，１４０、２８６—２８９、３４５、４５０—

４５１；３５，１４８、１５３、１９１、２３４—２３５。

——同恩格斯的友谊——２７，１４６、１５５—

１５６、１５８、１６０、１６２、２０６、２４７；２８，

３１４、４４１—４４２；２９，１４６—１４７、２４６；

３０，２０８、３０８—３１７、３８１、５１６、６７４—

６７５；３１，１３４—１３５、１８５、３０１、３１０、

３２８—３２９、５３７；３３，１６１—１６２、３０８；

３５，７５、９２、２３３；３６，３６。

——同恩格斯在创作上的合作——２７，

１０、２８—２９、３８、８９、９２—９３、９５—

９６、１２９—１３０、１５６—１５７、１６０，１８８、

２６３；２８，２３、５０、５５—５６、９２—９３、

１０８—１０９、１３５—１３６、１５５、１５７—１５９、

１６２—１６３、１８８、１９６、２０８—２０９、２２６、

２５５、２９２、２９４、２９８—２９９、３１５—３１６、

３３７、３７０、３８５、４２３—４２９、４４２、４４５—

４４９、５３３；２９，３３—３６、５７—５８、１１９—

１２０、１２１—１２３、１４１—１４２、２５０、２６２、

２７２、３６９—３７０、３９６、４０９、４４９；３０，

１３、７０、７５—７６、９４、９７、１０３—１０４、

１４４、１７８、１８０、１８３—１８５、２１９，２２６、

２２９—２３０、２８１—２８２；３１，６８—７０、

１３５、３０８、３１０、３２６、３２８—３３０、３４０，

３７１、３７７、４０５—４０６；３２，８１—８４、８８—

８９、１２５、１２６、１４７、１５０、１５９—１６１、

２１１、２１８—２２１、３７４、３７７、４２３—４２４、

４２６；３３，３５；３４，４１９；３５，７７、１２４—

１２５、１２７—１３０、２７８、３３８、４１２；３６，

３０—３６、２８６、３１１—３１２、３４４；３７，４９４。

——恩格斯论马克思及其在国际工人运

动中的作用——２７，１０５—１０９、４９４；

２８，５８８；３１，１８７；３２，１２６；３３，６４４；

３４，２１０、３５５、３６７、３８３—３８４；３５，

２２１—２２２、２２４—２２５、４４３、４５５—４５７、

４６０；３６，１６—２０、２７—２８、３６、４４、

２１９、２３１、２５２、２８５—２８８、３０６、３４３、

４４３、６７５；３７，４、３８８—３８９、４３３、５０７、

５０９；３９，９４、１８９。

——１８４４年以前（主要传记材料）——２７，

４１９—４２１、 ４２４—４２６、 ４２８—４３０、

４３３—４３６、 ４３８—４４４、 ４４７—４５０、

４５２—４５５、６２６；３０，５０４—５０５；３２，

５２２—５２３、５５１；３８，４８０；３９，１２７、

４４５—４４６、４５０—４５５。并见——作为

《莱茵报》的撰稿人和编辑。

——１８４５—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７，２２、９６、

４５６、４５８—４５９、４６４、４６８、４７０、４７２—

４７５、４８８、４９１—４９７、６２３—６２４；３０，

４３３—４３４、５０５—５０６、５８２—５８３；３１，

９３７名 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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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５；３２，５２３、５５１—５５２；３４，１４０；

３５，１９１；３７，２８６。

——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２７，

１３２、１３５、１３７、１４７—１５６、１６０、５０５、

５０９—５１０、５２０—５２１、５３０—５３１、５３５、

６２６；３０，５０４—５０６、５２６—５２７、５８２—

５８３；３１，５４５；３２，５２３—５２４、５５１—

５５２；３５，１４７；３６，３９—４０、３７９、５８４；

３７，２９２；３９，２３—２４。并见——作为

《新莱茵报》的编辑。

——在反动年代（１８５０—１８５７年）——２７，

１７４、２０５、２７６、３９９—４００、５４４、５５９、

５６１、５８２、５８５、６０１、６０８—６０９、６１８、

６３６—６３７；２８，２８、５０、１６０—１６３、１６７、

１８３—１８４、２０２、２０９—２１２、２２７、２３９—

２４０、３００—３０１、３２７、３３３、３４５—３４６、

３９２、４１０、４１３、４３２、４５６、４７６、４８８—

４９Ｏ、４９４、５２６、５６３—５６４、５７４—５７５、

５８８、５９９—６Ｏ０、６１４、６１８、６４８—６５２；

２９，４４—４７、５１、５３、５９、２１１；３０，

４４２、４６９—４７２、４８０—４８４、４９４—５０２、

５０６—５０７；３２，５２４、５５１—５５３。并见

——作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

论》的编辑。

——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

２７，１０８—１０９、１２０、１２３—１２４、１３５、

１７４、２９５—２９６、３０１、３０５—３０６、３１０—

３１１、３４５、３７６、４００、４８９、５６１、５６７—

５７１、６０９；３３，２２７—２２９；３９，２３。并

见共产主义者同盟。

——在革命运动和民主运动高涨的时期（１８５８—

１８６４年８月）——２９，３１４—３１５、３７０—３７２、

４１５—４１９、４２２、４２４、４３１—４３２、５５０—５

５１；３０，１３、２１、２４、３３，８１、１０６、１６

１—１６４、１６９—１７０、３２２—３２３、３３８、３７

４—３７５、３９２、４４２、４４９、４５９—４６１、４７

４、４８９、５０６—５０７、５７６—５７７、５９８—５９９

、６０４—６０５、６１５—６１６、６３６—６３７、６５６

；３２，５２４、５５３；３４，２１１—２１３、４１９；３７

，４１８；３９，１２７。

——在第一国际时期（１８６４年９月—１８７３年）——

３１，１１—１７、２２—２４、５５—５６、６１、７１—７２

、７６—７７、８４—８５、１０２、１１３—１１４、１２３、

１２７、１３４、１６０、１６５—１６６、１７６、１９２、１

９４—１９７、２０４—２０５、２０７—２０８、２２９—２３

０、３４７—３４８、４０３、４２４—４２５、４３６—４３７

、４４８—４４９、４５８—４５９、４７４、４９０—４９１

、５１９、５３５、５６０—５６１、５６７；３２，１７、４

２—４３、５９、６５、９２、１０９—１１０、１２１—１２２

、１２３、１３４、１４２—１４３、１６９、１８５、１９８

、２１８、２３９、２４６、２６４、２８２、２９４、３３１

、３５６、４４０、４４５、４５０、４７４、４８０—４８１、

５２７—５２８、５４６—５４７、５５４、６２２、６２９—

６３３、６４５—６４６、６５２、６６０、６７２、６７３—

６７４；３３，３２、４５—４６、４９—５２、５６—５７、６１

—６２、１５６、１６６、１７６—１７７、１９５—１９８、２

０５—２Ｏ６、２１８—２２０、２３０—２３１、２３５—２３

７、２５８、２８４、３１３—３１４、３２８、３４２、３４４

、３５９、４１０—４１１、４３７、４７０、４７７—４７８、

４８０—４８１、５２７—５２８、５３２、５９５—５６０、

６６３、６７６、６８０—６８１、６８４、６８６；３４，

２６５、２８９；３６，４４。

——在１８７３—１８８３年时期——３３，１１４—１１５、

１１７—１１８、１２２—１２３、５６０—５６１、５６５、５

６９、５７７—５７９、５９５、６０３、６１１—６１２、６

１４、６２９、６３６、６４６；３４，１２、２４—２５、５

２、１４１—１４２、１４５、１７９—１８０、１８４—１８５

、２０５、２１０、２２１、２２５、２６５—２６７、２７４、

２７８、２８９、２９２、３８６、４１６、４４８—４５０；

３５，６、２３—２４、３７—４３、５７、６４、７５、１

１５、１４８、１９８—２００、２２３—２２５、２３２、２３

６—２３９、２５２、４２８、４３５—４３６、４４７、４５２

—４５４、４５７—４５９、４６０—４６４；３６，３７６。

——１８６４年以前为工人报刊和民主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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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２７，９６、４４１、４４３—４４４、４４７、

４４９、４５３—４５５、４５７、４９２；２８，４７５、

４９２、５０４；２９，４１７、４２９、４３１、４３３—

４３７、４４２、４５２、４５５、４５７—４５８、４７４—

４７５；３０，４４２、４５９—４６１、４６４—４６５、

５０４；３２，５２４、５５１—５５２；３６，５１。

——作为《莱茵报》的撰稿人和编辑——

２７，４３３—４４０、４４３—４４４、６２６；３０，

５０４；３２，５２３、５５１；３９，３４１、４３９—

４４Ｏ、４５２—４５３、４５５。

——作为《新莱茵报》的编辑——２７，１４１、

１４５—１４９、１５２、１５５、５１０—５１１、５１４—

５１５、５１７—５２４、５８９、６２７、６２９—６３０；

３０，４９２、５０３—５０４、５Ｏ６—５０８、５２６—

５２７；３２，５２３—５２４、５５２；３５，１４７；

３６，３９—４０、３１１—３１２。

——作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

编辑——２７，１５７、１６０、１７４、５３６、５３８、

５４１—５４６、５５１、５５９、５６４、６２７、６３０；

３０，４９９、５０６；３２，５２４、５５２。

——为宪章派报刊撰稿——２８，１２２—

１２３、３０５、３１０；２９，４４、４９、５７２；３０，

４６７、５０７、５４９；３１，１１；３２，５２４。

——在第一国际时期为工人报刊和民主

报刊撰稿——３１，４１、４５、５１、６０—

６１、７０、８５、１０５、１１７—１１８，１３６、１６１、

１６５—１６６、１７７—１７８、１９８—１９９、２１１、

２１７、２２６、２３４、４４０、４４８—４４９、４６５—

４６６、４９０、５３４、５４１、５６６、５８９；３２，

２５１、４３９—４４１、４４３—４４５、４４７、４７４、

５８６、５９６、６５９；３３，２２８、５３２、５５２、

５８１、５８７。

——在７０—８０年代初为工人报刊和社会

主义报刊撰稿——３４，１１３—１１４、

４５０—４５１。

——为资产阶级出版物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出版

物撰稿——２７，４１９—４２１、４２４—４２６、４２

８、４３１、４４１—４４２、５３１—５３２；２８，４１

７、６１８、６２８—６２９；２９，６３—６４、７７、８

０、１２０—１２３、１９７、５１７—５２４；３０，１６

１、１７２、１９８—１９９、２０２—２０３、２０８、２１６、

４４１、４６５—４６７、５０７；３１，４３３、４４６、

４７８；３２，１３—１４、３９７、４４７、５２３—

５２４、５４７、５５３；３４，２７４；３８，１５。

——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２７，

３１６、４０４；２８，５、３１、９２、２０８—２０９、

２１１、２２５—２２６、２２８、２３０、２３９、２５２、

２５４—２５５、２６９、２７１、２７８、２９１、２９８、

３００、３０２、３０６、３１５、３１７—３１８、３２６、

３３３、３３７—３３８、３４２、３４５、３５５、３８１、

３９２—３９４、４１０、４１２、４４４—４４６、４５３、

４６２、４９０、４９４、５２５、５２７—５２８、５３３、

５６５—５６６、５７９、５９９、６１２、６５６；２９，

６５、９１—９２、９４—９８、１１１、１７８—１７９、

１９６、３９２、５６９—５７０；３０，１１３、１４７、

２０１、２３２、２３７、４６５、４６７、５０７、５１２、

５２６、５８０；３２，５２４、５５３；３９，３４２。

——参加工人组织和民主派组织——２７，

１５５、４９４—４９５、４９７、６２４—６２５；３０，

１３，４８０—４８１、４９７、５０７；３２，９２、１９８、

５２３；３６，４４３、５８４；３７，２９２；３８，１６。

  并见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共产主义

者同盟，宪章运动，第一国际。

——和英国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

——２７，２０５—２０６、２０８、２１４—２１５、

３１２、４５０；２８，１７、３８、１２２—１２３、１４５—

１４６、３２７、４０９、４１３、４３０—４３１、４３３、

４７０、５０４、５２２；２９，４４—４７、２１０—

２１１、５５１、５７２；３０，３３８、３９２、６５８；

３１，１１、３１、３４、４１—４２、５３—５４、７４—

７５、８４—８５、１０２、１１２—１１３、１１８—

１１９、１２２、１２７、１９６—１９７、１９９、２１７、

２３３—２３４、２４５—２４６、２８４、３４７—３４８、

３８０—３８１、３９５、４０３—４０５、４５８、４９６—

１４７名 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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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８、５３６；３２，１９２、１９７—１９８、２２２、

２３３、２６６、３０８、３６１、３６９、３７３—３７４、

３９０—３９２、３９８—３９９、５３０、５６３、６１９、

６２５—６２６；３３，６２、１３５、１５３、２２４—

２２５、５２６、６３１、６３７；３４，２７４。

——和德国工人运动与社会民主运动

（１８７５年以前）——２８，１１—１２、４２—

４３、８４—８９、１１８—１１９、２９０、６００、６０４；

２９，１８、２９—３０；３０，３３—３４、３９５—

３９６、４０７、４８０—４８１；３１，１１、２２、３１—

３２、４５—４６、５５—５６、６９、７６—７８、８４、

８９、９７—９８、１１３—１１４、１５９—１６０、

４２３—４２４、４３７、４４９—４５１、４５４—４５５、

４５８、４６５、４９０、４９６、５１８—５２０、５２３；

３２，７６、１１９—１２１、１３４、１５１、１５４、

１５８—１６０、１６６、１６９、３１２、３２３、３３０—

３３１、３５６、４４５、５５０、５５６—５６０、５８１、

６４８、６５１；３３，４５—４６、６２、１３２、２７９、

３１５—３１６、３２７、３３３。

——和德国的工人运动与社会民主运动

（１８７５年起）——３４，９２、１０４—１０５、

１１９—１２６、１２９—１３３、１４７、１５１—１５２、

２１９、２８１—２８２、２８９、３６０—３６１、３６７—

３８４、３８７—３９０、３９７—３９８、４０６—４０７、

４０９—４１０、４４７—４５０；３５，１７５—１７６、

１７８、２２４—２２５、２２８—２２９、２５５—２５６、

３３０—３３１、３６４、４４３—４４４；３８，６７—

６８。

——和俄国革命运动——３１，１７；３２，３５７、４２１

、４２８—４２９、４３２、４５１—４５２、５０５—５０８、

５５４、６２３、６４６；３３，１７８、２３０、２５５—２

５６、３３５、４３６、４７９、５４８、５６０—５６１、６

７８—６７９；３４，１７３、１９４、２０２、２３６—２３７

、４７３—４７４；３５，１６０、２２５、２９５、３００、４

６２；３６，９６—９７、１２２—１２３、５１６。

——和美国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

——２８，２４９、３０８—３０９；２９，２８４、４４０、

４５５；３０，４８０—４８１；３１，３５、１２３、４３４—

４３５、４３９、４７８、５４４、５５８；３２，２９６、

３００、３４８、５３８—５３９、５４８—５４９、５６２—

５６５、５７１、５９２、６５２—６５３、６５８；３３，

１４７—１５０、２８４—２８５、２９５、３２０—３２１、

３２３—３２４、３３１、３３５、３５５、４２１、４８１—

４８２、４９２—４９３、５８１、６０７；３５，１６７—

１６８、２１７。

——和法国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２７，４５０、４

５２；３１，４４、６１、６７—６８、８４—８５、９Ｏ、

９４、１０２、１７３、２２４、２３０、２５６、２８４、３

５２—３５３、５３３、５４６；３２，４３４、４７３、４８３、

５０２、６５８—６６０；３３，３４、５６—５７、６２、２

１０—２１１、２１７—２１８、２２６—２２９、３３５；３４

，３５５、４５０—４５１、４７８；３５，３７、７５、１１

５、２１９—２２６、２４８—２４９、２６７、４０８；３６，

３９—４０、３３９。

——研究自然科学——见自然科学。

——研究历史——２８，２５５—２５６、３０７、

３５５—３５６、３６４、３８１—３８４、３８８、３９２、

３９７—３９８、 ４０１—４０６、 ４１０—４１１、

４１４—４１５、４３８、６１６—６１７；２９，５—

６、１１—１５、１８—２４、７６、７８—７９、８３—

８５、８９—９０、１４１—１４２、１８３—１８４、

５１８；３０，１５９—１６０、１６６、３２３、３２５—

３２８、３３１—３３２、３４６、５６３、６０２—６０３；

３２，４３—４５、５１—５４、１８４、２１６—２１７、

３６５、３９８—４００、４３５、４６１—４６２、４７３、

４９３—４９４、６３６—６３８；３３，２７６、５７７；

３４，１８８—１９１、２０５、２０７、２２５、２３３、

２４５—２４８、２５４—２５６、２８２—２８３、２８６、

３１０；３５，１１６—１１７；３８，４８０。

——研究语言——２８，２５４、３５５；２９，１３２；３０

，４０６；３２，４７、１２４—１２５、２４７—２４８、２７

３—２７４、３５９、４１２、４２１、６２４、６４６、６７２

—６７３；３３，１７７—１７８、２３０、４１７、５５９、６２

７；３４，４２３；３６，９６—９７。

２４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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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经济学理论——见《资本论》（卡

·马克思著）。

——马克思的家庭——２７，１５６—１５８、１６２—１６

３、１７０、２４３—２４４、４２８、４４０—４４２、４５３

、４６８、４９７—４９８、５６０、５８８、６２９—６３３；２

８，１２６—１２８、１３２、１４９—１５０、３１７、３６３、

４２３、４３８—４４２、４４９—４５０、６１４、６４８—

６５０、６５３—６５４；２９，６０、６２、６８、７２、９

２—９３、１１１、１２６、１４３、３２１、３２６—３３０、

５１２—５１６；３０，１１２、１２６、１３０、１９６、２

１７、２５０—２５１、２７１—２７２、３０１—３０２、３

１１—３１３、３５６—３５７、３６７、３７１、６４０、６８１—

６８２；３１，１３５、２１７、２４９、２７４、４１５、５２

１—５２２；３２，５８、７５、９９—１０２、２０２—２０

３、２２４、３３９、３５１—３５２、３５５、４３９—４

４０、４４４—４４５、５４４、５８９—５９０；３３，１１

４—１１６、４２８、５２９、５４６、６４６、６６５、６７４、

６７７—６７８、６８４—６８５；３４，２２８、３０５、３１３

—３１４、３１９、３６２、４５５、４６１—４６３、４６７

—４６９、４７１；３５，６—７、２３—２４、３０—３２、

７８、８１、１４８、１７０、１７９、１８２、２３１—

２３５、２３９、２４１、２８４、２８９—２９０、３６８、

４１７、４２２—４２３、４６４；３７，２２、３０、６９—

７０、４４４、４９４。

  并见无产阶级政党，工人运动，奥地

利、比利时、匈牙利、丹麦、西班牙、

意大利、荷兰、瑞士、波兰等国的工

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马克思主义——２７，５—６；２８，３８；３４，

３９８—３９９；３６，５９、２３１、２５２、３０１、

５００；３７，４；３９，３９４。

——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３６，１３９、

２９３、４９４。

——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３６，

４１９—４２０、５６６、５７５—５７６、５８４—５８５、

５９２；３７，３１４、４１０、４３２；３８，９３—

９４、４０９、４１９：３９，２３６—２３７、２９３。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２９，４５６；

３３，４２７；３４，３２３、４２１—４２２；３５，２２３—

２２４、２４０—２４１、３４３、３９４—３９５、４０７；

３６，１２２、１２５—１２６、１３２、２２８、３０１、

３９２、５００、５４０、６３３：３７，４、３０、２２６；

３９，２２１。

  并见辩证法，《资本论》（卡·马克思

著），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科

学共产主义，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

史观。

马克思主义者——３６，５９０；３７，３０、５９—

６０、１２２—１２４、１８０、１９２、２２６、２４３、

２４８、２５８—２５９、２９７、３１８、４７４、４７９、

５２３—５２４；３８，７４、１３５、１４４、４３２、

４３５、５５４、５５６；３９，９１、１１３、１３０、

１８２、２４５、２６０、２６２—２６３、２９６。

马志尼主义、马志尼主义者——２７，３５８、３６０、６０４

；２８，３５—３６、４１、６４、２１５—２１６、２２０、

５４３；３１，４７４；３３，２６９、３８８。

“玛丽安娜”（法国共和派秘密团体）——

２９，４４、５０。

曼彻斯特学派（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

的）——见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派。

矛盾——２７，３３０、４２１、４５２、４８２—４８３、

４８６—４８８、５９９；２８，４７７；２９，１２６、

１３４、２９９、３０３、５３４；３０，２６９；３２，

１７０；３３，５９２；３４，６６；３５，１９２；３６，

３５９；３７，４８８；３８，４６、１９５。

——辩证的矛盾——３２，５２７。

——阶级矛盾——３１，１６７；３６，１４３。

——民族矛盾——３３，１９８。

——资本主义的矛盾——３８，４６７—４６８。

美国

——一般评述——２７，４８４、５９２；３１，４３１；

３２，３８４—３８５、３８６—３８７；３４，３３３—

３３４；３５，３３４—３３５；３６，４８１—４８２、

４９５、５２１—５２２、５６８、６６８；３７，９４—

３４７名 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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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１２６、３３０、３４８—３４９、４３５；３８，

３１６—３１７、５５８—５６１；３９，５３—５４、

１４７、３６５—３６６。

——居民——２７，５９２；２８，２７０；３０，１８０—

１８１、２４９；３２，３８４；３５，１４５；３８，３１６—

３１７；３９，１７０。

——移民——３１，３０２；３２，３８４；３５，１４５；

３８，２４６；３９，１７０。

——资本主义的发展——２８，７２、１１３；３４，

５９、３３３—３３４、３４９；３５，１４５、１８７、

１９３、３０７—３０８、４２８；３６，２７９、４０９、

４２２、４２４；３７，８７、９５；３８，１９４、４６７；

３９，３９、１４７、１７０、３６６。

——工业——２７，４８１；２８，３３；３４，３４７、

３４９；３５，１４５、１８７、４１５、４２８；３６，

２７９；３７，４７、１０５；３８，４４０、４６６；３９，

５４、１７０、２１７。

——股份公司——２８，７２。

——铁路——２８，１１３、５８４；３２，３４０；３３，

１５０；３４，３４７—３４８；３５，１５０—１５１、

３０８；３７，４８６。

——财政，赋税——３０，２４５、２７３、２９１—

２９２；３４，３４９；３７，２６；３９，５３—５４、

１７０、１７２、２１７。

——保护关税——２８，９２、９４、２７０、６２４；

２９，２０９、３０７；３０，２２４、２４５；３５，３１６；

３７，２６、４７；３８，１９４、３１６、３６３、４４０；

３９，３９、５４、１６９、２１７。

——农业——３５，１４５；３８，４６６；３９，３９。

——国内贸易——２８，４９；３７，４７；３９，１７０。

——对外贸易——２７，３６４、３８２—３８３；２８，

４９、２４１—２４２、２９６、５０３、５１７、６２４；

２９，４２—４３、２１６、３４８；３０，２２４、２９１；

３５，１８０；３９，３９。

——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３０，２８７、

２９２、２９６—２９７；３１，５５７；３６，１３１、

３７０；３７，３４８—３４９；３９，１７０。

——对内政策，国内形势——２８，６２４；３０，

６—７、１７９、２１９—２２０、２３８、２５６—２５８、

２７２、２８６—２８７、２９３—２９４、２９６—２９９、

３３１；３１，１１４、１１６—１１７、１２９、１３０—

１３１、５３８—５３９、５５７；３４，５９；３８，２４５—

２４６。

——黑奴制，反对黑奴制的斗争——２７，

４８４；２８，２７０；３０，６—７、９、１４０—

１４１、１７９、２５７—２５８、２７２、２８６—２８７、

２９０—２９１；３１，４３１、４３９、５３９：３２，

３８５；３４，３３３；３６，８０。

——资产阶级——３６，５６６—５６７、７０６；３７，

３９０；３８，８１、１７０、２４５—２４６、３１６。

——工人阶级——３４，２８２；３７，１０５—１０６；

３８，１７８—１７９、２４５—２４６、３１６、５５８；

３９，１７０。

——农场主——３８，２４６；３９，１６９。

——政党——３６，５５８—５５９；３８，２４５。

——对外政策——３０，３３１；３２，６３８。

  并见美国内战，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

主义运动，两党制，民主党，共和党，

加利福尼亚，纽约。

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一般评述——３３，６３１；３５，２１７—２１８；３６，

４８、１２５、２１４、４２２、４７０、４７８—４８０、４

９４—４９５、５２１—５２２、５５８—５５９、５６４、５６

６—５６８、５７５—５７７、５７９—５８０、５８４、６１０

、６３４、６６８、６７９、６８１；３７，１３、１２６、２

９６；３８，１７８—１７９、２４５—２４６；３９，１７０

—１７１、２３６—２３７、２６６、３６６。

——在５０—６０年代——２９，２４７；３０，５１８—５２０、

５２２；３１，３４１、５３３、５６７—５６８。

——和１８６１—１８６５年国内战争——３４，

６３；３５，１６７。

——和黑人问题——３１，４３１、５３９；３９，

１７０。

——在７０—９０年代——３６，４８、１２５、４２２、４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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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８—４８２、４９４—４９５、４９９、５２１—５２２、５

５８—５５９、５６４、５６６—５６８、５７２、５７５—５７

７、５７９—５８０、５９１—５９２、６１０、６３４、６３９

、６６８、６７９—６８１；３７，１２６、２０９、２９６、

３３９；３８，１７８—１７９、２４５—２４６、３１６—３

１７、５５８—５６１；３９，４８、５２、５５、１２２、１

７０—１７１、２９３、３６５—３６６。

——罢工运动——３３，４４０；３４，５９、６３、

３４９。

——和第二国际——３７，１７６、１８８—１８９、

２０９、２２２、２３３。

  并见全国劳工同盟，第一国际在美

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劳动骑士团”，

美国绿背民族工人党，美国劳工联合

会，“五一”节。

美国劳工联合会——３７，２３３；３８，１６、２４７、

５６７。

美国绿背民族工人党——３６，４２９；３８，

２４６。

美国内战——３０，１７８—１７９、２８６、６１９。

——它的起因——３０，１８０—１８１。

——战争的准备，同盟的建立——３０，

１７３—１７４、１８０—１８１、１８６—１９０、５９６。

——它的意义和总结——３０，２９２、３５７；

３１，２１２、４３１、４３８；３４，６３、３３３—

３３４、３４９。

——南部和北部的力量对比——３０，

１７３—１７６、２５６—２５８、２７２、２８６—２８７、

２９７、４２４、５９６。

——战争的进程——３０，１７４—１７５、１８０、

１８３—１８５、２２１、２２９、２３３—２３５、２４１—

２４２、２４４、２４７—２４９、２５６—２５８、２８５、

２９０—２９１、 ２９３—２９４、 ２９８—２９９、

３０３—３０４、３０６、３２２、３２５—３２６、３５０、

３５７、３６５、３９２—３９４、４０５、４２０—４２１；

３１，２０、６４、８８、１１６—１１７、４２７、４３１—

４３２、４４４—４４５、４６１—４６５。

——北部资产阶级政策的不彻底性——

３０，１７９、２１９、２３８、２５６—２５８、２７２、

２８５—２８７、２９２、２９４、２９６—２９９。

——转向以革命方式进行战争——３０，

２５７—２５８、２７２—２７３、２９０、２９２。

——奴隶制问题——３０，１７９、２５７、２７２、

５９６；３１，４３１、４３９。

——欧洲大陆各强国的立场——３０，２３５、

２９９、３０６。

——和英国资产阶级——３０，２１２—２１３、

２２４、２９１—２９２、２９４、２９９、３０６、６０１、

６１９。

——和英国工人阶级——３０，２９９、３０６、

３３８、６１９；３１，１２、４３４、４３６、４３８。

——林肯被刺——３１，１１４、１１７。

美学——２９，１３５、１３６、５７２—５７５、５８１—

５８６；３７，４０—４２。

美洲

——美洲印第安人——２８，２５０；３５，１２０；

３７，４３０。

  并见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墨西哥。

门的内哥罗——３４，２１、２９、７６—７７、２６０、

２９５；３５，２７３—２７４。

棉花、植棉业

——棉花的意义——２７，４８４；２８，５１７；２９，

３０７。

——在美国和在殖民地的棉花种植场奴

隶制——２７，４８４；２８，２６９—２７０；３０，

１４１、２５８、２８６—２８７、２９１；３１，４３１；

３２，３８５；３４，３３３；３６，８１。

——美国对棉花生产的垄断及其破坏

——２９，３０７—３０８；３１，４２６—４２７、

４４５；３２，２０８、２７５、２７９；３６，６０。

——英国１８６１—１８６４年的“棉荒”——

３１，３９—４０、８８、９１—９２、１０８—１１０、

２２１、４２７、４４５；３２，２０９、２１１—２１２、

２１４；３６，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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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棉花收成——２７，３０８、３６４；２８，

６、４９、７２、２４１—２４２、５１７；２９，４２、

２１３、３０８；３１，５７３；３２，２１１、２１４。

——原棉价格变动（在英国）——２７，３０８、３５４、３６

３；２８，６、３３、４９、１１５、２０１、２２３、２２９、

２９６、２９８、５０３、５１７；２９，４２、２０１—２０２、

２０５、２１０、２１５、２３７、２５４、２７１、３０８、３５

１；３０，２５３；３１，１０９—１１０、１６２、４２６—

４２８、４４５、５７３；３２，２１１、２７５、３９５。

民兵——３２，２１；３６，６６２；３８，１７２；３９，

１８５—１８７。

民粹派——３４，７７、１０２、１５４—１５５、３６５—

３６６、４１０、４２５—４２６、４５２—４５３、４７３—

４７４；３５，１７３、２７７、３３５；３６，２７６、

３０１、３６４、６２４—６２５、６３６—６３７；３７，

３７０—３７１；３９，３９４、４３６。

民主党（美国）——３８，２４５。

民主联盟（英国，１８８１年）——３５，１９４—

１９５、３０８；３６，５８—５９、１２４—１２５、１３０、

１３５、１７９、１９２。

  并见社会民主联盟。

民主派——３６，１３１。

——资产阶级民主派——３４，１２３、３７７；

３６，２５２—２５３；３９，３４３。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２７，１９９、２１０—２１１、２

６１—２６２、２６５、２７２、３０５—３０７、３１２、３２

２—３２３、５８１—５８２、５８５—５８６、６１０—６１

１；２８，４１—４３、５０９；２９，３０—３１、８８、３８

４、４１４、４２９—４３０、６３４；３０，６、２７—２９

、３４０、３５０、４４６、４８３—４８４、５０１。

“民主派兄弟协会”——２７，７７、９９、１１８—

１１９、２０９、２１８—２１９、２２５、４９７。

民族——２９，８４、５８５；３０，５２７；３６，３０２、

５７５；３７，２６、２０９；３９，５３、１２２、３６６。

民族联盟（德国，１８５９—１８８７年）——３０，

１２、６６、９３、１７３、１７６、１８１—１８２、３８２、

５５２、６１４。

民族问题——２７，２８５—２８７；２９，２５—２６；

３０，５０８；３１，２３０；３２，３５９；３３，４１—

４３；３４，２１３；３７，３７１；３８，１２９、４４０—

４４１、４９８—４９９；３９，８４—８９。

——和国际工人运动——２７，４６４；３１，２３０；３２

，３９８、５３０、６２５—６２６、６５５—６５７；３３，４

１—４３、１９８、４４４；３４，１６６；３５，２６０—２６２、

２７１—２７２；３７，４—６、２６３—２６４、３８３—

３８４；３８，１２９、１５７—１５８、４４０—４４１、４９

８—４９９；３９，８４—８９。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族问题——

３８，１８５。

——民族自决——３７，３７１；３８，１５７—１５８。

——民族的独立和平等是无产阶级解放

的条件——３１，２３０—２３１；３２，３５９、

３９８、４１４、６５６—６５７；３４，１６６；３５，

２６０—２６２；３９，８４。

——民族压迫，它的社会根源和后果——

３２，３５９、３９８—３９９、４１１、５３０、６２５—

６２６、６５５；３３，１９８。

——资产阶级挑拨民族矛盾——３２，

６５５—６５７，３３，１９８；３８，３１６。

  并见殖民地，波兰问题，印度，爱尔

兰，亚尔萨斯。

“民族自由党”（德国的资产阶级政党，

１８６６年——３１，３０１、３４５、４１８；３４，

３１２、３９４、４２１；３６，１６０、４５６；３８，

２８１、２９３、４３１；３９，３９０。

  并见德国自由思想党。

摩擦——３０，３１９。

摩纳哥——３５，６５、３２１—３２３。

磨——３０，３１９—３２０。

没收（没收私有财产）——２７，３２４—３２５、

５０２；２８，４８０；３２，３８９；３５，１５６—

１５７；３６，２３９；３７，４１５。

  并见国有化，剥夺。

墨西哥——２８，４１０—４１１；３０，２３７、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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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５。

莫拉维亚——２９，５５７；３２，１８２；３９，１４５。

目的论——２７，６６；２９，５０３；３０，５７５。

Ｎ

拿破仑战争——２７，２８５—２８６、３７５、５２９、

５７６、５７８；２９，１６３—１６４、１６６、１７１—

１７８、４４５—４４６；３０，２４２—２４３；３７，

１９、２７４；３９，１９９。

内容和形式

——哲学体系的内容和形式——２９，５４０；

３４，３４３—３４４；３８，２０２—２０３、２７０—

２７１。

——其他——３７，３１９；３９，９４—９５、４６２。

能——３２，２６７；３５，１１４—１１５、１２７—１３０、

４４５—４４６；３７，１０６。

  并见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

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２９，３２４—３２５；

３２，２６７—２６８；３３，８５；３７，１０６。

纽约——３６，５７５；３７，２１；３９，１３０。

农民

——一般评述——２８，１３９；３２，３６２；３５，

３４４；３６，１３１；３７，３８—３９、１２４—１２５、

１４８；３８，３０６；３９，１３３。

——在古代东方各国——３５，３４４。

——在封建社会——２９，５７３、５８４—５８５；

３５，１２２；３６，１９５。

——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农民——２８，３８２；

２９，５７３、５８４—５８６。

——在资本主义社会——３２，３６２；３３，

２４４—２４５；３５，３４４—３４５；３６，１３１、

１９５、２５３—２５４；３８，３０６、３６６、４６７；

３９，１０１、２９５、３４８—３４９。

——对农民的划分——３３，２４５；３９，２９５。

——殖民地中的农民问题——３７，３６７—

３６８。

——和工人运动——２７，３０５；３２，３９３、

６６１—６６２；３３，４２９；３４，４０４；３６，２５４、

４１６；３９，３３２—３３３、３４８—３４９、３６３。

——和无产阶级革命——２７，３３１；２９，４８；

３７，４４４；３８，１５６；３９，２８２。

——在无产阶级国家中——３６，２５４、４１６。

  并见土地所有制，雇农、雇农阶级，富

农、富农阶级，农业工人，费拉，农

场主

“农民党” （丹麦自由派政党）——３７，

３２２—３２３。

农奴制——２９，７８—７９；３３，５７７；３５，１２２—

１２５、１３１。

  并见封建主义。

农业——３５，１２８—１３０；３６，１６９。

——农业发展的历史——３２，３８７；３５，

１１２—１１３、１２２—１２５；３６，１９５；３７，

１２４—１２５、４３３。

——农业总产品在再生产中的分配——

３０，３５８—３５９。

——农民的农业——２９，３４８；３０，６２４；３２，

１０７、１８４—１８５、３５４、４２５、４４６、６３６—

６３７：３３，２４４—２４５；３５，３４４；３７，１２４—

１２５；３８，３０５—３０６；３９，１２９。

——农场主的农业——２９，５６；３０，２６９、

６２４；３１，３８１；３２，１７０、３８３、４４６、

４６２；３３，２４５；３４，４３９、４４７；３６，１９５；

３８，２４６、３６６—３６７；３９，２９５。

——大规模的农业——３２，３６１；３５，１４５；

３８，３０５—３０６；３９，１０１、１２９。

——使用雇佣劳动——３３，２４５；３５，１９３；

３６，１９５；３９，２９５。

——使用女工和童工——３２，１８７、２９７；

３８，３６６。

——土地肥力的普遍提高——２７，１７６—

１８０；３９，３７１—３７２。

——土地投资——２７，１７５—１８０、１９０、３３０；３０

，２７０；３２，１７０、３８１、３８６—３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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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有机构成——３０，２６９—２７０。

——土地作为机器——３２，３８５。

——土地作为资本——３６，１９４。

——生 产费 用——２７，１７５—１８０；３０，

２６８—２７０、２７７、６２４。

——使用机器——２８，６２２；２９，３０７；３０，

２６９；３２，４６２；３６，１７０；３９，１００。

——应用科学——２７，１７６—１７９、１９０；２８，６２２；

３０，２６９；３１，４７０；３２，６、５３—５４。

——应用化学——３０，２６９；３１，１８１；３２，

５—６、５４、３８４。

——使用肥料——３２，５；３５，１４９；３６，１７０。

——使用电力——２７，２６３—２６５、２７０—

２７１、２７５；３５，４４５—４４６。

——农艺学的发展——２８，６２２；３２，５３—

５４；３３，３５。

——轮作制——３６，１７０。

——灌溉和土地改良——２８，２６３；３２，４４、

４６５。

——土地肥力差异的意义——２７，１７６—

１８０、１８９—１９０；３０，２６８—２７０、２７７；

３１，４７１；３２，４４、１２４—１２５、１７０、３６７、

３７８—３８１、３８３—３８７、４６４—４６６；３３，

３５；３５，１４９—１５０；３９，３９７。

——气候的影响——２７，１７６—１７９、３６４；

２８，１１４、２６０、５８５；２９，３０７；３２，５３、

３８０、３８５—３８６；３５，１４９—１５０；３８，

３６５—３６６。

——耕种新土地的兴趣——２７，１７６—

１８０、１９０；３１，４７０—４７１；３２，３７８—

３７９、３８４—３８６；３５，１４５。

——变耕地为牧场——２８，６２１—６２２；２９，５６；３

１，４０５；３２，６５５；３４，３４８；３７，４１５。

——变牧场为耕地——３９，９９。

——森林的消灭——３２，５３、４６５；３５，１２９；

３８，３０７、３６５、５００；３９，１４７。

——地力耗损——３５，１４９；３８，３６５。

——各国的谷物收成——２７，１９４、１９６；

２８，１１２—１１５、３０３、５８５、６２１—６２２；

２９，２１７；３２，６４０；３５，１５０；３８，１７０—

１７１、１９５、３０４—３０７、３６２。

——谷物价格——２７，１７５—１８０、１８９；２８，

２９１、２９７、３０３、６２１—６２３；２９，２０９、

２１６、２１８、３５７、５５７；３２，３８５；３４，

４４７；３６，２４２；３８，１９５；３９，２０７、２２５、

２６１、３５５、３７１、４０９。

——和饥荒（在印度、爱尔兰和俄国）——

２９，５６；３１，４０５；３２，４１、４６２；３４，

３４９；３５，１４９—１５１；３８，１３６—１３７、

１７０—１７１、２６１—２６２、３０７、５００。

——和家庭工业——３４，４２９；３６，９０、１９５、

２３１、２５１—２５２、４５６；３８，１９４、３６５—

３６６、４６６—４６７、５００。

——和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２７，

１７６；２８，２７０；２９，２２１；３０，２６９；３１，

４７０—４７１；３５，１２８—１３０；３６，１７０、

２３０—２３１、２５１—２５２、５４４；３８，１９３—

１９５、３０４—３０７、３６３—３６６、４６５—４６８；

３９，３８—４０、９９—１０１、１３２、１４７、２８５—

２８６、２８８、２９７、３９４。

——和人口的增长——２７，１７５—１７９、

１８９；３１，４７０；３２，３８０；３５，１４５—

１４６、４３１；３９，３５５。

——在重农学派理论中——３２，１１４—

１１５；３４，４１、３４３—３４４。

——对土地肥力递减理论的批判——２７，

１７５—１８０、１８９—１９０；３０，２６８—２６９、

２７７；３２，６、３７８—３８７。

——对凯里观点的批判——３２，４４、３６６—

３６７、３７８—３８２、３８４—３８７、５２５—５２６。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途径

——２７，１８０、３３１；３１，４７０—４７１；３２，

６８４；３４，４２８—４２９；３５，１９２；３６，２５４、

２６１、３８０、４１６—４１７；３９，９９—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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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２、３７１—３７２。

  并见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农

民，租佃，乡村，地租，土地所有制，

各国条目中的农业，畜牧业，棉花、植

棉业，经济危机。

农业工人——２８，６２２；３１，５４４；３２，１８７、

４００、４６２、４６６、６７４；３３，２４５、６３７；

３４，３７７、４３９、４４７；３５，２５３；３６，１９５、

２５４、３８０、４１６；３７，３６２、３９０；３８，

３０６、３６６；３９，１０１。

  并见雇农、雇农阶级。

农业化学——２７，３７９；３０，２６９；３１，１８１、

１８５—１８６；３２，５—７、５３—５４、３８４。

农业危机——见经济危机。

农业无产阶级——见农业工人。

农艺学——２７，３７９；２８，６２２；３２，５—７、

５３—５４；３３，３５。

奴隶买卖——２７，４８４；２８，２７０；３０，２９１；

３６，６２、２１１。

  并见奴隶制。

奴隶制

——古代奴隶制——２８，４３８；３１，４７０。

——古代日耳曼奴隶制——３５，１２４—１２５。

——在印度公社中——２８，２７２。

——在美国和欧洲各国殖民地——２７，４８３—４８４；

２８，２７０；３０，１４０—１４１、２５７、２８６—２８７、

２９０—２９１；３１，４３１；３２，３８５、６６２；３４

，３３３；３６，６２、８０—８１。

  并见奴隶买卖。

奴隶主——３６８，１９５。

挪威——２７，８３；３５，９９；３７，２０９、４１０—

４１２、４２０—４２１、４２４、４３５、４５２。

——和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３７，

２０９、４３５。

女工——３１，２４１、４８８；３２，１８７、５２８、５７１；

３３，２１１；３５，２０２；３７，１０５—１０６、２３７；

３８，２３４、４６６。

Ｏ

欧文主义——３１，１２４、１２７、５３３；３３，２６３；

３４，６８、１５３、２８１、３２３；３６，５００。

欧洲（政治和经济述评）——２９，７２—７３、

７５、８３—８４、２１８、３５７—３５８、４４５—

４４６；３０，４０１—４０２、４８８；３４，２９６—

２９７、４２９；３６，２３８；３７，１６２—１６３、

２６７、４１０；３８，５８、１９３—１９４；３９，３９、

１１８、１３４、１４７—１４８。

欧洲国家布鲁塞尔会议（１８７４年）——３３，

１１１。

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２７，１６９、

１８５—１８６、２１２、５８３、６０１、６１４。

偶然性——３７，４６１。

  并见必然性和偶然性。

偶像崇拜——２７，６３。

Ｐ

批判（批评）

——青年黑格尔分子的批判——２７，

４５１—４５２。

——蒲鲁东的教条式的批判——２７，４８２。

——科学的批判——２９，２６４；３４，３１１；３８，

３６—４１、８４—８８。

——批判的原则性——２７，２１０、４６４；３４，

４９、３１１；３８，３３、３６—４１、７３。

——和革命工人运动——３７，３２４。

——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批评自由和无

产阶级政党的自我批评——２７，

２１０—２１１；２９，５８６；３２，６６６；３３，２５４；

３４，４８—４９、３９０—３９１、３９９；３５，３７０—

３７１；３７，３２４、４３５—４３６、４４１；３８，

２１、３３、３６—４１、７３、８７—８８、１１４、

５１Ｏ、５１７—５１８；３９，３１５。

票据（期票）

——票据的应用——２７，１９４—１９８、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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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２—２１６、２１９—２２２、

２３２—２３３、２５８、２９２—２９３；３２，１９１、

２５８—２５９；３４，３４５—３４６。

——空头票据——２９，２１４、２２１—２２２、

２３１、３４４；３１，５１３。

贫穷——２７，３１６—３１７；３２，４６２、６３７；３８，

４５８。

平等（社会的）——２９，３０５；３３，２６７；３４，

１２４；３７，１４６；３９，８９。

平均利润——见利润。

平民——３７，１４５—１４６、３１２。

  并见无产阶级的前身。

破产（资本主义企业的）——２７，３５３、３６２—３６３、３８３

；２８，２７、１１３、１１５、３３３；２９，７９、８１、１

９６、２００、２０７、２１３—２１４、２１６、２２０、２２

４—２２５、２３６—２３７、６３３；３０，２４５、６６６

；３１，１０９—１１０；３２，１５５、２１１、２１９、２

４９；３４，３３６、３４５—３４６；３８，２２７、２４６。

葡萄牙——２７，２７９。

  并见葡萄牙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

动。

葡萄牙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３４，

１４４、１５３、２０８—２１０，３５５。

  并见第一国际在葡萄牙。

蒲鲁东主义、蒲鲁东主义者——２７，４７—

４８、５７—５８、７０、３１６—３２２、３２４、３２８、

３３４—３３５、４７６—４８８；２８，５６５；２９，

４４５；３１，５３３、５４６；３２，５７９；３３，２４２、

２６６、３３３、４５７、６４４；３５，３６９—３７０、

４１２；３８，４０５；３９，３０７。

——它的社会根源——２７，１２７、１７２—

１７３、３２７—３２８、３３０—３３１、４８７—４８８；

３１，５３３。

——经济纲领——２７，４７—４８、５７—５８、８８、２４

６、３１７—３２２、３２４—３３２、３９３—３９４、４７６

—４８７；２８，２０４、５６５；２９，８８—８９、３０

３、３０５、５５４；３１，５７４—５７５；３６，１７０。

——和国家——２７，３１７—３１９、３２４—３２６；

３７，２８７。

——和民族问题——３１，２２４、２３０。

  并见第一国际（——同蒲鲁东主义者

和蒲鲁东主义的斗争）。

普奥战争（１８６８年）——３１，２０１—２０２、

２０４—２０７、２１１、２１３、２１８—２２０、２２２—

２２５、２２８—２２９、２３１—２３２、２３４—２３５、

２３９、２４１、２４７、２６７、５１８；３２，５９７—

５９８；３３，１４８；３４，３０１—３０２。

——和德国统一——３１，２０９、２１８、２２２、

２２８、２３２、２３７、２３９、２４２—２４８、２５２—

２５３、２７１、２７３、２７８；３２，１７５—１７６；

３６，２３８—２３９。

——和俄国——３１，２０５、２０６、２０９—２１１、

２１８、２２４、２３５、２３７—２３８。

——和法国——３１，２０７、２１１、２１８、２３２、

２３４—２３５、２３７—２４０、２４５、２４８、２５２—

２５３、２７８。

——和意大利——３１，２１８、２２０、２２５、２３２、

２３５、２３７、５１８。

普遍——见个别、特殊和普遍。

普法战争（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３４，３０２；

３６，３６９；３７，３０９、３７１。

——产生的原因——３３，４１—４２；３８，１２９、

５３６。

——它的阶段和性质——３３，８—９、１６—

１７、２６—２７、４１、１３２—１３４、１５９、２７９。

——在色当的投降——３３，５４、１８１、１８５；

３４，６０。

——战争进程——３３，８—１０、１５—１６、１７、

３６、３７—３８、４８—４９、５４—５５、６０、１４８、

１５２—１５３、１６８、１８０—１８１、１８５。

——巴黎被围——３３，４８、５２、１５１—１５２、

１６８、１８０、１８５；３４，４９。

——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３３，１７、３６、４６、４８

、５２、５５、６６、１６７；３６，５４６；３７，５。

０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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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资产阶级的立场——３３，４１、

１３３、１６４、１８０—１８２、１８５、１８６—１８７。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军事行动的评述

——３３，８—１０、１５—１７、２４—２５、３２、

３４、３６—３７、４３—４４、５４、１３２—１３４。

——交战国军事力量情况——３３，８—１０、

１９—２１、２５、３４、３７—３８、４３—４４、４８—

４９、１３２—１３３、１８３。

——欧洲强国的政策——３３，２２、３３、３７—

３８、４６、５２、５８、６０—６１、１３５、１５２—

１５３、１６７—１６９、１８２—１８３、１８６；３４，

２７５、３０１。

——和德国资产阶级——３３，８—９、１２、

１７、５８、１３３—１３４、１６７。

——和俾斯麦的政策——３３，１５９、１８１—

１８２、１８５—１８６。

——和法国革命运动——３３，３４、３６、４３、

４８、６５、１３４、１４６。

——和欧洲无产阶级的运动——３３，５—

６、１３、４１、４５、６２、６５—６６、１３４—

１３５、１５４、１７１、１９１—１９２、２７９、３４７—

３４９；３４，１２０—１２１；３８，２２４—２２５。

——停战和和约——３３，１８１—１８７、２２７。

——战争结束后国际力量配置的变化

——３３，３３、１４８、１９４、６６９；３４，２９６—

２９７、３６５—３６６；３６，５１２—５１３、５１９—

５２０、５４６—５４７；３７，４—５。

普鲁士——２７，１５１；２８，５８５—５８６；２９，

２４６、３４７—３４８；３０，１４４—１４５、１６２—

１６３、２３７、３３１、３６５、６４７—６４８；３１，

４１０；３２，３６３、３６９、５９６—５９９；３４，

２９６、２９７、２９９；３６，２３８—２３９、２９２、

４１６、４９８；３７，４６１；３８，１７７、３１０；

３９，９６—９８。

——历史——２９，８４—８５；３０，３３１；３３，

５２；３９，６４—６５、９６—９８、１３４。

——普鲁士主义，它的反动性——２７，

１５９；３３，６８、１４８、１９４；３４，２９６—

２９７；３６，２３８—２４０；３８，２６２—２６３。

——霍亨索伦王朝的绝对君主制——２７，

４２３、４２９、４３５、４３８—４４０、４４３—４４５；

３４，６６。

——人口——３２，４１。

——经济发展——３１，５８、３０２。

——农业和土地关系——３５，３０９；３６，４１６。

——财政，预算，赋税——２８，５８５—５８６；

３６，１６０—１６１、３６５。

——对内政策，国内形势——２９，２９３、

３５０、５６９—５７０；３０，２３５、２９７—２９８、

３７０；３１，５８、７２—７３、７７—７８、１７９—

１８０、２０９、２２０、２２８—２２９、２３７、２４２—

２４３、２４７、２８１—２８２、３４０、３４４—３４５、

３７６、４５０、４５５—４５９；３２，４９、２４１、

３４０—３４１、３９４—３９５；３６，３７、１４９。

——容克地主——２７，３０３；２９，２５、３２；

３１，５８、７２、８８、４５０；３５，１４、３１３；

３６，４１６；３９，３４８。

——资产阶级——２７，３０３；２８，５８５—５８６；

２９，３２、２９３、３５０、３５８、４１４；３０，２８８、

２９７、３３１、３４２—３４５、４１６；３１，２０９。

——小资产阶级——２９，２９３。

——工人阶级——３１，７２、４５０—４５１。

——农村无产阶级——３１，５８；３６，４１６。

——议会——２９，２５、１１３、４１４；３０，１６８、

２０７、２３５、２４９、３４２、３７９。

——警察制度——２９，３５０；３０，４７９—４８０；

３１，７２、２１３；３６，７０８。

——官僚制度，诉讼程序——２７，４２１—

４２３；３０，４０—４１、５２、７１—７２、８１、

８６、８９、１１４、１１５、５５９—５６０。

——军事改革，军队——２７，３７３—３７４；

２９，４８１；３０，９９—１００、１４５、１６２、２９７—

２９８、６４７—６４８；３１，２３８；３２，５９７—

５９８；３６，３６６、５５３；３９，２７—２８。

１５７名 目 索 引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统治阶级的政党——３１，４７、５６、７７、

７８、２３２、３０１—３０２、３４５、４１８、４５０、

４５７、４６０—４６１；３２，６０９—６１０。

——２０—３０年代的反对党运动（“蛊惑

者”）——３３，１６０、３０７；３７，１２７。

——宪制冲突（６０年代的）——３０，１６２—

１６３、２３５、２４９、２８８—２８９、２９７、３４２；

３１，４７、６３、６７、１７９—１８０、１８３、２０９、

２４７、２４８。

——普鲁士统一德国的道路——３３，３３；

３６，２３８—２３９。

——革命前途——２９，２９３、３５０；３０，１４９、

３４９—３５０、３７８—３７９。

——对外政策——３０，１５７、３７０；３１，１４７、

２０１—２０２、２０３、２０７、２０９—２１０、２１３、

２３２、２３７—２３８、２８５—２８６、３０４、３８０；

３２，３２５；３４，２４６。

——和奥地利——２９，４１４。

——和英国——２９，２９３。

——和波兰——３０，３３１；３５，１１６—１１７。

——和俄国——３０，１５７、４０７；３１，２０３、

２０５、２０６—２０７、２８５、３８０；３３，３３、

１４８；３４，２９６—２９７、２９９、３０１。

——和法国——３０，１９、１５７；３１，２０７、３８０。

——普鲁士和瑞士的冲突（１８５６—１８５７

年）——２９，８４、８７—８８、９３。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１８６３—

１８６４年）——３０，３７０、３７２、３７８—３７９、

３８１、４０７、４１３、４１６、６４７—６４８。

——卢森堡危机——３１，２５２、２８４、２８６、

３７９—３８０。

  并见普奥战争（１８６６年），普法战争

（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德国工人运动和社

会主义运动，“民族自由党”，进步党。

普鲁士主义——见普鲁士（——普鲁士主

义，它的反动性）。

普选权——见选举权。

Ｑ

七年战争（１７５６—１７６３年）——２８，３９６—

３９９；２９，２８９、２９６；３４，１０３；３６，２３９。

骑兵——２９，２８９。

气候——２８，２６０；３２，５３、４３８；３５，１４９；

３８，３６５。

  并见农业（——气候的影响）。

前进和倒退——２７，１７６—１７９；３１，４１０—４１１、５３

８；３２，２８４、５７１；３５，１１３、１２３；３６，６１

；３８，３６２—３６３；３９，４０、１４９。

——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前进——３７，

４３２。

乔治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亨利·乔治理论

的批判——３５，１８４、１９１—１９３；３６，

１５、４５—４６、９０—９１、１２５、５５８、５７５—

５７７、６２９、６５７、６６２、６６８、６７９—６８１。

青年黑格尔派——２７，１１—１６、２９—３０、

４５１—４５２；２８，５２、４６４—４６５；３７，

２８５—２８７。

  并见“自由人”。

倾向性（在文学艺术中）——３６，３８５；３７，

４１。

全德工人联合会——３０，３９６、４００、４０５、６８０—６

８１；３１，１１、４８、５５、１０６—１０８、１１３、１

１５、４４２、４７９；３２，１３４、１４７、１５１、１５３

、１５８—１５９、１６８、１７１、１７５、３１５、３１９、

３２１、３２３、５５０、５５７—５６０、６３４；３３，５

９１—５９２、６１８；３７，５２２—５２３；３８，８４。

——联合会头子同俾斯麦政府和普鲁士反动派的联

系——３１，４８—４９、５５—５６、５９、７０—７３、

４５７—４５８、４６５—４６６、５８７；３２，３１５、３

２０；３７，１６７—１６８、３２３。

——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性质——３１，４４２、

４６６；３２，１３２—１３３、１５２、１５８—１６１、

２７６、３１２、５５７—５５９；３３，３３２—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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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８；３４，４１７—４１８；３７，３２３—３２４。

——联合会中的革命反对派——３１，

１０６—１０８、１１５、１１７、１２６、１３７、１４４、

１５８—１５９、４４１，４５７；３２，２７４—２７６、

２８５、３１０、３１２。

  并见拉萨尔主义、拉萨尔分子。

全国改革同盟（英国，１８４９年）——２８，３５；

３３，３３１。

全国劳工同盟（美国，１８６６年）——３１，５３３；３２，２

９９、３４８、５４８、５６２、５７１、５９２。

权威——３３，３６８、３９１、４３９；３４，２８９；３６，

２６；３７，４４８。

  并见个人

群众——３３，３８３；３５，２５６；３６，６６２；３７，４３３。

——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２７，４８６；

２８，３８２；３５，２５６—２５７；３７，１４５—

１４６、３９１；３９，４０１。

Ｒ

热

——热是运动的形式——２９，３２４—３２５；

３０，６６６—６６７；３１，４６、７３、１７１；３３，

８５、１０５；３５，１１４、４４６。

——宇宙热寂假说的毫无根据——３２，

２６７—２６８。

人

——人的起源——３１，２４、２５０；３４，１６４、

３５８；３９，６３。

——人和动物的区别——２９，３２５；３０，

３３５；３４，１６３；３５，１２９；３７，４１２。

人口——３５，１４５—１４６、４２８—４２９、４３１。

  并见马尔萨斯主义。

人口过剩——见失业，马尔萨斯主义，人

口。

人民革命——２７，７０—７１；３３，２０６。

  并见无产阶级革命。

人民宪章——见宪章派。

人民战争——见战争。

认识

——认识过程的无限性，认识的渐近性质

——３９，４０８、４１０。

日耳曼人（古代的）——３５，１１２、１２０；３９，

４３５—４３６。

瑞典——２７，８３—８４；２９，５、１３—１４、８５；

３０，３７２；３７，２０９。

瑞士——３９，９８、２８９。

——居民——３０，１７５。

——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２７，１４８、１５０—１５１；

３２，２３５；３３，４８７—４８８；３４，１２３、３７５—

３７６；３６，４２５、４９８，３９，２０８。

——国内状况，对内政策，经济——２９，

８７—８８、２３１、５２７；３６，６２４。

——军队——３０，１７５；３９，１８６。

——宗得崩德战争——２９，７９；３９，１３４、

１４０、２８９。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民主运动——２７，

５１１—５１６、５２６。

——对外政策——２９，９３；３７，１９２。

  并见瑞士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瑞士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２９，

８７—８８；３２，２３５；３３，９３、４８７、５８９；

３４，２９２—２９３、３３８、３４０—３４１；３５，

２１７、２６７；３７，１５４、１７４—１７５、１８８、

２１８、２６４、３６３；３８，７９；３９，１０—１２、

１１３—１１４。

  并见第一国际在瑞士。

Ｓ

萨克森人民党——３２，６９、１４３、２６２、３１２、

３１５、３２１、３２３、４２６、６０９。

塞尔维亚——２９，３６５—３６７；３４，１４、２２４；

３５，２７３—２７６；３６，５８、５３５、５４５、５４７—

５４８。

  并见奥姆拉迪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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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战争（１８８５年）——

见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战争（１８８５

年）。

塞尔维亚－土耳其战争（１８７６年）——３４，

２１、２９、２１３、２９４—２９５。

“三帝同盟”——３４，１６６、２９６、３０９、３２９、

３３１。

三国同盟——３７，２２—２３；３８，１５５、１５７、

２２６；３９，１５、３７２。

三十年战争（１６１８—１６４８年）——３５，１２５、

４４４；３６，３７５，３７，４１０；３９，９７。

森林（林木）、林业

——在剥削社会中对森林的破坏——３２，

５３；３８，３０７、３６５、５００；３９，１４７。

——普鲁士的林木盗窃法——３９，４４５。

沙文主义——３１，２２４；３３，５８—５９；３４，

１０３、４５２；３５，２６１、２７６；３６，５１４、

５４６—５４８；３７，１１、４５、６３—６４、１３８—

１３９、３５４、３８３—３８４；３８，１５９。

商品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商品的

分析——２９，２９９—３０６、３５８、３６９、

４４５、５５３；３１，５３６；３８，４６。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对商品的分

析——３１，３０６、３０８、３１１、３１４、３１７—

３２２、５３５—５３６、５５４、５７４—５７５；３２，

１２、５４０—５４２。

——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两重性——

３１，３３１；３２，１２。

——商品生产的历史范围——３６，２１０；

３９，４０４。

——商品拜物教——３１，３２１。

——对蒲鲁东和蒲鲁东主义者观点的批

判——２９，３０３、３０５—３０６、４４５、５５４；

３１，５７４—５７５；３６，１７０。

  并见货币，工资，生产费用，交换，投

机，价值，商品生产，商业，价格、价

格形成。

商品生产

——它的历史范围——３６，２１０；３９，４０４。

——是资本存在的条件——３６，１９５。

——和对生产资料生产者的支配——３６，

１６９—１７０。

——和商品流通——３８，１９５—１９６。

——和罗马法——３６，１６９。

  并见货币，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交换，价值，商品，经济规律。

商人资本——２９，３０５；３２，７４。

——商人作为公司和作为消费者——２７，

２４８。

  并见投机，商业资本，商业。

商业

——商业同生产的分离——３７，４８５—４８７。

——世界通商道路的 变——２７，４４８０；

２８，２５５、２６３；３７，４８５。

——商业危机——２７，１９３、３０８—３０９、３６２、３

８０、３８３、５３９、６２０；２８，２７、３３—３４、３９

、２９１、４９６、５０２；２９，７９、２２４—２２５、２

５８、３４２、５２７、５３２；３１，９、４３８、４７０；

３４，１３８、４１３、４３８—４３９；３５，１５０。

——批发商业——３２，６８；３８，２２７。

——零售商业——３２，６８。

  并见对外（世界）贸易，国内市场，货

币，竞争，商人资本，交换，保护关

税，分配，投机，价值，商品，商业

资本，自由贸易。

商业资本——２９，３０５；３６，２４２；３７，１０３；

３９，２４４。

  并见商人资本，商业。

上帝、神——２７，１２—１３、６４—６６；３０，６５１；

３２，２６７、４７１；３６，１８７—１８８。

上层建筑——见基础和上层建筑。

奢侈品——２７，３８０；２８，２４２，３０，２４５；

３４，１６３；３５，１３２；３６，２７４。

４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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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社会是人们相互作用的产物——２７，

４５０、４７７。

——和自然界——３９，９５。

——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本质区别

——３４，１６３。

——和生产方式——３６，１７０、２９７。

——和国家——３２，１７１—１７２、５６４、５６９；

３８，２８１、４８１—４８２；３９，６４。

——社会形式——２７，４７７—４７９；３９，４０４。

——社会的经济结构——３０，６３６。

——社会形态——２９，３０４；３７，４３２—４３３。

——原始社会——３４，１６４；３５，１２１、４３２、４４８—

４５０；３６，６１、１１２—１１３、１２７、１４４、１７０

；３７，４４７、４５９—４６０；３８，１０１—１０３、１１

０、１１４；３９，１４７—１４８、４０４。

——氏族社会——３５，１１３；３６，５４８；３９，

１４７—１４８、１９８、４３４—４３５。

——阶级社会——２８，５０９；３１，４６９—４７０；

３９，１９８。

——封建社会——２８，１３９；３８，４８１—４８２；

３９，６４。

——资产阶级社会——２７，１２、３２９—３３０、４８５

—４８８；２８，１３９、５０８—５０９；２９，３０５、３

４８、３５６、５４２、５５０—５５１；３０，４８１、４８

４、６０２—６０３、６０８—６０９；３１，４１０—４１１、

４７０—４７１；３２，１２、５４２；３４，１２０、１６３

—１６４；３６，９４、１５３、１７０；３８，１８６、２

８１、３０７；３９，１３—１４、１４７、１８９。

  并见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

社会革命——２７，４８８；３０，２９６；３１，２３０；３２

，４２８、５３０、６４６、６６１；３３，３９０—３９１、

５０５、５２４；３４，３５８、３８３—３８４；３６，１０

、２３１；３７，４—６、１４０；３９，８、１４７。

  并见无产阶级革命。

社会关系——２７，４７８、４８１—４８６；２８，

５０８—５０９；２９，１８３、５４６；３０，３１８；

３１，４１０；３２，３８４；３５，１４５；３６，２０９。

——和生产力——２７，４７７—４７８、４８１—

４８６；２９，１８３；３０，３１８；３１，４１０。

社会活动——２７，４９５。

社会劳动——３１，３２０；３２，５４１；３４，３３６；

３６，１９６。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３６，１９２、２１５、

２５５—２５８、２６５、２６８、４０４—４０５、４３５—

４３７、４６２、５００、５５９—５６０、５６３—５６４、

５６８、６１２、６４４、６８６；３７，１５４、２１５、

２２１—２２２、２４８、２６７—２６８、２８１、３９１、

３９９；３８，９３—９４；３９，２１１、３１７—３１８。

——对其领导人的宗派主义政策和策略

的批判——３６，３６８、３９４—３９８、４１１、

４２２、４３１、４３２—４３３、４３５—４３６、４３７、

４５５—４５６、４６０、４７２、５００、５２３、５６３—

５６４、６１２；３７，５１—５２、１２２、１２９、１９２、

１９４、２２２—２２３、３１５、３９１；３８，６１—

６２、７３—７４、９２—９３、２５２、２５４—２５５、

３０２—３０３、３０９—３１０、３２７、３７１—３７２、

４１８—４１９、４４３、４７２；３９，７—８、７２、

２３６—２３７、２６６、２７２—２７５、２７７—２８２、

２９３—２９４、４２９—４３０。

——它的左翼——３６，３９５、３９７—３９８、

６４４；３７，１７２、１７５、２２１—２２２、２８１、

３９５—３９６；３８，２５—２６、２９、９３、２５４—

２５５、４５３、４５９、４６１、４７０；３９，７、１７、

５４、２９４—２９５。

——和第二国际——３７，１５４—１５５、１７２—

１７３、１９４、２１２—２１３、２２１—２２２、２２６、

２３０—２３１、２３３—２３４、２４１—２４３、２４５、

２４８、２５８—２５９、２６７—２６８；３８，１３５—

１３６、１４５—１４６；３９，２７２—２７５、２７７—

２８２。

  并见社会主义同盟。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在伦敦，

１８４９年）——２７，１６９、３４３—３４４、

５５７名 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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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８—３４９、５３７、５５１、５５３—５５８。

社会形态——２９，３０４；３７，４３２—４３３。并

见社会。

社会制度

——和经济关系——２７，４７６—４７９、４８４—

４８５；２８，３９９；３６，１７０；３９，９９。

社会主义（理论和流派）——２９，１２３、５３１；

３１，３７９；３２，５１、５４、５８８；３３，１４０、

２５２—２５３；３４，８６、３５４；３５，１９２—

１９３；３７，２３０—２３１、２６４。

——马克思以前的——２８，５８７；３４，１５３—

１５４、３５８；３６，２２８、２３０、４４０、５４０。

——反动的——３６，１２１。

——封建的——３３，６１８；３４，１５３。

——基督教的——３６，４５２。

——天主教的——３２，１４７、５５７、５８８；３４，

２２７；３５，２３３—２３４。

——小资产阶级的——２７，３２７，２９，３０５、５５４；３

１，５３３；３４，１５３、４０６—４０９；３６，２２５、３

２１、３２５、３３２、３４１、４７８、５００。

——德国庸俗社会主义——３４，５１；３６，

６３、８９；３８，１０９。

——“未来的社会主义者”——３４，１９、５０、

５５、２８３；３５，３４１。

——资产阶级的——３４，１５３；３８，４４３。

——空想的——２７，４８７；３１，４１１、５３３；

３２，６６２；３４，６８、１２４、１５３、２８１、３５４；

３６，２１０、４４０。

——折衷的——３４，１５３；３６，３６８、３８１。

——英国的——２７，４８、４６４—４６５；３４，１５３；３６

，１３８、１７６、４６６；３９，２２１、３９８。

——费边派的——３９，８—９、５４。

——德国的——２７，４６４—４６５；３４，４１９；

３５，３６１；３６，２０、８７；３９，５０、８７。

——法国的——２７，４８、２７９、４６４—４６５；

２９，５５４；３１，１５；３４，１２４、１５３、４５２；

３６，２２８、３６８、３７０、３８１、４４０、４５７、

５００、６２２；３９，４２、１１３。

——自发的——３７，２３；３９，２２１、３９８。

——自觉的——３７，３０。

——农民的——３１，１７。

——无产阶级的——３４，４０６、４０８、４０９；

３５，１４４；３９，２０９。

——革命的——３４，３７７；３５，２２９；３６，５６。

并见“国家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讲坛社会

主义，科学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

动（各国的）。

社会主义革命——见无产阶级革命。

社会主义工人党（美国）——３６，４６９、５２１、

６１１、６４９、６６８、６７９、６８１；３７，２６、

８２、１２６、２６９、２７９、３１４、３２３、３４７—

３４９５００；３９，２３６、２９３。

社会主义共和同盟（法国）——３５，４１２。

社会主义同盟（英国）——３６，２６５、２６８、

２９６、３４９、４０４、４２２、４６０、４６２、４７２、

４７５、４８０、５００、５２４、５６０、５６３、５６９、

５８９、６２９、６３１、６３４、６４４、６４６、６４８、

６５０—６５１、６５９、６６５、６８６；３７，５２、

１５４、１９０、２４８、３９１；３９，２０—２１。

神话

——“现代神话”——３４，６５、２８１。

  并见上帝、神。

神圣罗马帝国——３９，９７。

神圣同盟——２８，４０１—４０６；３５，６５；３７，

４；３９，８７。

神学——２７，１３—１４；２８，２４９；３９，９５、４５２。

生产

——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决定因素——２７，

３３４、４８４；２９，１８４；３６，１７０；３７，４６０、

４８５—４８８。

——和阶级——２８，５０９。

——作为人类社会的独特区别——３４，

１６３。

——生产的历史发展——２８，５０９；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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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２—１６３。

——人的生产——３５，１４５—１４６。

——社会关系的生产——２７，４８４。

——观念的生产——２７，４８４。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３４，１２３；３５，

１４５—１４６；３７，４３２、４４３—４４４。

  并见生产方式，共产主义（社会经济

形态）。

生产方式

——一般原理——２７，４７８—４８０、４８３—

４８４；３０，３１８；３１，２６０；３６，２１０、２９７；

３７，１４５—１４６；３９，１９８。

——在原始社会中——３５，１２０。

——资产阶级前的生产方式——２９，３００。

——封建的生产方式——２７，４８５。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２７，４８３—

４８５；２８，１３９—１４０；３１，４１１；３２，３８１；

３４，４０、１６３、３４７、３５８；３５，１５９—

１６０、１９２—１９３；３６，２６、１５３、１７０、

３３９、４１７；３７，８７；３８，５９、３０６、４６７—

４６８；３９，４０４—４０６、４０９、４２１。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对生

产方式的改造——３３，３９０；３６，４２５。

生产费用

——定义——３１，３１８；３２，７１；３６，１９６。

——和商品价值——３１，５７４—５７５；３２，

７１、７３—７５；３３，６；３６，１９６；３７，８。

——在 农业 中——２７，１７５—１８０；３０，

２６８—２７０、６２４。

——和保护关税——３７，２６；３８，３６４

——在蒲鲁东理论中——２７，４７—４８、

３２１；３１，５７４—５７５。

  并见价格、价格形成。

生产工具——２７，４８０；３６，１９５、１９７、３６５。

  并见生产资料。

生产关系——２９，３００、３０５。

  并见基础和上层建筑，市民社会，社会关系，生

产，经济和政治，经济关系。

生产过剩——见经济危机。

生产过剩危机——见经济危机。

生产集中——２７，３２４—３２５；２８，２７０；３４，

４５３；３６，４２２。

生产劳动——３０，２８７，３２，１１４；３４，４１。

——和非生产劳动——３２，７４—７５、１１４。

生产力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辩证法——２７，

４７７—４７９、４８１—４８４、４８６—４８７。

——和社会关系——２９，１８３；３１，４１０；３６，

１７０。

——生产资料和劳动组织——３１，２３６。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２７，５７；３１，

４７０—４７１；３４，１６３；３５，４１４—４１５、

４４５—４４６；３６，４２９；３９，１４７—１４８。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３１，４７０—４７１。

生产资本——３２，７３—７５。

  并见工业资本。

生产资料

——它的决定作用——３１，２３６，３６，１７０。

——它对生产者的支配——３６，１６９—１７０。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同直接生产者

的分离——３５，１５９—１６０、４５１；３６，

１７０。

——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发展——２８，

３３—３４；３１，４７０—４７１；３４，３４６—３４９；

３５，１５５；３８，３６３—３６４、４６４—４６５。

——在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时

期——３１，４７０—４７１；３２，６８４；３５，

２２４；３６，４１６；３８，１８６—１８７。

  并见大工业，机器，生产工具，生产

关系，生产力，生产。

生存斗争——３０，２５２；３２，５８０、６７２；３４，

１４４、１６１—１６４。

生活资料

——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生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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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３５８—３６０。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和消费——

３１，４７０—４７１；３４，１６３；３５，１４５、４３１；

３９，３５５。

——和工资——２８，６２３，３２，４６２；３９，４１０。

生理学——２７，２５１；２９，３２４—３２５；３０，

２６９、４１０；３１，２２７；３２，２８４；３６，３１４；

３７，１０４；３８，１００；３９，２４６。

——比较生理学——２９，３２４—３２５。

生命——３１，２２７、３７４；３２，１９３、１９９；３３，

８５—８６；３４，１３８；３６，３１３—３１４；３９，

４１１。

生物学——３３，８６；３５，６０；３６，１１２、１７９。

  并见解剖学，蛋白质，达尔文主义，生

命，动物学，细胞，原生质，生理学。

圣经——２８，２４９—２５０；３０，６６２；３８，１０９、

４２７；３９，２６５—２６６。

圣斯蒂凡诺和约——见俄土战争（１８７７—

１８７８年）。

圣西门主义——２７，２８、４１；２９，７３，３２，６６１；

３３，３３３；３４，２８１；３９，３７４—３７５、３９２。

剩余产品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

３６，１６９。

——剩余产品变为剩余价值——３６，１９５。

剩余价值

——定义——３０，２６６。

——马克思制定剩余价值理论——３１，

３３１、３７７；３２，１１—１２，７０—７５；３６，

１７６；３９，２５。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３０，３５９—

３６０。

——绝对剩余价值——３２，１０４。

——它的组成部分或特殊形式——３０，

３５９、３６０；３１，３１８、３３１；３２，１１—

１２、７０—７１、７４—７５；３５，１９１—１９２。

——利润是它的表现形式——３０，３５９；

３２，７１；３８，２４１、２６８—２６９。

——剩余价值率——３０，２６６—２６７；３１，

３１８；３２，６５—６７、７１—７３、８１；３６，

３７５；３８，２６８—２６９。

——剩余价值量——３０，２６６—２６７；３２，

７１—７３；３８，２６８—２６９。

——它的分配——３０，３５９—３６０；３２，６８、

７２—７３；３７，１０３；３９，２４４、４０５、４０９。

——交易所在它的分配中的作用——３５，

４２７—４２８；３９，１３。

——它的资本化——３９，１０１。

——作为商品价值或价格的组成部分

——３６，１９６。

——作为资本家保险的来源——３６，

１９７—１９８。

——在奴隶制和农奴制度下——３６，１６９。

——土地肥力是它的生产的因素——３２，

３８６。

——剩余产品变为剩余价值——３６，１９５。

——和利润率——３０，２６５—２６７；３２，６５—６７、７

０—７５、８１、３８６；３６，９７、３７５、５５５；３７，１

０３、２９５；３８，２６８—２６９、４５４、５３８；３

９，５６、２４３—２４４、４０５—４１１、４１３。

——和平均利润的形成——３０，２６６—２６８；３１，３

１８；３２，７３、７４；３６，１９７—１９８；３７，２９５；

３８，２４１、２６８—２６９；３９，２４３—２４４、４

０５—４１０。

——和国外市场上的竞争——３６，２１６、

２３１、２５１、２７４—２７５。

——和 工 作 日——３０，２６６—２６７；３１，

３１６—３１８；３６，２４３。

——和工资——３０，２６６—２６７；３１，３１６—

３１８；３６，２１６—２１７、２３１、２４３、２５１—

２５２、２７５。

——恩格斯谈通俗地阐述剩余价值理论

——３６，８３—８４、４９４—４９５。

——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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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３５８，３１，３３１；３２，１１—１２、７４、

７５、９７—９８、３８５—３８６；３４，４１；３６，

１８０、２２６；３９，４０５。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

３１，３１６—３１８；３２，１１—１２、７５、４６４；

３３，６；３５，１９１—１９２；３６，１７—１８、

１９６—１９８；３８，２６８—２６９。

——对洛贝尔图斯观点的批判——３５，

４１６、４２８；３６，１７６、１７９、２２６、２８２。

  并见地租，资本，《资本论》（卡·马

克思著），利润，利息。

剩余价值率——见剩余价值。

剩余劳动——３０，２６６—２６７、３５９；３１，３１８；

３３，６—７；３６，１９５—１９６。

诗——２８，４７３—４７４；２９，５７２；３６，３１０—

３１１、３８５。

失业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权”——２９，

２１７；３６，１５２—１５３、１６３、２７１。

——失业的原因——２９，２２５；３１，４７１；３４，

３３６；３５，４５１；３６，４３６；３７，２５３、２５９；

３８，５８—５９、２９４、３６６、４６６；３９，２９、

１３７—１３８、１６９—１７０、２８６、２９５、２９７。

——国家对失业工人的救济——２９，８２；３１，２１—

２２、９２；３３，２１４；３５，４５１；３６，１５２、４

３６—４３８；３８，５８、２９４—２９５。

——“过剩”工人的迁移——２８，１１５；３７，２６８

；３８，３１６、４６７；３９，３８６、２９５、２９７。

——法国的“劳动介绍所”——３７，４７３；

３８，１３５、３３４；３９，１０３。

——产业后备军和社会必要时间——３９，

４２１。

——和马尔萨斯的理论——３４，１２１—１２２。

１７世纪英国哲学——３７，４８９—４９０。

１７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２７，４７８；

３２，３５９、３９９、６２６；３６，３８。

——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的政策——３１，

４０４—４０５；３２，３５９、３９９、６２６；３５，

１５６—１５７。

１８世纪法国哲学——３０，６２３；３３，１２７；３７，

４８９—４９０。

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２７，３７３、４８６；２８

，３８２；２９，４７、８２—８５；３０，２９４、２９９；３３，３

６、５６；３４，２９４、４７７；３５，１５４、１５６、２７７、２７

８；３６，３８、１６０、３０２—３０５、７０１—７０２；３７，１

４５—１４７、１６２、３１１—３１２、３９０；３８，１８６；３９，８６

、３０９、４６１。

实践——见理论和实践。

实证论（孔德主义）——３１，２３６；３２，２６２、

２６５、２６７、２８１、４４８—４４９、６０２；３３，

１６７、２２７—２２８；３９，３７４—３７５。

时间

——时间和运动——３３，８５。

食利者——２９，２００；３４，５３；３８，２７２、５４３。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２７，５５—５６、

５６２；２８，３５９—３６０；３０，６４７—６４８；

３１，６—８。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１８６３—

１８６４年）——３０，３７０、３７２、３７４、３７８—

３７９、３８１、４１３—４１４。

使用价值——２９，３００；３１，３２０—３２１、３３１；

３２，１２；３３，６０；３４，６１；３７，８。

市场——见对外（世界）贸易，国内市场，

商业。

市场价格——２７，１８０；２９，２３７；３２，１８９；

３４，４２３。

  并见价格、价格形成。

市场价值——２９，３０７；３０，２７７。

  并见价值。

市民社会——２７，４７７—４７８；２９，１８３；３０，

２５２；３２，１７１。

世界工业博览会

——１８５１年在伦敦——２７，２５８、２７２、２８２、

３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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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２年在伦敦——３０，２２９。

——１８７８年在巴黎——３４，３４６、４２５。

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世界观——２７，６。

——资产阶级世界观——３７，３４９。

——共产主义世界观——２７，４３６。

——唯物主义世界观——２９，４５１；３６，１４４。

——无产阶级世界观——３２，５９８；３４，

３８３。

  并见辩证法，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

态），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唯物主

义历史观。

世界货币——见货币。

世界市场——见对外（世界）贸易。

氏族——３６，１１３、１１４；３８，１０２—１０３。

——氏族共产主义——３６，５４８；３９，４３４。

——氏族社会——３９，１４７。

——氏族制度——３５，１１３；３９，１９８。

——保加利亚人的氏族——３６，５３５。

——日耳曼人的氏族——３２，５３；３５，

１１２—１１３、４４９。

——希腊氏族——３６，１１３；３８，１０３；３９，

１４８。

——美国印第安人的氏族——３６，１１３。

——克尔特人的氏族——３５，１１２—１１３、

４４９。

——罗马氏族——３５，４４９；３６，１１３；３８，

１０３。

——塞尔维亚人的氏族——３６，５３５。

  并见公社，社会，家庭。

收入

——这个概念的内容——３８，１５１。

——马克思《资本论》对收入的分析——

３２，７０、７５；３７，２３６；３９，２４４。

——收入变为资本——３０，２８２。

——企业主的收入——３２，７５；３９，２４４。

——金融贵族的收入——３４，３４８；３５，１５１。

——贵族的收入——３９，１０１。

——和再生产过程——３４，４１。

——和人口——３５，４３１。

——英国的所得税——２８，４２６、４２８；３８，

２７２。

——亚·斯密和大·李嘉图理论中的收

入——３０，３５８；３２，７５、９８、３７８。

——蒲鲁东理论中的收入——２７，３２１。

  并见工资，地租，利润，利息。

手工劳动——２８，４８—４９；２９，２０２；３２，

４６２；３４，４２８；３５，２２９；３６，９０、６０５。

手工业——２７，８３—８４；３２，７９；３８，１９４。

  并见家庭工业，手工业生产。

手工业生产——２７，４７—４８、７６、３２０、３３１；

２８，４８—４９、２７１、５１７，３０，３１８—３２０；

３１，３１２；３６，９０、２３１、４５６；３７，２６７；

３８，１５２；３９，１０１。

  并见家庭工业，手工业。

狩猎——３２，４７３；３５，１２０、１２８—１３０。

输出（商品的）——见对外（世界）贸易。

输入

——作为欧洲人掠夺印度的目的——３７，

４８５。

  并见对外（世界）贸易，保护关税，自

由贸易。

数学——３０，１１３、３１７—３１９、３５７、３９４、

６５０；３１，１５２、４７１；３２，４０；３３，８７；

３４，９４；３５，２１—２３、１０８—１１０；３６，

４２、４７、１３６、３２０；３８，１８６。

——高等数学——３２，９。

——概率论（或然率理论）——３８，１６８；

３８，１８６。

——数学和政治——２８，６０９。

  并见代数学，算术，几何学，微分和

积分。

术语

——在马克思４０年代的著作中——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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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８；３８，４３、５０。

——在《资本论》第一卷和它的译本中

——３１，３１４、３２９、５７７；３６，８３、１４１、

４１２、４２９。

——科学社会主义的术语——３８，８４—

８７。

——在狄慈根那里——３２，１８２—１８３。

  并见范畴，概念。

双西西里王国——２８，４４９；３９，２７０。

斯多葛派——２９，５２７、５２９；３０，６２３；３９，

３９２。

斯拉夫人——２９，２５、３２、２９３、３４７；３４，

２１３；３５，２６４—２６５、２７０—２７６；３６，

５３５—５３６；３７，５；３９，９８。

斯拉夫主义的沙文主义——３６，５４８—

５４９、６９１；３８，１５６。

思辨哲学——２７，３０、８４、３２８；２８，６７；

３１，２６３；３２，５５２。

  并见黑格尔派。

思维——２９，２６２、２８６；３２，５４１；３５，２１；

３９，９４—９５。

——思维和存在——３９，４０８。

——抽象思维——２９，３２６；３０，１１６；３１，

３０８。

——思维和悟性——３２，１５。

——理论思维的意义——３７，１０６；３８，

２４６，３９，２６３。

私人劳动——３１，３２０。

  并见劳动。

私有制

——土地私有制的产生——２８，２６０；３２，

４３、５３、３８６—３８７；３５，１６０、４４８；３７，

１２４、４１４—４１５；３９，１４８、４３４—４３５。

——封建主义私有制——２７，４８１；２８，

２６０；２９，７８、２９９；３２，３６１；３５，１２３—

１２５；３６，１６９、１９５、５４４；３７，１２４、

４１４—４１５；３９，１０１。

——资产阶级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

——２７，４８１；２９，２９９；３０，２７０；３２，

１７０、３８０—３８１、６２９—６３０、６８４；３４，

４４７；３５，１６０、１９２；３６，１９５—１９６；

３８，３０７、３６６、４６８，３９，４０、１０１。

——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小私有制——

３２，３６２、６２９、６８４；３５，１６０、２２４。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私有者的被剥

夺——３１，３４０；３２，３４０、６８４；３４，

３４８—３４９；３５，１６０、２７５、３３２。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私有财产的国有

化——３４，３０６—３０７；３５，３１６—３１７；

３８，５８—５９。

——对私有财产的没收——２７，３２４—

３２７、５０２；３２，３８９；３５，１５６—１５７；

３６，２３９；３７，４１５。

——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时生

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２７，７１、３２４—３２５、

３２７—３２８、３３１；３１，３４０；３２，１２、３９２、

６８４；３３，２６７、３９０；３４，１２２；３５，２２４

；３６，３６１、４１５—４１６；３７，４４３—４４４；３

８，１５２、２１１；３９，１０１。

  并见土地所有制，国有化，所有制，剥

夺。

“四季社”——３０，４８１。

苏丹——３６，５３７。

苏格兰——２８，６２１；３２，６５５；３５，２７４；

３６，４２６；３７，４１４—４１５。

算术——２９，２４７；３０，３９４、６５０；３９，２２７。

损耗（固定资本的损耗）——２９，２８２—

２８３；３０，３５９—３６０；３１，３３２、３３７—

３３８；３２，８２、４６４；３３，３１９。

  并见固定资本的折旧。

所有制

——和社会关系——２７，４８１—４８２。

——所有制关系和法的观念——３０，６０８。

  并见土地所有制，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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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塔博尔派——３９，４２６、４６１。

特殊——见个别、特殊和普遍。

体力劳动——３５，１２７—１２９。

天体演化学

——康德－ 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假说

——３１，１４９—１５２；３２，２６７；３４，１９。

天 文 学——３０，２３０—２３１、２３２—２３３、

６５０—６５１；３１，１４９、１５２；３３，８５。

  并见天体演化学。

天主教——３１，３８５；３２，３５２、３９３、５３０；

３３，８８、４８９；３４，８—９、２２７；３６，２３３、

４８７、６０８；３８，９４、２６０；３９，９５、４０２。

贴现率——见银行，利息。

铁路

——一般原理——３１，４７０；３２，７８—８０、

３４０；３３，３６８；３４，３４６—３４８；３５，１５０—

１５１；３６，４５６；３７，４８６；３８，４６４、４６７；

３９，２８５、２８８、２９７。

——私人股份公司是铁路的所有者——

２７，２４１；２８，３０３；２９，２３１—２３２；３０，

６６６；３１，１４３、２２９；３４，３３３、３４６—

３４８；３５，１５０—１５１、３１６—３１７。

——资本主义制度下铁路的国有化——３１，１４３、２

２９；３２，８０；３４，３０５—３０６、４０１；３５，１

７８、３１６—３１７、３５５、３８３、３８８、３９９。

——和银行——２８，２０４；２９，２１８、２３１—

２３３；３１，２２９；３４，３４６—３４８；３７，４８６。

——和对外贸易——３４，３４８。

——和借贷——３２，６３９；３５，１０４、１５０；

３６，３８７—３８８、３９３。

——和土地所有制——３４，３４８。

——和大工业——３２，７９—８０；３４，３３３、３４７；３

８，４６４—４６５、４６７；３９，２８８、２９７。

——铁路事故是资本主义经营的结果

——３０，６６６。

——建设铁路的社会经济后果——３４，

３４６—３４８。

——在奥地利——３４，３４８。

——在英国——２７，２４１、３０８；２８，７２、１１４、

２０１、２２３；２９，２３１；３０，６６６；３４，３０６、

３４７；３５，１５０。

——在比利时——３４，３４７。

——在德国——３０，３８７；３１，１４３、１４６—

１４７、２２９；３２，７８—８０；３４，３０５—３０６、

３４７；３５，１７８、３１６—３１７、３５５、３８３、

３８８、３９９。

——在印度——２９，３９８；３５，１５１。

——在意大利——３４，３４８。

——在中国——３６，４５６；３８，４６７；３９，２８５、

２８８、２９７。

——在俄国——２９，４１、７９、８１；３１，２８６；

３２，４１、６３９；３４，１９８；３５，１０４；３６，

３８７—３８８、３９３—３９４；３８，４６４。

——在美国——２８，１１３、５８４；３２，３４０；

３３，１５０；３４，３３３、３４７—３４８；３５，１５０—

１５１、３０８；３７，４８６。

——在土耳其——３５，３０６。

——在法国——２８，２０４、５８４；２９，２１８、

２３１—２３３；３４，３４６—３４８。

通货膨胀——见货币条目中的纸币，货币

贬值。

“通货学派” （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中）——２７，１９２—１９４；２９，１０１、１２６、

１３５、５５４；３１，１５０—１５１；３２，９１。

同盟——见工会，英国工联。

同盟歇业

——作为资本家反对工人的斗争手段

——２８，２９７、４６３；３２，２２９、２７８—

２７９、２９８；３３，２４９；３４，３５２；３８，１８、

３０、４３—４４；３９，１３７—１３８、１５４。

童工——３０，７、３６６；３１，１７７、２４１、３１０—

３１１、４８８、４９３；３２，２９７；３３，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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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１５８、２０２；３７，１０５—１０６、２３７；

３８，３６６、４６６。

统计

——对资产阶级统计学的总评价——２７，

６０６；２９，８１、１９１—１９３；３０，２７６；３３，

８７；３４，５３；３５，１５２，３６，２００、３６５；

３７，４２；３８，１９３、３４４。

——全面的劳动统计的必要性——３２，

６７４；３３，４３８。

——工人状况——２９，２２５、２８８；３１，２２；

３２，３５０、４０６、４６２；３３，１４９、４１１、

４３８；３４，９５、３８６；３５，２３３；３７，１０５—

１０６；３８，５５、２６６。

——农业统计——２８，６２０—６２２；３０，２６８、２７６

；３１，３８１；３２，４６２、４６６—４６７；３４，４２

７、４３８；３６，４７、３１９、３６５；３９，２４４。

——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二、三卷收集

统计材料——３６，４７、３１９；３９，３９９。

——恩格斯研究统计学的例子——３３，

６１９。

——在工厂视察员的报告中——２８，１３６—１３７；３

０，７、２８２、３６６；３１，２２、１７７—１７８、２４

１、３１０—３１１、３３１；３２，２９７。

——对外贸易统计——２９，４２、２４６、３４８；

３０，２２０、２２３—２２４；３２，７７、２０８—

２０９、２１１—２１２、２１４、２１７。

投机（工业和商业中的）

——《资本论》第三卷对投机的揭露——

３２，１９１。

——投机热时期——２８，１１５、１４７、５６８、

５８４—５８５；２９，４１—４２、７５、１３３—１３４、

２１８；３８，２４５。

——资产阶级国家的作用——２９，２１８、

２３１—２３２；３９，２０８。

——投机同生产过剩危机的联系——２７，

３６３；２８，１４７；２９，７５、１９９—２００、２０３、

２１９—２２０。

——利用土地所有制进行投机——３２，

３８６—３８７；３８，２４５。

——原棉投机——２８，７２、１１４—１１５；２９，２００；３

１，４２６—４２７、４４５、５１２，３４，４１３。

——在英国同中国的贸易中——２９，３４８。

——交易所是投机和行贿的中心——２７，

３８３；２８，１１３、２２３、３０３；２９，７３、１３３—

１３４、２１６、２３２；３０，２９１；３２，５９—

６０、６４０；３４，３４９；３５，２５９、３２２、４２７—

４２８、４２９—４３０；３７，３６７、４８６、５０８；

３９，１３—１４、１３２。

突尼斯——３５，１８２—１８３；３６，６２。

土地肥力——见地租，农业。

土地改革协会（英国）——３２，６２９。

土地和劳动同盟（英国，１８６９年）——３２，

３６１、３７３、６２９。

土地所有制（地产）

——公社所有制的产生——３２，６３７；３３，

５７７；３５，１１３、４３２、４４８。

——公社土地所有制——２８，３７、２７１—

２７３；２９，７６、７８；３２，４３—４５、５２—

５３、１０７、１８４—１８５、２９７、３８６，３８９、

３９８、４０１、６３７、６４６；３３，５７７；３４，

４２９；３５，２７５、３６５、４３２；３６，９１、１１１、

１４３—１４４、１９４、４２５—４２６；３７，４１４—

４１５；３８，１９５、３０６、３６３、３６５—３６６；

３９，３８—３９、１４８、３９７、４３４—４３５。

——土地私有制的产生——３２，４３、５３、

３８５—３８６；３５，１６０、４４８；３７，１２４、

４１４—４１５；３９，１４８、４３５。

——在亚洲国家——２８，２５６、２６０—２６３、

２７２—２７３。

——在古罗马——２８，４３８。

——资本主义前的土地所有制的形式

——３６，３１９。

——和农奴制的产生——２９，７８—７９；３５，

１２２—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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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土地所有制——２７，４８１；２８，

２６０；２９，７８、２９９；３２，３６１；３５，１２２—

１２５；３６，１６９、１９５、５４４；３７，１２４—

１２５、４１４—４１５；３９，１０１。

——私人大地产——２８，４３８；２９，５６—５７；

３１，３８１、４０５；３２，１６９—１７０、３６１、

３８１、３８３、３８９、４４６、４６２、４６６—４６７、

６２５—６２６、６３６—６３７、６５４—６５５；３３，

２４５、５０５、５２４；３４，３３３、３４８、４４７；

３５，３３２—３３３、３３５；３６，９０、２５３—

２５４、４１６；３７，７—８、１２４、４１４、４４４；

３８，１９５、３０６；３９，１０１、１３２、３６２。

——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２７，４８１—

４８２；２９，２９９，３０，２７０；３２，１７０、３８１、

６２９；３４，４４７；３５，１６０、１９１—１９２；

３６，１９５；３８，３０６—３０７、３６５—３６７、

４６８；３９，４０、１０１—１０２。

——小农土地所有制——２８，４３８；３２，

３６１—３６２、６２９；３３，２４４—２４５；３５，

７６、３４４，３６，１９５、２３１、２５４；３７，１２４—

１２５、３６７、３８１—３８２、４１１、４４４；３８，

１９４—１９５、 ３０５—３０７、 ３６６—３６７、

４６６—４６８；３９，１３２—１３３、２８２、２９５。

——中农土地所有制——２７，３０５；２９，

７８—７９；３２，３６２；３９，２９５。

——大农（富农）土地所有制——２７，３０５；

２９，５６；３２，３６２；３６，２５８；３８，１９５、

３０６—３０７、３６５、４６８；３９，２８６、２９５。

——农民土地所有制——２８，５３６；３２，

３５４、３８９、６３６；３５，１６０、３３２—３３３、

３４５；３７，２３９；３８，１９４—１９５、３０５—

３０７。

——对农民土地的剥夺——３１，４０４—

４０５；３２，２９７、３８６、６３７；３５，１５６—

１５７、１６０、２７５；３６，２３１；３８，３０５—

３０７；３９，１４７。

——把农民和佃户逐出土地——２９，５６；

３１，３８１、３８５、４０４—４０５；３２，４６２、

４６６、６５５；３４，３４８；３５，３３２、３３５；

３７，４１４—４１５。

——工人的份地——３２，１８７、４６２；３６，９０、

２５１—２５２、４１７。

——国家土地所有制——２８，２７１—２７２；

３４，３４８；３６，２３９、２５３—２５４、２５８、

２６１、３８０、４１５—４１７；３７，１２４、４１４—

４１５；３８，５８、５６１。

——教会土地所有制——３０，９９；３２，５３０；

３５，１６０。

——铁路的地产——３２，３４０；３４，３４８。

——在殖民地中——３２，３８６；３７，３６７—

３６８。

——土地的买卖——３２，４１１、６２９；３４，

４４７；３５，１８１、１９３；３８，１９４。

——土地价格——２９，９４；３１，６０３—６０４；

３２，８２、３７９—３８１、３８７；３５，１８０—

１８１、１９３。

——地产的集中——２９，５６；３１，４０５；３２，

４６６—４６７、６５５；３４，４４７；３８，３０６；

３９，１３２。

——地产的分割——２９，７８；３２，４６５—

４６６、６２９；３６，４２５—４２６；３７，１２４。

——地产的没收——２９，９４；３２，３８９；３５，

１５７；３６，２３９；３７，４１５。

——和农业危机——３４，４３９；３６，３７７。

——蒲鲁东的观点——２７，３１９—３２０、

３２５—３２６、４８１—４８２。

——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

究对象——２９，２９９—３００、５３１、５５４。

——作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研究

对象——３１，１８１、３００；３２，５２６、５３９、

６２９、６７２—６７３；３３，５４９；３４，１１８、

１６９；３６，１９４、３１４、３１９，３９，３９９。

  并见租佃，地租，农业，抵押、抵押

债务，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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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制，农民，公社，封建主义和各国

条目中的农业。

土地同盟——见爱尔兰民族土地同盟。

土耳其——２８，２２１—２２２、２２６、２５６、３３２、

３３３、３５１—３５２、３５４—３５５、６１６—６１７；

３４，１４、１６、１９—２０、４３、６５—６６、６８—

６９、７２、８４、２２３、２４０、２５７—２５８、２９４—

２９７、２９８—２９９；３５，９０、１３１；３６，５１３、

５４３、５４５—５４９、５５１。

  并见东方问题，克里木战争（１８５３—

１８５６年），俄土战争 （１８２８—１８２９

年），俄土战争（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年），安

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

推动

——“第一次推动”（牛顿的）——３２，２６７。

托拉斯——３８，１２３。托利党——２７，２５４；

２８，３２、３９、８２、１４７、２０１、２３２、４９９、

５０１—５０２、５１７、５４５、５８５；２９，１１、

１０３、１０７、３５８、３９６、４０９；３５，３３２；

３８，３８２—３８４。

  并见保守党。

Ｗ

外观——３２，７５、５４２、５８３；３３，８２—８６；

３４，６６；３８，１９５、２０２—２０３；３９，９４—

９５、２００。

外交、国际关系——２７，４８０；３３，１５３；３４，３９；３

６，６１４；３７，１３０、４６１；３８，２２６、５３６。

微分和积分——３０，３５７；３１，１２４、１６８—

１６９；３５，２１—２３、１０８—１１０；３６，４７。

唯理论（作为宗教的派别）——２７，１０；３０，

３３５。

唯灵论——２７，４５２。

唯物主义——２７，６５；２８，６７、５９９；２９，

２０９—２１０、２８４；３０，３４１；３２，２１３、

２６７；３３，２４２；３９，２０４。

——和唯心主义——２７，１１—１４、５２、３１２；

２９，２０９—２１０；３２，５２６；３４，１６２；３６，

１８７；３７，４３１—４３２。

——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２７，１３—

１４、６４、６６、４５０；３２，１８９。

——辩证唯物主义——３２，５２５—５２６。

——唯物主义世界观——２９，４５１；３６，１４４。

——唯物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

础——３４，２８１、２８３、３５９。

——唯物主义的历史——２７，３０；３２，１８９、

５６７。

——１７世纪的英国唯物主义——３７，４８９。

——１８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３３，１２７；

３７，４８９—４９０。

——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２９，２０９—

２１０。

  并见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

唯物主义历史观——２７，３３４—３３５、４７６—

４８８；２８，５６５；３６，１２６、１３９、５６３、

６６２；３７，２８３、３６６、３８２、４１０、４３２—

４３３、４６０—４６２、４８４—４９１；３８，１２４、

３１０、４５４、４７９—４８２；３９，２４、７７、９３—

９６、１０３、１２７、１９８—２０１、４０５。

——个别例子——２７，５２８；３０，１５９—１６０、

３１８—３１９；３１，４１０；３８，１５６—１５７。

——摩尔根的——３６，１１３、１２７、１４４。

——和革命策略——３６，３０１。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３７，４３１—

４３２。

唯心主义

——和唯物主义——２７，１１—１４、５１—５２、

３１２；３２，５２６；３４，１６１—１６２；３６，１８７；

３７，４３１—４３２。

——和自然科学——２９，３２５。

——唯心主义历史观——３２，６６２。

——在黑格尔《逻辑学》中——３３，１２６—

１２７。

  并见辩证法，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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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唯心主义的和有阶级局限性的

形式），历史，德国哲学，思辨哲学。

唯意志论——２８，６４。

维也纳——３６，３８４；３９，１１７—１１８、１３０。

维也纳会议（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２９，１１９；

３４，２９６—２９７；３６，５４５。

委托销售——见对外（世界）贸易。

魏特林主义——２７，３６、４１、４５、７６—７７、

１２７；２８，２３３；２９，４２４；３５，１３１、２２０；

３７，１０９—１１１。

文化斗争——见德意志帝国。

文明——３６，１４４；３９，１４７。

文学艺术——３１，５８８—５８９、７０９—７１０；

３２，６８２—６８３。

——作为上层建筑——３７，２８３、４９０；３９，

１９９。

——英国文艺——２９，５８１、５８３、５８５；３３，

１０８；３４，３９２；３８，４４２。

——意大利文艺——３９，１８９。

——德国文艺——２７，８９；２９，５７２—５７５、

５８１—５８６；３４，３９２；３５，２９４；３６，３４８、

３８４—３８５；３７，４９０；３９，２１６。

——挪威文艺——３６，３８５；３７，４０９—４１０、

４１２。

——俄国文艺——３４，３９２；３６，３８５；３７，

４１０。

——法国文艺——３１，２８０；３３，１０２；３４，

３９２；３６，７７、３４８、５８８；３７，４１—４２、

４９０。

  并见戏剧（剧本），诗歌，现实主义，

倾向性，悲剧（艺术中的）。

乌尔卡尔特主义——２８，２２１—２２２、２９５、

３２４—３２５、３４６—３４７、６１５；２９，７、５２、

６４、６６、７７、９２、１１９—１２０、２４６；３０，

３２１—３２２、３６７—３６８、５０７、５４６—５４９；

３１，１８、２８２、３８６；３２，１９０、１９７、３４３。

乌克兰——２８，５８４；３７，５—６。

无产阶级——见工人阶级。

无产阶级的前身——３７，１４５—１４６、３１２；

３９，４６１—４６２。

无产阶级革命——２７，１１５、３２５—３２８、

３６９、３７２—３７５、４８６、５２６；３３，３７６、

３７８；３４，１２０、１６３—１６４、３７９；３５，

１４５、１５４、２２８—２３０、３７８—３７９、３８６—

３８７；３６，５６、１５３、３７０；３７，５０８；３８，

１７５—１７６、２３４、５４３—５４５、５５３。

——它的必要性——２７，７０；３２，５２８；３７，

３２１；３８，１１９。

——它的国际性——２９，３４７—３４８；３９，

８６—８７。

——它的前提——２８，５８７；２９，２０３；３０，

２９６；３２，５２８、６５５—６５７；３４，２６０、

３５８；３５，１５４—１５５；３６，５６、１３１、２５２、

２８９；３７，３２１；３８，５８—５９；３９，３９、

２０９—２１０、２３１—２３２、３４４。

——工人阶级组织成为特殊政党是无产

阶级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３３，

３３７、５０５、５２４；３４，４５６，３６，５８０；

３７，３２１；３９，２４５—２４６。

——和普选权——３８，５１３—５１４。

——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途径和手段

——２７，７０—７１；３２，５２８；３４，３８１—

３８２、３９０、４０２—４０３、４１７、４５６—４５７；

３６，２４１、４２５；３７，３２１—３２２；３８，４９０。

——它的任务——３３，３９０、４１７、５０５、５２４；

３６，１０。

——过渡措施——３５，１９２。

——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必要性

——３３，２０６；３６，１０、８１。

——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必要性——

２９，４８；３８，１５６。

——和农民——２７，３３１；２９，４８；３２，３６１—

３６２；３４，４２９；３６，５３５；３７，４４４；３８，

１５６；３９，１００—１０１、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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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族问题——３３，４１—４２、４８；３５，２７２、

３５３、４１５；３８，１５６—１５９、１８５—１８６。

——利用资产阶级专家——２７，３０７；３７，

４４４；３８，１８７、２１１—２１２。

——和军队——３６，２４１、２５３—２５４。

——和欧洲战争的危险——３５，４１５；３７，

５—６、２２—２３、１６２—１６３、１９２、２６８、

４１６；３８，１５５—１５９、１７１—１７３、１８０—

１８１、１８５—１８７、２４５、５０３—５０４；３９，

１０。

  并见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

战略和策略，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

义（社会经济形态），社会革命。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作为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原则——

３２，１３４、５９８；３３，６４３—６４４；３４，１２０—

１２１；３５，２６５；３６，２４３、４４２；３９，１３９—

１４０。

——工人阶级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的

一致——３３，４４４；３５，２６１—２６３；３９，

８５—８８。

——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主义——见无

产阶级政党。

——国际工人运动对巴黎公社的声援

——３３，２１８、２２６、２３９、３４８。

——工人在罢工斗争中的阶级团结——

３２，３４８；３４，１２１；３７，３０６—３０９；３８，

６８、１３６、２３０。并见罢工和罢工运动，

第一国际（——和罢工运动）。

——和工人在侵略战争时期的立场——

３２，２９９、５４７；３３，１６、６２、１３１—１３２、

１３４—１３５、２７９；３４，１２１；３８，１５７—

１５９、１８５—１８６。并见工人运动。

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见无产阶

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

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２７，３０６—３０７

；２９，５６９；３０，５４８—５４９；３２，３６０—３６１、３６２；

３３，３３７、４２９、５９０—５９２、６４６—６４７；３４，１１９—１

２１、３０６—３０７；３５，１５３—１５５、１９１—１９３、２６

１—２６２、４２５—４２６；３６，１５２、１８１、２４１、２５３—２５

４、２５８—２６２、３０１—３０２、３０９—３１０、３２３、４１５—

４１６、５７６—５７７、５８４—５８５、５９０；３７，４—６、１

３９—１４０、３１４—３１６、３２１—３２３、３５９—３６０、３６２

—３６３、３７７—３７８；３８，１８—２０、４３９—４４０、４４２、

５１８—５１９；３９，１３、４７—４８、１８７、２５９—２６

０、３４９、３９０—３９１、４３６。

  并见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革命，

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政党——２７，４１０；２８，５８６—５８８；

３０，４８１—４８２、４８８、５６３；３３，５０５、

５２４；３４，９０、３３９、３９５、４０３；３５，２６１，

３７０、３８０；３６，１６２、４１６—４２０、５７６—

５７７；３７，３２３—３２４、４３３—４３６；３８，

５４７。

——工人阶级必须组织成为独立的工人

政党——３３，３３７、５０５、５２４：３４，３３９、

３７７—３７８、４５６；３５，３８０、４０３；３６，

５６６、５７９—５８０；３７，３０、３０１、３２１—

３２２；３８，１４６、４４２。

——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见马

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

——纲领——３４，１２４—１２５、１３０；３５，１１４、

１９５、２２３—２２４、３０６—３７０、４０２。

——策略——２７，３０６—３０７；２８，５２６；２９，５６９

、５８７、６１６；３０，５４９、５６３；３３，５９０—

５９３；３４，１２１、１３０、１５１、３０７、３７４、３８３

—３８４、４０１；３５，１５３—１５４、３２７—３２８、３

３０、３６２、４２５；３６，２５、１０５—１０７、１１９

、１５２、１８０—１８１、２４０—２４１、３０１、３０９

、３２３、３５９、３６９—３７１、３９４—３９５、３９８、

４１５—４１６、４５３、５７６—５７７、５８４—５８５、

５９０；３７，１４０、２３０—２３１、２４２—２４３、２７

５、３１４—３１５、３２１—３２４、３５９、３６２—

３６３、３７７—３７８、３８８—３８９；３８，６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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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４０５、４３９—４４２；３９，１２—１３、４７—

４８、１８７、２６２、３５０、４０２—４０３、４３６、

４６９。

——组织原则——３３，４３６；３４，３９４—３９５、

４１７—４１８；３５，２３１、４０２；３７，４３８—

４４１；３８，４７４、５１３。

——党的纪律——３４，３７４—３７５；３５，２４９、４

１３；３６，２５—２６；３７，１６８；３８，８０、８８。

——批评和自我批评——２７，２１０—２１１；

２９，５８６；３２，６６６；３４，４８、９０、３９９；

３５，３４５、３７０—３７１；３７，３２３—３２４、

４４１；３８，２１、３３、３６—３８、７３、８４—

８８、１１４、５１０、５１７—５１８。

——党内民主——３７，３２３—３２４、４３５—

４３６、４４１；３８，７２—７３。

——思想统一和组织统一——３３，５９２—

５９４；３４，１４７、１５１—１５２、２８１、４０６；

３５，３７０—３７１、３７９—３８０；３６，２６；３７，

２３０—２３１、２４２—２４３、５２２—５２４；３８，

１９—２０，４０—４１、６８、７１、７４、８４；３９，

３０７、３１３—３１４、３１８—３１９。

——理论辩论——２８，２３０；３３，２６６；３６，

５７６；３７，３２３—３２４、４３５；３８，４０５；

３９，３１４、３４８。

——党内斗争——３３，５９２—５９４；３４，９０、

４０６；３５，３２７—３３０、３７０、３８０；３６，

１５７—１５８、１６４、２１５、２７８—２７９、３１５、

３２５、３３２；３７，３２３—３２４、４３５—４３６、

４４１、４５２；３８，４９０；３９，３１４—３１５、

３１８—３１９、３４８—３４９。

——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

——３４，８９—９０、１０２、１０４—１０５、

１１９—１２６、 ３５３—３５５、 ３５９—３６０、

３６４—３８４、 ３８６—３９１、 ３９４—３９９、

４０２—４０４、４０６—４０８；３５，２５５—２５７、

３１６—３１７、 ３２９—３３１、 ３７９—３８０、

４４３—４４５；３６，１６３—１６４、２３５、６５９；

３７，２２２—２２３、４５１—４５２；３８，１１９—

１２０、４０４—４０５；３９，３０６—３０８、３１３—

３１４、３１８—３１９、３４８—３４９、４０２—４０３。

——同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

３２，５３６、５５９—５６０、６０９、６５８—６５９；

３３，５９２—５９４；３４，２９３、４４９—４５０；

３６，５６６、５７５—５７６、５８４—５８５；３７，

３１４—３１５；３８，９３—９４、４１９；３９，２３６—

２３７、２９３。

——党员群众——３４，４１８；３５，２１２—２１３、

２５６—２５７；３７，４３３；３９，３４５—３４６。

——公开的和秘密的活动——３３，３６３、

６２１；３５，２１３；３６，４６３；３７，３５９、３６２、

３７７。

——鼓动和宣传——２７，５；２８，２３０；３１，５６７—

５６８；３３，３３７、５９１；３４，４８—４９、３０７；

３５，２１３、２１５、３９４—３９５；３６，２３—２４、１０

８、３３０、３９１—３９２、４９３—４９５、５３０—５３

１；３７，３０；３８，５３５；３９，１２、５２。

——党员的教育——３４，２３９；３６，３９１、

５３０；３７，４３５—４３６、４４１。

——报刊和出版活动——３３，５９１；３４，

４８—４９、５７、２６４、３５９—３６０、３９６—

３９７；３５，１４６—１４７、１７５—１７６、３３６—

３３７、３８４—３８５、３９０—３９１、４０２—４０３、

４２５；３６，１５７—１５８、５８８；３７，１７—

１８、１６３、１６８；３８，５３８—５３９；３９，３７６—

３７７。

——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主义——２８，

５６４；３４，１２０—１２２；３７，１５８、１６２、

２２９、２７２、３４６；３８，１１６；３９，８４、８７—

８８、１８５。

——和民族问题——３４，１６６；３５，２７２；３７，

３７１—３７２；３８，１５７—１５８、１７２、１８５、

４４０—４４１。

——和殖民地问题——３５，３４５、３５３。

——和工会——３４，１２２—１２３；３５，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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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２６１—２６２。

——和农民与土地问题——２７，３３１；３２，

３６１、３６２、６６１—６６２、６７４；３３，２４５、

４２９；３５，１９１—１９２、２１３；３６，２５３—

２５４、２５８、２６１、４１５—４１７；３７，３５９、

３６５、３７７—３７８、４４４；３８，５８—５９、２１１；

３９，１００—１０２、２８２、２９５、２９９、３０６—

３０７、３１４、３１８、３４８—３４９、３６２—３６３。

——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２７，３０５—３０７；３７

，４３３、４４４；３８，１８７、２１１—２１２。

——和宗教——３３，２６７。

  并见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运动，马

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同盟。

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见无产阶级政

党。

无产阶级专政——２７，３０５；２８，５０９、５８７—

５８８；２９，４７；３３，２６７、３３７、３９０—３９

１、４１７、５０５、５２４；３４，１２３、２３４；３５，

１５３—１５５、２７４、３７９；３６，１０、５６、５８、

８１、９４、１３１、３８２、４１５—４１６；３７，６、

３２１、４４３—４４４、４９１；３８，５８、１５７、１

５９、１７２、１７５、１８１、１８５—１８７、２３４、４４

３、５６２—５６３；３９，４７、２０９—２１０、３４４。

——它的历史必然性——２７，３０５；２８，

５０９；２９，４７；３３，２６７、３３７、４１７、５０５；

３４，１２３；３６，１０、５８；３７，６、３２１；

３８，４４３；３９，４７。

——它的任务和职能——２８，５０９；３３，

２６７、４１７、５０５、５２４；３４，１２３；３５，

１５４；３６，１０、９４；３７，３２１—３２２、４４３—

４４４、４９１；３８，５８—５９。

——和国家——３８，３９０—３９１；３４，１２３；

３６，１０、８１、９４、３８２；３８，５６２；３９，

２０９—２１０、３４４。

——革命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３７，３２１。

——工人阶级的觉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

必要前提——３８，５９；３９，３４４。

——工人阶级组织成为政党是无产阶级

专政的必要前提——３３，３３７、５０５、

５２４；３７，３２１。

  并见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巴黎

公社（１８７１年）。

无神论——２７，１０、１２、４８、４３５—４３６；３１，

２２、４１；３２，５９８；３３，２４２、２６７、３３３、

３６２；３４，４５３；３６，１８７；３９，４５２。

无形磨损（生产资料的）——见机器。

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３４，２３８—

２３９、２９２—２９３、３０３—３０４、３４１、３５５、

４２２；３５，２０７—２０８、４０６、４０９—４１０；

３７，２２６、２８７。

——对其政治观点和经济观点的批判——２７，３１６—

３２２、３３４—３３５；３２，６６１—６６２；３３，３８９

—３９１；３４，４５０、４５３；３５，２０８、２２２—

２２３、４５１；３９，１１—１２。

——对其国家观点的批判——２７，２９６；

３２，６６２；３３，１６３、２４１—２４４、３８９—

３９２、６０１；３４，１２３—１２４、３０３—３０４；

３６，１０。

——他们的策略的冒险性——３４，４５３；

３５，３３４—３３５、４４１；３６，４３７；３７，３２２—

３２３；３９，１８８、２２１。

——在工人运动中的分裂活动——３４，

６４—６５、１９４—１９５、４４９—４５０、４５２—

４５３；３５，３６９—３７０；３６，１０；３７，１１８、

２２６。

——在奥地利——３３，６００；３５，２１５—２１６；

３６，１６７、５３９；３７，３１８。

——在英国——３６，４６６、４７２—４７３、４８０、

５６９、６４８；３７，１３、２４８。

——在德国——３４，３４１、３５５、４１０、４４９—

４５０；３６，１１；３７，１１８。

——在西班牙——３４，２３９；３５，４１０；３９，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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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３４，４２２、４５２—４５３。

——在美国——３６，４７５、４７８、４８０。

——在法国——３４，４２２、４５０—４５２；３５，

４１０；３９，１８８、２０６。

——在瑞士——３４，２３９；３５，４１０；３９，１１。

——在第二国际中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

争——３８，１４５、１４６、１５０。

  并见蒲鲁东主义、蒲鲁东主义者，巴

枯宁主义、巴枯宁主义者，国际无政

府主义者联合会。

“无政府主义者国际”——见国际无政府

主义者联合会。

“五一”节——３７，２４８、２５９、３１８、３７８、

３８５、３９８—３９９、４００；３８，１９、４３—

４５、４０８、５３１—５３３、５５６—５５７。

——在奥地利——３７，３７８；３８，１９、９０、

３４３、５３２—５３３。

——在英国——３７，３９３—３９６、３９９—４０２、

４５１；３８，１８、３０、４３—４４、５６、６１、

７３—７４、９０、２９１、３０２、３０８—３１０、

３２７—３２８、３３４—３３６、４０８、５３１—５３３；

３９，６６、７２。

——在德国——３７，３７８、３８５、３９２、３９８；３８

，１８、２３—２５、３０、４３、４５—４６、９０、５３１

—５３３、５４０—５４１、５４６—５４８、５５６—５５７。

——在美国——３７，４００。

——在法国——３７，３７８、３８５、３９２；３８，

４５、６２、７０、７４、９０、２１０、２９０、３１５、

３２３、３２５、３４３、５３１—５３３；３９，６６。

武装起义——３３，３７６、３７８；３８，５１３。

  并见街垒斗争。

物理学——２８，１４１；２９，３２４—３２５；３０，

６６６—６６７。

——它的对象——３３，８２—８５。

——不能用物理学的量来表现经济关系

——３５，１２７—１３０。

  并见运动，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力

学，热，电。

物质

——运动着的物质是自然科学的对象

——３３，８２。

物质生产——见基础和上层建筑，农业，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产主义（社会

经济形态），大工业，生产力，生产，

劳动。

物种（生物学中的）——３１，２５０—２５１、

２６０—２６２；３２，５３。

Ｘ

西班牙——２８，３９９；３２，２６０；３３，２１２、

４８５；３５，３００。

——１８０８—１８１４年资产阶级革命和反对

拿破仑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２８，

５０１。

——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年资产阶级革命——２８，

３８６—３８７；２９，６２。

——１８６８—１８７４年资产阶级革命——３２，

１５０、１５１、１５６、１５８、１６２、１７２、５５５；

３３，１１３、５５７、６０１。

——工人阶级——３３，２１１—２１２、３８４、

３９３、４５６、４５９—４６０、４８５。

——对外贸易——３８，３６３。

  并见西班牙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

动。

西班牙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３３，

２１１—２１２、３３３、３７１、３９２—３９３、４２５—

４２６、４５９—４６０；３５，２０６；３７，１７２；

３９，２２１、４１８。

  并见第一国际在西班牙，西班牙社会

主义工人党。

西班牙社会主义党——见西班牙社会主

义工人党。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３９，２７１、２８２。

希腊——２８，３５２、３５５、６１６；２９，２２３；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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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５。

  并见古希腊。

席勒协会（在曼彻斯特）——２９，４８６—

４８７、６０２—６０３；３０，５９２—５９４、６２０；

３１，２０、６２、９２、５９９—６０６；３２，２８、

４８、５４、９９、１１１、１４１、１６１。

戏剧（剧本）——２９，５８１—５８６；３０，６０８；

３６，３８５；３７，４１２。

细胞

——施莱登和施旺的细胞理论——２９，

３２４；３０，４１０、４１５。

——细胞和细胞前的形式——３２，１９３；

３６，３１４。

——特劳白的“人造细胞”——３４，１３８、

２２９。

显微镜

——它在发展生理学方面的作用——２９，

３２４。

现实——见可能性和现实。

现实主义（艺术中的）——２９，５８５；３７，

４０—４２。

现象——见本质和现象。

宪章派

——是工人阶级的第一个独立政党——

２８，４７０；３０，５０７；３６，３６３；３７，３２３。

——和要求普选权——３２，５５７。

——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派——

２８，５２５；２９，２１０—２１１、２２９、２５０—

２５１、２６８、３４２、５５１。

——要求取消同爱尔兰的合并——３２，

３９４。

——在１８４８年以前——２７，１１８—１１９；

２９，２６８；３６，３３５；３７，３２３；３９，５４。

——在１８４８年——２７，１３４；３６，４５０。

——在５０年代——２７，１５９、１７１、１８１—

１８２、１９１、２０５、２１４—２１７、２６５、３９９、

５３９、５８３—５８６、６１４；２８，１７—１８、３５、

３８、１４５、４１３、４３０—４３３、４４４、４４７、

４７７、５１４、５２１、５２５、５６９；２９，３８、

５２、２１０—２１１、２５０—２５１、２６７—２６８、

３４４—３４５、５５１；３１，１１；３６，５７２。

——第一国际中的宪章派——３３，２６３。

——宪章派报刊——２７，１６３—１６４、１７１、

３１２；２８，５４、６２、１１２、１２２—１２３、２４７、

４７７—４７８、４９５、５０４、５１４、５７０；２９，

４４—４７、５２；３１，１１。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宪章派运动——２７，

１０８—１１０、１８１—１８２、１９９、２０５、２０８、２

１４—２１６；２８，９、３８、１４５、３２７、４１３、５

２１；２９，４４—４７、５７２；３１，１１。

  并见“民主派兄弟协会”。

乡村

——城市和乡村的分离——２７，４８０。

——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３５，

４４６；３９，１００—１０１。

相互作用

——在自然界中——３１，４７１—４７２；３４，

１６１。

——社会是人们相互作用的产物——２７，

４７７。

——基础和上层建筑——３７，４６０—４６２、

４８５—４９１；３９，９６、１９９。

消费

——消费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２７，

４７７—４７９；３１，４７０—４７１。

——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消费——３０，

３５８—３６３。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和消费之间

的矛盾——２７，４８０—４８１；３１，４７０—

４７１；３４，１６３、３４８—３４９；３５，１４５—

１４６、４３１；３９，３５５。

——资本家的个人消费——２７，２４５、

２４８—２４９；３６，１９８。

——大地主的个人消费——２７，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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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３１，４１１；３６，１９５、２２１；３７，７—

８；３９，１０１。

——工人、劳动者的消费——２７，１３３—

１３４；３１，４７０—４７１；３２，２９３；３４，３４８—

３４９。

——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消

费——３１，４７０—４７１；３７，４３２。

  并见国内市场，生活资料，分配。

消费基金——３０，３５８。

  并见消费。

萧条（经济发展中的）——２７，１９４—１９８、

２２０—２２１、３２５—３２６、３６３、３８３；３８，

１６０。

——经常的萧条——３６，３６７、３７７、４２４。

小块土地、土地析分——２９，７８；３２，４６６、

６２９；３６，４２５—４２６；３７，１２４。

  并见土地所有制，公社。

小亚细亚——３５，３４４；３９，２６５。

小资产阶级

——一般评述——３２，６６１；３４，１２０、３９７；

３６，１３１；３７，４１０—４１２。

——它的两面性——２７，４８７—４８８；３６，

５２８。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２７，

４８７—４８８；３２，１５６—１５７、３６２。

——和无产阶级——３４，４０４；３６，５２８。

——和社会革命——２７，４８８。

协作（资本主义的）

——作为榨取剩余价值的形式——３６，

４９５。

——作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研究

对象——３１，３３０、４１０、５７７；３２，６８４；

３６，１１０、１４０、４９５。

谢林主义——２７，４４４—４４５。

新几内亚——３６，６２。

新教——３２，５３０；３４，２２７；３５，１５６—１５７；

３６，４８７；３８，２６０—２６１；３９，９５、２４６。

——作为资产阶级的宗教——３７，４８１；

３９，４０３。

  并见宗教改革。

《新莱茵报》（作为革命力量的中心）——２７，１４１—

１４９、１５１—１５２、１５７、２６６、２７２、２８２—２

８３、２８６、２８８、３０３、４９９、５０１、５０７—５

０８、５１４、５２４、５３０、５３３、５４６、６０８；２８，

８１、１６１、１９０、２８３—２８７、４８９、５１５、５

３３、６２８、６３８；３０，４８８、４９２、５０２—５０４

、５０６、５０８、５６３；３１，９４、４６１；３２，３

９６、５２３—５２４、５５２、６３４；３４，４１９；３５，

１４７；３６，２７、３９—４０、５６、３１２、３２９—３

３０；３７，２８３；３９，４１６—４１８。

新闻业——３７，３１８—３１９。

心理学——３０，１３１、５７４。

信贷（信用）

——一般原理——２７，１９３—１９４、３２６—

３２８、３３１、４８１—４８２、４８４；２９，２２１—

２２２、２９９、３０３；３７，８、４８５—４８６。

——作为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３０，６３６；３１，３００；３２，７５、１９１；

３４，１６９、３４９；３５，２５８；３６，９７、３１４；

３７，２３６；３８，１２３、２３３、４５５、５０４、

５０７、５０９；３９，３７、５０、５７。

——私人信贷——２７，３２７；３１，１０９；３２，

８３、３９６。

——国家信贷——２７，３２６—３２８、４８１—

４８２；２８，３０３、５６８；３５，１５０、１７８；

３６，２６１—２６２、３６４—３６５、４５６；３７，

７—８、２２８、３６８；３８，５００；３９，２０８。

——长期信贷——２９，２３０。

——短期信贷——２９，２３７。

——商业信用——３２，３９６。

——信用货币——２９，１２６；３２，２８、９１；

３４，８１；３５，３２、２５８、２７８—２７９；３６，

９７、３６５、４０６；３７，４８６；３８，４５５。

——和资本的输出——２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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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危机——２７，１９３；２９，７２—７３、

２２１—２２２、２３７、２９２—２９３、３４４；３１，

１０９。

——信贷期限的延长——２９，２９２—２９３；

３１，１０９。

——第一国际中的信贷问题——３１，４８８、

４９３；３２，５４７。

——对蒲鲁东观点的批判——２７，３２０、

３２５—３３１、３９３—３９４、４８１—４８２；２８，

２０４、５６５、５６８；３２，５４７。

——对洛贝尔图斯观点的批判——３６，

１５０、２２１。

——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银行家观点

的批判——３２，４０、９１；３４，８１、３４９—

３５０；３５，３２、２５８、３１３；３８，４５５。

并见银行，货币，货币市场，借贷，利息，

高利贷资本、高利贷，借贷资本。

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对立——３４，

２８—２９；３７，４９１；３９，９６、３４４—３４５、

４０８。

——旧的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作为哲学的

一部分——３４，１８；３８，２０２。

形式——见内容和形式。

形态变化（商品的）——２９，５５４。

匈牙利——２７，１５９；２９，８３、５５７—５５８；

３０，３７８、５５０；３３，３３；３５，２６０—２６１；

３６，５４５；３７，２６７；３９，９８、１３３。

  并见奥匈帝国，匈牙利工人运动和社

会主义运动，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

匈牙利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３３，

２７７—２７８、３８７；３５，２６０。

  并见第一国际在匈牙利。

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２７，１５８、１５９、２４

９—２５０、３７３、５７７；２８，３６５—３６６、５８６、５

８９—５９０；３０，５２７；３５，２６０。

“兄弟协会”——见“民主派兄弟协会”。

修理——见固定资本的折旧。

需求和供给——见供给和需求。

虚拟资本——３０，９；３６，３６５。

  并见资本。

叙利亚——３９，２６５。

畜牧业——２７，３６２；２９，５６；３１，４０４—４０５；３

２，４６７、６５５；３５，１２０、１２８—１３０、１８０。

——变耕地为牧场——２８，６２１—６２２；２９，

５６；３１，４０５；３２，６５５；３４，３４８；３７，

４１５。

——变牧场为耕地——３９，９９。

宣传——２７，５、３０７；２８，２３０、５８８；３３，４４０、

５９１；３４，４８—４９、２４２、３０７、３５２；３５，２１

３、２４０—２４１、３９４—３９５；３６，１２１—１２２、３

３０、３９２、４９３—４９５、４９９、５３０、６３９；３７

，３０；３８，５３４—５３５；３９，４０３。

选举权——３８，５１３—５１４。

——在资产阶级国家中——３１，６９；３２，

５５７；３４，２３４；３５，４３６；３９，１３、３４３、

４９０—４９１。

——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国家中利用选

举权——３１，４５８；３２，５５７、６６７；３６，

３６８；３８，５９、５１３—５１４；３９，１２—１３、

１３９—１４０、２５９、２８９—２９０。

——在无产阶级国家中——３４，２３４。

——在英国——２７，１５８—１５９；２８，５３６—

５３７；３１，６９；３６，３６８；３８，１７６；３９，

４２—４３、２１６—２１７、２３６。

——在奥地利——３９，１３４—１３５、１３９—

１４０、１４５—１４６、１７４、２１７、２２２、２５９、

２８９、３０９—３１０。

——在比利时——３９，１３４、１３９—１４０、

１５４、２１７、２８９。

——在德国——３１，５７、６９、２８１—２８２；３６，

３６８；３９，２６０、２８９。

——在荷兰——３９，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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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２７，３８６—３８７、４０２、４１０—

４１１；３１，２８１；３８，５１３—５１４；３９，３８８。

学理主义——２７，４８５—４８６；３１，３０７；３２，

５５７、６０２；３４，４５３；３５，１６３、２１１；

３６，５６４；３７，３１４。

循环（商品的和货币的）——２９，３０３—

３０４；３９，４１４。

  并见再生产，货币，资本周转。

Ｙ

鸦片战争——２９，１０３、１０７、１１４、３６３、３８０。

鸭嘴兽——３９，４１１。

牙买加——２８，２７０；３１，１５９、１６２—１６４。

亚尔萨斯——３３，４６、５２、５５；３６，５３５；

３７，６３—６４、３７１；３９，１１２—１１３。

亚麻业、亚麻

——英国在麻织品世界市场上的统治地

位——３６，２７４。

——麻纺织业——２８，６２２；３１，４０６。

——对农民亚麻种植的破坏——３８，４６６。

——麻织品的价格——２８，６２２—６２３；３１，

１０９。

亚述——２８，２５０；３５，３４４。

亚洲——２８，２７１；２９，３０４。

并见小亚细亚，阿拉伯，阿富汗，印度，也

门，中国。

研究和阐述

——在马克思《资本论》中——３４，２８５。

徭役——３６，１９５；３７，１２４。

耶路撒冷王国——３９，４１０。

耶稣会教徒——３３，４８９。

也门——２８，２６３。

冶金工业

——德国的制铁工业——３１，３０２；３２，

７６—７９；３４，４０１—４０２；３５，１３３、３１６—

３１７、４１５；３６，９０、２７４、３６５。

——英国在销售铁方面的世界垄断权被

打破——３６，５９—６０、２７４。

——生产过剩危机对制铁业的影响——

２７，３８３；３５，４１４；３６，３６７。

——金属加工工业的意义——３８，４６５。

夜工——３８，３２５。

伊壁鸠鲁派——３０，６２３。

伊朗（波斯）——２８，２５６，２６０—２６５；３５，

１０４、３４４；３７，２２８。

伊斯兰教——２８，２５０、２６３、２７２。

医学——３１，２６３、５３４；３２，６１０；３５，２１５。

一般——见个别、特殊和普遍。

一般等价物——见金（和银），货币。

一神教——２７，６６；２８，２５０；３０，４０７。

“１６８８年光荣革命”——见英国（——１６８８

年政变）。

１８１２年卫国战争——２７，２５０；２８，５８３；３０，

２４２。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一般述评）——２９，

５７２；３３，４６３；３４，４０６；３５，２６０、２７７；

３９，１３４、１４０、１５３。

意大利——３６，１８。

——经济——２７，６０４；２８，５８６；２９，２２３、

２７６—２７７；３４，３４８。

——对内政策，国内形势——３２，１３６；３９，

２７６—２７７、２８９、３３３、３５０、３６７。

——资产阶级——２７，３５８、６０４；３０，５６６。

——工人阶级——２７，３６０；３３，４８５。

——农民——２７，３５８、６０４；３３，２４４—２４５。

——军队——２７，３７４；２８，４４９；３６，５１４；

３７，２２—２３；３８，１５８。

——统治集团的腐败——３９，２１、３３３、

３６７、３９８。

——奥地利在意大利各省的统治——２７，

２７２—２７３；２８，２１７。

——４０—５０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２７，

３５８、３６０、６０４；２８，３５、６４、２１４—

２１８、２２０、５４３、５８６；２９，１４２、３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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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５—４２６、４２８，４８１。

——１８６０年革命（加里波第的远征）——

３０，７７、７９—８０、８９、９１—９２、９５、９８—

９９、１０４—１０５、２６０、５５６、５６２、５６６、

５７４。

——国家统一的途径，建立统一的国家

——２７，３５８；３０，９１、５０８、５５６、５６２、

５６６；３１，５６９；３３，３３。

——革命前途——３９，２０６、３３６。

——对外政策——３６，５４６—５４７；３９，２７、

３７２。

  并见意大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奥

意法战争（１８５９年），马志尼主义、马

志尼主义者，意大利工人运动和社会

主义运动。

意大利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３２，

２６０；３３，２５３—２５４、３３３、３７１、３８７—

３８８、３９４—３９５、４４４—４４５、４６０；３４，

３４、３６；３５，９９、２６０；３８，４８—４９、

２６０；３９，３、２１、３３、７９—８０、９１、１８３—

１８４、２０６、２２１、３５０—３５１、３９１、４１１—

４１３、４６８—４６９。

  并见第一国际在意大利，意大利社会

党。

意大利劳动社会党——见意大利社会党。

意大利社会党——３９，２０６、３５０、４６８。

意大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２７，５７７；

２８，３６４、５８６、５８８—５８９；３２，１５１；

３５，２６０；３９，１３４、１４０。

意大利战争（１８５９年）——见奥意法战争

（１８５９年）。

意识——２７，４５２、４８４—４８５；３９，６３、９４、

４０５。

——工人阶级的觉悟——３２，６５８；３８，５９、

２７０；３９，３１、２４０。

意识形态——见世界观，基础和上层建

筑。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的唯心主义的和

有阶级局限性的形式）——２７，９４、

５２７、６０４；２８，５０７；２９，５７２—５７３；

３０，２０９；３２，３９３、５５２；３４，２２７、２８３、

４４７；３６，３５４、５２２；３７，３５３—３５４、

４８８—４９０；３９，９４—９５、１９８—２０１、

２６５—２６６。

——定义，实质——３９，９４。

艺术

——作为上层建筑——３９，１９９。

——宗教的艺术，基督教的艺术——２７，

４２１、４２３、４２５—４２７、４２９。

——１７—１８世纪的法国艺术——３０，６０８。

  并见绘画，文学艺术，音乐，戏剧

（剧本），美学。

议会制——３５，１５１、１６５；３６，４４１；３７，

６３、１９２、２８９。

——工人阶级利用议会——３２，１６９；３３，

４１９；３４，４０１；３５，３３０—３３１；３６，２１４—

２１５、２５３—２５４、２５８—２６２、３３５、６０９；

３７，３１５—３１６、３２１—３２２；３９，４７、６５、

１８７、２１６—２１７、２２１、２２６、３３６—３３７、

４３０。

——右翼社会党人的“议会迷”——３４，

１０４、３７４、３９０—３９１；３６，２４９、２８９、

３２０—３２１、６０９；３８，１２１。

音乐——２９，１１；３４，２４、２７、２２８。

因果性——３２，２１９。

——原因和结果——２７，１９４；３１，４７１—

４７２；３２，２１３；３７，４８４、４９１；３９，９６、

１９９。

——因果联系——２９，４１３。

银——见复本位制，金（和银）。

银行

——银行（货币）资本——２７，３３１；２９，

１３３—１３４；３５，２７８—２７９；３６，９７、２４２、

３１４、３６５、５５５；３７，１０３、４８５—４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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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２３３；３９，１６９、２４４。

——英格兰银行——２７，１９３—１９４、２２０—

２２１；２８，１１３、２１１、２９１；２９，７５、２０２、

２０８、２１３、２１７、６３３；３２，１９０、２４５；

３４，３４５—３４６；３５，３２、２５８。

——１８４４年英格兰银行法——２９，２０２、

２０８、２１７；３２，１９０；３４，３４６。

——比利时银行——２９，７２。

——德意志帝国银行——３４，４３９；３５，

３１３。

——意大利（罗马）银行——３８，５６１；３９，

３３３。

——英国皇家银行——２９，７３、２０９。

——彼得堡银行——２７，５２９；３４，２０３。

——法兰西银行——２７，３１８、３９３—３９４；２９，９

１、１３３、１５２、１９２、２０８、２１８、２３０—２３２

、２５８、２７４，３４，３４５、４３９；３５，１５０。

——“动产信用公司”——２９，１１９、１２５、

１２８、１３３、１４２、１４５、２１８、２２７、２４２、

２４７、２９２、２９８、３５０、６３２，３２，５８—

５９、６０。

——新型银行的建立和私人股份银行的

发展——２９，４１、７９、８１、１３３、２０８—

２０９；３４，３４５—３４７。

——银行活动的世界主义性质——２９，

４１；３４，３４７—３４８。

——和期票贴现业务——２７，１９３—１９８、

２２０—２２１；２９，２０９、２１２、２１９—２２１、

２３０—２３２、２５８、２９２—２９３、３４４；３２，

１９１；３４，２０３、３４６。

——和存款——２７，１９４—１９７、２２０—２２１、

３９３；２８，７２；２９，１３３—１３４、２０８—

２０９、２３１—２３３。

——和外债——２７，５２９；３６，３６５、３８７—

３８８、３９３—３９４、４０６；３７，５１８；３８，

２１３、２２０、２２５；３９，２９９。

——和国家——２７，３５、１９３、１９８、３２６—

３２８；２８，２０４；２９，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７—

２１８、２３０—２３３、２７４—２７５；３１，２２９；

３２，１９０；３４，２０３、３４９；３６，３６５、３８７—

３８８；３７，３６７、５１８；３８，５５３、５６１；

３９，３３３、３６７、３７１—３７２。

——和货币流通——２７，１９２—１９８、２２０—

２２１；２９，１２６、２０８—２０９、３４７—３４８；

３０，２４５；３４，４１３；３５，２５８、２７８—

２７９、３１３—３１４。

——和铁路——２８，２０４；２９，２１８、２３１—

２３２；３１，２２９；３４，３４６—３４８；３５，１５０—

１５１。

——和贵金属储备——２７，１９２—１９８、

２２０—２２１；２９，２０８、２２９—２３０；３４，

３４５；３５，１５０。

——和工业——２７，４８０—４８２、５２９。

——贷款利率和贴现利率——２７，１９２—

１９８、２２０—２２１、３２５—３２８、３９３—３９４；

２８，７２；２９，１９８、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２—

２１３、２３０—２３１；３６，３６７。

——和土地私有制——２８，３０３；２９，２３１—

２３３；３７，７—８；３９，３７１—３７２。

——和经济危机——２７，１９３、２２１；２９，

１２６、１３３、１９６、２０１—２０２、２０８—２０９、

２１４、２１６—２２２、２２４—２２５、２２９—２３３、

２３６—２３７、３０４—３０５；３４，３４５—３４６、

４３８—４３９；３６，３６７；３８，２２７。

——银行的利润——２９，１３３、２１７。

——银行的破产——２７，３８３；２９，２０８—

２０９、２２４；３０，６６６；３１，１０９、２２７；

３２，１９０；３４，３４５—３４６、４３９。

——金融贵族——３２，３１、３４０；３４，３４８；

３５，１６２；３６，３０２；３７，１６２、２７８；３９，

１３２。

蒲鲁东的观点——２７，３１８—３１９、３２０、

３２５—３３１；２９，８９；３６，１７０。

——银行问题在第一国际——３１，４８８、

６７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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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３；３２，６７４。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对银行活动

的分析——３１，１５０—１５１；３６，３１４、

５５５；３７，２３６；３８，２３３、５０４、５０７；

３９，３７、５０、２４４。

——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

期——２７，３２５—３２８、５０２。

  并见交易所。

银行券——２７，１９２—１９８、２７３；２９，１５２、

２０８、２１４、２２４；３０，２９２；３２，９１；３４，

３４５；３５，３２。

  并见货币。

印度——２９，２５０；３５，３５３。

——历史——２８，２５０、２５５—２５６、２７１—

２７３；３７，４８５。

——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的销售市场——２８，４８

—４９、２０１、２６０—２６３、２９６—２９７、４２５—

４２６、５１７—５１８、５２１、６２３—６２４；２９，７

５、３４４、３９７—３９８；３０，９、２２３；３１，２

７７、２８２；３５，１５１；３６，２７４；３７，４８５。

——种姓和阶级分化——２８，２７１—２７２。

——公社——２８，２７１—２７３；３６，１１２、１９４。

——经济——２８，４８—４９、２０１、２６０—２６３、

２７１—２７３、５０２—５０３、５１７—５１８；２９，

３９７—３９８；３０，９；３５，１５１。

——铁路——２９，３９８；３５，１５０—１５１。

——对外贸易——２７，３０８—３０９、３５３、３６３；２８

，６、４８—４９、１１５、２０１、２６３、２９６、５１７—

５１８、６２４；２９，７５、２０１、２１３、２２２、２５

４、３４４、３９７—３９８；３０，９、２２３；３１，２２

２、２７７、２８２、４２６—４２７；３２，２０８、２１１；

３４，１３８、３４６、４１３；３５，１５１；３６，２７４；

３８，３６４、４４０；３９，２４０。

——民族解放运动——３５，１５１、３５３。

——军队——２８，２５５—２５６；２９，２３５—

２３６；３０，２３３。

  并见印度民族解放起义（１８５７—１８５９

年），印度教。

印度教——２８，２７２。

印度民族解放起义（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

２９，１９８、３９７—３９８、５２６。

——起义的过程——２９，１４７、１５２、１７３、

１７９—１８２、１８９—１９１、１９６、２３４—２３６、

２４５、２４７—２５０、２９４、３０９、３３５—３３６。

——起义的结果——２９，２５０、３９７—３９８。

印刷术——３０，３１８。

英国

——一般评述——２７，３３０、４７８—４８０、

５２８—５２９；２８，１４６—１４７、５０２—５０３；

２９，３４４—３４５；３２，６２５—６２６；３３，

１１３—１１４、１５２—１５３、１６８—１６９；３４，

３３３—３３４；３６，５２２；３９，１４—１５。

——在中世纪——３１，６—７；３２，３９９、６２６；

３４，６６；３５，１５７—１５８、４５１；３９，４１０。

——１６８８年政变——２７，４７８；２８，１２。

——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２８，１２；３６，

５５、４２５；３７，２８９—２９０、３１６、４１１；

３８，５８—５９、５４８；３９，１７０、３４３。

——作为１９世纪主要的资本主义强国

——２８，２７０；３２，６４６、６５６；３５，４０７；

３７，３１９—３２０。

——１８７０年以前的经济——２７，３６２—

３６４、３８２—３８３；２８，６、３２—３４、７２、

２２３、２９７—２９８、５１７—５１８、５２１、５８４—

５８５、６２１—６２４；２９，４２、７２—７３、２２１—

２２２、２４１—２４２、２５４—２５５、３０７—３０８、

３４４—３４５、３５１；３２，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１—

２１２、２９８。

——废除谷物法——２７，１７６、５２８、５３９、

５８１；２８，３２、３９、５０７、６２１—６２７；２９，

２１６—２１７；３１，４０５。

——１８６１—１８６４年的“棉荒”——３１，２７、

３９—４０、９１、１０８—１０９、４２７—４２８、

４４５；３２，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１—２１２、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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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５；３６，１５３。

——１８７０年以后的经济——３６，９０、２３０、３６７、

４１７—４１８、４３６；３７，３１９；３８，２９４。

——在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垄断和贸易垄断——２９，３０

７、３４５；３２，６５６；３５，３５３；３６，５９—６０

、２３１、２７４、４２４；３８，４４０。

——工业垄断的衰落——３６，２６、６０、９０、

２８０、３７７、４１８、４２４、４３０、４３６、４５６；

３７，３２０；３８，３６３、４４０；３９，３９、１７０。

——工业——２７，３６３—３６４；２８，６、３３—

３４、４８—４９、９４、１３６—１３７、２０１、５１７—

５１８、５８４—５８５；２９，２２２、２４２、３０７—

３０８；３０，７、９—１０；３２，３９５；３３，５５４；

３４，４２８；３５，１２３；３６，９０、２３０、２７４、

３６７；３７，２５６、３１９—３２０。

——手工业，家庭工业——２７，３５３—３５４；

３４，４２７—４２８；３５，２２９；３６，２３０；３７，

２５６；３８，３６６。

——铁路——２７，２４１、３０８；２８，７２、１１４、

２０１、２２３；３０，６６６；３４，３０６、３４６—

３４８；３５，１５０—１５１。

——货币制度和银行制度——３０，２９１—

２９２；３２，１９０、２４５；３４，３４５—３４６。

——财政和税收制度——２８，１１３、４２６—

４２８。

——国债——２９，３９７—３９８；３０，２４５。

——股份公司——２８，２０１；３０，６６２、６６６；

３８，５４８。

——农业和土地关系——３８，６２１—６２２；

３２，４６６—４６７；３３，２４５；３４，４４７；３５，

１２３；３６，９０—９１；３７，４１４—４１５；３９，

３６。

——国内贸易——２８，６；２９，２１７、２３６。

——对外贸易——２７，３０８—３０９、３５３—

３５４、３６２—３６４、３８２—３８３、４１３、４８１、

５８１；２８，６、３３—３４、４８—４９、１１４—

１１５、２０１、２２９—２３２、２４２、５０２—５０３、

５１７—５１８、６２０—６２４；２９，４２、７２—

７３、１９６、２００—２０２、２１２—２１３、２２９、

２３１—２３２、２４６、２５４—２５５、３０７、３４４、

３４８、３６３、３９７—３９８、５３６；３０，９、２２０、

２２２、２２３—２２４；３１，２７７、２８２；３２，

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２、３９５；３６，２７４。

——对内政策，国内形势——２７，１５８—

１５９、１９９—２００、２１６、２４１、３８２—３８３、

５２８、５３９、６２０；２８，２６、３２—３３、３９、

１１３、２０１、２２０—２２１、２３２、３２０、４２４—

４２９、４９９、５０１—５０３、５８４—５８５、６１５、

６３１；２９，１０３、１０７、１０９、１１２、１１５—

１１６、２７４、２７７—２７８、３９３、３９６、５３６；

３０，６６４、６６６；３１，２４５—２４６、２７７、

２８２、３１０—３１１、３７８、５７０；３２，１９４—

１９５、２４５—２４６、２８４、３１３、３１６、３７３—

３７４、３８８—３８９、６５７、６９１—６９２；３３，

１６７、１８６；３４，１２７、１９５；３５，１７０、

１７６—１７７、１８０—１８１；３６，３２８、３８９—

３９０、４３６；３７，２５、３４５—３４６；３８，３７２、

３７６、３８２—３８４、３８６—３８７、３９０—３９２、

３９４—３９５、３９９—４００、４０７、５３１—５３３；

３９，３５—３６、４２—４３、２０６、２１２—２１３、

２１６—２１７、３７７—３７８、４７６。

——土地贵族，大地主——２７，１５９、５２８；

２８，１２、５０７；３０，２９９—３００；３２，４６６—

４６７、５３０、６２５—６２６、６５４—６５５；３３，

１３５；３４，４４７；３５，２８、２５３、３３５；３７，

４１４—４１５。

——资产阶级——２７，１５８—１５９、５２８—

５２９；２８，３８２、５０２、５０７、５４５；２９，

２１７、２３６—２３７、２５０—２５１、２７１、３４４—

３４５、３５８、３９６、３９８；３０，２９９—３００、

３２５、３３８、６１９；３２，６５５；３３，１３５；

３５，４２２；３６，３４５、４１７、５２８—５２９；

３７，２８９、４１１；３８，１５１、４００。

——小资产阶级——２８，５０２；３２，１５６；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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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３６，３４５，３７，２５４、２５９、４１１；

３８，３９１、３９９。

——工人阶级——２７，４５０；２８，６２３；２９，

２０４、２５１、３４４—３４５；３０，７、９、２９９—

３００、３０６、３３３—３３４、３３８、６１９；３１，

５７０；３２，１９４—１９６、３９８、５３０、６２５—

６２６、６５５—６５８；３４，２９７—２９８、４５６；

３５，１８—１９、２５３、３５３；３６，３４５、３６７—

３６８；３７，２５、２９、４２、１２９、２５４；３８，

５７—５８、１７８、３９９、４４７；３９，１３、３０、

１２２、２０６、２３９—２４０、４２９—４３０、４９１。

——农业工人——２８，６２２；３２，１８７、４６６；

３３，６３１；３４，４４７；３５，２５３；３６，４１７；

３８，２１１、３６６。

——农民，佃农，农场主——２７，１５９；３４，４４７；

３５，２５３；３７，４１１；３８，３６６—３６７。

——流氓无产阶级——３６，４３７；３７，２５４、

２５９。

——议 会——２８，３２、４２４—４２９、５０７、

５３６—５３７；２９，１０７、１１２、１１５、３９６；

３０，１６５—１６６、１７９、３８４；３２，１９２；

３３，１１３—１１４；３４，２９８；３５，１０５、１６５、

１７４—１７５；３６，３２５、３７２、３８９—３９０、

３９２、３９５、４７７—４７８、６５７；３７，３０；

３８，３９０—３９２、３９４—３９５、３９９—４００、

５４８；３９，２１３、２３６、３４３。

——选举制度，它的阶级性质——２８，

５３６—５３７；３１，１３１—１３２；３７，３０；３８，

２９、３９９—４００；３９，２３６。

——１９世纪４０—５０年代争取选举改革的

运动——２７，１５８、５３９；２９，３５８。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争取选举改革的运动

——３１，５３—５４、１１９、１２２、１６５、１９９、

２０４、２０５、２１２、２１３、２４６、２８２、５７０；

３２，６９。

——１８６７年的选举改革——３１，５７０；３６，

６０；３８，４０７。

——１８８４年的选举改革——３６，２１５、３４２、

３４５、３６８；３８，４０７。

——工厂立法——３１，２１；３２，６９８；３４，

２５２；３５，２０３、２１４；３６，１６３。

——陆军，海军——２８，１０、１２；２９，１６１—

１６２、２３５—２３６；３３，１５２—１５３；３６，

５１４；３７，４１１；３８，４０２；３９，１４。

——资产阶级报刊——２８，２１２—２１３；２９，

５２５；３３，１５５、１６０—１６１；３４，２４１、

３２９、３３６、４７１；３５，３６、７５—７６、１７３—

１７４、２５３—２５４；３６，８—９。

——统治阶级的政党——２７，５２８、５３９；２８，３２

、８２、２２０、５０２、５１７、５３６—５３７、５８５；２

９，１０３、１０７、３５８、３９６；３１，１７１、２１２、２

１３、５７０；３２，１９４—１９５、４３０—４３１、４３４

、５８７；３４，２９７、３３０；３５，１６５；３６，３２

８、３４２、３４５、３８９、３９２、６５７；３７，２８９

；３８，１７６、３８２—３８３、３９９—４００、４４３

；３９，１２、２０６、３４３、４７６。

——资产阶级激进派——２７，５２８—５２９；２８，３２；

２９，１１２、１１５、１２７、２１０—２１１、２７４、２

７６、３４２、３５８、３９６；３１，５１；３２，１９２、５８

７；３３，２１４—２１５；３４，３２９、４４７；３５，１３

９、１４１—１４２、１６５、１７４；３６，２８９、３２８

、３４５、３５４、３９５、４１７；３７，２５。

——教会——３１，５９０；３２，１９５、５３０；３３，

１１１；３８，３９９—４００。

——革命前途——３２，３９８、５３０、６２５—

６２６、６４６、６５４—６５７；３４，４５６；３８，

３０３、４４０、５４５。

——殖民政策，殖民制度——２８，２７１—

２７２、５８９；２９，５５、３４８；３０，２２４；３１，

１５９—１６０、１６２—１６３；３３，１６７；３５，

３３４—３３５、４２１—４２２；３６，５３７。

——殖民地垄断权——３５，３５３。

——侵占埃及——３５，７５、８５—８６、８９—

９０、３５３—３５４、３６４、４２１；３６，５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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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３、５４７；３９，２７。

——在印度的政策——２８，２７１—２７２、

４２５—４２６，５１７—５１８；２９，１８９—１９１、

２５０、３４４、３９７—３９８；３０，９；３５，１５１；

３７，４１４。

——在爱尔兰的政策——２８，４２６；２９，

５５—５７；３１，３８１、４０４—４０６；３２，４６、

２４５—２４６、３５４、３５９、３９３—３９４、５３０、

６２５—６２６、６５４—６５６、６９２；３４，１７；

３５，２８、１５６—１５９、１７４—１７５、３０８—

３０９、３３４—３３６；３６，４７７—４７８、６５６—

６５７、６８５；３８，３８３；３９，２１７。

——爱尔兰问题的意义——３２，３５９、３９８、

５３０、６２５—６２６、６５４—６５７；３４，４４７。

——为爱尔兰制定的土地法（１８７０—１８９５

年）——３２，４３１、４３４、４４６—４４７；３５，

２８、１７４、１７７、１８１、３０８—３０９。

——资产阶级煽动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

人之间的对抗——３２，１９６、６５５—

６５６。

——对外政策和外交——２７，１５８；２８，１０、

２２６、３１９、３５４、３９７—３９９、４２７、５０２、

６１２—６１３、６１６—６１７；２９，１１—１４、

７８—８０、９０、１０６—１０７、１１９—１２０、

３９３、３９６—３９７、４０４—４０７、４０９—４１０、

４３６、５３０、５５７—５５８、５６６、５８０；３０，

２１２—２１４、２２４—２２５、３３１—３３２、４１３、

５５０、５９９；３１，３０４、３２３、５４７；３２，

２４７、６２５—６２６、６５６；３３，１３、２９、１１１、

１３５、１６７—１６９；３４，３０、２１６—２１７、

２９５—２９６、３３０—３３１；３６，３８９。

——和波拿巴制度——３０，５５８；３１，３９３。

——和普法战争——３３，１３５、１６７。

——和德国——３９，２７。

——和俄国——２９，１１—１４；３０，２２０；３４，

２９６—２９８；３５，９０、３５３—３５４；３６，５４５、

５４７；３７，３７１—３７２；３８，１３６—１３７、

１５５—１５６、２９５—２９６、４２８、４３８；３９，

２７。

——和土耳其——３４，２９４—２９５；３６，５３７、

５４７。

——和法国——３３，１３５、１７７；３６，５４７；

３８，３６５；３９，１４。

并见１７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

命，自由贸易，辉格党，托利党，保

守党，自由党，两党制，英国工人运

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经济危机。

英国博物馆——３４，３８５；３５，３５２；３６，２０２、

４２８、４７７、６３９。

英国工联——３２，５８８；３３，５５４；３４，３５２；

３５，４０１—４０２；３８，５７—５８；３９，３４７。

——和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３１，１１—

１２；３２，４０４—４０５；３３，５５３—５５４；３４，

３５２；３６，９０、６５９、６８１；３７，１２３；３８，

３０９—３１０、４３５—４３６、４７８—４７９。

——和争取选举改革的运动——３６，３３８；

３１，１１—１２、１７、５３—５４、１２２、４９８、

５２６、５４１。

——和争取工人立法的运动——３６，６２；３７，２６７、

３９３—３９６、４５１；３８，５６、７３—７４、１４５、１５

０、１６３、３２７—３２８、３６１、４２０、４２３、４６

０、４６３、５７０；３９，２３９—２４０。

——和生产资料国有化的要求——３７，

４５１；３９，２７３、２７８、２８１。

——和工人贵族——３３，２５３、３８５；３６，

３６７—３６８；３７，１２３、２５４、３１５、３２０、

３３８、３３９、３９０—３９１、３９６、３９９—４００；

３８，５１０—５１１。

——资产阶级收买改良主义领袖——３３，４７６、５２１

、５２６、５５３、６１８；３４，２７４、２９７；３５，１８

、２０１、２３１；３６，７０、６５９；３７，３１５、３１６；３

８，１５０—１５１；３９，２４０、２７３。

——新工联主义（８０—９０年代）——３７，２４８、２

５４、２６７—２６８、２８１、３１５、３２０、３２５、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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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３９、３４８、３９０—３９１、３９３、３９６、３９

９—４０３、４５１；３８，３０、４４、７３—７４、１３

６、２１７、２３１—２３２、３２７、３６０、３９１、３９

４—３９５、４４７—４４８、４５１—４５２、４５９—４６０

、４６３、５６７、５６９—５７０、３９，２８１。

——和第一国际——３１，１１—１２、４１—４２、５３、５

４、８５、１０８、２０５、２１１、２１７、２８４、３４８、４

３４、４３８、４８８、４９８、５３６；３２，４０４—４０５

；３３，１７６、４４０、５９９、６４３—６４４。

——和第二国际——３７，１７２、１７５、１９４、２０８、

２１６、２１８—２２１、２３０、４０８、４４８、４５１、４

７２；３８，１４５、１４６、４２２、４３２、４４７、４５７

—４６０、４６２—４６４、４７６—４７７、４７８—４７９

；３９，２７２—２７３、２７７、２８０—２８１。

英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３２，

６２６；３３，２５３；３７，３９０—３９１、４５１。

——在５０年代——２８，２９８、４４７、４５０、

４６３、６２２—６２３；２９，２０３—２０４、２５０—

２５１、３４４—３４５、５５１。

——在６０年代——３１，１１—１２、８４、１１３、２８２、

４３４、４３６、４３８、４５８—４５９、５７０；３２，１

９５—１９６、２７８、２９８、４３４、５３０、６９８。

——６０年代的争取选举改革的运动——

３１，１２、１７、５３—５４、１２２、１６５、１９６、

１９９、２０４、２０５、２１３、２４６、２８２、３８６、

４５８、５０６、５７０、５８９。

——在７０年代——３３，２５３、５５３—５５４、

６３１、６３７；３４，１９５、２１８—２１９、３５２；

３６，１９。

——在８０年代——３５，２３９—２４０、２５３—

２５４；３６，５９—６０、８２、９０、１１５、３２５、

３９４—３９５、４２２、４３２—４３３、４３６—４３７、

４６６、５００—５０１、５２３—５２４、５６３—５６４、

５６８—５６９、５８７、５８９—５９０、６２０、６２５—

６２６、６２９、６３１—６３２、６３４—６３５、６３７—

６３８、６４４、６４８、６５０、６５９、６７８；３７，

２３、２５—２６、２８—３２、５６—５７、１２９、

２５３—２５４、２６７—２６８、２８１、２９８、３１４—

３１６、３２０、３４５—３４６、３４８。

——在９０年代——３７，３４５—３４６、３４８—３５１、３

７３—３７４、３９０—３９６、３９９—４０４、４０８、４５

１；３８，１８、３０—３１、４３—４４、４５、５６、６

１—６２、７３—７４、９０、２１７、２９１、２９４、３０２

—３０３、３０８—３１０、３２７—３２８、３３３—３３６、

３８３—３８４、３９１—３９２、４０９—４１０、４４２—

４４３、４４７—４５１、４７５—４７７、５６９—５７０；３

９，７、９、１２—１３、３０—３１、３５、４３、４７、

５４—５５、５７—５８、６６—６７、７２—７３、２０６—

２０７、２１１、２２１、２３６、２３９—２４０、２６３、２７

２、２７７—２７８、２８５、２９３—２９４、３４３、３４５—

３４７、３９７—３９８、４１５、４１８—４１９、４２９—

４３０、４９１。

——资产阶级收买工人阶级上层，机会主义暂时

得势——２９，３４４—３４５；３０，３３８；３２，３

９４、５３０；３３，１３５、２２５、４７４—４７５、４７６—

４７７、５５３—５５４、６１８、６３７；３４，１９７—

１９８、２１８—２１９、２９７—２９８、３５２、４７０；

３５，１８、２０１、２０３、２３１、２５３—２５４、３５３

、３８８—３８９；３６，１９、５９—６０、３２５、３９２

；３７，３０、３１６、３９１；３８，３７２、３８３、４４７

；３９，３１、２４０、２６３、２７３、３４３。

——和爱尔兰问题——３１，３８１、３８５—

３８６、５７０；３２，３９８、４３９、５３０、６２５—

６２６、６４５—６４６、６５４—６５７；３７，２７７。

——和美国内战——３０，２９９—３００、３０６、

３３８、６１９；３１，１２、４３４、４３６、４３９。

——和普法战争与巴黎公社——３３，１３、

６２、１３４—１３５、２１７—２１８、２７９。

——罢工和罢工运动——２８，２９８、４６３、６２３；３１

，２８２；３２，２７８、２９８、６９８；３４，３５２；３

７，２５３—２５４、２５９—２６１、２６３、２６８、２７０、

２８１、３０６—３０９、３１８、３２５、３３７—３３９、３

４８、３５０；３８，５７—５８、１３６；３９，６７、１

３７—１３８、１５４—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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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缩短工作日的运动——３８，５６、

７３—７４、１４５、１５０—１５１、１６３、３６１、

４２０、４２２—４２３、４２７、４３０、４３６、４４０、

４４７、４５１—４５２、４５８、４６３；３９，２３９。

——群众性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条件——３５，１９；

３６，５９—６０、９０、３２５、４１８；３８，４４２。

——工人报刊和社会主义报刊——３２，

３３４、３６３、５４８；３５，２０３，３８，６６、１１２；

３９，２１１、２９３、３７８。

——和第二国际——３７，１８９、２０７—２０８、

２１８—２２２、４０８、４７２；３８，１３８、１４４—

１４５、４０８、４２０、４２２—４２３、４３２、４４７—

４４８、４５０—４５３、４５７—４６０、４６２—４６４；

３９，５８。

  并见宪章派，第一国际在英国，英国

工联，改革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民

主联盟，社会民主联盟，社会主义同

盟，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费边社，

独立工党，“五一”节。

营私舞弊——２７，３１７；３２，３５４、４１１；３４，

３０６；３６，３５８、４９８、６９１；３７，３３、４７、

１４５；３８，２２７、２４５、５４３—５４４、５４８；

３９，１４、２６２、３６７、３７２、３９８。

  并见交易所，投机。

庸俗民主派——２９，４１４、４８３、４９３、４９４、

６０８；３０，１２、２３。

犹太教——２７，６３、４４３；２８，２５０、２６４；

３８，２７；３９，２７０。

犹太人——２８，２４９—２５０、２５５；３７，４１１；

３８，２２８。

有价证券——见股票，交易所，流通券，借

贷。

渔业——３５，１２０、１２８、１３０。

语文学——２８，２６４—２６５；２９，５６４；３０，

６１８；３４，１３４——１３５；３６，２９７。

语言——３０，６１８；３１，７—８；３３，１７７—

１７８；３４，１３４—１３５；３６，４０—４１、１２３、

２９７、３６２、４２３、６０２；３７，３３４。

——英语——３４，１３４；３６，４２３。

——阿拉伯语——２８，２６３—２６４。

——意大利语——３０，６１８；３９，８０、９２。

——德语——３４，１３４—１３５；３５，２１５；３６，

４６８。

——波斯语——２８，２６４—２６５。

——俄语——３３，１７７—１７８；３６，１２３。

——法语——３９，８０、９２、１１２。

语源学——３６，２９７；３７，４３—４４。

预算（国家的）

——在英国——２８，２０１、２０６、２７８—２７９、

４２６、４２８。

——在德国——３１，６３；３２，３９５；３５，１７８；

３８，２３０；３９，１８５、３１８—３１９。

——在俄国——３６，３６５。

——在法国——２８，３０３；２９，１９１—１９３；

３９，２０８。

  并见借贷，赋税，财政。

原料

——作为不变资本的一部分——３０，２６６、

３５８；３１，３１６。

——作为流动资本的一部分——２９，

２８４—２８５；３２，８１。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３０，３５８—

３６０、３６２。

——原料价格对利润率的影响——３２，７２。

——原料新品种的出现——２７，３８０。

——和土地所有制——３０，２７０、６２４。

——和对外贸易的发展——３４，３４８。

——和保护关税——３８，３６４；３９，２１７。

  并见棉花、植棉业。

原生质——３２，４６３、４８７；３６，３１４。

原始共产主义——３６，１１２、１２７、５４８；３９，

１４７、４０４、４３４—４３５。

  并见社会。

原始社会——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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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３１，１７１、３０９。

运动

——运动是矛盾的实现——２７，４８３、４８６。

——运动的基本形式——２９，３２４—３２５；

３０，６６６；３３，８２—８６；３５，１１４—１１５。

——运动的量度——３５，１１４—１１５。

——运动的普遍自然规律——３５，１１４—

１１５。

运费——２８，２９６；２９，２３６；３２，２５８—２５９。

运河

——波罗的海运河（基尔运河）——３６，

４１０、４１５。

——苏伊士运河——３６，４５６。

——埃德尔运河——３６，４１０、４１５。

运输业——见铁路，航运业。

Ｚ

再生产

——简单再生产——３０，３５８—３６０。

——马克思《资本论》对再生产的分析——３２，７０—

７１；３６，２３５；３９，４１３—４１４。

——再生产的费用——２７，３３０；３２，３８１。

——工资的再生产——３０，２６６。

——魁奈的《经济表》——３０，２５２、３５８、

３６３；３４，４１、６８。

——对亚·斯密和大·李嘉图的观点的

批判——３０，３５８。

再生产费用——２７，３３０—３３１；３２，３８１。

再洗礼派——３８，２６０；３９，４２６、４６１。

债券——３０，２３７、２４３；３２，３９６、６３９—

６４０；３５，１５０、３０７。

  并见借贷，财政。

战略（军事的）——见军事学术。

战争——２９，２４３—２４４。

——在东方各国——２８，２６３。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３３，１６７—１６８。

——侵略战争——２９，５６。

——局部战争——３４，２９７；３６，６１４；３９，２７。

——防御战争——３３，４５—４６；３５，３５３。

——国内战争——３４，４０３。

——游击战争，人民战争——２９，１８７；３０，

２４２—２４３、２４７、２５８、３２４；３３，１６８。

——革命战争——３３，１７７、１８７。

——和经济发展——３４，４３９—４４０；３８，

４６５。

——５０—６０年代欧洲战争的危险——２８，

１０、４７２—４７３、４８１—４８２、５０１；２９，

５５７—５５８；３１，１８０、２０７；３２，３２—

３４、８８、１４６、１４８、２８０—２８１、５４６—

５４７、５９６—５９７。

——７０—８０年代欧洲战争的危险——３３，６３１、６３８

；３４，７９、２９６—２９７、４０８、４３９—４４０；３５，２６２

—２６４、２７２、２７４—２７８；３６，３８０—３８２、５１２—

５１４、５１９、５５０—５５３、５８６、６１４—６１５、６８２、６９１；

３７，６、１９、２２—２３、２７、３２、３５、５５、９７、１１３

、１１５、１３０、１３７、１３９、１６２—１６３、１６９、１９２

、２２８—２２９、２５８、２６８、２７３—２７４、３１５、３４６、４

１６。

——９０年代欧洲战争的危险——３８，８９、

１３６—１３７、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２、１４６—１４７、

１５４—１５７、１５９、１７０—１７３、１８０—１８１、

１８４—１８５、１９８—２０１、２０６、２１２、２４５、

３９７；３９，１０、１４、２６—２７、３７２。

——和革命运动——３０，６４９；３４，２２７、

２２８、２９４、２９６—２９７、４０８；３５，２６３、

２７２、４１５；３６，３８１—３８２、３９２、５１４—

５１５、５５２—５５３、５８０；３７，６、１０、１６２—

１６３、１９２、２７３—２７４；３８，１５６—１５９、

１７１—１７２、１８１、１８５—１８７、２４５、５０３—

５０４；３９，１０、２８６。

  并见奥意法战争（１８６９年），普奥战争

（１８６６年），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战争

（１８８５年），美国内战，丹麦战争（１８６４

年），德国农民战争（１５２５年），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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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战争（１８５３—１８５８年），拿破仑战

争，鸦片战争，１８１２年卫国战争，俄

土战争（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俄土战争

（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年），七年战争（１７５６—

１７６３年），塞尔维亚－土耳其战争

（１８７６年），普法战争（１８７０—１８７１

年），中日战争（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

爪哇——２８，２７２；３６，６２、９１、１１２、１９４。

哲学

——作为上层建筑——３７，４３１—４３２、

４６１、４８９—４９０；３９，９４—９５、１９９。

——它的对象——２８，５６５；３４，１８。

——哲学历史是进步的过程——３８，１２３。

——黑格尔和哲学史——２９，５２９；３８，

１２３、２０２—２０３。

——哲学体系的内容和形式的差异——

２９，５４０；３４，３４３—３４４，３８，２０２、２７０—

２７１。

——和自然科学——２９，３２４—３２５；３０，

４１５；３１，４７１—４７２；３３，８２—８６、１２７；

３４，１２、２５７，３７，１０６；３８，１００。

——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基

础——２７，４５０。

——其他——２７，４３６、４４３、４７６；３１，４８９、

４９３；３２，５７０—５７１，３６，１３８—１３９、

４６０；３８，２４６；３９，８０。

折衷主义——２９，５３４；３０，６２５；３９，４０８。

“真正的社会主义”——２７，４５—４７、５４、

６２、６８—７７、８７—８９、９１—９２、４７３、

４８８、５２７；２８，３８、４８０、５３６；３２，２８２；

３４，５１、３８２；３６，４０、２７８—２７９、３２５；

３７，１０９—１１０；３９，４５０。

——其小资产阶级实质———２７，７０、７７、

８９；３６，２７８—２７９、３２５。

——同共产主义的对立——２７，６８—７２。

——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右翼

——３４，５１、３８２—３８３；３６，４０、２７８—

２７９、３２５。

征服（它在历史上的作用）——３５，１３１；

３７，４８７。

蒸汽机

——和把热变为机械运动——３５，４４５—

４４６。

——和大工业——３１，４７０；３５，４２８；３６，

１７０；３８，３０５、３６４、４６４；３８，２９７。

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英国，１８９０

年）——３７，４０４、４０８；３８，６１—６２、

７３—７４、３０２、３０９、３２７、５７０；３９，７２。

正义者同盟——２７，８１、４５０、４５２—４５３。

——伦敦的领导机构——２７，５５、７９—８２。

——巴黎支部——２７，３６、４１、４５—４６、５８、

７１—７７、７９。

——反对魏特林主义的斗争——２７，４１、

４５、８０。

——马克思、恩格斯和正义者同盟的领导

人——２７，８０—８２。

政治

——政治上层建筑——２７，４７７—４７８；２８，

３０６—３０７；３７，２８３、４３２、４６０—４６１；

３８，３６４—３６５；３９，９４—９６、１９８—２００、

４４６。

——政治的阶级性——３０，６０—６１、５４６—

５４７；３１，４８；３５，２７５；３６，２５９—２６０。

——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辩证关系

——３０，６０—６１、５４６—５４９。

——和历史必然性——３５，３６２。

——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必要性——３２，

６６２、６７４；３３，２４１、３３７、３９０—３９１、

５０５、５２４。

政治大赦

——奥地利对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参加者

的大赦——３０，１４４。

——普鲁士对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参加者

的大赦——２９，７４、２５７、２７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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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４—１４５、１６５、１８６、５７３、６０４—６０５。

政治经济学

——作为科学——２８，５６５；２９，２６３—２６４、３８７

、５４６；３０，６３７—６３８；３１，３１８、４６９—４７０

；３２，８７、１７０、５４０—５４２；３３，４３４；３６

，１７６、１９８、２８５、２９３、３２２。

  并见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辩证

法，《资本论》（卡·马克思著），资产

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理论和

实践，经济规律。

政治流亡者——２７，２０６—２０７；３５，３９２；

３７，２０９、３８８；３９，２９８。

——资产阶级的——２８，５４１—５４２；２９，

５５８—５５９；３３，４６３。

——小资产阶级的——２７，１６７—１６９、

２０２—２０７、２１２—２１３、２１８—２１９、２３３、

２４１—２４２、３１２、３３７—３４４、３４６—３５３、

３５７—３５８、３９０—３９１、５５３、５６８—５７１、

５８３—５８５、５８７—５８９、６１０—６１４、６２９；

２８，１７—１９、４０—４３、２１７、３０３、４３０—

４３４、４９４—４９５、５１２—５１３；２９，４２４、

４２８、５５８—５５９；３０，４８３—４８４；３２，

１０９、６２５；３３，４６３；３５，３３４；３６，３０６；

３７，１４、３８８—３８９；３８，４５６。

——无产阶级的——２７，５４４、５５３—５５８；

２９，４４—４７。

——匈牙利的——２７，２００—２０１、３９１、

５４７；２８，１８—１９、４１、６４、１０７、１２１、

２１６—２１７、３８７、５１２、５６５—５６６、５７１—

５７５；２９，３２１—３２２、３４１—３４２、４２５—

４２６、４８３—４８４、４８８—４８９、５５９、６００—

６０１；３０，５２６、５６８。

——爱尔兰的——３５，３３４；３８，３１６。

——意大利的——２７，１７３、３５７—３５８、

３６０—３６１、６０４；２８，１９、４１、６４、１２０、

２１６—２１７、２１８、４３０、４９５、５１２、５４２—

５４３；２９，３４７、４２６、４２８、４３５、５５８—

５５９；３３，２５４。

——１８４９—１８６０年在英国的德国政治流

亡者——２７，１８５—１８６、２１６—２１７、

２３６—２３７、２３９—２４０、２４１—２４２、２５５、

２６１—２６３、２６５、２６６、２７５—２７６、２８０—

２８２、２８３—２８４、２９７—２９９、３０４、３２２—

３２４、３３７—３４４、３４７—３５０、３７７—３７８、

３８８、５５３—５５４、５５８、５９４—６０３、６２７—

６２８；２８，４０—４３、５０、５７—５８、７７—

７８、９５—１０７、１７１—１７２、３３９、４０８、

４９４、５２０—５２１、５６６、５６９—５７１、５８２、

６３１、６３８—６４１；２９，４７、３７１—３７３、

４２２、４７０—４７２、４７４—４７５、４７９、４８３、

４８９—４９３、５４３—５４４、５４８—５４９、５５９；

３０，４４１—４４２、４６７—４６９、５０７；３４，

２１１—２１２；３７，３８８；３８，４５６。

——１８６０年以后在欧洲的德国政治流亡

者——３０，６、１９１—１９２、４４１；３２，

１１１—１１２；３３，２３２；３５，３８５、４２４；

３６，２４３—２４４；３７，２４；３８，４５６。

——在美国的德国政治流亡者——２７，２３６、３１２、

３１５、３３２、３７６—３７７、３８５、３８８、５４５、５７

５、５８７—５８８、５９２、５９８、６１１—６１４；２８

，５０、９２、９５—９６、１０２—１０６、１７１—１７２、

２３３、４７１—４７２、５３５、５７０—５７１、５９８—

５９９、６００；３０，５１８；３１，３０２；３５，１６７—

１６８、３８５；３６，２４３—２４４、５５８。

——波兰的——２８，１２１、３１２、３８７、４３０；

３０，３２４、５０５—５０６；３３，２５６；３５，３６、

２６４—２６５；３７，８６；３８，２６６、３３８、３８１。

——俄国的——２８，２９５；３０，３２４；３２，４２８；

３３，４８８；３４，４５２—４５３；３５，１７２—

１７３、２６５；３７，３８６—３８８；３８，５０２、

５１６；３９，２４１。

——１８７１年以前法国的政治流亡者——

２７，１６７—１６９、１７２、２０２—２０３、２０６—

２０７、２１２—２１４、２３７—２３８、３５１、４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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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５、５５６、５６１、５６８—５７１、５８３—５８５；

２８，２９—３０、４１、４２、４５、１１９—１２０、

１４９、２３２—２３３、３０３、３３９、４３０、４９５、

５１２—５１３、５３７；２９，４４、３３９、４３５、

４５３；３０，５０６；３２，１０９—１１１、３７５。

——公社失败以后的政治流亡者——３３，

７５、２３２、２５４、２５６、２８１、２８４、２８７—

２８８、３５４、３５６、４４６、５２９、６４６—６４７、

６６６—６６７。

  并见鼓动者协会（德国流亡者），德意

志民主协会，德意志工人协会，伦敦

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社会

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伦敦１８７１

年法国人支部，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

会，席勒协会。

政治制度

——作为上层建筑——２７，４７７—４７８。

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的）——３５，２０５；３７，

４３３、４４３—４４４，３８，１８７、２１１—２１２；

３９，７６—７７。

植物——３５，１２９—１３０。

殖民地——３５，３５３。

——殖民制度——２７，４７８、４８０、４８４；３６，

６１—６２、１１２、２０８；３７，３６７—３６８、４８５。

——殖民地的种族歧视——３５，５１—５２。

——民族解放斗争和工人阶级的革命运

动——３２，３９８—３９９、４３９；３５，２６１—

２６２、３４４—３４５、３５３。

  并见民族问题，印度，爱尔兰。

职业教育——见教育。

“制刷匠帮”——见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在日内瓦）。

质和量——３１，３２０；３２，７０—７１；３５，２１—

２２；３９，２７５、４１１。

  并见量转化为质的规律。

中国——２８，６、１１５；２９，７５、２０３、３４４、３４８、３６

３；３０，２２０、２２３；３１，２７７、２８２、４２７；３２，２１１

、３９５；３４，１３８—１３９、４１３；３６，２７４、４５６；３８，

４６７—４６８；３９，２８５、２８８、２９７。

  并见鸦片战争，中日战争（１８９４—

１８９５年）。

中日战争（１８９４年—１８９５年）——３９，

２８５、２８８、２９７。

中世纪——２９，３０４；３５，１２２—１２３、１２５。

  并见封建主义。

中央党（德国）——３６，２３３、２４０、３６９、

３８９、６０６；３７，３５３、３５７；３９，１４、７６、

８４、３６９、３８８、４３１。

钟表——３０，３１９。

种姓（等级）——２７，４７９；２８，２７２。

重农学派——２７，４７４；２９，６、５５３；３０，２５２、２７６、

３５２、３５８—３６３；３２，９１、１１４—１１５；３４，４０—４

１、３４３—３４４；３５，１６２、２９１；３６，１９５、２０

０；３８，４６；３９，９５、４１４，４４２。

——魁奈的《经济表》——３０，２５２、３５８，

３６２—３６３；３４，４１、６８；３９，４４２。

  并见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重商主义——２８，２１２；３２，１１５；３９，９５。

周转时间——见资本的周转。

主观和客观

——在政治中——３１，４８。

——在哲学中——２９，５４０；３４，３４４；３８，

２０２—２０３、２７０—２７１。

铸币——２７，１９２—１９８；２９，３０３、３８６、５５４；

３４，４０１；３５，３１２—３１３：３６，４２９，３９，

２２６。

  并见货币。

住宅问题——３３，４５７、４６７、４９６；３６，５０５。

——蒲鲁东理论中对住宅问题的解决

——２７，３１９。

——无产阶级的居住条件——３１，２４１、

２４６、５５６；３６，２８０。

专利权——２８，２０７—２０８、４２６；３１，５１３；

３３，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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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见发明。

资本

——一般原理——２９，２１８、２９９—３００、３０５—

３０６、５３４；３０，３５８；３２，９１；３３，３９０、５

０５、５２４；３４，４０、３４３；３５，１５０—１５１、１

５９—１６０；３６，１６８、１７０、１９４—１９５、２０９

—２１０、２４２—２４３；３８，２２０；３９，４２１。

——资本的大本营——３２，６５６。

——作为资本的土地——３６，１９４。

——资本家阶级的总资本——３０，２６７—

２６８；３２，７０—７１，７２—７３；３４，４１；

３９，４０５、４１０。

——国家资本——２９，２１８；３０，２８２；３６，

３６５；３８，１９４。

——资本的世界主义性质——２９，２１７—

２１８；３４，３４７—３４８；３８，２２０。

——资本的输出和输入——２８，２１１—

２１２；２９，７３；３２，６３５；３８，１９４。

——对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２９，５３４；

３０，２６９；３１，５３５、５４２、５４４。

——对资本流通过程的分析——２７，２２０；

２９，５３４；３Ｏ，２６９；３１，３１８、３３１—

３３２、５３５；３２，７０—７１；３４，４１；３６，

３、９７、１３４、１７４。

——资产阶级关于资本的定义——２８，

２１１—２１２、５０８—５０９；２９，２８２—２８３、

２８６；３０，３５８；３１，１５１、４００—４０１；

３２，４０、７４—７５、９１、９８、２８５、３８５—

３８６；３４，４０、３４３—３４４。

——蒲鲁东的观点——２７，４７—４８、５７—

５８、３２８—３３１、３９３—３９４。

——巴枯宁的观点——３２，６６１—６６３；３３，

２４１、３９０。

——洛贝尔图斯的观点——３６，２０９—

２１０。

  并见资本的预付，股份公司，固定资本

的折旧，银行，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

学，货币资本，货币，《资本论》（卡·

马克思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产阶

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资本积聚，大工业

，商人资本，雇佣劳动，资本积累，资

本周转，流动资本，资本有机构成，固

定资本，可变资本，不变资本，剩余价值，

利润，生产资本，工业资本，高利贷资

本、高利贷，借贷资本，商业资本，虚

拟资本，资本集中。

资本的预付——２７，３６３；３２，７１—７３、８１—

８３、８７、９８；３３，３１９。

——和费用价格或生产费用——３０，２６８；

３２，７１、７３。

资本的原始积累——见资本积累。

资本积聚——２７，３３１；３４，３０６、３３３、３４７；

３５，３０７、４２８、４５０；３７，４１１；３９，１４。

  并见股份公司，银行，资本积累，资

本集中。

资本积累

——一 般 原 理——２７，４７８—４７９；２８，

１３６—１３７；２９，３０５；３０，２８２；３１，３３２—

３３３；３２，１７６；３４，１２２、３４９；３６，４９５。

——资本的原始积累——３２，１１；３８，２０８；

３５，１６０；３６，２１１、４９５。

——生产发展水平不同国家的积累率的

差别——３０，２８２。

并见股份公司，银行，交易所，资本，资

本积聚，资本集中。

资本集中——３４，３３３、４５３；３５，４２８；３８，

４４０。

  并见资本积聚。

资本家

——定义——３６，１９５。

——资本家活动的目的——３９，４０５。

——《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资本家的评述

——３１，３１２、３１６、３１８；３２，５２８—

５２９；３６，１９７—１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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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资本家的评述——２９，２１２—

２１４、２２３—２２５、２３６—２３７，３２，３４９—

３５０、３９７；３５，１５０—１５１；３６，３６７；

３７，４８６；３８，２８１—２８２、４４０；３９，１３２—

１３３。

——资产阶级政府作为资本家——２９，

２１８。并见国家资本主义。

——资本家的个人消费——２７，２４５、２４８。

——和土地所有制——３０，２７０；３２，３８５—

３８６；３４，４４７；３５，１９２；３６，１９５。

  并见资产阶级，资本，资本家阶级，剥

削（——资本对劳动力（劳动）的剥

削）。

资本家阶级——２８，１３９、５０７—５０９；３０，

２６７—２６８、３５９—３６３；３２，７２—７５、

６５６：３４，１６３—１６４；３６，１０、６３、４８２；

３９，４０５、４０９—４１０。

  并见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

《资本论》（卡·马克思著）

——《资本论》第一稿（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

稿）——２９，２１９、２２６、２４７、２７３、２９６—

２９７、２９９—３００、３１５—３１７、３５８、３６９、

４７４、４７６、４８３、５２７—５２８、５３０—５３２、

５３３—５３５、５４５—５４６、５５３、５９９；３６，

３１；３９，２５。

——《政治经济学批判》——２９，２７３、２９６—２９

７、２９９—３０６、３１５、３４１、３５８、３６９—３

７２、３８４—３８７、４４２、４４５—４４６、４４８、４５０

—４５１、４６０、４６９—４７０、５３０—５３５、５４５

—５４６、５５３—５５４、５６７—５６８、５９８—５９９、

６０４；３０，１５、１６１—１６２、３６４、５５１、５６

３、６３６—６３８；３１，３０７—３０９、５３５—５３

６；３６，３１；３８，４６、６５；３９，２５。

——《资本论》第二稿（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

３０，１５、２４、１６１—１６２、１７２、１９４、２２６、

２２８、２５１、２６５—２６９、２７３、２８１—２８２、３１３

、３１７—３２０、３４６—３４７、３５４、３５７—３６３

、４３１、５６３、６１７、６２３—６２５、６３６—６３８、

６７９；３４，２８５；３６，３１、１１１、１１４、１３

４、２０４、２４４、２６４、２８５。

——《资本论》第一卷初稿（１８６１—１８６３

年手稿的一部分）——３０，２５１、２６５、

２７３、２８１—２８２、３１３、３１７—３２０、３３０、

３５４、３５７、３９７、４３２、６３６—６３８。

——《资本论》第三稿（１８６３—１８６５年手

稿）——３０，３５４、３６３—３６４、３９２、４１４；

３１，１２４、１２８、１３１、１３５—１３８、１４２、

１５１、１８０—１８１、１８５、３２８—３２９、４２５、

４３７、５３５—５３６、５４３—５４４；３３，２３０；

３４，２８５；３６，２８５、３１９。

——《资本论》的出版计划——３１，３００、

３１８、４３７、４９９、５２３、５３５—５３６、５４２—

５４４；３４，２８５；３６，２８５。

——《资本论》的出版合同——３１，１３８、

２７１、２７５、２９１、２９６、３００、４９９；３６，

２０、８４、１０６、１３２。

——准备出版第一卷的德文第一版——

３１，１６２、１７７、１８０—１８１、２２０、２２５、

２３３、２３６、２４０、２６５、２７１、２７５—２７６、

２８３、２９０—２９１、２９５—２９６、４９８—４９９、

５１７．５２３、５３５—５３６、５４２—５４５、５８５、

５９２、５９５；３４，２８５。

——校对第一卷的德文第一版——３１，

１３６、２９２、２９６、３００、３０６—３１０、３１２—

３１４、３１７、３１９、３２７—３３１、３４０、３４３、

３５２、３５６—３５７、５４５、５５２—５５４。

——马克思谈恩格斯对写作《资本论》的

帮助——３１，３２８—３２９。

——马克思谈第一卷的内容和意义——

３１，３１０—３１２、３１７—３２２、３３１、３８５、

４１０—４１２、４２５、５２３、５３５—５３６、５４２—

５４３、５７４—５７５、５７７；３２，１１—１２、９１、

３２７、５４０—５４２、５８８；３４，４０—４１、１４３、

３４３—３４４、３５８—３５９、４２３、４７８；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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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９—１６０。

——恩格斯谈第一卷的内容——３１，

３０７—３０８、３１４、３１６、３２６、３２８—３３０、

３４０、３４６；３２，１８７；３３，４６８；３４，１２１—

１２２；３５，２５８、３１２；３６，１９４—１９９、

２３１、２４２—２４３；３７，３６７、４１５、４６２、

４９０；３８，２０３、３３０、４５５、４６６；３９，

３５０—３５１、３５５、４１５、４６８。

——恩格斯在宣传第一卷方面所起的作

用——３１，２９６、３５１、３６４—３６６、３７１—

３７２、３７４—３７７、３８１—３８２、３８４、３８７、

３８９—３９０、 ３９３—３９６、 ４１３—４１４、

４１６—４１７、５６４、５６８—５６９、５７９—５８１；

３２，６、８—１１、１６、２４、２６—２８、３１、

３５、４０、４２、５４、５６、６０—６１、８３—

８７、８８—９２、１０４—１０６、１１６、１１８、１２０、

１２６—１２８、１７４—１７７、５１８、５２２、６８１；

３３，２９０。

——第一卷及其思想在工人中的传播

——３１，３４６—３４７、３５１—３５２、３５３、

３７０、４０１、４１１—４１４、４４２—４４３、５４３、

５４５、５５８、５６２—５６３、５６７—５６９、５７４—

５７６、５９７—５９８；３２，１３、２９、３７、４２、

４９、９２、１１３、１１８、１２１、１２３、１４０、

５２８、５３８—５３９、５４２、５４８—５４９、５５０、

５５４、５７０—５７１；３３，１０６—１０７、４３３—

４３４、４６８；３４，１３—１４、１３９—１４０、２８２、

４７８；３５，８８—８９、９７、１１８、１９４—１９６、

２３９—２４１；３６，８—９、１２６、３６９、４１２—

４１３、４９４—４９５、５０１。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第一卷的评论——３１，５

６８—５６９、５７５、５７７；３２，８—１２、２４、３１

—３４、１０６、１１３—１１４、１３０、２８３—２８４、

５２０、５２５—５２６、５３７—５４２、５７７、６６８、６７

２；３３，６、５６１；３４，６１、６３、８１—８２、１

９３、２０１、２３０—２３１、４５２—４５３；３５，７６

—７７、１０１、１１８、１４９、１５３、１６３、２３９

、２５３；３６，１７—１８、１２１、１７９—１８０、１９７

—１９９、２４２—２４３、２８８；３７，９、９４、１０

４、３５０—３５１、３８２；３８，４６、２５６。

——第一卷俄文第一版——３２，１６４、１６７、５５１

—５５４、５６４；３３，９９、２３０、２５５、３１７—

３２０、３４１—３４２、３６５、４５２、４７０、４７８、

４８８、４９３、５１３—５１４、５２８、６７９、６８１、６

８６；３４，４５２—４５３；３５，４０７；３６，７１。

——第一卷俄文第二版——３３，５２８；３４，

３３２—３３３、３３５—３３６。

——第一卷法文版——３０，３０１—３０２、

３０５、６３７；３１，４０１、５４５、５７４；３２，

２７、２９、２６４、２９７、３９９、６２２、６７８、

６８８；３３，９９—１００、１０２、１０７、２９０、

３３６、３６５、３８１、３８５、４３３、４３７、４５２、

４７０—４７１、４７８、４８８、４９２、４９６、５１３、

５２８、５３９、５４８、５５２、５６１、５６４—５６５、

５７９、５９５、５９７、５９９、６２９—６３１、６３６、

６７７、６７９、６８１、６８６；３４，４１、１１５—

１１７、１３３、１３５—１３６、１４０、１４５、１６８—

１６９、１７２、１９２、２３０、２７３、２８０、３３２、

３３５—３３６；３６，４６、４６７；３９，９２。

——第一卷英文版——３１，１３５—１３６、３１４、３２

２、３３０、３６１、３７５、３８５；３２，５２６、５４９；３

３，１００、２９０、３３６、４７８、５６５、６７９；３４，

１３９—１４０、２８０；３６，９、３１、３３、３５、４

３、５０、５４、６４、９２、１３４、１３６、１４０—１４

１、１５５—１５６、１６６、２０６—２０７、２１４、２１

８、２６４、２８２、３３１、３７６、４０２、４２０—４

２１、４２８—４３０、４３３、４４６—４４８、４５１、４

５４、４６４—４６５、４６８、４７２、４７８—４８０、４８

３、４８５、４８９—４９１、４９４、４９７、５０１、５１

０、５２０—５２１、５２３、５２５、５３８、５５５、５

５７、５６０—５６１、５７８、５８０、５９８、６０３—６０

４、６９３—６９４；３７，８、１０２、２８４。

——对第一卷英文版的评论——３６，６０４、

６１１—６１２、６１５；３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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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美国版——３４，２７３、２８０；３６，

４６７、６１１—６１２、６６０；３８，２８、１０６。

——第一 卷 西 班 牙 文 译 本——３３，

３８５。

——第 一 卷 意 大 利 文 译 本——３３，

５４８；３４，２７３；３９，７９、９１—９２。

——第一卷波兰文译本——３６，９５、９７；

３７，５００。

——第一卷德文第二版——３１，３６１；３２，８６、１４

０、５０５、５４０、６７１、６７３；３３，３６４—３６５、３６

９、３８１、３８４、４５２、４７０、４７１、４７８、４８８

、４９２、４９６、５０１、５１３、５６４—５６５、５７９

、６０３、６６７—６６８、６７７、６７９、６８６；３４

，１１７、１４３、２７３、３３２；３９，４４６。

——第一卷德文第三版——３５，１３５、２３５、

２３８—２３９、３７６、３９３、４２８；３６，１５、

３５、４２、４５—４８、５１—５２、５４、５７、６３—

６５、６８、７８、９１、９７、１３８、４６７、６６７；

３８，２４１。

——第一卷德文第四版——３６，４６８；３７，

２６３、２６６、２８４、２９５、３０４、３１４、３１６、

４７４；３８，１６、５１、５０６。

——对第一卷的概述——３０，６３７—６３８；

３２，１４０—１４１、１４４、３１０、３１２—３１３、

３１５；３４，１３、１６、１３９、１７２、２３０—

２３１、２７２—２７３、３５８、４２３；３５，３４０—

３４１；３６，８、１１、４９—５０，５４、６４—

６９、８３—８４、８６、９７—９８、１０２—１０３、

１０６、１１０、１２２、１２６、３３８、４１１—４１３、

４４５、４９４、５１７—５１８、６１０—６１１、６８２；

３７，９；３９，７９—８０、４６８。

——第一卷德文各版的发行——３１，３６２、

３６４、３９５—３９６、４０７、５６６、５７２、５７４—

５７５；３２，３９、８６、８８、１４０—１４１、１４４—

１４５、５１８、５３３；３３，３８１；３５，１３４—

１３５、２３８、４２１；３６，５２５；３７，９。

——马克思谈《资本论》第二卷（即第二

册和第三册）——３１，２７５、２９１、３００、

３１８、３３１、３６１、５４５、５６２—５６３；３２，

６、１１—１２、６５—６７、７０—７５、８１、１９１、

５２６、５３９、５５１、５８３、５８６、６２９、６７２—

６７３、６８８；３３，２３０、３４２、５４９、５６０、

５６５、６３１、６８６；３４，１１６、１１８、１６９、

２８５、２８９、３３２—３３３、３４４—３４５、４２４；

３５，２３５、２３８。

——恩格斯谈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即

第二册和第三册）的必要性——３１，

３２８、３４１；３２，１６２。

——马克思谈《剩余价值理论》——３１，

１３５、２９１、５３６、５４４—５４５；３２，５４０—

５４１；３４，２８５。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二册（即第

二卷）——３１，３３１—３３２；３２，７０、８１、

８７、２９０、５２６；３４，２Ｏ１、２８９；３６，２８５。

——恩格斯谈马克思为写《资本论》第二

卷（即第二册和第三册）所作的摘录

——３６，３１、４７、９７、２８５、３１４、３１９；

３９，３９９。

——马克思关于《资本论》手稿的遗言

——３６，３、６、４２—４４、５７。

——恩格斯关于出版《资本论》手稿的合

同——３６，１３２、１３４。

——恩格斯准备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版——

３６，３、１５、２０、２８、３１、３５、４２、４６—

４７、５７、６３、９７、１３２、１３４、１４５—１４６、１

６４—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４、２０２、２０６、２

１４、２１８、２３５、２６４、２６９、２８２、２８４、２８７

—２８８、２９２—２９３、２９９、３１４、３１７、３２２、

３３６、３３８、３４４、３５６、３７５。

——恩格斯谈《资本论》第二卷的内容和

意义——３６，６３、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９、１６８、

２２２、３２２、３７５；３９，４１３—４１４。

——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序言

——３６，２０２、２２６、２２８、２３８、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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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４、３１７、３１９、３２２、３４６；３７，１８１、

３８０；３８，４７、６５、３１１。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第二

卷的评论——３６，１８、３７５、５５５。

——第二卷德文第二版——３８，３１１、５０６、

５０９、５３０；３９，８０、９２、２２８。

——第二卷俄文译本——３６，７１、１０１—

１０２、１０９、２８０、２９９、３１４、３１９、３２８、

３３８、３４６、４２８—４２９、４６１；３９，１８８。

——第二卷法文译本——３６，３８７；３９，６２、

９２。

——恩格斯准备出版《资本论》第三卷第

一版——３６，３、２０、３１、３５、９６—９７、

１３２、１３４、１６５、２６４、２６９、２８２、２８７—

２８８、２９２—２９３、２９９、３１０、３１４、３１９、

３２２、３２５、３３０、３３６、３３８、３４４、３７５—

３７６、３８６、３９１、４０２、４２１—４２２、４２８、

４３０、４３４、４４３、５２０、５５５—５５６、６０４；

３７，８、１１、２１、９４、１０９、１１２—１１３、

１１７、１２５、１２７、１４１—１４２、１７１、１９６、

２３６、２６６、２８４、２８８、２９５、３０４、３７４、

５２０；３８，４９、９１、１０４、１２０、１２３、１４３、

１５３、１９６、２３３、２４１、２４７、２８４、２８８、

３０８、３１９、３７３、４５４、４８５、４９１、４９５、

４９７、５０２、５０４、５０６—５０９、５２１、５２４、

５２９—５３０、５３８、５５４；３９，２３、３７、５０、

５２、５３、５６—５７、７１、９２、１６１、１７１，

１７９、１８３、１９０、１９２、１９６、２０３、２１５、

２２２、２２７、２３０、２３２、２３４、２４３—２４５、

２５８、３１７、３２０、３２９、３３１、４０６。

——恩格斯谈《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和

意义——３６，１８、３１、１７４、２４２、２８２、

２８５、２８８、２９３、２９９、３１０、３１４、３１９、

３２２、３２５、３３６、３４４、３７５、５５６；３７，

９４、１１７、２３６；３８，４５４、５０８—５０９；

３９，３７—３８、１６９、２４３—２４４、３５０—

３５１、４０４—４０６、４１４—４１５、４４１。

——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三卷写的序言

——３７，９４、２８３；３８，１５３、２４１、２７０；

３９，２６６、２８３、３１７、３２０、３５０、３９１、

４１３。

——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三卷的补充

——３９，４４１。

——第三卷英文译本——３７，２２４、２３７。

——第三卷俄文译本——３９，３７—３８、

１６１、１８８、２１４、２４３—２４４、２５３、３５５、

３９９。

——第三卷法文译本——３９，９２。

——恩格斯发表《资本论》第三卷的第二

十三章和第二十四章——３９，２４９—

２５０、２５６、３５０。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谈《资本论》第三

卷——３７，３８２；３９，２２８、３９２、４１１。

——恩格斯谈《资本论》的名目索引——

３６，２０３—２０４。

——恩格斯谈《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

——３６，３１、１１１、１１４、１３２、１３４、２０４、

２４４、２６４、２９９；３７，１３５—１３６、１４１、

２３６—２３７、２６６、３８０、５１６；３８，５５５；

３９，５７、３２８、３２９、４３１、４４２。

  并见方法（——马克思《资本论》中

的方法）。

资本输出——见资本。

资本有机构成——３０，２６６—２６９；３２，７２—

７３；３７，１０３；３９，４０７。

  并见农业，资本，大工业。

资本周转——２９，２５９、２８２—２８５；３１，３１８；

３２，７０—７２、８１—８３。

  并见资本。

资本主义国家的审判和诉讼程库——３３，

４４９—４５０、６３４；３６，５１７、５３９。

并见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３１，

４７０—４７１；３２，１２、５４２；３４，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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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４；３５，１４５—１４６；３７，４８５—４８６；

３８，５８、２４５—２４６；３９，１９９、４０５。

  并见竞争，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评述——２７，

４７８—４８８；２８，１３９、５０７—５０９；３１，

４１１、４６９—４７１；３２，３８０—３８２、６８４；

３４，４０—４１、３４５—３４９、３５８；３５，１５４—

１５５、１５９—１６０、１９１—１９３；３６，２６、

１５３、１６９—１７０、１９４—１９８、４１７；３７，

８７、３１９—３２０、４８４—４９０；３８，４６４—

４６８；３９，４０４—４０６、４０８—４１０。

  并见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银

行，失业，交易所，对外（世界）贸

易，国内市场，国家资本主义，货币，

资本，资本家，资本家阶级，大工业，

竞争，雇佣劳动，剩余价值，利润，经

济规律，经济危机。

资产阶级——２８，１３９、３８２—３８３；２９，３５８；

３１，４５６；３３，１６４、１６７、１８５、１９８；

３４，１２２；３５，２１５、２６０；３６，５２８—

５２９、５８２；３７，３９、１４４—１４６、２８９、

３９８；３８，５７；３９，１０３。

  并见资本家，资本家阶级。

资产阶级革命——２７，３７２；２９，８３—８４；

３２，３６１；３５，１５４；３６，２５２；３７，２６７；

３９，４９１。

  并见１７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１８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一般评述

——２７，１７５—１７６、１８９—１９０、２４６、

４８１—４８３；２８，５Ｏ７—５０９、５４６；２９，

１０１、１２６、２８６、３００、５３１、５５３—５５４；

３０，２７６—２７７、３５８、６２３—６２４；３１，

３３１、４７０—４７１；３２，１１３—１１４、３７７—

３７８、５２６；３４，４０—４１、６６、１１７、３４２—

３４４；３５，１８４、１９１—１９２；３６，１７６、

２００、６７５；３７，１０４—１０６；３８，４６—

４７、１９５；３９，９５。

——它的方法的某些特征——２７，４８１—

４８３；２９，２８６、５３４；３０，２６８、３５２；

３２，１１—１２、９７—９８、１７０、３６７、３７７—

３７８、５４２；３４，６６、１１７。

——它对阶级所下的定义——２８，５０８—

５０９；３４，３４３。

——关于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

点——２７，４８１—４８３；２８，５０７—５０９；

２９，２８６；３２，９１；３３，５４９；３４，４０—

４１；３８，１９５。

——对商品和商品价值的分析——２９，

３００—３０３、５３４、５５３；３０，２６８、２７６—

２７７、３５８；３１，３１１；３２，１１—１２、７１、

７４—７５、９７—９８、５４１；３３，５４９；３４，

６６；３６，１９６—１９７；３８，４６—４７。

——货币和货币流通的理论——２７，

１９２—１９４；２９，１０１、１２６、２８６、３０３—

３０４、３１６、３８７、５５３—５５４；３１，１５０—

１５１；３２，６６、２４５；３４，４０—４１；３５，

２５８；３７，２３６。

——利润和剩余价值的产生——２９，５３４；

３０，３５８；３１，３１８、３２８、３３１；３２，１１、

９７—９８、３８６；３４，４１；３６，１７６、１８０、

２２６。

——和一般平均利润率的形成——３０，

２６８；３２，７０—７３；３９，４０５。

——地租理论——２７，１７５—１８０、１８９—

１９０、２７７—２７８；２８，２７０；３０，２５１、

２６５、２６８—２６９、２７５—２７７、６２４；３１，

１８１；３２，１７０、３６７、３７７—３８１、３８３—

３８４、３８６—３８７、５２５；３４，３４３—３４４；

３５，１８４、１９１—１９２。

——对工资的观点——３２，９７—９８；３４，

４０；３６，１９６—１９７。

——和对社会范围的再生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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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２５２、３５８—３６３；３４，４１；３９，４１４。

——和资本积累——３０，２８２。

——和分工——２７，４７９—４８０；３０，２２６。

——和采用机器——２９，２８０—２８３；３０，

２８２。

——和人口增长——３１，４７０—４７１；３４，

１２２。

——和赋税——３０，３５２；３５，１９２。

——和经济范畴——２７，４８２；２９，３００。

——亚·斯密和大·李嘉图理论中的庸俗成分——

２７，１８９—１９０；２９，２８６、５３１、５３４；３Ｏ

，２６８—２６９、２７６—２７７、３５８、６２４；３２，７５

、９７—９８、５４１；３４，６６、４２３。

——大·李嘉图学派的破产——２７，２４６；

２９，５３４；３０，３５８；３２，２８３；３４，１１７；

３６，１３８、１７６、２１０、２４４。

——把大·李嘉图的理论利用于空想主义的目的

——２８，５０８—５０９；２９，３００—３０３、３０５—

３０６；３３，１４９；３６，１３８、１５０、１７０、１７６、

１９０—１９１、２１Ｏ、２２５。

——对西斯蒙第及其追随者的理论的批判——２８，

２６９—２７１；２９，１２６；３３，２４５。

——马克思的理论同他的前人的理论的根本区别

——２７，１７５—１８０、１８９—１９０、１９２—１９

３、２２０、２７７—２７８、４７３、４８１—４８３；２

８，５０７—５０９；２９，２５０、２９９—３０６、３８７、

４４５、５３１—５３２、５３４、５４６；３０，２５１—２５２、

２６８—２６９、２７６—２７７、２８２、３５８；３６４；

３１，３１４、３１７—３１８、３２８、３２９—３３１、３

７７、４２５；３２，１１—１２、７０—７５、９１；３６，

１７２、１７６、１９７—１９９、２３１、２８５、２８８、

２９３、３２２；３９，４１１。

  并见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资

本论》（卡·马克思著），马尔萨斯主

义，重农学派，自由贸易派。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见沙文主义。

资产阶级社会——见社会。

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它的阶级

性质和辩护性质——２７，５２８；２８，

５０８—５０９；２９，２８５、３０５；３１，３１６、

３１８、４６９—４７０；３２，２８５、５４０—５４２；

３５，１６３、１９１—１９３、３９７、４１６；３６，

１９７—２００、４１７；３７，８、１０４、３５０—

３５１；３９，９５。

——它的方法的某些特征——３０，６００、

６２４—６２５；３１，３１６、３１８；３２，７５、９０—

９１、１１３—１１５、１３０—１３１、１７６、３６７、

３７７—３８２、５２５—５２６、５４０—５４２；３３，

６—７，１０５、５６１、５２８；３４，３９—４０、

６６、１１７、１９３；３５，７６、１９１—１９３；３６，

１７—１８、１９７—２００、２０９—２１０、３７５；

３７，９４、１０６、４９１；３９，３９２、４０８。

——宣扬阶级利益的“和谐”——２８，２７０、５０８—

５０９；２９，２５０、３０５；３２，１１３—１１４、２５６

、３８５—３８６；３６，４８２；３７，３５１。

——价值理论——２９，３００—３０３；３０，３５８；

３１，３１１、３１６—３１８、５７４—５７５；３２，

８、１１—１２、１１３—１１５、１８９、５４０—５４２、

６６８—６６９；３３，６；３４，６１、６３、６６、

４２３；３５，１１８；３６，１９６—１９７；３７，８、

１０４、３８２；３９，３５０、４１１。

——利润起源的理论——２９，２８５—２８６；

３１，３１６—３１８；３２，７２—７５；３３，６；

３５，１９１；３６，１７—１８、１９７—１９８、２２６。

——对资本的解释——２９，２１８、２８５、３６９；

３１，１５０—１５１、３２６、４６９—４７１；３２，

４０、７５、２８５；３３，６；３６，２４２—２４３；

３９，４０５—４０６。

——工资理论——３１，３１６—３１８；３２，６６、

７５；３４，６３、１２１—１２２、１４３；３６，１９７—

１９８。

——地租理论——３０，６２４；３２，４４、７５、１６９—

１７０、３６７、３７７—３８１、３８３—３８７、６２９—６

３０；３４，４３９；３５，１９１—１９３；３６，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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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和货币流通理论——２７，１９２—１９４；２９，１

０１、１２６、１３５，３０３—３０４、３１６、３７１、５

５３—５５４；３０，２４５、２９１—２９２；３２，６６

、９１—９２、２４５、３８５；３３，１４９；３４，４０、

８１、３４９、４１３；３５，３２、２５８、２７８—２７９、

３１１—３１４；３６，４２９；３８，１６、２４６、４５

５；３９，５３、１６９、１７２、２２６、２４０。

——和银行——２９，１３３—１３４；３１，１５０—

１５１；３２，４０、５８—５９、１５５、１８９；３３，

１０４；３４，３４９—３５０。

——和交易所——２８，６３２；３２，５８—５９；

３４，３４９。

——和经济危机——２７，３５３、３８０；２９，１３５、２１

６—２１９、３４２、６３３；３５，１５０；３７，４８５。

——和经济规律——３１，４６９—４７１；３２，

１８９、５４１—５４２；３７，４６０—４６３、４８４—

４８５、４９０—４９１；３９，４０８。

——庸俗经济学家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

经济学的态度——２７，１７５—１７６；２８，

２６９—２７０、５０８—５０９；３０，６２４—６２５；

３１，４６９—４７０；３２，１１、１１４—１１５、２８３、

３７８—３８１、５２５—５２６；３４，１９３；３５，

１９１—１９３；３６，２００、２２６、２８２、４１７；

３７，１０４、１０６；３８，４６。

——大·李嘉图学派的解体——２７，２４６；

２９，５３４；３０，３５８；３２，２８３；３４，１１７；

３６，１３８、１７６、２１０、２４４。

——亚·斯密和大·李嘉图理论中的庸俗成分

——２７，１８９—１９０；２９，２８６、５３１、５３４；

３０，２６８—２６９、２７６—２７７、３５８、６２４；３２，

７５、９７—９８、５４１；３４，６６、４２３。

——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２９，

３６９、４９４、５９８—５９９、６０４；３０，１６１、

５５１、５６３、６３８；３１，５３６。

——和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２９，

５６８；３１，３１３—３１４、３１９、３２２、３２６、

３２９—３３０、３７８、３８７、４２５、５６４、５６８—

５６９、５７４—５７５；３２，８—１２、１２７—１２８、

１３０—１３１、５２０、５２５—５２６、５３９、５７７、

６６８—６６９；３３，６、３８１、５６１、５２８；３４，

８１—８２、１９２—１９３、４２３—４２４；３５，

７６—７７、１４４—１４５、１５２、１６３、２３９、

２５３；３６，１７—１８、１２１、１９７—２００、

２０３—２０４、６０４、６１５；３７，８—９、９４、

１０４、３５０—３５１、３８２；３８，７８；３９，１６１、

３５５。

——和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３６，

１８、６３、２２６、２８２、３２２、３４６、３７５、

５５５—５５６；３７，９。

——和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３６，

２４４、２８８、２９２—２９３、３２２；３７，９４、

１１７、３８２；３９，３９２、４１１—４１３。

——和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３２，

５４０；３６，２４４。

  并见讲坛社会主义，马尔萨斯主义，

自由贸易。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见资产阶级庸

俗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

济学，马尔萨斯主义，重商主义，重

农学派，自由贸易派。

自动机

——钟表是最早的自动机——３０，３１９。

——自动机器——３１，３０２。

自然发生——３１，２２７、３７４。

自然界

——自然界中的历史发展——２９，５０３。

——和人类社会的历史——３９，６３—６４。

——和社会——３９，９５。

自然经济——３８，３０５、３６５—３６６；３９，１４７。

自然科学——２９，２８４；３０，５７４—５７５；３１，

２８—２９、２００、５３４；３２，３６７、５３４—

５３５；３４，１９—２０、２８４、２９０；３５，１２１、

２４９、３９９；３６，１３９、３５５、６０７；３８，

１２７；３９，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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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哲学——２９，３２４—３２５；３０，４１５；

３１，４７１—４７２；３３，８２—８６、１２６—１２７；

３４，１１、２５７；３７，１０６；３８，１００。

——和辩证法——２９，３２４—３２５；３１，３０９、

３１２、４７１—４７２；３３，８２—８６、１２６—

１２７；３５，１１４—１１５。

——自然科学中量转化为质的规律——

２９，３２５；３１，３０９、３１２。

——和科学社会主义——３４，１４４、１６１—

１６４、３１１、３１５。

  并见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

数学。

自然神论——３０，３３３；３７，４８９。

自然选择——２９，５０３；３４，１６１。

自然哲学——２９，５２９、５４０；３１，２６０、２６２；

３４，１２。

自由（政治的）——２７，３３５；３４，１２３—１２４。

自由党（英国）——３１，２１３；３２，１９４；３４，

２２７、２９７—２９８；３５，１４１—１４２、１６５、

１７６—１７７、３５３；３６，６０、３２８、３４２、

３４５、３７２、３８９—３９０、４７８、６３７—６３８；

３７，２９—３０、２８９—２９０、３４５；３８，１７６、

３８２—３８４、３８６—３８７、３９０—３９２、３９５、

３９９—４００、４４３；３９，４２—４３、２０６、２１３、

２１６—２１７、２３６。

  并见辉格党。

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派——马克思和恩格

斯在４０年代的演说——２７，４６１；３８，

１６。

——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２７，

２６７；２８，２１１—２１２、２７０—２７１；３６，

２００；３８，３６４。

——“曼彻斯特学派”或“曼彻斯特

派”——２７，２７９；２８，２７９；３５，３１６；

３６，２００、３８９、４１７、４３６。

——英国“新曼彻斯特派”——３６，３８９、

４３６。

——英国废除“谷物法”——２７，１７６、５２８、

５３９、５８１；２８，３２—３３、３９、５０７、６２１—

６２４；２９，１１６、２１７；３１，４０５。

——和英国的工业垄断——３８，３６３—

３６４、４４０；３９，３９。

——和美国对植棉业的垄断——２９，３０７。

——和在国外销售市场上的竞争——２７，

５２８—５２９；２８，２１１、２２２、６２３—６２４；

２９，３０７；３０，２２４；３１，４０５—４０６；３５，

３１６—３１７；３６，２７５；３７，４１；３８，２９４、

３６４。

——和同殖民地的贸易——２７，２６７；２８，

２７Ｏ—２７１、５０２—５０３、５１７—５１８、６２４；

３０，２２４；３１，４０５—４０６；３８，３６４。

——和工人阶级的状况——２７，２０１、

５３９—５４０；２８，６２２—６２３；３８，５６—

５７、２９４—２９５、４４０。

  并见对外（世界）贸易，保护关税、保

护关税派。

“自由人”（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小组）——

２７，１４、２０、４２９—４３０、４３４—４３７；２８，

３５７；３７，２８５—２８６。

“自在之物”——３２，１８２、２１３；３３，１２６；

３４，２Ｏ。

宗教——２７，４１９、４２２、４２６；３０，３８０—

３８１、４０７—４０８；３１，４８９、４９３；３２，

２６７、３５２、４６３、５３０；３６，１８７、４４４；

３８，２７；３９，３７４、４６２。

——宗教的本质——２７，４２４、４３６。

——作为上层建筑——３７，２８３、４３２、４６１、

４８９、４９０；３９，９４—９６、１９９。

——和国家——２７，４２３、４２９、４３１、４３６、

４４２—４４３。

——和政党——２７，１１３；３３，２６７。

——和艺术——２７，４２１、４２３—４２７、４２９。

——和宗派——３２，５５７。

——宗教传统——３６，５２２、５６７、６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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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观念在各阶级中的传播——２７，

４５０。

——宗教消失的条件——２７，４３６。

——宗教的历史——２７，６３—６７；２８，

２４９—２５０；３０，４Ｏ７、６６２；３５，１２１、

３１１；３８，１０９。

——自然宗教——２７，３７—３８、６３—６７。

——动物崇拜——２７，６３、４２２；３５，１２１。

——宗教在东方历史中的作用——２７，

６５；２８，２５５、２６０—２６４。

——在英国——３０，３３５、３３８；３１，５９０；

３２，１９５、５３０；３３，１１０—１１１；３６，３１１、

５２２；３９，２７０。

——在德国——３９，４６２。

——在爱尔兰——３２，１９６、５３０。

——在俄国——３５，２７２—２７３。

——在塞尔维亚——３５，２７３。

——在美国——３６，５２２、５６７、６６８；３８，

２４６；３９，３６６。

——新教是资产阶级的宗教——３７，

４８１—４８２。

——摩门圣经——３０，６４７。

——和青年黑格尔派——２７，１１—１４。

——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２７，２３、

３７—３８、６３—６７、４２４。

  并见再洗礼派，无神论，圣经，上帝、

神，自然神论，耶稣会教徒，印度教，

犹太教，加尔文教，天主教，一神教，

伊斯兰教，新教，唯理论，宗教改革，

降神术，神学，基督教，教会。

宗教裁判——３６，６１４。

宗教改革——２９，２５、８５、５８４；３５，１５７；

３７，２６７、４６１；３８，２６０；３９，４６２。

宗派主义（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中）——３２，１４７、１５４、１５８、５５７—

５５８、６０９、６５８、６６１；３３，２４１—２４２、

２５３、２６３、３３２—３３３、３８３、３９６、５９２—

５９３；３４，３０３、４５１；３５，４１０；３６，５７６—

５７７、５８４—５８５、６４７、６６２、６７１；３８，

９３—９４、１０６、４１９；３９，２７７、２９３。

  并见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巴

枯宁主义、巴枯宁主义者，布朗基主

义、布朗基主义者，拉萨尔主义、拉

萨尔分子。

租地农场主——２９，５６；３０，２６９、６２４；３１，

３８１、４０４—４０５；３２，１７０、３８３—３８４、

３８６—３８７、４００、４４６、４６１—４６２、４６６—

４６７、６５５；３３，２４４—２４５；３４，３４８、

４３９；３５，１５０、２５３；３７，８７；３８，３６６。

  并见租佃，农业。

租佃

——租金和地租——２７，１７５—１７６；３０，

６２４；３２，３８６；３７，４１４—４１５。

——佃农——３２，３６２；３６，１９５。

——大租地农场主——３３，２４４—２４５；３６，

１９５、４１６；３７，４１４；３８，３６６；３９，２８６。

——对小佃农的剥削和把他们逐出土地

——３１，３８１；３２，１６９—１７０、４４６、４６２；

３３，２４４—２４５；３５，３０９、３３５。

——在英国和爱尔兰——３１，３８１；３２，

１６９—１７０、４４６、４６２、４６６、６５５；３４，

４４７；３５，３０８—３０９、３３４—３３６；３７，

４１４—４１５。

——在德国——３５，１２４；３６，２３１、２５３—

２５４、２５８、２６１、３８０、４１６；３７，４４４。

——在意大利——３３，２４４—２４５。

——在俄国——３８，３６７。

——在美国——３２，３８６—３８７。

——在法国——３７，１２４—１２５；３９，２８６。

——伦敦的房产租赁——３７，６８。

——蒲鲁东理论中的土地租佃——２７，

３１９—３２０、３２９—３３１。

——和农业工人的合作社——３６，２５４、

２５８—２５９、２６１、３８０、４１６；３７，４４４。

６９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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