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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如何理解共产主义不是“人类发展的终点”?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译文辨析

许兴亚

  内容提要 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初完成了从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向

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各种不同的共产主

义运动,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不是对于私有财产的“消极”的扬弃或批

判,而是对于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即要用“共同的”或“公有的”财产来取

代以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为特征的私有财产,而不是要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取

代它。共产主义作为“完成的共产主义”,它与早期的、粗陋的“共产主义”的区

别,不在于是否要用公有财产来取代私有财产,而在于其他方面。共产主义作

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

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也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它并不

以此为限。马克思并没有说“共产主义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不是人类社会的

形式。”对此必须加以仔细的辨析。

  关键词 共产主义 公有财产 人类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初完成了从激进的革命民

主主义向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世界观向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转变,开始了

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全面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工作。其中

在他于1844年4~10月间所写下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
稿》)的“第Ⅲ手稿”第2节即专门论述“共产主义”的这一节中①,第一次比较

系统地写下了他自己对于“共产主义”问题的比较全面的见解,从而为马克思

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学说,奠定了基础。

  然而,对于《手稿》中的这些对“共产主义”的问题论述,自从1932年《手
稿》被发现和发表以来,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的研究者中间就产生了一系列的争

论。其中一种最为突出的错误做法,就是把所谓的“青年马克思”与“成熟时期

的马克思”对立起来,把青年时代的马克思描述为一个单纯的人道主义和人本

主义者,用“青年马克思”来反对“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并且用以反对“青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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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以后的全部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另一方面,即使在马克思主义队伍

中,也存在着因对《手稿》中某些译文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的歧义。

  例如,早在1932年,马克思的这一手稿的最早的出版者兰特舒特(S.
landshut)和迈耶尔(J.P.Mayer)在他们所编的《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

义。早期著作》一书中就写道:《手稿》的主要优点是,他把社会的社会主义改

造不是解释为用“剥夺剥夺者”方法对生产资料进行“粗暴的”剥夺,而是解释

为“人的本来目的的实现”①。兰特舒特和迈耶尔的意见不能被认为是毫无道

理的。然而给人们所造成的印象却是把对“私有财产”的社会主义改造与“人
的本来目的的实现”对立了起来。而在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在他对于“完成

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解释中,两者是完全一致的。不论作为“完成的共产主义”
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还具有其他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或规定,
但在“消灭先前的财产形式、并用公共的财产来代替它”这一点上,却是一切形

式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共同点。

  1969年,R.C.图克(R.C.Tucker,1969)在其《马克思的革命思想》中则

断言: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新的经济制度,而是意味着经济在

这样一种社会中的终结,在这种社会中从劳动解放了的人将在生活过程中实

现自己的创造性”,而“历史后的人甚至最终将把共产主义抛在后面”②。如果

说兰特舒特和迈耶尔还是从维护马克思《手稿》的本意的立场出发,对《手稿》
做出自己的解释的话,那么图克则就把认识引导到了一种完全背离甚至“抛
弃”共产主义的轨道上去了。而在实际上,马克思所说的乃是:共产主义运动

不能停留在“财产公有”的形态和原则上,而是还应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

  另一方面,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即使在马克思主义队伍中,也存在着因对

《手稿》中某些译文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的歧义。

  例如,阿·伊·马雷什(А.И.Малыш,1966)在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形成》一书中则认为:“在《手稿》中还没有从经济学方面全面论证共产主

义的必然胜利,没有揭示工人阶级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而肩负的历史使

命,……整个说来在这一著作中更多地和非常突出地强调的是共产主义摆脱

异化劳动苦境的惟一出路和克服相互的社会异化的根本手段方面的积极意

义,而不是强调对共产主义即对作为整个人类由于经济规律和阶级斗争的客

观作用而迟早要走的必由之路的认识。”③应当说,作者的这两个观点,也都陷

①

②

③

S.兰特舒特、J.P.迈耶尔编. 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作. 第1卷. 莱比锡:
1932,Ⅻ.转引自[苏]泰·伊·奥伊则尔曼著.刘丕坤译.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
解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8.

R.C.图克.马克思的革命思想.纽约:1969,217、221.转引自[苏]泰·伊·奥伊则尔曼著.
刘丕坤译.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解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78~79.

阿·伊·马雷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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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一定的误区。事实上,马克思早在《手稿》写作以前,在他发表于《德法年

鉴》上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早已明确地“诉诸无产阶级”(列宁语),
并且指出:“在法国和英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统治;在德国,
问题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还指出:“德国解放的实际可

能性”就在于无产阶级的形成,而“德国无产阶级只是通过工业运动才开始形

成”,“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

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经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

上的原则提升为社会的原则”,“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

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①等等。此外,即使在《手稿》中马克思也反复

指出,对于他这里所说的第三种形式的共产主义运动,即作为“完成的共产主

义”运动来说,“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

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能思维的意识说来,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

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所以,“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

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②可见,作
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还是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的。

  再如,在泰·伊·奥伊则尔曼著、刘丕坤译《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及其解释》(Т.И.Ойзерман,1976)一书中虽然也指出:“实际上,

1844年手稿令人信服地证明,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不是世界史的终极目标,
而是人类继续向前发展的基础”,“换句话说,马克思反对把共产主义的任务仅

仅局限于废除私有财产。废除私有财产当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
等等。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于马克思《手稿》这一部分最后一句话的解释,
却认为“马克思这里显然指的是他在手稿中与之论战的对手的狭隘的(空想

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的观点。”③这显然也是一种误解,并且与作者自己

的认识显然也是存有一定矛盾的。

  在中国,最近20多年来,有人以资产阶级自由化歪曲改革的方针政策,试
图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特别是《手稿》中言论和倾向也时有出现。有鉴于此,
本文试对这一节开头部分和结尾部分的两段译文,进行一点初步的辨析。

  《手稿》的这一部分,是紧接着上一节“国民经济学中反映的私有财产的本

质”展开的。在本节的开头,马克思首先指出:“但是,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

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2卷.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20~

121.
泰·伊·奥伊则尔曼.刘丕坤译.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解释[M].北

京:人民出版社,1981,78~79.该书在苏联国内没有出版,据说仅在1975年时出版过一个芬兰文本。
中文本根据日本青木书店1976年11月出版的由服部文男和大谷孝雄翻译的《マルケスの「经济学·
哲学手稿」》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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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

对立。……但是,作为财产之排除的劳动,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和作为劳

动之排除的资本,即客体化的劳动,———这就是发展到矛盾状态的,因而也是

有力地促使这种矛盾状态得到解决的私有财产。”然后分别列举了蒲鲁东、傅
里叶和圣西门的社会主义主张的实质,指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

的是一条道路。最初,对私有财产只是从它的客体方面来考察,———但劳动仍

然被看成它的本质。因此,它的存在形式就是‘本身’应被消灭的资本(蒲鲁

东)。或者,劳动的特殊方式,即划一的、分散的因而是不自由的劳动,被理解

为私有财产的有害性的和它同人相异化的存在的根源”,如此等等。然后才指

出:“最后,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①。

  本文准备讨论的第一个地方,是在这个开头部分包括着“最后,共产主义

是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的这段话,即:

一、如何理解“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

  这里的问题有三个:
  1.什么是“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 为什么说“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

财产的积极表现”?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中这句话是:

  “最后,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开始时它作为普遍的私有

财产出现。”

  为了更加有利于对这一问题以及下一问题的讨论,这里我们首先马克思

这段话的德文原文,以及俄、英、日等几种不同的译文,列举如下:

  在柏林狄茨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中,这两

句话的德文原文是:

  “DerKommunismusendlichistderpositiveAusdruckdesaufgehobnen
Privateigentums,zunächstdasallgemeinePrivateigentum.”②。
  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74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42
卷中,这段话的译文是:

  “И,наконец,коммунизместь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евыражениеупразднения
частной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напервыхпорахонвыступаеткаквсеобщаячастная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2卷.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7~
137.

KARLMARX、FRIEDRICH ENGLS WERKE[M].BAND40.DIETZVERLAGBELIN:
1985,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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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①

  莫斯科前进出版社197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3卷中,
这段话的译文为:

  “Finally,communismisthepositiveexpressionofannulledprivate
property-atfirstasuniversalprivateproperty.”②

  在大月书店197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991年第22
次印刷)中,后半句话的译文则是:

  “最後に共産主義は廃止された私的所有の肯定的な表现であり、さしあ
たりぱ普遍的な私的所有である。”③

  就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来说,德文版中的“positiveAusdruck”就是俄文版

中的“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евыражение”、英文版中的“positiveexpression”和汉语

“积极表现”的意思,这在翻译上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只有在日文版中才被

译作“廃止された私的所有の肯定的な表现”,而这已经有点意译的意思了。

  之所以把“共产主义”称作是“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则显然是相对

于“扬弃私有财产的消极表现”而言的。这就是说:共产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时

代的、以“资本”和“劳动”形式出现的“私有财产”,不是单纯地去进行“批判”和
“消灭”,而是还用某种新的东西去取代它。这样,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划清了

“共产主义”与那些单纯地“否定”私有财产(例如蒲鲁东等人的所谓“财产就是

盗窃”等)、单纯地要求“砸烂旧世界”式的、破坏性的“扬弃私有财产的消极表

现”的界限,从而肯定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而对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

和前进的“积极”意义。

  这里所指的“共产主义”,我认为是包括了到那时为止马克思所接触到的

各种“共产主义”的运动和学说在内的,因而是既包括了“粗陋的共产主义”、也
包括了“政治的或废除国家的共产主义”,还包括了作为“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

扬弃”的“共产主义”等在内的。马克思对于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的批判,是在后面、在“共产主义”这个大的范围和框架内来进行的。而

在这里,从一开始,马克思首先是从“积极”的意义上把它们与先前的各种否定

私有财产的运动和学说区别开来。

  这也就是说,“共产主义”运动,无论它是“空想的”还是“科学的”,与以前

的一切反对私有财产的运动的共同的区别就在于:它不单要破坏旧世界,而且

更要善于建立新世界。而在“共产主义”与“反对共产主义”的各种学说和运动

①

②

③

К.МАРКСИФ.ЭНГЕЛЬС,СОЧЕНЕНИЯ,ТОМ42.ИЗДАТЕЛЬСМВОПОЛИМИЧЕСКОЙ
ЛИМЕРАМУРЫ[M].Москва:1974,114.

KARLMARX、FREDERICK ENGELS.COLLECTED WORKS[M].Volume3.PROGERESS
PUBLISCHERS:294.

大内兵衞、細川嘉六監訳.マルケス=エンゲルス全集[M].第40巻.青木书店:197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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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立和斗争中,马克思首先是坚定地站在了“共产主义”一边。由此也可以

明确地看出:马克思已经完成了从对“共产主义”抱有一定程度“怀疑”的“怀疑

论者”和“批判者”①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2.问题之二是:共产主义用什么来“扬弃”或“取代”私有财产? 是用“普
遍的私有财产”来取代它,还是用“共同的私有财产”来取代它?

  这里的关键是对于“allgemeine”一词的翻译问题。因为上面句子的德文

原文中的“allgemeine”这个词,与俄文版中的“всеобщая”和英文版中的“uni-
versal”一样,在译作汉语时,都是既可以译作“普遍的”或“一般的”,也可以译

作“共同的”、“公共的”、“共有的”、“公有的”的等。译作“普遍的”,虽然单从词

意上来看也是正确的,但其“思辨”的和“哲学”的意味过浓,因而成了令普通读

者感到不知所云、不知为何物的东西了。而在实际上,一切“共产主义”的共同

的特点或特征之一就是必须主张“财产的公有”或“共有”。也就是首先(德文

zunöchst)必须把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已经充分发展了的“私有财产”变为“公共

的”或者“公有的”。否则也就算不上任何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也正如马克

思和恩格斯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

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

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

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

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②至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
与“空想共产主义”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要建立“公有制”,而在于建立的条件

(包括所依靠的力量和阶级)、途径和方式。而将“allgemeine”一词译作“共同

的”、“公共的”或“共有的”、“公有的”,则就更加具有实践的意义,并且也将更

加易于普通读者的理解。这个词在

  3.问题之三是:如何翻译这句话中的“zunächst”这个词? 是“开始时”,还
是“首先”?

  我认为,在明确了以上所说的内容以后,这一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就是

说:共产主义无论作为一种“运动”还是“学说”,都既不是“开始时作为普遍的

①

②

“《莱茵报》甚至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性,因此,更不会期望在实
际上去实现它,甚至根本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将对这种思想进行认真的批
判。”———马克思.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卷.第2版.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29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6.这
里的“所有制”一词即为德文中的“Eigentum”、英文的“property”、俄文的“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和日文中的汉
字“所有”。在中国,有时也把它译作“财产”和“所有权”。但我认为,译作“所有制”和“所有权”的弊端,
是容易使人们错误地将其混同为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那种属于上层建筑方面的“制度”和“权
利”,亦即英文的“institution”和“propertyrights”。参见拙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繁荣与发展我国
理论经济学[J].当代经济研究,2004(9).并见拙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经济问题探索[M].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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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财产出现”,也不是只有在这个运动的“开始阶段”、亦即只有在它还是一

种“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时候才要求用“共同的私有财产”来取代“私有财产”。
所以,这里的这个“zunächst”,与俄文版中的“напервыхпорах”、英文版中的

“atfirst”,以及日文版中的“さしあたり”一样,都应当译作“首先”,而不是“开
始时”。

  这样,这句话应译作:

  “最后,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首先把它表现为共有的私

有财产。”

  其中,俄文版中的“частная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就是“私有财产”;“всеобщая”也
就是“共有的”和“共有性”、或者“公共的”和“公共性”的意思。只是在这里也

把德文原文中的“zunächst”译作“напервыхпорах”,也就是汉语的“开始时”
了。这说明,《全集》中文版中“开始时”一词的译法,与“参考了俄文版”这种情

况或许是有一定关系的。而英文版的“universal”,同样也就是“普遍的”或“全
面的”、“普及的”,甚至是“人类全体的”和“全世界的”的意思。而“atfirst”则
同样既可以译作“开始时”、也可以译作“首先”。至于日文版中的“私的所有”
就是汉语“私有财产”的意思,而“さしあたり”则只能译作“目前”和“暂且”的
意思了。至于其中的“普遍的”一词,则与汉语中用法大体相同。所以,在这

里,日文版对于解决这一问题的参考价值不大。

  与这句话紧接着的是下一个问题,即:

二、能否说“共产主义是从私有财产

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

  这段话在中文版中的译文是:

  “共产主义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系,因而共产主义

……”。

  这里的关键仍然是其中的“普遍性”这个词的译法。因为这里所讲的并非

仅仅是第“(1)”种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即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粗陋的”、“毫无

思想的”、以巴贝夫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而是包括了各种不同的“共产主义”
在内的。而在这里,尤其是在第二句话中,不加限定地把“共产主义”说成“是
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系”,这就难免给人造成一种不必要的误

解,好像在马克思看来,整个“共产主义”都只不过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

看私有财产关系”。

  在柏林狄茨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中,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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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emerdiesVerhältnisinseinerAllgemeinheitfaβt,ister”①。

  其中的“Indem”,是“在……的时候”或者“以……方式”的意思。“dies
Verhältnis”,从字面上看是“这种关系”或“这种情况”。但究竟是指哪种“关
系”或“情况”呢? 则就值得进一步推敲了。《全集》中文版显然是将其译作了

“私有财产”,所以才有了“共产主义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

系”这种说法。而笔者在开始时也是倾向于赞成将其理解为“私有财产”的。
只是认为这里的“Allgemeinheit”似乎同样不应译作“普遍性”、而应译作“共
有性”。这样一来,这个后半句的意思就是:

  “这时,它对私有财产是从它的共有性上来把握的,因而它”。

  然而从上下文来看,似乎还可以做出另外的理解,即:这里的这个“dies
Verhältnis”指的并非“私有财产”,而是一切“共产主义”都“首先”要做的“把私

有财产变为共同的私有财产”这件事。这样,“这件事”,或这一“共同特点”,就
成了一切“共产主义”的“共同性”或“一般性”(德文“Allgemeinheit”)了。因

此,这句话也就有了另外一种译法,即:

  “这时,就它‘用共同的私有财产来对私有财产进行扬弃’这种情况的一般

性上来看,那么它”(又有以下几种情况或规定)。

  这样,整个这一句半话就可翻译为:

  “最后,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它首先表现为共有的私有

财产。这时,就它这种做法的一般性来看,它……”。

  在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74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

42卷中,这段话的译文是:

  “Беря отношение част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в его всеобщности,

коммунизм”②

  其中的“частная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就是“私有财产”;而“всеобщности”同样

也就是“共有性”、“公共性”、“公有性”或“一般性”的意思。这句话译成汉语则

是:

  “在这里,对私有财产是从它的共有性上来把握的,因而共产主义……”。

  而不是“共产主义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系,因而共产主

义”。

  在这里,我认为俄译文与中译文虽大致相同,同样也不是指各种不同的

“共产主义”的“一般性”、而是“私有财产”的“共同性”或“普遍性”,但俄译文仍

略胜一筹。

①

②

KARLMARX、FRIEDRICH ENGLS WERKE[M].BAND40.DIETZVERLAGBELIN:
1985,534.

К.МАРКСИФ.ЭНГЕЛЬС,СОЧЕНЕНИЯ,ТОМ42.ИЗДАТЕЛЬСМВОПОЛИМИЧЕСКОЙ
ЛИМЕРАМУРЫ[M].Москва:197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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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斯科前进出版社197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3卷中,
这段话的译文为:

  “Byembracingthisrelationasawhole,communismis”①

  有意思的是,这句话译成汉语则是:

  “把这种情况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共产主义则是”。

  英文版的这种译法,与我们上面在分析德文原文时提出的另一种译法相

接近。只是,把德文的“inseinerAllgemeinheit”译作英文的“asawhole”,则
就显得有些过分大胆或粗糙了。而在实际上,与德文“Allgemeinheit”相对应

的英文应是“generality”或“commonquality”,而不是“asawhole”。

  在日文版中,这个地方的译法是:

  “それぱこの私的所有のあり方をその普遍性においてとらえるのであ
るから、それぱ”。②

  笔者不黯日语。仅根据其中几个汉字词的意思来猜测,大抵也是“对于私

有财产是把它从它的普遍性来把握”的意思吧。乞与会的日本同志教正。

  本文所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手稿》中本节结束部分的一段话,即:

三、应当如何理解“共产主义”不是“人类发展的终点”?

  在《手稿》的这一节中,从第3个自然段开始,马克思接下来从5个方面依

次考察了以下的内容,即:

  (1)共产主义的“最初的形式”,即“对私有财产的最初的积极的扬弃,即粗

陋的共产主义”③。

  (2)从政治上(包括废除国家的)来看的“共产主义”,但“同时是尚未完成

的,并且仍然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

  (3)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亦即作为

“完成的共产主义”。

  (4)共产主义为什么一定可以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找到必要的根据和材

料,以及怎样找到这些根据等。

  (5)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人的创造性活动和人的全面发展等。④

  正是在这5个部分的最后一段的结尾,马克思写道:

  “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

①

②
③
④

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COLLECTED WORKS [M ].Volume
3.PROGERESSPUBLISCHERS:294.

大内兵衞、細川嘉六監訳.マルケス=エンゲルス全集[M].第40巻.青木书店:1975,45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2卷.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79.
同上书,11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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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 。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

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

类社会的形式。”

  这里值得讨论的是这段话的最后两句,即:

  “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

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

  正是从这里出发,在我国学术界有人得出并引申了“共产主义……不是人

类发展的目标,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这样否定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目标的结

论。然而只要仔细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建立在对于马克思这句话

的误译和误读的基础之上的。具体说来:

  1.在柏林狄茨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中,这
两句话的德文原文是:

  “DerKommunismusistdienotwendigeGestaltundenergischePrinzip
dernächstenZukunft,aberderKommunismusistnichtalssolcherdasZiel
der menschlichen Entwicklung - die Gestalt der menschlichen
Gesellschaft.”①

  从中可以看出:

  第一,这本来是一句话,而不是两句话。而中文版在“原则”后面使用了句

号(“。”),这就使前后紧密联系的一个句子变成了两个句子。这虽然仅是一个

标点符号之差,却成为造成本句理解上的困难的原因之一。

  第二,其中的两处“Gestalt”,均应为“形态”而不是“形式”(德文Form)。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范畴或术语,两者在意义上并非完全相同。前者是从

“相对静止”的意义上来对事物进行描述的。后者则有从“形式和内容的相互

关系的辩证法”的角度来考察的不同“形式”之分,即在一定意义上“内容和形

式”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一定意义上,“形式本身”也可以构成“形式自身的

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形式”也就是“内容”和“本质”。但在汉语的日常生

活中和在“形式逻辑”中,“形式”就是“形式”,是不包含“内容”方面的规定的。
而德语“Gestalt”一词所表示的却是由事物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组成的存在

状态,即汉语中的“形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汉语中,“形式”和“形态”
是不应混淆的。

  第三,第二个分句中的副词“als”译成汉语时,在更多的场合应是“作为

……”。若在普通的场合,与下文的“solcher”连用,合在一起译作“这样的”,
我认为也是无可厚非的,而且可以使句子显得更加精炼。但在这里,因为涉及

① KARLMARX、FRIEDRICH ENGLS WERKE[M].BAND40.DIETZVERLAGBELIN:
1985,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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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经典著作,而且由于这句话本身在我国已经引起了较为重大的误解,所以我

认为在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把这个意思也能适当地表达出来,似乎就

不是可有可无的了。尤其是:

  其中紧接着的“solcher”一词是指示代词“这样的”。但在这里是与上文

的“als”合起来构成一个词组,所起的就不是“定语”而是“状语”的作用了。而

其中的“nicht”所否定的也并不是前面的“ist”(即汉语中的“是”),而是后面的

“alssolcher”。所以,这个分句的前半段即“aberderKommunismusistnicht
alssolcher”直译似应为:

  “但是共产主义并不是作为这样的共产主义而成为……”,或者:

  “但是共产主义并不是作为这样的形态和原则而成为……”,

  而不是“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不是人类的社会形态”的意思。

  第三,也是在这个分句中,“Ziel”一词在汉语中虽然即可以译作“目标”、
也可以译作“终点”,但在这里,其后面的定语却并不是只有一个单纯的“der
menschlichenEntwicklung”,而是“dermenschlichenEntwicklung-dieGestalt
dermenschlichenGesellschaft”。而且其中的“-”在这里所起的作用也并非

单纯的语气上的停顿或转折,而是具有类似于汉语中的“和”、“与”、“以及”,以
及英文中的“and”和德文中的“und”这样的实际的意义。

  这样,这里的这个“dieGestaltdermenschlichenGesellschaft”(“人类社

会形态”或“人类的社会形态”)就不是与前面“nicht”一起组成另外一个单独

的分句,而是与“dermenschlichenEntwicklung”一起组成“Ziel”的一个比较

复杂的复合定语。这样一来“Ziel”一词译作“目标”就不如译作“终点”更加贴

切了。而更为重要的是:这在理论上却体现出极为重大的差别。

  所以,我认为,这句话应译作:

  “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然而共产主义作为这

样的形态和原则,并不是人类发展的、亦即人类社会形态的终点。”

  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共产主义的角度看,这里面实际上

已经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科学思想。联

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以及《哥达纲

领》中的有关论述可以断定:马克思这里所说的这种作为“最近将来的必然的

形态和有效的原则”的“共产主义”,所指主要有以下两层含义:

  第一,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从现实的“私有财产的运动”中产生出来的“积极

扬弃”这种“私有财产”的“运动”,它的“最近将来”的目标,就是一定要彻底地

消灭私有制,消灭以“资本”和“劳动”分别作为其“客观的本质”和“主体本质”
的“私有财产”,同时代之以“共同财产”。而这种“共同财产”最初不可避免地

仍然带有“共同的私有财产”的性质。不仅早期的“粗陋的”和“毫无思想”的共

产主义要求这样做,而且即使“作为人的异化的积极扬弃”的“完成的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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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也必须要这样做。区别仅仅在于:前者这样做时仍然受到私有财产和私有

观念的严重束缚,以至于要把所有不能由一切人平均分配的整个人类文明和

文化的成果都要破坏掉。后者则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和条件

等等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是把它看作人类自身的一种自我完善和自我

发展和“人向着人本质的复归”,看作人类的一种自觉的“创造性”的活动,并且

是“保留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

  马克思所说的这个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我认为就是现在人们通常所说

的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德文和英文System,俄文систима,日文

中的汉字“体制”)、建立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汉语“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这个“革命运动”所经历的时期,按照

马克思后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说法,就是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
会之间所存在的那个“从前者向后者过渡”的“过渡时期”,也就是马克思所说

的那个“革命转变”的时期。在我国学术界,也有人把这称作“大过渡”。列宁

把这一过渡时期的后半段,即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到建成完全的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社会的这一时期命名为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毛泽

东则把列宁所说的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称作“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认为在

这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始终都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

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此外,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是毛泽东曾

经最早地(1950~1960年)把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区分为“发达的”和“不发达”
的社会主义这样两个阶段。另外,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也还曾把从更小的

范围来看待的、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

造基本完成的这段时期,称作“过渡时期”。在我国学术界,这也被称作“小过

渡”。另外,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个更加一般的说法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的说法等。

  所有这一切,我认为在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甚至也都可以说是对于马

克思在《手稿》中所已经初步为之奠定了基础的那个“作为最近将来的必然形

态和有效原则”的“共产主义”思想的进一步丰富、证明和发展。因此,任何企

图从马克思的这一《手稿》中寻找出否定全世界各国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和劳

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功绩的根据的做法,都是徒

劳的。

  第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如果仅仅停留在上述任务和阶段

上,则还“不是人类发展和人类社会形态的终点”。这就需要在已经建立起来

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努力发展和完

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努力发展社会主义

的教育、科学和民主,以朝着人类发展和人类社会形态的更高的目标前进。而

这些,就是共产党人今天所说的作为奋斗目标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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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这个最高纲领的“共产主义社会”,已经不是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说的

那个作为“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的“共产主义”。

  由此可见,试图从马克思的这一《手稿》中找出根本否定作为人类社会发

展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的“共产主义”的说法,更是徒劳的。

  在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74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

42卷中,这段话的译文是:

  “Коммунизм есть необходимая форма и энергический принцип
ближайшегобудщго,нокактаковойкоммунизмнеестьцель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мия,форма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общесмва.”①

  这段俄译文中的问题在于:一是其中的“таковой”也就是汉语“这样的”的
意思。考虑到《全集》的中文版是“参照”了俄文版的,因此中文版中的“这样

的”这个译法,我认为至少也是与俄文版“不谋而合”;二是其中的“форма”就是

汉语中的“形式”、德语和英语中的“Form”的意思,因而同样也没有体现出德

文原文中的“Gestalt”(即汉语的“形态”)与“Form”(即汉语中的“形式”)的区

别。三是这里的“цель”就是“目标”、而不是“终点”(俄文конец)的意思。这

些地方所存在的问题,我认为与中文版是大体相同的。

  但俄文版这句译文最突出的长处,则在于其最后一个分句即“форма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общесмва”,与上一个分句中的“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развимия”一样,
所使用的都是第二格(所属格)的形式。译作汉语即为“不是人类发展的、亦即

人类社会形态的目标”,而不是像中文版那样把“这样的共产主义”说成“不是

人类的社会形态”。因此,其中虽然也存在着与中文版中相同的把原文“als
solcher”译作俄文“таковой”(“这样的”)而未能把“als”的意思充分表达出来的

在我看的缺陷,但整体意思却要准确得多。故,这段俄译文译为汉语直译应

为:

  “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这样的共产主义,
并不是人类发展的、亦即人类社会形态的目标。”

  莫斯科前进出版社(progresspublishersmascw)1975年出版的《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英文版中这段话的译文为:

  “Communismisthenecessaryformandthedynamicprincipleoftheim-
mediatefuture,butcommunismassuchisnotthegoalofhumandevelop-
ment,theformofhumansociety.”②

  这里的“assuchisnot”在词序上与德文版也是颠倒的,即也是把“as

①

②

К. МАРКС И Ф.ЭНГЕЛЬС, СОЧЕНЕНИЯ, ТОМ42. ИЗДАТЕЛЬСМВО
ПОЛИМИЧЕСКОЙЛИМЕРАМУРЫ[M].Москва:1974,127.

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COLLECTED WORKS [M ].Volume
3.PROGERESSPUBLISCHERS: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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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作为“communism”的定语,而不是作为“isnot”的状语。同样也把德文

版中的连接号“-”当作了语气上的停顿,而译作逗号,即“,”。但该书其中的

“goal”一词所指首先则是“终点”。此外,在卷末注释中的解释我认为也是十

分正确的。其中写道:

  “Thisstatementisinterpreteddifferentlybyresearchers.Manyofthem
maintainthatMarxheremeantcrudeequalitariancommunism,suchasthat
propoundedbyBabeufandfollowers.Whilerecognizingthehistoricroleof
thatcommunism,hethoughtitimpossibletoignoreitsweakpoints.It
seemsmorejustifiable,however,tointerpretthispassageproceedingform
thepeculiarityoftermsusedinthemanuscript(seeNote85).Marxhere
usedtheterm“communism”tomeannotthehigherphaseofclasslesssocie-
ty(whichheatthetimedenotedas“socialism”or“communismequaling
humanism”)butmovement(invariousforms,includingprimitiveformsof
equalitariancommunismattheearlystage)directedatitsachievement,a
revolutionarytransformationprocessoftransitiontoit.Marxemphasized
thatthisprocessshouldnotbeconsideredasanendinitself,butthatitisa
necessary,thoughatransitional,stageinattainingthefuturesocialsystem,

whichwillbecharacterizedbynewfeaturesdistinctformthosepropertothis
stage.”①

  这就是说,马克思这里指的是作为一种“运动”或“过程”的、亦即马克思后

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那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
的、“革命转变”时期的“共产主义”。这个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即便克服了那种

“平均主义的、粗陋的共产主义”的弊端,即便是“保留了以往人类发展的各种

成就的”,也仍然不是“人类发展”和“人类社会形态”的“终点”。

  尤其令笔者感到高兴的是,英文版注释中所使用的“end”一词,尤为精当

地表达了德文“Ziel”和英文“goal”在这里所具有的这种特别的含义。而这与

笔者上面的理解也是完全一致的。

  在大月书店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日文版第40卷中,这句话的日译

文为:

  “共産主義は次の未来の必然的形態と力動的原理であるが、しかし共産

主義はそれ自体が人间的発展の目标———人间的社会の形態———たのではな
い。”②

①

②

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COLLECTED WORKS [M ].Volume
3.PROGERESSPUBLISCHERS:603.

大内兵衞、細川嘉六監訳.マルケス=エンゲルス全集[M].第40巻.青木书店:1975,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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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日译文长处,我认为:

  一是没有像中文版那样把它误译成两个句子;

  二是“Gestalt”一词译作汉字词“形态”,而没有像中文版那样将其译作

“形式”(Form)。

  但其不足之处则似在于:

  一是其中的“共産主義はそれ自体が”,就是“共产主义就其自身而言”的
意思,简单一点也就是“共产主义本身”。这与英文版相比,在准确把握马克思

的原意方面就相去甚远了。

  二是德文原文中的“-”,在这里,则是被当作了起注释作用的“———”。所

以这个句子从日文译成中文就是:

  “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共产主义本身并不

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

  其最后一个分句中存在的问题,大体上与中文版相同。而且由于多出了

“本身”(日文“自体”)这个修饰词,而少了“这样的”这个定语,所以与原著本来

的意思似乎就相去更远了。

  以上辨析,不妥之处,敬乞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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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toUnderstandthatCommunismisNot
“theEndofHumanDevelopment”

———AnalysisonthetranslationofSeveralParagraphsinMarx’s
EconomicsPhilosophyManuscriptin1844

XuXing-ya

  Abstract Sincethebeginningofthe1840s,KarlMarxhasalreadycompletedhis
transformationfromtheradicaldemocraticrevolutionariestoacommunist.InEconomics
PhilosophyManuscriptin1844,hepointsoutthateachtypeofcommunistmovementhasa
commoncharacteristic,thatis,theyarenotthe“passive”developmentorcriticismofthe

privateproperty,butareall“positive”,thatis,toreplacetheprivatepropertycharacter-
izedbytheoppositionofcapitalandlaborwiththe“common”or“publiclyowned”property
insteadofwith“universalprivateproperty”.Asanaccomplishedcommunism,itsdifferen-
tiationfromtheearlycrude“communism”liesnotinwhethertoreplacetheprivateproper-
tywithpublicproperty,butinotheraspects.Asthepositivedevelopmentofprivateprop-
erty,communismisanactualtachenecessaryforthenextstageofhistoricaldevelopment
intheprocessofhumanemancipationandrehabilitation.Communismisalsoanecessary
formandeffectiveprincipleoftheimmediatefuture.Butitisn’tlimitedtothisyet.Marx
didnotsaythat“communismisnotthegoalofhumandevelopmentortheformofhuman
society”.Itmustbecarefullydifferentiatedandanalyzed.
  Keywords communism publicproperty human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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