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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所信，方能行远”
——陈望道一生践行信仰的轨迹

陈 振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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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 3 月，陈望道在经历

了“一师风潮”后深感他在浙江

一师所从事的语文改革实际上

很少涉及到社会制度的改革，当

局已把它视为洪水猛獸，甚至动

用了军队，可见这个社会不改革

是不行了，也就在此时他接到了

上海劭力子的来信要他翻译《共

产党宣言》，于是他接受了劭力

子的推荐，应《星期评论》戴季陶

之邀，回到分水塘村进修马克思

主义同时试译《共产党宣言》。

1920 年 4 月下旬，陈望道完成了

《共产党宣言》一书的全文翻译

工作，最终确认了马克思主义为

自己的信仰。一旦确认了马克

思主义为自己终生的信仰之后，

为了这个信仰，他奋斗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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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

斯的经典之作、信仰之源，陈望道

在完成了《共产党宣言》一书的翻

译以后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尽快地

将《共产党宣言》予以出版。为此，

他来到了上海，并请他的学生俞秀

松把译稿送给了陈独秀和李汉俊

加以校对，因为陈独秀和李汉俊都

是留日回来的，他们校对以后最后

再由陈望道自已改定。原来戴季

陶准备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因

《星期评论》的进步倾向被当局查

封了。想出单行本，又苦于没有

经费。后来，陈独秀与共产国际

代表韦经斯基商量此事。为了能

尽快出版《共产党宣言》，当时在

共产国际的资助下成立了一所

“又新印刷所”，地点就在辣斐德

路成裕里。取名“又新印刷所”，

含义“苟日新，日日新”。1920年8

月，《共产党宣言》终于作为社会

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以社

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1000

册单行本很快抢购一空。由于匆

忙，书名错印成了《共党产宣

言》。9月再版，才把初版错印的

书名改了过来。陈望道急于出版

宣言，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

能尽早看到《共产党宣言》这一马

克斯恩克斯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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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著《共产

党宣言》这是一部秉持人民立

场、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为全人

类谋解放的经典著作，它的重大

贡献在于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

义的科学世界观，深刻阐述了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品格、政治

立场、崇高理想、革命纲领和国

际主义的精神。《共产党宣言》中

译本的出版，无疑将为在中国建

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奠定下坚

实的理论基础。

为了能实现《共党产宣言》

中的上述理念，陈望道到上海后

即与陈独秀、李汉俊等成立了一

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个马

克思主义研究会，就是后来成立

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国

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前身。

研究会吸收的成员，开始参加的

人有陈独秀、李汉俊、沈雁冰、陈

望道、李达、邵力子等，以后又吸

收了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等，

总共不到 10 个人。马克思主义

研究会是对外的公开名称，内部

叫共产党，有组织机构，有书

记。陈独秀任书记，陈望道任劳

工部长，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

等为研究会核心。

在这个早期组织中，陈望道

作为小组的核心成员、劳工部部

长，在办刊物、办学校和发动工

人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在办

刊物方面，1920 年 9 月后出版的

《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正式

成为党的机关刊物。他作为主

编，在《新青年》中开辟了“俄罗

斯研究专栏”，为《新青年》的马

克思主义化作出了贡献。除了

《新青年》，为了在工人中进行马

克思主义的宣传，他还参与创办

了《共产党》月刊和第一个为劳

苦大众说话、用通俗的语言在工

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

物《劳动界》这两份杂志，在《劳

动界》的“演说”栏目中，他的文

章是最多的。

在办学校方面，1920年8月，

中国共产党的上海早期组织筹

办了一个青年学校和一所平民

女校。青年学校当时称外国语

学社，实际上是社会主义青年团

的机关所在地，地点在明德里。

刘少奇、任弼仕、萧劲光、柯庆施

等都是那里毕业的。陈望道是

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的负责

人之一，也是外国语学社的文化

教员，曾亲自为刘少奇、任弼仕

等学员讲解《共产党宣言》。平

民女校则是为收容因反对三从

四德而从她们的家庭或学校逃

出来的青年女子开办的，丁玲就

曾是平民女校的学生。陈望道

白天在大学教书，晚上就到平民

女校去上课。

在发动工人方面，身为劳工

部长的陈望道不但关注工人教

育，去小沙度路工人夜校上课，

同时还创办了邮电工会。因为

邮电工人有点文化，所以先把他

们组织起来。在1920年11月21

日陈望道又领导成立了上海机

器工会，邀请陈独秀到会发表演

说。同年12月，上海印刷工会也

宣布成立。

综上所述，陈望道在上海早

期组织所做的许多工作，都为

1921 年党的成立创造了基本的

条件。1921 年 7 月党成立后，他

是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的第一

任书记，为上海地方党组织的党

建工作，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到上海后与陈独秀等相约

建党，並为1921年党的成立作种

种准备，这是陈望道为践行信仰

做的又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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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3年以后，陈望道受陈

独秀的委派开始从事党的文化

教育工作。从此，不管是在什么

场合，从事的是什么工作，他始

终想的是，为了他的信仰，该干

什么，应该如何来干。

1931 年陈望道为保护左派

学生被逼离开复旦以后，与朋友

合开了一家大江书铺，为什么开

书铺，该如何开？在陈望道的安

排下，书铺出版了大量从苏俄引

进的书。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

间里，陈望道主要通过所从事的

教育工作和学术研究，来实现心

中的信仰。陈望道是一位共产

主义者，也是一位普通的中国

人，他当过中学老师、大学教授，

也办过大江书铺、主编过《妇女

评论》、《大江月刊》等先进的新

文艺思想的杂志。又如，陈望道

1942 年出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

任以后，該如何来办新闻系？陈

望道提出了“宣扬真理 改革社

会”的办系方针和“好学力行”的

系铭，并且在抗战十分艰难的条

件下自筹资金创办了当时高校

的第一座新闻馆。当时这个新

闻馆的学生能收听延安新华社

广播并广为传播，新闻系成了

复旦的小延安。陈望道还极力

支持新闻系同学举办每周一次

的新闻晚会，新闻晚会前后举

办了 100 多次，影响很大，校方

为此都很担心，陈望道却说，

“出了问题，我负责！”又如，当

时的新闻系，左派和右派学生

的对峙非常厉害，作为新闻系

主任的陈望道总是站在左派学

生一边。当时陈望道就跟地下

党的邹剑秋同志说过：“你有什

么需要请告诉我，我会用我的

方式来做”。为此，陈望道曾多

次 让 多 名 地 下 党 员 和 左 派 学

生 脱 离 了 危 险 。 据 我 所 知 道

的，就有 1948 年反动当局大逮

捕 时 脱 离 的 何 晓 沧 和 杨 贵 昌

俩位同学。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后，陈望道历任复旦大学校

委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和复

旦大学校长，在校长的岗位上，

在带研究生、搞学术研究时，陈

望道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信仰所

赋予的使命。

在 1949 年陈望道主持复旦

校务工作时，即提出了校委会下

专设政治学习委员会和马列主

义研究会的建议，并开设了辩证

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

史 和 政 治 经 济 学 四 门 有 关 课

程。在五十年代担任校长期间，

更在1952年的一次全校大会上，

语重心长地对全校新老同学讲

了下面的一段话：“我们第一不

要把马克思主义放在科学之外，

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科学，而且

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科学，是一切

科学的科学，一切工作的科学，

对于一切科学，一切工作都有指

南的作用，它能帮助我们高瞻远

瞩，勇往直前，能够正确认识世

界，改造世界。”这就是陈望道对

全体复旦学生讲的他对马克思

主义的认识。在带研究生时，陈

望道也是明确要求他们必需选

修哲学的课程，有一个辩证的思

维逻辑。陈望道自己搞了一辈

子的学术研究，他的研究硕果累

累，他是如何搞学术研究的呢？

正如他在《我对研究文法、修辞

的意见》一文中所说，对研究的

初步意见是“调查要以马克思主

义作指导”，又说“要有爱国主义

也要有国际主义，我们研究语

文，应该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

伸出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伸出

另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我

们研究语文，要把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渗透到学术中去”。陈

望道就是这样一位用马克思主

义指导学术研究的大师，通过语

言的研究来践行他的信仰，为这

个国家和民族服务。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陈

望道在践行马克思主义信仰中，

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本文作者为陈望道之子）

本报讯 建党99周年之际，
陈望道珍贵历史资料入藏《共产
党宣言》展示馆，陈望道之子陈
振新遵循父亲遗愿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

“振新吾儿，良玉吾媳同鉴：
我经常以红灯记的那革命家庭来
比作我们家庭，目的在于督促你
们努力改造思想，刻苦攻读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的政
治识别能力，争取早日加入共产
党，为党工作。另外，家中诸物和
留有少数稿费，望你们斟酌使用，
我的藏书请送复旦大学。两个孙
子聪明、活泼，望你们引导他们，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陈望道
1976年6月大病后留言。”

离世前，《共产党宣言》中文
全译本首译者、复旦大学历史上
担任校长时间最长的陈望道先生
留下了上面这段遗嘱。

7月1日，在“红色基因永传
承 百年奋斗再出发”复旦大学庆
祝建党99周年主题党日活动上，
陈振新、朱良玉伉俪正式将陈望
道遗嘱（复制件）入藏《共产党宣
言》展示馆。这是《共产党宣言》
展示馆于建党99周年之际收入的
又一重要藏品。

“父亲当时对我讲过，‘我这

么多年一直是以党员的身份要求
自己，你自己要以党员的标准要
求自己’。我一直记住父亲这句
话。”在入党申请书中，陈振新如
此剖白。

得知总书记给《共产党宣言》
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
回信的消息，陈振新感到很激动、
很高兴，也很受教育。他表示，自
己作为陈望道后人，同时也是学
校推动陈望道研究工作的一员，
也要努力做好陈望道研究，做好
陈望道追寻真理故事的宣讲，不
负总书记在回信中提出的期望和
要求。 文 /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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