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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产 党 宣 言》
（纪 念 版）在 上 海 图 书 馆 首 发
追溯信仰之源，点亮理想之光，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
红色基因 1921-2021
赓续百年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由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档
案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联合推出的《共产党宣言》
（纪念
版）于 5 月 20 日在上海图书馆举
行首发仪式。该书在再现陈望道
先生译本第一版、第二版原貌同
时，还附赠由复旦大学档案馆编
写的学习笔记，用通俗的语言介
绍各语种《共产党宣言》的早期出
版情况和收藏故事，并辅以珍贵
的档案图片，带领公众重温经典，
追溯信仰源头、感悟马克思主义
的真理力量。

左起：
左起
：张树 陆健 黄显功 林峻 陈超 陈振新 焦扬 张远航 黄岸青

1920年4月，
《共产党宣言》首
个中文全译本由陈望道先生翻译
完成，
并在上海首版印刷发行。这
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完整
的马克思主义原著读本，
为中国共
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
论基础。一百年来，
《共产党宣言》
是我国印数最多的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中文单行本，有“红色中华
第一书”
之称。
在由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
档案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
社联合推出的《共产党宣言》
（纪
念版）首发仪式上，复旦大学党
委书记焦扬、上海图书馆馆长陈
超出席并讲话，上海图书馆副馆
长林峻主持。

年前，
复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克服
魂、启智润心，深入开展理想信念
再现
“中华第一书”
原貌
重重困难，
完成《共产党宣言》首个
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
中译本的翻译工作，
在中国大地上
育、先进文化教育，矢志不渝为党
《共产党宣言》作为科学社会
播撒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火种，
为引
育人、
为国育才。
主义的第一部纲领性文件，
深刻影
导大批有志之士树立共产主义远
陈超在讲话中指出，上海图
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经
大理想、
投身民族解放振兴事业发
书馆参与出品的《共产党宣言》 专家研究统计，
自1920年8月在上
挥了重要作用。本次推出的《共产 （纪念版）这部具有独特意义的出
海出版了陈望道全译本《共产党宣
党宣言》
（纪念版），真实还原了望
版物，以时代化的设计语言，再现
言》以来，
各种中文译本超过20种，
老首译这部经典之作的历史场景， 红色经典文献的原貌，带领公众
不同的版本已超过百种。其中，
陈
对不少地方作了较为细致的解读， 回溯信仰源头，重温真理与初心
望道的中译本是这部马克思主义
既是一套十分宝贵的历史藏本，
又
的力量。下一步，上海图书馆将
的重要代表性著作首次以完整的
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习素材。
一方面以本书的出版为契机，进
面貌传入中国，
有力推动了马克思
焦扬表示，
全校要进一步学习
一步围绕地方特色，加大红色文
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为中国共
好研究好《共产党宣言》，
点亮理想
献的征集、整理力度，推动红色文
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
信念之光。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
献数字化整合及相关资源库建
论基础，
具有特殊的时代价值与纪
理论研究，建设好全国重点马院、 设，另一方面推进红色文献的开
念意义。
马研院、
望道研究院，
打造
“宣言精
发、利用与传播，探索更多以文献
由于文献流传、
保存以及种种
神”
研究传承的思想文化高地。进
为原点的符合当代语境的红色文
历史和政治的原因，首版中译本
点亮理想和信念之光
一步传承好发扬好
“宣言精神”
，
筑
化传播模式，使党的宝贵精神财 《共产党宣言》流传极少，非常珍
焦扬对《共产党宣言》
（纪念
牢崇高信仰丰碑。把《共产党宣
富在新时代彰显更大价值，让红
贵，
目前已知的《共产党宣言》首版
版）的发行表示祝贺，向上海图书
言》展示馆打造成
“宣言精神”
和初
色基因代代相传。
中译本在全国只有 12 本，其中上
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的指
心使命教育基地，
讲好我们党百年
上海图书馆事业发展处处长、 海图书馆所藏保存状况良好，
封面
导支持和为纪念版的编辑、
出版和
初心不改、使命如磐的故事，不断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执行董
品相是现存各本最佳之一。本次
发行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
激发师生群众的爱党报国情怀。 事陆健，复旦退休教授、陈望道之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仿真影
感谢。
进一步教育好培育好“宣言精神” 子陈振新为首发仪式揭幕。复旦
印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即据上海
《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是人类
忠实传人，
铸就立德树人之魂。实
档案馆馆长黄岸青、
上海科学技术
图书馆所藏的陈望道译本第一版、
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事件，
《宣言》 施好“红色基因铸魂育人”工程和
文献出版社总编辑张树，向复旦
第二版印制。
首次全面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原 “党旗领航铸魂育人”项目，推进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
虽然本次同时影印出版的
理，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是 “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制度化长效
愿服务队队员、
复旦大学望道班学 《共产党宣言》第二版印刷本的正
近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著作。101
化，
以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果培根铸
生、
市级机关青年干部代表赠书。
文部分与首版印刷本相同，但图

书封面和版权页不相同的信息正
是还原《共产党宣言》首版历史过
程的重要证明，具有特殊历史文
献价值，有助于人们完整地认识
陈望道《共产党宣言》译本的出版
状况。

附赠复旦版
“学习笔记”
本次仿真影印本《共产党宣
言》还附赠了由复旦大学档案馆编
写的
“学习笔记”
，
简洁晓畅地向读
者介绍各语种《宣言》的早期出版
情况和收藏故事，
并辅以珍贵的档
案图片。
在早期出版情况中，
尤其值得
关注的是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
展示馆（陈望道旧居）收藏的 1888
年英文版。该版本由马克思、
恩格
斯的好友赛米尔·穆尔翻译，恩格
斯编注并作序，
是英译本中极具权
威性和影响力的版本。据研究，
1920 年陈望道译本、1932 年华岗
译本和 1943 年陈瘦石译本，都一
定程度上参考了赛米尔·穆尔译的
英译本。
首发仪式后，张远航、陈振新
作了题为《<共产党宣言>传播的
历史》和《真理的味道——陈望道
与<共产党宣言>》的讲座。
文 / 殷梦昊 摄 / 成钊

“印初心·担使命”

闻玉梅、李圣青讲授专题党课
日前，
中国工程院院士、
复旦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为题，
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闻玉梅和复
告诉现场师生
“医学需要全面手，
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呼吸科主
党和国家需要什么，
作为医务工
任、
第四批援鄂医疗队队长李圣
作者就应该做什么。”李圣青以
青受邀来到复旦大学克卿书院第 “践行医者初心使命，
弘扬伟大抗
十届
“明道讲堂”
，
为上医师生们
疫精神”
为题，
向现场师生分享了
开讲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闻
华山医院第四批援鄂医疗队在武
玉梅、
李圣青以
“印初心、
担使命” 汉奋战的经历。
为主题，
与上医师生们共同回顾
校党委副书记、
上医党委书
了新时代医学事业发展的成就， 记袁正宏，上医党委副书记、副
以及上医人心怀责任、
勇于担当
院长徐军等，
与师生门一起聆听
的奋斗历程。
了专题党课。图为闻玉梅、
李圣
闻玉梅结合自身经历，
以
“一
青与现场师生互动交流。
个步行者的追求和实践——献给
来源：
医学学工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