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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2018年 5月 5日，是卡爾．馬克思誕辰 200周年。為了紀念這位偉

大的革命導師，我們對 2012年版《馬克思畫傳》進行了修訂、增補和完

善，推出這部「馬克思誕辰 200周年紀念版」，奉獻給廣大讀者。這部新

版畫傳力求更加完整而又鮮明地再現馬克思的人生軌跡，準確而又凝練

地介紹他的理論貢獻，真實而又生動地展示他的人格之美。

「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略敘本書的編纂初衷

馬克思是對世界現代文明進程影響最深遠的思想家。他和恩格斯共

同創立的科學理論體系，是人類數千年來優秀思想文化的光輝結晶，是

燭照世界歷史進程、指引人類前進方向的智慧明燈，是工人階級及其政

黨的行動指南，是中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鬥的共同

思想基礎。

我們編纂這部畫傳的初衷，就是為了幫助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年朋友

走近馬克思生活的時代，走近他的心靈，了解他進行理論創造和革命實

踐的歷程，認識他在艱苦卓絕的鬥爭和跌宕起伏的生活中展現的品德與

情操，在感動的同時進行思考，進而以濃厚的理論興趣去閱讀他的著作，

直接聆聽他關於歷史與未來、自然與社會、宇宙與人生的教誨和箴言。

孟子說過：「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孟子．萬章下》）這裡強調的「知人論世」的道理，特別適用於學

習馬克思理論的過程。我們要研讀馬克思的著作，就不能不了解馬克思

是一個甚麼樣的人。

我們知道，馬克思是在 19世紀的歐洲從事理論創造和革命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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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一系列重大問題的研究動因、判斷依據和分析結論，直接來源於當

時的社會矛盾和革命實踐，同時也來源於他對人類歷史的深刻思考。我

們只有具體地了解馬克思考察和認識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狀況的經歷，了

解他參與和指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史實，了解他在浩如煙海的典籍中

探賾索隱、披沙揀金的歷程，我們在閱讀他的著作時才不至於產生隔膜，

才能準確地領悟這些經典文獻的背景、思路、意蘊和風格。

此外我們還應當看到，馬克思留給後人的精神遺產，並不只是卷帙

浩繁的著作，而且還有感人至深的風範。馬克思在數十年風雨兼程的跋

涉中顯現的信念、風骨、胸襟和情懷，是他用生命寫成的一部內涵豐富

的「無字之書」。這部書同那些形諸文字的著述融為一體，全面地反映

了馬克思的人生境界。

《馬克思畫傳》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讓讀者從多重視角真切地感

受和體悟馬克思的人生境界。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比較完整地認識

這位偉大的哲人、智者和戰士。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解析馬克思人生境界的四個要素

馬克思的一生是一部富有傳奇色彩的壯麗史詩。他的人生境界內容宏

富，即使撰寫一部多卷本的專著，也未必能纖悉無遺地闡述這一主題。因

此，我們在這部畫傳中緊緊圍繞馬克思生命歷程中的四個基本事實，向讀者

講述馬克思的故事。我們認為，這些事實構成了馬克思人生境界的基本要素。

馬克思人生境界的第一要素：矢志不渝地為勞苦大眾解放而獻身。

馬克思的特點是甚麼？他自己對此作了簡潔明確的回答：「目標始

終如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版第 31卷第 588頁）早在

中學時期，馬克思就已經鄭重地思考人生目標問題。在中學畢業作文《青

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中，他表示要在未來選擇「最能為人類而工作

的職業」，即使付出犧牲也義無反顧，因為到那時，他的「幸福將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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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萬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版第 1卷第 459頁）。這

些感人肺腑的語言，反映了 17歲的馬克思對人生價值的思索；他的胸懷

和抱負，遠遠超出了一般青年對於謀生和就業的考慮。

中學畢業後，馬克思懷著崇高志向踏上了獲取新知、探求真理的道

路。在這一過程中，他目睹資本主義制度的種種弊端，傾聽勞苦大眾渴

求解放的強烈呼聲，內心湧動著進行社會變革的激情。他在孜孜不倦的

理論研究和社會實踐中度過了青春歲月，終於實現了從唯心主義向唯物

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徹底轉變。也正是在這時候，他才

清晰地認識到：所謂「最能為人類而工作的職業」，就是為工人階級和勞

動群眾的解放而奮鬥。從此以後，他的生命之舟就始終如一地朝著這個

目標破浪前進。

馬克思出身於一個受人尊敬的律師家庭，自幼好學敏求，勤於思考，

23歲獲博士學位，24歲任報紙主筆，因稟賦聰穎、才華卓異、文筆犀利

而馳譽學林。當時的學術界這樣評價年輕的馬克思：「他既有深思熟慮、

冷靜嚴肅的態度，又有深邃敏銳的智慧。請設想一下，如果把盧梭、伏

爾泰、霍爾巴赫、萊辛、海涅和黑格爾結合為一人—這裡說的是結合，

而不是湊合—，那麼結果就是馬克思博士。」（莫澤斯．赫斯 1841年

9月 2日給倍．奧艾爾巴赫的信）因此人們確信，馬克思憑藉自身條件完

全可以輕而易舉地躋身於「上流社會」。然而，馬克思捨棄了舒適安定

的學者生活，對金錢、權位和資產階級的奢靡享樂更是不屑一顧。他毅

然選擇了充滿艱險的革命道路。

馬克思為工人階級創立了科學的世界觀，同時親身投入工人階級和

勞動人民推翻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鬥爭。從創建共產主義者同盟，到

參加 1848—1849年歐洲革命；從領導國際工人協會的工作，到支持巴黎

公社革命；從指導無產階級政黨建設，團結和壯大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力

量，到支持被壓迫民族的獨立和解放運動，馬克思始終站在國際共產主

義運動前沿，為勞苦大眾的解放奉獻了畢生的智慧和精力。

馬克思為堅持自己的人生目標付出了常人難以想像的代價。1867年

4月 30日，他在給齊．邁耶爾的信中寫道：「我一直在墳墓的邊緣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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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還能工作的每時每刻來完成我的著作，為了它，

我已經犧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第 253頁）然而，如此巨大的犧牲絲毫也沒有改變馬克思的初心，他

用鏗鏘有力的語言向這個世界宣佈：

「我必須不惜任何代價走向自己的目標，不允許資產階級社會把我變

成賺錢的機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版第 29卷第 550頁）

 

馬克思人生境界的第二要素：百折不回地為揭示科學真理而求索。

勞苦大眾的解放必須有科學理論的指導，而鍛造理論武器的使命歷

史地落在了馬克思的肩上。

這是一個無比艱難的任務。它需要科學理論的創立者具備淵博的學

識、非凡的睿智，更需要他具有堅如磐石的信念和深入實踐的恆心，始

終懷著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忠誠。為了完成這個任務，馬克思長年累

月孜孜不倦、夜以繼日地沉潛於工作之中。他研究了歐洲各國經濟政治

的歷史與現狀，總結了工人運動的經驗與教訓，吸收和改造了人類思想

文化成果，創立了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在

內的理論體系。他用唯物史觀闡明了人類社會演進的普遍規律，用剩餘

價值理論揭示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使社會主義從空想發展成為科學。

他論證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指出無產階

級是實現這一歷史使命的偉大階級，而無產階級政黨就是領導這個事業

的核心力量。他闡述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並在科學分

析資本主義現實的基礎上，提出了未來社會發展和建設的基本原則。

在這項前無古人的宏大工程中，恩格斯始終是馬克思的親密戰友。

正是通過他們的精誠合作，一系列精闢的理論觀點才得到了科學的論證

和經典的表述，人類思想史才迎來了一次輝煌的日出。

在從事理論創造的進程中，馬克思一再遇到貧窮和疾病的困擾，加

上反動勢力無休無止的迫害，使得本來已經極為複雜的研究工作更加舉

步維艱。這種種困難在馬克思撰寫《資本論》的過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但他沒有沮喪氣餒，沒有畏葸不前，也沒有降低標準、草率應付，反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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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嚴謹縝密的態度對待《資本論》創作。就在這一期間，他患了嚴重的

肝病。在這種情況下，他最擔心的不是自己的健康，而是作品的質量。面

對疾病，他立下了這樣的誓言：「我必須對黨負責，不讓這部著作為肝病

期間出現的那種低沉、呆板的筆調所損害。」（《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第 167—168頁）馬克思以驚人的毅力實現了自己的誓言。

我們今天很難想像馬克思在寫作時忍受過多麼劇烈的痛楚，然而不

管境況多麼艱難，馬克思總是堅定而又自信地表示：「我希望為我們的

黨取得科學上的勝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版第 29卷第

554頁）馬克思深知，在他生活的那個時代，創建科學理論是一項多麼艱

難而又充滿危險的事業，而這項事業又會向科學真理的探求者提出多麼

嚴格乃至苛酷的要求。他曾借用但丁《神曲．地獄篇》中的詩句形象地

說明這一點：「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

這樣的要求：『這裡必須根絕一切猶豫；這裡任何怯懦都無濟於事。』」（《馬

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卷第 594頁）基於這種透徹的認識，馬克思下定

了一往無前、萬難不屈的決心，始終以極端負責、一絲不苟的態度對待

理論工作。正因為如此，《資本論》以及由他完成的其他一系列著作才

具有永恆的魅力，不僅思想精湛，而且文筆優美，宛如一個「藝術的整體」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版第 31卷第 135頁）。可是又有多少

人知道，這些著作中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凝結著一個偉大思想家

的深情和心血。

馬克思人生境界的第三要素：堅韌沉毅地為戰勝人生逆境而奮鬥。

逆水行舟，頂風翱翔—這就是馬克思數十年鬥爭經歷和艱苦生活

的寫照。他對此早有精神準備。他很清楚，一個在《共產黨宣言》中莊

嚴宣告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人，一個在《資本論》中周密論證剝奪者必

將被剝奪的人，一個率領勞苦大眾向現存制度發起凌厲攻勢的人，不可

能在資產階級一統天下的社會裡順風順水、安穩度日。不當順民，必陷

逆境；不願順從，必遭厄運—這就是人們在那個標榜「自由」、「平等」

和「博愛」的社會裡面臨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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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選擇了逆境。他平生最厭惡的醜行就是「逢迎」（《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第 1版第 31卷第 588頁）；他的信念、血性和良知不允

許他背棄工人階級，轉而歸順和趨附統治者。這樣一來，他的生命航程

就勢必遭遇逆流和暗礁。恩格斯在談到馬克思一生經歷的時候說過：「我

可以大膽地說：他可能有過許多敵人，但未必有一個私敵。」（《馬克思

恩格斯文集》第 3卷第 603頁）確實，馬克思從來沒有因為私事、私利

和私心而與人結怨；作為勞苦大眾的代言人，他是在向整個統治階級宣

戰。正因為如此，他就成了「當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誣衊的人」（同上），

他所面臨的艱險就比常人更加嚴酷。也正因為如此，他的錚錚鐵骨就更

令人驚歎和讚佩。

馬克思身處的逆境至少具有三個特點：一是生活中極其平常的願望

會變成難以實現的「奢望」；二是十分正當的事情會遇到難以逾越的關卡；

三是天經地義的人間至愛會因為種種困苦和不幸的交織而遭到殘酷打擊。

這三個特點分別涉及馬克思的生活、工作和情感世界。我們可以從中各

選一個片段，來看一看馬克思如何在荊棘叢生的道路上果敢行進：

—馬克思一生喜歡安靜。他在年輕時就曾說過：「安靜是唯一能

生長出成熟果實的土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版第 1卷

第 457頁）然而，他卻偏偏在顛沛流離中度過了青年、壯年和暮年時光，

以至他的妻子燕妮認為，只有「動盪」一詞才能準確地形容他們一家人

數十年的生活。馬克思和燕妮在 1843年 6月新婚後不久，就在統治者的

壓迫下背井離鄉，開始了漫長的流亡生活。普魯士、法國和比利時當局屢

屢發出驅逐令，迫使馬克思和燕妮輾轉各地，歷盡危難和艱辛。從 1849

年 8月起，馬克思以流亡者身份帶著妻子和女兒一直居住在英國倫敦。在

這個被資產階級稱做「最自由」的國家，馬克思仍然不斷遭到攻擊，「成

了倫敦受誹謗最多、受威脅最大的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

版第 33卷第 236頁）。然而，從歐洲大陸到英倫三島，反動當局一次又

一次的驅逐、通緝、構陷和監禁，始終沒有能夠動搖和摧折馬克思的意志，

相反，逆境中的千磨萬擊使馬克思愈加充滿威武不屈的浩然之氣。在巴黎、

布魯塞爾、科隆和倫敦，在馬克思足跡所到的一切地方，他都以鍥而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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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引導、支持和組織工人運動，使各國統治者感到驚恐和惱怒。普魯

士當局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曾向馬克思表示：只要他改弦易轍，政府願意

立即給他授予官位、賞以厚俸。對於這種卑劣而又愚蠢的收買，馬克思嗤

之以鼻。他寧可在動盪中苦戰，也不願在安靜中苟活。

—馬克思一生喜歡辦報。他認為進步的報刊「生活在人民當中，

真誠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與憂患、熱愛與憎恨、歡樂與痛苦」（《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版第 1卷第 352頁）。因此，馬克思從青年

時代起就滿腔熱忱地投身於新聞事業。然而，由他主編和創辦的報刊，

不是遭到反動當局的查禁和取締，就是在重重困難中被迫停刊。眼看著

自己主編和創辦的《萊茵報》、《新萊茵報》和《新萊茵報。政治經濟

評論》在十年之內相繼遭到摧殘，馬克思沒有頹喪，反而愈挫愈勇。他

以更加飽滿的熱情指導工人階級政黨辦刊辦報，使它們成為工人運動中

的火炬，而馬克思自己也當之無愧地成為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開創者和

奠基人。

—馬克思一生喜歡孩子。他認為孩子是「家中的靈魂」（《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第 1版第 28卷第 442頁）。馬克思是名副其實的慈父，他

對兒女的關心和疼愛無微不至。然而在倫敦流亡的最初幾年，馬克思和

燕妮每分鐘都受到「極端貧困的威脅」（同上，第 563頁），無法給孩子們

提供良好的生活條件和必要的醫療保障。從 1850年到 1855年，他們的

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罹患疾病，因無錢醫治而相繼夭亡。沉重的打擊使

馬克思夫婦陷入椎心泣血的悲慟。一向剛強堅毅的馬克思忍不住熱淚縱

橫，他在致恩格斯的信中這樣寫道：「我已經遭受過各種不幸，但是只有

現在我才懂得甚麼是真正的不幸。」（同上，第 442頁）然而慘烈的命運

並沒有把馬克思擊垮，他挺立在風刀霜劍之中，很快又頑強地投入工作。

與此同時，他和燕妮一起悉心撫育三個女兒—小燕妮、勞拉和愛琳娜，

把她們培養成了正直、堅韌、熱誠、篤學的革命戰士。馬克思培育的家

風深受戰友們的讚佩，成了後來的革命者學習的典範。

以上描述的僅僅是馬克思生活的幾個側面，然而它們卻真實而又完

整地折射出馬克思的人格光輝。對於一般人來說，能在險象環生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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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活下來已屬不易，而馬克思不僅堅強地活著，而且活出了人生的精彩；

他「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論語．微子篇》），在立德、立功、立

言這三個方面都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馬克思人生境界的第四要素：樂觀自信地為豐富生命內涵而努力。

統治者在不斷實施迫害時，總以為馬克思必定終日生活在愁雲慘霧

之中。他們根本不可能知道，馬克思在種種鉗制和攻訐下依然朝氣蓬勃、

活力四射、豁達開朗。這就是馬克思的氣度。他善於在逆流襲來時從容

不迫地理順思路、理順心緒、理順各種事物之間的複雜關係。他善於在

寒冷的荒原上構築生意盎然的精神家園。

在馬克思的精神家園裡，深植著對工人階級和人類解放事業的必勝

信念。這是馬克思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是他向各種困難挑戰的底氣所在。

他密切關注工人運動的每一步進展，關注被壓迫民族的每一場鬥爭。就

在生活最艱難、工作最繁重的時刻，他還把目光投向遙遠的東方，在一

系列文章中高度評價中華民族的燦爛文明和奮鬥精神，堅決支持中國人

民反抗列強侵略和封建壓迫的鬥爭，並且深情地預言中華民族必將崛起，

成為開啟整個東方世界新紀元的曙光。而在那時候，我們中國人還根本

不知道「馬克思」這個名字。

在馬克思的精神家園裡，融匯著對革命戰友的深情厚誼。「同聲自

相應，同心自相知。」（傅玄《何當行》）在與馬克思同聲相應、同心

相知的摯友中，除了恩格斯之外，還有歐美工人政黨的許多領導人和普

通戰士。他們與馬克思相互砥礪、相互支持。馬克思在工人運動中享有

崇高威望，但他始終把自己定位為同大家患難與共、風雨同舟的戰士。

因此在工人們的心目中，馬克思既是卓越的領袖，更是平易近人的良師

益友。他們讚賞馬克思襟懷恢廓、真誠坦率的品質，喜愛他勇於擔當、

樂於助人、質樸剛健、幽默詼諧的個性。於是，馬克思的家就成了登門

求教的工人活動家、遭到迫害的各國流亡者、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和尋

找真理的革命青年經常聚會的地方。馬克思和燕妮總是熱情地接待他們，

使他們覺得來到了親人身邊。在這樣的場合，馬克思時而侃侃而談，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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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開懷大笑，那是從心底流淌出來的歡欣。

在馬克思的精神家園裡，洋溢著書籍的清芬。鬥爭是馬克思的生命

要素，而讀書、學習則是馬克思的生存方式。他密切關注哲學等社會科

學各個學科的演進歷史和發展趨勢，廣泛涉獵數學、物理學、化學、生

物學、地質學等自然科學領域的最新成果，留下了大量的摘錄、筆記和

批注。通過博覽群書、研精覃思，馬克思始終站在理論和學術的制高點，

「在他所研究的每一個領域，甚至在數學領域，都有獨到的發現」（《馬

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卷第 601—602頁）。他徜徉於書林之中，獲得了

知識的滋養和思考的快樂；他以無比的勤奮和非凡的智慧，「吸收和改

造了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列寧全集》

第 2版增訂版第 39卷第 374頁）。

在馬克思的精神家園裡，蘊含著對藝術和自然的熱愛。他鍾情於荷

馬、埃斯庫羅斯、奧維德、盧克萊修、莎士比亞、塞萬提斯、歌德、海

涅、但丁、狄德羅、巴爾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喜愛各地的民歌、童話、

寓言和敘事謠曲。在燈下為孩子們朗誦詩歌，是他最喜歡做的事情。他

酷愛音樂、繪畫和雕塑，認為高尚的藝術既是人們掌握世界的獨特方式，

又是陶冶性靈、培養情操的人間勝境。馬克思熱愛生機蓬勃的大自然，

喜歡凝視星空，眺望大海，漫步山林，把精神和自然視為維護健康的「偉

大神醫」（《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版第 1卷第 9頁）。當他同

朋友們、孩子們在風景如畫的森林中歡笑、奔跑的時候，他感受到了自

然界賦予的神奇力量。

最後，十分重要的是，在馬克思的心靈深處凝集著他對妻子燕妮的

摯愛。在他的精神家園裡，這是滋潤花木、映照日月的一泓清泉。燕妮

不僅是他的親密伴侶，而且是他的忠實戰友。他把燕妮視為「心中的藍

天和太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版第 1卷第 481頁），而

燕妮則認為馬克思是她的「生命的支柱」；有了這根支柱，她就成了「世

間最幸福的女性」（燕妮．馬克思 1850年 5月 20日給約．魏德邁的信）。

馬克思和燕妮並肩從事鬥爭，共同培育女兒，一起關心孫兒們的成長，

在數十年相濡以沫、琴瑟和諧的生活中譜寫了一曲感天動地的愛情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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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的精神家園是說不完、道不盡的。他曾經說過，他喜愛的座

右銘是「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版第 31卷

第 589頁）。他熱愛平凡、樸素而又富有朝氣和情趣的普通人生活，他讚

美一切真誠、善良、美好的秉性，他希望每個人都能得到全面自由的發

展。正是基於這種深摯的人文情懷和社會理想，馬克思的內心充滿陽光。

他情感豐富，個性鮮明，興趣廣泛，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顯露出純樸的童

心。在他的身上，既有戰士的堅毅品格，又有學者的嚴謹作風，還有詩人

的浪漫氣質。這一切，展現出了許多人所不知道的真實的馬克思。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論語．子罕篇》）中國古代哲人熱

情讚譽的美德懿行，中華民族歷來崇仰的理想人格，在馬克思身上得到了

完美的體現。這是一個「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荀

子．非十二子》）的偉人，一個讓我們倍感親切和溫暖的形象，絕不像有

些不了解情況的人想像的那樣偏執而又冷漠、遙遠而又陌生。

以上所說的四個要素，使馬克思的人生境界顯得恢弘奇崛、瑰麗多

姿。我們了解了這一切，就不會感到奇怪：為甚麼馬克思身受各種壓迫

卻「毫不在意，把它們當做蛛絲一樣輕輕拂去」（《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卷第 602頁），為甚麼他對心懷嫉恨的市儈和小人視若無物，為甚麼他

對蠅營狗苟、趨炎附勢的庸俗習氣如此鄙夷不屑。這是因為馬克思站立

在高山之巔，他所關注的是時代風雲和民間疾苦，是社會變革和歷史潮

流；對至真、至善、至美的追求，使他總能以淡泊寧靜之心去領略人生

的無限風光。「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杜甫《望嶽》）這兩句詩可

以幫助我們領悟馬克思的內心世界。

在這部《馬克思畫傳》中，我們緊扣以上四個基本要素，力求準確

地勾勒出馬克思生命歷程的主線，再現他的人生境界的風采。

「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
—簡述本書的編輯思路

講好馬克思的故事，確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馬克思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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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瀾迭起，馬克思的理論博大精深，而他生活的那個時代又充滿錯綜複雜

的矛盾和鬥爭。因此，為了編纂這部以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為宗旨的

傳記，我們首先必須對浩繁的史料進行梳理和提煉，力求反映最重要、最

本質的東西。正如唐人韓愈所說：「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

（《進學解》）只有用提要鈎玄、取精用弘的方法，才能精準、簡潔、鮮明

地再現馬克思的壯麗人生。

真實是本書的靈魂。唯有保證史實記敘和理論闡述的準確，這部作

品才能對學習經典著作具有切實的參考價值，同時對研究經典作家具有

獨立的學術價值。因此，我們要求自己用編譯經典著作的科學態度從事

編纂畫傳的工作。我們重溫了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和書信，廣泛搜集並

認真研讀了涉及馬克思生平事業的各種史料和研究成果，對畫傳的總體

方案、條貫脈絡、篇章結構、各章導言、各節提要和大事年表進行了反

覆斟酌和推敲，對反映歷史事件、人物、組織、著述和文稿的大量圖片

進行了審慎的考證和精選，以保證這部作品成為真實可靠的信史。

創新是本書的亮點。要讓讀者通過一部畫傳了解馬克思的實踐活動

和理論貢獻，就必須在敘述風格和闡釋方式上勇於創新。在史實記敘方

面，我們改變歷來沿襲的單純按時間順序編排的模式，嘗試開闢一條使編

年敘事與專題介紹有機結合、相互補充的新路，並按照歷史與邏輯相統

一的原則，在全書序言和各章導言中對馬克思的革命生涯進行簡練的概

括，以便更加完整地反映馬克思的生平事業。在理論闡述方面，我們注意

避免史論分離和重史輕論的傾向，力求清晰地再現馬克思主義形成和發

展的歷程，同時充分利用最新的編譯和研究成果，簡明而又準確地介紹馬

克思重要著作的寫作背景和思想精髓。在這部畫傳中，我們重點展現馬

克思的光輝業績和傑出貢獻，同時也著力展示他的高尚品質和博大胸懷，

盡可能讓讀者全方位地了解馬克思的偉大一生。

立體的語言是本書的特色。以文為經，以圖為緯，經緯交織，圖文

互補，構成了這部作品獨特的、立體的敘事語言。我們感到，採用這樣

的語言既是對當今讀者需求的適應，也是對優秀文化傳統的繼承。中國

古代先賢早就倡導並實踐過將讀圖和讀文結合起來的學習方式。宋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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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鄭樵說過：「古之學者為學有要，置圖於左，置書於右，索象於圖，

索理於書，故人亦易為學，學亦易為功。」（《通志．圖譜略》）我們

在編纂本書時借鑒了這種「左圖右史」的思路，選錄了馬克思、恩格斯、

列寧的重要論述以及馬克思的親人和戰友的生動回憶，讓讀者對這位革

命導師的思想和品格獲得更加深刻的感悟、更加真切的印象；同時，我

們精選了中外名家的許多美術作品，其中有的描繪恢弘的歷史場景，有

的表現重大的革命題材，也有的反映動人的生活細節。這些作品與珍貴

的歷史圖片、簡要的說明文字融合無間，使思想的感召力和藝術的感染

力交相輝映、相得益彰。

《馬克思畫傳》初版於 2012年問世，受到了廣大讀者的關注和好評。

在迎接馬克思誕辰 200周年的日子裡，我們對初版進行了認真修訂：一

是圍繞馬克思的實踐活動及其社會背景，充實了若干有價值的史料；二

是圍繞馬克思的重要著作及其理論要義，增補了經典作家的相關論述；

三是圍繞馬克思的品格與情操，增添了許多重要的資料和信息。與此同

時，我們還對敘述文字和版面設計作了必要的調整和改進。總之，我們恪

守精益求精的原則，力求使新版畫傳內容更豐富、邏輯更嚴謹、表述更

精當，以期進一步適應讀者的需要。

我們希望，在馬克思誕辰 200周年之際，這部《馬克思畫傳》紀念

版能幫助讀者完成一次穿越時空之旅，走進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如日初

升的年代，走向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揚帆啟航的地方，去感受和體悟馬克

思的人生境界，從中獲得啟迪和教益，汲取把握人生航向的智慧和經受

風雨、搏擊波濤的勇氣。

2018年 2月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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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童年和學生時代



1818年 5月 5日，卡爾．馬克思出生於德國特里爾市（時屬普魯士

王國）的一個律師家庭。特里爾市所在的萊茵地區，因受法國大革命的

影響，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迅速，反對封建專制的進步思想廣為傳播。馬

克思的父親亨利希．馬克思學識淵博，思想開明。馬克思從小受到良好

家庭教育。

1830年，馬克思進入特里爾中學學習。他學習勤勉，善於獨立思

考，不僅掌握了扎實的基礎知識，還受到了革命民主主義和啟蒙思想的

熏陶。他的中學畢業作文《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反映了他對人生道

路的深邃思考和為人類服務的遠大抱負：「人只有為同時代人的完美、為

他們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達到完美。如果一個人只為自己勞動，他

也許能夠成為著名的學者、偉大的哲人、卓越的詩人，然而他永遠不能

成為完美的、真正偉大的人物。」青年馬克思還創作了大量詩歌以及劇

本和小說，表達了嚮往光明、追求真理的志向和激情。

1835年 10月，馬克思進入波恩大學，次年轉入柏林大學。起初他

攻讀法學，後來潛心研究歷史和哲學。當時，黑格爾主義在柏林大學佔

據支配地位。黑格爾學派左翼—青年黑格爾派站在資產階級激進主義

立場上批判宗教，並力圖從黑格爾哲學中得出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結

論。從 1837年起，馬克思系統研讀黑格爾的著作，結識了青年黑格爾派

的許多代表人物，並成為青年黑格爾派博士俱樂部的積極成員。但是，

在政治立場和哲學觀點上，馬克思同青年黑格爾派存在著重大分歧，這

種分歧最終導致他與青年黑格爾派分道揚鑣。

1839年起，馬克思專心研究古希臘哲學，1841年 3月寫成博士論

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馬克思在博

士論文中揭示了伊壁鳩魯原子學說的積極意義和辯證法因素，同時深刻

地分析了人和客觀現實、哲學和客觀世界的辯證關係。在這篇論文的序

言中，馬克思公開表示無神論是自己的堅定信念，宣佈要反對「一切天

上的和地上的神」，反對宗教對哲學和人的自由思想的壓制，要求把人從

宗教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他稱讚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斯「是哲學曆書

上最高尚的聖者和殉道者」，並用普羅米修斯的豪言壯語回答那些屈從於

宗教黑暗勢力的懦夫：「我絕不願像你那樣甘受役使，來改變自己悲慘的

命運，你好好聽著，我永不願意 !是的，寧可被縛在崖石上，也不為父親

宙斯效忠，充當他的信使。」1841年 4月，馬克思從耶拿大學獲得博士

學位。



004 馬克思畫傳 1818—1883

01.	 19	世紀 30	年代的特里爾

02.	 特里爾布呂肯巷 664 號（現為布呂肯街 10 號），1818 年 5 月 5日馬克思

在這裡出生。

03.	 馬克思兩歲時全家搬遷到特里爾西梅翁街 1070 號（現為西梅翁街 8號）

04.	 1830 年前後的西梅翁街

卡爾．馬克思 1818年 5月 5日出生於德國古城特里爾。當時整個德

國還處於封建專制制度統治之下，而特里爾市所在的萊茵地區卻在法國

資產階級革命的影響下，出現了較為繁榮的資本主義工商業，並由此產

生了反對封建專制的民主力量和進步思想。（01–04）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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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馬克思畫傳 1818—1883

馬 克 思 家 譜

馬克思–萊維（莫迪凱）

約1743—1804

米什萊．

布里薩克

?—1860

   賽米爾—

1775—1827

夏娃．莫澤斯．利沃夫

約1757—1823

亨利希（赫舍爾）

1777—1838

罕麗達．

普雷斯堡

1788—1838

   艾絲苔—

約1786—1865

加布里埃爾．

科澤耳

1777—？

莫澤斯

1788—1808

亞歷山大．

勃魯姆

約1793—？

    巴貝（巴貝塔）—

約1789—1865後

希爾施—

1790—？

罕麗達．

梅特

  雅科布斯—

1800—1850

羅絲．

勃魯姆

1790—1862

歌列姆

1798—1799

莫里茨．大衛

1815—1819

    索菲婭—

1816—1886

威廉．羅伯特．

施馬爾豪森

1817—1862

卡 爾

1818—1883

燕妮．馮．

威斯特華倫

1814—1881

海爾曼

1819—1842

    罕麗達—

1820—1845

泰奧多爾．

西蒙斯

1813—1863

    路易莎—

1821—1893

約翰．卡爾．

尤塔

1824—1886

    埃米莉—

1822—1888

約翰．雅科

布．康拉第

1821—1892

卡羅琳

1824—1847

愛德華

1826—1837

燕妮

1844—1883

莎爾．龍格

1839—1903

勞拉

1845—1911

保爾．拉法格

1842—1911

埃德加

1847—1855

亨利希．吉多

1849—1850

弗蘭契斯卡

1851—1852

愛德華．艾威林

1851—1898

愛琳娜—

1855—1898

第七個孩子（無名）

1857

沙爾

1873—1874

讓．洛朗．弗雷德里克

1876—1938

安妮塔 昂利

1878—1883

埃德加

1879—1950

布朗什

1881—1961

馬塞爾

1881—1949

燕妮

1882—1952

沙爾．埃蒂耶納

1868—1872

燕妮

1870

馬克．洛朗

1871

  羅貝爾．讓—

1901—1987

克里斯蒂娜

？—2003

卡爾

1904—1981

沙爾

1902—？

弗雷德里克

1904—？

燕妮

1906—1939

保爾

1909—？

馬塞爾．沙爾

1909—1954

05

05.	 馬克思的出生證書，上面有他的

父親亨利希．馬克思的簽名。

06.	 馬克思家譜

馬克思的父親亨利希．馬克

思（1777—1838），猶太人，富有

正義感，同情人民疾苦，是一位受

人尊敬的律師。母親罕麗達．普

雷斯堡（1788—1863），荷蘭人，

是一位勤勞善良的家庭婦女。馬

克思共有兄弟姊妹九人，馬克思排

行第三。他從小聰明好學，深受家

人喜愛。（05–07）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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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童年（中國畫）高莽



008 馬克思畫傳 1818—1883

08

09

10

11

08.	 中學校長約翰．胡果．維滕巴赫（1767—1848）

09.	 數學和物理老師約翰．施泰寧格（1794—1874）

10.	 特里爾中學

11.	 特里爾中學禮堂

1830年 10月至 1835年 9月，馬克思在特

里爾中學學習，在思想上受到進步師長的積極

影響。（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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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2.	 馬克思 1835 年 8 月寫的中學畢業作文《青

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第 1頁	

13.	 馬克思的中學畢業證書。王室考試委員會在

畢業證書上寫的評語：「對待師長和同學態

度良好」，「古代語言、德語和歷史學習很

勤勉」，「他的作文顯得思想豐富，對事物

有較深刻的理解」。

1835年 9月，馬克思中學畢業。他在中

學畢業作文《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中

表達了對人生道路的深邃思考和為人類服務

的遠大抱負。（12–13）

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而工作的職業，那麼，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
大家作出的犧牲；那時我們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於
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悄然無聲地存在下去，但是它會永遠發揮作用，而面對我們的骨灰，
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馬克思《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



010 馬克思畫傳 1818—1883

14 16

15

14.	 19 世紀 40年代的波恩

15.	 波恩大學，馬克思 1835 年 10 月至 1836 年 8月在此學習。

16.	 波恩大學的一座教學樓

1835年 10月中旬，馬克思進入波恩大學攻讀法學。

他求知慾很強，起初選修九門課程，除專業課程外，還聽

文學和希臘羅馬神話、現代藝術史等講座。不久，他對多

數課程的講授感到不滿，便減少聽課次數，自己制定計劃

進行自學。（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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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36 年的馬克思畫像

18.	 波恩大學有各種同鄉會組

織，馬克思參加了特里爾

同鄉會，被選為該會理事。

圖為1836年波恩大學特里

爾同鄉會的大學生在哥德

斯堡的白馬酒店前（當時

的石版畫），右起第六人

為馬克思。

19.	 馬克思的波恩大學肄業證

書。證書中對馬克思的一些

課程的評語是「勤勉和用

心」，「十分勤勉和用心」。

1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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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0.	 19 世紀 30年代燕妮的畫像

21.	 馬克思獻給未婚妻燕妮的詩集《愛之書》

22.	 路德維希．馮．威斯特華倫（1770—1842），燕妮的父親，特里

爾的樞密顧問，馬克思的良師益友。

23.	 卡羅琳．馮．威斯特華倫（1780—1856），燕妮的母親。

24.	 威斯特華倫一家在特里爾的住所

25.	 威斯特華倫一家在薩爾茨韋德爾的住所，1814 年 2月 12日燕妮在

這裡出生。

燕妮．馮．威斯特華倫（1814—1881）出身於貴族家庭，從

小受到良好教育。她傾慕馬克思的品德和才華，1836年秋衝破門

第等級觀念的束縛，毅然與馬克思訂婚。青年馬克思十分珍視他

和燕妮的愛情，他創作了《愛之書》、《歌之書》等詩集，用真誠、

熾烈的詩句抒發了對燕妮的深情和摯愛，同時也表達了對真理的

嚮往和追求。（20–25）

請你收下這些詩箋，
我懷著真情把它們奉獻，
詩中迴蕩著鏗鏘激越的琴聲，
詩中映射出自由的心靈火焰。

—馬克思《愛之書．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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