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责任编辑：王 觅 2022年5月9日 星期一

《
望
道
》
：
史
、记
、传
的
有
机
统
一

□
李
朝
全

徐锦庚的长篇报告文学《望道》（浙江文艺出

版社2021年12月）以《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的翻译出版故事为主线，生动讲述了以陈望道为

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探索真理的历程，凸显了

《共产党宣言》的传播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和

对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巨大影响。徐锦庚站在大历

史观的思想高度，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

命历程为背景，将世界风云与中国现实进行了深

入比较，通过对不同材料的甄别、判断和研究，梳

理出马克思恩格斯著述宣言和陈望道翻译宣言

的由来，写出了《共产党宣言》那种昂扬的时代激

情、鲜明的政治观点、坚定的批判立场、强大的思

想号召力和改变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命运的伟

大精神力量。

作为“回望建党百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

目和2021年度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

目，《望道》将马克思的成长史、马克思主义诞生

史、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共产党宣言》一书在

中国的传播史巧妙地熔于一炉，把中国革命放到

世界革命的大格局中来考察，提炼作品的主题立

意。其中既有宏大的叙事结构，对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史上的重大结点、事件都有所涉及，展现了

近现代中国历史上诸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

国共产党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红军长征等重

大历史事件；又有许多微观的细节描写，如《共产

党宣言》译者的选择，陈独秀如何经人推荐辗转

找到陈望道等，徐锦庚对这其间的来龙去脉、细

枝末节都交代得清晰明了。作品兼具学术研究的

厚重与文学叙事的美感，在一些场景描写方面非

常精彩。比如，描写马克思奋笔疾书《共产党宣

言》时的最后段落，写完最后一句话，“他把鹅毛

笔往后一扔。鹅毛笔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

形，飘飘扬扬地落到地板上。滴下的墨水连同笔

一道，构成了一个大大的叹号。”《望道》在充分尊

重史实的基础上，展开合理的文学想象，类似这

样既贴近历史现场又反映人物个性风姿的段落，

在书中俯拾皆是。

感染力强烈的语言表达以及扎实缜密的史

料分析，使得《望道》成为一部描摹人类崇高理想

追求者群像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尤其是对以陈

望道为代表的一批中国早期革命者的形象塑造

和刻画入木三分，如陈独秀的豪情、李大钊的沉

稳、胡适的胆小，虽着墨不多，却令人印象深刻。

作为该书的主人公，书中用三分之一的篇幅书写

陈望道的传奇经历，将他的个人抉择置于时代主

潮之中，展现他对真理的上下求索和对信仰的不

懈追求。对陈望道的求学、成长、做学问等人生经

历进行了细腻爬梳和整体呈现，凸显了他作为一

个具有思想深度的知识分子的特殊贡献和风采。

历史编撰尽管不可避免地有着文学性的描

述，但总是依赖历史事实而寻求历史的真相，无论

这种寻求可能有多么复杂和困难。历史学家的叙

述无疑具有文学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具有文学性

的叙述会否导致历史真实或事实的揭示和虚构。

从这个意义上说，徐锦庚面临的考验既是历史研

究层面的，亦是文学叙事层面的，更是如何将二者

有效融合的问题。作者需要在大量材料中有准确

的甄别，有独立的分析，进而得出自己的结论，特

别是对某些为人熟知的历史细节和典故做了大量

的考证，也指出了典故中的一些谬误。这在本质上

说是在用叙事的方式研究中国革命历史。

对于无法亲历甚至无法通过采访而抵达的

历史现场，徐锦庚展现出在梳理历史脉络、研究

历史文献、论证和阐述史实方面的过硬功夫和强

大能力，以一种与历史文献分析相结合的叙事研

究的方式，重返、重建、重审历史现场，搭建起一

个跨越百年时空的、文学与历史互鉴、今人与先

辈对话的场域。这种叙事研究不同于逻辑层面的

理论研究，关注和书写的是个体或者群体的精神

世界和内在经验，意在丰富或者是填补被遮蔽和

忽略掉的历史经验和生命存在的裂隙。这就使得

越来越多溢出人们认知惯性的新鲜史料得以被

更加准确和贴切地打捞和使用，使得那些不被重

视的个体生命经验在宏阔历史浪潮的淘洗下留

下了细微却清晰的痕迹。

研究视野的拓宽和研究重心的下移，有助于

改变传统史学偏重于政治史和经济史的偏向，从

而使更多的研究领域得以走进读者的视野，也使

得曾经被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视角所统摄的重

大革命历史叙事，有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和思想的

面相。从这个角度来讲，《望道》书写的不仅仅是

《共产党宣言》诞生以及首部中文译本翻译、出版、

传播的全过程，实际上也是通过对这样一个小切

口的历史事件多维度、多视角的钩沉和打捞，进而

折射出中国早期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们

的心路历程、理想信仰和精神存在；通过个人跌宕

起伏的生活经历与命运转折，深刻揭示出现代中

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与社会文化变迁。

与历史文献分析相结合的叙事研究
——徐锦庚长篇报告文学《望道》读记 □傅逸尘

徐锦庚的《望道》在2021年建

党百年之际推出，确是一本讲述中

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好书，亦曾入

选月度“中国好书”。

《望道》主要讲述的是陈望道翻

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书写了一

段红色记忆，反映了一部红色经典

的前世今生。《共产党宣言》是马克

思主义的奠基性著作，确立了全新

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无疑是一部

红色经典。一如作者在书里所写到

的，“一本书影响了一群人，一群人

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催生了一个政

党，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事实上，

这本薄薄的书直接影响了列宁领导

的苏联、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的诞

生，改变了这两个大国的命运。譬

如毛泽东就曾说过：“《共产党宣

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

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

言》，……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

启发。”因此，这样一部红色经典的

前世今生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作者在2014年曾与铁流合作创作

了长篇纪实《国家记忆——一本〈共

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获得了第

十三届“五个一工程”奖。在此基础

上，他进行了深入的再挖掘、再开

掘，追索和描述《共产党宣言》从酝

酿、创作到翻译、传播的过程，重点

聚焦陈望道翻译该书的来龙去脉。

由此可见，《望道》是《国家记忆》一

书的“续编”或“前传”，是对《共产党

宣言》的创作传播史再度进行深入

挖掘。

《望道》最大的特点是：它是一

部史、记、传有机结合的长篇纪实，

为国家写史，为民族留记，为人物立

传。这是一部红色历史，既叙述了

国际共运史、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

的一段，也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

一部分——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

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进入中国进而

塑造中国的历史。同时，它也是《共产党宣

言》创作、译介、传播、影响过程的一份真实的

记录，是《共产党宣言》的诞生记、翻译记、传

播志，也可以称之为一种红色记忆、国家记忆

和民族记忆。更重要的是，这部史记结合了

一个个具体人物的人生传记或传略，是围绕

着马克思主义创立者和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

的生平经历来展开的。因此可以说，这部纪

实作品是对中国史传传统的弘扬光大，将史、

记、传三者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在人物传记方面，作者不仅描述了主要人

物陈望道的生平故事及其曲折的一生，同时也

描写了包括《共产党宣言》创作者马克思和恩

格斯这两位经典作家献身革命事业炽热的激

情和坚定的信念，写出了这两位伟大战友之间

亲密的关系与真挚动人的友情。作

者也讲述许多人物特别是中国共产

党初期出席一大的13位党员包括

李汉俊、李达等人的命运，以及他们

各自不同的道路及归宿。包括后来

沦为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戴季陶的两

面人生：他曾帮助推荐陈望道翻译

《共产党宣言》，对《共产党宣言》的

翻译应该说是作出过贡献的，但其

后来的转变却令人不齿。对此作者

都作了客观的描写，内容是可信

的。优秀的历史纪实作品，应该是

史、记、传的有机统一。在这一点

上，《望道》确实做到了。

这部作品的主题是“望道”初

心，亦即追望大道、追求真理的初

心，就是要为世界谋大同、为人民谋

福祉、为民族谋复兴，在革命初期则

是为了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

民幸福。在书里，作者对《望道》进

行了阐释：一是这部书是要写“望道

们”，即一批像陈望道一样为国家独

立和人民解放上下求索寻求真理的

有识之士；二是，望道就是追望大

道、追随大道，亦即跟随《共产党宣

言》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用以

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作者深情塑

造陈望道的形象，凸显了陈望道不

忘初心、矢志不渝的坚定革命理想

和信念。虽然在他的人生历程中也

有过一段脱党的经历，但是这个在

年轻时就已尝过真理甜滋味的人终

生初心未改，他对真理的追求、对信

仰的坚守从未改变。其次，作者将

一个个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个人的

初心同这个政党的初心有机地关联

起来，不仅展现了具体的个人包括

陈望道、毛泽东等的初心，也表现了

中国共产党这个伟大政党的初心及

信仰，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因此也是借以重温我们党的建党初

心，实际上正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的

有力弘扬。

《望道》这本书的创作采用的是考古发掘

式，是带有研究性考据式的书写。譬如，它对

《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进行了深入考据：最早

是谁开始介绍这部伟大的红色经典的，包括讲

述了刘仁静翻译过著作中的一些段落，李大钊

曾经推介过此书；而对于在陈望道之后其他译

者的翻译版本、对最早的红色封面错刊版存世

藏本的下落等也都进行了详实的考证，对《共

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历程进行了条分缕析

式的跟踪爬梳和剖析研究。这种深入的描述

与揭示，不仅具有史志价值，也有学术的发现

价值。这使得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溢出了文学

和纪实，而使其具备了对党员和大众进行理想

信仰教育的价值，以及对红色经典传播史进行

深入研究的价值。

不仅仅只是“前世今生”……
——《望道：〈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全译本的前世今生》读后 □潘凯雄

坦率地说，上世纪末本人开始“端坐”于大学

课堂时，陈望道先生其名对我而言完全是一片空

白，没办法，像我这样“启蒙”于那个“疯狂十年”

的一茬大都就是如此傻傻。当中共党史课老师

充满自豪感地对我们说“《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

本的首位译者陈望道先生就是我们新中国成立

后的首任校长”，当现代汉语课老师在开列课外

阅读书目时同样也是不无自豪地介绍：“建议大

家课外阅读的这本《修辞学发凡》，其作者就是我

们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任校长陈望道先生”，陈望

道这鼎鼎大名才开始深深地烙进了我的脑海。

于是，当拿到徐锦庚所著《望道：〈共产党宣言〉首

部中文全译本的前世今生》一书时，我便立即饶

有兴趣地一气读完，并暗自大呼“过瘾”。

《望道》，这主书名起得好！不过我同时也

“坏坏”地想，如果陈先生不是在1918年“擅自”

将自己由“参一”更名为“望道”，那锦庚这部新作

的主书名还会是“望道”二字吗？再说这部书的

副题叫“《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全译本的前世今

生”，小了，全书内容之涵盖可远不止于此！

《望道》这主书名起得好，不仅有望道先生其

人，更有“望道们”其群。而无论是“望道”还是

“望道们”，莫不皆是紧紧扣住“道”这个兼有道

义、道路、方法、规律等多义性的关键字做文章。

先说“望道”。作品并非围绕陈望道先生之

毕生经历面面俱到，而只是以他翻译《共产党宣

言》这一既是他个人亦是影响整个中国历史进程

的重大经历为轴心，选取其一生中诸如“毁佛办

学”“赴日求学”“就职浙一师”“参与酝酿建党”

“分道扬镳”“重归初心”等重大节点而上上下下、

前后左右辗转腾挪，再现了其毕生为追求真理上

下求索的人生奋斗历程和鲜明的个性特征：执著

的理想、不倦的求知、率真的个性，一个“党性+

人民性+个性”的陈望道立体地呈现于读者面

前，令人可亲可信、可敬可尊。

再说“望道们”。这个“们”则是以望道先生

为支点，向国际与国内两个方向伸展：国际方向

是锦庚用前两章的篇幅将视线向前向外移至19

世纪的欧洲大陆，其中既有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位

革命导师联袂创作《共产党宣言》、指导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从空想走向科学的伟大历程，也有他们

间真挚的友谊与各自的奋斗人生。国内方向则

是刻画了一群与陈望道同时期的“同道们”的群

像，其中有两条人群链颇有意味：一是陈望道何

以成为《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译者的

引导链——从李大钊到陈独秀到戴季陶到邵力

子再到陈望道；二是作品第十一章“跌宕起伏”中

先后写到的李汉俊、沈玄庐、戴季陶、陈望道、李

达和邵力子等。置于这两条链条上的人物虽有

异同，特别是各自的人生道路选择也不尽一致，

曾经的一群共同“望道”者后来有的分道扬镳、有

的迷途知返、有的殊途同归，但究其缘由则无非

是因其信仰、品德和个人性格各异之使然。而更

有意味的，还当是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

的毛泽东同志对待这些人的不同态度，只要信仰

不变、只是因为个人性格原因而一度脱党的如李

汉俊、李达和陈望道者，老人家的态度都是包容

的。这样一种宽广、包容而民主的气度与作风，

或许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之道中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吧。

作为这则小文的结束，还有必要讨论一下它

的文体。将《望道》归入非虚构类纪实文学似乎

也说得过去，但我注意到国家出版管理部门给它

的分类定位则是“《共产党宣言》-IV”。细思下

来，这样的定位似乎更严谨更准确。无论是《共

产党宣言》的横空出世还是它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的诞生，其当事人或见证者皆已不在人世，作为

纪实文学创作所必要的采访、特别是对当事人或

亲历者的采访都无从谈起。本书的创作的确也

是作者在大量查阅、比对、挖掘和分析研究了大

量直接或间接文字材料的基础上用文学的笔墨

而挥就。因此，无论是将《望道》归入纪实文学还

是研究类著述，都各有其道理与依据，这似乎也

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更在于作者在创作时所呈

现出的那种基本态度。在我看来，这个过程中，

至少有如下两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一是为了

《望道》的写作，锦庚的确查阅了大量相关原始文

献及其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且尽力在寻找第

一手第一版的原始材料，对此，我虽不敢妄言“穷

尽”二字，但称其下了大功夫苦功夫当不为过；二

是作者之用功不仅限于尽量穷尽现有能看到能

找到的相关材料，而且对它们还有进一步的比较

与研究，进而坦言自己的看法与判断。比如国内

史学界几成共识的关于1920年“南陈北李，相约

建党”一说，徐锦庚则依据自己掌握的材料认真

分析后明确直言“这是子虚乌有的事”；比如陈望

道译本第一版的出版时间一直存有 1920年 4

月、5月和8月这三种说法，而作者经过认真比对

与推算后则明确自己选择支持8月一说。这些

论断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底气，而这种底气则来

自作者扎实与诚实的学风。在这个意义上，无论

对《望道》的文体如何定位，这种扎扎实实的学风

与文风当更值得称道。

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涌现出一批

著名翻译家，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早期创始人李大钊、

陈独秀、瞿秋白等既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

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介绍和传播者。这些

翻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成为在

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桥梁。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是一部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纲领性文献。它就像一盏明灯，为在漫漫长夜中

苦苦挣扎的全世界无产阶级摆脱苦难、求得解放

提供了思想武器，指明了奋进方向。五四时期，

李大钊曾经节译了《共产党宣言》，这部经典的全

译本则是陈望道首先完成的。

徐锦庚创作的《望道》一书，就是追根溯源、

全景讲述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是如何翻译、

出版的，同时也深刻诠释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是

如何追求真理和信仰、走上革命道路的一部优秀

报告文学。这是一部全面、生动、形象地围绕《共

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这一红色出版事件讴歌

伟大建党精神的精品力作。

这部作品非常值得我们认真阅读。它是在

具有深厚学养的基础上完成的一部横贯文学、历

史和学术的优秀报告文学，不仅富有生动形象的

艺术吸引力、感染力，又能一步步引领读者走进

历史的深处，领略20世纪初中国社会风云激荡

的真实历史和政治景象，表现出作者高超的学养

水平、结构艺术、叙事能力。

《望道》全景式讲述了《共产党宣言》首部中

文全译本出版的前世今生，并牢牢把握翻译《共

产党宣言》这条主线，刻画20世纪初知识分子中

的“望道们”，以及在《共产党宣言》传播过程中，

对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影响和带给中国革命的

意义。作者在这部书中，先简要叙写了马克思、

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经过以及《共产党宣

言》在欧洲的传播，之后便大篇幅叙述陈望道翻

译《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情况，以及出版过

程。在叙述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的翻译、出

版过程的同时，作者又将其与中国共产党这个先

进组织结合起来。《共产党宣言》的出版适逢酝酿

成立中国共产党之时，对革命先驱的成长有着重

要的影响，也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发起、

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思想基础。作

者在叙述过程中将两者紧密联系，互为因果，相

互印证，自然生动，读来令人印象深刻。

文学是人学，报告文学也不例外。这部书用

细腻的笔触，通过大量细节的生动描绘，成功再

现了陈望道这一饱满的人物形象。陈望道无疑

是本书的主角，作者用相当篇幅书写了这位著名

学者的传奇经历。把握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

言》这条主线的同时，这部书还将当时的一批仁

人志士、革命先驱推到读者眼前，让我们看到了

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下，那

个时代的先进人物是如何将个人抉择置于时代

洪流之中，对革命上下求索、对信仰不懈追求

的。所以，这本书不仅写陈望道，也是为“望道

们”画像、立传。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创作

之初，是写陈望道。反复斟酌，决定写‘望道

们’”。陈望道是火炬《共产党宣言》的传递者之

一。“他不是孤军奋战，他的周围，有一众‘望

道’”。他的周围有“一大批革命志士，高擎一束

火炬，胸怀变革之志，追望真理之道，在黑暗中摸

索。前行路上，有的徘徊彷徨，有的误入歧途，有

的分道扬镳，有的慷慨赴死。更多的人，矢志不

渝，坚贞不屈，前赴后继，接力传递，使革命之火

在东方终成燎原之势。”

在写作的过程中，作者查阅了大量的出版史

料和党史资料，对重要事件的叙述都有丰富可信

的资料支撑，论述线索清晰、脉络分明。对某些为

人熟知的典故，作者通过大量的考证，也指出了

其中的谬误，能够看得出作者有很好的学术功

底。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称得上是一部《共产党

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的学术研究著作。

这部书以《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和传播

这一历史事件，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生动诠释和

弘扬了伟大的建党精神。毛泽东同志说过：“十

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共产党宣言》是比十月革命更早的马克思

主义，它们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中国革命的胜

利，都起到了重要的铸魂引航作用。另外我们还

看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紧密结合，焕发出

了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从这个意义

上讲，《望道》这部书给予我们心灵的震撼无疑是

巨大的。

红色出版诠释伟大建党精神
□秦艳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