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产党宣言》全文

（引言）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

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

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

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

反动敌人呢？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

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

候了。

为了这个目的，各国共产党人集会于伦敦，拟定了如下的宣言，

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弗拉芒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

一、资产者和无产者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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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

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

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

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的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 ，

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 、

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

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

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

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

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

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 。

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

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

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

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

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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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

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

工业化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

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

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 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

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

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 来

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

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

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进

展。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 级，在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治

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

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 主

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

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

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 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

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



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 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

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

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 虔

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

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

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 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

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

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

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

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

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

用，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

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

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的远

征。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

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 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

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

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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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

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

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 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

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

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

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 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

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

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

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

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

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 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

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

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 互相往来

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

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

益成为不可能，于 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

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 ，

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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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

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

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

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

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 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

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

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

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

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 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

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

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 地

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

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

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 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

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

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 地

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

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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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 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

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

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 了。

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

桎梏。它必须被炸毁，而且已经被炸毁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

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

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 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

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

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

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

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

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 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

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

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 一种在过

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

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

遍的毁灭性战争， 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

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

太多，工业和商业太 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

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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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 的阻碍；而它一

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

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

它本身所造 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

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

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

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

的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

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

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

程度上得到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 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

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

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 以

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

由于机器的推广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

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

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 ，

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

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价格，是同它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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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越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越减少。不仅如

此，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也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

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

运转的加速，等等。

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

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象士兵 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

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是资产

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

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

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越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越发达 ，

男工也就越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

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

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

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

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

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 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

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资本家的竞争；

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 无产阶

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

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

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

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他们不

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且攻击生产工具本身；他们毁坏那

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

中世纪工人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工人们还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

众。工人的大规模集结，还不是他们 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

级联合的结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

还能够把整个无产阶级发动起来。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 是

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专制君

主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者作斗争。因此，整个

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

是资产阶级的胜利。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

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 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

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

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和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资产者彼

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

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

位越来越没有保障；单个工 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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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

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 便为可能

发生的反抗准备食品。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

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

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 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

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

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 性

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

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

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 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

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

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迫使

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就是

一个例子。

旧社会内部的所有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资

产阶级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反对贵族：后来反对同工业进步有利

害冲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

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

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

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

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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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

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

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 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

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

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 方

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

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

方面来了。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

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

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

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 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

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 ，

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 鉴于

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

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

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

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

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已经被消灭了。无

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

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

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

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

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

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 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

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

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 必

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

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

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

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

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

的资产阶级。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

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

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我们已经看到，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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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 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

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农奴曾经在农

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

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

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

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 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

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

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 去了，因

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

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

下生活下去了，就 是说，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

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 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

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

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

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

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

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 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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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

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

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

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

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

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

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

取政权。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

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在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

系的一般表述。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

的特征。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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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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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

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

好一个劳动得来的、自己挣得的、自己赚来的财产！你们说的是

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

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

它。

或者，你们说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吧？

但是，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出财产来

吗？没有的事。这种劳动所创造的是 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

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加

起来的财产。现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运动 的。

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对立的两个方面吧。

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

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

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

活动，才能运动起来。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

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时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

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现在，我们来看看雇佣劳动。

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

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因 此，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

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

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 下

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

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

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 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

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

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

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

现在支配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

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而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说对了。

的确，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

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

自由买卖。



但是，买卖一消失，自由买卖也就会消失。关于自由买卖的言论 ，

也象我们的资产阶级的其他一切关 于自由的大话一样，仅仅对于不

自由的买卖来说，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而

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 身

这一点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要消灭私有制，你们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

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 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

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可

见，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 有

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

总而言之，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你们的那种所有制。

的确，我们是要这样做的。

从劳动不再能变为资本、货币、地租，一句话，不再能变为可以

垄断的社会力量的时候起，就是说，从个人财产不再能变为资产阶级

财产的时候起，你们说，个性就被消灭了。

由此可见，你们是承认，你们所理解的个性，不外是资产者、资

产阶级私有者。这样的个性确实应当被消灭。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

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

兴起。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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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里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

一个同义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

所有这些对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

也被扩及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正如阶级的所有制的终止在

资产者看来是生产本身的终止一样，阶级的教育的终止在他们看来就

等于一切教育的终止。

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

器。

但是，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

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

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象你

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 志

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

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

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谈到古代所有

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谈到封建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

一谈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

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派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耻的意图表示

愤慨。

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立在资

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那里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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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展的形式存在着，而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则是它的

补充。

资产者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的消失而消失，两者都要

随着资本的消失而消失。

你们是责备我们要消灭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吗？我们承认这种罪

状。

但是，你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

最亲密的关系。

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

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

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

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

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越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

子女越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商品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

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越是令人作呕。

但是，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资产阶级异

口同声地向我们这样叫喊。

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

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他们想也没有想到，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

地位。

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



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

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

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

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其

实，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

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

还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

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

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

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

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

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

失。

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般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

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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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

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

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

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

想。

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

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

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

了。当基督教思想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

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

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

“但是”，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

观念等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固然是不断改变的，而宗教、道德、哲

学、政治和法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

此外，还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的真理，如自由、正

义等等。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

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相矛盾的。”

这种责难归结为什么呢？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

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

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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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 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

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

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 失

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

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不过，我们还是把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撇开吧。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

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

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

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

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

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

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征收高额累进税。

3．废除继承权。

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

国家手里。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

壤。

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

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

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

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

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

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

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

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

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

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1．反动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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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封建的社会主义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

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 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

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

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 使在文

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

不装模做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

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 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

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

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

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

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

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

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

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一部分法国正统派和“青年英国”，都演过这出戏。

封建主说，他们的剥削方式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不同，那他们只是

忘记了，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目前已经过时的情况和条件下进行剥

削的。他们说，在他们的统治下并没有出现过现代的无产阶级，那他

们只是忘记了，现代的资产阶级正是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



不过，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批评的反动性质，他们控告资产阶级

的主要罪状正是在于：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有一个将把整个旧社会制

度炸毁的阶级发展起来。

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无产阶级，不如说是

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

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 ，

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词，屈尊拾取金

苹果，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

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

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

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

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乙）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封建贵族并不是被资产阶级所推翻的、其生活条件在现代资产阶

级社会里日益恶化和消失的唯一阶级。中世纪的城关市民和小农等级

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工商业不很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级还在

新兴的资产阶级身旁勉强生存着。

四、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看过第二章之后，就可以了解共产党人同已经形成的工人政党

的关系，因而也就可以了解他们同英国宪章派和北美土地改革派的关

系。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

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在法国，共产党人同社会主义民主

党联合起来反对保守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但是并不因此放弃对那些

从革命的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

在瑞士，共产党人支持激进派，但是并不忽略这个政党是由互相

矛盾的分子组成的，其中一部分是法国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一部分

是激进的资产者。

在波兰人中间，共产党人支持那个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的条

件的政党，即发动过 1846 年克拉科夫起义的政党。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

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

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

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

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

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 17 世纪的英国和 18 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

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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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

幕。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

的革命运动。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

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

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

协调。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

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

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

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