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资本论》名言出处及其中英版本不同篇章体例的考证 

中欧法学院 08 级    周淼鑫    学号 0801010057   序号 54 

 

一、《资本论》中，关于资本逐利性的那句名言出自何处 

在国内，《资本论》的权威版本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

编译局（以下简称中央编译局）翻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第一版第 23 卷至 25 卷。马恩著作权威网站 www.marxists.org 所附中文

马恩著作的版本即取自该版本。在全集第 23 卷（即《资本论》第一卷）第 24

章“所谓原始积累”第 6 节“工业资本家的产生”最后一句话中（位于该书第

829 页），提到：“那末，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
东西”，该句的注释写道： 

《评论家季刊》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

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１０％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
用；有２０％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５０％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１

００％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３００％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
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
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１８６０年伦敦版第

３５、３６页） 

可见，这段名言不是马克思自创的，而是他从《评论家季刊》中转引托·约·登

宁《工联和罢工》一文中的表述。 

在《资本论》的英文版中，该句出自第 31 章”Genesis of the Industrial Capitalist”

下，在该章最后一句话中写道：“If money, According to Augier, "comes into the 

world with a congenital blood-stain on one cheek," capital comes dripping from head 

to foot, from every pore, with blood and dirt.”对于该句，文中注释写道： 

"Capital is said by a Quarterly Reviewer to fly turbulence and strife, and to be 

timid, which is very true; but this is very incompletely stating the question. Capital 

eschews no profit, or very small profit, just as Nature was formerly said to abhor a 

vacuum. With adequate profit, capital is very bold. A certain 10 per cent. will ensure 

its employment anywhere; 20 per cent. certain will produce eagerness; 50 percent., 

positive audacity; 100 per cent. will make it ready to trample on all human laws; 300 

per cent., and there is not a crime at which it will scruple, nor a risk it will not run, 

even to the chance of its owner being hanged. If turbulence and strife will bring a 

profit, it will freely encourage both. Smuggling and the slave-trade have amply proved 

all that is here stated." (T. J. Dunning, l. c., pp. 35, 36. ) 

可见，英文版《资本论》也表明这句关于资本逐利性的名言出自 T. J. Dunning，

即中文版所言的托·约·登宁。这段话也是从 Quarterly Reviewer，即中文版

所言的《评论家季刊》转引的。而英文版的 l. c.则为拉丁文 loco citato 的缩写，

相当于英文中的 in the place cited，意为“在上述引文中”。而英文版中第一次

出现 Dunning 一词，则在第 21 章“price-wages”中，该章注解二写道：“T. J. 

Dunning: "Trades' Unions and Strikes," Lond., 1860, p. 22.”，故而可以

http://www.marxists.org/


确定，第 31 章所引的登宁的话，出自他的"Trades' Unions and Strikes"一书，

即中文版所言之《工联与罢工》1860 年伦敦版。 

综上，通过考察中文版与英文版，发现二者相互印证，这句关于资本逐利性

的话出自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一文，这句话被《评论家季刊》引用，而

马克思又转引了《评论家季刊》的话。 

二、为何中文版与英文版篇章结构不同 

上文表明，相同的注解，在中文版中，处于第 24 章第 6 节，而在英文版中，

则处于 31 章。事实上，中文版《资本论》总共有 25 章，而英文版则有 33 章，

这便提出了中文版和英文版为何篇章体例不同的问题。 

（一）、中文版篇章结构出自何处 

中央编译局的《马恩全集》第一卷开头部分介绍了其翻译的版本来源。中文

版来自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于

1955 年开始出版的俄文二版的《马恩全集》。由于笔者不懂俄文，无法从该俄文

版中探知该版翻译自何种版本，因而只好根据其他间接资料进行探求，进而了解

中文版的版本源流。 

根据“《资本论》俄文版的翻译与出版”一文，俄文二版的《马恩全集》收

录的《资本论》部分，是以由莫斯科书籍出版社分别于 1907 年（第二卷）、1908

年（第三卷）及 1909 年（第一卷）出版的《资本论》全三卷的新译本为基础，

经过校订后出版的。这一所依据的版本是由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校订和主

编的，它是十月革命前俄国流行时间最长，流行面最广的版本1。而这个俄文版，

无疑受其之前的俄文版的影响。事实上，“俄文译本是《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

译本。第一卷是由格·亚·洛帕廷和尼·弗·丹尼尔逊、柳巴文三人联合翻译，1872

年 4 月由彼得堡波利亚科夫出版社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均由丹尼尔逊译出，分

别于 1885 年和 1896 年由波利亚科夫出版社出版。”2由于 1872 年俄文版出版时，

已出版的《资本论》仅有德文一版，可以推断，第一版俄文版的《资本论》实质

上是参考德文一版的《资本论》翻译而来的。此后德文版虽然也发生了不少变动，

但俄文版基本还是依照德文版进行翻译。而德文版在第二版时就分 7 编 25 章3，

因此，中文版的篇章结构实质上可以追溯到德文版。 

（二）、英文版的篇章结构出自何处 

《资本论》的英文版是在马克思逝世之后，由马克思的女婿艾威林和马克思

的朋友穆尔共同翻译的。翻译所依据的版本是德文第三版4。而德文三版是恩格

斯依照马克思遗留的手稿指示，参考了很多法文一版的内容，对德文二版做了较

大改动形成的。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提到：“译者只对各自的译

文负责，而我对整个工作负全部责任。”由此可以推测，英文版的篇章结构是出

于恩格斯的安排。 

至于英文版为何会采取 8 编 33 章的结构，恐怕与法文版有莫大关系。法文

一版是 1872 年出版，莫·约·鲁瓦翻译，由马克思亲自校阅，由拉沙特尔在巴

黎出版的。这个译本，特别是该书的最后一部分，对德文第２版作了相当多的修

                                                           
1 中国社科院网站，http://myy.cass.cn/file/2006011622281.html，2010 年 4 月 16 日访问 
2 同上 
3 郑吉伟：恩格斯与《资本论》第一卷--兼评西方学者的文本解读，来自中央编译局网站，

http://www.cctb.net/bygz/zzby/200905/t20090520_19524.htm，2010 年 4 月 16 日访问 
4 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 

http://myy.cass.cn/file/2006011622281.html
http://www.cctb.net/bygz/zzby/200905/t20090520_19524.htm


改和补充5。该版本就采取了 8 编 33 章的篇章体例结构6。而恩格斯为何参照法

文版的编排调整英文版的篇章结构，有学者推测，这是出于马克思的指示。7
 

综上，英文版的《资本论》篇章结构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指示，参考了法

文版的篇章体例而形成的。中文版与英文版篇章体例的不同源自德文版和法文版

的篇章体例不同。而德法两个版本的不同又体现了马克思自己对不同语言版本的

不同要求。 

                                                           
5 同上，注释 1 
6 Christopher J. Arthur，“Engels as Interpreter of Marx’s Economics”,in Engels Today: A Ccntenary Appreciation, 

Macmillan Press LTD,1996 p.176，转引自郑吉伟：恩格斯与《资本论》第一卷--兼评西方学者的文本解读 
7 同引注 3，郑吉伟写道：“1878 年 11 月 15 日，马克思在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信中指出：‘关

于《资本论》第二版……我希望分章——以及分节——根据法文版处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34 卷第 332 页）阿瑟认为，‘无疑他给恩格斯同样的指示’，‘事实是恩格斯做的改动是根据马克思在法文

版中所做的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