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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袁甘肃是大后方袁苏
联援助的抗战物资都要经过新疆
到甘肃再转运各地遥 早在全面抗
战爆发前袁 为了对外联络和营救
西路军袁 我们党就在兰州设立了
红军办事处遥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袁
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正式形
成袁 兰州红军办事处改称为八路
军驻甘办事处遥 基于甘肃和兰州
的重要地位袁 党中央派谢觉哉作
为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代表到兰州
开展统战工作袁 任中共中央驻甘
肃代表遥 谢觉哉肩负特殊使命袁开
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袁 为甘肃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沿着正确方向发
展袁 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
涨作出了重要贡献遥

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开展统
战工作遥 长期以来袁甘肃的政治尧
经济尧 文化和教育都非常落后袁
因此袁 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
作的任务非常繁重遥 抗战初期袁
贺耀祖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
席遥 谢觉哉同贺耀祖是同乡尧同
学和同事袁 在大革命时期两人有
过交往遥 贺耀祖虽然在政治上比
较开明袁 但对抗战和共产党等问
题上还有很多模糊和错误的认
识遥 针对谢觉哉提出的国共合作
抗日的具体主张袁 贺耀祖虽然表
示赞同袁 却很少付诸行动袁 甚至
对谢觉哉还有意回避不见遥 于
是袁 谢觉哉采用书信的方式对贺
耀祖进行诚恳的说服劝导遥 在谢
觉哉的耐心教育下袁 以及国共合
作的正式形成袁 贺耀祖的态度和
认识有了很大转变袁 这就为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在甘肃的形成发展
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
利条件遥 谢觉哉在给党中央的报
告中指出院野兰州环境大有转变袁
贺比前更进步袁 对我们提出之问
题均愿照行袁 对于民运袁 贺已无
阻挠之意遥 冶

为了广泛地开展抗日民主统
一战线工作袁 谢觉哉根据上层人
士的思想状况和政治态度袁 采取
不同的形式做好教育和转化工
作遥 这一时期袁谢觉哉利用一切机
会宣传党的政策袁 争取和团结了
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尧 民政
厅前后两任厅长罗贡华和施奎
龄尧 国民党中央政府驻甘肃外交
特派员李铁铮尧 国民党新编第一
军军长邓宝珊等人遥 此外袁谢觉哉
还经常接近张维尧 水梓等地方绅
士以及回族上层人士袁 利用一切
机会向他们介绍共产党的政策和
主张袁 争取和团结一切拥护抗日
的阶层和人士遥 他不仅重视争取
和团结上层人士袁 也同样重视争
取和团结中下层人士袁 只要谁赞
成抗日尧反对内战就同谁交朋友袁
使甘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开了
新局面遥

营救失散的西路军人员遥 谢
觉哉在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工作期
间袁 承担的另一项特殊任务就是
要设法营救和收容失散的西路军
人员遥 谢觉哉到兰州后了解到袁在
河西走廊有西路军 1000 多失散
人员袁 约 500 人在敌人的工兵营
修公路遥 他们的待遇很差袁凌晨 3
点起床袁每天出两次操袁夜晚住在
帐篷内袁穿得是单衣单裤袁没有铺

盖遥被俘的西路军女战士有 200 多
人袁在医院和工厂做工曰还有 100
多西路军小战士分散在旅馆和澡
堂当伙计袁或者到国民党大官家中
当勤务兵遥 根据这些情况袁谢觉哉
当即致信贺耀祖袁请贺耀祖向马步
芳要人遥 经过多方努力袁从青海马
步芳部队要回了刘瑞龙尧魏传统等
人袁从国民党九十七师要回了何兰
阶尧陈凤祥尧王文生等人遥 1937 年
10 月底袁马步芳把青海尧武威尧永
登的 1500 余名被俘的西路军编成
一个野新兵团冶袁准备送往河南国民
党卫立煌部队遥当野新兵团冶到达兰
州后袁 谢觉哉马上采取果断措施袁
向国民党当局交涉袁要求把野新兵
团冶移交八路军遥当谢觉哉得知野新
兵团冶开走以后袁又立即给八路军
驻西安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发电
报袁请求设法营救遥 经过他们的努
力争取袁终于把野新兵团冶全部人员
营救出来遥

高金城是著名的外科医生袁
早年在甘肃行医布道袁 是我们党
的忠诚朋友遥 谢觉哉到兰州后同
高金城会面袁 商讨到河西重新开
设福音堂医院袁 以此掩护营救西
路军人员的工作遥 高金城接受任
务到张掖以后袁 以福音堂医院为
掩护袁公开收容西路军伤病员袁利
用治病的机会袁 传达党中央和八
路军驻甘办事处的关怀遥 先后从
福音堂医院治愈送走的西路军人
员有 200 多人遥 高金城营救西路
军的活动袁 引起了敌人的注意袁
1938 年 2 月 3 日凌晨袁 被马步芳
部师长韩起功秘密杀害遥

支持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遥
在谢觉哉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
推动下袁在中共甘肃工委的直接领
导下袁甘肃民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逐步形成遥其中影响较大的抗日救
亡团体有甘肃妇女慰劳会尧甘肃青
年抗战团尧甘肃省外留学生抗战团
等遥甘肃妇女慰劳会组织妇女进行
募捐尧慰劳尧演出等活动袁宣传男女
平等袁提倡妇女放脚尧识字等袁并出
版了叶妇女旬刊曳遥谢觉哉不仅为刊
物撰写文章袁还承担了刊物的编辑
工作袁并就妇女工作的特点尧性质
和任务同倪佩君多次交谈袁并给予
指导遥甘肃青年抗战团领导成分复
杂袁没有明确的目标袁谢觉哉就同
领导骨干多次谈话袁并写了书面指
示袁 指出青抗团是团结广大青年尧
担负抗战工作的遥 因此袁野抗战第
一冶野抗战高于一切冶遥 谢觉哉还经
常同进步青年交谈袁 循循善诱袁耐
心启发袁帮助进步青年提高思想认
识遥一些进步青年在八路军驻甘办
事处的介绍下袁先后奔赴延安参加
革命工作遥 这一时期袁谢觉哉以觉
斋尧焕南等多个笔名袁先后在叶西北
青年曳叶热血曳叶抗敌曳等刊物发表文
章袁 抨击了国民党的腐败专政袁阐
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和
抗日政策遥 他的文章简明扼要尧寓
意深刻尧切中时弊尧说服力强袁深受
读者欢迎袁产生了很大反响遥

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袁1938
年 9 月袁党中央决定调谢觉哉回延
安工作遥 9 月 5 日袁谢觉哉从兰州
乘车东返袁告别了战斗一年多的古
城兰州袁结束了在国统区的艰苦工
作袁返回延安遥

陈望道是 叶共产党宣言曳
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袁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和实践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遥 作为党史中的重要人物袁
追溯陈望道的人生历程袁感悟
其信仰的坚定和使命的担当袁
有助于增强我们在新时代守
初心尧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
觉遥

首译叶共产党宣言曳

陈望道翻译 叶共产党宣
言曳既是当时形势所致又是个
人自觉遥 一方面袁十月革命的
成功使处于迷茫中的中国先
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曙光袁急需
了解尧掌握马克思主义袁在他
们眼中叶共产党宣言曳几乎是
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遥 另一方
面袁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袁

在陈望道看来袁翻译叶共产党宣言曳义不容辞遥 早在留学日
本期间袁陈望道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袁逐渐了解尧熟悉并接
受马克思主义袁从日本回国后袁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
使他进一步认识到野不进行制度的根本变革袁一切改良措施
都是徒劳无益的冶遥 此外袁深厚的英语和日语功底以及良好
的汉语语言文学修养更使陈望道成为翻译叶共产党宣言曳的
不二人选遥

为翻译叶共产党宣言曳袁陈望道于 1920 年 2 月回到浙
江义乌家中袁他根据日文版袁同时与英文版相互对照翻译
叶共产党宣言曳遥 在一间柴屋里袁陈望道克服工作条件的艰
苦和翻译中的困难袁野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功夫袁才把彻底
全文译了出来冶遥1920 年 4 月下旬袁陈望道完成译稿遥 叶共产
党宣言曳出版后袁立即受到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的热烈
欢迎袁反响极为强烈袁初版印了千余本很快销售一空遥此后袁
叶共产党宣言曳经过多次重印袁到 1926 年 5 月已经是第 17
版了遥 北伐战争时期袁叶共产党宣言曳在北伐军中广泛流传遥

叶共产党宣言曳的翻译出版意义重大遥 在叶共产党宣言曳
的影响下袁许多革命青年逐渐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
仰袁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遥 毛泽东在 1936 年跟斯诺谈话时
曾讲院野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袁建立起我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遥 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
正确解释以后袁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遥 冶这
三本书中的第一本便是陈望道翻译的叶共产党宣言曳遥 该书
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袁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
的创立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遥 聚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
革命知识分子在北京尧上海尧湖南等地袁向工人灌输马克思
主义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开展工人运动遥

积极参与建党早期活动

在译完叶共产党宣言曳后袁陈望道继续翻译马克思主义
著作袁撰写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袁并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
思潮进行斗争遥 担任叶新青年曳主编的陈望道对杂志采取了
一种野树旗帜冶的办刊方针袁如他自己所说院野先打出马克思
主义的旗帜噎噎开辟叶俄罗斯研究曳专栏袁就是带有树旗帜
的作用遥 冶叶新青年曳这一办刊方向引起了胡适的强烈不满袁
提出要改变刊物性质甚至停办袁但陈望道毫不妥协坚持和
捍卫叶新青年曳的马克思主义办刊方向遥 面对改良主义者张
东荪借罗素来华讲学之机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袁陈望道发
表文章与之坚决斗争遥 通过与胡适尧张东荪等人的论战袁陈
望道和其他先进知识分子有力地回击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质
疑袁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袁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
定了思想基础遥

陈望道不仅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袁而且以实际行动践
行马克思主义遥 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发起人袁直接

参与创建了党的两个重要组织要要要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遥
这两个组织可看作党创建时期组织发展的不同阶段遥 在陈望道和其他同志拟定的叶中
国共产党宣言曳中袁规定党的名称是野中国共产党冶袁党的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和阶级
压迫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袁这些内容在党的一大通过的叶中国共产党纲领曳中得到了充
分体现遥

陈望道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负责人之一袁在组织支持下袁他开办外国语学校尧
平民女校以及职工补习夜校袁向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遥 外国语学校实际是社会主
义青年团公开活动的场所袁为党向国外派遣了一批留学生尧培养了大批干部遥 平民女校
是吸收野一些觉悟的女子袁为反对三从四德袁被他们的家庭尧学校赶出来袁我们办学校袁
接受他们遥 丁玲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遥 冶

陈望道是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发起者袁直接参与筹建了上海机器工会尧印刷工会尧
纺织工会尧邮电工会袁通过工会开展工人运动遥 初期的工运袁主要是启发和培养工人的
阶级觉悟袁支持他们搞经济斗争遥 为此袁陈望道多次向工人发表关于劳工神圣和劳工联
合的演说袁进行鼓动宣传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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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觉哉抗战初期在甘肃的特殊使命
阴王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