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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怎样评价马克思:一个历史的考察

刘建军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恩格斯在不同场合多次对马克思的伟大人格、卓越才华、杰出贡献和巨大影

响给以高度评价。梳理和阐释恩格斯的这些评价性论述,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马克思去世之

际,恩格斯在给友人的信中和在马克思墓前讲话中,对马克思的地位和贡献作了总体性评价。马克思去世

之后,恩格斯也在多个场合通过澄清他和马克思的关系,明确了马克思是科学理论的主要创始人,并从学

术思想和实践活动两个基本维度对马克思的著作、思想、活动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评价。恩格斯的评价鲜

明、准确并富有感情,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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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怎样评价马克思?”这似乎只是一个私人性话题,没有学术内涵和研究价值。正因为如

此,在学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思想的研究中,这个问题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其实,这是一个

重要的历史事实和理论话题。恩格斯在马克思生前,特别是去世之际和去世之后,曾多次从不同角度

对马克思的人格和才能、著作和思想、活动和贡献作出评价,内容十分丰富,给人以深刻的启示。系统

梳理和阐释这些论述,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准确把握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关系,反驳种种“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言论,而且有助于我们在今天更好地学习马克思、恩
格斯的伟大人格和科学理论。

一、对马克思历史地位和世界影响的评价

对马克思的历史地位和世界性影响的评价是一种总体性评价,是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的总基调和

总结论。这些评价,开始于马克思的晚年时期,而集中在马克思去世之际,也一再出现于马克思去世

之后的某些场合。
在马克思生前,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总结性评价是比较少的。特别是在他们活动的前期,没有必要

和机会进行这种评价。而随着马克思著作和思想的影响日益扩大,随着社会公众特别是工人群众想

了解马克思及其贡献的欲望的日益增强,恩格斯才开始进行这种评价。1875年10月15日,恩格斯在

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写道:“在马克思以前只有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
资产阶级的或空想的社会主义者或者由这种种成分混合而成的社会主义,所以很明显,所有这些社会

主义者,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拥有某种万应灵药,而每一个人又都完全站在真正的工人运动之外,他们

把任何形式的真正的运动,从而把同盟和罢工,都看成一种歧途,认为它会引导群众离开唯一可以得

救的真正信仰的道路。”①这段话虽然并不是在直接地评价马克思,但它表明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科

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和代表者,马克思作为科学理论家与兜售“灵丹妙药”的预言家有着根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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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6月中旬,恩格斯应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白拉克之邀,为《人民历书》丛刊撰写了马克思传略《卡
尔·马克思》一文,在记述马克思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同时也对马克思作了总体性评价,称马克思为“第
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①。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去世。恩格斯先是给几位朋友发电报,随后又写信报告噩耗,在接连三

封重要信件中对马克思的历史地位作了精辟评价。当天夜间,恩格斯给爱德华·伯恩施坦写信说:
“在两分钟之内这个天才的头脑就停止了思考,而这正是发生在医生们给了我们最大的希望的时候。
这个人在理论方面,而且在一切紧要关头也在实践方面,对我们究竟有多么大的意义,这只有同他经

常在一起的人才能想象得出。他的广阔的眼界将同他一起长久地从舞台上消逝。这种眼界是我们其

余的人所达不到的。运动必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但是已经缺少那种沉着的、及时的、深思熟

虑的指导了,这种指导到现在为止曾多次使它避免在歧路上长期徘徊。”②接着,恩格斯又给威廉·李

卜克内西写信说:“19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头脑停止思考了。”“虽然今天晚上我看到他仰卧在床上,面
孔已经僵硬,但是我仍然不能想象,这个天才的头脑不再用他那强有力的思想来哺育新旧大陆的无产

阶级运动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都应当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

功于他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③次日,恩格斯又给弗里德里

希·阿道夫·左尔格写信:“尽管这样,人类却失去了一个头脑,而且是人类在当代所拥有的最重要的

头脑。无产阶级运动在沿着自己的道路继续前进,但是,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德国人在紧要关头

都自然地去请教的中心点没有了,他们过去每次都从这里得到只有天才和造诣极深的人才能作出的

明确而无可反驳的忠告。……最后的胜利依然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迂回曲折的道路,暂时的和局部的

迷误———虽然这也是难免的———,现在将会比以前多得多了。不过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些障碍,否则,
我们活着干什么呢? 我们决不会因此丧失勇气。”④

1883年3月17日,马克思被安葬在伦敦海格特公墓。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称马克思

为“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并说:“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

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⑤接着分别从马克思作为科

学家和革命家两个方面进行评价。从前者来说,恩格斯强调了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

剩余价值学说的意义;从后者来说,强调了马克思的毕生使命和革命精神,以及在革命斗争中的辉煌

业绩。恩格斯最后总结道:“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他对这

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

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

可以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⑥
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理论和实践上担负起“第一提琴手”的责任。他在再版马克思的著作,

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指导共产主义运动的过程中,针对人们在他们二人关系上的一些说法,多次就

他和马克思的关系作出澄清,突出重申了马克思作为理论主要创始人的地位和贡献。
1884年10月15日,恩格斯在给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信中写道:“不幸的倒是,自从我们失去

了马克思之后,我必须代替他。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

得还不错。我很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

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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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9月,恩格斯在为自己的著作《反杜林论》写的新版序言中指出:“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
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种阐述不可能在他不

了解的情况下进行,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

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马克思写的,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遗憾

地把它稍加缩短。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①
恩格斯在1886年1月至2月初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写道:“从

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的真正结出果实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

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②在这里他加了一个注释,专门谈了他与马克思在理论合作上的关系。
他写道:“请允许我在这里作一点个人的说明。近来人们不止一次地提到我参加了制定这一理论的工

作,因此,我在这里不得不说几句话,把这个问题澄清。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

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
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
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

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

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

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③

1887年8月29日,恩格斯在致布鲁诺·舍恩兰克的信中写道:“我觉得我的功绩被许多人估计得

过高了。谁有幸在40年间同一个比自己高大的人物合作并能够每天与之相比较,谁就有可能学会正

确地估计自己个人的功绩。而对我的活动的任何过度赞扬,在我看来都是无意中贬低了我们大家都

应归之于马克思的功绩。”④

1893年7月14日,恩格斯在给弗兰茨·梅林的信中写道:“如果说我有什么异议,那就是您加在

我身上的功绩大于应该属于我的,即使我把我经过一定时间也许会独立发现的一切都计算在内也是

如此,但是这一切都已经由眼光更锐利、眼界更开阔的马克思早得多地发现了。如果一个人能有幸和

马克思这样的人一起工作40年之久,那么他在后者在世时通常是得不到他以为应当得到的承认的;
后来,伟大的人物逝世了,那个平凡的人就很容易得到过高的评价———在我看来,现在我的处境正好

是这样。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到那时那个人已经幸运地长眠于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⑤
晚年恩格斯除了澄清他和马克思的关系外,还在许多场合谈到马克思的世界性影响。他在写于

1885年10月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中指出:“现在,这个学说在世界一切文明国家里,在
西伯利亚矿山的囚徒中,在加利福尼亚的采金工人中,拥有无数的信徒;而这个学说的创始人、当时受

到人们的憎恨和诽谤最多的一个人———卡尔·马克思,直到逝世前,却是新旧两大陆无产阶级经常请

教的、并且总是乐于提供帮助的顾问。”⑥1887年1月,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中谈到“马克思

学派的社会主义者”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主义者”⑦,并将马克思称为“现代社会主义的伟

大创始人”⑧。1888年2月,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单行本序言中

写道:“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⑨

1894年1月3日,意大利社会党人朱·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1894年3月起在日内瓦出版的周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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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元》找一段题词,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以别于但丁曾说的“一些人

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恩格斯在回信草稿中写道:“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找出一

则您所期望的题词。我认为,马克思是当代唯一能够和那位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相提并论的社会主

义者。”①

二、对马克思的科学精神和学术思想的评价

马克思一生好学,在流亡生活中依然博览群书,为革命者作出了榜样。1853年4月12日,恩格斯

在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写道:“我们大家都从流亡生活中学到了不少东西。自然,我们中间也有

一些人遵循这样的原则:我们干吗要刻苦学习呢,那是马克思老爹的事儿,他的职责就是什么都要懂。
不过,一般说来,马克思派学习是相当刻苦的,当你看到流亡者中间还有些蠢驴到处搬用一些新词句

并被弄得糊里糊涂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无论绝对地说还是相对地说,我们党的优势都已经增大了。”②

1885年7月24日,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中谈到做学术的科学态度,特别是对青年考茨基的不严

谨态度进行了批评,认为大家都应该向马克思学习。他写道:“你从考茨基身上发现的正是他的主要

弱点。他那种年轻人爱草率下结论的倾向,由于在一些大学尤其是在奥地利的一些大学里受到恶劣

的历史讲授法的影响,而变得更加严重了。那里一直是这样教学生写历史著作的:明知材料不充分,
也得把它看作是充分的,因而,写的东西明知不对,也得认为是正确的。这种事情考茨基当然是干得

很在行的。其次是他的文人生活方式,就是为稿费而写作,而且写得很多。因此,什么叫做真正的科

学工作,他一无所知。……在这方面,我对他毫不宽容,并且从这个角度对他写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

评。但同时我幸而还可以这样来安慰他:我自己在年轻自负的年代也正是这样做的,只是从马克思那

里才学会应当如何工作。”③

1885年5月5日,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谈到马克思对科学工作的严谨态度,写道:“只
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册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

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

度。正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他的论述很少能够做到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适应他的由于不断进

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④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理论贡献作了总结,特别强调了其中的两大发现。在写于18761878年的《反

杜林论》中,恩格斯就明确指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及其意义:“这两个伟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

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伟大发现,社会主义变成

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⑤1877年6月,恩格斯在

《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再次提到了马克思的两个重大发现:“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科学史册的

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两点。”“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马克思的

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示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⑥最后,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又

一次强调:“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

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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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中,恩格斯首先强调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和揭示历史规律的意义。1885年

2月,恩格斯在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撰写的第三版序言中写道:“正是马克思最先发

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
这个规律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

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33年,我们还是必须承认,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①1895
年3月,恩格斯在为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中,谈到了马克思在创

立唯物史观后对这个理论的成功运用。他写道:“目前再版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

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主义宣言》中,用这个理论大略地

说明了全部近代史;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一直被用来解释当时发生

的政治事件。”②1885年4月23日,恩格斯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中写道:“我再对您说一遍,得知在俄国

青年中有一派人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

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点泛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我感到自豪。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

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将会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在我看来,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

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③
恩格斯同样高度评价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好像晴天霹雳震

动了一切文明国家”④。恩格斯一再高度评价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特别是《资本论》。1859年8月,
恩格斯在介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时写道:“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决不是对经济学

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决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

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

的。”⑤1868年3月,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书评中写道:“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
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

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

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得到。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著作现在和将来都是有价值的,可是只有一

个德国人才能攀登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清楚,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高山之

巅俯视下面的山景一样。”⑥“只有马克思才探寻了这种利润的产生过程,一直追溯到它的根源,把一

切都弄明白了。”⑦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1886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

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

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不仅在德国和瑞士是这样,而且在法国,在荷兰和比利时,在美国,甚至在意

大利和西班牙也是这样;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

作的最真切的表述。”⑧
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后面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是由恩格斯整理完成的。在这个

过程中,恩格斯也一再发出感叹并作出高度评价。1883年5月22日,他在谈到整理马克思《资本论》
续卷时说:“这需要花费不少的劳动,因为像马克思这样的人,他的每一个字都贵似金玉。”⑨1885年6
月3日,恩格斯在致左尔格的信中谈到《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写道:“第二卷定会使人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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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纯学术性的,没有多少鼓动性的材料。而第三卷则又如雷鸣电闪,因为它第一

次从总的联系中考察了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完全驳倒了全部官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①1885年3月8
日,恩格斯在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写道:“我钻研得越深,就越觉得《资本论》第三册伟大,……一个

人有了这么巨大的发现,实行了这么完全和彻底的科学革命,竟会把它们在自己身边搁置20年之久,
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②“不管怎样,我要把整理摩尔的书的工作坚持下去。这部书将成为他的一座

纪念碑,这是他自己树立起来的,比别人能为他树立的任何纪念碑都更加宏伟。”③1895年3月12日,
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写道:“我还应该感谢您对我的看重,认为我可以根据第三卷写出

比它现有形式更好的东西。但是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按马克思的文字整理马克思的手稿,
就是尽了我的职责,虽然这可能要逼着读者更多地进行独立思考。”④

恩格斯不仅强调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同时也多次谈到他在其他方面的重要贡献。在《卡尔·马克

思》一文中谈到“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⑤,还说:“在《资本论》第二卷

中,这两个发现以及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其他同样重要的科学发现,将得到进一步的阐述,从而

政治经济学中那些在第一卷中还没有涉及到的方面,也会发生根本变革。”⑥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
恩格斯在强调了两大发现后指出:“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

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

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⑦
恩格斯曾谈到马克思对唯物辩证法的贡献。他在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的评

论文章中指出:“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

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

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

果。”⑧后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写道:“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

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⑨
恩格斯还强调了马克思将以往的“财产公有”改为“生产资料公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1895

年3月,恩格斯在为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中指出:“使本书具有特

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

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在这里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封建的、资
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的以及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

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

三、对马克思的革命精神和实践活动的评价

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既是科学家又是革命家,而且这二者是有机融合而不可分割的。因而恩格

斯不仅高度评价作为科学家的马克思,同时高度评价甚至更加注重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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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在讲了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之后说:“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

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

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

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

常了。……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

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

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生命的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

满腔热情、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①
恩格斯高度评价马克思的理论和策略对指导工人运动的意义和作用。1884年11月8日,恩格斯

在致考茨基的信中写道:“德国大工业的发展在1848年才开始,……这场最终导致剥夺小农和手工业

者的社会革命,又是发生在这样的时候:恰好一个德国人———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总结了英国和法国

的实践和理论发展史的成果,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本质,从而也揭示了它的最终历史命运。这

就给德国无产阶级提供了它的先驱者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来没有过的纲领。一方面是更加深刻的社会

变革,另一方面是人们更加心明眼亮,———这就是德国工人运动势不可挡地发展的奥秘。”②1888年

1月4日,恩格斯在致罗马尼亚政论家若安·纳杰日杰的信中写道:“我很高兴地看到,贵国的社会党

人在自己的纲领中接受了我的已故朋友卡尔·马克思所创立的理论的基本原理,这个理论把欧美几

乎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团结在一个统一的战斗队伍中。当这位伟大的思想家逝世的时候,所有文明国

家中的社会形势和政治形势以及我们党所取得的成绩,使他可以瞑目,因为他可以深信,他为把两大

陆的无产者在同一面旗帜下团结成一支统一的大军所作的努力,定将获得圆满的成功。但是,如果他

能够看到,从那以后我们在美洲和欧洲所取得的巨大成绩,那该多么好啊!”③
恩格斯还生动地记述过一次马克思对工人的现场指导,即马克思口授法国工人党纲领草案导言

的情形。1881年10月25日,恩格斯在致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信中写道:“盖得的确到这里来过,当时

是为了起草法国工人党的纲领草案。导言就是在这里,在我的房间里,我和拉法格都在场,由马克思

口授,盖得笔录的:工人只有在成了他们的劳动资料的占有者时才能获得自由;这可以采取个体形式

或集体形式;个体占有形式正在被经济的发展所排斥,而且将日益被排斥;所以,剩下的只是共同的占

有形式,等等。这真是具有充分说服力的杰作,寥寥数语就可以对群众说得一清二楚,这样的杰作是

我少见的,措辞这样精练,真使我自己也感到惊叹。”④与此相对照,恩格斯批评了工人运动中的某些

理论家的态度和做法。1890年8月25日,恩格斯在致康德拉·施米特的信中写道:“这些先生们往往

以为,一切东西对工人来说都是足够好的。他们竟不知道,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

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的东西比最好的稍差一点,那就是犯罪!”⑤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赢得了工人群众的充分信任。1881年10月25日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

坦的信中写道:“马克思由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

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他已经在

德国、法国、俄国赢得了这种地位,至于在比较小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

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这些人自己来向他求教的。马克思所起的特殊的、对运

动极端重要的影响,正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⑥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具有天才地把握时局的能力。1884年10月15日,恩格斯在给约翰·菲力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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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尔的信中写道:“只有在时局变得更动荡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

了什么。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

定,并立即切中要害。诚然,在风平浪静的时期,有时事件证实正确的是我,而不是马克思,但是在革

命的时期,他的判断几乎是没有错误的。”①1891年3月,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

中认为,这部著作“突出地显示了作者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已初次表现出的惊人的才

能,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

及其必然后果”②。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是第一流的革命领袖。他晚年在回顾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时写道:“共产主

义者同盟……这个不大的战斗队,却拥有一个大家都乐于服从的、第一流的领袖马克思,并且赖有他

才拥有一个至今还完全适用的原则性的和策略的纲领———《共产主义宣言》。”③恩格斯还谈到1848至

1849年欧洲革命中马克思创办革命报纸所发挥的作用。他写道:“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无论在以前

或以后———像《新莱茵报》这样有威力和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而这一点首先归功于马

克思。”④“编辑部的制度是完全由马克思一人决断。一家必须定时出版的大型日报,如果采用别的制

度,就不能保持一种贯彻始终的立场。况且对我们来说,由马克思一人决断是理所当然和毋庸置疑

的,我们大家都乐于接受它。首先是马克思的洞察力和坚定立场,才使得这家日报成了革命年代德国

最著名的报纸。”⑤
恩格斯高度评价马克思创立第一国际的功绩,认为这是马克思革命活动的“顶峰”。在马克思墓

前的讲话中,恩格斯回顾了马克思参加革命斗争的过程,最后指出:“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

的国际工人协会,———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什么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

豪。”⑥1887年1月27日,恩格斯在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的信中写道:“当马克思创立国际

的时候,他草拟的总章程使当时一切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都可以参加国际;就是由于这种广泛

性,国际才成为它当时的那个样子。”⑦
正因为如此,恩格斯认为,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个人的历史就是党的历史。1873年2月下

半月,恩格斯在致出版商莫里斯·拉沙特尔的信(草稿)中写道:“我接受您的关于撰写卡尔·马克思

传略的建议,这个传略同时也是1848年以前德国共产党和1852年以后社会党的简史。”“从这个角度

撰写的一个人的传记会变成一个无疑以马克思为其最高体现的党的历史,这也会引起法国民主派的

极大兴趣。正是这种考虑促使我放下我的工作,致力于这一著作,要写好这样一部同它的主题相称的

著作,需要花费时间,也需要进行研究。”⑧这份草稿虽然系由保尔·拉法格起草,但显然也是以恩格

斯的意见为依据并为恩格斯所认可的,因而也代表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评价。1883年5月22日在给

贝克尔的信中,恩格斯再次谈到写马克思传记的问题,写道:“我感到惊奇的是,马克思甚至把1848年

以前所写的几乎全部文稿、书信和手稿都保存下来了,这是写传记的绝好材料。传记我当然要写。另

外,这部传记也将是一部《新莱茵报》和18481849年下莱茵地区运动的历史,是一部18491852年讨

厌的伦敦流亡生活的历史和国际的历史。”⑨把马克思的活动史看作是无产阶级政党历史的缩影,这
是对马克思革命活动的最高评价,而这一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因而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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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的论述是十分丰富的。他之所以作出这些评价,有时是出于情不自禁的佩服和

赞叹,而更多情况下是为了向世人展现一个真实的马克思,特别是在各种误解甚至污蔑面前捍卫马克思

的伟大形象。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之一,作为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和战友,最有资格对

马克思作出公正的评价。历史充分证明,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评价是最正确、最中肯,也最经典的。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评价具有突出的特色。他的评价是那样大气,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历史的高度,

给人以极为鲜明而深刻的印象;他的评价是那样真实、准确和恰切,对社会公众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他
的评价又是那样富于真挚的感情,体现着对马克思的敬仰和热爱,体现着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令
人十分感动。可以说,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

级运动的一个杰出贡献,是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全面而深刻的评价,与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讲话

中的评价高度一致。它深刻印证了习近平对马克思的总体评价:“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

民的革命导师,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开创者,
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①特别是深刻印证了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伟大一生的评价:马克思的一

生,是胸怀崇高理想、为人类解放不懈奋斗的一生;马克思的一生,是不畏艰难险阻、为追求真理而勇

攀思想高峰的一生;马克思的一生,是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不息战斗的一生。② “两个世纪过

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马克思的名字依然在世界各地受到人们的尊敬,马克思

的学说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③

HowdoesEngelsEvaluateMarx:AHistoricalInvestigation

LiuJianjun
(SchoolofMarxism,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P.R.China)

Abstract:InthehistoryofthedevelopmentofMarxism,EngelstalkedaboutMarxmanytimeson
differentoccasions,andgavethehighestevaluationtoMarx’sgreatpersonality,exceptionaltal-
ents,remarkablecontributions,andhugeinfluence.Itisofgreatacademicvalueandpracticalsignif-
icancetosortoutandexplaintheseevaluationsbyEngels.AtthetimeofMarx’sdeath,Engels
madeageneralevaluationofMarx’sstatusandcontributionsinhislettertofriendsandinhisspeech
infrontofMarx’stomb.AfterMarx’sdeath,EngelsalsoclarifiedhisrelationshipwithMarxon
multipleoccasions,andmadeitclearthatMarxwasthemainfounderofscientifictheory,andmade
amorein-depthcommentonMarx’swritings,ideas,andactivitiesfromtwobasicdimensions,
namely,academicthoughtandpracticalactivities.Engels’evaluationisclear,accurateandfullofe-
motions,whichleavespeopleadeepimpressionandinspiration.
Keywords:Engels;Marx;Scientist;Revolutionist;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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