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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ld Preface of Anti-Duhring. On Dialectics (hereinafter it is called the Old Preface) and three
versions of Anti-Duhring are not isolated from each other, but coherent and unified. The Old Preface was included in the Dialectics of Nature due to its length; the content in the preface of the first
edition of Anti-Duhring was rewritten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eed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ra and to meet the needs of labors movement. Both of them indicate the changes and causes of
the content of Anti-Durling. These three editions of the preface are the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and direct successors of the Old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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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以下简称旧序)和《反杜林论》三版序言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连贯
的和统一的。旧序由于篇幅较长被纳入《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第一版序言比旧序内容更凝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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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和第三版序言是适应当时时代特征和工人运动的需要而重新写的序言，指明了
《反杜林论》内容的变化情况及原因。三版序言是旧序的继承和发展，和旧序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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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旧序写于 1878 年 5 月或 6 月初[1] P341，本来是为《反杜林论》写的序言，因为篇幅较长，里面有
很多有关《自然辩证法》的内容，被收录在《自然辩证法》里面。《反杜林论》第一版序言写于 1878 年
6 月 11 日([2] p. 6)。其内容上与旧序的前四段大体相似，但作了少许增补和修改，内容更加精炼。《反
杜林论》第二版序言完成于 1885 年 9 月 23 日([2] p. 13)，目的是为了说明出版后得到广泛传播的情况、
再次出版的原因、修订和增补的部分内容，同时介绍了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所导致的自然观的斗争情况，
并阐述了建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意义。第三版序言很短，完成于 1894 年 5 月 23 日([2] p. 14)。重点
说明了《反杜林论》第三版增补第二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的原因。

2. 《＜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与《反杜林论》第一版序言比较
2.1. 旧序前四段和第一版序言的内容比较
《反杜林论》第一版出版时，没有使用旧序作为《反杜林论》的序言，而是重新写了一篇较简短的
序言，第一版序言虽然和旧序前四段内容相似，但是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即便是相似的内容其表述
方式也不尽相同。比如旧序第二段谈到“我根本不想以另一种体系来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不过也
希望读者不要因为所考察的材料的极其多样化而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1] pp.
39~40)第一版序言中表述为“尽管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种体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
是希望读者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2], p. 4)
在第一版序言的第二段中讲到了写作《反杜林论》的三个原因：第一，维护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
团结和统一；第二，教育和挽救那些受杜林蒙蔽者；第三，揭露党内杜林派的一系列宗派活动。这是旧
序中没有的。
旧序的第一至三段和第一版序言的三至五段所讲内容大体一致，只是表述有些不同而已。讲述了恩
格斯以广泛而详尽的论战的方式写作《反杜林论》的三个原因：第一，由批判对象本身的性质所迫使的；
第二，为了从正面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第三，为了纠正德国思想界“创造体系”的不正之风。
旧序的第四段和第一版序言第六段内容大体相同，恩格斯秉持谦逊的态度认为他对于不熟悉的领域
只能是个“半通”。“人们对于表达上的些许不确切之处和笨拙之处会相互谅解，我希望也能够得到这
样的谅解。”([2], p. 5)旧序第四段还引用耐格里说明人的认识或者知识是有限的，不可能涉及所有的领
域。第一版序言还增加了第七段的内容，讲述的是恩格斯虽未看过杜林先生新出版的著作《合理的物理
和化学的新的基本定律》，但可以预测这部著作所讲述的内容，其实是批驳杜林的狂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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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反杜林论》旧序未被作为第一版序言的原因
恩格斯在着手写《自然辩证法》的过程中，由于杜林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对工人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
响，不得不放手《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开始写《反杜林论》。虽然旧序讲述了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
的原因，但是里面包含了大量的自然辩证法的内容；另一方面，旧序作为《反杜林论》序言的手稿，不
太成熟，《自然辩证法》也是手稿，归入《自然辩证法》更好，《反杜林论》作为成品，必须对旧序手
稿加工以供发表。

2.3. 《反杜林论》旧序多出的内容
旧序第五段到十九段内容丰富，主要回顾了历史上的三种辩证法：古代朴素的辩证法、近代形而上
学的辩证法、马克思创立的唯物辩证法。批判了旧的辩证法的不合理因素，把黑格尔颠倒了的辩证法再
行颠倒过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3. 《反杜林论》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序言比较
《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与第一版序言在内容上几乎没有重复的地方。主要阐述了四个问题：一是
《反杜林论》再版的原因；二是《反杜林论》不只是恩格斯一个人的成果，事实上得到了马克思肯定；
三是《反杜林论》再版和修订的原因；四是阐述了为什么要建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其中最重要的是
第三点。

3.1. 《反杜林论》再版的原因
《反杜林论》第二版出版是在第一版出版七年之后，当时的德国和世界形势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878 年《反杜林论》一版发行后不久，德国的俾斯麦反动政府颁布了“反社会党人法”，宣布社会民主
党为非法，党的刊物和社会主义文献被禁止发行，
《反杜林论》等 1300 多种党的出版物遭到查禁。然而，
越是被査禁的书人们越是想看，于是本书比以前成倍地畅销。正如恩格斯所讽刺的那样：“由于帝国政
府的帮忙，我的若干篇著作发行了比我自身努力所能达到的更多的新版”([2], p. 5)。同时也说明革命斗
争需要理论武器。

3.2. 《反杜林论》主要内容基本上未作修改的原因
《反杜林论》第二版基本上未作修改的原因在于：第一，没有时间。1883 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
不仅担负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任，而且担负编印马克思《资本论》遗稿的责任。“恩格斯没有对
1886 年在苏黎世出版的《反杜林论》第二版作重大改动，主要是因为恩格斯的时间和经历都放在整理和
出版《资本论》第 2，3 卷上了。”恩格斯认为后一责任“比其他一切事情都远为重要”([2], p. 8)。第二，
要遵守文字论战的准则。《反杜林论》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论敌没有修改自己的观点和论据，恩格斯
也就不作任何修改。况且，杜林后来遭到不公正的对待，被剥夺了教学的权利。由此看来，恩格斯是很
看重论战原则的。

3.3. 增补第三编第二章《理论》的原因
恩格斯认为，增补《理论》一章的原因在于：第一，《理论》一章所涉及的是恩格斯“所主张的观
点的一个核心问题的表述”([2], p. 8)，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不仅非常重要，而且没有涉及杜林。因
此，“如果我力求写得通俗些，增补得连贯些，我的论敌是不会抱怨的。”([2], p. 8)第二，拉法格把《反
杜林论》其中三章内容(《引论》的第一章及第三编的第一、二两章)，编成独立的小册子，以《社会主义
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书名出版时，恩格斯已经对《理论》一章作了增补。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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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发展》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版本的情况下，恩格斯认为，拘守原文，
“就是一种迂腐行为了”([2], p. 9)。

3.4. 想修改而又未作修改的两个内容
第一，关于人类原始史的内容。1877 年摩尔根出版了《古代社会》一书，为研究原始社会的历史提
供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材料，进一步证明了唯物史观的正确性。《反杜林论》第一版没有来得及利用这些
材料，因此恩格斯很想在再版时加以补充修改。恩格斯在 1884 年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该书已经运用了《古代社会》中的材料，因而《反杜林论》再版时，就没必要再修改这一内容。第二，
关于理论自然科学的部分。恩格斯认为，《反杜林论》中有关理论自然科学的部分，“叙述得极其笨拙”
([2], p. 9)，现在“可以表达得更清楚些，更明确些”([2], p. 9)。但恩格斯认为没有修改的权利。

3.5. 第二版序言新增的其他内容
第二版新增的内容是谈为什么要建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包括建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条件、
过程和唯物辩证法对建立科学自然观的意义。在第二国际领导下，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潮。

4. 《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和第三版序言比较
《反杜林论》第三版是在第二版出版近九年之后，恩格斯逝世前出版的。这时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
家都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进入了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发展时期。社会环境和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无政
府主义和改良主义盛行，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抬头，严重影响了国际工人运动。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地位
不容动摇，于是出版了《反杜林论》第三版。

4.1. 第三版修改的情况和增补的理由
第二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增补的原因是：这一章所有的重要内容都是马克思写的。第二版
发表时根据论战的需要，恩格斯作了删节。现在由于对杜林的批判早已结束，批判成为次要的，而马克
思原稿中被删去的部分“恰恰又是手稿当中甚至直到现在还具有重大意义和长远意义的部分”[3]。应当
尽可能完全地并逐字逐句地发表出来。由于反杜林已经不是主要任务，恩格斯说：“凡是专门涉及杜林
著作的地方，只要不影响上下文的联系，都把它删掉了。”[3]

4.2. 第三版序言阐述了《反杜林论》第二版出版后马克思主义观点产生的影响
在序言的最后，恩格斯说：“我感到十分满意的是，自从第二版以来，本书所主张的观点已经深入
科学界和工人阶级的公众意识中，而且这种情况出现在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里。”[3]这实际上表明了《反
杜林论》在科学界和工人阶级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5. 《反杜林论》旧序和三版序言的关系
旧序比较粗糙，第一版序言是为了发表的需要对旧序进行了精简加工，删除了有关自然辩证法的许
多内容；第二版序言是由于新形势的变化再版而赋予了新的说明和介绍；第三版序言也是对于形势变化
再版进行部分修订作了说明。所以，四个序言都结合了批驳杜林的需要，结合了时代形势发展的需要，
结合了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反杜林论》的写作和出版，与德国工人政党内部的思想政治斗争直接
相关。”[4]体现了与时俱进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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