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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著作蒙古文翻译过程及版本简述
⊙ 阿拉坦巴根

（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北京　１０００８０）

［摘　要］毛泽东著作蒙古文翻译，是蒙古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蒙古族现代翻译史、出版史

上的大事。《毛泽东选集》的蒙古文翻译代表了蒙古文政治文献翻译的最高水平，是经典著作翻

译典范。本文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以及对有关人员的采访所得，对毛泽东著作蒙古文翻译出版过

程及版本情况做了梳理，为此项研究的深入提供资料和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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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载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

集体智慧的结晶。特别是 《毛泽东选集》，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形成过程，是我们党

的宝贵理论财富和经典文献。《毛泽东选集》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

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和经验总结。

毛泽东著作通过翻译传播到蒙古族人民中间，是蒙古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

蒙古族现代翻译史、出版史上的大事。毛泽东著作的蒙古文翻译，早在上世纪４０年代就开始

了。国内最早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民族文字版也是蒙古文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之际，

回顾毛泽东著作的蒙古文翻译过程，学习总结翻译经验，对于进一步做好经典著作以及文献著

作翻译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从上世纪４０年代起，毛泽东著作的蒙古文翻译，始终在党的领导下，从单篇著作的翻译到

多篇著作直至 《毛泽东选集》的翻译，从个人单独翻译到有组织的集体翻译，从各部门分散组

织翻译到统一由毛泽东选集蒙文版翻译出版委员会组织翻译，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出现

了诸多版本。

毛泽东著作的蒙古文翻译，是蒙古族翻译史上的重大翻译活动，《毛泽东选集》的蒙古文翻

译 “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就”［１］３７，代表了蒙古文政治理论翻译的最高水平，是经典著作翻译的

典范。相对于如此重要而影响深远的翻译工程，对其具体过程、主要参与者、版本情况、翻译

方法与技巧、翻译成就的研究总结，有着诸多缺憾。本文运用笔者掌握的有限资料以及对有关

人员的采访所得，就毛泽东著作蒙古文翻译过程及版本情况做一梳理，为开展深入研究提供一

些资料和线索，并求教于同行。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著作的蒙古文翻译，从上世纪４０年代开

始，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参与翻译的前辈翻译家多已作古，能够看到的参考资料非常有限，故

在叙述、考证中难免有挂一漏万，有失精准的地方，恳请读者及同行们见谅并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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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著作蒙古文翻译出版工作，按时间顺序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上世纪

４０年代到５０年代初。这一阶段是毛泽东著作蒙古文翻译的早期阶段，翻译出版了部分单行本。

第二阶段，从１９５２年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毛泽东选集蒙文版出版委员会成立到上世纪７０

年代末，期间出版了毛泽东著作诸多单行本和 《毛泽东选集》１—４卷的三个版本。第三阶段，从

上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出版了若干专题汇编和 《毛泽东选集》１—４卷蒙古文第４版。

一、毛泽东著作蒙古文翻译的早期阶段 （上世纪４０年代至５０
年代初）

毛泽东著作第一个蒙古文译本是１９４６年７月由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①翻译出版的 《论联

合政府》。本书最初在延安翻译成蒙古文，１９４６年在张家口出版
［２］。

毛泽东著作的蒙古文翻译，是与当时内蒙古地区革命斗争形势密切相关的。抗战结束后，

根据党中央的安排部署，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乌兰夫同志到张家口发动内蒙古自治运动，并在此成立了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３］为了培养革命干部，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张家口成立了内蒙古军政学

院，乌兰夫亲任院长，组织学生学习毛泽东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

合政府》等著作。［４］而在当时，学员大都不通汉语汉文，出版蒙译本 《论联合政府》，正是为满

足这一学习需求。这一时期，为适应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翻译出版了 《论联合政府》《新民主

主义论》等单篇著作，为蒙古族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服务。在这一时期，

翻译活动的主持者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

１９４７年５月１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在王爷庙 （今乌兰浩特市）成立。革命形势的发展及内

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对毛泽东著作的蒙古文翻译出版提出了新的要求，并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从１９４７年到１９５１年，在内蒙古自治政府领导下，翻译出版了不少单篇著作，共计１３种，出版

时间顺序如下：

１．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１９４８年乌兰浩特内蒙古日报社出版，１９４９年内蒙古出版局

乌兰浩特再版。

２． 《新民主主义论》，索特诺穆卓玛绰②译，对新词术语用汉文、俄文作了注释，内蒙古日

报社于１９４９年在乌兰浩特出版。

３．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署名 “文教部翻译处译”，内蒙古日报社于１９４８年在乌兰浩

特出版。

４． 《论人民民主专政》，额尔敦陶克陶③译，译文中对个别新名词术语加注了汉文原文，内

蒙古日报社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在乌兰浩特出版。

５．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额尔敦陶克陶译，由内蒙古日报社出版发行部印行 （出

版），译文内附有个别汉文及蒙古文注释，本书作为附录收入了中共中央宣传部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７

日 《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１９４９年９月由内蒙古日报社出版。④

６． 《论合作社》，额尔敦陶克陶译，内蒙古日报社１９４９年在乌兰浩特出版，书中有少量的

蒙汉文注释。⑤

７． 《组织起来》，文教部译，译文内附有个别汉文及蒙古文注释，内蒙古日报出版发行部于

１９４９年在乌兰浩特出版。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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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整顿党风学风文风》，道尔吉宁布译，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文教部１９５０年出版。⑦

９． 《论联合政府》，纳·赛音朝克图译，是本书不同于１９４６年版的另一译本，内蒙古文教

育部于１９５０年在张家口出版。⑧

１０． 《反对自由主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１年在张家口出版。

１１．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内蒙古自治政府出版局，１９５２年在张家口出版。

１２． 《学习文件：关于镇压反革命》，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１年在张家口出版。

１３． 《实践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出版局，１９５２年张家口出版 （书的译名与后来译名不同）。

二、毛泽东著作蒙古文翻译的第二个阶段 （１９５２年至上世纪７０
年代末）

１９５０年春，中央成立由刘少奇任主任的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１９５１年１０月

１２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１９５２年４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出版发行；１９５３年４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发行。第四卷延迟到１９６０年９月出版。在

《毛泽东选集》出版期间，各中央局先后发出通知，对学习 《毛泽东选集》作出安排，号召在干

部中组织学习 《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的蒙古文翻译迎来了一个新阶段。

１９５２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蒙文版出版委员会，统一组织领导 《毛泽

东选集》的蒙古文翻译出版工作。乌兰夫同志亲自任该委员会主任，哈丰阿 （时任自治区副主

席）、胡昭衡 （时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任副主任。委员会成员中除有关单位负责人外，还包括

了许多著名学者及翻译家。

从毛泽东选集蒙文版出版委员会成立，到６０年代中期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翻译出版，是

毛泽东著作蒙古文译本有组织地大量翻译出版时期。在这一阶段，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毛泽东选

集蒙文版出版委员会组织了系统的翻译出版工作，完成了多个单篇著作和 《毛泽东选集》四卷

本的蒙古文翻译出版。首先考察单行本的翻译出版情况。

上世纪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中期出版的蒙古文版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多是从 《毛泽东选集》第

一卷和第二卷译出。在此期间，由毛泽东选集蒙文版出版委员会组织翻译的单行本主要有 （以

出版时间前后为序，有再版的，只列第一版）：

１９５２年，《实践论》《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

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

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井冈山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矛盾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我们的经济政策》《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１９５４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论政策》《新民主主义论》；

１９５６年，《组织起来》《整顿党的作风》；

１９７５年，《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１９５８年，《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自由主义》；

１９６０年，《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青年运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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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２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

任务》《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１９６４年，《关于健全党委制》《纪念白求恩　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

《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愚公移山》《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反对本本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１９６５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１９６７年，《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此外，还有译者署名为 “毛泽东选集蒙文版出版委员会”的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

斯特朗的谈话》单行本，第一版应为１９６０年代，笔者仅看到１９７７年第２版。

以上列出的是自１９５２年毛泽东选集蒙文版出版委员会成立后翻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单行本

及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种本）。时间跨度大致从上世纪５０年代初到６０年代中期。与此前

不同的是，蒙古文单行本翻译者不再个人署名，而统一署名为 “毛泽东选集蒙文版出版委

员会”。

单行本的出版单位，前期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１９４９年末到１９５４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在张

家口，故有张家口版、呼和浩特版之分）、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内蒙古出版局等多个

出版部门，因而出现了不同年代、不同地点的诸多不同版本。例如 《新民主主义论》单行本，

除上述１９４９年内蒙古日报社版外，尚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版、民族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

１９７７年版；《论人民民主专政》单行本，除了上述１９４９年内蒙古日报社版外，尚有１９５１年内蒙

古人民出版社张家口版、１９５４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版、１９７５年民族出版社版；《实践

论》有１９５２年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版、１９６４年民族出版社版；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单行本，除上述内蒙古日报社１９４９年版外，还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民族出版社

１９６０年、１９７７年版等。

民族出版社从上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出版蒙古文版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上世纪６０年代后，随着

毛泽东选集蒙文版出版委员会与北京民族出版社合署办公，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工作集中于民族

出版社，并且出版量大增。在此期间，译者署名为 “民族出版社”的单行本，计有 （以出版时

间先后为序）：

１９５６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１９５７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１９５９年，《毛泽东论教育工作》《毛泽东论文艺》；

１９６０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

转而斗争》《组织起来》《论政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

国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１９６４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１９６５年，《介绍一个合作社》《毛泽东同志论政治工作》《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

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关于支持美国黑人、越南南方人民、巴拿马人民、日本人民和刚果 （利）

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的声明和谈话〕》；

１９６６年，《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湖南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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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　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

１９６７年，《毛主席论人民战争》《毛主席的五篇著作》《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

１９６８年，《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

义》《毛主席论教育革命》《毛泽东诗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支持美国黑人

抗暴斗争的声明》；

１９６９年，《毛主席诗词二首———汉蒙对照》；

１９７０年， 《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

走狗》；

１９７５年，《论人民民主专政》；

１９７６年，《毛主席诗词二首》；

１９７７年，《战争和战略问题》《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必须学会做经济工

作》《〈共产党人〉发刊词》《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论持久战》

《反对党八股》《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论

联合政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

习》《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关于农业合作

化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评白皮

书》《关于重庆谈判》《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井冈山的斗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

１９７８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主席论妇女》；

１９７９年，《关于农村调查》；

１９８４年，《毛泽东同志论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内部发行）。

三、《毛泽东选集》１—４卷的翻译出版情况
《毛泽东选集》１—４卷的翻译是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毛泽东选集蒙文版出版委员会的领导

下，组织内蒙古、北京等地蒙古族优秀翻译家完成的。因此代表了当时的蒙古文翻译最高水平。

蒙古文版 《毛泽东选集》１—４卷，是蒙古文翻译界公认的翻译精品，是近百名优秀翻译家辛勤

劳动的结果，是蒙古文政治理论翻译的典范，对蒙古文政治理论著作翻译有着重要影响。其中，

《毛泽东选集》蒙古文第二版，对第一版进行了必要的、精到的修改，经过多次修改、润色、打

磨，译文可谓达到了无懈可击、炉火纯青。下面简述 《毛泽东选集》１—４卷的翻译出版过程。

《毛泽东选集》蒙文版第一卷根据１９５１年汉文版译出，其篇目与汉文版完全相同，由内蒙

古自治区党委毛泽东选集蒙文版出版委员会翻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和民族出版社于１９５３年１２

月联合出版；第二卷于１９５６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其内容是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前半部；

１９５７年民族出版社出版蒙古文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实际上是汉文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

后半部；１９５７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蒙古文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其内容是汉文第三卷的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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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版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是１９６０年才出版的，因此１９５７年蒙古文第四卷不可能是汉文版第

四卷的内容。按蒙古文版这样的排列，汉文版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翻译成蒙古文应该是第五

卷，但１９６２年出版蒙古文版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仍标为第四卷，因此有了内容不同的蒙

古文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与汉文版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对应的，是１９６２年蒙古文版第

四卷。

蒙古文四卷本 《毛泽东选集》，迄今为止出版过４个版本。依次为１９５３—１９６２年的第一版、

１９６５—１９６６年的第二版、１９７０年的第三版、１９９２年的第四版。第一版翻译过程中吸收多名著名

专家学者参加翻译，保证了译文的准确通达，较好地运用了蒙古文的表现方法，同时在领袖著

作翻译方面进行了很多研究探索，为以后的政治理论著作翻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其特点是各

卷之间间隔时间较长；第二版在第一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译文更加准确规范、通顺流畅，

名词术语、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名称等译名定型，翻译质量堪称一流，成为蒙古文版 《毛泽东

选集》译文的标准版本。１９７０年的第三版，虽然对第二版没有做大的修改，但限于当时的历史

条件和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名词术语、译文风格等方面做了一些不必要的，甚至是不应该的修

改，修改的结果，不但没有提高译文，反而在有些方面还不如原来的译文。关于蒙古文 《毛泽

东选集》第三版修订的得失，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可参看有关学者的分析评论。［５］

１９９２年出版的蒙古文第四版，是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

的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第二版进行修订的，译者仍署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毛泽东选

集蒙文版出版委员会，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校订增译。就译文来说，对蒙古文第二版未作改

动，只是对汉文版新增加的少量内容进行了翻译，汉文版删除的文字同样予以删除；文字上汉

文版有改动的，逐一核对修改。

以上是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蒙古文版的翻译出版情况，时间跨度大约４０年。此外还有于

１９７７年完成的蒙古文版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由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蒙古文版翻译组翻

译、民族出版社１９７７年出版的。

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毛泽东著作蒙古文版统一由中央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民族语文翻译局

（简称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现为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翻译，民族出版社出版。在这一时期中

央民族语文翻译局翻译、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计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１９８２）、

《毛泽东书信选集》（１９８３）、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１９８７）、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

（１９８８），以及上文列出的 《毛泽东选集》（１—４卷）等。

四、结语

毛泽东著作蒙古文版，是应内蒙古地区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广大蒙古族群众用母语学习毛

泽东著作的需要而产生的。如上所述，早在上世纪４０年代毛泽东同志的 《论联合政府》一文在

延安被翻译成蒙古文。［６］接着，在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时期和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初期，毛泽

东诸多著作翻译为蒙古文，成为当时蒙古族干部群众的学习用书。因此可以说，用蒙古文翻译

出版毛泽东著作，是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也是广大蒙古族人民的愿望。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

代和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初期的艰苦岁月，许多翻译老前辈在延安、乌兰浩特、张家口，克服

种种困难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为向广大蒙古族群众传播毛泽东思想、宣传革命理论做出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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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贡献，更为毛泽东著作的蒙古文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著作的蒙古文翻译始终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因而有了指导思想、组织机构上的

保障。毛泽东著作蒙古文翻译取得的成就，是和 “上级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视、关怀分不开

的”。［１］３７上世纪５０年代初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成立毛泽东选集蒙文版出版委员会，乌兰夫等领导

同志亲自挂帅、主持、参与 《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工作。上世纪６０年代初，按照中央的统一部

署，《毛泽东选集》民族文字版的翻译、出版工作集中到北京民族出版社进行，体现了党和国家

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上级领导机关采取很多具体措施促进这一工作，充分发挥领导层和专家队

伍的作用。例如，１９６１年９月到１９６２年１月，根据萨空了同志的建议，文化部和中央民委在北

京主持召开了９次 《毛泽东选集》民族文字版翻译工作座谈会⑨，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长期

从事 《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工作的田家英同志、文化部副部长胡愈之等同志到会讲话，广泛

听取了各民族翻译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推动了翻译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在这９次座谈会上，对

《毛泽东选集》５种民族文版翻译审稿中遇到的许多具体问题，如 “句子的结构及处理”“译文中

增减词语”等业务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取得了许多共识，为翻译质量的提高起到重要作用。

特别是在翻译工作者畅所欲言、充分交流的基础上，针对名词术语翻译、译文风格等问题提出

了 “忠实与群众性相结合”等正确原则，为译文的标准化、规范化指明了方向，对于整个翻译

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央对于包括蒙古文版在内的民族语文版 “毛选”的翻译工作非常重视，

给予了很多具体指导，保证了译文的准确达意。当年参加 “毛选”翻译的洛布桑同志回忆 “毛

选”第二卷 《论政策》中一段话的翻译过程时说：“‘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在组织方式

和斗争方式上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对其中 ‘荫蔽精干’一

语理解为 ‘不要暴露骨干力量’，从语法上理解为动宾结构。……后经多次审稿，反复分析，才

怀疑这种理解有问题，……后来我党著名理论家田家英同志作了权威的答复，说这是活动要荫

蔽、队伍要精干的意思。”［１］６３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毛泽东著作的蒙古文翻译，始终保持了翻译队伍的高水平。从上世纪４０年代开始，蒙古族

很多著名文人学者陆续投入到此项工作中，尤其是毛泽东选集蒙文版出版委员会成立后，《毛泽

东选集》１—４卷的翻译，荟萃了蒙古族众多翻译名家及优秀的翻译者，翻译队伍始终保持了一

流水平。⑩一流的翻译队伍，成为打造翻译精品的保障。此外，周密的组织工作、严格的工作程

序和要求、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翻译者们集思广益、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这些都是

毛泽东著作蒙古文版成功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著作的蒙古文翻译，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党

和国家的引领与重视下，通过蒙古文翻译出版界几代人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成为蒙古

文政治理论文献翻译的精品，积累了宝贵的翻译经验，留下了可观的翻译遗产，是我们应该好

好总结、学习并继承的。

鸣谢：本文在搜集资料、写作过程中得到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民

族出版社、内蒙古日报社有关同志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致谢。特别是 《毛泽东选集》蒙古文

版翻译的主要参与者、著名翻译家、国家民委原副主任洛布桑先生生前向笔者提供了许多宝贵

的资料和线索，特此表达缅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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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１９４６年成立于张家口，后迁到乌兰浩特，是党领导下开展内蒙古自治

运动的革命团体，同时又是团结内蒙古各族各阶层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在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

以前代行政权职能，是当时内蒙古民族解放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②索特诺穆卓玛绰 （１９１５—２００３），内蒙古明安旗 （今正镶白旗）人，蒙古族著名翻译家、出版

家，早年毕业于北平蒙藏学校，曾参加过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大会并被选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常

委，曾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社长、自治区出版局副局长。曾参加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毛泽东选集蒙文

版出版委员会，参与蒙古文版 《毛泽东选集》（１—４卷）的审订工作。上世纪４０年代，他还翻译了

毛泽东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一重要著作。

③额尔敦陶克陶 （１９１６—２００１），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人，蒙古族著名语言学家、翻译家、作家、

学者。早年毕业于兴安学院，在东蒙从事文化教育工作。１９４５年参加革命后多年从事、担任文化及

领导工作，曾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在上世纪４０年代，他还翻译了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论合作社》等著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社长、内蒙古语委副主

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毛泽东选集蒙文版出版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是四卷本 《毛泽东选集》的主要

翻译、审订者之一。

④ 《内蒙古日报》１９４８年创刊于王爷庙 （今乌兰浩特），当时还没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因此早

期的毛泽东著作单行本由内蒙古日报社出版。

⑤本书还收入毛泽东 《组织起来》一文的蒙古语译文，但在书的封面只标出 《论合作社》一篇，

而在扉页用蒙汉两种文字标出了上述两个篇名，所以有的研究毛泽东著作版本的著作中只收录了

《组织起来》。见：刘跃进 《毛泽东著作版本导论》，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９：３３４。

⑥如注释⑤所述，这篇著作是与 《论合作社》一文合并为一册出版的，但封面并未印出篇名，实

际上是同一本书的第二篇，本文将此篇单独列出来，是为了以后的翻译及版本研究提供参考。

⑦此篇收入 《毛泽东选集》时改名为 《整顿党的作风》，译者道尔吉宁布 （１９２６—１９９３），当代蒙

古族翻译家，吉林大安人，早年在王爷庙 （今乌兰浩特）育成学院、东蒙干部学校学习。１９４６年起，

先后在内蒙古自治政府编译室、内蒙古日报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工作，曾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副

总编辑、内蒙古日报社副社长等职。后参加过 《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卷的翻译。

⑧纳·赛音朝克图 （１９１４—１９７３），当代蒙古族著名作家、诗人，内蒙古正蓝旗人，曾任第三届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早年留学日本，１９４２年回国任教。１９４５年到蒙

古人民共和国学习。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毛泽东选集蒙文版出版委员会委员，《毛泽东选集》早期主

要翻译者之一。

⑨参看 《民族出版社５０年大事记 （１９５３．１—２００３．１）》，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１页。

⑩毛泽东选集蒙文版出版委员会成立后，１９５２年开始在呼和浩特翻译出版了毛选１—３卷，按照

中央的指示，从１９６０开始与北京民族出版社合署办公，翻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修订出版了

毛选１—３卷，至１９６６年出齐１—４卷。该委员会的工作一直延续到１９７１年，在翻译过程中吸收了很

多知名翻译家参加翻译、审稿工作。其早期主要成员有：洛布桑 （１９２５—２０１３，翻译家，内蒙古科左

中旗人，《毛泽东选集》蒙古文版主要翻译审定者之一，曾任内蒙古日报社副总编辑、中央民族语文

翻译局局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民族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３年参加 《毛

泽东选集》蒙古文版１—３卷审稿，１９６０年后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毛泽东选集蒙文版出版委员会办公

室负责人，参与 《毛泽东选集》蒙古文版第四卷的翻译、主持 《毛泽东选集》蒙古文版１—３卷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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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及第五卷的翻译工作）、清格尔泰 （１９２４—２０１３，中国蒙古族著名语言学家，内蒙古卓索图盟喀

喇沁中旗 （今赤峰市宁城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仙台东北帝国大学，曾在内蒙古军政大学蒙

古语文研究室、内蒙古日报社、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内蒙古大学工作，历任内蒙古大学教授、副校

长，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索特诺穆卓玛绰 （见注释③）、纳·赛音朝克图 （见注释⑧）、

额尔敦陶克陶 （见注释③）、道尔吉宁布 （见注释⑦）、勇夫 （１９０７—１９６７，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早

年在北京蒙藏学校、黄埔军官学校、蒙古国党务学校学习，曾任内蒙古周报、内蒙古自治报、内蒙古

日报社社长。毛泽东选集蒙文版出版委员会委员）、特古斯 （１９２４—，内蒙古科左中旗人，早年在兴

安学院、长春建国大学学习。曾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执委、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

部副部长，党的 “八大”代表）、仁钦戈瓦 （１９２１—１９９８，内蒙古巴林右旗人，蒙古族当代翻译家，

早年在内蒙古自治学院、内蒙古自治政府翻译培训班学习。通晓蒙、汉、藏、满、日等多种语言。曾

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翻译工作，作为毛泽东选集蒙文版出版委员会成员，参加了 《毛

泽东选集》１—４卷的翻译、审稿工作）、那顺巴雅尔 （１９２５—１９８７，内蒙古扎赉特旗人，蒙古族语言

学家。上世纪４０年代在王爷庙兴安学院学习，曾在内蒙古人民政府翻译处、中央民族大学工作，上

世纪５０年代任毛泽东选集蒙文版翻译出版委员会委员）、那木斯来 （１９２６—１９９９，内蒙古库伦旗人，

早年毕业于东北军政大学，曾任内蒙古蒙古语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５３年始参加 《毛泽东选集》

蒙古文版翻译工作）、毕希日勒图 （１９１９—，内蒙古科左中旗人，翻译家、新闻工作者，上世纪３０年

代末在长春学习和工作。１９４７年起在内蒙古自治政府文教部编译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内蒙古自

治区党委宣传部等单位工作，１９５３年起长期从事 《毛泽东选集》蒙古文版翻译和出版工作）、璞仁来

（１９２４—１９９３，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人，著名翻译家，早年留学日本，长期从事出版、翻译工作，参加

过 《毛泽东选集》蒙古文版的审订）、魏如布扎木苏 （１９２５—１９９５，内蒙古镶黄旗人，翻译家，早年

留学日本，曾任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６年参加 《毛泽东选集》蒙古文版翻译和

出版工作）等人。上世纪６０年代以后，那顺巴图、宝音满都呼、宝音都仍、苏和、博彦特、奥尔黑

勒、格瓦、仁钦等优秀翻译家参加 《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审订工作，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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