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讲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构

一、马克思的理论贡献

卡尔·马克思（1818—1883）生于德国普鲁士邦莱茵省（现属于联邦州莱茵兰-普法尔
茨）特里尔城一个律师家庭。他的祖父洛宾·列维(Rabbin Marc Levy)是一名犹太人律
法学家，他的父亲希尔舍·卡尔·马克思，后改名亨利希·马克思(Heinrich Marx)（1817

年2月改信基督教路德教派），生于1782年，同荷兰裔犹太女子罕丽·普列斯堡
(Henriette Presborck)结婚，生育多名子女，但从一确定继承人的文件中发现，只有卡
尔·马克思和三个女儿索非亚、爱米尔、路易莎存活。
1、理想少年
1830年10月，马克思进入特里尔中学。中学毕业时（1835年）的作文《青年在选择职
业时的考虑》（ 17岁）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
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
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
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
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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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学教育和博士论文
进入波恩大学学习法律，该校学风不好，因醉酒闹事被学校处分；
18岁后转学到柏林大学学习法律，但他大部份的学习焦点却摆在哲学上。
1841年马克思以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
区别》申请学位，并因得到委员会一致认可，未进一步答辩而顺利获得耶
拿大学哲学博士。

1840年，普鲁士新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即位，迫害自由主义民主人士，
要求所有出版物都必须通过严格审查，大学失去学术自由，新国王任命的
柏林大学教授F.W.von Shelling将会审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但马克思博士
论文里哲学高过神学的立场不可能被反黑格尔的教授所接受，所以马克思
将博士论文改寄给萨克森-魏玛-艾森纳赫大公国的耶拿大学（Jena）审查
博士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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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认识博士论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

马克思作为“左翼黑格尔派”时期，就开始思考思辨哲学与唯物主义之间的冲突，力
图超越“左翼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
马克思在赞赏伊壁鸠鲁反对宗教目的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马克思的论述从“原子偏斜说”开始，就表明他已看到了伊壁鸠鲁哲学与德谟克利特
原子论的主要区别之所在。马克思认定伊壁鸠鲁强调“原子偏斜”已使他“创造了一
个偶然的王国和逃离决定论的可能性”。马克思确实着迷于伊壁鸠鲁所说的“原子偏
离”，着迷于伊壁鸠鲁哲学“偏离”了存在的所有受限制的方式，描绘了一个自由和
自我决定的世界。
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对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超越，对其机械论和决定论倾向的超越，
而并不是对其整个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超越。从而马克思通过分析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
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的差异，通过论述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对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
的超越，逐渐向一种辩证的唯物主义发展，可以把这种辩证的唯物主义称为“实践唯
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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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林木盗窃问题”与现实问题的关注

毕业后担任《莱茵报》主编，遇到了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颇为有名的“林木盗窃问
题”。
事情是[1]这样的，在德国西部有大片的森林和草地，原来生活在这里的居民都可以在
这些地方砍柴、放牧。可是后来，一些贵族地主把这大片的森林和草地都霸占了，不
许居民们靠近一步。不少居民想到山林中去拾些柴草，却被认为是“盗窃”。广大居
民不满，德国议会不得不认真审议这些事情。可是，他们只为贵族地主考虑，审议结
果是：居民们的行为确为盗窃！如果再持续下去，要用法律手段来解决！
马克思也感到十分气愤，他便在《莱茵报》上写了一系列文章发表自己的看法，文中
严厉抨击了普鲁士政府的做法，立场坚定地站在民众一边，维护了农民的利益。
对于《莱茵报》所发表的观点，普鲁士政府非常气愤，他们立刻派人查封了《莱茵
报》，迫使它停止印刷。马克思一气之下，辞去了报纸的主编职务。
在此期间内，马克思认识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恩格斯是工厂主子弟却十分欣赏马克
思的主张，经常出钱赞助马克斯的活动与生活费，马克思做学问思考认真严谨但生活
随性，经常拖延要交给报社的文稿，恩格斯常协助马克思的工作并代笔部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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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 （26岁）
马克思的初衷是要写一部初步定名为《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经济学著作，[1]揭
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阶级实质，深入具体地探讨国家和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对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与历史使命做出说明，通过经济学研究探讨人的解放问题。
[2]但在研究写作过程中，新思想不断涌现，马克思的思路随之一再变向。其中最重要
的是，第一次提出了他的共产主义思想，并对共产主义的实现，人类的解放，从哲学
上作了论证。
马克思的本意是要在经济学研究中寻找人类解放的道路，但当时他的经济学研究刚刚
起步，尤其是与私有财产的产生相关的实证材料的缺乏，使得哲学的重要性得到凸现。
《手稿》从经济学研究入手，核心问题是共产主义，最主要的成就在哲学领域。[3]

《手稿》用实践唯物主义，大唯物史观，说明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大唯物史
观又建立在实践辩证法的基础之上。大唯物史观和实践辩证法是马克思最重要的哲学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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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作为“世界公民”的马克思
1843年6月19日，马克思与苦等了他7年之久的、生于1814年的出身德国贵族（男爵）
家庭的燕妮·冯·威斯特法伦喜结连理。1843年秋，年轻的马克思夫妇一同踏上流放的
征途，来到巴黎。
1845年，马克思参与编写《前进周刊》（Vorw&auml;rts!），在其中对德国的专制主
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普鲁士政府对此非常不满，并要求法国政府驱逐马克思。同年
秋，马克思被法国政府派流氓殴打，驱逐出境，被迫来到比利时布鲁塞尔。
1848年3月，马克思遭到比利时当局的驱逐。 1848年4月，在德国无产者的资助下，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回到普鲁士科隆，创办了《新莱茵报》。随后几乎所有的编辑或
遭司法逮捕，或遭驱逐出境。1849年5月16日，马克思接到普鲁士当局的驱逐令。5月
19日，用红色油墨刊印的《新莱茵报》最后一号第301号出版。6月初，马克思又来到
巴黎。他被迫选择或是被囚禁于法国布列塔尼（Brittany），或是再次被迫驱逐。8月，
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前往英国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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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历史性的会晤与伟大的友谊

1844年9月，恩格斯到访巴黎，两人并肩开始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并结成了深
厚的友谊。
恩格斯是工厂主子弟却十分欣赏马克思的主张，1843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拜访了马克
思，当时马克思对他的印象并不是很好。
其后和恩格斯一起完成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书中批判了黑格尔的
辩证法，并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进行了分析，从而第一次有系统地阐述了
他们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为社会主义由
空想到科学奠定了初步理论基础。
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7年，马克思和恩
格斯应邀参加正义者同盟。1847年6月，改组同盟并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1848年
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了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30岁）。此后革命席卷欧洲，也
波及到比利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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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历史性的会晤与伟大的友谊

在伦敦，马克思度过了一生中最困难的日子。在5年时间里，马克思因为经济和债务问
题，精神焦虑，受疾病所苦情绪不佳，四个孩子中的三个死亡。
1851年夏天，马克思开始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可是所得的稿酬仍不够一家人
的开销。马克思曾经在给恩格斯的信上说：“我不能再出门，因为衣服都在当铺里；
我不能再吃肉，因为没有人肯赊给我了。”
1852年，马克思在完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部著作以后，连寄书稿的邮费都
没有。他曾十分幽默地说：“小册子的作者因没有裤子和鞋子而被囚禁在家里，他的
一家人过去和现在每分钟都受到极端贫困的威胁。”
孩子们缺吃少穿，加上不适应英国潮湿的气候，小亨利·吉多刚满1岁就患肺炎死去。
过了1年，小女儿弗兰契斯卡也死了。3年以后，马克思又失去了爱子埃德加尔（在家
里，大家都叫他“穆希”）。1855年4月6日，马克思在信中把自己的悲伤心情告诉了
恩格斯：“可怜的穆希已经不在人世了，今天五六点钟的时候，他在我的怀里长眠
（名副其实地长眠）不醒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在这个可怕的时刻，你的友谊是怎样
地减轻了我们的痛苦。”
但在这期间，马克思写出了他的最重要著作——《资本论》（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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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历史性的会晤与伟大的友谊

恩格斯对马克思一家的困难处境是十分关心的。为了从经济上帮助马克思，使他能有
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撰写理论著作，1850年，恩格斯毅然决定重返曼彻斯特，在“欧
门—恩格斯”公司当店员，从事他十分厌恶的经商工作。从这时候起，恩格斯就常常
寄钱给马克思。
恩格斯还常常帮助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修改英文稿件，有时帮助马克
思把他用德文写的稿件译成英文。当马克思忙着写《资本论》的时候，恩格斯甚至替
马克思为报纸写文章。《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恩格斯还常常替马克思还债，给马克思的孩子们买礼物和食品。马克思对此深为感动。
他曾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的良心经常像被梦魔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
你的卓越才能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它们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
碎的忧患。”
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出版。（49岁）后两卷为在马克思死后，由恩格
斯整理其遗稿，分别在1885年、1894年出版。



二、恩格斯的理论贡献

1、早期思想成长
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1820年11月28日－1895年8月5日），
出生于德国莱茵省巴门市（今乌培塔尔市）一个纺织厂主家庭。 少年时就学于巴门市
立学校，1834年转入爱北斐特理科中学。 1837年9月，中学未毕业就被他的父亲送去
学习经商。
1838年7月至1841年3月，在不莱梅一家贸易公司实习经商，业余刻苦自学，著文批判
德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宗教迷信和资本家的贪婪，表现了初步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1841年9月至1842年10月，在柏林服兵役，旁听柏林大学的哲学讲座，参加青年黑格
尔派的活动。在此期间，他先后发表了《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以及《谢
林――基督教的哲学家》等小册子，尖锐批判了宣扬“天启哲学”的唯心主义哲学家
谢林，他还著文揭露以德皇威廉四世为代表的德国封建专制制度，成为一个坚定的革
命民主主义者。
1841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发表后，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
1842年11月，恩格斯在英国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纺织公司当办事员，在这里，
他参加宪章派活动，结识了正义者同盟的活动家，并深入研究历史、哲学、政治经济
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开始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科学共产主义
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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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恩格斯的婚恋观
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后不久，认识了纺织女工玛丽·白恩士。白恩士是一个有
觉悟的爱尔兰工人，她爱憎分明，十分同情爱尔兰民族为争取独立和自由
而进行的斗争。恩格斯22岁与女工玛丽同居，直至1863年玛丽去世，而后
恩格斯与玛丽的妹妹莉希同居，他一直不办理结婚手续，因为在《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中他曾经说：结婚，那些经过国家批准并
在教堂举行的仪式都是多余的,没有必要。由于他反对婚姻制度，两人终
生未走入婚礼的殿堂。

二、恩格斯的理论贡献

3、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构

1844年2月，在马克思主编的《德法年鉴》上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初步揭
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24岁）
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他在巴门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描述了无产阶级的悲
惨处境和历史使命。 （25岁）
1844年8月底，恩格斯在回国途中绕道巴黎会见了马克思，开始了二人的终身合作。
1845年与马克思合写《神圣家族》，同年11月到次年5月又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
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完成了两大转变。 （ 25-26岁）
1846年春，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创建共产主义通迅委员会。
1847年1月，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加入正义者同盟。6月，他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
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创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同年10月，被选入同盟巴黎区部委员会，并受委托起草同盟的纲领草案（即《共产主
义原则》），用问答的体裁初步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
1848年2月中旬，在《共产主义原理》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
在伦敦出版。 （28岁）

二、恩格斯的理论贡献

1850年3月和6月，先后两次与马克思合作起草《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1851年11月至1852年11月，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一组题为《德国的革
命与反革命》的文章，深刻总结了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经验，提出了武装起义是
一种艺术的著名论断。 （ 31-32岁）
1850-1870年，为了支援陷于极端贫困的马克思一家，恩格斯迁居曼彻斯特，在“欧门
－恩格斯公司”再度经商。
1873年，他写了《论权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与国际工人协会》（与马克思合写）
等论著，从政治上、理论上和组织上全面揭露和批判了巴枯宁集团的无政府主义和分裂
主义，深刻阐述了民主与集中、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53岁）
1876－1878年，他写了一组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文章（即
《反杜林论》），在批判杜林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时，第一次系统
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
许多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这是一部“深刻透彻的每个有思想的人都能理解的科学百科
全书。 （56-58岁）
1873年至1883年间，恩格斯拟定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提纲，完成了若干篇章和片
断，奠定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基础。 （53-63岁）
1885年7月，恩格斯在晚年承担了整理、出版马克思未完成的《资本论》第二、三卷手
稿的巨大工作，《资本论》第二卷出版。（65岁） 1894年12月，《资本论》第三卷出
版。（74岁）
1895年8月5日，恩格斯因患癌症逝世。10日，在威斯敏斯特桥的滑铁卢车站大厅举行
追悼会。27日，遵照他的遗嘱，他的骨灰被洒在伊斯特勃恩海滨的大海中。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

1、形成时期——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哲学的社会作
用、阶级基础）
《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异化劳动、实践）
《神圣家族》（1845，哲学基本原理）
《费尔巴哈提纲》（1845，实践在哲学中的地位）
《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
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方式）
《哲学的贫困》（1847，社会是自然史过程）
《共产党宣言》（1848，共产主义基本思想）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

2、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

《资本论》（1867，哲学的社会科学基础）

《反杜林论》（1878，马克思主义的系统阐述）

《自然辩证法》（1873-1886，哲学的自然科学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

3、恩格斯的进一步阐述和发展——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

《费尔巴哈论》（1886，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来源和基本
思想）

《1890—1894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几封信》
（强调人的主动性；共产主义的实现仅仅是通过一次无
产阶级的革命扬弃私有制的局限是不够的，还需要继承
和创新人类一切文明的成果，还需要对必然性的规律进
行艰苦的探索，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自然历史过程）。

四、《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关于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恩格斯

1、马克思确定了新哲学的理论基石。

——对旧哲学困境的批评（第1、5、9条）：
旧唯物主义从直观的意义解释认识的本质，不理解实

践对把握人是本质的重要性，不理解实践的批判功能。
唯心主义认识到主体的能动作用，但却夸大了它的意

义。
马克思这一思想重大意义历史背景的分析：康德论理

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关系（理论理性的第三个二律背反：
自由与必然）；费希特的主体哲学；黑格尔谈实践的理
论品格与现实品格，论精神即历史的自我运动历程。

四、《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马克思的实践观：
实践是人的现实的、变革世界的感性活动（第1条）；

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第2条）；实践是社会生
活的基础，也是认识的基础（第2、8条）；中心的问题
不是解释世界，而是通过实践改变世界（第11条）。
把实践作为新哲学的理论基石，从而为克服旧哲学奠

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2、第一次勾画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框架。

——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石：唯物史观与资本
论。

——唯物史观的纲要：
实践是实现人与环境统一的基础（第3条）；人的本

质的规定（第6、7条）；社会意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
（第4、7、8条），如，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关系、理
论最深刻的根源在实践之中、宗教的根源在其生活于其
中的世俗生活之中、宗教情感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四、《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3、阐明了新哲学同旧哲学的本质区别。

阶级基础不同（第1、10条）；
对实践的态度不同（第11条）。

五、1844哲学经济学手稿

1、初步勾画马克思主义理论三部分的联系
《手稿》是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第一个大纲，
也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首次较全面的深刻
批判，体现了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把哲学研究同经济学研
究结合起来的特征。通过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资本主义
经济制度的分析批判，通过对黑格尔的批判，马克思初
步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新世界观的
基本特征，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与共产主义学说，把正
在形成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
义三个组成部分结合了起来。



五、1844哲学经济学手稿

2、《手稿》中，马克思把异化和对象化区分了开来。

2.1对象化劳动是劳动的肯定方面，它是人们在对自然界改造
和占有的劳动过程中劳动的实现，说明了任何劳动都创造产
品，而劳动产品是固定在对象中的物化劳动，所以，劳动的
对象化是任何社会物质生产的共同内容，是人类赖以生存和
发展的基础；

2.2异化劳动是劳动的否定方面，因为，劳动者生产出因而它
是私有制下的一种特有的劳动形式；对象化劳动不等于异化
劳动，而异化劳动却包含着对象化劳动，对象化和异化只是
在私有制的前提下才联系在一起，即对象化在私有制度下发
生异化。

五、1844哲学经济学手稿

2.3异化劳动表现为四个具体的方面：
从生产的结果看，劳动者的劳动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
从生产过程看，劳动者与他的劳动活动相异化；
从人的类本质方面来看，劳动者与他的类本质相异化；
从人际关系来看，人与人的关系相异化。

五、1844哲学经济学手稿

2.4人是社会存在物。《手稿》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作了初
步探索。他从异化劳动理论出发来解决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
问题。
他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把社会历史
归结为劳动异化和扬弃这种异化的过程，从而把生产劳动看
成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
程。人的劳动是一种客观的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人通过实践
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
人的劳动具有社会性。

五、1844哲学经济学手稿

2.5私有制是异化的根源。
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
结果和必然后果，但私有财产一经产生之后，又反作用于异
化劳动，成为异化劳动进一步恶化的原因。资本主义私有制
的产生是以往全部生产发展的结果，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
济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又必然导致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以
及工人和农民区别的消失，从而最终使整个社会分裂为两大
阶级——有产的资本家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资本家
阶级和工人阶级又由于其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所以，工人阶
级要使自己获得解放，就必须扬弃异化劳动。

五、1844哲学经济学手稿

3、共产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它是人向
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而且，这种复归是完
全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
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
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这是人和人，人和自然界之间
矛盾的真正解决。在这种社会里，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即
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这就是说：（1）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是人
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运动发展的结果；（2）实现
共产主义的基本途径是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3）实现共产
主义的标志是人对自己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五、1844哲学经济学手稿

4、实践的观点
《手稿》中，马克思制定了新世界观的基础，提出了唯物主
义的实践观点。由于马克思把生产劳动看作人区别于其他动
物的基本特征，因而抓住了实践的最基本内容——生产活动。
马克思指出，人确证自己之为人，不是靠单纯的意识活动，
而主要是靠人改造无机自然界的生产劳动。这种生产劳动既
是创造生命活动，又是人的类生活。马克思探索了实践和认
识的关系问题，认为理论难题的解决是实践的任务，并以实
践为中介；真正的实践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条件；关于人
的科学本身是人在实践上的自我实现的产物……

人的科学即是人文科学。



五、1844哲学经济学手稿

5、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
《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和改造，是以
《精神现象学》为主要对象的。《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整
个哲学体系的导言，马克思把它看成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
生地和秘密，批判黑格尔哲学必须从这里开始。马克思在对
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既揭露了其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实质，
又肯定了他的积极成果，开始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
改造。马克思既指出了黑格尔的根本颠倒思维与存在、主体
和客体的关系和把现实事物的异化归结为抽象的哲学思维的
异化的双重错误，也指出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中所包含
的合理因素：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
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抓住了劳动的本质，从而把
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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