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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

一、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和实践性；

二、实践层面：中国民主革命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三、文化层面：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相通性。

1、西方学术界和社会界对于马克思的评价

A、 1999年，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教授们发起，评选“千年
第一思想家”，结果马克思位居第一，爱因斯坦却位居第二。

B、 1999年9月，英国广播公司（BBC），评选“千年第一思
想家”，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开征询投票一个月。汇集全球投票
的结果，马克思位居第一，爱因斯坦第二。

C、 2005年7月，英国广播公司以古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为题，
调查了3万名听众，结果是马克思得票率第一、休谟第二（马克
思以27.93%的得票率荣登榜首，第二位的苏格兰哲学家休谟得
票率为12.6%）

一、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

2、2008年金融危机与《资本论》热潮

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蔓延，新自由

主义经济学承诺的幸福破产，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

机周期性爆发的预言再次被验证。批判资本主义的鸿篇巨著

《资本论》重新成为读者的宠儿。德国出版商柏林卡尔-迪茨出

版社社长尤尔根·施特隆普说:“现在，马克思又成为了时尚。目

前，该书的销售量相比2005年已提高两倍。”施特隆普介绍说，

现在这本书的主要读者是青年学者。

一、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

3、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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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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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极大

地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至今依然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思想体系

和话语体系，所以，我们说，马克思至今依然被公认为“千年第一

思想家”。

一、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

4、马克思的理论贡献

（1）实践哲学

（2）唯物史观

（3）剩余价值理论

一、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



4、马克思的理论贡献

（1）实践的哲学：

马克思创造了实践的哲学，一改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纯粹理性

思辨的哲学传统，开启了西方现代哲学新篇章。在实践的基础

上，马克思把存在与思维、物质与精神，把尘世的世界和理念

的世界统一起来。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

变世界。”

一、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

4、马克思的理论贡献

（1）实践的哲学：

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来看，西方哲学从纯粹理性（黑格尔、康

德的绝对理念）到感性一般（马克思的实践、尼采的生命、杜

威的经验）；再到感性个体（萨特的死亡、海德格尔的此在）；

再到彻底的虚无（德里达什么都行）。

如果真的象德里达说的那样，一切都解构了，本质、规律、宏

大叙事都不要了，人们没有任何可以遵循的共同道理、规范和

约定，那么人类该如何活下去？

一、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

4、马克思的理论贡献

（1）实践的哲学：

人类的生活是历史的生活着，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千百万年以

来人类自身历史发展演化而来的。我们人类自身的实在与宇宙

协同共在，这才是我们的根本所在。所以，今天哲学又回归到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回归到人类历史的经验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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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的理论贡献

（2）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亦称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

——社会存在的客观性

——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就其现实性来

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和解放是一切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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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的理论贡献

（3）剩余价值学说

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

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产生的前提是雇佣劳动，即劳动力成为

商品。

劳动力价值是由维持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

的费用决定的，其中包括劳动者本人的培养、教育费用和维持

其家庭成员生活的费用，而这恰恰就是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中自

身及家庭需要的部分--自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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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的理论贡献

（3）剩余价值学说

剩余价值理论不进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而且揭示了资本主

义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从而导

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最终导致与生产社会化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

系产生——即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的诞生。

两个必然：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证了“资

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简称“两个必

然”)这一重要结论。一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必

然趋势，二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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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的理论贡献

（3）剩余价值学说

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无

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

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

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简称“两个

决不会”）这一重要思想。

一、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同治十一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言：“臣窃

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

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

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

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二、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

东西方文明的历史性碰撞

鸦片战争——器不如人——物质革命（洋务运动）

甲午战争——制不如人——制度革命（戊戌变法）

辛亥革命——文化问题——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

问题1：为什么大清帝国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普遍的吸

食鸦片，除了鸦片作为毒品，具有吸食成瘾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

吗？

问题2：为什么西方社会的民主政治制度在日本的实践中取得成功，

而在中国的实践，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都终归失败？

二、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

（1）打倒孔家店

（2）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与科学）

（3）白话文运动

（4）西方文化与思想的传播

二、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

如何看待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说:"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

范围太狭了。说什么爱有等差，施及亲始，未免太猾头了。就是达到他们人

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世界，那时社会的纷争恐怕更加利害;所以现代道德的

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为全社会的友爱。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

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

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因为

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

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写到:“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

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

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可以想见，李大钊也不是单纯的反对孔子本身，他要

反对的是那些假孔子之名行事的所谓“传统”。

二、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

五四运动及其意义

2019年4月30日，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

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

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

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

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

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

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

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

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

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应运而生。

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

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

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二、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

马克思主义如何改变中国？

（1）从1919-1949，三十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思

想的指导下，把百年统治、欺侮中国的外国势力赶走，将一个积

贫积弱、一盘散沙似的中国，缔造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崭新中国。

（2）1949-1979，三十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

的指导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完备的现

代工业体系，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

（3）1979-2019，四十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

的指导下，进行革命，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物质匮乏的状况，

开始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进了新时代。

二、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

马克思主义如何改变中国？

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1.8%；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占

全球14.8%，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384美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中倒

数第七；201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9281美元，进入中等收入

国家。

1978年，中国人的收入60%用来购买食品；2018年，中国人的

收入39%用来购买食品。

二、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

马克思主义如何改变中国？

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马克思

主义让一个积贫积弱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

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选择。

因此，只有认真学习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

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二、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

与马克思主义同时，或前后进入中国的有许多现代思想，如尼采、

柏格森、杜威、罗素、易卜生、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等等。为

什么选来选去，从陈独秀、李大钊到抗战前后大批青年知识分子，

那么多的人，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1949年后，为什么中国绝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包括第一流的

教授、作家，如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汤用彤、金岳霖、

冯友兰、陈垣、雷海宗、顾颉刚、朱光潜、宗白华、老舍、曹禺、

傅雷，甚至沈从文、萧乾等等，其中不少人原来是反对马列反对

共产党的，但都先后接受和信仰了马克思主义？

三、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1、外在原因

（1）第一次世界大战展示出资本主义的丑恶，中国知识分子觉

得“全盘西化”并不是一条光明的前途，而俄国人革命的成功造

成社会大变革带来了新的希望。

（2）当时中国社会现实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各种主义的比较中，

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认定“走俄国人的路”，认为马列主义

切合当时中国社会变革，而且可以立即实行。

（3）列宁主义提供了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落后国家可以进行社

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对于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三、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2、内在原因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具有某种相通性。

Like  is  like.喜欢就是想象。

人们只能够接受自己能够理解的东西。自己不能够理解的东西，

人们无法接受。

三、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1）关于理想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中总有一种对理想社会的怀想和追求，而且这种理
想和追求就在这个世俗世界，而不是如别的宗教和文化那样，寄
托在另一个灵魂世界上。儒家有“复三代之盛”“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最高人生目
标，便是“济世救民”，为国家民族办事，和为最终实现这样一
种理想世界而奋斗。

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也不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
天堂，而是现实的当下的世俗世界。马克思旗帜鲜明表示，马克
思主义理论是为无产阶级，为世界劳动人民服务，为实现共产主
义的理想社会而奋斗。

习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
想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相互融合的结晶。

三、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2）关于实践的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非常重视实际行动，即实践。不管是儒、墨、
道、法，都讲求理论的实用性质和实践性能，不尚空谈，不重思
辨，强调 “知行合一”，从修身处世，到建功立业，无不如此。

对于如何实现天下大同，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套系统的方法和路径，
这就是《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而实践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鲜明的特色，有别于西方哲学
自古希腊以来的纯粹理性的思辨的传统。马克思说：“:哲学家们
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是一种实践，共产主义
理想只有在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实践过程中，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三、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3）关于辩证法思想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对立统一的观念是唯物辩证
思想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极富辩证法思想。老子：万物负阴而
抱阳，冲气以为和。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

质量互变规律。量变是质变的基础。适度的原则。老子：千里之
行始于足下。荀子：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
江海。孔子：叩其两端，而用其中。过犹不及。

否定之否定规律。老子：反者道之动。

马克思认为世界是有规律的，而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道观念，也是强调事物的客观规律
性。
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荀子：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三、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4）关于人民群众
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
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是推动人类
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尚书·泰誓中》:“天视

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意即是民意，天之意志即是民之
意志的体现。孟子：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人皆可以为尧
舜。

马克思强调人的社会性，反对抽象地谈论人性。认为人和人之间
的生产关系，主要是指经济关系，是最为基础性的关系。马克思
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就其现实性来说，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提纲）
中国传统文化中将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概括为“五伦”，即夫
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等五种最基本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并以此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

三、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5）关于人与自然统一
马克思认为，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自然史与
社会史的统一，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
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
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关于人与自然的统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为“天人合一”的
理想。孟子：“尽心可以知性，尽性可以知天。”这里“心”就
是人的主观世界，而“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即是客观的自然
属性。
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为教。”中国传统文
化认为，人们通过修身，可以体道、悟道，在认识天道自然的基
础上，进一步“行道”，从而实现“天人合一”。

三、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偏重于个人心性的、道德的实践。

而马克思的天人合一，强调的是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和以阶级斗

争为主的改造社会的实践。

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有诸多的相似性或

相通性？

三、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小结：

从理论层面来看，今天我们仍然处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换的

大时代；

从实践层面来看，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但是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从文化层面来看，今天世界的一体化进程进一步深入，东西文化

的交汇创新可能为走出文明冲突的陷阱提供新的智慧。

三、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