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讲 千年第一思想家  

1.为什么学习马克思主义、评价“千年第一思想家”  

2. 马克思的理论贡献  

（1）实践哲学： 一改纯粹理性

（2）唯物史观

（3）剩余价值理论： 两个必然、两个决不会

3. 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  

    1. 历史：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意义

    2. 马克思改变中国的过程 P4

3. 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P5

外在原因

内在原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通。

理想社会、实践的观念、辩证法、人民群众、人与自然统一

4. 今天的成果： 理论、实践、文化层面 P6

第二讲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1. 德法歪曲的马克思主义：“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2. 马克思面对的问题：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和社会不公。 P8

劳动异化 P8,9

定义P8

四种表象：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与劳动本身的异化、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的异
化、人与人的异化 P9

根源：劳动分工->私有财产加剧 

为什么说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是劳动异化的根源？ 

解决：人的本质：自觉自由的劳动、社会关系的总和 P9 -> 共产主义：人的自由发展->不是
“理想”

3. 马克思主义的定义 P10，11

老师的定义->定义的重要价值
教材定义
两种发展类型：拓展式发展、应用性研究

4. 修正主义 P11

提出

批判：卢森堡、列宁（彻底批判第一人）

中国的修正主义 P12，13

否定斯大林就是修正主义、共产党的右派、“走资派”是修正主义者、一切不符合“无产阶级专
政下继续革命”都是修正主义（文革时期）、经验主义、投降 （水浒传）（6个中国的修正主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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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西方马克思主义 P13

形成
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张革命）
理论贡献、缺陷、实质

6. 其他异化：黑格尔、费尔巴哈、老子 P14

7. 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开放的理论

8. 小结：面临的问题、异化的根源、人的解放 P15

第三讲 什么是自由和解放？  

1. 人的本质 -> 如何解决人的异化恢复人的自觉自由的本性？ “共产主义” P17

2. 自由的概念 P18

汉语词典定义：自由是一种状态，自由的前提（政治自由角度）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

自由的本义：想做什么做什么、象形字
庄子、道家：①逍遥自由的平等性 ②怎样达到生命的自由境界？基本原则、具体方法 
③人类的自由VS动物的自由：动物来自本能、人类来自自觉 “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
大人亦大”
儒家的自由 P19 ：①从心所欲不逾矩 ②由己与克己（复礼） -> 道德、内在、“积极”自
由

西方文化中的自由 P19,20

古典自由主义：消极的自由，主要指个人的自由，权利为其基本的出发点
新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干预，基于国家的承认和让步才导致个人自由、权利的实现，强
调自由并不是一种完全不受限制的行为。
新古典自由主义：①经济理论方面：“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②政治理论方
面：“三个否定”（否定公有制、社会主义、国家干预）

3. 自由的起源 P20,21

自我与反思 -> 自我意识：欲望VS意志、理性 -> 人类生命自由的两重超越 P21

超越能力、创造能力 <- 所有超越性的根，来自于劳动。

现实的自由与可能性的自由

自由与意志：政治自由奠定基础 

康德道德律令、哈耶克程序正义、罗尔斯社会正义

4. 自由的历史

黑格尔、东方、希腊罗马、基督教、《美国独立宣言》

灵魂的自由依赖忏悔、肉身的自由依赖法制

5. 自由的三个层次 P22

自在的自由：只有失去才会意识到，怀旧的伤感

自为的自由：人为的、自觉的  P22,23

反抗的自由：消极反抗、积极反抗->只会说“不”，只是自由意识的萌芽
选择的自由：理性权衡之下的任意性。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并不是自由决定的，不是彻底的自
由
立法的自由：伯林（自由的总量）、卢梭的社会契约（公意、众意）、康德（意志自律，自
己给自己立法）-> 小结
自在自为的自由：“目的国”，以人性自由为前提

6.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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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的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共产主义)、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

7. 解放 P25

第四讲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构  

1. 马克思的理论贡献（人物生平） P27,28

①大学教育、博士论文 ②“林木盗窃问题” ③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第一次提出共产主义理想 
④“世界公民”被流放驱逐 ⑤伟大友谊：《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联盟、……

2. 恩格斯的理论贡献（人物生平） P29

3. 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

形成时期、实践中检验和发展、恩格斯的进一步阐述和发展

4.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P30

确定了新哲学的理论基石 -> 马克思的实践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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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阐明了新哲学同旧哲学的本质区别

5. 1844哲学经济学手稿 P30,31，32

初步勾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三部分的联系
把异化和对象化区分开来：异化劳动的四个表象、人是社会存在物、私有制是异化的根源
共产主义社会
实践的观点
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

第五讲 世界的本质是什么  

1. 哲学是什么、研究的问题是什么 P33

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

①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何者为本源 -> 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二元论

②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肯定，但唯心唯物原则不同

本体论：经验/现象世界、符合/主观世界 P33,34

2. 人们为什么要追问世界的本质？？？

3. 东西方哲学的回答 P34

人类追问宇宙人生的真相的基本路径：向外寻找、向内寻找

向外寻找的西方文化：宗教、科学、哲学（理性主义、经验主义）

向内寻找的中国文化：中心在我，天人合一 P35

比较：西方哲学史爱智慧的学问，中国儒家追求智仁勇的学问 P35

   西方哲学纯理智、纯思辨、无感情；中国哲学对理智、情感、意志平等重视

4. 不同文化对宇宙本源本质的解读

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易经与道家、科学宇宙观

5. 对于世界本源的不同回答构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

唯物主义：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
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 P37
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

6. 物质与意识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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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  

物质定义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统一于实践：实践是物质世界分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的前提，又是使自然界和人
类社会统一的现实基础。从实践出发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社会生活的实践性表现 P37
实践的含义和基本形式 P38：基本形式包括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活动、处理社会关系的实
践活动、科学实践 
实践的基本特征：客观物质性、主观能动性、社会历史性 -> 社会物质性的表现

运动与静止

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物质、运动不可分割
静止是运动的特殊状态
运动和静止的关系 -> 心静与心动 P39

时间与空间：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 P39   

意识 P40  

意识的定义、三个阶段
辨析：意识与认识、意识与思维、意识与精神、意识与概念

物质与意识的关系 P41  

第一位：物质决定意识
第二位：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两种情形

7. 科学给哲学世界观带来哪些挑战

第七讲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  

1. 什么是唯物辩证法？ 联系、发展、运动、扬弃的观念 P45

联系 P45： 定义、特点（客观性、普遍性、多样性、条件性）

发展：概念、什么是新事物？

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 P46

内容和形式 P46 ：辩证关系、形式主义
本质与现象：区别、联系
原因与结果
必然与偶然
现实与可能

2.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P47

基本规律主要有：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实质和核心）

为什么是实质和核心

矛盾的同一性（统一）和斗争性（对立）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同一性：矛盾双方互相依存、互相贯通；斗争性：相互排斥、相互分离

-> 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 P48 、同一性、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P48 、特殊形式
（和谐）

矛盾普遍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 P48

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方法论意义（坚持两点论、重点论的统一）

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P49：共性和个性辩证统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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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变质变规律 P49

否定之否定规律 P50

什么是否定之否定规律？什么是辩证否定观？曲折性、方法论意义

3. 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 P50

唯物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统一

 为什么说唯物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革命的？ P51

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意义

4. 辩证思维方法和现代科学思维方法

归纳与演绎的统一、分析与综合的统一、抽象与具体的统一、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现代科学思维方法：控制方法、信息方法、系统方法、模型方法、理想化方法 P52
辩证思维方法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的关系？
提升思维能力：辩证、历史、战略、底线、创新思维能力

5. 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黑格尔对老子的批判、二者思想的比较

第八讲 实践与认识  

1. 人的知识从哪里来？P55

中国传统文化、理性主义、经验主义、马克思主义（人类的知识来源于实践）、机械唯物主
义P57、辩证唯物主义 

2. 实践的本质、结构、形式、作用

实践的本质、基本特征 P57
实践的基本结构：主体、客体、中介 P58、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关系
实践形式多样性 P58
实践在认识活动中的决定作用

3. 认识

本质 P58

过程 P59

从实践到认识——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从认识到实践——认识的第二次飞跃

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运动及其规律 P60

4. 真理及其属性

真理的客观性
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
真理与谬误 P61
真理的检验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P61

5. 真理、价值、价值观

价值、价值的基本特征P62、价值评价及其特点、价值和真理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价值观与核心
价值观

6. 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辩证关系、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辩证关系 P63 、改造客观世界
和改造主观的过程是从必然走向自由的过程

7. 党的思想路线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要求、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
的思想路线的核心、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8. 康德 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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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唯物辩证法VS自然规律、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

1.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P67

社会存在：即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人口因素 
P68 和物质生产方式

社会意识：社会意识主体、社会意识层次、社会意识形式（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
教、哲学）

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辩证统一的关系，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P69

文化 P69

2.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 P70

什么是生产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 科学的重要性
什么是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基本）、……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具有能动的
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3.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及其规律 P71

什么是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是指有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什么是上层建筑：观念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  国家、国体、政体辨析
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

4. 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及特殊形式 P72

社会形态、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社会形态更替的必然性与人们的历史选择性、社会形
态更替的前进性与曲折性

第十二讲 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  

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基本矛盾、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社会改革

1. 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P73

基本矛盾的原因
基本矛盾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根本动力 -> 社会主要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2. 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P74

3. 社会革命

概念（广义狭义）、对社会发展起到的作用

4. 社会改革

科学技术：是什么、科技革命、带来的问题

5. 历史观 P75

英雄观
马克思群众史观：理论依据、人民群众的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群众观点、群众路线
个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 P76 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

第十三讲 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规律  

1. 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

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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