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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一词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的总称在马克思在世

时已经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曾广泛使用，

但内容受到歪曲，马克思对此提出尖锐批评。

马克思主义一词，是在1883年3月马克思逝世后，才被作为无产阶级思想

体系的代表而逐步流行起来的，恩格斯在1886年专门作了说明。

至于为什么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这一理论，恩格斯在1886年曾经作了说

明。

他说：“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

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

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

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

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

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

些和快些。

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

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

孙中山先生：“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有57中，我不知道那
一种是真的。”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
因此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甚至在同一个国家或地区，
不同的接受和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是不一样
的，因此，也就出现了所谓的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恩格斯1882年11月2日至3日《致伯恩斯坦》：“您屡次硬说‘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威
信扫地，所根据的也就是这个唯一的来源，即马隆的陈词滥调。诚然，法国的所谓
‘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产物，以致有一次马克思对拉法格说：‘有一
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俄国革命家洛帕廷给奥沙尼娜的信，转述恩格斯的话说：“恩格斯说，在布鲁斯、马
隆等人同其他的人斗争时期，马克思曾笑着说：‘我能说的只有一点：我不是马克思
主义者！’”

恩格斯于1890年8月5日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写道：“正像马克思关于七十年代末
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恩格斯于1890年8月27日在《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写道：“德国党内……近两三年
来，许多大学生、文学家和其他没落的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
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
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
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
蚤’。这些老兄的无能只能同他们的狂妄相比拟，他们在柏林的新党员中找到了支持。
厚颜无耻、胆小怯懦、自吹自擂、夸夸其谈这些特有的柏林习气，现在一下子似乎又
都冒了出来，这就是大学生先生们的合唱。”

恩格斯于1890年9月7日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信中写道的：“在理
论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一般来说在‘反对派’的所有其他报刊上也是这样）
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谈到七十年代未，曾在一些法国人
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我只知道
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如何理解恩格斯转述的意思？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会是真的认为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的一生是

这个“主义”的奠基者和奋斗者。那么，晚年的马克思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晚年的恩
格斯为什么对这句话会念念不忘呢？

从恩格斯引述这句话的上下文来看，这句话是在批评德国、法国的无产阶级政党
（那时叫社会民主党、社会工人党，还不叫共产党）党内一些自称“搞马克思主义”
的人，是这些人的言行让马克思、恩格斯感到不满、厌恶、愤怒，是为了同他们划清
界限才这样说的。

这里说的是拉法格“10年前在法国熟悉的”，是因为拉法格等人领导的法国工人
党在那时也是在引用马克思的话语说一些“革命”词句，马克思的这句话原本就是讽
刺社会上对他的学说的任意曲解和标榜的做法。 是对他们“激进的、教条式”的理解
的批评，

当心：今天我们在学习、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在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
断、话语来衡量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时，可不要和他们一样哦，不然马克思如果还活
着也会对我们说一句：“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如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的定义？

任何理论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产生的。

每一种理论都是为了解决那个时代特有的问题而产生的。

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问题的原因何在？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

只有理清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够比较科学地解决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界定问题。

马克思面临的问题什么？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和社会不公。

问题是劳动者为社会创造巨大的财富，但是却为自己创造
了贫穷。

商品、金钱和资本，这些人们自己创造的东西，已经成为
主宰人们的神秘力量。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命运主宰着商
品生产者、货币持有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命运。

在住宅方面，城市的贫民窟杂乱无章、破烂不堪，空气污浊，通风、排水、卫生

状况恶劣。许多人住的是阴暗潮湿的房屋，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

雨的阁楼。住宅非常拥挤，每一个角落都塞满了人，病人和健康人睡在一间屋子

里，睡在一张床上。甚至屋子里都不具备栖身的条件，家具破损不堪，往往一下

雨就漏水。房屋内外，其肮脏程度难以形容。

在穿衣方面，工人们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他们没有保暖的衣服。

大多数人的衣服本来就不好，还得常常把比较好的衣服送到当铺里去。许多工人

特别是爱尔兰人的衣服简直就是一些破布，往往连再打一个补丁的地方都没有了。

在饮食方面，工人们吃的食物是劣质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许多工人只能靠土

豆充饥，而且土豆多半是质量很差的，干酪是质量很坏的陈货，猪板油是发臭的。

有些人甚至食用已经半腐烂的病畜或死畜的肉。商人和厂主昧着良心在食品里掺

假，如糖里掺米粉、咖咖粉里掺菊芭、可可里掺有捣得很细的褐色粘土、酒精里

加上颜料冒充红葡萄酒，等等。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劳动异化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
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
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者为社会创造巨大的财富，同
时，给自己创造了贫穷。劳动对于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
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
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

这就是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显著的矛盾现象——劳动的
异化

为什么会出现劳动的异化？



劳动异化的四种表象：

1.劳动产品是劳动的结果 ,本应属于劳动者 ,但在资本主义社
会,“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
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
这表明,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一个同异己的对象的
关系。——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

2.劳动不属于劳动者自己,而属于资本家。对工人来说,劳动变成
了外在的东西。在这种劳动中,劳动者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
己;不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
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劳动本身成为劳动者
的一种异己的力量。——劳动者与劳动本身的异化

3.生产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本质。但是,在资本主
义社会，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
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
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人
与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简单地说，工人的劳动不是自愿的，而
是被迫的。

4.“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说
来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工人与生产
资料相分离，使劳动产品成为与工人相对立的异己力量，使工人
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成为尖锐对立的剥削关系。工人阶级与资产
阶级之间被剥削和剥削的根本对立关系,就是人与人关系相异化
的集中体现——人与人的异化

劳动异化根源是什么？

劳动分工使人的劳动成为一种对立于劳动者的异化力量，阻碍劳动者
按照自己的意志从一种生产活动转换成另一种，这就是人的异化的开
始。

分工产生异化，异化产生私有制；而私有制使异化进一步发展。在私
有财产发展最高阶段即资本主义私有制阶段，异化也发展到最高阶
段。”
换言之，分工是人的异化的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累积的私有财
产更进一步加剧劳动的异化。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与资本
的对立和异化达到极限，全部私有财产关系也就达到了顶点、最高阶
段，“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
新暴露出来，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
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

为什么说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是劳动异化的根源？

商品的异化——商品拜物教——劳动二重性
（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

货币的异化——金钱拜物教（使用价值与价值）

资本的异化——资本拜物教

“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

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马克思认为，资

本不是以单纯物的形式表现出来，还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关系，就像“黑人就

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

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

如何解决劳动的异化？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

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

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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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

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

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

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马克思《1844哲学经济学手稿》

什么是人的本质？

1.自觉自由的劳动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是人类特有的创造性活动。劳动
不仅创造了人，而且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劳动生产
的实践过程中，人们一方面改变了自然界，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自
己。劳动是人类满足需要、发挥潜能和挣得自由的源泉。

劳动是人的自由的生命表现，是生活的乐趣，是人的本性的表现，
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却成了损害劳动者身体和
心灵的强制性的差事，变成了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

2.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就其现实性来说，它是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老子16章：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

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

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

没身不殆。

老子的复归是向“道”的本体复归。

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取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
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宣言》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来界定社会主义,深刻地表明了社会
主义的本质特征,从根本上把社会主义同一切旧社会区别开来。从某个
具体特征来界定社会主义,即使这一特征很重要,也只是说明社会主义的
某个侧面;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则说明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和最高
目标,那类具体特征只不过是达到这一终极价值和最高目标的一个阶段
或手段。

《资本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为未来的社会奠定现实的基础，
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
高级社会形态”。

只有超越作为谋生手段的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到了使劳动成为个人自我实现和体

现人的生命活动本身的内在目的、成为生活第一需要的未来社会——共产主义

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富足，生产力高度发达，商品消亡了，拜物教

也消除了，才能实现“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

这样的自愿、幸福的劳动。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

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

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

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

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与恩格斯《德意志的意识形态》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

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马克思事实上在这里对共

产主义下了一个定义，并且明确表示共产主义不是“理想”。

马克思这段话说明了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私有制的废除和自由劳动是一

脉相承的，到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消灭了私有制，

劳动就变成了一种自由的需要，而不再是奴役劳动、异化劳动了。

我给马克思主义的定义：

马克思主义是有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创立的，是关于无产

阶级和全人类全面的自由和彻底解放的学说。具体来说，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一

套理论体系，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

这个定义重要价值：

第一：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的逻辑起点或需要解决
的问题所在——人的异化

第二：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要实现的最高目标和终极
价值——人类的全面的自由和解放

第三：贯通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三个组成部分——正
是这个定义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部分的融汇成一个相互关
联的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

第四：包含了解决问题和实现目标的方法和路径——实现
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



2018教材马克思主义的定义：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为他们的后继者所发展

的，以反对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科学的

理论体系，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全面自由、彻底解放

的学说。它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

会主义三个部分组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人

类关于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于19世

纪40年代创立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无产阶

级思想的科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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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定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统一起来，

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和外延。

比如：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发展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拓展式的发展, 指的是完成马克思没有完成的任务, 

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二是应用型研究, 指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特定地区

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 从而形成一种带有地域特色的马

克思主义。

修正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

的新词。

马克思、恩格斯在与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时，都是在这种思潮

前面加上代表者的名子。例如：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拉萨

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没有修正主义之说。

谁是提出“修正主义”这一词的第一人？

最早提出“修正主义”一词的，是著名的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女

社会活动家、理论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罗沙·卢森堡。

修正主义

1、伯恩斯坦和卢森堡

1899年1月，伯恩施坦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

书，声称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一次修正、审视和析疑的尝试”。但多

次声明自己不是修正主义者。

伯恩施坦全面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

首先, 伯恩施坦用“最终目标是微不足道的, 运动就是一切”的口号, 完成

了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与当前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切割;

其次, 他试图用康德式的伦理社会主义代替历史唯物主义, 作为社会主义

运动的哲学依据;

再次, 他试图用当代庸俗经济学取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修正主义

4月，卢森堡在她出版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中，对伯恩施

坦的一些观点进行批判。

指出：伯恩施坦抽掉了做为社会主义科学基础的依据，即资本主义经济

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必然崩溃的后果。

她的结论是：“修正主义理论，整个说来，可以用这样一句话表现出它

的特征：这是以庸俗经济学的精神，以资本主义停滞论为依据的社会主

义停滞论。”这样就有了“修正主义”这个词

。但是，卢森堡对伯恩施坦的批判还不够深刻，影响也不大。

修正主义



2、列宁是彻底批判修正主义的第一人。

1908年，列宁为纪念马克思逝世25周年，写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一文。该文对修正主义进行了较全面的批判，并给修正主义下了这样一

个定义：“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临时应付，迁就

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

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

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

随后，列宁又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

运》、《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等多篇论著中，对修正主

义做了深刻的批判。同时，列宁也指出，修正主义有来自右的方面的，

也有来自“左”的方面的。

修正主义

3、中国的修正主义

列宁对于修正主义的定义，对于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所有的左

倾或右倾的思想都被认为是“修正主义”。

第一、否定斯大林就是修正主义

1956年2月，苏共召开“20大”。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由此，围绕对斯大林

的评价问题展开论战。斯大林实行个人专断，滥杀无辜，破坏民主法制，大搞个人

崇拜。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应该捍卫斯大林的旗帜。在苏共

决定不再挂斯大林的像，并将这一决定通知中国后，中国坚持在天安门挂斯大林像，

并至死不渝地捍卫斯大林这面旗帜。“我们天安门前挂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劳

动人民愿望的，表示了我们与赫鲁晓夫的基本分歧”。（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

第477页。）否定斯大林就是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

第二、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

由苏共“20大”所引发的批评斯大林的风浪，特别是“波匈事件”，改变了中国领

导人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

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正式提出反对修正主

义的问题：“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

更大的危险。”（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2页。）

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

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8页。）

5月，他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真正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

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并断定：“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

右派——修正主义者。”（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4页。）

修正主义

第三、“走资派”是修正主义者

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25日，刘少奇作《关于反对

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他说：“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

上，在党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这“是生死存亡的

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注：《刘少

奇传》下，第949页。）报告最后提出如何在国内防止产生修正主义的问题。刘少奇

认为，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农村中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

伍，在人民中间进行阶级教育等，是防修反修的主要措施。

从1963年起，在城乡开展的“五反”运动、“四清”运动，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大

批判，其目的都是为了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保证社会主义制度不变颜色。

1964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基层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反对现代修

正主义教育的通知》（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宣传提纲》），决定在全党全民中进

行一次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教育运动。

修正主义

第四、一切不符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都是修正主义

“文革”中，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浪升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一方面在修正主义前面

加上“反革命”的定语；另一方面又在群众中开展“斗私批修”运动。中国成为使用“修正

主义”一词频率最高的国家，一切不符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思想，皆冠

以“修正主义”。在人们的生活方式方面，女人的高髻长发，男人的尖头皮鞋，青年的

牛仔服……都被说成是修正主义。在美术界，齐白石的花鸟鱼虫，李苦禅的残荷，黄

胄的毛驴，华君武、丰子恺的漫画……都被贴上修正主义的标签。

在意识形态领域，断定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学校培养出来的是“修正主义的

苗子”，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了舞台，文艺界的大多数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

“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91页。）

修正主义

第五、经验主义也升格为修正主义。

1959年，毛泽东曾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一书写过这样的批语：“理论上我

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文革”后期，“四人帮”又借故反“经验主义”来整老干部。1975年3月21日，《人民日报》

发表由姚文元主持起草的题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的社论。社论说：“十多年来

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江青也在各种场合多次叫嚷：“现在我

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

前的大敌”。

毛泽东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意图有所察觉。4月23日，他在一份报告上批

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主义，

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这样，经验主义就包括在修正主义之内了。

修正主义



第六、投降也叫修正主义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谈了他对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的看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

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

对那一派的斗争。（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57页。）

修正主义主要是指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基本观念。

修正主义

1、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与欧洲各国共产党内，最初是共产国际内部一种“左”

倾思潮，在受到共产国际的批判后，在党外发展起来。创始人为匈牙利的卢卡

奇·吉厄尔吉、德国的K.科尔施和意大利的A.葛兰西。

这股思潮在开始时没有自称或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1955年，法国存在主

义思想家M.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

主义的对立，并把前者的传统追溯到G.卢卡奇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

识》。在这以后，人们就广泛地用这个概念称呼这一思潮。

在60年代末期西方的新左派运动中，特别在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中，这

一思潮曾被激进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奉为反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等级制异化制度

的思想武器。

西方马克思主义

2、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

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有影响的派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它于1930年形成于德国法

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主要代表人物有M.霍克海默、H.马尔库塞、T.W.阿多诺和J.

哈贝马斯。这一学派以“社会批判理论”著称。他们发挥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

义和异化理论，结合S.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其他一些流派的理论，批判

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奴役和人的异化，主张建立一个符合人的本性的，

以自由为特征的社会制度。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派别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该派产生于20

世纪40年代后期。主要代表人物是梅洛-庞蒂和J.-P.萨特。该派认为马克思主义

忽视了具体的、个别的人，因此，他们要用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去补充和“革

新”马克思主义，把人恢复到马克思主义中去。在他们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

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是扼杀人的自由，造成人的异化的社会制度，主张以革命

的造反行动消灭异化，实现人的解放。

西方马克思主义

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研究马克思理论的德国古典哲学来源, 特别是其黑格
尔渊源, 从而超越了第二国际晚期的实证主义。
第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跟列宁一样, 高度强调辩证方法。列宁曾经明确地说, 不
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 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 特别是其第一章。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 副标题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
第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观点出发, 致力于恢复马克
思主义的总体性观点。
第四,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总体性的研究中高扬主体性的旗帜, 试图超越修修补
补的改良主义, 摆脱无所作为的寂静主义。尤其是人学, 被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作
一个重要的领域加以展开, 并被马尔库塞、萨特、哈贝马斯、弗洛姆等应用到文
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其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
发展的理论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观点。
第五, 西方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马克思的实践观点, 葛兰西甚至把它提升到“实
践一元论”的高度。从辩证法、总体性和主体性等观点出发,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深化了对实践的理解, 即不再把实践当作一种所谓“人类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
物质活动”, 而是当作一种从主体方面理解的辩证的、总体性的活动, 并把这种
活动贯穿到日常生活中。

西方马克思主义

4、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缺陷

首先,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把握卢森堡学说的真谛, 错误地把列宁和卢森堡

对立起来, 把恩格斯和马克思对立起来, 陷入了宗派主义。

其次,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导致片

面化缺陷。他们有的片面强调人和社会, 忽视自然界;有的片面突出人的本质, 忽

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有的片面突出哲学的一面, 忽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面, 忽

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再次, 由于对政治悲观失望,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脱离任何政党,脱离实践、脱离群

众, 把自己封闭于知识阶层, 从而大大限制了它的影响力，恰恰是西方马克思主

义走入死胡同的原因所在。为恩格斯正名, 不仅是拨乱反正的要求, 而且是使马

克思主义回到群众和实践中, 恢复马克思主义活力的关键所在。

西方马克思主义

5、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质
“回到马克思”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们认为，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的理论解读和
文献整理，与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一回事。其中，特别是对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
对于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的手稿的整理，即《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与马克思的思
想不完全一致。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各国一批左派知识分子，他们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否定恩格
斯、列宁和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阐释的权威性，主张对马克思主义作批判性的考察，
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真谛。

他们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具有普遍意义，批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缺陷和弊病，力图根
据现代西方社会发生的实际变化，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上，提出了同列宁主义相对立
的见解。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各种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集合起来，
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补充”和“重新创造”，用来分析现代西方社会的新情况、新问题，探
讨一条适合现代西方社会特点的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

西方马克思主义



儒家思想的历史参照：

孔子儒学

孔子弟子儒学（儒分为八）

孟子荀子儒学

秦汉儒学

易传、中庸、大学、周礼、礼记

宋明理学与心学

清代儒学的考据与训诂

新儒学

佛教思想的参照：

中国佛教出现过许多派别，主要有八宗。一是三论宗又名法性宗，二

是瑜伽宗又名法相宗、慈恩宗、唯识宗，三是天台宗又名法华宗，四

是贤首宗又名华严宗，五是禅宗，六是净土宗，七是律宗，八是密宗

又名真言宗。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性、相、台、贤、禅、净、律、密八

大宗派。

佛法本是一昧的，由于接受者的智慧、福德程度，即根性的高下不一，

以及生存时代与生活环境的差异，对于佛法的认知、修行的偏重，也

就有许多不同的分支派别了。八大宗派的特点可以用一偈浅而概之:

密富禅贫方便净，唯识耐烦嘉祥空。传统华严修身律，义理组织天台

宗。

黑格尔与异化

所谓的异化，是指的事物在发展变化中逐步走向对自身的否定。

黑格尔承认，先有自然界，然后有人，有人的精神。他认为自然界之
前还有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叫做理念阶段，或者叫做逻辑的阶段。这
个阶段变出了自然界，这就叫异化。

异化有两个特征：1、异化是事物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2、异化必然
走向异化的异化。即否定之否定。

费尔巴哈与人的本质的异化

人是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上帝。不仅如此，人还把自己的本性也放
到上帝里去了。上帝有无比的智慧，这智慧是什么东西？是人的本性。
上帝爱世人，爱是从哪里来的？也是人的本性。上帝有意志，意志是
从哪里来的？也是人的本性。所以，是人把自己的本性赋予自己创造
的上帝，并且把它无限夸张，成了个上帝。但是在创造出上帝之后，
却跪倒在上帝的脚下，向它哀求：伟大的上帝啊！你创造出我啦！请
你救苦救难。我什么都不是，我是卑微渺小的，你是伟大全能的。一
切好的东西都归到上帝那里去了，顶礼膜拜。

这个过程，费尔巴哈把它叫做异化，叫做人性的异化，或者叫做人的
本质的异化。

老子的异化思想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1.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充分吸收和利用了人类取得的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成果，从而使自己
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它不带有任何偏见，清除一切狭隘性和片面性的弊端，
力求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如实认识世界，并根据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能动地改造
世界。它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
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它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实践
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2.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以科学的理论形式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
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它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
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
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它公开申明自己的阶级性，
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

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



3.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
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为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精神
力量。它把实践观点作为自己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
行动。它对一切否定实践、沉湎于纯粹思想领域的错误观点和做法总是给予无
情的批判。

4.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时代前沿，随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它不断与
时代特征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谱写新的理论篇章，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它
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
挑战。

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 结论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

面临的问题：人的异化问题，不是一般的抽象的人的异化，而是
具体的历史的实践的人的异化，即无产阶级如何解放的问题。

异化的根源：私有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固有的矛盾，生
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人的解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解决，创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
产主义社会，异化的克服，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全面的自由
和彻底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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