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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

典文本与基本范畴的当代

阐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基本范畴的理论体系建构、

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前沿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出

版专著有《道路何以自信》

《什么是人民、阶级及其他》

等 8 部，以及《资本的秘密》

《共产主义的原貌》等“经典

悦读系列丛书”10 本。

湖南日报：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提到，马

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

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总书记再次强调，马

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

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但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觉得

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官方的意识形态，谈不上真

理。请问您对这种观点怎么看？

陈培永：可能会存在一种误解，觉得只要是意

识形态，就不是真理。其实，意识形态和社会形态相

对应，社会形态就是关于社会存在的形态，意识形

态就是关于社会存在的意识方面的形态，就是人的

思想观念对特定社会形态的社会意识反映。有两种

不同的意识形态，一种是，它如实、客观地反映了社

会现实，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还有一种则

是对社会现实错误的、虚假的反映，以假乱真，让我

们看不到真实社会的面貌。后者是需要批判的。但

决不是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虚假的、错误的，不能

认为只要是意识形态就不是真理，就不可能是对人

类历史阶段客观的反映。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开始就

作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而是经过选择、经过检验

才最终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历史已经一

再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可以这样说，正

因为它是真理，才成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

因此，我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

传播过程及其所发挥的作用没有明确认知，对马

克思主义学说本身缺乏系统把握和客观理解，才

会出现这种误解。

湖南日报：我们说“马克思主义至今依然占据

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但“道义”属于价值观层

面的内容，“真理”属于知识论层面的内容，真理和

道义制高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高度重合或者高

度统一的原因是什么？

陈培永：我们一般认为，真理是人的思维对客

观对象的如实把握，即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相符

合。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

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

题。马克思用了三个词来谈人的思维的真理性，即

现实性、力量和此岸性。人的思维（包括认识、理

论、学说）是否是真理，就体现在它是否有客观性、

此岸性、现实性，是否有力量，能不能推动社会发

展和人类进步。也就是说，真理不仅体现为主观反

映客观，而且体现为主观改变客观，而且恰恰是主

观改变了客观，才能证明主观与客观是相符合的。

举个例子。不能一讲关于人民的理论，就只想

着“谁是人民”。看这个理论能否一一对应于现实，要

看人民理论本身的价值，在改变近代以来中国历史

进程中起到的实实在在的作用。要改变客观，就必须

讲道义。马克思主义代表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无产

阶级主体的利益，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追求人类解

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真理性是容纳道义的，而

且更自觉地容纳道义，站在道义的制高点。当然，只

靠道义改变不了世界。一种学说站在道义的制高点

相对来说容易，有一些学说也站在道义的制高点，比

如空想社会主义，但它只具有道义性而不具有真理

性。马克思主义把准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把

握住了真理，又容纳了空想社会主义的道义性，实现

了真理性与道义性的统一，才最终改变了世界。

湖南日报：现在有一种倾向，承认马克思主

义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但不承认在今天仍发挥

作用，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以来发挥的

作用。对这种倾向，应该怎么看？

陈培永：如果按照真理的话题谈，这种倾向实

际上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是相对的，它曾经作

为真理，现在已经不是了。这种倾向，说到底是涉及

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问题。这种观点把马克思主义

只认定是关于革命、实际上是关于政治革命或暴力

革命的学说。在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革命年代，中

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必然的，这种革命的马克思主

义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如果只是理解到如此

程度，自然也就会得出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不再适

用，因为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讲革命（其实是讲政治革命或暴

力革命）显得已经不合时宜。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

中，不仅仅有革命理论，还有对现代社会的诊断以

及对现代社会的未来走向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

所讲的现代社会恰恰就是资本和市场逻辑主导的

现代社会，这是他们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关切。

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到今天，需要完成的是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进入到现代社

会，革命是实现现代化的一个环节。要完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少不了

对资本和市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因此少不了马

克思主义。就此而言，我们今天需要重点挖掘的

恰恰是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和

市场运作具有深刻洞见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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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回望中国

共产党百年奋斗的艰辛历程，我们应该如何

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内

在逻辑？如何感悟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如

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湖南日报记者采访了北

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陈培永。

湖南日报：陈老师好。早在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首先要“进一步感悟思想伟

力”。在 6 月 25 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史

中感悟真理的力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

看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所发挥的

作用？

陈培永：马克思主义形成于 19 世纪中

叶的欧洲，以 1848 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为诞生的标志，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传到

中国。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可以说

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爱恋”。一方面，马克思

主义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的进

程。有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才有了

中国共产党，才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没有中国共

产党的诞生，也就没有中国从苦难到辉煌

的转变，没有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飞跃。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

所取得的成就从实践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

的思想力量，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得到了与

时俱进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学说，马克思

主义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确实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这里的马克思主义不只是马克思、恩

格斯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同中国实

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只讲马克思主义

学说本身深刻改变了中国，不讲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讲中国化的马克

思主义，是不严谨的。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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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恋”。中国所取得的成就
从实践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
的思想力量，马克思主义本身
也得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

不能认为只要是意识形态就不是真理，就不可能是对人类历史阶段
客观的反映

真理不仅体现为主观反映客观，而且体现为主观改变客观。马克思主义
真理性是容纳道义的，而且更自觉地容纳道义，站在道义的制高点

在马克思主义中，不仅仅有革命理论，还有对现代社会的诊断以及
对现代社会的未来走向的理论

湖南日报：还有一种观念是，21 世纪的中国，

为什么偏要以西方的学说为指导呢？我们反对把

西方的某些理论奉为圭臬，反对用西方的理论来

评价当今的中国，那马克思主义不是西方的吗？

两者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

陈培永：马克思主义形成于 19 世纪的欧洲，

从源头上来看，是来自西方的学说。但它在中国

得到发展，甚至繁荣发展，是因为中国极大丰富

了马克思主义。今天作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

克思主义，已经绝对不能说只是西方的学说，它

吸纳了古今中外人类先进理论成果，至少是中西

先进理论有机结合的学说。如果还认为马克思主

义只是西方的学说，这就忽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

者的努力以及其所取得的成果。可以说，马克思、

恩格斯的理论是西方理论，但马克思主义不能说

是西方理论。要看到，一种外来的学说在中国扎

根，一定是和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中国的固有理

论相契合的，在马克思主义这个指导思想里，实

际上已经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且已经包

含了它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思想，也能看出当今中国兼容并包的精

神气质，看出中国在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

上，借鉴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积极努力。

为什么要反对把西方的理论奉为圭臬？不是

因为这些理论没有可资借鉴的地方，而是因为这

些理论往往是以西方国家的制度为基础而建构

出来的，以这些理论中的观点作为标准来评价中

国，可能就会得出当今中国的制度不具有正当性

的结论，以这些理论为指导来推动中国发展，很

容易会出现纸上谈兵、水土不服的问题。

今天作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吸纳了古今中外人类先进
理论成果，至少是中西先进理论有机结合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
西方理论，但马克思主义不能说是西方理论

湖南日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应该

如何保证既信仰马克思主义又避免犯教条主义

的错误？

陈培永：能成为教条主义的人确实一定是对这

套理论高度认同和信服的人，他们会认为只要按照

这套理论去做就行了。从根本上来说，教条主义者

错就错在它把某一篇作品、某几个观点不分时间、

空间变化而一味应用，把不符合书本上所讲的做法

一概当作批判的对象，说成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绝不是要认定某篇文

章、某个观点是绝对正确、永恒正确的。也就是说，

我们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

马克思主义。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上冲突的时候，站

在第一位的是实践，是实践第一的观点。如果你在

这个时候还把理论放在第一位，那么可能就会陷入

教条主义或者是本本主义之中。

值得强调的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

不意味着就认定马克思主义是万能的，是可以用

来“包治百病”的。马克思主义从创立之日起，就

借鉴了人类已经取得的最先进的文明成果。在当

今中国，它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也离不开

对一些其他学说、理论的借鉴吸收。作为党和国

家的指导思想，而不仅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马

克思主义也是包容的，可以批判性地借鉴吸收其

他理论和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之下，把其

他的众多学说都说成是唯心主义的，说成是不可

知论的，看成是有问题的，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

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只会让马克思主义受到

更多人的不理解、甚至误解。

我们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坚持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

湖南日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进行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是一对矛盾吗？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

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存在不足，或者意味着对马克

思主义的背离？

陈培永：只要是真理，就有两种属性，即绝对性和相对性，

真理因此可以说有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之分。在特定的时间

和空间，说一种理论是真理，那就一定是绝对真理，但随着时

间和空间的变化，随着人们的实践活动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它

就会显示出相对性而表现为相对真理。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

真理的时候，没有脱离具体的时代背景，说其是救国救民的真

理，是立足于当时的救亡图存背景得出的结论。离开具体环境

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是抽象的。这也说明，只有与时俱进、

守正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理。

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出现，就是要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

的，就是要回应时代和引领时代的，它一定要进行中国化，一

定要根据时代变化而发展。再伟大的理论和思想，如果没有结

合中国的国情，也不会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马克思主义传入

中国，既然跨越了时间和空间，那就会有隔阂，会有不适应的

地方，只有解决了隔阂、解决了不适应，才能实现两者的有机

统一。一套理论的科学性和力量必须在发展中得到验证，对一

种理论的尊重绝对不是完全按照这套理论来做。相反，固守一

套理论才是对理论本身最大的伤害。理论创造是为了服务于

现实，是为了解决和回应现实难题。只有实现中国化、解决中

国的问题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彰显这一理论的真

理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真

理性，也没有偏离马克思主义，而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

度，是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的尊重。

再伟大的理论和思想，如果没有结合
中国的国情，也不会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只有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马克思主义
才是真理

湖南日报：那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会不会导致马克

思主义的多元化？各个国家都在讲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国家化，会

不会导致马克思主义“一思想千面”呢？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

是不是到了谈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问题的时候了？

陈培永：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相比，时代早已经飞速

发展，解决的问题也大有不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面向中

国问题而生的，肯定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

一样。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在马克思和恩格

斯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无论怎样讲“中国化”，都离不开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不能看到提“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认为中国要随意裁剪马克思主义，就认为

是要让马克思主义具有民族形式而不再作为放眼整个人类社

会的学说，甚至就是要植入自己的东西并强迫其他国家必须接

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着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

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结合起来，这一点本来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

繁荣在中国，未来在中国。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

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提的一些命题、一些主张比如人类

命运共同体，也确实是直接面向解决世界性问题、全球性难题

而提出的，也必然直接具有世界意义，这是毋庸置疑的。

湖南日报：我们现在讲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

学中的指导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如何才能做

到？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陈培永：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在意识形态

领域中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应该发挥重要作

用。而要真正发挥好这个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

者，就不能局限在这个学科的“小圈子”中，应该要走向“大圈

子”，使其理论成果获得高校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认同，最后

是“没圈子”，做到社会大众真心认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得

立足中国的时代问题去做学问，而不是纯粹去做经典作家理

论的注脚。能够超越伟大思想家的，只能是他背后的时代。只

有聚焦这个时代的基本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我们才能

够超越伟大思想家，才能够产生具有原创意义的“思想”，才能

提出具有远见的命题、判断、范畴乃至战略，才能真正服务于

中国社会乃至人类社会发展。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
的指导地位，必须立足中国的时代问题
去做学问，而不是纯粹去做经典作家理论
的注脚

社会大众也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中
品读出思想的力量，品味出真理的味道

湖南日报：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洞察时代与引领时代的理

论，是关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学说，可对于社会大众而

言，似乎有一定的距离。如何让马克思主义走进每个人的内

心，发挥人类社会理论和个人生活哲学的双重作用？

陈培永：马克思主义的对象是人类社会，它是分析人类社

会及其历史走向的学说，正是因为这个着力点，它才能作为一

个国家的指导思想，成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学说。同样，这种

学说也能给积极的人生态度提供思考。我们知道，一个人要生

活得更好，要成就一番事业，少不了对自己所立足的时代有清

醒的认识，对社会的未来走向有清晰的判断，学习马克思主义

无疑是能提供重要的工具的。党和国家也是由个人构成的，马

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也一定会给个人的成长

成才提供启迪作用。关键是，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个体阅读

者，也可以从党和国家的理论、人类社会的理论中，品读关乎

个人成长成才的思想的力量，品味出真理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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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样讲“中国化”，都离不开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繁荣在中国，未来在中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
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结合起来，这一点是具有世界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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