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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ism and philosophy is Kirsch’s masterpiece. By using the principle of totality analysis and
reflection of Marxism, he clarifie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ism and philosophy,
broke through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the orthodox Marxist theorist thinking.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Marxism is the organic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criticalness and
revolutionary character. Studying Kirsch’s thought of “totality” brings us back to the ideological
origin of Marxism, helps us reconsider the essence of Marxism, so that we can actively appl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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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是柯尔施的代表作，他通过运用总体性的原则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和反思，阐
明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辩证关系，突破了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者的思想束缚，并指出了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是理论和实践、批判性和革命性的有机统一。研究柯尔施“总体性”思想，可以
让我们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点，重新思考，从而更好的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在当今时代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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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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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直以来柯尔施及其理论不被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理论学者所重视，其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哲学》
中的许多理论因为与卢卡奇的理论相似而被视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影子”，也正是因为柯尔施始
终坚持自己书中的观点，不愿妥协，而被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异端，甚至因此被开除党籍。直至
现在，他的思想仍然遭受着国内外学者的质疑。但柯尔施与卢卡奇和葛兰西被后人并列为西方马克思主
义的三个早期代表人物，也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亚圣”，其“总体性”理论的独特性和开拓性是
需要我们不断挖掘、持续研究的。

2. 柯尔施“总体性”思想的理论背景
柯尔施的“总体性”思想的形成，总的来说，与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自身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敏锐
的政治洞察力是分不开的。卡尔·柯尔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学习成绩优异，并精通法学、经济学和
哲学。学生期间，柯尔施就经常参与学生运动，担任过学生报纸的编辑，负责撰写文章。柯尔施在伦敦
从事博士后研究时，加入了一个改革派的社会主义组织——费边社，因此深受工团主义运动影响，强调
和平、积极的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重视人的思想、人的意志以及人的地位在变革中所起到的作用。之
后，受一战影响，柯尔施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和理论创作，于 1920 年成为了德国共产党的一员。
德国十一月革命失败，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因为缺乏一个掌握政权的革命组织而导致的，但在柯
尔施看来，这只是一部分原因。当时，夺取政权的理论和文化的条件也是不具备的。这一分析使得柯尔
施在后来的著作中都十分注重意识形态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柯尔施看来，想要从观念领域介入，
就必须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当时所处的状况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衰弱的缘由进行分析，同时，也要
客观研究德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发展。通过揭示现状和个人反思，柯尔施发现，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以及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在那一时代都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部分，仅仅注重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者看待问题带有很强的片面性，成为导致革
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基于上述情况，柯尔施通过对资产阶级的理论学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研
究哲学的社会学者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正确分析和厘清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
关系，并提出了“总体性原则”这一概念。

3. 柯尔施“总体性”思想的主要内容
19 世纪末 20 年代初，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只注重革命的“实践”部分而忽视了“理论”的重
要性，以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屡陷低谷。柯尔施认为，想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就必须从总体
出发，重新把握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的关系，理论联系实际，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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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经济等多方面进行革命，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之前第二国际所犯的错误。

3.1. 厘清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那个时期，对待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存在着三种错误倾向：资产阶级的理论
家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包含任何哲学的内容，将其视为“黑格尔主义的余波”；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
曲解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说的“取消哲学”的含义，忽视了“哲学因素”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践的
重要性；“研究哲学的社会主义者”则一致认定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缺乏哲学内容的，需要有一些哲学上
的补充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体系愈发完善。柯尔施认为，产生这些倾向的原因有三点：
首先，出于社会经济的考虑，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极度漠视黑格尔哲学和辩证法，认为哲学思想的
发展是一个纯粹观念的演进过程，因此他们没有正确把握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继承和发展
的关系，否定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的关系，错误的理解了哲学对现实、理论对实践所产生的作用，这
说明这些观点其实是肤浅且不完整的。另外，那时候的德国哲学教授们认为除了德国其他国家是没有哲
学的，所以当他们抛弃黑格尔哲学体系时，理所当然的认为哲学在世界范围内都已经被废弃了。
其次，马克思主义者们忽视了黑格尔哲学，忘记了辩证法的原初意义，仅仅将马克思主义视作一种
实证科学，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失去其精确性和有效性，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正在变得“庸俗化”。
因此，柯尔施指出：“我们应该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组织系统的研究。”[1]。只有历
史的、总体的看待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才能看到它们的内在必然性，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
是对黑格尔哲学的一种创新和突破，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是立足于社会实践中的。
最后，之所以所有的理论学者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包含哲学内容，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多
个场合表示过要“终结”和“消灭”哲学。但是，想要弄明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就必须从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明确论述出发，重新考量“从 1845 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再把他们的新唯物主义和
科学的见解表述为哲学的见解”[1]的真正原因，重新揣测马克思和恩格斯公开讲述废除哲学的真正动机，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意义上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
柯尔施认为，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过“取消”哲学，但他们在著作中也多次肯定了哲学的巨大
作用，例如马克思在《第 179 号〈科伦日报〉社论》中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
华”[2]，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再次重申，“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
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3]。所以，不可以只理解“废除哲学”的字面意思，将其
解释为用抽象的和非辩证的实证科学来取代哲学，而应该领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正用意，即“废除哲
学”的实质是要废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同时要取代全部哲学，这种“废除”并不是指哲学本身，
因为“哲学自身没有由于只是废除它的名称而被废除”。这种“废除”实际上是一种超越，仍然具有哲
学的特征，对于马克思而言，这种对哲学的超越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超越，不仅是理论上的
超越，也是实践和革命的目的。这种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恰恰说明这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哲学，
是一种本质上为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革命理论。

3.2. 把握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本原则
在运用总体性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后，柯尔施认为，“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
把握和实践的理论”[1]。理论和实践是一个有机整体，二者不可分割，相互联系。但是第二国际的理论
学者们却没有正确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他们不仅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时，
也是社会革命理论的唯一总体，反而将科学理论和社会实践给分离和割裂开来，使得马克思主义变成了
教条主义、实证主义以及形而上学的纯理论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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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完第二国际的错误后，柯尔施专门抨击了在第二国际具有代表性的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
——鲁道夫·希法亭。希法亭在其代表作《金融资本》中写道，“对于马克思主义说来，政治研究本身
的目的仅仅在于发现因果联系”[1]。并由此得出了马克思主义是没有任何价值判断的论述。但柯尔施指
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为希法亭是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放入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中去认识的，
并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单纯的视作一种与客观事实毫无联系的科学理论，因此希法亭的结论不仅缺乏
客观性，也缺乏普遍性。
柯尔施认为，正是因为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种种歪曲，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纯粹的理论批判，
忽视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总体的辩证法的遗忘和遗弃”[4]，才导致
了马克思主义危机的猛烈爆发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命运。对此，在柯尔施看来，以列宁为代表的第
三国际能够意识到如果无法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就不可能在革命实践中取得任何成果这一
问题，说明“理论和实践的内在联系已经被有意识地重建”[4]。这种重建和尝试将会对革命发展产生重
大影响，出于这一角度，柯尔施对当时的列宁思想报以肯定和赞赏的态度。他认为，列宁在当时不仅看
到了革命失败的症结所在，更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判断给出了解决的方案，即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
式处理“国家对于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对于国家的关系问题”以及“意识形态对于社会革命个社会革命
对于意识形态的问题”[1]。如果回避这些问题，会导致机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正营造成危机，甚
至在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后期可能会招致灾难性的后果。因此，无产阶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
题是不容忽视，且需要重新提出，重新恢复的。柯尔施指出，只有辩证的、革命的、原初的马克思主义
观，才能带领无产阶级在实践中走向胜利。柯尔施对列宁学说在这一阶段的肯定，体现了他对“理论和
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思想的内在把握。

3.3. 坚持革命性与批判性的有机结合
柯尔施通过运用总体性的历史观对社会进行分析后，将整个社会分为了三个等级：一是唯一客观的
但非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二是带有意识形态特征但稍微较不现实的法和国家；三是既不客观也不真实
的纯粹意识形态。对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柯尔施的看法和正统马克思主义是截然不同的。按照正统马
克思主义者经济还原论的观点，经济基础在社会中起决定性作用，其他两个方面是派生出来，处于被决
定地位的。但柯尔施批判这种对社会的认知，他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没有从整体上真正的把握它们，在
他看来，经济、法和国家、纯粹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有机整体，三者相互反映，相互联系，
整个社会的发展正是在这三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推动前进的。所以，无产阶级想要谋求自身的解放就必
须坚持总体的革命观。工人必须进行总体性的彻底的社会革命，这既包括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变革，
也包括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等的变革。只有总体性的分析社会，认清社会发展的方向，才能使马克
思主义成为一种活的革命的社会理论。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批判的哲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成为了对社会的更彻底、更剧烈的
批判。柯尔施认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体系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哲学的社会意识的特殊形
式的批判是同等重要的。因此，不但要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进行批判，也要对资本主义的
意识形式进行抨击。想要完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重任，绝对不能指望资产阶级自身，而应该寄希望于
无产阶级及其理论。纵观资产阶级的发展历史，虽然法国大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认识到了制度的不足之
处，也有自我批判的动机和科学分析的萌芽，但他们遵循的原则并没有改变，也从来没有跳脱出资产阶
级的框架看待问题，因此分析出来的结果是片面的、保守的。对此，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理论中
对于概念使用两种错误的倾向：第一种以“法的历史学派”和非理性主义者为代表，他们否认所有的理
论和概念；第二种则是认为概念即为抽象的一般。他们会将理论从当时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中抽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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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偷偷地将资产阶级关系当作社会一般的牢不可破的自然规律塞进来。通过对资产阶级社会理论的批
判，马克思完成了他的社会理论中最重要的和实践的组成部分，即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达到并超越了对
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解。
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可以将辩证法用于分析和批判对象，也可以运用于自身，这样说
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突破了资产阶级理论的局限性，也是其永葆生机与活力的根本原因。另外，马克思
主义理论不仅与革命的实践互相关联，它还是坚决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理论上的突破和实践上满足革
命的需要，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实际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实证
的科学，而是批判的哲学。它既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4. 柯尔施“总体性”思想的当代价值
通过柯尔施努力恢复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理论和实践相统
一的总体性革命理论，为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在当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的重要价值提
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依据。
第一，必须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整个国际共
产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只要是割断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相互联系的革命都必定会导致失败的结果，造
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因此，忽略理论的重要性，亦或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脱离革命实践的纯理论考察，
都是错误的行为。马克思主义是行动中的哲学，我们要汲取第二国际的教训，领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
和革命性的基本内涵，反对把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拆分成对经济、教育、宗教、艺术、科学、文化、哲学
等领域，拒绝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实证化、教条化。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
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了
指引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第二，必须坚持总体性的社会历史观和社会革命观。柯尔施运用总体性原则对社会历史现象进行分
析，他把整个社会分为了三个等级，并且认为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他认为，单因素决定论是
不符合实际的，因为社会发展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整体，历史运动的动力来源是多层次、多方面、多样的，
因此社会发展并不是线性的形式。所以，我们在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分析社会时，必须把经济基础和上
层建筑视为一个整体，考虑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多种因素，这样的解读才是准确的。另外，正因为社会
是由各个环节构成的有机整体，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是总体性的，无产阶级必须采用总
体性革命，即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以及意识形态革命。只有积极地、多方面的努力给自身创
造有利条件，才能迎接胜利的到来。正如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所做的一样，通
过总体布局，逐步带领人民走向解放，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的、透彻的
分析，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理解
这一伟大思想被称作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缘由，才能领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
新成果的真正内涵，以及它的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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