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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义正统性问题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被乔治·卢卡奇客体化研究，并将其归结为以总体性为特征的
唯物辩证法，这一归结有力回击了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的第二国际歪曲、僵化马克思主义的事实，而
在21世纪的今天，马克思主义面临着经济全球化、西方思潮多元化、网络信息化等等的挑战与质疑，重
提马克思主义正统性，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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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sue of Marxist orthodoxy was objectified by George Lukács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ago, and he summed it up as a materialist dialectic characterized by totality. This summed up a
powerful counterattack with orthodox Marxism. The self-proclaimed Second International distorts and ossifies the facts of Marxism. In the 21st century, Marxism is facing challenges and
doubts from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Western thought trends, and network
informationization. It re-emphasizes the legitimacy of Marxism. The significance of defending the
true spirit of Marxism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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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卢卡奇率先将马克思主义正统性客体化，在发表于 1923 年的《历史与
阶级意识》第一篇就抛出了“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带有诘难性的问题，那么在 90 多年后的今天，
在这个社会主义思潮、共产主义思潮、激进左翼思潮纷繁复杂、狂飙突进的 21 世纪我们需要重提马克思
主义正统性问题，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重估马克思主义正统性问题的当代价值，立足中国
现实，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2. 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争议
关于马克思主义正统性问题的争议从马克思在世时就已经出现了，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
辑部的信》中指出，像米海诺夫斯基等俄国理论家把他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和发展道路理论教条
地理解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学理论”，马克思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
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1882 年恩格斯致伯恩斯坦的信中写道：“您屡次硬说的‘马克思主义’
在法国威信扫地，所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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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伴随着马克思的困惑，正统性问题的争议在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被逐渐放大。
1) 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的胜利与在德国、匈牙利等国惨败，要求在理论上
重新解释和反思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就面临着一个马克思主义正统的问题，即马
克思主义的正统性是什么。第二国际的答案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也就是
上层建筑统统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决定，这个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就是马克思主义
的正统性。因此，以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就把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等
于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等于经济决定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就在于经济决定论。这
就导致了一种后果：割裂了上层建筑中人的意识、文化、精神的作用。在理论上，用了非此即彼的方式，
否定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是非辩证法的，是形而上学的。在实践上，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来说，社会
前进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一切以经济成为决定性因素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何时发生
取决于经济，对于经济发展处于落后的国家来说，这个矛盾就不够尖锐、激烈，因此什么时候举行无产
阶级革命行动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这样一来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取决于经济基础、生产力
发展水平，当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就需要等待，等待经济基础和生产力
水平发展起来，后来列宁批判其为机会主义。因此第二国际的错误就在于理论上的形而上学，片面强调
经济决定论。实践上的机会主义，等待革命论。
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打着恩格斯的旗号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却恪守历史唯物主义，忽略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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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文化、心理、精神的反作用，用经济决定论概括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僵化、庸俗化，使得马
克思主义变成了形而上的马克思主义。
2) 卢卡奇：“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在于辩证法
卢卡奇在《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的标题下引用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
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点明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在于“改
变世界”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就是辩证法。“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
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释。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
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关于辩证唯物主义通向真理之路的科学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
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4]。换言之，正统马克思主义就是辩
证的、历史的、总体性的唯物主义方法。同样在这个意义上，即便假定马克思的某一个个别结论被新的
研究所驳倒，但是只要革命的辩证法始终在手，则他仍然未曾离开其“马克思主义正统”。
总体性是马克思辩证法的核心问题。而第二国际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把
马克思的辩证法实证主义化，褫夺了辨证方法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基础性地位。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
性、批判性。卢卡奇认为唯物辩证法的核心特征在于历史性，辩证法是革命的辩证法，是为了改变现实
和改变世界的，现实与世界总是在社会历史的总体运动中不断改变的，总是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密切相
关，总体性原则本身也包含它只能是一个历史的总体。因此没有辩证法就没有总体性，没有总体性就没
有历史性，没有历史性就没有批判性、革命性。卢卡奇曾对其总体性思想概括道：“唯物主义辩证法的
总体性概念首先是指相互作用的矛盾的具体的统一；第二，是指不论是向上还是向下的整个总体的系统
相对性；第三，是指整个总体的历史相对性，即整个总体的总体性特征，即整个总体的总体性特征是变
化的、分解的，并限于一定的历史时期。”
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只有当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时，理论才能掌握群众并变
成物质的力量，卢卡奇认为这种局面伴随着无产阶级进入历史已经出现了，正如无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
的权利而进行革命活动时，必须先通过理论充分地了解这个社会、自身所处的阶级、地位、特征，以及
革命的相关理论。只有充分的认识，才能使理论与实践得到充分的统一。卢卡奇是在革命的叙事中将正
统性定义为辩证法，因为卢卡奇所处的时代需要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激发唤醒无产阶级成为历史的主
体而不是社会的纯客体，而与此同时一种思想理论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发生合奏的旋律——资
产阶级实证主义，特别是第二国际，与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不谋而合，而第二国际本来是无产阶级的意
识形态竟然蜕变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以卢卡奇在文章中对于第二国际实证主义进行了毫不留情的
批判。当然卢卡奇也有他的局限性，他认为辩证法是马克思直接取自黑格尔，他没有看到马克思改造了
黑格尔辩证法。但是与其说卢卡奇没有看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彻底改造，倒不如说卢卡奇没有
看到马克思对黑格尔进行了一场存在论革命，这场伟大的哲学革命的过程发生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中，而卢卡奇当时没有接触到这篇手稿。

3. 重提马克思主义正统性问题的必要性
第一，厘清坚持、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边界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一门发展的学说，在应对不同的现实条件和时代背景下我们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
义，更要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正是在于不仅仅坚持了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的精髓，更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中创
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而厘清坚持、创
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边界的问题，今天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问题上都很重要，理论上关乎真假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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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的问题，实践上关系到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的问题。坚持不是意味着固守马克思词句，
发展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创新不是重构、重写马克思主义。凡是离开了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误解，
都是一种伪造的“马克思主义”、再造的“马克思主义”。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一味地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词句当成“真理”的集合，抱着一成不
变的思路因循守旧，无视历史曲折、经验教训就会导致教条主义的错误。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
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中国共产党曾犯过两次在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道路上走向教条主义的错误，分别是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主义错误和土地革命时期王明的左
倾主义错误，陈独秀的右倾主义是恪守马恩的革命理论的词句，而王明的左倾主义是照搬俄国的革命经
验。这二者都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教条化、固步自封、固守马克思个别词句，不敢越雷池半步，都给中
国的民主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在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背离马克思主义同样也会造成不可逆转的错误。苏共领导人戈尔
巴乔夫等人抛出“新思维”理论，打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突破和创新的旗号，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进
行了釜底抽薪式的颠覆。理论根基上彻底改造了马克思主义就导致理论指导的实践也发生了彻底的逆转，
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得以不断滋长泛滥，催生了大量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
义的政治组织，这些政治组织一起谋划推动各种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活动、集会、游行，最终形成颠覆苏
共领导地位的决定性政治力量。
理论上的固守导致实践上教条，理论上的背弃背离导致实践上的邪路。而坚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
主义的边界就是马克思主义正统性问题之所在，把握住马克思主义正统，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历史背景和
客观条件，用理性的态度和历史的眼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上进行创新、发展并指导实践。
第二，重新彰显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正统性问题的硬核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问题。我们今天中国道路为什么还要坚持马克思主
义？如果马克思主义没有真理性我们还要坚守吗？马克思主义有无真理性，真理性是什么？这些问题的
前提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正统。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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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是对马克思真理性的准确定性。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已有 170 多年，人类社会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显示出巨大的真理力量。纵
观人类思想发展史，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写道：“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
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
再一次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真理力量。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在资本全球化时代，在新自由主义狂飙突
进的年代，被遮蔽的太多，现在是时候让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语境和时代条件下重新彰显真理性，在 21 世
纪的中国道路中发光发热。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才一步步地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主义
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意味着作为基本
理论原则的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更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愈益灿
烂。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有着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
大征程中，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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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学习、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中都需要一个方法论，这也关乎到马克思主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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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性问题。以什么样的方法和态度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导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正统性”争论的重
要原因，而我们现在往往是用非马克思主义、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学习传
播马克思主义。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问题是如此之重要，当前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要回答
这个问题。
理论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出
现各种敌对势力也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歪曲马克思主义，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第二国际曾
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将马克思主义真精神仅仅概括为经济决定论，列宁花了大量时间去批判第二国
际，捍卫马克思主义正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重提出：“马
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体现，是马克
思主义学说的思想基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的真精神。
实践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斗
争的行动指南，是革命斗争的指导思想。它必须落实到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
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当
代中国的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对中
国实践的指导与中国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是“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4. 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当代阐释
历史总是相似的，如今马克思主义所处的境地与卢卡奇时代何其相似，如今社会主义思潮、共产主
义思潮、激进左翼思潮纷繁复杂、狂飙突进，卢卡奇当年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革命斗争精神无
疑是对我们具有重要的时代感召。今天，我们需要重提马克思主义正统性问题，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思
想的精髓，重估马克思主义正统性问题的当代价值，立足中国现实，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让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真精神在今天发挥真理性的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就是辩证法，邓小平运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精髓，他指出“把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
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发展资本，这是
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我们发展资本是为了利用资本驾驭资本，不能被资本绑架。不要资本、把资本
连根拔起、视资本为洪水猛兽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在关于新经济政策的问题中提到过，苏联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成功就是因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了，他们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真精神，他们抓
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和教条，他们看到的是死的马克思主义而没有看到活的马克思主义，没有
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力量。因此苏联模式的失败并不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恰恰相反，正
是证明了什么时候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才可以成功，什么时候歪曲误解放弃偏离了马克思
主义，社会主义就会失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行，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中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今天，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
观和方法论”[6]。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用辩证的方法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比如坚持底线思维与创新
思维之间的辩证法，坚持底线思维就是既要守住稳定底线、安全底线、廉政底线、生态底线，又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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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最好的结果。坚持创新思维就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鼓励创新，敢为人先，用创新的思路和办法破
解难题，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而新时代工作中我们既要坚持底线思维也要坚持创新思维。既要绿水青
山也要金山银山、“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反之亦然”……这是马
克思主义真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精神并不意味着抱着马克思主义个别词句不放，卢卡奇提出马克思
主义正统性问题，并把正统性问题定义为方法论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重要价值。只有历史和实
践都证明了，只有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才能高扬起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只有像当年的卢卡奇
一样忠诚而勇敢地捍卫马克思主义正统性，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断创新、更加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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