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15, 4(3), 180-184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15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dx.doi.org/10.12677/ass.2015.43026

The Study of Marxism Popular under Politics
Legal Angle of View
Chengfang Wu
School of Law,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Email: fxywcf@whu.edu.cn
th

th

st

Received: Aug. 30 , 2015; accepted: Sept. 11 , 2015; published: Sept. 21 , 2015
Copyright © 2015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ed economy and popularized network, the ideology of western
countries has made itself be new challenge for China’ main current ideology. Foy this reason, under politics legal angle of view, we must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Marxism popular to protect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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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全球化和网络普及化的大背景下，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新的挑战。为此，
必须在政治合法性的角度下，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以保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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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领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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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就必须“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1]。这就告诉我们：必须使人民群众心悦诚服的认同、接受和
掌握马克思主义，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内化成为人民群众的精神信仰，从而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
思想基础。

2. 马克思主义是中共政治合法性的思想理论基础
2.1. 政治合法性的涵义
政治统治是将国家的政治权力转化政治权威，构建政治统治主体与其他社会政治力量和社会之间的
权威和服从关系。而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威服从的关键在于社会成员在思想上和心理上对于政治统治及其
方式、方法的认可和同意，这种认可和同意，就是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主要包括三大
方面：一是政治制度基础，来源于对国家制定的制度、法律规范的认可和遵循；二是政绩基础，来源于
统治的有效性，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三是理念基础，来源于意识形态，人民对统治阶级治国理念、指导
思想、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政治权力只有有效的转化为政治权威、培植稳定的政治认同和合法性，才
能持久有效的建立和维护特定的政治统治秩序。同时，政治统治的要求和规则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得
到有效实施，往往也取决于政治认同和政治合法性能在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建立。在政治权力转化为这
政治权威的过程中，意识形态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政治权主体需要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
从政治权力主体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转变为全社会普遍形式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使统治者的理性
成为公共理性；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必须以理性逻辑力量，把自己的政治价值主张，内化为
社会成员的基本价值信仰和信念，形成持久有效的政治统治的精神支柱，从而构建理性思维意义上的政
治统治和合法性。

2.2. 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认可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指出人类社会是从无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发展到有阶级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再向阶级消灭、国家消亡的共产
主义社会前进，资本主义的灭亡与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而消灭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任
务都要由工人阶级在其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完成。马克思主义对不合理的、非人道的旧制度进
行了深刻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提出建立以社会财富公有、社会平等、消灭剥削、消灭压迫的共产主义才
是人类的共同最高理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挥了巨
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理论上解决了中
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开启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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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胜利的精神动力，在这个进程中，马克思
主义逐渐内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价值需求，由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思想理
论基础。

3. 新形势下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思想理论基础面临的挑战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中指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
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
有”[1]。这就是说，任何政党的政治合法性都不是永恒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
济的全面转型，我国昔日意识形态所积聚起来的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以及给政权以广泛政治合法性支持
的能力逐渐削弱，从而使对党的意识形态认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3.1. 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冲击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在经
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利用对外援助、文化交流、媒体宣传等手段大力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和“和
平演变”政策，不断进行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渗透。尤其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正在慢
慢消解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以全球化与市场化为借口，意在促使发展中国家实行
对西方国家的“门户开放”政策，从而建立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新秩序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
它一方面是西方国家诱导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理论武器，另一方面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推
行新殖民主义的理论武器。社会上有些人对新自由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幻想”，对新自由义
失去意识形态上应有的“警觉”，这种现象如果不加以制止，社会主义的主流思想——马克思主义将在
与新自由主义的的博弈中处于不理地位。

3.2. 个人利益的觉醒使文化和意识形态世俗化和理性化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共的政治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的忠诚信仰与追求上。可以说是意形态
构筑起了我国政权体系的合法性基础的根基。长期以来，党主要是通过学校和新闻媒体等政治社会化手
段来宣传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不一致的言论和思想很难找到宣传的阵地，党利用对意
识形态的有效控制,奠定了坚实的合法性基础。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健全与发展，人们
的利益意识普遍觉醒，意识形态开始世俗化和理性化，价值取向日益个性化、现实化和多样化。人们不
再看重政治系统的“神圣”、“正统”，而是根据自身的常性利益来评价政治生活。这种即时利益回报
所得的特定支持，没有意识形态社会化培养起来的持久的心理基础的配合，其支撑合法性的作用是非常
脆弱的。与此同时，由于人们的利益实现快慢程度不同，从而使特定支持作用十分短暂，使得昔日意识
形态所积聚起来的强大社会凝聚力和给执政党以广泛合法性能力已经逐渐削弱。由此，社会不满情绪极
易滋长和蔓延，形成潜在的政治危机，进一步引起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

3.3. 社会群体意识多元化对中共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挑战
随着社会转型的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同一阶层内部的不同群体，由于社会、利益
追求、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别，导致了思想信仰、文化欣赏、道德、生活方式和情操格调的多元化格局，
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和差异性也将进一步增强。这种变化趋势总体上是积极的，但
在这个过程中，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有所滋长，甚至出现了一些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个
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虚无主义等这些与传统意识形态相去甚远的思想观念，也逐
渐成为部分社会成员的新人生哲学，从而使其产生拜物质利益、追求金钱的人生目标的转向，这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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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淡化和消解了主流识形态。党既要承认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存在、又要防止多元化所导致的脱离和
危害主导意识形态的现实可能，从而引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健康发展；既要改进抽象的、空洞的思想政
治教育方法、又要除去异质文化的负面影响，以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支持作用和精神动力功能。
这就、对我国我党的文化战略目标形成了严峻的挑战。

3.4. 中共执政的有效性影响了民众的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信仰
虽然从总体上来看，党的主流是好的。但也要看到：确实有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
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一些党组织贯彻民主集
中制不力，有的对中央决策部署执行不认真，有的对党员民主权利保障落实不到位，一些党员干部法治
意识、纪律观念淡薄；一些领导班子整体作用发挥不够，推动科学发展、处理复杂问题能力不够，一些
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不强，有的软弱涣散，有的领域党组织覆盖面不广，部分党员党员意识淡化、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有
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
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
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这些问题不但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
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得党的公信力降低，而且使得人民群众对党所推崇的主流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的认同和信仰的产生了动摇。

4. 巩固中共执政合法性思想理论基础的若干思考
面对着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危机，必须从思想理论基础着手，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巩
固党执政合法性的思想理论基础。

4.1. 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时代中，其
所蕴含的意义是不同的，因此，要稳固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基础，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实现具体化。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一方面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最大程度的反映不同
时代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实践结合起来，使口头上
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所以必须把马
克思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消除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之间的距
离感。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
西。只有一般的理论，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
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2]。即这一思想理论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了解所掌握，也是
不起作用的。这就要求全党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工作，特别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
党，加强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高起马克思主义素养，在人民民众中起到模范带头在作用，
提高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掌握能力，使人民大众向马克思主义靠拢。

4.2. 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
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
人接受，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表达方式适合东方人的接受习惯。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要“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3]表现出来。以儒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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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曾是我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和主流文化，儒家文化对我国人民的影响是根
深蒂固的，如何利用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意义重大。因为儒家文化根源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
经济基础至上，儒家的所有思想都是反映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符合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因此，
在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宣传时，要经过合理科学的取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马克
思主义的宣传和实践中也要避免传统思想中不合理方面对其产生负面的影响，杜绝侵蚀中国几千年的封
建官僚文化与专制集权思想的影响。把马克思主义与大众文化相联系，使其不再拘泥于高高在上的统治
思想地位，兼容并蓄，与其他非主流思想的合理成分相联系，使马克思主义取得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
见的形式，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马克思主义与大众文化相结合的时候，必须认
真学习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语言，特别是中国老百姓习惯的口头语言的形式，用朴实易懂生动活泼
的语言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原则，“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从而易于让广大人民
群众接受，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营造一个良好的语境和思想氛围。

4.3. 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统领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坚持了就是高举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中包括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 90 多年奋斗、创
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
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5]。
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然而其还不是尽善尽美、定型成熟的，仍然
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健全与完善。“恐怕再有 30 年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的制度”[6]。但是，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统导地位，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的合理性与先进性，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使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化为人民群众中的基本信仰，为中共执政的理论合法性提供新的现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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