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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ontology in Marxism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debate in academia. Marxist
ontology is the material ontology, because Marxism, starting from the practice, carries out the
material ontology to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fields; Marxism is more concerned about people,
emphasizing the human sensibility; and the material ontology of Marx has a distinct value orientation. However, practical ontology has its limi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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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义是否存在本体论这一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重点问题。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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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是物质本体论，因为，马克思主义从实践出发，将物质本体论贯彻到
社会历史领域；马克思主义更加关注人，强调人的感性活动的运用；马克思的物质本体论具有鲜明的价
值取向。但是，实践本体论又有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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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体论的概念在学术界还未得到一个统一的概论，“本体论”起源于西方学界，被认为是西方哲学
特有的一种形态。目前，学术界对本体论比较通行的看法是，哲学本体论是追寻作为“世界统一性”的
终极解释，即关于"存在"的理论。如物质本体，上帝本体，理性本体等。本体论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
不能简单理解为“本原论”“存在论”。本体论的核心内容应该是世界的本原问题，也就是说，是世界
真正的存在，终极的存在是什么的问题。

2. 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存在
首先，对于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学术界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一直以来很多学者各执己见，对马克思
主义有着不同的本体论理解。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存在本体论，有的学者虽承认马克思主义
本体论的存在，认为不能单一地说马克思主义是物质本体论、精神本体论或者实践本体论，“究竟什么
是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学说？我以为不能企图用一个判断或一个命题，如自然本体论物质本体论或实践
本体论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丰富内涵。任何简单的概括都会由于片面性陷入无休止的争论。”
[1]对于此观点，显然是值得商榷的，这完全陷入不可知论的境地中。
马克思主义是拥有本体论的。本体论是任何哲学都必须承认，更不能摆脱的问题，可以说，它是哲
学中的根本性问题，是哲学不同于非哲学的一个本质性规定。如果马克思主义没有本体论那么他就根本
丧失哲学成立的最基本的条件。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是在批判继承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而
建立起来的，借鉴旧哲学中的一些优秀哲学思想观点。它必然不同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唯
心主义哲学，以及其他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本体论问题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是人的实在处境和生存
需要。”[1]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一个纯思辨的哲学，它跟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近代机械唯物主义有很大
的不同。他的目的在于建立既能认识世界又能改造世界的哲学，已区别以往哲学，仅仅只是认识世界，
或者是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并没有联系统一起来。

3.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是物质本体论
马克思的确很少在他的著作里对本体论作过专门的阐述，但是这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没有本体论，
此观点是错误的。马克思在其著作中的确有提到本体论的内容，以及从其著作内容来看，马克思主义拥
有本体论。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尽管世界的存在是它
的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统一。在我们的视野的范围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
悬而未决的问题。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
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2]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对于本体论有过叙
述的。在《论辩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针对马赫主
义者的“原则同格论”，列宁指出在认识论中，从物到感觉到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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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原则不只是具有认识论的意义，而且通过对认识来源的思考，确证了世界的本体论根据。恩格斯和
列宁对物质本体论都做过描述或者提及。以及之后的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
文中，对物质本体论的地位进行了系统的表述。一是，将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是对自然对象的唯物的、
辩证的理解；二是，世界按其本质说来是物质的；三是，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应
用与推广。斯大林的这一论述奠定了物质本体论不可动摇的地位。
坚持物质本体论，就是要坚持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质决定精神，客观决定主观。马克思主
义物质本体论主要是将本体论推向了社会历史领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有很多地方可以发
现物质本体论的踪影。“只有现在，当我们已经考察了最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
我们才发现：人也具有‘意识’。但是人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
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3], pp.
34-35)“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活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3], p. 35)这说明物
质与意识的最初关系。“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
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3], p. 34)这里阐述了社会存
在决定社会意识，而这个结论只能在承认世界的物质性的基础上才能得出。
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学说，存在者何以存在的问题，即存在者存在的根据。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根据
归根到底是物质，正如恩格斯所说世界统一于物质性。“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
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 p. 32)这是社会历史领域为什么存在发展也要归结于物质。没有物质
生产所提供的各种条件，社会无法存在，人也就不复存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阐述唯物史
观时，谈论社会制度的更替和变迁，都必须立足于世界的物质性之上，必须承认物质生产对其决定作用。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本体论跟以前的物质本体论并不相同，实践并非与物质本体论毫无联系，
它并非像以前那种单纯从世界本原出发来探究本体论，带有鲜明的朴素性的色彩，难以说明人与社会何
以存在。马克思从实践出发，对物质本体论进行论证。
首先，马克思主义从实践出发，将物质本体论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社会历史领域看似都与人有关，
没有涉及物质本体。实践观点引入历史领域，论证了社会历史的唯物性质，其实就是，新唯物主义与旧
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通过从实践出发考察社会历史问题，说明了实践活动对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
动力，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类的精神活动也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
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社会之所以为社会，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实
践，而隐藏在实践后，为实践所需的物质。
其次，马克思主义更加关注人，强调人的感性活动的运用。“马克思在《提纲》中首次使用‘人的
感性活动’这个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使用‘现实的个人’这个概念。”[5]人的感性活动
具有重要作用，人的感性活动表现为个人能力的发展和发挥过程，可以就人的价值理念形成和外化，在
社会历史中，人们对生产的分配与消费资料的满足，具有自己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等。马克思十分强调
人们的感性活动。“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因而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
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3], p. 50)这里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费尔巴哈只
是把人看做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批判他没有从现有的社会联系出发来观察人们，
那么费尔巴哈没有看到真实的活动的人，只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忽略了人的感性活动。“马克思瓦解
了西方传统哲学中的实体概念，把它看作人的感性活动的物质组成部分，赋予它明确的社会历史内涵”
[5]在承认人的感性活动的地位来建立本体论，更加丰富了物质本体论的内涵。也体现了马克思的人文关
怀精神。
最后，马克思的物质本体论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他坚持实践论思维方式，坚持事实与价值相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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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原则，从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角度来思考本体问题，强调以社会存在和人的生存发展来统摄自然
本体，并把合理性追求融入本体论问题的探索之中，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6]马克思从实践的观点出
发，在承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基础上，肯定了人自身的作用。社会历史的发展，社会意识的生产，都
离不开人的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德国哲学的局限性，仅仅把意识看作是他们德国人的意
识，认为意识决定生活，而不是生活决定意识。“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
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
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3], p. 30)仍然将这些存在的根据归位物质。
人的自由发展与解放是马克思物质本体论的价值取向。旧物质本体论将人与世界相脱离来谈论物质
本体论，其不完整性可见一斑。而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强调“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
定意识。”([3], p. 31)将人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中解放出来，肯定人的感性活动，同时从实践出发，肯
定了人可以改造世界，“我们把我们所描绘的整个发展过程看做是‘人’的发展过程，而且我们用这个
‘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绘成历史的动力。”([3], p. 75)实现人的解放
与自由发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价值所向。

4. 实践本体论的局限性
对于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理解，大多数人认为是实践本体论。实践本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本体论
的一个普遍性理解，它是在马克思本人的文本影响下，从葛兰西实践哲学的背景中形成起来的一种见解。
他们认为实践活动尤其是生产劳动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核心，要从实践出发去看待并解释人、
自然、文化、观念等一切其他现象。认为自然，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实践。自然虽早于实践，但是自然
的规律和性质都依赖于实践才能揭示出来，而人的存在与社会历史存在都离不开实践，社会生活的本质
是实践的。
“与物质本体论比较起来，这种实践本体论触及到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7]但是
实践本体论仍然具有片面性，它只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层面，并没有深入地追溯其之所以存在的
终极存在，实践并不是这个终极存在。实践是伴随着人类产生而产生的，它并不能说明人类产生前的存
在，它同时也忽略了自然世界的先在性。实践本体论不可避免地就存在三大局限。
第一，本体论属于形而上学，超验范围，而实践是一个经验概念，属于认识论，实践本体论的提出
就缺乏充分的理据。本体应该是一个超验存在，是不能看见，被衡量的。实践属于经验概念，它可以分
为物质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科学实验等等，而这些实践我们在生活中大部分都可以直接被看出来，农
业种地、工人做工、渔夫打鱼等这些显而易见是生产实践。学生读书、领导开会这些是社会生活实践，
实践是很具体的，我们可以很清楚在现实世界中意识到它的存在，它并非是一个超验的概念性的东西。
此外，实践是属于认识论，实践是认识改造世界的方式，而本体论是谈论世界的存在，实践为本体在理
论上都无法立足。
第二，所谓本体应该是唯“一”的，而实践应该是“多”。就此看来，实践本体论缺乏合理性。本
体论的本体应该是具有唯一性，一切存在之所在的终极存在只能是一个。实践可以理解为多种实践，社
会生活实践、物质生产实践，不同的实践针对的客观对象也不一样，对于谁是终极存在也难以确定。而
物质本体是它在一切客观存在基础上的东西，具有唯一性。
第三，本体化生万物，本身不需要理由，而“实践”是有前提的，它必须承认世界的物质性。物质
在现实世界化生万物，物质本体本身并不需要任何条件，因为它本身就是一切存在的最终极的存在。实
践是人所有独有的活动，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实践是人对客观对象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那么首先
就必然要承认世界的客观性，否则实践就无法开展，所以实践是有条件的，它本身就不是无理由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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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见，“实践”也并非存在的终极存在。所以实践本体论也就缺乏科学性，难以经住推敲。
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就是物质本体论，其他任何本体论，都只是从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一个层面来阐
明本体论，无法将其贯彻到整个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本体论，也非旧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它引入实
践的观点，从实践出发，来论证物质本体论，不仅说清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也深刻论证世界统一
于物质性的观点。同时，马克思主义本体论更加注重人的感性活动的作用，更加注重关注人，这是马克
思主义本体论理论丰富的内容。弄清本体论的问题，是我们学习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它也是任何哲学
存在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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