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1, 10(6), 1431-1437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1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6197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思想内核
靳帅帅，杨

虹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1年5月10日；录用日期：2021年5月27日；发布日期：2021年6月3日

摘

要

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光辉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历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内核。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摆脱殖民统治站了起来，改
革开放标志着中华民族开辟新路走向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大召开标志着中华民族进入了强起来的新时代，
现代中国的前进历程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的历史表明，只有坚持好、
发展好马克思主义才能凝心聚力、开拓创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才能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理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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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lorious course of the Chinese nation’s rise, prosperity and strength is also the 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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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of Marxism’s sinicization, which is the ideological core of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rks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colonial rul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marks the opening up of a new road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o common prosperity, the convening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rks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has entered a new era of strength, and the
progress of modern China is also the development of Sinicized Marxism. The history of more than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shows that only by adhering to and developing Marxism
can we concentrate our efforts and make innovations; The practice of more than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proved that only Sinicized Marxism can become an inexhaustible
theoretical force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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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理想，但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却一直是一个理论难题。
中国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选择正确的方向和道
路，需要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指引中华民族走向正确的方向和道路，需要最为先进的思想祛除复兴道路上
的“包袱”和“绊脚石”。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凝聚着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
晶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更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不断发展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内核。

2. 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选择
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给中国的未来开出了不止一个“药方”，他们有的效法日本英国，致力于实现
君主立宪制；有的效法美国法国，力求落实民主共和制，但所有这些努力均宣告失败，只有马克思主义
传入后才打开了革命新局面。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在近代中国重新掀起自由解放的新高潮？这当然与
“改良方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努力有关，正是这些有识之士的牺牲和奉献才换来了深入人心
的民主共和观念，但这些方案毕竟失败了，而马克思主义给了中国人民新的希望。马克思主义以其坚定
的革命立场赢得了进步知识分子的青睐，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近代中国发展的必然，是诸路皆不通
后的唯一选择。
首先，马克思主义具备完全的革命立场。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
及其空论主义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
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
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上述
观点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批判性，它总是以发展的眼光审视一切事物，因而最终也将扬弃自
身，这恰恰是其他思想达不到的高度。这种独特的理论品格与近代中国产生了共鸣。近代中国在多次历
经资产阶级方案失败后已经探索出了真正可行的道路，这就是彻底的革命道路。所有的革命道路都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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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正确的指导思想，作为彻底的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是近代中国彻底的革命道路的最佳指导思想。
第二，作为一种理论，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能带来理想的革命结果，但马克思主义作为完全的革命
理论已经超越了理论本身的界限，能够为中国革命提供强大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本人从不相信空谈，他
认为只有真正抓住人本身的理论才可能成为现实的革命力量。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
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中国革
命的低谷时期需要能抓住人本身的理论，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独有的理论气质。“十月革命”的胜利
让处于沉闷中的中国革命者看到了希望，马克思主义不是空谈，它是能真正超越资本主义改良方案和克
服资产阶级软弱性的“第三条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绝不是历史
的偶然，它是马克思主义能够“抓住人”的明证，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早
期共产主义者率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武装了头脑，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真正
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中国共产党本身也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逐渐成长壮大。作为坚强
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将中国革命推上了高潮，最终推翻了封建帝制，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
制统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性在中国大地的鲜明体现。
第三，道路决定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性，而这一点正是中华民族
站起来所必需的思想内核。近代中国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转折点，它的作用无论
怎样估计都不为过，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中华民族才有了走出殖民统治、走向民族独立的动力
和方向。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根本不可能经由外部列强的侵略刺激达到实现民族独
立的目标，想要实现国家富强只能依靠中国自身内部的力量，而这股力量正是由马克思主义引发的。五
四新文化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得到宣扬，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并践行了这一思想。有了马克思主义
的指引，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振。中国社会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当中产生了最为彻底
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能够取得革命胜利、实现民族独立的根本保证。在中国共产党的
带领下，中国人民经过十三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四年解放战争，终于建立了新中国。当毛泽东主席
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庄严宣告新中国的成立时，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也就在新中国扎下了根，铁一般的
事实证明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才真正站了起来。
从近代中国的解放历程中可以发现，革命的源头在马克思主义，革命成功的关键在马克思主义，革
命的理想由马克思主义构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胜利将成为天方夜谭，在这个意义上，接
受并践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蕴含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切现实的因素，当我们充分展开马克思主义时，
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道路。

3. 现实指向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带来了什么？作为马克思亲密战友和马克思主义共同缔造者的恩格斯有
过一个著名的论断：“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
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恩格斯的论述意在说明马克思主义本身所蕴含着的批判
性，它给后人提供了一种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式而并非一系列“命令”。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具有内在生
成性，它不是包罗万象的“大全”，它解决不了发展中的所有问题，它真正鲜活的东西是方法，而理论
的具体内容则需要后人的开垦。因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留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是
历史唯物主义，它作为一种方法是“一张白纸”，要将之变成“武器的批判”必然要回归现实。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主线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成的历史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
不断诞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历史唯物主义与时俱进的继承关系。首先，中国的现实状况是
丰富的、具体的，而先前俄国和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经验却仅仅是个案。前人的经验值得借鉴，但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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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鲜活的中国社会现实，那我们应用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在中国
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内有一股教条主义思潮，将苏俄经验奉为圭臬。这股思潮对革命斗争的影响是重
大而深远的，在革命遭受到严重打击时教条主义思潮仍甚嚣尘上是极其危险的。第二，历史唯物主义提
供了一种认识方法，而这种方法给出了一种找到真理的路径，但它并不提供现成的真理，因为真理本身
就是具体的、有条件的。第三，究其根源，教条主义思潮实际上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它试
图将特殊原理应用到普遍事物中去，这必然会导致革命理论与现实互不相符的状况，解决这一问题的关
键在于认清中国的社会现实，从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毛泽东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透彻地把握了历史唯物主义并且十分关注中国社会现实，他
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理论，为
中国共产党赢得革命胜利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我们固然
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革命经验，因为它是近代革命战争的经验，是在列宁、斯大林指导之下获得的；但
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我们只应该
采用北伐战争中那些在现时情况下还能适用的东西，我们应该按照现时情况规定我们自己的东西”[4]。
中国的现实状况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也不同于苏联现实，前提不同就不能照搬照抄，因而首先要
做的是认清中国现实，找到症结所在，而后才可能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和革命战略。毛泽东同志是党内
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卓越代表，他先后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 年 12 月)、《湖南农
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 年)、《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1928 年 10 月)、《井冈山的斗争》(1928
年 11 月)、《反对本本主义》(1930 年 1 月)等一系列考察中国现实的著作，从而真正透彻地把握了中国
实际，这才有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构想。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共产党人的努力下，
革命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人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为指导后，整个中国革命的面貌
为之一新。
为什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可以带来如此剧烈的现实反响？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
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
毛泽东同志创立的革命新道路抓住了“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这一最根本的特征，因而主张团结广大贫
苦农民进行革命斗争，极大地增强了革命力量，最终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拥护下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胜利。此外，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本身具备极强的现实指
向性，它正确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立足于社会现实又回归社会现实，因而能够在革命的低谷时
期找到新的出路。
进一步，每一个指导性的理论必定有其对应的适用范围，因而对现实状况的正确把握是检验理论适
用性的前提，只有将理论的适用范围界定清晰才可能实现理论的创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日
新月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现实发生了变化，这要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跟上时代的步伐并且
能够指导社会发展的方向。凝聚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针对
建国后的社会状况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依靠人民实现了“一化三改”，这是典型的理论创新，它
对我国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做了精确把握，丰富并完善了毛泽东思想，充实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内容，将我国带上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际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发展创新都有极强的现实
指向性，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面向现实、解决问题的理论。
近代中国以来的历史是仁人志士不断求索发展道路的历史，他们致力于找“新路”而非适合中国国
情的“道路”。历史证明，并没有一条普遍适用的发展道路，对他国发展道路的借鉴要以对本国社会现
实的正确把握为前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就在于其能够紧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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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伐，能够精准地把脉时代，从而引领时代向前发展。

4. 实践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力量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发展已经迎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
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
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
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5]。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近百年实践探索的理论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新表达。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之所以不断发展，在于其对现实的密切关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它鲜明的实践性决定
了它必将成为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力量。
首先，理论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升华，真正现实的理论总是带有实践活动的特征。马克思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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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
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6]。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近百年革命、建设、改革历程的理论形态，它已经在实践中证明了自己的真理性。以毛泽
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程，
在毛泽东同志去世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社会
主义改革。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等一系列富有
创造性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改革开放规划了蓝图，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四十多
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走向复兴的关键一步，正是因为我国主动改革、不断深化对
外开放水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够日新月异。改革开放无疑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现实而结
出的硕果，它在四十多年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历程中证明了自己的真理性。实际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各个理论成果都源于社会实践——它们都紧紧地把握住了当时中国社会中存在的最为迫切的问题；同时，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又是一系列指导思想——它们以解决社会中迫切问题的方式为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是如何指导实践的呢？黑格尔曾经用“密涅瓦的猫头鹰”来
说明哲学是一种反思活动，这同样也适用于说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引领作用。在
黑格尔的论述中，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便能看到整个白天发生的一切，这样它就摆脱了时空限制
完整地关照了整个实践过程，这必将为进一步的实践提供经验和指导。与此类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
产生和发展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中，它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服务国家发展的重大
理论需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指引方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对中国现实的反思，它好
似黄昏起飞的猫头鹰，洞彻了我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全过程，是解决
中国问题的社会主义实践在理论上的表达。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不断由胜利走向胜利的里程碑。
第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理论，它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方向，
凝聚了最广大中国人民的力量，因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力量。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
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7]。不同的理论思维方式将会带来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自由解放学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时代表达，作为一种理论思维融汇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聚焦时代问题对症下
药，因而内在具有改造世界的潜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缔造者和践行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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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发挥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功能，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将其现实化：新中国的成
立标志着中国人摆脱了封建帝制和殖民统治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的
高速发展标志着中华民族真正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当前，我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新
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逐步实现，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思想内核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更应该发挥理论应有的指导实践的功能，不断聚焦时代问题、凝聚人民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贡献理论力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发展。
第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还表现在其与时俱进的特质上。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
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
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8]。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过程中淬炼的理论，它作为时代的产物总是在回应时代最为迫切的需要。这种对时代的回应是一种自觉
的反思活动，它能引起时代共鸣、反映时代心声，从而为解决时代问题提供思路，进而能够凝聚整个时
代人民的共识，得到这一时代人民的拥护。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一直秉持
着与时俱进的特质，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两次飞跃，这使得理论本身与时
俱进，成为鲜活的、现实的、实践的理论。最新的理论才能应对时代的新问题，因而理论的更新意味着
理论本身具备实践性，能够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5.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
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
路”[9]。马克思为我们点燃了照亮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篝火，如何薪火相传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
须要思考和研究的理论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但复兴之路上总会伴随这样或那样的“始料未及”，如何应对这些临时性、紧迫性问题需要
从理论上界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和现实指向，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
在本质上又具有人民性立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内核本就有实事求是、因
时而变的特质。当今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紧紧地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为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是合乎现实的需要。
首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最为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坚定对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活的理论，它需要一
代代学人不断充盈，使之与时代同频共振。作为我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合法性总是时
不时遭到质疑，似乎马克思主义是总被其政治化的外表所“美化”，似乎其自身并没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似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确立为指导思想仅仅是意识形态需要。这一方面显示出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
无知，深层次上也说明了理论说服力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但时代的变化总
会带来新的理论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本身是对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再创造，但其所遭受的质疑表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身还需要更强的理论说服力，如何进一步提升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是这一代学人面临的时代任务。
第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单单是硬实力的增强，而是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指导思想作为文化
软实力的核心必须具备强大的说服力，理论本身的特质是具备说服力的根本，但作为理论说服力的另一
个重要方面，理论宣解同样重要。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早已成为一大学科，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内部还存在隔阂，各个学科之间的沟通和借鉴尚欠探讨，这无疑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力
量。学科划分本身是为了更加系统、更为专业的解决问题，如果能够融合各个学科的集体智慧，对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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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理论本身来说定然大有裨益。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立足经典文本解释、创新马克
思主义原理和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立足当代中国实践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外马克思
主义研究借鉴吸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化为己用。各个学科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平台相互沟通交流，
思维在更为广阔的平台上碰撞产生的合力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力量。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2.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1.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91.

[4]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72-173.

[5]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0.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00.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37.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36.

[9]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6.

DOI: 10.12677/ass.2021.106197

1437

社会科学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