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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Marxism's "philosophy of annihilation" to Vladimir Lenin's division of the three main parts of Marxist 

theory, later scholars have cast some doubt on Marxist philosophy thought, questions have been raised as to 

whether those who study Marxism's ideas are imposing the name of philosophy on their theories. To this 

question, most scholars take the statement of Friedrich Engels Marxism, who is a study of the problem of real 

people. The study of reality is indeed the starting and ending point of Marxism's study, but it is not his answer 

to the philosophical question. Therefore, the exploration of this question is the main thread of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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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马克思的“消灭哲学”到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主要部分的划分，后来的学者对马克

思哲学思想产生了一些质疑，质疑研究马克思思想的人是不是强行把哲学之名加在理论之中。对于这

个疑问，大部分学者采取恩格斯的表述，马克思是对现实的人的问题的研究。对现实问题的研究确实

是马克思研究的起点和落脚点，但是却不是他对于是否是哲学问题的解答。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探

索就是这篇文章的主要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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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哲学家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

改变世界。”公元前 6 世纪到公元前 2 世纪，古希腊的

哲学家们从泰勒斯到伊比鸠鲁，从自然哲学、形而上学

到伦理哲学。从理性主义的起点“水是万物的始基”中

的“始基”代表哲学范畴，包含着认知基础和秩序，通

过着句话展开来就是，这个世界的无限和多样和统一的

基础是水。这个过程也包括对水的感觉经验。然后通过

人的思维的统一性和超越性揭示事物的本质，人的思维

在范畴和概念中的形式逻辑运动，得出理性的认识。得

出对世界本质的认识。这就是理性的基本特征，人的理

性的来源有天生的和经验形成的。 

理性的判断中有感性的影子，作为揭示世界本质的

水已经是脱离了感觉存在水，因为在思维中的抽象的水

的概念确实已经和物质的水不一样了，这个时候的具有

普遍性的水和感觉的水的存在就是两种存在，可是他们

又都是水，都叫水。普遍性和个别的统一，就需要另一

个抽象的存在了。 

2.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2.1. 从古希腊时期跨越中世纪到启蒙运动的
理性 

智者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 Protagoras提出“人

是万物的尺度”，认为感觉现象是真实的，每个人的感

觉都是可靠的，人们对于一切事物做出不同的判断，无

所谓真假是非之分。一切的真理只有对人的感觉而言才

具有真理性，一种物质的不同属性的存在都是相对于人

的感觉而言，物质不具有绝对的属性。一阵风吹来，它

是冷风还是热风，完全是由人的感觉来决定。智者派把

理性的判断转向了人的感觉，以人的感觉作为事物判断

的依据。由此对世界本原的争论转向了人的感性与人的

理性。 

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在人的心灵里，人最大的美德在

于不断的获取知识。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把老师的抽

象的知识系统形象的比喻为一个独立的“理念世界”，

人出生时已经从理念世界带来了理念，但是由于人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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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羁绊，理性要通过克服感性才能显现。独立的理念

王国完全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指导者人的行动和思维。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吸收了柏拉图德理念世界

的理论架构创建了第一哲学-形而上学的同时，把由具

体事物抽象出了概念和事物运行的规律也展现出来。一

幅完整的具体的现实事物和抽象的概念之间的图景被

描绘出来。 

学者文人的世界也要受到政治斗争的蹂躏，在构建

出这么一幅解释世界的图景之后，黑暗的中世纪用宗教

捆绑了人们的意识，直至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宗

教改革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恢复了人对意识和知识的

主权。人的意识和思维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但是解

释世界的方式没有因为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启蒙运动又

重启了对理性的证明，“我思故我在”证明了人的存在

也是建立在人的理性的思维基础之上。启蒙运动同样也

带来了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英国发达的自然科学必然使

得经验事实更能为人们所接受，经验事实成为盛装理性

得容器。经验论的开创者弗朗西斯·培根认为哲学的本

质就是发挥理性的过程，抽象的观念来源于具体的经验

感知，理性在感觉经验的材料中发挥作用。经验主义者

约翰·洛克写道“凡是在理智中的，无一不是在经验中”，

他认为人在出生那刻的头脑是一片空白，在之后拥有的

意识都是由确定的感知经验形成的。洛克用对自我的意

识的反复确证形成科学知识的方法也开创了科学的心

理理论。休谟认为理性中的逻辑顺序的来源也是建立在

经验事实中的因果顺序。 

关于人们的认识过程，经验主义者在强调感性在人

类认识中的作用的同时并不是对理性的否定，相反是认

为理性的作用没有那么大，也不是先天的存在。人类的

认识也因此被禁锢在了人们自身的经验事实的局限性

中，对于不能感知的认识筑起了一道城墙。同时，对知

识思考又形成了另一个派别。以笛卡尔为首的唯理论派

把普遍性、确定性、逻辑性的知识才称为科学知识，理

性的作用就是形成普遍性的、确定性的、逻辑性的知识。

真实的存在的必要条件是在理性中存在，“我”的存在

也是在“我思”的基础上建立的。而这种“我思”的能

力的来源是“天赋观念”。“天赋挂念”虽然能够具备发

展无限知识的能力，但是对于知识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关

系却又不能完全的保证，经验理性和天赋理性的局限性

和片面性给理性带来了两种认识途径，这为自然科学的

发展提供了思路。 

2.2. 康德对纯粹理性的批判 

自古以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对理性认识的

两条道路的尽头，是康德对纯粹理性的批判和对经验主

义的批判。康德认为，经验知识是由经验事实而来，但

是经验事实不能构成科学知识，它还需要主体思维中的

先天条件。以人为主体的认识论中蕴含着“先验感性论”、

“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结合了天赋的理性

观点和经验理性观点虽然克服了知识与客观事实的不

符之处，能够通过感性和知性达到对事物现象的认识，

但是康德否定了理性能否进一步实现对事物普遍性的

把握，对事物的认识终究还是提供了物体本身。 

被万众期待的理性并没有实现它的价值，对纯粹理

性的信仰也应该被拉下“神台”。黑格尔认为康德对理

性的界定使得理性本身也已经和现实割裂，才会引发理

性的对认知的出逃，并且把事物的本质和现象也对立起

来。理性和现实的冲突因为本质和现象的分离继续存在。

在经历了理性与现实的分分合合之后，黑格尔认为“哲

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认思想与经验一致，并达到自觉

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解的和解”。哲学的意义并

不只是用理性去探寻世界的本体，也不只是停留在知性

的认知，而是因该寻找认知与存在的统一。 

2.3. 黑格尔的绝对理性 

思辨的看待理性本身是黑格尔的突破口，在理性本

身蕴含的矛盾正是事物的本质，认识事物的现象时已经

认识到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本质正是由“绝对理性”

幻化而成，“绝对理性”就是事物的本质。“绝对理性”

的能动性是理性和现实的统一的基础。事物的本体，认

识和逻辑三者合一，把所有的思想内容都融入到黑格尔

的哲学体系中，成为解释世界的首选。 

黑格尔就想出来了—绝对观念，绝对观念把普遍性

的概念和具体之间有了综合，让世界统一了，不是分离

的感性的存在和抽象的概念范畴的存在，所以世界的本

质是绝对精神。这就是黑格尔绝对精神概念提出的前提，

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存在的意义就是能够调和抽象的概

念和具体的事物的一个理论工具，这个理论工具包含的

范畴是理论工具体系组成的基本单位。这些范畴能够包

含抽象的概念和他们的各种表现形式，不同的范畴形成

不同的哲学派别，这就是黑格尔的哲学观。那么他的哲

学观和他的世界观有什么联系呢，哲学观中包含着世界

观，黑格尔的第一哲学就是这些概念和范畴的老大，能

够异化形成客观世界，也能形成极具逻辑形式的理论。

世界的存在和发展是这样的。 

3.理性与现实的统一 

3.1. 代表自由和理性的国家与现实的矛盾 

所有的现实存在都是符合绝对理性的，国家、法、

都是绝对理性的代表之作。黑格尔派的瓦解，青年黑格

尔派诞生，消灭宗教的呼声越来越大，是用改革还是革

命来对待现存国家，也就是用什么态度来对待哲学。德

国现实与英国和法国的落后，当时的德国还是许多独立

的王国组成的联邦，在各自王国的封建统治下革命和反

革命的运动也不断。德国的现实历史跟不上当时的现代

水平，但是哲学历史却是和其他国家一样，有着同样的

问题。就是都不能反应现实。对于这个关键的问题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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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办法就是让哲学反应现实，成为现实。才能解决当时

哲学的问题，才能消灭那脱离现实的哲学。把德国人民

的现实生活已经他们的哲学架构在脑壳中了，要回到现

实生活，要消灭这种哲学不是“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 

德国的实践政治派想要改变德国的现状，同意对哲

学的否定，但是，只是对哲学的口号上的否定，不是要

改变人们的观念，不改变观念，德国人认为的现实还是

在脑海中，这时，提出人们要从现实出发，德国人会回

应你，我们是从现实出发呀。因为“德国人民现实的生

活胚芽一向都只是在他们的脑壳中萌生的”。这根本就

不能继续实行政治改革了。要把德国人民的哲学改造成

现实的哲学，那么，现在的哲学就不止是否定，而是消

灭。“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消灭哲学”，马克

思的这句话前一句的哲学是指德国人民的观念，观念历

史，后一句的哲学是指德国人的现有的观念。所以要改

变德国人的观念。怎么改变呢。关心真正人的问题。当

哲学开始真正关心人的问题之后，以前的观念历史才被

改变，以前的哲学才受到了否定和消灭。德国人才开始

从现实生活出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活动。这才是德国

的实践政治派该做的。 

德国的理论政治派想通过把哲学直接变成现实，在

以前的观念的基础上，能把哲学和现实结合，用了以前

观念提供的全套的东西，怎么就能和现实结合呢？德国

的哲学和德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不是否定哲学和改变

哲学就能解决的，而是要消灭这种哲学，从根本上改变

它，改变它的基础，从客观世界出发。因为德国的哲学

的起点就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不从起点改变它，怎么行。

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世界的本质和起源就

不同。历来哲学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具有普遍存在的意识、

理性和具体感性的、具体的存在之间的对立的关系的理

论。 

3.2. 为现实的问题寻找理性解决办法 

马克思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目的是为了把德

国哲学和德国的现实融合起来，当时的德国政治现实是

封建专制，而德国的法哲学却是与现实不符的，矛盾的，

对于这种现状，马克思德国的法哲学，也就是黑格尔的

法哲学，但是就算是批判哲学也只能像德国的实践政治

派一样，还是把政治弄得和现实不符，因为它的哲学就

是与现实不符的，所以在这种哲学的引导下的政治运动

也就还是脱离现实的政治运动。 

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不考虑现实的存在了。只在思维

中运转，除了卖弄形式逻辑和概念和范畴，它还有一个

能力，就是能够外化成现实的事物。德国的政治意识和

法哲学的主要的原则就是思辨的法哲学。但是、从宗教

的本质看，要否定宗教就是要否定现实的国家和法，也

就是现实的政治，可是否定了现实的政治又有什么用呢，

德国的政治一向如此，否定它就是否定合理，叛乱，历

史学家的笔记本里都是对陈旧的、祖传的、历史的、上

帝的歌颂，人们还是在苦难中。有人站出来，那些带着

自由思想的人站出来，要反抗这一切，开始呐喊，他们

在呐喊中得到满足。全国一片沸腾，统治者们有自己的

手段允许和容纳这些的存在，比如，规定他们的存在形

式。实现他们为民众提供的虚伪的民主和自由。谢林就

是运作这一切的高手。 

德国的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置现实社会的人不顾形

成的。它的美好只是在理论上反思其他国家的不完美，

是国家界的“理论良心”。可是德国的现状的缺陷与德

国的国家学说都表示了“国家机体本身的缺陷”。 

怎么才能改变德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实践”，只能

落实到实处的改变。需要改变物质力量。“必须推翻使

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

系”，要实现“人的高度的革命”，必须进行现实的革

命。马克思本来就是要哲学和现实相适应，现实的人的

现实的本质需求是物质需求，现实恶生产关系中现实的

人代表的生产资料就是他们的本质。想要这种生产关系

中的人获得幸福和自由的办法是改变他的经济基础，改

变目前的生产关系，实现他们的能力，而不是只是作为

生产资料的物质形式的一种。“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

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是武器，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物质力量。只是用批判的理论来批判现在的因为物质力

量带来的压迫是改变不了什么的。人能够通过理论创造

物质力量改变现在，所以“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

成物质力量” 

“思想的要求和德国现实对这些要求的回答之间

有惊人的不一致”，“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德

国本身的问题和法国和英国比就已经有问题了，封建专

制的政治制度，垄断不断扩大的德国经济。德国人的认

识中的问题就情由可言了。德国人在思想中构建了德国

的未来，在当时的德国的哲学中过活，德国的现状和先

进国家有差别，对哲学的批判和先进国家对哲学的批判

是一样的。“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 

3.3. 现实中的人的理性 

人们在现实中遭受苦难，在宗教中寻找慰藉，人生

而就是来承受苦难的，神会来拯救我们。我们会获得幸

福的，有神在，神会看到我们的善良和我们受的苦难，

神会来拯救我们的。抛开这些念头，抛开等神来拯救自

己的逻辑，发现神的虚幻，就需要哲学来引导我们重新

认识这一切。改变还在虚幻中沉迷的人们。 

哲学为历史服务，哲学为历史的改变服务，不是哲

学改变历史，是为改变历史服务。改变历史的是社会的

物质基础和生产方式。哲学说清楚历史与经济基础、人、

人的意识的关系。资本主义虚伪的民主、人权和自由都

是建立在自身利益之上在意识形态上的建设。要破除这

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就是要回到“人是人的最

高本质”，德国才能得到解放。 

很多学者对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中提出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认为是对费尔巴哈人的

“类本质”的继承。笔者认为，马克思的人并不是对费

尔巴哈抽象的类本质的继承，它的意义在于，对哲学回

到现实的肯定。费尔巴哈以旧哲学中的意识中的人为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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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点进行批判，同样以现实存在的人为切入点建立未来

哲学。未来哲学对于马克思的意义在于让哲学回到现实。

所以马克思才会对费尔巴哈变现得欣喜和尊敬。 

1843 年 10 月马克思写给费尔巴哈与费尔巴哈结识

的第一封信认为费尔巴哈的哲学代表着现实，谢林的哲

学是哲学的想象。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是谢林的对立面，

“谢林的真诚的青春思想除了想象力没有任何能力，除

了虚荣没有任何力量，除了鸦片没有任何刺激，除了容

易激动的女性感受力没有任何力量，，，一场异想天开的

青春梦。” 费尔巴哈的真诚的青春思想是“真理、现实、

男子汉的郑重”。“谢林是您的预期的模拟像，这种模拟

像遇到现实就睡烟消云散，因此，我认为您是自然和历

史陛下所召来的、谢林的必然和天然的对象。您同他的

斗争是哲学本身同哲学的想象的斗争。”后来，马克思

在发现了费尔巴哈理论中的不测底的唯心部分和抽象

的人的本质之后，写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文件。《关

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费尔巴

哈章，都代表着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清算。 

很多学者对于马克思“现实的人”这个定义多局限

于马克思对现实的人强调，后来马克思在论述自己的观

点时也用到了人的自由和解放，但是，内涵却和西方人

道主义是完全不同的。首先，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前提是

对哲学的批判。无论是从具体到抽象还是从理念世界到

抽象概念，人脑中的思维都是脱离现实的意识。其次，

在确立理性的内涵是在于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认识时

提出人的本质。最后，要实现理性就必须对社会的生产

力、生产关系进行改革。 

西方的人道主义中的人是独立于历史中的一种意

识里的人，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中的人是历史发展规律中

必然存在的人。也有很多学者对于马克思理论的哲学层

面的研究都是很生硬的从对就哲学的批判到对现实问

题的研究。哲学这门学科它的范畴的内涵可以不同，范

式可以不同，但是对于各大范畴的阐释都是主要的脉络。

所以，马克思哲学思想中关于理性和存在的阐释也应该

是一个固定的框架。 

4.结论 

范畴的变革和范式的变革改变不了一门学科的基

本框架。要在马克思建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真正

理解思维中的理性，在于对现实问题的解决。要能够解

决现实问题的思维才是具有理性的思维。现实问题的根

源在于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解决现实问题的

思维要从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出发，这才

是理性。 

现实问题会触动人的感性，产生情绪等等。人要从

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才能解决现实问题，理性认识中

的人是在生产关系、生产力、物质资料中的人，理性认

识到的人，就是人的本质，在理性认识之下---也就是

在生产关系、生产力、生产资料相互作用形成的条件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会走向灭亡。人的劳动是异化

的劳动，社会主义应该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因为。它

是对资产阶级的否定和对立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

矛盾正是推动社会革命的动力。利用矛盾，就是利用铁

的规律，理性是什么，不是纯概念，不是对具体事物的

抽象。是抽象（生产关系、生产力、生产方式、劳动、

价值）到具体（现实的世界的资本家、工人、衣食住行

的物质）再到抽象（社会革命理论）。思政教育的意义，

学习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意义是要把感性认识（苦难）要

上升到理性认识才好。 

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就在于以人为主体的对客观世

界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之

中。社会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就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

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之上的过程，这同

时也是理性认识的过程。对于理性的最求，同样是马克

思的追求，只是内涵不同罢了，如果把马克思哲学思想

再作各种细分、学好、用好，都是不能不清楚他的理性

的内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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