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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 义理论 发展和 当代中 国社会实 践的双 重需求 。在世 俗实然 层面

上,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已经广泛开展, 并且取 得了一 定的成 效。但是在 道德应 然层面 上, 还 存在 许多急 需解
决的问题。科学分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然存在和 应然状态, 才能更 好地推进马 克思主义 大众化, 巩固马
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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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 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主义通俗化、
时代化的过程; 另一个是用马克思主义

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来 化大众 的过程。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是指用通俗

大众化 ,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 推进马

的、
大众化的语言来解释马克思主义, 使马克思主义

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
大众化 。几年来, 我们取

走出经典论述, 走进人民生活; 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也暴露出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原理由抽象深奥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指南, 由

我们只有正确审视大众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科学

执政党的理想信念转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信念; 马

分析大众化的应然状态, 才能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

克思主义要关注大众需求, 回应大众关切, 解答大众

义大众化。

困惑。用马克思主义来 化大众 , 就是通过多种方

一、马克 思主义大众 化与 实然 、 应
然

式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 灌输 、讲解马克思主义,
让人民群众理解、掌握和运用。在此, 大众化的主体
是人民群众, 而且是最广泛意义上的人民群众, 不仅

我们首先对相关概念做一个界定, 这将有利于

包括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公务员、
各级各类的教师学

我们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全面理解。按

生和企事业单位的职工, 而且包括最基层、
最广大的

照 现代汉语词典 的解释, 大众化 是指 变得跟广

人民群众

大群众一致, 适合广大群众需要

[ 1] ( P 239)

。因此, 我

工人和农民。大众化的内容是马克思

主义, 它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也包括当代

们所讨论的大众化主要是相对于学院化、精英化而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言的, 具有更多政治层面的含义。根据 党的十七大

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大 众化过程具有 明显的实践

报告辅导百问 的解释可知, 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就

性、
时代性特征。 当代中国 强调了这一理论特定

是指马克思主义由抽象到具体, 由深奥到通俗, 由被

的时间定位, 大众化 强调了这一过程的实践性和

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多数人理解掌握的过程 。在

时代性。

此, 我们的大众化至少包含两层含义, 一个是马克思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所以从实然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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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角度来考察, 是因为大众化的主体

人, 具有

更大程度上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实然与应然的两重性存在。从形而上来看, 实然是

当前,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主

指构成事物的物质成分是什么, 说明事物的事实状

要表现有:
( 一) 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给马克思主义大

态 ; 应然是规定事物是什么样的质, 说明事物应当
如此[ 2] 。
从认识论上看, 实践由主体、客体和中介构成。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实践过程, 这一
实践过程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民群众, 中介是当代
中国所能够提供的一切物质条件和工具。人民群众
或者说更一般意义上的人是一种双重性存在。马克
思认为: 人双重地存在着, 主观上作为他自身而存

众化带来挑战
全球化是当前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已经
成为人们的一种生存状态。 所谓全球化是指全球
经济、
政治、文化诸方面一体化的趋势, 它主要表现
在经济全球化、
科学技术的全球化、
文化与生活方式
的趋同化、
全球村意识和生态环境的全球化以及人
们价值观念的全球化。 全球化从起源上看是从经济

在着, 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
件之中。[ 3] ( P441) 这表明, 人是一种对象性存在, 他不

领域开始的, 从根源上看, 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

能离开自己的对象物而存在, 它必然面对着既定的、

和科技优势, 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 加紧对其他
国家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渗透。在学术领域展开的普

必然的自然和社会条件, 是一种实然性存在; 但是人

主义国家发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身经济

有不同于一般动物的特点, 就是他能够按照自己的
计划支配自己的行动, 打破既定条件的限制, 从而实

世价值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论就是一个证明。西

现自己应是的目的, 因为人 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
在物 , 这表明人又是应然状态存在着的存在物。因

本、
货币资本的同时也输出了自己国家的价值观念
和生活方式。他们利用电影、网络、餐饮、娱乐等媒

此, 我们说, 人既是在现实的实然中存在, 又超越现

介渗透自己的文化观念和思想信念。于是, 自由主

实的实然性而应然地存在着。人总是对 实然 存在
一种 应然 的希望和关切, 虽然这种期望不是现实,

义、
享乐主义、
拜金主义在我国开始传播、甚至流行,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
社会

但却决定了人之为人的本性。马克思主义认为, 实

主义的信仰, 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践性是人最根本的属性, 实践性规定了他的实然与

指导地位。

应然的两重性。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是一个实 践过
程, 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 因此, 马克思主义大众

( 二) 当代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经济现
实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新的挑战

化的过程就是从世俗实然到道德应然的过程。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然
状态

方国家把经济、
政治、
文化合为一体, 在输出商品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和改革开放的逐
步推进, 我国经济体制处于转轨之时, 使社会呈现出
多元化结构。在所有制结构上表现为, 以公有制为
主体, 个体经济、私营经 济等非公有制 经济共同发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实然层面看, 既包括已经

展; 在分配结构上表现为,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科技

取得的成就, 也包括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新

发明、
信息、资金、资本、
土地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人们的一切合法收入, 不管是

形势下面临的挑战与困境。几年来, 我们党在理论
武装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实践上
也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1984 年, 教 育部批准 在 12

劳动所得还是非劳动所得都能得到法律保护。这种

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1988 年开始招收本

结构又促使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就业方式的多样
化, 并且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贫富差距问题。党的十

专业的研究生, 1997 年开始招收本专业的博士生,

七大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

培养了一批年轻化、专业化、
职业化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工作者, 大大促 进了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的进程。

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重视公平。但是, 社会上贫富

但是,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推进、
文化帝国主义的入侵

差距正在扩大却是一个无法逃避的现实。社会存在
决定社会意识, 这样的现实, 促使人们形成了多样化

和多元意识形态思潮的冲击,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

的价值观念, 减弱了一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临着许多新的挑战。这些挑战有来自国际的, 也有
来自国内的, 有来自党外的, 也有来自党内的。科学

影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基于这一现
实, 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我们不仅

分析这些挑战和困境, 将有助于我们在更大范围和

要通过发展经济, 把社会财富这个 蛋糕 做大, 也要

35
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 蛋糕 分好 。
( 三)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我
们当前面对的又一挑战
首先, 宣传普及的内容不够明确。一些党的基
层领导干部不明白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得的成果, 才能保证全国人民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
围, 齐心合力, 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一) 广大人民群众了解新时期党的方针政策是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般要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都重视理论不离开群

义之间的关系, 不知道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众, 理论应该掌握群众。马克思多次强调, 人民群众

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宣传学习流于形式。结果是

是社会实践的主体, 理论一定要被群众掌握才能指
导群众的实践,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

上边传达了, 基层学习了, 但学习却毫无收效。还有
一些部门弄不清在当前应该向普通群众宣传党的方
针政策, 宣传科学发展观、核心价值体系, 而是把马
克思主义的抽象原理作为宣讲内容, 削弱了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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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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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 P9) 。

积极性。
其次, 党内思想政治理论宣传脱离实际、远离生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科学, 理论的发展需要传

活。教育部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使青年学

发展而不断学习和了解, 正如恩格斯所说: 我们的
理论不是教条, 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

生这个特殊的群体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掌握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几年
前就提出了 两课 要走进课堂的要求。实践证明,
两课 确实走进了课堂, 但却没有走进生活。课本
内容远离学生实际, 两课 成为高校内逃课率最高
的课程。同时由于高校对思想政治课的重视程度不
够, 实行大班制, 少则上百人, 多则二三百人, 致使思

播的及时跟进。广大群众要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

[ 5] ( P680)

。列宁更 进一步指出

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 最高限度的通俗化 。中
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典范。群众如何
才能掌握理论, 中国共产党人做了艰辛探索。从民
主革命时期 枪杆子里出政权 到改革开放时期 发

想政治课达不到预期效果。中学更是重视智育和升

展就是硬道理 , 再到现在科学发展、以人为本, 这一
系列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话语, 无不表现着马克思主

学率, 对于这些理论, 从老师到学生都很少关心。还

义正在走向大众。毛泽东是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大

有一些部门的宣传工作者只按上级精神进行宣传,

众化的第一人, 他指出: 任何思想, 如果不和客观的

不了解理论的最新动态, 也不了解群众关心的热点、
难点问题, 因此影响了宣传普及的说服力和吸引力。

实际相联系, 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 如果不为人
民群众所掌握, 即使是最好的东西, 即使是马克思主

第三, 宣传普及的方式手段过于简单。一提到

义, 也是不起作用的。 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

学习理论, 所有人都认为是上边念, 下边听, 念过了,
听过了, 学习就结束了。这种传统的 灌输 方式, 成

书 本 里 解 放 出 来, 变 为 群 众 手 里 的 尖 锐 武
器 [ 6] ( P1515) 。马克思主义经 典学者的 论述表明, 理

为了宣传普及的唯一方式, 势必造成一些人对马克

论掌握了群众, 才能指导群众实践。因此, 最广泛的

思主义的消极抵抗情绪。其实, 党的很多理论和方

人民群众了解党的方针政策、
了解科学发展观是我

针政策, 可以采用通俗读本或者电影、电视、网络等

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底线吁求。
( 二) 领导干部、思想政治工作者熟悉、
掌握、
传

形式多渠道开展的。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面临的这些挑战和问

播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政治吁求

和重要性, 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新的

党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的情况如何, 与党的领
导干部和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执行情况是分不开的。

契机。

如果领导干部态度认真, 积极学习, 认真贯彻落实科

题, 从反面证明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应然
阐释

学发展观, 身体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那么,
就会在全社会造成一种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良好氛围。如果思想政治工作者能够创造出多种形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式的、
通俗易懂的刊物和读本, 采取多 种载体和手

自身发展的时代召唤,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在当代中国, 只有使马克思

段, 在一般意义上宣传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原 理, 那
么, 就会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凝聚力, 这股凝聚力能够

主义时代化、
大众化, 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

团结人心, 鼓舞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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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执政党发展马克思主义, 以人为本是马克

中国共产党 90 年的奋斗历程已经证明, 共产党

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追求

人是善于和勇于创新的。进行理论创新, 不断地发

这首先是由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所
决定。这种品质告诉我们, 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

展马克思主义, 才能更好 地推广普及马克 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创造

实情况的变化, 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

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 成为

历史条件下、
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的个别论断, 就会脱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科学前提。 历史活动是群众

离实际, 甚至犯错误。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 这
些原理的实际运用, 正如 宣言 中所说的, 随时随地

的事业 , 共产党人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致力于实现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

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 4] ( P248~ 249)

。其次是

政治立场。时代在发展, 新情况、
新问题不断出新,

由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创新、
以人为本的品质所决定。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

只有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 提出更加符合中国实际、
更加体现民意的施政纲领, 才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的 不 竭 动 力, 也 是 一 个 政 党 永 葆 生 机 的 源

的价值追求。

泉

[ 7] ( P 5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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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from worldly conventions and moral ideals
AN Qiao zhen, YAN Shi do ng
( School of Law and Polit ics, H ebei N ormal U niversit y, H ebei 050024, Ch ina)

Abstract: T he popular izat ion of M ar xism is t he dual requir em ent of t he t heo ret ical developm ent and
moder n Chinese social pract ice. On the one hand, t he po pularization of Marx ism has been achieved. Yet on
the o ther hand, challeng es still exist. A scientif ic analysis is regarded as helpf ul f or t he promo t io n of the
Marx ism, and st reng thening t he leadership in ideolo gy.
Key words: M ar xism; popular izat ion; convent ion; i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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