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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坚守与创新
———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

暨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 ２０１９ 年年会” 综述

屈　 婷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８—１０ 日ꎬ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暨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

２０１９ 年年会在天津大学举行ꎬ 会议由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 天津大学主办ꎬ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承办ꎬ 来自全国各地高校、 党校、 军校、 科研机构、 媒体等 １４０ 多家单位的 ３００ 余人参加了会

议ꎮ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第八届理事会ꎬ 第八届理事会选举产生了以侯惠勤为会

长ꎬ 辛向阳、 赵剑英、 金民卿、 艾四林、 孙熙国、 郭杰忠、 姜迎春、 袁银传、 杨生平、 赵理文、 李

建平、 林剑、 颜晓峰、 吴付来、 冯颜利、 仰海峰为副会长ꎬ 朱继东为秘书长的新一届领导班子ꎮ 天

津大学党委副书记赵美蓉ꎬ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

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侯惠勤出席开幕式并分别致辞ꎮ 与会专家学者通过主题发言和分论坛等方式ꎬ 展

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ꎮ
１. 新时代如何坚守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自然、 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ꎮ 侯惠勤指出ꎬ 我们要对马克思

主义的科学性有更加深入的了解ꎮ 马克思主义在涵括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解决了

二者不能解决的问题ꎬ 即知识与信仰、 现象与本体的统一问题ꎬ 因而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指导自然

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ꎮ 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ꎬ 才能更好地领会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的精神ꎬ 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应该 “坚持和巩固什么、 完善和发展什么”ꎮ 中

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南昌航空大学党委书记郭杰忠认为ꎬ 哲学要把握时代精神就要首先认

识时代ꎮ 当前这个时代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国际秩序与治理规则深度调整ꎮ 如何为世界进步

和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ꎬ 这正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重要任务ꎮ 中国历史唯物

主义学会副会长、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杨生平系统回顾了新中国 ７０ 年来哲学的发展ꎬ 强调 ７０
年来中国哲学最大的成就是确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为核心的话语体系ꎻ 未来应秉持 “马本—
中体—西用” 的文化自觉ꎬ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整体性研究ꎬ 还应特别重视马克思主

义哲学同自然科学的融合研究等ꎮ 以上专家学者阐明了新时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大有可为的历史

机遇期”ꎬ 理论工作者应聚焦时代问题ꎬ 回应时代的需要和挑战ꎮ
对于新时代如何具体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守与创新ꎬ 学者们从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 研究

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富有启迪的思考ꎮ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纪

委书记、 副所长冯颜利认为ꎬ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守与创新首先要高度重视文本研究ꎬ 并将文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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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与实践结合起来ꎬ 切忌陷入书斋化的纯学术研究ꎬ 要面向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的发

展ꎮ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秘书长、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郝清杰认为ꎬ 理论研究应抓住真

问题ꎬ 而研究真问题既要 “进得去” 也要 “跳得出”ꎬ 并在理论表述过程中多用些 “应该”ꎬ 少用些

“必须”ꎬ 做到 “宣传科学” 与 “科学宣传” 相结合ꎮ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 江苏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地主任王岩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话语转换

基本逻辑为主题ꎬ 批评了当前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话语乱象ꎬ 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出路是要完

成语境、 场域、 范式、 话语和方法论等五个方面的转换ꎬ 应更注重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治理与国

际正义、 政治制度的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问题的研究ꎮ
２. 阐明中国道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ꎬ 但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各

个民族的特殊发展道路问题ꎮ 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ꎬ 中国要走出一条什么样的特殊发

展道路ꎬ 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ꎮ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 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

编卫庶认为ꎬ 应该重视对民族生产方式的研究ꎮ 在他看来ꎬ 中国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展起

来ꎬ 既要吸纳资本主义文明要素又要超越资本主义ꎬ 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承载着人类命运的未来ꎮ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袁银传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生史

说起ꎬ 剖析了五四运动的后半段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出场ꎬ 中国的道路选择发生了四个重大转折: 由

以西为师转向以俄为师、 由文化伦理革命转向政治革命、 由知识精英为主体转向工农群众为主体、
由建构家族群体本位意识转向建构民族国家本位意识ꎬ 因而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价五四运动对于中国

发展道路选择的重大历史意义ꎮ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

书林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总结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ꎬ 他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这一最突出特质归功

于其载体结构ꎬ 认为中原地区与边缘地区的结构性关系及其矛盾运动使得中华五千年文明绵延不断ꎮ
但中华文明及其载体结构在近代遭遇了西方文明的重创ꎮ 唯物史观为中国提供了认识西方文明和社

会历史发展规律的 “钥匙”ꎬ 从而找到了中国前进的正确道路ꎮ
３. 强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中国道路成功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ꎮ 加强党的建设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关键ꎮ 侯惠勤在大会主题报告中指出ꎬ 中国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第一个进行社会主义制度创制、
定型和不断完善的国家ꎬ 这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做到以下四点: 一是始终能够顶住压力、 抓准

问题、 守住底线ꎻ 二是始终能够坚持自主、 可控、 有序的改革开放ꎻ 三是始终能够坚持底线思维ꎬ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ꎬ 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ꎻ 四是找到了一条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

有效途径ꎮ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就是要为党 “立魂” “立法” “立言”ꎬ 确保党永不忘本、 永不

变质、 永不自满ꎮ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辛向阳

认为ꎬ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ꎬ 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ꎻ 党能带领人民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

稳定的 “两个奇迹”ꎬ 这离不开中国的政治稳定性ꎬ 而这突出表现在党的中央领导层的有序更替ꎮ
党能做到这一点ꎬ 是因为党不谋私利、 实行集体领导、 不断造就人民领袖、 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勇

气、 始终注意培育接班人ꎮ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兼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吴付来从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 现实逻辑三个方面全面剖析了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必要

性ꎮ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秘书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副

主任兼秘书长朱继东从在坚定理想信念中真正发挥出先锋模范作用、 始终站稳人民立场、 坚决惩治

政治腐败、 对不合格党员说 “不”、 努力解决以往讲政治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大力加强以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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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为核心的政治能力建设等方面ꎬ 深入阐述了如何将 “旗帜鲜明讲政治” 这一根本要求真正落到

实处ꎮ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秘书长、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研究生院院长郑承军结合中美贸易战

和所谓的 “修昔底德陷阱” 指出ꎬ 只要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坚持底线思维、 保持定力、 保持先进性

和纯洁性ꎬ 就能具有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ꎬ 实现中国共产党治理能力现代化ꎮ 以

上专家学者阐明ꎬ 新时代坚持党的领导与加强党的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力量

保障ꎮ
４.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发展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孙熙国系统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对 “初心” 的坚守和追寻ꎮ 他认为ꎬ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习近平总书记表述的

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 为世界谋大同的 “三为三谋”ꎬ 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ꎬ 并且 “三为三谋” 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提

供了整体性研究对象ꎬ 从而有助于这个学科的发展ꎮ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 东北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艳认为ꎬ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 “三为三谋”ꎬ 向世界说

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ꎬ 在全球治理和 “一带一路” 等系列实践中得到实现与巩固ꎮ
５. 构建中国制度与中国治理的话语体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总结了新中国 ７０ 年制度建设的历史性成就ꎬ 表明党对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更具系统性的规律性认识ꎮ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党委书记、 社长赵剑英认为ꎬ “两个奇迹” 意味着社会主义在突破资本主义重围、 并与资本主义

的较量中体现其优越性ꎬ 而 “中国之治” 之所以能够实现ꎬ 就是因为我们确实形成了制度、 理论与

实践各方面的优势ꎮ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副书记、 副

所长金民卿论述了人民当家作主新型国家制度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展开ꎬ 指出在马克思主义 “人类解

放” 等核心命题的指导下ꎬ 中国建立起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根本制度的一整套民主制度体系ꎬ 并在实

践中将这些制度转化为各种政策性安排和工作理念ꎬ 切实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ꎮ 中国历史唯

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颜晓峰指出ꎬ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突出强调了制

度与治理这两个范畴ꎬ 这是一对关系性范畴ꎬ 学界应摆脱西方 “统治—管理—治理” 的历时性分析

的逻辑ꎬ 注重阐发从制度到治理的共时性逻辑ꎬ 加强对制度与治理的基本内容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

理论的研究ꎮ
本次研讨会还围绕大会主题设立了 “中国制度、 治理与历史唯物主义”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哲学基础” 等五个分论坛ꎬ 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ꎮ 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ꎬ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今世界仍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ꎬ 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

器ꎮ 面向未来ꎬ 我们应该有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ꎬ 更加深入地总结新中国成立 ７０ 年来的基本经

验ꎬ “解码” 中国道路与中国之治ꎬ 着力坚守与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ꎬ 着力构建有中国特色与世界

关怀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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