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
——— “２０２１ 年全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论坛” 综述

孙绍勇

为了深入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以及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ꎬ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４ 日ꎬ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政法大学)、 西北工

业大学联合主办的 “２０２１ 年全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论坛” 在西北工业大学召开ꎮ 来自中国社会科

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武汉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１００ 多名专家学者ꎬ 围绕 “马
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 这一主题ꎬ 通过线上与线下并行的方式ꎬ 展开了广泛

而深入的研讨ꎮ
１. 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的历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革命、 建设、 改革的实践相结

合ꎬ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ꎮ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ꎬ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

成功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ꎮ
第一ꎬ 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解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

院长林建华教授在致辞时ꎬ 整体介绍了历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论坛举办的情况ꎬ 并根据习近平总

书记相关重要论述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ꎬ 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的运用和发展ꎬ 对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作了深刻的阐述ꎮ 重庆邮电大学原党委书记

徐仲伟教授和赵春风讲师认为ꎬ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
建设、 改革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是坚持变与不变、 内容与形式、
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ꎮ 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梁严冰教授和雷云飞副教授认为ꎬ 马克

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阶级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ꎬ 并关注近代中国社会发

展ꎬ 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思想理论根基ꎮ
第二ꎬ 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认识ꎮ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博士生郑丽丽认为ꎬ 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ꎬ 是新时代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必由之路ꎬ 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代发展相适应进而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的应然之态ꎮ
第三ꎬ 对中国共产党能和马克思主义行的内在联系的辨析ꎮ 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

国献教授认为ꎬ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紧紧相连ꎬ 没有马克思主义ꎬ 就没有中国共产党ꎮ
没有中国共产党ꎬ 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甚至是全球的蓬勃发展ꎮ 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房广

顺教授认为ꎬ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不断发展ꎬ 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

本经验的结果ꎮ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绍勇教授认为ꎬ 马克思主义行不仅在于它本身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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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性ꎬ 还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主体力量的能的验证ꎮ
２. 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经典解读与前沿理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重要、 最基础的部分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ꎮ”① 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经典解读与前沿理

论ꎬ 与会学者展开了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和研讨ꎮ
第一ꎬ 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探讨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

理部主任余斌研究员认为ꎬ 在总结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时涵盖面不能狭窄ꎬ 不能以偏概全ꎮ 从把握马

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角度ꎬ 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实践的整体性ꎮ 中共绵阳市委党校调研员蒋少国认为ꎬ 只有坚持以原著为基础ꎬ 把整个世界解析

为自然界 (物的世界) 和人类社会 (人的世界) 两个既相互区别又有机联系的视阈维度ꎬ 才能进一

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解把握ꎮ
第二ꎬ 对列宁主义科学性和当代价值的评价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程恩富教授指出ꎬ 列宁

主义不仅指导苏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取得了胜利ꎬ 是马克思主义苏俄化理论ꎬ 而且一直指导国际

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ꎮ 当前我们不仅要重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ꎬ 也要高度重视列宁主义研究ꎮ
西安翻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闫力助教认为ꎬ 列宁的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揭露和批判了资产

阶级 “现代民主” “伪科学” 等反动思潮ꎬ 对我国当下进行唯物论和无神论宣传具有重要的借鉴意

义ꎮ 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周胜艳认为ꎬ 全民性社会主义意识教育是列宁依据俄国革

命和建设的需要而作出的一项重大举措ꎬ 对新时代推进全民性社会主义教育具有重要意义ꎮ
第三ꎬ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性问题论争ꎮ 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轩教授和杜蓉讲

师认为ꎬ 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ꎬ 运用 “和合” 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和系统论的逻辑范式ꎬ 可

以看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的矛盾与作用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ꎮ
第四ꎬ 对资本和劳动问题的学理化分析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张建云研究员从马

克思劳动理论探讨了人工智能的本质及其价值ꎬ 提出了人的劳动本质是主体对象化的活动ꎬ 分析了

人工智能 “劳动” 的内在机制及其本质、 人工智能的价值及意义ꎮ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余达淮

教授和博士生金姿妏认为ꎬ 劳动价值论当代价值的重新激活ꎬ 需要建立在对以数字资本主义为代表

的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观照之上ꎮ 当前ꎬ 活劳动正面临着以 “无人工厂” 为代表的新的生产方式

的挑战ꎬ 以数字劳动为代表的劳动新形式也使得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程度进一步加深ꎮ
第五ꎬ 对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认知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杨静研究员总结学

界对共同富裕的九个关注点及其争论的实质ꎬ 进而提出如何看待共同富裕的建议ꎬ 包括深化共同富

裕的内涵、 协同推进共同富裕的举措等ꎮ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邰丽华教授对共同

富裕目标愿景下的收入分配公平问题进行了阐述ꎬ 重点分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分配的形式公平、
全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分配的实质公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进分配公平的重大创举等ꎮ 浙江财

经大学人本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惠雄教授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结构逻辑与共同富裕的自然尺度进行

了分析ꎬ 深入探讨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机理ꎬ 并深入阐述了财富、 富裕、 共同富裕的关系ꎮ
３. 系统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ꎬ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的历程中ꎬ
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ꎬ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ꎬ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ꎮ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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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强调: “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ꎬ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ꎬ 不能削足适履ꎮ”① 与会学者

围绕中国共产党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ꎬ 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研讨ꎮ
第一ꎬ 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贡献和意义的总结ꎮ 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任晓伟教授从党的第

三个历史决议出发ꎬ 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对世界社会主义、 世界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作出

的五个重大深远的原创性贡献ꎮ 四川大学杜黎明教授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深入研究了复兴路上

的四次历史性转变ꎬ 依次阐述了党领导人民战争促成第一次历史性转变、 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艰苦

奋斗促成第二次历史性转变、 党领导人民创新求进促成第三次历史性转变、 党统揽 “四个伟大” 促

成第四次历史性转变等重要观点ꎮ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肖唤元副教授认为ꎬ 勇于自我革命

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ꎬ 百年历程中ꎬ 中国共产党遵循 “守正” “革故” “鼎新”
的内在逻辑ꎬ 赋予自我革命以深刻意涵ꎮ

第二ꎬ 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见解ꎮ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燕连

福教授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生活的几个重要指向和推进人民精神生活发展的路径ꎬ 并从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ꎬ 探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文明交流互鉴、 构建人类精神生活共同体的设想ꎮ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杨云霞教授深入分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论

述、 用好法治手段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经验ꎬ 在审视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ꎬ 提出我国全面依法治国

方略决定意识形态法治化的趋势和严格边界ꎮ 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舒展教授认为ꎬ 构建新发展

格局ꎬ 为维护中国经济安全指引科学方向ꎬ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ꎬ 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创造有利条件ꎮ
第三ꎬ 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相关内容的解读ꎮ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杜玉华教授深

入阐述了现代化的概念范畴、 马克思对现代化的理解等问题ꎬ 提出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来理解

现代化ꎮ 浙大城市学院鲁明川教授认为ꎬ 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ꎬ 是人类发展史上的

伟大变革ꎬ 对尚在进行现代化探索甚至深陷现代化陷阱中的国家、 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文明发展具

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ꎮ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哲学部周前程副教授认为ꎬ “走自己的路” 是中国共

产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主题和主线ꎮ 只有坚持独立自主ꎬ 勇于开拓创新ꎬ
才能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各种问题ꎮ

程恩富教授总结指出ꎬ 本次论坛发言质量高ꎬ 主题和学科多样ꎬ 观点新颖ꎬ 思想收获丰硕ꎮ 他

希望广大学者坚持独立的学术研究、 理论宣传和政策探讨三者有机结合ꎬ 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及其应用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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