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3年第 2期

纪念马克思逝世 120周年

唯物史观的创立及其伟大意义
为纪念马克思逝世 120周年而作

靳辉明

1983年 3月, 为悼念马克思逝世 100周年, 中央举办了由上千人参加的纪念大会, 在这个隆重

的大会上,我作了题为 马克思在历史观上的伟大变革 的发言。我发言的开头一段话是: 一种思

想体系对历史影响的深度和广度, 同它所蕴涵的真理性成正比。随着岁月的流逝, 不少风行一时的

理论学说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可是,马克思主义却与时俱进, 日益显示出它的真理的威力。在马克

思长眠于海格特公墓以来的一百年中, 马克思主义越出欧美, 以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今

天, 我仍然以这段话来缅怀这位千年伟人。

众所周知,马克思是 1883年 3月 14日去世的, 在 3月 17日马克思下葬时, 参加吊唁的只有 11

人。在他生活了大半生的英国,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离去, 但是, 恩格斯在安葬马克思时的悼词

似乎今天仍在人们的耳际回响。他向世界庄严地宣告: 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 ! 现在

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 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

爱戴和悼念,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777- 776页)一百多年过去了, 恩格斯的话语, 不断为实践所证明。在马克思逝世后,他的

理论并没有被他的敌人所驳倒,相反地, 却变成了伟大的现实, 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

义制度,在一个时期还出现了令资本主义世界胆战心惊的社会主义阵营。更让世界工人阶级和广

大劳动人民自豪的是, 在千年之交马克思被西方媒体评为千年 最伟大的思想家 。试问, 还有什么

更能使世界上千千万万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们欢心鼓舞的呢?

我曾在 千年伟人马克思 一文中评论了这一非同寻常的事件。这次评选活动是由英国BBC广

播公司在 1999 年 10 月开展的, 评选结束后该公司宣布:人们评选的 最伟大的思想家 是卡尔 马

克思。爱因斯坦、牛顿和达尔文分列为第二、三、四名。并且指出: 尽管 20世纪出现的一个又一个

专制政权歪曲了马克思的本来思想, 马克思作为一个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和革命者所取

得的成果,在今天仍然得到学术界的尊重。接着, 在 12月, 英国路透社在政、商、学术、艺术四界的

名人中评选 千年伟人 ,结果,马克思又同爱因斯坦和甘地入选。1999年 12月 19日 澳门日报 报

导了这个消息, 并刊登了三位 千年伟人 的大幅照片。该报说: 这样的调查当然不能十分科学地

反映广泛的事件,但这次调查可以让我们看看一些名人的想法。12月 25日, 台湾 中国时报 在报

导时指出: 马克思有关资本积累及资本集中的说法,放在当今大购并潮的背景之下似乎更具意义,

苏联瓦解、中国大陆也已改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年, 这么多学者肯定马克思, 的确有些出人意

表。还说,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洞见应该再度获得重视,他不应为其他人对其学说所作的引申背

黑锅。应该说,西方思想界所开展的这项活动和澳、台报纸的报导是客观、公允的。这项活动不是

在社会主义国家媒体,而是在资本主义媒体开展的, 就更加发人深省。

不久前, 2002年 12月 21日,英国 经济学家 周刊发表一篇题为 共产主义后的马克思 , 又追

述了这件事。这篇文章指出:在今天的欧洲和美国, 以大学生和非专家为对象的关于马克思的书一

直销量稳定, 而且这方面的新书还在不断问世。文章列举了伦敦经济学院梅 德赛教授的新著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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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的报复 和去年 8月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今天为什么要读马克思 。文章认为马克思以下

四个方面的思想至关重要: 第一, 马克思认为社会将遵循某些既简单又包罗万象的运动定律, 因而

可以对其发展方向做长期的预言。第二,他认为这些规律无一例外都是经济性质的规律; 塑造社会

的唯一力量就是 物质生产的力量 。第三,他认为这些规律的表现形式始终是阶级斗争, 直到历史

的终结。第四, 他认为在历史终结时,阶级和国家必将消亡, 地球上将出现一个人间天堂。苏联式

共产主义的错误在于它 抢跑 了,不能把苏联的错误归罪于马克思。文章说: 马克思极具独创性地

预见到资本主义制度惊人的生产能力。他预言, 资本主义将把发明创新推动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但是, 资本主义的巨大生产力将迫使其跨掉。关于资本主义的前景, 你可以说,马克思错在时间的

把握上;当资本主义走到尽头时,事实将证明他是对的。按照这种说法, 马克思的许多观点都无法

驳倒。他的许多假设、分析特点和思维习惯在西方学术界甚至更大领域都广为流传。我之所以作

这么多的引证, 是想让人们看看西方学者和媒体对马克思的评价。这些看法,正是人们所说的正统

的看法,特别是关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尽管在表述上有所差异, 但是它的确

把握住了马克思学说的主要观点。

恩格斯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中,将马克思的理论贡献概括为两个伟大发现: 即揭示了人类社

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发现了剩余价值学说, 揭露了资本剥削的秘密与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特殊规律。这两个伟大发现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石。马克思

的理论力量和逻辑力量正是体现在他的这些基本思想上, 并且赢得了千千万万人的尊重和敬仰。

随着历史的发展, 人们会越来越发现它的真理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 与时俱进是马克

思主义学说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在坚持、发展、研究、创新中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如果马克思主义不与时俱进,不进行理论创新, 就会终结其发展和生命力; 如果否定或曲解马克思

主义的最基本的思想, 或者离开坚持片面地谈发展, 不仅不能作到与时俱进, 且必然导致对马克思

主义要义的背离, 而貌合神离。

下面我想着重阐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因为它是马克思一生最伟大的理论贡献, 是马克思主义

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石。列宁称之为是 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 , 是 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 , 是 社

会科学的别名 。赖有它,社会科学才真正变成科学。这些经典性论断, 如果不从它的历史和理论

内涵去把握, 是很难深刻理解的。

综观人类思想史,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 在对自然认识的同时便开始了对自身的认

识。而后者比前者要困难得多,复杂得多, 漫长得多。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 经历了一个从 神

到 人 , 再到用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去说明社会历史的、漫长的、曲折的发展进程。回溯人类的自

我认识史便会发现,历史越是久远,人们对自己历史的认识便越是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在一个相

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既不能正确说明自然界, 更不能正确解释社会现象, 而把这一切都归之于

一种超自然的神秘的力量。 神 是当时人们回答历史之谜的总答案, 神学历史观禁锢着人们的头

脑。这种情况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 都是如此。这是人类对自己历史认识的一个不可避免的

阶段。它不仅是物质生产力和人们精神世界发展的产物, 而且也是人们的需要,特别是统治阶级进

行政治统治的需要。例如, 中国的 天命 、天道 观,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帝王将相的出现,都是

由上天安排好了的。其兴,必有祯详; 其亡,必有妖孽。在西方则认为, 上帝是世界万物的最高 主

宰 , 一切现存事物都是由神布排的 (托马斯 阿奎那)。说法不同, 实质则一, 都是在宣扬一种唯

心主义的神学历史观。尽管历史上有许多哲学家和无神论者,提出 人是万物的尺度 (西方的普罗

塔哥拉)和 人事为本,天道为末 (中国的仲长统)的卓越见解与之抗衡, 但也不能根本抹掉这层覆

盖在人类社会机体上的神学阴影。但是,社会实践是强大的推动力,随着工商业和自然科学的迅速

发展, 以及人们认识视野的进一步扩展, 冲破这种神学历史观也是不可避免的。

文艺复兴 时期开始的人道主义思潮, 标志着从 神 到 人 的历史性转折。这一历史观的重

大转折,植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事实之中, 正如恩格斯所说, 即使宗教包含的某些材料所

发生的变化, 也都是 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 。至于作为其对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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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运而生的人道主义思潮, 就更是如此了。人道主义也称人文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 始自 14至

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它表现为古典学术研究的形式,实际是以古典文化对抗中世纪的基督教

文化,含有鲜明的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精神支柱宗教神学的意义。在封建主义和神权主义的统

治下, 为人的存在争一席之地。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实力的增长,在 17 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人道主义不仅得到充分的

理论论证,而且以 人权宣言 的形式在政治上完全地被肯定。这时, 自由、平等、博爱 为中心内容

的人道主义, 突出表现为 天赋人权 的思想, 认为自由、平等是人所固有的,是人按其本性与生俱来

的 自然权利 。这种以自然权利和自然法为依据、以 人权 形式出现的人道主义, 虽然并非科学,

但没有妨碍它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而正是这种理论有效地满足了资产

阶级政治和经济要求,在当时起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对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 历史上

的人道主义在理论上的致命弱点, 是离开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来谈人和人性,赋予 人 以普遍的抽

象形式,并把这种抽象的人作为自己学说的中心和出发点,作为说明社会历史现象的主要原则。这

种抽象的人道主义,在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中达到了登峰造极, 使人道主义更具

哲学的思辨性和抽象性, 把人道主义变成了一种博爱主义。而以这种人本主义哲学为理论依据的

德国 真正的社会主义 , 则把社会主义也变成一种抽象的难以捉摸的东西。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

那样, 真正的社会主义 者不代表真实的要求, 而代表他们标榜的抽象 真理 的要求, 不代表无产

者的利益, 而代表一般人的利益 (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299

页)。所以, 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尽管是人类认识史的巨大进步, 但它不可能成为说明社会历史的

真正科学的学说。

从总体来说, 不论是神学历史观还是人道主义历史观, 实质都是用某种观念来解释历史的唯心

史观。因为, 不论是 神 还是 人 , 都是被抽象化了的观念的产物,并把它们 描述成历史的动力

(同上书, 第 130页)。德国著名的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更是把这些形形色色的认识抽象化为绝对观

念, 认为这种绝对观念才是世界万物的终极动因。黑格尔不仅使这种理论更加精致, 而且还赋予它

以辩证的因素。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唯心主义历史观统治着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

任何理论的发展,都是在前人已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 并回答时代问题的前提下实现的。马克

思所面临的时代课题, 首先是 在理论上发展唯物主义 , 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这所建筑物的上

层 ( 列宁选集 第 2卷, 人民出版社 1960年版, 248页) ,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 为社会历史认识提

供科学的理论依据,指导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同时, 也用这种科学历史观去指导他的政治学和政

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

马克思是在 19世纪 40年代的德国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的,因此, 他不可能不受当时德国精神

环境的影响, 特别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但是, 他通过自己的理论探索, 终于找到了摆

脱这种理论困境的出路。这就是, 他超越关于 人 的抽象议论, 而把自己研究的基点放在探讨 现

实的人 和 人的世界 。马克思说: 这种历史观所由出发的前提 是人, 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

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

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60年版,第 30页) 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

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67页)。

马克思正是通过研究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和这种活动赖以进行的社会关系, 才一步步地接近了唯物

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究竟把握了什么, 才使他能以实现这个伟大发现的呢? 可以肯定地说, 关键问题是在于

他捕捉住了生产关系的重要思想。众所周知,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并阐明了生产力的概念,但没

有也不可能提出生产关系的思想。这是马克思的伟大功绩。按照列宁的看法, 马克思在 1845年写

成的 神圣家族 已经 接近 了唯物史观的这一最基本的思想。接着,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对之

作了全面的阐发。马克思认为,人们的精神交往不过是 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 , 而在各种物质

关系中生产关系又是最基本的,它不仅是政治制度和 国家的现实基础 , 而且也是 一切实际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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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关系的真实基础 。这样,马克思就从人们的各种关系中划分出了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最基本和

最原始的关系。生产关系概念的形成,不仅对生产力诸因素结合的性质和方式有了更为科学的认

识, 而且有可能揭明生产过程本身内在结构, 揭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据此, 进而揭示

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发展动力和运动规律,解答了长期困扰人们的历史之谜。马克思的唯物史

观的基本思想形成于 19世纪 40年代下半期, 在欧洲革命风暴时期得到实践的验证, 直到 1859年,

在马克思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才得到了经典性的表述。这里, 我想将其最基本思想引证如

下。

马克思说,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 可以简要地表述

如下: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即同他们

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

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

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

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

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 全部

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 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

发挥出来以前, 是决不会灭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

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

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 才会产生。

大体说来, 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

的几个时代。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32 33页)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不论是文字还是思想内容,都堪称经典佳作,千古绝唱。其内涵丰富,博大

精深, 下面只着重强调几点: 1. 马克思完全改变了以往用 神 、人 和 观念 说明社会历史的唯心

史观, 而是把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作为历史的发源地, 把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作为说明人和一切社

会现象的基本依据,从而破天荒第一次把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由于对社会

关系和生产关系的科学揭示,不仅提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概念,而且其含义同先前哲学的存在

与意识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社会存在就是人们社会活动、社会关系和物质利益的总称, 人们的意

识和观念正是由此而决定的。恩格斯在谈到这一点时说, 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 但是仔细考察一

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还

说, 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 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 (同上书,第 39、38 页)可以说,这

是马克思实现历史观伟大变革的立足点。

2.马克思把物质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同时把与之共生、与之相联系的交往关系、

生产关系视为物质生产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 进而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由此延生的经

济基础和政治的、观念的上层建筑,揭示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有机构成和基本矛盾。列宁在说明这一

进程时指出: 马克思究竟是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的呢? 他做到这一点所用的方法, 就是从社会

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 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 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

本的原始的关系。 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 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 才能有可

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

( 列宁选集 第 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6、8- 9页)尽管社会活动有人的参与, 尽管个人会

对历史发生一定影响, 但他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决定社会面貌和历史发展的是物质生产和经

济因素。所以, 人类社会发展像自然界运动一样, 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遵循其内在的必然的法则。

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最核心的思想。不过, 我们也应当看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科学历

史观时,主要是针对当时居统治地位的历史唯心主义, 所以他们着重强调的是经济的决定作用,或

者说强调了社会本体论的一面,而对政治、观念等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则阐述得不够,于是, 后来便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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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将这一原理曲解为 经济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为了纠正这种错误,恩格斯在晚年的通信中,

不止一次地阐明了思想、观念的相对独立性, 以及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阐明了历史

发展的合力论思想,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自己

学说的批判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列宁是这样评价的, 他说: 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

性, 摒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 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

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 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 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

去。( 列宁选集 第 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26页)可见, 只有坚持唯物辩证的分析方法,才

不会导致或者否定人的理性的作用, 或者否定决定论的错误。

3.与此相联系, 马克思揭明了社会经济形态及其在历史上演进的几个阶段。这个重要思想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已经得到初步阐发。马克思认为, 分工(生产力水平的表现)发展的各个不同阶

段, 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三个大的

发展阶段: 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 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

制; 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 (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版, 第 68- 70页)在 序言 中,马克思作了更为确切的表述, 指出 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

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这与 德意志意识形态 的思想

是一致的。我想强调以下几点:第一,这里讲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它是依据

生产方式的不同来划分的, 其主要标准是所有制关系。只有依据这个标准才能把历史发展阶段、大

的时代区别开来。所以, 这是历史的最基本的划分。正如列宁所说, 要研究社会机体, 就必须客观

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 必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第二, 马克思阐

述的这个原理, 具有普遍意义。马克思虽然生活在资本主义发达的欧洲, 但他考察的是人类全部历

史, 不仅包括西方, 而且也包括东方。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至今仍有不同理解, 需要进一步研究,但

这说明马克思的研究是把东方社会包括在内的。由于东方社会确有与西方社会不同的特点, 所以

马克思晚年又专门对之进行了探讨。马克思发现的这个重要原理, 已经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所证明。

第三,任何科学真理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统一。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也是如此。

人类历史的发展总的是遵循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 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有着自己特殊的表现

形式, 亚洲不同于欧洲,东亚又不同于西亚。不仅如此,有的民族和国家受特殊的历史条件的影响,

还可能出现跳跃式的发展, 比如, 德意志民族在历史上就越过奴隶制阶段而建立了封建的国家。这

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这表明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生动性, 而不会否定历史规律的普遍性。马

克思特别重视对每个历史时期本身规律的研究, 这种研究的科学意义在于, 阐明调节这个社会机体

的产生、存在、发展和死亡, 以及这一机体由另一更高的机体来代替的特殊规律(历史规律)。

4.马克思的伟大发现, 不仅在历史观上实现了伟大变革,而且在社会实践上得出非常革命的结

论。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社会的变革就是基于生产力发展, 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的结果。马克思

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

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恩格斯在讲到马克思 序言 中这一思想时,满

怀革命激情地说, 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 一个强大的、一

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卷, 人民出版

社 1995年版,第 38页)恩格斯讲的是社会发展 远景 , 是过程和趋势, 而不是立即实现的事实。革

命辩证法总是从事物的肯定中看到否定的因素, 资本主义制度无论现在如何强大, 但它作为一种历

史的存在,迟早要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这是不依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民群

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就在于, 依据客观条件适时地推动这一进程。

在 序言 中,马克思谈到两个 决不会 的思想, 即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 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

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 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

胎胞里成熟以前, 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

就可以发现, 任务本身, 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 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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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33页)这个问题不单纯是个理论问

题, 也是一个实际问题, 只能从理论与实际结合上去考察解决的任务是否已经成熟, 以及如何去解

决它。不能把马克思上述思想绝对化,也不能把他的完整的意思割裂开来。马克思讲的比较确切,

比较全面,他在讲了两个 决不会 后, 接着指出,一个历史任务,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

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成熟 不是一个静止的点,而是一个逐步达到的过程。所

以, 不能根据两个 决不会 得出社会主义搞早了或超越历史阶段的结论。其实,马克思在 德意志

意识形态 中已经阐明了类似的思想,他指出, 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指生产

关系)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 才导致这

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 就足以使工业比

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115

- 116页)按照上述观点,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决不是幻想的产物, 而是资本主义物质条件发展

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过程中已经创造了解决这种对抗的条件, 而且已经产生了

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观点。所以, 社会主义运动和 20 世纪社会主义的存在决不是偶然的, 而是有

其充分的客观根据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 不是社会主义不应该搞, 而是由于自身犯错误的结

果。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 科学性和革命性是高度统一的, 理论越是彻底, 越是能体现它的革命精

神, 必须以革命的批判的态度领会马克思的学说。在这方面, 恩格斯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光辉典

范。

从上述可见, 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可以说, 它是马

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石, 抽掉它便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唯物史观创立的意

义, 至少有以下几点: 首先, 唯物史观的创立, 实现了社会历史观的伟大变革, 使社会科学真正变成

科学。人们可以曲解它, 也可以不承认它, 但是还不可能用一种所谓新的学说去代替它, 至少在现

在是如此。正如列宁所说, 自从 资本论 问世以来, 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

明了的原理。在我们还没有看见另一种科学地解释某种社会形态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 唯

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 列宁选集 第 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10页)其

次,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产生才使社会主义成为真正的科学。唯物史观的创立,使马克思的思想和研

究工作发生了质的飞跃。众所周知, 马克思 40 年代下半期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 但后来在唯物主

义历史观的指导下,他对经济学的研究才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商品、商

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 揭露了资本剥削的秘密, 创立了剩余价

值学说。正如列宁所说, 资本论 就是一部大写的哲学。这两大发现,就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

学。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对此作了深刻地阐明, 并且指出, 没有德国的哲学, 就不会有现代社会主

义。同样,要正确而深刻地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和运动规律, 也不能没有哲学思维。再次,唯

物主义历史观是指导当今社会主义运动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不论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

还是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正确把握, 都必须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的指导,尤其是在当今世界社

会主义处于低潮和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 只有唯物主义历史观才能使我们坚定信念, 看清方

向, 认清本质, 头脑清醒。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武器, 在面对

21世纪严峻形势下,在我国社会发展面临诸多困难下,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才能指导

我们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目标。

今天, 纪念马克思逝世 120周年, 最好的礼物就是学习、研究马克思的学说, 正确领会马克思主

义的精神实质, 继承它的革命的批判精神, 把马克思开创的共产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责任编辑; 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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