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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是外来文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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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80） 

 

[摘  要]  马克思主义不是外来文化，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一个核心问题。如果从思

想内容的科学性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指明的是人类未

来发展的根本趋势，是一门科学。所以对于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不存在所谓的外来文化之说。

但是，马克思主义要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又需要与本国的实际国情和发展需要

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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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对于这一理论的质

疑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质疑在中国同样存在。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就有人质疑马克思主

义是外来文化，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但是，近代

以来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110年革

命斗争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

成功的理论武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又

有人质疑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斗争哲学，怎么能够指

导和平时期的建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多

年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取

得伟大成就的科学思想。面对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又有人质疑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不是内生于中国大

地上的“本土文化”。因此，有人主张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首先应该复兴的是中华传统文化，而不

是马克思主义。以上这些怀疑和责难，集中于马克

思主义是不是外来文化这个重大问题上。那么，马

克思主义真的是外来文化吗？ 

一、科学家有祖国但科学无国界 

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国籍和所使用的语言

形式上来讲，对于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

种外来文化。因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了马

克思主义，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常识。但是，历史

常识并不一定就是科学真理。否则，科学真理的探

索就没有意义了。从思想内容的科学性方面来讲，

一种思想理论如果是科学，那么它就是世界的，是

不分国界的——虽然提出这个思想理论的科学家

是有祖国的。 

具体来讲，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历史充分

表明，科学是分学科的，但科学所揭示的真理却是

不同学科都要公认的，是可以贯彻到各个学科之中

的，是可以被世界各国所接受的，也是可以贯彻到

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犹如数学公理，虽然是数学

学科的知识，但却又是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

物学，甚至文史哲、政经法等所有学科都要遵循的

真理。再详细言之，牛顿力学是英国人牛顿归纳出

来的，化学元素表是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首先提出

来的，天体运行论是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提出来

的。但是，我们能够说，在中国的大地上，物体运

动的内在规律不是牛顿定律吗？中国大地上的物

质不是由同样的化学元素构成的吗？中国国土上

空的星体运行就不遵循天体运行规律了吗？毛泽

东对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

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

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

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1](P78)因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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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牛顿力学虽然是由英国人提出来的，但

对于德国人、法国人、中国人来讲，它同样是应该

遵循的物理学规律，同样是世界各国都必须接受的

科学真理。 

如果承认以上这些基本观点，那么，我们也应

该承认，在社会科学领域，同样有不同学科，这些

学科揭示了社会各领域的基本规律，成为一门门科

学。同样，这些社会科学虽然可能是由不同国家的

思想家构建起来的，但它们又是无国界的。弗洛伊

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虽然产生于奥地利，但对所有

人的精神分析都是有指导意义的。不同国家的史学

学科，虽然研究的具体对象不同，但是又有一些共

通的研究方法和原则，所以，不同国家的史学可以

相互交流借鉴，共同推进人类对自己历史的研究。

不同国家的哲学学科，虽然各具特色，但都是研究

人类思想发展的共同规律，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和研

究规范，在很多思想观点上有相通相融的内容。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认为继承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和学习外国优秀文化成果，不应该有“体”、

“用”之分：“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

中西。”[1](P82)由此可见，虽然说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但科学是无国界的。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共同探讨自

然界发展规律，共同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

律，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成果和精神财富。哪里有

什么内外之分、中西之别呢？！ 

认可了以上这些基本观点，那么，我们也应该

承认，从思想内容的科学性方面，如果能够证明马

克思主义是科学，那么它也就没有所谓的外来文化

之说。 

二、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 

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对立，人们

对社会科学家们的思想观点常常难以达到一致的

认同，甚至其科学性也常常被怀疑。那么，让我们

从自然科学意义上关于“科学”的经典定义来考察

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科学吧。达尔文曾经给科学下过

一个经典定义，即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

律，做出结论。按照自然科学的这个定义标准，马

克思主义能够称为科学吗？ 

马克思主义整理的“事实”是资本主义社会现

实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

争进程中，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的发展历程。无产

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

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最初是单个的

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

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

者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

而且攻击生产工具本身；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外

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力图恢复已经失去

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 [2](P408)但是，这种最初的阶

段斗争只能产生工联主义这样的自发阶级意识，并

不能真正指导工人阶级取得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

要担负起解放人类的历史使命，内在地需要自觉阶

级意识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自觉的无产阶

级阶级意识，从而使无产阶级从自发斗争向自觉革

命的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主义从整理事实中发现的“规律”是人

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历史功

绩不在于指出社会主义是人类未来发展的根本方

向，而是在于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把

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

前，空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不成熟的理论，是同当

时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

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

经济关系中，只有从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的头脑中

产生出来。所以，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

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

要陷入纯粹的幻想。在总结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

规律，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这两个伟

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

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

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3](P402)世界

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表明，这种科学社会主义指明

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讲，马

克思主义正如科学家们揭示的自然规律一样，科学

家是有祖国的，但是这个自然规律却是世界的，是

所有民族和国家所内在的、需要遵循的自然法则。

至于这些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是由哪些民族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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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人发现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发现为

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成为人类认识和

改造自然、社会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 

马克思主义在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做出

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社会主

义）必然胜利。这个结论，虽然是被誉为“千年伟

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做出的，但一直遭到来

自各个方面的批判、否定和诬蔑。然而，自然科学

们的思想观点，却常常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对其科学性也深信不疑。同样被誉为“千年伟人”

的爱因斯坦，除了在自然科学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

之外，也十分关注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问题。他面

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公平现象和“严重祸

害”，明确指出：“我深信，要消灭这些严重祸害，

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时配

上一套以社会目标为方向的教育制度。在这样一种

经济制度里，生产手段归社会本身所有，并且有计

划地加以利用。”[4](P318) 

两位举世公认的“千年伟人”，各自的研究领

域大相径庭，但在对人类社会未来走向问题上的思

考却是殊途同归，都认为社会主义代表了人类社会

未来发展的根本趋势。这样一种共同的认识，绝不

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站立在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

学领域最高峰的两个伟人的心灵共鸣、思想共识。

对真理的渴求，对大善的向往，对大美的憧憬，是

每一个期望幸福生活的人的强烈追求。在发生着深

刻变化的时代之中，在纷繁复杂的思想文化喧嚣之

中，我们可以不认同种种抽象的理论，但应该相信

客观的历史实践；可以不认同各种空洞的宣传，但

应该相信自己亲身感受的事实真相；可以不认同多

样化的社会思潮，但应该尊重千百年来伟大思想家

们的深刻思考。 

三、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要与 

各国国情相结合 

从思想内容的科学性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不

是外来的。但是，作为一种产生于特定国家的社会

科学，确实存在着要与其他国家实际国情相结合的

问题。即使对于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德国而言，马克

思主义要指导德国的工人运动，同样存在着与德国

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同样，对于中国而言，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是解决近代中国时代课题的内在需要，是人民群众

解放的内在需要，是无产阶级由自发向自觉飞跃的

理论武器，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

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

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

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

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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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

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5](P1515)所以，对

于中国而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内在需

要和根本途径。但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

不仅仅是指民族风格的转化，而是指立足中国国

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

题。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决不是指用时代流行

的话语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是自觉运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揭示当代世界

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特点，提出解决当今时代重大现

实和理论问题的方法途径。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决不仅仅是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来宣传科

学理论，而是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解答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不但要解

决人们的思想问题，更要解决人们的实际问题，通

过解决实际问题促进思想问题的解决。 

进而言之，人民群众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大众化的主体，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大众化的根本力量。人民群众是否真正认同

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能否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

自己的思想认识和社会实践，是检验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根本标准。在这个重大问题

上，应当尽力避免本末倒置，搞所谓的人民群众“被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剖

析问题是解决问题的思想前提，解决问题必须立足

于中国的实际国情。所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大众化，应该立足中国的实际。毛泽东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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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

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

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

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

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

能解决中国的问题。”[6](P407)由此可见，研究当代中

国的各种社会问题，虽然需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

的优秀文化成果，但是绝不能站在西方思想家的立

场上，完全运用西方的话语体系，一味遵循西方的

研究方法，照搬照套西方的研究成果，而是应该以

中国为中心，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

主义的研究方法，探讨解决问题切实有效的思路和

方法，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展示马克思主义的强大

力量。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了

新的伟大征程，但也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和新挑

战，需要我们纠正马克思主义是外来文化等错误认

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自觉掌握马克思

主义看家本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赢得

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

各样的拦路虎、绊脚石，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

家本领，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把

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提高全党

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

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

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能力。”[7](P67)

因此，我们应该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国情，面向解决

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全面深入系统学习马克思主

义基本理论，并它转化为坚定的理想信念、科学的

思想方法和全面的实践能力，运用到新的实践之

中，积极应对新的挑战，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

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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