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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论人的精神生活

陈春莲[1]

【摘 要】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对精神生活作了广泛、深刻、全面的阐述。这些

阐述对我们认识当前我国精神生活现象，把握精神生活规律，解决人们精神生活中出

现的问题，实现精神生活的和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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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神生活是人的本质的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要正确认识精神生活，首先必须正确界定精神生活，正确把握精神生活。那么，什么

是精神生活呢？对此，马克思是这样回答的：精神生活是指人们“对科学的向往、对知识的渴望，他们的

道德力量和他们对自己发展的不倦的要求”，
[2]
以及“为自身利益进行宣传鼓动、订阅报纸、听课、教育子

女、发展爱好，等等”。马克思认为，精神生活是人类所特有的，是人的本质的体现。精神活动是 使人

向往的一个活动领域，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有意识、有精神，人的精神性存在是人的一种根本性存

在。他说：“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
[3]
“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

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
[4]

马克思认为，由于人能够把自己的生活本身作为自己的认识对象来观照和反思，思考如何使自己

的生活过得更加有意义，因而人的生存才显示出超越人以外的其他存在物所不具有的价值和特点。马

克思指出：“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

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现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

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
[5]
离开了意识，

人既不可能产生精神生活，也不可能维系精神生活，更不可能发展精神生活。

马克思强调，一个正常的人、健康的人不仅应有一定的物质追求，而且应有高尚的精神追求，不仅应

有基本的物质生活，而且应有健康的精神生活，这样的人才是幸福的人，这样的生活才是真正人的生活，

才是幸福的生活。有感于现实生活与理想的巨大反差，马克思头脑冷静，毫不气馁，坚信未来社会将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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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

的恒久的现实”。
[6]
他在设想未来社会的美景时写道：“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

任何部门发展……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

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
[7]
他指出，社会主义将“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

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

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
[8]
社会主义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

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
[9]

二、精神生活是人的高级需要

在《资本论》一开始，马克思引用一位作者的话说：“欲望包含着需要，这是精神的食欲，就像肉体

的饥饿那样自然。……大部分（物）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满足精神的需要。”
[10]

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

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按层次可以将其划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

需要。其中，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都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的需要。人的精神生活的需要是人的高级需要，

在马克思看来，它部分是属于享受的，更多是属于人的发展的。人的精神生活需要包括人们对知识的追

求、对情感的渴望、对道德的需要、对美的需要、对生活意义的追寻、对理想信仰的探索，等等。诸种精神

需求达至真、善、美的和谐，正是人的精神生活的 高价值意义。

三、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首先，精神生活是以物质生活为前提和基础的。马克思认为，精神生活离不开物质生活，后者是前

者的基础和根本保证。马克思指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
[11]

因为精神要

通过附着在一定的物质载体上才能存在下来。“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

艺术、宗教，等等。”
[12]

精神生活并非悬在空中的存在，它必须生长在物质生活的土壤之上，具有深刻的

物质根基。离开物质生活去谈精神生活，只不过是虚幻的、空洞的精神生活。因此，我们认识和把握精

神生活，首先要认识和把握人类的物质生活，“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

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及其

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

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

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

并给予应有的重视。”
[13]

马克思认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本来意义上的物质生产不仅仅是为满足人的

物质需求而进行的，更是为满足人的精神需求而进行的生产了：“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在

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源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的彼岸。”
[14]

马克思指出，精神生活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精神生活的内容来自于物质生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马克思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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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25 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7—38 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92 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570 页。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47 页。

  [11]《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1 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76 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8—79 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926 页。

陈春莲 : 马克思论人的精神生活



95

2009 年第 4 期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 总第 6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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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物质生活为精神生活提供

内容，离开现实的物质生活过程，人的精神世界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在

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16]

“思想、观念、意识

的生产 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

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
[17]

“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

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

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

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着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

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18]

马克思认为，人的精神生活不是物质生活的机械复印和简单延伸，而是对物质生活的能动的反映、

凝练和升华。他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19]

创造性是精神生活把人从动物界提升出来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人的精神发展的高级表现。正如马克

思所说：“尊严就是 能使人高尚、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崇高品质的东西，就是使他无可非

议、受到众人钦佩并高出于众人之上的东西。但是，能给人以尊严的只有这样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

时我们不是作为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
[20]

人们的主观精神活动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和表达的物质媒介。马克思强调，社会的物

质生活的极度贫困，势必导致从精神生活角度来看的野蛮倒退。因为“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

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21]

所以，要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人

们精神生活的质量，就必须不断改善和发展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

其次，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具有反作用。马克思曾经尖锐地批判过当时庸俗的唯物主义，因为他们

不知道精神力量在社会生活中的极其重要作用。马克思认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

没有革命行为。他指出，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有巨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促

进的作用，一种是阻碍的作用。科学、积极、健康、高尚的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而愚

昧、腐朽、庸俗的精神生活则对物质生活有巨大的阻碍作用。

后，精神生活具有相对独立性。马克思认为精神生活既受物质生活所制约，又具有相对独立性。

一方面，在落后的物质生活状况下也可有较高水平的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超越物质生

活。另一方面，高水平的物质生活并不必然产生高水平的精神生活。现实生活中，人们如果对于物质生

活的追求过度，忽视个人思想道德的修养，往往导致精神生活的萎缩。“享乐主义把丑恶的物质享受提

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毁掉了一切精神内容。”
[22]

看不到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的制约，是错误的，而看

不到精神生活有其相对独立性，也是不对的。 

四、精神生活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推动力量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有一个基本思想，就是精神生活与人的全面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精神生活不仅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面，而且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推动力量。精神生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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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历史就是人的本质力量逐步展开和实现的历史，精神生活的历史进程与人由片面发展到全面发展

的历史进程相一致。精神生活首先使“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进而使“社会人”上升为“理想人”，由

此不断提升人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精神生活使人的大脑不断进化，使人们不断产生新的精神需要，这不仅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必要

性，而且提供了可能性。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思维、精神的发展，“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

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
[23]

“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

面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其中包括思维的能力。”
[24]

同时，他又认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

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
[25]

在马克思看来，精神活动是 使人向往的一个活动领域，是人

的智力获得更高层次发展的有效途径，缺乏人的精神价值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便是畸形的、虚无的。如

果没有人在情感、审美、道德、知识领域的充分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将成为一句空话。随着物质需要满足

程度的不断提高，精神需求及其满足将成为人们的主要目标。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三个阶段的理论就

深刻而生动地告诉我们，人的发展是由低级向高级的演化过程。在自然经济阶段，人类主体受到自然必

然性的奴役，无法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人们只是为了生活资料而劳碌。到了商品经济阶段，人类主体

又受到经济必然性的奴役，虽然人们获得了独立性，但是这种独立性是形式上的，而且人们的发展是片

面的和受限制的，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是相互分离的。在旧式分工的局限下，人们在劳动过程中

的判断力、意志力和审美力等精神因素被剥夺了，人们也不可能自由全面地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

消除了旧式分工的人们有了更加充裕的自由时间来发展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创造成为了人的乐趣、幸福

和生命的意义所在。人们以自身的能力和个性的发展为目的，人们的本质力量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多样

化，逐步成为了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到那时，人们的生存活动及劳动不再仅仅是为了获得生活资料的物

质生产，而主要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而且活动本身就实现

了人的创造力及人的价值。如果一个人没有精神追求，就如同没有灵魂一样。所以，在未来的理想社会，

本来意义的物质生产，将主要变成是为人的精神需要而生产，劳动主要成为人的精神创造的需要，而不

再是谋生的手段了。

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无疑是令人憧憬的，而现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则是需要改变的。马克思在分析

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发展状况时指出，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使

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等。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为恢复人的主体地位，推进人

的全面和谐发展开辟道路。马克思还指出，适应现代大工业发展趋势的未来社会，必须承认工人尽可能

多方面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要用那种把不同社会

职能当做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因此，

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否定资本主义的全面和谐发展的社会，其基本标志应该首先反映在人的社会主体地

位和全面和谐发展上，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深刻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深刻体现。

（责任编辑：陈 勇）

【Abstract】 Karl Marx made an extensive, profound and comprehensive elaboration in his works on people’s
spiritual life. The elaboration is of guiding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us to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phenomenon of spiritual life in China, to grasp laws of spiritual life, to solve problems people have in their 
spiritual life, to realize harmonious spiritual life, to promote people’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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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6 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330 页。

  [25] 马克思：《资本论》（上），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29 页。

陈春莲 : 马克思论人的精神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