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0 年第 8 期

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化

力量的方法论基础

（一）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认识文化

力量的基本思路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化力量的方法论基

础是唯物史观，他们对文化力量的理解建立在

当时的社会关系之上。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多层次的———社会基本矛

盾是一个层次，社会实践是一个层次，阶级斗

争是一个层次， 社会主体的推动是一个层次，
文化的能动作用又是一个层次。 在这个动力体

系中，既有物质的力量，又有文化的力量。 文化

的力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有体现，
但是，人们对文化动力的认识在各个时期却是

不一样的。 马克思认为，以前的文化史就是宗

教史和政治史， 而且是旧式的宗教史和政治

史。 这样的“文化史”是唯心史观的一种表述，
是靠文化史家的联想， 用观念的形式来描述

的，因而是片面的、不科学的，文化的力量被异

化为宗教的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蒲鲁东

把历史说成是观念的历史，夸大了意识形态的

作用。 这种历史观发生在想象的云雾中，脱离

时空，远离尘嚣，不是真正的人类历史，而是用

虚幻支配现实；梅因把历史融入到“道德因素”
中，夸大了个人的先天力量；德国社会学家保

尔·巴尔特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 “经济唯物

主义”，完全否认了思想观念或文化的力量。 恩

格斯说，旧唯物主义“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

承认精神的力量，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中进一

步追溯它的动因”。 从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恩

格斯揭示了文化对经济基础的依赖关系以及

自身的相对独立性， 揭示了社会经济结构、社

会政治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
揭示了社会的物质生活过程和精神生活过程

的内在关系，揭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

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关系。 在此基础

上划分出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是

社会关系的重要表现。 马克思曾把“精神的动

力”描绘成“动力后面的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

依据人类生产力发展水平来判断人类古代世

界文化发展阶段， 得出了与摩尔根相同的结

论———文明是整个社会进步的标志。 可见，在

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里，文化动力不是虚无缥

缈的意识之流和观念演绎，而是生产方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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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认识演变和思想变迁。 文化不只是被动

的观念形式， 更是物质生产方式影响下的人

类思想之花，它对社会运动、社会进程都有极

大影响。
（二）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

化力量的基本方法

运用联系的观点看待文化的力量。 马克思

恩格斯围绕文化动力建立的联系主要有以下

方面：第一是劳动和文化力量的联系。 劳动促

进了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而文化尤其是科技文

化则提升了劳动的质量和技术含量。 但是，在

资本主义社会里，异化劳动成为常见的文化现

象。 “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

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

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

发展起来。 ”[1](p.300)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孤

立地谈论文化，也不赞成“劳动是一切财富和

一切文化的源泉”的观点。 第二是资本和文化

力量的联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创造了

文化，执行着一定的历史的社会职能。 就是说，
资本主义文化是以价值和剩余价值及资本本

身的存在为基础的，资本和利润迫使资本主义

文化生产不断提速， 并以其强大的科学技术，
推出新的文化产品， 催生资本主义的文化产

业。 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产业

以其前所未有的文化技术和文化生产力，采用

各种手段，对内唤起人们对于“权力”、“金钱”
和“性”的外露的或潜在的欲望，对外以其文化

侵略性对殖民地进行腐蚀和剥削。 第三是技术

进步与文化力量的联系。 恩格斯说，社会一旦

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

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蒸汽机的发明、电力的

发明都印证了这种思想，社会革命中新思想的

产生，则与人们的社会理想有关，是社会变革

的现实要求。
运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文化力量。 马克思恩

格斯在研究文化动力时，是顺着时间的推延来

追寻文化发展的轨迹、 探寻文化发展层次的。
比如他们认为， 穴居生活是最底的文化层，工

具的出现则属于较晚的文化时期。 在人类文化

初期，劳动实践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

活动方式，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文化

标志。 文字的出现和文化的独立性倾向，都是

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是一个不

断积累生产力和积蓄文化力的过程。 其间，社

会分工对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发展推

动社会分工的精细化，文化力量的加速发展趋

势也在不断表现出来。 而“物质劳动和精神劳

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 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

离。 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

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

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

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2](pp.56-57)

运用实践的观点考察文化力量。 文化动力

是在实践中贯彻和表现出来的，尤其是先进文

化的力量，是在群众掌握以后，应用于实践之

中表现出来的。 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可以变

为物质的力量。理论的力量是在群众的实践中

体现出来的。 文化的意蕴是在人类交往中展

现出来的，社会交往使人类关系超出了“虚假

意识”和“颠倒意识”所蕴含的空间，体现了文

化的社会性。 如果把视角转移到人类社会的

走 向 上，不 难 理 解，文 化 是 在 生 活 中 产 生 的，
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 共产主

义作为特殊的文化形式， 既是无产阶级与资

产阶级斗争的理论表现， 也是无产阶级解放

条件的理论概括。
马克思恩格斯理解文化力量的基本思路，

符合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但是，文化作为驱

动社会运行的力量之一， 其作用具有二重性，
先进文化的推动力与落后文化的阻滞力是截

然不同的。

二、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化

力量的思想维度

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的认识，包括广义和

狭义两个方面。 广义的文化是指社会发展的一

定阶段中人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文明，包括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

提及“人类文化初期”，恩格斯也多次讲到“史

前文化阶段”和“希腊文化”。 在《家庭、私有制

和国家的起源》中，他们把史前文化阶段划分

为蒙昧时期、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 这是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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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文明”并列，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 恩

格斯在《人类学笔记》中，沿用过摩尔的“文化

时期”、“文化生活”等词语，在《哥达纲领批判》
中有“文化的状态”的提法，并把“文化”与“财

富”并列使用。 马克思恩格斯还把文化概括为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 马克思曾说：“在

再生产的行为本身， 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

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

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

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

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

的语言。 ”[3](p.494)这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交替

推进的过程，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协同发展

的过程，是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不断扩大

的过程。
狭义上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实践的精神

产品，有时也指文化内含的某一具体因素。 概

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指科学、艺

术、宗教等方面的知识。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

的讲话》中有一段很经典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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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

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

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

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 [1](p.776)在这里，恩格斯用唯物主义历

史观，用科学、艺术的概念来说明文化产生的

原因，讲的是狭义的文化。 马克思指出：“孤立

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虽能创

造使用价值，但它既不能创造财富，也不能创

造文化。 ”[4](p.17)这里强调的是文化的精神性质。
在《反 杜 林 论》中，恩 格 斯 也 使 用 过“精 神”概

念，他说：“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

的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

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

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

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

障碍。 ”[1](p.632)这里所讲的“精神”，也是一种狭义

的文化。 二是将文化与意识形态并列，把文化

界定为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制度及意识形

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从直接的物

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生活过程

和意识形态的生产，意识形态的文化性质充分

显示了出来。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
马克思第一次明确论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

筑这对范畴及其相互关系，把法律、政治等意

识形态归入上层建筑。 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

中，有这样一段话：“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

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

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

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

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5](p.257)其中 的“精 神 的 历

史”和文化及意识形态接近，是狭义的文化概

念。 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文化时，
对其内涵的分类是逐步细化和明确的， 这一

方 面 与 他 们 对 文 化 认 识 的 深 化 发 展 有 关，另

一方面与社会发展中的分工及学科分类的多

样化有关。
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文化有

时指物质文化，有时指精神文化，有时二者兼

有。 但是，占据篇幅较多的是突出文化的革命

性、政治性和对社会革命的推动作用。 就是说，
文化的动力功能主要在于教育群众，提高群众

的思想觉悟，指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这是由

当时的社会状况和革命任务决定的。

三、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

力量的基本认识

（一）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现实力量

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从

科学技术引起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中，得出“两

个必然”的结论。 在《资本论》中提出了科学技

术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观点，认为生产力也包

括科学。 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

量，是发展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

力量。 16 世纪的哥白尼革命，动摇了中世纪神

权统治的思想基础，为文艺复兴运动所提倡的

人文主义提供了思想依据。17 世纪牛顿力学中

的科学精神，导致了法国启蒙运动，推动了法

国大革命。18 世纪以蒸汽机技术为标志的产业

革命，奠定了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 19 世

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不仅描绘了自然界联

系的图景，更重要的是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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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而法国的电力革命，使资本主义步入了垄

断阶段。 恩格斯通过对欧洲历史的考察，得出

的结论是：“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

主义（牛顿的学说和洛克的学说同样是唯物主

义所依据的前提）、 启蒙时代和法国的政治革

命。 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

命。 ”[6](pp.666—667)

科学技术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展现了资本

主义社会的发展欲望和发展能力。 科学技术对

社会发展的智力支持不断加强，在此基础上形

成的精神动力也越来越强大，并且呈现出加速

发展趋势，新理论、新知识转化为实践力量的

时间也不断缩短。 一些技术如火药、指南针、印

刷术的发明初衷发生了不少变异，变成了科技

复兴的手段，变成了精神发展的有力杠杆。 科

学技术的历史逐渐成为消除愚昧的历史，成为

“文明”的历史，科技知识的积累过程与文化力

量的积淀过程融为一体。 科学技术还促进了大

工业的发展，造就了世界市场。 “它首次开创了

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

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

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

自守的状态。 ”[5](p.114)科学技术改变了人们的行

为，增强了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改变了人们

衣食住行的具体内容和方式，扩大了人类交际

的频率和范围。
技术的进步还与文化发展直接联系。 科学

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具有极强的穿

透力和震撼力的文化。 理论形态的科学文化，
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怀疑精神、探索精神和创新

精神的集中表现和动力源头；实践形态的科学

文化，是人类改变外部世界、建立属人的世界

的活动基础。 科学技术拓展了人们的文化视

野，延展了人类的文化界面。 如果舍去地域差

异和民族差异，我们不难看到，在科学技术的

影响下，在原始社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表

象化和直觉化的文化模式； 在农业社会里，占

主导地位的是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文化模

式；在工业文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理性主

义的文化模式。 恩格斯在分析科技对文化的影

响时指出，中世纪文化领域的扩大，同当时逐

步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和当时的技术

进步有着 “伟大历史联系的”，“这个文艺复兴

时代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

物”。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
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

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可见在资本主

义兴起时期， 科技影响下的文艺复兴运动，摧

毁了封建的物质生产方式，为资本主义发展开

辟了道路。 从另一方面看，文艺复兴是当时物

质生产方式和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那

时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表现出极大的发

展潜能和杰出成就， 那时的学者如群星璀璨，
他 们 用 舌 和 笔，用 剑，或 者 两 者 兼 用，成 就 了

“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 不

过，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科

学技术的负面力量也是非常明显的，它是造成

现代社会对抗性矛盾的主要因素之一，它造成

了劳动的异化，使人同马、蒸汽、水一样，充当

了“力量”的角色。
（二）先进的意识形态是社会进步的思想

动因

意识形态是人们意识到的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的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 一种思维

形态，它是为了克服经济基础内部的对立，为

了巩固和维护一定经济基础而出现的。 马克

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力量的论述， 基本观

点如下：
第一，揭示以往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消极影

响，这 里 面 也 包 括 黑 格 尔、布 鲁 诺、路·勃 朗、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等的观点。 他们基本上毫

无例外地把“思想”、“观念”变成支配和决定实

践的唯一起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即使一些带

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也经常片面理解社

会经济发展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 一般而

言， 社会群体的根本利益是意识形态的灵魂，
意识形态是通过这个根本利益的棱镜折射和

反射出来的，意识形态的反映是以群体的利益

为基础的，体现了主体与客体的价值关系。 因

此，不同国度的人群中，“印度人和埃及人借以

实现分工的粗陋形式在这些民族的国家和宗

教中产生了等级制度，所以历史学家便认为似

乎等级制度是产生这种粗陋的社会形式的力

量。 法国人和英国人至少抱着一种毕竟是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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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最接近的政治幻想， 而德国人却在 ‘纯粹精

神’的领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

动力。 ”[5](pp.93-94)而古典哲学家们把“人”强加于迄

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绘

成历史的动力，并且“超脱肉体的精神只是在

自己的想象中才具有力量”。 宗教夸大了意识

形态的作用，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

程了”。 自由主义者关于进步的学说，尽管包括

着社会方面的进步，却把自己打扮成社会进步

的主宰。 施蒂纳等人坚信，意识形态的各种抽

象思想统治着现代世界。 这些颠倒的观念表现

为主体和客体的颠倒，宗教形式与现实世界的

颠倒，历史事实与理论思维的颠倒，宗教的人

与现实的人颠倒，实际上都是在空中楼阁里追

寻科学娱乐，是解决不了现实问题的。
第二，论述意识形态的力量。 恩格斯认为，

尽管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人都具有意识，但国

家意志不是单个人决定的，而是由市民社会的

需要和发展决定的，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

发展决定的。 就整体而言，一个稳定的国家里，
统治阶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大致处于适

应状态，“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

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

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

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5](p.292)意识

形 态 的 变 化 与 一 定 时 期 的 国 家 存 在 相 联 系。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

的思想。 ”[5](p.98)体现这个思想的阶级既是物质力

量，又是精神力量。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

目标是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类解放，无产阶级

意识形态的最终目标是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
但是，意识形态的诸因素中，政治和道德起着

更大的推动作用，哲学、宗教、艺术等通常是通

过政治和道德的中介来影响社会发展的。 马克

思主义意识形态， 在革命时期是革命文化，是

保持党的组织性、纯洁性的思想基础。 共产党

人之所以在实践方面始终是最坚决的、起推动

作用的部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理论方

面最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

果。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是建设文化，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应该

立即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建设上来，这不

能不发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引领功能和导

向功能。 而且，作为体现意识形态核心内容的

党纲，其完善程度与党的成熟程度有极大的关

联， 政党文化的力量影响着党的存在形式，即

是“地方性的党”还是“全国性的党”，是“潜在

的党”还是“实在的党”。
第三，分析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前提。 意

识形态总是隶属于一定阶级的，总是一定政权

体制下的国家上层建筑。 当一定阶级的意识形

态与国家总体利益相一致时，便会对社会发展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当阶级意识与国家利益

不相协调时，便会生出诸多矛盾。 恩格斯在分

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时是这样描述的：“中世

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

和神学。 但是到了 18 世纪，资产阶级已经强大

得足以建立他们自己的、同他们的阶级地位相

适应的意识形态了，这时他们才进行了他们的

伟大而彻底的革命———法国革命，而且仅仅诉

诸法律的和政治的观念”。 [7](p.235)在意识形态发

生作用的过程中，思想家的影响不能忽视。 意

识形态的力量表现是有条件的，在马克思恩格

斯看来，只要进一步发挥唯物主义论点，并且

把它应用于社会实践，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

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展现出来。
（三）科学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信仰是社会

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个社会不能缺少价值取向和精神信仰，
而由这种取向和信仰的思想观念构成的体系

就是价值体系。 不同社会的价值体系是不同

的，它由主流意识形态决定，并为主流意识形

态服务。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价值体系是社

会凝聚力的重要体现，是影响社会变迁的重要

因素。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价值观念

占统治地位，非资本主义及其观念受资本主义

观念的支配。 实际上，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每

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

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

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

表达就是： 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
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

思想”[5](p.100)， 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价值体系也不

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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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值观上，马克思恩格斯还分析了资产

阶级的民主观念对社会发展的两重性，分析了

无产阶级价值观的推动作用。 资产阶级的价值

观是资产阶级利益的外化，其虚伪本质被所谓

自由、人权的幌子掩饰着。 无产阶级文化的推

动作用表现为摆脱旧思想的束缚，使人向人自

身和社会的人复归，为人的全面发展，为社会

的全面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 马克思恩格斯极

力推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力量。 他们

认为， 社会主义是一种不断发展和改革的社

会，这是一种文化理念和价值信仰，一直影响

着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而共产主义理

想的价值取向，一直激励着很多人为之奋斗。
（四）无产阶级文化教育是社会进步的重

要保障

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

对人的本质和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有不

同的理解。 遗传决定论者片面强调人的生物属

性，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环境决定论者片面

强调环境的决定作用， 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
教育万能论者夸大教育的作用，否定人的生理

差别。 从文化层面说明教育的作用，建立一个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机制体系，是马克思

恩格斯文化动力观的实践形式之一。 通常情况

下，教育在文化接力中把知识、技能传递给下

一代，使文化从局部走向普及，从“圈子”走向

“大众”，从象牙塔走向社会。 文化教育的动力

功能是很强大的，在谈到德国画家许布纳尔的

一幅画的影响时，恩格斯曾说：“从宣传社会主

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

本小册子大得多。 ”[8](p.589)马克思也认为，1844 年

在西里西亚流行的革命歌曲《血腥的屠杀》，是

一个勇敢的战斗的呼声，鼓舞了很多人。 至于

《国际歌》的影响，更是一定时期内文化力量在

全世界范围的显现。
文化教育作为社会传递知识的一种手段，

是培养人、 提高人的素质的一种社会现象，也

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一种方法。 教育的社会

作用还表现在生产领域， 教育会生产劳动能

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

由生产力所决定的，而人又是生产力中最重要

的因素。 教育通过培养具有一定知识技能的劳

动力，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促进劳动生产

率的提高，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 这样，教育就

表现为一种再生产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把教育同人类社会的未来

联系在一起，强调教育在消灭阶级、消灭剥削、
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方面的

作用，强调教育对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和建设

共产主义的重要意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文化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目标一致。 共产主义文

化的功能在于造就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文

化上的每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9](p.126)

马克思曾把人类社会的状态划分为三大历史

形态和三个发展阶段，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在

私有制度下，旧式的社会分工片面地发展个人

的某种或某些素质， 其他许多素质却被扭曲、
压抑或扼杀了，使人变成了片面、畸形的人。 那

时，文化的主要价值取向是以权力为本位或以

宗法血统为本位，所以文化的功能主要是体现

人与人的依赖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

价值取向主要体现为以金钱为本位或以个人

为本位，文化的动力机制主要体现为以物的依

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 第三大社会形态的文

化发展是与自由人的联合体阶段相适应的。 思

想的巨大进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将使人

们摆脱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解除人对物的依赖

关系。 因此，无产阶级教育的价值指向是造就

出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的人，其结果是人自己

的“存在”与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

四、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力量

作用机制的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化动力是在经济的

推动下、政治的影响下、社会的注目下和社会

主体的实践中发生的。
（一）文化力量是在社会实践主体的推动

下表现出来的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文化是一定社

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并影

响、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是一定社会主体对

过去、现在和未来社会生活的一种自觉认识和

向往，它有时对人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有时

56- -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0 年第 8 期

是突变性的社会因素。 一切理论、科学、技术，
都必须通过人的主体活动和劳动实践，才能转

化为物质力量，转化为生产力。 “历史上的活动

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 ”[8](p.102)辩证

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是承认人民群众创造的

历史， 承认人民群众既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
又是精神文化的生产者。 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

发生作用的机理是不同的，人之所以成为精神

文化历史的主体，是因为人是改造自然改造社

会的物质承担者，是发现与揭示自然奥秘与社

会发展规律的首创者与开拓者。 自然是人化的

自然，它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被注入人的意

志和创造性。 没有作为主体地位的人及其实

践，就不会有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活动，也就不

会有人类文化史。 正是这个原因，马克思指出：
“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

在， 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
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 ”[10](p.127)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打算把新的科学成

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 他们认

为，文化力量是通过知识分子及其他社会主体

的实践发挥作用的。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文

化动力的认识是以人在社会实践中实现自身

本质为目的的。
（二）文化力量是在经济与文化的协同作

用中体现出来的

社会形态受到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文化

行为的影响，并在经济的主导下发生变化。 其

中，文化力量是社会发展中最持久、最深厚、最

顽强的力量。 在社会发展中，“人的依赖阶段”、
“物的依赖阶段”、“自由而全面发展阶段”都与

一定的文化水平相适应并受到相应文化形式

的影响，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市场经济也都与

一定的文化形式相联系并受到相应文化形式

的影响。 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科学技术显示

出不同的影响，“手推磨”推出了封建时代的生

产关系，“蒸汽磨”推出了工业革命时代的生产

关系，“电气磨”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市场关系

的发展。 在这里，文化发展水平与生产力发展

的一致性充分显示出来。 在文化与经济的协调

发展中，先进的思想观念、人文资源与文化设

施是引导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而且处

于文化核心层面的思想观念，对经济发展的导

向和核心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三）文化力量是在政治与文化的协同作

用中体现出来的

在文化与政治的协同作用中， 政治民主、
政治体制、政治制度、政治意识等对社会的文

化生态具有重大影响，文化的动力是在这样的

环境下发生作用的。 马克思指出：“只有根据他

们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结构……才能够既

彻底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

解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 ”[11](p.296)就

政治作用而言，国家制度对意识形态文化的影

响极大，在不同的国家形态中，各种思想、文化

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 从认识理念上看，在

无产阶级的社会运动中，政治运动和精神运动

是一致的， 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成果是一致的，
文化发展和社会走向也是一致的。 在政治变革

中，文化的动力不是表现为厚厚的读本，而是

贴近生活的生动材料。 无产阶级的政治文化、
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如

果文化教育与政治脱离，则有可能会失去方向

性。 如果思想文化不同生活结合，就会失去存

在的意义，充其量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对实际

生活不会发生影响。
（四）文化力量是在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协

同作用中体现出来的

社会生活的精神活力与文化精神的社会

动力是互相映照的。 一般而言，思想力求成为

现实，现实力求趋向理想，这是互动的过程。 在

文化动力与其他社会关系的协同作用中，马克

思恩格斯有不少论述。 如社会分工，它“不仅使

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

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

且成为现实”。 [5](p.83)又如市民社会，“就单个人

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

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

使他行动起来， 同样， 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

（不管当时是哪一个阶级统治着）， 也一定要

通过国家的意志， 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

效力。 ”[7](p.251)再如思维的影响，恩格斯认为“外

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

人 的 头 脑 中，成 为 感 觉、思 想、动 机、意 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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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5 页）与准确性。

2．要充分利用现代化工具获得反馈信息。

众所周知，信息在反馈过程中的中间环节越多，其

失真度就可能越大， 即信息在层层传播中不仅耽误了

时间， 而且容易被歪曲。 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化工

具，建立必要的信息反馈制度，会改善这一不良 现 象。

思想政治教育部门可以在自己的网站上开辟留言板或

留下联系领导的 E-mail（电子邮箱），受众可以在上面

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不仅更为直接，而且速度快。

当然，这些信息不一定都是准确的，甚至有些是偏激或

歪曲的。 这实际是对我们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者提出

的又一挑战，即如何学会利用现代化工具、如何学会鉴

别信息的真伪，学会对正、负信息的把握和处理”。 [8]

3．要把正反馈调节和负反馈调节相结合。

在反馈理论中，“正反馈调节是指将系统运动的反

馈信息返送回来，加强再输出信息，以扩大系统运动的

正效应”。 [9]在思想政治教育反馈系统中，就表现为思想

政治教育效果较好时，采取措施加以强化，使之巩固和

发展，以取得更佳的效果。 一般说来，主要有表 扬、鼓

动、激励、竞争、正确树立典型等措施。 “负反馈调节是

指反馈信息对再输出信息起抑制和削弱作用， 从而使

整个系统趋于稳定状态”。 [9]目前，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效

果不佳，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不强，主要原因就是没有

根据受众负反馈信息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进行很好的

分析与调整， 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一直与受

众的接受能力存在偏差， 或者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系统

中存在一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思想政治

教育部门就不能根据反馈机制进行及时 有 效 的 调 整。

这样一来，问题堆积多了，就容易导致受众产生逆反心

理，不愿意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

过程中， 不能只采取正面反馈信息， 忽视负面反馈信

息，应该把正反馈调节和负反馈调节相结合。 对各种反

馈信息加以分析、核实，及时进行调整与控制，不 断 激

发和扩大有利因素，控制和减少不利因素，使思想政治

教育能够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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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

‘理想的力量’。 ”[7](p.232)还有宗教消亡与文化教

育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宗教的消逝必须由社

会发展来促成， 而教育又必须在社会发展中

起重要作用。 ”[12](p.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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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structive significance to view ideology and understand the subjectivity in the process of reception, explore the laws of communica -
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udience. Borrowing the theory of audience an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of the poor effec -
tiveness in ideological work in the present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probes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 -
ological work through optimizing the process. （TANG Kun-xiong GUO Rui）
Humanity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re value system of social-
ism and the historical mission and function of humanity intellectuals cannot be separated. On the one h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re
value system provides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the intellectuals, and on the othe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re value system needs
the creative function of culture and spirit of the humanity intellectuals. The route for them to exert their influence lies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first, self reflection to the personality alienation caused by the market economy; second, to criticize commodity fetishism;
third, to construct the value system in the new situation; and the last, to promote the value system to permeate among the public through
composing popular cultural works.（ZHAO Si-kong）
On the Cultural Power in the Vision of Marx and Engels: The basic precondition in Marx and Engels’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pow-
er is to stick to materialist historical view and materialist dialectics. Both of them maintain that, man is the subject in the action of cultur -
al power and the human society is the object of the cultural power, social practice is the agent. In the analysis of 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the direct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the social progress. Advanced ideology is the cause of social progress; scientific value
system and faith are the important force to boost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cultural education is the important guarantee. The ac -
tion mechanism of culture presents through the coordinated action of economy, politics and the related social relations. （MENG Xian-
ping）
Mao Zedong and the Sinoniza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Marxism: In the relations of popularity and specialty, Marxism dis-
plays the historical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which determines that it is necessary and possible in realizing the Sinonization process.
The possibility is embodied in the humanity concern to the secular society and the pursuit to the ideal society as well as to its emphasis
on the practice to bridge secularity and ideal. By critical inheritance of the elements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ccepting of the
Chinese folk culture and social mentality, and processing of the discourse materials popular among the people, Mao Zedong created the
Marxist discourse with Chinese style, which should become our precious experience to further promote the Sinonization and populariza -
tion of Marxism in the contemporary era.（CHEN Xi-xi WENG Mei-ping）
The Sinonization of Marxism and the Interactive Fus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ization : To construct so-
cialist culture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eds to study the relations between domesticated Marxism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Focusing on the dual identity and the homogeny of the domesticated Marxism, the dual characters and its
modern expans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paper maintains that, to stick to and optimiz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must fur -
ther promote the interaction of the domesticated Marxism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bring more Chinese
characters, style and spirit to Marxism and make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cquire the modern form. （HUANG Kai-feng）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PC’s Cultural Theory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onnotation of socialist culture has been developing from “socialist ethics”to “advanced culture”and then “harmonious culture”. As an
organic component of socialist entirety and the important ele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of a country, culture reflects the nature,
tenor, capacity and advancedness of the party-in-power. The thought for the cultural system reform is becoming clearer and clearer.
The cultural work in foreign affairs to every sides such as cultural diplomacy, cultural trade, cultural exchange and cultural promotion to
foreign countrie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developed, all of which reflects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cultural theo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LIU Cang）
An Useful Exploration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Study-oriented Marxist Party : To go with the time and to carry forward study
activity considering the new situation and task is an important key weapon for our party to lead the revolutionary work to achieve victo -
ry one after another. The Eigh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with Mao Zedong as the core had made positive exploration in con -
structing a study-oriented party and achieved a lot, but also left some historical lessons. To review and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in their exploration of constructing a Marxist study-oriented party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present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study-oriented political party.（YUE Kui）
The Important Position and Role of Ideological Work in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 As a powerful weapon of our party in educa-
tion, organ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the masses to realize their self interests, the ideological work has been a good tradition and advan -
tage of our party. Either in the period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or reform and opening, the ideological work has been in the core posi -
tion and played indispensable roles. To carefully summarize the position and roles in the 99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CPC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make a new situation, carry forward the advantage and provide ideological and spiritual pow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socialist cause. （WANG Xian-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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