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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马克思新世界观立脚点确立的野开始冶是叶神圣家族曳的写作遥 这个开始阶段的理路是院将存在决定
意识的原则植根于野外部的感性斗争冶袁从而唯物主义地初步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曰把唯物主义
地初步解决了的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结论袁运用于社会生活的研究袁从而初步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
基本原则曰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建立于群众的野历史活动冶之上袁从而论证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
地位和作用援这给我们的启示是袁要有突破前人的勇气袁要有理论创新的精神和永远贴近生活尧贴近最基
本群众的立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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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思格斯称为野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冶淤的叶关于费尔巴哈提纲曳中袁马克思
指出院野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耶市民爷社会曰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遥 冶于这就
是说袁立脚点的确立袁是新世界观萌芽的标志遥 这一标志出现的时间是 员愿源缘 年 员 月遥 在此之前袁有一个
野开始冶遥 渊恩格斯指出院野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袁必定会有人走的遥 对抽象的人的崇拜袁即费尔巴哈的新
宗教的核心袁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遥 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
尔巴哈观点的工作袁是由马克思于 员愿源缘 年在叶神圣家族曳中开始的遥 冶盂这个野开始冶袁就是 员愿源源 年写作尧
员愿源缘 年出版的叶神圣家族要要
要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曳遥 分析这一野开始冶中的理论思路袁对于我们具
有重要的启示遥
一尧将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则植根于野外部的感性斗争冶袁
从而唯物主义地初步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主张野我们的幸福属于千万人冶榆的马克思袁曾经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遥 员愿源员 年在其发表的论伊壁
鸠鲁哲学的博士论文中袁野所持的观点完全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观点冶虞袁因此袁尽管他在政治上具有革
命民主主义立场袁并不同意鲍威尔等人把客观历史进程归结为野天才冶人物自我意识的发展和归结为对
宗教的批判袁但他也只是认为袁在哲学改变世界的同时袁世界的合理发展只有通过精神和现实的结合才
能实现愚遥 在他的世界观的深处袁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则并没有确立袁至多也只是把思维和存在关系理解
为相互制约尧相互作用曰他也把实践概念引入了哲学袁而这里所说的野实践本身是理论的冶舆遥 与此同时袁
恩格斯虽对谢林实证哲学的神秘性尧非理性尧反动性进行了批判袁而此时袁他只是一名黑格尔辩证法的
拥护者余遥 在写作叶神圣家族曳时袁马克思恩格斯已经野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基础遥 冶俞这一基础
包括了三个方面的重要思想曰一是在对鲍威尔的野批判哲学冶的批判中袁论述了思维和现实的关系袁二是
揭露了思辩哲学的秘密袁阐明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袁三是对 员苑要要
要员愿 世纪唯物主义发展史进行了考
察遥 重读这部著作袁追问是什么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观发生了转变芽这一转变是怎样发生的芽答案
是院把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则植根于实践要要
要当时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为野外部的感性斗争冶之中遥
鲍威尔的哲学被称为自我意识哲学遥 马克思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要害就是颠倒了思维和存在
的关系袁野用耶自我意识爷即耶精神爷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遥 逾用野批判冶这个武器把无限的自我意识之外还
有有限的物质存在自居的一切袁都变成单纯的假象和纯粹的思想 员员 遥 毫无疑问袁这是对黑格尔客观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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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改造遥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立场上袁对此进行了批判袁把社会意
识和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野颠倒冶过来袁援问题根本的解决虽不是在这本书里实现的袁但解决问题的大致
方向是在这里确定的遥
马克思恩格斯在 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 中指出院野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噎
噎袁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育回答的问题曰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

自己头脑的芽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遥 冶 员圆 这里所说的野人们是怎
样把这些幻想耶塞进自己头脑冶爷的问题袁实际上是要寻求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根据要要
要实践遥 正是这
个实践袁使得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得以确立袁并在此基础上能够唯物主义地解决认识的发生尧发展和真理

标准的问题遥 这个根据袁在叶神圣家族曳中被称为野一切外部的感性斗争冶 员猿 尧野世界的感性现实冶员源 遥 当然袁对
这一根据的确定袁还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色彩袁但毕竟是向以实践为根据的方向的一次重大发展遥
马克思恩格斯对个别和一般关系的阐解袁是那样的酣畅淋漓袁得到了已经接近于唯物主义基础上
的科学解决遥 个别和一般的关系袁是贯穿欧洲中世纪一千多年唯名论和唯实论之间争论的焦点遥 由于没
有以实践为根据袁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人做出令人信服的解答遥 马克思恩格斯做到了袁秘密就是以实践
为基础遥 个别和一般的关系袁从本体论上用思辩哲学论述的袁最早要算柏拉图遥 这个一般被他用理念来
代替袁作为个别的现实世界袁只是理念的分有或摹仿遥 这是对自然哲学家的唯物主义本体论的一种否
定袁是对客观世界真实面貌认识的一次倒退曰然而却又是人类思维发展的一次大的飞跃遥 因为袁自然哲
学家尽管力图从自然界本身来寻找其原因袁但人类思维的进步却告诉人们袁现象是变动不居的袁唯有本
质是恒定不变的遥 这个本质的最高层次就是柏拉图所说的理念遥 这种对世界本质把握的诉求袁由于脱离
实践或所依据的实践的历史局限性袁不仅不可能达到真理的程度袁反而离真理更远遥 柏氏之后的亚里士
多德力图把理念和感性事物结合起来袁提出了野四因说冶袁但最终还是以形式因的主动地位确定了思想
这一隐德来希渊耘晕栽耘蕴耘运匀耘陨粤冤作为最高尧最完满的存在遥 从这以后袁唯名论和唯实论争论贯穿于整个
欧洲中世纪袁在见仁见智中磨砺和启迪着人类思维对真理的追求遥 英国的经验论具有唯名论的思维传
统袁而欧洲大陆的唯理论继续了唯实论的思维精神袁在休谟的启示下袁康德的批判哲学力图将经验论和
唯理论统一起来袁并将先验范畴通过统觉来说明形而上学作为揭示世界普遍规律的科学可能性袁然而
却失败了曰他面对理性的对象陷入了野二律背反冶袁不得不为上帝的存在留下地盘遥 康德之后袁经过费希
特和谢林袁对世界普遍本质的探讨采用思辩的方式袁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遥 在这个顶峰的哲学体系
里袁由于辩证法的运用袁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作为方法得到了精辟阐释袁而作为本体论袁仅仅重复了柏拉
图之后唯心主义的结论袁即把运用一般指导个别认识的过程歪曲为一般创造个别的过程袁因而袁野把实
体了解为主体袁了解为内部的过程袁了解为人格遥 冶 员缘 马克思恩格斯说明了人们的认识过程总是由个别到
一般袁并运用一般对尚未深入研究的个别进行认识的过程遥 这就找到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遥 之所以
能解决困扰人类几千年的问题得益于紧紧地依据实践遥 这种实践袁不仅包括生活中对一般果实与具体

果实的认识袁而且运用了矿物学家的思维过程为例 员远 袁更以无产阶级的生活实践为准院工人们野非常痛苦
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尧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遥 冶 员苑
对一般和个别关系的正确地理解是唯物主义地理解思维和存在关系的继续和深入袁也是科学认识
法国唯物主义的前提遥 所以袁马克思恩格斯针对鲍威尔一伙对唯物主义的攻击以及对 员愿 世纪唯物主义
的歪曲袁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考察了 员苑要要
要员愿 世纪唯物主义历史袁开始建立唯物主义的哲学史观遥
他们指出袁野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袁一派起源于笛卡尔袁一派起源于洛克遥 后一派主要是法国有教养
的分子袁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遥 前一派是机械唯物主义袁它成为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的财产遥 这两个派

别在发展过程中是相互交错的遥 冶 员愿 最近有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袁提出野重新审视唯物主义的历史形
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冶 员怨 袁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划分存在野以人本主义逻辑尺度界划出冶野唯物主

义派别冶的问题 圆园 遥 我们这里不去讨论这其中的学理问题袁而只讨论其中的野立脚点冶问题遥 马克思恩格斯

分析法国唯物主义的野立脚点冶袁是指野当时生活的实践性质袁 圆员 冶并同时指出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密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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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袁所以袁法国唯物主义必然是反神学尧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袁而脱离了自然科学袁野形而上学变得枯
燥乏味了遥

圆圆

冶这对我们今天也有着重要的意义遥

二尧把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唯物主义的初步结论运用于社会
生活研究袁从而初步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在马克思思格斯所处的时代袁自然科学以自己对自然界本质和规律认识的真理性权威得到人们的
公认遥 人类社会应不应该有自己的野自然科学冶呢芽应该有遥 遗憾的是袁此时充塞历史科学的是唯心主义
的学说遥 费尔巴哈力图让唯物主义的阳光照进去袁但他的人本主义的立场使他难以完成任务遥 完成这一

任务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袁起点是从野神圣家庭冶开始的 圆猿 遥
关于这一野开始冶过程的内容袁主要有三个方面院一是揭示了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曰二是他们的
思想已经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概念接近曰三是对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做了进一步探讨遥 这些内容袁有关
的学术著作圆源 做了详细的介绍遥 我们要说的袁是其中的理论思路遥
首先袁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存在决定思维的哲学立场上袁批判了鲍威尔自我意识是历史发展的唯一

动力的观点袁把人作为历史的主体袁指出创造历史的野正是人袁现实的尧活生生的人遥 冶 圆缘 说到人袁就不能不

说到费尔巴哈遥 这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用人的学说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野炸开并抛在一旁遥 冶 圆远 但
是袁他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理性尧意志袁感性袁在历史领域又陷入了唯心主义遥 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袁
是野以工业和生活本身冶为基础的人袁并以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为前提袁野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遥 甚
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袁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遥 冶 圆苑 至于人们的

意识袁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野自己全部世界观的基本原则 圆愿 冶袁得出了生产实践
的根源性院野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院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

围遥 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遥 为了实现思想袁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遥 冶 圆怨 袁其次袁马克思恩格斯分
析了野市民社会冶袁在批驳鲍威尔等人对蒲鲁东经济学说曲解的基础上袁进一步从人对物质生产资料的
依赖关系中得出了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必然发生的关系曰野实物是为人的存在袁 是人的实物的存在袁

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袁是他对他人的关系袁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遥 冶 猿园 最后袁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院野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的代表是资产阶级冶袁 猿员 他们把国家野看做自己的排他

的权力的官方表现袁看做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确认遥 冶 猿圆 这已经接近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
关系的原理遥
三尧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建立于群众的野历史活动冶
之上袁从而论证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袁生产实践活动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袁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主人翁地
位和作用便得以确立袁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得到初步论证遥 这是叶神圣家族曳中关于历史创造者分析的
基本结论遥 这一结论袁是与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建立于群众的野历史活动冶之上分不开的遥
他们坚决地批判了把野英雄冶和野群众冶对立起来的观点袁指出了这在野事实上不过是黑格尔历史观

的批判的尧漫画式的完成 猿猿 冶曰并以法国革命为例袁针对鲍威尔把物质利益原则与思想原则对立起来并进
而否定人民群众和物质利益原则的作用的观点袁肯定了物质利益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遥 马克思恩
格斯指出院野耶思想爷一旦离开耶利益爷袁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遥 冶猿源 物质利益决定作用的确立袁便逻辑地将人
民群众的野历史活动冶看作了历史的动力和基础遥 他们说院野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袁它耶并不拥有任何无
穷尽的丰富性爷袁它并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爷浴 创造这一切袁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袁不是
耶历史爷袁而正是人袁现实的尧活生生的人遥 耶历史爷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的目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
殊的人格遥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遥 冶 猿缘 野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 猿远 冶这种以群众的
野历史活动冶为立脚点的分析袁已不再是叶员愿源源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曳中用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思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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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人类社会历史了袁而是开始从现实的物质生产以及物质利益的视角袁深入到历史发源地内部来分
析历史活动袁由此日益接近于新世界观的科学体系遥
以群众的野历史活动冶为立脚点袁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进行了初步论证遥 在马克思
恩格斯看来袁人民群众的先进部分就是无产阶级遥 因为袁无产者和资产者不仅是野贫富之间的这一全部

对立袁正是对立的两个方面的运动袁整体存在的前提正是包含在这两个方面的本性中冶 猿苑 袁而且二者的地
位不同袁无产阶级要消灭资本主义的异化状况袁采取革命行动袁消灭私有制袁改变自己的屈辱地位遥 这种
野历史活动冶赋予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遥 首先袁根据资本主义野在自己的经济活动中自己已把自己推向

灭亡 猿愿 冶的历史必然趋势袁无产阶级要通过自己的能动活动袁推翻私有制曰其次这种活动不是自发的袁先

决条件是野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贫困噎噎意识到自己的非人性 猿怨 冶袁以便像英尧法无产阶
级中很大一部分人那样袁野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袁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达到完全明显的地步遥
冶第三袁指出了野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冶 源员 遥 他们写道院野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
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作自己的目的袁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袁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
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遥 无产阶级不是白白地经受了劳动那种严酷的但是能够把人锻炼成钢铁
源园

的教育的遥 冶 源圆 也就是说袁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埋葬者和新社会的建设者的历史使命袁是历史赋
予他们的曰这一历史使命的实现袁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遥
四尧结

语

以上的理路分析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芽首先是要有突破前人的勇气遥 曾经是黑格尔主义者的马克

思恩格斯袁受费尔巴哈的启发袁一下子就成了费尔巴哈派 源猿遥 然而袁他们在真理的探索中袁根据实践的结
论袁对费尔巴哈进行了超越袁终于在人类社会的研究中引入了真理的光辉遥 其次是要有理论创新的精
神遥 他们坚定地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底袁以生产力为依据去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袁井敢于拨开在宗
教与现实生活尧现实生活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重重迷雾遥 从而得出新的理论遥 第三要坚持永远贴近生活尧
贴近最基本群众的立场遥 叶莱茵报曳时期马克思就有着鲜明的在生活中求索真理尧为劳苦群众利益辩护
的立场袁这种立场在叶员愿源源 年经济中哲学手稿曳中表现为在理论上对异化劳动的分析遥 这种立场袁在恩格
斯那里更加突出遥 所以袁恩格斯的世界观转变是从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入手袁到了解工人阶级的实
际情况中实现的遥 在上述理论中袁这一立场更加鲜明袁更加坚定遥
叶神圣家族曳出版后袁马克思思格斯在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中系统地清算了自己的哲学野信仰冶 源源 袁并对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了系统的阐述遥 随着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标志要要
要叶共产党宣
言曳的发表袁马克思同恩格斯携手开始了创造伟大的革命理论和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人生里程遥 他
们以人类无与伦比的友谊战胜了无数困难袁获得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成就袁指明了无产阶级和劳动
人民的解放道路袁这是一座思想和人生的丰碑袁永远值得我们景仰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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