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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陶德麟

内容提要

国内外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看法有不少

分歧。本文讨论了三个前提性的问题, 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涵义问
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验
总结问题。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分析, 作者对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
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理论和方法的歧异进行了辨析, 阐明了自
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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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在国内外都已有许多成果, 但研究者的视角和切入点不同, 观点
和结论也就有所不同。这些歧异的深层原因是对一系列前提性问题的理解的歧异, 以及由此造成
的方法论上的歧异。讨论这些歧异, 有助于研究的深化。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涵义问题
在有些研究者看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是已经存在的事实和正在继续的过程, 而是尚
未实现的理想和有待规划的工作。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接受的哲学是从苏俄传来
的, 主要的不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 而是恩格斯的哲学、
列宁的哲学、布哈林的哲学以及其他人转述
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 ; 后来则主要是斯大林的哲学以及按照斯大林的观点写出来的苏联哲学教科
书。至于中国人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例如李大钊、
李达、
瞿秋白、
艾思奇等人写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
甚至毛泽东的哲学, 也都是 苏联模式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哲学与马克思本人的哲学相
去甚远, 实际上是一种变形走样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 , 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于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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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著作中表述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人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因此, 所谓马克思主义哲
学中国化, 实际上并没有这么一回事。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迷途知返, 亡羊补牢, 重新解读马克思本
人的全部文本, 找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然后才有资格开始谈中国化的问题。
对此, 我的质疑有如下几点:
一、
苏俄并不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惟一渠道, 从这个渠道传来的也并非没有马克思
本人的著作。中国人是直接翻译和研读了马克思本人的许多重要著作的, 并非只知道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的著作和苏联教科书。这是史实问题, 并不复杂, 一查就明, 这里无须罗列。
二、
说只有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表述的哲学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其他马克思主义者表述的都
是赝品, 中国人一直以赝为真, 以致误入歧途, 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说法, 因为: 1. 马克思的哲学思
想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 什么时期的马克思著作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事实上对这个
问题学术界的意见也并不一致。如果肯定马克思某一时期的哲学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那么马克思其他时期的哲学思想又该如何看待? 2. 断言恩格斯的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有原则分歧
的文章, 国内外已经写得很多( 例如说他们的分歧是 物质本体论 与 实践本体论 的分歧、实体思
维方式 与 实践思维方式 的分歧、人本主义 与 物本主义 的分歧等等) 。这些文章的论点是否
站得住脚, 这里不拟具体论及。只提一个问题: 恩格斯的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有相当一部分是与
马克思合写的, 或者是经马克思本人审读、
认可并高度赞扬的, 马克思怎么可能容忍他在原则问题
上歪曲马克思主义而不加纠正? 马克思逝世后, 恩格斯的哲学著作也一贯遵循了马克思的根本思
想, 又有何歪曲之处? 3. 列宁的哲学思想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有所增益、有所发展的, 这种增益
和发展诚然有它的侧重点, 但根本原则与马克思的哲学并无二致, 歪曲之处又何在? 4. 斯大林对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表述确有严重缺点, 但这些缺点远不足以否定他的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
性质, 说他的哲学思想是有严重缺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可, 说他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赝品则不可。顺便说到, 人们常常以 联共( 布) 党史 四章二节为标本, 而不提斯大林的其他著作
( 例如晚年的 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和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中的哲学思想) , 这也有欠公平。
5. 中国人对从苏联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并不是盲目信奉、
亦步亦趋的,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哲
学观点就有很多批评, 更不用说对苏联教科书和 简明哲学词典 的批评了。中国人在八十多年里
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 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何尝真伪不辨, 误入歧途?
三、
中国人是在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背景下, 为了救亡图存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世界上的学
说多矣, 中国人何以对马克思主义特别垂青? 就因为中国人需要拿它做思想武器。现在有些学者
不大喜欢 武器 这个词, 似乎一说 武器 , 就有污学术殿堂的纯洁。可是马克思本人就说他的哲学
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当时中国人是没有闲暇做不食人间烟火的纯学理研究的, 他们要找的确
实就是武器。而衡量武器优劣的标准当然是效果, 也就是看某种武器对解决中国的问题 灵 不
灵 , 中用不中用。那时的中国人如饥似渴地从西方引入了好多在西方曾经很 灵 的武器, 拿到中
国来就不 灵 了, 因为所有这些武器都是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作论证的理论, 而中国已经
没有重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了。 学生 希望也像 先生 一样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可
是 先生 却要 学生 做他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中国人拿着这些武器, 根本看不清中国何以落
到如此地步的症结, 按照这些理论制定的方案也一个一个地碰壁。在这种走投无路的处境下, 才找
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虽然也产生于西方, 但它不是为资本主义的永恒性辩护的理论, 而是
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理论, 它的视野比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广阔得无比。用这种理论看世界、
看中国, 许多过去解不开的谜顿时就解开了, 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从根本方向上弄清了。中国共
产党开 一大 的时候只有十三个代表, 而且都是手无寸铁的书生, 全国也只有五十多个党员。然而
9

学术月刊

2003 . 11 .

就是这样一个党, 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指导中国革命, 仅仅花了二十八年就推翻了 三座大山 ,
建立了新中国。如果说, 当时 引进 的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赝品, 但这种赝品居然有如此翻天覆
地的明效大验, 岂非神话?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利用 五四 运动造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 断裂 , 钻
了空子, 乘虚而入 的。这也不能服人。且不说中国传统文化 断裂 之说就是耸人听闻的不实之
词, 极而言之, 即使真的 断裂 了, 成了真空了, 为什么别的外来理论不能 乘虚而入 , 在中国生根
发芽、
开花结果, 而马克思主义独能如此? 有人说这是靠武力。这也说不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和共产党人开始没有一枪一弹, 后来有了军队, 也比敌人的武力弱小得多, 而 三座大山 拥有的武
力则不知要强大多少倍。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胜利了。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中国社会
的客观需要来解释如此大事, 如何说得通?
四、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没有 走样 的问题? 当然有。如果认为只有与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不爽
毫厘才算不 走样 , 那么 走样 的事实确实存在。但有两种不同性质的 走样 : 一种是从根本上背
离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并且朝着倒退的方向 走样 。这是不可取的, 因为它是倒退, 是思维
水平的降低。一种是从根本上坚持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而又有所前进。这是大好事。不允
许后一种 走样 , 就等于禁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把马克思的思想视为化石。如果把这种 走
样 也看成罪过, 那么第一个难辞其咎的就是马克思本人。马克思的思想也是活的, 也在发展, 他的
哲学本质上就是批判的, 不仅批判别人, 也经常批判自己, 自己也常常 走样 。如果马克思今天还
健在, 他还会一字不差地复述他一百多年前的每一句老话么? 马克思自己可以根据实践和认识的
发展做一些 走样 的事情, 为什么他的后继者就没有这个权利呢?
五、
对马克思著作文本的系统研究确实是一件极有价值的基础性的工作, 丝毫不能看轻。过去
的工作远远不够, 而且也不能说过去对马克思原著的理解就足够全面准确, 没有任何偏差和误读。
今后还需要下大力气解读马克思的原著, 以求尽可能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原意, 这是毫无疑问
的。现在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条件做好这件工作。可是, 要求不爽毫厘地 回到 马克思是不可
能的。马克思的文本不可能自己解读自己, 去解读文本的还是我们这些当代的大活人。无论你怎
样努力避免前见, 你还是不可能彻底摈除自己的 主体性 : 你的世界观、文化背景、
知识结构、
语言
框架乃至感情气质等等, 都在无形地支配着你的解读方式, 使你解读出来的结果无法与马克思本人
的原意不爽毫厘。你自以为你解读的结果是百分之百地回到了马克思, 其实却未必如此。即使你
一字不漏地掌握了马克思的全部文本, 而且以汉学家训诂考据的精神去皓首穷经, 你也未必就百分
之百地回到了马克思。极而言之, 即使起马克思本人于地下, 请他自己把自己当年著作中的思想准
确无误地复述一遍( 这应该算是彻底地回到马克思了) , 他的话对听的人来说也还是文本, 也还是有
个解读的问题, 其困难与解读马克思当年著作文本的困难并无二致。何况, 即使所有的人都能解读
得与马克思本人的 原意 完全一样, 也还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更重要的一半, 即马克思主义哲学
如何中国化的问题还没有开始解决。而这个问题如不解决, 即使彻底 回到 了马克思, 对中国的意
义也是很有限的。中国的朴学家尚且讲 通经致用 ,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而可以不顾实践的需
要吗?
我以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是一个虚构的幻影, 而是一个已经存在了八十多年的客观
过程, 这个过程现在还在继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对象就是这个过程。研究的任务
就是对这个过程进行理论的反思, 尽可能真实地描述它的逻辑, 揭示它的机制, 阐明它的意义, 总结
它的经验, 预测它的前景, 规范它的道路, 推动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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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可能, 如何可能? 这是又一前提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外来哲学
是否可能民族化或本土化问题的一个特例。
对这种可能性持极大保留态度的研究者并不否认被人们称为 某某哲学某国化 的现象。不过
他们认为, 这种现象其实并非某某哲学的某国化, 只不过是误认为如此而已。其主要理由是, 哲学
与民族的文化传统不可分离, 特别是与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不可分离。具有不同质的文化传统的
民族, 语言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往往极大, 在哲学的一些关键概念上几乎没有可通约性, 甚至找不到
对等的语词来翻译这些概念。勉强翻译了, 本民族的读者也必定会按本民族对这个语词的习惯用
法来理解这些外来概念, 结果是歪曲了这些概念的原意。所以, 看起来好像是某某哲学某国化了,
其实往往是某某哲学被某国误解了。被误解了的某某哲学当然已不是某国化了的某某哲学, 而是
另一种与某某哲学不相干的东西。当然, 持这种看法的学者也没有绝对否认某某哲学某国化的可
能性, 但认为要实现某某哲学某国化, 就必须首先不断地改变某国的传统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 一
直改变到与某某哲学所由产生的那个民族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一模一样为止。这是一条巨大的
文化鸿沟, 需要经过若干代人的努力, 才可能跨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古希腊哲学这个源头传
下来的。不真正理解古希腊哲学就无法理解全部西方哲学, 也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古希
腊哲学的最根本的概念与中国传统哲学却不可通约, 所以迄今为止, 中国人自以为理解了马克思主
义哲学, 其实是一直在误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自以为是在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其实是把马克
思主义哲学化成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相干的东西。要改变这种状况, 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改变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只有改变到同西方人一样了, 跨过了这个文化鸿沟, 中国人才可能
理解西方哲学, 也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按照这种看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今还没有进中国
的大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今也还没有出现。
对上述这些看法, 我的质疑有如下几点:
一、
哲学与产生这种哲学的文化传统的关系是无可否认的, 但既为哲学, 无论 形而上 到什么
程度, 所论的总还是宇宙人生的大事, 概括的总还是具有普适性的内容, 而不可能只是一个文化圈
里的秘传暗语, 更不可能是哲学家私人的自言自语。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当然有民族特征, 但各民
族之间的生存条件和实践方式也并非毫无共同之处, 由此形成的思维方式也不会绝对地 格不入。
即使假如有一天真有 外星人 同我们打交道, 我相信他们的逻辑与我们还是相通的。同在一个地
球上的人, 何至于彼此的思想就不可以互相沟通、
互相理解? 那鸿沟就真的巨大到几乎不可逾越?
倘真如此, 现在大家提倡的文化交流和对话等等岂非痴人说梦? 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是西方哲学
传统的产物, 它的表述形式也确与中国传统哲学大相歧异, 但它的内容却是全人类的。它的基本原
理和基本精神, 它在哲学领域里造成的变革, 是世界各民族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可以理解的, 并
不因为中国人一解读就面目全非。产生佛教哲学的印度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也并不
小, 然而中国人理解了佛教哲学并把它改造成了许多派别的中国化的佛教哲学。谁也不会说这些
中国化了的佛教哲学就不成其为佛教哲学。佛教哲学如此, 马克思主义哲学何独不然?
二、
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批中国人确实不是西方哲学的专家, 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
习惯当然也与地道的西方人有所不同, 但他们也决非对西方文化一无所知的冬烘先生, 而是相当熟
悉西方文化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述, 在今天看来虽然简单一些, 也不见得
处处准确, 但总的说来还是得其要旨, 并无重大误解, 何曾像某些论者描绘的那样一窍不通?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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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即使还不够深刻, 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 已经不是什么致
命的弱点了。何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止于起点, 它还在不停顿地发展。在总结中国实践经验
的过程中, 在进一步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过程中, 中国人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包括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 并以新的内容补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才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际过程。如果看轻了这个过程的意义, 甚至否认这个过程的存在, 那就
未免远离事实了。
三、
这些研究者的想法实际上也行不通。即使中国人花费几百年把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
惯彻底西方化了, 跨过了这个鸿沟, 终于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那也不过是把中国人变成了西方
人, 让中国人像西方人那样思维, 那样说话。可是, 黑格尔说得好: 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
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 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 它还将是野蛮的。 所以, 黑格尔说
他自己 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 , 我想这也就是在使那些并非产生于德国的哲学德国化, 成为德
国的财富吧。看来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人的财富, 也得 教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 , 也
就是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工作, 也就是还得从鸿沟的彼岸跨过来。可是那岂不又得花几百
年的时间?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年何月才能实现? 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救亡图
存, 而不是为了皓首穷经。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两次跨过中西文化的鸿沟, 而每次跨越
又难于上青天, 那恐怕 化 业未成, 早该索中国于鲍鱼之肆了。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验总结问题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目的, 当然是力求探索到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以便规范未来。要
达到这个目的, 除了从实际材料出发总结经验, 别无他途。但总结经验也有方法问题, 方法不同, 结
论必异。以下几点我以为是值得讨论的。
一、
判定成功和失败的标准问题
凡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确有其事的研究者, 都不否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
中既有成功的经验, 也有失败的经验。但具体谈到何谓成功, 何谓失败, 看法就各不相同。分歧的
原因之一, 是判定成功和失败的标准不同。在这个问题上的标准比在真理问题上的标准复杂得多,
因为这是价值问题, 单说以实践为标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在人们实际上采用的标准归结起来
似乎有两种: 1. 看中国化的成果与马克思本人的原意是否符合, 从反面说也就是看是否 走样 。比
如, 与斯大林和前苏联有瓜葛的, 便是歪曲了马克思, 算是失败; 凡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所结合的, 就
是 儒家化 、封建化 , 也是失败。我以为这种标准是不合理的。斯大林和前苏联的问题前已论
及, 不再赘述。至于与中国传统文化( 首先是中国传统哲学) 的结合, 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
可缺少的内容之一。有分析地吸取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 ( 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
华) , 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离开这些, 中国
化从何说起? 这当然不是说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处处成功, 没有失败, 但这要具体分
析。2. 看中国化的结果对中国革命建设事业是否有利。我以为这个标准总的说来是正确的。比如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与王明的哲学思想, 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与 两个凡是 的哲学思想, 何者是马克思
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功范例? 说到底就是用这个标准判定的, 而这个判定并不错。当然, 仔细分析
起来情况也并不那么简单, 主要的困难有二: 第一, 哲学的指导作用与具体实践之间的关系并不像
黑格尔: 致 J H 沃斯的信 , 苗力田译编: 黑格尔通信百封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2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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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或自然科学的定理与工程设计之间的关系那样直接, 那样线性。哲学思想与具体实践之间往
往隔着一系列复杂的中间环节, 以至哲学思想正确的人可能办错事, 哲学思想不正确的人也可能在
具体问题上取得成功。所以, 如果机械地从某一具体实践的成功与否来反推出哲学思想的正确与
否, 又推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功与否, 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第二, 对中国革命建设有利
与否这件事本身也需要判定, 这种判定也很复杂: 对某方面有利可能对另方面不利, 一时有利可能
长远不利, 反之亦然。而且,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影响又是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 在不
同领域里衡量有利或不利又有更具体的尺度, 这就更为复杂。但是, 这两重困难的存在只是告诉我
们运用这个标准的时候要防止简单化、线性化, 并不能得出结论说这个标准是根本不合理和不可操
作的。以宏大的视野看历史的长过程, 坚持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功与
否还是可以判定的。
二、
总结经验的历史主义原则问题
任何经验总是一定具体条件下的经验。离开了当时、
当地的主客观条件( 即语境) , 经验便成为
不可理解的东西, 也无法从中提炼出具有规律性、普适性的认识, 使今天在另一种主客观条件下实
践的人们得到教益。例如, 在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中确实有过许多错误, 但有些错误并不是由哲学
思想上的错误( 或缺陷) 造成的, 就不应往哲学上 上纲 ; 有些错误特别是全局性、
长时间的错误, 确
与哲学思想上的错误有关, 对这些错误就必须深入地揭示它的哲学根源,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
化的教训。但是, 不论对待何种错误, 都需要遵循历史主义的原则, 把它放在当时、
当地的历史环境
中去剖析。有些错误在当时就是可能避免、
应该避免的, 这就不能以 交学费 之类的托词来曲为之
辩; 有些错误则是在当时、
当地的主客观条件下不可能避免的, 这就不能以今天的条件为尺度来苛
责前人。当然, 既同为错误, 都有教训可以吸取, 但所吸取的教训的内容是不同的。采取历史主义
的原则, 才会有助于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
三、
研究的视角和视野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 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比如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马克
思主义哲学史、近现代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世界文化史或中国文化史等等的视角来做。只要
不是违背事实的臆说, 都有助于深化对问题的认识, 都有价值。但是, 单从上述某一视角考察这一
问题, 总难免受到视野上的局限。我个人的想法, 觉得似以突破现行学科分类的限制, 从更具综合
性的广阔视野, 多维度地审视这一问题为好。这里的关键是处理好世界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马克
思主义哲学虽然产生在西方, 但它的理论内容本质上却是世界性的, 是世界哲学, 是全世界的共同
财富。但这种世界性的内容要为世界各国度、
各民族、各地域的人民所理解、
所接受, 在现实上成为
世界哲学, 又必须有一个世界化的过程。而这个世界化的过程与数学和自然科学的世界化过程是
不同的, 它必须结合各国度、
各民族、
各地域的特殊实际, 实现本土化。因此,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
界化和本土化是同一个过程, 本土化就是世界化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这个过
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是整个世界发展到现代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中发生的
一切问题, 都与当代世界的全局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离开了对当代世界实际生活和中国实践的总
体把握, 包括对当代世界各种思潮( 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 的了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 不可能
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 探求到支配它的规律。在当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
题, 首要的是要有鲜明的现代意识, 有鸟瞰当今世界全局的眼光, 然后才能高屋建瓴, 大处着眼。其
次, 还要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简单化、
线性化的毛病, 要看到这个过程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与其他各种外来思潮和中国传统思想相互碰撞、
相互激荡、
相互斗争而又相互吸取的过程。
( 下转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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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的叶子, 但没有两片枫叶是完全相同的。这正是绝妙之处。无论枫叶如何地不同, 它们终究是枫
叶, 一如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哲学终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每片枫叶都具有自相似、自复制、
自同构
的特点, 一如每个什么什么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具有自相似、
自复制、自同构的特点; 它们又相
互不同, 一如每片枫叶之相互不同。
不过, 在枫树上也可能长出其他叶子, 正如现在的嫁接技术可以达到的那样。在马克思主义哲
学这个大树上, 也可能结出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或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叶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
化的进程不仅仅是同化, 更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同化( 走向马克思 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是多么地
软弱无力) , 相反, 变异却是常态。
德国艾根教授的超循环理论已经为我们说明, 不存在或根本不可能存在百分之百的自相似、
自
复制、自同构, 否则进化的步伐早就终止了。这使我们必须改变以往关于 正确 这个概念的认识:
没有百分之百的正确, 就像没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一样。相反, 自相似、
自复制、
自同构的过程
必须而且不能少了错误, 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在不断适应新的环境、新的条件中有了新的生命力。
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自相似、
自复制、自同构在继续着。没有百分之
百的正确复制, 也没有百分之百的错误复制, 有的只是正确复制和错误复制的多寡而已, 当然也就
不能排除 播下龙种、
收获跳蚤 的可能, 但关键要看成活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错误地复制, 毕竟
连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健康机体的排异反应都难逃过, 而其他错误复制较少的就算躲过了马克思
主义哲学自身的排异反应, 也还是面临着新的环境条件的挑战。毕竟只有能在当代存活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才配称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概莫能外。
( 本组笔谈责任编辑: 文慧)

( 上接第 13 页)
再次, 在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就时, 也要放宽眼界, 不仅要看到体现在著作中的中国化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果, 还要看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
念、
理想情操、
行为方式等等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实际影响, 看到它对重铸中华民族精神的作用。
( 责任编辑: 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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