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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在一个国家发展的程度，取决

于哲学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

度。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变

革时代。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越是向纵

深推进，社会越是发展，实践越是复杂，

变革越是剧烈，就越是需要哲学，需要

哲学的解放、哲学的发展、哲学的创新、

哲学的支撑。一个理论只有在哲学层面

上实现了自觉自信，我们才能说它在真

理性上实现了成熟，达到了科学理论的

高度，也才能够引导实践沿着正确的道

路前进。从哲学高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提炼、概括和总结，

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当

代中国哲学研究应当站立的思想高度，

也是时代赋予哲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哲学自信，在时代制高点上引领前进

方向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就像

恩格斯所指出的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

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

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

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

容。”不仅理论思维，而且包括整个哲学，

都是时代所孕育的产物。如果哲学研究

不能深入到社会实践的深处，不能把握

时代的脉搏，而是沉醉于象牙塔内的寻

章摘句，满足于脱离实际的高谈阔论，

陶醉于书斋里的玄思冥想，那么它势必

逃脱不了“时代的弃儿”的命运。

哲学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从根本

上看，哲学是时代变迁在观念领域的集

中反映。黑格尔在谈到哲学与时代的关

系时曾经指出 ：“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

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

想中的它的时代。”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

代，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如果说，

哲学是一套独特的密码系统的话，那么

破解它的密码本就隐藏在它的时代之中。

因此对哲学的考察，需要将其放到时代

的大坐标系中进行。历史表明，社会大

变革的时代，往往是哲学大发展的时代。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历史上最为广泛

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世界多极化、经济

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

息化持续推进，可以说，今天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对时代精神进行深刻

把握和精确表达，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

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

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

时代。哲学要不负时代重托，必须紧跟

时代步伐， 勇于走在时代前列，敏锐把

握时代特征，准确反映时代要求，使当

代中国哲学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不是对

时代的简单反映，也不是单纯跟在时代

后面亦步亦趋，而是自觉站立在时代制

高点上以其特有的洞察力来把握时代的

脉搏和社会发展的本质特征，进而引领

时代的发展方向。就此而言，哲学不是

在黄昏才起飞的猫头鹰，而是报晓人类

解放的雄鸡。对于中国而言，历史反复

证明，任何一次重大社会变革，都以理

论的变革为先导 ；理论变革又总是以思

想观念的彻底解放为前提，而吹响人类

思想解放的第一声号角的，往往就是代

表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上世纪 30 年

代，毛泽东在延安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

国化是如此，1978 年在北京开始的关于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也是如此。

哲学是时代的眼睛，是一个时代最

精致、最深刻的思想。今天，我们正处

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以什么样的理论

引领，以什么样的哲学支撑，以什么样

的思想筹划，才能把历经磨难而奋进不

已的中华民族带入复兴的新境界？对这

些问题的科学解答，离不开对当今社会

发展走向的深刻洞察和系统剖析，离不

开对当今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准确把握和

精确表达。简而言之，变革时代的中国

强烈呼唤着哲学的支撑，哲学也将为变

革的中国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这既

是当代中国哲学的使命所在，也是其自

信的源泉。

哲学自信，在实践制高点上推进社会

发展进程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那么应当如何把握我们这个伟大而复杂

的变革时代呢？马克思曾经指出 ：“我

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

依据，同样，我们判断一个变革时代也

让哲学自信凝聚起变革时代的前行力量
崔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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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以它的意识为依据 ；相反，这个意

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

释。”这一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科学论述告

诉我们，对时代的把握不能仅仅停留于

意识和观念的层面，而必须深入到其最

为根本的社会实践之中，从物质生活的

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

的现存冲突中去把握时代的本质和趋势。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迅

猛发展，如何把握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

是时代提出的重大命题。在大部分学者

沉醉于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财富的空

前繁荣之时，马克思则看到了繁荣背后

的危机。他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导到神

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够在

实践和对实践的把握中得到解决”，并以

锋利的思想之剑穿透了资产阶级所构筑

的意识形态的虚假幻象，直指其背后的

基础性的物质实践，经过极其艰苦的思

想劳作，最终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之间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这

一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乃是人类社会发

展中的一个历史性环节。这里所说的历

史性，一方面指其产生和存在具有必然

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指其未来必然走

向消亡。这就是站在实践的制高点上对

社会发展大势的深刻洞察，不仅具有极

其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极其重大

的实践意义。理论是实践的先导。理论

在特定条件下，会转变为巨大的物质力

量，实际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一个半世纪以来，

深刻改变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和世界历史

的面貌，这充分证明了，哲学不仅以自

己的方式反思并解释世界，更为重要的

是，它还要站在实践制高点上引领并改

变世界，这才是哲学自信应当具有的实

践高度。

今日之中国，经过近 40 年改革开放，

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

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改革开放进入

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阶段。

当前，各种环境十分复杂，各种利益关

系十分复杂，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

新变化新特点，迫切需要增强哲学自信，

勇于并善于站在实践制高点上来把握和

破解改革和发展中涌现出来的重大理论

和现实问题，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

哲学自信，在历史制高点上洞察社会

发展大趋势

哲学是一门历史性的学问，学习哲

学离不开对哲学发展史的学习，离不开

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学习。但哲学对历

史的学习不单纯是知识性的，更是思想

性的，不单纯是为了掌握历史事实，更

是为了把握历史发展大趋势。简而言之，

哲学视域中的历史，不是面向过去的寻

幽探微，而是为了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

展望未来。

黑格尔建构了一个十分庞大的思辨

哲学体系，其杰出的思辨力令无数人叹

为观止。但他的哲学中最为值得重视

的贡献，在于其抽象形式背后的

现实内容，这种现实内容的最大

特点就是充斥着恢弘巨大的历

史感。恩格斯曾经指出 ：“黑格

【摘要】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近 40 年的历程。40 年的风云变幻，哲学从未缺席。哲学以其特有

的方式冲破了束缚人们头脑的一个又一个教条和框框，突破了一个又一个不适合时代发展的体制机

制的藩篱，它不仅解放了思想，凝聚了精神，而且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创造力，推动着中国改革

开放的航船乘风破浪、一往直前。

【关键词】哲学自信  伟大复兴  精神力量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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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

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

感作基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

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恩

格斯还认为，黑格尔“这个划时代的历

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

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了黑格尔

哲学的合理内核，并予以创造性发展，

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占据了历史

制高点。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历史发

展的新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者观察

和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望远镜和显微

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

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历史和现实

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

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

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历史和现实

的实践已经不可辩驳地证明，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的每一个伟大胜利，

都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指导和成

功运用。实事求是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

髓要义，也是通往历史制高点的路标。

对于中国哲学工作者而言，实事求是具

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作为源自中国古代

文化经典的汉语词汇，经过中国共产党

人的创造性改造，成为一个历史唯物主

义在中国的标志性话语，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中国化的成功典范。

历史唯物主义是把握并推进社会历

史发展的科学方法论。作为科学方法论

的历史唯物主义，更多地意味着一条道

路，一条经由社会现实的总体和本质来

理解并推进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对于

这条道路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一

个路标，一个指南针，更是一个发动机。

它推动着人们迈开步伐，行动起来，走

向实现人类解放的康庄大道。离开了现

实的行动，单纯的路标就毫无意义。因

为对于勇于探索、善于行动的跋涉者而

言，路标至关重要，对于那些根本不想

或不敢挪动一步的人来说，任何路标都

毫无意义。对于正在复兴之路上奋进不

已的中华民族来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

具体实现，对于今天勇于探索、善于行

动中国人民来说，增强哲学自信不仅是

理论认识，更是实践动力；不仅是指南针，

更是发动机。

哲学自信，在思想制高点上推进实践

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哲学是一门思想性的学问。思想对

于哲学来说，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组成

部分，而是其安身立命的家园。离开了

思想，无以论哲学。但哲学所倡导的思

想，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脱离实际的

苦思冥想，不是躲进书斋中苦心孤诣地

建构自己的概念体系，而是现实中的思

想。它总是在直面现实，在分析和解决

时代和社会实践中涌现出来的重大课题

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实现自己。

马克思曾经指出，“伟大的思想也有

自己的《fate》[‘命运’]”。思想的命

运不取决于其自身概念的建构是否完备

精密，而是取决于其是否捕捉到了时代

的问题并予以科学解答。就此我们可以

理解，为什么一些思想曾经一度或几度

辉煌，但最终由于不能满足时代的需

要而归于沉寂，就像博物馆中的青铜

器那样，仅具有历史的价值，另有一

些思想虽年代久远但历久弥新，依然

焕发着耀眼的光芒。可以说，思想的

伟大与否、深刻与否，不在于思想本身，

而在于思想是否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和

社会实践的本质。

一般而言，哲学具有很高的抽象性，

这构成哲学的一大特点，使其与其他学

科区分开来。这种抽象性使哲学具有更

高的概括力、更深的把握力，可以占据

思想的制高点纵览古今中西，可以更有

条件回答“人类社会将走向何方”等重

大历史课题，也可以更有能力面对那些

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经验，做出新提炼

新概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当代中国

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

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

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不是国外现代化

发展的翻版。”这既对当代中国哲学提出

了新要求，也开辟了广阔新天地。

现实是思想之源。作为思想的哲学，

从来不曾脱离现实，而是与现实存在着

千丝万缕的关系。哲学问题的提出、回

答及检验，都离不开实践。实践是哲学

的源泉、动力、检验标准和价值体现。

任何试图弃现实而去的思想，也必然被

现实所弃。哲学自信的力量来自现实，

也必将回归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是改革开放以来

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也是当代

中国哲学研究的时代主题。树立哲学自

信，就是要真正读懂读透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这部大书，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自

觉参与到这一伟大实践中来，这是当代

中国哲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 

哲学自信，在价值制高点上坚持为人

民做学问

哲学是最贴近人心的事业。从根本

上讲，任何哲学都蕴含着特定的价值立

场。完全“无立场”的哲学只是一种理

论的虚构，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纯而又纯

的无立场的哲学，差异仅在于其价值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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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是鲜明的，还是隐蔽的。从价值立场

上看，一种哲学的生命力，不仅取决于

其逻辑论证是否足够严密，其概念范畴

体系是否足够完备，而且在更为根本的

意义上，取决于它能否成为一个时代的

精神旗帜，能否成为社会成员的主导价

值取向，能否成为人民群众的行为指南。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价值立

场 ：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而且它从不掩饰自己的立场。这使其与

一切打着价值中立的旗帜，鼓吹进行“纯

粹客观”研究的哲学从根本上区分开来。

马克思说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

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

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这就鲜明展现了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在于它

不仅是科学的理论体系，而且是改变世

界的强大武器 ；不仅具有理论上的科学

性，而且具有价值上的人民性。马克思

主义经典著作之所以具有持续强大的感

染力和影响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占

据了价值的制高点，把人民至上作为自

己的基本立场，自觉为人民群众鼓和呼。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 序言

>》中写道 ：“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

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

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

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

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

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

无济于事’。”这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作为

“严峻的战士和严正的思想家”的高尚品

质。不仅马克思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都具有双重品格，不仅是卓越学者，

而且是坚强战士。他们的哲学智慧不仅

体现在对理论问题的思考上，而且体现

在同错误思想的斗争上，特别体现在实

践中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上。

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马克思恩格斯是这

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

者毛泽东邓小平是这样，习近平总书记

在新的条件下继续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事业的新篇章也是这样。

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必须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树立为人民做学

问的学术理想，确立人民至上的价值取

向，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

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

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创造出经

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

为开辟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新境界作出新

的贡献。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近 40 年的

历程。40 年来，中国发生了极其重大极

其深刻的变化，其涉及的范围之广，程

度之深，前所未有。对于作为时代精神

之精华的哲学而言，40 年的沧桑巨变，

旧的时代精神被突破，新的时代精神正

在形成，从哲学高度对新时代的精神之

精华加以提炼、概括和总结，是当代中

国哲学工作者的使命所在。40 年的风

云变幻，哲学从未缺席。从改革开放之

始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到今天关

于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哲

学总是以其特有的方式冲破了束缚头脑

的一个又一个教条和框框，突破了一个

又一个不适合时代发展的体制机制的藩

篱，它不仅解放了思想，凝聚了精神，

而且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创造力，推

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乘风破浪、一

往直前。让哲学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实现新的解放，为中国人民走向

更加美好的未来提供更加强大的精神力

量 !  

(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

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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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

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

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

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

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

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

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自古以来，我

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

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

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摘编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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