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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actice is the sole criterion for testing truth. Philosophy that is separate from the people and
from practice is not a true philosophy. Today, in the 21st century, Marxist philosophy has encountered the best opportunity for innovation. Marxist philosophy needs to conform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give full play to the theoretical function of guiding human beings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and transform the world, and constantly promote its own theory innov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society.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encountered in the path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novation, and discusses the basic path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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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脱离人民和脱离实践的哲学都不是真正的哲学。在21世纪的今天，马克思
主义哲学遇到了最好的创新时机，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充分发挥指导人类认识世界改
造世界的理论功能，且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不断促进自身理论的创新。本文简要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
学创新道路上所遇到的机遇和挑战，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基本路径做出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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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定位，我们需要社会主义在中国展现出强大
的生命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为人类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理论解释基础，是最能
称得上世界观方法论的哲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汲取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哲学精华，并贯彻了其哲学方法和观点，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运用到了新的高度，这
在一定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重要体现。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需紧跟时代的步伐做出创新，
如果没有创新，那么它的发展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同时理论的解释力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也是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诸多挑战的根本原因，针对这种情况，解决问题最根本的手段就是创新，创新
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活力。同时创新也是对社会发展、进步，实践探索的必然要求。因此在当前社
会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适应社会飞速的发展，充分发挥自身功能，就要重视和促进自身理论的
创新。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研究已成为当前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同时也是当前时代的焦点。随
着改革开放的进程，现代化程度的提升，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成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同时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及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1]。因此，只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进行深入研究，才能更好的推动社会实践，人类才能更好
地掌握实践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实质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其发展路径
作为出发点，并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促进其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面临的问题
第一，部分理论研究脱离于现实社会的实际问题。很多研究学者在认识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一
定的偏差，其坚持认为要回到马克思，但理论是与实践相连的，脱离实践的“回到马克思”很容易造成
本本主义。深入理解马克思理论的真正含义，就要从精神层面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我们要
回到马克思、更要结合现实社会。脱离实践的理论都不是真正的哲学，因此只有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才
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赋予其新内涵。
第二，存在社会批判理论与发展理论相脱节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既是社会批判理论又是社会发展理
论，其以社会批判来研究社会的发展，将社会发展作为社会批判的目标。从全局出发，批判性理论是与
发展理论相统一的，但当前社会思潮都较为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很多学者都在热炒马克思主义
的批判性，从而严重忽略社会发展理论的现实意义，其实两者之间是相统一的，不应该存在片面的认识，
将两者分割开来，破坏不能脱离建设，即社会批判不能脱离社会发展。
第三，马克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与应用哲学存在一定的误区。很多人在思想上存在这样的误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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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能解决问题的一切方法，这种错误的认识严重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路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运用在实践中，人类借助其理论方法和精神内涵于社会实践之中，帮助人类更好的认
识事物的本质并发现其中的规律，从而能够更好的解决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的运用，并
不是对其的创新。我们应该更加全面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赋予的深刻内涵。
第四，简单模仿或者照搬译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互联网时代最大的特点即是信息的开放
性和共享性，人们的思想时刻受到新的冲击，因此就出现了不结合本地实际现状，一味照搬西方对马克
思主义研究的成果的现象。虽说借鉴他方优秀成果，去其糟泊取其精华没有错，但万物都有其特定的运
行规律及产生特定法则的特定环境[2]。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是基于其现实生活，没有经过实践
检验的理论很难被人民大众所接受。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也是要基于我国的现实生活因地制宜。

3.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优化路径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因此，新时代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就是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基础上，深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维
度，提升对新时代现实问题的理论解释能力和改造能力。
第一，坚守“人民中心”的基本立场，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基本立足点。习近平总书记
的人民观和“人民中心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指导人民群众社会实践活动的理论
指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原则，不忘初心，不断丰富和发展人民观的内涵。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和
认识的主体，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力量源泉和实现之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谋事想民，任何政
策、决策只要有益于大众都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得到有
效的贯彻和实施，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范畴，人民群众是一切对社会历史发
展起推动作用的人们，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一直是人民群众的立场。以人为本，公平正义，长治
久安的社会也是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根本利益。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应当能在悠悠历史长河中接
受任何考验，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待洗尽铅华，在韶华时光中产生造福社会的不竭力量源泉，才是不
脱离人民群众，不脱离党社会生产实践的真正创新。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能够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
政策、方针，把人民群众紧紧地团结起来。中国共产党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赋予新内涵，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提供力量源泉。
第二，坚持能动反映的认识论，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现实的问题观照。
哲学是时代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是实践哲学，是认识和剖析当前现实环境的理论工具。实践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之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探讨研究无产阶级如何从根本上取代资产阶级，
所以，时代意识感是马克思主义最现实、最客观的品质。在新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特别是新的世界观
该如何与时俱进？为了解决面临的种种困难，迫切需要进行优化。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需要我
们研读文本，并不是一味的钻进书本中寻求答案，也不是教条主义式的回归文本，而是激活文本，置身
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背景及理论框架下，从根本上揭示出马克思哲学的内涵和方法，以马克思思想实
验过程、路径为目标，研究马克思理论的价值及思想方法。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动态的，是不断发展
的。马克思主义体系重建不仅要从已有的结论出发，重视动态分析，而且我们应从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具
体过程出发实现创新。
第三，坚持科学的实践观，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造能力。科学思想方式是
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须是直面时代发展特征和时代主题，在实践中转变旧理
论建设新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应强调时代性，放眼于整个时代发展大势，从时代现状分析，进
行科学的批判。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站在无产阶级
DOI: 10.12677/ass.2019.81002

10

社会科学前沿

潘泽权

的立场上，从实际出发，结合哲学观点认知世界、改造世界，其实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科学思想方式。同时，应当积极正向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的重要性。从社会的
各个形态和分布状况，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是马克主义哲学创新的方向指向。从“五
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遵义会议明确党的路线，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统一战线，再到近
现代解决土地问题，无一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了我们的思想，成就了新的中国。所以现代社会我们
更应该在这种哲学视角下去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只有灵活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思维方式，我
们才有可能把生活工作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想得更清楚，看的更透彻，从而使问题得以游刃有余的解决[4]。
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博采众长，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的理论，是
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深刻地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人类历史进程、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马克
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不断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封闭僵化的教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
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注入了新的能量，丰富了观点和论断。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应该是综合创新，
不但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综合起来，而且还要整合外部资源，将近来中国哲学和外国哲
学中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吸入进来，从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促进其发展。所以，在社会历史车轮不断
前进的客观条件下，应当结合实际，吸取新观点，新思想，用更有活力的态度探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为其注入新鲜血液，让它拥有更顽强的生命力。

4. 结语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单要基于社会现实生活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更要发挥其包容性，
取长补短吸纳各种优秀技术和观点，如此才能摆脱困境，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及发展，
使其富有活力，永远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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