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

继十七大提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后，十七届
四中全会再次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问题因此获得广泛关注及深入研究。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已
有研究大多仅仅停留在大众的认知层面而忽视了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机理，其应包含着认知、认同和
践行三个完全不同的层次。只有真正准确把握基于认知、认同和践
行三个不同层次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积极主动地推
进，才可能富有成效地实现大众化。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及其层次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同人民群众

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所接受和应用。”[1]14另有
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绝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通
俗化，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化，其实质是用党的马克思主
义水平提升人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
人民大众的共识，把党的理想转化为人民大众的自觉追求，把党的
智慧转化为人民大众的实践能力。”[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被中国人民所认识、接受、信仰和运用的过
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3]关于何谓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用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转化为‘大众话语’，深入人心，使之成为人民群众的
政治信仰和目标追求。”[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就是使这个理论体系由抽象理性
转变为生动具体，由深奥思辨转变为通俗易懂，由被少数人所理解
和掌握转变为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并使它转化为人民
大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内化为人民大众自觉的生活方式和
行为方式。大众化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化、通俗化和
民族化。”[5]

从以上诸多界定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然包含着
由浅入深、由易到难而又相互依次衔接的三个层次：（1）认知层面
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即使大众知道何为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2）认同层面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即使大众在
认知的基础上从内心深处接受并认可、赞同之；（3）践行层面的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即在前两个层次的基础上使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成为大众的自觉追求并予以运用和身体力行。大众的
认知、认同和践行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顺序、地位及
重要性各不相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始于大众的认知，关
键是获得大众的认同，根本目的是大众的践行。从难易程度上讲，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获得大众的认知比较容易，但要获
得大众的认同则较为困难，在此基础上要获得大众的践行则更为
困难。但从大众化的实现程度上讲，只有得到大众的认同，尤其是
要得到大众的践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大众化。因
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难点不是大众的认知而是大众
的认同，尤其是大众的践行。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
众化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在大众的认同，尤其是践行上，而不是仅停
留于认知。唯有科学准确地认识和系统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的三个层次，牢牢抓住并解决不同层次所要解决的主题区
别对待并积极推进，使之形成合力，我们才可能富有成效地推进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二、基于认知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1.认知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始。认知层面的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就是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
到通俗并通过宣传和普及等各种途径和形式，开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宣传和普及活动，使之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所知晓，使
大众知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
大战略思想及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就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三个层次而言，只有大众知道何为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后，才可能根据自己的情感体验、现实需要及价值追
求加以认同，最后才可能予以践行。如果大众不知道何谓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认同之，更不会践行它。因此，我们说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端和前提就是获得大众的认知。作为认知
层面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要解决的主题就是如何使大
众知道何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解决措施主要是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的通俗化、具体化、宣传化、普及化等。

2.如何富有成效地推进大众的认知。关于推进大众对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可以着重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党和政府充分
利用各种正式组织及其活动，通过报刊、电视、广播、会议等媒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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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进行大量的宣传和报道，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成
果为大众所知悉。就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应
该说做得不错。二是广大理论工作者通过会议交流和各级各类学
校及培训组织等，用通俗语言进行讲解和阐释，使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及其最新成果为特定的大众，如学生和干部等所了解。具体来
说，在内容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实践
结合起来,使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
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在形式上,把马克思主
义与大众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取得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
乐见的形式,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时代性
上,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注意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使中国化的
马克思主义既保持民族性,又体现世界性,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鲜明的时代特色。[6]在策略上，就是内容的具体化、语言文字的通
俗化、理论表达方式的视觉化、形象化、艺术化，理论宣传普及与文
化产业的发展相结合。[7]理路上就是内容的时代化、风格的民族化、
语言的通俗化、队伍的专业化、手段的现代化、机制的一体化。[8]通
过以上及“六进”，即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进入学科、进入教材、
进入课堂、进入大众文化形式、进入大众传媒阵地、进入思想，[2]很
好地实现认知层次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3.认知不是认同与践行的充要条件。从现实来看，相对于认同
与践行而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最简单且容易操作并收
到实效。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非仅仅是大众对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也绝不仅仅是通俗化、具体化或普及化等
就可实现所谓的大众化。“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大众化等同于只是追
求数量关系的普及化，‘了解或知道’并不等于‘内化’。”[9]葛兰西的
文化领导权理论就告诫我们应改变“以往对无产阶级采取单纯外
部‘灌输’的教育方式，而是将教育与自觉，特别是与无产阶级‘批
判性的自觉’相结合，注重教育过程中民众积极性的调动。因为在
他看来，教育的权威来自于社会的公认和威信。一种阶级意识真正
被民众接受需要的是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如若缺乏民众对这
种阶级意识的‘自觉’及认同感，采取任何教育方式都是苍白无力
的。教育与自觉结合的方式，可以极大地促进无产阶级夺取与巩固
领导权的进程”。[10]相对于大众的认同及其践行而言，认知层面的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仅仅是使大众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有了知识性的了解和掌握，即知道何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而
已。大众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仅仅是大众认同与践行的
前提条件，并不必然意味着大众一定会对其自觉认同及践行。因
此，认知是认同和践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作为认知层面的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离真正的大众化仅仅是万里长征迈出
了第一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的探讨和研究却主要局限于大众的认知而鲜见认同和践行。

三、基于认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1.认同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核心。相对于认知而言，认同则

更具实质性、深层次内容。“认同(identity)是人们意义(meaning)与经
验的来源。”[11]认同是大众发自内心、真诚的自觉认可、赞同，其是
大众在认知基础上对那些符合自己情感体验、利益需要及其价值
追求之趋同的思想来自内心的选择、真诚认可和赞同。任何权力与
地位、强制和引诱都不能使人真正心悦诚服地认同，即使采取某种
外在力量强制认同或引诱认同，不仅效果难尽如人意，甚至可能会
适得其反；不仅难使大众从内心深处真正自觉接受和赞同，反而会
造成某种外表臣服的虚假表象而产生情感上的厌倦、心理上的抵

触、行为上的消极或排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就是大众把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
态受导者在认知或情感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趋同一致，并自
愿遵从的现象”。[12]大众认同不是强加于人的结果，因而具有自觉
性、主动性和稳定性特点。没有大众认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仅仅只是大众知道何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而已，实质上并
没有嵌入其心灵深处，更谈不上践行。认同的过程是内化而入脑入
心的过程，是把外在要求变为内在需要的过程。认同得越迅速，说
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效越明显；认同得越彻底，说明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得越牢固。认同工作不扎实，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就容易走向口号化、虚浮化，表面看热热闹闹、轰轰烈
烈，实际上有名无实、有花无果。这也正是为何自上而下的诸多学
习活动虽然搞得轰轰烈烈，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的真正原因所在。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获得大众的认同就必须始终坚守马克思主
义的大众立场并不断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实践的征服力。

2.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大众立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
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
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3]9只有牢牢地抓住人本身，
理论才可能说服群众。“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
有关。”[13]82大众总是按照自己的尺度和需要认识并接受各种理论。
理论要说服大众，就必须满足大众的现实需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
能够说服大众就在于其始终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即始终站在人
民大众立场上，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取利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
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
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3]283“马克思主义的
全部理论都立足于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全人类
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追求。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
义理论才成为对人民大众最有吸引力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马克
思主义立场，就是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
人民。”[1]7-8同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获得大众的认同就必须在
理论上，尤其是在实践中自始至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大众立场，代
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少数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体现
大众的意志而不是少数人的意志，反映大众的心声而不是少数人
的欲求，满足大众的需要而不是少数人的追求；始终真正坚持立党
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以人为本，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
所系、利为民所谋，才能够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

3.增强理论说服力与实践的征服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
获得大众的认同还在于其始终坚持用科学的理论说服大众，用实
践征服大众。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在于其是在科学地批判吸
收前人优秀思想成果、总结人类历史经验特别是工人阶级革命实
践经验的基础上创立的科学理论并注重实践。历史和实践证明，并
非贴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就能自动获得大众的认同。马克思主
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
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因此，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要获得大众的认同，就必须把握时代要求和挑战，作出科
学理论概括和阐释，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以新的理论成果丰富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更加反映当代中国国情、切合当
代中国实际、指导当代中国实践；就必须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的最新成果具有高度的真理性、科学性和正确性。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要更注重实践对大众的征服力。相对于理论的说服力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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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征服力更为强大。因为“人民是看实际的”。[14]人民是看你做得
好不好，而不是你讲得好不好，事实胜于雄辩。

四、基于践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1.践行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为大众

所践行，才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
发展需以大众积极主动地践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前提。践行
就是大众把认同而内化的思想和理论外化为自己的行为，在践行
中体现出其认同。认同与践行本质上就是内化于心与外化于行。践
行是认同的外显和表现，没有外化的践行，认同及内化就失去了存
在的意义。践行是大众的主体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的重要标志。所
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终目的是大众在认知和认同
基础上的践行，即大众真正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奉为自己的思
想武器并身体力行地予以践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积极主动地参
与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唯有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追求及实际行动，我们才能够
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真正实现了大众化。

2.党员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带头干。从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
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均是诸多党员领导干部
带头垂范使大众效仿践行的结果。为了更好地促进大众对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的践行，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要作真学真懂真信真
用的表率，着力增强贯彻党的基本理论、路线、纲领、经验的自觉
性，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坚
定性，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
信仰者；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求真务实之风、艰苦奋斗之风、批
评和自我批评之风；以身作则，模范遵守党纪国法，继承优良传统，
弘扬新风正气，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反之，如果领导干部
擅长坐而论道，热衷于说空话、假话、套话、大话，豪言壮语多，实际
行动少，那么大众不仅不会动，反而会站着看、坐着骂。在领导干部
的率先垂范下，大众就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运用和践行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

3.关心大众疾苦，真正解决民生问题。事实最有说服力，行动
最具感召力。“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
利益。”[15]要发动人民群众参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就得
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
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
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16]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解决了、现
实利益得到了维护和实现，思想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理想信念问题
当然也就容易入耳入脑。否则，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就会变
为空中楼阁，大道理就会沦为空话套话。[17]一切脱离大众需要的理论
都必将被大众所摒弃。“马克思主义只要不远离大众，大众就不会
抛弃马克思主义。面对火热的生活世界，源于生活并始终关照着生
活的马克思主义将会以鲜活的姿态永远‘在场’，以强大的理论力
量掌握大众。”[18]大众的疾苦得到了关心，民生问题得到了解决，他们
就会自然而然地、真心实意地践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4.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法治。当前，影响大众认同，尤
其是践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是民主法治、党风廉政建设、
公平正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又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正如分
析马克思主义者理查德·诺曼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吸引力在
于它表现了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和对未来更美好社会的向往，
这种批判和向往来自于深刻的思考而不是简单的对阶级利益的反
映，它是有理性基础的。人们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是基于这样一些

判断：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剥削和压迫基础上的，它压迫和束缚人的
生命力，阻碍人们充分实现人生潜能，它应该让位于社会主义社
会，在那里人们能够获得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平等，社会主义不是
那种用意识形态的合理化来为社会现状作辩护、保护持权者利益
的制度。”[19]优良的党风、政风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巨大力量。执政党
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从关系人心向背和生死存亡的战
略高度积极、主动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法治，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坚持不懈开展反腐败斗争，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
正之风，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维护公平正义，始终保持
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从而赢得民心并使之按照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的要求积极投身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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