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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造性贡献 

 

龙佳解，薛莹莹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同时同步进行的，它们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其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

毛泽东所起的重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他是其开创者和杰出代表。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于我

们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及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及纯洁性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指

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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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的传播是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道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在研究中国具体情况和革命特点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

义哲学应用于中国的实际，用它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同时也使它具有了鲜明的中

国风格和民族风格。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造性贡献主要表现

在两方面：一是世界观和认识论方面，主要表现是他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

二是方法论方面，主要表现是他创造性地提出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当代，毛

泽东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意蕴。 

一、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被明确确定为其指导思想。然而，要解决中

国当时面临的问题，不仅要有思想武器，还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运

用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也取得了些许成绩。但在 1927

至 1937 年这十年间，也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抑或十年内战时期，由于党的一些领导人对

中国的革命特点、社会状况掌握的不够准确，加之共产国际在指导上的失策，使我们的革命

走了许多弯路。特别是始于 1931年在党内盛行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将共产国际的决议与苏联经验神圣化，使我们的革命几乎陷入绝境。这时，毛泽东凭借非凡

的勇气与杰出的智慧指出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并认为它是革命事业的

最大绊脚石。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历史任务的。 

1938年 10月，毛泽东于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这一历史任务，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作了科学揭示。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

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

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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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

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

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

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1]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真要被中国人民所接纳，就不仅要在形式上而且要在内容上结合中国革

命之特点，唯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发挥该有的指导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必

须包括内容与形式这两个方面。因此，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

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2]
当然他这一论

断的正确性已经得到了历史的证明。 

毛泽东在关键时刻以极大的勇气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使命，这对中

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世界观方面所作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经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在中国的传播绝不是偶然

的，而是时代的需要，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毛泽东是首次正确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实

际相结合的杰出代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鲜明的中国风格。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

化的理论贡献即世界观和认识论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在他一系列的著作中表现出来的，如《实

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问题》等等。其中，《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他最著名的哲学代表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

的集中体现和精华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山之作。 

（一）《实践论》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实践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为根基，以实践与认识的互相联系和矛盾运动为

中心，而且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全面系统的阐明与发挥了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的基本

原理，揭示了我党内部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错误的认识论来源，这在某种程度上是

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总的来说，它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系统地阐明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辩证唯物论的

认识论的基础是实践，当然列宁也认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

的观点。”
[3]
但是以上三位，主要是从实践是认识的真理性标准这方面说的，而毛泽东是系

统的阐明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他首先认为实践对认识具有决定作用，具体表

现为实践是认识的目的、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当然也包括实践是认识的真理性标

准。并对这些作了系统而完备的阐发，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质贡献。 

第二，系统地阐明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毛泽东具体分析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认

为认识的过程有两次飞跃，第一次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

而且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是有条件的，不仅要求感觉材料十分丰富和合乎实际，而

且要经过思考，将这些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他还指出，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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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飞跃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防范“唯理论”和“经验论”这两个错误倾向。第二次是由

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它既是理性认识指导实践的过程，更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

理的过程，因此，比第一次飞跃意义更重大。 

第三，科学地概括了认识发展的总规律。毛泽东认为，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又在实践中

检验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

界和客观世界，认识发展的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

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前面的程度更高、层次更深。这就是唯物辩证

法的全部认识论，也是认识发展的总规律。 

其实，《实践论》也体现了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相融合的思想，它

是对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知行关系问题的科学回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毛泽

东是第一位对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做了详细阐发的经典作家，这促进了中国哲学关

注的重心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化，更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二）《矛盾论》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

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
[4]
而毛泽东出色地完成了列宁所说

的“说明和发挥”的任务，这正是在他的《矛盾论》中体现的。他在总结了中国革命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系统而深刻地阐发了对立统一学说。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深刻发挥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他阐明了辩证法和形而

上学的对立是两种宇宙观的对立，认为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观

点看问题，而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则是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接着指出对

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法则。最后强调，人们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去看

待、解决问题。 

第二，系统地阐发了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理论。毛泽东认为，矛盾的普遍性不仅

包括一切矛盾存在于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而且包括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

矛盾运动。矛盾的特殊性是指，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每一物质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

过程中的矛盾、每一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的各个方面、每一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的矛盾、每一

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有其特殊性。这五种情形概括起来，就是要用发

展的、全面的观点，多方面、多层次地具体分析和把握矛盾的各种特性。 

第三，深入论述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原理。他先是说明了研究他们的哲学依据

及意义，再分别对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和论证。毛泽东认为，在复杂

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的那种矛盾就是主要矛盾，而在矛

盾的两方面中，起主导作用方面的矛盾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事物的性质正是由它规定的。 

第四，具体发挥了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原理。毛泽东先是明确地提出了矛盾

同一性的含义，着重发挥了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想。再发挥了列宁关于同一性是相对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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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论点。最后还考察了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相互关系。认为它们相

互联系，不可分割，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斗争性也寓于同一性之中。 

其实，毛泽东的《矛盾论》也体现了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相融合的思想。

因为他是借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法来阐发对立统一规律的原理的，这就使得他的唯

物辩证法理论具有了中国特色和民族之风。 

总的来说，《实践论》和《矛盾论》在哲学层面概括总结了中国革命，特别是第二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实践经验，清算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错误。同时应用和吸收了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积极成果，批判的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遗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而又不失深

刻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对立统一规律学说，并在许多方面做出了创造性的贡

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使之具有中国特色。 

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方法论方面所作的贡献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创者，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运用于中国的

实际，将其转化为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由此便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方法

论，并且这些为革命和建设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调查研究的认识方法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步骤和主要途径，他提出：“没有

调查，没有发言权”
[5]
的著名口号。所谓调查研究的认识方法，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方法，深入中国基层掌握最原始的资料，然后对所掌握的原始资料进行理性分析，概括总结

出规律，最后运用这些规律来指导实践。他不仅提出了调查研究的认识方法，而且自己也亲

身实践了这一方法。并且通过这一方法，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取得了伟

大胜利。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也是他哲学思想的精华所在，更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之精髓。毛泽东是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提出“实事求是”的。而且他对“实

事求是”作了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

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

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

们行动的向导。”
[6]
 毛泽东大力提倡“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经过延安整风与党的七

大，全党最终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实事求是”作为锐利的思想武器，也让

我们的革命获得了胜利，更为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引。 

（三）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毛泽东觉得，基本的领导方法即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形成比较准确的领导意见，

而且他将这一基本方法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相统一。他认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

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



                                     http://www.sinoss.net 

 - 5 - 

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

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

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

更丰富。”
[7]
 他还准确阐明了领导与群众相互补充、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不容分割的关

系，而且认为领导与群众相结合这一方法对于共产党人的每项工作都适用。 

（四）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进行每项工作，都必须采用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他指出，

任何工作不仅需要一般号召，更需要领导人用所号召的东西具体直接地指导某个基层单位的

实际工作，以取得经验，然后运用这些经验去指导更大范围的工作。其实他所提倡的一般和

个别相结合的方法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一般号召是在许多个别指

导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产生以后，又需要回到许多个别指导中进行检验、丰富。从个别到一

般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而从一般到个别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所以它们是紧密联系的

两种方法。 

（五）中心工作与一般工作相结合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认为，在平常的工作中，要采用中心工作与一般工作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这是区

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唯物辩证法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他指出，领导人要根据实际情况，

总揽大局，正确地将诸多工作中的中心工作找出来并完成它，要养成这种好习惯并且保持，

这会让他们受益匪浅。其实，这种方法我们每个人在实际工作中都可以运用，它会帮助我们

更有效地完成工作任务。 

毛泽东所倡导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以致于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

的方法论体系。正是这些科学的方法，使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也为建国后的工作

提供了合乎理性的指导。 

四、毛泽东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意蕴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随着中国革命和实践的过程而不断进行中国化的。在当代，毛泽东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过时，反而对现如今的社会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极其深刻的

影响。 

（一）有利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带我们走进了知识爆炸、竞争激烈的 21 世纪，随着社会风气的

转换，社会压力的激增，人们逐渐变得心浮气躁，人和人之间也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无

论在家庭中还是社会中，当人们遇到“问题”时会习惯性地主观臆断，这就造成了许多不和

谐的画面。而毛泽东“调查研究”的认识方法有利于减少这种不和谐。这种方法告诉我们，

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主观臆断，而要进行客观地调查，进而理性分析，最后实

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如果人人都能坚持这种方法，那么我们的社会将会变得更加温暖、更加

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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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指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

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实践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更是锐利的思想武器，当然在社会主义建

设及改革时期它也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使得中国的综合实力明显增强。现如今，我们新

的历史任务和使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要实现这个中国梦，我们必须要以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指南，因为它可以使中国共产党更好地发挥领导作用，

可以使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更好地团结起来，可以使中国精神得到更好地弘扬，更能使我

们坚定地走中国道路。 

（三）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及纯洁性建设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所以我们

要常常自省，看看党内是不是出现了不符合党的先进性及纯洁性的人和事。因此，当今党面

临的根本问题及时代课题就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及纯洁性，这样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

政地位。 

毛泽东的“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讲的是领导和群众军民鱼水一家亲的关系。他阐

明基本的领导方法就是“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要密切联系群众，坚定地站在最广大人

民群众一边并全心全意为其服务。有了这一科学方法论的指导，我们在建设党的先进性及纯

洁性时就不会摸着石头过河了，而是能够运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这一伟大建设。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从传入中国，就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民

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的历史都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指导，就不会

有它们的胜利，但仅仅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够的，还需要将它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唯有这样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而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的杰出代表就是毛泽东，他作为党的第

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实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做出了开创性的理论贡

献，而且他所践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论意蕴也是历久弥新的。实践证明，马克

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它的理论创新也是永无止境的，因为如果没有理

论创新，就会失去原有的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人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创新，以使它为中

国的改革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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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marxism are synchronized at the same time, they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inseparable, among them,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is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components. In the proces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MAO zedong played a major role is no doubt, he is the creator and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s. In modern times,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for us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hinese drea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dvanced nature and pur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very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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