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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历经两次历史性飞跃袁形成了野革命冶和野建设冶两大话语体系袁并以其思想内
容的继承性尧表达方式的大众性尧根本旨趣的实践性和终极价值的人民性等鲜明特性袁表征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和
发展理念袁指引着中国改革前进的方向遥 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关切和质疑袁不断提升其大众认同度袁扩大其国际影响
力袁强化其内生创新性袁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未来发展走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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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著名学者米歇尔窑福柯提出袁野人通过话语

两大主题的演变遥

赋予自己权力冶遥 话语是人们的思维符号和交际工

渊一冤野革命冶的话语体系

具袁 反映了个人和国家在社会或世界舞台中的地

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唤醒了沉睡的中国袁打开

位遥 近些年来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擎着所谓野自

了封闭的国门遥 面对西方殖民者的入侵袁中国仁人

由与民主冶的大旗引领全球话语潮流袁企图垄断世

志士浴血奋战袁开启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征程遥 中国

界话语权遥 同时袁国内一些学者有意无意地打着野理

近代史是以战争与革命为主要特征的历史时代袁在

论创新冶的幌子袁刻意杜撰或照搬一些不明不白的

这一时期形成的话语体系无疑也充满着革命的特

词汇去置换甚至否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袁削中

性遥 尽管这套话语体系存在历史局限性和缺乏科学

国特色之足以适西方理论之履袁企图肢解中国化马

真理性袁但仍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形成

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遥 为了打破世人对西方话语的迷

提供了有益借鉴遥

信袁 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袁深
入探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演进历程袁分
析其基本特征袁展望其发展走向袁理应成为学界关
注的焦点遥
一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演进历程
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袁革命和建

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袁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遥 冶[1]思想的闪电射入了古老的中国大地袁在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

系袁渗透着中国气息袁逐渐具有科学性尧完整性和系
统性遥 毛泽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开创
者袁而革命话语又是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2]

设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遥 与此相

最明显的政治交流方式遥

革命意味着对旧政权的

适应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也为了契合历史
发展需要而不断创新袁先后实现了野革命冶和野建设冶

彻底推翻和新政权的建立袁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一
场野枪杆子冶指导下的暴力革命遥 对帝国主义尧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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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尧官僚资本主义政权的争夺和对新中国自由的
向往袁使得野农村包围城市袁武装夺取政权冶的革命
理论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具有强大的号
召力曰野红色政权区域冶和野国民党统治区冶这种具有
鲜明对立性的表述袁坚定了人们在斗争中拥护共产
党袁打倒国民党的决心曰野将革命进行到底冶成为鼓
舞共产党人和革命军队继续战斗的行动口号遥 由此
可见袁毛泽东思想无处不渗透着革命的因子袁这些
革命因子构成了科学尧完整的野革命冶话语体系袁也
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闪光点遥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袁 开启了中国现代史的征
程遥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意
识到党的工作重心不再是战争与革命袁而应转向社
会主义建设袁因而他们在经济尧政治尧文化等方面提
出了诸多建设方针袁并取得了一系列实践成果遥 但
由于对中国国情认识的失误袁 从 1956 年到 1976
年袁中国共产党在实现话语体系转变的过程中也出

现了错位和挫折遥 野以阶级斗争为纲冶等话语体系表
明袁党的工作重心仍停留在野革命冶主题上袁并没有
真正向野建设冶主题转换曰 [3]野大跃进冶尧野跑步进入共
产主义冶等话语体系依然带有革命的惯性袁偏离了
野实事求是冶 的思想路线袁 背离了社会主义建设规
律遥 话语体系转换的失败最终使得社会主义建设遭
受了严重失误遥 因此袁这一时期的话语仍然归结为
革命话语体系之列遥
渊二冤野建设冶的话语体系
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袁只有改革开放才
能发展中国冶袁[4]肇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
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遥 野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冶尧野解放思想袁实事求是冶等话语
在改革伊始就直击野两个凡是冶尧野以阶级斗争为纲冶
等错误思想袁将社会主义拉回到野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冶话语指导下的正轨袁中国从此走上了改革开放
之路遥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
不移地高举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袁 真正实现了对
野革命冶主题的超越袁深化了对野建设冶主题的认识遥
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冶尧野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
性是共同富裕冶尧野先富带动后富冶尧野社会主义的根
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冶尧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冶
等野建设冶话语体系科学回答了野什么是社会主义袁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冶 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曰野三个代
表冶尧野五个始终冶尧野立党为公袁执政为民冶等野建设冶
话语回答了野建设什么样的党袁怎样建设党冶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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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曰野科学发展冶尧野和谐社会冶尧野生态文明冶尧野群众
路线冶尧野创新型国家冶尧野党的先进性建设冶尧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冶尧野提升文化软实力冶尧野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冶等野建设冶话语是十六大以
来袁中国共产党站在共产党执政规律尧社会主义建
设规律尧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袁对野为谁发展冶尧
野怎样发展冶 等一系列有关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创
造性回答遥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袁一
系列野建设冶话语顺应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实践应
运而生袁尤其是野文化冶尧野社会冶和野生态冶场域的话
语体系不仅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重大理论而提出袁
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了中国强劲的声音遥 十七大
将邓小平理论尧野三个代表冶重要思想尧科学发展观
等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理论一并纳
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袁 正如胡锦涛所指
出袁野这个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
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袁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最新成果遥 冶[5]
纵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演进历程袁
它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袁 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院
一是毛泽东思想袁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遥 毛泽东思想由一系列野革命冶话语范式构成袁凝
聚着各族人民抗击外来侵略和捍卫国家政权的决
心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实现了对野革命冶
话语范式的超越袁深化了对野建设冶话语的认识袁蕴
含着以野发展冶为主题的话语体系的新方向袁激励着
全国人民努力实现国家繁荣与富强的信心袁是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最新表达范式遥
二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基本特征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是随着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生根尧发芽而接续演进的袁在 90 多年的
演进历程中形成了鲜明的特性袁表征了中国社会的
历史进程和发展理念袁推动着中国的发展与进步遥
渊一冤思想内容的继承性
话语体系作为一种思想表达袁离不开对优秀思
想文化的继承和借鉴遥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是在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
的袁是中华文明的崭新创造遥 野中华传统文化包含着
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和独特的精神标识袁是
推进话语体系建设取之不尽尧 用之不竭的宝贵源
泉遥 冶[6]毛泽东就曾将叶汉书曳中的野实事求是冶概念与
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起来袁创造了党的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曰邓小平也曾用叶诗经曳中的野小康冶一词来

李红梅，陈金明：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历程、
特征及其发展路向

形象地描绘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遥 而对于西方优秀
文明成果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采取开放包
容尧兼收并蓄的态度袁大胆地吸收和加以借鉴遥 正因
为中国共产党人历史地继承中外优秀文化传统袁并
与中国革命尧 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相结合袁
才开启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源头活水遥
渊二冤表达方式的大众性
野理论只要说服人袁就能掌握群众冶遥 [7]渊P9-10冤人民
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体袁 要求话语体系建设面向生
活尧面向大众遥 话语体系大众化并不是追求形式上
的热闹袁只有科学揭示时代发展规律尧代表最广大
人民根本利益才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理论的彻底
性遥 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形成的过程中袁
中国共产党人特别善于把政治性尧理论性尧官方性
的话语转化为生活用语尧群众话语袁如毛泽东把帝
国主义比作野纸老虎冶尧把调查问题和解决问题比作
野十月怀胎冶和野一朝分娩冶曰邓小平把改革开放比作
野摸着石头过河冶尧用野不管白猫黑猫袁捉住老鼠就是
好猫冶来比喻改革开放的评价标准曰习近平用野鞋子
论冶来说明尊重国情的重要性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袁
也在实践的检验中变换了表达方式袁即从核心价值
体系转换为核心价值观遥 从野体系冶到野观冶袁说明中
国共产党人将书面话语转化为大众话语的能力在
日益增强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以大众喜闻乐见
的表达方式日益深入人心遥
渊三冤根本旨趣的实践性
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袁问题
在于改变世界冶袁[7]渊P136冤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的根本旨趣也在于指导实践尧解答问题尧改变世界遥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袁都是根植于中国革命
和建设实际尧贴近社会的发展需要尧顺应人民的实
践要求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
合而形成的话语理论遥 毛泽东时代的革命话语指引
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曰邓小平以改
革开放的话语体系指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道路曰以人为本尧科学发展尧生态文明以及和谐
社会等话语体系顺应时代要求而生袁使中国在实践
难题面前运筹帷幄袁成功战胜了国际金融危机和特
大自然灾害遥 可以说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的理论指南袁也为世界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发展路向遥

渊四冤价值取向的人民性
价值取向是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活动的统一遥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以人民为价值取向袁即
始终以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袁并因人民利益
和需求的变化而变换主题遥 新中国成立以前袁中国
人民处于内外交困的水深火热之中袁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话语体系以解放人民为价值取向袁指导人民进
行武装斗争尧建立统一战线尧搞好党的建设袁推翻
野三座大山冶袁 使中国人民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曰
建国初期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以提高人民
群众主人翁地位为价值取向袁在进行社会主义三大
改造的同时袁 也对群众之中依然残存的旧思想尧旧
观念尧旧习俗进行改造袁使人民群众感受到创造新
生活的美好前景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袁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果断提出了 野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冶袁停止野以阶级斗争为纲冶的指导思想袁将人民从
野文化大革命冶的浩劫中成功解放出来袁使人民走上
了改革开放的富裕之路曰改革开放以来袁尽管人民
群众的物质生活日益富足袁 但也面临精神生活空
虚尧生态环境恶化尧社会问题严重等各种困扰袁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适时转换主题袁提出以人为
本尧科学发展袁把实现人的全面尧自由尧和谐发展作
为终极目标袁使人民走上了通向自由王国的道路遥
三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发展路向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历经 90 多年的发
展袁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袁成为推动中国革
命尧建设和改革发展的精神力量袁已被广大人民群
众所熟知和接受袁并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遥 但
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今天袁国家间的竞争
更加激烈袁日趋上升到思想文化领域遥 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话语体系作为当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袁自然
难逃挑战与诘难遥 因而袁在实践探索中进一步提升
其大众认同度袁扩大其国际影响力袁强化其内生创
新性袁不断开辟其时代新境界袁将是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话语体系的未来路向遥
渊一冤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大众
认同度
认同是一种情感和态度的植入过程袁具有高度
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特点遥 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
同袁就是大众在情感上主动认可和接纳尧在内心深
处自觉信守和拥护尧在行动上积极实践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遥 倘若人民大众在思想上不
认同尧在情感上不接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袁其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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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就不能深入人心及发挥作用遥 因此袁人民大众
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同袁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话语体系发展的基本前提遥 在中国革命尧建设和改
革的历程中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因其始终为人民谋
利益的宗旨而得到大众认同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
语体系也被人们所熟知和接受遥 然而袁当下社会转
型引起的利益分化尧贫富悬殊和公平正义缺失等正
在影响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袁理论宣传中
的形式主义和照本宣科亦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
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遥 因此袁应进一步重视提升
人民大众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认同度遥
一是要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大众立场袁解决人民
群众最关心尧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袁彰显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人文关怀遥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院
野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袁 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
质利益遥 冶[8]要人民群众认同马克思主义袁野就得关心
群众的痛痒袁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袁解决

位趋弱的现状袁一方面袁要以高度的理论自信积极
回应国际关切和质疑遥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发展中
大国袁在历经几千年文明之后所形成的独有的文化
和话语体系已在人类思想宝库中绽放出绚丽光彩遥
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而形成的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话语体系袁更是以其野中国式智慧冶的光芒和
丰富的学理知识袁为解决人类诸多难题提供了新的
视角和思路袁其日益显现的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必
将化解质疑袁消除敌视袁成为世界舞台的野新秀冶遥 另
一方面袁要发挥媒体舆论在捍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
态方面的野喉舌冶作用遥 既要建立和完善马克思主义
专业网站和微博平台袁利用手机尧网络等新兴媒体
图文并茂地宣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袁又要
以广阔的国际视野参与世界文明交流与对话袁增强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袁进而彰
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更加丰富的世界价值遥
渊三冤强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内生

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袁盐的问题袁米的问题袁房子
的问题袁衣的问题袁生小孩子的问题袁解决群众的一
切问题冶遥 [9]始终以野人民拥不拥护冶尧野人民赞不赞
成冶尧野人民高不高兴冶尧野人民答不答应冶作为政策制
定和话语构建的原则遥 二是在思想理论的宣传教育
过程中袁要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话语尧学术话
语转化为大众话语袁杜绝野假冶尧野大冶尧野空冶袁用活泼尧
质朴尧平民化的语言表达大众易于理解尧乐于接受尧
便于运用的思想理论袁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
系不仅在政治生活领域和学术生活领域体现指导
地位袁在日常生活中也能起到引领作用遥
渊二冤扩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国际
影响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推进袁中国的综合国力迅
猛增强袁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日益突显袁中国奇迹尧中
国道路以及中国制度逐渐受到国际关切袁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世界舞台赢得一席之地遥 但话语
权野西强我弱冶的格局尚未完全改变袁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话语体系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不够强大遥 究其
原因袁主要有两点院一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怀有
复杂心态袁在关切之余袁更多的是怀疑和敌视袁且不
断鼓噪野中国崩溃论冶袁而中国学界对此往往采取回
避态度曰二是经济全球化尧文化多元化引起的多元
社会思潮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袁
阻碍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世界的传播遥
因此袁面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国际地

创新性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袁是永葆马克思
主义旺盛生命力的关键遥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
系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力的结晶袁 在 90 多年
的发展历程中袁以其不断创新的理论体系指导中国
解决了一个个时代难题遥 但近年来袁受西方霸权话
语的影响袁中国一些野著名学者冶逐渐沦为西方话语
的野留声机冶和国外思想的野二道贩子冶袁热衷于用西
方话语来解释中国实践袁造成了中国话语创新能力
的匮乏袁 阻碍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发
展遥 因此袁强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内生
创新性袁是其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根本出路遥
一是要自觉接续中华传统文化精髓遥 中国传统
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最深厚的历
史脉源袁离开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袁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话语体系就不可能枝繁叶茂尧生命强劲袁也不
可能在人民心中扎下根来并被广泛接受遥 因此袁创
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袁必须牢牢根植于中
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沃土袁赋予中国人民在历经沧桑
岁月中积淀下来的精神智慧与价值理念以时代内
涵袁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彰显鲜明的民族
风格袁洋溢生动的历史气韵遥
二是要积极吸收外来优秀文化遥 强调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创新要继承传统文化精髓袁并
不是等于关起门来自拉自唱袁更不是搞狭隘民族主
义袁而是要通过与各国交流对话不断拓展中国化马

李红梅，陈金明：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历程、
特征及其发展路向

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创新空间遥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

因此袁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需要解放思

是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建

想袁以发展的眼光开拓创新袁以敏锐的问题意识预

立起来的袁因此试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

见新风险和新挑战袁及时提出顺应时代潮流的新话

创新袁也要在突出中国特色的基础上坚持开放性原

语尧新体系袁不断开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则袁以包容开放尧兼收并蓄的态度学习借鉴西方思

的新境界遥

想文化中的有益成果袁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
系充盈多元化的思想资源和丰富的学术营养遥
三是要善于科学总结鲜活实践遥 实践是一切理
论创新的源泉和检验标准袁正如邓小平所言院野一个
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袁都是总结尧概括实践经验的

结果遥 冶[10]书斋里的苦思冥想和信马由缰式的凭空虚
构是不能激发创造热情的袁脱离生动鲜活的实践来
热衷于西方话语的因袭和搬用只会造成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因循守旧遥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话语体系正是在不断总结中国革命尧建设和改革实
践的历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袁已具有鲜明的实践
特征遥 当下袁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尧实现中
华民族复兴梦想的伟大实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话语体系创新的源头活水袁只有继续立足并切身体
验人民的鲜活实践袁才能感知蕴含在实践中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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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Marxist Discourse System院The Course of History袁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LI Hong-mei1, CHEN Jin-ming2

(1.Marxism College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Yichang Hubei 6394403, China)
Abstract: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Marxist experienced two historic leaps, formed a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wo words system, and its ideological content of inheritance, the public expression of the fundamental purport practicality and
ultimate valu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eople and so, to characterize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Chinese society to guide the direction of China's reform. Faced with increasingly fierce international concerns and
doubts, improving its public acceptance, expanding i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strengthening their endogenous innovation i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ese Marxist discourse system.
Key words: China; Marxism; discours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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