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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
浅析

实践论

的哲学倾向

崔俊杰
摘 要

实践论

同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一样, 反对离开以实践为基础

的主客体关系抽象地把握哲学基本问题, 主张在主客体关系内部建立主客体之间的
真善美的静态统一, 自由和必然的动态统一; 主张通过实践而不是通过思辨或推
理, 来确证彼岸世界的存在, 建立以范畴演变史为形态的哲学世界观。这样的哲
学, 只能是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或实践的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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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1845 年, 马克思 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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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实践论

关 于费尔巴哈

11 条, 后来, 恩格 斯称其为

体已经失去了纯 粹客观性, 而是 物性与人

包

性、主观与客观、载体与价值的统一, 在一

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

定意义上包含了人的对象化了的本质, 具有

那么, 什么 是 恩格 斯 所指 的

同实践相类似的性质。这种认识, 是实践的

新 世界 观

呢? 笔者认为, 它既不是辩证唯物主义, 也

唯物主义同直观唯物主义的重要区别之二。

不仅仅是历史唯物主义, 而是包括历史唯物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马克思才在 关于费尔
巴哈的提纲 中指出: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

主义在内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
同以往一切唯物主义的原则区别在于, 它不
是用直观的方法, 即用精神 ( 感觉、思辨、

义

科学) 去说明彼岸世界 ( 物质) 的存在, 而

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而不把它们当作

是用实践去说明它的存在。实践是一种主观

人的感性活动, 当作实践去理解, 不是从主

客观化、客观主观化的活动, 它必然造成主

观方面去理解。

客体的对立, 主体是人, 客体是外部世界。
人们应该在主客体的相互关系中把握物质和
精神的关系, 而不应该离开这种关系, 对物
质和精神的关系作某种抽象的研究。这是实
践的唯物主义区别于直观唯物主义的重要标

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的主要

缺陷是: 对事物、现实、感性, 只是从客体

无独 有偶, 事隔近 百年后, 毛泽 东在
实践论

中, 表达了 几乎是 同样的 思想。

文章开宗明义就指出: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
论, 离开人的社会性, 离开人的社会发展,
去观察认识问题, 因此不了解认识对实践的

志之一。主体认识客体、主观把握客观必须

依赖关系, 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

通过实践。但是, 同主体和主观相依赖的客

关系。 表面看 来, 毛泽 东讲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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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

问题, 但谁能否认认识就是精神活动, 认识
成果就是精神成果, 一句话认识即精神呢?

表作, 把它们写了出来。这样, 剩下的就只
能有一种解释, 那就是他不赞成离开主客体

这样, 毛泽东实质上就是在说, 不要离开人

关系、离开人的社会性和历史发展, 去抽象

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 去抽象地研
究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实际上, 以实践

地研究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且物质本体论同
实践论的基本思想是相矛盾 的。 实践论

为基础的主客体关系是认识与实践、主观与

强调

客观、精神与物质相互关系的秘密诞生地,

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这就意味着, 世

只有在这一范围和关系中研究物质和精神,
才能真正实现它们之间的统一。离开这一关

界的物质性只能是实践证明的结果, 而不可
能是不证自明的哲学出发点。真正的出发点

系, 对物质和精神关系作抽象研究, 在一定

只能是实践本身。如果拒绝从实践出发, 而

意义上既可以从物质中引出精神来, 得出世

直接从物质 出发, 实际上 就是用 精神 ( 感

界统一于物质的结论, 也可以从精神出发引
出物质来, 得出世界统一于精神的结论来。

觉、思辨等) 来确证物质的存在, 这样的唯
物论在本质上已 经不是唯 物论, 而是唯心

但这两者都只是在逻辑上的统一, 而不是在

论, 充其量是直观唯物论。

实际上、实践上的统一。它们在实际和实践
上仍然是分裂的: 物质统一性容不下人的主

对于两篇巨著本质倾向的一致性, 最有
说服力的莫过于毛泽东在 实践论 中对马

体性和精神的能动性; 精神的统一性容不下

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的概括。他写道,

真正的物质世界, 在宣布世界统一于精神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

时候, 物质世界照样独立、客观地存在着。
这就表明, 毛泽东事实上同马克思一样, 主

个是它的阶级性, 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
无产阶级服务的; 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 强

张在主客体关系内部, 在实践基础上把握主

调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 理论的基础是实

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也就是说,
实践论 的基本精神和 关于费尔巴哈的

践, 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我国通行的哲
学教科书大都引用毛泽东的这一著名论断,

提纲

并习惯用马克思在

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样的。

人的认识一点也离不开实践 ,

离开

一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关于毛泽东不赞成在主客体关系之外,

中的一句近似的话, 来解释毛泽东论断中的

离开人的社会性和历史发展来把握物质和精
神的关系, 或许可以从毛泽东终生未写过物

实践性。这句话就是: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
同的 方 式 解释 世 界, 而 问 题 在 于 改 造 世

质本体论的哲学著作这一事实中得到启示。

界。 应该说, 把这两段话引来同前者互相

试问, 毛泽东终生为什么没有写过物质本体
论的哲学理论呢? 是没有能力写作吗? 否,

映照本身是完全正确的, 也是非常必要的。
问题在于在解释这些话时, 就牵强附会, 离

以毛泽东的天资和阅历, 编写一部物质本体

题太远了。不少教科书的解释说, 以往的哲

论体系, 只如探囊 取物; 是 没有时 间写作

学只在于描绘世界, 说明世界, 而并不指导

吗? 否, 毛泽东既有时间写 实践论 、 矛
盾论 等传世之作, 为什么独独没有写本体

实践、改造世界。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 才
不仅仅 说明世界, 而且指 导实践, 改造世

论的时间呢? 是因为前人 ( 主要是恩格斯、

界。这种 解释显 然是不正 确的。在 哲学史

列宁、斯大林) 已经写过了吗? 否, 认识对

上, 任何一种哲学作为

实践的依赖关系、事物矛盾性的学说, 前人
也都写过了, 但毛泽东还是作为他的哲学代

华 , 都必然以其世界观和价值观影响该时
代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以往的哲学如果没有

自己时代精神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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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作用, 便不会有它的阶级基础, 而没有
一定阶级或阶层的需要, 在阶级社会里任何

示了人的发展和人的解放的规律。在后期,
马克思致力于客体领域的研究, 积极成果就

哲学都不会产生。这就表明指导实践、改造

是体现在

世界并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独有的功能和独具
的特征。实际上, 无论马克思还是毛泽东,

唯物主义思想。这样, 马克思就第一次把哲
学基本问题同人的社会性和人历史发展结合

在强调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是实践

起来, 避免了对它的抽象研究。但是, 有人

性和阶级性时, 都是针对 着直观哲 学而言

却把马克思早期思想和后期思想对立起来。

的, 是指直观哲学都是凭借经验或思辩来确
证彼岸世界的存在的, 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

殊不知, 一旦离开了主客体相关论的基本框
架, 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和后斯思想, 就都失

作为一种新的世 界观, 才 超越了这 种直观

去了它的正确意义。早期的主体性思想因为

性, 不再凭借感觉和思辩, 而是凭借实践的

失掉社会的决定 作用, 就真正变 为人本主

功能, 来确证彼岸世界的存在。由此可知,
马克思和毛泽东的上述观点, 都是在指出马

义; 后期的客体性思想则因其不被视为人的
本质对象化的产物, 而变成自然决定论。或

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出发点, 这个根本出发

许正是为了消除这种隔离主客体的倾向, 晚

点不是精神, 不是物质, 而是作二者之动态
统一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

期的马克思才试图建立一个没有片面性弊端
的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的学说, 这就是体现

只能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除此之外, 人们不

在

应该对上述引言作出别的什么解释。

形态理论。通过这一理论, 在他的早期思想

如前所述, 实践论 和 关于费尔巴
哈的提纲 的一个重要的共同之处, 就是都

和后期思 想之间建立起 一种不可 分割的联
系。可惜得是, 马克思未能充分完成这一构

主张在以实践为基础的主客体及其矛盾运动

想就溘然长逝了。但仅仅留下的这些遗产已

的辩证关系中把握哲学基本问题, 都不赞成
在这种关系之外, 对物质和精神作抽象的研

经告诉人们, 整个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主客体
相关和互动的体系, 任何人的解放都离不开

究, 使自 己的哲学 成为远离 社会、 远离人

社会的决定作用; 任何社会进步都离不开人

生、玄而又 玄、大 而无道 的形而 上学 ( 玄

的活动的推动。这样, 它就融哲学和社会人

学) 。在 提纲 中, 马克思明确指出: 旧
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 市民 社会; 新唯物

文科学于一身, 在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中融
进了哲学的内容, 即主客体之间真、善、美

主义的立 脚点是人类社 会或社会化 了的人

的统一, 以及作为真、善、美相统一的动态

类。 对于 人 类社 会或社 会化 的 人类 ,
我们可以根据马克思关于人既是剧中人, 又

过程的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过
程, 真正体现了哲学为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

是该剧的编剧和导演的思想作出如下解释:

服务的革命精神, 切实避免了对物质精神关

人类社会

是客体,

社会化了的人类

是

德意志意识形态

资本论

和

经济学手稿

一文中的历史

中的社会三

系的抽象研究, 开启了哲学发展的新纪元。

主体, 一部人类史, 就是这样的主客体相互
作用和矛盾运动的历史。实际上马克思一生

应该说, 在毛泽东的 实践论
满了马克思的上述思想。 实践论

都是在这个主客体相关论的基本框架体系中

反对离开人的社会性和人的历史发展来研究

进行他的研究和写作的。在早期, 他主要侧

认识问题, 在结尾部分则更鲜明地体现了毛

重人的主体性的研究, 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劳
动、实践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 , 系统地揭

泽东对主客体相关和互动原理的充分肯定。
他指出: 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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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充
开篇就

斗争, 包 括实现下 述的任务: 改造 客观世
界, 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改造自己的

哲学的阶级性, 它公然申明为无产阶级和人
民群众的利益服务。诚然, 实践论 中没

认识能力, 改造 主观世界 同客观世 界的关

有明确阐述求美的问题, 但这并不等于 实

系。 这和 马克 思在 提纲 中所 阐 述的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 只能被看

践论 中不包含这一深刻内容。因为在主客
体之间实现了真与善的统一后, 就意味着实

作是并合理地理解 为革命的实践

现了主体同对象化到客体中去的人的本质的

一致, 毫无二致的。实际上,

是完全

实践论

的

统一, 这种最高级的统一就是美和审美。不

基本精神就是指出作为主客体对立实质的主
客观 ( 精神和物质) 的矛盾是如何得到正确

仅如此, 实践论 中还进一步把真、善、
美的
统一归结为一个辩证发展、
矛盾运动的过程,

解决的, 表达了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之

即 实践、
认识、
再实践、
再认识, 这种形式循

历史地、具体地统一的深刻思想。这种统一

环往复以致无穷。 后来, 毛 泽东又把这过

表现在真、善、美三个方面。从求真的方面
看, 毛泽东强调认识对实践的依赖性以及实

程归结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无限转化和
发展的过程。所有这些, 都再现和深化了 关

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等思想。从

于费尔巴哈的提纳 的基本思想。

求善的方面看, 毛泽东十分强调认识过程的
第二次飞越, 认为它比第一次飞越更根本。

综上所述, 我们有理由认为, 实践论
是 关于费 尔巴 哈的提 纲 的姊妹 篇, 是

其所以如此, 是因它是创造价值的活动, 目

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

第二个文

的是要实现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在实在

件。只有这样, 才能正确把握

形态上的统一, 使客观世界 ( 客体) 成为有
利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生存和发展的

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归向, 才能正确估计 实
践论 在哲学 发展史 中的地 位, 才 能把握

价值的世界。正是在这里, 才体现了马克思

实践论

实践论

的哲学思想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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