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 《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 周年

《共产党宣言》的价值逻辑及其在当代中国的体现

邓 斌 苏 伟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桥梁”，真正联结起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实现了科学的方

法论与价值论、事实逻辑与价值逻辑的高度统一。《共产党宣言》的价值逻辑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的

历史的、辩证的价值否定，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的、热情的价值肯定，对共产党的领导的价值肯定，

对科学社会主义普遍真理的价值肯定，对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的价值肯定等，既阐明了上述问题

的真理性，又阐明了上述肯定项的正义性，闪耀着马克思主义高度统一的真、善、美的光芒。《共产

党宣言》的价值逻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得到了多方面的体现，显示出马克思

主义旺盛的生命力，也显示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理性与道德性的高度统一。

【关键词】马克思 《共产党宣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者简介: 邓斌 ( 1969－ ) ，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 重庆 401120) ; 苏伟 ( 1954－ ) ，西南政法大学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教授 ( 重庆 401120)。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

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① 这既是一个科学命题，又是一个价值命题，体现着事实逻辑与价

值逻辑的高度统一②。历史发展是客观规律性与主体能动性的辩证统一。自觉的历史主体是怎样创

造历史的呢? 显然，他们既是根据对历史趋势尤其是历史规律的认识与掌握，即根据事实逻辑，又

是根据对自身利益尤其是价值目标的认识与设定，即根据价值逻辑，来进行实践、来创造历史的。

《共产党宣言》 ( 以下简称《宣言》 ) 的价值逻辑，其理论意义、历史意义和实践意义都是极其巨大

的，并且，也鲜明地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中，值得深入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事实逻辑与价值逻辑的辩证统一

本文所谓的价值逻辑，是与 “事实逻辑”———以分清真假为前提并揭示事实发展规律的逻

辑———相区别，并与之对应的一种逻辑，即以分清善恶、分清利害为前提，并明确主体对对象、对

自身、对自身行为等进行价值肯定或否定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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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 5 月 5 日。
“价值逻辑”是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哲学和逻辑命题不是表示对象之间的相互归属关系，而是表示

主体对于对象的态度，即评价。去除其否认哲学和逻辑命题不是表示对象之间的相互归属关系的唯心主义成分，与事实真理相表里

的价值真理的内在逻辑，是马克思主义承认并看重的，并且是贯穿其理论体系中的一条重要的“红线”。



价值逻辑当然要以事实逻辑为依据，并且事实上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不能截然分开。但由于

事实逻辑是以客观世界中 “事物的本来面目”为基础，而价值逻辑则是以主观世界中 “人的尺度”

为基础的，所以，二者又有重大的区别。如果说，事实逻辑更加着眼于包含着偶然性但又高于偶然

性的“必然性”的话，那么，价值逻辑则更加着眼于包含着必然性但又 “高”于必然性的 “正义

性”。价值逻辑的特殊意义在于: 第一，它能使主体明确价值评价的标准，并对对象进行价值评判，

以彰显善恶、美丑、正义非正义和利害关系等; 第二，它能使主体将善恶、美丑、正义非正义等评

判与利害评判统一起来，对主体的实践目标进行价值定位，以惩恶扬善、趋利避害; 第三，它能使

主体在善恶关系与利害关系相统一的基础上，对其实践目标和实现实践目标所必须具有的权力、权

利、利益、实践方案、实践策略等进行价值评判，以彰显其正义性或非正义性。

尽管事实逻辑与价值逻辑有着内在的统一性，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达到二者的自觉统一之前，

中国与西方的传统思维，都或者只是达到了事实逻辑与价值逻辑的自发联结，或者 ( 更多的是) 在

二者的区别面前束手无策，只得顺势将其割裂①。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的存在方式、主客体的联系方

式、同时也是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的联系方式———实践———出发，去认识世界、认识人自身、认识

主客体的关系，从而实现了哲学的革命，创建了一种新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而不但实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与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高度统一，而且

以它为基础，实现了科学的方法论与价值论的高度统一，实现了事实逻辑与价值逻辑的高度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和代表作 《共产党宣言》，不但鲜明地体现着事实逻辑与价值逻辑的辩证统

一，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整套价值逻辑的首次系统展现，值得我们永远珍视。

二、《共产党宣言》的价值逻辑

《宣言》鲜明地体现了无产阶级的立场，用一整套全新的、闪耀着事实真理与价值真理辩证统

一的理论观点，重新评价了人类的全部历史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不但揭示了资本主义一定

要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客观必然性，而且揭示了社会主义必须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正当性，昭示出无

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昭示出社会主义的正义性。
1． 《宣言》历史地、辩证地否定资本主义的价值逻辑

由于“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②，所以，资本主义从诞生

之时起，就受到了持续不断的批判和否定。然而，前人的所有批判，都可归结为单纯的道德批判。

与其根本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从历史性评价与道德性评价的统一上，对资本主义进

行了最为科学、最为彻底的批判和否定。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③ 但

是，《宣言》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却是以肯定资产阶级曾有过的革命性为开端的: “资产阶级在历

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

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④。而且，《宣言》的这种肯定还不是抽象的，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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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休谟提出的“休谟问题”的重要内容，就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有本质区别，不能直接从表明“是”或“不是”
的事实判断，推出表明“应该”或“不应该”的价值判断; 例如，康德从其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得出的结论——— “求真”
的“纯粹理性”与“求善”的“实践理性”二者本身无法直接沟通，只能靠“求美”的“判断力”来间接地沟通; 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871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8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3、36 页。



具体的、全方位的，“新兴的资产阶级……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并用

“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 “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大大增加起来的城市居民 “脱离了农

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它打破了封建割据，使西方各民族成为政府、法律、关税等都得到统一的

“统一的民族”; 它还打破了美洲和东方世界的封闭状态，“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

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①。总之，正如恩格斯所言: “《宣言》十分公正地评价了资本主义在先前所

起过的革命作用。”②

上述肯定是《宣言》关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价值逻辑的第一个环节。更为重要的第二个环

节，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而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方方面面的革命性、进步

性、合理性等向对立面转化的必然性的深刻揭示: “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

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

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③ 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向生产力发展的桎

梏的转变，决定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革命性、进步性、合理性向反动性、落后性、不合理性的

转变。而这些具有必然性的转变，就给《宣言》否定资本主义的价值逻辑的第三个环节，直接奠定

了基础。《宣言》否定资本主义的价值逻辑的第三个环节，即结论性的环节，集中从三个方面展现

了资本主义的反动性、落后性和不合理性。

第一，是从对生产力的限制和破坏上，揭示了资本主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反动性、落后性和不

合理性。“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

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 而资产阶级只能用 “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来克服这种危

机④。第二，是从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上，揭示了资本主义非人道的反动性和不合理性。工人

成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的“一种商品”，“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他们每日每时

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⑤。而且，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

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⑥。这 “活动着的个人”既包括工

人，也包括资本家。也就是说，甚至于剥削、压迫工人的资本家自己，以及被资本所笼罩的所有个

人，必然地被资本所异化。第三，是从价值观和伦理上，揭示了资本主义非道德的反动性、落后性

和不合理性。资本主义制度“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并且越是这样，“它就越是可

鄙、可恨和可恶”⑦。

诚然，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深刻地揭示过资本家对劳工大众无情压榨和资本主义商业投机、欺诈

经营等唯利是图的罪恶，有的甚至看到了这一切罪恶的根源———私有制，但是，由于他们只是从道

德层面去进行批判，因此，其价值逻辑尽管高尚，但未必有力。而 《宣言》则将道德的批判与历史

的批判统一起来，即将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和对工人阶级的压榨，与其对生产力的阻碍和破坏统一

起来，将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危机与其经济危机统一起来。
2． 《宣言》科学地、热情地肯定社会主义的价值逻辑

《宣言》肯定社会主义的价值逻辑，是以肯定社会主义的创造者和主体力量———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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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进步性为起点的: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

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① 而这一肯

定，也就同时将肯定社会主义的价值逻辑的基础，放到了社会化生产力这个雄厚的物质基础上，放

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历史规律的基础上，体现着《宣言》固有的价值逻辑与事实逻辑

的辩证统一。
《宣言》肯定社会主义的价值逻辑的重要一环，是从否定旧社会的核心要素中，肯定社会主义

社会的核心要素——— “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建立能够 “取得社会生产力”的占有方式，即

公有制。为什么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呢? 《宣言》讲到，其一，是 “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

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 其二，是因为 “资产阶

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②，社会主义要消灭阶级

对立、消灭剥削，所以要消灭其基础———私有制。《宣言》明确地讲，正是从上述第二个原因 “这

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 消灭私有制”③。由此可见，《宣言》所设

定的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价值目标是两位一体的，一方面是 “取得社会生产力”、更好发展

生产力，另一方面是消灭阶级对立、消灭剥削。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宣言》肯定社会主义的价值逻辑的核心环节，是“两个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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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如果说，“是绝大多数人的”这个概括，体现了

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显示了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大联合的价值，《宣言》最著名的口号 “全

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价值的话，那么，“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概括，则体现了社会主义

运动者、尤其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显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即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⑤，《宣

言》这个极其重要的观点，也是在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对比中论述的: “在资产

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⑥ 我们知道，已经积累起来的劳

动，即“死劳动”，从其实物形式看，就是社会的生产资料，亦即生产力中 “物”的要素。在资本

主义社会中，主要的生产资料都掌握在资本家手中，成为资本中的不变资本。而资本的实质，是能

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所以，“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价值，就只能是成为价值增值的手段。这样，

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价值增值，就被科学地揭示出来。与之相反，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社会中，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即生产资料，主要都掌握在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个人手中，成为不断

扩大同样为这些劳动者个人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物质手段。所以，这些 “积累起来的劳

动”的价值，就变成了“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也这样被科

学地揭示出来。
《宣言》肯定社会主义的价值逻辑，是以肯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归宿的: “代替那存在着

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

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⑦ 如果说，《宣言》里那句“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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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和个性”① 的名言，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最深刻的本质特征———每个人 ( 包括工人也包括

资本家本身) 实际上都是资本的奴隶，资本增殖才是其终极价值和最高目标的话，那么， 《宣言》

这一句名言，则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最深刻的本质特征，揭示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终极价值

和最高目标———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这一目的比较起来，包括建立公有制并不断改革以解放

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包括按劳分配乃至按需分配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等，都是手段。正因为 “每

个人的自由发展”的价值定位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言也是至高无上的，所以，我们都知道，

恩格斯晚年应约用“题词”来概括其理想社会的时代精神时，就只列举了这段名言，并认为除此之

外“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②。

3． 《宣言》科学地肯定社会主义运动必须由共产党领导的价值逻辑

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要由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必然性，这从 《宣言》自身、从它的诞生就可得

到一些说明———无产阶级的运动需要《宣言》这个“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③。无产阶级运动客

观需要共产党的领导，这只是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必然性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共产党能够满足无

产阶级运动的最基本要求，这又为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必然性提供了充分条件。共产党能够满足

无产阶级运动的哪些最基本要求呢? 《宣言》概括了两个，并作了以下回答。

其一，要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④。“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

级”，需要有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方面，在思想上，要使处于感性认识状态的无产者群众觉悟起来，

具备理性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另一方面，在组织上，要使处于松散状态的无产者群众组织起来，

成为一个步调一致、坚强有力的战斗集体。然而，这两个方面的条件，无产阶级群众自己却并不能

提供，而需要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提供。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提供思想条件和组织条

件，使无产阶级从自发状态转向自觉状态，即“形成阶级”。

其二，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⑤。“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

级夺取政权”，是极其伟大的政治革命。而任何政治运动，尤其是政治革命，要想成功，也需要两

个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利益上，要使无产阶级的利益得到整合，从而 “形成”其整体利益、根

本利益，并使其利益尤其是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在革命的路线、纲领、政策中 “被代表”、被表现

出来。这样，无产阶级就会自觉地为自己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而奋斗。另一方面，是策略上，要

使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符合革命的规律、符合革命的实际，尤其是革命中各种力量的对比情况。同

样地，这两个方面的条件，无产阶级群众自己也并不能提供，而需要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

提供。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提供政治条件，使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取得成功。

为什么共产党能够满足无产阶级运动的上述要求，提供无产阶级运动必须的思想条件、组织条

件和政治条件呢? 《宣言》作了以下回答。

其一，从性质上说，正如《宣言》指出的那样，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

同的利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⑥。这种先进性，就不但显示了共产党领导的必要

性、必然性，而且从总体上、根本上显示了共产党领导的正当性、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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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从思想上说，正如《宣言》指出的那样: “在理论方面，他们 ( 指共产党人———引者注)

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① 因此，共产

党才能提出以《宣言》为代表的，揭示出现代社会运动规律和无产阶级运动规律的先进理论，使无

产阶级能够觉悟起来，从自发的状态转向自觉的状态，来进行无产阶级运动。这种思想上的先进性，

既显示了共产党的思想领导的必要性、必然性，也显示了共产党的思想领导的正当性、合理性。

其三，从组织上说，马克思恩格斯在撰写 《宣言》的同时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党章 ( 即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 中，就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一些基本原则，确立了共产党组织上的先进

性。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继 《宣言》之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

同盟书》指出的那样，同盟“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成为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

协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②。无产阶级接受

共产党的组织领导的必要性，在这里被讲得再清楚不过了。共产党组织上的先进性，既显示了共产

党的组织领导的必要性、必然性，也显示了共产党的组织领导的正当性、合理性。

其四，从政治上说，仍如《宣言》指出的那样，“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

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再加上如前所述的，共产党人在理论方面 “胜过其余无产阶级

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因此，共产党能够提出像 《宣

言》这样的“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从而，使共产党人既能 “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

益而斗争”，又能“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③。而如果没有这个政治条件，无产阶级

的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共产党政治上的先进性，既显示了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必要性、必然性，

也显示了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正当性、合理性。

4． 《宣言》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问题的价值逻辑

《宣言》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问题的价值逻辑，至少有两个方面的价值肯定、两个方

面的价值否定，意义都非常重大。

一个方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价值肯定，对反科学、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

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的两个极重要的序言中一再强调: “不管最近 25 年来的情况发生了

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④ 《宣言》阐

述的一般原理，是在揭示整个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揭示无产阶级运动规律的基

础上，“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⑤

的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它既是揭示了客观规律的科学真理，又是体现和代表了无产阶级和人民

群众根本利益的价值真理。因此，在整个资本主义时代，在整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时代，《宣

言》阐述的一般原理，都会既闪耀其真理的光芒，又闪耀其道德的光芒。今天，我们将 “25 年来”

换成“170 年来”，马克思恩格斯肯定 《宣言》一般原理的结论，仍然是完全成立的。这个肯定，

同时也就是对无产阶级运动、社会主义建设、共产党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正当性、合

理性的肯定。

《宣言》在对其一般原理进行充分肯定的同时，还对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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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等 “反动的社会主义”，对 “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对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思潮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与批判，不但揭示出它们各自的思

想实质、谬误之处，而且揭示出它们的阶级基础，尤其是揭露出它们对无产阶级运动的危害。因此，

这些分析与批判，既是对它们的科学性的否定，也是对它们的价值性的否定。
《宣言》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肯定与对反科学、非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价值否定，给了我们一

个重要的价值论启示: 一定还要从维护无产阶级运动的根本利益的价值认识上，来增强坚持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的自觉性; 一定还要从各种思潮的阶级属性上，尤其是从它们对无产阶级运动的利害

关系上，对它们进行分析、辨别，以增强否定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自觉性。

另一个方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的 “实际运用”、与实际相结合和理论发展的价值肯

定，对教条主义倾向的价值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在 《宣言》的两个极重要的序言中还一再强调:

《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

条件为转移”①。《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个 “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其阐述的一般

原理，在充分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阶级性特点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其实践性特点。实践，

首先具有主体性。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主体，是工人阶级。《宣言》强调: “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

阶级自己的事情。”② 这个论断，既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直接的价值指向———工人阶级，也说明

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主要的价值所在———被工人阶级 “实际运用”。也就是说，按照 《宣言》的价

值逻辑，对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的 “实际运用”的价值，高于其单纯的理论形态存在的价值。在

《宣言》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对此就有明确的论述: “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

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③ 在《宣言》之后，马克思对此有更明确的表述: “一步实际运

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④ 列宁也特别强调这个价值定位的重大意义⑤。

实践，还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历史性，会随着实践主体和实践条件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

化。工人阶级自己，就会随着社会化生产力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壮大，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也

会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 各个国家的民族的、自然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

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更会使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历史条件有所不同，甚至有很大

的不同。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就应当在发展着的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不断得到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的几篇序言中，反复地指出了这一点。这些论述充分说明: 社会主义实践

的价值高于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社会主义一般原理的价值高于社会主义具体结论的价值、发展社

会主义理论的价值高于固守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

今天，我们彰显《宣言》上述两个方面的价值肯定和否定，就可以更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 “实

际运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更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更自觉地反对修正主义和教

条主义，更自觉地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的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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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宣言》的价值逻辑在中国新时代的鲜明体现

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鲜明地体现出事

实逻辑与价值逻辑高度统一的特征。从毛泽东“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① 的历史性结论，到邓

小平“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② 的新的

历史性结论，都既有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真理性、必然性的肯定，又有对它的价值性、应然性的肯

定。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地既鲜明地体现了以 《宣言》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事实

逻辑，又鲜明地体现了其价值逻辑。

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 “四个自信”的价值肯定，体现了 《宣言》否定

资本主义、肯定社会主义的价值逻辑。习近平在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后不久就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历史

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③ 这一重要

判断，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典范。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反复强调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自信”问题，并最终形成“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的要求。这一要求，既是建立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这一事实判断基础之上，也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 “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这

一价值判断基础上的④。此外，习近平还对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不是好”的价值逻辑添加了

方法论的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⑤ 在此理论基础

上，习近平代表我们党一再重申的政治结论: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始

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更加有力、更加合理。这都是对《宣言》否定资本主义、肯定社

会主义的价值逻辑的历史性延续和生动体现。

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梦和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肯定，体现了

《宣言》肯定“两个绝大多数”的价值逻辑。中国梦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价值意蕴极强的概念:

“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意味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在为中国梦的奋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意味着中华民族团结奋

斗的最大公约数，意味着中华民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真诚意愿。”⑥ 体认，是主体在

亲身体验中的认识; 追求，是主体在目标明确的实践中的自觉行动。价值体认，是主体形成责任担

当的重要前提; 价值追求，是主体实现价值目标的必经过程。中国梦这一价值体认，就是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在对自己切身利益尤其是根本利益的体验中获得的深刻认识，同时也是从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必然形成的利益多元化格局中提升的 “最大公约数”; 中国梦这一价值追求，就是中国人民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的自觉行动，而这一群体主体的行动同时也包含着每一个中国人为实

现自己的个人梦想的自觉行动。由此可见，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正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自觉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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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中国人谋取利益的运动。这个客观现实，正是党的主观性要求———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的重要基础。

要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①。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 “群众史观”，体现了共产党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 “为什么人”这个 “根本

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上的根本态度，其价值意义极其巨大。由此可见，中国梦的执政理念和以人

民为中心的基本方略，是对《宣言》肯定“两个绝大多数”的价值逻辑的历史性延续和生动体现，

同时也是对《宣言》肯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价值逻辑的历史性延续和生动体现。

第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 “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体现了 《宣言》肯定

社会主义所有制变革的价值逻辑。众所周知，《宣言》有一句名言: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

括为一句话: 消灭私有制。”然而，《宣言》的这个结论，是建立在其整个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尤

其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与状况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因此，对于这一原理的 “实际运

用”，也“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尤其是生产力性质与状况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为转移。

遵循《宣言》的这一方法论原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纠

正了以前想迅即消灭一切私有制的错误做法，确立并坚持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的基本经济制度，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十八大以来反复重申的基础上，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 “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

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② 值得重视的是，习近平在我们党既有认识的基础上，对“两个毫不动摇”所指

向的两个对象的价值内涵作出了新的论述: “在功能定位上，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③ 并且，还对其分别作出

了新的论述。就公有制经济而言，习近平指出: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

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为国家建设、国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作出了突出贡献，

是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当然要让它发展好，继续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这既是一

个事实描述，同时也是一个价值论断，既讲明白了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必然性，又讲

明白了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合理性。就非公有制经济而言，习近平指出: “我国非公

有制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是在我们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指引下实现的。长期以来，我国非公有

制经济快速发展，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④ 这又既是一个事实描述，同时也是一个价值论断，既讲明白了毫不动

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又讲明白了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的合理性。在这样的基础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 “两个毫不动摇”的

价值意义，也就有了新的推进: “在产权保护上，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

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⑤ 由此可见， “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既已经在我国所有制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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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中体现了《宣言》“消灭私有制”的原则，又在总体上发展了包含着这一原则的科学社会主

义原理，体现了《宣言》肯定社会主义所有制变革的价值逻辑。

第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两个最”的论断，体现了

《宣言》肯定共产党领导的价值逻辑。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① 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多次强调过的这“两个最”的精辟论断，也体现着事实逻辑与价值逻辑的统一。为什么说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个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后来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

定为共同理想的伟大政党，把中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自己周围，领导人民开创出来、建设起来的。

因此，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最根本的内在统一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就是 “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② 习近平要求，对

我国宪法确立的“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一点，要理直气壮讲、

大张旗鼓讲”③。如前所述，《宣言》对共产党领导的价值肯定，主要是从社会主义 “运动”与共产

党的关系角度讲的，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但从这个关系，而且进一步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共产党的关系角度，对党的领导进行了价值肯定。由此可见，习近平关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最”的论断，是对《宣言》肯定共产党领导的价值逻辑的历史性延续和生动

体现。

第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 “两个逻辑辩证统一”的新判断，体现了 《宣

言》肯定理论结合实际的价值逻辑。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了理论结合实际这一 《宣

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问题，并特别要求: “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

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 21 世纪中国的马

克思主义。”④ 这都体现了 《宣言》肯定 “一般原理”的 “实际运用”的价值逻辑，体现了马克思

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不但反复强调了理论结合实际这一方法论的意义，而且还丰富和发

展了这一方法论本身的理论内容，提出了 “两个逻辑辩证统一”的方法论新思想。“两个逻辑辩证

统一”，是习近平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首要问题”的一个新回答: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

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⑤ 很明显，这是对邓小平 “把马克思

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⑥ 思想

的继承与发展。说是继承，这很清楚; 说有发展，就得加以说明。首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普遍

真理”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⑦ 的 “理论本体”，都是卷帙浩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尽管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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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理论与实践问题作过一些概括，但并未对 “马克思主义普遍

真理”或“社会主义普遍原则”作出整体性概括。然而，实践又需要后来者作出整体性概括，以指

导具体实践。这个概括过程既是应用、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良机，同时也蕴涵

着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社会主义普遍原则不同程度地片断化、孤立化、静止化的风险。正是在

总结吸取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之后，习近平才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这一概念，它不但

指向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而且指向其各个基本观点、基本原则之间必然

的内在联系。因此，它指向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社会主义普遍原则的整体。同理，“我国

的具体实际”的“实在本体”，是中国全部的客观现实。为了“相结合”，就需要我们将其主要内容

和主要特点概括出来。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可能出现主观化、片面化、静止化的问题，例如，将

阶级矛盾概括为社会主要矛盾等。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则进了一步，它不但指向中国的

具体实际，而且指向其各个主要内容、主要特点之间必然的内在联系。因此，它指向的，是我国具

体实际的整体。可以说，“两个逻辑辩证统一”的新判断，确实发展了 “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

合”的方法论。这一重大发展，不但增强了《宣言》开创的理论联系实际方法论的真理性，而且提

升了这一方法论的价值性; 不但重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各个要点，而且重视各

个要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整体把握“普遍真理”; 不但重视 “具体实际”的主要内容与特点，而

且重视其内在联系，以整体性把握 “具体实际”。坚持不懈地推进 “两个逻辑辩证统一”，将使 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得到新的发展，使以《宣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闪耀出更加夺目的、事实

逻辑与价值逻辑交相辉映的光芒。

参考文献:

［1］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 5 月 5 日。

［2］杨振闻: 《〈共产党宣言〉中的价值哲学》，《求索》2018 年第 5 期。

［3］靳辉明: 《〈共产党宣言〉的理论价值及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8 年第 1 期。

［4］严书翰: 《〈共产党宣言〉的精神真谛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基因———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 周年和

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 年第 2 期。

［5］ 谭玉敏、梅荣政: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论源头———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 周年》，《红旗文

稿》2018 年第 4 期。

［6］冯茜: 《马克思主义经典时代价值的新探索———读黄明理〈共产党宣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

设〉》，《河海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5 期。

［7］吴日明: 《〈共产党宣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扬州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4 期。

( 编辑: 张 剑)

·63·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 年第 10 期



MAIN ABSTRACT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a New Form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On the Fundamental Experiences in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Li Chongfu

As the new form of the sinicization of scientific socialism，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great achievement and social modality of combining the universal truth of Marxism with the practice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the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Adhering to the unific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China's specific conditions and time features，and con-
sciously maintaining the socialist direction of China's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re the strength source and fun-
damental experience of the brilliant achievement in the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and main idea of scientific socialism，this paper first elaborates on the
consistenc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cientific socialism at the root level． And then，in
the answering of what the new point i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the new form of scientific
socialism，this paper explains tha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sinicized scientific socialism，
is the socialism at its primary stage，and is the socialism with vitality in the frontier of human history．

The Value Logic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Its Expressions in China Today
Deng Bin and Su Wei

In Marxism，practice is a“bridge”，which truly connects the world of facts with that of value，realizes
the unification of scientific methodology and axiology，and the logic of fact and the logic of value． The value
logic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cludes the historical and dialectical negation of the value of capitalism，
the scientific and enthusiastic affirmation of the value of socialism，and the affirma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the universal truth of scientific socialism，and the value of the methodolo-
gy of integrating theories with practices． It has not only clarified the truth of the above issues，but also the
justice of the above positive terms，which sparkles with the high unity of the true，the good and the beautiful
of Marxism． The value logic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has been expressed in many aspects 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showing the vigorous vitality of Marxism and
the unity of truth and morality of the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On the Concept of Right in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Wu Haibao

Right is generated from economic relations． Private ownership，equality and freedom are the main forms
of bourgeois right，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logic of capital movement． The bourgeois right includes internal
antagonism which is mainly concerned with labor as commodity． The length of working time is a vague zone
for both the capital and the labor，which is the source of the antagonism between the bourgeoisie and the pro-
letariat as embodiment of two major historical rights． The conflict can only be solved by class struggle which
aims for political power． Only by derivation of the capital logic from the movement of exchange value and the
logic of right from capital movement can we fully demonstrate the deep logic of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
conomy．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Das Kapital is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he right
relations．

·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