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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纠偏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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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民群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积累了唯物论、辩证法、唯物史观等方

面的丰富知识，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坚实基础。然而，一些人在用马克

思主义指引工作的同时，却认为马克思主义空洞无物、过时了、无用了。产生这

些误解的根源在于理论脱离实践和思维方式的缺陷。纠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

的误解和偏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对人民有真感情，理论研究要有深

度，形式要为人们喜闻乐见，突出问题意识; 更需要当代青年发挥责任意识和担

当意识，学习马克思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到人民群众中去传播马克思

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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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积极布局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宣传

思想文化战线采取一系列新举措，巩固了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这种思想上的统一表

现在人民群众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能够自觉运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然而，在主旋律之下，我们

也时常听到一些质疑和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声音。从受众的角度研究人们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

分析产生误解的原因及对策，这是当今学术界极为薄弱的环节。破解这个难题，有助于我们更

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基本规律，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坚实基础

受优秀传统文化中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实际工作生活的总结沉淀和耳濡目染以及党

的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工作者的努力，人民群众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对马克思主义展现出强烈的信

念。这突出表现在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三个方面。
第一，坚信唯物论。唯物论在人民群众中有着深厚的基础。一是注重物质生产。生产是交

换、分配、消费的前提和基础。经过党对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宣传，也是出于维持基本生存

的需要，人民群众始终将生产劳动摆在第一位。这既满足了个人和家庭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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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为他人和社会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产品，还在生产劳动中改造着自身，促进了自身的全面

发展。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巨大胜利。二是不信鬼神。千百年来，总有种种妖魔鬼怪

和神话故事在人民群众中传播。然而，即便是信奉各路神仙，人民群众并没有将生活的全部希

望寄托在神仙身上，而是以实际行动去改善个人和家庭生活。即便在种种迷信思想鼎盛时期，

也未能带来绝大多数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对神仙鬼怪的畏惧和信仰。也正是因为绝大多数中

国人不信鬼神，连境外的势力也不得不感叹: 中国人没有“信仰”。这不能不说是无神论教育的

极大成功。三是注重思想对现实的反作用。人民群众注重在家庭成员和单位同事等方面开展

思想政治工作，通过思想上的统一来实现行动上的一致，这也是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绝好说明。
唯物论的总结提炼和宣传普及，有力地改变着并将持续改变着中国的面貌。

第二，坚信辩证法。人民群众在工作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一方面，它使人们

能够系统全面地评价人和事，不是孤立片面地看待人和事，而是联系整体和全局; 不是僵化地看

待一个时段，而是动态地看待整个时段; 不是将人和事物的发展看作一条直线，而是将人和事物

的发展过程看作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过程。正是由于绝大多数群众能够综合全面、辩证

系统地看待问题，在许多重大历史关头，人民群众坚持了正确的立场，主导了历史发展的方向。
另一方面，它使人们能够抓住主要矛盾，在处理人和事物的关系时，往往能抓住起决定性作用的

方面，从而把握规律，解决问题。各行各业的群众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断克服生产生活中

的各种困难，创造了解决生产生活问题的种种方法。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明，就是人

民群众辩证法智慧的集中体现。这些思想不仅促进了个人、家庭和单位的发展，而且为社会发

展提供了动力，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第三，坚信唯物史观。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正确认识。一

方面，能够正确认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推动者并能够做到以人民为中心，敬畏人民群众的力量。
“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等俗语在群众中广为流传; 迄今为止，除了人民

的敌人没有谁敢蔑视群众、与群众为敌。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人为善、家庭和睦、
邻里团结、社会安定，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能够从经济基础出

发去评判社会制度等上层建筑。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

高度认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党制度，社会主义、共产党都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思想深

入人心。当遇到不公正待遇或利益受到伤害时，群众也会感慨社会主义哪里去了、共产党哪里

去了。不是从口号出发，而是从实际行动出发去评判社会制度、政党制度等上层建筑，这正是中

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持之以恒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成果。

二、部分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

第一，空洞论。马克思主义源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但经过提炼之后，必然以抽象词句展

现出来。这就出现了两大问题。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难以为部分普通群众理解和接

受。马克思、恩格斯生长于西方，其著作以西方人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呈现出来。即使经过了翻

译家的转换，仍然难以脱掉西方思维和表达方式的影响。再加上经典著作卷帙浩繁，学者阅读

已是十分费力，何况普通群众。普通群众无法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即使按照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工作生活，也意识不到是马克思主义在起作用，自然容易视马克思主义

为空洞抽象的概念。另一方面，经过抽象提炼的马克思主义回到人民群众中去，需要用群众的

语言和群众熟悉的形式来进行说明。然而，理论工作者往往因长期封闭于书斋，不了解普通群

众喜欢的语言和形式，无法用群众的语言和群众的形式来展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从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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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化工作的人虽懂群众的语言和群众的喜好，却因对经典著作缺乏深入的研究，难以展现马克

思主义的思想精华。对普通群众而言，认识不到马克思主义就是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经验总

结，认识不到马克思主义就在自己的生产生活之中，马克思主义自然就成了空洞无物的代名词。
第二，过时论。有一定文化基础的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能联系中外的历史来看待马克思

主义。但由于联系得不够深入、不够全面，一些人往往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割裂开来了。一是

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解决西方资本主义早期问题的学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一百多年过去

了，资本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过时了。不错，

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初的许多观点是针对如何克服早期资本主义的弊端提出的。但马克思、恩格

斯并没有将视野局限在资本主义早期，而是将其放大到整个人类发展的全过程，提出了解放全

人类的系列观点。列宁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付诸实践，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

社会主义运动因此而呈现出新的气象。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只仅针对资本主义早期问题的学说，

也绝不是只针对西方问题的学说，而是涵盖了从理论到实践、从西方到东方、从原始社会到共产

主义的严密而开放的思想体系。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即阶级斗争学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

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革命战争结束了，阶级斗争也不再是国内的主要

矛盾，马克思主义自然就过时了。他们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不仅要打破一个旧世界，还要建设

一个新世界; 阶级斗争仅仅是实现人类解放进程中的一小步。三是认为苏联解体是马克思主义

的终结。苏联一度曾经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强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部分群众将苏联当作马克思主义的象征，认为苏联的解体即是马克思主义的消亡。看不到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的蓬勃发展，看不到马克思主义蕴藏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之中，由此而丧失了理

论自信。
第三，无用论。持此观点的人主要有三类。一是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单位和个人发

展中的作用。陈先达说:“没有实际技能，人们不能从事相应的专业性工作，也没有谋生就业的

本领; 而不学哲学，人们就会失去精神支柱，缺乏正确的思维方法和分析判断能力。”［1］生活中

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给自己带来收入，不能给自己工作带来实质性改变，还不如发展个

人的职业技能来得实在。尤其是一些理工科技术类行业的人更容易视马克思主义为“耍嘴巴

皮子”的无用学说。尽管他们工作的出发点、方法都是依照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但他们并不认

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功劳。这实际是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内涵，看不到马克思主义于改

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人自身的真正价值所在。二是将党员干部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化身。这

部分群众忽略了党员干部也是凡胎肉身、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这一基本事实，认为党员干部

总是纯而又纯的，每个党员干部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化身。当部分党员干部大肆捞取个人私利、
背离为人民服务的立场而还没暴露之前，一边在台上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一边在暗地里捞取钱

财，事发后便由此给群众一种错觉: 马克思主义是少数人捞取私利的幌子，党员干部都不信马克思

主义了，凭什么还要我们相信? 他们实际上混淆了党员干部与马克思主义、少数腐败分子与全体

共产党员之间的关系。三是没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这类人对马克思主义毫无了解，对其他种种

思潮也一无所知，总以为书上网上记载或别人口中转述的都是真理。当一部分思想偏激或别有用

心的人鼓吹马克思主义无用时，他们就很顺理成章地被裹挟了进去，成了“无用论”的应声虫。

三、误解马克思主义的根源

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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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基础之上的。单纯靠外部的说教和口号式灌输，并不能让人民群众接纳

从其生产生活中抽象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要寻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存在问题的根源，就需要从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现状出发去研究。
理论与实践脱节。理论工作者脱离实践，实践工作者缺少理论，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的困难。一是理论工作者远离群众生活。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往往将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和

历史研究当作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部，崇尚在书本、书斋里研究马克思主义，对人民群众生动活

泼的实践充耳不闻，甚至对商业、行政等实践工作嗤之以鼻，认为研究中国现实问题不是在做研

究做学问。由于实践的匮乏，他们的研究能解决历史和逻辑的问题，却解决不了人民群众现实

和未来生活的问题。二是实践工作者缺少理论研究。受社会分工和实际工作的束缚，实践工作

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熟悉程度是远远不够的。由于缺乏理论支撑，

他们的工作往往停留在经验层面，难以系统解决群众工作生活和思想上的各种问题。三是部分

党员干部背弃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

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3］要求党员干部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然而，有部分党员干

部先于群众致富，自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却将人民群众远远抛在后面; 部分党员干部先

于群众富起来之后，沉溺于安逸享乐，漠视群众需求; 部分党员干部损害群众利益以自肥，遭致

人民群众的嫉恨; 部分党员干部背弃马克思主义信仰，让群众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
思维方式缺陷。普通群众看问题往往比较直观，容易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误解和偏

见。一是混淆内容与载体。书刊、影视、课堂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承载物。受水平的局限，一些

作者照搬照抄中央文件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词句，未能真正反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普

通群众不了解这些词句的背景，读不懂无现实针对性的话语，就将这些用马克思主义词句堆砌

起来的载体当作马克思主义本身。以部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为例，学生所接受的“马克

思主义”要么是佶屈聱牙的抽象教条，要么是缺少理论深度的说教，学生由此对马克思主义产

生排斥，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媒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等同起来了。二是混淆现象与

本质。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并不在于会背诵多少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知识点，而在于能够运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理论和实践中的种种问题。然而，很多人片面地以为读了

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点，就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实际是将马克思主义表

现形式———词句、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等同起来了。三是混淆继承、借鉴与创新。在

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中国古代就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并以传统文化的

形式传承下来。一些人看不到新文化运动之后传统文化已不能再作为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并

日渐式微，却主张文化复古，排斥马克思主义。一些人看不到西方思想未能解决西方的种种问

题，一味主张照搬种种西方思想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实质是割裂了吸收传统文化精华、借鉴国

外经验与立足中国实际的关系。种种思维方式上的缺陷，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种种

困境。

四、纠偏之策与当代青年的责任和担当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实践是马克

思主义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标志。马克思主义既然是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绝不

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将理论灌输给群众的过程，而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用实际行动为群众谋利

益的过程。只有真正用实际行动为群众谋利益，让群众得到实惠，才可能真正展示马克思主义

的魅力，才可能让群众发自内心地去学习马克思主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43·



对待群众要有真感情。从人的认知规律看，情感源于认知，源于接触，源于付出。一是每一

位党员干部都应该深入群众生活。党员干部本来就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分子，不过又是人民群众

中先行觉悟的分子。人民群众将党员干部推举出来，不是为了让党员干部去享受个人的生活，

而是为了让党员干部带领人民群众前进。因此，党员干部需要从书斋里走出来，从办公室里走

出来，到人民群众的车间和田间去。真正深入群众，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二是学习

群众的工作方法。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每天都产生着无数的发明创造，尤其是青年群众有着无

限的创造活力。党员干部虚心学习群众的种种创举，既能产生对群众的尊重，增进对“人民群

众是历史的推动者”这一论断的认识，反过来又能增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增进人民群众对党

员干部的信赖。三是解决群众生活困难。党员干部关心群众生活，真正为群众解决困难和问

题，让群众感受到党员干部是自己的贴心人; 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产生感情，对党员干部信奉的

马克思主义自然会学习践行。这能让党员干部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也能让党员干部的信

仰———马克思主义更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以实际行动服务人民群众，增进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

的感情，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高境界。
理论研究要有深度。马克思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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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要传播好马克思主义，一要解决好为什么人从

事理论研究的问题。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为了从人民群众那里

获得工资、职称和荣誉，也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而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全面掌握马克

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要让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就需要真正掌

握马克思主义。二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信仰是由认知、情感、意志、信念和行动组

成的逻辑严密的综合体。从信仰确立的规律看，从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入手，学习马克思主义知

识，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必要途径。但是，我们也不能止步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

知层面，如果只是止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无法回应现实

问题，也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三要深刻把握中国实际。理论如果不关注实际，理论的生命

力就停止了。毛泽东讲研究中共党史要用“古今中外法”［6］，研究中国实际也无非是这四个方

面。将马克思主义放置于古今中外四个维度去考察定位，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中国实际、解决

中国实际问题，既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
形式要为群众喜闻乐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了解群众的现状是基本前提。一是群众

喜欢什么样的语言。一般而言，群众喜欢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短句。面向普通群众宣传马克

思主义，不能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长句和难句强塞给群众，而应结合群众的语言

习惯进行表达方式上的转换。二是群众喜欢什么样的艺术形式。千百年来，不同地区的人们在

生产生活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传统的内容进行改

造，在戏曲艺术、民间艺术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中植入马克思主义，使群众艺术更加经典、传
播更广泛，这是宣传思想艺术领域工作者的重要责任。三是群众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当今

时代，网上交友、休闲、娱乐、学习、查阅资料已成为越来越多青年群众的重要生活方式。青年在

“全网式”生活中实现了个性化发展［7］。创造丰富的大众化作品，在移动互联网中呈现出来，是

促进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形式和生活方

式承载马克思主义，是消除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由之路。
突出问题意识。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就当下而言，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还需要重点向群众讲清楚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将马克思主义与载体区分开。真正

的马克思主义蕴藏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之中，一定是生龙活虎、意趣盎然的。一些书籍、宣传

文章、影视作品枯燥无味，这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枯燥无味。不能因为作者未能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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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马克思主义，或是读者领会不了这些哲理，就将马克思主义与其承载形式和传播者划上等

号。二是将马克思主义的表象与本质区分开。毛泽东指出: “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

者: 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

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

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8］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区分

人们拥有马克思主义成分多少的依据是实事求是。因此，会背诵马克思主义词句的人未必是真

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由马克思主义引文和词句堆砌起来的文章未必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

质。三是解决好理论创新的前提和立场问题。注意引导群众正确认识继承、借鉴和创新的关

系。毛泽东指出:“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不

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9］从中国现实出发批判继承传

统文化，从中国需要出发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真正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调动青年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性。青年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接近 1 /3。习近平指

出:“中国的未来属于青年，中华民族的未来也属于青年。”［10］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抓住青

年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一是要澄清青年思想上的困惑。黄志坚说:“青年则是处在从依附性

向独立性的过渡阶段，是一个学习、准备以至成为一个社会的人的过渡，或者叫社会化阶

段。”［11］在这个过渡阶段里，时代和环境都发生着急剧变化，这必然带来青年思想上的种种困

惑。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要教育引导青年如何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与载体、表象与实质

等问题，扫清青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障碍。二是要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前

研究生教育普遍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课程，围绕经典著作开展了诵读、写研究文章

等系列活动，但这种研读活动还需要扩展到广大学生、广大青年群众中去，为真正实现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奠定知识基础和青年基础。三是加强调查研究。社会要建立激励机制，要鼓励当代青

年将所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到实践中去检验所学的理论，提升自己的思维水平和思维能

力。四是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以来，青年一直是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锋。当

代青年也应当发扬这种优良传统，勇于担当起这种责任，用所学的理论去启迪千千万万的群众。
综上所述，纠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偏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需要有理论的

深度，又需要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作载体; 既需要有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为基础，又需要解决

群众认识中的种种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代际传承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更大程度上是马克思

主义在青年群众中的普及与传播，既需要广大青年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又需要广大青年到群

众中去普及马克思主义。当代青年需要肩负起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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