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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道德的历史方法”
及其中国实践

肖 祥

摘要：对马克思主义作“历史主义论证”的缺陷在于将历史规律简化为因果律，犯了机械决定论的舛

误；对马克思主义作“道德论证”的缺陷在于夸大了伦理道德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理论上无视马

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历史性，在实践上容易滑入伦理改良主义。建立于“历史主义论证”批判和“道德论

证”批判之上的“道德的历史方法”，不仅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叙事的伦理价值，更重要的是确证了马

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历史科学性。“道德的历史方法”的运用，推进了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学科建设实

践、理论批判实践、道德建设实践和社会生活实践。

关键词：道德的历史方法；“历史主义论证”批判；“道德论证”批判

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逻辑的众多争辩中，“历史主义论证”和“道德论证”的争论是最具代表

性的两种方式，前者从历史必然性出发，旨在展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底蕴，后者从道德

有效性出发，旨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蕴涵的道德向度。显然，执迷于“历史主义论证”的马克思主

义叙事方式往往欠缺价值激情，难以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精神和价值引领作用；陶醉于

“道德论证”的马克思主义叙事方式往往缺乏历史唯物主义底蕴而踯躅于应然性或合理性构想，难以

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实价值。对马克思主义“道德的历史方法”作出分析，就是探讨如何撷取

两种思路的合理性，探究一种融合历史必然性论证和道德论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路，为构建一种

联结应然与实然、实现从理论走向实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形态提供方法论指导。

一、“历史主义论证”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叙事的伦理价值回归

所谓“历史主义论证”就是将历史主义看成一种社会的命定论或机械的决定论，并倡导以这种

历史决定论看待人类社会发展。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评价中，西方历史决定论者认为建立于历

史决定论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价值无涉”或“伦理中立”的。“历史决定论”概念的首倡者、英

国著名哲学家波普尔指出：历史决定论作为一种探讨社会科学的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

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

来达到这个目的”。①波普尔甚至将马克思主义指斥为“历史主义的最纯粹的、最发达的和最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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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①。历史决定论最主要的论证方式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简化为经济决定论，将历史规律简化

为因果律，将历史规律与自由、事实与价值对立起来。

如若不能拨开笼罩于历史决定论的“迷雾”，马克思“道德的历史方法”的科学性就难以得到彰

显，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就难以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中国实践中获得更广泛地接受和应用。基于

历史决定论的“历史主义论证”常常强调经济力量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强调整体对个体

控制的绝对优势。因此，对“历史主义论证”的批判关键在于廓清如下几个问题。

其一，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是“单一的”经济力量还是“总体”的力量？历史规律的科学性

是否拒斥价值性？“历史主义论证”将马克思主义标签化为“经济决定论”，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伦理价值维度。例如，西方一些实证主义的拥趸者常常以所谓的科学性对待马克思主义，认为马

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是排斥道德的，将科学性与价值性割裂开来，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一门

适应现代资本分析的中立的科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也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是非道德

主义者，如在对马克思主义“正义”问题的争论中，美国学者罗伯特·查尔斯·塔克（Robert Charles

Tucker）在其《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中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艾伦·伍德（Allen W. Wood）在其《马克

思对正义的批判》中，共同设置“马克思没有基于正义批判资本主义”和“马克思否认资本主义不正

义”的“塔克—伍德命题”（Tucker-Wood Thesis），伍德甚至指斥马克思主义与道德是不相容的。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执迷于将经济因素作为引起历史变革的唯一因素，而是将其认

作最强大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而已。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

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②也就是说，社会是由

“物质生产”“社会关系”“原理、观念和范畴”组成的结构，其中“物质生产”是最基本的层次，各种

“社会关系”与“原理、观念和范畴”最终都能够从物质生产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它们构成了社会发

展和变革的合力因素。与西方历史决定论的“简单化”和“片面化”不同，马克思也倡导历史决定

论，但其历史决定论的论证方式是辩证的和批判的，论证视域是总体的和全面的。一方面，马克思

的历史决定论是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把握。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将辩证法推向了

唯物的和历史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

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

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③由于辩证方法的运用，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批判性得以凸显：在对旧唯物

主义历史观的批判中探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中指明人类社会的发

展趋势；在对人的异化的批判中阐明人的发展阶段特征，说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主体的巨

大动力作用。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是对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总体把握，而不囿于微观、

局部、个别事实或现象的诠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

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和辩证的

——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④

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辩证的、总体的”方法的积极启示在于：一方面，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进

行科学地考察，不能单纯从经济事实的角度去分析，还应该从政治、文化、伦理等多元角度去判断。

正如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所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不把各因素的排列、每个因

①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第1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④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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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实质和地位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从不用单一的含义去确定它们的关系；只有‘经济主义’（机

械论）才一劳永逸地把各因素的实质和地位确定下来。”①另一方面，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现象进

行考察的时候，不能局限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描述和解释，还应该以广阔的价值视野洞悉马克思

对资本主义的伦理批判和社会主义的价值畅想。在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的洞见中，价值与事实、真

理尺度与价值尺度并不是割裂的，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社会规律

性等内容的认知性考察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的价值性期待是其理论中两个不可分割的维度，前

者构成了其唯物主义社会历史理论，后者构成了其道德批判和价值理想的伦理学理论。

其二，社会历史规律是否造成社会与个人的对立？社会历史规律支配之下个人的伦理责任和

社会的价值目标是否被消解？“历史主义论证”秉持整体主义方法论，将个人置于历史规律的控制

之下，个人在势不可挡的社会力量面前，总是显示出“孤立无援”。“历史决定论者”故意消解个人的

自由选择权利和伦理责任，由此败坏了马克思的自由和平等的伦理主张，使得个体与社会、平等与

公正、自由与责任处于价值分离的状态。显然，“历史决定论者”将个人与社会置于对立之中，与马

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现实的人”的理解相去甚远。

马克思早在“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批判了旧唯物主义

对人的直观、抽象的理解，不能正确理解人的现实性和人的本质，也就不能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

也就难以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指出，人是具有社会现实性的人，个人是属于一

定的社会形式的，不是抽象的。一方面，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抛开了历史进程和社会

实践，对人的理解就会陷入抽象化；另一方面，人的活动是对象性、实践性的活动，离开社会实践和

历史过程，只能陷入“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②的直观。马克思强调，人的存在不是机械

唯物主义所说的自然的机械的存在，不是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也不是费尔巴哈的抽象的类存在，

正是“现实的人”的相互联系组成了人类社会，“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

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

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③。这里马克思旨在说明，人虽然是个体的社会存

在，但只有从“总体上”才能真正理解人的主体存在。人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

会存在物，同时，人作为现实的社会主体，又总是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个体和社会、个

体生活和类生活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概而言之，马克思从处于现实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

发展过程的人出发，从人的社会生活和交往关系去考察人的思想意识和道德意识。——这种历史

唯物主义的方法，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④，是“道德的历史方法”的建造。

此外，“历史主义论证”者将历史唯物主义指责为“经济决定论”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认为即便

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道德虚伪性，却没有很好地阐释和论证伦理道德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需

要澄清的是：首先，没有充分论证伦理道德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否就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

是“经济决定论”？ 显然，这在逻辑上不具有合理性，没有充分论证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并不重视伦

理道德的作用；而据此认为社会主义是“反伦理倾向”的，则是出于消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

险恶目的。其次，从斗争实践的实际情况和革命理论创建的需要而言，马克思对资产阶级道德虚

伪性的批判是一种主次分明的“重点论”策略。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马克思认识到推翻资产阶级

①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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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治仅仅凭道义的激励和道德的鼓动是不够的，只有让无产阶级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自身所处

的阶级地位，才能取得解放斗争的胜利。在理论创建的过程中，如何对以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

纳为代表的各式各样唯心史观的思想进行分析和批判，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的首要任

务。对这一情况，晚年的恩格斯作出了解释，由于长期同唯心主义作斗争，重视对资产阶级道德虚

伪性的批判，却对作为上层建筑的伦理道德的反作用阐述不够，很少正面论述伦理动机在社会主

义革命中的作用。实际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从未抛弃伦理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从不

否认伦理原则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唯物史观强调伦理道德受经济基础所决定，在阶级社会中只

有统治阶级的伦理观点起支配作用。

当然，西方学者也不乏“公正者”，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创建者和旗手科恩（Gerald Allan Co‐

hen）指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建立在不正义的基础上，实质上就是对资本家所做的事情是不道

德的进行批判，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本身是不正义的……而这样的论述

需要道德论证而不是历史论证”①。科恩还对那些无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人进行了驳斥：“如果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是相对主义的，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就不能声称他们所坚持的道德判断或规范

性政治观点是客观的。而如果这些判断和原则不是客观的，则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没有理由认为

他应该为这些判断或原则所约束。如果这样，马克思主义便不具备任何客观价值。”②再如胡萨米

的“分配正义的道德观”、柯亨的“权利应得道德观”、凯·尼尔森的“激进平等的道德观”、史蒂文·卢

克斯的“解放的道德观”等，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与道德并非水火不容、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与道德

批判是一体的、马克思经济批判理论并不存在道德空场。

综上观之，“历史主义论证”将历史规律简化为因果律、将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是一种罔顾事

实与价值相统一的社会历史偏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所坚持的“道德的历史方法”。马克思

主义伦理学“道德的历史方法”展现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伦理现实的剖析和批判中，其价值诉求体现

在人类解放及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价值畅想中，体现了价值和事实相统一的基本原则。首先，

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构成了社会伦理生活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作为社会生活重要领域之一的

伦理生活，必然在事实基础上指向价值和目的。伦理生活首先是实然性伦理关系的展开，然后才

是应然性价值目标的追求。所谓实然性伦理关系，就是说伦理关系的形成以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

必然性为基础，反映着现实的社会利益关系。显然，作为实然性的社会存在方式的“伦理关系”，必

定反映着客观必然性和必要性的“应该”，促使人能够把生活与社会统一起来。也就是说，事实与

价值的统一乃是社会存在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方式。其次，事实和价值的统一总是蕴含着“应该怎

样”“如何更好”的道德表达或价值追求。如何调节人的社会关系、实现人的更好地发展，这种客观

要求蕴含着伦理价值的诉求。在现实的境遇中，“资本的统治”完成了对“人的统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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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现实的个人如何把握自身命运、求得社会

关系的平等与和谐，这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理想，即实现人类解放、人的自由与

全面发展。最后，事实和价值的统一使得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区别于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理

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坚决反对所谓的抽象道德，而是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与资产阶级空

洞的民主、自由、权利等伦理价值观相区别。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伦理关系不只是思想的关系，而

是生产、分配、交换以及其他一切交往的关系反映。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和道德现象的批判，

① Gerald. A. Cohen, History，Labour，and Freedo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p.302.
② Gerald. A. Cohen, If You’re an Egalitarian, How Come You’re So Ric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03.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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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否定了压抑人性的旧制度，另一方面又从现实批判中论证

了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价值目标，指明了人类社会的伦理理想。

二、“道德论证”批判：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历史科学性确证

在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和探究中，无论是现代空想社会主义，还是当代伦理社会主义，

抑或是西方“马克思学”等诸种理论，大都陶醉于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应然性或合理性构想、强调伦

理力量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受此影响，以至于许多学者执迷于“道德论证”的马克思主

义叙事方式，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科学性。

对社会发展作“道德论证”一直都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努力。就其激进态度和实践尝试而言，

其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的愿望“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

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①。但是，从其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而言，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

义制度的批判仍然集中于私有制造成的不平等现象，因而并没有超越资产阶级的启蒙学者；从其对

社会弊病的批判有效性而言，空想社会主义者将理性、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等伦理原则视作自然的

法权原则和永恒的伦理原则，沉迷于未来的构想而缺乏现实的斗争精神。这种“道德论证”遭到了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空想社会主义者自认为发现了社会发展的“永恒正义”和“永恒真理”，自认为

洞悉了“理性”的秘密，但是他们提出的社会主义原理和消除资本主义弊端的方法，并未从阶级斗争

的实践中寻找答案而只不过是头脑的臆想，完全背离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作“道德解读”或“论证”的“伦理社会主义”理论也

是值得审慎关注的。“伦理社会主义”的代表、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伯恩斯坦，从道德视角强调马

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意义，尤其认为《资本论》对资本主义最根本的批判就在于其强大的道德优势。

他认为：“《资本论》中充满以道德判断为基础的用语。把雇佣关系称作一种剥削关系，就假定了道德

判断，因为若谈到刻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剥削这个概念总是包含着不正当的侵占的污点、诈取的污

点。”②质言之，《资本论》的道德立场优势是展开对资产阶级道德批判的道义根据。19世纪后期，伦理

社会主义伴随着新康德主义学派的出现不断发展。尽管新康德主义的不同流派从不同方面不同角

度出发来利用和重新解释康德，但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上，其共同的主要特点是“反对按照社会发

展的科学规律来论证社会主义实现的必然性和社会主义信念，认为社会主义是某些永恒的伦理原则

的实现”③。新康德主义在客观上和实质上有一种摧毁历史唯物主义的意图。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各

国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以不断“修正”或“改造”的方式“坚持”马克思主义，或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一

些原理，或根据自己的需要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伦理社会主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继续发展。以

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为标志，伦理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推进到了当代

民主社会主义阶段，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成为各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的改良主义意识形态。“社会党

国际”宣称“多元主义”和“多元化”，极力鼓吹各种价值观念共存。在多元思想的影响下，欧洲社会党

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反对把经济因素作为历史根源，于是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

远。如法国社会党宣称坚决维护自由、平等、博爱和人道主义等价值；德国社会民主党认为历史唯物

主义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把伦理排除在决定人的社会生活目的的力量之外”④；奥地利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9页。

② 爱德华·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马元德等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 239页 。

③ 殷叙彝：《民主社会主义和伦理社会主义》（上），《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6年第4期。

④ 转引自殷叙彝《民主社会主义和伦理社会主义》（下），《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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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倡议民主社会主义“要把社会伦理目的提到首位”；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强调“社会主义是伦理

和理性。社会主义同时也是道德观念发展的动力和合乎情理的行动。伦理是我们生存和政治实践

的基本原则”①。总的看来，欧洲社会党的理论主张，一是强调社会发展的动力是道德、理性的力量，

道德的原则是社会进步的唯一原则；二是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由社会客观规律决定的，而是人

类伦理要求和道德需要所推动的；三是用伦理的标准作为批判的武器，不仅批判资产阶级违背理性

和道德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剥削压迫、人的异化、殖民扩张等问题，也从伦理道德的角

度批判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制独裁以及民主、自由、人权等令人堪忧的问题。总之，伦理社会主义及其

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大会通过《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的纲领性文件，

正式高举起“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价值观上高举“民主”和“自由”的大纛，逐渐放弃以马克思主

义作为理论指导，误入伦理改良主义的“歧路”。与之相反，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只有通

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公有制和人民掌权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民主和自由，并最终

实现全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于此，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历史科学性，只有在社会历

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遵循中才能得以确证，这样的判断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当代发展中依然闪耀

光辉。在西方学术界出现的“马克思学”也是值得关注和仔细辨析的。“马克思学”研究者有一个思想

倾向就是夸大伦理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质疑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他们认为“科

学社会主义”并非能够经受检验的科学预见而只是一种历史预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实际中

能够发挥作用的只是其伦理因素，而现实社会主义的受挫往往是因为它们过分认真地看待马克思的

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性。②“马克思学”这一思潮的学者们执着于揭示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伦理实

质，将从科学向伦理的回归称之为“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③。首次提出“马克思学”概念的法国哲学

家吕贝尔认为，乌托邦的伦理因素在整个马克思的学说中具有比理论的科学更为重要的地位，甚至

应该被当作马克思“一生工作的”主驱动力。吕贝尔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曲解的根本原因就是在

于夸大了伦理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马克思的学说视为用黑格尔式的辩证法证明过的伦理学，

从而导向了“伦理社会主义”。“马克思学”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和思想

专门研究的一种学术现象描述，一方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深刻的当代影响不容忽视，

另一方面也说明对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释已然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领域。

综上观之，对马克思主义作“道德论证”的各种理论形态，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从道德有效性出

发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向度，激发了主体的价值热情和未来憧憬，但是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

价值目标作“纯粹的”伦理道德解读，这是一种“历史的道德方法”而不是“道德的历史方法”，对于

推进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由于方法论的错误，导致了其理论和实践的局限性

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理论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历史性维度，在实践上容易将马克思

主义道德努力导向伦理改良主义，从而曲解了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历史科学性。马克思主义道

德理论的历史科学性在于：其一，道德具有阶级性，那种将道德视为“恒久的原则”或普遍适用的

“永恒真理”，将道德原则凌驾于“历史和现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别之上”，这是一种永恒真理观和永

恒道德观的谬误。恩格斯指出：“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

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

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

① 曹长盛：《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比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106页。

② 侯惠勤：《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冲突”》（上），《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③ 苏联科学院哲学所：《〈资本论〉哲学与现时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0—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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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① 其二，道德还具有历史性，道德总是具体的历史的，“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

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至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②。历史进程是受内在

的一般规律支配的；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

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

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③。其三，基于道德的阶级性和历史性分析，任何道德观念都产生于

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因此，“马克思的方法是历史的而不是道德的”④。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

包含分析历史的道德方法，而是具有分析道德的历史方法。它不可能也没有呼吁普遍的道德原则

或道德价值，因为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见解就是认为，道德是一种社会历史性的现象”⑤。

三、“道德的历史方法”的中国实践

基于“历史主义论证”批判和“道德论证”批判，“道德的历史方法”的历史必然性和道德有效性

的双维度特征得以凸显。以“道德的历史方法”为指导，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中国化发展则表现为

学科建设实践、理论批判实践、道德建设实践、社会生活实践的综合探索。

1.学科建设：“道德的历史方法”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提供方法支撑

从学科建设实践而言，“道德的历史方法”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确立了根本方法，为马

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支撑。历史辩证法是“革命的科学”诞生和发展的方法

论指导，而“道德的历史方法”作为历史辩证法在道德理论的具体运用，无疑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的创立、发展提供了方法的保障。过去的和现在的非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如“空想社会主义者”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或“伦理社会主义者”们在反对压迫、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作出了各种理论

努力，由于脱离对社会历史生活过程的分析，常常使自己陷入主—客对峙的认识论陷阱，无法摆脱

“无根”的社会科学危机，他们探寻各种所谓的“革新的科学”，不过是“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罢

了。与他们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以历史辩证法对社会道德事实进行历史辩证地分析，这

样一来，“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

学了”⑥。

由于“道德的历史方法”的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就不是停留于对道德生活世界进行

“范畴地”把握，而是在社会历史生活中得以建构和发展，从而敞开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中国化发

展道路。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不是对中国传统伦理原典和德目体系的重新诠释，而

是要建立其历史价值与现实生活的联结，在对传统伦理的理论主题、范畴术语、运思方式和言说体系

的批判中，发掘其诠释真理的价值和启示生活的力量；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也不是

对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理念、学术框架和学术方法的生硬嫁接，而是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

实践中力求学术内容和研究范式上跟进，实现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新发展。

2.理论批判：“道德的历史方法”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理论的价值功能

由于“道德的历史方法”的坚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及其中国化发展就执有了科学的“批判武

器”。从理论批判实践而言，“道德的历史方法”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辩证的伦理批判方法，为我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43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④ 肖恩·塞耶斯：《马克思主义与人性》，冯颜利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页。

⑤ 肖恩·塞耶斯：《马克思主义与人性》，冯颜利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 6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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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现象、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运行进行有效规约进而消除社会不公正

提供了理论武器。

“道德的历史方法”使得对资本主义的伦理批判具有了“历史批判”的深度和“辩证批判”的锐度。

“历史批判”就是遵循伦理价值的历史演进规律，对那些违背历史规律、夸大历史事实、虚构思想蓝图

的理论展开批判，揭示其历史的“非合法性”。在“历史批判”的视域中，现代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

的伦理主张、当代伦理社会主义或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缺陷就会暴露无遗：他们要么无视伦理价

值的历史发展规律，不是抱怨社会无视他们的“天才设想”，就是感叹社会历史偏离了自己设计的价

值轨道；要么否认伦理价值活动的过程性和发展性，不承认伦理理论对道德活动的指导，导致不切实

际的价值空想。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道德理论都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只有与社会历史

的现实需要相契合才具有理论的合法性，“道德的历史方法”为理论的价值生成提供了方法。“辩证批

判”体现在马克思对资本进行批判的同时还展开了伦理批判，凸显了“经济—伦理批判”的双螺旋结

构，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总体性辩证审查。①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其经济发展遵循着资本

逻辑，其伦理道德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事实，单纯的伦理批判会掩盖资本主义不公正的

真正根源，单纯的经济批判难以对资本主义造成的不公正进行全面深刻驳斥。因此，对资本主义社

会的批判必须从经济—伦理的双重维度展开。“道德的历史方法”的“历史批判”和“辩证批判”向度，

为建设健康公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价值路径，这就是用伦理规约资本、用伦理批判引导资

本运行。马克思指出，资本所遵循的“道德”就是“尽可能多生产剩余价值”②，这是资本的本性使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理论的价值功能就体现在对具有“本性”的资本作出准确定位，在批判中实现

规约和引导。基于对资本经济事实的历史分析和辩证批判，既不是静止的实证分析，也不是“概念游

戏”，而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必然性的洞察，如此才能“把伦理学的内容蕴含在对现实的科学的经济学

分析之中，把科学与价值目标、经济规律和道德规律有机地统一揭示出来了”③。

概而言之，“历史批判”和“辩证批判”为我们审视社会伦理问题和道德现象提供了历史标准和

价值标准的参照，也使得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现实批判功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理论建构

中熠熠生辉。

3.道德建设：“道德的历史方法”为求解社会道德建设问题提供钥匙

“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伦

理道德问题，正是时代脉搏跳动的回声。“道德的历史方法”为我们正确看待、有效解决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的道德问题提供了钥匙。

如何正确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道德问题，我们需要对这些“问题集”的共振声音

准确“听诊”，以剔除不和谐的杂音。“道德的历史方法”的“听诊”功能就在于为我们辨析问题提供正

确指导。简言之，一是在全社会确立正确的道德价值观。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是经济基础的

反映，既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又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对道德的价值作出评价，既要看决定道德发

生发展的经济基础的性质，也要看道德对经济基础发挥作用的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产

生于与以往社会相比较而言更为先进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且对经济基础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因

而其价值的进步性和优越性是前所未有的。二是辩证分析和对待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① 肖祥：《〈资本论〉中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旨趣》，《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3—534页。

③ 罗国杰 ：《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9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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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伦理道德问题。“道德的历史方法”要求我们要全面、整体地对社会主义道德状况作出客观辩

证分析。“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

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①。质言之，只有把道德问题放置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

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双维度历史变革的总进程中，我们才能辨析道德问题产生的根源、分清道德问

题的主次；只有把握道德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道德与上层建筑其他方面相互作用的总联系，我们才能

认清解决道德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自觉地弘扬先进道德、反对腐朽道德。

正确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存在的道德问题，需要一把开启问题之锁的钥匙，这

就是坚持“道德的历史方法”，以广阔的历史视野对这些问题进行“求解”。具体言之：其一，认清社

会主义道德发展的主流和趋势。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方式的发展必然带来

社会的进步，受其决定的上层建筑的发展趋势必然是不断进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历史发

展的最先进社会形态，其道德要求和道德总体状况无疑也具有先进性。因此，经济进步与道德进

步的协调共振，是必然发展趋势，也即在经济进步中探寻道德进步的更高标准、在道德进步中推动

经济更快更好地进步。其二，在实践中有效聚焦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社会道德热点问题，在发展

中破解问题、求得更大的进步。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社会发展已经证实，正是由于对各个领域的

道德问题不断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秩序才得以逐渐建立和完善。当前我们仍然要积极应

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有效防范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

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增强解决道德问题的信心。其三，扩展伦理视野，将中国

的发展置于世界发展的场域中，关注国际伦理问题，对世界发展给予价值关切，提供伦理建议，如

阐发传统伦理智慧，贡献中国伦理文化智慧；促进伦理共识，应对全球社会风险；完善全球治理机

制，构建全球伦理以解决矛盾分歧等。

4.社会生活：“道德的历史方法”为实现美好生活指明道德关怀路向

从社会生活实践而言，“道德的历史方法”为实现美好生活向往指明了道德关怀路向。所谓道

德关怀，就是伦理道德通过“实践—精神”的方式把握世界、深入社会、切入生活，为人和社会的发

展倾注德性的温暖、闪耀出道义的光辉。

“道德的历史方法”包蕴着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和现实性的道德关怀。历史性不仅指对

过去历史的一种洞见，更重要的是指一种立足于时代而具有的历史意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

认为“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自我进展”②，自由不是任意妄为，而是遵循理性而行动，质言之，

历史就是理性潜能逐渐实现为自由的过程。黑格尔对历史发展变化的深邃洞见得到了恩格斯的

高度评价，恩格斯指出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

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③，从而对黑格尔的历史发展观点作了唯物主义改造，提出世

界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由此，历史性从绝对理性转向了现实生活，并落实在社会发展和从事

实践活动的人。“道德的历史方法”展现的历史性道德关怀在于：其一，社会道德产生于一定社会历

史条件下所遇到的一定的物质前提、现实基础、相关生活条件等，因此只有从“社会生活的物质方

面”才能真正地理解社会道德的发展要求和发展规律；其二，社会道德的发展总是与人类社会生活

方式的变化相一致，并在社会生活的变化中使人的本质力量逐渐彰显；其三，社会生活是一个连续

的总体性过程，个体生活、群体生活、公共生活的统一是社会道德发展的实践场域，只有在“总体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64页。

②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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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生活中，才能实现伦理道德从个体存在向社会存在和类存在的提升。

如果说“历史性”道德关怀体现了辩证法的历史智慧，那么“现实性”道德关怀则揭示了辩证法

的现实观照。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视域中，“现实性”是“现实的人”及其“活生生的感性活动

的展开”。马克思强调对“现实的描述”是“能动的生活过程”，而不是“僵死的事实的汇集”①，因此

社会道德的发展既反映着现实的人和现实生活的必然要求，也受人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变化所决

定。“道德的历史方法”展现的现实性道德关怀在于：其一，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始终如一的价值目

标。正如马克思所言：“‘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②在现代纷繁芜杂的社会生活中，如何促进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乃是社会道德建设的立足点和归宿。其二，社会道德建设要为现代生活确立价值导

向。社会发展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增长更是精神财富的创造，社会道德建设就是要为物质生产、社

会交往、社会关系优化提供精神动力；社会发展还是一个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过程，社会

道德建设就是要为如何安置好二者关系提供价值指南。其三，社会道德建设要为化解现代困境提

供正确的价值选择方法。社会发展常常将人置于现代困境，如经济发展与人的异化之间的矛盾、

技术进步与人的控制之间的冲突、消费与生活分离、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分裂等等，社会道德建设

就是要化解困境、解决问题，使人们在实现事实与价值、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真理与价值的统一

中不断趋向美好。

通过对“历史主义论证”批判，“道德的历史方法”展现了社会历史的伦理批判逻辑，这种“内

隐”的伦理批判逻辑与“外显”的经济批判逻辑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叙事方式，使得马克思

主义在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同时洋溢着美好的价值向往；通过对“道德论证”批判，马克

思主义“将道德看成是一种社会历史的现象，并且试图将其道德观和政治观置于这种理解的基础

之上。这样，它就向那种把社会主义的政治和道德价值只是看作独立于社会历史理论的主观偏好

的思想提出了质疑”③。“道德的历史方法”因为闪耀着指明未来的价值光辉而温暖，因为确证了马

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历史科学性而深邃，马克思主义道德理想因此而散发出诱人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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