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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 证 唯 物 主 义 世 界 观 方 法 论
是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与实践的思想基础

王 伟 光

2019 年新年伊始，《求是》杂志第 1 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 《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一文，意义重大、非同一般。

近代以来，当中华民族沉湎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之中时，中华民族先

进分子呐喊出“振兴中华”的民族最强音。在对指导救国救民各种思想武器的比较选择中，中华民

族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唯一思想武器。从此，中国共

产党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征战、艰辛努力，经

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奋斗，取得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即在眼前、胜利在望。中华民族的百年奋斗史雄辩证明，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马

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伟大胜利。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

法论，中国共产党人就会无坚而不摧、无往而不胜。

一、辩证唯物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

毛泽东指出: “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文集》

第 6 卷，第 396 页)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内涵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也就是最高层

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也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可统称为辩证唯物主义。第二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称马克思主义一般结论，是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一般规律而得出的科学

理论。第三层次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根据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原理，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问题作出具体分析所得出的具体判断。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层

次、一般原理层次和具体结论层次，这三个层次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系统的、科学的、不断创新的理论

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揭示了宇宙间一切事物的一般规律及其本质特征，是对自然、

社会和思维最一般规律及其本质特征的科学概括，是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譬如，世界

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时空是运动的基本形式，运动是有规律的，对立统一是根本规律，规律是

可以认识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人的认识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实

践是认识的源泉、动力与唯一检验标准; 劳动创造了人与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由无阶级社会发展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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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社会，再发展到无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差别、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阶级斗

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

决定经济基础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历史发展……这些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自然、社会、思维最一般

规律的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基础和前提，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察问题、分

析问题、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共产党人观察认识问题的世界观，也是共产党人分析解决

问题的方法论。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也就掌握了真理、掌握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在实际斗争中就可

以少犯错误、少走弯路、少受挫折。

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判断问题

而得出的一般结论，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也是客观真理。譬如，关于人类社会形

态由低级到高级演变规律的理论、关于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然趋势的理论……等等，是马克思主

义最基本的观点。是共产党人认识和处理一切问题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

要犯认识上和实践上的错误。

马克思主义具体结论，是在特定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具体问题而得出的

具体认识，是人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处理具体问题的具体的指导方针和重要依据，会因时间、地点等

具体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认识局限性。譬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

主义革命只能在几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行才能取得胜利的具体结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数国同时胜利论”，是马克思在当时自由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在列宁所处的无产阶级

革命和帝国主义阶段，由于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列宁发现了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

衡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率先实现的观点，形成了 “一国胜

利论”，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是有局限性的。条件变了，仍然死

抱着马克思主义具体结论不放，脱离具体的现实条件，就会犯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失

败与挫折的，大多是因为教条主义错误而造成的。

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

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或统称为辩证唯物主义，这两种说法是

一致的，都是正确的。那种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只解决了对自然界一般规律的认识，而对社会、思维一

般规律的认识尚未涉及的观点是偏颇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最一般规律的科学。

自然、社会、思维三者既一致又有区别。人类社会说到底是自然的一部分，社会发展过程也是一个自

然历史过程。人类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自然的特殊部分，是自然界中由有意识的人有意识地利

用自然、改造自然、对象化自然的特殊部分。思维是人的思维，说到底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更

为特殊的部分。人的思维是自然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作为物质的人脑的机能，是人在社会

实践中对外部世界的反映，是人的社会实践的产物。人对自然的科学认识，如果不包括对人类社会发

展一般规律、对人的思维一般规律的认识，就不可能完成对整个自然的科学认识。只有完成包括人类

社会历史、人类思维一般规律的科学认识，才能完成对自然一般规律的全部科学认识，才能形成最彻

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才能完成对旧哲学的彻底改造，实现哲学革命。当马克思主义完成了对自

然，同时完成了对社会历史和人类思维一般规律的认识，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认识论，才

真正创造了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包括了唯物论、辩证法、历史观、认识论、价值观、人生

观等全部观点在内的系统的科学体系。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而然地包括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认

识论，同时如果没有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也就没有辩证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之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 一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分离，唯物主义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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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辩证法分离，辩证法往往又与唯物主义分离; 二是不能把唯物论与辩证法有机结合起来，运用于揭

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历史观领域表现为历史唯心主义; 三是不能把唯物论与辩证法有机结

合起来，运用于说明人的思维是怎样产生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不能揭示人类思维发展的

一般规律，在认识论领域最终仍然逃脱不了唯心主义的束缚。旧唯物主义表现在历史观领域和认识论

领域都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相分离，最终仍然坠入唯心主义泥坑。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完备的唯物

主义哲学，突破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局限，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和

人的思维领域，完成了历史观领域和认识论领域的彻底革命，从根本上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

陷，克服了以往一切哲学在历史观和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使辩证唯物主义完成了对自然、社会、思

维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哲学概括，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在一切领域的有机统一，构成了无产阶级及其

政党正确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

在辩证唯物主义那里，唯物论与辩证法是作为一个有机结合起来的思想体系，自然观、历史观和

认识论也是统一的。历史观和认识论既是自然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自然观的特殊组成部分。这表

现在: 一方面没有结合在一起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就不可能对社会历史作出

科学的说明、不可能对人类思维过程，即认识过程作出科学的说明、不可能确立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

物主义认识论; 另一方面，没有对社会历史过程的唯物论、辩证法的理解，对人的思维过程的唯物

论、辩证法的理解，特别是对人类物质实践意义的揭示，就不可能完成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彻底结合，

从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对整个世界的彻底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认识，不可能摒弃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唯心

主义反映论，不可能建立起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体系。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认识论，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严密的科学体系。只有掌

握了有机结合起来的唯物论辩证法，才能揭示人的思维即人的认识的一般规律，同时也只有确立了唯

物主义历史观，才能揭示人的思维即人的认识的一般规律。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构成上来看，唯

物主义认识论可以融入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又把马克思主

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合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说到底，统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当

然，在统一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绝不能偏废任何一个重要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辩

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全部。共产党人必须要用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

观方法论，反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反对历史唯心主义，以正确指导实践。

二、辩证唯物主义是最科学、最管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当前，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条件，必须学习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

论着重解决四个问题: 一是掌握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

策、推动工作; 二是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

遇到的矛盾; 三是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唯物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

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 四是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习近平总书

记高度概括了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创造性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转化为指导实践的思想

方法和工作方法，为我们结合今天新的实际，掌握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实际工作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今天，学习辩证唯物主义，重点要掌握好以下几个方面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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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不是精神决定物质，而是物质决定精神，世界统一于物质性，

是辩证唯物主义一个基本观点。

什么是物质，即怎样给物质下一个科学的定义，人类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认知过程。辩证唯物

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承认不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而在于旧唯物主义把物质归结于某种具

体的物质实体，而辩证唯物主义却给物质作了科学的定义。如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五行说”，直

观地、形而上学地把世界归结于 “金木水火土”五种最基本的物质元素，认为它们是构成世界的最

原初的物质。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把世界或归结于原子或归结为一团燃烧的火等某种具体物质形态。

这些看法只不过是一种朴素的、缺乏科学根据的猜测。近代唯物主义根据当时自然科学关于原子是物

质最小单位的认识，把原子归结为物质的最基本单位，具有不可分性、质量不变性，认为物质就是由

原子构成的。原子说虽然是朴素唯物主义的进步，但仍然逃脱不了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一切旧唯物

主义虽然坚持了世界的物质性，但由于把物质直观简单、形而上学地归结为某种具体物质实体，无法

说明世界的本原，最终导向唯心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物质概念问题，明确了科学的物质概念，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

的物质观。恩格斯说: “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43 页) 哲学上的物质概念，不是指具体的物质形态或结构，而

是指物质的全体，是对一切领域和一切物质形态的共同本质的抽象概括。列宁给物质下了一个科学的

定义: “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

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列宁全集》第 18 卷，第 130 页) 世界上千差万

别的物质实体，其唯一的共同特征就是它们的客观实在性。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克服了旧唯物主

义把世界归结于某种具体物质形态的形而上学局限性，对形形色色的具体物质形态作出了科学的抽

象，奠定了唯物主义物质观的基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唯物主义物质观的基本观点运用到历史观

领域和认识论领域形成了科学的实践观，建立了实践基础上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从而确立了包括实践

观在内的最科学、最完备的唯物主义物质观。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具体化为指导实践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一切

从实际出发。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的基本观点，在实际工作中必须遵循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

发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我们党从事革命、建设和改革

必须遵循的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正是基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

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和时代条件相结合，一切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制定了新民主主义

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完成了使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伟

大历史任务。也正是靠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与建设改革实

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富起来的伟大历史任务，正在向强起来

进军。

第二，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的，没有不运动的物质，也没有离开物质的

运动，物质世界，包括精神现象在内的一切都处在永不停歇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也是辩证唯物

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一切都是运动变化发展的观点，运用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就是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

转移。没有停止不前的实践，没有永恒不变的认识，也没有亘古不移的理论。世界是变化的，实践是

发展的，一切事物都因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条件改变了，人们的认识，人们所采取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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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思想、行动路线、方针政策也要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俄国十月革命走的是率先在

中心城市举行武装暴动取得政权，然后再向农村进军，以城市带动农村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的具体

情况与俄国不同，国情实际发生了根本变化，照搬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就会遭受失败。中国共产党人

从曲折和失败中找到了一条成功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创新，恰恰说明条件

变化了，理论认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

发思想路线的深化。

第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世界又是多种多样、千变万化的，每类具体物质形态的运动既存在与其他

一切物质形态共同的普遍规律和一般本质，又具有其特殊规律和特殊本质，物质世界是一般与特殊、

普遍与个别的有机统一，又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个别就是指单个的、具体的事物。一般则是指不同事物之间在本质上的共同点。个别是具体的、

特殊的、活生生的，而一般则是抽象的、普遍的、干巴巴的。比如，人们所看到的人是一个一个具体

的人，或是男人，或是女人，或是黄种人，或是白种人，或是黑种人……这些一个一个的具体的人就

是个别的人。而人们所说的人则是一般概念，因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是黄种人、白种人还是黑种

人，这个人还是那个人，都具有人的共同本质，都是人。具体的人就是个别人，个别人是具体的、生

动的、实实在在的人; 一切个别人的共同的、普遍的本质则是一般的人。一般的人是人们在长期的实

践中对千千万万具体的、个别的、特殊的人的共同本质的抽象认识，是一般概念。

个别和一般并不是彼此孤立、互相排斥的，而是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

能通过个别而存在。在个别事物中，蕴含着一般、普遍、共同的本质和规律; 如果离开了个别的、具

体的事物，一般就是空洞的、虚幻的、没有内容的东西。不能设想，离开了一个个具体的、个别的、

特殊的人，还能存在什么抽象的、一般的、普遍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个别就是一般”，“任何个

别 ( 不论怎样) 都是一般”。( 《列宁专题文集: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 150 页) 不能

把一般作为脱离个别的独立存在，与个别、具体的东西相提并论。

从认识个别到认识一般、从认识具体到认识抽象、从认识特殊到认识普遍，这是人类认识的一般

规律。认识一般只能通过认识个别而实现，否则就会得出荒谬的认识结论。由于人的认识总是由个别

到一般，也就是人的认识总是从认识个别事物开始的，进而认识到一般，然后再从一般认识到个别。

没有对个别的认识就无法形成对一般的认识。因此，辩证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

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列宁专题文集: 论

马克思主义》，第 302 页)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 同上，第 293 页)

共性与个性、个别与普遍辩证关系的道理，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不懂得这点，就等于背叛和

抛弃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个道理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必然体现为对具体问题要做具体分析。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活的灵魂。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国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秉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道理在

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灵活运用。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 “具体环境”和

“特殊条件”，使之发生内容和形态的改变，才能形成适应中国实际需要的、具有中国内容和表现形

态的、为中国人民所接受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用于指导中国的实际。既要肯定 “一般性”，

坚持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又要肯定 “特殊性”，坚持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特殊实际相结合;

不能因为强调“特殊性”而否定“一般性”，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 也不能因为强调“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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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否定“特殊性”，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因为强调 “特殊性”而否定 “一般

性”，是拒绝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因为强调 “普遍性”而否定 “特殊性”，就会脱离中国

的具体国情，脱离中国的历史文化，脱离中国的人民大众。因为强调 “普遍性”而否定 “特殊性”，

就是教条主义; 因为强调“特殊性”而否定“普遍性”，就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离开具体实际，生

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词句，拿来指导实践，就会走弯路，使事业遭受损失。经验主义否定马克

思主义的普遍指导作用，拒绝马克思主义指导，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南，就会迷失方向。

第四，矛盾分析是最根本的分析方法。

对立统一规律是世界最普遍、最根本的规律，社会、自然、思维等世界上的一切规律皆服从于

它、根源于它。对立统一观点则是对立统一普遍规律的高度抽象，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质和核心观

点，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唯物辩证法认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有三大规律，即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和对立统

一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是其中最根本的规律。列宁认为，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是 “对立面的统一

( 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 《列宁专题文集: 论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 149 页) ，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精辟概括。辩证唯物主义

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哲学概括，从根本上揭示了事物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规律，说明了事物发展的根本

原因。人们认识事物及其规律本质，必须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认识和分析该事物具体的运行规律及其

特征。对立统一的观点和对立统一的分析方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使之见诸于实

际，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创造性地把对立统一规律形象地称为矛盾规律，把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观点，概括为矛

盾观点，把对事物对立统一状况的分析称之为矛盾分析，并把掌握矛盾观点和矛盾分析方法上升到马

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高度。毛泽东是矛盾论的大师。早在 1937 年，为克服党内存在的严

重的教条主义思想，他撰写了《矛盾论》，系统阐述了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
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有关 《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十大关系》是

运用对立统一观点即矛盾观点分析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典型范例。毛泽东以矛盾观点和矛盾

分析方法为武器，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十大关系问题是关乎中国社会主

义建设全局的十大矛盾。毛泽东说: “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

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44 页) 世界是辩证的，

矛盾是辩证法的核心，辩证法的核心观点是矛盾观点。认识世界，必须用辩证法认识世界; 用辩证法

认识世界，必须用矛盾观点认识世界。矛盾概念形象地概括了万事万物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在对立统

一中发展的最普遍的客观法则。矛盾观点是对立统一观点的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化的通俗表述。毛泽东

谆谆教导我们要学会用矛盾观点分析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矛盾观点是观察世界、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的世界观方法论，运用矛盾观点认识说明世界，就是世界观; 运用矛盾观点分析改造世界，

就是方法论，矛盾观点与矛盾分析法是一致的。

是否承认对立统一，即是否承认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包含着矛盾，是否承认矛盾是事物运

动、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世界观方法论的根本分歧。形而上学的基本特

征是否认矛盾，否认事物的自我运动和自我发展，看不到事物自身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否认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把事物看成是不包含任何差异、变化的抽象的同一，认为事物内部是绝对

同一的，同一事物永远是同一事物，不是别的事物; 认为事物变化发展是数量上增减和场所上变化，

并把这种变化归结为外部原因。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同一性与斗争性、外因与内因、一般与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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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问题上，辩证法与形而上学都是有原则分歧的。辩证法是一种全面的、

运动的、普遍联系的、突出重点的、对立统一的观点，形而上学是一种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割

裂的、绝对同一的观点。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关于矛盾问题认识上的本质区别，决定了人们思想方法和

工作方法的根本不同。

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一定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观点，学会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具体

分析任何事物的特殊矛盾，认清矛盾的性质、特点，对不同质的矛盾采用不同的解决办法，分析矛

盾、解决矛盾，从而推动事物的转化和发展。

第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辩证唯物主义高度重视实践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自认是 “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列宁认为: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列宁专题文集: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第 49 页)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观点，同样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

个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是应当肯定的。但它的根本缺陷是因为不了解实践

的作用，因而在认识和解释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发展规律时，离开人的实践去说明社会历史和人的认

识问题，不了解实践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不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不能把辩证法应用到社会历

史和人的思维问题的认识上，把人看作感性的、被动的人，看不到人的实践能动性，看不到实践是认

识的动力和源泉，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把认识看作对客观实在的直观的、被动的、消极

的反映，结果自然又掉进唯心主义历史观和认识论的泥潭中。

辩证唯物主义第一次自觉地把实践作为自己哲学的基础，从而科学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历史和人的

思维发展历史，把唯心主义从历史观和认识论中彻底驱逐出去。在被恩格斯称作 “包含着新世界观

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第 266 页) 的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马克思涉及了实践在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发展中的根本作用问题，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

石。列宁认为，实践“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列宁专题文集: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 139 页) 。实践具有共通性和普遍性，个别的、特殊的事物的

普遍本质与一般规律能够在实践中逐步显露出来，只要具备了同样的条件，实践就可以随时随地产生

合乎规律的运动，从而证明规律与必然性的存在，证明正确的思想、理论是与规律相符合的，是对客

观事物的本质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实践作为在一定思想指导下的感性物质活

动，能够把在实践中获得的认识经过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形成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计

划、方案等，并将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计划、方案付诸行动，并产生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

的结果。如果在实践中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就证明了人的认识的正确性。如果经过反复实践都不能达

到预期的目的，就是对于一种认识的证伪。判断一种理论、一个方案是否正确，要看它在实践中是不

是行得通，看能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

毛泽东特别强调实践第一的观点。他针对教条主义者轻视实践，不了解中国实际，不尊重中国实

践及其经验，不重视调查研究，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外国革命的经验，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

危害的现实，特别强调了实践的极端重要性。他把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另一篇著作称为 《实践

论》。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四个方面说明了实践

对于认识的决定作用，并以实践为基础，第一次对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作了全面的论述，第一次将实

践摆在改造世界的人的历史活动中，深刻揭示了实践在认识过程和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

作用，创造性地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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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今天，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是反映自然、社会

和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真理，更因为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既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又发展辩证唯

物主义，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实践、实践再实践，认识、认识再认识，实践需要理

论，实践孕育理论，不断发展的实践推进理论的不断创新。列宁回答了帝国主义阶段的时代问题，并

结合俄国国情和革命实践，找到了俄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成功地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缔造了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创立了列宁主义; 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国情和现实实践

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革命道路的中国革命道路，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中国引导到社

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实践永续结合，创立和不断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条件下，习近平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丰

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从作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指导意义上来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对于马克思

主义政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那么，怎样检验理论的

正确与否? 这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

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

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03 －504 页) 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判断标准。判定认识

或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检验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实践之所以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实践的特性决定的。真理是人们的思想对

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认识。判断一种认识是不是真理，在主观的

范围内是不能解决的，客观事物本身也不能自动地把自己与人的认识相对照。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既不能到主观领域中去寻找，也不能到纯粹客观的领域中去寻找，只能到能够把主客观联结起来的东

西中去寻找。这只能是实践。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特别强调实践检验标准的唯一性。所谓唯一性，即只有一个标准。一种

理论、一种思想、一个观点、一个办法是否正确，只能由实践来说话、来判断、来裁定。不论谁的指

示、谁的讲话、谁的本本，都必须服从实践标准。改革开放之初展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

大讨论，是一场空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思想解放运动，把人们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对错

误路线的无条件地服从和执行、对个人的盲目崇拜迷信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了，开启了社会主义改

革开放的新篇章。坚定不移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遵循的马克思主

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正因如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勇于实践、善于实践，不但要善于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在斗争实

践中改造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并且要在实践创新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在理论创新指导下进行实

践创新，不断用实践检验理论、推动实践与理论创新双向互动，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生命力的

根本所在。

三、针对新的实际，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辩证唯物主义

毛泽东高度重视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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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反对本本主义》这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本观点的哲学名著，提倡辩证

唯物主义，反对以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主观主义，反对形而上学，提倡实事求是、一切

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也是重要转折时期，毛泽东发动了全党

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发表了《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著名著作，用辩证唯物主义教

育全党、武装革命，统一全党的思想，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思

想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等重要著作，为探索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武器。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

泽东同志反复强调全党要学哲学、用哲学，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工作。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

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也反复要求全党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分析和处理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今天我们党带领人民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

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好地在实际工作中，把握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

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内因和外因、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想能

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 习近平，第 5 页)

为什么要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这是由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本性所决定的。我们共产党人所

秉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皆源于对辩证唯物主义真理的信仰，我们共

产党人只相信真理，为真理而奋斗。

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真理除了显著的阶级性之外，其科学性在于实践性、发展性和创造性。辩证唯

物主义第一个特点是实践性。辩证唯物主义之所以永不枯竭，永远具有蓬勃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它的

实践性。辩证唯物主义始终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与常新的实践相结合，要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毛泽

东讲过: 理论正确不正确，要拿到实践中去检验; 实践是检验正确理论的标准，这就叫作唯物论。邓

小平也讲过，一个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和今人、中国人和外

国人的实践经验，怎样总结、概括出新的理论呢? 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实践性，强调一切从实际出

发，把理论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正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有这样一个根本特性，从而决定了我们党必须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则，高度重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如果离开实践，不是理论与实际相联系，

而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那么，就会把辩证唯物主义变成空洞的、无用的教条。只有坚持理论和实际

相结合，辩证唯物主义才永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辩证唯物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发展性。辩证唯物主义之所以是真理，在于它不会永远停留在同一

个水平上，永远向更高的水平发展。这种发展性，是由实践性带来的。辩证唯物主义要求人们实践、

实践、再实践，同时也就需要对实践认识、认识、再认识。辩证唯物主义必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

展。实践常新，理论也常新。恩格斯讲过: “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

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681 页) 恩格斯还讲过: “马克思的整个

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

的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第 406 页) 辩证唯物主义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只

有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地解决新的问题，才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才会不断地向前发展。毛

泽东在 1959 年底到 1960 年初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讲过: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

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无产阶级的思想家都要形成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

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他还讲: 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和抗日战争初期，写了 《实践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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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论》，都是适应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

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这是不行的。任何孤立地、静止地研究辩证唯物

主义，把它同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毫无出路的。总之，辩证唯物主义是发

展的，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充实新的理论内容。

辩证唯物主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创造性。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因为它同实际相结合，不

断地在实践中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的哲学理论，这就决定了辩证唯物主义

具有创造性的特点。创造性这一点，首先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身上。他们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思考

和研究新的问题，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理论，继承了以往一切哲学的优良品质和科学观点，创立

了辩证唯物主义，实现了人类哲学观的创新革命。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在俄国革命

和社会主义新的探索实践中，充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列宁主义哲学思想。毛泽东在中

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发展和丰富了列宁主义哲学思想，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是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基础上的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开拓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

实现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必须做到:

第一，刻苦读书真学。

一个人的哲学素养和哲学运用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勤奋刻苦学习获得的。学习有两个途

径: 一是向书本学习。认真读书，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哲学著作，研读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

史，研读历史、文学、科学等著述。有条件的同志要多读书，条件差些的同志也要少而精地读书，不

读书是绝对掌握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二是向社会学习。社会是所大学堂，是无字之书，人民群众是

老师。向社会学习，就是要向人民学习、向实践学习，勤于实践、善于从实践中获取真知。

第二，深入思考真懂。
“学而不思则罔”。读书而不思考、接触实际而不研究，就等于吃东西而不认真咀嚼、囫囵吞枣，

不会从书本中和实践中获得丰富的营养，即使读了书也是白读，接触了实际也是白接触。要做到真学

而真懂，一要真正弄明白书中讲的道理，需要逐字逐句读、反复细致读，要弄清楚书中所包含的深刻

道理。二要围绕书中所涉及的事例、典故、史实，多方面阅读相关的书籍，融会贯通多方面知识。三

要结合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反复研究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

第三，坚定理想真信。

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基于对真理的信仰而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信仰，是以真

理支撑的信仰。辩证唯物主义是支撑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哲学依据和真理基础。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而

不相信它的真理性，是无法坚定理想信念的。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必须把它作为对真理的信仰、对真

理的追求，要更加坚定对它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的信心和信念。不能把学习辩

证唯物主义仅仅当做对知识的追求、更不能把辩证唯物主义当做追求功名利禄的梯子，当作解决温饱

的饭碗，当作自己养家糊口的家伙，更不能把辩证唯物主义当做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学习辩

证唯物主义必须真信。

第四，联系实际真用。

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目的在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地在于改造世

界。毛泽东指出: “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

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15 页) 他强调了一个十分重要

的观点: 学习理论的目的在于应用。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怎样运用呢? 他用了一个十分生动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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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放矢”。他说，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我们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之箭，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必须做到 “学而致用”“有的放失”。

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学以致用”“有的放矢”，必须要解决好理论联系实际的

学风问题，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实际中去。毛泽东指出: “学风问

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

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

题。”(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13 页) 学风问题是对待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是马克思

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问题。要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和解决两个实际问题: 一个是工作实际，一

个是思想实际。马克思讲，无产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要联系和解决

好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这两个实际。客观世界的实际，就是工作实际，包括国内外大局的实际、本地

区本单位的实际、个人具体工作的实际。主观世界的实际，包括人们的思想实际，如个人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道德作风操行，政治思想状况等等; 党内和社会上带有普遍性的思想实际，如社会

风气，干部群众的思想状况等等。联系客观世界的实际也好，联系主观世界的实际也好，都是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来认识、分析和解决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两个方面的问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

观世界。解决两个实际的问题，一是解决能力问题，即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

解决工作实际的能力; 一个是解决品德问题，即提高思想政治素质、道德作风素质。解决两个实际，

归到一点，都是要解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问题，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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