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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哲学形态的区别实即其概念框架的区别ꎮ “实践性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形态ꎬ以
“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为历史首要前提ꎬ以关于该前提的判定为逻辑起点ꎬ以满足该前提要求的“物质生活的

生产”为解释和改造世界的终极根据ꎬ来建构组织和框定其具体内容的概念框架ꎮ 当代中国追求人全面发展的

创新实践ꎬ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ꎮ “普善实践性唯物史观”作为凝聚该新时代内在精神底蕴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新形态ꎬ以人民普遍享有充分均衡普善生活为该新时代得以可能的前提ꎬ以关于该前提的判定为逻辑起点ꎬ
以该前提内在要求为解释和改造世界的终极根据ꎬ来建构组织和框定其具体内容的概念框架ꎬ初创性地建构起

了双重普善取向的实践方式、解放主体实践性普善在场机理、实践能动性内在矛盾、基于民族命运间性均衡协调

治理的普善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论ꎬ回应了时代亟待解答的问题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在新时代坐标

中的继承性创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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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哲关于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

代”、〔１〕“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

上的精华” 〔２〕等命题ꎬ揭示了哲学对时代的依赖

性和责任ꎮ 当代中国创新实践所开创的以“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 〔３〕为主要矛盾的新时代ꎬ在当下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中ꎬ以其显著的文明比较优势与活

力ꎬ昭肇着能有效消解现代性危机ꎬ实现现代性

升华的人类文明新趋势、新范式ꎬ潜涌着新形态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ꎮ «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

当代新形态»、〔４〕 «努力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

形态»、〔５〕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

探索与建构» 〔６〕 等著述ꎬ尽管推进了对基于当代

创新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认识ꎬ但主

要探究的是该新形态建构方法、原则等如何建构

问题ꎬ忽视了对其具体规定性是怎样的这一根本

问题的研究ꎬ从而使得当代创新实践孕育的ꎬ作
为时代精神精华的“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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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的精髓” 〔７〕无法现实绽现ꎬ使得能有效满足新

时代人民普遍享有充分均衡美好生活要求、引领

新时代富有发展生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难以现实地出场ꎮ 鉴于此ꎬ本文拟对基于当代创

新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具体规定性作

尝试性探索ꎬ以期推进上述问题的解决ꎮ

一、哲学形态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形态

的本质及其概念框架

　 　 (一)“哲学形态”的本质

学界关于“哲学形态”的诸定义ꎬ〔８〕 有助于

深化对该问题的认识ꎬ但所给出的定义可为不同

哲学理论共享ꎬ难以把其根本区别开来ꎬ从而未

能有效揭示哲学形态本质ꎮ 然而ꎬ一种哲学形态

之为哲学形态的全部必要性和理由ꎬ正在于它具

有其他哲学形态不具有的独有根本规定性ꎬ从而

能与其他哲学形态区别开来ꎮ 哲学史实即具有

独有根本规定性的不同哲学形态的演替史ꎮ 其

实ꎬ不同哲学根本规定性的终极形态ꎬ就在于其

概念框架ꎮ 所谓概念框架“即我们用来‘框定’
和组织所有其他更为具体的概念的那些最抽象

的概念”ꎬ是“包容一切的图景和视角”ꎬ是“我们

做其他工作的理智基础”ꎮ “通过它们ꎬ我们不

仅把世界条理化了ꎬ而且还规定了我们的生

活ꎮ” 〔９〕可见ꎬ概念框架的规定性在于:它是基于

由特定根据赋予的特定权力、理由和资格ꎬ“来
‘框定’和组织所有其他更为具体的概念”的ꎻ它
居于全部具体概念终极统领者地位ꎻ它内蕴对于

整个世界的解释与判定ꎻ它赋予大多数哲学概念

存在的逻辑地位、理论功能和合法性ꎬ使后者呈

现为其衍生形态ꎻ它规范和塑造了世界逻辑、科
学与价值形态ꎮ 上述属性ꎬ决定了一种哲学形态

作为概念框架存在ꎬ意味着它具有解释和规范世

界的理由与资格ꎬ承载着揭示世界得以存在的终

极前提、阐发组织世界的最高逻辑、孕育和生成

大多数哲学概念的使命和功能ꎮ 可见ꎬ正是不同

哲学形态内蕴的概念框架的不同ꎬ使其能够根本

区别开来ꎬ从而哲学形态不过是其内蕴概念框架

的表现形式ꎮ 因此ꎬ只有着眼于概念框架才能透

彻把握哲学形态ꎮ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形态的本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

义历史观不同ꎬ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

畴ꎬ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ꎬ不是从观

念出发来解释实践ꎬ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

观念的形成ꎮ” 〔１０〕 显然ꎬ该论述中异于唯心主义

历史观的只能“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

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件和观念、一切政治、
哲学和宗教的” 〔１１〕 唯物史观ꎮ 由于它是马克思

恩格斯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形态的基本

内容ꎬ所以它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形态的本

质规定性ꎮ 不过ꎬ它只是科学地解释了世界ꎬ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ꎬ〔１２〕 从而他们把其哲学也

判定为“实践的唯物主义”ꎮ〔１３〕 这意味着马克思

主义哲学经典形态也具有实践性本质ꎬ呈现为解

释与改造世界相统一的哲学:唯物史观作为其核

心在于解释世界的哲学ꎬ为其核心在于改造世界

的哲学即实践的唯物主义提供科学根据ꎻ实践的

唯物主义作为其核心在于改造世界的哲学ꎬ为其

核心在于解释世界的哲学即唯物史观ꎬ提供释放

其科学价值的实践空间ꎮ 这样ꎬ唯物史观就呈现

为内蕴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性解释世界的哲学ꎻ
实践的唯物主义就呈现为基于关于世界科学解

释的改造世界的哲学ꎮ 其结果就使得马克思主

义哲学经典形态的本质ꎬ呈现为作为解释与改造

世界统一体的“实践性唯物史观”ꎮ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形态的逻辑起点

及其性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

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ꎮ” 〔１４〕 据此ꎬ
他们揭示了“物质生活的生产”的“全部人类历

史”终极基础地位ꎬ并基于此揭示了社会结构、社
会形态的形成与演替规律ꎮ “有生命的个人的存

在”是历史的起点ꎬ“历史从哪里开始ꎬ思想进程

也应当从哪里开始ꎮ” 〔１５〕对“实践性唯物史观”而
言ꎬ它正是基于其关于人类历史得以可能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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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定ꎬ来建构基本内容的ꎬ从而关于该前提的

判定就构成“实践性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ꎮ 显

然ꎬ该前提要求人以活着这样的生理性事实为基

础存在ꎮ 可见ꎬ“实践性唯物史观”对历史得以

可能的这一前提的判定ꎬ是一个科学命题ꎻ而“实
践性唯物史观”对“物质生活的生产”能满足该

命题要求的判定ꎬ以及其进而关于经济基础上层

建筑关系的命题ꎬ也是科学命题ꎮ 这表明ꎬ“实践

性唯物史观”是以科学命题为逻辑起点的ꎬ从而

其基本内容就首先统一于科学逻辑ꎮ 它追求人

解放这样的价值目标ꎬ但它把该目标的实现视为

随着物质生活生产水平的提高而历史地实现的

过程ꎬ判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是“以每一个个人

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

式” 〔１６〕的现实基础ꎬ可见ꎬ“实践性唯物史观”并
未把人自由全面发展判定为其逻辑起点和其解

释与改造世界的根据ꎬ从而该价值追求就外在于

它关于历史得以可能的基本原理的诠释逻辑ꎮ
“实践性唯物史观”判定人解放程度内在于“物
质生活的生产”发展的限度ꎬ是该生产发展的结

果而非其根据ꎬ从而揭示了前述价值目标赖以实

现的有效路径ꎮ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形态“概念框架”
“实践性唯物史观”上述逻辑起点ꎬ以及它

基于此来建构其基本理论的逻辑ꎬ意味着它判定

的历史得以可能的前述终极性前提及其内在根

本要求ꎬ构成了它“包容一切的图景和视角”ꎬ构
成了它“用来‘框定’和组织所有其他更为具体

的概念的那些最抽象的概念”ꎮ “实践性唯物史

观”“通过它们” “不仅把世界条理化了ꎬ而且还

规定了我们的生活”ꎬ从而它的进一步内容ꎬ就不

过是上述终极性前提及其内在要求的满足与展

开形式ꎮ 可见ꎬ“实践性唯物史观”正是以上述

终极性前提及其要求作为其概念框架的ꎮ 该概

念框架既是“实践性唯物史观”自我统驭的内在

灵魂ꎬ也因其独创性而使它与其他哲学形态根本

区别了开来ꎬ从而得以确立其作为一种独立哲学

形态的地位ꎮ 如前述ꎬ该概念框架的基本内容及

其内在要求ꎬ本质上统一于科学性逻辑ꎬ这决定

了它实即一种统一于科学性逻辑的概念框架ꎮ

二、当代中国创新实践的本质、基本内容

与时代属性

　 　 (一)当代中国创新实践的本质

实践是在源于它、作为它内在精神力量的

“各种政策、策略、意识形态、文化和具体科学的

成果与问题系” 〔１７〕 引导下展开的ꎮ 有论者基于

他人对创造性实践与重复性实践〔１８〕 的初创性区

分ꎬ把创新实践定义为:“通过对事物规律、属性

和关系的新发现或新运用ꎬ能够比先前的实践更

有效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ꎮ〔１９〕 显然ꎬ
这是一种就事论事的抽象定义ꎬ未能在追求人解

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内揭示其本质ꎮ 从该

哲学视域看ꎬ创新实践即通过内蕴精神力量牵

导ꎬ超常规地改造世界ꎬ以更有效实现人解放的

实践形态ꎮ 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创新实践的灵

魂ꎬ决定了当代创新实践的本质ꎬ就在于通过对

实践理念、方式、过程等变量的系统性创新ꎬ来最

大限度地深化人解放的可能性、提升人解放的质

量、优化人解放的效率、扩展人解放的普遍性的

超常规的整体性改造世界的实践形态ꎮ
(二)当代中国创新实践的基本内容

１. 前新时代面对的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 〔２０〕 构成的主要矛

盾ꎬ从而当时的实践目的是追求人民非充分、非
均衡解放ꎮ 进入新时代中国创新实践面对的是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 〔２１〕构成的主要矛盾ꎮ 化解该矛盾须“更
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ꎮ” 〔２２〕 可见ꎬ
新时代创新实践的目的ꎬ是追求人民普遍、充分、
均衡解放ꎬ从而就实现了实践目的创新ꎮ ２. 前新

时代追求人解放的不同阶段ꎬ分别以阶级斗争为

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人为本等为根据展开ꎮ
新时代则“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

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

本标准ꎮ” 〔２３〕显然ꎬ这意味着“以人民为中心”ꎬ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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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人全面发展ꎬ构成了当代创新实践得以展开的

终极根据ꎬ从而较之于前述实践根据ꎬ实现了追

求人解放的实践根据的创新ꎮ ３. 既往解放实践

曾分别以阶级斗争为纲、ＧＤＰ 中心主义等单向度

方式运行ꎮ 当代创新实践坚持“五位一体” “四
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相贯通方略ꎬ孕育着一

种综合性开发社会有机体各要素最佳功能ꎬ来实

现人解放的综合性实践方式ꎬ从而实现了实践方

式创新ꎮ ４. 其一ꎬ“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

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

局面” 〔２４〕的实践ꎬ通过形成“良好局面”这种特定

社会机制ꎬ来在社会关系层面促使一切主体人才

潜能都得到有效释放ꎮ 这较之于精英化、贵族化

人才开发机制ꎬ就实现了以大众化人才潜能社会

化开发机制为内容的解放主体实践性普遍有效

在场机制的创新ꎮ 其二ꎬ新时代前述诸追求人民

普遍享有充分均衡美好生活的实践ꎬ势必优化现

实社会关系ꎬ塑造出能支撑人们在该实践中普遍

有效在场的ꎬ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特定本质ꎮ
这较之卢卡奇立足于“总体即主体”立场ꎬ就事

论事地抽象开发主体能动性ꎬ来实现解放主体实

践性普遍在场的理路ꎬ就实现了对这种在场机制

的创新ꎮ ５. 对新时代实践中的“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２５〕而言ꎬ治理体系约束治理能

力ꎬ治理能力掌控治理体系ꎮ 二者这种矛盾统一

体ꎬ异于既往揭示的人的需要与其满足状况构成

的实践内在矛盾ꎬ标志着关于实践内在矛盾认识

的创新ꎮ ６. 各民族命运相关性即命运间性使人

类命运成为共同体ꎮ 通过“五个坚持”建构“人
类命运共同体” 〔２６〕的当代创新实践ꎬ以民族命运

间性整体协调的治理机理ꎬ阻遏丛林法则对人类

命运间性的支配ꎬ实现了人类命运间性治理机理

创新ꎮ
(三)当代创新实践作为一个新的时代的属

性

“每一哲学都是它的时代的哲学ꎮ” 〔２７〕 当代

创新实践是否构成一个新的时代ꎬ是基于该创新

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是否构成一种新的

形态的前提ꎮ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凝聚ꎮ “时代精

神是一个贯穿着所有各个文化部门的特定的本

质或性格”ꎬ并“依据它自己的原则去铸造它的

整个实在和时代的命运”ꎮ〔２８〕 不过ꎬ实践孕育的

这种“铸造”实践的精神力量ꎬ作为“发展着自己

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的“思维的产

物”ꎬ〔２９〕若具有异于既往时代的本质属性ꎬ就构

成判定其“铸造”的实践过程是否构成一个新的

时代的依据ꎮ 十九大报告作为这种精神力量ꎬ其
“铸造”的时代是“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ꎬ〔３０〕

“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

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ꎬ〔３１〕从而实现人民普遍享

有充分均衡美好生活的时代ꎮ 基于此前实践生

成的精神力量ꎬ则把此前实践主题塑造为解决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

产之间的矛盾”ꎬ〔３２〕从而由此铸造的时代实即以

发展生产力ꎬ而非以实现人民普遍享有充分均衡

美好生活为主题的时代ꎮ 可见ꎬ当代创新实践开

启了一个新的时代ꎮ

三、当代创新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形态的

持守与发展要求及对其新形态生长点的孕育

　 　 当代创新实践仍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 〔３３〕的基本取向ꎬ决定了它把人民普遍享有充

分均衡美好生活目标的实现ꎬ置于“物质生活的

生产”基础上ꎬ从而坚持了“实践性唯物史观”基
本立场ꎮ 当然ꎬ该创新实践既然已构成以追求人

民普遍享有充分均衡美好生活为主题的新的时

代ꎬ那么ꎬ该新时代就必然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哲

学新形态ꎬ必然内在地期待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

新形态出场ꎬ以在其支撑和引领下创造出人类文

明的新形态ꎮ 不过ꎬ当代创新实践并非只是被动

地期待该哲学新形态出场ꎬ而是也能主动地孕育

出如下生长点:
１. 如前述ꎬ“实践性唯物史观”以“有生命的

个人的存在”为其逻辑起点ꎮ 当代创新实践ꎬ则
以人民普遍享有充分均衡美好生活ꎬ作为其构成

的当代历史得以可能的前提ꎮ 这意味着新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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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ꎬ起始于创新实践对人民普遍享有充分均衡美

好生活的追求ꎮ 历史从哪里开始ꎬ逻辑就从哪里

开始ꎮ 就此而言ꎬ人民享有充分均衡美好生活ꎬ
作为这一新时代得以可能的前提ꎬ就孕育着该哲

学新形态的逻辑起点ꎮ ２. 如前述ꎬ“实践性唯物

史观”以“物质生活的生产”这一“有生命的个人

的存在”得以可能的终极基础内在要求ꎬ作为解

释和改造世界的终极根据ꎮ 无疑ꎬ对当代创新实

践构成的新时代得以可能的前述前提而言ꎬ满足

其得以可能的内在客观要求ꎬ就呈现为当代创新

实践赖以展开的客观根据ꎬ及其得以可能的客观

基础ꎮ 既然哲学须根本地统一于时代得以可能

的内在客观要求ꎬ并基于该要求来解释和改造世

界ꎬ那就决定了当代创新实践势必孕育着当代马

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ꎬ以人民普遍享有充分均衡

美好生活得以可能的内在要求为内容的ꎬ解释与

改造世界的终极根据理论的生长点ꎮ ３. “实践性

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解释和改造世界的终极

根据ꎬ决定了其势必主张生产力主导的非均衡性

实践方式ꎮ 如前述ꎬ当代创新实践实现了实践方

式由单向度向有机均衡性、总体性向度的转换ꎮ
基于如此新方式展开的实践ꎬ势必孕育着当代马

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关于有机均衡的总体性实

践方式理论的生长点ꎮ ４. “实践性唯物史观”判
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ꎬ但未揭示解放主体

实践性普遍有效在场的具体机理ꎮ 当代创新实

践对解放主体大众化人才潜能社会化开发机制

的创新、对解放实效激励性的解放主体实践性普

遍有效在场保障机制的创新ꎬ势必孕育着当代马

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关于解放主体实践性普遍

有效在场机理理论的生长点ꎮ ５. 马克思强调要

把“事物、现实、感性”ꎬ“当作实践去理解”ꎬ“从
主体方面去理解”ꎬ〔３４〕 然而ꎬ实践能动性内在矛

盾迄今仍未得到揭示ꎮ 当代创新实践独创性地

揭示了实践能动性内在矛盾ꎬ势必孕育着当代马

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关于实践能动性内在矛盾

理论的生长点ꎮ ６. “实践性唯物史观”判定世界

市场的形成开启了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进程ꎬ但

未对不同民族命运相关性ꎬ即作为主体间性特殊

形式的命运间性问题作出具体响应ꎮ 新时代人

类命运间性治理实践ꎬ势必孕育着当代马克思主

义哲学新形态ꎬ以民族间命运整体均衡协调为取

向的人类命运间性治理机理理论的生长点ꎮ

四、基于当代创新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的具体构成、本质及其概念框架的特性

　 　 (一)基于当代创新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新形态的具体构成

其一ꎬ以人民对普善生活普遍充分均衡享

有ꎬ作为新时代历史得以可能的前提和逻辑起

点ꎮ “实践性唯物史观”揭示的“有生命的个人

的存在”作为历史得以可能的绝对性、初始性前

提ꎬ只能保障历史的初始可能性ꎬ时代要不断演

进提升ꎬ就须在上述前提基础上ꎬ统一于其演进

提升得以可能所要求的不同递替性前提ꎮ 这样ꎬ
历史得以可能的前提就呈现为初始性、普遍有效

性绝对前提ꎬ和基于它的继起性、递进性、特殊

性、相对有效性的相对前提两个层级ꎮ 前者构成

后者的基础ꎬ后者内蕴并深化拓展前者ꎮ 历史得

以可能的前提如此双层结构ꎬ决定了新时代得以

可能的前提ꎬ也呈现为绝对、相对两个层级ꎮ 当

代创新实践既然宣示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

命运的根本力量”、既然“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
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

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ꎬ〔３５〕 那就意味着“人民

利益”作为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３６〕 作为“我
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ꎬ〔３７〕 是

决定该新时代得以可能的前提ꎮ 而新时代人民

利益的根本形态ꎬ即人民普遍享有充分均衡美好

生活ꎬ就构成新时代得以可能的前提ꎮ
从哲学层面看ꎬ美好即“善”ꎮ 充分均衡美

好生活ꎬ即人民全面发展ꎬ享有全方位美好生活ꎮ
因此ꎬ美好生活作为“善” 的生活ꎬ就并非片面

性、专享性、局部性、暂时性、封闭性的“殊善”ꎬ
而是全面性、共享性、整体性、恒常性、开放性的

“普善”ꎮ 对美好生活而言ꎬ如此“普善”ꎬ既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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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普遍性ꎬ也指其享有主体的普遍性ꎻ既指

其在场的恒常性ꎬ也指其本质的开放性、递升性ꎮ
美好生活既然实即“普善”ꎬ那么ꎬ新时代得以可

能的前提ꎬ就实即人民普遍享有充分均衡普善生

活ꎮ 显然ꎬ较之于一切时代得以可能的绝对性前

提ꎬ新时代得以可能的前提ꎬ就是仅对该特定时

代有效的相对性前提ꎮ 它基于并内蕴前述绝对

性前提ꎬ又通过扩展、提升和深化ꎬ把相对性前提

在新时代具体化、时代化、现实化了ꎮ
哲学有一项基本使命ꎬ即批判和揭示人类活

动的前提ꎮ 新时代既然以上述内容为其得以可

能的前提ꎬ又孕育着基于当代创新实践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形态关于新时代得以可能的前提理论

的前述生长点ꎬ那就可以判定ꎬ新时代孕育的马

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ꎬ势必以人民普遍享有充分

均衡普善生活ꎬ为其关于新时代得以可能的前

提ꎮ 由于追求充分均衡普善生活是新时代的起

点ꎬ而“历史从哪里开始ꎬ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

开始”ꎬ〔３８〕那就决定了该哲学形态势必着眼于这

一前提内在要求来建构其基本理论ꎬ从而该哲学

形态关于新时代得以可能的前提的命题ꎬ就势必

构成其逻辑起点ꎮ 显然ꎬ该逻辑起点基于、包含ꎬ
并发展了“实践性唯物史观” 的逻辑起点ꎮ 不

过ꎬ人民普遍享有充分均衡普善生活是一种价值

追求ꎬ因此ꎬ该逻辑起点必然具有价值属性ꎮ 然

而ꎬ普善生活毕竟是新时代得以与前新时代根本

区别开来的客观标志ꎬ也是新时代得以可能的客

观前提条件ꎬ且它得以作为客观价值事实而普遍

存在ꎬ又内蕴一系列科学规律、科学法则的支撑ꎮ
这决定了该逻辑起点必然具有科学属性ꎮ 由于

其科学属性支撑其价值属性ꎬ其价值属性又构成

其科学属性的价值归属ꎬ所以ꎬ该逻辑起点就呈

现为科学与价值属性的统一体ꎬ从而就与“实践

性唯物史观”关于其逻辑起点的命题呈现为科学

命题有本质区别ꎮ
其二ꎬ以人民普遍享有充分均衡普善生活得

以可能的内在要求ꎬ作为解释和改造世界的终极

根据ꎮ 事物得以存在的终极前提的内在要求ꎬ是

事物存在的终极根据ꎮ 人民普遍享有充分均衡

普善生活作为新时代得以可能的前提ꎬ其内在要

求构成新时代由以展开的终极根据ꎮ 同理ꎬ基于

当代创新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ꎬ就势必

以其关于新时代得以可能的终极前提的内在要

求ꎬ为其解释和改造世界的终极根据ꎮ 如前述ꎬ
该哲学新形态揭示的新时代得以可能的上述终

极前提ꎬ呈现为内蕴前述历史得以可能的绝对前

提的相对前提ꎮ 因此ꎬ其揭示的解释和改造世界

的上述终极根据ꎬ也具有绝对与相对统一的属

性ꎮ 其绝对性表现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得
以可能的内在要求ꎬ其相对性则是基于其绝对性

的普善生活得以可能的内在要求ꎮ
其三ꎬ基于实践目标与实践支撑变量结构—

功能状态双重普善取向的实践方式理论ꎮ 任何

哲学关于实践方式的判定ꎬ势必统一于其关于实

践终极前提的判定ꎮ “实践性唯物史观”基于如

此逻辑ꎬ主张单向度非均衡性的实践方式ꎮ 与其

关于新时代得以可能的终极性前提的判定、其关

于新时代解释和改造世界终极根据的主张相统

一ꎬ基于当代创新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

态ꎬ势必要求实践以满足人民普遍享有充分均衡

普善生活得以可能的内在要求为方式展开ꎮ 如

前述ꎬ该内在要求是综合性、系统性、均衡性的ꎬ
从而该哲学形态所主张的ꎬ就是综合性、系统性、
均衡性的实践方式ꎮ

如前述ꎬ人民普遍享有的充分均衡的普善生

活ꎬ是由多变量支撑的综合性、系统性、均衡性生

活形态ꎬ从而该生活的实现势必要求其全部支撑

变量ꎬ普遍处于最优即普善功能状态ꎮ 这决定了

该哲学形态主张的上述综合性、系统性、均衡性、
整体性实践方式ꎬ既具有普善目标取向ꎬ也具有

实践综合支撑变量普善功能取向ꎬ从而呈现为一

种由实践目标与实践支撑变量结构—功能状态

双重普善取向构成的实践方式ꎬ也呈现为一种异

于“实践性唯物史观”主张的非均衡性实践方式

的一种普善取向的均衡性实践方式ꎮ 当代创新

实践一方面全面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ꎬ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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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ꎬ〔３９〕 另一方面“更加

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ꎬ加快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

会、生态文明ꎬ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
本的活力竞相迸发ꎬ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

充分涌流ꎬ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

民”ꎮ〔４０〕可见ꎬ当代创新实践生动地绽现了马克

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主张的上述实践方式ꎮ 显然ꎬ
对“实践性唯物史观”主张的生产力中心论的非

均衡性实践方式理论而言ꎬ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

态主张的这种实践方式ꎬ既是对“实践性唯物史

观”的继承ꎬ又是对其的发展ꎬ呈现为关于实践方

式认识的升华ꎮ
其四ꎬ社会关系建设驱动的解放主体实践性

普善在场机理理论ꎮ “实践性唯物史观”未能揭

示解放主体实践性普遍有效在场这一人解放的

必要主体性条件得以可能的机理ꎮ 属意揭示该

机理的卢卡奇基于黑格尔“实体即主体”命题建

构的总体性理论ꎬ局限于抽象地开发人的能动

性ꎬ未有效解答该问题ꎮ 然而ꎬ资本逻辑驱动的

物化格局的蔓延ꎬ使得该问题的解决愈益迫切ꎮ
“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

程度ꎮ” 〔４１〕因此ꎬ解放主体实践性普遍有效在场

状况问题ꎬ实即解放主体所处的社会关系状况问

题ꎮ 对前文揭示的当代创新实践孕育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新形态关于解放主体实践性普遍有效

在场机理理论前述两个生长点而言ꎬ前一生长点

主张通过社会制度、社会环境建设ꎬ〔４２〕 来实现解

放主体大众化人才潜能实践性普遍有效绽放ꎬ后
一生长点主张通过提升社会供给、分配关系ꎬ〔４３〕

以解放实效激励来实现解放主体如此在场ꎮ 解

放主体如此在场ꎬ既指解放主体以高质量主体性

状态实践性在场ꎬ也指解放主体以追求解放的高

度自觉性、普遍有效实践性在场ꎮ 显然ꎬ解放主

体这两种在场状态ꎬ本质上都是解放主体以普善

性的主体性状态ꎬ实践性地在场ꎮ 而如此在场状

态正是由前述两种形式的社会关系建设驱动的ꎮ
可见ꎬ当代创新实践孕育出了通过社会关系建设

来实现解放主体实践性普善在场机理理论生长

点ꎮ 该生长点的理论潜质ꎬ无疑可羽化为基于当

代创新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ꎬ以社会关

系建设驱动的解放主体实践性普善在场机理理

论ꎮ 显然ꎬ这一基于马克思人的本质学说生成的

关于解放主体实践性普善在场机理理论ꎬ较之卢

卡奇前述相关理论探索ꎬ是关于解放主体实践性

普善在场理论的创新ꎮ
其五ꎬ普善性实践体系与实践能力动态均衡

性对立统一的实践能动性内在矛盾理论ꎮ 对当

代创新实践孕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由实

践体系与实践能力构成的实践能动性内在矛盾

理论生长点而言ꎬ其所谓实践体系是由实践主体

建构起来的实践由以展开的基本框架ꎻ其所谓实

践能力即实践主体驾驭实践体系实现实践目的

的能力ꎮ 显然ꎬ实践体系依赖于实践能力ꎬ但它

一旦形成ꎬ就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即“使个人不

得不服从的强制力”ꎬ〔４４〕又反过来约束实践能力

现实状况ꎮ 可见ꎬ实践体系与实践能力是相互约

束的矛盾体ꎬ二者都是实践能动性的表现ꎬ所以ꎬ
二者的矛盾即实践能动性的内在矛盾ꎮ

时代、时代精神都离不开实践能动性内在矛

盾的孕育ꎮ 因此ꎬ当代创新实践孕育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新形态的实践能动性内在矛盾理论生长

点ꎬ无疑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绽现的时

代精神精华的内在环节ꎬ从而该理论生长点就有

理由提升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ꎬ关于由

实践体系与实践能力矛盾构成的实践能动性内

在矛盾理论ꎮ 由于该矛盾是追求人民普遍享有

充分均衡普善生活的实践能动性层面的矛盾ꎬ所
以ꎬ该矛盾就势必呈现为普善性取向的实践体系

与实践能力的矛盾ꎬ从而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新

形态关于该实践能动性内在矛盾理论ꎬ就呈现为

普善取向的实践体系与实践能力矛盾构成的实

践能动性矛盾理论ꎮ 由于当代创新实践追求人

民普遍享有充分均衡普善生活ꎬ这决定了该实践

体系与实践能力ꎬ须具有追求充分均衡普善生活

的内在最佳品质、活力与功能ꎬ即普善性品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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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与功能ꎬ且这种普善性品质、活力与功能ꎬ只有

随着实践体系与实践能力的矛盾运动ꎬ处于相应

动态均衡的状态ꎬ才能胜任追求上述价值目标的

使命ꎮ 就此而言ꎬ该矛盾的普善取向ꎬ既指向普

善生活这样的价值目标ꎬ也指向构成该矛盾的实

践体系与实践能力的属性与功能ꎮ 这样ꎬ该哲学

形态关于实践能动性内在矛盾的理论ꎬ就进一步

呈现为以普善性的实践体系与实践能力动态均

衡性对立统一为内容的矛盾理论ꎮ 较之于“实践

性唯物史观”并未揭示实践能动性内在矛盾的事

实ꎬ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对实践能动性内在矛

盾的揭示ꎬ就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内

在矛盾认识的新维度ꎮ
其六ꎬ以民族命运间性均衡协调治理为内容

的普善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ꎮ 主体间性理论

初创者胡塞尔指出:“主体性只有在主体间的共

同性之中才是它所是的那个东西ꎮ” 〔４５〕 资本逻辑

使全球化进程充斥着丛林法则ꎬ及作为其反弹的

逆全球化、贫富分化加剧、温室气体诱致的气候

恶化等因素ꎬ使民族命运间性处于危及人类整体

命运的冲突状态ꎮ 人类命运如此险境作为空前

时代的现实危机ꎬ构成现时代精神焦点性内容ꎮ
因此ꎬ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ꎬ基于当代创新实践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ꎬ无理由不通过对主体

间性理论创新ꎬ把当代创新实践孕育的以民族命

运间性均衡协调治理为内容的普善性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论生长点ꎬ提升为以民族命运间性均衡

协调治理为内容的普善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ꎮ
显然ꎬ其普善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ꎬ实即是对

其追求的人民普遍享有充分均衡普善生活这一

价值目的ꎬ在民族命运间性构成的人类整体命运

层面具体实现机理的阐发ꎮ 而基于均衡协调性

民族命运间性的普善性人类命运ꎬ实即其根本价

值目的的特殊形态ꎮ 无疑ꎬ该理论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新形态逻辑起点内在要求的特殊展开与满

足形式ꎬ也是其响应全球化与民族化交织铸就的

时代精神的创新性探索ꎬ是关于主体间性理论的

深化和发展ꎮ

(二)基于当代创新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新形态的本质、内在逻辑层次及其理论特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以人民普遍享有

充分均衡普善生活为其关于新时代得以可能的

前提和逻辑起点的理论ꎬ逻辑上基于并包含“实
践性唯物史观”以“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为其

关于一般历史得以可能的前提和逻辑起点的理

论ꎬ从而势必具有唯物史观本质ꎮ 该理论以改造

世界为实现人民普遍享有充分均衡普善生活的

途径ꎬ所以也具有实践性本质ꎬ从而该理论就具

有“实践性唯物史观”本质ꎮ 该前提与逻辑起点

理论都以人民普遍享有充分均衡普善生活为价

值性根本立足点ꎬ所以必然具有价值性普善取向

本质ꎮ 该前提与逻辑起点理论既然分别具有实

践性唯物史观本质、价值性普善取向本质ꎬ而后

一本质只有基于前一本质才有现实性ꎬ前一本质

只有以后一本质为价值归宿ꎬ其科学性才能实

现ꎬ那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具有价值性

普善实践性唯物史观本质ꎮ
人民普遍享有充分均衡普善生活得以可能

的内在要求ꎬ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判定的

解释和改造世界的终极根据ꎬ其满足依赖于物质

生活的生产和更普遍的实践ꎮ 这决定了该哲学

形态关于解释和改造世界终极根据的理论ꎬ具有

“实践性唯物史观”本质ꎮ 人民普遍享有充分均

衡普善生活是基于科学基础的价值性普善生活ꎬ
故该终极根据势必内在地要求当代创新实践ꎬ既
具有尽善尽美的即普善的科学性ꎬ也具有普遍尽

善尽美的即普善的价值属性ꎮ 这决定了该哲学

形态关于这一终极根据的理论ꎬ必然具有科学与

价值贯通的综合性普善取向本质ꎮ 由于该本质

势必以上述“实践性唯物史观”本质为基础ꎬ所
以ꎬ该哲学形态关于此终极根据的理论ꎬ就具有

科学与价值融通的普善实践性唯物史观本质ꎮ
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关于实践目标与实

践支撑变量结构—功能状态复合普善取向的实

践方式理论ꎬ内蕴以物质生活的生产为基础的实

践方式立场ꎬ所以具有“实践性唯物史观”本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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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理论主张当代实践以价值目标与实践支撑变

量结构—功能性复合普善取向的方式运行ꎬ也就

势必具有上述复合普善取向本质ꎮ 当然ꎬ该本质

既绽现于价值目标层面ꎬ也绽现于实践支撑变量

的结构与功能的科学层面ꎬ从而除要求实践以追

求价值性普善目标方式运行外ꎬ也要求实践以其

支撑变量结构—功能处于尽善尽美、普善科学状

态运行ꎮ 这意味着这种复合普善性实践方式ꎬ兼
具价值性与科学性本质ꎬ从而该实践方式理论就

具有价值与科学复合取向的普善实践性唯物史

观本质ꎮ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社会关系建设

驱动的解放主体实践性普善在场机理理论而言ꎬ
其所谓社会关系建设以满足物质生活生产要求

为基础展开ꎬ其揭示的又是解放主体实践性普善

在场机理ꎬ所以ꎬ必然具有“实践性唯物史观”本
质ꎬ以及补充限定该本质的普善取向本质ꎮ 如前

述ꎬ解放主体实践性在场的普善取向ꎬ既指解放

主体普遍全面在场ꎬ也指其以尽善尽美的主体性

状态、功能在场ꎬ从而其在场的这种普善取向ꎬ既
指向在场时空规模ꎬ也指向在场性质与功能ꎬ因
此是一种综合性普善取向ꎮ 所以ꎬ该在场机理理

论就具有综合取向的普善实践性唯物史观本质ꎮ
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呈现为普善性实践

体系与实践能力动态均衡性对立统一的实践能

动性内在矛盾理论ꎬ内蕴通过普善性实践体系与

实践能力动态均衡性矛盾运动ꎬ进行物质生活的

生产和对世界的全面改造ꎬ来实现该哲学形态普

善性价值目标的内在立场ꎬ从而势必具有“实践

性唯物史观”本质ꎮ 进一步看ꎬ该理论揭示的实

践能动性这一内在矛盾运动对该哲学形态普善

性价值目标的追求ꎬ又是以构成该矛盾的实践体

系与实践能力ꎬ分别具有尽善尽美的结构、活力

与功能即科学性普善属性ꎬ且二者处于动态均衡

性矛盾统一状态的形式进行的ꎮ 这决定了该矛

盾理论既具有指向普善性价值目标的价值性普

善取向的本质ꎬ又具有科学性取向的普善本质ꎬ
从而具有价值性与科学性复合普善取向的本质ꎮ

显然ꎬ其“实践性唯物史观”本质构成其复合普

善取向本质的基础ꎬ又为复合普善取向本质所补

充和深化ꎮ 这样ꎬ该理论就具有综合取向的普善

实践性唯物史观本质ꎮ
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以民族命运间性

均衡协调治理为内容的普善性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论ꎬ既判定物质生活的生产是人类命运基础性

决定力量ꎬ也判定民族命运间性均衡协调治理、
普善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只能通过实践来实现ꎮ
这表明ꎬ它具有“实践性唯物史观”本质ꎮ 它既

然主张通过民族命运间性均衡协调治理来建构

普善性人类命运共同体ꎬ也就势必具有普善性本

质ꎮ 该本质既指各民族都享有普善生活ꎬ也指追

求该生活的民族命运间性治理具有尽善尽美即

普善的科学性ꎬ从而呈现为由价值取向与科学取

向构成的复合性普善本质ꎮ 显然ꎬ这一普善本质

通过“实践性唯物史观”本质实现ꎬ又补充与深

化了“实践性唯物史观”本质ꎮ 这样ꎬ该理论就

具有综合取向的普善实践性唯物史观本质ꎮ
综合上述各环节的共同本质ꎬ可判定马克思

主义哲学新形态本质上是一种“普善实践性唯物

史观”ꎬ即凝聚当代创新实践孕育的独有的时代

精神ꎬ以人民普遍享有充分均衡普善生活ꎬ为当

代历史得以可能的终极性前提ꎬ以该前提得以可

能的内在要求ꎬ为解释和改造世界的终极根据的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ꎮ 基于上述当代历史

得以可能的终极性前提和解释与改造世界的终

极根据ꎬ它初创性地建构起了双重普善取向的实

践方式、解放主体实践性普善在场机理、实践能

动性内在矛盾、基于民族命运间性均衡协调治理

的普善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论ꎬ从而回应了时

代亟待解答的问题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的新时代向度的创新ꎮ
基于当代创新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

态ꎬ作为上述“普善实践性唯物史观”ꎬ其基本属

性呈现出由“唯物史观”“实践性”和“普善”三个

概念ꎬ通过依次结合而生成了其递进性内在逻辑

层次ꎮ 首先ꎬ“普善实践性唯物史观”在根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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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唯物史观ꎬ具有前述经典唯物史观的基本

属性ꎮ 这就是说ꎬ作为其初始构成环节的“唯物

史观”这一概念的意义ꎬ在于绽现该哲学新形态

具有唯物史观的基本属性ꎬ以揭示和阐发物质生

活的生产对历史得以可能及历史基本内容的终

极基础地位ꎬ从而科学地解释世界ꎬ并构成“普善

实践性唯物史观”第一逻辑层次的基本属性ꎮ 其

次ꎬ“普善实践性唯物史观”作为上述意义上的

“唯物史观”ꎬ不是抽象、孤立、封闭的ꎬ而是“实
践性唯物史观”ꎮ 显然ꎬ“普善实践性唯物史观”
作为“实践性唯物史观”ꎬ是由作为其初始构成

环节的“唯物史观”概念ꎬ与作为其继起构成环

节的“实践性”概念共同构成的复合概念ꎮ 而该

复合概念由以构成的这两个概念之间具有相互

限定关系:一方面ꎬ“实践性”作为“唯物史观”限
定性、补充性、深化性概念ꎬ赋予解释世界为根本

取向的“唯物史观”以改造世界的取向ꎬ使其上

升为改造世界的唯物史观ꎻ另一方面ꎬ“唯物史

观”也限定“实践性”ꎬ使“实践性”概念张扬的改

造世界的活动ꎬ展开于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之

中ꎬ使其呈现为具有科学根据的改造世界的活

动ꎮ 二者既然具有如此既相互限定又相互支撑、
相互依赖、相互提升的关系ꎬ那就表明二者是一

个相互内在的统一体ꎬ而作为该统一体的“实践

性唯物史观”ꎬ较之于“唯物史观”ꎬ其内涵和属

性显然有了递进性深化ꎬ从而“普善实践性唯物

史观”ꎬ就通过这种递进性深化ꎬ生成了其相对于

作为“唯物史观”这一第一逻辑层次属性的第二

逻辑层次的属性ꎮ 最后ꎬ“实践性唯物史观”ꎬ只
是马克思哲学经典形态的绽现形式ꎬ尚不足以张

扬当代创新实践内蕴的新时代精神ꎬ而这种新时

代精神则蕴聚于“普善”概念之中ꎮ 因此ꎬ绽现

当代创新实践内蕴新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新形态ꎬ就势必在“实践性唯物史观”基础上ꎬ
进一步呈现为“普善实践性唯物史观”ꎮ 这样ꎬ
基于当代创新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

完整内容ꎬ就具体呈现为由作为初始概念的“唯
物史观”、作为继起概念的“实践性”与作为定型

概念的“普善”的结合所构成的综合性整体ꎮ 由

于“普善”概念是对“实践性唯物史观”内涵和外

延ꎬ也即其基本属性的进一步限定和深化ꎮ 所

以ꎬ“普善实践性唯物史观”概念相对“实践性唯

物史观”概念就具有了递进性逻辑地位ꎬ并呈现

出第三逻辑层次的属性ꎬ也即其完成形态的属

性ꎮ 相应地ꎬ“普善”概念也就呈现为“普善实践

性唯物史观”由以构成的第三逻辑环节的概念ꎬ
也即其得以成型的逻辑环节的概念ꎮ 上述三层

分析表明ꎬ在“普善实践性唯物史观”这一复合

性、有机性、总体性概念中ꎬ其由以构成的“唯物

史观”“实践性”“普善”之间的关系ꎬ并非简单并

列关系ꎬ也非相互外在、相互封闭、相互脱节、相
互独立的关系ꎬ而是递进性组合关系ꎬ并通过这

种递进性组合关系ꎬ而最终作为一个复合性有机

整体而存在ꎮ 这就是说ꎬ这三个概念并非三个独

立完整的概念ꎬ它们都是“普善实践性唯物史

观”这一复合性、总体性概念的不同逻辑构成环

节ꎬ因此ꎬ它们是通过上述递进性组合关系联结ꎬ
而作为一个概念整体存在的ꎬ都是该概念整体不

可或缺、不可替代的有机组成部分ꎬ其逻辑地位并

无中心与边缘的区别ꎬ所以ꎬ并不能局限于还原论

的问题意识ꎬ对其逻辑地位作出主从性区分ꎮ
“普善实践性唯物史观”作为基于当代创新

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ꎬ具有如下显著理

论特质:
其一ꎬ作为由递进性逻辑层级构成的有机整

体的理论特质ꎮ 如前述ꎬ “普善实践性唯物史

观”是一个由“唯物史观”“实践性” “普善”三个

概念在递进性关系中结合而成的有机整体ꎬ其中

任何一个概念对于塑造和表述基于当代创新实

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而言ꎬ都是必需的、
不可替代的ꎬ但其中任何一个概念都不足以独立

地构成或代表该哲学新形态的完整内容ꎬ也就是

说ꎬ该哲学新形态并不能归结为由上述三个概念

中任一概念构成的哲学形态ꎮ 因此ꎬ它与仅由其

中一个环节构成的哲学理论有本质区别ꎮ
其二ꎬ作为特定世界观的理论特质ꎮ 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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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ꎬ“普善实践性唯物史观”具有唯物史观的属

性ꎬ是唯物史观发展中的一种新的理论形态ꎬ标
志着唯物史观发展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阶段ꎮ 而

唯物史观本质上是世界观ꎬ〔４６〕 因此ꎬ“普善实践

性唯物史观”并不能归结为关于世界特定层面、
特定领域问题的哲学ꎬ而是关于整体世界总的、
根本的看法ꎮ 这意味着其由以构成的“唯物史

观”“实践性”“普善”三个概念ꎬ本质上也是世界

观层面的概念ꎮ 就此而言ꎬ该哲学新形态与未达

到世界观高度的哲学理论有本质区别ꎮ
其三ꎬ供给解释和改造世界特定终极根据的

理论特质ꎮ 如前述ꎬ“普善实践性唯物史观”以

人民普遍享有充分均衡普善生活得以可能的内

在要求ꎬ为解释和改造世界特定终极根据ꎬ这使

得其与不指认解释和改造世界的终极根据或未

把该终极根据指认为上述内容的哲学理论区别

了开来ꎮ
其四ꎬ揭示关于实践能动性特定内在矛盾的

理论特质ꎮ 如前述ꎬ“普善实践性唯物史观”把

实践能动性内在矛盾揭示为普善性实践体系与

实践能力动态均衡性对立统一体ꎬ从而呈现为揭

示实践能动性特定内在矛盾的哲学形态ꎮ 这使

得其与未触及实践能动性内在矛盾的哲学形态

区别了开来ꎮ
其五ꎬ阐发特定实践方式的理论特质ꎮ “普

善实践性唯物史观”内在本质和内在要求ꎬ决定

了阐发基于实践目标与实践支撑变量结构—功

能状态双重普善取向的实践方式理论ꎬ是其不可

缺少的理论环节ꎮ 因此ꎬ该哲学形态所阐发的上

述实践方式理论ꎬ使其与不具有如此实践方式理

论的哲学形态区别了开来ꎮ
其六ꎬ统一于特定概念框架的理论特质ꎮ 如

前述ꎬ不同哲学形态依赖的概念框架的差异ꎬ是其

得以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ꎮ “普善实践性唯物史

观”所依赖的特定概念框架ꎬ使其与不具有如此特

定概念框架的哲学形态ꎬ根本性地区别了开来ꎮ
“普善实践性唯物史观”上述理论特质ꎬ使

其与一论者主张的“普惠哲学”既有相通之处ꎬ

也有本质的区别ꎮ 该论者指出ꎬ“‘普惠哲学’是
反映世界发展趋势、时代精神和实践发展要求进

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成

果ꎮ ‘普惠哲学’是一个关系概念ꎬ是指在当今

全球化大背景下ꎬ国与国、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共

利存在、互依互惠关系ꎬ在这种关系中ꎬ人们以

‘多样平等’的哲学理念进行合作共赢ꎬ共同去

解决‘人类究竟向何处去’这一人类所面临的共

同问题和难题ꎬ从而达至‘人民共创共享共治’
的结果和目的ꎮ” 〔４７〕 显然ꎬ“普善实践性唯物史

观”与“普惠哲学”都主张解放主体的普遍有效

在场ꎬ都主张通过解放主体的协调合作ꎬ实现其

普遍有效的全面发展ꎮ 但由于“‘普惠哲学’是

一个关系性概念”ꎬ且作为其对象的“关系性概

念”ꎬ限定为不同规模主体之间的关系ꎬ而“普善

实践性唯物史观”的理论特质表明ꎬ其研究范围

并不局限于不同规模的主体之间的关系ꎬ其本质

上不只是“一个关系性概念”ꎬ而是有着作为三

层级概念构成的综合体、作为特定世界观、作为

解释和改造世界的特定终极根据、作为实践能动

性内在矛盾理论、作为特定实践方式理论、作为

特定概念框架的理论产物等不同理论特质ꎬ所呈

现的超出不同规模的主体之间的关系ꎬ成为“关
系性概念”所不能涵盖的、进一步的内容ꎮ 也就

是说ꎬ其问题意识及所研究的问题ꎬ与“普惠哲

学”的问题意识及所研究的问题ꎬ并不完全在一

个层面上ꎮ 就此而言ꎬ“普善实践性唯物史观”
涵盖了“普惠哲学”ꎬ但并不能归结或等同于“普
惠哲学”ꎬ也不能被“普惠哲学”所替代ꎮ

还需看到ꎬ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

研究ꎬ形成了诸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实践唯物主义、社会关系本体论、人学本体论等

不同论说ꎮ 不过ꎬ一方面ꎬ这些论说并非关于基

于当代创新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本质

的概括ꎬ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经典形态

本质的不同判定ꎬ因而这些论说与“普善实践性

唯物史观”指称的并非完全是同一对象ꎻ另一方

面ꎬ这些论说都只是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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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形态的局部属性ꎬ并非关于其固有本质的完

整表达ꎬ从而该经典形态的固有完整本质ꎬ并不

能归结为上述任一种单一论说ꎮ 而“普善实践性

唯物史观”则通过其内蕴的“实践性唯物史观”
属性ꎬ较全面地聚合了上述不同论说科学性的一

面ꎬ从而较为完整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

经典形态固有的完整本质ꎬ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彰

显基于当代创新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

的“普善”这一新的本质取向ꎬ推进了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发展ꎮ 这表明ꎬ “普善实践性唯物史

观”是对学界既有研究的聚合性继承与对当代创

新实践内蕴时代精神阐发提炼相统一的产物ꎬ从
而呈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与发展相统一的

特定理论形态ꎮ 就此而言ꎬ它尽管综合性地继承

了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本质问题的不

同论说的科学性一面ꎬ但却又有着不能为学界前

述论说所涵盖的新的理论特质ꎮ
(三)基于当代创新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新形态的概念框架及其特征

基于关于新时代历史得以可能的终极性前

提、解释和改造世界终极根据的内在要求ꎬ“普善

实践性唯物史观”建立起了实践方式理论、解放

主体实践性普善在场机理理论、实践能动性内在

矛盾理论、普善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ꎮ 这些理

论既然是基于终极性前提、终极性根据的内在要

求建构起来的ꎬ那就必然根本地统一于终极性前

提、终极性根据的内在要求ꎬ必然呈现为后者内

在要求的满足形式和后者根本性理念、机理、逻
辑的展开形态ꎮ 这表明ꎬ “普善实践性唯物史

观”不但如前所述ꎬ以终极性前提及其内在根本

要求为其逻辑起点ꎬ也基于终极性前提及其内在

根本要求ꎬ来组织和框定其由以构成的具体内

容ꎮ 从而终极性前提及其内在根本要求ꎬ就构成

理解它由以构成的具体内容的“包容一切的图景

和视角”ꎬ“通过它们”ꎬ它“不仅把”它由以构成

的具体内容“条理化了ꎬ而且还规定了我们的生

活”ꎮ 就此而言ꎬ终极性前提及其内在要求ꎬ就呈

现为它的概念框架ꎮ

该概念框架根本地响应了人民普遍享有充

分均衡普善生活的时代性价值要求ꎬ绽现出新时

代精神精华的价值性向度ꎬ从而具有价值指向性

特征ꎮ 而该概念框架关于新时代得以可能的终

极性前提、关于新时代解释和改造世界的终极性

根据的判定ꎬ本质上是科学性命题ꎬ这就使得该

概念框架又具有科学指向性特征ꎮ 显然ꎬ对上述

两个特征而言ꎬ后者是前者有效性的客观基础ꎬ
前者是后者价值性的支撑与归宿ꎮ 这表明ꎬ该概

念框架具有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特征ꎮ 如

前述ꎬ“实践性唯物史观”尽管追求人的解放ꎬ但
该价值追求外在于其揭示的历史得以可能的终

极性前提ꎬ及其揭示的解释和改造世界的终极性

根据ꎮ 这样ꎬ其基于如此终极性前提、如此终极

性根据ꎬ而生成的概念框架ꎬ就仅具有科学属性

而不具有价值属性ꎮ 就此而言ꎬ“普善实践性唯

物史观”的概念框架ꎬ较之于“实践性唯物史观”
的概念框架ꎬ就既具有继承性ꎬ又具有创新性ꎬ从
而也就使得“普善实践性唯物史观”得以确立为

一种独立哲学形态ꎮ

五、结　 语

其一ꎬ对“普善实践性唯物史观” 而言ꎬ其
“普善”环节是人享有的一种生存价值形态ꎬ是
人以其潜能和可能性释放与发展的特定状况在

场的状态ꎬ是实践诸约束项特定关系、结构、功能

的状态ꎬ从而是多重内涵浇铸成的科学与价值属

性统一体ꎮ 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创新

达到的科学与历史坐标点ꎮ
其二ꎬ“普善实践性唯物史观”ꎬ作为马克思

主义哲学对当代创新实践孕育的新时代精神的

哲学回响ꎬ把人民普遍享有充分均衡普善生活作

为新时代得以可能的终极性前提ꎬ实质上就是把

人自由全面发展定位于历史前提的高度ꎬ而非像

“实践性唯物史观”那样把其判定为历史发展的

结果ꎬ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历史得以可

能的前提认识的继承性创新ꎬ丰富发展了该前提

的内在结构及其性质ꎬ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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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由初始性经典形态得以演进到实时时代化形

态ꎮ 这就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长期只有单一

经典界面的局面ꎬ拓展了其界面结构ꎮ
其三ꎬ以科学与价值相统一命题ꎬ而非仅以

科学命题为历史得以可能的前提ꎬ从而由此来建

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及其概念框架ꎬ并由此确

定解释和改造世界的终极依据ꎬ既意味着哲学理

论内在逻辑、关系格局、思维方式的变革ꎬ也意味

着社会结构、实践方式、实践评价标准、社会文明

状态、人解放命运的演进ꎮ 因此ꎬ“普善实践性唯

物史观”较之于“实践性唯物史观”实现的继承

性创新ꎬ其意义并非仅在于哲学形态更替诱致了

哲学理论的综合性创新ꎬ也在于势必引导社会形

态进步、社会文明程度提升ꎮ
其四ꎬ关于历史得以可能的前提认识的上述

继承性创新、“实践性唯物史观”向“普善实践性

唯物史观”的上述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概

念框架的上述转换ꎬ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

方式理论变革ꎬ实现了解放主体实践性普善在场

机理理论创新ꎬ生成了实践能动性内在矛盾理

论ꎬ建构起了普善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ꎮ 可

见ꎬ哲学概念框架的改变ꎬ势必诱致哲学理论集

群性、系统性创新ꎮ 因此ꎬ优化乃至改变哲学概

念框架ꎬ是哲学理论整体性、集群性、系统性创新

的基本途径ꎮ

注释:
〔１〕〔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ꎬ范扬等译ꎬ北京:商务印书

馆ꎬ１９６１ 年ꎬ“序言”第 １２ 页ꎮ
〔２〕〔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５ 年ꎬ第 １２１、２２０ － ２２１ 页ꎮ
〔３〕〔２１〕〔２２〕〔２５〕〔３０〕〔３１〕〔３３〕〔３６〕习近平:«在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ꎮ

〔４〕杨学功:«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新形态»ꎬ«吉林大

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ꎮ
〔５〕孙伟平:«努力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ꎬ«人民日

报»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ꎮ
〔６〕张传开、单传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

探索与建构»ꎬ«哲学动态»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ꎮ
〔８〕郝立忠:«哲学形态学论纲»ꎬ«学术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１１ 期ꎮ

〔９〕〔美〕罗伯特所罗门、凯思林希金斯:«大问题———
简明哲学导论»ꎬ张卜天译ꎬ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２０ － ２１ 页ꎮ

〔１０〕〔１３〕〔１４〕〔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ꎬ北京:人
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８ 年ꎬ第 ３７、１９、１０ 页ꎮ

〔１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３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５
年ꎬ第 ２０９ 页ꎮ

〔１２〕〔２９〕〔３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 卷ꎬ北京:人民出

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５０２、５２５、４９９ 页ꎮ
〔１５〕〔３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２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５ 年ꎬ第 １４、１４ 页ꎮ
〔１６〕〔德〕 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６８３ 页ꎮ
〔１７〕徐永祥:«哲学研究如何联系实际之我见»ꎬ«社会科

学»１９８７ 年第 ４ 期ꎮ
〔１８〕〔德〕阿道夫桑切斯巴斯克斯:«实践的哲学»ꎬ白

亚光译ꎬ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７ 年ꎬ第 ２１８ 页ꎮ
〔１９〕董振华:«论创新实践的生成机制»ꎬ«哲学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２ 期ꎮ
〔２０〕«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２ 年ꎬ第 ８３９ 页ꎮ
〔２３〕〔２４〕〔３５〕〔４２〕〔４３〕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 日ꎮ
〔２６〕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

内瓦总部的演讲»ꎬ人民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８ / ０１１９ / ｃ４１６８８２ － ２９７７５９６５. ｈｔｍｌꎮ

〔２７〕〔２８〕〔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ꎬ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ꎬ贺麟、王太庆译ꎬ１９５６ 年ꎬ第４８、５６ 页ꎮ
〔３２〕〔３９〕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ꎮ
〔３７〕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１２０ 周年座谈会上的

讲话»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ꎮ
〔４０〕«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ꎬ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ꎬ ｈｔｔｐ: / / ｃｐ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３ / １１１５ /
ｃ６４０９４ － ２３５５９１６３. ｈｔｍｌꎮ

〔４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６０
年ꎬ第 ５１５ 页ꎮ

〔４４〕〔法〕Ｅ. 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ꎬ狄玉明译ꎬ北
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９５ 年ꎬ第 ２４ 页ꎮ

〔４５〕Ｈｕｓｓｅｒｌꎬ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
ｄｅｎｔ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ꎬ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７０ꎬｐ. １７２.

〔４６〕肖士英:«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本然关系之多视

域解蔽及其效应»ꎬ«河北学刊»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ꎮ
〔４７〕韩庆祥:«世界多样与普惠哲学———构建引领新时代

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ꎬ«学术月刊»２０１８ 年第 ９ 期ꎮ

〔责任编辑:刘　 鎏〕

—７４—

基于当代创新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