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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成为掌握看家本领的习惯与追求

韩喜平　刘　雷

摘　要：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关键环节，也是提升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能力的核心要求。研读经典是掌握看家本领的基本功，要把坚持读原

文、学原文、悟原理当做融通马克思主义精髓，提升学术能力基本途径，建立“精读重点文

献”“回归写作背景”“理论联系实际”“以问题为导向”的立体研学体系，全面提升深刻理

解马克思主义原著精髓及含义的能力，培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新时代新

课题、新挑战、新任务，解决新时代具体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为

研学方略，不断完善、发展、创新相关马克思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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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

我们的看家本领。党的十九大提出增强八项本领，

首先就是学习本领，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学精悟透马

克思主义看家本领。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分析深

刻，阐释厚重，经典文本蕴含和体现着基本理论、

基本精神，体现本源和基础，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的要求把读经典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和精神追求，

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成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方法的基本路径，真正领会其实质，掌

握看家本领。

一、读经典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看

家本领的基本功

研究学问一般都会提到学术、学院、学科、

学者、学术著作等，其中学术是一般性的描述，学

院是推动学术发展的组织，学科是探索学问发展规

律的研究体系，学者是学问的创造者，学术著作是

学问的载体，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基本的范畴和经典

文献。经典是经久不衰，最能够体现某一学科思想

的代表作，想要提升学术能力，读经典是基本功，

必须依靠学科经典作为基础、作为支撑、作为发力

点，而马克思主义学科经典著作的价值更为明显和

突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蕴含和体现着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和源头活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心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代

表性著作，追本溯源，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只有原原本本地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坚

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才能吸收马克思主义

的精髓，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动向，培植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厚度。恩格斯指出：“研究原著本身，不会

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1]

列宁指出：“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

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

义。”[2]毛泽东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

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共产党

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

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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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3] 

这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的历史经验总结，也

是针对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者的实际提醒。

回顾100年前历史，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风

雨飘摇的历史背景下，无数仁人志士寻找中国救亡

图存之路，马克思的著作如一缕清风传入中国，反

动政府不让看，但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想方设法找

来研读，中国人精神上从此由被动转向主动。马克

思主义学科发展至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不断出

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

更为完善的列宁、毛泽东等人著作集以及出版《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二》等等，为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

义的观点提供了良好的文献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

成为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位点不断增加，

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生、硕士生的数量更是迅速增

加。堪忧的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生掌握经

典著作与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很多马克思主义工作

者、学习者依靠二三手材料、经典著作导读、甚至

是一些西方话语体系框架下的“舶来品”来学习、

做研究、搞创新，这种典型的“拿来主义”根本无

法保证他们掌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马克

思主义基本概念，掌握马克思主义系统而完备的范

畴表述和思维逻辑。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学生们对

读经典的意义和价值理解出现了偏差。一方面，现

正处于“大数据”“新媒体”时代，“碎片化”的

浅阅读容易形成机械性、功利性很强的排列组合，

学生们习惯了新媒体阅读，而不愿意拿原著系统、

深邃地研读；另一方面，学生们认为经典著作经过

多年的研究已经很透彻了，他们更愿意学习导读性

的介绍，认为这样就可以掌握马克思主义。

“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

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在理论

学习中怕麻烦、图省事，以读辅导材料代替读原著

是不可取的。“精美的食品需要细细品味，才能领

略它的滋味，吸收它的营养；科学理论只有逐字逐

句地品读、认认真真地领会，才能掌握其要义和精

髓，转化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科学

方法。”“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

荡。”“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

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些出现在马克思、恩

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中的原文经典，具有一

种直击心灵的真理力量，只有阅读原文才能把握内

涵实质、理论逻辑和思想精髓，只有回到经典原著

才能领悟、体会、发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

和真理光芒。马克思主义发展逻辑告诉我们，只有

马克思主义原著原文才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相关理

论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才最能为我们深入学习

和全面把握理论精准导航，从而最大化地增强我们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自于内心深处的理论认同、思

想认同、情感认同！

对于广大马克思主义工作者来说，需要毫不

动摇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学习、继承、研究、

完善和发展，确切的说就是要融通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观点，仔仔细细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学

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理解和掌握马克

思基本理论的前提条件和重要途径，任何学习，都

需要一个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学习马克

思主义理论更是如此，没有捷径可走，不可一蹴而

就。所以，必须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

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持续地而不是

短期地学习，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只有一

篇一篇地研机析理、如琢如磨，在每个专题都学

深、学透、学懂的基础上，树立起高度的“名著自

觉”“经典意识”和“原著权威”，再将各个领

域、各个方面的重大思想理论观点作为一个整体来

把握，才能把孤立的认识变为系统的认识，把感性

的认识上升为理性的认识，真正在深层次上提高研

究能力和认识水平。

二、系统掌握读经典的科学方法和

路径

任何事情都有方法，方法得当，事半功倍。面

对浩如烟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读经典要注意

科学方法。正确的方法和路径是学懂学通马克思主

义经典著作的必然要求，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具体而言就是要精读重

点文献，联系经典著作的写作背景，用理论分析现

实、用现实印证理论，探寻解决实际问题的深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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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和理论魅力。

第一，要精读重点文献。每个学科都有经典文

献，一般来讲，要掌握一个学科的研究方法，至少

要精读10多篇经典文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眼界

广阔、知识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

博大精深，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个

领域，涉及历史、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科技、军事、党建等各个方面，不下大气力、

不下苦功夫是难以掌握真谛、融会贯通的。恩格斯

在谈到如何学习《资本论》时曾指出，“对于那些

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

著本身”[4]。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做到精

读，就是找经典原文，我们要在精读原著原文上舍

得用力气，做到逐段逐句地深入学习。精读原著原

文特别是要学懂弄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

要集中一定时间与精力反复阅读和用心思考，仔细

推敲，弄懂弄通原著原文的精神实质、理论精华、

核心要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学马列要

精，要管用，他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

《共产主义ABC》[5]。恩格斯曾经说过：“即使只

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

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

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

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

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6]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为

学之道，必本于思。”“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

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

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习近

平总书记严肃地批评说：“有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

著作没读几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这

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7]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准确、完整、全面

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准确，就是要尊重原文的

真正涵义；完整，就是要将马克思的所有文本统一

起来理解，而不是只解读片段；全面，就是不仅要

将文本统一起来理解，而且要和当时的历史背景联

系起来。

第二，要清楚写作背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

献都是在探索和指导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有着深刻

的历史背景。只有把经典文本放到写作背景中去理

解，才能更为深刻，更为准确地、全面地、辩证地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观点。如《资本论》的写作

背景就是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主题，实现无产阶

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最初，马克思的理论研究集中

指向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揭露和批判，马克思

在进行宗教批判和哲学批判之后，进行政治批判，

在政治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看到了市民社会对国

家以至整个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要深刻地剖析市

民社会，则必须要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因此，

马克思开始了长达40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19世纪

40年代初，马克思开始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先后

撰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哲学的贫困》

《雇佣劳动与资本》等重要著作。1848年，欧洲革

命的爆发使马克思中断了这一研究，革命失败后，

马克思移居伦敦，在深入总结革命经验的同时，他

对英国的现实经济状况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

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撰写了《1857—1858年经济

学手稿》。之后，马克思接着写出了篇幅巨大的

《1861—1863年手稿》和《1863—1865年手稿》；

1865年年底，各卷初稿完成；1867年，《资本论》

第一卷（德文第1版）正式出版。马克思逝世后，

恩格斯花费大量精力整理《资本论》第二、三卷，

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理解了这一背景，我

们就可以看到同样的概念，在不同的背景下，就有

着不同的解释，如价值，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

前，是哲学意义上，也是我们现在功能意义上的价

值，而在《资本论》中，则是人类一般劳动的凝

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

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

史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

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

甚至发生失误。”[7]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

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时，根据需

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

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

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第三，要理论联系实际。一个特定的理论，

放在特定的时代、历史背景中也许是正确的，是完

全经得起多次实践、历史、人民检验的。但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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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换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历史背景的话，理论就

需要不断发展，不可能充分指导当前的实践。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

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

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所以说，我

们在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必须要详尽地了解各

个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所对应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背

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恩

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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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91

读经典著作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毛泽东说：

“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当然不必要一律都精

读，而是遇到实际问题，就去请教马列主义，时

常翻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9]邓小平也明确指

出：“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

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我们“绝不能要求

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

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

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

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

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0]。从根

本上讲只有理论联系实际，并在实践中运用、发

展、创新才能永葆理论的青春活力。

第四，要以问题为导向。理论创新需要从问题

开始，坚持鲜明的问题导向意识，这是一切学术研

究的大前提，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是马克思

主义学科学习和研究所必须秉承的重要理论品质。

问题是矛盾的表现形式，要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鲜

明的问题导向，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研究和

工作的突破口。要学会善于运用历史的方法认识和

思考问题，用历史的眼光深刻总结过去的经验，把

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认清历史的趋势，坚定正确的

方向，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

地走向未来，为处理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基本的保障。这个世界整体上

是源于共识，而存于争议的，马克思强调：“一个

时代的迫切问题、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

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

题。”[11]可以说问题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也

是聚集现实生活中不同矛盾、问题凸显、理论与实

践继承和发展的强烈呼唤。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

权！毛泽东、邓小平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无产阶级革命领导者也正是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

革的时代前沿问题为基本导向，推动理论和实践发

展，逐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工程的。可以

说，问题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鲜活的生命力，

相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解疑释惑的过程中得到传承

与发展，在进一步探索解决的过程中逐步趋于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

新的历史方位，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背景，正是因为如

此，我们才称之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也就是说，进入新时代，中国国内外形势的

深刻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快速发展，催生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创造性地

回答了历史和时代提出的重要课题。所以，作为马

克思主义工作者、学习者，要以高度的学术责任心

和社会责任感去发现最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时

代“好问题”，在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发出时代“好声音”，用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观点、方法去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

征程中面对的新问题。

三、扎实提升读经典的能力素养和

本领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实践的科学，是直面问题，

解决问题的，是认识时代而又引领时代的。学经

典，读原文，悟原理，目标是提高水平和能力，真

正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认识和改造世

界的能力，内化为自身的价值信仰、人生准则和行

动指南，在实践中增强才干和本领。

第一，提高理解能力。理解能力是学习马克思

主义经典著作最基本的能力要求之一，是获取马克

思主义精髓实质、运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的关键能力之一。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一代

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完成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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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新时代，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

变革、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

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一步一步变成现

实，这都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历史和实践证明，深刻

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精神实质，才能更好地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党才能取得一个又一

个的伟大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新的时代就会有新问题、新挑战、新困难，尽管新

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

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

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要求

马克思主义工作者需要不断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精髓

的理解能力、不断提高对新时代事物发展一般规律

的理解能力。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提高理解能

力，关键在于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内涵和意

义，只有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同中国具

体实践相结合，才能立足新时代特点，推进马克思

主义时代化，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新时代、

解读新时代、引领新时代，真正搞懂面临的新时代

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这要求我们不能通过

“碎片式”“快餐式”地阅读理解马克思主义原著

的内涵、意义，只有通过原原本本、反反复复地学

习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才能学深悟透马克思主义

精髓，才能不断提高理解马克思精髓实质的能力。

第二，提高分析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与时代同步

伐，与人民共命运，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

的重大课题，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

所在。”[12]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

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仔细研读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功效不仅仅体现在理论层面

上，同样可以体现在矢志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

本立场、观点、方法上面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都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着力点。学习

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中国共产党

人在长期探索和奋斗过程中形成的重要传统和基本

经验。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就反复强调：

“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

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

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13]每一个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生成，毫无例外都有其特定的背景与“大环

境”，我们要通过精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了解

其具体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发展脉络及演变形

式和大体走向。简单来说就是回答“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的问题，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形成的

重要传统和经验。当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要从厚植民生情怀、保障和

改善民生入手；坚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人民立场，

要从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善于表达马克

思主义入手；融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从坚持

唯物辩证法、注重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思想，把

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入手。毛泽东强调要借用

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如他所说：

“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

微镜。”[14]邓小平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

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

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

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

论本身。”[15]广泛了解前人由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

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真实结论，掌握和运用这

其中衍生出的观察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相

关立场、观点、方法，来进一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

实际问题，指导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具体实践，是

中国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传家宝”，也是我们夯

实一切工作的重要指针。我们需要不断开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发展新境界，最重要的是要始终坚持贯穿这个科

学思想体系的活的灵魂，也就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永不改变。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我们，学好用好《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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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原原本本学，熟

读精思、学深悟透，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

点、方法，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12]。不断

提高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的

能力，关注和回答新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使马克

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永葆青春和活力。

第三，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恩格斯指出：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

没有理论思维。”[16]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体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

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

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

升华境界、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源自于人民

群众的历史实践，最终又要回到现实中被人们所理

解和掌握，然后才能有效指导人们的生产与生活，

推动社会发展[17]。马克思曾说过：“理论一经掌握

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8]但理论不能自动地

“掌握群众”，需要有一批先行掌握理论的人在群

众和科学理论之间搭起桥梁，做好“领头羊”这一

角色。只有牢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论，才

可以真正充当“领头羊”，做到转化与表达马克思

主义观点，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时代

化，推动理论的“落地”。马克思曾说：“要把我

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

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8]216当前，我们学

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必须思考如何能够

转化为人民大众所能接受的语言表达。最为重要的

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解决实际问题，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我们要赢得优势、赢

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

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

论指导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

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以

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把握未来发展

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和共产主义理想”。

综合来看，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可

以扎深、筑牢我们的理论基础，使我们自觉地坚持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动摇，这也是马克

思主义工作者、学习者提升研究能力、学术水平、

创新能力的必由之路。如此，才有可能真正掌握马

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不忘本来，才能

更好地面向未来！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观

点、方法作为基本依托，我们做学术的时候可以更

好地秉承“用中学，学中用”的原则。具体而言，

通过研读经典著作所习得的相关马克思主义理论，

理直气壮地指导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通过

成功的实践进一步完善、发展、创新相关马克思主

义理论，形成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研学方

略，循环往复以致无穷的正确路线，使我们的学术

能力，学习水平整体上有一个质的飞跃，毫无疑问

这些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工作者、学习者应有的素养

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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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ing the Marxist Classics: A Habit and Pursuit 
for Mastering Marxism

Han Xiping  Liu Lei

Abstract: In-depth study of Marxist classics is the key link to master the basic theories of Marxism, and the core requirement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applying the basic theories of Marxism. As the fundamental skill of mastering Marxism, studying the 

classics requires the adherence to the original text and the comprehension of principles which are regarded as the basic way 

to integrate the essence of Marxism and enhance the academic ability. We should establish a three-dimensional research and 

learning system featured with “intensive reading of key documents”, “consideration of writing background”, “combina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problem orientation”. We should als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ability of deeply 

understanding the essence and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works of Marxism, and cultivate the ability of analyzing new issues, new 

challenges, new tasks, and solving specific problems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position, viewpoints and methods of Marxism. 

The practice-understanding-re-practice-re-understanding should be built as a research and learning strategy to constantly 

improve, develop and innovate relevant Marxist theory.

Key words: Marxism; Classics; Fundamental Skills; Methods; A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