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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情怀

员智凯　张　楠

摘　要：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野蛮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中华

民族从此陷入了极其悲惨的境地。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关注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在欧美国家报

纸上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评论文章，在世界上发出正义的怒吼，坚定地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

争，表达对中国人民的同情，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抱以深切

期待，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切的中国情怀，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有

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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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关注全人类的福祉与解放，有着超

越地域与民族界限的世界情怀，它向我们提供思想

武器重温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华民族及中国人民的

深切情怀与光辉思想，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对

当今时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9世纪上半叶，鸦

片战争爆发，自此中国在西方列强的蹂躏下进入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引起了马

克思的密切关注，他和恩格斯一同撰文谴责英国侵

略者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对中国人民的欺压，揭露

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不平等经济贸易、逼迫中国

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罪恶行径，坚决支持中国人

民的反侵略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华民族饱含

深情，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文明对欧洲文明乃至人

类文明的影响，预言了中国社会的新生，对中华民

族的未来发展给予了深切期待。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谴责鸦片贸

易，揭露侵略者在中国的罪恶行径

（一）深刻揭露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给中国带

来的严重危害

19世纪初，英国基本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

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为了不断进行资本的原始

积累，英国殖民者在世界各地抢占原料产地和拓展

商品市场。为了谋取暴利和改变贸易逆差，英国强

行向中国输入叫做鸦片的麻醉剂，强迫中国进行正

式的鸦片贸易，以武力打开了天朝帝国同世界往来

的大门。鸦片贸易导致中国财富大量流失，“特别

是1840年以来，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几乎使

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1]609英国侵略者

强迫清政府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勒索巨额赔款，

扰乱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秩序，加剧了财政危机。鸦

片贸易为英国的崛起提供了货币条件与资本条件，

却使中国遭受了巨大的社会危机。“所以几乎不言

而喻，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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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

治权。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

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

的。”[1]608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指出鸦片贸易

加重了中国百姓的贫困，损害吸食者的肉体健康，

还带给他们精神上的摧残，破坏了社会生产力，败

坏了社会风尚，比奴隶贸易还要恶劣和残忍。侵

略者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以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 
门，导致中国成为列强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掠夺

地，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沦为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英国殖民者的入侵是中国人民的深重灾

难，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经济、政治、

社会的平衡状态，导致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

（二）强烈谴责英国对中国主权的疯狂侵犯

在关于两次鸦片战争的文章中，马克思和恩

格斯深刻揭露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真相，强烈谴责

他们对中国主权的侵犯。马克思指出英国资产阶级

及其政府向中国发动武装侵略蓄谋已久，“每一个

公正无私的人在仔细地研究了香港英国当局同广

州中国当局之间来往的公函以后，一定会得出这

样的结论：在全部时间过程中，错误是在英国人方 
面”。 [2]16“世界上的文明国家，对于这种以违背

了无中生有的外交礼节为借口，不先行宣战就侵

入一个和平国家的做法，是否赞同，恐怕是个问

题”。[2]21马克思谴责鸦片战争是“极端不义的战

争” [2]48“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

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1]609马克思立场鲜明

地谴责英国殖民者道貌岸然的丑恶嘴脸，“惯于吹

嘘自己道德高尚的约翰牛，却宁愿隔一定的时候就

用海盗式的借口向中国勒索军事赔款，来弥补自己

的贸易逆差” [2]74“用海盗式的战争强加于它的条

约” [2]88“英国人在为鸦片走私的利益发动了第一

次对华战争、为保护海盗划艇进行了第二次对华战

争之后，为达到一个高潮，就只有在公使常驻首都

这个使中国大为其难的问题上，再来一次对华战争

了”。[2]102马克思还指出帕麦斯顿在对中国的关系上

把战争的所有国际法准则破坏无遗。他严厉指责这

是殖民主义的罪恶，强烈谴责英国殖民者通过不平

等条约严重侵犯中国的领土、领海、贸易、关税、

司法等主权的行为。

（三）愤怒声讨英国侵略者屠杀中国人的暴行

马克思和恩格斯愤怒声讨英国侵略者在中国

施尽暴力，对他们攻击毫无防御的城市，进行强盗

式的掠夺，屠杀中国人民的残忍行为深恶痛绝。马

克思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中仔细分析了“亚

罗号事件”始末，他写道：“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

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

平地，人权横遭侵犯。”[1]620马克思还指出，“那

时英国大兵只是为了取乐就干出令人发指的暴行；

他们的狂暴既不是处于宗教狂热的驱使，也不是基

于对飞扬跋扈的征服者民族的义愤，更不是由于英

勇的顽强抵抗所引起。强奸妇女，枪挑儿童，焚烧

整个整个的村庄，当时都仅仅是随心所欲的玩闹之

举，这些并不是由中国官吏而是由英国军官亲笔记

载下来的。”[2]140一些有良知的报纸也发表了这样

的评论：“为了替一位英国官员被激怒了的骄横气

焰复仇，为了惩罚一个亚洲总督的愚蠢，我们竟滥

用自己的武力去干罪恶的勾当，到安分守己的和平

住户去杀人放火，使他们家破人亡。” [2]21马克思

指出，在镇江之战中英军由于兵力受损大肆报复，

在劫城的时候对中国百姓进行了无比残忍的蹂躏屠

杀。此外，马克思还愤怒揭露了英国政府与报纸面

对殖民者实施残暴行为的虚伪嘴脸：“首相在市长

不久前举行的宴会上的演说中，企图为施于中国人

的残暴行为进行辩护”[1]618“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

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

恶行为真是讳莫如深！”[1]621“自从英国人在中国

采取军事行动的第一个消息传来以后，英国政府报

纸和一部分美国报刊就连篇累牍地对中国人进行了

大量斥责。可是，除了亚罗号划艇事件以外，它们

举不出一个明确的罪名，举不出意见事实来证实这

些指责。而且就连这个事件的实情也被议会中的花

言巧语歪曲得面目全非，以致使那些真正想弄清这

个问题真相的人深受其误”[1]619。鸦片战争以来，

英国殖民者在中国的残暴行为，让中华民族经历了

前所未有的杀戮与浩劫。马克思痛斥英军掠夺中国

人民财产、凶残屠杀中国人民，驳斥殖民主义者为

自己辩护，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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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情中国人

民，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一）深切同情善良和平、勤劳节俭的中国人民

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中国人是和平忍耐、恪

守规则、勤劳节俭、英勇顽强的。他曾提到“外国

人常常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 [2]49，在《中国记

事》一文中，马克思更是指出在作战时一些丑角式

的衣着就“足以把古板的、温顺的、循规蹈矩的中

国老百姓吓死”[2]116。恩格斯曾经描写长江沿岸的

中国居民是“和平怕事”和过着“长期和平生活”

的。中国官员面对野蛮粗暴的敌人依然能够恪守规

矩，坚持按照“相沿已久的礼节方式”[1]620处理事

务。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中，马克思高

度赞扬了中国官员叶铭琛：“叶总督有礼貌地、心

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的年轻英国领事的蛮横要求。

他说明捕人的理由，并对因此而引起的误会表示遗

憾……海军将军态度蛮横，大肆恫吓，中国总督则

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1]620在《对华

贸易》一文中，马克思引用米切尔先生的记载和额

尔金勋爵的叙述：“中国农民一般说来过着丰衣足

食和心满意足的生活”[1]675“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

节俭、这样因循守旧，甚至他们穿的衣服都完全是

以前他们的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 ，他们除了必

不可少的以外 ，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

们一概不要。” [1]674“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一

件新衣至少要穿三年以上。”[1]674自给自足的生活完

全能够满足日常需要，因此除了正常的吃饭穿衣，

中国百姓往往没有其他的物质需求，更不会奢侈浪

费。他们辛勤劳动，拥有农民与手工业者双重身

份，这种勤劳节俭的生活方式让外国的制造商都很

感叹。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他们用“和平

忍耐”“恪守规则”“勤劳节俭”形容中国人民，

而用“掠夺精神”“极端不义”“残暴行径”“蛮

横要求”“伪善面孔”来揭露侵略者的恶劣本性。

（二）由衷赞扬勇敢顽强的中国人民与军队

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日益扩大和加深，西

方侵略的野蛮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马

克思写道：“在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

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友好的表示都未必

能扑灭的愤怒烈火。”[1]621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

中也指出：“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与1840—1842年
战争时的情绪已显然不同。那时人民保持平静，让

皇帝的军队去同侵略者作战，失败之后，则抱着东

方宿命论的态度屈从于敌人的暴力。但是现在，至

少在迄今斗争所及的南方各省，民众积极地而且是

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1]625马克思高度

赞扬中国人民与中国军队同仇敌忾、不畏强暴、敢

于斗争、宁死不屈的爱国精神。在《英人对华新的

远征》一文中，恩格斯赞扬镇江保卫战中的中国军

队：“中国军队无论军事技术怎样差，却决不缺乏

勇敢和锐气。这些中国人总共只有1500人，但殊死

奋战，直到最后一人。”[2]52西方列强的侵略给中国

带来深重苦难，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国人没有

畏惧没有退缩，不怕牺牲，不屈不挠地进行着反侵

略的斗争。马克思由衷地赞扬英勇顽强的中国人民

与军队，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

（三）坚决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英勇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揭露英国殖民者在华的残暴行动，

立场鲜明地声援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从道义上

声援当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人。帝国主义的侵略

给中国带来深重苦难，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国

人民没有畏惧没有退缩，上自军队长官，下到士兵

百姓，都是奋勇前进，不屈不挠地进行着反侵略的

斗争。恩格斯指出，“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

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用自己的手段与欧洲人

进行斗争。”[1]622一系列的抗英斗争，不仅体现了中

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决心，也沉重打击了侵略势

力，击碎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恩格斯鄙夷英国

报刊为了给自己国家的侵略正名所捏造的谎言，驳

斥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污蔑，强调

中国进行人民战争的正义性，赞扬中国人民同仇敌

忾的爱国精神，他说：“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

国报刊那样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最

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

民族的人民战争。”[1]626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列强在

中国的暴行进行了无情的鞭笞，激情赞扬中国人民为

反抗殖民侵略、维护民族独立而做出的巨大牺牲，他

们看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中国人民大无畏的牺牲精

神，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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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考察中国

四大发明向西方传播，高度评价中国科

技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灿烂

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火

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这四大发明，成为中

国古代科技文明的突出标志，它们流传到西方，加

速了近代文明在欧洲的兴起，推动了欧洲社会生产

力的迅猛发展。马克思对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欧

洲产生的社会影响做了高度评价，称赞它们为“最

伟大的发明”[3]110，并将它们视为资产阶级发展的必

要前提。马克思强调“火药、指南针、印刷术——

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

士阶级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

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

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

提的最强大杠杆”。[3]67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

也对中国古代科技传入欧洲以及在欧洲社会发生的

巨大影响做了详细阐述。

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回顾16世纪初叶

德国工业状况时写道：“一系列或多或少具有重要

意义的发明大大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其中具有光

辉历史意义的是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恩格斯在

1875年版上加了一个注：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

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

人那里同火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的）。”[1]221

火药和火器的传播与使用，无论是对于反封建斗争，

还是对于推动工业发展，都发挥了极大的威力。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阐明“磁针从阿

拉伯人传到欧洲人手中，在1180年左右”。[4]171航

海业及其地理大发现，要归功于指南针的发明，这

才使得中国市场和古代科技传入欧洲。在《共产党

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美洲的发现，

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

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地化、

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

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

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5]401“资产

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

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 
要大。”[5]405

恩格斯在考察了历史上的技术发明后指出：

“蚕在550年左右从中国输入希腊。棉纸在7世
纪从中国传到阿拉伯人那里，在9世纪输入意大

利。”[4]171他强调“12世纪以来阿拉伯人和西班牙

犹太人使用亚麻纸，棉纸自10世纪以来就逐渐出

现，而在13和14世纪已经传布得更广”，[4]171纸张

的广泛使用，使得信息的记录、传播和保存有了革

命性的进步，打开了欧洲“知识普及”的道路。

印刷术传入欧洲，不仅使宗教改革真正成为可

能，变成新教的工具，而且也把学术、教育从基督

教修道院中解放出来。恩格斯指出：“僧侣是中世

纪封建意识形态的代表，他们也同样感受到了这种

历史转折的影响。书刊印刷业的兴起和商业发展的

需要，不仅打破了僧侣对读书写字的垄断，而且也

打破了他们对较高层次的文化教育的垄断。”[1]225

印刷术的出现为当时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封建

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确立和思想文化的交流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

由此看来，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技

文明，不仅推动了欧洲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欧洲

社会的政治、宗教、文化、教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

的影响，而且加速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

变，推动了人类的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

四、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国未来发

展的预言与期待

（一）热切盼望中国革命的到来

太平天国革命前夕，马克思就对中国即将到

来的革命满怀激情，他痛恨清王朝顽固、守旧、腐

败的封建专制统治，期盼着东方社会一场革命的到

来，期待着心中所期待的新中国——“中华共和

国”[2]144的诞生。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中指出“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

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

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

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5]401，革命一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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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1850年，马克思根据德国传教士居茨拉夫从中国

带来的消息，对中国的局势做出预测：“当我们的

欧洲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最后到达万

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

他们说不定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

平等，博爱。’”[2]144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马克思

将太平天国运动视为国际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强调

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肯定它不仅

会动摇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甚至有可能会引发欧

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克思指出：“中国革命将把

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

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

一旦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

革命。”[1]612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他们期待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促成世界性的资本主

义文明的崩溃和社会主义新文明的诞生。

（二）深切期待中国转变旧的生产方式、实行

新的对外开放

马克思通过仔细考察中国贸易的历史，认识

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落后。在《对华贸

易》中，马克思对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进

行了进一步分析，他指出“妨碍对华出口贸易迅速

扩大的主要因素，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

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1]672“在这种

制度下的农业生产率，以人类劳动力的巨大浪费为

代价，而这种劳动力则是从其他生产部门剥夺来

的。”[2]124封建社会的落后与保守受到马克思的关

注，他指出造成中国社会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是闭

关自守、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在印度和中国，

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

础”[2]125，并且，“在中国，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

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

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因为在大工业

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大工业产品到处都要经历的

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性费用。”[2]125“以手工劳

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

华帝国遭受了巨大的社会危机。不再有税金收入，

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落得一贫如洗。”[2]143加上

“这个国家缓慢地、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

使它的社会状况变得让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所难以

忍受”。[2]143这就揭示了中国必然被卷入世界市场

以及大力发展商业资本，只有改变封建制度以及经

济结构，商业资本萌芽才能有所发展。在马克思恩

格斯看来，随着中国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力，旧的

文明（即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文明）将

被消灭，新的工业文明将建立起来。他们期待中国

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2]54

能够转变旧有的生产方式，实行新的对外开放，通

过新航路“开辟太平洋上的交通，把澳大利亚、新

西兰、新加坡、中国跟美洲联系起来，把环球旅行

时间缩短到四个月”。[2]121

（三）明确预言中国将是亚洲新世纪的曙光，

预见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

马克思恩格斯深切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遭遇，

也指出“天朝帝国”这种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被

打破所带来的必然是封建制度的解体，对中国即将

到来的社会变革热情欢呼。1857年，恩格斯在《波

斯和中国》一文中指出：“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

速到来。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

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

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

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

新纪元的曙光。”[1]628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从世界历

史的整体性视角探究中国问题，主张把中国放在世

界格局转变中来看待。他们反对狭隘的西方中心主

义，认为随着世界经济交往的增加，太平洋经济

中心时代就会到来。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

看来，正如古代和中世纪地中海是中心，到了十八、

十九世纪大西洋成为中心一样，未来随着美洲和亚

洲航线的增多，太平洋两岸将有可能成为新的世界

经济中心，大西洋的地位将会下降，中国将成为亚

洲乃至世界一颗闪亮的星。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

对中国革命非常乐观，认为中国革命可能领先于欧

洲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可能是欧洲社会主义的先

导，“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

中国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一样”。[2]144

五、当代启示

19世纪，当中国人还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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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对中国社会状

况展开了详细的分析，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饱含深

切同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未来做出预言，体现了两

位革命导师深深的中国情怀。他们关于中国社会、中

国人民、中国文化、中国未来的论述引人深思，其中

的观点与方法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

展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价值。这里，主要谈 
几点： 

（一）加速经济发展，坚持对外开放与贸易公平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批判中国社会的封闭性，

强调19世纪的中国是因为闭关自守才导致了落后挨

打，社会结构的封闭与对外交往的封闭是导致社会

落后和人民愚昧的根本原因。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

通过对内改革打破社会结构的封闭，坚持独立自主

的对外开放政策，与世界各国紧密联系起来，共同

发展，合作互赢。中西方的交往是世界历史发展的

必然要求。一方面，我们要加快生产方式的转变，

深化改革，大力发展经济。在马克思、恩格斯那

里，只有现代大工业的发展进步才能瓦解传统的亚

细亚生产方式，商品经济才能真正得以发展与进

步，封闭的社会结构才能被打破，社会生产才能互

通有无，社会关系才能和谐相处，个人才能得到解

放。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然处于农业文

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之中，加之信息文明、生态文

明的到来，我们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另一方

面，中国要积极融入全球化的潮流之中，坚持公平

贸易，促进中西方交往的平等。当年马克思、恩格

斯谴责英国迫使中国进行鸦片贸易导致中国国库皆

空，摧残民生，今天我们应当吸取历史教训，坚决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霸凌主义，坚决维护国家

利益，打赢贸易保卫战，坚决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

则，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

制，推动建设公平公正、互利共赢的开放型世界经

济贸易。

（二）坚守中国人的善良本性，弘扬中华民族

精神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中，有许多对中国

人与西方人性格的对比，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勤劳节

俭、善良和平、拘谨柔弱、宽容忍耐、恪守规则。

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普遍温良谦让、忍

耐韧性较强 、重视自省自律、重视感化教化、醇

厚朴实、庄重老成，在外交方面爱好和平、安定。

中国人民这些善良的本性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

成部分，如爱国、勤俭、自律、仁爱、进取等思想

的流传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独特魅力的肯定。马克

思、恩格斯高度评价中国人民的善良本性，把同情

与关怀贯穿在字里行间，从道义上声援了当时处于

弱势地位的中国人，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更激

励着今天的中国人坚守善良本性，继续弘扬中华民

族精神，在国际上弘扬中国文化，树立中国形象。

（三）推进“一带一路”发展，加强技术创新

当年马克思、恩格斯详细考察了中国四大发

明向西方传播的具体时间、地点和路径，这正是最

早论述的“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是我国扩

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新平台，今天我们应当积极促进“一带一路”的

国际合作，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深化

“五通”交流合作为关键支撑，坚持“引进来”和

“走出去”并重，深化双向投资合作，构筑人文交

流平台，促进包容发展，把“一带一路”建成和平

之路、繁荣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马克思、

恩格斯当年把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高度评价为“最伟

大的发明”“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在今

天，我们建设高端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创新、创

意、创业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加强

高新技术创新，加强现代知识产权创新，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中国战略科学技术曾经很长时间走

在世界前列，但是近代以来落后了，要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就要使中国科学技术重新走在世界 
前列。

（四）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曾预言中国将是亚洲新世

纪的曙光，社会主义将在中国实现。他们的大胆预

言已经变成了现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

设和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了马克思、恩

格斯对中国预言的科学性。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

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进一步增强道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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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始终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开辟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境界，开辟了治国理政，开辟了管党

治党新境界。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全党，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年马克

思、恩格斯揭露鸦片贸易对中国的危害，谴责英国

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声讨侵略者屠杀中国人的残暴

行径，使我们今天深刻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性。国际格局以西方占主导、国际关系理念

以西方价值观为主要取向的“西方中心论”已难以

为继，西方的治理理念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国际格

局和时代潮流。这就要求我们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

审视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与各

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

更加美好。[6]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

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

同发展，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

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

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对话而不对

抗，结伴而不结盟；安全上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

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经

济上要同舟共济，推进贸易和投资关系自由化便利

化；文化上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

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

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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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Feelings of Marx and Engels

Yun Zhikai  Zhang Nan

Abstract: when the opium war broke out in 1840, the barbarous invasion of the imperialist aggressors brought great disaster to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Chinese nation has fallen into an extremely tragic situation. Marx and Engels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published commentary articles on China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national newspapers, issued a 

just roar in the world, firmly supported the anti-aggression struggle of the Chinese people, expressed sympathy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ffirmed the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o human civilization and China, looked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These fully reflect the deep Chinese feelings of Marx and Engels, and hav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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