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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本质及其核心问题

万美容　谢莉勤

摘　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体现无产阶级崇高理想和价值追求的科学思想体系和信仰体

系，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信仰教育。通过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有效的教

育方式，使人们在真理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基础上来认识、理解和信赖、信仰马克思主义，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核心问题。着力提高教育者自身素质及其人格感染力，坚持真理性

教育与价值性教育相统一的基本理念，善于与人们的信仰需求相结合，注重发挥情感因素和

情感动力的作用，是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核心问题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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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博

大精深、常学常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

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中汲

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1]。坚持不懈地进行马克

思主义理论教育，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

本质和核心问题，有效引领人们确立起马克思主义

信仰，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务。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本质上是信

仰教育

马克思主义在正确认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

维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揭示和证明了资本主义

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这一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和基本规律，明确指

出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所肩负的伟大历

史使命，回答了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性质、条件和

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美好前景。马克思主

义“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

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2]，既

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思想理论体系，

也是反映无产阶级崇高理想和价值追求的科学信仰

体系。

信仰是指人们“对世界（宇宙、社会）和人类

的本质、前途以及个人命运的坚定的信念，是对科

学、主义或宗教的极其信服、尊重和崇敬的态度，

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执着追求。”[3]人之所以需要

信仰，缘于人有限的生命、能力和现实条件与追求

美好愿景和纯美理想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简言

之，信仰就是为了解决人们在现实与理想、有限与

无限的悖论和困境之中所面临的精神超越问题而构

建起来的一个“精神寓所”。人的信仰基于一定的

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而产生。以前种种非科学

的信仰或者借助于宗教或者借助于某种神灵等这些

非现实、超自然的“精神寓所”来寄托人类对这种

精神超越的向往，它们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哲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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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之上而根本无法实现，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

类所面临的这一生命哲学的难题。

与它们不同，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乃至全人

类的“精神寓所”建构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基础之上。这一建构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来

论证的：一是论证了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是可以克服

的，其永恒与不朽奠定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无限性之

上。对于个人短暂的人生而言，它就是一个超越有

限人生的无限过程，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即是

人生永恒的时代条件与历史见证；二是进一步把这

种体现“生命不朽”的“精神寓所”与终极关怀归

结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和全人类的解放，为生命的

不朽与永恒开拓了一个屹立于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

终极性目标与价值追求。这就打破了非科学的信仰

只能借助于非现实、超自然力量的藩篱，从而把个

体生命所追求的永恒建立在与社会历史发展相一致

的现实可能之上。由此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同样

反映的是“对世界与人生价值的一种总体性的精神

探索与意义追寻”，是一个伟大的信仰体系，而且

是超越了以往建构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所有信仰体

系的科学信仰体系！作为一种体现无产阶级崇高理

想和价值追求的科学信仰体系，马克思主义为人们

指明了一种远大理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建成共产主义理想社会，

在人们精神领域建立起一种终极性的价值关怀。这

一关怀不同于某些思想家主观设定的某种应然状态

与道德诉求，也不同于某些宗教给予人们的虚无缥

缈的未来承诺与现世安慰。它建立在人类实践的客

观需求基础之上，在历史主体“自觉”展开的现实

运动与合目的、合规律的积极创造中最终将变为 
现实。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广大

劳动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为了发挥

这种思想武器的作用，就必须不断地对广大无产阶

级进行理论教育和思想武装、信仰传播。如同列宁

所指出的“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

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

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

联主义的意识”[4]一样，任何一种先进的科学的思

想理论体系，仅靠自发与自觉意识都是无法在人们

的思维意识中实现体系化与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

要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起共产主义

信仰，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坚持不懈地进行马克思主

义理论教育。

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

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思想理论体系，又是一种体现无

产阶级崇高理想和价值追求的科学信仰体系。因

此，作为人类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形式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教育就必须具备某种意义上的超越性质，不

能仅仅在传统意义上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知识性

的理论体系来进行传授，只解决人们对马克思主义

“知”的问题，而必须深入到它最根本的性质和最

核心的意义——即信仰层面来进行认识和把握，从

而使马克思主义这种富于终极性关怀的价值体系成

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及日常工作、学习、

生活中坚定的信念与崇高的信仰，成为引导人们追

求未来生活与理想的价值坐标和精神归宿。从这个

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既是理论教育又是

信仰教育，本质上是信仰教育。

作为信仰教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应当努

力达至如下两个目标：一是帮助人们确立对马克思

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性或作为价值体系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信赖与信仰。任何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都

具备一定的价值性，或者说是作为一种价值体系而

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也不例外。人们对马

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性或作为价值体系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坚定信赖与执着信守，就是马克思主

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作为人们的信

仰对象，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理论把人类所具有的

生存尺度和发展本性与人类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

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一般

性的指导原则与终极性的价值旨归，使得人类能够

从其所处的各种复杂关系中，探寻生存与发展的本

质内涵，确立必然与应然的发展道路。二是帮助人

们确立对共产主义（包括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

社会）的信赖与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对共产主义

运动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信赖与信仰）是马克思主义

赋予人类实践的最伟大目标，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

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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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核心问题

是坚持真理观与价值观相统一

“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

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

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5]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不

懈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育本质上是信仰教育。作为信仰教育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教育，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引领人们在真理观与

价值观相统一的基础上来认识、理解马克思主义理

论，从而达成对马克思主义的信赖与信仰。

信仰的两个基本要素是真理和价值，任何信

仰都是真理和价值的统一。要想在人们的思维意识

与精神世界中建构起一种坚定的信仰，就必须从两

个方面来努力：首先是真理的建构，其目的是向人

们阐明它本身是一个真理性的存在，从而让人们在

内心把它当作一种无可置疑（可信）的真理来接受

并信赖（不管是唯物主义的信仰还是唯心主义的信

仰、科学的信仰还是非科学的信仰，概莫能外）；

其次是价值的建构，其目的是向人们阐明它是一种

什么样的信仰，具备了何种价值与意义，从而能够

在精神层面满足人们的某种价值期待与价值追求，

让信仰它的人能够始终做到坚定地信赖和执著地信

守。只有把这两个方面的建构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

上并达到相互统一状态时，作为人们精神支柱的信

仰才能够巍然耸立。由此来看，如若一个社会出现

信仰危机，其原因必定是信仰的真理建构或者价值

建构在一定程度上的偏差与失误，其具体表现必定

是信仰失真（真理性缺失的信仰危机）、信仰贬值

（价值性缺失的信仰危机）或者信仰失落（真理性

与价值性双重缺失的信仰危机）。

作为一种科学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必定

建筑在真理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基础之上。这就要

求，在引导人们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时候，我们

必须同时从真理观与价值观的双重角度来进行思考

与建构，从而避免马克思主义信仰失真、贬值或者

失落现象的发生。那么，应当通过何种方式来建构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真理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基础

呢？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应当而且可以

承担这种功能和作用！这一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通

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科学阐释和

充分说明，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信仰“归真”和“回

值”，从而使人们在真理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基础

上来认识、理解和信赖、信仰马克思主义。如果马

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能帮助人们顺利完成马克思主

义信仰的真理建构与价值建构，那么马克思主义信

仰的失真、贬值抑或失落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信仰

危机必定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现实当中，

我们看到，存在的问题是没有能够做到坚持以科学

认识和价值认识相统一的基本态度来理解和对待马

克思主义，因而出现了两种值得高度警惕的倾向。

一种倾向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纯粹知识体系、

真理体系，只主张对其进行所谓的“学术性”研

究、“深刻的”理解或“正确的”认识；另一种倾

向是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只可崇敬、崇拜的纯粹的信

仰体系。

当人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纯粹的科学理论

知识来进行教育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三种偏向：一

是把思想政治理论性极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

般性的文化知识来进行讲授；二是在教育中过于追

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体系与学科体系的系统性和

完整性，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体系、学科体

系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体系、教学体系的转化问

题，致使教育内容过分抽象化和理论化，而忽视了

其应有的现实关注和终极关怀；三是没能很好地发

掘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课程、教学的信仰魅

力与精神感染力，片面迎合现实需要，使其成为一

种热衷于讲小道理、讲实惠的庸俗化的东西。上述

偏向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纯粹理论

化、工具化、实用化了，以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

思维方式来理解作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以致真理

“失真”，马克思主义变得不再可信。

这里还要着重指出的是，仅仅从真理观层面

来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只认识到了其一般目

的，只注重解决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的问

题，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应具有的价值性与信

仰特征。如此这般的教育，失去了信仰价值导向的

蕴含，不能解决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相信、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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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信的问题，这就等于自觉自愿地抛弃了马克思主

义理论教育真正的铸魂育人功能和目的，从而丧失

其信仰教育的根本和灵魂。要想解决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育过程中的这一实践缺陷，就必须在关注马克

思主义真理性的同时，努力弘扬马克思主义信仰在

人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马克思主义

理论教育所要解决的并不仅仅是对某一科学性、

真理性知识领域、知识体系的认知问题，而是更为

重要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性认同与信仰问题。因

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既是科学理论又是科学信仰。

当人们把马克思主义只是当作一种信仰体系

来进行教育的时候，容易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的思维陷阱与理论桎梏，用“终极化”或者“世俗

化”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信仰（共

产主义信仰）。所谓“终极化”就是只把共产主义

设定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遥远的终极状态，而没有看

到它同样是一个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逐步展开和实现

的历史运动过程，是一种可以通过人的生存方式逐

步改善和人的存在价值逐步提升而逐步接近并最终

实现的现实图景；而“世俗化”则是认为马克思主

义所追求的共产主义是一种纯粹的现实性运动，以

为在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每一方

面都必须具有“共产主义”性。“终极化”与“世

俗化”实际上是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崇高性消解其现

实性，或者反过来，用现实性消解其崇高性，其结果

只能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解陷入二律背反的

困顿与迷惑。上述错误倾向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没有站

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之上，而是以

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作为科学信仰

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以致其价值“贬值”。

毫无疑问，不是建立在真学、真懂基础上的

马克思主义信仰，根基是不稳定、不牢固的，往往

经不起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社会现象的干扰、迷

惑、引诱而使其信仰遭受挫折甚至坍塌。实际上，

我们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信仰

教育的时候，并不是要求人们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

种形而上学或者唯心主义的迷信、宗教，或者是其

他什么东西来理解和对待，而是要通过科学的理论

教育使这种兼具真理性与价值性的马克思主义成

为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一种价值追求和精神

支柱，进而引导人们在思想和行动上把马克思主 
义、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崇高的信仰而坚定信赖和执

着信守。

综上所述，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无论

是在真理观层面还是在价值观层面都存在着一定的

失误和不足，一段时间以来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失真、贬值、失落的种种现象可能正是这些失误和

不足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的信仰教育本质，发挥其坚定理想信念、确立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功能，关键在于如何帮助人们在

真理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起对马克思主

义的科学认知和坚定信仰。

三、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真正成为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关于科学信仰的研究证明：信仰不是物质的

强制力量可以实现和达到的。一种理论或者学说能

否成为人们的信仰，不仅取决于这种理论或者学说

是否具备真理性与价值性，以及这种真理性与价值

性是否符合人们内在的意识结构、能否满足人们的

主体需求，从而激发人们对这一理论或者学说的信

仰需要，同时还取决于信仰的传授者自身素质及其

人格感染力的影响。为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

须遵循人们信仰形成、发展和确立的客观规律与要

求，并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观念革新和方法

创新，始终把培养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最终目的和

根本任务，在政治性和学理性、价值性和知识性相

统一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有效的教育

方式解决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难题，使马克思

主义理论教育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第一，着力提高教育者自身素质及其人格感染力。

马克思认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

力量的确证，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

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才对我而存在，

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

相适应的感觉来说才有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

及的程度为限。”[6]这里所提到的“本质力量”以

及“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我们可以在一定意义

上理解为主体的素质与能力等，而这种素质与能力



22

万美容　谢莉勤：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本质及其核心问题

的高低则决定着主体能否以正确的态度与方式理解

和认识事物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需要教育者通过一定的教育方式和手段来帮助

人们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教育者自身素质

的高低及其人格感染力的强弱必定会对人们马克思

主义信仰的生成发挥重要影响作用。

如果教育者本身在思想政治素质、理论修养、

学术能力或者人格感染力等方面存在不足，无疑会

削弱其实施有效教育的能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能否取得实效，发挥信仰教育的作用，与教育者本

身是否具备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学术能力

和人格感染力有着很大的关系，这甚至可以说是马

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能否取得实效的一个前置性的关

键因素。现实的情况也向我们印证了这一点。正是

由于某些理论教育工作者本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

着这样那样的错误认识与偏向——或者对马克思

主义信仰持着某种怀疑的态度，或者在思想与行动

上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无法做到表与里、言与行的统

一，造成了思想理论教育中的偏差与失误进而导致

教育的实效性不强。

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用高尚的人

格感染学生、赢得学生，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

以深厚的理论功底赢得学生，自觉作为学为人的表

率，做让学生喜爱的人”[7]。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者只有自身先受教育，使自己具备较高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修养、学术能力与人格感染力，做到政治

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

才能够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才能

由于理论的精通而达致信仰的坚定，进而在教育教

学过程中充满激情与感染力，以身示范，以情感

人，以理服人。“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受教育

者才能“亲其师、信其道”，在对马克思主义信仰

的追求之途上目的更加明确，意志更加坚定，马克

思主义理论教育也因此作用更加强大，成效更加明显。

第二，在教育过程中坚持真理性教育与价值性

教育相统一的理念。

真理观和价值观相统一，是信仰的特性。这一

特性表明：真正的信仰离不开科学的理论解释，它

需要以科学的理论为基础，没有科学的理论作为基

础的信仰只能是迷信或者宗教。现实的情况也告诉

我们，如果把真理性教育与价值性教育割裂开来，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会偏离其信仰教育本质，也

就难以帮助人们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和

信仰。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信仰教育本质，

有效解决其核心问题，就必须在教育过程中始终坚

持真理性教育和价值性教育相统一的理念。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首先要讲清楚马克思

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及其历史、现

实、理论逻辑，即向人们阐述清楚作为哲学社会科

学的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体系，回

答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这一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中强调真理性教育，要求克服以往教育教学过

程中存在的纯粹理论化、工具化、实用化等偏差和

失误，纠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的教条主义和实

用主义等错误倾向，帮助人们廓清缠绕在马克思主

义理论之上的种种迷雾，有效地向人们阐明马克思

主义的真理性。而价值性教育则主要回答人们关于

马克思主义为了什么的种种疑问，其目的是要在人

们的精神世界撒播科学的终极性关怀的种子，为人

类自身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确立一个安身立命的价值

指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强调价值性教育，

要求人们用现实运动和终极理想相统一的辩证思维

方式，而不是以唯心主义或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

式，来理解、对待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

真理性教育与价值性教育构成培养和坚定人们

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两翼，缺一不可，相辅相成。

只有坚持真理性教育与价值性教育相统一的理念，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才能从根本上取得实效，马克

思主义才能真正扎根在人们内心，成为越来越多的

人的信仰。

第三，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人的信仰

需求结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任何人如果不

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

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8]实际上，信仰作为

人存在的一种精神状态，反映了作为主体的人对人

生发展的终极性价值需求。如前所述，作为一个单

独的生命个体，其生命是有限的，但人又往往不能

满足于有限，而是不断地力求完美，追求无限。在



23 

万美容　谢莉勤：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本质及其核心问题

这种有限与无限的悖论和困境中，人们会将这一矛

盾的解决寄托于特定的理想对象上，而这种对象或

者是神，或者是上帝，或者是某种理论等。这正是

作为主体的人需要信仰的奥秘所在。因而，信仰作

为终极性的价值关怀，是人自身所需要的，这是信

仰教育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马克思主义信

仰在人们精神领域所要建立的一种终极性的价值指

向是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建成共产主义的理想

社会，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就为人们解决生

命中有限与无限这一不可逾越的悖论与困境提供了

一个科学而有效的治本之方。因而，以马克思主义

信仰为本质和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应当在

教育过程中以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对于某

种信仰的心理需求（只是有些人意识不到罢了）和

马克思主义信仰能够满足人们信仰需求的这一客观

事实为基础，以培养和满足人的这种主体需求为根

本，不断激发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需要，让

人们明确地意识到这种信仰对于主体自身和人类社

会发展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从而确立起对马克思主

义信仰的自觉追求和热情向往。

第四，注重发挥情感因素和情感动力在培养马

克思主义信仰中的作用。

马克斯 · 韦伯认为，把世界理解成一个“有意

义的整体”或“有意义的宏大秩序”，是人的一

种需要，一种“内在冲动”。这种“内在冲动”

就是人的情感因素与情感动力，而把世界理解成一

个“有意义的整体”就是一种“相信自己和世界有

意义和价值”的信仰。可以说，信仰是由人的知、

情、意等各种理性与非理性要素的复合作用而形成

的“合金”，它蕴含着人们对自己和世界及其关系

的认知和体悟，情感因素和情感动力在人的信仰生

成与维系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宗

教信仰在“知”的方面虽然并不具备坚实的科学理

论根基，但信仰它的人却能够做到坚定地持有和笃

定地信守，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情感因素与情

感动力在起着关键的支撑作用。“宗教可以作为人

们对支配着他们的异己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这

种关系的直接形式即感情上的形式而继续存在，只

要人们还处在这种力量的支配之下。”[9]在这里，

恩格斯明确指出了情感体验在宗教信仰中的意义。

这就告诉我们，不论何种信仰，如果不能为相信它

的人们提供情感上的满足和慰藉，就会沦为干瘪的

信条或者低级的说教，而不能激起人们对它向往和

追求的热情，从而导致其失去应有的慑服人心的力

量。因而，信仰在一定意义上是依赖于人的情感而

存在和发展的，情感因素和情感动力可以激发起主

体追求与实践信仰的热情，强化主体意志，坚定主

体的信心和毅力，从而使主体在奔向信仰的大道上

充分拓展其潜能和价值。

基于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不能只依靠

单纯的理论分析和理论灌输来引领人们确立对马克

思主义的信仰，还必须渗透和强化人们对马克思主

义的情感培养。这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育过程中以个体的情感体验为纽带，把情感培养和

情感激发融入教育教学过程中，从而引导人们将自

己的情感注入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信仰的坚定追求

之中。以情感力量激发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

追求，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才能够得以真正确

立、持续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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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ssence and Core Issues of Marxism Theore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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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ism is a scientific belief system reflecting the lofty ideal and value pursuit of the proletariat. Therefore, Marxism 

theoretical education is a kind of belief education in essence. It is the core issue of Marxism theoretical education to make people 

understand, trust and believe in Marxism on the basis of the unity of truth and value through scientific educational ideas and effective 

educational methods. The basic requirements for solving the core problems of Marxism theoretical education include focusing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ors and their personality appeal, adhering to the basic concept of the unity of truth education and value 

education, combining well with belief needs of people, and emphasizing the function of emotional factors and moti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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