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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教学的深耕者

哲人
追“思”⑩

——李秀林哲学思想研究
□ 刘志洪
中国人民大学著名哲学家、
教育家李秀林（1931-1986）教授一生志存高远、

睿智勤奋、
治学严谨、
诲人不倦，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教学中卓有建树。他撰
写和主编了《什么是哲学》
《辩证唯物主义新探》
《时代精神的哲学反思》
《中国现代
化之哲学探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历史
唯物主义原理》等著作与教材，无论在生前还是身后，都产生了关键而深远的影
响。李秀林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在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建构、
发展和普及等方面，
都作出了卓越的历史性贡献。
“云山苍苍，
江水泱泱。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
尽管不幸英年早逝，
乘鹤西去
已 35 载，
但先生的艰辛探寻和高深造诣，
至今仍值得认真梳理与汲取。在李秀林
诞辰 90 周年之际，
追寻其思想与风骨，
显得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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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理论探索

李秀林的哲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两 身的发展规律。
“
”实践越发展，
理论研究 混 淆 。 因 而 ，可 以 用 一 个 新 的 范
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 对它发掘得越全面和深刻，
学术研究越摆 畴——
“社会有机体”
来概括社会生活的
探索；二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脱束缚，
理论就越会得到创新，
真理就越 一切方面。社会有机体是同自然界既联
的探讨。依当今视角看，即马克思主义 能得到发展。
”
他认为，
真理的源泉在于实 系又区别的特殊的物质运动形态，
是一切
哲学与中国道路这两个具有核心意义的 践，
生命在于自由，
魅力在于创新。反之， 社会要素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
是活动、
问题域。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了 真理就会窒息和停滞。因此，
要真正发展 变化、
发展的辩证过程。它包括社会生活
相当系统深入的探索，在一系列基本理 马克思主义，
必须遵循和依据真理的发展 各个领域相互作用所形成的
“社会场”
、
人
论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推动了中 规律。
及其各类各级人群共同体之间的联系，
以
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构建与创新
在社会历史观上，李秀林指出，
“ 历 及这种联系的形塑和中介等。这一概念
性发展。
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
。 比别的范畴更能确切表达社会的多重性、
在本体论方面，李秀林富有开拓性 他特别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 相依性等丰富多彩的生命属性。它表征
地提出了
“哲学最高问题”
概念。通过对 及其哲学中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说，
唯 了社会历史既唯物又辩证的性质，
强调社
恩格斯和列宁相关重要论述的细致解 物史观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 会存在和发展的
“有机性”
。在这个意义
读，他强调应该使哲学的最高问题进一 不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理解整个马 上，
历史唯物主义可以理解为：
从总体上
步一元化，只把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 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
恩格斯正是在批 研究社会有机体及其发展的学科。这些
“第一方面”，即世界本原是什么这一问 判唯心史观……中创立了自己的哲学。
” 见解把
“社会有机体”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
题认定为哲学最高问题。思维能否认识 “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 一个基础性、
统摄性范畴，
并作出全面分
世界的问题虽也是重要问题，但并非贯 学，
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学说都具 析和科学规定，
对于正确认识与处理复杂
穿哲学发展全过程并用以划分哲学基本 有决定的意义。
”
这些观点隐约地道出了 的社会问题，
促进社会和谐，
具有重要的
派别的最高问题。所以，恩格斯只是在 对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种 理论与实践意义。
说明了思维和存在处于何等地位这个问 新的认识，
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历
李秀林不但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题何以最高之后，
才说到
“思维和存在的 史的唯物主义，
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也是 各领域的基础理论，
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
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世界本原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当然，
历史唯物主 学的整体发展也作了深入反思，思索了
问题之所以“最高”，是因为对它的回答 义同时也是辩证的和实践的。这在当时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之路”
。他强调，
构成划分哲学基本派别的唯一标准，同 相当不易，
充分展现了他的睿智思想与理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既要坚持，
又要发
时也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规定了解 论勇气，对于反思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 展。只有坚持，
才谈得上发展；
只有发展，
决其他问题的方向。这一看法对于深入 “推广运用说”
具有重要意义。今天，
学界 才是真正的坚持。
“繁荣的哲学既是真正
把握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富 越来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 把握了世界的哲学，
又是真正为世界所把
有启发性。
的、
实践的、
辩证的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 握的哲学”
，
是
“真实地把握了时代脉搏的
在真理观方面，
对于一些人打着
“马 义并非由辩证唯物主义简单
“推广”
和
“运 哲学”
，
是
“科学地预示世界未来整体发展
克思主义”
“真理”
的旗号，
却在实际上反 用”
而成。
的哲学”，而且是“自觉地实现自身的哲
马克思主义、
反真理的行径，
李秀林深恶
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野中，李秀 学”
。后一向度的思考是深刻的。诚如马
痛绝。在改革开放之初，
他就发表了《真 林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有机体”概念。 克思所言，
不仅思想要趋向于现实，
而且
理不能有阶级性》的战斗檄文，
驳斥了
“阶 在他看来，
要适应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和 现实也要趋向于思想。他最后总结道：
级的真理”
论，
指出
“人在真理面前应当平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除了丰富、
提炼和 “解放出来，
深入下去”
，
构成马克思主义
等”
。数年后，
又发表了《遵循真理本身的 精确原有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外，
还应研 哲学繁荣之路。这对于今天的中国马克
规律去发展真理》一文，
对真理的发展规 究和制定新的范畴。人们通常用的“社 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依然适用。我们仍旧
律作了总体性的思考。他指出：
“实践、
自 会”
一词显得过于笼统和不确定，
且容易 需要从诸多束缚中解放出来，
从众多表象
由、
创新三者成正比例变化，
这是真理本 同马克思用来专指生产关系的
“社会”
相 里深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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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哲学探讨

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孜
孜以求的梦想。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如
火如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深深吸引
着李秀林为之废寝忘食、
潜心求索，
甚至
在为《悄悄的革命》一书所作序言中发出
热烈的欢呼：
“让我们青年、
中年和老年一
起，在这场人的革命中接受现代化的洗
礼！
”
为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展
开系统思考，
他在短暂人生的最后三年里
承担了
“六五”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项目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
，
确定了研究和写作的核心
思想与总体思路。
李秀林在改革开放初期强调，对社
会主义社会的研究要建立在唯物史观的
基石上。离开唯物史观的指导，
就没有科
学的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
必须尊重事实、尊重规律、注重经济分
析。在这一原则基础上，
他提出，
对中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哲学思考，
就是
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哲学
研究的客体，
运用唯物辩证的理论思维把
握其本质和规律，
对它进行分析、
论证、
概
括和总结，
进而借助同其他各门科学的密
切配合，
探索其未来的发展，
以此发挥马
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
方法论的功能。
在李秀林看来，哲学思考的首要要
求，
是反映时代及其精神。当今世界的主
要潮流有二：
一是新技术革命的潮流；
二
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潮流。在我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中，这两股潮流汇合在一
起，
形成了社会主义改革这一时代潮流。
哲学的另一特点和要求，
是把研究对象作
为整体把握。他指出，
要把社会主义社会
当作一个发展着的活的有机体来把握；
把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当作一个多层
次的有机结构来把握；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当作一个统一的辩证发展过
程来把握。不难看出，
这是对我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一种环环相扣、
层层推进的
缜密剖析。
尽管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理论探讨

由来已久，
但不少人仍未准确把握这两个 其系统，也包括思维（认识）规律及其系
基本概念。在《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 统。这是对作为
“必然性”
的逻辑的正确
一书中，
李秀林和课题组成员对现代性和 揭示，
规律构成逻辑的最高层次。它对于
现代化作了准确的哲学规定。现代是现 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关注和研究
代人历史的活动和现代人活动的历史。 诸
“逻辑”
问题亦有启示意义。
现代人的社会和社会的人的这种时代的
李秀林关于现代化建设的哲学思
性质或属性，
即现代性。这种规定性贯穿 索敏锐而深邃。他指出，我国的改革也
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各个向度、
各种活 是一场人的革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场
动中，
是在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和生态 深入的社会革命不同时是人的革命。改
诸方面与传统社会、
传统人不同的各种 革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直接涉及
特性的总和。如果说现代性是对现代社 的是经济、政治、社会、思想和文化诸领
会或人的属性的偏重静态的描述，那么 域，带来的是整个社会存在的变化。而
现代化就是指社会或人的现代特性发 社会存在同时也就是社会主体的存在状
生、发展的动态过程。对现代性和现代 态，它的各个领域都是人的生存或活动
化的这些理解，至今仍然具有学术价值 的领域，因而人的变化与社会变革必然
和理论启示。
同步发生和实现。而且，作为社会存在
李秀林和课题组成员还从多个向度 主体的人也是社会变革的主体。要实现
概括和描绘了现代化的主要特征。从经 社会变革，人自身也要实现变革。这一
济向度看，
现代化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 思想十分深刻。人们的社会存在就是他
会、
信息社会的转变；
从交往向度看，
现代 们的社会（性）的存在，而人们的社会
化是由封闭的、
地域性的人际关系向开放 （性）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的、
全球性的人际关系的转变；
从环境向 因此，社会的变化与革命必然同时意味
度看，
现代化是由顺应自然条件向改造自 着人及其生活的变化与革命。实现中华
然环境和与自然界实现协调的转变；
从活 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动向度看，
现代化是由压制人的创造性向 向往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解放人的创造力和发挥人的潜能的转变
哲学既是反映现代化建设的认识主
等。在 20世纪 90年代初我国社会主义现 体，
又是通过现代化建设而被认识的
“客
代化进程刚刚起步之时，
能够提出至今仍 体”
。之所以对哲学和它的客体的关系作
富有科学性与适用性的思想，
应该说是难 如此理解，
目的是使哲学更深刻地从本质
能可贵的。这些论述既在总体的层面上 上反映现实，进而更有效地反作用于现
考察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
主体和途径， 实，
引领现实的发展。现代化需要哲学，
又从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行为方式、
思维 哲学也需要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
方式、
情感方式和管理方式等维度，
具体 当代最科学的思想，
它本质上是现代化的
深入地考察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哲学，
因而也需要随着不断变革的现代化
更难能可贵的是，李秀林当时已然 进程而变革。这种需要完全是马克思主
从逻辑的视角思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探 义哲学的实践特征和批判的、
创造性的本
讨中国现代化的逻辑，
或者说将中国的现 质使然。这些观点提示我们，
既迫切需要
代化问题提升至逻辑的层面予以考察。 以哲学的方式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展开研
受毛泽东同志所言
“革命的逻辑”
启发，
他 究，
引领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同时也需要
提出“建设的逻辑”概念，并作了深入阐 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展马克思主
释。他认为，
“社会主义建设逻辑”
即中国 义哲学，
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
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既包括客观规律及 学。

3

郭

湛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科学探寻

哲学不仅为专家所爱，
而且为 律”
的一些意见》等。从 1979 年开 生命力。
“ 晓之以理”要求概念明 还是要立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
大众所需。李秀林在马克思主义 始，李秀林受教育部委托，担负起 确、层次分明、逻辑连贯、重点突 制约社会生活、
政治生活和精神生
哲学的教学上倾注了大量心血。 编写新的哲学原理教学大纲和教 出；
“辅之以形”
讲究把深奥的哲理 活这一根本观点。李秀林抓住
“物
教学和研究真正构成李秀林的马 材的任务，任哲学专业原理教材、 同具体的形象结合起来，
让抽象的 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整个社会生
克思主义哲学探索之两翼。他把 文科公共理论课哲学原理教材的 思想通过准确生动的语言和庄重 活、
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制约”
教学同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研 主 编 之 一 和 教 学 大 纲 编 写 组 组 活泼的仪态表达出来；
“动之以情” 这一
“牛鼻子”
，
找到和揭示了历史
究中教学，于教学中研究，推动了 长。之后，由他主持编写的《辩证 既要求自己动情，又注意以情动 唯物主义研究与教学的
“法门”
。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 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大纲》 人，注重感情交流；
“导之以行”强
李秀林关于哲学原理教学法
发展，
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和关于使用这个大纲的参考意见， 调教师要以身作则，
做科学思维的 的思索丰富而深入。但事实上，
这
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李 引路人，
时刻不忘精通的目的在于 些思考只是他曾设想撰写的专著
编写教材等教学用书。新中 秀林还为哲学原理教学的辅导做 应用。
《哲学教育学》的一小部分。他渴
国成立后，在物质生产上百废待 了大量工作，
先后在《教学与研究》
李秀林不但思索了哲学原理 望以之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
兴，
在精神文化上亦如是。马克思 《自修大学》等刊物发表了多篇辅 总的教学法，
而且探讨了哲学原理 原理教学，可惜天不假年未能如
主义哲学的教学、
研究与传播迫切 导教学的文章，并指导编辑了《辩 诸具体部分的教学法，
特别是唯物 愿。鉴于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
需要优秀教材。教材不仅被用于 证唯物主义原理辅导》一书，
为《历 辩 证 法 和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的 教 学 理教学法上的高超造诣与杰出成
各个层次、
各种类型的教学，而且 史唯物主义原理辅导》一书的写作 法。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理 就，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当时我国马 提供了有益的建议。这些今天看 论宣传和教学中忽视辩证联系思 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学家。
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表 似不起眼的琐碎工作，
在当时对于 想的倾向，
他强调要恢复普遍联系
李秀林不只从理论上研究马
征着新中国哲学思想与理论智慧 提高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水 观 点 在 唯 物 辩 证 法 中 的 应 有 地 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法，
而且
的总体水准，
影响着人民群众认识 平起了重要作用。
位。这既为理论上进一步拨乱反 始终坚守在教学一线上，
为各行各
乃至改造世界的观念基础，
具有举
探索教学法。李秀林自觉致 正所必需，
又是唯物辩证法科学本 业、不同层次与类型的学习者授
足轻重的地位。李秀林清晰认识 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法 性之必然要求。当然，
联系的观点 课。这既是他将哲学原理教学法
到哲学原理教材的极端重要性。 的研究，
尝试建构一门关于哲学教 同发展的观点不可分割。唯物辩 运用于教学实践的过程，
更是他在
早在 1960 年，他就参与编写了由 学法的科学。他强调：
“哲学教学 证法是关于自然、
社会和思维普遍 切身的教学活动中研究进而升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 法应当成为一门科学。
”
并且，
马克 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学说。联系的 教学法的过程。他长期在校内承
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1961 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法不是来 观点和发展的观点，
是辩证法的总 担繁重的教学任务，
有时在本系给
年，
他又参与编写了艾思奇担任主 自别处，
而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 特征，
构成其理论结构的第一个层 研究生或本科生讲课，
有时担任外
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 原理本身。哲学原理自身的内容 次。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和五对范 系共同理论课的教学工作。由于
义》一书，参加了由中国人民大学 与特点，
内在地包含和规定了如何 畴都是联系和发展观点的展开与 他态度认真、
准备充分、
内容充实、
哲学系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合编的 教好这门课的一般原则。他提出， 具体化。虽然对立统一规律是辩 逻辑严谨、
方法得当、
表达生动，
且
《辩 证 唯 物 主 义》
《历 史 唯 物 主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和辩 证法的核心，
但它同时也是联系和 及时将教材编写和科学研究中的
义》。1979年以后，
他又同萧前、
汪 证法的高度统一、
唯物辩证的自然 发展观点的展开与具体化。这一 新成果运用于教学中，
因而无论在
永祥一起主编了哲学专业教材《辩 观和历史观的高度统一的完整严 规律之所以构成辩证法的核心，
正 基本原理的阐释上，
还是在理论与
证唯物主义原理》
《历史唯物主义 密的科学体系这一特点，
要求在教 是由于它更深刻地揭示了联系的 现实的结合上，
都产生了良好的效
原理》。特别是由他与王于、
李淮 学中特别注意准确性、
全面性和系 内容和发展的源泉。另外，
他还建 果，
广受学生好评。有学生说：
“听
春一起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哲学 统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自然、
社 议按照恩格斯对三大规律的表述， 李秀林老师讲课，
是一种精神上的
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将质量互变规律放在第一条，
使之 享受！”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他
义原理》于 1982 年正式出版，
并多 这一特点，
要求在教学中处理好哲 更紧密地同唯物论部分相衔接，
更 的教学经验就在全校总结、
推广。
次再版，累计发行了一千多万册。 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辩证法、
认 符合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
于李秀林而言，编写教学用
这些教材在保持理论体系稳定的 识论和逻辑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学，
李 书、研究教学法和教学实践是密
基础上，在吸收新观点、
补充新材 中相统一这一原则，
要求将唯物辩 秀林强调，
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科 不可分的：在教学实践中积累教
料和理论联系实际等方面下了很 证法或辩证唯物论视为科学的认 学体系，
就是要理解物质生活的生 学经验，对教学活动加以理论反
大功夫，
较之以往推进了对基本理 识方法（认识论）和思维方法（逻辑 产方式对整个社会生活、
政治生活 思，进行理论提升，很自然地走向
论的分析与阐述，
被广泛用于高校 学）；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 和精神生活的制约。这是对历史 对教学用书的编写和教学法的研
哲学教学和干部理论教育，
影响非 认识论首要的、
基本的观点这一特 唯物主义核心思想的科学把握，
同 究。长期的教学实践为李秀林编
常之大，
对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 点，
要求在教学中必须把理论和实 时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关键 写高质量的教学用书、建构科学
学原理教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 践有机结合起来。
的正确揭示。他具体分析道：
“讲 的 哲 学 教 学 法 提 供 了 丰 厚 的 土
进作用。而为了在短时间内编成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是讲 壤。而教学用书的编写和教学法
这几部堪称“范本”与“经典”的教 法纲要》一文中，李秀林深入阐发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本身。只有 的研究，又反过来提高了他的教
材，他殚精竭虑，几乎倾尽了自己 了对哲学原理教学法的系统思考， 首先弄清物质生活方式本身发展 学能力与教学水平，推进了教学
全部的心力。
包括
“哲学原理教学法的性质和作 的规律性，
才有可能进一步说明它 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
李秀林不仅编写教材，
而且编 用”
“哲学原理教学法的基本要求” 是 怎 样 制 约 整 个 社 会 生 活 的 。” 学上，他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
写了大量其他教学参考用书。早 “哲学原理课的准备”
“哲学原理教 “
‘阶级、
国家、
革命’
这一章讲社会 机统一。他在教学方面的这些探
在 1957 年，
他就参与编写了《哲学 学大纲的掌握和使用”
“哲学原理 的政治生活，
主要是要弄清物质生 索，不仅培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
名词简明解释》一书。1962 年至 教材的掌握和使用”和“哲学原理 活的生产方式怎样制约着社会的 哲学专业工作者，而且提高了广
1964年，
他在《教学与研究》杂志上 的答疑”等内容，初步建构了马克 政治生活。
“
”
‘社会意识’
这一章是 大群众尤其是知识青年的哲学素
陆续发表了十余篇辅导哲学原理 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法的理论框 讲社会的精神生活，
主要是要弄清 养，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
教学的文章，如《对讲授辩证唯物 架。特别是他提出了“晓之以理、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怎样制约着 的普及与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
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绪论”部分的 辅之以形、
动之以情、
导之以行”
的 社会的精神生活。
”
同样，
对于谁是 哲学原理的中国化与大众化，起
几点意见》
《对讲授
“否定之否定规 教学方法，
至今仍然具有科学性与 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问题的说明， 到了广泛而深远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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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林哲学探索的当代价值

尽管后来病魔缠身，
但李秀林
始终胸怀赤子之心，
潜心探索马克
思主义哲学研究和教学的道与
术。在这一点上，他无愧于“战斗
的唯物主义者”
这一马克思主义者
的光荣称号。虽然存在某些不可
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但他的努力和
贡献至今依旧熠熠生辉，
融汇于马
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和中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之中。诚如
萧前先生所评价的那样：
他是一个
孜孜不倦地追求真、
善、
美的人，
他
的理论生涯充分体现了一位马克
思主义哲学家理论修养与现实精
神、
坚定性与创造性、
言与行的统
一。在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光
明前景、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日渐
走向繁荣的今天，
梳理和阐发李秀
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的思想
成就，
并不只是为了纪念他作为马
克思主义者的品格与贡献，
更重要
的是为了汲取他的思想成果与实践
启迪，
在他艰辛探索过的道路上继
续探索和前行，
进一步提升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和教学的水准，
从而
更加有力地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李秀林的哲学成就启示我们，
中华民族可以以更加自信的姿态
参与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来，
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一大批中国马
克思主义哲学家上下求索、
返本开
新，阐释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建构和完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大众化，
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以
往的一段时间中，
西方马克思主义
哲学研究在总体上领先于我们，
为
我国乃至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与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
以李秀林等为代表
的一大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同样
壮心不已、
矢志不渝地开展研究，
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承与发展
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
经过
数十年艰辛努力，
中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研究整体上已经逐步赶上国
际水准，
在某些方面甚至位居领先
位置。因此，
在积极吸收国外马克
思主义哲学研究有益成果的同时，
有必要认真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研究的进展与经验。
李秀林的哲学贡献启导我们，
应该认真消化和吸收老一辈马克
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思想成果。
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登上“巨人
的肩膀”，才能站得更高、看得更
远、
走得更长。作为马克思主义哲
学研究的后学，
不能不从李秀林等
前辈学人已经达到的高度出发继
续登攀，
将他们的研究进一步推向
前进。事实上，
只要翻开那些饱含
思想与情感的
“厚重”
论著，
就能深
切感受到他们探索的历史价值和
当代意义。前人的探索即便有失
误与挫折，
也值得汲取教益。智慧
的人善于既从自己、
又从他人身上
吸取经验教训，
更何况前人的研究
结出了累累硕果。

李秀林的哲学探索启发我们，
应该注重对现实及其历史，
特别是
当今时代的反思与引领。哲学源
于现实。植根现实的哲学才是现
实的哲学。李秀林总是怀有强烈
的现实感与使命感，
十分注重对时
代及其精神展开反思（其论文集就
命名为《时代精神的哲学反思》
）。
譬如，在世界的时代精神中，他非
常关注人工智能，他与王于、
李淮
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原理》，从第三版起就专辟
一节考察人工智能的实质与哲学
意义。对于中国的时代精神，
他最
为关注的就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现实性构成马克思主
义哲学区别于其他众多哲学的关
键特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不仅应以学术方式关注现实，
而且应以思想理论方式直接切中
进而引领现实。
李秀林的哲学追求启迪我们，
热爱我们的哲学——马克思主义
哲学。从事哲学研究无疑是艰辛
的，
有时可能还是艰险的。黑格尔

说：
“以谨严认真的态度从事于一
个本身伟大的而且自身满足的事
业，
只有经过长时间完成其发展的
艰苦工作，
并长期埋头沉浸于其中
的任务，
方可望有所成就。
”
马克思
主义及其哲学的发展同样如此。
唯有真正热爱它，
不仅把它视为职
业，而且作为事业，才能坚持和发
展它。李秀林之所以数十年如一
日以融合研究和教学的方式探索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为中国马克思主
义哲学发展作出如此之大的贡献，
就是因为他真正热爱马克思主义
哲学，
将其作为毕生的事业贡献出
自己的满腔热血。正是拥有这份
挚爱，
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楷
模。哲学爱智慧，人类爱哲学，马
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们有理由期待，
新时代中国的马
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在李秀林等前
辈学人的引领与感召下，
将实现研
究观念的进一步变革和优化，
通达
更高的发展境界。
（作者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副教授，荣誉一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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