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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21 世 纪 马 克 思 主 义 新 境 界
——省社科界第十二届学术大会开幕式暨马克思主义专场综述

2018 年 11 月 26 日至 27 日，省委宣传部、

社科理论工作要做到守正创新

省社科联主办，苏州大学承办，苏州大学马克思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

主义学院协办的省社科界第十二届学术大会开幕

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

式暨马克思主义专场在苏州举行。来自省内外高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开辟了当

校和科研院所的 110 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开辟

代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与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

会学者一致认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界”这一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推动江苏社科理论

主义思想开展深入地学习研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界深入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和实践价值。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理论阐释和学
术研讨，为高质量发展营造思想理论氛围。
省委宣传部部务委员赵金松，省社科联党组

王燕文在书面讲话中强调，全省社科界要把
思想和行动高度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
话精神上来，统一到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上来，

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省社科联党组副书

牢牢把握守正创新这一新方位新坐标，努力推动

记、副主席汪兴国，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我省社科理论工作高质量走在前列，为构筑思想

徐之顺，苏州大学党委书记江涌，苏州大学党委

文化引领高地不断作出新贡献。要高举思想旗

副书记邓敏等出席会议。刘德海主持开幕式，赵

帜、守好意识形态防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

金松宣读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燕文书面

持问题导向、提升原创能力、做优平台载体，强

讲话。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党委书

化人才支撑、加强能力建设。

记、院长邓纯东，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育部

南京财经大学陈云云认为，推进习近平新时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唐正东，苏州大学马克思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需要努力提升

主义学院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方世南分别作了题

主体“化大众”的能力，力求传播方式的多样

为“正确认识和运用市场规律的适用范围”“21

化、思想表达的生活化、厘清目标对象的层次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生态

化。江苏大学付清松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唯物

文明理论与江苏绿色发展”的学术报告。

辩证法和系统论是习近平新时代改革方法论的三

学

术

综

述

大资源，并分别构成其方法论体系之基、之
躯、之魂，三大资源中的具体方法依据在改革
中的功能形成一个三层级的方法论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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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
作，关乎党的旗帜、关乎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

苏州大学周心欣认为，实现生态权益需要

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南京邮电大学史献

在思想认识上深刻把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

芝认为，新时代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应

辩证关系；在体制机制上建立健全生态权益制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网络信

度与法治保障体系；在理念认同上始终坚持以

息技术的自主创新、提升政府大数据应用能

人民为中心的绿色发展观；在国际合作上深入

力、建立健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体制机

落实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生态治理观。

制。苏州市委党校何亚娟提出，面对新媒体带

苏州大学李文娟提出，习近平从文化强国

来的机遇与挑战，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

的方向、目标、价值、重点、保障、方法等多

者要坚定思想，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

个维度，系统阐释了文化强国的深刻内涵、实

位；明确方向，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现路径和重大意义，体现了历史逻辑、理论逻

创新方法，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力。

辑、实践逻辑的辨证统一。

淮阴师范学院吕峰表示，中国共产党人在

淮海工学院张元、丁三青提出，新时代网

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本体转换、主

络意识形态协同治理应坚持国家统筹、社会参

体间转换以及话语空间转换的实践进程中，有

与、市场配置、协商民主、整体协同原则，强

效地增强了话语表达的时代性、针对性和多样

化党委、政府领导权威，依法审查网络传播内

性。扬州大学吴荣军认为，做好意识形态工

容和传播行为，健全网络舆情监督和管控机制。

作，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建构

河海大学戴锐表示，新时代青年政策的制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提升广

定着重关注的是青年的发展而不是青年问题，

大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坚决同

青年政策的目的也不再是简单的规范青年行

各种反动社会思潮作斗争。

为，而是要致力于青年的发展。南京理工大学

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研究

王延隆、李俊奎认为，习近平青年观深刻阐述

关于马克思著作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了青年发展的定位、目标、路径以及青年组织

究影响力分析。南京农业大学孟凯认为，马克

的自身建设等问题，其蕴含的青年发展的政治

思著作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

观、价值观、实践观、整体观、使命观，是青

的作用和意义，但研究中也出现了以下三个现

年工作和青年发展的根本指引。

象值得关注：其一，引用马克思著作最多的并
非马克思主义主义理论学科，而是哲学、经济
学和政治学；其二，马克思主义研究对马克思
著作的引用过于集中，相对忽视了其他重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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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其三，马克思著作研究的东西部区域水平的

专场征集论文 70 余篇，经学术委员会评审，评

差距越来越大。

出获奖论文 21 篇，其中，一等奖 7 篇、二等奖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逻辑问题研究。
南京财经大学刘希刚、耿以侠提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理论发展逻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14 篇。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丁新改 毛瑞

康）

理论历史逻辑、理论传承逻辑与理论创新逻辑在
改革开放进程中实现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专场主题发言专家观点：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自信研究。常熟理工大

正确认识和运用市场规律的适用范围 （中

学曹阳表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党委书记、院

融合，是形成文化自信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与中

长 邓纯东）

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的革命文化，是文化自信

市场经济原则的适用范围首先最应该是在经

的重要支撑；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

济活动领域促进经济发展。1992 年党的十四大

开放实践相结合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文

明确了市场配置资源要起基础性作用，2013 年

化自信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内生动力和持久助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市场配置资源要

力。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杨建春认为，马

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市场经济原则应该有其明

克思恩格斯文化观指明了文化自信的基本物质条

确的适用界线，在社会生活、国家生活的相关特

件、重要社会价值、核心内容所在、根本价值追

殊领域里要受限。

求。

第一个禁止领域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领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智系统阐述以怎样的历

发展市场经济，这是搞经济的最高原则，但是不

史维度、实践维度、理论维度去认识与总结改革

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绝不能把这个原则

开放与中国道路，选取三个维度的“最大公约

运用到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这是绝对禁止的高压

数”，总结出改革开放与中国道路的五条方法

线。

论，即明晰“体用”“理想分置”“本末顺置”、
去“终结论”“试错演进”
。
省社科界学术大会始于 2006 年，经过多年

第二个禁止领域是公共服务领域。不能由市
场规律来决定公共服务是否要提供和如何提供，
如国家保障的法定义务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在现

发展，现已成为江苏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综合

有经济水平下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保健服务、

性公共学术交流平台。省社科界第十二届学术大

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等都是

会围绕“学习新思想，改革再出发，推动江苏高

公共服务领域。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内容都

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这一主题，举行了包括

应该由公共财政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需

学科专场、学术聚焦、区域专场等在内的共 15

要、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和民生保障的需要来提供

场系列研讨交流活动。此次开幕式暨马克思主义

基本的服务。

学

术

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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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禁止领域是国家治理领域。这既是

让这种道路、制度和理论真正深入人心。文化

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的，也是国家治理一

自信是一种更深沉的力量，是社会民众从个体

般规律的要求。全世界除了少数资本主义国

认知的角度对外部建设成果的认同与思想融

家，大部分国家都不能完全用市场规则来决定

入。由于文化是通过个人的思想认同而建构起

国家权力的行使，都不应该用交钱代替行政处

来的，因此，它能够在个人身上保持更持久的

罚和法律处罚。

力量。

第四个禁止领域是社会主义文化产业领

坚持文化自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第

域。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坚持社会效益第

一，这根源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深刻性。世

一原则，其主要功能还是通过以产业的方式推

界观有多种，有肤浅的、比较深刻的、深刻

出一些优秀文化产品来促进人们先进的思想道

的。物质主义世界观眼里只有物，没有意义体

德、正确的价值观念的树立，促进整个社会良

系、文化内涵。工业文明满足了对物的诉求，

好风尚的形成。

但失落了其他维度的内涵，导致现代人的焦虑

第五个禁止领域是人际关系领域。人与人

与无奈。第二，伦理的关系主义世界观要深刻

之间包括同事之间、家人之间的正常交往关

一些，但也有局限。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事”

系，不能用钱字衡量。中国古人早就讲清楚这

都跟“情”联系起来，“物”都跟“事”联系起

个关系了，如“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百

来，这造就了我们的伦理精神、中庸的生活态

善孝为先”等，不能所有的人际关系都用钱来

度。但奠基在农业文明背景下的这些文化观

买单，和谐健康的人际关系用市场规则是难以

念，在现代世界中如果不发生创造性转化、创

实现的。

新性发展，就会失去边界。第三，马克思主义
世界观更深刻。它把人、物、事都放在社会实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信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信(南京大学哲
学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唐正东)

践过程的平台上来加以理解，揭示了这些要素
的本来状态。第四，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揭示的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

是现代社会历史过程的复杂性、丰富性及规律

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是公众对

性，目的在于通过掌握规律推动社会历史进

当下实践形式的思想认同，能提供更基本的推

步，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第五，文化自

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在其道路、制

信在经典作家当年是思想深刻的表现，在今天

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因此，中

是大国新时代的宏大气度的表现。我们要深刻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是其文化自信

地洞察文化在新时代的变迁，从个人维度的文

不断发展的过程。人们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选

化，转变为国家、社会维度的大文化；从一般

择了一种道路、一种制度、一种理论，并且也

的主体意识，转变为基于规律探询的新主体性

取得了很好的建设成效，但只有文化才能做到

追求。第六，正是有了这种文化自信和文化自

JiangSu Fss Communication





觉，我们党才明确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界中的地位和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看到人的能动

理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因此，十九大报

性和受动性的辩证统一。

告实际上吹响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自信的冲锋号，

第四个“两”是要进行两大提升，即在物种

同时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国文化的

方面我们要从物种中提升出来，在社会方面我们

冲锋号。

人要从社会中提升出来。
第五个“两”是要达到两大和解，即人与自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江苏绿色发展

然界的和解、人与社会的和解。这就表明了我们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定要处理好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

方世南）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长期以来，

的关系。
第六个“两”是两个主义，即自然主义的人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多的是研究马克思

道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自然主义,两个主义强调了

主义的“红色”思想，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

人的自然的解放和人的社会的解放。

“绿色”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颜色”应该

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国

是“红绿交融”的。把握“红绿交融”的马克思

化，促进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时代发展，就要促

主义，我认为有“六个两”很重要。

进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自然观、生态政治观、绿色

第一个“两”是两大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

发展观和生态权益观的时代发展。要学习马克思

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我们必须要深刻把握这两

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以理论武装增强绿色发展的

大关系的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与自

自觉性；学习马克思主义生态现代化理论，把握

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紧密关联的，人与

强富美高的关系，大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自然的关系也就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社会的

现代化；学习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体制创新理

关系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论，加强制度设计，深化江苏生态文明体制改

第二个“两”是两大矛盾，即人与社会关系

革；学习马克思主义生态治理共同体理论，构建

引发出的社会矛盾和人与自然关系引发出的生态

生态治理联盟和多元主体参与的生态文明共同

矛盾，这两大矛盾之间又是关联的。在推进社会

体；学习马克思主义两个和解理论，构建绿色生

发展的同时，必须要呵护自然，必须要看到人与

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把环境问题和我

自然关系的生态矛盾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会主要矛

们每个人的责任紧密关联起来。

盾。
第三个“两”是人具有的两重性，即人具有
能动性和受动性。从生理学意义上来看，人的主
体能力再强，都要受到自然规律、人自身能力和
社会条件的多种限制。我们要准确界定人在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