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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工程两大工程””丛书丛书

马克思告诉我们：“全部社会

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

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

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

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基于这一逻辑，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法学的建构与发展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本质要

求，是不同于西方社会法治想象

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诉求

的国家治理观的深刻革命。因

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恪

守实践特征、时代特色和中国特

点，围绕三个核心建构当代中国

法治的正当性、型塑革命后现代

国家成长的法理要素与法治体系

的中国观以及贡献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在

不断寻求现代法治文明的知识基

础上展现其生命力；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法学的成长与创新始终

是与中国社会自我革新与对外有

机开放联系在一起的；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法学扎根于中国国家

有效治理和社会发展实情、社会

主义制度发展的实际以及人类文

明成长的现实。研究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法学在坚持关于国家成

长的历史与探索国家治理观的法

治逻辑相一致的方法论前提下，

通过对阶级性与社会性为核心的

法律本质再思考、坚持人民主体

地位的现代法治观再定位以及基

于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的法治体

系再发展三个层面的思考，展现

其理论生命力和实践可行性。

本书围绕上述三个核心问题

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

就是要揭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法学的基本使命。展望未来现代

法治国家建设的新时代图景，从

法治国家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对

中国法律发展的内在要求来说，

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的

发展应当着眼于以下几点：深入

分析人类文明体系发展过程中现

代化法治实践的历史过程和内在

规律，尤其是解读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法的现代性；系统

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赖以建立与发展的现代法治体系

的理论基础和法治理念；敏锐探

索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定位、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价值选择与国家治理观的体制建

构。

《全国新书目》8月荐书单推

荐社科类书籍10本，复旦大学教

授陈学明著作的《马克思主义与

我》上榜。本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

对我们具体的个人的意义，打开了

马克思主义当代研究的新天地，对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的微观研

究具有开创价值。值得一提的是，

陈学明已经致力马克思主义研究

40多年，成果丰硕。

《马克思主义与我》
是本怎样的书？

“我研究马克思主义一辈子

了，这本书是我的心血。”陈学明摩

挲着《马克思主义与我》一书的封

面，动情地说道。

《马克思主义与我》围绕着如

何将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内在竞争

力展开论述。全书分为四个章节，

从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崇高的理

想信念、正确的价值评判标准、科

学系统的处世处事方法和健康的

生活方式等四个方面，阐述了发扬

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启迪读者

将四方面内化为个人的素质、个人

的底气与个人的竞争力。

章节铺排布局明晰精到。先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提纲掣领，

再以微言大义具体分析马克思主

义的重要性与指导意义。

2021年6月由天津人民出版

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我》为通

俗版本，15万字。而学术版本暂

定名《马克思主义的微观功能的研

究》，全书30余万字，即将付梓。

培养学生的感触
推动了他撰写这本专著

在复旦多年培养学生的感

触，对陈学明撰写这本专著起到了

极大的推动作用。

陈学明追踪学生的成长，发

现在同一所大学接受教育的学生，

在迈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后，有

的展翅高翔，捷报频传，有的却成

就不大，步履艰难。他认为这与学

生内在的素质以及由这种素质所

支撑的核心竞争能力息息相关。

核心竞争力来源于“素质”和“底

气”，而素质和底气自“我”而来，主

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崇高的信

仰追求，二是正确的价值评判标

准，三是科学的处世处事的方法，

四是健康的生活方式。马克思主

义的当代功能一个重要的方面正

体现在转化为个人的核心竞争

力。他感受到，学生的核心竞争

力，学生的“素质”与“底气”首先形

成于其大学阶段，而能否在大学阶

段的学习时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内

化”是关键。

此外，陈学明受到《马克思是

个90后》说唱歌曲的启发，从理论

层面具体深入论述其中深层原因，

论述把马克思主义真正与９０后

群体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即思考马

克思主义对个人，特别是对青年大

学生的意义。

去年疫情期间，古稀之年的

陈学明左腿不慎骨折，绑上石膏，

酝酿多年的《马克思主义与我》专

著创作或将推迟。在此之前他曾

向天津人民出版社阐述过本书的

创作理念，出版社领导、编辑等一

行六人来上海登门拜访，鼓励他的

创作，也有三四个学生帮助搜集资

料。去年暑期天气炎热，腿伤行动

不便，但陈学明潜心著述三个月，

终以30万字完稿，并成功申报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的重点

项目。

《马克思主义与我》创作有三

个不易之处，陈学明巧妙破解，成

为这本书的创新点。一是如何将

马克思主义理论讲得透彻。他在

每个章节先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理论提纲掣领，再进行具体论证分

析，从小角度、小切口出发，用小笔

刃来贯穿大道理。二是语言表达

力求通俗化，平易近人。三是以对

话的方式书写，陈学明创作时设想

与学生面对面交谈，对学生的个人

素质培养娓娓道来，让学生产生对

个人命运的关切感。每当完成一

些章节，他邀请博士生前来阅读，

希望听到不同于阅读一般学术著

作的观后感。

《马克思主义与我》缘于培养

学生的心得，对学生迈入社会后的

素质提升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

义。毕业多年的学生读后，不少学

生表示，得以正视并回顾多年以来

的人生之路，非常认可“个人的竞

争力”的相关论述。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

长李冉评价《马克思主义与我》是

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建议马院学

生和老师都要阅读，对思想政治教

育方向和方法有指导意义。

建党百年之际，《马克思主义

与我》的出版具有重要意义。陈学

明说：“这本书从一个特定的角度

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功能。

马克思主义是整个党的灵魂和旗

帜，与此同时，也是我们每个人的

灵魂和旗帜。从一定意义上，这本

小书是给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

献礼。”

毕生致力马克思主义研究
四十年如一日

1947年，陈学明生于上海市

崇明岛，初中三年级政治课学的是

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

党》一书，整整一个学年对这本书

的精读，加上政治老师授课生动活

泼，让他对“为什么只有马克思主

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以及

“中国为什么必须要由共产党领

导”这些问题，产生了深刻的印

象。正是这本书让他形成了基本

的政治立场和理论观点。这本书

实际上“管”了他一辈子。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陈学明开始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

研究，是国内最早一批西方马克思

主义研究的学者。迄今，他致力马

克思主义的研究，已有四十年。

他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当

代意义，在多部论著中着重阐发了

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民族、人类、时

代的重大意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当

代意义作出了深入的宏观阐述。

先后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全国

优秀图书奖，以及教育部和上海市

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二等奖

多次。

研究马克思主义
必须相信马克思主义

“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相信

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研究

传达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支撑陈

学明四十年如一日，研究马克思主

义的信念与追求。

陈学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

基础，追踪最新的现实问题。面对

新冠疫情带给全人类的重大考验，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相关问题，

也进入了他的视野，以马克思主义

研究传达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还

将大有可为。

“人生苦短，一辈子就干一件

事情，要干这个事情就要干得有意

义！”陈学明觉得研究马克思主义

便是他人生的最大意义，早已融入

了他的生命。

陈学明将自己的代表作分

为四大类：一是马克思主义当代意

义的研究著作，最著名的是以《永

远的马克思》为代表的“三部曲”；

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著作，

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论》、《20世纪

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三是

关于资本主义研究的著作，如《用

另一只眼睛观察当代当代资本主

义》、《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等；四

是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著作。这

四类著作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组成

陈学明精研致思的学术研究脉络，

贯穿又延展着他的马克思主义研

究生涯。

招收博士的首要条件是
相信马克思主义

尽管在复旦为本科生、硕士

生、博士生授课已经是旧事，博士

也自退休后停招了四年，但陈学明

始终认为上课是一种享受。他说，

教育不是“批发商”，要将教学与科

研结合起来，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

向学生，实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薪

火相传。

陈学明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

格，招收博士的首要条件便是立场

一致。他用自身研究马克思主义

的信条勉励学生：要有强烈的责任

感，必须直面现实问题，必须扩展

自己的视野。同时他又像看待子

女一般看待自己的学生，并且认为

跟学生有共同的信念，共同的追

求，达成了更深层次的一种心灵的

境界。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彭

召昌研究员就读于复旦大学国际

政治系期间，听了陈学明关于西方

马克思主义的讲座，产生浓厚的兴

趣，后赴美攻读硕博，在马克思主

义研究方面渐入佳境。学有所成，

他放弃美国大学高薪待遇，回到复

旦马院任教。他对许多人说，回到

复旦大学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与教学，是当年旁听陈老师的课程

起着作用——就是为了追随陈老

师等复旦大学的一批坚定的马克

思主义研究者。

未来他的马克思主义
研究将这样做

陈学明对未来的马克思主义

研究工作进行了全面规划。

这个规划包括：研究西方马

克思主义学者对新冠疫情的反

思；系统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传播史；回望反思自身四

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撰写

名为《我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回忆录。他还将修订自己编纂

的教材，顺应时代发展，为高校

思想哲学教育和思想理论教育

添砖加瓦。他说：“我觉得我离

开了这些东西，离开对理想的追

求，对事业的执着，我的人生没

有意义。所以还要在研究的第

一线。我总感到不把我脑子里

面想出来的东西写出来给人家

看，我就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这

个时代。”

文/胡慧中 摄/戚心茹

把马克思主义内化为“底蕴”和“素质”
走近研究马克思主义40年的陈学明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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