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心动态 

● 教育部公布2015年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测评结果 

    本基地获优秀  

● 本中心承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课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

义研究”之子课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现状及趋势研究”按计划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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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工作简报 

学术成果                           

● 陈学明等：“论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 吴晓明：“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道路的理论与实践” 

● 王凤才：“国际视野中的学术研究与中国学术话语——从‘习近平同志在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谈起 ”  

● 汪行福：“从康德到约纳斯——‘绝对命令哲学’谱系及其意义”  

● 张汝伦：“现代性与哲学的任务” 

● 邹诗鹏：“现代性与剩余”  

● 王金林：“论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存在历史定位” 

● 张双利：“为什么要重提‘灵魂转世’？————论恩斯特·布洛赫对历史

哲学的重构”  

● 鲁绍臣：“共产主义的当代复兴与诠释” 

学术活动 

● 本中心主任吴晓明教授参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重要

讲话精神”座谈会  

● 本中心副主任汪行福教授参加“中澳论坛” 

● 本中心邹诗鹏教授赴上海社科院参加城市文明论坛 

● 本中心张双利教授参加复旦大学代表团访问英国 

项目及获奖信息 

● 本中心陈学明教授获中共中央宣传部项目《理论最新发展趋势研究》  

● 本中心陈学明教授获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理论研究项目《马克思恩格斯

以后的马克思主义》  

● 本中心汪行福教授的“今天我们如何言说‘进步’”获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审论文类一等奖  

Tel:+86-21-55665845


2 

 

 

 

页  2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    2016年6月初，教育部公布2015年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测评结果。本基地在此次评估

工作中总分排名位列第12，学术片排名位列第1，测评结果为优秀。 

 

■    2016年6月23日下午2：00，中心召开期末工作会议。会议由中心主任吴晓明教授主持，中心全体

研究和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对评审专家们在2015年评估工作中对本基地工作提出的各项建

议和意见进行了充分讨论。会议还对基地的十三五发展规划进行了集中讨论，确定基地在十三五期间

的主攻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与前沿发展研究”，并在此主攻方向下分设“国外马克思主

义经典著作当代解读”、“国外马克思主义前沿发展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和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现代性建构”四个重大项目。 

 

■  2016年7—9月，由中心所承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课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之子课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现状及趋势研究”的研究工作按计划正常进行。2016年8

月，子课题组完成关于“自由、民主、人权问题研究”的第一期专题研究简报。2016年9月初，子课

题组确定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译文集）的目录。2016年9月底，子课题组完成关于“自由、

民主、人权问题研究”的第二期专题研究简报。 

 

■ 2016年9月13日下午2:00，中心召开新学期第一次工作会议。会议由中心主任吴晓明教授主持，中

心全体研究和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对2016年秋季学期的几项重点工作进行了明确布置，并

对2017年的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筹备工作进行了初步安排。 

 

 

 

论文： 

   1、陈学明 赵文东：“论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载《中共福建省委

党校数字报》，2016年第10期，上海市社科基地项目  

    2、陈学明 姜国敏：“‘经济人’的现实基础、生成途径与扬弃方式”，载《湖北社会科学》

2016年第9期 

    3、吴晓明：“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道路的理论与实践”，载《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1期 

    4、吴晓明：“现代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批判：马克思与海德格尔”，载《现代哲学》2016年第5期 

        5、王凤才：“国际视野中的学术研究与中国学术话语——从‘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谈起”，载《学习与探索》2016年7月号；《光明日报》“理论视点”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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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汪行福：“从康德到约纳斯——‘绝对命令哲学’谱系及其意义”，载《哲学研究》2016年第

9期  

        7、孙秀丽 汪行福：“超越个体责任的政治责任——论艾利斯·扬的社会联结责任模式”，载

《国外理论动态》1016年第8期 

    8、张汝伦：“现代性与哲学的任务”，载《学术月刊》2016年7月号 

    9、邹诗鹏：“现代性与剩余”，载《学术月刊》2016年8月号 

    10、邹诗鹏：“虚无主义的起处”，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9月7日“学界观澜” 

    11、王金林：“论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存在历史定位”，载《现代哲学》2016年第5期 

    12、张双利：“为什么要重提‘灵魂转世’？————论恩斯特·布洛赫对历史哲学的重构” ，

载《基督教思想评论》（总第二十一辑，宗教文化出版社）  

    13、鲁绍臣：“共产主义的当代复兴与诠释”，载《思想理论教育》2016年第8期  

    14、鲁绍臣：“奈格里‘危机与主体综合’的理论贡献与反思”，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

论》2016年集刊 

 重要成果选介 

   

    1、《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数字报》2016年第

10期发表了陈学明教授和赵文东合著的论文

“论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

论基础”。文章指出，引导中国共产党这些年

取得成功的主要思想资源是当代中国马克斯主

义，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

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

于理论创新，强调理论创新并不意味着背弃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

时，而是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作为中国共

产党的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不但

没有被“掏空”，而且越来越坚实和牢固。 

 

   2、《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1期发表了吴

晓明教授的论文“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道路的

理论与实践”。文章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与中

国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只

有真正把握这种关联，才能极大地推动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研究，也才能把最广泛的中国问题 

和中国经验深刻地置入我们整体学术的对象领

域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唯物主

义在当代中国的重大成果和创新；当代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绝不可能从总体上摆脱

中国道路这样一个根本的立足点；历史唯物主

义给予我们的一个基本启示是：讲中国语的人

文学术和社会科学必将转入这样一个极为广阔

的研究领域——探索中国问题并把握其社会现

实。 

 

3、《学习与探索》2016年7月号发表了王

凤才教授的文章“国际视野中的学术研究与中

国学术话语——从‘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谈起 ”。文章指出，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

话对于中国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和构建中国学术

话语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从事学术

研究要有敬畏之心、热爱之情、执着之力、勤

奋之功、悟性之根，要正确处理好学术性与意

识形态性的关系，要正确处理好学术性、思想

性和现实性的关系，要正确处理好博、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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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要正确处理好民

族性与世界性、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要

正确处理好原创性与接受性、主体主义与“拿来

主义”的关系，要正确处理好专业化与大众化、

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关系。 

 

   4、《哲学研究》2016年第9期发表了汪行福教

授的论文“从康德到约纳斯——‘绝对命令哲

学’谱系及其意义”。文章指出：在虚无主义、

相对主义、犬儒主义等大潮下，我们时代特别需

要强化思想和行动的责任意识。在这个方面，康

德独具匠心地提出的“绝对命令”概念特别有启

发性。从叔本华、马克思到阿多诺、约纳斯，西

方近现代思想已经形成了一个“绝对命令哲学”

系谱，在此谱系中思想家们不仅在反思自己时代

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的绝对命令，而且还在与

康德的对话中阐发其现实意义。当今中国正处在

特殊时期，特别需要确立我们自己的绝对命令。

透过绝对命令来审视哲学，我们需要克服因辩证

法的滥用而陷入模棱两可，也要防止因热衷于抽

象思辨和概念游戏而逃避自己的责任。 

 

   5、《学术月刊》2016年7月号发表了张汝伦教

授的论文“现代性与哲学的任务”。文章指出，

从哲学的层面看，现代性是一种普遍的原则和价

值立场，是一种精神取向。现代性最根本的特

征，是人成为绝对的尺度，不承认任何超越人的

原则。它既是解放，也是放任。把人从一切清规

戒律中解放出来，同时放任人的欲望。现代性的

哲学表述是主体主义哲学，它放弃追求根本之

道，导致哲学本身的死亡。现代性批判不能导致

对常道的追寻，将最终归于虚无。 

 

   6、《学术月刊》2016年8月号发表了邹诗鹏教

授的论文“现代性与剩余”。文章指出，与传统

时代普遍存在的匮乏不同，现代性的特征越来越

表现为普遍存在的剩余。物的剩余是从生存性状

的物化到物欲化及其物役化的转变,表现为废弃

物的世界与人生存的荒诞化。主体的剩余是在现

代性过程中产生的人的受限与受奴役，也表现为

“人类的废弃”与“多余人”。结构的剩余是指

现代性社会组织结构及其科层化的剩余，其实质

是形式合理性的剩余。政治的剩余是在现代性条

件下不断增生的乌托邦主义，表现为“剩余的

善”、国家权力的剩余以及“剩余之民”。历史

的剩余的实质在于持续在场的“现在”的剩余，

是抽掉了人的自然史的结果，表现为历史与未来

双重的虚空。符号的剩余现代性符号世界的剩

余，表现为抽象的符号对人的统治及其虚无的生

产。 

 

   7、《现代哲学》2016年第5期发表了王金林

教授的论文“论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存在历史定

位”。论文指出，海德格尔依据自己的存在之

思，对马克思思想进行了存在历史定位，断言马

克思达到了遗忘存在的虚无主义极致。这一定位

的核心在于他对马克思的人的概念以及劳动或生

产概念的独到分析。海氏的分析既不无启示，又

令人费解。他一方面敞开了马克思的“人的自身

生产”观念同近代“我思”原则的内在关联，另

一方面却把马克思的劳动或生产概念径直指认为

“反思”或思想。存在之思在承认马克思颠倒黑

格尔思辨哲学的同时，对劳动或生产的物质性似

有一笔抹杀之嫌。 

 

   8、《基督教思想评论》（总第二十一辑，宗

教文化出版社）发表了张双利教授的论文“为什

么要重提‘灵魂转世’？————论恩斯特·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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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6年6月17日，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

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吴晓明教授参加了由教育部

社科司主办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推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创新发展”座谈会（南方片），并

在会上做了题为“以习总书记《讲话》为指针，

扎实推进基地建设”的交流发言。  

 

   2、2016年8月3——17日，中心副主任汪行福

应邀参加在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举办的“中澳

论坛”并访问澳大利亚几所大学。  

 

3、2016年7月2至3日，本中心陈学明教授参

加由中国生态文明研究小组在常熟的生态考察，

并参加了相关的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研讨会。陈

学明教授在会上作了题为《从常熟看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的发言。 

 

4、2016年7月5日，陈学明教授去东华大学参

加马克思主义学院发展的咨询会，并在会上发

言。 

 

     5、2016年7月12日，陈学明教授在北京大学

给来自全国的博士生作题为《马克思的生态理

论》的演讲。 

 

6、2016年7月24至25日，陈学明教授在哈尔

滨师范大学参加全国人学学会年会暨《人学视野

中的发展新理念》研讨会，陈学明教授在会上作

了题为《五大发展理念与人类新文明》的发言。 

 

洛赫对历史哲学的重构”。论文以“灵魂转

世”概念为核心对布洛赫的历史哲学思想进行

了仔细梳理，并重点论述了其对马克思主义历

史哲学的重构。  

 

   8、《思想理论教育》2016年第8期发表了

鲁绍臣博士的论文“共产主义的当代复兴与诠

释”。文章指出，在西方社会，共产主义一直

被污名化，并成为打击压制中国等仍坚持社会

主义的国家的主要武器。但随着资本主义遭遇

的一系列危机以及2008年以来持续的国际金融

动荡，共产主义在西方社会开始复兴和流行起

来。据西方左翼思想家的研究，这主要源于，

共产主义是人类真理性和本质性的明证，是一

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共产主义精神是对共同家

园的守护，共产主义回归是对当代政治经济现

实的回应。对于中国而言，共产主义的发展就

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其原始的美丽，但

绝非回到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与前苏联模式切

割后的再生。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革命

先烈精神的弘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是

一致的。它是崇高的理想，也是实实在在的实

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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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6年8月6日，陈学明教授在北京大学

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十三五发展规划座

谈会”，陈学明教授在会上就马克思主义研究

的现状发了言。 

 

8、2016年8月17日，陈学明教授在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等单位举办的暑期班上作了

题为《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合法性》的讲

演。 

 

 9、2016年9月6日，陈学明教授在浦东新区

党校作题为《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可感和亲

近度》的讲演。 

 

    10、2016年9月25日，陈学明教授参加由教

育部顾海良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关于马克思主义

发展史的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言。 

 

11、2016年9月26日，陈学明教授在上海市

黄浦区党校作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

本问题》的讲演。 

 

12、7月2日，本中心邹诗鹏教授赴上海社会

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参加城市文明论坛，并作题

为文明自觉与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主题报告。 

 

13、8月8—10日，邹诗鹏教授参加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举办的“后阿尔都塞与激进理

论前沿”的学术研讨会，并作题为“阿尔都塞

何以回返斯宾诺莎”的主题报告，引发热烈讨

论。 

 

14、8月16日下午，邹诗鹏教授为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暑期高级研修班讲授“治理

与制度文明”，并与学员互动。 

 

    15、2016年8月，本中心王凤才教授应邀参

加全国“第三届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研讨会”并

做大会发言：“21世纪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热点

问题”。 

 

    16、2016年9月，王凤才教授应邀参加“国

际学术话语中的生态哲学与生态文明——上海市

哲学学会第六届中青年学者论坛”，作为上海市

哲学学会副秘书长兼中青年学者论坛主任委员主

持第一场次大会发言并做大会总结：“关于生态

哲学与生态文明研究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几个问

题”。 

 

    17、2016年9月，王凤才教授应邀参加“发

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第16届马克

思哲学论坛”，并做大会发言：“21世纪德国马

克思主义发展趋向”。 

 

      18、2016年8月25日，本中心张双利教授受邀

参加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新媒体与全球

信息社会的公正传播”学术研究营，做题为“论

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功能”的讲座。 

 

 

      19、2016年9月18—23日，张双利教授参加复

旦大学代表团访问英国。在访问期间张双利教授

除了参加“复旦大学-爱丁堡大学”孔子学院成

立10周年的系列庆祝活动之外，还专门访问了爱

丁堡大学神学院、哲学系和伦敦大学史密斯学

院。张双利教授代表中心与对方机构的相关学者

就机构间的学术合作进行了具体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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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中心陈学明教授获得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理论最新发展趋势研究》，拨经费5万元。  

 

2、本中心陈学明教授获得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理论研究项目《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马克

思主义》，10万元。  

 

3、在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审中，本中心汪行福教授的“今天我们如何

言说‘进步’”获论文类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