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报告八　
韩秋红教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述评

韩秋红教授长期致力于对西方哲学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经验

总结、范式转型及其中国化方式的理论反思，形成百余篇理论成果。韩秋红

教授秉持站在马克思主义学科框架下展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研究旨

归，以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成果作为理论铺垫，延思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

性理论研究的中国意义与当代价值，提出以“主题 专题 课题”的谱系式致

思路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传统、现代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之间

的勾连关系中探索思想特质、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使西方资本主义批判理

论显现为现代性理论问题研究的新视域，成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最具

代表性的学术贡献。韩秋红教授带领其学术团队著有《西方哲学的人文精

神》《现代性的迷思与真相》《现代性批判的变奏》《现代西方哲学概论》《超

越自身的自我》等十余部学术专著、译著，主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

研究丛书”（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１２部，已出版８部）。３５年来，韩秋红教

授坚守本科教学一线，坚持以研学相长的方式教学育人，力行基础理论研究

厚重性与立德树人根本性相结合的高远站位，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

体系一体化发展的创新建构方面形成特色。

一、主要成果与代表性观点

韩秋红教授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聚焦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

论批判主题上，主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研究丛书”，发表近二十篇

ＣＳＳＣＩ级以上刊物论文，对“现代性”概念作出新解，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

性批判的生成逻辑进行凝练概括，在与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比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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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想特质，提出“时间维度辩证法与空间

维度辩证法”的范式创新。

（一）“现代性”概念新识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批判》（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现代性

的迷思与真相》（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现代性批判的变奏———西方马克

思主义现代性批判》（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等多部著作与研究成

果中，韩秋红教授对“现代性”展开时间维度辩证法与空间维度辩证法的新

识，认为现代性时间维度的辩证法预示了现代性问题将不断被克服、被超

越，而现代性却将永远奔涌向前的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空间维度的辩证法揭

示出现代性是一个不断克服自身局限性、凝固性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是

一个不断打破各种物理界限和非物理界限的过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

性批判理论中，现代性自身具有的自我要求、自我否定、自我批判、自我超越

的人类形而上精神，也就是人类寻求自由和解放的终极理想和价值追求。

广义上理解现代性时间维度的辩证法，现代性本身就是历史，代表的是人类

追求实现自身持续向前发展的一个过程……可以在一种宏大的历史感中把

握现代性，把现代理解成为一个向未来敞开而又与过去相通的持续“在场”，

这样便使现代在具有深厚底蕴的同时又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狭义上而

言，现代性就是当下的时代，当下的意识，强调的是把现代性与特定社会存

在形式等同起来，实现对现代性本身的深刻理解。空间维度辩证法在一定

程度上是以时间维度辩证法的形式展开的。广义上侧重现代性本身是一个

空间的整合过程，即外层突破地域、国界等的物理界限，内层突破意识形态、

民族文化等的非物理界限。狭义上侧重空间的具体性、确定性，对内在构成

的把握，即在历史的某个时刻，所提出的现代必定是具有一定界限、特征和

结构的现代。这样，就强调突出了现代性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内涵。而

之所以强调是时间维度的辩证法和空间维度的辩证法，即强调二者的不可

分离、缺一不可、相辅相成。一旦单从某个维度或单就广义、单就狭义来单

解现代性，则必然陷入抽象化、虚无化、孤立化、固定化的陈腐思维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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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解现代性内在的辩证法精神。① 双重维度及其统一表征了现代性的批判

精神与人类理性形而上精神的一致。②

从时间维度辩证法和空间维度辩证法的范式对现代性概念进行解读，

是韩秋红教授根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思想理路的整体把握及基

础性研究基础上，对其范式特征的理论总结，并以此为镜像，对现代性本身

进行立体坐标式理解的观点创新、范式创新。在其看来，现代性不是一个语

词概念，而是一种时代特征意味，内涵着辩证精神与立体逻辑，不仅是历史

与当下的统一，也是结构与地域的整合，同样是理论与现实的双螺旋。因

此，现代性是断裂与传承相结合的历史运演，以及理想与现实相纠缠的形而

上精神，它在特定的时代有着特殊的内涵，比如在资本主导的时代，它就与

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不解之缘”，构成了现代西

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三者的对话空间，即资本主义现代性

批判。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生成逻辑

时间维度辩证法与空间维度辩证法既是对现代性概念理解的观点创

新，也是一种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的范式创新，既来自又作用于西方马克思

主义现代性理论批判研究。在此范式下，韩秋红教授主要通过从思想演进、

逻辑特质、关系比较的“史与论”脉络把握中总结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

论的生成逻辑与思想特质。

韩秋红教授在梳理现代性辩证法气质的自我变迁中认识西方马克思主

义现代性批判的生成逻辑，认为现代性的基本观念来自启蒙精神，从某种意

义上说启蒙就是现代性的代名词，现代性的秘密就蕴藏在启蒙之中。如果

说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主体性原则打开了现代性问题域的话，那么近代

理性主义的生成过程就开启了启蒙的理论逻辑。“启蒙”和现代性本身就蕴

含着辩证法精神，这种辩证法精神既意味着所向披靡的批判，也意味着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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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韩秋红、史巍、胡续明：《现代性批判的变奏———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东北师

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８～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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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和反省，是对形而上精神的不断重塑和超越。以“启蒙”精神为内核的

现代性从本质上讲也可以看作一种不断自我否定、内在超越、拒绝停滞、渴

望前行的欲求和冲动。缘此，启蒙也必须走出自己的新路———马克思主义

的道路、现代西方哲学的道路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①

在其看来，现代性可以被视为贯穿于西方哲学从传统到现代的逻辑主

线，发源于启蒙运动，启蒙理性构成其内核，主体性原则成为其基本原则，但

其本身蕴含着辩证法气质，即在自我确证中自我否定，通过不断自我扬弃实

现自我超越。因此，现代性在运演路径上必然产生出从现代性意识觉解到

现代性问题凸显到现代性批判自觉。对现代性问题展开现代性批判的现代

性意识觉解首先来自现代西方哲学，黑格尔曾经指出：“在时代困境中，人要

么成为客体遭到压迫，要么把自然作为客体加以压迫。”②这已构成现代性自

我悖反的最初判断。

沿着这一批判路向，即延展到自叔本华、尼采以来现代西方哲学非理性

主义、生存论、语言学、后现代主义等转向时，对理性现代性的挞伐愈加直接

而猛烈，这也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最初的西方哲学现代性批判话语背

景，使其携手前四者构成现代西方哲学围绕现代性批判的五大转向。加之

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维方式革命，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现

代性批判的路径上找到了“此岸”路标。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

的独特路径便从卢卡奇融合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思想精华的早期

开创而一路披荆斩棘，在林林总总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丛中得以立言。易言

之，从西方哲学的母体到马克思主义的滋养，西方马克思主义接承了现代西

方哲学对启蒙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精神，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现

代性批判中汲取养分，对西方工业文明社会展开多维批判，重新找寻现代性

自我确证的话语与路径，形成自身理路特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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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韩秋红、王馨曼：《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生成逻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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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韩秋红、孙颖：《现代性理论的逻辑理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运思》，《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科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想特质

韩秋红教授在《现代性批判理论转变的三重维度》中总结西方马克思主

义现代性理论路演的基本思想特质，认为其走出了“理论目标向启蒙现代性

批判关切，批判主题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向哲学文化批判转轨，价值取向以重

建乌托邦契合人类形而上精神”的基本转变。① 在另一篇《新华文摘》全文转

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思想特质》中，她具体指出：西方马克思

主义继承马克思主义批判立场，辩证汲取当代西方哲学的理论资源，彰显其

现代性理论的独到之处：在哲学基调上，由近代西方哲学倡扬的“摆脱蒙昧

状态”转变为对“现代性的堕落”的有力批揭；在批判主题上，由马克思主义

意义上的“资本的扬弃”转化为对“现代社会的总批判”；在价值取向上，由后

现代主义主张的“解构元叙事”到对“未竟事业”的不懈追求。②

在其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想特质表现为对现代西方

哲学的有限超越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援借曲解。现代西方哲学常以决绝的态

度解构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元叙事”，使对现代性问题的现实性批

判走向极端的本体论否决，似乎不回到“前资本主义社会”就无法解决伴生

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现代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则深深地扎根于社会历史展开

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吸收二者的精华，但也有自身的理

论局限性，形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运思特质。在《现代性理论的逻

辑理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运思》一文中，韩秋红教授提道：西方马克

思主义背靠宏博深厚的西方哲学思想资源，以对现代性的辩证态度与揭批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社会问题的现实性取向，超越于西方哲学进行现代性批

判的思辨性与激进化；继承和援借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性批判的现实性特

征和方法论原则，努力实现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合流，在对现代性的诠

释批判中，重构现代性哲学话语，一方面表征现代性深蕴的人类形而上精

神，一方面彰显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辩证性、现实性、开放性的理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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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摘》２０１９年第１２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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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但遗憾的是，在理论归宿上重陷思辨乌托邦的窠臼，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辩证法的实质根本———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即便西方马克思主义始

终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忠实继承者和接班人，但其对马克思主

义基本立场原则的背离成为其不可克服的局限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二、思想进路与研究理路

韩秋红教授对现代性概念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整体所作出的

独到见解与独特把脉在思想进路上是一脉相承的，其以“西方哲学中国化”

为主题作出的理论探索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期准备，以问题为线

索的谱系式研究突出了其研究思路所强调的“元”意义与“新”价值。

（一）从“西方哲学中国化”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韩秋红教授围绕“西方哲学中国化”主题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建国以来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及其经验教训”①，以二十余篇成果群建

构起对“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阐释与解读框架，提出将西方哲学在中国

的传播历程及逻辑从社会发展静态分层的角度划分为“传统知识型”“文化

比较型”“当代阐释型”，从社会发展动态更迭角度经“哲学就是哲学史”“哲

学就是认识史”“哲学就是创造史”的思想演进。② 整个发展过程充分体现国

人立足于国情对西方哲学自我诠释的主体自觉，是从“西化”到“化西”再到

“融涵”的内化过程。③ 这一基本思路成为其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

播与发展的主要理论铺垫，在此基础上加深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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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重大项目成为韩秋红教授从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进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问题研究

的主要理论铺垫与范式基础，研究成果所反映出的研究思路与思维方式是其研究团队展开西方马克

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的基本范式。所形成的二十余篇研究成果均发表于ＣＳＳＣＩ级以上刊物，
其中四篇文章《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历程》《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西方哲学形而上轨迹与西

方哲学中国化历程》《“西方哲学中国化”历史与逻辑的静态分层与动态更迭》被《新华文摘》全文转

载，成为标志性成果。

参见韩秋红：《“西方哲学中国化”历史与逻辑的静态分层与动态更迭》，《求是学刊》，２０１６
年第４期。《新华文摘》２０１６年第２３期全文转载。

参见韩秋红：《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
第５期。《新华文摘》２０１４年第３期全文转载。



体把脉。

在其看来，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内涵与思维范式同样适用于研究西

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程与范式转型。西方马克思主义同西方哲学同样作

为“舶来品”，同样来自与东方文化差异悬殊的西方传统，同样需要在“异乡”

遇“新知”，产生文化文明、思维观念间的碰撞，同样在时代与理论发展所需

的相似境遇下展开彼此对话，同样需要研究者的理论自觉、文化自觉、主体

自觉。因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自然也经历着同西方哲学中国化相

似的逻辑进程与思想演进。具体聚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研

究上来，则体现出从知识型译介丰拓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视野，到思想史梳理

凸显资本主义批判意识自觉，再到文化式解读增进资本主义批判主题下的

中西对话的整体进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研究某种意义上同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同题等意，均在中国学者的主体意识、文

化自觉中围绕当代社会现代性问题、资本主义批判问题聚焦当代前沿，以问

题导向牵引理论思考，回应社会现实，关注“中国问题”的学术探索、话语建

构，推动当代我国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性认识向形成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批判理论体系的方向行进。

（二）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镜鉴到中国智慧的回应

韩秋红教授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研究的学术使命与任务在

于着眼中国问题，证成中国方案，彰显中国智慧。因此，对西方马克思主义

现代性理论研究的基本范式不仅在于译介了解，更在于在中西文化碰撞交

融中互释再读，体现中国学者以问题为导向的主体自觉与文化自觉。循此，

西方哲学中国化是指在反馈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人类性问题、时代

性问题、现代性问题、全球性问题的思想意向上，西方哲学已有知识经验与

理论学说以中国特色的表征形式得以重释新生，强调异质文化间哲学精神

与哲学理论的相互借鉴与彼此交融。其大体囊含三方面内容：其一，西方哲

学已有智慧学说经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新生与潜在的现代性共有问题的

理论反馈与知识引介；其二，中国现代化民族性功效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

验对西方哲学相关理论内容的创新整合；其三，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继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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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西思维方式的有机融合对世界性哲学的理路启新，为人类思想文明引

路辟径。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对中国的当代理论价值

将在三个方面提供参鉴：中国意义的深度挖掘，中国话语的基本建构，中国

问题的同域经验。① 即深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过程中一

些同西方现代性问题相似，同域同题的世界性、历史性、现实性问题，从西方

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想观点、逻辑体系中汲取相关经验与分析方法，

将其发现与总结的合规律的理论贡献放置于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中加

以互释重思，坚持站在马克思主义真理立场对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倾向或理论偏失进行分析研判，既立足于中国实际探寻解决现代性

特殊问题的根本之道，也源于文化自信提出破解现代性普遍难题的中国方

案，由异质文化主体在对现代性这一同题同域的对话交融中建构中国话语、

寻求理论认同、达成文明共识。

在《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研究动态述评》中，韩秋红教授

她提到，历史事实已经或正在证明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对于解读或解决人类

共同面临的现代性危机，尤其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困境的有效性。如人民民

主专政从“人民统治人民”的前设与“人民当家做主”的实质中实现权利理性

与义务理性的统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常批判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经济

理性与生态理性等理性失衡问题给予一定回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以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标准强调尊重市场运行规律，服务于社会主义

社会发展的基本立场，这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根本解决自身内在矛

盾、无法突破对资本逻辑管控流于形式等问题的一定回应；如以“人类命运

共同体”倡议为标志的亲生态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治理理念，是对西

方马克思主义常口诛笔伐的以生态环境恶化为表征所体现的人与自然、人

与社会异化关系的一定回应。② 韩秋红教授对中国意义与当代价值的理论

思考通过“以之为镜”和“以我为主”双重视路紧扣前沿，有助于致思当代理

论研究的关键学术任务之一，即如何明辨中国方案合乎人类文明进步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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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获得国际社会共识，如何确证中国形象从以往多需借助他山之石的追

赶者，已正在转为成为他山之石的引领者，正在努力携手他者共建共治共享

人类文明。

三、研究特色与展望

韩秋红教授在致思理路上努力探索并实现从“人物 思想 流派”的点位

式解读向“主题 专题 课题”的谱系式研究的转向，这也成为贯穿其在学科

建设、学术研究、话语创新一体化发展方面的重要特色，形成可期的理论

前景。

（一）注重“关系坐标”的比较性研究

前已提到在与西方哲学传统、现代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比较中

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基本观点与思路。这是从理论层面展开

的比较性研究，同理适用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定位的反思。韩秋红

教授从学科发展的高度认识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任务，主张将明晰

学科边界意识作为展开交互性研究的前提，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二级学

科之间的融通关系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机整体。站稳学科立场，保

持清晰的学科边界意识，是进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最为基本的前提性

问题。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构成马克思主义理

论一级学科的核心，前者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观点的系统研究，

后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生发出的理论成果的系统研

究，这两个系统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理论性”，构成了该学科的理

论内核或“理论”维度。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

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维度，前者描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发展的

历史进程，后者表达中国社会近现代以来所面临的状况和问题，构成对基本

理论的现实拓展，代表这一学科的“历史”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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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最具实践色彩的学科，其

目的在于实现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实践转化，

实现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真正起到思想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真

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教育功能，使这一学科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理

论一级学科的“现实”维度。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集中研究马克思主义理

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之外的其他理论及其发展历程和实践方式的理

论学科，其中探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断发展和深化中具有借鉴和启示

意义的国外各种学说、流派、思潮、人物等，形成这一学科的“比较”维度。理

论维度、历史维度、现实维度和比较维度共同构成立体型、统一性、系统化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框架。在整体框架下思考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

内涵和学科边界，既需要离析和甄别何谓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与非正统问题，

又可以认真引介国外各种思想学说和文本翻译，更需要具体分析国外马克

思主义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在不同的二级学科之间

找寻自身定力与思想张力。①

韩秋红教授带领团队建立吉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

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研究中心，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

学科的整体部署和战略规划，全面加强与整体提升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

级学科的学术研究能力、团队整体能力、教学实践能力与社会发展影响力。

借研究中心平台依托，助力国外马克思主义二级学科创新发展，在最新的高

校研究生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排名中，取得该学科排名全国第五的成

绩，激励研究团队继续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主题下

进行新思考。

（二）注重“史与论”的思想性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义关键在于方法，理论研究的思想性、深刻性取决

于其在何种方法论结构中得出结论。正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反思如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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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与论”的方法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学科框架下聚焦西方马克思主

义现代性理论研究。韩秋红教授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所以能够发

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各二级学科的交融协同中实现整体发展与学术攻

关，关键在于秉持着“史与论”的理论研究方法。这一方法既来源于西方马

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基本理路特征，也彰显着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展

开研究的基本运思路向，即坚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为主轴，以世界马克

思主义思潮分析为逻辑主线。

思想研究不仅仅在于把握历史，更是把握历史背后的思想，才能使“问

题成为时代的格言”和“在思想中把握时代”。韩秋红教授指出，历史性研究

方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研究的首要方法，是西方马

克思主义作为叙述者在讲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故事”中自觉展现出来的

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承接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语境下展开对西

方社会的批判，是努力作为历史的再“叙述者”而讲历史的新故事。现代性

批判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基本框架。西方马

克思主义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以现代性批判的诠释路径向人们敞开了一

种新的立论方式———把握历史意味着诠释理论和展望未来。

西方马克思主义究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仍然在续写批判史和诠释史，

其构成的自身发展的“历史”即便无法载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功勋标榜的史

册，但能为其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学科交融互动提供一些思想资源与视

角启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自觉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内部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勾连中，展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诠释；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比照中，

展现出的问题意识和运思路径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能够提供一

些借鉴；在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靠拢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背离需要

我们去考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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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重“中国意义”的前沿性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历史群，也有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的中国群，还有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群，这样的历史群像集合在马克思

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大屋顶下，目的就是以历史为原点，以群为主体，以进

一步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为核心，以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发展为

参照，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

义理论统一性与多样性的一致。① 因此，应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展

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下，

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实践语境下，聚焦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

批判问题的再批判、再反思的思想性研究：一则强调理论层面的比较分析，

即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甄别和判断的尺度与标

准；二则强调思想史层面的理论借鉴，即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在马克思

主义发展史的轨迹中寻踪觅迹，探寻其在资本主义批判史中的独特作用；三

则强调中国化层面的价值意义，即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更需要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和中国社会实践作为话语背景，应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框架

中加以横向审视和把握。

对此，韩秋红教授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意义、学术价值与话

语创新》②与《试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意义、学术价值与话语创

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意义上》③中指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

究范式过去经历从“属性论范式”到“思想史范式”的转换，当代正面临着向

为中国问题提供理论参考的“问题式范式”的历史性转换，在学术研究上要

求用中国话语对中国方案进行理论建构与解读。对此，国外马克思主义的

思想资源、话语方式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有效经验，无论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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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范畴的具体应用、体现时代精神的问题意识、立足于民族现实的主体自

觉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凸显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代范式

转型，以及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

系的重要意义与未来路向。在此认识上其聚焦“国外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

批判理论”“２１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等当代性话题，申请国

家级科研项目、成果认定，形成新期待。

（四）注重“研学相长”的价值性研究

韩秋红教授始终秉持勤恳耕耘、无私奉献的教书匠精神，以立德树人为

己任，３５年坚守本科教学一线，不断在课程体系建设与完善上取得突破；坚

持科研与教学有机统一、协同创新的建设发展方式，集中教学资源，以科研

带动教学，以教学助力科研；积极创新探索个性化、超常规的人才培养模式，

提倡并落实本硕博联合培养机制，落实校部设立的第二导师聘任制，潜心培

养学术型、复合型人才，为科研创新“引智”，充分彰显科研育人的价值所在。

尤其在课程建设方面，韩秋红教授立足于中国视角与坚持马克思主义

的根基，在科研思路下形成教学设计，努力运用“大思政”理念实现研学相

长，坚持思想性与历史性的统一、理论性与方法性的统一、学术性与政治性

的统一，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实现本质突破。例如，其将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与哲学专业本科生开设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课程基本授课思路从“人物—

流派—思想”转变到“问题—主题—专题”，并以融入理论专家教学讲座、汇

集实践专家指导体验、网络课程互动联通为基本形式，完成“五位一体”升

级，在专家团队的客座助力下打造“高阶一流”本科金课。

课程内容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主题，针对异化问题、生态

问题、女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空间问题等现代性问题，设置“西方马克思

主义现代性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生态学及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

建设”“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特质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当代西方激进左

翼共产主义思潮”“空间理论的现代性批判研究”“二十一世纪世界马克思主

义发展动态及趋势研究”等专题，通过知识讲授与理论反思引导学生了解世

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动态，与之展开理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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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种方式又可以帮助学生明确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和真理性，正

确分析各思潮的社会背景与理论特质，提高对打着马克思旗号实则“非马克

思”的甄别能力，批判与抵制腐朽文化，坚定“四个自信”。注重培养学生的

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在价值引领中有效实现课程思政建设。该

课程已申请国家首批本科“线下一流”课程，并将向实现双语教学、跨学科教

学继续探索升级。同样，按此思路承担研究生专业课程，可以通过研学式、

论坛式、实践式教学，为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研究后备人才提供支持。

可以说，坚持科研与教学有机统一、协同创新的建设发展方式成为注重价值

性研究特色的重要表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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