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心动态 

● 纪念俞吾金教授逝世一周年学术思想座谈会在本中心举行 

● 本中心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主体与主体性”等 

● 吴晓明教授主持召开了学期末基地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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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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晖：《理性、兴趣与实践：康德哲学中的问题》  

● 鲁绍臣：《历史与政治：佩里.安德森思想研究》  

● 陈学明等：“论中国道路蕴含的‘马中西’三大资源及其交互贯通”  

● 吴晓明：“论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 

● 王凤才：“维尔默视域中的‘启蒙辩证法’” 

● 汪行福：“‘道德中国’还是‘专制中国’——对传统中国的黑格尔式反思”  

● 邹诗鹏：“启蒙及其理性的边界问题” 

● 张庆熊：“从对‘致知在格物’的不同诠释看新儒学的问题意识” 

● 鲁绍臣：“《资本论》与抽象统治：当代价值形式学派的贡献与反思” 

学术活动 

● 长三角地区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论坛2015年年会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召开  

● 本中心王凤才教授任第十届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福州）总负责人  

● 本中心邹诗鹏教授在第5届“广松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 

● 本中心张双利教授参加了“第十一届两岸三地四校南北哲学论坛” 

● 本中心副主任汪行福参加了《探索与争鸣》杂志召开的2016年选题座谈会  

● 中心主任助理鲁绍臣博士担任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上海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

中心研究员  

项目及获奖信息 

● 本中心张双利教授申报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当代国外马克思

主义研究中心课题《重解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通过评审  

● 本中心邹诗鹏教授的著作《激进政治的兴起》获第7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著作类3等奖 

● 本中心王凤才教授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

论”进展顺利 

Tel:+86-21-55665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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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0月31日，在俞吾金教授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和复旦大学当代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举行了 “纪念俞吾金教授逝世一周年学术思想座谈会”暨“俞吾金纪

念图书室”捐书揭牌仪式及“俞吾金纪念奖研奖学金”捐赠仪式。会议由本中心副主任汪行福

和本中心主任吴晓明主持。俞吾金教授遗孀张德堃女士、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承功教授、上

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周兴教授、人民出版社马列部编

辑室崔继新主任、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孙晶教授、《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前主编秦维宪编

审、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教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徐卫翔教授、《哲学研究》编

辑部黄慧珍研究员以及俞吾金教授生前同事、学界友人、学生近百人参加了纪念活动。大家共

同缅怀俞吾金教授在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学术发展和复旦大学哲学学科发展的巨大贡献，并对

今天如何推动俞吾金教授开创的事业进行了深入探讨。  

 

■     2015年11月7-8日，由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

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与法国《今日马克思》杂志联合举办国际学术

会议“新自由主义全球时代的主体与主体性” 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举行。来自复旦大学、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深圳大

学以及《哲学动态》杂志等多名国内马克思主义与激进思潮研究的专家学者集聚一堂，与以法

国著名左翼思想家雅克·比岱为代表的外方专家一同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促进了

中国学界与法国左翼思想界之间的了解，探讨了彼此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的理解以及对当代

新自由主义全球背景下的诸多现代性问题的共识与差异。会议促进了我国学界对法国激进思潮

研究的热点与动态的关注与了解，并也向各国学者展示了当下中国西马学界所取得的理论成就

与思想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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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1月9日，由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办的“女性主义圆桌对话会”在复旦

大学举行，对话会由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张双利教授主持。本次对话会邀请了国际

和国内两方面的学者，两位国际女性主义学者分别是来自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的Jules Falquet教授和来自

英国伦敦大学的Sara R. Farris教授， 参加对话会的国内学者分别是国内的几位从事女性主义研究的学

者。双方之间的对话主要围绕着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问题、女性主义与性别、阶级和种族关系研

究、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状况等话题展开。 

 

■    2016年1月8日下午，本中心举行了学期末基地工作会议。会议由基地主任吴晓明教授主持，包括

三项内容：总结2015年的工作，通报2015年基地的经费使用状况以及布置2016年的几项重要工作。基

地全体成员都参加了会议。  

 

 

 

 

（一）著作 
 

    1、林晖著：《理性、兴趣与实践：康德哲学中的问题》，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11月  

      2、鲁绍臣著：《历史与政治：佩里.安德森思想研究》，重庆出版集团，2015年11月 

 

（二）论文 
1、陈学明：“坚定理想信念的几点思考”，载《红旗文摘》，2015年第9期 

2、陈学明：“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证伪’——论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之二”，

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3、陈学明：“看见中国，就看见马克思主义的成功——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随想录”，载

《文汇报》，2015年10月28日 

4、陈学明：“‘道表儒里’话周山”，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29日 

5、陈学明：“从两个文献理解恩格斯晚年思想”，载《社会科学报》，2015年11月19日 

6、陈学明：“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论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之三”，载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7、陈学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三次高潮”，载《浦东干部学院学

报》，2015年第6期 

8、陈学明，陈祥勤，姜国敏:“论中国道路涵含的‘马中西’三大资源及其交互贯通”载《上海

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9、陈学明：“‘道表儒里’周山兄——读《忧喜与共》，载《哲学分析》，2015年第6期 

10、陈学明：“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证实’”，载《马克思主义文摘》，2015年第6期 

11、陈学明，马拥军，罗骞，姜国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解读路向的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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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陈学明：“从两个文献看恩格斯晚年究竟有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世界观”，载《经典与当代：马

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9月 

      13、陈学明：“《共产党宣言》的唯物史观在当今中国的意义”，载《唯物史观与中国问题》，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9月 

   14、吴晓明：“论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

期 

   15、王凤才：“维尔视阈中的‘启蒙辩证法’”，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6期 

   16、王凤才，袁芃：“《资本论》的历史与逻辑”，载《哲学分析》2015年第5期 

      17、王凤才，袁芃：“《资本论》：从重新阅读到重新阐释”，载《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5期 

   18、王凤才，袁芃：“新世纪以来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热点问题”，载《国外社会主义前沿问题》

（辑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19、王凤才：“割不断的犹太情结——法兰克福学派与犹太文化关系漫谈”，载《犹太研究》（辑

刊），山东大学出版社2015 

      20、汪行福：“‘道德中国’还是‘专制中国’——对传统中国的黑格尔式反思”，载《学术月

刊》2015年第10期 

   21、汪行福：“复杂现代性与思想再解放”，载《学术界》2015年第10期 

   22、邹诗鹏：“启蒙及其理性的边界问题”，载《哲学动态》2015年11月 

      23、张庆熊：“从对‘致知在格物’的不同诠释看新儒学的问题意识：从朱熹和王阳明到熊十

力”，载《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 

   24、张庆熊：“良知与认知：在中西文脉比较中探讨”，载《复旦学报》2015年第6期 

   25、鲁绍臣：“《资本论》与抽象统治：当代价值形式学派的贡献与反思”，载《现代哲学》2015

年第6期 

   26、鲁绍臣：“共产主义的当代诠释与复兴”，载光明网2015年10月28日 

   27、鲁绍臣：“宗教恐怖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同属虚无主义”，载澎湃新闻网2015年11月15日 

   28、鲁绍臣：“新常态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道路表达”，载光明网2015年12月10日 

（三）重要成果选介 
 

    1、2015年11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林晖

副教授的专著《理性、兴趣与实践：康德哲学中

的问题》。如果要从西方思想传统的角度理解现

代性、尤其是从理性在现代重建的角度来理解现

代性本身的特质及其内在冲突，康德始终是一个

不可或缺的环节。实践理性是康德批判哲学的有

机组成部分。一方面，要理解实践理性的建构及

其根本问题所在，就必须理解整个批判哲学本身

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批判哲学的基本出发点、批

判哲学的根本目标以及批判哲学的各个构成环

节，尤其是康德对于理性批判标准本身的澄清。 

另一方面，康德关于理性兴趣的概念以及他在兴

趣问题上的多重指向，为我们深入批判哲学体

系、尤其是深入实践理性内部分析和探究理性本

身的处境提供了一条独特的路径。再者，康德在

宗教、政治和历史问题上的论述同样构成了其实

践哲学探索中的重要部分；如果我们把走出自然

状态、进入法治状态和迈向永久和平看作是康德

整个哲学探究的主旨，你们冲突与共存、矛盾与

协调便是这种实践哲学所要处理的首要问题。该

专著的研究即与此相应地分为三个部分。 

 

    2、2015年12月，重庆出版集团出版了鲁绍

臣博士的专著《历史与政治：佩里·安德森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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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方向与具体途径上得以交互贯通。而马克

思主义思想资源在这三大资源的交互贯通中始

终处于核心地位。 

 

    4、《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6期发表了吴晓明教授的论文“论马克思学

说的黑格尔渊源”。吴晓明教授指出，由于卢

卡奇等人通第二国际“庸俗唯物主义”的激烈

论战，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问题成为一个

超越一般思想史意义而关乎对马克思学说之性

质判断的议题。此一议题至今仍具有重大的思

想—理论意义。文章试图论证：马克思学说与

黑格尔哲学之相互关联的核心枢纽是社会现实

的概念及其展开过程的具体化，必须依循此一

枢纽来对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作出决定性

阐述。而那些否认或排除这一渊源的企图，实

际上意味着阉割马克思学说中社会现实的一度

及其实体性内容，从而也意味着使这一学说退

行性地从属于主观思想及其外部反思。 

 

    5、《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6期发

表了王凤才教授的论文“维尔视阈中的‘启蒙

辩证法’”。王凤才教授指出，在维尔默思想

体系中，政治伦理学处于核心地位，他对法兰

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做出了

重要贡献。维尔默政治伦理学的理论前提，是

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规范基础进行重建，

并构建所谓的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理论。而对启

蒙辩证法进行重新诠释，则是对批判理论规范

基础进行重建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维尔默视阈

里，启蒙辩证法作为启蒙理性批判与资本主义

批判的融合，是一种理性的历史辩证法；作为

知识论批判与唯物主义批判的交织，它最终变

成了阴郁的现代性理论；这样，启蒙辩证法就

从工具理性批判到“工具理性的他者”。当

研究》。该书是国内第一本综合深入研究佩里

·安德森的著作，充分阐明了佩里·安德森将

历史目的论和差异类型学有机结合的历史哲学

思想，即安德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既受阿尔

都塞、福柯等人的影响，又与其不同。安德森

明确反对线性、同一和普适的历史观，在历史

和文化的起源起看到了不同文化和历史传统的

分与异的状况，认为各历史文明各有各的起

源、开端与复杂的变迁过程，甚至同是欧洲文

明的不同地区和社会结构在长期的社会变迁中

都不是沿着相同的轨迹在深化。同时又与阿尔

都塞和福柯不同，这并不代表历史不会走向共

同的结果和目标：当历史进入到全球资本主义

之后，就是逐渐却异存同：对于历史的结局来

说，是先统一于资本主义、终结于社会主义的

目的论。该书和相关的论文，对认清中国当前

的历史处境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中国道

路的特殊性及其对人类历史的普遍意义的论

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5年第6期发表了陈学明教授和陈祥勤、

姜国敏合写的论文“论中国道路涵含的‘马中

西’三大资源及其交互贯通”。作者在文中指

出，中国道路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传

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三大思想资源。中国道路对

西方文化的吸收主要体现在:现代化定向与现代

国家建构、利益原则与市场经济、个人权利与

社会建制。中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导引是通过

以下途径实现的：社会主义的理念取向、人民

性的根本立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中国

道路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主要有：精神追

求与理想信念、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渐进态

度与中道精神。这三大思想资源在中国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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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要想真正理解“启蒙辩证法”，必须弄

清楚三个问题：启蒙是什么？霍克海默和阿

多尔诺批判启蒙的原因何在？如何定性霍克

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启蒙批判”？维尔默站

在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立场上对这些问题做出

了自己的阐释，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理解

《启蒙辩证法》，而且为其政治伦理学开启

了一个新的理论视阈。 

 

    6、《学术月刊》2015年第10期发表了汪

行福教授的论文“‘道德中国’还是‘专制

中国’——对传统中国的黑格尔式反思”。

汪行福教授指出，几百年来，西方先哲眼中

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之”字形的变化轨迹。

16—18世纪早期，西方先哲把中国奉为“道

德中国”，把孔子奉为“道德君”。18世纪

之后，西方主流把中国看成僵化落后的“专

制国家”。20世纪末中国的崛起再次燃起

“中国热”，以家庭为本位的德性儒家伦理

和礼治国被认为优于个体本位的自律道德和

法治国，以德服人的“文明国家”优于以力

服人的“民族国家”。正确看待中国传统需

要古今中西的全方位视野，儒家传统中包含

某些超越习俗和族群的普遍主义道德和政治

规范，但缺少成长为现代道德和现代法治国

家所需要的个人自主意识和普遍法治意识。

黑格尔强调古今差异对文化差异的优先性，

给我们提供了正确看待中国传统的重要原

则。 

 

    7、《哲学动态》2015年11月发表了邹诗

鹏教授的论文“启蒙及其理性的边界问

题”。邹诗鹏教授指出，启蒙运动所追求的

启蒙理性实际上导向了诸多悖论，并在现代

性的多个层面走向了启蒙的反面。启蒙理性

设定了“理”对“情”的约束，并见之于哲学

人类学的兴起及其延迟，亦见之于美学的创立

及其尴尬处境，现代哲学无疑从多个方面构成

了对这一设定的逆动。启蒙理性的实质是利益

与权力，而这为近代政治哲学及其功利主义所

认同，也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问题意识

与理论核心，从唯物史观开出的社会政治理论

范式乃是批判的社会理论对近代政治哲学的批

判性重构。启蒙的历史表明，在社会结构中，

“利”的主体与“力”的主体不能重合，这本

身又是对人的自我启蒙的持续挑战。作为唯物

史观问题意识的“物质利益难题”，乃人之自

我启蒙的根本性的问题意识。 

 

    8、《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发表了张

庆熊教授的论文“从对‘致知在格物’的不同

诠释看新儒学的问题意识：从朱熹和王阳明到

熊十力”。张庆熊教授指出，“致知在格物”

是中国儒家经典《大学》中的名句。宋明时

期，朱熹和王阳明对这句话中的“致知”、

“格物”及其关系的含义做了不同的诠释，反

映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间的重大差异。到

了现代，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讲解《大

学》时主张把王阳明对“致知”的诠释和朱熹

对“格物”的诠释结合起来，表现出他所意识

到的宋明理学与心学中各自的问题，以及他所

发觉的以“良知”为基础的道德和以“认知”

为基础的科学之间的张力。熊十力的这种综合

工作标志中国现代新儒家从致良知的内圣中开

出科学民主的外王努力。 

 

    9、《现代哲学》2015年第6期发表了鲁绍

臣博士的文章“《资本论》与抽象统治：当代

价值形式学派的贡献与反思”。鲁绍臣博士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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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阿尔都塞学派

和有黑格尔传统的价值形式学派都对传统马克思

主义基于劳动时间和价值量的的劳动价值论提出

了批评。文中先简要介绍了阿尔都塞的思路，随

后详细介绍了当代、特别是最近几年价值形式学

派的理论贡献，最后从主体性抵抗、结构性矛盾

和结构性对抗三个视角分析了价值形式学派的局

限和不足。 

     

    1、10月24日—25日，长三角地区马克思主

义哲学博士点论坛2015年年会在复旦大学哲学学

院召开，论坛主题为“面向社会现实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研究”，吴晓明、余源培、陈学明、孙承

叔、冯平、汪行福、王凤才、王金林、邹诗鹏、

张双利等均做了精彩发言。长三角地区马克思主

义哲学博士点论坛由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

财经大学、苏州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五家马克思

主义哲学博士点单位轮流主办。2015年特邀浙江

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相关同仁参

加。 

 

        2、2015年10月，陈学明教授和马拥军、罗

骞、姜国敏一起召开了小型研讨会会，并把讨论

成果总结成5万字长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

精神’——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路向的分

析”，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

2015年第6期并取得广泛影响。文章对解读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启蒙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路

向作了批判并指出，应该揭示马克思的三次飞跃

及其本质，还原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的理论面目

即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框架及其在政治经济学批

判中的全面深化，如此才能证明中国道路的历史

定位与合法性。 

    3、2015年10月10日，陈学明教授在北京大

学参加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并在会议做了题为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的意义”的发

言。  

 

    4、2015年10月14至15日，陈学明教授参加

了由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在南京师范大学举

办的《马克思恩格斯与当代社会主义——纪念恩

格斯逝世120周年》国际研讨会，并做了题为

“从两个文献看恩格斯晚年有没有放弃共产主义 

世界观”的发言。 

 

5、2015年10月17至18日，陈学明教授参加

了由《哲学研究》编辑部在安徽师范大学举办的

《马克思主义创新论坛》，并做了题为“从马克

思的三次思想转折看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的发

言。 

 

6、2015年10月24日，陈学明教授参加了由

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举办的年度论坛，并在

会上做了题为“参加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体

会”的发言。该发言由《文汇报》全文刊登。 

 

7、 2015年10月26日上午，陈学明教授参加

了上海财经大学召开的《鲁品越〈鲜活的资本

论〉一书研讨会》，并在会上就这一著作的内容

与意义做了主题发言。  

 

        8、2015年11月16日，陈学明教授给解放军

南京军区的领导干部做了题为“我们为什么还需

要马克思主义”的讲座，有近千人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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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015年9月， 全国第二届“当代世界与

社会主义”研讨会(中央编译局、浦东干院主

办)在上海召开，王凤才教授做了大会发言：

“对德国学者关于中国道路探索的批判性反

思”。个人学术观点为“人民网”等转载。 

 

    15、2015年10月，上海市“国外马克思主

义与社会主义论坛”召开，王凤才教授做了大

会发言：“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兼论人的

生存方式”。 

      

        16、2015年11月，全国“马克思经典与现

实”学术研讨会于重庆召开，王凤才教授做了

主题发言：“ 《资本论》：从重新阅读到重新

诠释”。 

 

       17、2015年11月，第十届全国“国外马克思

主义论坛”于福州召开，王凤才教授是总负责

人、主题报告主持人（发言人：张一兵教授、

陈学明教授、梁树发教授、段忠桥教授）；并

做了论坛总结发言。 

 

        18、2015年12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

台湾政治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合办的“南北哲

学论坛”于北京召开，王凤才教授做了大会发

言“从承认理论到承认政治”，并做了半天大

会主持人。 

  

        19、2015年12月，王凤才教授在北京参加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

专家、子课题负责人第一次会议。 

    9、2015年11月28至30日，由中国当代国外

马克思主义学会举办的《第十届国外马克思主

义论坛》在福建师范大学召开，陈学明教授在

开幕式上致开幕词，并在会上做了题为“生态

文明建设中必须回答的五个问题”的主题报

告。 

 

10、2015年12月21至22日，陈学明教授在

北京大学参加由顾海良主持的全国马院相关人

员座谈会，讨论编写“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年度报

告”。 

  

    11、全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典与现

实”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

2015年年会于7月在合肥召开，王凤才教授做了

大会发言：“MEGA2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关系”。

个人学术观点被“会议综述”重点介绍，刊登

于《山东社会科学》。 

 

    12、2015年9月，第十五届“马克思哲学论

坛——唯物史观视域中的现代性问题”于太原

召开，王凤才教授做了大会发言：“对法兰克

福学派现代性批判的批判性反思”。个人学术

观点被 “论坛综述”重点介绍，刊登于《中国

社会科学报》。 

 

    13、2015年9月，上海市哲学学会“第五届

中青年学者论坛——文化哲学与社会文明”召

开，王凤才教授做了发言：“如何对待大众文

化？”并作为上海市哲学学会副秘书长暨论坛

主任委员作了会议总结。吴晓明教授作为上海

市哲学学会会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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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月7—9日，第5届“广松涉与马克

思主义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马克

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举行，邹诗鹏

教授作题为“海德格尔的Ereignis：‘人’之

‘无’”的主题发言。 

 

        21、2015年12月5—6日， 复旦大学当代国

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张双利教授在北京参加

了“第十一届两岸三地四校南北哲学论坛”。

该论坛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和台湾政治大学联合主办，本届论坛由北京大

学具体承办， 主题为“存在、生命与价值”。 

张双利教授在北届论坛上做了题为“理性何以

沦为权力的纯粹工具─论《启蒙辩证法》对自

我保存理性的批判”的发言， 并代表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在论坛的开幕和闭幕式上致辞。 

    22、2015年12月22日，本中心副主任汪行福

应邀参加《探索与争鸣》杂志召开的2016年选题

座谈会，在会上做了发言，并与《探索与争鸣》

与本中心合作开展学术活动达成了一致意见，今

后本中心将与《探索与争鸣》就中国学术话语体

系的建构与中国现实重大问题召开一系列圆桌会

议或专题讨论会。 

 

        23、2015年10月21日，中心主任助理鲁绍臣

博士受邀担任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上海高校智库

研究和管理中心研究员及第六批访问学者。 

 

24、  2015年12月6日，中心主任助理鲁绍臣

博士应学校团委邀请，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

400余名团员开设“共产主义的当代诠释与复

兴”的讲座。讲座内容整理为内参上报团中央

后，获得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批示，要求青

年马工程认真学习研究。 

        1、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张双利教授申报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课题《重解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顺利通过评审，被正式批准为2015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该项目预计于3年内完成。 

 

2、邹诗鹏教授著作《激进政治的兴起》，获第7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3等奖。 

 

3、王凤才教授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进展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