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心动态 

● 本中心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课题组联合举

办国际学术会议“重思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与社会主义学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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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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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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莱斯对人的生存方式批判与重构的理论特征 ” 

● 王德峰：“论马克思的感性意识概念”  

● 王凤才：“新世纪以来德国阶级问题研究”  

● 张庆熊：“从‘致知疑难’的求解看牟宗三与熊十力的异同” 

● 张汝伦：“从黑格尔的康德批判看黑格尔哲学”  

● 张双利：“再论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 

● 林晖：“自然、道德和公开性——康德论永久和平的保障” 

● 鲁绍臣：“差异的命定论逻辑：佩里·安德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探微 ” 

学术活动 

● 本中心举办题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实际影响力”的小型学术研讨会 

● 本中心对英、法、意及加拿大的多位著名学者进行了访谈  

● 国际知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澳大利亚纽卡斯大学Roland Boer教授访问本中心

并交流 

● 本中心陈学明教授参加复旦大学宣传部召开的以研讨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

为主题的双月理论座谈会  

● 本中心邹诗鹏教授赴西安交通大学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会议暨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研讨会  

● 本中心张双利教授受邀在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开设讲座   

项目及获奖信息 

● 本中心陈学明教授的论文《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合法性》获上海市2016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年度最佳论文  

● 本中心陈学明教授获得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历程与影响研究》 

Tel:+86-21-55665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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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4月25—26日，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

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课题组联合举办国际学术会议“重思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与社会主义学

说”。会议共邀请国内外相关学者四十余人（其中外国学者十七人）参会，与会学者就“马克

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    2016年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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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子课题组完成关于“大学讲坛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专题研究简报，并提交了上

半年工作总结。 

 

 

 论文： 

 1、陈学明 刘杨：“论莱斯对人的生存方式批判与重构的理论特征 ”，载《广西大学学

报》，2016年第4期，上海市社科基地项目  

   2、陈学明 姜国敏：“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解放’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载《上海

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上海市社科基地项目 

      3、陈学明：“中国共产党在‘角色转换’中保持革命本色”，载《西南大学学报》，2016

年第4期，上海市社科基地项目 

   4、陈学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兼评‘国民党主要败在军事

上而不是政治上’的错误论调”，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上海市社科基地项

目  

   5、陈学明：“马克思何以讨‘90后’喜欢”，载《社会科学报》，2016年4月21日，上海市

社科基地项目  

   6、陈学明：“马克思究竟‘厉害’在哪儿——从说唱歌曲《马克思是个九零后》说起”，

载《解放日报》，2016年4月26日，上海市社科基地项目  

   7、王德峰：“论马克思的感性意识概念”，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十五卷

·第五期 

   8、王凤才：“新世纪以来德国阶级问题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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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凤才 袁芃：《MEGA²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6年第3

期转载；《哲学原理》2016年第5期全文转载。原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二期 

10、张庆熊：“从‘致知疑难’的求解看牟宗三与熊十力的异同”，载《学术月刊》，2016年第4

期 

11、张庆熊：“在‘可证实’与‘不可说’之间的价值——对‘分析进路的伦理学范式’的思

考”，载《孔学堂》，2016年第4期 

12、张庆熊：“良心、信仰和律法：基督教良心观解析”，载《复旦学报》，2016年第4期 

   13、张汝伦：“从黑格尔的康德批判看黑格尔哲学” 载《哲学动态》2016年第5期 

    14、邹诗鹏：“实践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的想通性”，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2016年第4期全

文转载，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4期 

   15、张双利：“再论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载《哲学研究》2016年第6期 

   16、张双利：“马克思论宗教与现代政治——重解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人大复印资料

《宗教册》2016年第2期全文转载，《中国社科文献》2016年第5期转载，原载《复旦学报》2016年第1

期 

   17、林晖：“自然、道德和公开性——康德论永久和平的保障”，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4期 

   18、鲁绍臣：“差异的命定论逻辑：佩里·安德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探微 ”，载《北京行政学院

学报》2016年第5期 

      19、鲁绍臣：“意义、主体与末世：新共产主义的路径与思考”，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6年

第5期 

      20、鲁绍臣：“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政治哲学内涵探微”，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6期  

    

 

 重要成果选介 

   

    1、《广西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发表了 

陈学明教授和刘杨合著的论文：“论莱斯对人

的生存方式批判与重构的理论特征 ————

兼论其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重建”。

文章指出，当前学界鲜有关于莱斯对人的生存

方式批判理论的研究，尤其是结合莱斯思想谱

系的总体特点分析其对现代工业社会人的生存

方式批判的理论特征。莱斯以历史唯物主义视

野基于人与自然关系考察人的生存方式，以消

费异化补充劳动异化、以新的需求结构修补马

的需求理论、用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试图 

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当代重构。他还发

挥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传统，实现了技

术理性批判向生态政治学批判的转向。 

 

    2、《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十五卷第五期发表了王德峰教授的论文：“论

马克思的感性意识概念”。文章指出，重思人

的精神存在问题，在当代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但此思需进入存在论，才会有真实的价值。在

这一点上，马克思完成的存在论革命对我们有

最为重要的启发。在存在论上扬弃了唯物与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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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对立、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

其存在论思想和历史思想的核心，乃是感性意识

概念。它并不是一个在费尔巴哈哲学范围内的概

念，而是一个使感性活动概念得以成立的概念。

若无此概念，感性活动概念就无从确立。通过感

性意识概念，马克思开辟了历史存在论之新路。

后继者的任务在于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把当下的

世界历史把握为感性意识之“本体”的“用功”

过程。 

 

3、《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发表了王凤

才教授的论文“新世纪以来德国阶级问题研

究”。文章指出，柏林墙倒塌后，无论在意识形

态领域还是在学术领域，马克思主义在德国（主

要指原民主德国区域）被迅速边缘化（在原联邦

德国区域历来都被边缘化），但马克思主义研究

在德国并未完全沉寂，新世纪以来还出现了所谓

的“马克思思想复兴”、“马克思热”。在“重

新发现马克思”的过程中，德国学者或多或少地

涉及阶级问题，如阶级结构变化、中产阶级崛起

抑或萎缩、从经济阶级转向政治阶级、告别还是

重新接受阶级概念、阶级意识与阶级斗争概念是

否过时、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批判性反思等。这

些探讨不仅涉及许多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而且

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新观点，一定程度上丰富与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这不仅有助于人们

了解、把握当今德国阶级问题，而且有助于人们

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 

 

4、《学术月刊》，2016年第4期发表了张庆熊

教授的论文“从‘致知疑难’的求解看牟宗三与

熊十力的异同”。文章指出，“致知在格物”是

中国儒家古代经典《大学》中的名句。宋明以

来，新儒家在如何诠释它时发生分歧，朱熹把这

句话解释为获得知识依赖于研究事物，王阳明则

将这句话理解为通过克服私欲实现致良知。对这

句话的不同诠释反映了朱熹的理学与王阳明的心

学之间的重大差异。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诠

释《大学》时，主张把王阳明对“致知”的诠释

与朱熹对“格物”的诠释结合起来，因为他意识

到宋明理学与心学中各自的问题，并发觉以“良

知”为基础的道德和以“认知”为基础的科学之

间的张力。而牟宗三则认为这两者甚难接头。他

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其“良知坎陷论”

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尽管牟宗三举其

大旨继承了熊十力的哲学思想，但在对知识论和

本体论的研究途径上，与熊十力依然存在差别，

而这些差别关系到他后来哲学的走向和哲学成就

的得失，值得我们认真辨别。 

 

5、《哲学动态》2016年第5期发表了张汝伦教

授的论文“从黑格尔的康德批判看黑格尔哲

学”。文章指出，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是理

解黑格尔哲学的极好的入手处。黑格尔通过对康

德哲学广泛而深入的批判，彰显了他自己哲学最

主要的特征和贡献。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涉

及多个方面，其中最根本的目标是批判康德哲学

的主观主义二元论，因为这种二元论反映了现代

世界和人的种种严重分裂。黑格尔把康德哲学称

为“主观观念论”，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绝对观

念论”；“绝对观念论”的目的要从根本上克服

现代性造成的种种二元分裂。另外，对康德哲学

的批判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积极动力；他一直为

人诟病的形而上学及其各个核心概念，只有在此

背景下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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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理想所能够提供的只是某种启发式的理由，

仅仅凭借这些理由，并不足以在理论上真正保障

永久和平的实现，因此康德才会求助于道德义

务。本文认为，第一，康德所设想的和平首先是

法权意义上的和平，而法权和平的保障必然是一

项道德课题，与此同时，这项体现道德义务的道

德课题与自然机械作用是可以相容的。其次，康

德讨论永久和平及其保障的出发点是与其整个批

判哲学的反基础主义建构性特质相一致的，而指

向公共理性的公开性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最

低限度的道德义务运用的原则及策略，并以此协

调普遍性和个体性。就此而言，自然、道德义务

和理性的公开性在不同意义上构成了康德永久和

平的三重保障。 

 

    8、《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发表了鲁绍臣博士的论文“差异的命定论逻辑：

佩里·安德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探微 ”。文章

指出，安德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受阿尔都塞等

人的影响，明确反对线性、同一和本质主义普适

历史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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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是沿着相同

的轨迹在演化的。但安德森与阿尔都塞不同，认

为世界历史存在殊途同归的趋势：先统一于资本

主义，终结于社会主义的目的论。实际上，安德

森关于资本主义民主普适的理解是有偏颇的，以

人与人、人与自然共生、和谐为导向的共产主义

和中国文化传统，必将代替日益异化的资本主义

文明，成为未来人类文明的新类型。 

 

 

 

 

 

   6、《哲学研究》2016年第6期发表了张双

利教授的论文“再论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

批判”。针对学界对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的简单理解，文章指出马克思在该著中对

黑格尔法哲学同时展开了双重批判。马克思一

方面借助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视角，直接揭示

其基本哲学立场，指出它在本质上只是一种神

秘主义；另一方面又根据黑格尔本人的逻辑，

具体揭示黑格尔国家哲学的实践意义，指出其

在实践中不仅无法真实解决现代国家与市民社

会之间的两元对立，甚至也无法守住现代政治

的基本高度。  

 

    7、《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

期发表了林晖教授的论文“自然、道德和公开

性——康德论永久和平的保障”。文章指出，

和平问题是古典自然法传统要处理的基本问

题，康德从先验哲学和目的论立场继承和改造

了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并在《论永久和平》

一书中提出了六条临时性条款和三条规定性条

款，将共和制、自由国家联盟和世界公民法权

作为人类迈向永久和平这一理想目标的必要条

件。然而在永久和平的保障问题上却存在争

议，即这一保障可以由自然机械作用肚子提

供，从而完全独立于道德性动机，抑或这一保

障离不开人类一直的自由运用和道德义务。亨

利·阿里森认为，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的自然

保障是可以完全独立于道德性动机或义务动机

的。保罗·盖耶则主张，康德意义上的人类自

然史是与和平的实现相容的，但是要实现和平

的目标，对于人类意志的某种自由的、道德性

动机的运用却必不可少。艾伦·伍德区分了康

德历史哲学中的理论性论点和实践性论点，在

他看来，康德的理论式历史哲学对于达成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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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6年4月28日，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

思主义研究中心举办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在当

代世界的实际影响力”的小型学术研讨会。参

加会议的外方学者有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

究员、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座教授米歇

尔·洛威（Michael Lowy）；巴黎第八大学教授

艾乐妮·法瑞卡斯（EleniVarikas）；英国布里

斯托大学社会-国际关系与政治学系教授特瑞尔

·卡弗（Terrell Carver）；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

与非洲研究学院教授吉尔伯特·阿卡（Gilbert 

Achcar）；加拿大约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马

塞洛·穆斯托（Marcello Musto）；美国奥克顿

社区学院人文与哲学学院教授彼得·胡迪斯

（Peter Hudis）；加拿大马卡尔加里大学哲学

系教授罗伯特·韦尔（Robert Ware）；巴西金

边大学劳动社会学系教授李嘉图·安图内斯

（Ricardo Antunes）；韩国庆尚大学经济系教

授、《马克思主义研究》（MARXISM 21）主

编丁声镇（SeongjinJeong）。参加会议的中方

学者主要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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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课题组成员。 

 

  2、2016年4月25—28日，复旦大学当代国外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张双利教授和陆凯华、李

婕灵、倪逸偲、朱梦成等几位同学一起，分别

对意大利著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家

DomenicoLosurdo教授、英国著名西方马克思

学学者 Terrell Caever教授、法国著名马克思主

义学者Michael Lowy教授和加拿大约克大学的

Marcello Musto教授进行了学术访谈。访谈文

章将分别在《探索与争鸣》等刊物发表。 

    3、2016年4月27日晚，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研究员、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座教授

Michael Lowy在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

究中心开设讲座。讲座题目为“本雅明论马克思

主义与宗教”，讲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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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16年4月28日晚，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与

非洲研究学院Gilbert Acher教授在复旦大学当代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开设讲座。讲座题目为

“马克思、恩格斯与东方主义”，讲座由复旦大

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张双利教授主

持。 

 

    5、2016年5月10-13日，美国学者Victor Wallis

教授和加拿大学者 Babak Amini博士访问复旦。

访问期间两位学者在中心先后开设两场讲座，讲

座题目分别为“工人的自我组织——历史与趋

势”和“美国政治中的阶级与种族”，讲座分别

由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汪行福

教授和鲁绍臣博士主持。 

 

   6、2016年5月30日，德国卢森堡基金会资深研

究员Michael Brie教授访问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

思主义研究中心，并在中心开设题为“大转型”

的学术讲座。讲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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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16年6月2日，国际知名马克思主义学

者、澳大利亚纽卡斯大学Roland Boer教授访问复

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访问期间，Roland Boer

教授与中心的张双利教授、汪行福教授、鲁绍臣

博士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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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16年4月10日上午，本中心陈学明教授参

加了于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召开的关于鲁品越

教授《鲜活的资本论》一书的研讨会，并在会上

作了题为《关于<鲜活的资本论>的学术贡献》

的主题发言。 

 

  9、2016年4月12日下午，本中心陈学明教授参

加了复旦大学宣传部召开的以研讨习近平治国理

政新思想为主题的双月理论座谈会，并在会上作

了题为《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哲学基础》的

发言。  

 

  10、2016年4月18日，本中心陈学明教授于上

海浦东新区党校给干部班做题为《阅读马克思主

义经典著作的意义与方法》的讲演。 

 

  11、2016年4月28日，本中心陈学明教授参加

了于北京大学召开的《全国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论坛》，并在会上做作了题为《谈当今中国的马

克思主义研究的几大趋势》的主题演讲。 

 

12、2016年5月5日，本中心陈学明教授在上

海电视台录制了题为《马克思厉害在哪里》的访

谈节目，时长一小时。 

  13、4月23日，本中心邹诗鹏教授赴西安交通

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会议暨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科建设研讨会，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跨学科研究”的大会发言。 

 

   14、6月18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及国外马

克思主义研究诸同仁冯平、汪行福、王金林邹诗

鹏、鲁绍臣赴南京大学参加长三角马克思主义哲

学博士点年会（2016），并分别作会议发言与交

流。 

 

    15、6月29日，本中心邹诗鹏教授赴上海大学

参加国际价值哲学学术会议，并作题为“文化多

样性的生存论阐释”的大会报告。 

 

  16、2016年6月6日，本中心张双利教授受邀在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开设讲座，讲座题目为

“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多重思想关系”。  

 

 

 

 

   

1、本中心陈学明教授的论文《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合法性》，获得上海市2016年度哲学

社会科学年度最佳论文。  

 

2、本中心陈学明教授获得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历程与影响研究》，8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