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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历史逻辑中的“共同富裕”
马惠娣
摘

要：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现实

的人”
“解放的人”
“生活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及“全面自由发展的人”构成马
克思主义历史逻辑的主脉。马克思主义把“自由时间”与全面自由发展的人联系在
一起的思想洞见，为我们探讨“共同富裕”提供了质的规定性和辩证唯物主义思维
方式。中国的“共同富裕”是人类总目标的组成部分，既是理论预设，也是社会实
践指南。认真梳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脉络，将有助于我们行稳致远地推
进这一远大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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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进步中始终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人类“文化轴心”时
代，古今中外的圣贤们对此都有制度设计、政制考量、立法约束或道德训诫。马克
思主义对“共同富裕”有独到而深刻的洞见，在理论体系和实践哲学的历史逻辑中
表达出不可辩驳的力量，是探寻新的历史条件下“共同富裕”的思想宝藏。因此，
从学理层面阐释“共同富裕”的文化渊源、本质属性、历史逻辑与思想方法，对实现
“共同富裕”的国家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马克思思想中的“共同富裕”
马克思是现代哲学社会学三大创始人之一，其唯物史观令人瞩目，并对此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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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多世纪人类社会进步的历程产生重大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弗洛
姆五十年前曾评论道：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一轮兴趣和研究正在席卷欧洲和美
国。马克思确实被重新发现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正在见证马克思主义思想
复兴的开始……马克思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枷锁，追求自由，用爱的力量影响世界
的人。”a
马克思深受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从少年时代就对古希腊哲学表达出浓厚的
兴趣。中学时期，他开始选读荷马、修昔底德、柏拉图等人的著作，在他的毕业作
文中写道：
“对于那些思想高尚、致力为全人类服务的人们，历史称之为最伟大的人
物；对于曾使大多数人幸福的人，经验颂之为最幸福的人。”在波恩上大学期间，他
主修法学课程，但也选择文学艺术史和文化史的课程。他也被法国启蒙主义者伏尔
泰和卢梭等人思想所感染，是巴尔扎克作品的忠实读者。在柏林大学时，他开始接
触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思想，意识到年轻的德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
不彻底性，却也感到这些理论不触及具体的现实。b
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的序言中推崇普罗米修斯，
“称颂普罗米修斯为自由的殉
道者，为神灵的仇敌和人类的朋友的象征。他决心按照普罗米修斯的精神走到人
民中间，以便同人民一起猛烈冲击那些倒退、压迫和愚昧的牢狱”c。这些精神传统
形成了他面向实践与自由的哲学观念，为其思考“人类解放”奠定了基础，进而从
研究抽象的形而上问题转向研究具体而现实的人、生活、生产、公平、正义等问题。
他所处的时代需要迫切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现实的人”
“解放的人”和“全面而
自由发展的人”，以及为什么“人是人的最高本质”。d
马克思把人类首先能够生活看成是“创造历史”的前提，而且是一切历史的第
一个前提。
“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
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它是一个若不从
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
域。”e 这段论述阐明了人与生活在社会发展与进步中的历史地位，强调人在生产与
生活之间的主导作用，表明“现实的人”
“解放的人”都需要首先得到物质生活的满
足，进而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人”。

a
b
c
d
e

Erich Fromm，
“Foreword”in T. B. Bottomore（trans. and ed.）
，Karl Marx: Early Writing，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64，pp. xiii—xviii.
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
《马克思传》，易廷镇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8 年版，第 6—
8 页。
同上书，第 23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61 页；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
《马克思
传》，第 11—22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4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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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放自己”并“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像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
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像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
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
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a。这一方面表明
了唯物史观的重要原则——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另一方面是对主观唯心主义和
形而上学机械论的超越。
然而，人的解放却又受限于人的劳作与生活状况，以及被资本和资本家剥削的
现实。在这个过程中，
“剩余价值”与“劳动异化”理论发现了导致人类向两极化发
展的根源。
“首先，财富和贫穷的两极化，资本家成了财富的集中者，而工人成了贫
穷的集中者，工人为资本家生产了财富而为自己生产贫穷。生活资料出现了两极
化，资本家需要的生活资料精细化和多样化，而工人的生活资料粗陋和简单化；智
慧上也出现了两极化，工人创造了智慧，却被统治阶级占有，而工人成了‘愚钝’的
人。”b 马克思的研究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关系，以及不平等的现
实。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与不正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考察现实与揭示问题根源的理论
基点。
马克思观察到“资本主义的双重性”——一个违反人性的社会——它不仅浪费
工人的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c 这导致了“劳动异化”，后者体现在四个
方面：与产品异化，生产活动中的异化，与我们的类本质异化，以及与他人异化。d
这些发现对唯物史观的形成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是私
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实现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既要人的复
归，又要保存以往的社会财富……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
道主义……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认识自己就是这种解答。”e 人类在积极扬弃
的过程中蕴含着人的共同成长、共同富裕的思想，不仅体现在人们对物质的占有，
而且使劳动者成为有文化、有情趣、有技艺、有道德的人。这是“解答历史之谜”的
精神实质。
在这个目标的前提下，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人
的发展。资本家不断地大量投入再生产，也就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f。这种理
论思维促进了马克思对“现实的人”
“解放的人”和“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的进一步
a
b
c
d
e
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30 页。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11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上）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105 页。
Erich Fromm，
“Foreword”
，pp. xiii—xviii.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5—186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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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共同富裕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
本原则。与此前思想路径不同的是，这个阶段的富裕更体现在人性的丰富性、全面
性和整体性之中。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科学社会
主义的最终目标。恩格斯评价说，这句话最适合用来“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a
马克思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学说为基础，既看到了事物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又
看到了事物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
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这样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
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现合理分工的条件下，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
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
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
的东西；并且不仅仅是承受，而且还有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体社会
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b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人实现合理分工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全体社会的
共同财富”，为“共同富裕”做了质的规定性。说明了物质丰富仅仅是“共同富裕”
的物质基础，而真正的“丰裕”是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
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继承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 西。
马克思认为“自由时间是衡量未来社会财富的重要尺度……以劳动时间作为
财富的尺度，表明财富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之上的；当自由时间成为财富增长的决
定性因素的时候……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
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c。那时，衡
量财富的价值尺度将由劳动时间转变为自由时间。因为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
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
产力”d。
接着马克思又把论述转到人本身方面来，把具有多种享受能力视作有高度文
明的人的一个特征。马克思因此认为，
“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
约”e。由于“时间是财富的源泉”
，所以马克思十分关注自由时间的利用问题，按照
他的经济学思想，他把消费看作是人自我实现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消费直接体现
生产目的……消费生产出了劳动者的能力素质”f，体现了马克思财富观的独到与深
a
b
c
d
e
f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4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78—479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第 225 页。
同上。
同上书，第 225—226 页。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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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为发展“共同富裕”提供了不同的认知路径和思想内涵。
为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他要求“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一条件，
一切进一步谋求改善工人状况和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a。对于儿童，马
克思提出了保护其发展的措施。
“儿童和少年的权利应当得到保护。他们自己没有
能力保护自己。因此社会有责任保护他们。而且他们应当得到智育、体育和职业
教育的发展”b。在生活中对于一般劳动者，马克思要求确保他们享有发展的自由时

间。
“所有的人都会有 6 小时‘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有真正的财富，这种
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

广阔天地。”因此，
“重视精神产品的生产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其
中应当包括哲学、宗教、政治、法律、道德、文学、艺术等”。c
马克思对于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显露出来的发展趋势，作了精密的分析，
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中“财富”和“共同富裕”的渐进性、长期性与
多维性，并科学地预见：
“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
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
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d 自由时间概念的提出，为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创造了条件，
“……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
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e。
马克思把“财富”定位于“时间的节约”
，不仅区别于其他经济学家，而且深化
了“财富”与“富有”的内涵与外延：自由时间是财富整个发展的基础——把衡量财
富的价值尺度由劳动时间转变为自由时间——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
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达到全面自由发展
的人。这个理论逻辑，是当代人类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

二、
“共同富裕”的人类思想溯源
“共同富裕”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既是一个社会现象，也是一个政治责任，更
是一个伦理问题。是对“自由”
“平等”
“博爱”的价值追求，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从学理层面阐释“共同富裕”的意义在于：从历史中可以看到人类文明进化中的千
回百折；在现实中可以检验一个国家的治国理念和能力；对于未来，是对马克思主

a
b
c
d
e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215 页。
同上书，第 217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56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16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第 2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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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科学预见的长期奋斗。
在人类发展史上，早在“文化轴心”a 时期，中外圣贤们分别从不同视角为这个
“价值追求”著书立说、上书谏言，这些思想历经数千年的大浪淘沙，仍能指导我们
找到人类在追求富裕过程中的本源和最终归宿。
在古中国，被誉为“众圣之师”的管子，最早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
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管子·霸言》），意即治国理政中的“民本”思想。
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同样体现了民本和民主的
理念。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儒家则更注重“庶、富、教”的施政路线：先是“庶”
民，即人口盛众；然后“富”民，即生活丰裕，百姓小康；途径是“教”，达到“有教
无类，因材施教”
（《论语·卫灵公》），不仅如此，还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培育完整而丰满的人 格。
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b 中，从三个层面规划未来中国之崛
起，包括心理建设、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其中强调了国民素质。
“以我五千年文明
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
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c 孙中山试图以此实现国富民强、天下为公，最终进入
大同社会。众贤虽时隔三千年，却是体现了殊途同归的政治理念的文化渊源。
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共同创造了古希腊政治、文学、艺
术、哲学领域的非凡成就，并始终影响着西方文化与文明的方向。
“认识你自己”是
“三贤”对人性本质及其生命意义的思考。苏格拉底留下了“未经审视的生活是没
有价值的”这一理念；柏拉图在构想“理想国”时，把正义与公平作为重要话题来
讨论；而亚里士多德作为他们的学生，则成为了“休闲之父”。他认为，休闲对孕育
人性、修复人性、完善人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休闲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是
创造科学、哲学、艺术与宗教的摇篮——真善美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与知识、美德、
愉悦和幸福不可分离”d。它用“哲学王”e 境界探索人性的丰满和本真的生活。
“三
贤”的思想构成西方人文文化传统，即平等而正义的社会，奠定了震古烁今的思想
a

b
c
d
e

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概念，特指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之间，中国、印
度、古希腊、
“两河流域”相互独立地完成了结构相似的文明革命。在这一段时期，同时出现了孔子、孟
子、老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先贤者，这些思想在两千余
年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始终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建国方略》是孙中山于 1917—1920 年期间完成的三本著作的合订本，此三本著作分别是《孙文学说》
《实业计划》
《民权初步》。
这是《建国方略》之《孙文学说》之自序末尾的话，落款为“时 1918 年 12 月 30 日孙文自序于上海”。
托马斯·古德尔：
《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成素梅、马惠娣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22—34 页。
“哲学王”是柏拉图理想国的核心思想，主张哲学王政制，实现国家正义依靠国家顶层在智慧、理性与思
辨逻辑方面的能力。为了培养这种能力，需要提供人的休闲状态。他的学生亚里斯多德继承与发展了这
一理念，提出“休闲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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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当代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休闲思想是对古希腊文化传统的继承，是对人
性（“认识你自己”）最深刻的洞见，也是对当代人类社会理想作出的重要贡献之
一，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文思想的本质特征。尤以把“自由时间看作是财富整
个发展的基础”的思想，是对人类进步事业最本质、最深刻的认识。因此，西方学
者认为对“时间利用”关涉社会进步的一个高级规律的问题 a。于光远先生富有远见
地指出：
“自由时间增多孕育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规律。”b
“财富”与“富有”的本质，当且应当体现在人从物质层面向心灵层面过渡中所
担负的使命，只有在塑造人的文化价值系统和提升人的内生力量中，
“共同富裕”才
显现出理性和理智。
“共同富裕”在近现代社会中已具有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尤以先期进入现代化
的国家而言，探索“共同富裕”的道路也从未间断。遗憾的是，
“共同富裕”至今依
然困难重重。客观地说，资本主义的源起具有双重社会映像：一方面，资本主义
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对此，马克思也不曾否认，
“资产阶级在它统治不到
一百年的时间里面，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所有时代创造的全部的生产力的总和还
要多还要大”c。它对人类进步有极大的推动作用，甚至在社会财产分配的公平与公
正方面，要比此前的历史好得多。另一方面，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
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
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
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d。马克思通过这一历史现象，一方面洞
察了人的异化和改变过程的艰巨性，另一方面看到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人的解放和全
面自由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毋庸置疑，
“不平等”现象至今普遍存在，仍是一个世界难题。在过去的一二百
年间，西方的各种民权运动此起彼伏，为争取种族平等、性别平等、就业平等、薪酬
平等、受教育平等、福利待遇平等、休息权利平等方面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与抗
争。当然，不同的社会制度为了回应民众的呼声，尝试着作出各种改进，尽量缩小
不平等的程度。但是，不平等情势仍不乐观，甚至在更深层次上加剧了对财富的掠
夺和控制，诸如种族歧视、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城乡差异、科技解放了人力而自
参见 John Maynard Keynes，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Essays in Persuasion，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1963。
《论普遍有闲的社会》，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 页。
b 于光远：
c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05 页。
《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4 章。
d 参见马克思：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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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时间却成稀有物等等现象。
“富人可以收买教育改革方案、慈善机构、智库、立法
话语权、政治影响力，以及对其观念的无休止宣传。赢得竞选的手段通过金钱纽带
来配置的时候，距离金钱主宰政策也就只有一小步之遥了。”a 由此可见，当今的财
富不平等折射出更深刻的社会矛盾与冲突。

早在 2010 年代，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出版了《21 世纪资本论》b，通

过分析大量历史数据，揭示出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常态和固有现象，这项研

究证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先见性，质疑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各种
痼疾。
共同富裕表明一个社会经济基础所具有的丰厚程度，一方面，它含有物质基础
中的“财富”和“富有”；另一方面，它包含精神家园的富有，诸如思想自由、兴趣广
泛、爱好多元、创造能力、审美需求、生活快乐、公共服务、社会和谐等等。在马克
思看来，未来社会目标应有三个特征，即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物质的极大丰富，社
会每一个成员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程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当今“现实的人”
已是“解放的人”，开始向“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的社会阶段迈进。中国现阶段的国
情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正在向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过渡
和转变。这个判断标志着新的历史阶段、新的意志要求、新的发展规律的到来。但
是，这个阶段本身也存在诸多的不平衡、不平等现象，表明共同富裕之路的漫长与
艰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和理论认知。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中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信念和理想。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
思主义传播者，把共产党人的革命与奋斗目标定位于“最终让人们生活好起来”。
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方面论
证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需要的深刻道理，另一方面不忘对北京市民生活状况的社会
调查与观察。他形容当时北京市民生活：
“苦闷、干燥、污秽、迟滞、不方便、不经
济、不卫生、没有趣味……我们急切地要求一种新生活。”他亲自提出了“改良生活
的样本”，呼唤“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我把北京市民生活应该改良的地
方，捡那重要的，一条一条地写在下面……提出试办监督纳税、消费公社、多立图
书馆、劳工教育机关、公立医院、贫民学校、公共活动场所等二十项创造新生活的

希瑟·布西、布拉德福德·德龙、马歇尔·斯坦鲍姆编著：
《皮凯蒂之后：不平等研究的新议程》，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8 年版，第 110—112 页。
《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陈剑、余江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
b 参见托马斯·皮凯蒂：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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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措施。”a
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社会调查一样，这份“改良生活的样本”既是社会的
显微镜，又是社会的解剖刀，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人民大众的赤诚之心。李大
钊得出结论：
“所有革命，所有文化运动，最终的目的是让人的生活好起来。
”b 这表
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初始阶段对“人”与“生活”有着深切的关注。
作为新中国执政党的首位领导人，毛泽东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他的历
史使命是将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带进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让中国人民从此站立

起来”。毛泽东在 1955 年与工商界谈话时，在讲到合作社集体所有制的农民时，提
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并指出“是有把握的……自己要掌握自己的命运……”c

毛泽东时代是让国家在“一穷二白的一张白纸”上画出美丽图画的阶段。新中
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有一段话：
“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
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纱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
础就不强。
”d 这个时期，中国依靠国家意志力发展了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诸多
领域，但是，六亿人民的物质生活需求陷入了奇缺的境地，人们在购买基本生活用
品时，粮油都需凭票购买。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领袖也不得不“带头与全国人民一
起吃苦，他给自己定下‘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e。
在“同甘共苦”与“艰苦奋斗”中保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当年历史背
景中的“政治本色”，同时折射了整个国家在工业、农业、科技、教育等领域的落后
局面。尽管当时人们建设国家的热情高涨，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
“这个阶段的工
人阶级还没有能力来满足千万居民的一切需要”。毫无疑问，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
上层建筑的性质。

20 世纪的 70 年代末，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政策，最重要的标志是“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f。1978 年 12 月 18 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对内改
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从此开启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道路。中国

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当时，邓小平是国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1985 年 10 月 23 日，他在会见美国

企业家代表团时表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
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确立了“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大政方针。这是中国
《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载《新生活》1919 年第 5 期。
a 李大钊：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载《新青年》1919 年第 6 卷第 5 号。
b 李大钊：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c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
2013 年版，第 459 页。
d 同上书，第 32 页。
《毛泽东饮食二三事》，载《学习时报》2019 年 12 月 6 日。
e 陈银健：
f 参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载《光明日报》1978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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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的深刻含义是从阶级斗争，向现实中的“人”
“生活”
和开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新时代的转型。
在国家战略部署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被重视，同
时浮现出对人、人性、生活、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1984 年）发
布的公报中就有三段文字论及“生活方式问题”：
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会引起人们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而且会引起人们
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重大变化……在创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
体制的同时，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
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摒弃那些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东西……这
样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经济
体制改革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巨大力量。a
1987 年，在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中国经济建设总体战略部署中，确定了经济发展

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

步，到 20 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
到 21 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

本实现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提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即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
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党的十九大之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
更高要求，而且在富裕、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
长；新的奋斗目标也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与
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三次飞跃：
（1）证明了理论原则的正确性；
（2）
科学地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
发展战略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3）形成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b 这为整个国家从小康社会、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向
“共同富裕”的过渡奠定了思想、理论、物质和实践基础。

2021 年，习近平指出，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a 参见《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84 年 10 月 20 日。
，
“共产党员网”
，https：//www.12371.cn/2021/11/11/ARTI1636639221779189.shtml。
b 参见《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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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特征……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
富裕，总的思路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
裕……”a 这为共同富裕作了性质上的说明。同时习近平也强调：
“我国社会生产力
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但在城乡、区域、收入分配等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也
十分突出，这已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b

四、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同富裕”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其思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被人类实践不断证明
其深刻性与远见性，其在探察人、共同富裕、社会发展规律、实践哲学等方面为我
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尤其在休闲时间作为精神财富的价值、对人性的深度理
解、对把握社会发展新规律等方面的洞见，至今仍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首先，马克思主义历史逻辑在揭示人性方面，首先把“生活”作为历史唯物主
义的基础性概念提了出来，阐述了生活的本源性、本体性及“生活是一切历史的第
一个前提”的思想，告诉我们“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
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c，最终达到“发展人
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d。离开人类天性的财富追求，将使发展生产力失去意
义。任何以各种形式和名义的发展，若背离了现实的人与生活，就既背离了马克思
主义，也改变了发展的性质。
其次，马克思把“财富”定位于“时间的节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
最终取向，深化了“财富”与“富有”的内涵与外延。
“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
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
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
”e 马克思把时间利用关联
到消费结构、消费内容等方面，指出：
“消费直接体现生产目的……消费生产出了劳
动者的能力素质，……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
就等于发展生产力。
”f 这为“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了一脉相承的
历史逻辑文本。这一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即“时间利用”被认为是掌握社会进步
的高级规律的问题，
“自由时间增多孕育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规律”。这些思想需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载《求是》2021 年第 20 期。
a 习近平：
《十九大报告的新思想、新论断、新提法、新举措》，2017
b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刘江、张旭东、黄全权：
年 10 月 19 日；参见 https：//www.12371.cn/2017/10/19/ARTI1508395823669562.shtml。
c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8—219 页。
d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4 页。
e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6 页。
，第 225—226 页。
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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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被当今的“共同富裕”目标所理解和汲取。a
第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而系统的学说，具有不可分割性，其中的生活观、
休闲观、消费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逻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共同富裕的核心
价值。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应片面理解、断章取义、穿凿附会；更不能把
马克思主义人文思想剥离掉。当“全面自由发展的人”被视作未来社会的精神时，
意味着“人们有了充裕的自由时间，就等于享有了充分发挥自己一切爱好、兴趣、
才能、力量的广阔空间，有了为‘思想’提供自由驰骋的天地。在这个自由的天地
里，人们可以不再为谋取生活资料而奔波操劳，个人才在艺术、科学等方面获得发
展……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b。从这个标准加
以衡量“共同富裕”应当注重个人充分的发展，包括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
的协同发展，方可反作用于生产力。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政策
顶层设计、公共管理与服务理念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第四，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是在事实与真相中接近真理。这一思想方法将马克
思恩格斯的学术情怀和人文情怀深深植根于社会、生活、民众之中。他们一生中花
大量时间进行社会调查，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恩格斯花两年时间深入曼彻斯
特的工人阶级当中，体察他们的疾苦，写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马克思在

晚年拖着病体写出《工人调查表》，内含四大类近 100 个问题，其中研究劳动条件
的占 45%，研究工人物质状况和法律地位的占 35%，研究工人组织和合作组织的占

20%。c 这些问题对全面了解城乡男女工人的生活经济条件、身体条件、智力条件

和道德条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持。马克思说：
“关键时刻，我不能坐在大英博物

馆。”d 以上这些都表明社会实践和对人民大众的关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反对远离社会与生活源头的哲学杂技，反对缺少批判与
思辨的僵化哲学，他是带着批判与质疑在实践中不断超越自己。
“共同富裕”既是一
个理性目标，更是一种哲学实践行动。任何远离“现实生活”与“现实的人”的嚣浮
轻巧、阿谀奉承、夸夸其谈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和扼杀。e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卷帙浩繁，其中“现实的人”
“解放的人”
“生活是一切历
a
b
c
d
e

参见于光远、马惠娣：
《关于消费在社会生活、经济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对话》，载《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2 年第 9 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第 225 页。
马克思：
《工人调查表》，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250—258 页。
海因里希·格姆科夫：
《马克思传》，易廷镇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1978 年版，第 323 页。
马惠娣：
《马克思主义生活观：历史与现实》，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2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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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第一个前提”及“全面自由发展的人”构成马克思主义历史逻辑的主脉。这些
结论的得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劳动异化理论之中
的。马克思主义为“共同富裕”的人类目标，提供了有价值的、道德的、秩序的、可
持续的“人”、
“生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发展路 径。
“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理论预设，也是不同历史阶段的行动指南。从休闲哲学
的角度看，
“共同富裕”不能忽视当今社会中的消费主义和“科技双刃剑”的属性所
带来的问题。科技的发展看似解放了人力，增多了自由支配的时间，但现实情况却

恰恰相反，自由时间成了人们普遍的“稀有物”，诸如“手机控”
“996”
“内卷”
“喧嚣”
等现象，意味着“财富”本质的变形。而不合理的消费结构导致欲望膨胀上升与时

间资源浪费相叠加，降低了“劳动力内在力量”的生成。这种现象正在挑战“共同
富裕”中物质与精神发展的平衡性。
中国的“共同富裕”是人类总目标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须认清时代的特
性，以及当前人类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可预测性等要素，包括大自
然对人类的各种报复、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消失、局部战争等等。客观现实表明：
全球化、命运共同体、万物互联中的存在，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谁在这个世界上
都难独善其身。这也预示和预警“共同富裕”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任重
道 远。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方法中有这样一段阐述：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
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
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
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a 在此思
想方法下，全面理解和汲取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逻辑尤为重要。
（责任编辑：牛婷婷）

a

马克思：
《资本论》
（节选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二版跋。

·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