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3
2017 年 11 月
第 6 期 专题研究

收稿日期: 2017 － 04 － 10

作者简介: 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① 参见俞吾金: 《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学术月刊》，2009 年第 10 期。
② 参见段忠桥: 《历史唯物主义: “哲学”还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学术月刊》，2010 年第 2 期。
③ 参见邓晓芒: 《“柯尔施问题”的现象学解: 兼与徐长福先生商榷》，《哲学研究》，2005 年第 2 期; 张廷国、梅景辉: 《历史

唯物主义是什么意义上的“实证科学”: 由俞吾金教授与段忠桥教授之争所想到的》，《学术月刊》，2010 年第 2 期。
④ 参见徐长福: 《求解“柯尔施问题”: 论马克思学说跟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哲学研究》，2004 年第 6 期。

唯物史观: 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

吴 英

(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摘 要: 近一个时期以来，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逐渐被边缘化。因此，重树唯物史观在历

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成为我国史学界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通过对马克思创建唯物史观初衷

的考察、对唯物史观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考察，以及对唯物史观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

接受检验并发展自己的考察，阐明唯物史观是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具有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的科

学本性。与此同时，有鉴于唯物史观所建构的对人类社会的系统认知体系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规

律，它同样具有历史哲学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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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1 世纪初开始，哲学界就唯物史观的学科属性展开争论。大体存在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

为，因为哲学是研究“存在”的学问，实证科学是研究“存在者”的学问，而唯物史观是以存在尤其

是社会存在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因此唯物史观是哲学; ① 第二种观点认为，鉴于唯物史观是从现

实中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在一定条件下实现发展的人出发，去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

考察方法，因此唯物史观是真正的实证科学; ② 第三种观点认为，唯物史观既有哲学的内容( 即逻辑

前提) 、又有实证科学的内容( 即事实前提) ，所以唯物史观既是哲学、又是实证科学。③ 此外，还有

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有一个从哲学向科学的转化过程，④ 但这种观点实际可以归类于前述的第二

种观点。
纵观这些论争，大体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是在概念界定上，这些学者要将唯物史观予以归类，

但又大多未能给出清晰的概念界定，而是予以模糊处理。例如，将哲学等同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

辨哲学，将实证科学等同于以孔德为代表的运用归纳方法的实证方法。并且绝大多数学者明显地将

哲学与实证科学对立起来，尽管有学者认为唯物史观既有逻辑前提、又有事实前提，所以唯物史观

既是哲学、又是实证科学，但其中暗含的还是将哲学和实证科学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学科。因为，

逻辑前提和事实前提是两种无法统一的属性。但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明显超越了思辨哲学和实证

方法，实现了逻辑的与历史的完美统一，由此使唯物史观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二是囿于学科特

点，学者们更多是从经典作家的论述出发在概念之间转换，而没有能够从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对一

些具体问题的考察来体会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特征，并由此来对唯物史观做出学科定位。
厘清唯物史观的学科属性，对坚持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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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来，史学界未能在唯物史观的学科属性上进行充分的研讨、并予以厘清，所以绝大多数史学工

作者都将唯物史观归属于哲学范畴，而回避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发展进行细致的研究工作，致使唯

物史观变成教条、甚至套语。在明显同经验事实发生矛盾时，不是对唯物史观做重新阐释和发展，

而是无视事实，继续教条地坚持。由此我们也就忘记了经典作家的告诫，① 将唯物史观由方法变成

教条，导致的后果就是一些西方史学理论登堂入室，成为许多史学工作者用来指导历史研究的理

论，而唯物史观则被边缘化。由此可见，要重树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必须首先厘清唯物史观的学

科归属，在此基础上根据经验事实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做出检验和发展，对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

做出更全面的阐释，使唯物史观真正成为与时俱进的、发展着的理论，成为对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

具有解释能力的理论。这样，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的指导地位才能实现、而不再是套语。我们认为，

唯物史观是实证科学，它能够根据经验事实的变化做出与时俱进的发展，这也是唯物史观的生命力

所在。

一、唯物史观是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

以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这一经验现象为研究对象，成功地揭示出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在规

律，使唯物史观成为一门经验的或实证的科学。正如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做出的经典概括所揭示的，

唯物史观乃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②

回顾马克思创建唯物史观的初衷，既是不满于思辨哲学脱离经验事实、进行纯粹概念推演，并

断言意识的变化是人们物质活动变化的终极原因的方法和立论，同时也是受自然科学的影响，立志

要创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以经验现象为对象，进而揭示研究对象内在规律的实证科学的抱负。
马克思很早就表达了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的不满。例如，他在 1844 年写作的《神圣家

族》中指出: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在批判的历

史中，事情当然必定是以另一种方式发生的，批判的历史认为，在历史活动中重要的不是行动着的

群众，不是经验的活动，也不是这一活动的经验的利益，相反，‘在这些活动中’，‘重要的’仅仅

是‘一种思想’”。③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继续对这种思辨哲学展开批判。④ 正因为不满

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所做的这种脱离经验事实的形而上学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

提出了消灭哲学⑤或哲学成为多余⑥的提法。当然这里哲学是指黑格尔那种思辨的或形而上学的哲

学。正是不满于当时流行的这种脱离经验现象、以概念推演为对象的哲学研究，马克思将研究对象

转向了活生生的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自然科学高歌猛进的时代，受自然科学的影响，马克思很早就萌生了要将

研究人的学问做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学问的想法。早在 1843 年，他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摩塞尔记

者的辩护》一文中就指出，“一旦证明这些关系必然会产生某个事物，那就不难确定，这一事物在何

种外在条件下必定会现实地产生，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即使已经有了需要，它也不可能产生。人们在

确定这种情况时，几乎可以像化学家确定某些具有亲和力的物质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必定会合成化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恩格斯曾经告诫说: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

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91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5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87 页。
马克思指出: “在这种情况下，从人的概念、想象中的人、人的本质、人中能引申出人们的一切关系，也就很自然了。思

辨哲学就是这样做的。黑格尔本人在《历史哲学》的结尾承认，‘他所考察的仅仅是概念的前进运动’，他在历史方面描述了‘真正的

神正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53 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0 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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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那样，做到准确无误”。① 这清晰地表明，马克思要探求像化学现象所具有的必然性的那种社会

现象的必然性。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更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思想。② 当然，那时由

于将人的学问变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唯物史观———尚未形成，所以确立一门

像自然科学那样科学的关于人的学问还只是一种理想。
随着《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标志着唯物史观诞生的著作问世，马克思充满信心地宣告: “我们

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

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③而且马克思强

调有关人的科学是真正的实证科学: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

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

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

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④

可以说，马克思的毕生思想都贯穿着这种要把关于人的科学建设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以人类社

会生活实践这一经验现象为研究对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的科学精神。这表现在马克思在自己各个

时期的著作中使用了大量形容词“科学的”，其意在于表明要对研究对象做出科学的研究。⑤ 马克思

甚至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⑥

二、唯物史观通过经验实证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对经验事实的研究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这是马克思创建揭示人类社

会发展内在规律的实证科学的目标设定。对此，连马克思的批评者都承认，像考夫曼就指出: “在

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

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个规

律。在他看来，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

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⑦马克思的确揭示了人类

社会的发展规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

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⑧

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究竟是怎样通过对经验事实的研究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呢? 恩格

斯曾予以明确提示，“18 世纪综合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现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

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在联系。无数杂乱的认识资料经过整理、筛选，彼此有了因果联系; 知识变

成科学”。⑨ 由此可见，这种规律正是在对经验事实进行整理、筛选的基础上，抽象出其中的因果

规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363 － 364 页。
马克思指出: “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 这将是一门科学”。参见《马克

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94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16 页脚注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26 页。
例如在总结自己研究方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

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 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

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

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出版，第 592 页。
［法］保尔·拉法格等著，马集译: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7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01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87 － 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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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首先要做的工作是确定有关研究对象的经验事实，然后确认这些事实

之间的因果联系。确定经验事实的研究是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研究对象因果联系的第一步，但却是非

常重要的一步，因为如果事实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话，那么整个大厦都将建立在不牢固的基础之

上，不可能坚固，也就不可能经得起检验。所以，经典作家为了获得真实有据的事实付出了巨大的

艰辛。马克思的女婿、法国革命者拉法格回忆马克思说: “他从不满足于间接得来的材料，总要找

原著寻根究底，不管这样做有多麻烦……。参考原始资料的习惯使他连最不知名的作家都读到

了。”①“即令是为了证实一个不太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大英博物馆去一趟”。所以，“反对马

克思的人从来也不能证明他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论证是建立在受不住严格考核的事实上

的”。②

在充分占有事实的基础上，马克思开始探求事实之间因果联系的艰苦工作。当时，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流行的实证研究方法是对经验事实进行单层次的归纳，比如像“天下乌鸦皆黑”这样的命题

就是由对乌鸦羽色进行观察所做出的概括。但是很早就有学者，像休谟等人指出了归纳方法的致命

缺陷所在，因为其中存在着从“我观察到的乌鸦的羽色是黑色的”命题向“天下所有乌鸦羽色都是黑

色的”命题的非理性过渡。正是因为很难做到完全归纳，所以归纳得出的结论并不能保证一定为真，

而且在现实中往往能够找到反例，对这种结论予以证伪，像人们已经发现羽色是白色的乌鸦，证伪

了“天下乌鸦皆黑”这样的命题。
唯物史观超越了这种单层次归纳的方法。它并未停留于事物的表象，而是深入到现象背后探寻

其中的因果关系，这是唯物史观的深刻之处。马克思强调: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

各种发展形式”，然后才能做到“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③ 科学的任务就是“把看得见的、只是

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④

通过对唯物史观一些研究结论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唯物史观是在单层次归纳的基

础上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层次因果关系的揭示; 它的表述方式不是全称判断式的，而是因果条件式

的。还以“天下乌鸦皆黑”这一命题为例，这种由单层次归纳所产生的命题很容易被证伪，但如果我

们找到决定乌鸦羽色的因果关系，那就会改变这种不利状况。科学家的研究发现，决定乌鸦羽色的

是某些染色体的排列，当这些染色体的排列呈某种类型时，乌鸦羽色是黑色的; 当染色体的排列呈

另一种类型时，乌鸦羽色是白色的; 当然还可能发现其他羽色的乌鸦，同样可以由染色体的排列来

解释。由此可见，揭示因果关系的深层次归纳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其表述方式不是全称式的判断

而是因果条件式的判断，即当染色体呈某种类型的排列时，乌鸦羽色是黑色的; 当染色体呈另一种

类型的排列时，乌鸦羽色是白色的……。第二，这种内含因果关系的归纳不可能被反例证伪，而且

一旦发现新的反例，会使因果关系的内涵更加丰富。第三，对研究对象的深层因果关系的揭示往往

是从寻找反例开始的，因为没有反例的发现，就很难通过比较发现其中所蕴含的因果关系。
下面我们结合一些具体研究来说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因果关系。
首先看有关后发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以俄国为例写作了一系列文献。⑤ 归

纳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认为，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

可能性都存在; 如果条件具备，俄国就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而直接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 如果

条件不具备，那它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根据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将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

①

②

③

④

⑤

拉法格等著: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 11 页。
拉法格等著: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 11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21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48 页。
这些文献包括: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里奇的复信》( 包括初稿和复信) 和《共产党宣言》1882

年俄文版序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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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概括为: 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对农村公社进行民主化改造，有挽救农

村公社的革命。① 再看有关利润率变化问题的研究。马克思认为，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生产机械

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不变资本相比可变资本会逐渐增加，由此推断出利润率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但

与此同时，马克思又列举一些可能会抵消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条件，像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不变资

本诸要素变得更便宜、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加、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之下、对外贸易、股份资本

的增加等等。当促使利润率下降的因素的作用力大于促使利润率提高的因素的作用力时，利润率会

下降; 反之，利润率会提高; 当两种作用力相等时，利润率保持不变。
由此可见，唯物史观揭示的是内含因果关系的可以做条件式表述的规律，其结论随着客观条件

的变化而变化。而这些客观条件的确定都是在经验实证研究中逐渐完成的。这也是马克思之所以坚

持关于人的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两者是同样科学的原因，根据就在于他认为两者都揭示了各自研

究对象的因果关系。
唯物史观并未止步于揭示不同条件或原因导致不同的结果。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她进一步对

原因本身做出考察，区分出处于不同层次的原因，尤其是揭示出基础性的或终极性的条件或原因。
马克思所确定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或最终极的原因，是人们要生存就必须从事物质生产活

动，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存在的现实前提。② 正因为无法否认为了生存就必须吃喝住穿，

所以也就无法否认必须进行生产劳动来满足吃喝住穿的需要，由此也就无法否认人类的物质生活、
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发展和演变都是以生产劳动为起点和源头发生的，而且是必然要发生的。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

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③ 由此可见，劳动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力

和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发展和演变。所以，恩格斯强调唯物史观是“在劳

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④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中有大量论述表层现象要到基础存在中寻求原因的论断，像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经典概括所表述的: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

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

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

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

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

识”。⑤ 而且不仅在理论表述中如此，在对事实分析和对错误认识的反驳中更是如此。⑥

正因为不是那种不管条件如何变化、结论总是相同的全称判断式的归纳研究，而是揭示不同条

件导致不同结果的条件式判断的因果研究，所以唯物史观必然是一种经验实证研究，它要不断对新

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研究，然后同之前的研究对象进行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的共性和个性所在，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吴英: 《马克思的两种社会主义理论及其现实意义》，《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5 年第 1 期。
马克思强调: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 人们为了能

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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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

切历史的基本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31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20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13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591 页。
如马克思指出: “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

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

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这样就不

能超出庸俗的见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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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产生这种共性和个性背后的因果关系。

三、唯物史观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接受检验并获得发展

唯物史观既然是一门实证科学，就要求它一方面必须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大自己从经

验研究中抽象出结论的适用范围; 另一方面要求它随着经验研究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不断修正或

完善原来的结论。而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理论上予以论述，并从实践中予以践行的。
马克思首先从理论上论证，作为实证科学，唯物史观必须不断接受历史和现实中新获得经验的

检验。马克思指出: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

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

性。”①恩格斯同样肯定了理论假说需要实践检验的观点。②

从实践上看，马克思一生都在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从地域和时段而言都是如此。从地域

方面看，由于受自己研究对象和当时科学发展的制约，马克思在 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之前更多地将

研究注意力集中于西欧社会，而对西欧以外的社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从 19 世纪 50 年代革命低

潮时期马克思转向学术研究到 19 世纪 70 年代，马克思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努力探

索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并用剩余价值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必然向

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律。这种经验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西欧资本主义已经获得发展的社会。到 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一方面由于俄国国内有关社会发展道路争论的现实问题需要马克思做出回答，另一方

面由于这一时期人类学的发展已经产生出一批能够对非西方社会做出深入研究的成果，所以马克思

停下了整理《资本论》第 2、3 卷的工作，在 1879 年到 1881 年写作了人类学笔记，③ 将研究范围扩大

到西欧以外的社会，尤其是东方社会。从时段方面看，同样由于受研究对象和科学发展的制约，马

克思主要关注于资本主义社会，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缺乏深入的研究。为了完整揭

示人类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规律，马克思在 19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写作了历史学笔记，④ 内

容主要是公元前 1 世纪初到 17 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国家的政治事件。
在从地域和时间上扩大自己研究范围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在不断修正和补充自己原来得

出的结论，由此也验证了恩格斯所强调的“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⑤的论断。例如，马克思和

恩格斯在写作《共产党宣言》时对原始社会还没有了解，所以他们当时做出的判断“至今一切社会的

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有缺陷的。后来通过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著作了解到在阶级社会产

生之前存在着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他们便根据新的历史事实修正了原来的判断，恩格斯在 1888 年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00 页。
例如恩格斯指出: “布丁的滋味一尝便知。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的感性知觉

是否正确便受到准确无误的检验。如果这些知觉是错误的，我们关于能否利用这个事物的判断必然也是错误的，要想利用也决不会

成功。可是，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发现事物符合我们关于该事物的观念，并产生我们所预期的效果，这就肯定地证明，在

这一范围内，我们对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觉符合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第 506 － 507 页。)
人类学笔记又称民族学笔记，是指马克思研读科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摩尔根

的《古代社会》、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佐

姆的《法兰克人法和罗马法》、道金斯的《不列颠的原始人》等著作写下的笔记。
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研读施洛塞尔的 18 卷本《世界史》、博塔的《意大利人民史》、科贝特的《英国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

史》、休谟的《意大利人民史》、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史》、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塞居尔的《俄国和彼得大帝史》、格林

的《英国人民史》等著作写下的笔记。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第 5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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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中加了一个注来限定这一判断的适用范围。①

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以新的经验研究来检验自己已有的学说和观点，或者完善或者

修正它们。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坚持认为，唯物史观是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当然，唯物史观并

未止步于经验归纳，而是深入探究经验归纳背后的因果关系，从而得出深层次的因果必然性判断。
这种判断是条件式的，而且各种原因在不同层次上存在; 唯物史观坚持做深层次的因果关系追溯，

由此把握住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那就是满足人们物质生存需求的物质生产活动。正是在这

种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产生了生产关系( 或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等不同层次的因果关系。这乃是

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在 19 世纪研究他们所处的现实社会得出的成体系的理论在进入 21 世

纪仍然具有其适用性的方法论意义所在。

四、在揭示人类社会演进规律的意义上，

唯物史观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历史哲学

俞吾金教授肯定唯物史观是哲学的论断是依据两位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个人标准做出的。这两

位学者分别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前者认为，实证科学不探讨人生的意义，而哲学是探讨人生意义

的，而唯物史观肯定是探讨人生意义的，所以是哲学、不是实证科学。后者认为，哲学是关于“存

在”的学问，而实证科学是关于“存在者”的学问，而唯物史观明确表明自己是关于“社会存在”的学

问，所以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我们同意俞吾金教授有关唯物史观是哲学的论断，但不同意他

做出这种判断的依据。根据有三: 一是俞吾金教授提出的界定哲学或实证科学的标准是否具有普遍

性，胡塞尔或海德格尔的标准是不是学术界普遍接受的标准? 我们查阅《辞海》会发现，它对哲学的

定义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 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 的根本观点的体系。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

概括和总体”。相比胡塞尔或海德格尔，《辞海》的定义应该是更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这应该是

确定无疑的。根据《辞海》的定义，谁能否认唯物史观是有关人类社会的总体性知识。很多西方著名

学者都承认唯物史观是一种历史哲学。像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就认为: “今天仍保留着生

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甚至包括对马

克思主义的分析抱有不同见解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交口称誉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他们产生的

巨大影响，启发了他们的创造力。……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历史哲学，它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

明显的影响。”②二是俞吾金教授提出的哲学研究的“存在”和马克思提出的唯物史观研究的“存在”是

两个不同的概念。俞吾金教授所说的“存在”是指人生的意义; 而马克思所说的“存在”是指“人们的

现实生活过程”，③ 生活过程当然包括人生的意义。从这个标准看，唯物史观当然也是一种哲学。
三是唯物史观不仅研究人生的意义，而且提出了研究人生意义的正确路径。人生意义或价值是在人

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从唯物史观有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看，研究人生的意义自

然需要剖析其所在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不同时期人们追求人生意义的变化也需从现实生活，尤

其是经济基础方面加以剖析。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人们对更高层次需求

的追求是以满足较低层次需要为基础的，其中生活价值的自我实现是要在依次满足生理需求、安全

①

②

③

注的内容是: “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 1847 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
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公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起源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

农村公社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到爱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

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

此对立的阶级。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曾经试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886 年斯图加特第 2 版) 中加以探讨。”( 《马克思

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31 页。)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61 页。
原文为: “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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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的。
我们曾经专门论述过哲学是科学的问题，“哲学应该是在世界最高的普遍层次上研究本体论、

方法论和认识论，并揭示其普遍规律的一门总体科学”。① 也就是说，一种理论既可以因为是对经

验事实的概括而成为实证科学，也可以因为它同时揭示了研究对象的普遍规律而成为一门哲学。唯

物史观正是在这双重意义上既是实证科学、又是哲学!

责任编辑: 宋 鸥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Ｒeal Empirical Science

WU Ying

(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006，China)

Abstract: Over a period，the statu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historical research has gradually marginal-
ized． Therefore restoring its guiding status in historical research becomes an important subject for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rough exploring the original intent of Marx in creat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exploring his-
torical materialism having revealed the law o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by means of empirical re-
search，and explor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ceiving inspection and developing itself，this article argues th
a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a real empirical science and has scientific nature of constant development with the
change of the times． Meanwhile，given the cognitive system of human society whic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built reveals the law o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it also has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philosophy．
Over a period，the statu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historical research has gradually marginalized. So resto-
ring the guiding statu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historical research becomes an important subject for Chi-
nese Historiography. Through exploring the original intent of Marx in creat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explo-
r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ving revealed the law of human society development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and explor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ceiving inspection and developing itself，this article clarifi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a real empirical science and has scientific nature of constant development with the change of
the times. Meanwhile，Given the cognitive system of human society whic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built re-
veals the law of human society development，it has similarly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philosophy.
Key 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mpirical science; philosophy

① 庞卓恒、吴英: 《什么是哲学? 什么是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0 年第 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