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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cred Family” is the first book that Marx and Engels wrote together and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during the process of Marxism got mature. We deepened the understanding of “true humanitarian” through the criticism of “Sacred Family”. And we got a clea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ue humanitarian” and “socialism”.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true
humanitarian” gets a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kn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ue
humanitarian” and “people-oriente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t has the advantage for us to rely on
the masses of the people to push history forward so as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development of people. It has advantages for us to build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and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It has the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t for the aim of implementation
development of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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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完成的第一本著作，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的过程当中具有非
常重要的历史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批判的批判”的批判加深了我们对其“真正的人道主义”
的认识。加深了我们对“真正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的理解。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在《神
圣家族》中的“真正的人道主义”思想对于我们理解其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之间关系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我们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向前发展，从而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
现。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真正的坚持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
的宏伟目标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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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道主义”在西方的历史长河里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就连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其实也带有
人道主义的色彩，但是在马克思看来青年黑格尔派的人道主义是“陈腐的人道主义”、“虚假的人道主
义”即：脱离群众的人道主义。鲍威尔只是加入了人道主义的潮流，只是染了人道主义的味道，而实际
上却是反人道主义的，是漠视群众生活和现实批判的[1] (p. 54)。人道主义不应是解决人的问题的虚假口
号，不应只是一种标签，不应是对人性的抽象解读，而应是对现实的人及其生存环境的关心，应该是人
的生存的各种问题的切实关注和解决[2] (p. 55)。也正是基于此，我们能够看到，马克思在《神圣家族》
中阐述的“真正的人道主义”不是抽象的人性论，而是具体的也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真正的人道主义”
真正就真正在其“唯物性”上，它注重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结合[3] (p. 118)。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
家族》的开篇序言当中就针对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得出了：“在德
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来说，没有比唯灵论和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4] (p. 7)的结论。马克思和
恩格斯就是要通过批判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帮助广大读者“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4] (p. 7)。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了和以前的一切哲学不同的观点：即，“真正的
人道主义”。也就是说，以人为中心，以现实的人为基础，追求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人道主义。
立足未来、关心群众的人道主义必须面对现实、关注现实。即：“真正的人道主义”必须真正面对现实，
真正关心群众尤其是贫穷的工人阶级，真正看到社会生活违反人性的根源[2] (p. 54)。反思马克思恩格斯
的“真正的人道主义”思想以及他们对“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对于深刻认识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以
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也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真正的人道主
义”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之间的关系。

2. 马克思、恩格斯“真正的人道主义”思想提出的背景
在写作《神圣家族》一书前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属于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当中思想比较激进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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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恩格斯在听了谢林的讲座之后发表了《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等著作在当时的学术界引
起了非常大的轰动。马克思在受到了费尔巴哈的思想的影响之后也逐步地认识到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有
其不合理之处。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逐步地认识到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离现实的土壤越来越远，青年
黑格尔派是在远离现实的“思想楼阁”当中寻找社会发展的答案，这对于当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绝对
难以接受的。这就为二人“真正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提出提供了主观思想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有着不同的成长生活经历，但是二人却都有着同样的对广大劳苦大众的同情。
马克思的父亲以及对他影响深刻的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先生都是主张和向往自由与进步的自由主义
者。这无疑对马克思产生了终其一生的影响。马克思从中学时代起就立志要为“人类的幸福”而战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所收马克思最早的著作是他 17 岁(1835 年)在特利尔中学毕业考试时所写的论文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在这篇论文当中少年马克思已经注意到了要把“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
劳动的职业”作为自己的责任，他已经认识到个人职业选择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关系，指出“在选择职业
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这一指针和选择使马克思从精神上和
方向上决定了他自己的一生。他极其认真负责地使用了一个人所可能有的最尊严的自由选择的权利。恩
格斯出身于英国的资产阶级家庭，但是他是一位充满了激情的英国少年，他不满足于父亲对他的要求去
经商发财，而更愿意为了广大劳苦人民群众的自由解放奉献自己的一生。身处商业发达的英国使得恩格
斯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这就使他切身的体会到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是身处于水深火热
之中。同时由于参加了英法两国的工人阶级革命斗争，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工人阶级创造历史过
程当中所迸发出来的无穷力量，他们从此脱胎换骨和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
有着不同的出身和成长环境但是两个人都有着同样的价值追求目标，那就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而工作。
这就为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撰写《神圣家族》并提出“真正的人道主义”思想奠定了共同的价值追求。

3. “真正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所致力于完成的任务就是整个人类的解放与幸福。在《神圣家族》开篇的序言
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声明：“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来说，没有比唯灵论和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
的敌人了。它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并且同福音传播者一道教诲说：“精神
创造众生，肉体则软弱无能。”[4] (p. 7)。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真正的
人道主义”就是针对青年黑格尔派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纯主观主义的“虚假的人道主义”所提出来
的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深刻的认识到青年黑格尔派所理解的人是指他们自己即“精神的人”，“精
神”对于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来说是纯粹的“有”而群众在他们眼中则是绝对的“无”。从《1844 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到《神圣家族》我们可以看出“人道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影
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致力于为了全人类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都是围绕着“真正的人道主义”思想
来进行的。因此，我们研究“真正的人道主义”必须明确其主体、客体以及其实现途径。

3.1. “真正的人道主义”的主体
在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由于在“不食人间烟火”的“纯哲学”的研究中“不接地气”和脱
离群众所以不可能找到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他们只能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当中从事他们的变革社会
现实的“伟大历史使命”。他们宣称：“到现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的伟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
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他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换句话说，这些活动
必然得到悲惨的结局，是因为作为他们的基础的思想是这样一些观念：它必须满足于对自己的全面了解，
因而也就是指望博得群众的喝彩。”[4] (p. 102)。青年黑格尔派将群众指责为历史发展的桎梏，认为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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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了历史的发展。他们已经堕落为资产阶级的“辩护士”。在他们看来，群众不但不是历史的创造者
反而是把历史“搅黄”的“乌合之众”。在青年黑格尔派看来只有“批判的批判家”才有资格谈论历史
和开创历史。宇宙之中唯一存在的就是那个大写特写的“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则完全相反，他
们认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是粗糙的物质生产，而不是人的精神，不是人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不能在“天上
的云雾中”寻找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
量的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能否满足革命群众利益需求是资产阶级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他们回应批判
道：“如果说革命是不成功的，那么，并不是因为革命“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并不是因为它引起
了群众的“关怀”，而是因为对于不同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群众来说，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他们的实
际利益，不是他们自己的革命原则，而仅仅是一种“观念”，因而也仅仅是暂时的热情和表面的热潮之
类的东西。”[4] (p. 104)。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深刻的认识到了群众在历史创造过程当中的重要
地位和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正是产业工人阶级才有可能全面发展并获得“自由个性”，而这种具
有“自由个性”的人格养成，才有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组织形式“自由人联合体”合格成员的可能。
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说道：“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致顺利的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
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4] (p. 103)。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
心目当中“真正的人道主义”的主体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而不应该是思
辨的哲学家们。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而且他们的革命也是最彻底的。正是这些人
们在现实社会中已经完全失去了“人的外观”，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再供他们失去的东西，也正是由
于这个原因他们才是变革社会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
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4] (p. 104)。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物质生产上认为人民群众才是
历史的创造者，而且在“精神”领域也认为人民群众优越于青年黑格尔派。他们说：“批判的批判什么
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4]这些
都深刻的表明了“真正的人道主义”不是从人的“纯主观”出发去寻找变革社会的力量，而是和青年黑
格尔派相反，以“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为主的群众成为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

3.2. “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客体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是青年黑格尔派成员，都是黑格尔的忠实“粉丝”。他们之所以当时积极参
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是因为青年黑格尔派在退化为“自由人”之前曾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他
们利用并发挥了黑格尔哲学中的革命性方面，旨在维护主体的自由、平等和尊严，要求在当时的普鲁士
德国进行英法式的启蒙，重新兴起对政治自由的肯定，并对宗教和封建专制制度采取了理性的批判态度，
表现出了明显的激进民主主义倾向。但借此，马克思却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看到了青年黑格尔派
自我意识哲学中的形式主义和绝对主观主义因素，而这又是脱离现实和背离激进主主义思想路线的。”[5]
马克思恩格斯越来越认识到将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在现实
上不仅不能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而且还会将群众带入更加黑暗的深渊。在理论上鲍威尔的“自我意识”
哲学也是在开哲学发展的“历史逆行车”。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不过就是对黑格尔的“客
观唯心主义”哲学进行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改造。在“纯思辨”哲学家那里自我意识作为实体的自我
意识，不是现实的人的属性而是独立的主体，现实的人倒成了自我意识的属性[5]。马克思在《神圣家族》
中阐释了“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客体到底是思辨的“自我意识”还是“人的本质力量”。毋庸置疑，马
克思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了他的“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客体。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以人为根
本，强调人的价值，肯定人的尊严，赞美人的自由和幸福，追求人的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也一样讲求人
的自由和解放，讲人的价值和尊严，讲人的全面发展[6] (p. 128)。以广大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群众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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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追求自身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显然青年黑格尔派极力的反对到世俗当中去寻
找推动社会发展的本质力量，而主张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去寻找。批判认为“批判是绝对精神，而他自己
是批判。批判的因素被排斥于群众之外，同样，群众的因素也被排斥于批判之外。所以批判认为自己并
不是通过群众体现出来，而仅仅是通过一小撮杰出人物即鲍威尔先生及其门徒体现出来。”[4] (p. 109)。
批判家们标榜改造世界应当是他们头脑中的事业，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大脑的活动。认
为只要消除了人们“意识”中比较不好的影响社会就会变得和谐美好，这是典型的乌托邦思想。群众则
认为改造世界的任务只能在现实的尘世当中才能进行，也因此只有在现实当中对世界进行改造才有可能
获得成功。“公式除了公式便什么也没有。……他是一个老太婆，而将来仍将是一个老太婆；它是年老
色衰、孀居无靠的黑格尔哲学。这个哲学擦脂抹粉，把它那干瘪的令人厌恶的抽象的身体打扮起来，在
德国的各个角落如饥似渴地物色求婚者。”[4]。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的本领不是揭露被掩盖
的东西，而是要掩盖已被揭露的东西。”[4] (p. 69)。所以“真正的人道主义”以“人的本质力量”也就
是说一切都应该以最大限度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为基本的准则[7]。我们不能仅仅在观念上萌生改变世
界的想法，必须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上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3.3. “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实现
马克思借助于批判布鲁诺阐明了群众史观、实践立场，而群众史观和实践立场就是“真正的人道主
义”，但是“真正的人道主义”不仅是理论还是一种实际的活动，即实践。对于鲍威尔而言，消除马克
思所说的人的“异化”只要在观念上有消除异化的“想法”就可以了，对现实的超越只要有超越现实的
“想法”就可以了，但问题的关键是，财产、资本、雇佣劳动等绝不是思辨的幻想，而是人的自我异化
的现实的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逐步的认识到脱离实践的“自我意识”哲学
不能实现真正的对人的关怀；脱离人民群众的“英雄史观”的思想也不能为人民找到一条适合社会发展
的正确道路；用马克思反对鲍威尔的观点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扬弃人的自我异化，实现人向
人的本质力量的复归就绝对不能停留于观念上的扬弃，甚至不能是现代社会内部的某种修整，而必须是
通过改变现实状况的现实的社会革命，也即是通过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才能实现。
革命的主体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目标是消除人的自我异化，实现人们
之间普遍的自由和平等。”[5]。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的认识到了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完全将“思想”和“实践”脱离开来，他们认为
只有在人们的思想当中才能完成相应的革命。马克思认为鲍威尔及其门徒们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辩
护士”，他们不能找到真正适合社会向前发展的正确道路。残酷的社会现实已经告诉我们“思想”上的
社会改造只能给无产阶级和社会上绝大部分劳动者带来越来越严重的贫困和不公正。单靠思想上的改造
明显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表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
丑。”[4] (p. 103)。革命如果想要获得成功就一定要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结合起来；必须把革命的
理想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结合起来而且是真正的结合起来；把宣誓主义和解决问题结合起来。离开实践的
“纯思辨”哲学会在历史面前“出丑”，同样离开理论指导的“纯直观”的实践也不会有力的推动社会
的进步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和《神圣家族》当中已经发现：“有产阶级和无
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是有产阶级在这种异化当中感觉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他把这种异
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的过程当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当中则
感觉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地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这个阶级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
在被唾弃的状况下对这种状况的愤慨，这个阶级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愤慨，是由于它的人的本性和他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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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断然的、全面的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4] (p. 44)。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对立统
一的关系，可以说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天生的“伴侣”和天生的“敌人”。有产阶级的产生带来了无
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同时有产阶级也带给了无产阶级越来越沉重地压迫。有产阶级在他们生活的社会当
中是“财产”的绝对的占有，而无产阶级只有对“贫困、灾难、流浪、乞讨”等绝对的占有。这也就决
定了无产阶级在被“唾弃”的情况下，在已经失去了人的“全部的生存外观”的情况下必然会“揭竿而
起”。因为无产阶级除了贫困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继续失去了。那么为了实现“真正的人道主义”的
社会发展目标在无产阶级那里就是“革命领袖带领人民通过社会革命等暴力手段推翻资本主义的雇佣劳
动制度，扬弃在资本压榨下令人沮丧的‘失乐园’的‘悲惨世界’，在否定之否定的层面上构建人民当
家作主的‘复乐园’的幸福生活”[1]。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为社会的变革
开出的是不同的药方：一个是改造社会现实处境与社会现实，一个是改造人的主观世界与人性。神圣家
族的成员们认为想要改变不公正的社会现实只要到人们心灵的深处进行改造就可以完成。马克思和恩格
斯则认为现世的幸福只有到现实的实践改造中才能实现，造成人性阴暗和人生痛苦的原因在于畸形的社
会现实，因此寻求人民幸福的药方，也应该在改造现实关系的过程当中觅得。所以，想要寻求人类的真
正的解放就要到人民群众的实践当中去寻找而不能停留在“纯思辨”的哲学论争方面。要实现“真正的
人道主义”就要依靠活生生的、现实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

4. “真正的人道主义”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联系
《尚书》曰：“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
轻。”可见“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我国的传统的治国理政的传统思想当中古已有之。但是在当时的封建
中国实现“以人为本”是一种“痴人说梦”。历史是一面镜子，放眼全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无论是在
战火纷飞的动荡时期还是在经济建设和平发展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
始终不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提出“以人民为本位”的思想；改革开放
中，邓小平提出一切政策都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
应”为标准；江泽民同志在世纪之交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21 世纪初，胡锦涛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
义和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
本”，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可以说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当中阐述的“真正的人道主
义”在当代中国的真实写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主体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以人为本”
的科学发展观坚持的就是要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主体推动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人民群众为实现“中国梦”的坚定力量。以人民群众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宏伟目标的主力军。这和“真正的人道主义”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思想相一致。“以人为
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客体追求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强调人是
一定环境和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
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4]。马克思恩格斯
追求的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而不是仅仅在“自我意识”当中去完成改造社会的任务。“以人为本”
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在当代中国营造适合在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从而促进
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和“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客体
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吻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实现途径也和“真正的人道主义”相一
致。都是让人民群众实现真正的当家作主，在社会生产实践当中创造历史，推动历史不断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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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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