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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学术
研讨会暨《马藏》首发仪式近日在北京大学举行。活动发布了由北
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编纂，系统呈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
播、接受和发展的历史文献典籍———《马藏》的第 1部第 1卷至第 5
卷，共收入 1894 年至 1903 年间出版的著作、译著类文献 28 本。
目前，《马藏》已列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并获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支持。

会上，相关专家学者各抒己见，从不同角度解读《马藏》编纂的
学术价值和意义。

《马藏》编纂不同于一般的典籍集成，注重的是思想的过程。思想的意
义不只在于既成思想的集合，还在于思想历史过程的集合。在思想的历史
过程中，才能映现思想的实践影响力、理论感召力和社会推动力。

厘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发展
姻本报记者 韩天琪

栏目主持：韩天琪

学术速递

徐晓旭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蛮族人”是希腊人对一切非希
腊人的统称，是他们建构的与“自
我”构成二元对立的“他者”。这是古
风时代伊奥尼亚人的一项发明。伊
奥尼亚人是在与外族相遇的情境中
开始将外族他者化的。希波战争后
涌现的各类蛮族意象几乎均属“雅
典制造”。希波战争、雅典民主、奴隶
制等因素是大量制造蛮族的主要动
力。大量制造的结果是，“蛮族人”作
为对所有非希腊族群的蔑称，最终
为所有希腊人所熟知。

———《创造蛮族: 古代希腊人建
构他者新探》，载《武汉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 02 期

胡振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

文学公共领域是解读 18 世纪欧
洲启蒙运动的一个有益视角。启蒙
运动一方面是对以人为本的个人主
体性的强调，另一方面是对理想社
会公共性的期待。启蒙运动的这两
个核心要素分别融入 18 世纪作者
文本创作、作品流通、读者阅读的实
践之中。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公共性
的互动主导了由作者、作品、读者三
者参与的实践话语，它们的语言交
往行为是公众舆论发展及公共领域
形成的依托。作者—作品之间的文
本生产关系、作者—读者之间的文
学批评关系，这两者的互动成就了
公众舆论实践话语，在这种语言交
往行为中，文学公共领域得以形成。
文学公共领域借助文学作品，即以
美学形式呈现的语言交往行为实
践，推动民众在表达个人主体性思
想的基础上凝练共识，成就社会公
共性，实现政治变革。

———《作者、作品、读者:18 世纪
欧洲文学公共领域的建构》，载《浙
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年 02 期

马迎辉
南京大学哲学系暨现象学研究所
副教授

胡塞尔晚年将两性间的本能和
母婴关系等“在家状态”构筑为超越
论现象学的新基础，从而实质性地
构成了对海德格尔“在世存在”理论
的批评：本己性并非“无家可归”的，
而是应该显明于与家人关联的“切
己性”。同样以“在家”为基础，列维
纳斯突破了海德格尔“在世存在”理
论的统治，但与胡塞尔强调家的“融
合存在”不同，列维纳斯坚持亲子与
两性中的他异性的基础地位，主体
只能在不可消除的差异性中与他者
相互渗透、感发与生成。在对在世、
在家之奠基关系的转换中，现象学
运动实现了从在世存在到本性存
在，再到异质存在的突破。

———《家与存在：一项现象学的研
究》，载《哲学动态》，2019 年 03期

杨念群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经世”思想近些年颇受关注，
但学界研究也出现了如下问题：一
是把“经世”仅仅理解成狭义的日常
治国理政行为，而忽略其深层文化
根基一面的阐释；二是把“经世”视
为明清危机时期改革家推行激进政
策的工具，而没有看到趋于保守的
政治官僚同样具有经理世事的情怀
和能力；三是把“经世”仅仅看作古
代王朝遭逢鼎革易代之际发生的思
潮，而没有看到处于常态过渡时期
的历史同样存在着经世思想并持续
发挥着作用。

———《“经世”观念史三题》，载
《文史哲》，2019 年 02 期

姚林群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赵鑫凤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生

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促进
国家经济增长、提升国家竞争力上
的作用是加拿大提出“知识动员”的
根本目的。教育知识动员利用中介
组织在知识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建
立起多层次的多向联结网络，在适
应教育知识生产—实践的多重背景
下，实现教育知识的价值延伸。在政
府部门支持下，加拿大知识动员借
助新媒体技术，建立起知识中介和
专业学习共同体以加强教育理论研
究者和教师之间的联系，促进了教
育理论与实践的联结与转化，成为
解决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的

“良方”。
———《加拿大如何弥合教育理

论与实践的鸿沟———基于知识动员
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载《外国教育
研究》，2019 年 03 期

《马藏》编纂注重思想过程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
藏》主编顾海良

《马藏》是对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
展过程中相关文献的汇集与编纂，旨
在通过对文献的系统整理及文本的
再呈现，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世
界传播与发展的相关文献集大成地
编纂荟萃为一体。2015 年初，《马藏》
工程正式启动，经过大家的共同努
力，到 2018 年，《马藏》中国编第一部
1~5 卷已经正式出版，《马藏》研究第
一辑也同时出版，6~10 卷将在 2019
年年内出版。

作为一项重大的基础性学术文化
工程，编纂《马藏》对于促进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史的学理研究和学术探讨、
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和
文化自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
科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

《马藏》 对于促进中国近现代思想文
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对于
全景式地展现中国近代史也有着重
要意义。

《马藏》编纂以思想性和学术性为
标格，坚持用真实完备的文本理路再
现历史，特别是思想历史；坚持尊重
历史、细致纂修，精密诠释、求真拓
新、全面筹划、系统编排；坚持思想性
和学术性的有机结合，力求对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实践过程和
思想过程作出系统探索。

《马藏》编纂不同于一般的典籍集
成，注重的是思想过程，在厘清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文本理路中，探寻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路标”或“历史
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形成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的思想历史
基础。注重思想过程，因为“世界不是
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
体”，思想的意义不只在于既成思想
的集合，还在于思想历史过程的集
合。在思想的历史过程中，才能映现
思想的实践影响力、理论感召力和社
会推动力。

思想的“历史路标”则是思想过程
的转折点，是由社会历史巨大变化或
思想历史重要变化而树起的里程碑。
从思想过程上去理解，从“历史路标”
上去识别，将更为系统地再现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历史，更为全面地
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
性，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奠
定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马藏》编纂拟分作“中国编”和
“世界编”两大系列。现在着手编纂的
“中国编”，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历史进程中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
的汇纂。

《马藏》采取分部结构，共分作 4
部：第 1 部为著作（包括译著）类文
献；第 2 部为报刊文章类文献；第 3
部为各类通讯报道，及各种档案、笔
记、书信等文献；第 4 部为中国共产
党有关文件类文献。4 部之下，按照思
想历史过程分部设卷。2019 年出版的
是《马藏》第 1 部第 1 卷至第 5 卷，收
入的是 1894 年至 1903 年间出版的著
作、译著类文献，约合 360 万字。

《马藏》对各文献文本的编纂，分
作三大板块。一是文本呈现。为有利
于学术研究，凡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传播和发展相关的有思想价值、学术
价值或文本价值的文献，在内容上依
照原貌呈现；对同一文献文本有不同
版本的，如有思想价值、学术价值或
文本价值的，则逐一收录；对不同时
间出版的同一文献和数据，在内容上
没有变化或变动较少的，只收录最初
版本的文本。二是文本校注。以页下
注释的方式，指出原书中的误译、误
写或误排，予以更正；对文本中出现
的人名、地名、著述、历史事件、组织
机构和报刊等名词给予准确而简要
的说明。三是文本述评。以“编者说
明”的方式附于相应文本之后，呈现
编校者对该文本的述评，“编者说明”
对文本形成和流传情况作出描述。如
介绍文本原貌及来源、作者、译者、历
史背景、出版情况、不同译本和版本
演变情况、文中涉及的重要概念和史
实、文本传播状况、文本的思想倾向
等。“编者说明”也对文本研究状况作
出述评，注重对与该文本及其主要内
容相关的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现状、主
要观点和各种评价作出述评，力求对
已有研究成果作出思想性和学术性
的总体述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
在文本选择和文本迻译上，作者或者
译者的思想倾向起着重要的作用；在
对外来思想文化的介绍中，中国传统
的“通变”理念渗透其中。“通变”的意
境在于通晓变化之理，讲求应时而
动、顺势而为。

《马藏》第 1 部所编纂的著作，我
们按照习惯称作“文献”，但在具体编
纂中，更多的是以“文本”对待。在《马
藏》编纂中，对各种文献不是从既成
的“作品”，而是从“文本”探索意义上
加以理解的。“文本”意义上的研究，
突出的是对文献的原始文本、文本多
种迻译本、文本多种版本、文本流转、
文本扩展和转呈等方面的研究，这就
改变了以往从“作品”的静止的、孤立
的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
传播文献研究的方法。

在文本选择上，结合清末中国的
国情及社会现状，以“文以载道”的强
烈意愿，力图在“传道”中“悟道”、在

“悟道”中“行道”。19 世纪末和 20 世
纪初，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知识
界开始译介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著
述，中国人也开始了解和认识马克思
思想及其社会主义学说，这是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开端。当时的
一批知识分子，怀抱着救亡图存、强
国富民的愿望，到处寻求真理。这一
时期，日本知识界对马克思思想和社
会主义学说已经有了更多关注和理
解，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著述。留日
学生和旅日学人在日本接触到这些
著述，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为向国
内传播这些思想，他们积极而急迫地
选择其中的一部分著述译介到国内。
在译介过程中，几乎所有知识界学人
都依循“文以载道”的理念，结合清末
中国的国情及社会现状，以“载道”的
强烈意愿，有意识地选择自己所赞赏
的思想主张和种种“主义”，落实相关
文本，力图在“传道”中“悟道”、在“悟
道”中“行道”。

在文本迻译的“互文性”上，显示
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文
本思想生成和文本转呈的特征。《马
藏》突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
文献的“文本”意义上的研究，由此必
然生成文本研究中“互文本”和“互文
性”的问题，这里讲的“互文性”，指的
是“文本与其他文本，文本及其身份、
意义、主题以及社会历史之间的相互
联系与转化之关系和过程。”在“互文
性”意义上，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文本思
想生成和文本转呈的特征和意义。

《马藏》的文献价值、学术价值、
学科价值与思政育人价值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于鸿君

我们把《马藏》工程定位为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的重大基础性学术文
化工程。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收集和出
版一直受到学术界的肯定，但学术界
始终未能把与马克思主义发展有关
的文献集大成地编纂为一体，这不仅
不能满足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需
要，也不能满足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学派和话语体系的需要。因此，启
动马克思主义文献编纂工程，对于促
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增强马克
思主义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提升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推动新时
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具
有重大且深远的意义。

《马藏》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
义学说传播过程中相关文献的汇编，
而文献的汇集和整理是进行学术研
究的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研究史上出现的重要理论和学派都
以文献研究为依托。

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关文献的
出版，促进了 20 世纪西方最有影响
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形成。俄国马克
思主义理论家从 1907 年起在欧洲整
理了大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为
1921 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成立
打下了基础，研究院对马克思、恩格
斯相关文献资料的大规模收集购买
活动，又为 1924 年筹备出版《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打下了坚实基础。有的
国家相关研究所因对马克思、恩格斯
文献和国际工人运动文献的丰富与
收藏成为世界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
文献的思想圣地。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学社
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相关
学科的恢复和建立，学术界关于社会
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研究取得长足进
展。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建
立时间不长，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界对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料的系统汇
集和整理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有价值的成果比较少见。从目前的研
究现状看，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
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接受
的文献史的系统编纂仍须建设。

这一缺陷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特别是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国
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国外马克思主
义研究的二级学科建设形成了很大
制约。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资本
主义思潮涌入中国，在思想交锋中社
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想逐渐在各
种思潮中脱颖而出，在这个过程中，
先辈知识分子留下了大量文献。国外
一些学术单位把文献整理看做学术

工作，这项工作会耗费很多人力、财
力、物力。其成果为学术研究提供了
基础性资料。然而受各种条件制约，
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一般不太
重视文献的收集整理。

目前对这个领域资料收集仍然不
系统、不完整，表现为许多散落各地
的珍贵文献未被发现，或者发现线索
由于收藏地管委会的限制等原因，文
献获取困难，还有的文本散落在中国
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和海外（包括日
本、美国、欧洲一些国家），这就增加
了文本收集的难度，造成以往的研究
往往由于资料不足，或者未见到底本
而难以开展。

在研究中，除了文献资料获取的
问题外，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上也出
现了一些亟待创新的问题，例如概念
史、观念史、文献学等研究方法还没
有用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领域，马克
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因此受到限制。

《马藏》的出版让未被发现的文献
得以面世，将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解
读，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史、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范式和方法。

《马藏》的开拓性不止于文献价值
和知识价值，还有学术价值、学科价
值、思政育人价值。关于学术价值，

《马藏》 的特点是突出学术性、权威
性、编纂原则创新性。在研究中，我们
将结合翻译史、传播史和接受史等研
究方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
中，中国知识界探索中国富强、中华
民族复兴的过程，以严谨科学的精神
进行研究，在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层面
提升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水平，逐
渐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和研究范式，
引导国际学术界的讨论。

《马藏》是一项多学科综合史学研
究工程。《马藏》的编纂出版将展现真
实而客观的中国现状，揭示中国人民
如何选择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如何执着地传播马克思主
义，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时代
化，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以及马
克思主义传播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史、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中外文化
交流史等学科研究方向的拓展具有
重大意义。

目前，国内学界限于史料不足，马
克思主义发展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些
错误的观点。例如有人认为马克思主

义传入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
思主义完全是共产国际策划的结果，

《马藏》 的出版将通过详实的思想史
资料和文本证据对此进行有力回应，
有助于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

《马藏》编纂和研究工程还有一个
宗旨———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
相关学科的人才培养。北京大学将通
过《马藏》工程，加大马克思主义理论
和相关学科博士生、博士后人才的培
养工作，让参与《马藏》编纂和研究工
作的年轻一代不断提高学识学养，提
升研究能力和研究水平，将来成为马
克思主义研究学界、其他哲学社会科
学界的领军人才。

通过《马藏》工程，我们将聚合一
大批国内外优秀学者，形成有特色的
研究群体，近期目标是形成影响世界
的学术流派。下一步要加大吸纳校内
外、海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特别是
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的专家学者。

根据规划，《马藏》将通过 20 年左
右时间完成。动员包括北京大学在内
的全国乃至世界相关领域学术大家
加入到编纂工作中，这绝不只是北京
大学的工程，而是一个国家级工程，
也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发展
方面涉及到全人类的一个重大工程。

从目前的阶段性成果看，编纂工
作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参与的学者
还不够广泛，特别是大学者不够多，
希望能够有上百到数百名大学者，特
别是从工作岗位退休的学术大家加
入到这个工程研究中。下一步我们要
启动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收
集整理，完成《马藏》的世界编，希望
我们的编纂队伍中吸纳进国外的优
秀学者。

第二点不足是对《马藏》的研究还
不够深入。2018 年，《〈马藏〉研究》出
版了第一辑，这应该说是组织更多的
研究力量来深入进行《马藏》发现的
一系列重大目的的研究，在这方面还
需积累经验，动员更多的学者参与到

《马藏》的研究工作中来。

用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臧运祜

《马藏》 具有不可替代的史学价
值。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留下的
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文献资料是马克
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基础，而相关文献
的汇总编辑是缺乏的，这使得研究者
有一种望洋兴叹、无所适从的感觉。
同时，《马藏》对于学界在新时代传播
研究马克思主义具有无可替代的时
代价值。2015 年和 2019 年，习近平总
书记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和中国社
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仪式
的致辞中, 都讲到历史研究是我们一
切研究的基础。《马藏》为我们提供了
第一手的文献，可以预期《马藏》的继
续推进、越来越多文献的问世，将为
我国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打下坚实
的学术基础。

在已经出版的《马藏》第一部第
1~5 卷当中，编纂者进行了细致的考证
和必要的注解，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
极大便利。新时代我们要讲清楚为什么
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
业的指导思想，我们要本着最基本的原
则，用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马藏》的
文献史料将是重要的依据。

《马藏》的出版从结构上
改变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发展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宪明

马克思主义学科长期以来有结构
性的工作，无论引进何种文献，若从
其完备程度来看，我国对马克思主义
相关全集、选集、专集、文集的引进在
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但是这些文献
是如何传播的尚不清晰。一些学者做
过的工作总体来说比较零散，不够系
统全面，《马藏》的出版从结构上改变
了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发展。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学科发展
相当程度上是自发的、参差不齐的。

《马藏》 的编辑出版将为这个学科提
供比较系统的支撑，整体上改进和提
高研究水平，为人才培养提供了新模
式，为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学术研究开
拓了新领域。

期待《马藏》的电子化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教授陈金龙

《马藏》编纂的指导思想原则是全
面性、学术性、思想性、权威性。《马藏》
第 1 部第 1 卷至第 5 卷的全面性超出
我的预想。1894 年至 1903 年间出版的
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相关的著作、
译著类文献都收入其中。《马藏》编纂的
权威性确实很强，在文本上具有国内相
关学科领域的最高权威。

《马藏》的出版为学术研究带来便
利。此前学术研究所依据的原始文献
主要是影印版，使用不便。《马藏》中
收录的文献都经过重新排版，大大提
高了文献使用的便利性。未来建议将

《马藏》的电子化也纳入《马藏》编纂
工作，实现通过搜索关键词直接进行
文献检索。

《马藏》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