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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杰出贡献

张 新

摘要:恩格斯对唯物史观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与马克思一道创立了唯物史观;推进了唯物史

观的系统化和体系化。特别是他晚年对唯物史观更是作出了创新性的发展:阐述两种生产理论,揭示史前

社会发展规律,深刻阐释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提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合力论的观点,构建

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等等。这些事实一方面有力驳斥了各种否定和攻击恩格斯的观点,同时也

充分彰显出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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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不仅在创立和系统阐述唯物史观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在晚年对唯物史观的丰

富和发展更是他的独特贡献。一些西方学者制造出在历史观上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对立,如西方“马克

思学”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莱文、胡克、麦克莱伦等都认为,恩格斯的历史观就是他机械唯物主义观点

在历史领域里的延伸,因此恩格斯的历史观在本质上是否定唯物史观的机械决定论,这与马克思以人

为中心的非决定论的人本主义历史观是根本对立的。这种论调不仅否定了恩格斯唯物史观的科学

性,否定了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的互补性和一致性,更完全否定了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独特而杰出的

贡献。本文力求通过实事求是地揭示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创立、丰富完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别

是晚年的独特贡献,彰显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以纪念这位伟大革命导师诞辰200周年。

一、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的突出贡献

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不是简单地接受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自

然观,而是集中体现在历史观的转变上,这使他们得以创立唯物史观,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
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

在>》不仅标志着他彻底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根本转变,而且

初步体现出唯物史观的萌芽。这时恩格斯已经初步认识到经济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种起决定作用的

力量,是现代阶级对立产生的基础。
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及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剖析,指出在资本主义竞争规律中孕育着革命

的规律,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着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恩格斯批判了卡莱尔的神学历史

观和唯心史观,指出历史的本质只是人的活动,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而绝非上帝的创造。特别重要的

是,恩格斯初步认识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这些观点不仅表明他与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政治立

场达到了完全的一致,而且也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和启发,为他们共同创立唯物史观奠定

了基础。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启发下,马克思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而和恩格斯一

道创立了唯物史观。1845年2月,《神圣家族》在法兰克福出版。虽然这部著作的主要作者是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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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毕竟是他们在达成思想共识后合作的第一部著作,可以看作是他们共同创立唯物史观和马克思

主义的起点。在这部著作中,他们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及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清算,阐述了正在形

成中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只有物质生产才是历史的真正发源地。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

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精神、观念却植根于物质的经济事实之中,是由社会生活决

定的。他们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些基本

原则与唯心史观划清了界限。
在发表于1845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通过对英国产业革命前后历史状况的分析考

察,深刻地揭示了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和基础性的作用。他指出,产业革命

既是生产领域中的革命,也是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

是从上个世纪后半期,随着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而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工业革

命,工业革命同时又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现在才开始被认识。”①这表

达了恩格斯关于生产力发展对社会关系决定作用和对世界历史推动作用基本看法,也是他唯物史观

思想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创作于1845年底至1846年4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创立。这部著作是马克

思和恩格斯真正意义上合作的产物,凝聚了他们的共同智慧和心血。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

思和恩格斯生前没有出版,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残篇。近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历史考证版的诞生与

发展,使这部重要著作手稿的研究再次成为国内外学界的一个热点,也引发极大的争议和分歧。尤其

是这部著作的关键章《费尔巴哈》的作者身份问题成为一个悬案和争议的焦点。尽管有人竭力否定或

贬低恩格斯在关键章创作中的作用,千方百计证明主要作者为马克思,但都只能是推测和假设,因为

现存手稿中主要的部分为恩格斯的字迹这是一个确凿的事实,虽然不能据此就得出是恩格斯单独写

作了《费尔巴哈》一章的结论,但足以证明恩格斯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创作

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科学的实践观点出发,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他们深入揭示了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深入分析了生产实践的内部矛盾,即
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阐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他们指出,交往形式(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的状况所决定的。而生产力

又是历史的、发展的,交往形式(生产关系)必然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反过来,交往形式(生产

关系)也会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起到巨大的制约作用和阻碍作用。唯物史观的创立使马克思和恩

格斯得以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地解答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这个时代课题,即揭示了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必然为共产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命运。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个伟大科学发现的

基本完成,因而也标志着他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这一伟大发现,不仅使他们超越了

历史上的一切思想家,而且为创立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奠定了牢固的哲学基础。以上事

实充分说明,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创立作出了杰出和独特的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共同完成

者。否定或贬低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作用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二、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唯物史观创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推进其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马克思所做的工作主要是通

过将其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使唯物史观得到验证,使其从假设成为被科学证明了的原理②,恩
格斯所做的工作则主要是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系统化和完善化,这主要体现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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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法》等著作中。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明确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提出由于唯

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科学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从而科学揭示出唯物史观在马

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他还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及其内在结构,指出马克思

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一般规律的科学,揭示了唯物辩证的自然观与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

内在统一。他集中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

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

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

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

明。”①恩格斯还具体揭示出唯物史观作为认识人类历史的方法论意义:“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

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

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

济中去寻找。”②这样才能认识和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具体揭示资

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具体表现,深刻论证了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历

史必然性,也对唯物史观在政治经济学这门具体科学的运用中进行了验证。恩格斯指出,社会基本矛

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集中体现就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社

会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也是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

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③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不仅充分暴露了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且也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生产力本身的

日益增长要求冲破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

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④。资产阶级在生产力的这种客观要求下虽然也被迫采取了一些适应

生产社会化要求的措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进行了一定调整,但这些生产力社会化形式并不能

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因为“无论向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的转变,还是向国家财产的转变,
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也

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

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

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

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

的。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这里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

索”⑤。垄断资本组织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出现,必将加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种矛盾发展

到顶点,就必然导致现存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得

到彻底解决。在后来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的过程中,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资本主义从自

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发展的新变化,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表现形式的新特点,进一步

验证和深化了唯物史观。
恩格斯在揭露和批判杜林唯心史观的过程中还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关于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

系,阐述了唯物史观关于道德与法、平等观、宗教、哲学等观念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依赖关系,从而

全面揭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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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不仅着重阐述了唯物辩证的自然观,而且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一些基

本原理。部分西方学者认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阐述的自然观与马克思的自然观是根本不同

的,因为恩格斯离开了社会实践去看待和研究自然界,将自然界视作和社会历史毫无关系的范畴和领

域。这种看法将恩格斯划入了被马克思批判的费尔巴哈机械唯物主义的行列。但事实上,正是恩格

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依据唯物史观将科学实验列为社会实践的重要形式,将科学技术看作是推动生

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正是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依据唯物史观深刻论证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

变中的决定作用,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

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①恩格斯科学地揭示出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

物,同样也是客观世界的组成部分,都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同自然界一样是

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恩格斯深刻论证了自然界是人类实践改造的对象,但人类在改造自然时必须尊

重自然,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中形成的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最

根本的推动力。这样恩格斯就深刻揭示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一致性。马克思主义

哲学就是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和唯物辩证的自然观的统一,将二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就否定了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统一性。因此,恩格斯恰恰是以唯物史观为依据、以科学实践观为基础研究自然

观的,因而恩格斯的自然观与费尔巴哈具有本质的区别。

三、晚年对唯物史观的创新发展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单独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时,在理论上也继续进行艰辛探索,对
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作出了创造性的发展。应当说,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贡献,最突出地体

现在他晚年的研究当中。
第一,明确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表述唯物史观。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

版导言》中,恩格斯明确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来表述自己和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指出:“我
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

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

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②同年,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

言译成德文,发表在《新时代》杂志的第一期和第二期上,并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标题。恩格斯将

唯物史观科学表述为“历史唯物主义”,并且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有人据此认为恩格斯

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而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具有本质的区别。这种观点显然

是难以成立的,因为从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中不难看出,他是在相同的含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的。二者

的区别只是使用的角度不同而已。唯物史观主要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和看

法,是相对于唯心史观而言;历史唯物主义则是表达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历史学说的思想体系,
是相对于历史唯心主义而言。二者没有本质区别,这可以从上文所引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

概括中清楚地看到。恩格斯之所以将唯物史观表述为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目的是实现唯物史观

的体系化,他在晚年对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第二,阐述两种生产理论,揭示史前社会发展规律。恩格斯根据马克思遗留的《路易斯·亨·摩

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对原始社会进行深入研究,于1884年创作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书。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系统地论证和阐述了唯物史观两种生产的理论,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

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

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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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

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

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①依据“两种生产”的理论,恩格斯

深入阐述了唯物史观关于原始社会史的基本观点,揭示了家庭、私有制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规律,阐述

了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阶级对抗,分析了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的起源和本质,指出了私有制、
阶级和国家的历史性质,科学地论证和深化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是

在《自然辩证法》科学揭示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

向阶级社会的发展过程。这样唯物史观就完整揭示出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进而揭示出人类社

会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发展过程,从而揭示出人类社会形成发展的一个完整链条,是对唯物史观的

重要补充与深化。
第三,深刻揭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晚年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

在他的书信中全面地论证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和对经济基础能动的反作用。恩

格斯坚决批判以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以保尔·恩斯特为首的

“青年派”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的谬论,深刻地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

关系。“……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

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

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

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

素。”②这里,恩格斯以十分简洁明了的语言论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既坚持了历史

唯物论,又坚持了历史辩证法,坚决地反对了对唯物史观的歪曲和攻击。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政治上

层建筑特别是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能动的反作用,并具体指出了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反

作用的三种情况。针对巴尔特之流污蔑唯物史观否定意识形态的作用和独立性的谬论,恩格斯深刻

揭示出社会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的具体表现形式:一是它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不平衡

性和不同步性;二是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以及相互影响;三是社会意识对经

济和社会发展有着能动的反作用。恩格斯指出,否定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它对经济与社会存在

的反作用,就会导致形而上学的机械决定论。但是唯物史观是在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

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前提下,承认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反作用的。特别是关于社会意识

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决不能片面地加以夸大,否则就必然会导致唯心史观。他指出,社会意识对社会

存在的反作用只是第二性的作用。“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

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③这里恩格斯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作出

科学的揭示,有力地驳斥了对唯物史观的歪曲和攻击。
第四,提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合力的观点。恩格斯阐述了社会历史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

用的结果的重要思想。他指出,社会历史的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极其复杂的

过程。因此决不能只看到某种或某几种因素的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
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④但“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

相互作用”⑤。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恩格斯进一步提出了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合力的观点。他指

出,历史运动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力量所支配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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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但是决不能由此否认人的意志和人的自觉的活动在历史运动中的

作用。“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

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
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

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

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

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同一运动规律的。”①恩格斯的这段论述极为深刻地说明,作为构

成历史运动的总合力是无数力的合力。产生各种不同意志的根源是各种特殊的生活条件,即由个人

的内在需要和外部的经济状况所决定的。因此这个“总合力”不仅是指无数单个人的意志的力量的总

合,而且也包括决定它的各种客观的经济的、社会的各种物质因素的力量总合。历史运动的过程是无

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错综复杂作用的结果,这种合力所造成的一个总的结果就是

历史的事变。由此也决定了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唯物史观在强

调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个人在创造历史方面的作用,认为每个个人的意

志都对造成一定社会历史事变、一定历史结果的合力发生着自己的作用,都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但
这并不否定对历史发展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力量是社会经济的力量。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正如恩格斯在1894年1月25日致博吉乌斯的信中所指出的那样:“人们

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

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

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

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②恩格斯的“合力论”深刻揭示出社

会发展是多种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虽然起最终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力量,但决不能忽视人的主观能动

作用。社会发展是客观规律和主体能动选择的结果,否定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经济的最终决定作

用是历史唯心主义,而否定人的意志和主体能动作用就是机械决定论。
第五,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系统阐释和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一恩格斯最后的哲学著作中,他从揭示社会历史规律与自然界规律的异同和

如何发现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方法论入手,全面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构建了历史

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恩格斯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以下基本原理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1)关于社会

历史规律及其与自然界规律的异同。恩格斯特别强调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特点是通过人们自觉的、
有目的的活动来实现的,但在本质上社会历史规律与自然界规律一样是客观的。(2)关于研究和发现

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途径和基本方法。恩格斯指出,研究和发现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就必须去探讨

使广大人民群众、使整个民族和整个阶级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行动背后的物质动因。由此他揭

示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3)关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

直接动力。恩格斯指出,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而导致的结果,阶级斗争对阶级社

会发展起着直接推动作用。(4)关于社会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恩格斯以资本主义产生发

展的历史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内在矛盾为依据,说明生产方式的

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根本动力,而阶级斗争只是这一矛盾运动在阶级社会中的具体表

现。(5)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恩格斯通过分析国家、法律以及哲学、宗教

等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对客观经济关系的依赖性,阐述了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状况的基

本规律。恩格斯通过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系统阐述,勾勒出以揭示社会历史发展动力和客观规律

为中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这是他晚年对唯物史观最伟大的贡献。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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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体系的构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奠定了基础,也凸显出马克思主义所实现的哲学革命

的本质。
第六,突出强调了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方法论意义。恩格斯严肃批评了当时“青年派”在观察历史

事变时错误的方法论。他们按照自己的主观目的任意解释马克思主义,把唯物史观当成套语、抽象公

式和灵丹妙药随意搬用。恩格斯强调指出: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相当贫乏的历

史知识尽快构成体系,就自认为用不着进一步研究,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样做的结果,严重地败坏了

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声誉。他们根本不懂:“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
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①恩格斯指出,要把唯物史观当作研究工作的指南,以
及认识历史本质的根本方法,就“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
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②。但这是一个极为艰苦

细致的工作,到目前只有少数人这样做过。然而这又是一个无限广阔的领域,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

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可惜当时德国的青年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

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等等,而这些恰恰是真正唯物史观的基础。恩格斯强调指出:
“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
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③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提出了正确对待唯物史观乃至整个马克思

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性指导原则。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事实一再证明了恩格斯这一科学论断

的极端重要性。
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独特贡献充分表明了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崇高地位,特别是晚年对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性发展更是体现出他不可替代的伟大作用和贡献。事实证明,任何通过制造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对立,或者通过贬低恩格斯唯物史观思想的意义来否定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贡

献的企图都是徒劳的。恩格斯的名字将与马克思一样永载史册!

OnEngels’OutstandingContributiontoHistoricalMaterialism

ZhangXin
(SchoolofMarxism,XinjiangUniversity,Urumqi830046,P.R.China)

Abstract:Engelshasmadeoutstandingcontributionstothehistoricalmaterialism.Hefoundedthe
historicalmaterialismtogetherwithMarxandpromotedthesystematizationofthehistoricalmateri-
alism.Especiallyinhislateryears,hecreativelydevelopedthehistoricalmaterialism.Engelsex-
poundedtheoryoftwokindsofproduction,revealedthelawsofprehistoricsocialdevelopmentand
thereactionofsuperstructuretoeconomicfoundation,andputforwardthefundamentalmotiveforce
ofhistoricaldevelopmentandthetheoryofresultantforce.Healsoconstructedthescientifictheo-
reticalsystemofhistoricalmaterialism,etc.Itisnecessarytorefuteallkindsofviewsthatattack
EngelsbythefactofEngels’outstandingcontributionstothehistoricalmaterialismandfullydem-
onstrateshisloftypositioninthehistoryofMarxistdevelopment.
Keywords:Engels;Historicalmaterialism;Innovation;Contrib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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