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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用两种视角 (基本特征方面和本质方面 )对社会主义社会做出预测。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指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不仅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有

着极其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样有着深远的影响。重新思考马克思社会

主义及其在当代的理论与实践, 至少可以得出三点重要启示:一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

二要与时俱进地发展社会主义, 三要坚定不移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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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社会主义? 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从不同

视角都作过诠释。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讲过,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

弄清楚。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

时俱进,搞清楚这个问题。

一、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

马克思社会主义的设想散见于 资本论 及

其手稿、哥达纲领批判 和恩格斯的 反杜林论

等主要著述中。从方法论看, 马克思用两种视角

(基本特征方面和本质方面 )对社会主义社会做

出预测。

(一 )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方面进行预测

在 共产党宣言 里, 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

提出了共产主义 特征 一词。在 哥达纲领批

判 中, 马克思勾画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社

会主义社会 )的基本轮廓。在 反杜林论 社会主

义篇中,恩格斯专门论述了社会主义的特征,并在

第三章一开始就使用了 社会主义基本特征 的

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

征的论述主要有: 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 、

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
[ 1 ] 754- 755

; 社会生产

内部的无政府状态 将让位于 计划调节
[ 1] 754

;

按照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消费品
[ 1] 304

; 一旦社

会占有了生产资料, 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
[ 1] 757

;

国家 将成为多余的事情 而 自行消亡
[ 1] 755

;

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

人
[ 1] 758

; 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

史上 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 1] 150
。

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暴露的种

种弊端,围绕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目标,运用历史

唯物主义的方法, 对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了热

情的展望和冷静的思索。

第一,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社会主义社会与

资本主义社会 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

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

产
[ 2]
。马克思、恩格斯最初使用生产资料社会

占有这个提法,后来把它与生产资料公有制、财产

共有等提法等同使用。我们以为, 生产资料社会

占有更能贴切地表达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制思

想。因为工人阶级刚刚夺取政权时是以国家的名

义占有生产资料。但是, 无产阶级国家是要逐步

消亡的,所以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形式总是要发

生变化的,他们晚年很欣赏股份制和合作制这两

种社会所有制形式。

第二,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有计划地组

织社会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内在要求。马

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无法做到有计划地组织

社会生产的论断有一定的局限性, 我们对这个问



题的认识应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第三,消费资料在不同阶段实行不同的分配

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

阶段: 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第一阶段消费资料

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的

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深刻分析并

彻底否定了资本主义按资分配制度基础上得出的

结论, 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第四,国家开始消亡。无产阶级国家虽是新

型民主和新型专政的国家, 但它最终也必然会随

着国家消亡而消亡。无产阶级国家还不能立即消

亡,无产阶级国家消亡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这主要

是由它所承担的内外职能所决定的。

第五,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自然资源得到科

学的利用和合理的保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 都仅仅以取得劳

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 ,尤其是在资

本主义社会, 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

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 他们首先考虑的只

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
[ 3 ] 385- 386

, 而根本不会

顾及环境的恶化、资源的浪费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失衡。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消除这种危及人类

生存和发展的灾难性弊病, 在这个崭新的社会制

度下, 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

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

人了
[ 1 ] 758
。

第六,着力推动先进文化的发展。马克思、恩

格斯认为, 社会主义社会 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

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

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

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 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

等 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并且不仅是去

获得, 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

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
[ 1] 150
。

即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应当重视物质财富的增长,

而且应当重视精神财富的积累。

(二 )从社会主义本质方面进行预测

马克思、恩格斯笔下,涉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

科学预测很少,他们不想制造新的乌托邦, 他们认

为对未来的东西预测越多、越细,越可能成为空想。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使用社会主义

本质的概念,但已经有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

想,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社会主义就是要 尽可能

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 4] 293

,阐明了社会主义的

根本任务; 强调社会主义就是要 消灭私有

制
[ 4] 286

,消灭剥削,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

强调社会主义是要解放整个世界, 为绝大多数

人谋利益
[ 4 ] 283

, 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这

些思想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第一,生产力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

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的

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 , 是实现 生产力的巨大

增长和高度发展 。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增长和发

展, 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 而在

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

斗争, 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 1 ] 86

只有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才能造成世界交往的普

遍性, 才能突破地域性局限和原始封闭状态,逐步

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
[ 1 ] 86
所以, 马克思、恩格斯

指出, 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治统治并开始建立一

个崭新的社会, 就必须 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

的总量
[ 1] 293
。只有生产力充分发展、物质财富大

量积累,世界交往普遍展开,才能为阶级和阶级差

别的消灭、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现、为社会成员

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必不

可少的物质条件。

第二,消灭私有制, 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 是

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私有制的彻底消灭, 是以

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基本条件的, 不可能一下子

就把私有制彻底废除, 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 只

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

私有制。
[ 4] 239
在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后, 必须

建立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马

克思说: 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

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
[ 1] 754

,这是实现生产资料

公有制的第一步。至于实现整个社会对一切生产

资料的直接占有, 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

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 才能成为历史的必

然性。
[ 1] 755- 756

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制度 具

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 在实行全部生产资

料公有制 (先是单个国家实行 )的基础上组织生

产
[ 3] 693
。

第三,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物质文化生活的需

要,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

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

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

的一种手段。
[ 1] 86
劳动者作为社会的主人,不仅参

17葛 瑶,等 马克思社会主义在当代的理论与实践



加生产,而且参与社会财富的管理和分配。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社会主义

在当代的一面光辉旗帜

马克思、恩格斯说: 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

行研究工作的指南
[ 3] 692

,绝不是指解决问题的现

成答案。邓小平指出: 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

列宁主义。
[ 5] 291
然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前,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马克思、恩格斯在

100多年前的思考和论述,当成了具体地、直接地

解决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完备的、现成

的答案,而不是视为研究现实问题的 出发点和

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这种做法舍弃了马克

思、恩格斯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和历史

条件, 不可能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做出准确的判断,

也不可能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做

出科学的规定。

(一 )邓小平用马克思社会主义指引中国走

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功绩在于把社会主

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列宁、毛泽东的功绩在于把社

会主义从理论变成实践,那么, 邓小平的功绩则在

于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出发, 指引中国社会主

义建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

道路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发展

之路, 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这条

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牢牢立足于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客观实际, 在短

短的 30多年时间里,指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伟大成就。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开辟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 不仅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有着

极其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同

样有着深远的影响。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事业,

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勇气、顽强的毅力、高度的

智慧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成功地走出了一条

全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用新的理论成果丰富

和发展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

第一,准确地界定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

位。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认清现实社会主义

的历史方位。邓小平深刻地指出: 中国的社会

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

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

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

阶段, 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

出发, 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 5] 252
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论是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历

史方位的科学定位, 是破解像中国这样的 经济

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这个历史难

题的理论基石。邓小平理论正是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出发,在发展道路、发展动力、根本任务、战略

步骤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做出了创造性的回答,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第二,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

论断。邓小平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

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做了科学分析,深

刻指出: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

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

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

南北问题。概括起来, 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

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 5 ] 105
党的十三大报告把这一

思想正式表述为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这个

判断, 从总体上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国际环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的理论。

第三,明确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邓小平指

出: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

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

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这是改

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 只讲在社会

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

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两个讲全了。
[ 5] 370
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

之路,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

第四,第一次提出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理论。邓小平指出, 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

这样的问题
[ 5] 254
。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

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

段。
[ 5] 373

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 就可以利

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

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
[ 5] 203
从根本上破除

了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基本经济制

度的传统观念,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从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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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在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中没有, 在以往

的社会主义模式中也没有, 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

社会主义的伟大创新。

第五,所有制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党在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

许和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共

同发展,并取得了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优势互

补、互相结合的成功经验, 提出了国有经济和集体

经济没有高低之分,都要进入市场平等竞争、共同

发展的观点。这些新的思想观点, 突破了社会主

义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

来的, 应当是纯粹的、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

这个禁锢,使马克思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有了崭

新的面貌,并使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勃勃生机。

第六, 重新界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社会

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

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 5] 373
这个

论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

力,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

裕,不是两极分化,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对社

会主义重生产关系、轻生产力的片面认识,从而把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在地统一起来, 按照 三个

有利于 的标准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的改革与创

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不仅在理

论上发展了马克思社会主义, 而且在实践上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

景
[ 6]
。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和

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发

展道路,是现代社会主义的一面光辉旗帜。

(二 )江泽民、胡锦涛用新的理论和实践丰富

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中, 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开拓进取, 并

以巨大勇气进行理论创新, 全面深化了对社会主

义的认识,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

用新的理论和实践丰富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

宝库。

第一,提出 三个代表 的重要思想, 为新时

期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20世纪 80年代末以

来,尽管我们所面临的时代主题、主要矛盾和主要

任务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国际、国内和党内的

情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

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党的自身状况,都出现了许

多新的情况。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

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逐步

将治党治国治军新的经验加以概括和总结, 创立

了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即 中国共产党必须始

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

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
[ 7]
标志着我们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

义建设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达到

新的高度。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是我们的立党之

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

基本纲领;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发展。

第二,提出 与时俱进 、不断 开拓创新 的

思想, 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自觉提到了新的

高度。党的十六大将 与时俱进 、不断 开拓创

新 提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 强调坚持党的

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

党保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因素。 与时

俱进 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

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做到这一点,决定

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蓬勃发展,要求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精神。创新

是党的鲜明特征, 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取得胜

利的重要保证。

第三,从战略发展的高度提出了加强党的执

政能力建设的任务,党的十六大和党的十六届四

中全会强调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是党的一项十分

紧迫和十分关键的战略任务, 是关系社会主义事

业的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关系党

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重大课题。要坚持以改革创

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使党的

建设工作更富有时代气息、更富有实际成效。要

着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

着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着力改进党的领导体

制、执政方式、组织形式、活动方式、管理方式, 着

力提高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更加

自觉、更加有成效地把党建设好,使党始终成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第四,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上得

出了崭新的结论。社会主义公有制,其实质和核

心是全体社会成员或者部分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

产资料,实现了人们在生产资料面前的平等。在

公有制范围内, 对生产资料的支配、使用,以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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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取得的收益都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他们共同的

意志和需要。党的十五大指出, 公有制经济的范

围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 还包括混合所

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改变了把公

有制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混为一谈的失误, 公有

制经济的性质和实现形式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

题。坚持公有制的性质, 根本的是坚持国家和集

体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是采

取怎样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问题, 它不具有

公 与 私 、社 与 资 的区分。同样的所有

制可以采取不同的实现形式, 而不同的所有制可

以采取相同的实现形式。因为实现形式要解决的

是发展生产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问题, 只要

能够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

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

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根据社

会化生产规律的要求, 采取多样化的经营方式和

资产组织形式, 使国有经济在更大的范围里获得

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五,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深化了对社会主义

发展的认识。党的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

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 借鉴国外发展经验, 为适

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我们必须坚

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牢牢抓住

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

意谋发展,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科学发

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

全面协调可持续。我们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总体布局, 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各个

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 实现经济社会永续

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我们

必须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中的重大关系, 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

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

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 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

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

局,树立世界眼光, 加强战略思维, 善于从国际形

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

良好的国际环境。

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

局出发,着眼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 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 对于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第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构建

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对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作

了新的、全面的论证。进入新的世纪,党的第三代

领导集体根据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又逐

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时, 把建设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分别作为我们

党为之奋斗的两个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届四中全

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

务,做出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属性 的重大判断。

2005年 2月, 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

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我们所要建设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

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社会。这些重大判断, 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

质的认识,使我们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到

一个新的高度, 帮助我们自觉地把这一本质属性

的要求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建设整体布局和奋斗目标的各个方面,更

加清醒、更加努力地为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

设不懈奋斗。

三、重新思考马克思社会主义及其在

当代的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启示

重新思考马克思社会主义及其在当代的理论

与实践,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三点重要启示。

第一,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社会主

义是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新事物, 是人类社会历史

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在这个进程中有挫折、有

低潮, 但社会主义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同时,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社

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这

是最基本的,不能变的。当然, 这与我们要不断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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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对社会主义的再思考是并行不悖的。

第二,要与时俱进地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主

义需要丰富和发展,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

会主义有两个出发点即社会化大生产和发达的资

本主义国家,而现实社会主义都是在经济文化比

较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的。因此, 建设社会主义

的前提很不一样。必须以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为

指导, 从本国实际出发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社会主

义理论。这也是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客观要

求。我们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

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深刻结论,就

是对待马克思社会主义必须做到坚持与创新的统

一。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只有进行创

新,才能不断发展。创新又是以坚持和继承为前

提的。把继承和创新统一起来, 理论才能真正顺

应时代和实践的呼唤,体现与时俱进的要求
[ 8]
。

第三,坚定不移地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

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邓小平对 什么是社会主

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的理论思考,把我们对社会

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科学水平。准确理

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

实践意义。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

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

体现和主要标志。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促

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完善适应先进生产力发

展要求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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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ofKarlM arx s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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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entering on its basic features and its essence, M arx made predict ions about socia list society

from two perspective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 ialism w ith Ch inese characteristics, w ith its remarkab le a

ch ievements, are no t only of great sign if icance to the developmen t of soc ialism in China, but also influential to

thatw orldw ide. Rev isitingM arx s socia lism and its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 ice can a t least g ive rise to

three revelat ions: to take a c lear cut stand for socialism, to advance socialism w ith time, and to liberate and

deve lop productive forces w ith constancy.

Key words: K arlM arx; soc ialism; socialism w 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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