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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个必然”
思想的再认识
吴文霞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要] “两个必然”
思想是《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思想之一，对“两个必然”思想的否认也是大多数

非共产主义者的主要观点。作为新时代中国青年，应当深刻认识
“两个必然”
思想的科学内涵，
准确把
握“两个必然”思想的关键问题，在正确认识“两个必然”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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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称《宣言》
）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的首次完整、系
《共产党宣言》
统的阐述，
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典型，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对两个必然思想的
研究是《宣言》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近年来关于两个必然思想研究的回顾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对
“两个必然”思想的研究热潮不断，研究视角多种多样。有学者从
多角度论证“两个必然”思想，有学者探讨“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关系，也有学者从其他视角
解读“两个必然”
思想。
论证“两个必然”思想的学者主要是从不同视角论证“两个必然”思想的正确性，以批驳“两个必
然”思想过时、
“马克思主义过时”的观点。郭红霞认为经济全球化发展、共产主义实践有新的变化，
应与时俱进看待“两个必然”
思想，
只有从当下的实践出发才能深刻认识“两个必然”
判断是从经济必
然性得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判断，是必然趋势。石镇平认为
“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任
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１］，并在此基础上从理论角度、历史角度与现实角度
分别论证了“两个必然”思想的正确性、科学性，批评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灵等思想是一种极其短视的
行为。还有学者以金融危机为切入点，对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与成效，
指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必然，尽管道路漫长。
探讨“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关系的学者普遍认为此二者并非矛盾对立的关系，认为“两个
决不会”
是对
“两个必然”
的补充、
深化。如梅荣政、
张乾元认为
“两个必然”
和
“两个决不会”
二者内在高
度统一，
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角度来看，
“
‘两个决不会’
具有相对性，是‘两个必然’
的内在要求，
［２］
‘两个必然’
理论中包含着
‘两个决不会’
思想，
是
‘两个决不会运动’
的最终结果。”
“
‘两个
叶庆丰认为
［３］
决不会’是对‘两个必然’
的补充、
深化和发展”，深刻认识
“两个决不会”
有助于我们实际把握社会主
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
艰巨性和复杂性，
有助于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发展。
从其他视角解读
“两个必然”
思想的学者观点也很鲜明。陈巧玲、
兰宝以
“趋势的性质”
为视角，从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正义理论视域下共享发展理念及其实践路径研究”

（16YJC710034）的阶段性成果；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问题研究”
（2017S006）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8-04-18
[作者简介] 吴文霞（1994—），
女，
安徽铜陵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

－ ３３ －

理论、现实实践、理论与实践结合三个方面全面分析
了“两个必然”思想，认为“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理”

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７］，以封建社
会所有制关系的灭亡与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壮大揭示

符合广大人民的意愿，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所
以社会主义最终必然会代替资本主义。”［４］王传玲对
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两个必然”论证进行了分
析，认为他们只是对马克思有关资本与生态对立思
想的片面分析，无视马克思有关资本功能的其他论

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客观历史发展规律，指出
当生产关系不适应新的生产力时，会出现变革直至
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来适应新的生产
力。马恩指出资产阶级社会在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
产阶级社会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验证了资产阶级“几

述，
没有全面分析资本与生态的关系，并非是他们所
谓另辟新的路径研究“两个必然”思想，并在此基础
上指出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仅从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的社会化角度，还应当从生产条件的社会化

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
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
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８］；同时在此过程中

［５］

角度说明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魏强、
孙来斌从马
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维度解读“两个必然”的文本理论
逻辑，认为“两个必然”的实现以工人的阶级意识的
觉醒为前提，而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离不开马克思
主义理论教育，共产党人的存在就是为了进行有效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启发工人阶级的阶级意
识，
进而壮大实现“两个必然”
的革命主体。
总的来说，近些年来学术界对“两个必然”思想
的研究成果丰富，取得众多进展，对已有研究的分
析，
可以得到以下启示：一是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论
述“两个必然”思想的科学正确是研究“两个必然”思
想的重要切入点，也是反驳当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的有力证据。二是已有的研究多是从现实事件出发
的实证性研究，大多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苏
东剧变的历史事件角度阐述的。三是已有的研究对
“两个必然”思想的基本内涵的研究零散，尚未系统
的解释
“两个必然”思想，尚未系统的总结出认识“两
个必然”的关键点。
二、
“两个必然”思想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
者》的最后说：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
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
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基人。资产阶级的灭
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６］这就是
经典的
“两个必然”思想，即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
阶级必然胜利。正确认识
“两个必然”
思想，
必须正确
认识其科学内涵。
（一）
“两个必然”是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规律
的高度总结
在《宣言》的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揭示了资
产阶级、无产阶级形成、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在论
述过程中马恩揭示了“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

锻造了无产者——
—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随
着大工业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内部矛盾的不断激
化而不断壮大，登上政治历史舞台。基于此，马恩高
度总结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发展规律的
现实映射，即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
利。所以，要深刻认识到
“两个必然”
是对生产力决定
生产关系这一客观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总结，是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
（二）
“两个必然”是对历史发展时期的科学预测
这个历史时期有两层涵义，一是指《宣言》发表
的特定历史时期，二是指历史发展未来的某一时期。
首先，
《宣言》 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标志的同时也是
马恩为指导 １９ 世纪工人运动而起草的纲领性文件，
因此，
“两个必然”是马恩在特定历史时期对资产阶
级、
无产阶级发展的科学预测。这个特定历史时期即
１８４８ 年《宣言》发表之前的时期，马恩基于对有文字
记载以来的历史时期以及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工人
运动现况的基础，由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作出“两个
必然”
的科学预测。其次，马恩在《宣言》中指出随着
大工业的发展，
“两个必然”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
是明确的时间点，应是大工业发展以至“两个必然”
实现条件成熟的未来某一时期。正如马克思在 １８５９
年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
“无论哪一个
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
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
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
不会出现的。”［９］因此，深刻认识
“两个必然”
的科学内
涵必须深刻认识“两个必然”是对历史发展时期的科
学预测，不能因《宣言》发表后的工人运动、资本主义
与社会主义的变化片面断定“两个必然”的错误或过
时，应当与时俱进的看待问题。正如马恩在《宣言》
《１８７２ 年德文版序言》中说明“由于最近 ２５ 年来大
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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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
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
巴黎公社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
经过时了”［１０］，但“不管最近 ２５ 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
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
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１１］因此，要有坚定的
理想信念与强大的理论自信，透过现象看清资本主
义的本质，认清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
利的本质。
（三）
“两个必然”是生产力高度发展至社会根本
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
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也是社会根本矛盾。《宣言》论
述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是资本主义灭亡的重要条
件：
“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
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１２］，
“ 资产阶级
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
己了。”［１３］于是，有学者从当今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
发展、苏东剧变的事实出发，认为“两个必然”思想已
经过时。全面系统地分析该观点，
可知该观点并非科
学，
错误的实质在于只看到了生产力高度发展是“两
个必然”实现的必要条件，却没有看到生产关系不适
应生产力的矛盾不可调和是其充分条件。《宣言》在
强调生产力重要性的同时也明确说明了“生产力已
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
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
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
［１４］
存在受到威胁。”
当资产阶级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
越少，
“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
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１５］的时候到来，资产阶级灭

渗透，也不局限于“两个必然”浅薄的概念记忆，关键
在认识
“两个必然”思想时坚持“走进去”和“走出来”
的基本原则。所谓“走进去”就是要遵循《宣言》文本
本意、
文本时代背景客观现实，以“当事人”视角理解
“两个必然”
的科学内涵。这是避免曲解“两个必然”
思想、避免相信否认“两个必然”正确性言论的最根
本的方法。所谓“走出来”就是在深刻认识“两个必
然”思想的科学内涵前提下，结合当下社会历史的发
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方法重新思考
认识“两个必然”在现代的变化，深入思考“两个必
然”过时论者论据的可信度和矛盾点，深入反思“两
个必然”
至今仍未成为事实的原因与本质，深刻认识
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本质与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进
而在反复求证的过程中逐步达到对“两个必然”思想
的科学认识，逐步接近真理。只有始终坚持
“走进去”
和“走出来”
的基本原则，才能正确认识并思考“两个
必然”
深刻内涵与本质，才能深刻理解“两个必然”是
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历史规律的高度总结、是对
历史发展时期的科学预测、是生产力高度发展以至
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才能深刻理解“两个必然”是
历史必然趋势、也是需要发挥主体性的漫长又艰巨
的过程，才能抵御过时论者的攻击、甚至“以子之矛
攻子之盾”。
（二）
“两个必然”是历史客观规律与必然趋势，
仍需工人阶级发挥主体作用
“两个必然”是客观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总结，
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必然趋势不会自
动实现，仍然需要广大无产阶级觉醒，自觉进行伟大
革命斗争。换言之，
“两个必然”
的实现不仅需要社会

亡和无产阶级胜利也即到来。由上述论证，
可知生产

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且需要广大革命群众发挥主
体性，否则没有实质意义。关于这一点，马恩在《德意

关系完全不能适应生产力是“两个必然”实现的必要
条件。只有满足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同时生产关系完

志意识形态》 中早已有阐述：
“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
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

全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充分必要条件，
“两个必然”才
能成为事实。所以，
在深刻认识
“两个必然”
思想的科

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
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
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
活生产”
本身、
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

学内涵时必须深刻认识到“两个必然”是生产力高度
发展以至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并非只要生产力发
展就能实现。
三、认识
“两个必然”
思想的思考
（一）
“走进去”和“走出来”是认识“两个必然”思
想的基本原则
作为 ２１ 世纪新时代中国青年，正确分析和判断
关于“两个必然”思想的论断，不被别有用心的思想

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
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
发展没有任何意义。”［１６］因此，工人阶级意识觉醒，自
觉发挥主体作用是“两个必然”成为事实的重要条
件，所以要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一分钟
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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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１７］。这在 ２１ 世纪的社会主
义国家仍然适用，在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长期占据世界绝大多数，资本主义生产力尤其是资
本主义核心科技生产力仍将占世界前列，资本主义

伟大胜利的今天仍然适用，同时这也是共产党人夺
取胜利的重要法宝，正如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
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１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
想信念是精神之钙、思想的总开关，作为新时代中国
青年有必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信“两个必

发达国家尤其以欧美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将且
很长一段时间都将占据世界有利位置，但资本主义
制度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本质仍根深蒂固、资产
阶级固有的剥削的本质仍以缓和的或非缓和的形式
存在——
—一句话，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制度本质

然”
思想的正确性，
并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三）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的低潮不能验
证“两个必然”思想的过时
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

矛盾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而消失，反而以某种
形式一直存在着。其二，我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
家，２１ 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我国焕发出新的生
机。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

力发展迅速，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国家处于低潮，尤
其是在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

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国
内生产总值突破八十亿，稳居世界第二，并为世界经
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实现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

福山以“历史终结论”高度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胜
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也因此有学者以资本主义
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的低潮否认“两个必然”的正确
性。但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经济危机的阴霾至今仍飘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上空，福利政策危机、欧洲难民问
题、恐怖主义等因资本主义本质带来的矛盾在西方
社会此消彼长。相反，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科学指出 ２１ 世
纪的世界社会主义呈回归与复兴的趋势与走向。值
得肯定的是我国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所作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兴起“马克思热”，
尤其是《资本论》的热销，可以说正是因为汲取了马
克思主义真理的教训改良资产阶级所有制，资本主
义经济才得以保持。２１ 世纪的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国
家焕发蓬勃生机，在发达国家不断渗透深入，正印证
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
（四）正确认识
“两个必然”
思想必须与时俱进
在 １７０ 周年前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
恩格斯从人类历史发展以来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变
化的历史进程，
生动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如
何产生，
揭露了资产阶级必然走向灭亡、无产阶级必

脱贫，第三服务产业、手机支付、
ＡＩ 科技智能服务、
互联网平台普及、共享经济进一步向前推进，人民的
生活日益美好。“一带一路”建设深得沿线国家认可
与稳步推进、博鳌亚洲论坛携手亚洲人民共同开创
繁荣未来，中国的大门越开越大，追求开放、和谐共
存，共同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实现强起来
的飞跃，用掷地有声的现实回声向全世界宣布社会
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大国外交、中国朋友的不断增多
也正反映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与吸引力，
也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终将变成现实。当然，我国的
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这与我国当前处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国情分不开，与我国生产力水平分不开，
但这只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暂时的现象，还有漫长
的道路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奋斗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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