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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经典著述在大学生法制教育中的实践应用
邵

银

（ 四川师范大学 政治教育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要： 大学生法制教育是大学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大学生法制教育中援引马克思、恩格
斯经典著述，是必要且可行的。把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述应用于大学生法制教育应找好切入点，可以
摘

从马、恩关于法的起源、本质、职能，关于法的正义、自由、平等等价值，关于法与人权、民主的关系以及关
于法的创制、实现等论述切入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各环节。法制教育中应始终坚持求证于马恩原著经典
著述的原则，把握马克思主义法学与时俱进的品质，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法制教育的实践展开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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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高校法制教育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实际效果与期望值还有较大的差距。 许多大
学生法制课程考试分数较高，但在学习生活中违规违纪还时有发生 ，知行脱节。造成这一现象的缘由有
很多，其中，课堂理论教学出现偏差难辞其咎 。以通识教育《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教材为例，虽然
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法制精神和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 ，但马克思出场的少，仅有两处引用和注释，说理缺
乏权威性和真实感。同时，几乎全是法律条款的堆砌，重要概念和观点缺乏历史渊源的追溯和根源分
析，“是什么”和“应该怎样”写得多，而“为什么 ”写得少，内涵浅薄，论证缺乏说服力。 另外，从语言上
看，空话套话居多，没有画龙点睛和启人心智之笔，因而缺乏感染力。以上三点，再加上有的上课教师依
葫芦画瓢，照本宣科，课堂教学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一、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述应用于大学生法制教育的现实价值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呢？ 笔者以为在大学生法制教育中适当援引马克思 、恩格斯等经典著述，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增强教学效果，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高校法制教育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 ，法制教育的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制思想和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主要法律法规 。因此，探究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思想是搞好法制教育的前提 ，是法制
教育的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思想根植于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原著，二者之间是
流与源的关系，探究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思想，就是要认认真真地读原著，就是要把原著中的经典论述展
示在学生面前。
第二，高校法制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知法层面 ，而是要深入到法律条文背后的历史和道德层面，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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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法律出台的时代背景以及道德价值 ，才能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法律，懂法是守法的前提。 大学生具
有较高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 ，也为高校提高法制教育层次提供了可能性 。 在教学中援引马克思
主义的经典论述，让大学生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哲学认识法律的本质 、法律嬗变发展的规律以及法律
的道德价值，是真正理解现实法律条款的必要条件 。社会物质利益关系及建立其上的马克思主义法哲
学是因，社会主义的宪法和实体法的法律条文是果 ，有因必有果，“知其所以然 ”才能“知其然 ”，否则看
似懂了，甚至考试也能得高分，其实是“假懂”。因此，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介绍和讲解是高校课堂上法
制教育的重要环节。
第三，马克思主义法制教育要求真，教材内容和课堂教学要竭力避免把作者和教师自己的意识强加
给马克思主义。法国马隆、布鲁斯为首的可能派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歪曲马克思的原意，使“马克
［1］
思主义”在法国威信扫地，马克思极为愤怒，他说： “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恩格斯
在《致约·布洛赫 1890 年 9 月 21—22 日》的信中曾经告诫人们： “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
［2］
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 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使课堂
教学回归两个真实，一是真实的个人，二是真实的历史情景。真知才值得学习，大学生才有兴趣。
第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诸多论述生动活泼 ，简洁凝练，极富哲理和美感，且有一语中的、画龙
点睛之效果。比如马克思在批驳普鲁士不合理的书报检查制度时 ，他说：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
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 ，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 ，但你们为什么
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但
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 ； 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
［3］

花朵。” 在这里，马克思把精神自由隐喻为“千姿百态”的花朵，而官方的书报检查制度是“只准穿着黑
色的衣服”，比好要把“千姿百态”的花朵染成“黑色的花朵 ”一样荒谬绝伦。 反观大学法制教材上论及
言论自由的干瘪的说教，马克思的隐喻要高明得多，读之引人入胜，令人称绝。
二、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述在大学生法制教育中的切入点
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述应用于大学生法制教育 ，选好恰当的切入内容至关重要。 通过对马克
思、恩格斯经典著述的梳理，结合教材中大学生法制教育的相关内容 ，在大学生法制教育中，可以从如下
几个方面切入相关内容。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几乎没有法律专著，因此，探求马克思、恩
格斯的法制思想，唯有根植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的相关论述。
( 一)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关于法的起源、本质、职能论述在法制教育中的应用
社会主义法制理论认为，法律的起源有其社会经济根源、政治根源和文化根源。 在法的起源上，恩
格斯主张以唯物史观进行研究，他在《论住宅问题 》中提到，“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
一种需要： 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
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
［4］
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 这说明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法起源于生产需要，它是社会
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法律是伴随国家的形成而产生的。
社会主义法制理论认为，法从本质上讲是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制约的以国家意志的本质形式表
现出来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 。 在论述法的本质时，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共产党宣言 》中留下这
段经典的论述： “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 ，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
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
［5］
的。” 马克思认为，理解法的关系应从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来理解 。 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
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 ，相反，它们根源于物
［6］
质的生活关系。” 社会主义法制理论认为，法律的最终本质取决于法律的物质制约性。 马克思还认
［7］
为，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 ，而个人利益总是违反个人的意志而发展为阶级利益 ，
发展为共同利益，后者脱离单独的个人而获得独立性，并在独立化过程中取得普遍利益的形式，作为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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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遍利益又与真正的个人发生矛盾 。 这说明法应该是社会共同利益和需要的表现。 马克思进一步指
出，“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
［9］

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 这说明法的内容是由特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就比如在马
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根本不可能对计算机犯罪作出规定 。
［10］

在法的职能上，马克思认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 这
就是说，法的社会公共职能与政治统治职能是辩证统一的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
［11］

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性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 。” 马
克思认为，法的职能取决于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 ，他指出，“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
［12］
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 ，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 。
( 二)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关于法的正义、自由、平等等价值论述在法制教育中的应用

正义是法的基本标准，只有符合正义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 。马克思认为，正义是经济关系的观念
化、神圣化的表现，“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
［13］
的。” 他强调要“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
［14］
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 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他说： “真正的自由和真正
［15］

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 ； 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
自由是法律最本质的价值，法律必须体现和保障自由，没有自由，法律就仅仅是一种限制人们行为
的强制性规则。马克思认为，“自由就是可以做和可以从事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 。 每个人能
［16］
够不损害他人而进行活动的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 ，正像两块田地之间的界限是由界桩确定的一样 。”
社会主义法制理论认为，自由意味着法律上的权利，而权利是有界限的，每个人的权利都止步于他人的
权利。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措施，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获
［17］

得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 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 马克
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 “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
［18］

中才能有个人自由。” 哪里法律成为实际的法律，即成为自由的存在，哪里法律就成为人的实际的自
［19］
由存在 。
谈到平等时，恩格斯指出： “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
［20］
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 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和在发展资本主义生
产的过程中废除了个人的特权，而且起初在私法方面，后来逐渐在公法方面实施了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
权利，平等权利在口头上被承认了。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
［21］
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平等只能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
［22］
阶级的平等 。在资本主义国家，平等只是资产阶级的平等。

( 三)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关于法与人权、民主关系论述在法制教育中的应用
人权是人之为人享有或应该享有的权利 。马克思认为，“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宗教，而只是使人有
信仰宗教的自由； 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财产，而是使人有占有财产的自由； 人权并没有使人放弃追求财
［23］
富的龌龊行为，而只是使人有经营的自由。” 人权意味着做人的一种自由。马克思认为： “任何解放都
［24］
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 。” 人是价值世界的主体，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意味着人享
有更充分的权利和自由。然而，在剥削制度下，不可能有人人平等的人权。 他指出： “平等地剥削劳动
［25］
力，
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 马克思还指出，任何人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履行义务，权利与义务是
［26］
辩证统一的关系，“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谈到民主时，马克思认为，民主制从人出发，把国家变成客体化的人。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
［27］
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 。马克思说： “在民主制中，不是人
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 在这里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国家制度的其他形式中，人却是法
［28］
律规定的存在。民主制的基本特点就是这样。” 由此可见，马克思把民主制看作是解决个人与国家之
间关系的一种完善的政治形式。
( 四)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关于法的创制、实现论述对社会主义法律运行各环节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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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在论述法的创制时，马克思认为，“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 。”
“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 不管当时是哪一个阶级统治着） ，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意志，才能以法律形式取
［30］

得普遍效力。” 政治国家的总体是立法权。所以参与立法权就是参与政治国家 ，就是表明并实现自己
［31］
［32］
作为政治国家的成员、作为国家成员的存在 。“立法权并不创立法律，它只披露和表述法律。” “立
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 。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
用有意识的实在法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出来。”“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
［34］

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对于法的实现，马克思认为，法律重要的不在于写在纸上，而在于由谁执行。他说： “只是由于我表
现自己，只是由于我踏入现实的领域，我才进入受立法者支配的范围。 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
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法律在处置我时所应依据的唯一东西，
因为我的行为就是我为之要求生存权利、要求现实权利的唯一东西，而且因此我才受到现行法的支
［35］
配。” 马克思指出，法律是普遍的，然而，应当根据法律来确定的案件却是个别的。 所以，要执行法律
就需要法官。如果法律可以自行运用，那么法院也就是多余的了。 他认为，法官应该是独立的，既不属
［36］
于任何个人也不属于政府。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 。恩格斯也认为，司法权与行政权的混合
［37］
势必导致无可救药的混乱，“在所有确实实行分权制的国家中，司法权和行政权彼此是完全独立的 。”
同时，马克思还认为，法律应当得到最严格的遵守。在实施普通法律的时候，合理的习惯法不过是制定

法所认可的习惯，因为法并不因为已被确认为法律而不再是习惯 ，但是它不再仅仅是习惯。对于一个守
法者来说，法已成为他自己的习惯； 而违法者则被迫守法，纵然法并不是他的习惯。 法不再取决于偶然
性，即不再取决于习惯是否合理； 恰恰相反，习惯之所以成为合理的，是因为法已变成法律，习惯已成为
［38］
国家的习惯 。
三、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述切入大学生法制教育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经典的魅力在于它的创新性、穿透力和永恒性。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在卷帙浩繁的诸多著述
中是最优秀的、权威的、不朽的著作，历久弥新，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有着其他著作不可比拟的巨
大魅力。适切的引经据典，能增强教学的说服力。在大学生法制教育中，应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 一) 在教学中阐明我国法制建设的理论与马恩经典著述之间的源流关系，并始终坚持求证于马、
恩经典著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汇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为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最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学
［39］

习经典著作，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代社会发展最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最好课程 。” 马克
思主义法制思想肇始于马克思、恩格斯，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思想 。
( 二) 结合新形势下中国法治建设的具体实际，把握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与时俱进的品质
“对于经典作家的某些言论，要先探求其原意，然后沿着他们的思维变化轨迹找出其政治进步的 、
［40］
有普遍意义的一面，同时又看到其局限之所在。”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距今天相去甚远，马克
思、恩格斯的法律思想是在 19 世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我们必须用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其在当

今的真正内涵和现实价值，使经典著作的基本理论赋有当代性 ，不再成为一些空对空的理论。
( 三) 就具体切入马、恩经典著述的方法而言，需要避免断章取义，遵循原著的文本内容、使用情景
以探索原意并诠释当前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理论孕育和形成的根据，看到他们怎
［41］

么提出问题，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 要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把握马
克思主义法制思想的精神实质，绝不能割断与历史的联系而只抓住其中的只言片语 ，仅仅从字面上解读
马克思主义法制思想。让经典著述能够回应现实问题，使原著的学习与研究具有现实针对性 ，因为检验
一种理论有没有价值，关键是看它能否回答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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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Marx and Engels Classic Writings
in the Legal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Shao Yin
（ Political Education College，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8）

Abstract： The legal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University political theory education，and it is necessary and feasible to quote Marx and Engels classic writings in legal education． We should
find a good combining point to quote Marx and Engels classic writings in leg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origin，function，essence of law，the value of justice，freedom，equa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human rights，democracy，and the creation，realization of law． We should always adhere to the original classical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to verify the principle of legal education，grasp the quality of Marx school of law of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and start teaching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e of the current socialist legal system
on education teaching．
Key words： Marx and Engels classic writings； college students； legal education； pract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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