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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意识形态的自组织性指的是意识形态在经 济基 础决定 作用 下的 自我生 成 自我 规定 自 我

构造及自我发展

其自组织的特性表现为 意 识形 态 能 动 地反 作 用 于 经济 基 础 意 识 形态 主 体 总 是带 着

自己的意向去反映社会现实 意识形态具有反 映人 类 共 同 利益 的 一 般 性的 一 面 意 识 形态 具 有 一 定的 认
知价值 意识形态选择性地继承以往思想资 料 意 识 形 态与 经 济 发 展之 间 存 在 着 不平 衡 性

建 构 意识 形

态的自组织性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意识形态 经济基础 自组织性 自我生成 自我规定 自我构造

一 意识形态自组织性的定义
列宁曾指出 认识自己构造自己
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 真正认识的 不断认识的 从不知
到知的运动的道路 据我所知 这就是关键所在
这就是说 人类的认识不是完全机械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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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的刻板的映照 也不是单纯地线性地由现实生活所决定的 它有自身的逻辑演化规律 例
如 西方哲学史上 自存在和思维的关系问题被提出后 每个时代的思想家都结合时代赋予了存在
以新的意义 但是存在的内核却基本没有发生改变 同样 意识形态作为人类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一
种方式 必然内蕴着自我规定 自我构造于自身之中 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可以如此界定意识形态
的历史 意识形态史是人类不断认识并超越自我与社会的无限发展着的思维的历史 它表达着人类
带着一定的主观意识 情感 价值取向认识必然性并超越必然性 以至达到认识自由的永恒追求和
向往 是人类求真 向善 崇美本性的自然流露 我们讲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 是把经济基础与意
识形态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 一旦我们立足于社会大系统这样一个视域 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
就构成这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 在这个社会大系统中 经济基础只是意识形态系统的外
部环境 它影响着意识形态系统的生成 发展与运行 但是这个影响只是外因 还需要通过意识形
态系统的内部结构即内因才能起作用 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 经济基础是意识形态系统的因变因
素 而意识形态系统本身才是自变因素 用控制论的观点来看 意识形态是自组织的
所谓意识形态的自组织性指的就是在这种因变基础上的自变 这种自变和因变是辩证统一
的 即意识形态在自变的过程中形成 实现因变 在因变的基础上促进 构成自变 换言之 意识形
态的自组织性指的就是在经济基础的他组织作用下 意识形态按照自身特定的方式组成其内部结
构并实现自我生成 自我规定 自我构造 自我完善和自我演化的过程 意识形态是人类自我意识
内在逻辑展开的过程 它本身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张力 认识机制和价值取向 在人类社会历史的
演进中不断自我生成 自我规定 自我构造并自我发展 正如恩格斯所说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
想家有意识地 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 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 否则
这就是说 在经济基础决定作用的前提下 意识形态能够通过自
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
身的内部建构去回应 表达和阐发经济基础的面貌 要求与发展趋势 并且能够对经济基础的结构
构成和发展趋势进行预想和设定

二 意识形态自组织性的特性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由政治法律思想 伦理 宗教 哲学等意识形式组成的整体性观念体系 是在
以上意识形式交互作用即互规定和互制约中得以自我形成和发展的 意识形态的自组织性具有如
下特性
第一 意识形态不是对经济基础的完全被动的机械的消极的反映 它一旦产生就稳定下来 并
对经济基础施以能动的反作用 意识形态是一定阶级或利益集团自觉反映特定社会关系的思想体
系 其目的是为了建立或巩固一定的政治制度以维护本阶级或集团的根本利益 意识形态既然包
含着对社会关系的评价 是为了达到维护阶级利益的目标 那么它内化到人们的思想观念中 就会
达到维护阶级利益的目标 即通过影响一定阶级或利益集团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进而产生对经
济基础的肯定或否定的影响
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里不仅仅具有主导思想观念这种理论上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实践
意义 它力图通过整合社会的思想观念进而实现对经济基础的维护或改造 对于统治阶级来说 他
们借意识形态来确立他们思想上的统治地位 使他们的阶级意识变成全社会的普遍意识 以此达到
对该社会经济基础的维护和保持 而对于其他阶级来说 与新的经济基础相联系的新型的意识形
态是他们变革社会现实 改造现有经济基础的思想武器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看到 社会意识
形态实际上是阶级社会中社会关系总的调节器 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是通过意识形态在一
定历史时期内保持或变革的 恩格斯写道 政治 法律 哲学 宗教 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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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 但是 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 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 才是积
极的 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 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
础上的互相作用
意识形态的各具体形式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政治法律思想的反作用是直
接的 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的 宗教 哲学的反作用则是比较间接的 并且经常要通过政治 法律的
中介发生作用
从根本上讲 意识形态是受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制约的 但它毕竟不是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本
身 它是以观念形态的方式去反映人们的现实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的 它一经形成便作为一种
独立的精神力量调节着人们的精神生活 制约着人们的行动 也就是说 它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
础 马克思说 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 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
第二 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主体带着利益选择 情感偏好 价值取向去反映社会现实 不同的
意识形态主体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 但阶级利益表现在意识形态中并不一定是物质性的东西 还
可能是以这种物质性的东西为基础的情感 愿望 兴趣 目标等精神性的东西 马克思在 路易 波
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中说 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 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 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
幻想 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
这就是说 这些精神性的需要之所以是千差万
别的 是由于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格局是不一样的 具体说来 某些人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而
另外一些人不代表先进生产力 只是普通的人民群众 某些人追求经济利益 而另外一些人追求政
治权力 每个人的经历及受教育的背景也不一样 也就是说 意识形态总是带着主观性的 意识形
态正如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具有感觉能力的存在 正如每个人既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同时也能够感
觉到其他人作为和他一样的存在而存在 感觉到自己与他人之间必然发生某种关系 意识形态不
仅能够觉察到自身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存在 同时也能觉察到经济基础对自身的态度 反应和评价
它总是带着主观性去指向现实即指向具体的一定的对象
以反映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情感 愿望 兴趣 目标等观念的东西为内容的意识形态 必然体现着
意识形态具有明确的实践目的性 这种实践目的性不是单纯的 简单的个人倾向性 而是一个阶级
或利益集团的倾向性 因此 在阶级社会中 每一个阶级都力图说明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的
合理性和合法性 并必然地排斥各种异己的意识形态
第三 意识形态不仅是一种一般阶级观念体系 而且也是一种社会认识理论 这就是说 它在
阶级社会里 自然有代表某个阶级利益 维护某个民族 某个地区或国家利益的一面 但是也有超越
阶级 民族 地区或国家的全人类性的一面 一般性的一面
在阶级社会里 统治阶级只要还处在革命时期或上升时期 那么他们的意识形态就还是进步
的 因为在这个时期 统治阶级特殊的阶级利益还未完全分化为同广大劳动者根本对立的利益 具
有代表全体人民普遍利益的一面 因而总是作为人民利益代表登上历史舞台 也就是说 这时候统
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具有人民性的一面 因而能够得到人民群众一定程度的认同 正如马克思所说
新的统治阶级 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 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 它俨然以社会全体
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 它之所以能这样做 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
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 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
级的特殊利益
这就明确说明了意识形态并不一定是维护阶级利益的虚假的意识 只有当它
维护一种过时的社会制度时 它才表现为一种虚假的 虚幻的观念 表现为统治阶级通过主张 观念
统治世界 进而建构观念的合理性 以掩盖现存社会秩序不合理性的颠倒性和欺骗性
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主体即社会的人对社会关系的观念把握 社会的人在阶级社会里除了阶
级性的一面之外 还有共同性的一面 马克思就认为 不同历史阶段中的人具有不以社会存在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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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的共同本质 人的阶级性附属于人的共性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 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 然后
研究在每个时代发生了变化的本性
恩格斯也说 一切人 作为人来说 都有某些共同
这就是人的共性 是形成古代和现代平等观念的共同基础 人的共性不是指生物性特征
点
而是指贯穿在人的活动 思维方式等中的共同倾向和特征 当今时代人类可以共同面对和处理一
人具有超越阶级性的人
些全球性事务正是建立在人的共性基础之上的 不仅意识形态的主体
类共同性 而且意识形态所反映的对象即社会关系也是现实的 具体的 有非阶级性的一面 从静
态上分析 由于人们实践的多样性 社会关系也具有十分复杂的内容 而并不都是阶级对立的关系
人们的实践又都是在同一个社会有机体内进行的 因而实践本身还是有内在的统一性的 因此 在
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关系不仅仅具有阶级的内容 而且具有整个时代和整个社会的共同内容 从动
态来分析 社会关系不是静止不变的 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人们总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
史 一方面 他继承了前人所创造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种物质性的东西 离开了这种物质性的东
西 人们也就无法生存和创造历史 另一方面 他还继承了前人精神生产的成果即思想文化 离开了
这种精神性的东西 人们也就丧失了创造历史的方向与精神支柱 这种精神性的东西往往通过一
定的客观物质形式 如语言 文字和图像符号等表达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内容 并一代代地传承下来
这就是马克思 恩格斯所谈到的观念材料 人们总是立足于现实的社会生活 通过对传统观念材料
的继承和改造 赋予社会关系以新的内容和形式 实现着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的超越 实际上
正是由于意识形态所反映的对象即社会关系具有超越时代的内容 才使得人民群众在历史活动中
具有明确的实践目的性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保持一种积极的进取精神 即力图消除阶级障碍 去
除阶级性的革命批判精神
正是由于意识形态的主体 客体具有超越阶级性 反映整个时代和全社会普遍利益的普遍性
不同的社会形态才得以实现社会历史的进化发展 前后相继 同一个历史阶段中的不同阶级 民族
地区或国家也才能实现着交流和对话 维护着世界的稳定和发展 当前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
国家的共存 既合作又斗争 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意识形态正是阶级的 民族的 时代的 文化的
多种因素的统一体 在这种统一中 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阶级 民族 地域的超越 具有
人类文化的一般性 这种一般性又通过历史的传承而凝固在人类的意识之中 并得以以隐性的方
式沉淀下来 逐渐构成为人类共有的文化心理特质 显现在人类共同的行为模式中 在人类历史的
演化发展中起着凝聚和整合的作用 因此 意识形态可以超越阶级的限制 得到全人类普遍的接
受 从而获得某种普遍和全民的意义
在这种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 意识形态的各具体形式都是 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果
意
识形态具有普遍性或全人类性 标志着它不只是满足某个人或某个阶级或集团的需要 而是能满足
全人类的需要 全社会的需要 它对于整个人类都具有卓越的价值 是整个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财
富 属于人类的精神价值体系 恩格斯曾说 资产阶级的伟大人物并不仅仅属于他自己的阶级 他
们属于整个人类
他们所创立的意识形态也不仅仅属于他自己的阶级 而是属于整个人类的
列宁也认为 马克思主义吸取和改造了 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
西
这里的 价值 指的就是思想文化中所具有的普遍意义的东西
第四 意识形态因包含有知识因素而具有一定的认知价值 意识形态的内部结构本身就包含
着认识 解释系统 它是对社会存在的认识和反映 即使有其阶级性的影响 其中也蕴涵着真理的
颗粒
为了纠正把意识形态当做是纯粹的谎言的错误观念 我们必须首先来分析意识形态 虚假性
的问题 马克思是为了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主张 观念统治着世界 的唯心主义认识论而谈到意
识形态的虚假性的 这里的 虚假性 并不是指意识形态内容的真假 而只是指意识形态的颠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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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它颠倒了观念与现实的关系 颠倒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 恩格斯指出 这种颠倒性产生的认识论
根源就是对 思维独立性 的崇拜 恩格斯认为 意识形态家 只和思维材料打交道 他直率地认为
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 而不去研究任何其他的 比较疏远的 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 而且这在
他看来是不言而喻的 因为在他看来 任何人的行动既然都是通过思维进行的 最终似乎都是以思
在恩格斯看来 意识形态家对 思维独立性 的崇拜并不完全出自于他们的
维为基础的了
阶级偏见 而确实是出自于他们对意识形态的 真实 的认识 他说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
有意识地 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 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 否则这就
因为在意识形态家看来 他们的思想观点 理论都来自于思维过程
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
思维的内容和形式也都是从思维中 不是从他们自己的思维中 就是从前一代人的思维中产生的
因而思维理所当然成为他们意识形态理论的出发点 这样一来 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
上消除了 于是就可以放心地解开缰绳 让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了
意识形态家正是从观
念统治世界出发 在自由驰骋的思辨世界中去编造观念的合理性 并以此说明现存秩序的合理性
但是 这些意识形态家的编造并不能由着他们的性子而随意编造的 而是由一定必然性制约的 这
种必然性一方面是指现实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另一方面是指意识形态各具体形式自身的逻辑机
制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他们在构造意识形态时不自觉地将社会存在考虑其中 这是不以他
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意识形态各具体形式具有它们自身的逻辑建构 这就要求意识形
态家在编造幻想时必须把握每种意识形态的特点 思考其固有的观念运行逻辑 这两个必然性赋
予了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真理性 人们通过它能够达到某个方面或某种程度的对社会存在
的正确认识
进一步说 意识形态家编织的种种意识形态的幻想如何能被人民群众所广泛接受 正取决于意
识形态的认识价值即其蕴涵的真理性因素 而不是取决于它的阶级性 而这种认识价值在很大程度
上又依赖于意识形态家自身对现实生活认识的真实程度 体验的真切程度和表达的准确程度 意
识形态家总是通过对直接源于经验的社会心理的加工 提炼 改造及抽象概括 建构反映社会存在
的理性认识 正是这种加工与改造 使得社会心理的自发性 零散性及不定型性为意识形态的自觉
性 系统性及稳定性所取代 这种取代不是同质事物间的两两替换 而是感性向理性升华的质的飞
跃 这是意识形态的认知特质的真正内核 这就决定了意识形态家在创造意识形式时所考虑的不
只是为了向他人传达某种思想观点 而且还表达意识形态主体通过对作为社会心理的生活体验和
感受的加工和改造 向人们描述现实生活本质的需要 这就说明了意识形态包含有知识因素带来
的认识价值 马克思称赞狄更斯等小说家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 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
一切职业政客 政治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
真正的艺术家也总是非常重视
自己作品的 真 的价值 法国雕塑家罗丹说过 没有一点内在的真理 也就没有一点艺术 宗教从
本质上说歪曲了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 但其中也包含着反映人类正确认识世界的思想材料 具有点
滴的 真 的价值 哲学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 都内蕴着人类认识世界的精神成果 其中不
乏真知灼见
第五 意识形态对传统观念具有一定的继承性 原因是 从产生上看 任何意识形态都不是凭
空产生的 它在诞生时 总是会从传统的理论武库中择取某些有利于自己体系建构的思想材料 马
克思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写道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
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 既定的 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 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
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 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 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
以帮助 借用他们的名字 战斗口号和衣服 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 用这种借来的语言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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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从形式上看 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意识形态具有相同的形式即政治法律思想 道德 宗教 哲
学 文学艺术 正如马克思 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 中所说的 宗教的 道德的 哲学的 政治的 法
的以及其他的观念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是不断改变的 但是 宗教 道德 哲学 政治和法本身在这
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的相同形式 表明了同一种意识形态
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
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有一个前后相继的过程 从这些形式自身的理论要求来看 同一种形式在不同
时期肯定有相同之处 这也是意识形态继承性的重要原因
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 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
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
例如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特别
是黑格尔哲学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及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的基础上 结合新的实践经验而建立
的 恩格斯还特别谈到这种继承性在宗教这种意识形式上表现得特别突出 他认为 在中世纪 传
统的宗教观念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以致要掀起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的风暴 就必须让群众的
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也是披着宗教的外衣而发起的 路德的宗教改
革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 意识形态的外衣
不仅哲学和宗教如此 其
他意识形式也是如此 每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家在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时 都要利用以往时代的思
想资料和思想成果 并结合新的实践经验 对以往的思想成果加以改造和发展 从而创造出新的意
识形态 列宁在 论无产阶级的文化 中指出 马克思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赢得了世界历
史性的意义 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完美的成就 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
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这就是说 某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主体总是受到前代的意识形态主体的影响 前代的意识形态
主体通过语言等方式规定着后一代意识形态主体的思维方式 情感模式 行为习惯以及心理特征
语言是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 只有各意识形态的内容得到一定的物质形式即语言之后 主体创造意
识形态的过程才算是完成 任何意识形态主体正是借助语言这一物质材料得以表达 体现和交流
彼此的思想的 语言是漂浮于意识形态之中的 而且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 总之 语言是意识
形态的物质外衣 是意识形态的物质形式和物质载体 前一代人的思想情感体验通过这一物质载
体得以传承 并进而规定着后一代人的思维方式 情感模式 心理特征和行为习惯
第六 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不平衡性 这是指意识形态的繁荣与否并不是与经济基
础的发展或瓦解成正比的 先进的意识形态并不一定就产生于发达的国家 正如恩格斯在晚年通
信中指出的 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
比如
世纪的法国在经
济发展上落后于英国 但是其创造的哲学却比英国繁荣
世纪的德国在经济发展上落后于英国
和法国 但其创造的德国古典哲学却是西方近代哲学发展的顶峰 远远胜过英法 造成这种不平衡
性的原因有二 第一 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并不是在每时每刻都表现得很明显的 只有在经济危机
时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才十分明显 第二 意识形态有自身的特点以及固有的观念运行逻辑 即它
是自组织的 它具有相对独立于经济基础的能动的性质
这种不平衡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 表现在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基础反映的滞后性上 意识形
态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 但总是落后于社会生活 因为社会生活本身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 而意识
形态一经形成就有相对的稳定性 直到经济基础已经发生根本的变革时 意识形态才会发生相应的
变化 此外 旧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传统的力量总是或多或少地传承到新的意识形态中去 从而使
新的意识形态保留着旧的意识形态的部分因素 导致新的意识形态呈现出保守的 滞后的特征 比
如 在希腊神话中 奥林帕斯山上的女神是很受尊敬的 这 反映了对妇女以前更自由和更有势力的
地位的回忆
马克思在 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中特别强调了意识形态的作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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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传统观念的惯性作用问题
其次还表现在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基础的 先行性 上 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 社会经济矛盾逐
渐暴露出来 在旧的意识形态并未完全消失之前和新的经济基础还未产生之前 新的意识形态就已
经产生 在阶级社会的社会变革期间 革命阶级为了推翻旧的经济基础 总是先在观念形态上进行
革命 即把旧的意识形态改造成新的意识形态 以此作为革命的先导 例如 世纪上半叶 法国新
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 他们高扬理性的旗帜 对宗教神学 封建社
会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就是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的舆论工具 它发挥了意识
形态先行的巨大作用
因此 意识形态并不是完全被动消极的 在社会变革时期 新的意识形态往往能够充当革命的
先导 促进新的经济基础的形成 意识形态的不平衡性是滞后性和先行性的结合 当然这种不平
衡性是相对的 因为无论是滞后性还是先行性 实际上都是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的表现形式 归根
结底都是 经济 高涨 的结 果
是 各种 经济 影响 对先 驱者 所 提 供 的 现 有 哲 学 资 料 发 生的 作
用

三 结

语

根据以上论述可知 意识形态是自组织的 它是由哲学 政治法律思想 宗教 道德 文学艺术等
意识形式按照一定的结构所构成的有机的 充满活力的统一整体 在这个整体中 这些形式又可抽
象地划分出不同的层次 这些形式 层次构成这一整体的要素 即作为这个统一整体的部分 受着整
体的制约 一旦我们认识到意识形态的自组织性 我们就不仅认识到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之所以
具有能动反作用的内在机理和逻辑规律 而且也清晰地揭示了意识形态各形式相互联系 相互交织
和相互规定的交互关系 这就使得我们弥补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破缺 完善了马克思主
义的意识形态理论 也就进一步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同时也彻底摧毁了那些指责唯物史
观为经济决定论的人的论据 树立起唯物史观更加严密的形象 更重要的是 意识形态的自组织性
理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提供了非常重要和积极的启示
由于意识形态各形式与经济基础的远近不同 我们可以把意识形态这一整体划分为由近到远
的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政治法律思想 第二层次是伦理道德与文学艺术 第三层次是宗教及哲学
在意识形态总体中 以上三个层次的划分并不具有实际意义 而只具有理论意义 也就是说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 以上三个层次的意识形式是相互联系 相互交织 相互规定的 做出这种划分
只是为了便于分析问题 正是在它们之间的这种交互作用中 意识形态才得以自我建构
首先 从它们的相互作用来看 政治思想 法律思想是其他意识形态形式的基础 也是其他意识
形态形式与经济基础发生交互作用的中介 其次 意识形态各形式在内容上相互补充 相互渗透
形式上相互交叉 相互为用 最后 意识形态各形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相互配合 相互辅助 共同
反映社会生活整体 并综合性地反作用于社会生活 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时要
注意发挥各种意识形式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整体的综合作用 党中央相继提出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
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 就是深刻地把握了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特别是意识形态的
自组织性而作出的自觉反应
总之 意识形态的自组织性要求我们在把握一种意识形态时 不仅要具体分析其每个层次 每
个形式 每个部分 而且必须把握这些层次 形式 部分在建构意识形态整体中的结构性关系 唯有
如此 我们才能全面把握一种意识形态 认清它的实质和运行规律 发挥它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
作用

第

期

万

斌

陈

明 自组织视域下的意识形态

参
中央编译局

列宁全集 第

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考 文 献

卷 北 京 人民 出版 社

年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年

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卷下 北京 人民出 版社

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卷 北 京 人 民 出版 社

年

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年

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卷 北 京 人 民 出版 社

年

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年

中 央编译局

自然辩证法

中央编译局

列宁全集 第

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卷 北 京 人 民 出版 社

年

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年

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年

中央编译局

列宁选集 第

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本刊已于
本刊网址

导言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卷 北 京 人民 出版 社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年

年
年

年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年

年起免费开放电子全文数据库 欢迎阅读与下载
具体内容请见 在线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