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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论·

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徐瑞仙 童 星

［摘 要］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当代中国社会保障是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

理论体系的时代命题。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是认识现代社会本质的逻辑前提；马克思的资

本二重性原理启示当代中国的核心任务是让资本为民生服务；社会发展阶段性原理要求中国社

会保障发展要符合基本国情；社会发展道路选择多样性原理要求不能照搬西方社会保障模式；

社会发展主体性原理要求社会保障坚持以人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理论要求在社会保障中坚持

政府主导；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当代中国社会保障

价值理念的建构；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原理指明了社会保障制度的终极价值归宿。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保障；价值理念；建构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深入发掘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内涵，以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当代中国社会保障价值理念的建构，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定型与

完善，是一项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的命题。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及其核心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及其指导下的工人运动催生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马克思主义作为全世

界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唤醒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工人运动的兴起造成如火如荼的社会主

义运动，冲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基础。在资本主义面临危机之际，以威廉皇帝和“铁血宰相”

俾斯麦为代表的德国统治阶级被迫做出让步，出台了改善劳工待遇的系列措施，现代意义上的

社会保障制度破茧而出。用俾斯麦的话来说，“只有现存国家统治政权采取行动，即由她实现

社会主义要求中合理的、并与国家社会制度相一致的东西，才能制止社会主义运动的混乱局

面。” 只要“给健康工人以劳动权，保证他们病有所医，老有所养”，“那些先生们（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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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就会成为鸟的空鸣。” 可见，“现代社会保障的建立既是无产阶级为争取自己合法

权益而进行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也是资产阶级统治策略的变化，将其作为一种‘消除革命的

投资’”。

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既然是德国统治阶级与工人运动妥协的产物，本身就必然含有“社

会主义”的因素。德国社会保险制度产生后，时任英国首相张伯伦试图仿效德国建立社会保

障制度的时候，被他的反对派指责其施政纲领是“社会主义的”。20 世纪 30 年代，临危受命、

极力主张并于 1935 年签署《社会保障法》的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其“新政”措施中就有

通过国家干预、救济贫困工人等社会保障措施。罗斯福在 1937 年总统就职演说中说，“检

验我们进步的标准，不是看我们是否为那些绰绰有余者锦上添花，而是看我们能否使那些缺

衣少食者丰衣足食”。 这也使得他被政治对手和记者怀疑为“社会主义者”。可见，资本主

义世界最先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确实不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而致，却

肯定是迫于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工人运动所逼。那么，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的内涵

究竟有哪些呢？

（一）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是认识现代社会保障本质的逻辑前提

马克思对于资本宰制逻辑的否定与深刻批判，是认识资本主义及其社会保障本质属性的

逻辑前提，也是认识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社会问题的逻辑前提。资本主义

的本质特征是以资本为主导、被资本所宰制。市场经济是满足“理性经济人”实现自身利益

最大化的制度设置，市场经济的逻辑其实就是资本增值、财富增长的逻辑。20 世纪 90 年代

开始，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实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历史性创举，市场经济由此成

为迄今为止包括中国在内绝大多数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不二法门。2019 年谢世的美国新马克

思主义代表人物沃勒斯坦断言：“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世界，而是一个资本主义的

世界。” 几乎所有的西方理论家都承认资本主义的存在是天经地义的、永恒的。然而，马克

思主义则坚定地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非与人类共始终，而是历史的，既有其萌芽、发展，

也必然迎来衰落、灭亡，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并非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资产阶级在

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总而言之，

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本的特权、金钱的特权取代了封建的特权。资本主义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平

等。由于资本的逻辑、市场的逻辑畅行无阻，在资本控制之下，现代社会的人与物及他们之

间的关系均被高度异化。怎样彻底瓦解资本的逻辑？马克思认为必须把“资本”连根拔起、

 查尔斯·多内尔·哈森：《1815 年以来的欧洲》，德国纳布出版社，2011 年，第 2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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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私有制，因为现代社会资本产生的根源在于“私有财产”，共产主义就是对于“私有财产”

制度的“扬弃”。

马克思尽管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劳永逸的方法，却不可能在当下社会立即实施这一方法。

因为放弃了“资本增值”和“财富增长”，也就意味着放弃了资本的正面作用，放弃了经济发

展的原动力，这是现代社会无法接受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应既不放弃经济发展的原

动力，又将资本置于一定的约束与规制之下，而不被资本运行逻辑所裹挟。也就是说，在当今

社会，“利用和驯服资本的逻辑”比“瓦解资本的逻辑”更具可行性。“如果现代社会既不想

放弃‘资本的增值’这一经济发展原动力，又不想堕入到‘欲望的狂欢’之中，那么，现代社

会就必须恪守‘资本的界限’”。 有人认为当下的中国已经进入“后改革开放时代”。“‘后

改革开放时代’就是要制约、驾驭和驯服资本增值的逻辑，实现财富的合理分配和社会的公平

正义，让资本为民生服务。” 资本主义国家尚且懂得在利用资本增值逻辑的同时，通过社会

保障制度来消除该逻辑的消极后果（财富分配不均），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就更应当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通过现在的“驯服资

本”“驾驭资本”，走向未来的“超越资本”。这是我们分析当今国内外一切社会问题的时代

语境，也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理念。

（二）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保障的工具性价值

在“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里，资本逻辑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终统治力量。马克思

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资本家就是人格化的资本，劳动阶级则是附属于资本的被奴役阶级。“在生产过程中，资

本发展成为对劳动，即对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或工人本身的指挥权。”“在工场手工业中，

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做活的附属物

并入死机构。” 按照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以及资本家作为资本人格化的本质，它们根本不

会去理会劳工的死活。但是，为了缓和阶级冲突、为了维持劳动者及其家属的最低生活，

同时也是为了延续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资本家也不得不采取一些社会救济政策来救济、

抚恤伤残和失业员工，以及处于贫困线下需要救济的人。“现在的统治阶级，不管有没有

较高尚的动机，也不得不为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

展的障碍除去”。“只要资本的力量还薄弱，它本身就还要在以往或随着资本的出现而正

 王庆丰：《资本的界限——现代社会的合理性边界》，《求是学刊》2016 年第 1 期。

 王庆丰：《超越“资本的文明”：“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道路》，《社会科学辑刊》2013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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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27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52 年，第 5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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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逝的生产方式中寻求拐杖”。 在这里，马克思认为，社会保障就是在资本力量相对薄

弱时，从以往社会中原本存在的“济贫法”那里寻求来的缓解社会矛盾、帮助资本家渡过

难关的一支“拐杖”。“而一旦资本感到自己已强大起来，它就抛开这种拐杖，按它自己

的规律运动。” 将社会保障喻为“拐杖”，这就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制度

的工具性本质：资本家实施社会救济的真正原因是实现剩余价值的需要，资本主义社会保

障是资本主义经济得以正常运行的工具。

（三）马克思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基金的真正来源

任何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或措施，总需要相应的资金支持，这些资金从哪里来？在《哥达

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用“社会总产品扣除”理论予以阐释。在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我们把‘劳

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么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现在从它里

面应该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

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他部分是用

来作为消费资料的。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的

一般管理费用。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

展而日益减少。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和现代社会比起来，

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

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 其中，用来应付不幸事故

和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

立的基金，属于社会保障基金。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所有这些扣除都是来源于工人阶级所创造出来而被资本家占

有的剩余价值。“需要救济的赤贫……和相对过剩人口一起，形成财富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的

一个存在条件。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项非生产费用，但是，资本家知道怎样把这项费用的大部

分从自己的肩上转嫁到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肩上。” 因此，“在工人自己所生产的日益

增加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会有较大份额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

人手中，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

币准备金。但是，吃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

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 然而却可以缓和劳资冲突，

维护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就像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真正来源的秘密一样，马克思从源头和本

质上揭示了社会保障基金的最终来源，依然是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52 年，第 160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52 年，第 160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361-362 页。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706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75-2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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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克思论述了未来社会建立社会保障的必要性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社会总产品扣除”理论，不仅揭示了社会保障基金

的来源，而且预测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

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而用于满足共同需要的社会保障费用“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

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这一预测已经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实践所

证实。当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一定水平以后，就会进入以福利制度为主体的时代。“社

会总产品扣除”理论指出了一切社会形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当然包括社会主义社会

在内。不过，“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将把这种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即全部原料、生产工

具和生活资料，从特权阶级的支配中夺过来，并且将它们转变给全社会作为公共财产，这样才

真正把它们变成社会的基金。”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也需要社会保障，然而其性质与资

本主义社会保障已根本不同。这是真正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劳动者主体地位的体现，

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所必需。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其目的不是要追溯其原初

语境（尽管这是必要的），而是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直面时代问题，直面中国现实。

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保障制度实践与理念建构，

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有学者指出，对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的研究存在以下几个误区：一

是认为马克思是否定社会保障制度的；二是认为马克思并未论述过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三是

混淆马克思的商业保险理论与社会保障思想。 这些问题确实存在。另外，当前我国的马克思

主义社会保障思想研究中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还需予以关注。

一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研究尚处于边缘化状态。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

里的主导地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社会保障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却处于被边

缘化的境地。这种状况的出现是有原因的。其一，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直接发源于 1883 年德国

首相俾斯麦的政策，这是被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工人运动倒逼出来的。这导致俾斯麦与现

代社会保障的关系呈显性，马克思与现代社会保障的关系则呈隐性。其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实施的社会保障难以持续，纷纷进行改革，而改革

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接轨，这就进一步掩盖了社会保障与马克思主

义之间的联系；甚至于将社会主义初期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实施社会保障的具体政策措施同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538 页。

 许飞琼：《论马克思的社会保障思想及其时代意义》，《政治学研究》2013 年第 3 期。

 徐瑞仙：《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时代意义探究》，《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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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混为一谈，在改革前者的同时，忽略甚至否定了后者。

二是马克思主义考察社会保障的意识形态视角被逐渐消解。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占据主导地

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在研究社会保障问题时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在论及资本主义采用

社会保障、缓和劳资冲突的时候，始终不放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迄今，资本主义不但没

有消亡，而且在国际舞台上仍“执牛耳”；被高福利所“浸润”的资本主义看起来更像“社会

主义”；发展中国家正在奋力追赶，试图与发达资本主义操控下的市场经济接轨；经过社会保

障体系的“润滑”，资本主义社会劳资间的矛盾似乎正在悄然“缓解”。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使得“意识形态终结论”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甚嚣

尘上，资本主义似乎因社会保障的调节将再续千年福祉的“神话”。在混沌中，我们正失去一

种解读世界的视角，一种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角度分析问题的能力。

三是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保障思想尚未厘清。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保障思想的深

邃内涵有哪些？哪些是应该坚持的基本原理，哪些是随着时代发展需要修正和完善的？列宁

在苏俄建立初期实践中的社会保障思想是否存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初衷一脉相承的承继关

系？苏联时期传统国家保障模式的建立，是完全依据还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传

统社会主义社会保障模式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瓦解了，其中哪些是应当抛弃的，哪些是可以继

承或探索新的形式予以实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研究中的诸如此类问题，还需

深入探讨。

四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于社会保障的宏观指导被忽视。“之所以说马克思哲学是当代

不可超越的哲学，还由于马克思哲学对当代历史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当代所面临的

问题必须置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视域内才能得到解决。”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马克思关于社

会发展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包括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社会主体性原理、所有制理论、按

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原则、人的解放理论、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多样性理论等，

对于社会制度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马克思的这些基本原理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

现实启迪及其方法论意义，在社会保障研究中则较少看到。

五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的话语体系尚未形成。社会保障尽管是一个跨越时空、

亘古弥新的问题，但是在社会保障话语体系中，存在着一以贯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逻辑。

我们只是在西方近三百年来的现代文明中寻找社会保障的制度理念，却忽视了中华文明五千年

来的厚重的文化理念精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为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

斗，改革开放以来更是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国民福祉，建成了世界上覆盖人数最多的社

会保障体系。然而，这些实践发展和制度建设中所蕴含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理念，迄今

并未提升并凝练为对全世界社会保障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话语”体系。

 李西祥：《辩证法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哲学研究》2009 年第 2 期。



社 会 保 障 评 论第 3 卷第 4 期 Vol. 3, No. 4

·9·

三、当代中国社会保障价值理念建构论纲

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但是，“我们也不能指望 100 多年前的马克思对今天的社

会保障体系建设给出圆满的答案，而是要从他对人类社会发展大规律的科学判断及对未来社会

公有制设想与分配主张中寻求指导。” 马克思主义对于指导当今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

话语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启迪。

（一）马克思的资本二重性原理启示我们要让资本为民生服务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时代场域。经济全球化其实就是资本的全球化，资本的逻辑

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二选择。有人将当代中国称为“后改革开放时代”，简言之，改革开

放前 30 多年，是鼓励资本增值，建构市场经济，从而建构资本逻辑的时代；而“‘后改革开

放时代’就是要制约、驾驭和驯服资本增值的逻辑，实现财富的合理分配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让资本为民生服务。” 以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制度为代表的社会保障制度，就

是解决当下中国民生问题的制度载体。鉴于社会初次分配不能实现对于资本的驯服，寄希望于

通过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手段，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纠正资本主导逻辑下的社会分配不公。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寻求一条超越“资本的文明”的道路。“超越‘资本的文明’、驯服

资本必须从两个层面对资本进行规范和制约：一是精神伦理层面；二是社会制度层面。这两个

层面的建构是当代中国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马克思社会发展阶段性原理要求中国社会保障必须从国情出发

正确认识我国的社会性质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前提。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理论是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性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科学论断，揭示了在中

国这样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国家，在没有经过商品经济充分发展而直接进入

社会主义之后所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当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演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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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而言，迄今我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

国家。我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面临从农业文明转型到工业文明的历史任务，还

要经历从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到完善的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转型

的复杂的历史关键时期。这就要求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建构中国社会保障价值理

念时，必须坚持从基本国情出发的原则。

坚持基本国情，就要求社会保障的发展水平必须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既不能超

越，也不能落后。否则的话，社会保障水平过高，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影响到

 许飞琼：《论马克思的社会保障思想及其时代意义》，《政治学研究》2013 年第 3 期。

 王庆丰：《超越“资本的文明”：“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道路》，《社会科学辑刊》2013 年第 1 期。

 王庆丰：《超越“资本的文明”：“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道路》，《社会科学辑刊》2013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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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保障水平过低，就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也会带来

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阻滞经济发展。

坚持基本国情，还需要给予国民社会保障预期以适度、理性、科学的引导，不能造成国民

对于社会保障水平的非理性预期，或者说造成国民对于国家责任的过度依赖。例如在精准扶贫

进入合力攻坚的关键时期，既要提高扶贫的精准度，扶真贫、真扶贫，更要改变人的思想观念，

“扶智”与“扶志”缺一不可。 不能给贫困农民造成一种“脱贫就要靠政府”这样一种单纯

依靠政府、单向度责任的错误心理预期和导向。另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国家承担主要责任的社会保障制度，所能达到的保障水平就是“保最低”

和“保基本”。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所致，也是西方高福利国家的经验教

训所鉴。当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基本生活需要也会水涨船高。超过基本生活水平的更高

需要，只能由社会成员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得到满足，政府对于社会成员个人的这种努力应

予以充分的鼓励和保护，而不该是简单包办。

（三）马克思社会发展道路选择多样性原理启迪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社会保障模式

马克思坚持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与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之统一，对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

具体模式的选择具有启示意义。一般来说，社会保障是由政府主导建立的制度安排。根据政

府在社会保障中作用机制的不同，世界上出现过的社会保障模式可分为国家保险模式、社会

保险模式、福利国家模式以及强制储蓄模式等。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虽经几十年的发展，但

至今尚未最终定型。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超

级庞大的人口基数、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等因素，使得中国社会

保障制度的发展，不可能移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保障模式，而只能将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起来，以满

足中国人民的基本需要为目的，积极吸收和借鉴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道路。

（四）马克思社会发展主体性原理要求中国社会保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马克思的学说究其实质就是关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学说。“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由注重‘物’到注重‘人’是当代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

从古及今，作为整个社会存在基础的物质资料生产是由劳动者进行的，历史是由人来创造的，

社会进步也是由人来推动的。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自身也实现了主观和客观相统一、

理论和实践相统一、自由和必然相统一。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是社会实践的目的。以人为本

既是对“以物为本”的超越和“扬弃”，集中体现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体性思想，也是对劳动者

主体地位的扩展，提出了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

 贾玉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的反贫困及未来攻坚展望》，《社会保障评论》2018 年第 1 期。

 常修泽：《当代“人”的发展问题论纲》，《改革与战略》2008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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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当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由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让人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由劳动关系为基础的社会

保障逐步发展到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使全体国民“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和互助共济的规范，

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之间、人与集体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自助、互助、他助与公助，处理好人

的消费伦理、自然界的生态伦理等方面的问题。

（五）马克思的公有制理论启示中国社会保障必须坚持政府的主导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一文中提出了 17 条要求和措施，其中最后两

条是：“16. 建立国家工厂。国家保证所有的工人都有生活资料，并且负责照管丧失劳动能力

的人。17. 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有着更加详细具

体的描述，在回答第 18 个问题“这个革命的过程将是怎样的呢？”时写道：“所有的儿童，

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由国家出钱在国家设施中受教育。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

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拆毁一切不合卫生条件的、建筑得很坏的住宅和市街”等； 并且强

调：“自然，所有这一切措施不能一下子都实行起来，但是它们将一个跟着一个实行。只要向

私有制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

全部运输业和全部交换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国家手里。”

马克思与恩格斯还主张，封建领地要变为“国家财产”，一切矿井、矿山和交通运输工具

都应该“收归国有”。而国民教育事业、残疾人福利事业以及工人的社会保险事业等社会保障，

应该“实行完全国家化”。当然，我们不能要求 100 多年前的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每一句话都

正确无误且至今还适用，但是他们所强调的国家（政府）负责社会保障的原则却在德国社会保

险制度以及后来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中依然具有重要价值。政府主导理念对于我国社会保障制

度建设中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六）马克思的辩证扬弃观要求以科学态度对待中西社会保障理论

人类的思想文化长河从不间断。马克思与恩格斯高举辩证批判的利剑，对德国古典哲学、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英国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辩证的“扬弃”，进而形成了

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种辩证扬弃观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理论与价值

理念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坚持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汲取中国古人的生存

智慧，坚持“古为今用”，使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由于现代意义

 郑功成：《习近平民生思想：时代背景与理论特质》，《社会保障评论》2018 年第 3 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第 4-5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304-306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3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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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社会保障制度起源于西方，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与欧风美雨的强劲风潮，使得社会保障理论

呈现出“西方中心主义”以及“超意识形态”化倾向，西方社会保障的价值理念、制度模式大

行其道，甚至于成为发展中国家未来社会保障模式的“样板”。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厚的

社会保障思想却被长期忽视。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

想”，“百善孝为先、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以及“尊老思想”和“家庭本位”观念，“尚

俭不尚奢”的消费伦理，“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等，对于现代社会乃至于现代社会保障的深

层意蕴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倡导与彰显。

其次，采取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科学态度，积极“扬弃”西方社会保障理论与模式。既

要鉴别与批判，又要继承与创新，坚持“洋为中用”。“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

富。” 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

放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 在构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时，需要以马克思主

义为灵魂，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主体，借鉴西方社会保障中的文明精华，发扬西方社会保障

理论中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而摒弃其以“资本为主导、为资本服务”

的阶级属性，建构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理论体系。

（七）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保障价值理念

的建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高度浓缩。

制度是价值观的外在载体，价值观是制度设计的内在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家价值目标、社会价值取向、个体价值准则方面的本质规定

和基本规范，深刻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和价值走向。”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政府（狭义国家）是社会保障的责任

主体，建立社会保障是政府基本职责。富强作为价值目标既是因近代以来贫弱的历史事实使然，

也是社会保障得以建立的条件。民主既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时代发展的潮流。国家治理体

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多元参与，对社会保障改革提出了人民做主、多元参与的时代要求。

社会保障既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永恒诉求。社会保障的重要功能是纠正市

场经济运行的负面后果，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及整体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自由、平等、公正是人之为人的基本

要求，也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价值理想。人类文明史与人类追求自由平等公正的历史几乎一

样久远，而法治则是通过法律保障这些权利得以实现的制度安排。“只有当法治成为治国理政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 258 页。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
民日报》，2014 年 9 月 25 日第 1 版。

  包心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质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规定》，《学校党建
与思想教育》201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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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方式，自由、平等、公正才会有安全的避风港。” 社会保障自产生以来，即承载着消

除贫困、保障公民权利、降低社会不平等和增进社会福祉、促进人性完善的积极作用。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对公民个人提出的价值准则。自古以来，国泰则民安，

国强才民富。爱国是每一位公民基本道德情怀；敬业是公民的基本职业素养，是职业道德

的灵魂；诚信是做人的道德底线，是社会正常运行的条件；“友善是公民德行的阳光，它

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社会保障制度的良好运行离不开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同时也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提供安全保障与稳定

预期。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保障的制度理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八）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原理指明了社会保障制度的终极价值归宿

在漫长的人类思想史上，哲学家们一直孜孜不倦地探求“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对此，

马克思做出了科学的回答。从个体角度来看，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劳动或实践”；“人的

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与动物的

最大区别之一是人会劳动，人的劳动实践既是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标志，也是人类不断走向

文明进化的阶梯。马克思研究的不是原子式的独立个体，而是处于社会关系总和中的人，并由

此提出了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为“以人为本”、

人的解放的实现等理论奠定了基础。

从人类社会形态发展进程来看，马克思揭示了社会形态的更替：从“人身依附”关系为代

表的“人的依赖性”社会、以资本为主导的“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发展到未来“以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是“人的本性的回归”。马克思主义社会

发展理论的核心与终极归宿是人的全面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保障制度要将“以人

为本”作为制度理念的逻辑起点和坐标原点：起因于人的觉悟，以制度为载体与过渡，归宿为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总之，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不仅是对前人源远流长的社会保障理论的批判性继承，而

且在社会保障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马克思论证了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和

必然性，揭示了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深刻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保障工具性本质及其虚

伪性；在解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救济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建构未来理想社会保障制度的理

念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与制度具有重要的启示

意义。

  任仲平：《凝聚当代中国的价值公约数——论凝聚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日报》，2015 年 4 月
20 日第 1 版。

 胡威：《社会保障制度及其政治价值原则研究——以社会正义为视角》，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年。

  任仲平：《凝聚当代中国的价值公约数——论凝聚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日报》，2015 年 4 月
20 日第 1 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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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eds to be guided b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Marx's criticism of "capital" is the logical premise for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modern society. His theory of the duality of capital reveals that the core task of contemporary China is to 

make capital serve the people's livelihood. The theory of staged social development requires China to con-

sider its national realities while constructing it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hile the theory of diverse path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dicates that the western social security model cannot be copied. Finally, the theory of 

the subjectivity of social development states that a people-orient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s required. Public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requir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take the leading role in construct-

ing the nation'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e characteristic of Marxism of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requires 

that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be led by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 Marx's principle of human liberation 

points out the ultimate value of the futur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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