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   正   日 
 
 

主体哲学是独创性的革命哲学 

 

 

 

 

 

 
 
 

 



 

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 

 

 

金   正   日 
 
 

主体哲学是独创性的革命哲学 
 

1996 年 7 月 26 日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理论杂志《劳动者》上发表的谈话 

 

 

 

 

 

 

 

 
 
 

   



 1

 
 

最近，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国部分社会科学工

作者在解释主体哲学时，提出了与我们党的思想背道而

驰的错误见解，并且还把这种见解散布到了国外。 

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解释主体哲学的基本原理

时，仍旧不是从社会运动的固有规律的角度出发，而

是从物质运动的普遍规律的角度去加以解释。他们说，

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论证主体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

唯物辩证法的崭新发展。我们没有必要在解释和宣传

主体哲学时论证主体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的崭新发展。诚然，我们党对待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

法不是教条主义的，而是站在主体立场上进行研究和

分析，从而对一系列问题作了新的解释，这是事实。

然而，对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某些发展，并非是主体哲

学的基本内容。 

主体哲学是对它固有的原理进行阐述并形成体系的

独创性哲学。主体哲学为哲学思想发展建树的历史功绩，

不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而是阐述了以人为

中心的新的哲学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关系

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论证了物质的第一性与存在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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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原理，在此基础上阐明世界统一于物质，并依靠物

质运动而变化发展。主体哲学则把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即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问题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崭

新地提了出来，阐明了人是一切的主人、人决定一切这

样一个哲学原理，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开拓人的命运的

最正确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重要课题是阐明

物质世界的实质及其运动的普遍规律；主体哲学提出的

重要课题则是阐明人的本质特点和人的运动即社会运动

的固有规律。可见主体哲学是其哲学课题和原理同先行

哲学有根本区别的独创性哲学。因此不能认为主体哲学

是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并且，不能以马克思主义

哲学所阐明的物质世界的实质及其运动的普遍规律，这

样或那样地分析论证主体哲学的独创性和优越性。主体

哲学是阐明了新的哲学原理的哲学，用先行哲学的框框

是无法解释的。如果这样做，就不但不能论证主体哲学

的独创性，反而会造成混乱，从而不能正确地理解主体

哲学的真谛。 

主体哲学破天荒第一次对人的本质特点作出了科学

的解答，并在此基础上认为人是世界上最优越、最有力

量的存在，提出了对世界的新见解：世界是为人所支配

和改造的。 

主体哲学并不因为阐明了新的世界观，就否认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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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的世界观。主体哲学是以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为

前提的。世界为人所支配和改造这一对世界的主体的见

解，离开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实质及其运动的普遍规律的

唯物辩证法的理解，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像唯心主义所

主张的那样，认为世界是神秘的，那就不可能提出人可

以支配世界这一论断；如果像形而上学所主张的那样，

认为世界是固定不变的，那也不可能提出人可以改造世

界这样的论断。世界是为人所支配和改造的这一对世界

的主体的见解，只有承认世界统一于物质并不断发展变

化这一唯物辩证法的理解才能成立。马克思主义唯物辩

证法尽管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但其基本原理是科学，

是真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主体哲学是以唯物辩证

法的世界观为前提的。 

说主体哲学以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为前提，并不意味

着主体哲学简单地继承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离开了对客

观物质世界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固然不能科学地认识和

改造世界，但只依据世界的物质性这一唯物论和世界不断

变化和发展这一辩证法原理，就不可能提出人在世界上占

有主人地位，在改造世界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一论断。

只有在根本不同于其他任何物质的人的本质特点得到阐明

的条件下，才能正确地阐明人作为世界的主人、世界的改

造者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由于主体哲学科学地阐明了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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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自主性、创造性和意识性的社会存在这一人的本质特

点，从而人在世界上的主人地位和在改造世界方面的决定

性作用这一根本原理也得到阐释。 

主体哲学从以人为中心的哲学原理出发，确立了

主体社会历史观——主体史观，克服了先行社会历史

观的局限性，从而使传统的社会历史观发生了根本的

变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物质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用于对

社会历史的解释，创立了唯物辩证法的社会历史观——

唯物史观。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唯物史观的历史功绩。

唯物史观的确为破除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反

动的、不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

人在客观物质世界中生活，社会与自然有着不可分离的

关系，因此，物质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必然作用于社会

现象，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如果无视社会运动本身

的固有规律也在起作用这一点，而把社会现象机械地归

结为物质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那么，必然会招致对社

会历史的片面理解。 

社会运动是按照它本身的固有规律变化和发展的。 

社会运动是支配和改造世界的人的运动。人为了

实现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支配和改造，开展改造自然的

活动。人改造自然，以创造物质财富，为自己创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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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生活条件。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事业，是满

足人们社会生活需要的事业，而这一事业只有通过人

的社会合作才能得以实现。人为了改进和完善社会合

作关系，不断进行改造社会的活动。改造自然的是人，

改造社会的也是人。人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同时，

也不断地改造和发展自己。人对世界的支配和改造，

归根结底，是通过自然改造、社会改造和人的改造得

以实现的，实施改造的主体是人民群众。社会的一切

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关系

也是由人民群众发展的。 

社会运动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运动，它具有与自

然运动不同的特点。自然运动是靠客观存在的物质相互

作用自发形成的，但社会运动则是依靠主体的主动作用

发生并发展的。因此，如果把阐明物质世界发展的普遍

规律的唯物辩证法原理机械地运用于社会历史，就不可

能正确地阐述社会的本质和社会运动的规律。唯物史观

的主要局限性在于未能正确揭示社会运动的固有规律，

而且以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都是物质运动这一理论，阐

述社会运动原理。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把社会区分为社会存在和社

会意识，在其互相关系中赋予社会存在以决定性意义；

把社会构成则区分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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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建筑，赋予物质生产与经济关系以决定性意义。

这是把世界统一于物质，按照物质运动的普遍规律而

变化发展这一唯物辩证法原理机械地运用于社会历史

的表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考察世界时，把物质世界

的普遍规律引入社会历史领域，把不仅自然界，而且

人和社会都统一于物质。如果不把人看作是具有自主

性、创造性和意识性的社会存在，而看作是统一于物

质的世界的一部分，从而把物质世界的普遍运动规律

机械地运用于社会历史，就必然会把社会历史运动看

作自然史过程。 

当然，社会也不是靠人的主观愿望而是靠一定的规

律变化发展的。但是，规律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与在自

然中所起的作用是有本质区别的。规律在自然中是不受

人的制约，自发地起作用的，而在社会中则是通过人的

自主的、创造性的和有意识的活动起作用的。在社会规

律中，既有不受社会制度的制约，对所有社会都起作用

的普遍规律，也有在一定社会制度下才起作用的特殊规

律。但一切社会规律都是通过人的活动而起作用的，因

此，由于人的活动情况不同，规律所起的作用有时可能

顺利，有时可能被遏制或被限制。 

说社会规律通过人的活动而起作用，这并不是说社

会规律不带客观性，或者说社会运动不可能有自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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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一旦形成，就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

社会规律起作用，因而，它和自然规律一样都具有客观

性质。在社会运动中自发性之所以起作用，这同人的自

主性、创造性和意识性的发展水平相对不高，又没有建

立起能够使其得到充分发挥的社会制度有关。随着人的

自主性、创造性和意识性的提高，又建成了能够使其充

分发挥的社会制度，人的活动就越来越与客观规律的要

求相适应，自发性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社会的发展过

程，就是人民群众的自主性、创造性和意识性的发展过

程，只要人民群众的自主性、创造性和意识性得到发展，

并按照其要求完善了社会制度，社会就更能依靠人民群

众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得到发展。这意味着依靠主

体的主动作用而变化发展的社会运动所固有的规律得到

了全面体现。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物质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引入社

会历史领域，创立了唯物辩证法社会历史观，但实际上，

他们也在社会运动中遇到了许多只靠物质世界的普遍规律

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他们提出了社会意识虽然反映

物质经济条件而产生，但又反作用于物质经济条件；一定

的政治虽然由一定的经济决定，但它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

等一系列理论，试图克服唯物史观的片面性。但是，马克

思主义唯物史观毕竟是视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共同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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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的社会历史观，因此仅用这一理论就难免存在把社会

发展过程看成自然史过程的局限性。 

主体哲学同先行哲学的根本区别，归根结底是对人

的本质的不同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人的本质规定为社会关系的总

和，但没有正确地阐明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本身所固有的

特点。它以物质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说明社会历史运动

原理，正是不能阐明社会人的本质特点的表现。作为社

会存在的人所固有的特点，由主体哲学第一次作了精辟

的解答。 

我们党的文献曾阐明，人是具有自主性、创造性和

意识性的社会存在，对此不曾有人提出过异议。但对人

为什么成为具有自主性、创造性和意识性的社会存在这

一问题的理解，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却持有错误的观点。

他们仍然把人的本质特点问题看作是物质的发展水平问

题，主张考察人具有自主性、创造性和意识性的出发点，

应从物质构成因素的多样性及其结构的复杂性中去寻

找。实际上，这是把人的本质特点看作是自然的、生物

属性的延伸及其发展完善的见解。在人作为生物学意义

的存在时，可以把人同其他生命物质一样来进行考察，

也可以谈论人的生物学构成因素和结构特点。然而，主

体哲学谈论的人，是不仅具有高度发展的有机体，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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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具有其他任何生命物质所不能具有的自主性、创造性

和意识性而生活和活动的人。人所以具有自主性、创造

性和意识性，其原因，不应从同其他物质的共同性的发

展中去寻找，而应从人所独具的特点中去寻找。人之所

以具有自主性、创造性和意识性，是因为人是形成社会

集体，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活和活动的社会存在。人

的自主性、创造性和意识性，是在人们建立社会关系而

活动的社会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社会属

性。当然，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和意识性，离开人这一

高度发展的有机体是不可想象的。从人是高度发展的有

机体这一意义上来看，可以说人是生物进化的高级阶段，

是最高级的物质存在。尽管如此，如果人不形成社会集

体，不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活和进行活动，人也不可

能发展成为具有自主性、创造性和意识性的社会存在。

人如果没有肉体生命，当然也不可能有社会政治生命，

但肉体生命本身并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政治生命。同样，

离开人这一高度发展的有机体，不可能设想人的自主性、

创造性和意识性，但是人的生物学特点本身并不能产生

人的社会属性。人的社会属性，只有通过人作为社会存

在而发生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通过人的社会活动和社

会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才能形成并得到发展。把社会

发展史称之为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和意识性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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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和意识性，就是在社会历史

上逐步形成并发展的社会属性。因此，对人的哲学考察，

必须从人是社会存在这一点出发。 

然而，我国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却提出物质构成

因素及其结构问题，并把它与人的本质特点联系起来，

而且认为它是主体哲学的重要内容。这是用马克思主

义唯物辩证法框框去解释主体哲学的偏颇，其实这不

过是把人的本质特点理解为生物学属性，又试图用进

化论的方法考察其发展完善，并将这种错误加以合理

化而已。 

鉴于人的本质特点，正确认识社会存在，是很重要

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也把人的本质问题在社会关

系中提了出来，但社会存在这一用语是作为客观存在并

反映在社会意识中的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关系的

概念使用的。当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人看作生产力

的构成因素、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他们所说的社会

存在之中，人也包括在内。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

有把社会存在这一用语作为规定人的本质特点的固有意

思使用。 

在把主体哲学不断丰富完善使之体系化时，我们

是把社会存在这一用语以规定人的本质特点的固有意

思使用的。主体哲学原理认为，世界上只有人才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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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存在。然而，有些社会科学工作者仍然固执己

见说，应把社会财富和社会关系也包括在社会存在中，

致使人与社会财富、社会关系范畴混淆起来。社会财

富和社会关系是由人创造和发展的，因而不能把它包

括在规定人所固有的特点的一个概念中。当然，在谈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可以把社会存在这一用语按其

创始人的意思理解。但是，在谈论主体哲学时，如果

把社会存在这一用语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意

思来理解的话，那就会造成对人本质特点的哲学概念

的混淆。主体哲学是具有其独特体系和内容的新的哲

学，因此，它的许多范畴都不能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

创始人的意思来理解。 

有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宣传和解释主体哲学时之所

以产生偏颇，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有从革命实践的需

要出发研究哲学问题。 

理论应以实践为基础，并为实践服务。离开实践的

理论，就不可能正确阐述真理，也没有实践意义。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哲学问题的研究方面，始终

从革命实践的需要出发，在科学解答革命实践提出的重

要思想理论问题的过程中创立了主体哲学。我们党总结

丰富而新鲜的革命实践经验，不断把主体哲学全面加以

体系化并使之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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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实践，是实现人民群众自主性的斗争，这一斗

争的承担者是人民群众。因此，在哲学研究中重要的问

题是正确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概括人民群众的

斗争经验，使之变成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理论。在阶级

社会里，反动统治阶级把哲学利用于拥护反动统治制度

并加以合理化，企图把它变成为辩护他们利益的哲学家

的独占物，而把人民群众看作是同哲学毫无关系、不可

能理解哲学的愚昧无知的存在。 

我们党从人民群众是一切的主人，是最智慧的存在

这一立场和观点出发，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概

括人民群众的斗争经验，深入发展主体哲学并加以体系

化，使之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斗争武器。主体哲学之所

以是符合人民群众自主要求和愿望的绝对真理、并容易

为人民群众所理解，从而成为斗争武器的人民性哲学，

其理由就在于此。 

然而，有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却热衷谈论对开拓人民

群众的命运指明道路没有什么实践意义的问题。我们研

究哲学的目的，在于阐明依据什么原理和方法发展社会，

开拓人民群众的命运。社会的发展是由政治来导向的，

阐明把社会发展引向最正确道路的政治原理基础的哲

学，就是主体哲学。从这种意义上说，主体哲学是政治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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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社会科学工作者说，他们是为了对外宣传的需

要，才把主体哲学解释为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的哲学。应当让人们正确认识到主体哲学是新的革命哲

学，不是发展了先行哲学的哲学。以对外宣传的需要为由，

用先行哲学的框框解释主体哲学，或离开主体哲学的根本

原理，把不符合主体哲学原理的问题说成是主体哲学，这

是不对的。尤其当前，国际上有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迫

切需要根据主体哲学原理作出科学解答。对外宣传部门为

什么置这种实际需要于不顾，侈谈既没有政治性，也没有

任何理论实践意义的问题呢？在主体思想的对外宣传

中，应结合实际问题正确说明主体哲学是完全独创性的

哲学，是新的革命哲学。不仅对外宣传，而且对主体哲学

的研究、学习和教育，也要防止产生偏颇。 

主体哲学是我们党的革命哲学、政治哲学，它阐

明了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主体思想的哲学基础和革

命的根本原理。如何对待主体哲学，这不是个纯粹的

哲学理论的学术问题，而是对党的思想的立场和观点

问题。要把党的思想作为绝对真理，并坚决维护它，

同时要把它化为革命信念，从而正确地领会、解释和

宣传主体哲学。 

我们要为拥有主体哲学这样伟大的政治哲学而感到

极大自豪和骄傲，要深刻领会主体哲学的原理，并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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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运用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中。我们要根据主体哲

学的原理，分析和判断一切社会现象，按照主体哲学的

要求，把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增强主体的

作用以大力推进革命和建设。 

我国科学工作者和人民群众要研究、学习和信奉主

体哲学，但也要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者尤其要熟悉先行哲学。研究先行哲学，重要的问题

是正确辨别进步的、积极的一面和局限性以及理论缺

陷。只有熟悉先行理论的历史功绩及其时代局限性以及

理论缺陷，才能克服对待先行理论的教条主义偏向，才

能深入领会主体哲学的独创性和优越性。社会科学工作

者要深切关注在研究和领会主体哲学的基础上，以其原

理为依据，正确把握先行哲学的功绩和其局限性与不足

之处。 

同时，要坚决反对与主体哲学相悖的一切哲学思潮，

切实维护主体哲学的纯洁性。主体哲学是反映了革命实

践的要求，并通过革命实践证明其真理性和正确性的最

优越、最有生命力的哲学。今天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人

们对主体哲学的关注日益深切，主体思想信奉者的队伍

日益壮大，这一事实清楚说明，主体哲学是对革命实践

作出最正确解答的哲学。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对主

体哲学的科学性、真理性、独创性和优越性树立坚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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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以主体哲学为指针分析和判断一切哲学理论，防止

异己哲学思潮侵袭到主体哲学中来，哪怕是微小的异己

哲学思潮。 

所有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要遵照党的意图，广泛深入

地研究和宣传主体哲学，发扬光大主体哲学的伟大性，

从而，进一步增强其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