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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哲学总论

从上面的这则小故事中，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理解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井下的鱼因为生活在狭窄的环境中，

所以无法理解大海的宽大深远；夏天的虫因为没有在冬天的环境中生存过，所以无法理解冬天的寒冷。这些都

体现了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

考 点 梳 理

一、哲学是什么

（一）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

世界观是人对整个世界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

（二）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

（三）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哲学是具体科学知识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具体科学为哲学提供材料和基础；哲学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世界观

和方法论的指导。是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经典真题】（单选题）（2015年广东）

爱因斯坦指出“哲学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这说明（ ）

A．哲学是全部科学的汇集

B．哲学是各门科学知识的基础

C．哲学对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具有指导作用

D．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二、哲学的基本问题

（一）内容

1．物质与意识何者为第一性、谁决定谁的问题。——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

2．物质与意识有无同一性的问题——划分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标准。

【知识拓展】可知论认为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不可知论认为世界是不可能被认识或不能被完全认识的。

【经典真题】（判断题）（2015年江苏）

哲学基本问题的意义仅在于为人们提供一个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 ）

（二）哲学的基本派别和具体形态

※河神与海神的对话※

秋天涨水的时候，所有小河里的水都灌到黄河里去，黄河就突然宽阔起来，两岸距离也远了，隔着河水，看不清

对岸的牛和马。这时，河神高兴极了，以为天下的好处都集中到这里来了。河神顺着河流向东走，到了北海举目东望，

竟没有看到海的边缘。这一来，河神才觉得自己的想法不对，于是扭过头来，仰面向海神叹息道：“我以为没有人能

比得上自己了，现在看到你是这样的广大和深远，才知道自己不行，如果不到你这里来看看，固守旧的想法，一定会

被别人笑话的。”海神听了这番话，向河神说道：“井下的鱼，不可以和它谈大海，因为它被井的狭窄束缚了；对夏

天的虫儿，不可以和它们谈冬天和冰，因为它们被时令限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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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唯物主义及其三种形态

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依赖于物质。

（1）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源是一种或几种具体的物质。

代表观点：①五行说；②荀子：阴阳说；③范缜：形神说；④王夫之：气理说；⑤赫拉克利特：活火说；

⑥泰勒斯：水为始基。

朴素性、猜测性、不彻底性。

（2）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认为原子是世界的本原。

代表观点：①原子论；②拉美特利：人是机器；③狄德罗：自然界由数目无穷、性质不同的异质元素构成；

④培根：万物的基础是原始物质，是基本元素。

缺点：机械性、形而上学性、直观性、不彻底性。

（3）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自然观与历史观、唯物论

和辩证法的统一。

2．唯心主义及其基本形态

唯心主义主张世界的本原是精神，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精神决定物质，物质依赖精神。

唯心主义分为两种基本形态，分别为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

（1）主观唯心主义：把人的主观精神（包括人的感觉、观念、意志等）作为唯一真实的存在和世界的本原，

把客观世界看成是主观精神的产物。

代表观点：①孟子：“万物皆备与我”；②陆九渊：“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③王阳明：“心

外无物”；④贝克莱：“存在即是被感知”；⑤马赫：“物是感觉的集合”；⑥康德：“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

法”。

（2）客观唯心主义：把某种脱离物质、脱离任何个人的精神变为独立自存的客观存在，并把它作为世界本

原和万物创造者。

代表观点：①黑格尔：“绝对精神”，指万物最初的原因与内在的本质，先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永恒存在

的实在；②朱熹：“理生万物”；③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9年河北）

下列说法属于唯物主义的是（ ）

A．世界的本原是人的感知 B．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C．我思故我在 D．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8年甘肃）

下列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代表的是（ ）

A．孟子 B．庄子 C．贝克莱 D．黑格尔

【经典真题 3】（单选题）（2018年山西）

“当我说我写字的桌子存在时，我的意思是我可以看到并触摸到它。”这句话体现的哲学观点是（ ）

A．主观唯心主义 B．客观唯心主义

C．辩证唯物主义 D．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经典真题 4】（单选题）（2018年天津）

董仲舒认为“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这是（ ）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1%93%E7%94%9F%E4%B8%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0%E7%94%9F%E4%BA%8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8C%E7%94%9F%E4%B8%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7%94%9F%E4%B8%87%E7%89%A9/42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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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唯物论的观点 B．唯心论的观点

C．辩证法的观点 D．形而上学的观点

【经典真题 5】（单选题）（2018年山东）

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到发展，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 ）

A．矛盾观点和运动观点 B．联系观点和发展观点

C．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D．乌托邦主义和实用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来源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 19世纪 40年代的欧洲，其诞生标志为 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基础：①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的发展；②阶级基础：无产阶级的不断发展壮大；③

理论来源：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④科学前提：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

律、生物进化论。

（二）根本特征

实践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其中最根本的特征是实践性。

（三）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观点，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1．从世界观来说，人是通过实践活动来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人的世界观是在实践中形成的。

2．从认识论来说，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和基础，是检验认识真理的唯一标准。

3．从历史观来说，实践是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依据，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中

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经典真题 1】（单选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最主要的显著特征是（ ）

A．阶级性 B．革命性 C．实践性 D．科学性

【经典真题 2】（多选题）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是（ ）

A．德国的古典哲学 B．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C．法国的现实社会主义 D．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专 题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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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我了※

有一人外出忘了带钱，便向他的邻居借。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人不还钱，邻居便向他讨债。这个人坦然地说：“一

切皆变，一切皆流，现在的我，已不是当初借钱的我。”赖账不还，邻居发了脾气，一怒之下就挥手打了他，赖账人

要去见宦告状，这位邻居对他说“你去吧，一切皆变，一切皆流，现在的我，已不是当初打你的我了。”赖账人无言

以对，只能干瞪着眼睛。

专题二 唯物论

上述故事中借钱的人否认了相对静止的状态，以事物都是运动发展的为由不还钱，却没想到被邻居以同样

的理由打了一顿。这反映的哲学原理是：运动是绝对的、无条件的；静止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运动与静止相

互依存、相互渗透。

考 点 梳 理

一、世界的统一性问题

世界的统一性问题，是回答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有没有统一性，即有没有共同的本质或本源的问题。

（一）一元论

主张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具有统一性，有一个共同的本原。

1．唯物主义一元论：统一于物质，认为这个本原是物质。

2．唯心主义一元论：统一于意识，认为这个本原是意识。

（二）二元论

否认世界有一个统一的本原，认为物质和意识是两个相互平行、各自独立的本原。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

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

物质是不依赖于意识，又能为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

三、物质和运动

世界是物质的，而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和根本属性。运动是标志一切事物和现象的变化

及其过程的哲学范畴。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

四、运动与静止

物质世界的运动是绝对的，而物质在运动过程中又有某种暂时的静止，静止是相对的。静止是运动的特殊

状态。运动与静止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动中有静，静中有动”。

五、时间和空间

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

（一）时空的定义

1．时间是指物质运动的持续性、顺序性，特点是一维性。

2．空间是指物质运动的广延性、伸张性，特点是三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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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空的无限性与有限性

1．时空的无限性是指整个物质世界的时空是无限的。

2．时空的有限性是指具体物质形态的时空是有限的。

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观

（一）意识的起源

1．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2．意识是社会历史的产物。社会实践特别是劳动在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劳动为意识

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客观需要和可能，在人们的劳动和交往中形成的语言促进了意识的发展。

（二）意识的生理基础和本质

1．意识是人脑的机能，人脑是意识产生的物质条件和生理基础。

2．意识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意识的本质）。

（1）意识的内容是客观的。意识的来源是物质。意识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

人脑不能自己产生意识，任何意识都有其客观的“原型”。

（2）意识的形式是主观的。所谓“意识的形式是主观的”是指意识本身的存在形态是主观的。比如意识的

两种反映形式，即感性形式和理性形式都是人的主观世界所特有的。

（3）意识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否认意识内容的客观性，否认意识对物质的依赖性，这是唯心主义观点；

否认意识形式的主观性，把意识解释为“如同肝胆分泌的胆汁的物质的东西”是庸俗唯物主义观点。

七、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

片面夸大意识的能动作用，否认物质决定意识是唯心主义；只承认物质决定意识，否认意识的能动作用是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八、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

（一）规律及其客观性

规律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意识的能动作用及其表现

意识的能动作用是人的意识所特有的积极反映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活动。

主要表现在：①意识活动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②意识活动具有创造性。③意识具有指导实践，改造客观

世界的作用（意识能动作用最突出的表现）。④意识具有指导、控制人的行为和生理活动的作用。

（三）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关系

首先，尊重客观规律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其次，在尊重客观规

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经典真题 1】（多选题）（2015年江苏）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改造过的物质东西而已。”这一观点表明（ ）

A．人脑是意识的源泉

B．意识是人脑产生的特殊物质

C．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

D．观念的东西同物质的东西是具有同一性的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8 年福建）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装有驾驶脑的智能车会比人驾驶的车更好更安全。发展全自动驾驶技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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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体裁衣※

明朝嘉靖年间，北京城中有位裁缝名气很响，他裁制的衣服，长短肥瘦，无不合体。一次，御史大夫请他去裁

制一件朝服。裁缝量好了他的身腰尺寸，又问：“请教老爷，您当官当了多少年了？”御史大夫很奇怪：“你量体

裁衣就够了，还要问这些干什么？”裁缝回答说：“年青相公初任高职，意高气盛，走路时挺胸凸肚，裁衣要后短

前长；做官有了一定年资，意气微平，衣服应前后一般长短；当官年久而将迁退，则内心悒郁不振，走路时低头弯

腰，做的衣服就应前短后长。所以，我如果不问明做官的年资，怎么能裁出称心合体的衣服来呢？”

不但要解决“车”的问题，将车做成软件定义的机器；还要解决“人”的问题，用驾驶脑代替驾驶员驾驶认知，

并获得驾驶知识和驾驶技巧，使得汽车自己成为驾驶员。材料表明（ ）

A．作为一种新型思维工具，驾驶脑可以全面代替驾驶员

B．“驾驶脑”替代人脑，体现人工智能的主动创造性

C．先进技术的发展可以实现“驾驶脑”等同于人脑

D．借助“驾驶脑”驾驶汽车，体现了意识的能动性

【经典真题 3】（单选题）（2018 年山东）

2017年 5月 23日，研究人员乘坐“蚊龙号”载人深潜器在全球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下潜时，发现 4811米

海底的景象很多与《海底两万里》一书中的描写相似。这说明（ ）

A．意识创造性将幻想变成现实

B．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被动的

C．意识的能动性可以超前反映事物

D．人们能直接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

【经典真题 4】（判断题）（2016年湖南）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客观性。（ ）

专 题 小 结

专题三 唯物辩证法

http://www.chinaex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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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这则小故事，你能知道这位裁缝名响京城的原因吗？

矛盾具有特殊性，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不可能千篇一律。只有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把握事物矛盾的特

殊性，才能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这位裁缝名响京城，与他能出色地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

出发分不开。

考 点 梳 理

一、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科学，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

【经典真题】（判断题）（2019年江西）

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 ）

二、世界的普遍联系和发展

（一）联系

1．联系是指事物之间以及事物诸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

2．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多样性、条件性等特点。

（二）发展

1．发展是前进的上升的运动，发展就是新事物取代旧事物。

2．运动=变化＞发展。

3．发展的实质：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

新事物是指合乎历史前进方向、具有远大前途的东西；旧事物是指丧失历史必然性、日趋灭亡的东西。

【经典真题】（单选题）（2019年福建）

无人驾驶汽车是汽车行业的革命，它不但会颠覆汽车行业现有的产业格局，而且还将使其它相关行业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说明（ ）

A．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建立新的联系

B．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要用联系观点看问题

C．联系是多样的，不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

D．任何事物与周围事物的联系都是无条件的

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一）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形式和状态

1．质、量、度的含义

（1）质：是一事物成为它自身并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

（2）量：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模、程度、速度以及它的构成成分在空间上排列组合等可以用数量表示的

规定性。

【注意】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

（3）度：是事物保持自己质的数量界限，即事物的范围、幅度和限度。它的极限叫关节点，超出了关节点，

事物就形成了新的质量统一。认识度才能确切地把握事物的质，不致混淆不同的事物；认识度才能为实践活动

提供正确的准则即适度原则，防止“过”或“不及”。

2．量变、质变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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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量变：事物数量的增减或场所的变更，是一种渐进的、不显著的变化。

（2）质变：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是渐进过程的中断。

（3）量变和质变的区分标志：是否超出度。

3．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

（1）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

（2）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

（3）量变和质变是相互渗透的。

（二）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方向和道路

1．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

肯定因素是维持现成事物存在的因素；否定因素是促使现成事物灭亡的因素。

2．辩证否定观

（1）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是事物内部矛盾（内因）运动的结果。尽管事物的发展变化是内因和外因合

力推动的结果，但二者的地位和作用是存在区别的。

（2）否定是发展的环节。否定是旧事物向新事物的转变，是从旧质到新质的飞跃。

经过否定，新事物具有了旧事物所不具备的新的属性。它体现了否定的飞跃性。

（3）否定是联系的环节。新事物在否定旧事物时，将旧事物中的积极因素保留下来。在新旧事物之间，存

在着必然联系。

（4）辩证否定的实质是“扬弃”，即新事物对旧事物既批判又继承，既克服其消极因素又保留其积极因素，

是二者的有机统一。

坚持辩证的否定观，核心是把握“扬弃”。对一切事物采取辩证的分析态度，不能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

一切。

3．否定之否定规律

事物的辩证发展过程经过第一次否定，使矛盾得到初步解决。而处于否定阶段的事物仍然具有片面性，还

要经过再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实现对立面的统一，使矛盾得到解决。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8 年湖南）

鲁迅先生说过：“不耻最后，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会落后，纵会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往的目标。”

鲁迅先生的这句话对于我们工作和学习的启示是（ ）

A．承认事物发展道路曲折的客观性

B．要坚持适度原则

C．要重视量的积累

D．要不失时机地促成飞跃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8 年甘肃）

下列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说法，错误的是（ ）

A．它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

B．它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

C．它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

D．体现事物发展曲折性与前进性的统一

【经典真题 3】（单选题）（2016 年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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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焦点是（ ）

A．联系的观点和孤立的观点的对立

B．发展的观点与不变的观点的对立

C．全面观点与片面观点的对立

D．是否承认矛盾及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

（三）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对立统一规律又称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否承认对立统一学说是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

学对立的实质。

1．矛盾的含义

矛盾（对立统一）是指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事物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

2．矛盾的基本属性：同一性和斗争性

（1）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①矛盾的同一性（统一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性质和趋势。

②矛盾的斗争性（对立性），是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区别、相互排斥、相互分离的性质和趋势。

③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相互联结、相互制约的。一方面，矛盾的同一性不能离开斗争性；另一方面，

矛盾的斗争性也离不开同一性，斗争性总是寓于同一性之中。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与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

相结合，构成事物的矛盾运动，推动事物的发展。

3．内因和外因

（1）内因是事物的内部矛盾，外因是事物的外部矛盾。

（2）内因和外因的关系：

①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根据，是根本原因，决定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是第一位的原因。

②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必要条件，它能加速或延缓事物的发展，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是第二位的原因。

③外因和内因都是事物发展变化不可缺少的原因，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4．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1）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含义

①矛盾的普遍性即矛盾的共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之中，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事

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

②矛盾的特殊性即矛盾的个性，是指具体事物所包含的矛盾以及每一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有其特点。

（2）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特殊性也离不开普遍性，特殊性必然与普遍性相联系而

存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

（3）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①矛盾的不平衡性表现在矛盾体系中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别，每一种矛盾的双方又有主要方面和次

要方面的区别。

②辩证法的两点论，就是研究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时，既要研究主要矛盾，又要研究次要矛盾；在研究某

一种矛盾时，既要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研究矛盾的次要方面。

③辩证的重点论，就是在研究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要着重把握它的主要矛盾；在研究某一种矛盾时，

要着重把握它的主要矛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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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9年河北）

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是（ ）

A．对立统一规律 B．否定之否定规律

C．质量互变规律 D．矛盾普遍性规律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9年福建）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传统文化蕴含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积淀着“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之道，传承着“爱国如家”“先忧后乐”的家国情怀，包含着“天下大同”“天下为

公”的社会理想。下列名言与题干哲理对应正确的是（ ）

A．“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矛盾个性寓于共性之中

B．“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C．“爱国如家”“先忧后乐”——矛盾的统一和对立的关系

D．“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矛盾普遍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

四、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

（一）原因和结果

1．原因和结果是揭示事物的前后相继、彼此制约的关系范畴。

2．原因是引起一定现象的现象；结果是由于原因起作用而被引起的现象。

3．原因和结果的辩证关系：因果关系是矛盾的统一体，是对立面的统一。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相互

转化，互为因果。

（二）现象和本质

1．现象和本质是揭示客观事物的外部表现和内在联系相互关系的一对范畴。

2．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和根本性质。

3．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系：二者相互依存，但又相互区分。

（三）偶然和必然

1．偶然和必然是揭示和反映事物变化发展的确定趋势和不确定趋势之间关系的一对范畴。

2．偶然性是指客观事物联系和发展过程中不一定要发生、可以这样出现也可以那样出现的不确定的趋势；

必然性是指客观事物联系和发展过程中合乎规律的、一定要发生的、确定不移的趋势。

3．偶然和必然的辩证关系：偶然和必然是对立统一的。

（1）偶然和必然既对立又统一，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并为自己开辟道路。

（2）偶然性背后隐藏着必然性，受必然性支配，偶然性是必然性的形式和补充。

（3）偶然性和必然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四）形式和内容

1．形式和内容是揭示事物内在要素及其结构和表现方法的一对范畴。

※常见俗语※

（1）牵牛要牵牛鼻子，好钢用在刀刃上。——要抓住主要矛盾。

（2）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把握重点，统筹兼顾。——抓住主要矛盾，不要忽视次要矛盾。

（3）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次要矛盾对主要矛盾的解决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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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形式指事物的各种内在要素的结构或表现方式；内容指构成事物的一切内在要素的综合。

3．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形式和内容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形式是内容的外部表现，是灵活易变的；内容

是形式的实质，是相对稳定的。两者可以相互转化。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

（五）可能和现实

1．可能性和现实性是揭示事物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相互关系的一对哲学范畴。

2．可能性是指包含在现实事物之中的、预示着事物发展前途的种种趋势；现实性是包含内在根据的、合乎

必然性的存在。

3．可能和现实的辩证关系：可能和现实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可能和现实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经典真题 1】（多选题）（2017 年吉林）

风吹草动，熟能生巧，世界上的任何现象都有产生的原因。任何原因都必然引起一定的结果。事物和现象

之间这种引起和被引起，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就是因果关系。下列选项中属于因果关系的是（ ）

A．摩擦生热，热胀冷缩 B．冬去春来，寒来暑往

C．静即含动，动不舍静 D．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经典真题 2】（多选题）（2018年山东）

华佗是我国东汉名医。有一天，府吏倪寻和李延均头痛发热，一同去请华佗诊治，华佗经过仔细的望色、

诊脉，断定倪寻的病是由饮食过多引起，李延的病则是由受凉感冒引起，便给倪寻和李延分别开了泻药和解表

发散药，两人吃药后第二天都好了。华佗的诊治高明之处在于，他准确把握了（ ）

A．现象和本质的关系 B．内容和形式的关系

C．原因和结果的关系 D．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

【经典真题 3】（单选题）（2015 年天津）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所体现的哲理是（ ）

A．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 B．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

C．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辩证关系 D．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

专 题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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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四 认识论

李时珍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医学家，被后人誉为“药圣”。他花了将近 40 年的时间，

编写了著名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

李时珍在年轻的时候就听人说，有一种神奇的植物叫曼陀罗，人们见到它时就会

情不自禁地又唱又跳。李时珍费了一些周折，终于找到了这种植物，一时并没有发现

有什么异常。他为了探明究竟，走到哪里手里都拿着曼陀罗，后来他亲自服下了曼陀

罗，发现它有麻醉和使人兴奋的作用，少量可以治病，过量时在别人的暗示下，的确

可以叫你唱就唱，叫你跳就跳。后来曼陀罗被广泛用于制造麻醉剂。

李时珍和曼陀罗的故事，就很好地体现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即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

的动力，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考 点 梳 理

一、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唯心主义认识论

分类 唯物主义认识论 唯心主义认识论

认识路线 从物到感觉和思想 从感觉、思想到物

看法 人的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 人的认识是先于本质、先于经验、先于实践的

代表观点 反映论、可知论 先验论、“灵魂回忆说”“生而知之”“天赋观念”

二、辩证唯物主义能动反映论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引入认识论，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创立了能动的反映论，科学地揭示了认识的

本质，指出认识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对客体的能动反映。其主要内容是：

（一）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

（二）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是一个能动的创造性的过程。

（三）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是以实践为中介而实现的。

三、实践与认识

（一）实践

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性活动。

1．实践的属性：客观物质性、自觉能动性、社会历史性、直接现实性。

2．实践的基本形式：生产实践、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科学实践。

（二）认识

认识的本质：认识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的反映。

（三）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

1．实践决定认识

（1）实践是认识的来源；（2）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3）实践是认识的目的；（4）实践是检验认识

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2．认识对实践的反作用

认识对实践的反作用具有两重性：正确的认识对实践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错误的认识则对实践起消极的

阻碍作用，甚至导致实践的失败。

四、认识过程的基本规律

认识的发展过程，首先是由实践到认识，即从实践中产生感性认识，然后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这是认

识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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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实践到认识

1．感性认识

（1）感性认识是人们在实践中通过感官获得的关于事物的表面现象的认识。

（2）感性认识的基本形式是感觉、知觉和表象。

（3）感性认识的特点是直接性和具体性。

2．理性认识

（1）理性认识是人们通过抽象思维获得的关于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

（2）理性认识有三种基本形式：概念、判断和推理。

（3）理性认识的特点是间接性和抽象性。

3．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

（1）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

（2）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为理性认识。

（3）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互渗透。

（二）从认识到实践：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

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去，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也是意义更加重大的飞跃。

第二次飞跃比第一次飞跃更加重要的原因：

1．只有把理论用于指导实践，才能实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2．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去才能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

（三）认识过程的特征

1．认识的反复性

是对一个具体事物的正确认识，往往需要实践和认识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这是由主体、客体多方面条件

的限制。

2．认识的无限性

人类认识是一个无限的发展过程。因为客观世界及其发展是无限的。

3．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规律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每一次循环的内容，都较之前

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五、认识的结果

（一）真理和谬误的含义

1．真理：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

2．谬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错误认识。

（二）真理的特性

1．真理具有客观性：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客观的。

2．真理的绝对性：（1）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2）世界是可知的。（3）认识发展是无限的。

3．真理的相对性：（1）从广度上说，真理有待于扩展。（2）从深度上说，真理有待于深化。

（三）真理和谬误的关系

1．真理和谬误是对立的，有明确的界限。

2．真理和谬误又是统一的，它们相互依存。

3．真理和谬误在一定范围内的对立是绝对的，但超出一定范围，它们就会互相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

变成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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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8 年吉林）

宋代诗人陆游在一首诗中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里是强调（ ）

A．读书不能获得真知 B．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C．实践是认识的发展动力 D．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8 年山西）

未来学家尼葛洛庞蒂说：“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看，这句话对

我们的启示是（ ）

A．认识总是滞后于实践 B．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C．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 D．认识对实践有指导作用

【经典真题 3】（单选题）（2017 年重庆）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论依据是（ ）

A．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原理

B．实践和认识的辩证统一原理

C．认识是在不断深化和发展的原理

D．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统一原理

【经典真题 4】（多选题）（2015 年山东）

列宁说：“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谬误。”这说明（ ）

A．真理和谬误没有确定的界限

B．真理和谬误的对立只有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有绝对的意义

C．真理和谬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

D．沿着真理的方向继续前行会使真理变成谬误

【经典真题 5】（多选题）（2016 年河北）

关于真理和谬误的辩证关系，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就一定范围、一定客观对象来说，真理就是真理，谬误就是谬误，二者有本质的区别

B．真理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的，没有谬误也就无所谓真理

C．真理的发展也是通过与谬误的斗争来实现的

D．真理和谬误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相互转化

专 题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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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五 唯物史观

1851年，由洪秀全、杨秀清等人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拉开了序幕，这是

19世纪中叶中国最大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1864年，随着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

（南京）陷落，标志着运动失败。这场运动动摇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有力

地打击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显示了农民阶级的反抗精神和战斗力量，也体现

了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决定作用。

专 题 小 结

一、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最重要的两个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最伟大的两个发现。

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历史观的基本问题表现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

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是历史唯心主义（唯心史观）。

（一）社会存在

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即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生活条件。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主要包括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它们在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中

具有不同的作用，其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的决定性因素。

（二）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是社会的精神方面，是社会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

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主要表现在：

1．社会意识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

2．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历史传承性。

3．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1）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内容的客观来源，社会意识是社会物质生活过程及其条件的主观反映。

（2）社会意识是人们进行社会物质交换的产物。

（3）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社会意识也相应地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和发展。

2．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9年山西）

当前上班族生活、工作压力大，亚健康、失眠、易怒、暴饮暴食、注意力和记忆力下降等问题非常普遍，

为此，国家卫计委等有关部门建议市民每天发呆五分钟，过去被公众轻视的发呆行为，现在成了一种放慢生活

节奏，舒展身心的方式。这表明（ ）

A．积极的情绪是一种重要的物质力量

B．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促进作用

C．社会存在的变化决定社会意识的变化

D．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具有客观实在性

【经典真题 2】（判断题）（2015 年河北）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生产关系。

【经典真题 3】（单选题）（2016 年吉林）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A%E5%B9%B3%E5%A4%A9%E5%9B%AF/447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9%E4%BA%AC/3135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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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说：“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这句话表明（ ）

A．社会意识具有社会历史性

B．经济基础并不能决定上层建筑

C．社会意识并不决定于社会存在

D．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

二、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决定作用

（一）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

1．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主张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

决定力量。

2．历史唯心主义：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主张英雄史观，认为少数英雄人物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

展的决定力量。

（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1．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2．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3．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

（三）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1．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

2．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四）个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

1．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社会历史发展是无数个人合力作用的结果。

2．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始终起着一定的作用，有时甚至对历史事件的进程和结局产生决定性的

影响，但不能决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

【经典真题 1】（多选题）（2019年山东）

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是每一个人的理想和追求，为了这个目标，每个人都在努力奋进。每一个人奋力向前

的奔跑，让中国社会始终葆有勃勃生机、旺盛活力，让中国发展始终拥有坚实基础、不竭动力。这对我们理解

个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的启示有（ ）

A．离开了每一个个人的作用，也就不可能有人民群众的作用

B．不要轻视个人的作用，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

C．历史是无数个人相互作用的合力的结果

D．人民群众中的每个人对社会发展都有或大或小的作用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9 年山西）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十四次全国民政会议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对民政工作的

领导，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推动民政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该论述主要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中的（ ）

A．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B．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C．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D．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三、社会基本矛盾

社会基本矛盾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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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1．生产力

（1）生产力是人们解决社会同自然矛盾的实际能力，是人类改造自然使其适应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体现

了人和自然的关系。

（2）基本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手段）、劳动对象。

生产力中还包含着科学技术，它是通过渗透到生产力诸基本要素之中而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科学技术日

益成为生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是第一生产力。

2．生产关系

（1）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

（2）生产关系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生产中人与人的

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广义的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再生产的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

消费等诸多关系在内的生产关系体系。

（3）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政治关系、家庭关系、宗教关系等其他社

会关系，都受生产关系的支配和制约。

3．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

（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1．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是指由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2．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制度、组织和设施。

（1）政治上层建筑：是指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建起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建立的军队、警察、法庭、监

狱、政府部门、党派等国家机器和政治组织。

（2）思想上层建筑：是指适应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

美学、宗教、文化传媒等。

（3）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的关系

政治上层建筑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思想上层建筑）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是“思想的物质附属物”；但政

治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影响并制约着人们的思想理论观点。

（4）在整个上层建筑中，政治上层建筑居主导地位；而国家政权是上层建筑的核心。

3．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巨大的反作用。

（三）社会基本矛盾的关系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更根本的，它决定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解

决又依赖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解决。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5年安徽）

中共中央正式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将产生重

大而深远的影响，体现了（ ）

A．政治以经济为基础 B．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

C．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D．政治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6%B5%8E%E5%9F%BA%E7%A1%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95%E5%BE%8B%E5%88%B6%E5%BA%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6%9C%BA%E5%99%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6%84%8F%E8%AF%86%E5%BD%A2%E6%80%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4%BF%E6%B2%BB%E6%80%9D%E6%83%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95%E5%BE%8B%E6%80%9D%E6%83%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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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6年山东）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中占有主导地位，下列属于政治上层

建筑的是（ ）

A．哲学 B．宗教 C．道德 D．政党

【经典真题 3】（单选题）（2017年吉林）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规律。下列不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是（ ）

A．英国保守党 B．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

C．卫星定位技术 D．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

专 题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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