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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

———马克思对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批判

俞 吾 金

　 　 内容提要：马克思对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历史

观的批判主要是沿着思想、历史和语言这三个维度而展开的，而这一批

判对哲学家们提出的根本要求是：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马克思

的批判在当代哲学研究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批判　 思想　 历史　 语言

马克思对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

不但在其确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且也为

当代哲学中某些重大观念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然而，研究者们常

常忽略马克思在这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这就使他们既看不到马克思的

批判意识与当代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又很容易在当代形形色色的唯心

主义历史观面前失去自己的判断能力。可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重新关

注这段历史，以便对马克思的批判精神获得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

众所周知，早在 １８４３ 年 ９ 月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已经指出：“新

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

３

 本文为 ９８５ 工程第三期项目《后现代视域中的马克思理论》（２０１１ＲＷＸＫＺＤ０１１）
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科学发展观重大问题研究》（０９ＡＺＤ００８）的阶段性研
究成果。



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①与费尔巴哈所倡导的单纯的宗教批判不

同，马克思对旧世界的批判主要是沿着政治观念和法的观念而展开的，

而且他把批判的触须深入到这些观念的支援意识———黑格尔及青年黑

格尔者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中去了，并明确地提出，“从思想世界降到现

实世界”（ａｕｓ ｄｅｒ Ｗｅｌｔ ｄｅｒ Ｇｅｄａｎｋｅｎ ｉｎ ｄｅｒ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ｅｎ Ｗｅｌｔ ｈｅｒａｂ

ｚｕｓｔｅｉｇｅｎ）②是这一批判的根本任务。马克思对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主

义者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主要是围绕以下三个观念来展开的。

思想统治着世界

人是有思想、有观念的存在物，而人的行动总是在自己的思想、观

念的支配下展开的，尤其在生产劳动中，人是先有预定的目的，甚至有

具体的草图，再去从事实际活动的。正是这类处处可以见到的表面现

象使哲学家们陷入幻觉，以为思想和观念统治着世界。正如马克思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一段被删去的文字中所表达的：“德国唯心

主义和其他一切民族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特殊的区别。后者也同样认

为思想统治着世界，把思想和概念看作是决定性的原则，把一定的思想

看作只有哲学家们才能提示的物质世界的秘密。”③按照马克思的看

法，在肯定思想统治着世界这一点上，不同民族的唯心主义者之间并不

存在重大的分歧。当然，比较起来，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尤其是黑

格尔，在肯定并论证思想统治着世界这一点上做得比其他哲学家更引

人注目，因为“按照黑格尔的体系，观念、思想、概念产生、规定和支配

人们的现实生活、他们的物质世界、他们的现实关系。”④而当时的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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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尤其是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则在黑格尔的思想世界中迷失了方

向。老年黑格尔主义者认为，任何东西，只要被归入黑格尔的逻辑范

畴，就变得明白易懂了；而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则以“批判”或“批判的批

判”自居，或者用宗教的观念取代一切，或者宣布一切都是神学上的东

西。“青年黑格尔派同意老年黑格尔派的这样一个观念，即认为宗教、

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不过一派认为这种统治是篡夺而

加以反对，而另一派则认为它是合法的而加以赞赏。”①

我们发现，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逻辑推论如下：既然思想

统治着世界，那么改造旧世界的活动就必定会转化为批判旧思想、旧观

念的活动。也就是说，一旦人们头脑中的旧思想、旧观念被摒弃了，旧

世界也就被改造得焕然一新了。总之，一切活动都是在大脑中进行的，

马克思辛辣地嘲讽了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有一个好汉一天忽然想

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

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如说，称它是宗教迷信的观念，那么他们就

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他一生都在同重力的幻想作斗争，统计学给

他提供愈来愈多的有关这种幻想的有害后果的证明。这位好汉就是现

代德国革命哲学家们的标本。”②在马克思看来，观念的变化并不等于

现实的变化，因为思想和观念不但不可能统治世界，恰恰相反，倒是世

界的实际情况决定着思想、观念的形成、变化和发展。

基于上述考虑，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

活决定意识。”③从逻辑在先的角度看，意识、思想和观念都不是原初性

的实事，而真正的原初性的实事是：人要在世界上生存下去，就得解决

吃、喝、住、穿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得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

产。“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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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生活本身。”①而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

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使用的工具又会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

需要又会不断地得到扩展和延伸，这是第二个方面。与此同时，人类种

族要繁衍下去，人的生产就是必不可少的，这是第三个方面。而人的生

产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不断地被复制出来，这是第四个方面。

马克思认为，“只有现在，当我们已经考察了最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

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也具有意识。”②必须指出的是，马

克思这里并不是说，前面四个方面的活动都可以脱离意识而进行。实

际上，意识、思想和观念是与人们从事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交

往活动及语言交流活动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它们的内涵及其变

化正是由这些基础性的活动，即生活的生产所决定的。当生活的生产

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会出现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于是，精神

劳动，即自觉的意识活动开始被人们，尤其是哲学家们误认作完全可以

与现实生活相分离的独立的存在物。

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了这种把意识独立化并夸大为统治世界的力量

的错误观点，明确表示：意识只不过是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

“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

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

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

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③必须指出，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意识

和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没有发展”是指它们没有独立的历史，独立的

发展，因为它们不过是现实生活的“反射和回声”罢了。尽管马克思从

未使用过“唯物主义历史观”这样的概念，但他在谈到自己的立场时明

确指出：“这种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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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

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①

正是从这样的历史观，即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马克思告诫我们，

意识、思想和观念的一切形式和产物都是不可能用单纯精神上的批判

来加以消灭的，只有推翻它们所以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最终消

灭它们。“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

而不是批判。”②通过上面的论述，马克思从根本上粉碎了黑格尔和青

年黑格尔主义者制造的关于“思想统治世界”的唯心主义观点。

观念支配着历史

按照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理论，思想不仅统治着当下的现实生活，也

支配着整个人类历史。正如马克思批评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

个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产物。在德

国历史编纂学看来，问题完全不在于现实的利益，甚至不在于政治的利

益，而在于纯粹的思想。”③弥漫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历史

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错误观念上：

其一，附带论。在马克思看来，每一代人作为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

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构成历史的现实基础。然而，以

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

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④所谓

“附带论”就是把这一现实基础挂在思想和思想史的“腰带”上，只是思

想和思想史需要时，才把它作为例证或个案加以援引。毋庸置疑，正是

这种附带论，把真实的历史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在《资本论》中，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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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辛辣地嘲讽了这种错误的观念：“很明白，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

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

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

作用。此外，例如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

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而从另一方面说，堂吉诃德误认

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并存，结果遭到了惩罚。”①这段

话充分表明，附带论是站不住脚的，它应该被颠倒为决定论，即历史正

是由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构成的现实基础所决定的。

假如人们忽略这一现实基础，不但不可能对各种历史现象做出合理的

解释，而且也会在行动上犯堂吉诃德式的错误。

其二，元首论。马克思认为，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总

是把元首，即国家的政治领袖理解为历史的创造者或推进者。这种错

误观念在史学界拥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当路易·波拿巴

于 １８５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发生政变后，法国诗人维克多·雨果和法国经济

学家蒲鲁东分别出版了以这次政变为题材的著作。前者把政变描绘成

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认为它完全是波拿巴个人的暴力行为。当他这

样做时，他的动机是把波拿巴写成小人和罪人，但实际上却把他夸大为

创造历史的巨人和伟人；后者试图把政变描绘成以往历史发展的必然

结果，然而这种描绘却不知不觉地蜕变为对政变者行为的辩护。与雨

果和蒲鲁东所持的“元首论”不同，马克思表示：“相反，我则是证明，法

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

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②显然，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了隐藏在政

变深处的动因———经济关系与阶级利益，而雨果和蒲鲁东则始终停留

在对元首的历史作用的惊叹上。

其三，目的论。马克思在批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布·鲍威尔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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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目的论时曾经写道：“从前的目的论者认为，植物所以存在，是为了

给动物充饥，动物之所以存在，是为了给人类充饥，同样，历史所以存

在，是为了给理论的充饥（即证明）这种消费行为服务。人为了历史而

存在，而历史则为了证明真理而存在。在这种批判的庸俗化的形式中

重复了思辨的高见：人和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使真理达到自我意

识。”①其实，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不过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

人都在前面的世代遗留下来的条件的基础上从事自己的活动，并在活

动中努力改变以前的条件。然而，在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唯

心主义历史观中，一切都被颠倒过来了，“好像后一个历史时期乃是前

一个历史时期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引起法

国革命。因此，历史便具有其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并

列的人物’（如像‘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等）。其实，以往历

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明的东西，无非是从后

来历史中得出的抽象，无非是从先前历史对后来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

中得到的抽象。”②乍看起来，这种目的论试图对历史做出合理的解释，

但一旦倒因为果，即把后续历史发展的结果作为目的引入到对前面的

历史活动的动因的解释中去，历史就完全变质了，因为前面的历史活动

本来在其发展中具有多种可能性，现在却被限定在作为其目的的后续

历史结果的单一性中了。于是，活生生的历史消失了，历史哲学成了唯

心主义的史学家们手中玩弄的魔方。

总之，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主义者所坚持的观念支配着历史的见

解是完全错误的。在马克思看来，归根到底，这种见解是统治阶级的意

识形态在历史哲学理论中的表现。事实上，马克思早已发现，“统治阶

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

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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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①而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的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必定

会使一部分人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他们把编造这个阶级关于

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手段，因而这部分人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

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

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②这样一

来，我们就明白了，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关于思想统治着现实、观

念支配着历史的见解之所以在当时的德国成了主导性的理论，因为这些

理论作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本来就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语言主宰着生活

马克思认为，对于哲学家们说来，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

难的任务之一。为什么？因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像哲学家

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

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

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

了从语言降到生活的问题。”③

毋庸置疑，与实证科学比较起来，哲学使用的语言是远为抽象的。

在某种意义上，哲学就是运用抽象的概念，包括最普遍、最抽象的逻辑

范畴（如存在、虚无、变化、本质、实存等）认识世界、规范世界的一门学

科。由于哲学语言的高度抽象性，它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环节变得越

来越模糊，以至于哲学家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幻觉，即哲学语言完全拥

有自己的独立性。事实上，只要哲学家们停留在这样的幻觉中，他们的

研究活动就会远离日常生活，他们的研究成果也会失去自己的意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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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们包含的只可能是诡辩和幻想。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曾经指出过

的那样：“我们如果在手里拿起一本书来，例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

那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着数和量方面的任何抽象推论吗？没有。

其中包含着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吗？没有。那么我

们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

想。”①显然，马克思也拥有与休谟类似的见解，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

纲》（１８４５）中他告诉我们：“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

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②也就是说，马克

思早已认为，脱离现实生活的经院哲学是荒谬的。所以，当马克思强调，

对于哲学家们来说，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时，

也就等于批评他们的哲学研究在多大的程度上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意义。

那么，对于哲学家们说来，究竟有没有可能从抽象的、独立的语言

世界降到日常生活世界中去呢？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即“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

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

论思想或语言都不可能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

现。”③然而，这种“还原”究竟以何种方式得以实行呢？马克思认为，

这需要我们对日常语言的起源做一个深入的考察。

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１８７９—１８８０）中，马克

思尖锐地批评了瓦格纳试图单纯从理论活动出发去解释人对自然关系

的做法，强调这一关系首先是实践的而不是理论的，即人是在从事物质

生活资料生产的过程中创造出日常语言的，而这种语言起初表现为人

对生产过程中接触到的各种取用物的命名。“这必然会发生：因为他

们在生产过程中，经常相互之间和同这些物之间保持着劳动的联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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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也很快必须为了这些物而同其他的人进行斗争。但是这种语言上的

名称，只是作为概念反映出那种经过不断重复的活动变成经验的东西，

也就是反映出，一定的外界物是为了满足已经生活在一定的社会联系

中的人（这是从存在语言这一点必然得出的假设）的需要服务的。人

们只是给予这些物以专门的（种类的）名称，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这些

物能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①也就是说，人们最初只是出于生存的目

的来命名这些对自己有用的物，随着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发

生，随着各门学科的兴起、分离与独立，日常语言不断地向各个专门的

学科领域中渗透，语词的含义变得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复杂，从而与

它们原初的含义之间的联系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如前所述，在哲学研

究中，哲学家们为了探索普遍的、抽象的真理，他们赋予语词以更远离

日常生活的含义。于是，无论是哲学家们，还是哲学或形而上学，都在这

种自以为独立的、远离日常生活的语言的引导下步入了思维的误区，正

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的：“形而上学就是如此，它像泡沫一样飘浮在表

面上，一掬取出来就破灭了。但是在表面上立刻又出来一个新的泡沫。

有些人一直热心掬取泡沫，而另一些人不去在深处寻找现象的原因，却

自作聪明，嘲笑前一些人白费力气。”②只要哲学或形而上学的语言仍然

是脱离日常生活的，那么，它们就会把这些“泡沫”不断地生产出来。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从哲学语言的用法退回到日常语言的用法中

去，哲学才能获得新生。马克思的这一深刻的见解在 ２０ 世纪最伟大的

思想家之一———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中得到了回应。在《哲学研究》

（１９５３）中，维特根斯坦表示：“当哲学家使用一个词———‘知识’、‘存

在’、‘对象’、‘我’、‘命题’、‘名称’———并且试图把握事物的本质时，

我们必须经常这样问问自己：这些词在作为它们的发源地的语言中是

否真的这样使用———我们要把词从它们的形而上学用法带回到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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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用法上来。”①维氏之所以主张“要把词从它们的形而上学用法带

回到它们的日常用法上来”，因为人们在形而上学或哲学研究中对语

言的使用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语言的使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正

是这种差异导致形而上学或哲学研究中各种虚假问题的产生。事实

上，正是在哲学语言的误导下，哲学家们就像飞进捕蝇瓶的苍蝇，再也

找不到飞出来的路径了。所以，维氏不无幽默地写道：“你的哲学目标

是什么？———给苍蝇指出一条飞出捕蝇瓶的途径。”②有趣的是，尽管

维氏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但他的许多见解与马克思存在着惊人的

相似之处。当然，马克思对哲学语言秘密的揭露更多地指向以黑格尔

和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而维氏则在更普遍的

意义上反思了哲学语言中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历史

观的批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方面，它启示我们，意

识、思想、观念从来就不是独立的力量，归根到底，它们源于现实生活。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

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③认识到这一点，也就等于获

得了解开任何意识、思想和观念秘密的钥匙；另一方面，它启示我们，由

于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所以必须认真地反思和检查哲学语言，特别

要关注语词在哲学研究和日常生活中用法及含义上的差异，从而退回

到现实生活中，使哲学思维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重新获得新的生机。

要言之，只有深入到思想、历史和语言的层次上，唯心主义历史观才能

得到彻底的清除，而唯物主义历史观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

（作者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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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以来的西方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①

陈 学 明

　 　 摘要：本文介绍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中马克思主义

研究的几个比较重要的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比如生态马克

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英美

和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虽仍有一部分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并

对它的当代意义进行阐释，但随着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世界影响的日益

扩大，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那种否定性、批判性研究的倾向逐渐占据上

风，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和东

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易帜，对西方左翼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不仅原先西方的共产党，就是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其他左翼

力量，也都程度不等地遭受挫折。在这种情况下，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度陷于“沉寂”。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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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拥护者、同情者，还是反对者、诋毁者，可能都未曾想到，这种“沉寂”

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自 ９０ 年代中期起，在西方世界，特别是在法、

英、德、美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

义的热潮。事实已很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像一

些西方政要和右翼学者所宣称所希望的那样“行将销声匿迹”，而是

“顽强地活了下来”，并且“活得很好”。即使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

克思主义也以一种空前的影响力在“复兴”。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在西

方世界的主要城市接连不断地召开，一系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著和探

讨马克思主义的报刊杂志的相继推出，则是这种“复兴”的主要标志。正

是在这“复兴”的过程中，原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经过短暂的沉

默之后又获得了新的发展，甚至还涌现了一些新的派别。值得指出的

是，西方世界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复兴”，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有所减缓，反而呈方兴未艾之势。特别是随着欧美金融危机和债务

危机的爆发，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更是被进一步引向了深入。

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 ２０ 世纪末、２１ 世纪初的“复兴”

并不是简单地回到以前的那种研究。当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

究，无论是其研究的特点、主题、趋势，还是其所提出的理论观点，都相

异于从前。当然，我们不能把 ２０ 世纪末、２１ 世纪初的西方世界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整个 ２０ 世纪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割裂

开来，它们构成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指

出，走向 ２１ 世纪的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把 ２０ 世纪西方世

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西方

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史上有着

特殊的地位。

一

在西方世界原先的各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中，苏东剧变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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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影响最大的当属“生态马克思主义”。苏东剧变，并没有给“生态

马克思主义”带来多少负面影响，相反，自 ２０ 世纪的 ９０ 年代以来，生态

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无论是在理论建树方面，还

是在实际作用方面，其发展势头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阶段。“生态

马克思主义”在苏东剧变后的飞速发展，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人

们心目中的地位，为扫除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的各种疑虑，发挥了很

大的作用。有人甚至把“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苏东剧变后的飞速发展

视为马克思主义获得新生的主要标志，把“生态马克思主义”当作马克

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生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苏东剧变后

非但没有走下坡路相反还大步前进，这与它所探讨的主题密切相关。

最近几十年，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地出现在人类面前，解决生态危机已

成了人类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生态问题作为研

究主题，而且由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作为出发点，从而比其他任

何生态主义派别都要具有吸引力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自然获得了飞

速发展的有利条件。“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理论上的建树一

方面在于，它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角度，对资本主义

进行了系统批判，特别是“生态帝国主义”概念的提出，使这种批判与

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表现在它全面推出了生态

社会主义的构想，这一构想比起其在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所提出的生态

社会主义的要求，更为完整、成熟，完全改变了以前还或多或少接受生

态运动的政治纲领和社会理想的局面。

美国《每月评论》杂志主编福斯特，是当代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福斯特对马克思的生态理论的揭示，以及

以他所展示的马克思的生态理论为武器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分析，产生

了广泛的影响。福斯特坚持认为只有唯物主义才能为解决生态危机提

供理论资源，他再三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是：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

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而“这种生态观直接导源于他的唯

物主义”。福斯特通过分析马克思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和土地论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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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对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对鲁道夫·蒙特等的真正的社会

主义的批判、对蒲鲁东“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批判，来说明马克思的唯

物主义的历史观也包含着深刻的生态意蕴。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以

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基础的生态世界观主要体现在他

的《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之

中。福斯特也正是通过剖析这些著作来揭示马克思的以唯物主义自然

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基础的生态世界观的主要内容。在他看来，马

克思的《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把劳动异化与自然异化联系在一起

进行研究，这构成了马克思的生态理论的一个出发点。福斯特强调，马

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一些核心理论实际上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形

成，这就是：所有生态问题都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起的。城乡对

立的解决乃是超越人类对自然异化的关键因素，而要消除城乡对立必

须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福斯特对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研究集中

于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新陈代谢”理论的研究，在他看来，马克思

的《资本论》的“新陈代谢”理论完整地论述了生态危机的性质、根源以

及解决途径。福斯特并不满足于通过对马克思的《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的研究，原则地说明生态与资

本主义的对立，而且在此基础上还依据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具体地阐述

了生态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究竟是如何展开的，也就是说，对资本主义如

何按照其“内在逻辑”破坏生态环境这一点做出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当代美国另一位著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主要从“历史

与自然”、“资本主义与自然”、“社会主义与自然”这三个方面具体揭示

马克思理论的生态意蕴，具体说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内在联

系。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从总的来说已为人们提供了正确认识人类

社会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现在需要做的是将其

完善和进一步发展，而不是撇开它另外建立一门什么生态科学，凡是离

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基而另外再构建什么生态科学的努力，都注定

是要失败的。奥康纳认为，马克思理论的生态意义首先在于它为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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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回答有关自然危机的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在他看来，马克思

论述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相互关系所使用的方法既不同于“辩证唯物主

义”的“伪科学的观点”，也相异于后现代主义的“混乱观点”，而且要比

当今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所流行的那些方法“更具全面性和实践

性”。他通过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马克思的资本理论

研究生态问题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其一，资本在利用自然界的过程中既

把自然界当作“水龙头”又把自然界当作“污水池”；其二，工人在遭到

经济剥削的同时，又蒙受生物学维度上的剥削；其三，资本主义积累既

会面临内在的经济障碍，又会受阻于外在的自然和社会性障碍。奥康

纳指出，人们只知道在马克思那里有对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的分

析，实际上还有对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分析，尽管后者与前者相

比显得不是那么充分和系统。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

的理论不仅使人们看到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生产过剩的问

题，更存在着生产不足的问题，即资本主义不仅存在着“价值与剩余价

值的生产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也存在着“社会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关系

及力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正从需求的角度冲击

着资本，而“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则从成本的角度向资本发出挑

战。他强调，马克思的学说的生态意蕴不仅表现于使我们能正确地认

识到资本主义与在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还体现在帮助我们真正

把握社会主义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给自己赋予的使命是在阐述

马克思的资本与生态矛盾的理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论述马克思从生

态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论证。奥康纳认为，一些传统的马克思

主义者总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更为社会化形式的发展”，即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不断走向社会化，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向社会主义过渡。但

实际上，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产条件的“更为社会化的供应模

式”的发展，即生产条件日益走向公共化和社会化，也会促使资本主义

向社会主义过渡。

英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佩珀指出，尽管不能认为存在着一个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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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的生态流派，但无疑，马克思主义确实以一种虽然比较含蓄但

颇具意义的方式包含了足够的生态学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坚信“由

于劳动者和自然都受阶级统治的剥削，从而无论是劳动者还是自然都

能随着从阶级统治中解放出来而获取自由”，所以，他们必然有一个

“明确的生态立场”。他提出，当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马克思的

生态理论。在佩珀看来，在马克思那里，生态矛盾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

第二大矛盾，它与资本主义的第一大矛盾即经济矛盾一样都可以用马

克思的“抽象劳动理论”来解释。按照马克思基于“抽象劳动理论”对

资本主义的分析，“需要不断扩大市场的资本主义必然引起过度生

产”，而“过度生产”一方面破坏了其自身的市场，另一方面则直接损害

了生态环境。佩珀研究了马克思关于自然与环境的论述，认为这一理

论告诉我们为什么资本主义“内在地对环境不友好”。他认为，按照马

克思的解释，资本主义存在着一种追求不断增长的动力机制，资本主义

要为满足日益扩展的市场提供足够多的商品，这种扩展是必要的，因为

如果消费不加以扩展的话，资本主义企业在竞争中就无法生存与立足，

而随着消费的扩展，对资源的使用也必然日益增长。所以，在资本主义

制度下，自然与环境面对的是资本主义“增加资本积累”这一铁的规

律，当然，对资本主义制度来说，使利润日益增长、资本不断扩大是必要

的，但对于自然和环境来说，将必然是灾难。佩珀指出，当今许多人都

在做关于“绿色资本主义的梦”，而马克思主义对自然与环境的研究，

对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的研究，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本外在化”的

研究，表明这只能是一种“梦呓”而已，资本主义是根本不可能成为“绿

色资本主义”的。

美国的另一位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柏格特的主旨在于重构马克思的

自然、社会和环境危机等方面思想的内在关联。在柏格特看来，马克思

对商品价值和资本的讨论，从理论上揭露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和把自

然还原为资本积累的条件这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揭示了工人阶

级斗争和大众环境斗争之间具有根本性的“亲缘关系”。因而，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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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具有重要政治实践意义的社会生态学的阶级分析模式。柏格特把自

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不仅作为他的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作为研究重点。他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自然的概念是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柏格特指出，在马克思那里，社会

科学在研究人类资本主义生产时，应该突出的是人类生存的自然史与

人类史的剥离而不是二者的同一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是如

一些生态思想者们所认为的那样，在欢呼人类控制自然的胜利。柏格

特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中包含有一个环境危机理论，并且马克

思考察了由资本主义导致的两类环境危机：其一，资本积累危机，这类

危机源于资本生产的物质需求与受制于自然条件的原料生产规律之间

的不平衡；其二，人类社会发展的质的方面更一般性的危机，这类危机

源于物质和生命力量的循环出现了紊乱，这种紊乱主要是由资本主义

条件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工业分工造成的。后一类危机主要着眼于作

为人类发展之条件的自然的被剥蚀。柏格特强调指出，环境危机是资

本主义关系的历史危机中的内在部分，而这一切都是由资本主义根本

矛盾决定的，即为利润而生产与为人类需要而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的，

资本主义关系的历史危机则是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发展到顶峰时的表现

和状态。一直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把自然理解

为有无限的资源可资利用，并且主张人控制自然的反生态的伦理观。

柏格特认为，马克思不可能把人的未来发展观简单地归结为扩展和完

善资本主义的已高度发达的反生态的技术去实现自由时间和大众消费

的增长。事实上，马克思展望了一个质上丰富的“人—自然”关系和

“人—人”的关系的图景，这个图景是亲生态的。

二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苏东剧变后在西方世界另一个发展比

较迅速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它的飞速发展同样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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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界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但是，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的西方“女性

主义马克思主义”明显受到文化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形成了

具有明显后现代特征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西

方世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越来越产生着广泛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它

成了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于西方世界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后的“复活”，正是在后现代主义的强劲发展的

背景下实现的，因此这种“复活”不能不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不能

不带有后现代主义的印记。“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表现得

最明显。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英语系教授享尼西，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享尼

西看来，要充分理解女性主义关于如何理解妇女生活的物质性的争论，

必须关注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因为它是当今西方学院派女性主义

的主流话语。享尼西提出，在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女性主

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与挑战相伴随：一方面女性主义利用历史唯物

主义关于妇女受剥削与压迫的社会结构分析；另一方面又对马克思主

义的局限性提出挑战，形成了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理论框

架，这种理论框架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或唯

物主义女性主义等不同名称，这些名称表明它们不同的强调重点或使

用了不同的概念，但所有这些概念都表明女性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有

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享尼西尽管也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但她不赞

同后现代主义拒绝对社会进行总体的、系统分析的观点，而主张唯物主

义女性主义必须既对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社会总体进行批判，因为妇

女的生活时刻受世界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影响，又强调考察妇女之间

的差异。享尼西吸收了福柯、拉克劳、墨菲等人的思想。在她看来，福

柯与拉克劳、墨菲的两种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关于社会分析的方式

对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阐释超越传统马克思

主义唯物主义关于主体和语言理解的立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拓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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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把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的努力。在享尼西看

来，新妇女新历史具有以下内容：第一，妇女的历史，并不是要用妇女主

体的编年史代替男性主体的编年史，而是把冲突、歧义、悲剧恢复为历

史过程的中心，把“妇女”作为新领导秩序中的关键人物；第二，女性主

义理论的关注点从“性别”转向差异，女性主义历史把差异当作历史过

程的中心；第三，把历史阅读为意识形态，历史作为一种文化叙述总是

对现实的干预；第四，明确女性主义历史与女性主义理论、身份问题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观点阅读新妇女历史。

当代“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英国肯特大学卢瑟福学院英语文

学系教授兰德里和英国约克大学英语文学系教授麦克林，合著了《唯

物主义女性主义》等著作，就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内容与特征，以及对

女性主义政治与学术研究之意义展开了详尽的论述。兰德里与麦克林

在追溯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对西方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

的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与概括，同时也对自 ８０、

９０ 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了回答。她们高度赞赏一

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结合起来，

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政治相遇。兰德里与麦克林提出了反

对“女性主义的商品化”的问题。她们认为，“女性主义的制度化”与

“女性主义的商品化”密切相关，简单地反对“女性主义的商品化”是没

有用的，文化发展的商品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社

会使包括妇女在内的一切商品化了。兰德里与麦克林根据马克思的商

品理论指出了“女性主义的商品化”在于其均质化与统一性。在她们

看来，“女性主义的商品化”表现在很多方面，把女性主义或妇女研究

作为学术领域中的一个领域、一种畅销理论或学术观点就是一个突出

的例子。兰德里与麦克林认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使得唯物主义能够比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更相容，因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在后现代主

义和后结构主义影响下产生的研究女性问题的方法或思潮。在她们看

来，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主要优点就在于强调了话语、意识形态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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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接受了“解构”的观点等这些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立场。兰德里

和麦克林揭示了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之间的主要

区别之所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坚持以阶级矛盾和阶级分析为中心，

并尝试围绕这一主要矛盾展开对性别压迫的分析；唯物主义女性主义

则认为，除了阶级矛盾之外，还有性别意识形态内部的矛盾，还有浸透

于包括种族、性行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形

态中的各种矛盾。

苏东剧变后“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从“女性主义马克思

主义”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批判。在她们所推出的众多的评析当

代资本主义的著作中，１９９６ 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

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一书最有代表性，也最具影响力。该书由美

国和澳大利亚的凯瑟琳·吉布森与朱莉—格雷汉姆两位“女性主义马

克思主义”者合作撰写而成，以 Ｊ． Ｋ．吉布森—格雷汉姆为署名作者出

版。在这位“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当今包括一些左翼思想家

在内的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批判都是不得要领的，而为了实现改变这种

局面，改变研究资本主义的方法。她们自己认为所使用的方法“吸收

了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的策略”，实际上他们主

要使用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的多元决定论的方法。

她们把全球化比喻为“男人对女人的强奸”，即资本主义或它的代理者

跨国公司这一“男性”，对并非完全资本主义的经济或领域这一“女性”

的强奸。她们认为，按照这一比喻，全球化的过程是必然的、不可避免

的，作为被强奸方的资本主义的“另类”是无法抗拒这一过程的，而只

能把资本主义全球化当作一种事实接受下来，把通过资本流动形式推

进的全球化当作是对国家和地区的帮助接受下来。只要把全球化语言

与强奸语言作一比较，就不难认清全球化的本质，因为在这两种语言之

间有着许多明显的联系。她们提出作为被强奸方的“非资本主义经

济”不一定就是弱者。她们在这里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论点，而这两个

论点才真正是她们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独特的分析：其一，受害者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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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就是弱者，受害者有着自己的优势，从而可以做出相应的反抗，也就

是说，只要非资本主义经济方不把自己定格于“弱者”的角色，那资本

主义经济方的虚弱本质也会显示出来；其二，受害者不一定就是被动

者，受害者可以主动地对受害的过程进行调控，一方面把受害的程度降

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把受害转化为受益，这就是

说，实施资本主义全球化对非资本主义经济来说意味着灾难和死亡，但

只要后者握有主动权，其最终结果未必如此。她们企图构建“新的两

性关系范本”。在传统的强奸范本中，女性作为受害者的主体地位之

所以建立起来，不只是因为强奸者的力量和强暴，而且是因为强奸范本

在它形成过程中所利用的关于女性性认同的学说，即把女性确认为是

“需要渗透和安慰的黑暗世界”。从而，她们要推倒这一强奸范本，即

要对男性性认同的学说发出挑战。由此出发，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经

济乃至整个资本主义机体的虚弱性做出了尖锐的抨击。在他们看来，

揭露了作为强奸主体的男性和全球化主体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虚弱性以

后，一种替代传统的强奸范本和全球化范本的新的范本的轮廓就大致

形成了。构成这种新的范本的大致轮廓是强调行为的双方不再是单向

的，而是双向的，即不仅仅强调男性对女性的渗透，资本主义经济对非

资本主义经济的渗透，而且强调女性对男性的作用，非资本主义经济对

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非常清楚，他们所要提出的新的全球化范本就

是强调全球化不仅仅有利于资本主义，而且为多样化的经济发展开辟

了道路。

三

探讨 ２０ 世纪后半叶，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西方世界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能不涉及“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后马克思主

义”思潮的形成与广为流传，既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世界获

得了更进一步的认同和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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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在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遭到了空前的扭曲与损害。“后马克思

主义”这一称谓早在 １９５０ 年代就已在西方学术界出现，经过十余年的

孕育，１９７０ 年代末至 １９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终于

形成了一股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立场

试图在作为政治与文化力量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祛魅中拯救马克思主

义思想中仍有价值的一些方面。它的理论先驱一开始都是马克思主义

的拥护者，随着 １９６８ 年“五月风暴”的结束和西方七十年代末“马克思

主义危机”的出现，部分新左派理论家开始以多种方式解构古典马克

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并对意识形态的自主性进行立论和诠证，这一趋向

和后现代思想的一些成果的嫁接使后马克思主义以积极的理论建构姿

态呈现。

“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它内含许

多派别，我们在本书其他章节中所探讨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和

代表人物都可以归入“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些流派和代表人物成

分复杂、政治态度各异、观点纷繁，但至少都具有下述共同特点：对资本

主义进行猛烈的批判；具有与后现代主义相一致的批判精神；信奉后现

代主义者的“解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等；强调话语世界，把一切视

为语言的符号系统；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从哲学渊源上

看，这些流派和代表人物都以批判解释学、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

为主要依托。从狭义看，“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指的是英国新左派理论

家拉克劳与莫菲的理论。在对“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的后继性使

用以及概念化阐释过程中，英国新左派理论家拉克劳与莫菲的著述最

引人注目，他们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左翼、右翼及中间阵营中均激起了

持续不断的理论争鸣和探讨热潮；其影响的领域广泛涉及到哲学、政治

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美学、经济学、历史学、人文地理学、语言学等诸

多学科。拉克劳与莫菲被公认为西方世界“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

的最典型的代表。

拉克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通过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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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性分析着力阐述了一种意识

形态“接合理论”———正是这一接合理论为拉克劳带来了最初的学术

名声，并确立其在 １９７０ 年代末至 １９８０ 年代初作为欧洲新左派理论家

的地位。拉克劳的接合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某一历史性意识形态包含

着异质的多种原素，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原素并不一定都必然地具有

阶级属性，其中有些原素根本是非阶级性的、中立的；意识形态的统一

性不是由主体在生产关系的结构性地位所预先规定的，它取决于意识

形态的不同原素之间的联结方式，这种赋予意识形态以统一性的联结

方式就是拉克劳所指称的“接合”。把这一理论运用到意识形态的阶

级性的分析上，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不是预先决定

的，而是意识形态的不同原素在相互作用中建构起来的———某种中性

的意识形态因素最终被接合进何种阶级话语之中完全取决于“霸权斗

争”。显然，这一接合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完成了一次

“逆转”：社会力量或团体并非由客观的经济条件建构其统一性，然后

才形成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而实际情形则正好相反。

拉克劳与莫菲自认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实现了“哥白尼式革命”，

而他们所说的“哥白尼式革命”涉及到对既定关系的颠覆：在康德那

里，认识主体并不是客体的反映，相反，认识的客体倒是主体建构的结

果，因为，知识可能的条件也就是认识对象可能的条件；而在拉克劳与

莫菲这里，不是“经济的最终决定”赋予主体的优先地位抑或是什么

“历史规律的担保”决定了此一主体的霸权，相反，是霸权接合实践活

动本身建构了主体的霸权身份，因为，霸权可能的条件也就是历史性的

政治主体可能的条件。即使仍然谈论“阶级”，也不是“阶级”决定“霸

权”，而是“霸权”决定“阶级”，一如他们所言，霸权概念比阶级更具基

础性，因为，阶级的位置性在政治主体的建构中所起的作用取决于存在

于社会既定历史时刻的霸权类型。对霸权的这种阐述当然“超越了葛

兰西”，正因为这一“超越”，葛兰西一下子从一个反还原论的斗士变成

了还原论的残余分子。其实，葛兰西并没有变，他始终是那个葛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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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改变的倒是拉克劳与莫菲自己。

援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洞见，既对传统马克思主义

进行深度解构，同时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根本性的建构，这是拉克劳与

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１９８５）一书中所要成就的事业。在解

构的维度上，拉克劳与莫菲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

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一消解，悉

数抛进了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垃圾箱。而在建构的维度上，拉克劳与

莫菲引入了独特的话语理论、阐发一种新颖的对抗观念、论述了霸权性

的政治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元激进民主的社会主义规划。至

此，他们如果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核范畴和基本命题弃置一边之后却

仍坚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则既不称己意又难以自圆其说，那么，他们就

干脆取后结构主义（ｐｏｓ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和后现代主义（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的“后（ｐｏｓｔ）”字之意，以此一“后（ｐｏｓｔ）”置于 “马克思主义

（Ｍａｒｘｉｓｍ）”之前，成就一种奇特的叫作“后马克思主义（Ｐｏｓｔ

Ｍａｒｘｉｓｍ）”的东西。在拉克劳与莫菲这里，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不

外乎是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简称和缩写，换言之，这种“后马克

思主义”也就是带“后”字头的马克思主义，即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施以

“后化（Ｐｏｓｔｉｎｇ）”之后的马克思主义。

拉克劳与莫菲从来没有妄言自己那里还有很多传统马克思主义的

成分，但他们也从不认为自己业已把传统马克思主义清除得一干二净，

更不承认他们除了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之外，没有为“重建一种特别

类型的解放规划”付出真正有所成就的实实在在的努力。他们所说的

作出的努力之一就是建立了“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他们的话

语理论的基本预设是：所有对象与行为都是有意义的，而意义是由特定

的规则体系历史地建构起来的。用拉克劳与莫菲的措辞来表达就是：

意义乃是“接合”的产物———之所是接合，是因为任何意义都具有关系

性特征，即便是单个的语词，其本身也无非是能指和所指“合成”的关

系性结构。接合就是把诸多原素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暂时的意义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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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接合既是差异性的连接，又是新认同的缔造，换言之，在对

差异性原素进行连接的过程中，原素原先的“身份”不知不觉中被篡改

了，而新的认同恰恰就建基于这种篡改之中。拉克劳与莫菲在对话语

概念进行界定之前，先以“社会形态与多元决定”为题，对阿尔都塞主

义以及赫斯特、辛德斯等人对阿尔都塞的批判展开了批判，这一“双重

批判”的宗旨在于既抛弃“总体的本质主义”同时又避免陷入“原素的

本质主义”。

拉克劳与莫菲为“重建一种特别类型的解放规划”所作出的另一

方面的努力是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对抗概念。他们提出，哪里有

认同，哪里就有对抗；对抗伴随着主体认同的始末。对抗的“不可排除

性”宛如矛盾的“普遍性”，然而，对抗不同于矛盾，“矛盾也不必然意味

着对抗关系”。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他们借科莱蒂之口引出

康德关于“现实对立”与“逻辑矛盾”的区分以说明矛盾并不存在于一

切领域之中———矛盾出现于命题领域，而对立则出现于现实的对象领

域。然后，他们又说，对立只能描述现实的对象领域中已完成的对象性

关系，而在现实领域中，还有大量未完成的对象性关系———这种独特的

关系只能用“对抗”来命名。对抗既不同于矛盾也不同于对立：对立表

示两个现实客体之间的客观关系；矛盾表示两个概念化客体之间的客

观关系；而对抗表示的是两个没有最终定型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拉克

劳与莫菲的对抗理论主要是想要说明这一点：对抗并不必然在单一点

上发生，也不必然源于某一内在关系，而是由外在的否定所构成，易言

之，主体认同并不是由必然性逻辑所规定的，而在建立在外在的、偶然

性的关系中。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对抗并不

必然发生在生产场所，并且它也不是生产关系内在所固有的，而是建立

在生产关系与外在于它的主体认同之间。对抗的外在构成必然导致反

抗的共识不可能在种种反抗的内在性中去寻求。必须从限制之外（即

界限之外）理解限制本身的可能性及其实现，或者说，一种非本质主义

的总体必须是在“特殊性本身的内在逻辑之外运行的一种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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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劳与莫菲为“重建一种特别类型的解放规划”所作出的还有

一方面的努力则是建构了“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理论。他们所说的

“霸权”是与“普遍性”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看来，每一种普遍性都是

一个战场，谁来填充这一空位，谁将是这一空位的“霸主”。作为空的

能指的普遍性与作为普遍性之替身的特殊性必然导出“霸权”概念。

霸权是一个“转喻”：就像不同国家之间为了谋求霸主地位而大动干戈

一样，相异的特殊性为了普遍性的“名分”而你争我夺。“霸权”总是意

味着“占有”本来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东西，它多少带有超出应有的权力

界线、向外部延展势力、扩展控制范围之意。他们强调，确立霸权，就是

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建构一种特别的普遍性。普遍性的建构不是通过肯

定的方式而是通过否定的方式，并且，这种否定不是可以纳入理性调节

体系中的纯粹否定性。正是这种构造方式的特别性成就了特别的普遍

性形态：不是差异性原素本身具有共同的肯定性内容成为共同体的聚

合剂，而是由于这些彼此没有内在必然联系的原素遭受到了共同的否

定（或排斥）才形成了一种否定性认同。拉克劳与莫菲挪用后现代主

义的资源对来自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霸权”概念进行了重构，

“霸权”俨然就是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名词。从多

元决定、接合、话语到主体认同、对抗、等同与差异、普遍与特殊再到错

位、空的能指、异质性，这一系列关键词被用来从不同的角度或不同层

面来描述、界说同一个“霸权”概念。通过这么一种新型的“概念工具”

的锻造，拉克劳与莫菲不仅展示了一种富有创见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

视野，而且积极地将这种视野引向民主的革命性建构。拉克劳与莫菲

致力于探寻一条把霸权与民主结合起来的道路。在对霸权的概念化阐

释中，拉克劳与莫菲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极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在一定意义上，拉克劳与莫菲的所说的“霸权”就是一种“民主形式的

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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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后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发展阶

段，法兰克福学派始终都是“主角”。在苏东剧变后的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中期以后也是如此。苏东剧变并没有使法兰克福学派沉寂，包括哈贝

马斯在内的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成员认真反思苏东剧变留给马克思主义

的影响，继承地推进他们的研究。比较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派

别来，法兰克福学派在苏东剧变后对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修正的程度

是最大的。但这种“修正”并不表明法兰克福学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已放弃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当然也并不表明法兰克福学派已不再

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派别。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是以批判理

论闻名于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从

哲学、社会学、美学、文化学、心理学、政治学、伦理学、宗教学、经济学等

视阈，对西方文化传统和现代工业文明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反思，发出

了任何现代化国家都感到震惊的呐喊。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起，

法兰克福学派实现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即主要从政治伦理

的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研究和批判，这使法兰克福学派进入了新

的发展阶段，即“第三个发展阶段”。如果说，后期哈贝马斯的话语伦

理学与协商政治理论，开启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那么，维尔

默的政治伦理学构想、奥菲的福利国家理论，则进一步推进了这个转

向；但是，只有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及多元正义构想，才标志着批判理论

的“政治伦理转向”最终完成。这里着重分析霍耐特、维尔默、奥菲对

批判理论最新发展的贡献，在此基础上简要介绍一下哈贝马斯的最新

研究。

霍耐特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现任所长，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

核心人物，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的关键人物。他主要提出了承认理论

及多元正义构想。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为承认而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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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和《正义的他者》这两部著作中。如果说，《为承认而斗争》揭示了

承认理论的规范发展目标；那么，《正义的他者》则旨在揭示程序主义

正义理论的局限性。在《正义的他者》中，霍耐特不仅阐述了自由、民

主、人权、共同体等政治哲学问题，而且阐述了道德关怀、正义与情感纽

带、承认道德等道德哲学问题。为了论证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

必要性，霍耐特走出了重要的四步：一是对社会哲学的两条路径，即历

史哲学路径与人类学路径进行了梳理，这就为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

转向”准备了理论背景；二是对早期批判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这就

为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提供了理论前提；三是对福柯权力理论

进行了诠释与重构，从而使早期批判理论困境得到了“系统理论解

决”；四是对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进行了反思与重构，这不仅使早期批判

理论得到了“交往理论转换”，而且论证了从交往范式的语言理论转向

承认理论的必要性。从一定意义上说，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就是承认关

系结构理论。在承认关系结构中，承认与蔑视关系、蔑视与反抗关系居

于核心地位。在这里，霍耐特试图解决三个问题：一是相互承认关系三

分法的经验依据在哪里？二是相互承认关系的不同形式是否是人类实

践自我关系的不同阶段？三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为承认而斗

争”动力的社会体验是什么？如果说，承认理论是霍耐特政治哲学、道

德哲学思想的核心；那么，多元正义构想与政治伦理学就是霍耐特的承

认理论的进一步拓展。霍耐特断言，承认理论的多元正义构想不仅能

够在关涉道德进步的法律承认那里接受批判的任务，而且总是需要对

不同承认领域之间的固定界限进行反思性检验。所以，在观察社会发

展时人们至少应该谈到道德进步，而且应该使政治伦理学以承认原则

为取向。这样，由爱、法权、成就三个基本领域共同确定的东西，今天就

应该被置于社会正义观念下理解。

维尔默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与第三代之间的过渡性人物，批判

理论第二期发展与第三期发展之间的中介人物。他试图重建批判理论

的规范基础，构建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理论，并阐发现代—后现代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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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社群主义”政治哲学和民主伦理学构想。维尔默为了重建批

判理论的规范基础，首先，他重释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提

出，在批判资本主义民主意义上，马克思并未真正解决而只是消解了黑

格尔的现代自由制度问题，而韦伯的现代合理化理论中蕴含着一种深

刻的悲观主义历史哲学，对于韦伯无法解决的“合理化悖论”，霍克海

默、阿多尔诺试图借助启蒙辩证法来解决，并“试图将韦伯的某些洞见

整合进被修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其次，他重释《启蒙辩证法》，

他认为，《启蒙辩证法》“最终成为阴郁的现代性理论”，因为在霍克海

默和阿多诺那里，启蒙的本质是二难选择，最终必然是统治，不可阻挡

的进步的厄运是不可阻挡的倒退；最后，他重释哈贝马斯，在他看来，哈

贝马斯的成就是在批判理论内部做了概念修正，这种修正有可能避免

马克思和批判理论的理论困境。但是，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并没有

为真理共识论提供证据。他强调，合理性都有一个基础：那就是活生生

的“理性文化”，这才是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维尔默在他的现代—后

现代美学中提出：艺术美作为对自然美的模仿，就成为一种从沉默中解

放出来的、获得了救赎的、能够说话的自然图景，就像成为和解的人的

图景一样；艺术真实是仅仅表现为特殊真实的真实，作为特殊的东西，

艺术真实总是依赖于未被歪曲的现实；后形而上学现代性艺术，不可避

免地处于“美”这个概念的彼岸；承认艺术本身不可能是乌托邦视阈的

载体，是正确的。维尔默在他的“自由的社群主义”政治哲学中明确指

出，新个体主义的自由概念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而新共同体主义的自

由概念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在他看来，话语合理性条件不能等同于

民主话语条件，个体权利不能从合理性原则中引出来。自由民主原则

和制度只能在生活中获得。在人权概念与公民权概念之间，不仅存在

着不能否定的内在关联，而且也存在着特有的张力关系。公民权与民

主话语之间必然存在解释学循环：即人权承认不仅是政治自由、民主话

语的前提，而且是政治自由、民主话语的结果。

奥菲是另一位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他继承了法兰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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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批判理论传统，将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同社会学的功能理论、系统

论理论紧密结合，对后期资本主义国家矛盾进行了系统研究。奥菲以

独特的、系统化的方法来研究国家政策。他将与国家理论相关的问题

分为八个主题：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资本主义国家；商品化；商品形

式的瘫痪；交换机会最大化；行政性再商品化；国家政策手段；后期资本

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奥菲考察了福利国家的矛盾，他认为，福利国家的

矛盾就是：晚期资本主义体系不能与福利国家共存，又不能没有福利国

家。尽管它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影响很可能是破坏性的，然而废除福利

国家所带来的影响将更是毁灭性的。福利国家已经成为一系列无法逆

转的结果，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可能重回某种类似于纯粹

市场的社会。尽管福利国家的设计旨在“治愈”资本主义积累所产生

的各种病症，但疾病的性质也迫使病人不能再使用这种“疗程”，生产

剥削关系与抵制、逃避和缓和剥削的可能性同时并存。奥菲对于福利

国家矛盾的分析既来自于对马克思的深刻洞察，如对内在于劳动商品

化的不平等权利的指出；也来自于哈贝马斯的对公共领域的界定、合法

性危机的阐述。奥菲得出的结论是，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调节资本主

义积累的交换过程既占支配地位，又“不断隐退”。后期资本主义社会

必然产生的问题就是：防止行政权力的管理过程变成对私有交换关系

的自主性控制，或是使其瘫痪，或是以革命的方式将其推翻。资本主义

经济越是被迫运用“外在调节机制”，它就越是面临防止这些侵略性机

制的内在动力以维持自身生存的难题。在对后期资本主义国家矛盾的

分析中，奥菲对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新的思考。奥菲认为福利国

家是作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系统的矛盾而产生的，旨在是通过

国家的干预和管理手段来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运作。但是福利国

家不仅无法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还带来了更多的问题、矛

盾和危机。于是，当代西方社会产生了新自由主义的思潮，试图重新返

回到不要任何国家干预和管理的市场社会中去。奥菲认为以新自由主

义方案来替代福利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为此，他提出了替代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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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福利国家的社会主义方案，当然它只能是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而不

是那种前苏联式的官僚化的社会主义，即不是一种国家主义的社会

主义。

哈贝马斯在苏东剧变后仍然非常活跃。虽然他不再负责法兰克福

社会研究所的工作，但他的理论活动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期发展仍

然是不可或缺的。自从哈贝马斯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的《交往行为理

论》中提出了以“交往合理性”取代“理性”概念之后，就不时出现一些

怀疑和反对的声音。在新的历史时期，哈贝马斯给自己确立的任务是：

在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上，从道德哲学、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等方面，重

新探寻理性的实现之路。如果说现代化过程表现为理性化，但其结果

却主要是目的—工具理性的实现，那么哈贝马斯则试图通过重建道德

哲学、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探索一条交往合理性实现之路。哈贝马斯试

图在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商谈伦理学。在他看来，建立商

谈伦理学的关键在于确立普遍性的原则。对这一原则，哈贝马斯作了

区别于经验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康德主义的解释：首先，在“利益

格局和价值取向”中发挥作用的，是每个参与者的实用理由和伦理理

由；其次，相互接受视角，要求的不是移情，而是通过解释介入到参与者

的自我理解和世界理解当中；最后，“共同自愿接受”这一目必须明确

这样一个内容：参与者提出的一切理由都必须彻底消除掉与行为动机

相关的意义，并在对等尊重的前提下具有一种认知意义。哈贝马斯

１９９２ 年出版的法哲学巨著《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提出的是一种“程序

主义的法律范式”。哈贝马斯在这部著作中把法律和民主定位于“事

实与规范之间”。他认为，良好的法律总是介于事实和规范之间的，就

是说，它既具有由暴力支持的意志的特征，又具有理性特征。但是，真

正形成良好的法律并非易事，它需要在不同的人们之间展开对话。商

谈理论强调对话。对话就必须满足一定的有效性要求，这些有效性要

求凝固为固定的程序。具体到法哲学中，哈贝马斯认为必须从立法、司

法、执法等方面，运用交往行为理论对其程序进行重构。哈贝马斯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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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世界公民社会”的设想。世界公民社会，按其本义来说，是指全世

界的人民都在一个统一的世界政府统治之下生活。哈贝马斯承认，目

前“统一的世界政府”仍然只是一个空想，因此他所说的世界公民社会

是一个“没有世界政府的公民社会”。哈贝马斯的“世界公民”概念，显

然是来自康德。哈贝马斯一方面重申了康德关于世界公民社会的思

想，另一方面对这些设想做了改进。哈贝马斯在这一历史时期一方面

从其交往行为理论出发，从道德哲学到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再到国际关

系理论，力图为如何构建一个新的社会提出自己的方案和提供理论依

据，另一方面则并没有放弃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是对当代资本主

义展开了在一定意义上比以前更激烈的抨击。正是这一“破”一“立”

构成了他晚年思想的特点。

五

对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讨，历来把重心放在欧洲大陆

而忽视英美。确实，这样做有一定的缘由，因为长期以来，比起欧洲大

陆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无论从规模上还是深度上都要逊色得多，

一些具有国际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出自欧洲大陆而不是英美。

但是，倘若时至今日还这样做，就不合时宜了。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

特别是在苏东剧变以后，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空前活跃。在当今的

英国和美国，活跃着一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家，英国有安东

尼·吉登斯、佩里·安德森、特里·伊格尔顿、恩内斯托·拉克劳，查特

尔·墨菲，美国有诺曼·乔姆斯基、弗里德里克·詹姆逊、伊曼努尔·

沃勒斯坦、大卫·哈维、朱迪·巴特勒、迈克·哈特、贝拉米·福斯特、

詹姆斯·奥康纳等等。可以说，无论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哪一个学术

领域，英美马克思主义都在主导和引领着学术话语权；今天最有原创性

的思想家，大多都属于英美马克思主义。从一定意义上，我们说西方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苏东剧变后经过短暂的沉寂后出现了复兴，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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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英国和美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局面。与传统国外马克思

主义，特别是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英美马克思主义具有自己

独特的思想气质和学术旨趣：英美马克思主义是在后现代语境下成长

起来的，因此它的思想致思中始终隐现着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内蕴；英美

马克思主义在思想谱系上大多承袭了后结构主义的传统，因此，后结构

主义的风格构成了英美马克思主义特有的风景；英美马克思主义思想

家大多遭遇或目睹了极权社会主义的幻灭以及新自由主义势力的恶性

膨胀，因此，在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上，英美马克思主义大多主张走第三

条道路以实现新的理想社会，从而，激进民主成为了英美马克思主义思

考的重心。鉴于本书的其他章节已对一些在当今英美颇具影响的马克

思主义思想家作过评述，这里仅述介若干位其他章节未涉及的英美马

克思主义研究者。

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终身教授穆泽利斯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一

个不可忽视的人物。他试图将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引入到社会学、政

治学上去，提出理论化实用主义的方法来重新诠释社会的形成、构造和

转变，为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维度上的拓展开辟了新的视

野，也为我们了解后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上的思想踪迹提

供了一条重要线索。穆泽利斯的核心工作是要克服政治或意识形态问

题上的经济还原论，也就是说，如何摆脱用经济的观点和范畴将政治或

意识形态概念化，同时尝试自己对社会构成的解释，这种努力就是他所

谓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抉择。虽然穆泽利斯把自己的尝试叫做“后马克

思主义”，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当然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但应当与拉

克劳和墨菲等人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穆泽利斯不仅不主

张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拒绝，反而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其价值贡献，

比如整体论与辩证法就是它最富价值成效的两个方面。然而在他看

来，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经济还原论特征却抵消了它的价值，因此克服

还原论自然成了穆泽利斯运思的中心。穆泽利斯的主要贡献不在于对

马克思主义中所隐含的经济还原论的揭示，而在于对各种各样的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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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类型的具体析分。这种细致的区分打破了人们通常对马克思主义还

原论的笼统批评。他具体分析批判了两类四种还原论类型：第一类是

还原论的唯意志主义类型，它包括行为者→行为者（Ａ→Ａ）的还原论

和行为者→结构（Ａ→Ｓ）的还原论两种；第二类是还原论的结构主义类

型，它包括结构→结构（Ｓ→Ｓ）的还原论和结构→行为者（Ｓ→Ａ）的还

原论两种。他认为，这些不同类型的还原论的共同特点是从经济基础

的结构和功能中得出文化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形式和实际，从而忽略了

政治和文化现象的相对独立和特殊性。穆泽利斯在析分还原论的类型

及特征之后明白，简单地宣称和论证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并不能摆脱社

会秩序建构上的经济还原论。要克服经济还原论必须尝试制造新的概

念工具，这才是使政治学、社会学等等走上独立性道路的不二法门，也

是穆泽利斯自己“后马克思主义”的致思重心。他认为，如果马克思的

整体论逻辑能够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和文化领域，那么马克思主义

的概念工具可以被提高，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法论缺点可以被改

正。穆泽利斯认为自己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方法论和启发的

意义上是彻底实用主义的，他称之为“理论化的实用主义”。穆泽利斯

的“理论化的实用主义”首先致力于建立起一种非还原论的后马克思

主义概念框架，然后将这套概念框架用来处理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复杂

关系，同时将它应用在对单个情形的经验分析中，通过展示这一概念框

架处理具体社会历史发展的效用来验证超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分

和经济还原论的可能。

伊格尔顿是当今英语世界中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判

家。尽管伊格尔顿的思想显得非常杂芜，但始终贯穿着一个核心主题，

即致力于揭示话语与权力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这一主题是后结构主

义思想家始终坚持的主题，只不过伊格尔顿在他们的基础上做了引申

与推进。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刻意去掩盖知识与权力的勾连，而伊格

尔顿就是要彻底暴露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这就是伊格尔顿思想的独

特性和价值性所在。通过对文本的互读，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的目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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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揭示出文本背后的深层次的东西，而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直指文本

背后的意识形态，这显然延续了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的思路，尽管伊格尔

顿在很多地方对后结构主义颇有微词。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的问题上

的立场与齐泽克等人相近，而与主张超越意识形态的其他英国思想家

如安东尼·吉登斯等人有别。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高度关注，

是为了对后现代主义思潮抹除意识形态做法的自觉抵制。在伊格尔顿

看来，意识形态不可被解构，也不可能被解构，对意识形态解构的态度

貌似激进，实质是对现实矛盾的刻意回避，就好像鸵鸟把脑袋埋在沙堆

里以躲避灾难是同样的道理。相反，我们应当正视意识形态问题，同时

更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意识形态的恒在性。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的问题

上坚持这样的观点：第一，从意识形态的产生来源来看，意识形态是现

实社会关系的反映，它受现实物质条件的制约。第二，从意识形态的功

能上来看，意识形态是对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及其利益的合法化。第三，

从意识形态的惯用的手段来看，它一般通过普遍化、自然化甚至神秘化

等手段来实现统治权力的合法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是马克思

主义所讲的虚假意识。伊格尔顿强调，不通过现实的物质变革而指望

通过观念的变革来改变人们的意识形态，这无异于痴人说梦。正是在

这些关键点上，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

念走得很近，因此，我们把伊格尔顿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

家是名副其实的。尽管总体上讲，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思想坚持了马

克思主义的立场，他从来不认为意识形态是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但受

后结构主义影响的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思想上又有自己的创见，这表

现在他将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话语。伊格尔顿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

话语现象或一种符号学现象，实质上是强调了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因为

它把符号看作是物质实体，同时也保留了意识形态从本质上只关注意

义这一意蕴。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话语性的强调，始终看到了意识形

态观念背后统治阶级用形形色色的话语策略、话语手段扭曲事实真相

的种种企图，从而时时刻刻提醒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角角落落，到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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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漫着权力统治的硝烟。

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奥尔曼主要致力于政治理论的研究，尤其是

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他是美国著名的激进左翼人士，

对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却持激烈批评的态度。奥尔曼反对市场社会主

义。他认为有些东西可以混合在一起，比如盐与辣椒，但有一些东西根

本无法混合，比如水与火。而在他看来，市场与社会主义就好比水与火

的关系。奥尔曼指出，市场这一绞肉机绝不会按照我们给它规定的路

线走，相反，我们是根据它的节奏在运动，最终它把我们变成碎肉。奥

尔曼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存在许多亟待研究的问题：一是马克思

的国家理论。奥尔曼指出，马克思曾经想系统地去研究国家理论，尤其

是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但由于其他事务的干扰，使得马克思没有精力

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另一个是与共产主义的未来有关的问题。奥尔

曼认为，在共产主义未来的问题上，马克思同样没有给我们具体描述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会是一副什么模样；第三个问题阶级利益问题，以及

阶级利益在阶级意识的发展和人们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问题。尽管这一问题很重要，但马克思对这一话题同样谈得很少；第四

个问题是辩证法的问题。奥尔曼指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所具

有的缺陷，原因都“可以追溯到对辩证法的忽略和误用”。正如奥尔曼

自己坦言，他的主要工作在于探讨马克思辩证法。在很多人把马克思

的辩证法更多看成是一种世界观，即回答“世界怎么样”的时候，奥尔

曼则把辩证法更多看成是马克思的方法论。然而，这种方法论不是通

常意义上的正题—反题—合题的综合体，也不是可以用来解释和预测

一切的万能公式，更不是充当历史发展动力的东西。在奥尔曼看来，马

克思的辩证法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关注世界上的一切变化

和相互作用。奥尔曼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研究不仅阐明了马克思的真实

意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理论化的关于马克思方法论的有效版

本，而且他通过展示马克思的方法论步骤，目的是想让读者在掌握马克

思的辩证法之后，能够将辩证法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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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哈特，是西方激进左翼人士，他的思

想可以用激进民主来概括。同样是论述民主，但哈特的民主思想与哈

贝马斯的民主思想有着天壤之别，哈特的民主思想从属于由卢梭所开

创并由马克思等人所推进的激进民主传统，而哈贝马斯的民主思想从

属于洛克所开创的协商民主传统。激进民主反对一切特权阶级和专制

政府，主张人民的自治，而且也相信人民有自我管理的能力，认为实现

了人民自治的社会才是真正民主的社会。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

《大众》和《共同体》三部曲则向我们揭示了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所面

临的受控状况，这种受控也许是史无前例的。在大多数人对全球化运

动歌之颂之，以为全球化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的时候，哈特和奈

格里则认为，全球化现象预示着一种新的统治形式的逼近。正是哈特

和奈格里这种对时代问题诊断上的敏锐性，使得《帝国》一出来的时候

就在进步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热议。通常我们认为美国的霸权统治是

一种帝国主义统治，但哈特和奈格里则不这样看。美国的霸权统治貌

似一种类似罗马帝国的统治，其实远不是这样。美国的霸权统治只是

帝国统治的象征，它表明帝国统治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种帝国统治

以美国的“君主式政治”为先锋、以其他主要民族国家、跨国公司、国际

机构等“全球贵族政治”为后援，以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统治为维，将

帝国的弥天大网依次撒向全球。这也就意味着，控制、压迫、奴役、监督

这张弥天大网撒在了每个人的头上。所以，哈特和奈格里强调，在帝国

的统治的态势下，“民主的可能性晦暗不明”，“民主的现代梦似乎确实

丢失了”。在否定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的

基础上，他们对新“帝国”，即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帝国主义展开了以下

两个方面的批判：其一，通过对“主权”转变的分析展开的批判。他们

指出，与全球化进程相伴随，民族—国家的主权尽管仍然是有效的，但

已不断地衰落。当然，民族—国家主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字面意义上

的“主权”已经衰落。实际情况是主权已经拥有新的形式。“新的全球

的主权形式就是我们所称的帝国”。也就是说，“帝国”就是当前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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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主权形式；其二，通过对“生产”转变的分析展开的批判。在他们

看来，在“新帝国”时期的所有的经济活动，无论这种经济活动发生在

哪个国家和地区，无论这种经济活动属于哪一个工业阶段，都受制于信

息经济，也就是说，都受制于“新帝国”的占主导的经济范式。目前不

同地域的那些不同的经济范式，不能仅仅视为处于不同工业发展阶段

的可以共存的不同的经济范式，而应当视为是一些新的全球经济中不

同的生产等级。正因为有着这种等级上的差异，所以被有效地排除在

信息经济之外的那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尽管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工业

生产，但“发现自己处在饥饿的边缘”。哈特和奈格里对未来充满着革

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他们认为，既然全球化为帝国的出现制造了便利，

那么全球化同样会孕育反帝国的因素。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法。全球化

在制造压迫的同时也在制造反抗压迫的力量，反帝国的元素就在帝国

内部生长起来。他们提出，反抗帝国的新革命主体已经形成，这就是

“大众”。哈特和奈格里说大众是“从帝国中成长起来的鲜活的替代

物”，这一力量也是实现激进民主社会的唯一有效载体。《共同体》是

哈特和奈格里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在这本著作中，他们将马克思的洞见

与尼采、福柯、德勒兹、瓜塔里等人的洞见做了一个有效的结合。这本

著作向生活在一个共同世界中的人们展示了新的管理共同财富的理想

社会。

在当今英美马克思主义中，哈维的马克思主义新地理学独树一帜。

虽然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经典作家们对空间与地理问题给予了一定关

注，但地理问题完全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探讨的重点。经典西方马克

思主义者如葛兰西等也重视空间与地理问题，但大抵受历史主义传统

的强势影响，这种探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没有突出地位。不过，在列

斐伏尔、尤其是哈维之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乃至整个当今马克思主义中的显学。哈维是从实证主义地理学转向马

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哈维把自己空间角度开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称为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城市化是哈维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研究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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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问题，哈维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在哈维看来，从理论上讲，

城市恰恰是最能体现社会正义的地方，但事实上，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

中最突出的矛盾也是社会正义问题。哈维的城市化理论内容十分丰

富。其中，对城市性的定义、城市化的动因以及对城市化中的居住差异

的论述，尤其具有创意。哈维通过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时空与地理的

分析揭示，破解了所谓后现代主义的话语模式。哈维指出，与传统资本

主义资本积累方式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发生了一些转

移，但并没有根本区别。哈维不仅不承认所谓全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

而且否定出现了所谓后工业社会的征兆。哈维讨论后现代状况的主题

还是空间与地理问题。哈维从社会生活、社会力量资源、启蒙运动规

划、现代主义文化力量以及后现代艺术等各个方面，展开对时空体验的

描述，突显政治—经济与文化过程之间的联系，考察时间优先于空间进

而造成时空分裂的历史，揭示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不断突显的不平

衡的地理发展问题。新世纪以来，哈维除了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其马克

思主义地理学以及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体系外，更多的表现为对人类

历史及其解放问题的集中思考，表现为对新帝国主义及全球资本主义

的批判。哈维提出了“新帝国主义”论。他认为，二战以来，帝国主义

已向新帝国主义过渡，其特征是“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从属于“权力

的领土逻辑”，“通过剥夺而呈现出来的不平衡的地理运动，恰恰是资

本主义稳定性的必然结果”。

六

苏东剧变后，在西方世界引领马克思主义研究复兴的是法国的

“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正是这个学派组织了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２７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在巴黎召开的“国际马克思大会”，这个会议引起了轰动，打响

了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西方世界复兴的“第一炮”，也正是这

个学派成功地举办了“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 １５０ 周年国际大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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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会议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推向了高潮。这个学派所出版的《当

今马克思》等杂志在国际具有广泛的影响。这个学派的出现是以《马

克思主义批评辞典》的出版为标志的，该辞典收入 ５００ 多条有关马克

思主义的条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该学派也因该辞典而

得名。该学派培养和团结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才。“马克思主

义批评学派”是继法国以阿尔都塞为首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而

兴起的派别，其成员大多是阿尔都塞同时代的学生、同学、同事或赞成

者。上世纪 ８０ 年代，法国曾经活跃一时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存在

主义马克思主义，随着阿尔都塞因精神病退出理论界和萨特的去世而

悄然离开人们的视线，“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就脱颖而出。“马克思

主义批评学派”人数众多，成分纷纭复杂，大致上可以分为三部分人：

第一部分是比较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派；第二部分人是阿尔都塞派，

其成员大多是原阿尔都塞学派的成员；第三部分人是“自由派”，他们

宣称是“自由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表示不隶属哪一个党派和组织，自

由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受任何约束。当然，在上个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在

法国热衷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学

派”这些人。我们这里除了评述“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的几个代表人

物的思想之外，还重点研讨不属于该学派的鲍德里亚、巴迪欧的相关理

论。而对“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中的有些代表人物，如巴里巴尔，在

其他章节已作过介绍，我们在这里也不再重复。

拉比卡是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的主要开创者和领导人。

拉比卡由于出身革命传统家庭，所以自青年时代开始，他就接触马克思

主义著作，而且一经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人生轨迹和思想都发生了

决定性的变化。从此，他坚定地站在被压迫者一边，为改变世界而努力

奔走一生。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就像公路的通行规则那样，在任

何意义上都是不可或缺的。当然，拉比卡也反对那种盲目服从的教条

式的马克思主义。拉比卡认为，共产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

果，是一种像其他任何类型社会一样的社会；它只不过是为争取民主而

３４

评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以来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进行的实际斗争，是充满斗争的创造性的实践。对于社会主义的前途，

拉比卡认为，苏联东欧剧变之后，资本主义虽然在全世界取得了胜利，

但是，这个胜利也使人们更加看清它的本质。拉比卡猛烈抨击资产阶

级的虚假民主，他认为，没有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是可以认为是民主

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反民主的制度。他把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种种反

常现象称作“民主病”。他认为，“民主病”，它的出现，完全是在资本主

义国家里的，是完全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天天口喊“人权”，天天口

喊“民主”，天天口喊“自由”的情况下出现的！他对意识形态做出了深

入的研究。他研究了意识形态与阶级的关系，提出经济权力等于意识

形态权力，还可加上政治权力。统治阶级的思想不是别的，只不过是统

治者的物质关系的思想表述而已。意识形态是从阶级的统治中创造出

来的思想，就是以统治阶级的眼睛作为自己的眼睛来证明统治的功绩。

他批评列宁缺乏对统治思想斗争的总体考察，从而造成科学和意识形

态的对立变成了党性和党、科学和党的对立。拉比卡认为存在着共产

主义意识形态或世界观，其构成成分有科学和无产阶级。科学和无产

阶级是分不开的，后者对于前者不是外在的关系。他提出无产阶级不

是阶级，但它必将在战胜那种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固有的、意识形态上

个人涣散的状态中成为阶级。这就是共产党人能够并应该帮助它的东

西。阶级意识就是阶级觉悟。

戴克西埃是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中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

戴克西埃晚年一直与比岱在一起主编《当今马克思》杂志，长达 ２４ 年

之久。戴克西埃在法国是最早关注葛兰西思想和意大利共产党问题的

学者。他指出，人们在理解霸权作用和司法命令作用的关系中，严重曲

解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的政治历史意义：如果霸权和专政的区分只有方

法的意义而没有机能的意义，这就意味着霸权—承认只不过是一种社

会生活总体操纵的方式。戴克西埃认为，葛兰西是唯一确定“市民社

会”概念的人，他肯定葛兰西市民社会规定为“一个社会集团以国家伦

理内容对整个社会实施政治和文化霸权”。他不赞同一些人所说的

４４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反民主的”，而赞同另外一些人所

说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就是一种民主的思想”。但他强调，马克思

恩格斯对民主问题既不是直接阐述的也不是孤立阐述的，而是与革命

问题密切相关而阐发出来的。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理论包含

着“不断革命”的思想，而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思想主要是有两

层意思：社会革命被理解为彻底的民主化以及与过去旧民主形式彻底

决裂，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自然”概念进

行了深入的探讨。戴克西埃从两个方面探讨了对“自然”概念的理解。

第一方面涉及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问题以及决定论的认识价值问

题；第二方面涉及的是在共产主义消灭一切自然性的意义问题。在他

看来，马克思使用“自然”这个词是带有一定程度上的隐喻作用的，改

变了的社会物质生活，在它的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的两种形式下，而它

的发展仍可称作“自然的”。他欣赏马克思所说的：历史运动本身是对

“自然性”的否定。人的解放，剥削制度的废除，不管其形式如何都将

是剥夺社会生活的自然的全部特性。共产主义的自由联合是对社会生

活的非自然化。戴克西埃得出结论说，现代资本和金钱关系是废除前

资本主义所形成的自然属性。就是说，它的特殊的生产方式大工业以

及它的特殊的社会交往方式，自由竞争，把历史变为世界历史。然而并

不是它消灭了所有的自然性，只有在现代资本创造的历史前提基础上

的共产主义，才能消灭所有社会发展的自然性的这些特点。他强调，共

产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总是与它自己同一的自然史阶段。“史前史”

的终结是人的非自然化。全面发展的个人的自由联合超越了他们的必

然，并让位于一种真正的个人交往，这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开始：

有意识的合作的力量开始主宰世界。

比岱在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中属于“自由马克思主义研究

者”。他曾任“世界马克思大会”主席，是当代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

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比岱全部理论工作的目标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

历史理论进行哲学探讨”，“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更具现实性的基础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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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广阔的当代视野”。比岱的问题意识源自他对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

“当代危机”的理解。在比岱看来，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面临着来自其内

部的两种威胁：一种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人道主义，另一种是将马克

思主义理解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政治”理论框架。

这两种自我理解都隐藏着重重矛盾，而这些矛盾使马克思主义的“基

础”受到严重破坏。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当务之急是重建历史

唯物主义的基础。比岱自认为对于《资本论》的研究工作就是重建历

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比岱发现了《资本论》在叙述中出现的种种“叙述

断裂”，对于比岱来说，《资本论》中最重要的断裂在于市场和资本的断

裂。比岱围绕“元结构”问题提出一种具有“一般性”的（即不拘泥于经

典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理论。比岱将自己

的新理论称为“元马克思主义”，他为这一理论规定的任务是，一方面

继承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批判，另一方面弥补马克思

在政治哲学方面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中的不足。根据比岱

的“元结构”理论，市场和组织本来是相互包含的，但民族国家以组织

化的超然形式将自身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构成力量，从而掩盖

了作为后者的真正的基础的“元结构”。比岱提出“元结构”理论后，感

到有必要运用自己的这一理论重新解读《资本论》，以弥补《如何理解

〈资本论〉》虽有开拓性但理论根基不稳的缺憾，并进一步丰富和拓展

自己的现代性理论。在比岱的对于《资本论》的“解读和重建”中，最重

要、最引人注目的工作体现在下述两个重建方向上：其一，从马克思所

揭示的市场内在的矛盾走向“元结构”的展现；其二：从马克思所揭示

的阶级结构出发走向资本主义话语批判。比岱开始有意识地将自己的

理论和马克思与恩格斯之后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居主流地位的“新马

克思主义”进行区分。比岱从当代阶级关系和社会斗争等角度讨论了

他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异。他指出，他

们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在“被组织的能力”中聚集起来的社

会力量最终将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但“新马克思主义”还在那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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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基础阶级在联合中的主导权。他们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从元结

构理论出发认为现代世界从整体上说并不属于阶级性民族国家的模

式，但“新马克思主义”这种“两条腿走路”的马克思主义，它建立在包

括双极的统治阶级在内的双极性元结构的基础之上，认为资本主义总

是以民族国家形式建立自身。

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鲍德里亚无论是从其政治立场还是学术观点

看，他不属于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甚至连这一学派的具有“自

由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也算不上，如果一定要对他加以“归属”的话，那

把他列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列或许比较合适。尽管他对马克

思主义批评多于肯定，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他的影响不可

忽视。他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影响，除了他对消费主义做出了富有创

意的研究之外，就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独特的批评和修正。鲍德

里亚关于消费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消费社会中主体所面对的是一个独

立的具有自我叙述能力的物体世界，物体系主导了主体的需要、行为乃

至无意识层面，从而对商品的崇拜进一步演化为对符号价值的崇拜。

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的到来不是人的主体性的解放，而是人的主

体性的进一步沦丧，这是比马克思所面对的时代更加病入膏肓的人的

精神状况和时代状况。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的异化状况如此全

面而且深刻，以至于任何超越和扬弃异化的企图都流于不可能，在个体

既感知不到他们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也感知不到除了消费之外还有什

么样的生活方式的时代，超越性被终结了。鲍德里亚将消费作为一个

社会整合的主动模式，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符号的积极操控”模式。鲍

德里亚从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和哲学三个方面系统地展开了对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他提出以符码编码及其能指

操控的方式为基础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已经代替了以商品—物品的使用

价值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他认为以

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根本

性批判，相反它倒是一种在更深层上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变种；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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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方面，他则根本否定人的物质需要所具有的自然必然性，以及人的

物质需要本身的被动性也已经丧失了，因而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劳动

及其解放所具有的对无产阶级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解放功能也一并是

一个幻象而已。鲍德里亚宣布马克思革命路径已经终结，在他看来，当

马克思所预想的生产的总体性胜利失去了其中心原则之后，马克思的

总体革命也就失去了意义。按照鲍德里亚对自己提出的理论任务，既

然系统的总体逻辑从剥削的法则开始转向符码法则，那么这个社会必

须从符码运行的逻辑来加以理解，革命路径也必须从符码反抗中寻求。

于是，鲍德里亚提出了“象征交换”的概念以反抗资本主义的效用的和

实利的价值观。对鲍德里亚来说，象征性交换活动就是不被资产积极

符号学或资本逻辑所决定的，具有潜在颠覆和反叛能力的活动。象征

交换在鲍德里亚那里就呈现为他用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价值体系和实

践方式的“革命”方案，同时也集中代表了鲍德里亚试图摆脱现代性原

则所作出的一系列异质性的活动。鲍德里亚呼唤一种符号政治经济学

系统外的符号反叛和文化革命。

在当今西方世界，特别在当今的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巴迪欧

具有特殊的地位。他是坚持打着马克思主义大旗，大力弘扬辩证唯物

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哲学家。无疑，他已经成了当今世界最重要的

左翼思想家。特别指出的，巴迪欧自己还认为从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中

获得了灵感，他十分崇拜毛泽东那种将行动置于理论之上的实践主义

态度，他曾宣告：我就是那种毛泽东主义者。巴迪欧思想的形成有着十

分复杂的背景，在理论上，他涉猎甚多，他将多个不同类型的思想缝合

在一起，形成了他独特的思想风格、思想渊源。不过总体说来，巴迪欧

的思想有三个主要的来源，即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后康托尔数学集

合论，以及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如果我们要从巴迪欧的理论中找到

一个关键词，这个词非主体莫属。当然，巴迪欧的主体理论绝非让我们

返回到笛卡尔式的沉思主体那里，相反，巴迪欧一直就是将革命中行动

者作为主体的标准形象。作为一个在 １９６８ 年五月风暴中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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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来说，在街头进行实际的政治运动，比书斋里鼓捣什么革命理论更

为有用。也正因为如此，巴迪欧坚持，哲学本身不是目的，而我们去研

究哲学的根本目的在于，用哲学去改变整个世界。可以说，１９６８ 年的

五月风暴对巴迪欧影响十分巨大，那种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的气息始

终没有在巴迪欧身上淡化过，他强调，只有在革命的运动中才能找到通

向未来社会的目标，而所有的理论都应该在具体的行动中来寻找。我

们从巴迪欧的主体理论中可以理解出两层意思：一方面，主体并不是像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那样认为是一个匮乏，一个空无的存在；另一方

面，并不是所有的个体都是主体，主体和事件一样都是稀缺的，或者说，

只有在事件发生之后，主体积极介入了事件之中，人们才成为主体。巴

迪欧和马克思一样，坚信只有工人阶级用自己的行动，才能真正地创造

历史。在巴迪欧的所有理论中，他对共产主义的论述影响深远。巴迪

欧的共产主义的概念尽管找到了巴黎公社的事件作为其论证的基底，

不过，从整体上来说，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和青年马克思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中的共产主义一样，是一个从哲学上来展开的共产主义

观念。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意味着对异化劳动的克服，同样，

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只是从他的抽象的集合论出发，将那个最终的共产

主义作为大写的一。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区

别在于，一是他完全没有谈到经济因素在政治革命和历史发展中的作

用；二是他只将革命的注意力放在了突发性的事件之上，似乎只有出乎

意料的在正常秩序之外的突然事件，才能使主体成为主体并介入到其

中，而在事件之前，是不可能存在主体的，当然，也不会产生有效的革命

运动。不可否认，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在许多方面都保留有一种乌托邦

式的成分。

七

综上所述，苏东剧变后即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以后的西方世界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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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由于在特殊的历史的条件下展开的，从而这一研究

相比于 ２０ 世纪的其他历史阶段来有着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归结起

来有：其一，以政党为依托的研究转移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研究。在 ２０

世纪其他历史阶段，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是以政党为依托的研

究。西方不少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上都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

这在法国表现得特别明显。法国是不能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大家的地

方，但在苏东剧变前，这些马克思主义研究大家基本上都从属于某些党

派或某些政治团体。连阿尔都塞、萨特、列斐伏尔这些人的原先都是共

产党的学者，更不要说像伽罗迪这样的理论家。苏东剧变后，这种现象

顷刻改变。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以后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基本上

成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研究，即使有的人仍在共产党或其他政治团体中

担任某种职务，但在各种探讨马克思主义场合，他们总是以超党派的独

立学者的面目出现。就拿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来说，其成员

不少根本没有政党的背景而是所谓的“自由派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而

即使其中有的仍然是法国共产党或其他政治团体的成员，但他们完全

以独立的身份参加“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的活动的。其二，经院式的

研究转移为密切联系实际的研究。考察一下苏东剧变之前的西方世界

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不难发现，其中有不少是所谓的“经院的马克思主

义者”，他们远离现实生活，注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考据式的研究，只

是关在高楼深院里啃马克思的著作。不要说那些“西方马克思学”学

者如此，就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其他马克思主义派别的

思想家也是这样。尽管这种倾向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改变，但总

体上看，只是在苏东剧变后才从根本上扭转。确实在苏东剧变后，已很

少再见到此类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了。且不要说像“生态马克思主

义”和“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这种本身以现实问题为指向的马克思主

义派别的思想家，就是类似于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派别的

理论家，在苏东剧变后也越来越使自己的研究面向现实。法兰克福学

派的所谓“政治伦理转向”实际上就是向现实生活靠拢。从以政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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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研究转换成知识分子的独立研究，强调多学术角度马克思主义，并

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研究变得脱离现实。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恰恰相

反，这些高声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的独立的马克

思主义研究者，越来越贴近生活。其三，单学科的孤立研究转换为跨学

科的整体研究。苏东剧变前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研究者往往习

惯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一组成部分从马克思主义中抽取出来，对马克

思主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从而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变成了只是

对马克思主义某一领域有“造诣”的专家。尽管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

研究者不断地提出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割裂成一门门孤立的学科，强

调要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整体，但是从总体上看大多数的研究者一

直对此置若罔闻。苏东剧变后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打破了学科的

界限，注重在马克思主义有机整体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

偏重于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不再仅从某一学科的角度加以探

讨，而是强调对现实作多学科的、综合的考察。侧重于对马克思主义作

理论研究的，也突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做出

综合性的研究。其四，争吵不休的论战式的研究转换为求同存异共同

探讨式的研究。苏东剧变前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史就是一部争吵

和斗争史。研究者往往为了说明自己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

惜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大动干戈。不要说在 ２０ 世纪上半叶第

二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第三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

思主义”这三股思潮的“三足鼎立”，就是在 ２０ 世纪下半叶“西方马克

思主义”内部的人本主义倾向与科学主义倾向之间的“两刃相割”，就

足以说明问题。苏东剧变后，往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常见的那种分

庭抗礼、明争暗斗现象少见甚至不见了，而代之以推己及人、相辅而行

的局面。当然，在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派别之间，甚至在同一派别的各

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仍然存在着分歧，但研究者不会围绕着这些分歧

明火执仗地争斗。上面这些在苏东剧变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出

现的新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西方世界正在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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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嗅觉灵敏的西方资产阶级似乎从西方马克思主

义研究中所出现的这些新特点上预感到了什么。美国《基督教科学箴

言报》发表评论说：再度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体

系和体制构成的挑战，会比苏联共产党政权曾经构成的挑战更加令人

生畏。

在分析 ２０ 世纪末、２１ 世纪初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研究，仅仅看到上述这些特点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很有可

能产生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实际上，在上述这些特点背后隐匿着一

个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倾向。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围绕着对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态度的日益严重的分化。从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研究非

常热闹，一派兴旺，但其实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各异。当然有些

研究者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基本认可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

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们也在那里提出为了使马克思主义面对现

实，必须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但显然这种推进并不是从整体上推倒马

克思主义。但是还有些研究者，则在是对马克思主义作“否定性”、“批

判性”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他们那里，实际上只是个批判的、否定的

对象。他们已从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持否定的态度，在这一前提下进

行他们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研究。他们站在后现代主义等各种西方思潮

的立场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评判。当今西方的绝大多数的“生态马克

思主义”理论家和一部分“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基本上属于前

者。他们一方面挖掘和揭示马克思的生态理论和妇女理论，另一方面

用这些理论来分析相关现实问题。当今英美的有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

和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的有些成员也属于前者。如英国的伊

格尔顿，美国的奥尔曼、哈特，法国的拉比卡、戴克西埃基本上都没有放

弃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他们一方面不断地回击他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各

种否定和攻击，另一方面又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用他们重新

阐述过的马克思主义来回答现实问题。当然，以“毛泽东主义者”自称

的巴迪欧在这方面可能比这些人更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除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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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之外，其他的许多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显然是否定多

于肯定，批评多于弘扬。对“后马克思主义”我们虽然在论述中，对其

“试图在作为政治与文化力量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祛魅中拯救马克思

主义思想中仍有价值的一些方面”这一点做出了肯定，但是从总体上

来说，它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援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洞

见，既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度解构，同时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根本

性的建构”。法兰克福学派在实现“政治伦理转向”进入了第三个发展

阶段以后，实际上也与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决裂了。无论是霍耐特的承

认理论、维尔默的政治伦理思想，还是奥菲的福利国家理论，都很难与

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了。至于当今英美的有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

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的有些成员，以及像鲍德里亚这样的研究

者，他们离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了，他们也已把注意力集中于对马克思

主义的批判和重建上。必须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围绕着

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往往同他们的思想中有没有后

现代主义的成分，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成分的多少相关。大凡受后现代

主义影响比较深的研究者，都对马克思主义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而凡

是对后现代主义强烈抵制的学者，往往不会轻易地放弃和否定马克思

主义。确实，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目前西方世界处于“此长彼

消”的局面。而且随着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世界影响的日益扩大，在马

克思主义研究中那种否定性、批判性研究的倾向也大有占上风之势。

这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作者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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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生活世界
———西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革命转向

孙 承 叔

　 　 摘要：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最大的进步是提出了生活世界问题，即在

传统的政治、经济思维模式之外，确立起一个更加重要的领域，以衡量

政治、经济的合法性和正确性。哈贝马斯、列斐伏尔、赫勒专门研究了

这一问题。这是马克思哲学革命在当代的继续，对于批判资本形而上

学，纠正传统哲学教科书的片面性，从根基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

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生活世界　 日常生活　 微观革命　 社会同一性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最大的进步是提出了生活世界的问题，也就是

在传统的政治、经济思维模式之外，确立起一个更加重要的领域，以衡

量政治、经济的合法性和正确性。在这一转向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

功不可没，尤其是哈贝马斯、列斐伏尔、赫勒专门研究了这一问题，他们

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许茨一起，直接切中了资本主义的问

题要害，在新的层面上推进了哲学革命，由于传统的哲学教科书也没有

专门的章节研究生活世界，这就有必要认真思考生活世界与历史唯物

主义基础理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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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西方学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重视生活世界的原因是西方社

会的普遍异化，即整个社会被金钱和权力所统治，现实的、活生生的人

被边缘化了，人的全面的需求变成了对财富的单一需求，作为社会生活

根基的生活世界被殖民化了。

正如列斐伏尔所批评的，现代社会的本质是没有人性的，只是金

钱：“道德和意识、爱情和科学都成了贸易手段。……金钱的需要成为

人的唯一主要的品质。……人不如动物，变得孤独了，……全部生活对

人来说，就是一种‘从手中溜掉了’的外部力量。社会的本质是没有人

性的，只是金钱。它的本质就成了纯粹经济的了。……一种没有人性

的力量支配着一切。”①在金钱的统治下，“人的本质就是追逐物，追逐

金钱，即恋物。”②这就直接击中了资本主义一切问题的最内在本质。

霍克海默也认为现代“社会已经走到这样一步，它使得越来越多的人

不能享受由经济大发展所带来的幸福。”③因而他与阿多诺在《启蒙辩

证法》中痛心地指出：“人类不是进入到真正合乎人性的状况，而是堕

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④一种为了金钱而剥夺大多数人幸福的野蛮

状态。

胡塞尔针对金钱对人的统治，严厉地批评了见物不见人的实证主

义：“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的支

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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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

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

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作

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①显然人生的意义不是来自

金钱世界，而是来自生活世界。

卢卡奇则以人类历史为背景，把根源追溯到经济原则的普遍化：

“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遍及社会生活的所有表现；在人类历史

上第一次使整个社会（至少按照趋势）隶属于一个统一的经济过程；社

会所有成员的命运都由一些统一的规律来决定。”②

马尔库塞则在批评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表达了对现代社会的看

法：“政治经济学遭到批判，是因为它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整个的

‘异化’和‘被蹂躏’加以科学的论证和掩盖。……这种政治经济学从

科学上确认了把人的历史—社会世界歪曲成金钱和商品的外在世界，

这是一个把人作为一种敌对的力量来对待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

里，人性几乎丧失殆尽，人沉沦为丧失了人的存在的现实性的抽象的劳

动者，他们和自己劳动的对象相分离，被迫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售。”③这

一观点与列斐伏尔完全一致，因为当一个社会把金钱作为社会的唯一

目的时，人的社会必然异化为物的社会，人的团结必然异化为人的对

立，一部分人的富裕以绝大部分人的被奴役为前提。

由于金钱原则渗入生活，因而弗洛姆认为当代社会的异化是普遍

的异化：在马克思时代，“马克思相信，工人阶级是最异化的阶级，……

马克思的确没有预见到异化已经变成为大多数人的命运，特别是那部

分人数越来越多的居民的命运，这部分人主要不是与机器打交道，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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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符号和人打交道。说起来，职员、商人和行政官吏在今天的异化程

度，甚至超过熟练的手工劳动者的程度。”①因而在一个普遍异化的社

会，在一个认钱不认人的世界，孤立的个人不是自由了，而是更加孤独

了，尤其在他失去生存来源的时候更是如此。“他自由了，但这也意味

着：他是孤独的，他被隔离了，他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威胁。”②随着个

体的孤立化和异化，人们生活于其间的生活世界也遭到了全面的瓦解，

道德、团结、共生、社会同一性这些人类基本的生存原则受到了极大的

破坏，“像雇佣工人的整个生存都取决于市场一样，不可名状的使用过

程也渗透到了他的生活世界。并且摧毁了通过交往建立起来的主体间

性的道德，从而把社会关系变成纯粹的工具关系。”③哈贝马斯把它形

象地表述为生活世界殖民化，即经济上的金钱原则和政治上的权力原

则“从外部渗入生活世界，就好像殖民主义者侵入一个部落社会，并且

强迫其同化。”④因而重新确认人的地位和人的生活世界的地位成为西

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的重心。

二、何为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的概念在当代首先是由胡塞尔提出来的，他认为研究意

识不能离开意向，而意向的形成则直接与人的生活世界有关，“无论如

何，在我的先验还原了的纯粹的意识生活领域之内，我所经验到的世界

连同他人在内，按照经验的意义，可以说，并不是我个人综合的产物，而

只是一个外在于我的世界，一个交互主体性的世界，是为每个人在此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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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的世界，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其客观对象的世界。”①生活世界“作为

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且能够被经验到的

世界。”②因而“生活世界永远是事先给予的，永远事先存在的世

界。……一切目标以它为前提，即使那在科学的真理中所被认知的普

遍的目标也以它为前提，并且已经和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再以它为前提，

它们以自己的方式设定它的存在，并立足在它的存在上。”③因而生活

世界构成人类一切行为的前提和出发点，同样也构成意向从而意识形

成的前提。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生活世界是自然科学的被遗忘了的

意义的基础。”④它构成自然科学的目的和出发点。因此必须把“包括

一切实践生活（其中也包括科学的思想生活）和作为源泉滋养技术意

义形成的前于科学和外于科学的生活世界提到首位。”⑤

胡塞尔最初提出生活世界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然而

这一路向却开启了整个 ２０ 世纪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昌盛，人们纷

纷摆脱面向客体的单纯反映论路向而转向包括主体自身的生活世界研

究，从而开启了政治、经济、历史、伦理、美学、哲学、法学、心理学、语言

学研究的新局面，正像伽达默尔所说：“生活世界没有把哲学的任务限

制在科学的基础方面，而是把它扩展到日常经验的广阔领域。从而，不

难理解胡塞尔后期著作中提出的生活世界概念的丰富含义为什么可以

被许多学者所承认和接受，尽管这些学者本来不打算遵循他的先验还

原方法。因为与他的立场完全相反，他们已经在脱离笛卡尔主义这个

意义上使用了‘生活世界’这一流行术语，或至少，他们试图在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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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的语境中，使自己的研究作为对社会和历史领域的独立分析而

得到合法化。这种使用并非没有得到证明，因为胡塞尔本人也承认，制

定一种生活世界的存在论，乃是一项真正的任务，尽管是第二位的任

务。”①生活世界存在论，不仅是自然科学观念形成的存在论基础，而且

也是一切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形成的存在论基础。

在胡塞尔的启发下，他的弟子海德格尔开启了存在论现象学研究

路向，提出了前反思、前理解、前逻辑的本体论结构———此在存在论结

构，从而成为 ２０ 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潮之一。海德格尔的生活世界

总体上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共在，或共同此在，“由于这种有共同性的

在世之故，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在之中’就

是与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②这

一观点与伽达默尔生活世界的含义是一样的，不仅表示人的活动的边

界，“同时还是一个共同的世界，并且包含其他人的共在。”③

如果说，胡塞尔的意向结构由四部分构成，即自我、先验自我、主体

间性和生活世界，那么海德格尔的贡献主要在前三方面，即达到了个体

存在的全面认识，但重心在个体的存在，而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马

克思主义则不仅承认个体，而且把重心拓展到生活世界，拓展到个体存

在的生活总体，从文化、社会同一性、个体社会性角度，展开生活世界本

体论研究。列斐伏尔、赫勒则重点研究了日常生活本身。

三、生活世界殖民化

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不仅构成一切意识活动的基础，而且构成

一切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基础，它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然而

在金钱和权力的统治下，生活世界却被殖民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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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是从社会生活的根基处思考生活世界的，他认为社会是

由系统和生活世界双层结构构成，系统是一个社会的核心，以工具理性

为指导，追求效益最大化，它由经济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两部分构成，

经济子系统以货币为媒介，通过经济活动，追求财富最大化，政治子系

统以权力为媒介，通过对公众社会的管理，以保证政治秩序和经济效益

最大化。而生活世界则是一个社会的基础，“这种生活世界构成了一

种现实的活动的背景。”它虽然属于个人的生活领域，但它也是包括所

有人在内的“社会的生活世界”或“社会集团的生活世界”。① 正如哈

贝马斯所说：“我无论是在肉体之中，还是作为肉体，一直都是在一个

主体间所共有的世界里，集体共同居住的生活世界就像文本和语境一

样互相渗透，互相重叠，直到相互构成网络。”②用文学的语言表达，就

是“人们在其中诞生、生活和最终死亡的世界，是人们在其中经历爱和

恨，胜利和失败，希望和失望的世界，是充满苦难与欢乐、荒唐与理智，

愚蠢，狡猾和智慧的世界，充满各种社会压迫和个人欲望的世界，充满

理性和激情纷争的世界，充满本能和传统的世界，是使用共同语言，但

同任何人都没有共同感情和感觉的世界。”③因此，这个世界也就是常

人的生活世界，是海德格尔的“此在的世界”，也是所有此在共在的世

界。如果进一步划分，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可以划分为两个领域：私

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就是以家庭为核心的个人生活领域，公

共领域则是私人家庭之外，表达私人公共要求的非系统领域（非经济、

政治子系统），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

俱乐部、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

等。”④人们正是通过公共领域，反映出人们对生活的全部要求，它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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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财富，而且要求道德、团结和意义。在晚期资本主义，由于科学技

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原则成为社会生活的第一原

则，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的货币、权力媒介肆无忌惮地侵入生活世界，破

坏了社会同一性等人们世代形成的亲密关系，人们的生活变得无道德、

无团结、无意义了，生活世界被殖民化了！哈贝马斯认为：在生活世界，

“金钱和权力既不能购买也不能驱除团结和意义。”①而在科技理性的

统治下，“不是道德联系的颠倒和解体，而是作为生活联系的范畴———

全部‘道德’的排除。”②在货币和权力的统治下，人被完全工具化了，

“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对社会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既定的自我理

解。”③金钱代替了道德，权力瓦解了团结，“规章化的、被控制的、被操

纵的和被分解的生活世界的这些变形，确实比物质性的剥削和贫困这

种明显的形式要精致，但是转压到精神上和肉体上并且内化了的社会

冲突并不因而就具有较少的危害。”④因此，生活世界殖民化是全面的，

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精神的，而且精神上的伤害可能要超过物质上的

伤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也“不是媒体控制的下属体系，以及它们的

组织形式，与生活世界的脱节，导致交往日常实践的片面合理化或物

化，而只是经济的和行政管理的合理性的形式，渗入反对转变为货币和

权力媒体的行动领域，才导致日常实践的片面合理化或物化。”⑤因此，

生活世界殖民化不是单纯由媒体造成，而是金钱原则和权力原则统治

生活世界的结果。生活世界承担着文化和社会一体化传承的功能，殖

民化的结果，使“这一文化传统领域，———通过价值标准、教育、下一代

的社会化所形成的社会一体化———从本体论角度说，是以交往行为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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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这一特征而得到整合的。一旦金钱和权力这些导向性媒介渗入该领

域，……其后果就远不是冲击传统了。已经合理化的生活世界基础正

处于被打击的目标之内。危险的是生活世界本身的象征性再生产。总

之，阻碍物质再生产中危机的出现，是要以生活世界的病理化为代价

的。”①哈贝马斯正是通过对生活世界的深刻分析，提出他的交往理论，

试图通过话语民主，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改造。

不难看出，在哈贝马斯那里，生活世界是作为一种有别于政治领域

和经济领域的独立领域提出的，其真正的意义是要强调生活世界相对

于人类全部活动的基础性地位，这种基础地位不仅是指个体的生活领

域，而是指一种共同的生活领域，一种文化共同体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

基础地位，用伽达默尔的话说就是生活世界存在论领域。这一视角对

于重新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理论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所谓的

经济决定论、经济唯物主义，其本质就是忽视生活世界。由于忽视了社

会生活的总体性，因而经济决定论与资本拜物教在思想方法上是一致

的，它们都离开了马克思辩证的总体性思想原则，走向了经济形而上学。

四、作为社会基础的日常生活

列斐伏尔以日常生活批判而著称于世，当世人追逐金钱和权力并

把金钱和权力作为衡量历史进步的最高标准的时候，列菲弗尔高举起

日常生活的旗帜批判现代社会的异化，并试图在社会根基处重建现代

社会。

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本质上是社会个人的自身再生产领域，是

通过消费实现的人的再生产领域，“在日常生活中，基本的社会相互作

用，是孤立的消费者和孤立的消费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②因而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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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意义上讲，也就是社会个人的私人生活领域。由于人是一切社会活

动和社会关系的本质和基础，因而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本质上构成人

类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然而这一最基本的生活领域被现代社会

遗忘了，这是社会普遍异化的根源，也是社会找不到出路的根源。列斐

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是一个‘平面’，它同社会的其他‘平面’相比，各有

其自己的意义。在现在，日常生活的平面，要比生产场合那个平面更加

突出，因为‘人’正是在这里‘被发现’和‘被创造’的。”①在这里，列斐

伏尔的视角与哈贝马斯是一致的，即生活世界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层面，

正是在这里，人被发现和被创造，即人是通过生活领域而再生产自己

的，因而人的情感意志的真正发源地不是在经济和政治，而是在生活领

域。“正是日常生活中的人，能最直接地认识他本身的处境，正是通过

日常生活的批判，人们才能恢复一种能摆脱无形的压抑的能力和得以

自我表现的能力；其次，也正是通过日常生活的批判，人们的行动能够

动摇整个社会，这是因为日常生活从本质上看能同时触及经济基础和

上层建筑。”②因为正是日常生活中的人，直接构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

筑的能动主体，日常生活才是真正的原动力。在革命过程中，也“只有

通过日常生活的批判，才能沟通阶级解放和个人解放之间的断裂，在革

命前为宏观的经济和政治革命作准备，在革命后，把社会主义革命的成

果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身上，从而从根本上改变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状

况，达到社会主义制度与个人的统一。”③这后一点在客观上也构成列

斐伏尔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一种反思，因为革命如果不与个人的日常生

活相联系，久而久之，它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

由于日常生活是行为主体生成的领域，它构成整个社会的基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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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列斐伏尔特别提出了总体革命和微观革命的设想：“以往模式的革

命只重视宏观世界的革命，即重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重视社会解

放，而忽视个人的解放。社会主义革命应该成为总体性革命、真正的革

命，……把微观世界的革命、把日常生活的批判放到应有的高度，使之

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心。”①由此列斐伏尔对传统哲学进行了批判，并坚

持日常生活应成为基础性的哲学范畴：“哲学家总是把日常生活拒之

于门外：始终认为生活是非哲学的、平庸的、没有意义的，只有摆脱掉生

活，才能更好地进行思考。我则与此相反，努力把日常生活纳入哲学的

研究范畴，使它成为哲学思考的对象。”②由于脱离了生活世界，因而传

统哲学“在试图解决现实之谜时，它仅仅在论证非现实性上是成功

的。”③而论证现实性时是不成功的。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理论而言，由于日常生活是一切生命个体

的诞生之地，因而日常生活构成整个社会的根基，“每日（ｄａｉｌｙ）的生活

是屏幕，社会将其光与影、空隙和平面投射于其上，使其增强和减弱，政

治和社会行为聚在一起，使之巩固并结构化和功能化。”④如果没有这

一屏幕，其他所有一切都将无所依从。另一方面，对日常生活的思考也

不能形而上学化，因为消费能力是由社会决定的，因此列斐伏尔认为不

能离开社会孤立地研究日常生活，“如果我们想定义日常生活则必须

首先定义我们的社会，正是在社会里日常生活得以存活，正是在这里，

日常性和现代性生根……，日常生活不仅是一个概念，也是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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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一条线索。”①因此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与优劣，不是看意识

形态，而是看日常生活的优劣，不是依赖于幻想，“而是依赖于真实生

活，日常生活，生活的意义不能在别的任何地方找到，仅仅在生活自身

之中。”②这样就在系统之外，树立起另一标杆，以检验系统本身的优

劣，这是哲学思维的重大进步。

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列斐伏尔也突破了个体性的思维方法，而深入

到社会生活的同一性，即人们生活的整体性。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

不仅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支点，而且还是社会同一性的根源，“日常

生活深刻地联系着所有行动，包括所有行动所有的差异和冲突，它是它

们的交汇点，它们的骨骼，它们共同的基地（ｇｒｏｕｎｄ），正是在日常生活

中，使人类———并且每个人———形成一个整体。”③这是对人类历史的

深度反思，因为在资本的统治下，整个社会全面地异化了，人不是为自

己活着，而是为金钱活着，不仅个人的生命受到了摧残，而且整个社会

充满了对立，“道德和意识、爱情和科学都成了贸易手段。……金钱的

需要成为人的唯一主要的品质。……人不如动物，变得孤独了，有时甚

至不想同自己的同类交往。全部生活对人来说，就是一种‘从手中溜

掉了’的外部力量。社会的本质是没有人性的，只是金钱。它的本质

就成了纯粹经济的了。……一种没有人性的力量支配着一切。”④在金

钱的统治下，“人的本质就是追逐物，追逐金钱，即恋物。”⑤随之而来的

是“人类共同生活被破坏了。创造性的活动成了一种个人从集体中分

离出来的手段。……集体成了掌握生产资料的人的工具。……异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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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扩展到全部生活，任何人都无法摆脱这种异化。当他力图摆脱这

种异化的时候，他就自我孤立起来，这正是异化的尖锐形式。人的本质

源自全体社会进程。个人只有在同集体的牢固和明确的关系中才能获

得这种性质。……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关系被颠倒了，个人可以认为

在孤立中也能够认识自己。这样个体就更彻底地‘丧失’和脱离了自

己的基础，脱离了自己的社会根基。”①金钱和权力“夺取了日常生活的

力量，藐视它的生产性和创造性潜能，完全贬低它并在虚伪的观念的刺

激下将它窒息。”②为此列斐伏尔开展了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批判，试图

从根基处挽救社会，挽救人类。

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全面异化的社会，“社会的本质是

没有人性的，只是金钱。”针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异化，他提出了“经济的

人应被超越”③的革命观点，并站在马克思的立场上，提出了“总体的

人”哲学立场，“总体的人是变化的主体和客体，它是与客体对立并克

服这种对立的有生命的主体，是被分成许多局部活动和分散的规定并

克服这种分散性的主体，它既是行为主体，又是行为的最后客体，甚至

是行为在生产外界客体时的产物。总体的人是有生命的主体—客

体，……它变成自然界，……又驾驭自然界，总体的人是‘消除了异化’

的人。”④只有从总体出发，才能真正认识个别、局部、阶段。列斐伏尔

认为：“对于希望真正解决问题的人来说，可以走的路只有一条，即努

力把握总体内容。这种努力将决定哲学的生命。”⑤在实践上，列斐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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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还提出了加强公共领域建设的思路。“我们必会有一个充满对话、

交流、参与、整合和连贯性的社会，……，这是我们的主题。”①并从日常

生活出发，提出了宏观革命与微观革命相结合的总体革命思路：“只有

通过日常生活的批判，通过微观革命，才能使群众认识到日常生活的压

抑性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这就使他们能够起来在这个领域为自

己的主观利益而斗争，为经济与政治革命作准备。”②列斐伏尔是一位

具有现代使命的思想家，他在根基处阐明了日常生活与历史唯物主义

的深刻联系。

五、自在与自为的日常生活

在日常生活问题研究中，赫勒的思想同样应当受到我们的重视。

赫勒是卢卡奇的学生，一般学者并不把她归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阵

营，但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理论而言，赫勒撰写的《日常生活》有它独

特的学术地位。

赫勒是从社会再生产角度提出个体日常生活的，“如果个体要再

生产出社会，他们就必须再生产出作为个体的自身。我们可以把‘日

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

集合。”③因此，个体的日常生活不是可有可无的事件，而是整个社会再

生产的必要前提。“日常生活是‘个人’的再生产。”④个体日常生活就

是指个体通过消费和繁衍而实现的人的生命的再生产，它构成整个社

会再生产的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消费过程中发生的个人的最

终占有，再生产出处于原有关系中的个人，即处于对于生产过程的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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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原有关系中的个人，再生产出处于他们的社会

存在中的个人，因而再生产出他们的社会存在，即社会。”①因此，消费

不仅对于理解人的生命的再生产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于理解整个社

会的再生产具有基础性的重大意义。离开了消费，我们既不能理解个

人的再生产，也不能理解人的关系的再生产，因而也不能理解整个社会

的再生产。赫勒认为个体与社会是互为前提的，“没有个体的再生产，

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而没有自我再生产，任何个体都无法存在。因

而，日常生活存在于每一社会之中；的确，每个人无论在社会劳动分工

中所占据的地位如何，都有自己的日常生活。”②由于个体只有通过履

行社会职能才能再生产自身，因而个体与社会不仅不可分割，而且互为

前提，在这里，个体的再生产直接构成社会再生产的原动力。赫勒强调

指出：“个人只有通过再生产作为个人的自身，才能再生产社会。但

是，社会的再生产并不像牛通过其个体成员的再生产而自发地繁衍那

样，自动地伴随着个人的自我再生产而完成。人只有通过履行其社会

功能才能再生产自身，自我再生产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原动力。”③因此，

要真正理解社会，其前提是首先要理解个人，正是每一个人自身再生产

的要求，导致了社会的进步。

个体不仅通过消费再生产自身，而且还必须通过学习再生产自身，

即必须学会适应环境，学会使用他出生于其中的世界的各种具体事物

和行为习惯模式。“人降生于一个独立于他而存在的世界中。这一世

界对他表现为既成事实。但是，正是在这一世界中他必须维持自己，考

验自己的生存性。他降生于具体的社会条件，一系列具体的预设和要

求、具体的事物和具体的惯例之中。”因而人不能仅以本能适应环境，

而必须学习。“首先，他必须学习‘使用’事物，掌握习俗和满足其社会

的要求，以便能以那一社会给定环境中所期待的和可能的方式进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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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这样，个人的再生产总是存在于具体世界中的历史个体的再生产。

一般说来，我们可以断言，在一定的限度内，人必须学会‘使用’他出生

于其中的世界的具体事物和习惯模式，无论它们如何多样与复杂。”

“我们必须习得关于我们环境中对象、习惯和惯例体系的一般能力；在

发展这种技能中我们必须达到特定最低限度的能力，低于这一限度人

就无法‘存在’。”①

因而日常包含两个基本的内容，它们构成未来一切发展的基础。

首先是日常生活，即基本的衣食男女，如赫勒所说：“在生活的给定时

期，这种‘每一天都发生’的无条件的持续性，是一组日常活动的特征。

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不断发展的基础。”②其次是日常规范，主要包

括三个组成部分：“（１）日常语言和语言用法的规则与规范；（２）使用、

管理和操作客体（尤其是人造客体）的规则和规范；（３）被称为习俗的

人们交互作用的规则和规范。”③这些规范也是人类基本的生活条件，

它构成人类同一性的基础。“包含了所有活着的人的所必须共享、所

有死去的人所曾经共享以及所有未出生的人所必将共享的一切东

西。”④因此，人类社会得以传承，其基本的、核心的东西就在日常规范

中。“‘日常’不仅包括我从父亲那里习得的关于生活的基本规范，而

且包括我教导我儿子的规范。我本身是他人出生于其中的世界的代理

人。”⑤因此，日常的基本含义不仅是生活的，而且是文化的，其中日常

规范的传承构成文化传承的基础内核。

赫勒认为这些基本的日常生活是“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它

“作为给定的秩序矗立于每一个人面前”，“这是人类文化的起点，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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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为的’对象化领域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也就是说，人类的创造以

人类的传承为前提。任何人的生活都“是在‘既成的世界’的层面上，

即是说，这是人出生于其中，他必须在其中学会演习，学习对之加以操

纵的环境：是带着既成的集体性、一体化、习惯、任务、意见、成见、情感

模式、教育、技术、耐用性等等的世界。”①这个世界，就是人们的生活世

界，因而生活世界不仅是物质生活，它也包含了以规范为基础的社会同

一性，赫勒的思考比较深入，它包含共同体的集体性、一体化，同时也包

含着它的习惯、成见、情感模式，即共同的喜怒哀乐，这是非常人性化的

表述。“在个人出生于其中的‘天然’共同体中，价值等级体系为共同

体所给定和固定。”②因而学习也包含着对共同体的价值等级体系的了

解和适应。“一个人是否属于共同体，……这表现于，也必然表现于日

常生活中，表现在日常生活的整个有组织的模式和它的伦理之中。人

正是作为‘整体的人’而参与共同体。”③这里的“整体的人”，可以理解

为有全面需求的人，而不是片面的理性经济人，因而参与共同体，就是

全面地适应和理解共同体，包括先民的图腾、禁忌、法律、伦理，也包括

共同体的语言、规范、情感、意志、价值体系。“每一共同体均有相对同

质的价值体系。如果个体触犯了这一价值体系，那么他是在损害共同

体。他也不能在其日常生活中违背共同遵守的观念。”④

因而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是一个包含有丰富内涵的领域，它本质

上是指个体与出生、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的原生关系，个体有生有灭，

而共同体及其文化得以传承，因而对于每一代生活于其中的新人而言，

他不仅要学习生活，而且要了解共同体的组织原则、行为规范，价值体

系、伦理信念，包括我们平时所讲的一体化、传统、习惯、风俗、语言等共

同体的基本文化精神。由于它着眼于传承，因而主要的目的还在于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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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环境，主要是人为环境。

在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基础上才是自为的类本质对象化，自为的

类本质对象化领域包括神话、哲学、科学、艺术等，“这些成分的共同特

点是，它们都是为生活提供意义。它们使现存秩序合法化，并能在同样

的程度上对现存秩序的合法化提出质疑。”因而自为的类本质对象化

领域更侧重于研究和反思，其目的不仅在于维护更在于引领共同体的

发展。生活越自觉，人的自由度也就越大，所以赫勒说：“所有自为的

对象化都体现了人的自由，并表达了人性在给定的时代所达到的自由

的程度。”

在自在领域和自为领域之间是中间领域，“这是社会—经济—政

治诸制度的领域。这些制度建立了它们自己的有关交往、活动和程序

的一整套规范和规则。它们可能充满着进一步发展的潜能，也可能会

被证明是一条绝路。”①这里赫勒又提出了社会—经济—政治领域的规

范和规则，这一层面的规范和规则与生活世界的规范和规则不同，它是

一种特殊的规范和规则，例如当代社会的经济的运行规则是财富、利

润、金钱，政治领域的运行规则是行政权力，它与日常生活中的以社会

同一性为内核的规范和规则不同，前者是局部领域的活动规则，而后者

是共同体成员共同的活动规则，前者着眼于局部领域的发展，而后者则

着眼于共同体的共存与发展。在这里，赫勒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她自己

的社会结构理论：日常生活构成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中间是社会、经

济、政治等文明组织，最高层次则是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自为的生

活领域，因而日常生活是人类生命得以延续，文明得以传承的基础、出

发点，也是一切政治、经济、宗教、哲学、科学、文化最终围绕的核心。

赫勒认为人具有基本的社会同一性，但人也具有排他主义的特性，

“没有一定程度的或多或少的排他主义的动机，人将无法存在。”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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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之所以为人，不仅包含着他具有人们共同的社会同一性，而且也

包含他具有排他主义的特性。“正是道德、宗教和法律从根本上保证

对排它主义情感的抑制，将之安排为等级体系或对之有目的地加以引

导。”①没有排他主义特性，就没有人类的发展，但排他主义必须以维护

共同的活动规范为前提，于是有了道德、宗教和法律。

因而人类历史表现为从自在走向自为的过程，“自在的领域是必

然性的领域。”②自为的领域是自由的领域，赫勒认为“在本体论意义

上，‘自为的’类本质对象化是第二性的。……所有‘自为的’对象化都

体现了人的自由。”③因而日常生活从来不是孤立的过程，而是自在影

响自为同时自为反过来影响自在的过程。整个《日常生活》从某种意

义讲就是赫勒论述日常生活与影响日常生活各因素之间的关系，论述

工作（劳动）、道德、宗教、政治、法、意识形态、科学、哲学、宗教、艺术与

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在自在向自为动态演进的过程中，研究了日常

生活的组织架构、自在的类本质活动和自为的类本质活动、日常知识、

日常思维、日常交往等基本理论问题。

赫勒认为“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世界是一个悲惨的世界。”④赫勒

《日常生活》的研究目的就是要克服日常生活的异化，这种克服不仅是

宏观的，而且是微观的，她说：“日常生活如何能在人道主义的、民主的

和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得以改变是本书讨论的现实争端。该书提供的答

案表达了这样的信念，即社会变革无法仅仅在宏观尺度上得以实现，进

而，人的态度的改变无论好坏都是所有改变的内在组成部分。”⑤这是

对日常生活哲学地位的明确表达。赫勒认为“日常生活是历史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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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３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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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正是从日常生活的冲突之中产生出更大的总体性社会冲突。”①

因此，只有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一个人道的、民主的社会才会产生。

“一个社会机构体制，愈是能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表达自己的生活，它

的对象化就愈是倾向于‘自为的’范畴。”②因而民主是与社会的成熟

相联系的。

赫勒从日常生活出发，展开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讨论，她自认为

找到了哲学表达的新的框架，正如“英文版序言”所说：“《日常生活》写

于那个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口号的时代。此书的首要目的正如

标题本身所示：勾画关于日常生活的理论。然而，甚至还有更大的抱

负。我决定一方面通过制定哲学方法，另一方面通过勾画新的哲学框

架来开辟新途径，而又保持对马克思精神的忠诚，同时与‘历史唯物主

义’的某些主要传统决裂。正是在本书中我建立了自己的哲学框架，

此后除了进一步精心制作和偶尔的改动外，我从未改变这一框架。”③

赫勒的目的是想奠定一切历史运动和变革的日常生活基础，这对于重

新解读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六、一 点 评 价

在资本的统治下，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批判

的那样，变得毫无人性，“金钱的需要成为人的唯一主要的品质。……

社会的本质是没有人性的，只是金钱。它的本质就成了纯粹经济的

了。……一种没有人性的力量支配着一切。”④（列斐伏尔）在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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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４５ 页。
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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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下，“现实的人”变成了“经济人”，现实的社会变成了“经济社

会”，人的完整性和社会生活的完整性从历史中消失了，一种生产代替

了社会生活的全面生产，工具理性成为唯一的思维理性，人类社会的道

德、团结、同一性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因而生活世界的提出，对于批判

资本形而上学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不仅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存在论基

础，揭示了人类历史的能动性源泉，倡导了一种完整的人类生存方式，

而且为批判资本的霸权，批判资本拜物教，批判现代社会的异化提供了

根本的方法论和思想原则。从这个方面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活世

界理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理论的完善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

义。从马克思生活世界的理论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以下观点应引起

我们的充分重视，因为它不仅遵循马克思的基本思路，而且在细节上有

了发展。

（１）明确提出了生活世界存在论，并把它看作社会结构的最基础

层面与系统（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相对立，这不仅使生活世界取得了

某种始源性的独立存在，而且使生活世界成为评判系统合理性和合法

性的最根本尺度，这不仅对于重新分析历史，而且对于批判当代的工具

理性和资本霸权具有根本的方法论和存在论意义。把生活世界作为独

立层面的社会结构分析方法，比单纯从物质生产出发并用物质生产取

代社会有机体全面生产的单一性分析方法，可能更接近历史辩证法。

因为离开了生活世界，我们很难找到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始源性动因，

主体性动因。生产力之所以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之所以决定上层

建筑，其根本原因是作为生产主体的人，在一定的条件下，为了更好地

生活，而必然采取的行为趋向，并且这种要求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

上，也就是说，根源在主体，而不在物。

（２）生活世界范畴的提出，为全面地展开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全

面生产理论奠定了基础。过去我们注重研究了物质生产，这是非常必

要的，但是社会生活并不仅仅只有物质生产一种，而是物质生产、人类

自身再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人与自然关系再生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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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只能在观念上分开，而在事实上不可分开的过程。资本主义

的最大局限，就是在发展财富的同时，限制并阻碍了其他各种生产的发

展，尤其是阻碍了人的自身再生产的发展。所谓社会和谐，本质上就是

五种生产的内存平衡，这是更高层面的社会发展规律。资本主义在经

济上，在物质财富的生产上是成功的，但是在社会层面，在整个社会有

机体的全面生产和内在平衡上，却是失败的，其原因就是违背了社会必

须和谐的发展规律，这一规律的基础和根源就在生活世界内在的和谐

和平衡，在于团结、道德和社会一体化，在于人对全面生活的不可缺失

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达到马克思对社会生活有机性的理解，

没有达到五种生产内在平衡的理解，但他们的方向却是正确的，是接近

马克思的。

（３）对生活世界的研究，哈贝马斯、列斐伏尔、赫勒都没有停留于

个人生活的再生产，而是进一步深入到社会共同体，从文化、道德、团

结、社会一体化角度提出了社会共存、和谐、发展的基本原则———人类

共同生活原则，提出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传承的基本内涵，这对于重

新理解历史，理解历史的发展规律具有重大意义。人类在历史上最伟

大的创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明了工具，人们通过劳动改造了自然

并改造了自身。二是发明了语言和文字，使人们通过交往形成了人与

人之间的合力，与第一方面相比，第二方面的创造可能具有更大的意

义。没有工具，人们可能至今还在自然的奴役之下，而没有语言和文

字，人们可能至今依然是一盘散沙。人类的团结、协作、合力是不能被

随意破坏的，生活世界内部的社会一体化为理解人类团结和协作的重

大意义奠定了基础。这在另一层面也对政治与经济的简单关系提出了

批评。在传统哲学教科书看来，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是为统治阶级的

利益服务的，这一简单的构架，导致了政治，尤其是国家的社会功能的

缺失，社会生活的非经济方面从政治的视野中消失了，其结果必然会导

致社会生活的失衡，导致社会和谐的破坏。苏联社会主义长期不关心

民生，这是导致它最后解体的重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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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列斐伏尔、赫勒提出微观革命与宏观革命相结合的思路，对于

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里包含双重含义，首先微观

与宏观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我们想定义日常生活则必须首先定义我

们的社会，正是在社会里日常生活得以存活。”①因此，离开了社会就无

所谓日常生活。反过来，离开了日常生活，社会也就残缺不全，所以

“对于希望真正解决问题的人来说，可以走的路只有一条，即努力把握

总体内容。这种努力将决定哲学的生命。”②其次，只有通过微观革命，

才能真正实现宏观革命：“只有通过日常生活的批判，通过微观革命，

才能使群众认识到日常生活的压抑性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这就

使他们能够起来在这个领域为自己的主观利益而斗争，为经济与政治

革命作准备。”③“在革命后，把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落实到每一个人的

身上，从而从根本上改变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状况，达到社会主义制度

与个人的统一。”④这后一点对于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尤其重要，

因为社会主义的真正动力来自于人民生活的真切改善中，来自于人民

对幸福生活的热爱和追求中，因此，把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落实到每一

个人的身上，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也是社会主义不可战胜的根

本原因。

（５）赫勒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

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从而从根源上发现了社会再生产的主体

性因素。她从自在和自为两方面完整地讨论了人的生活。赫勒认为社

会传承的基本内核是文化传承，这种文化传承首先是在自在的生活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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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完成的。对于每一代新人而言，他要再生产自己，首先要进行基本的

日常生活，即通过消费维持自己的生命，其次是学习，包括语言的学习，

规范的学习和文化传统的学习，正是语言、规范、文化传统构成了社会

传承的最基本内核。“这是人类文化的起点，是所有‘自为的’对象化

领域的基础和前提条件。”由于消费的前提是生产，而“人只有通过履

行其社会功能才能再生产自身，”因此“自我再生产成为社会再生产的

原动力。”①赫勒认为人不仅具有基本的社会同一性，而且也具有排他

主义的特性，由此产生了人的自为的日常生活，即为了使个人和社会都

得到良好的发展，产生了神学、哲学、科学、艺术等以自由为内核的自为

的类本质对象化活动，以及介于自在与自为之间的政治、经济、法律活

动。由于赫勒把整个社会生活都归根于人的日常生活，并从逻辑上说

明了社会再生产的前提、实质就是个体生活的再生产，因而在一定意义

上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基础，或生存论基础，这在学理上是

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实践上，与马克思相比，由于思想的重心在生

活，而不是政治与经济，因而虽然与马克思一样从人的生活与生活世界

出发，但是并没有达到最终必须通过政治与经济解决问题的思想高度，

达到对人类社会的总体性认识。不少西方学者的根本问题是回避对资

本的批判，而又要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因而在实践上往往陷于空想，

但在理论建构上，不失为马克思主义的一家之言，对于反思传统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尤其是批判资本形而上学，批判工具理性具有重大

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当一个社会被理解为经济社会，当所有的人被理

解为经济人，当物质财富的追求成为人的唯一追求的时候，它不仅背离

了人的自在的日常生活，也背离了人的自为的类生活。离开了人的自

在的生活，人类社会就没有根基，社会就要分裂，离开了自为的生活，社

会就没有目标，生活就失去了意义，自在和自为是不可分割的，否则就

不是现实的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现代西方社会是没有人性的，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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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４ 页。



本的含义就是资本既违背了人的自在的日常生活，也违背了人的自为

的真正属人的生活。资产阶级把人看作只追求金钱的经济人，但马克

思说：“对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说来，勇敢、自尊、自豪

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①正是无产阶级的这一阶级属性决定了

无产阶级必将创造出高于资产阶级的社会。赫勒从自在、自为二方面

完整地研究人的生活，是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活的细化和深入，不仅确

立了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点，而且展现了马克思的学说精神，体

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以人为本的思想原则，在理论上应该具有它的地位。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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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 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 １ 版，第 ２１８ 页。



马克思的宗教剥夺论与补偿论
———宗教社会学的继承和反思

郁 喆 隽

　 　 摘要：２０ 世纪宗教社会学界对马克思的宗教鸦片论采取了功能主

义的解读路径，弱化了阴谋论和阶级斗争的成分，而更多地从剥夺论和

补偿论的角度来进一步阐发其内涵。本文采用“描点式”的方法，将理

查德·尼布尔的宗派理论、查尔斯·哥洛克和罗德尼·斯塔克的理性

选择理论作为对马克思宗教观的继承和发展，试图阐明宗教剥夺论和

补偿论在面对当代宗教状况时的有效性及其局限。

关键词：马克思　 宗教鸦片论　 剥夺论　 补偿论　 宗教社会学　

理查德·尼布尔　 查尔斯·哥洛克　 罗德尼·斯塔克　

功能主义

关于马克思的宗教观及其宗教批判的解读已经汗牛充栋。然而，

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的此类尝试都具有“家族相似”的特征———即从哲

学理论或从既有意识形态出发，向前追溯马克思之前学者（例如黑格

尔、费尔巴哈等）对其思想的影响。本文拟采取与之不同的策略，以宗

教学（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的立场，结合现代社会理

论的视角，尝试以剥夺论（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和补偿论（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为核心，来对马克思关于宗教的经典论述进行梳理；并将马克

思作为起点，向后探寻几位宗教社会学领域著名学者对其理论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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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完成一种“描点”式的学术史内在关联考察，进而来反观马克

思的宗教观。

一、对马克思宗教论述的剥夺论和补偿论解读

“剥夺”（Ｅｎｔｂｅｈｒｕｎｇ ／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拉丁语 ｄｅｐｒｉｖａｒｅ）意指在社会生

活中由于个体的主观认识或者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失去某种能力、资质、

权利或条件。由于被剥夺的结果往往表现为缺失、无能为力，因此剥夺

论（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也可翻译成“匮乏论”。常见的剥夺状态可以被

分为生理、心理、社会、经济、政治等几方面，常见的例子有身体残疾、失

去家庭成员、缺乏社交、失业等。剥夺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社会行动者

在匮乏状态下行为的模式及其相应改变。① 在西方语境的女性运动、

少数族群、移民、弱势群体的研究中，剥夺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寻

求补偿是匮乏的一种可能结果———即寻求用以代偿已经失去的替代

物。例如，失去双亲的幼童会寻找其他成年人作为心理依靠，或者移情

于一件玩偶，或者编造一个故事来代偿双亲缺失的事实。这一理论被

称为“补偿论”（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②

由于马克思惯于使用雄辩和诗化的语言风格，按照今天社会科学

的规范，有必要将马克思宗教论述中的描述（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解释（ｉｎｔｅｒ

ｐｒｅｔｉｖｅ）、批判（ｃｒｉｔｉｃａｌ）和规范（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成分进行剥离。以下笔者选

取一段马克思论述宗教的经典文本尝试来加以深度分析：

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

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了自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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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果进一步细分“匮乏”还可以分为绝对匮乏（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和相对匮乏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客观匮乏（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和主观匮乏（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在基督教传统中非常经典的剥夺—补偿论的圣经经文，如“凡劳苦担重担的

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１１：２８）。



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是，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

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

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宗

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

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 Ｐｏｉｎｔｄｈｏｎｎｅｕｒ，它的狂热，它

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

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

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

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

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

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

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

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

环———的批判的胚芽。①

众所周知，这段引文是所谓“宗教鸦片论”的来源。如果我们以文

本阐释的方法来审视这段文字，可能能够得出远远超出“宗教是人民

的鸦片”这一简单断语的意涵。在这段不长的文字统合了许多问题的

讨论，但又贯穿了严密的内在论证逻辑：

第一，马克思提出了宗教的社会起源说———人（国家、社会）换言

之是特定的（世俗的）社会关系，而非出于神的恩典或者救赎需要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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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 卷，人民出版
社中文第 ２ 版，第 １９９—２００ 页。该引文最后一段开首的“废除”原文为 Ａｕｆｈｅ
ｂｕｎｇ，应译为“扬弃”，具有批判地继承之含义。英文中没有完全与之对应的词
汇，被翻译成 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造成了很多误解。可以肯定在此处，马克思并未提出宗
教消亡的论点。



造出了宗教，因此社会关系构成了宗教得以存在的基础。① 值得指出

的是，这里所说的“宗教起源”并非指某个具体宗教传统的历史起源，

而是社会发生学意义上的起源。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受到了费尔巴哈的

深刻影响，但在当时仍对流行的基督教神学的救赎论（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解释

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第二，马克思提出了宗教救赎观念和社会现实的“反镜像”关

系———也即所谓的“颠倒的世界意识”（ｖｅｒｋｅｈｒｔｅｓ Ｗｅｌｔｂｅｗｕｓｓｔｓｅｉｎ ／ ｉｎ

ｖｅｒｔｅｄ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和“颠倒的世界”（ｖｅｒｋｅｈｒｔｅ Ｗｅｌｔ ／ ｉｎ

ｖｅｒｔｅｄ ｗｏｒｌｄ）。② 在一个社会中，当宗教对来世、天国的期许越是美好，

越是盛行，那么可以说明这个社会本身可能就充满了不公、苦难和压

迫；而当宗教信徒对上述期许的追求越是强烈，则说明这些信徒自身在

现实中的生活存在诸多无奈、不满和不幸。

第三，马克思指出了宗教的主要受众是劳苦大众———受压迫

者、受苦难的、被剥夺了现世幸福的人———即被剥夺者。在此意义

上，马克思也较早地提出了宗教的社会功能论的解释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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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不少国内学者已经认识到，马克思的绝大多数宗教论述和宗教批判并非针

对普遍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仅仅针对他的时代的德国新教（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ｉｓｍ）。
可以说马克思所使用的“宗教”（ｄｉ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一词和我们今天通常使用的作为
类概念的“宗教”在内容上有较大差异。此外，马克思的在很多行文中批判的

也并非主要指向基督宗教的信仰层面，而是针对当时在西欧各国占据统治地

位的宗教（天主教或新教）的国家教会（Ｓｔａａｔｓｋｉｒｃｈｅ ／ ｓｔａｔｅ ｃｈｕｒｃｈ）这种组织形
式及其社会后果———即宗教的社会方面。国教教会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与世

俗政权存在千丝万缕的权力及利益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教会支持、拥护现实

政治立场。参见 Ｊｏｈｎ Ｒａｉｎｅｓ ｅｄ． Ｍａｒｘ ｏ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Ｔｅｍｐ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 ９。
在德文和英文中，在谈到宗教（尤其是基督教）问题时，“世界”（ｄｉｅ Ｗｅｌｔ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概念一般特别指称“此世”和“俗世”，与基督复临之后的“新天新地”形
成对比。在中译本的马克思著作中，“世界”和“俗世”这两种译法往往依照语

境不加说明地混用。例如上面引文中最后一段的“尘世”即 Ｗｅｌｔ。如果此处译
为“颠倒的俗世”可能更容易理解。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① ———即对于那些劳苦大众，宗教观念———尤其是基督教

中的救赎观起到了慰藉（Ｔｒｏｓｔ ／ ｃｏｎｓｏｌａｔｉｏｎ）和辩护（Ｒｅｃｈｔｆｅｒｔｉｇｕｎｇ ／ ｊｕｓｔ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两方面的作用。② 两者虽然接近，但仍有细微的差异：以基督

教为例，宗教教义往往向世人描绘一个乌托邦式的美好世界，承诺接受

其信仰的人“以后”可以获得永生并进入天堂。这对那些在此世受尽

苦难的人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安慰；另一方面，宗教有一些道德

训导要求人跟随教会，接受超自然主宰（例如基督教中的上帝）对尘世

的种种安排———例如职业区分、贫富差异、等级悬殊、社会不公等———

在基督教神学中通常表现为神正论（Ｔｈｅｏｄｉｚｅｅ ／ ｔｈｅｏｄｉｃｙ）问题。这在社

会功能论的角度上起到了让人放弃变革与反抗的作用，为现状（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进行合法性辩护。在以上这双重意义上，马克思提出了宗教具有

幻觉的作用，“宗教是人民的鸦片”（ｄａｓ Ｏｐｉｕｍ ｄｅｓ Ｖｏｌｋｓ）。这一洞见

具备了剥夺论和补偿论的基本特征。③

第四，基于以上对宗教问题基本判断，马克思点明了其宗教批判的

真正用意：对宗教的批判并非目的自身，而是批判的一个环节和阶段，

最终将进入社会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的批判的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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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传统社会学理论中通常将马克思视为冲突理论（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的代表，与功
能主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所强调的社会认同与整合论观点有天然的冲突。但默
顿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两者之间并无实质性的冲突。“功能主义者把宗教作为

一种增加共同情感的社会机制，认为这种机制有助于社会的整合；如果把马克

思主义者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种比喻转变成一种关于它所说的结果的中

性命题，那么当功能主义者对宗教进行考察时，他们在分析框架方面与马克思

主义者并没有什么实质的不同，他们所断言的是同样的事物，只不过，他们对

结果的评价有所不同而已。”Ｒ． Ｋ．默顿著：《科学社会学》，鲁旭东、林聚任译，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８９ 页。
此处“辩护”一词的德语原文为 Ｒｅｃｈｔｆｅｒｔｉｇｕｎｇ，具有“正当化”的含义。
恩格斯有一段与马克思上述宗教批判十分相似的论述：“宗教按其本质来说就

是剥夺人和大自然的全部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

慈悲，把一部分恩典还给人和大自然。”《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

“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 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 １ 版，第 ６４７
页。此处的“剥夺”原文为 Ｅｎｔｌｅｅｒｕｎｇ，也可译为“抽空”。



芽”———换言之，如此这般对宗教的批判是对作为其根源的社会批判

的准备，因为社会才是宗教存在的基础和根源。

以上四点中，前三点更多具备描述和解释功能，而最后一点则具有

明确的批判和规范指向。简而言之，马克思全面摆脱了神学论证，转入

社会理论领域，将对宗教问题的探讨从“神圣领域”拉回了“世俗世

界”，并提出了一种“有差等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宗教功能分析———即对于

社会较低等级的民众，例如受压迫者、被剥夺者，宗教对他们的安抚、慰

藉作用更为明显。① 可以说在马克思的宗教理论中，剥夺论和补偿论

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双生子”。

二、对宗教鸦片论的两种解读路径

对于马克思的宗教鸦片论一直以来有强、弱两种解读方式。强解

读的一种以列宁为主要代表，他主要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资本批

判和宗教批判结合了起来，主要落脚点在批判上：

宗教是各种精神压迫中的一种，这种精神压迫在被永远为别

人工作、穷困和孤独所压溃的人民大众当中是到处存在着的。被

剥削阶级在跟剥削者斗争时的软弱无力，必然会产生对优美的来

世生活的信仰，正如野蛮人在跟大自然斗争时的软弱无力会产生

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宗教对一生工作和一生贫困的

人，用现实生活中的顺从和忍耐来教训他，同时用期待天国的报偿

来安慰他。而对依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的人，宗教就用现世生活

中的行善来教训他，同时非常便宜地宽宥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廉

价地卖给他们以享受天国幸福的门券。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烟。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浊酒；资本的奴隶由于这种浊酒的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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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此，马克思没有论及宗教对统治阶层（ｒｕｌ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的心理—社会功能。



将自己的人的形骸、将自己为人所应有的一点儿乐生的要求都忘

去了。①

列宁在《社会主义与宗教》一书中强调他所处时代俄国东正教会

的地位，所以更多地将宗教视为革命的阻力和对立面。在这种出于革

命实际策略的解读中，宗教被视为剥削阶级有意识奴役被剥削阶级的

工具———这一点在马克思本人的宗教论述中并不明显。因此，在列宁

那里“宗教鸦片论”的措辞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马克思使用的“ｏｐｉ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 ｄａｓ Ｏｐｉｕｍ ｄｅｓ Ｖｏｌｋｓ”转变为“ｏｐｉ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 ｄａｓ

Ｏｐｉｕｍ ｆüｒ ｄａｓ Ｖｏｌｋ”———阶级对立中的阴谋论和工具论色彩被加强

了。② 这一解读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学界随后对马克思宗教观的理解。

但这种强解读的路径在解释以下两个问题时存在困难：一、为何一些受

压迫者不愿意放弃其宗教信仰，反而继续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阶级通

过宗教实施的麻醉和奴役？换言之，知识界通过对宗教起源社会功能

的叙述，本意上要完成对信众的“启蒙”和宗教本身的“祛魅”，然而这

并未如愿出现。二、如果宗教全然是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工具，如何解

释在统治阶级中也有笃信宗教者？欧洲历史上的王公贵胄、帝王将相，

乃至近世出现的资产新贵中均不乏笃信宗教者。倘若仅以工具论视

之，则宗教也会成为他们的“自我麻醉”———如何同时将宗教作为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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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列宁：《社会主义与宗教》，郁文哉译，三联书店 １９５４ 年版，第 １—２页。笔者不
懂俄语，但参考了该书的德文译本（Ｌｅｎｉｎ，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 ｕ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ｉｎ：
Ｇｅｈｅｉｍｎｉｓｓｅ ｄｅ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Ｅｉｎｅ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ｉｅ． 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５８． ａｃｃｅｓｓ ｄａｔｅ：５． Ｍａｙ，
２０１２．）。“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一句的德译是 Ｄｉ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ｓｔ ｄａｓ Ｏｐｉｕｍ ｆüｒ
ｄａｓ Ｖｏｌｋ，没有“麻醉”一词。而“鸦片”在中国近代史的语境中，容易让人联想
起鸦片战争等一系列饱含民族情绪的负面事件。关于宗教鸦片论在我国学界

的争论经过参见段德智：《关于“宗教鸦片论”的“南北战争”及其学术贡献》，

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５ 期，２００８ 年，第 ８４—８９ 页。
通行的英译本中将 ｄａｓ Ｖｏｌｋ译为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带有较强的价值色彩。德语中的
ｄａｓ Ｖｏｌｋｓ一词本身是不带褒贬的，但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略含贬义，暗含民众缺乏教育、
容易受到蒙蔽，对其命运缺少自觉把握的意涵。因此，建议将 ｄａｓ Ｖｏｌｋｓ直接翻
译为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他人的工具，自己又能毫无困难地坚信力行，其中无疑存在较大的

困难。①

与之相对的是在宗教学和社会学领域，弱解读一直占据上风。弱

解读更重视“鸦片论”中描述与解释的内容，尤其是其功能主义的分析

方式。有学者很明确地指出，马克思并不持有对宗教全面否定的观点。

相反，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了宗教的道德作用，尤其是对那些被剥夺者

和被鄙视者。宗教也不仅仅是权力者的意识形态表达———对社会等级

的合法化；宗教更多的是穷人的“抗议”，是对真实苦难的呼喊。② 英国

宗教社会学家特纳也指出：“声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仅仅提出了一

种类比，即统治阶级对其具有生产和分配垄断权利的对象散布麻醉品。

然而，这种解释并不暗含阴谋论（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的宗教社会功用：它仅仅

声称，统治阶级通过其对精神产品的控制，确保从属阶级无法表达一种

替代性的、反抗的文化。统治文化对从属阶级影响的结果是限制反抗

和引诱合作。”③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宗教是意识形态的

一种极端形式，是一种“纯粹幻觉”（ｐｕｒｅ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他继承并发展了费

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认为后者和基督教神学犯了同样的错

误———当他们谈论绝对者和上帝这些异化对象时，实际上谈论的是人。

而且马克思发现了宗教和资本主义经济行为中的平行特质———“异

化”（Ｅｎｔｆｒｅｍｄｕｎｇ ／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宗教从人的自然社会中创造出了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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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类似这样对社会心理进行简单二分的做法不仅出现在列宁那里，在宗教学中

也屡见不鲜。例如韦伯区分特权者和无权者，彼得·贝格（Ｐｅｔｅｒ Ｂｅｒｇｅｒ）二分
富人和穷人，曼海姆划分统治集团和底层阶级。“统治阶级在心理上从宗教信

仰和仪式的合法化中获利，但并不依靠宗教带来的补偿；从属阶层与之相反。

但这样一种心理理论的明显问题在于，它依赖于一种简单的、单维度的‘剥夺’

概念。由于剥夺有多种形式，我们也可以预计在统治阶级的特权层中也会有

宗教的盛行……这种理论过度简化了失去权力者的匮乏……”Ｔｕｒｎｅｒ，Ｂｒｙａｎ Ｓ．
“Ｃｌａｓｓ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８ ／ ４（１９７７）：３５６。
Ｒａｉｎｅｓ，Ｊｏｈｎ，Ｍａｒｘ ｏ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ｐｐ． ５－６．
Ｔｕｒｎｅｒ，Ｂｒｙａｎ Ｓ． “Ｃｌａｓｓ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８ ／ ４（１９７７）：３４９．



的、异化的神；而资本主义经济行为将人的生产劳动转化为可以出借、

买卖、所有的物质对象。宗教作为上层建筑，它的存在本身是现实的、

异化人性的反映，而其基础必定是物质和经济的。① 在此意义上，马克

思的宗教观可以被视为其异化理论的一部分，而他的剥夺论主要强调

的是经济基础层面的剥夺。

简而言之，强解读更强调宗教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弱解读更多地

指出宗教产生、存在的社会—经济根源以及其功能。后者在 ２０ 世纪的

宗教社会学理论中可以找到一条非常明显的发展线索。

三、理查德·尼布尔的宗派理论②

１９２９ 年美国神学家理查德·尼布尔出版了《宗派主义的社会来

源》。所谓“宗派主义”（ｄｅ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揭示了基督教内部的基本

张力———即一方面神学教义要求教会合一；但另一方面在历史上，教会

分裂的事件层出不穷。到了近现代，尤其是在美国，基督教（新教）不

但没有联合，反而分散为数量非常庞大的宗派（ｄｅ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和教派

（ｓｅｃｔｓ）。尼布尔就从这一现象出发，试图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解释宗

派主义产生的原因。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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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Ｐａｌｓ，Ｄａｎｉｅｌ Ｌ．，ｅｄ． Ｅｉｇｈｔ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ｐ． １３２－１３４．
理查德·尼布尔（Ｈｅｌｍｕｔ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ｉｅｂｕｈｒ，１８９４—１９６２）是 ２０ 世纪美国著名的
神学家和伦理学家。他是另一位著名神学家莱茵霍德·尼布尔（Ｒｅｉｎｈｏｌｄ
Ｎｉｅｂｕｈｒ，１８９２—１９７１）的弟弟。理查德·尼布尔长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任教，
是新自由主义神学的代表人物。

对于宗派主义的最早理论观察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和特洛
尔奇（Ｅｒｎｓｔ Ｔｒｏｅｌｔｓｃｈ）。早在 １９０４ ／ ０５ 年，韦伯从美国之行返回德国之后，除了
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外，还写作了另一篇“孪生论文”《新教

教派 与 资 本 主 义 精 神》（Ｄｉｅ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ｉｓｃｈｅ Ｓｅｋｔｅｎ ｕｎｄ ｄｅｒ Ｇｅｉｓｔ ｄｅ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ｕｓ． Ｉｎ：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 Ａｕｆｓｔｚｅ ｚｕ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ｓｏｚｉｏｌｏｇｉｅ Ｉ． 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Ｍｏｈｒ Ｓｉｅ
ｂｅｃｋ，１９８８，Ｓ． ２０７—２３６．）。在该文中韦伯注意到，在美国基督徒按照社会阶层
或者收入的差异往往会归入不同的教派（Ｓｅｋｔｅｎ）。例如，经济成功者往往会加



尼布尔的宗派理论虽然没有直接引述马克思，但其分析思路明显

受到了马克思的深刻影响。尼布尔认为，宗派主义是基督教对现世的

妥协，它反映了基督教对人类社会等级制度的适应。教会的分裂是与

人的民族、种族、经济群体的等级制度紧密相关的。① 对宗派主义的传

统解释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官方教会的信条差异所致。② 但尼布尔认

为，“教条和实践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改变，而非反之”。③ 对于宗

派、教会、教派这样的社会组织，它们的分化原则应当在它们与社会阶

级和等级的一致中寻找。宗派就体现了宗教对社会等级制度的

适应。④

尼布尔按照经济阶层的划分来分别分析了其教会、宗派特征。他

着重分析了所谓“被剥夺者”（ｔｈｅ ｄｉｓ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⑤ 尼布尔认为，经济因

素的影响要比其他因素对教会分裂的作用更大，因为“显然经济分层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要为［教会］分裂的存在负责”。⑥ 尼布尔认为

的被剥夺者主要是指基督教（新教）中的一些宗派，如再洗礼派（Ａｎａ

ｂａｐｔｉｓｔ）、贵格派（Ｑｕａｋｅｒ）、卫理会 （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ｔ 循道宗）、救世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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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入卫理公会或者浸礼会。韦伯和特洛尔奇在这一观察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教会
（Ｋｉｒｃｈｅ ／ ｃｈｕｒｃｈ）和教派二分的宗教团体类型。而韦伯在其《宗教社会学》和
《诸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也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即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神

义论为何会差异巨大，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的。

Ｎｉｅｂｕｈｒ，Ｈ．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Ｄｅ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Ｌｉｖｉｎｇ Ａｇｅ
Ｂｏｏｋｓ，１９５９，ｐ． ６．
Ｉｂｉｄ．，１２．
Ｉｂｉｄ．，２１．
Ｉｂｉｄ．，２５．
该术语带有明显的韦伯式“烙印”。韦伯在其宗教社会学中使用的德语术语为

Ｕｎｔｅｒｐｒｉｖｉｌｉｇｉｅｒｔｅ，ｐｒｉｖｉｌｉｇｉｅｒｔｅ意为“有特权者”，而加上前缀 ｕｎｔｅｒ之后其意义完
全相反，指那些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的人群。英译本通常用 ｐａｒｉａｈ（贱民）来
翻译该词。韦伯用这个词较多地指称西欧社会中的犹太人和印度种姓制度中

的首陀罗阶层。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Ｄｅ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ｐ． ２６．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ｍｙ）和其他一些小教派。① 虽然宗派区分的基础在经济层

面，但这也会给这些“被剥夺者”的宗派带来教义上的烙印。例如这些教

派通常都拒斥职业牧师，非常依赖俗人的教导，突出灵恩的圣经解释，且

对共产主义持有同情；此外，它们大多持有明显的千禧年论（ｍｉｌｌｅｎａｒｉａｎ

ｉｓｍ），且对社会变革有强烈诉求。② 换言之，这些宗派的特定神学倾向

和社会立场反过来是对其不利的经济地位的一种集体补偿机制。

尼布尔的宗派理论的核心其实是一种温和剥夺—补偿理论。虽然

没有采用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截然二分的模式，但将宗教分离与社

会的经济分层关联起来的分析，显然受到了马克思宗教观的深刻影响。

四、哥洛克和斯塔克对剥夺—补偿论的发展

二战之后，美国的宗教社会学界将关注力放在了宗教类型学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上。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ＳＥＳ）与其宗教委身（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之间的关系是当时探讨的主

要问题，而剥夺论成为了建立这一讨论的主要理论背景。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美国战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宗教社会学家查尔斯·哥洛克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Ｙ． Ｇｌｏｃｋ）及其学生罗德尼·斯塔克（Ｒｏｄｎｅｙ Ｓｔａｒｋ）进一步细

化了剥夺论，区分了五种类型的剥夺：经济、社会、组织、伦理和心理。他

们在尼布尔宗派理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每一种剥夺类型都会对应

地产生一种宗教组织类型，分别为教派（ｓｅｃｔ）、教会（ｃｈｕｒｃｈ）、救赎运动

（ｈｅａｌｉｎｇ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改革运动（ｒｅｆｏｒｍ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和膜拜团体（ｃｕｌｔ）。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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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Ｉｂｉｄ．，２８．在行文的另一些地方，尼布尔甚至直接称这些宗派为“穷人的教会”
（Ｃｈｕ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Ｉｂｉｄ．，ｐｐ． ４８－５０．
Ｄｕｒｋ Ｈ． Ｈａｋ，“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 Ｓｗａｔｏｓ ｅｄ．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Ｈａｒｔｆｏｒ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Ｈａｒｔｆｏｒｄ Ｓｅｍｉｎａｒｙ． 〈ｈｔｔｐ：／ ／ ｈｉｒｒ．
ｈａｒｔｓｅｍ． ｅｄｕ ／ ｅｎｃｙ ／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ｈｔｍ〉，，ａｃｃｅｓｓ ｄａｔｅ：２８．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２．



不过，整体上哥洛克还是避免将社会—经济地位的剥夺与宗教过强地

关联起来：

我们认为，任何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兴起的必要前提是———无

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感到剥夺的环境。然而，剥夺本身是

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还需要其他（和剥夺所共有的）额

外的条件，［例如］觉察不到有替代性的、解决其问题的体制办法，

领袖出现并有创造一套创新理念来摆脱现有匮乏。①

同时，哥洛克认识到，宗教之所以可以成为一种补偿，并不是因为

它会真正改变真实的匮乏环境，而是改变了人对匮乏的感受（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使得那些无法承受的感觉变得可以承受———虽然哥洛

克更多地从客观剥夺转向了主观剥夺领域，但其中社会心理机制的核

心与马克思的鸦片论如出一辙。②

随后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斯塔克把剥夺理论和交换理论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相结合，将宗教的剥夺—补偿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和精

致化。③ 其理论虽然随后被学界称为宗教的理性选择论（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但他在第一部成熟著作中明确提出其理论核心仍是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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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Ｇｌｏｃｋ ａｎｄ Ｓｔａｒｋ，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Ｃｈｉｃａｇｏ：Ｒａｎｄ ＭｃＮａｌｌｙ，１９６５，ｐ．
２４９．转引自 Ｒｏｄｎｅｙ Ｓｔａｒｋ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ｉｍｓ Ｂａｉｎｂｒｉｄｇｅ，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Ｒｕｔｇｅｒ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 ２０３。
值得指出的是，在哥洛克和斯塔克提出他们的理论之后。美国的宗教心理学

家通过定量研究（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的方法，部分证实了他们的猜想。参见：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Ｓｔｅｆａｎ，Ｊｏｈｎ Ｆｅａｒｏｎ，Ｊｏｈｎ ＭｃＣｏｙ，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Ｎｏｂｂ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１０ ／ ４
（１９７１）：３８５ －９２． Ｗｉｍｂｅｒｌｅｙ，Ｄａｌｅ Ｗ．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Ｓａｌｉｅｎｃｅ：Ａ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５ ／ ２
（１９８４）：２２３－３８。
斯塔克与研究合作者本布里奇首次探讨宗教委身、剥夺和补偿之间关系的论

文见：Ｓｔａｒｋ，Ｒｏｄｎｅｙ，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ｉｍｓ Ｂａｉｎｂｒｉｄｇｅ．“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１９ ／ ２（１９８０）：
ｐｐ． １１４－２８。



夺论。① 斯塔克宗教论述的主要经验来源是当代美国多元、兴盛的宗

教状况。不同于以往将信众作为分析对象，他将宗教团体作为讨论剥

夺和补偿的核心。他认为“作为社会机构，宗教团体提供回报和补

偿”。② 按照他的定义，“回报”（ｒｅｗａｒｄ）是指那些较为实在的

（ｔａｎｇｉｂｌｅ）、具体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和立即的（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获得，例如教会的成

员资格、参与教会活动等；而所谓的“补偿”（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其实是一种

“退而求其次”的、回报的替代物。与回报相反，它是不实在的、不具体

的，可能是在遥远的未来获得的。补偿包括宗教教义的解释（例如来

世）、宗教体验、道德的优越感等。基于这些定义，他指出：“个人和群

体的权力与对宗教组织以及从宗教组织获得回报的控制呈正相关”。

“如果其回报存在的话，个人或群体的权力是和接受宗教补偿负相关

的。”换言之，权力意味着对交换比（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ｉｏ）的控制。越有权力

的人就容易获得回报，而权力越小的人就越不容易获得回报，而倾向于

接受补偿。“如果不考虑权力，如果回报不存在，那么个人和群体倾向

于接受宗教补偿”。③

与传统的认识不同，斯塔克认为以往的剥夺理论都是不完备的。

因为宗教团体并非全然“彼世的”（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ｌｄｌｙ）。宗教团体也提供此

世的回报。此外，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被剥夺者。因为人时常

欲求那些不存在的回报———例如长生不死，结果只能接受某种补偿，例

如相信来世。④ 即便是现代都市社会条件下，社会精英、有权力的等级

还是可能面临匮乏的状况，例如他们可能更多地寻求健康、美貌，而他

们的社会权力不一定能满足他们的这些欲求。在此意义上，他们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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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Ｒｏｄｎｅｙ Ｓｔａｒｋ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ｉｍｓ Ｂａｉｎｂｒｉｄｇｅ，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Ｒｕｔｇｅｒ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 ５１．
Ｉｂｉｄ．，ｐ． ４３．
Ｉｂｉｄ．，ｐｐ． ４３－４４．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１９ ／ ２（１９８０）：ｐ． １２７．



特殊的剥夺（ｓｐｅｃｉａｌ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之中。这也成为了他们加入高张力宗

教团体的主要原因。① 在这一点上，斯塔克对剥夺的定义重心从政

治—经济转移到了社会—心理，但这一变化也触及了马克思未曾详细

展开讨论的社会上层信教的心理机制问题。

虽然斯塔克的剥夺—补偿理论不能就个体进行预测，但他们断言

会出现如下整体趋势：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与那些可以直接作为回

报的宗教委身呈正相关，例如教会成员资格、在宗教组织任职等；反之，

社会—经济状况与作为补偿的宗教委身呈现负相关，例如信念、祈祷、

神秘体验等。②

五、总　 　 结

除去“宗教鸦片论”中的批判与规范成分，剥夺论和补偿论是马克

思宗教观中最具理论价值的洞见。在随后的解读中，存在强解读和弱

解读两个传统———前者将阶级斗争学说与宗教批判结合起来，突出其

批判性；后者则试图避免阴谋论的宗教解释，更多地将宗教的心理—社

会功能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结合。在 ２０ 世纪宗教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一条剥夺—补偿理论的主线：经过韦伯和特洛

尔奇的理论准备，从尼布尔再到当代美国宗教社会学的哥洛克和斯塔

克，整体上对剥夺论和补偿论的表述更趋温和、全面和精细化，也更多

地呈现出与其他社会理论（如社会分层、交换理论）的交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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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ｐ． ２３５．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１９ ／ ２（１９８０）：１２７．也有经验的定量研究表明，斯塔克和本布里
奇的理论和现实有一定的出入。参见：Ｆｌｙｎ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ａｎｄ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Ｒ．
Ｋｕｎｋｅｌ．“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ｎ Ａｆｔｅｒｌｉｆ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 １（１９８７）：ｐｐ． ５８－７２．斯塔克和本布里奇的理论受到了很多批评，他
们随后也对之进行了修正，参见罗德尼·斯达克、罗杰尔·芬克著，杨凤岗译：

《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之所以对马克思鸦片论的功能解读（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能够在

宗教社会学中生根发芽，与欧美社会自身的发展趋势有着密不可分的

关联：一方面，二战之后传统国家教会失去活力，但自由教会和新兴宗

教运动（ｎｅｗ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崛起。世俗化（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命题在

理论和经验上遭遇了双重否定。另一方面，宗教呈现出高度多元与复

合的状况。众多新兴宗教团体打破了以往的宗教格局。传统意义上的

社会精英加入高张力的宗教团体，而工人—职员阶层却表现出对宗教

的漠然态度。单一理论已经无力应对这些社会变化。哥洛克和斯塔克

的宗教类型学在理论上表现为精细化，但实际也体现了社会自身的高

度复杂化。在这一社会背景中，宗教补偿论的核心没有发生很大变化，

仍然强调宗教带来的“超自然”维度的抚慰功能；而剥夺论则呈现出从

经济—政治剥夺转向社会—心理剥夺的趋势。

但毋庸置疑的是，马克思的宗教剥夺论和补偿论已经成为了当代

宗教社会学理论无法绕过的“母题”（ｍｏｔｉ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它们还

会以其他形式进入我们的视阈。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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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前世与今生①

———从现代性批判的层面上看

吴 苑 华

　 　 摘要：德国哲学历时三百余年，弥久更新，不仅自身理论繁荣而且

世界影响也越来越大。德国哲学自身的复杂理论造成了不应有的理解

困难，因此，若从总体上把握她的本质，那么最好是选择一个适当的分

析界面，进行个案研究。根据德国哲学的前世与今生，现代性批判恰恰

顺应了这一分析的需要，它是自德国古典哲学以来都存在的恒久主题，

能够较好地展示德国哲学在不同时期的理论努力。从总进程上看，德

国哲学对现代性批判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时期、

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中新时期、海德格尔为代表的晚近时期和哈贝

马斯为代表的新近时期，它们共同展示了德国哲学由近代到现代再到

当代的整个历程的变化特征和思想成就。同时，我们还揭示了德国哲

学的现代性批判之实质，论证它作为现象学批判之历史客观性以及它

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德国哲学　 现代性　 现象学批判　 后现代主义　 黑格尔

　 马克斯·韦伯　 海德格尔　 哈贝马斯

４９

① 本文系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乔万尼·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研究”（项目批

准号：１０ＹＪＡ７１００７２）、２０１１ 年华侨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国家社科
基金培育计划专项项目“乔万尼·阿瑞吉的中国崛起论研究———世界体系理

论的新探索”（项目批准号：ＪＢＳＫ１１０８）和 ２０１２ 年福建省社科规划基金一般项
目“世界体系视野中的中国道路理论研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探

索”（项目编号：２０１２Ｂ０６７）的阶段性成果。



德国哲学自莱布尼茨以降虽历经曲折但其总势头并未减弱过，一如既

往地在各个时期都能保持着群星灿烂、思想深邃、理论兴盛的发展状态。

重要的是，它极大地影响和推动着欧洲哲学、乃至世界哲学的发展。综观

现当代世界哲学史，无论哪类哲学理论的兴起，它们几乎都回避不了对德

国哲学资源的汲取，如果在它们中没有某种德国哲学的“元素”，那么这类

哲学似乎就有了生存危机。德国哲学的前世与今生对现当代世界哲学所

产生的重要影响，也是其他哲学所未曾有过的。即便我们从某个主题上审

视，也会发现我们的判断并非言过其实。当今世界哲学热恋的主题繁多，

尽管如此，现代性批判却仍然是被关注得最多的主题之一，甚至在某种意

义上它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哲学发展的原生基地。要知道，现代性批判恰恰

肇始于德国古典哲学，准确地说，兴起于黑格尔的理性批判哲学，兴盛于现

代德国哲学，当代德国哲学进一步把现代性批判推向最深刻的逻辑层面，

这种哲学努力几乎无“人”出其右。由此可见，现代性批判的前世与今生，

在某种意义上，也印证了德国哲学的前世与今生。既然如此，我们就试着

从现代性批判层面考证德国哲学的前世与今生，揭示其哲学的内在意蕴。

一　 古典的现代性批判

德国哲学的前世可以追溯到莱布尼茨的单子哲学。然而，从现代

性批判①上看，这种追溯则要后移到康德的批判哲学。他对“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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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所谓现代性是指现代化的状况及其价值取向。一般地说，现代化是指工业化，工

业化本质上又是以技术化为核心，这种现代化的确造就了近现代西方社会的空

前繁荣和物质财富的急骤增长，使得社会物质生活丰裕、舒适和多彩。换言之，

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走了一条以技术为杠杆、以追逐财富最大化为目的的发展道

路。可是，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却伴生了诸多社会危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分裂，

诸如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不断恶化、社会伦理道德不断

滑坡、日常生活的物役化和单面化愈演愈烈，……，所有这些正是人们常说的“现

代化性危机”的“症候”。客观地讲，西方的现代性研究起步比较早。一方面西方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促使西方学者作出积极的正面探索，另一方面西方现代化的消

极后果也迫切需要学者们进行深度反思，以揭示其产生的根源、实质和解决途径。



设问与质疑，在一定意义上开启了人们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可是，康

德受困于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冲突，并没有解开现代性问题的症结，因

而，他不可能提出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有效方案。直到黑格尔建构绝对

精神的“同一哲学”之后，康德所预设的“现代性悖论”才获得了某种抽

象的揭示。正因此，黑格尔的思考往往被视为现代性批判的真正起点。

黑格尔之后，人们对现代性的研究进入多元解释的时代，提出了许多关

于现代性的理论，揭示了现代性的内涵。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以前的德国哲学的现代性批判以黑格尔的总体性

批判为代表。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逻辑学》、《艺术哲学讲演

录》、《宗教哲学讲演录》和《精神现象学》等著作中以总体性辩证法为

思维范式探讨了现代性。在他看来，现代性主要是指启蒙理性，与“现

代”相对应，意指西方社会从中世纪社会的“传统”转向了文艺复兴以

来的“现代”；而现代性的两面性则是指现代性的自我确证和现代性危

机①，前者是理性的反思，即自我批判，后者是指现代社会的分裂、矛盾

和冲突，即危机。他曾经提出：“历史是一个可怕的屠场，在其中目的

与目的交错，罪行与邪恶居于统治地位。它不是快乐的领地。个体与

特殊不断在普遍性的祭坛上被牺牲。决定历史状况的是上帝的脚步。

而现代世界———‘历史的狡计’的产物———回溯性地证明所有的罪恶

与受难都是合理的，证明历史中的神圣计划是合理的。”②黑格尔在这

里从总体性的视野上揭示了历史是无预设的，也揭示了现代性本质上

是无预设的。他认为，现代世界由三种领域构成：家庭、市民社会和国

家。家庭是以婚姻关系为基础的群体生活领域；国家是“以公民身份

和对体制的忠诚为纽带的政治社会 ／群体”③；市民社会是社会本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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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阿格尼丝·赫勒形象地说过：“启蒙是双面的。问题在于它的两面很少能够被

看到；启蒙把它的一张脸转向观众，另一张脸转向演员。”（《现代性理论》，商

务印书馆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６８ 页）
转引自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３６ 页。
转引自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４０ 页。



社会分工为纽带，受利益诱导而陷入竞争状态中，在市民社会中，差异

与认同、分裂与团结并存。不过，与前二者有所不同，市民社会是一种

制度体系，本质上表现为：“当我把你确认为一个有能力获得财产、制

定契约、进行劳动的自由人的时候，我对你的确认就同时肯定了自我—

规定。一个人不会与一个没有自我控制能力———这是信守诺言所必需

的———的动物缔结契约。”①然而，在现代性的视野中，家庭、国家、市民

社会又是三种不均衡的伦理力量。国家展示了一种核心的伦理力量；

家庭在“所有社会阶层和阶级中”获得了基础的伦理力量；市民社会以

劳动制度为支持获得了重要的伦理力量，即社会协调力量；尤其在市民

社会中，当理性被滥用的现象严重化时，伦理的协调力量也会随之弱

化，“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由于

特殊性必然以普遍性为其条件，所以整个市民社会是中介的基地；在这

一基地上，一切癖好、一切禀赋、一切有关出生和幸运的偶然性都自由

地活跃着；又在这一基础上一切激情的巨浪，汹涌澎湃，它们仅仅受到

向它们放射光芒的理性的节制。受到普遍性限制的特殊性是衡量一切

特殊性是否促进它的福利的唯一尺度。”②那么，如何阻止现代性被滥

用？在黑格尔看来，“只有把现代性整合进一个系统化的背景域中去，

现代性滥用才能得到遏制。”③也只有如此，才能合理地审视现代性。

他还希望通过国家的伦理力量而不是家庭的伦理力量，作为共同体个

人的自由的保障力量，因为国家代表一种普遍性利益，任何特殊性都离

不开这种普遍性。正如他说过的，“在国家中，特殊善与共同善之间的

统一再次得到了设定，但却是以一种现代方式”④；“若没有一些特殊利

益相伴随，并通过与特殊认识和意愿的合作，普遍物就无法得以通行，

或得到彻底的实现；个人也并不是仅仅作为私人和为了本身目的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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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大卫·库尔珀：《纯粹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６３ 页。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１９７９ 年版，第 １９７—１９８ 页。
大卫·库尔珀：《纯粹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７４ 页。
大卫·库尔珀：《纯粹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７８ 页。



活的，相反，在希求这些东西的活动中，他们恰恰是在根据普遍物而去

希求这种普遍的东西。（《法哲学》，第 ２６０ 节）”①

黑格尔对现代性的思考启示了马克思。马克思在唯物主义历史观

中以革命的实践世界观来反思现代性问题，借批判黑格尔的现代性理

论之机，深刻地分析了现代性问题的根源、实质和解决途径。在马克思

看来，现代性问题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异化劳动，因而，只有通过

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彻底地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

的双重性，推进现代化朝着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迈进，也才能彻

底地解决现代性的自我确证与自我分裂之间的张力问题。重要的是，

黑格尔和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分析还启示了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列

斐伏尔等学者在总体性思维中考察现代性问题，揭示现代资本主义是

现代社会危机与灾难的直接根源，提出用社会主义方案取代资本主义

方案来变革现代社会。

二　 中新期的现代性批判

这是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以后的德国哲学的现代性批判，她被称为中

期的现代性批判，以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批判为标志。韦伯直截了

当地批评资本主义现代性导致技术理性的泛滥和价值理性的塌陷，造

成大众被囚禁在铁笼般的科层化制度中，人成了物的依附品。韦伯从

合理化视角上思考现代性问题。正如匈牙利学者阿格尼丝·赫勒说过

的，“在韦伯那里，现代性既不是世界历史中一个进步的‘阶段’，也不

是一个退步的‘阶段’，尽管他的叙述能够（也往往被）从这两个方面加

以解释。他（就像那些从后现代角度谈论现代性的人一样）主要对现

代性的特殊性和它的差异感兴趣，而且（像那些现代主义的现代人一

样）对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和‘现代性的诞生’感兴趣。但无论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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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大卫·库尔珀：《纯粹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７４ 页。



集中关注现代生活方式的特殊性，还是集中关注有过过渡的叙事，他都

拒绝了所有的基础。”①以韦伯之见，现代性是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亦即

实现社会合理化、新教伦理化、法律体系规范化、经济指标化、社会进步

可计算化等。从合理性上看，这些现代化的行动较少由情感和意志引

导而较多地受到目的理性的支配，因为现代化的合理性通常是指技术

合理性要求，但是在实质上它还需要合价值理性要求。在现代社会中，

一旦价值合理性退隐，那么技术合理性必然占据统治地位，技术理性必

然随之泛滥，进而导致世界的体系化和科层化，陷入空前深刻的殖民化

状态。可以说，制度合理性既是世界除魅的印证又是世界除魅的条件，

也就是说，合理性也是双重性的，是一种两难选择。

与黑格尔不同，韦伯拒绝对国家伦理的颂扬，转而批判国家形式化

和官僚化的缺陷。他认为，在形式化和官僚化的国家中，真正的美德存

在于科学中，也存在于政治、艺术、宗教、法律、经济等领域中，但是不存

在于伦理和道德领域中，因为它们不是价值领域的对象而是价值本身，

每一个价值领域就是一种生存方式，伦理和道德本身就是它们自己的

生存方式的准则，同时，它们还规定着个人必须在它们中作出价值选

择。可是，现代社会不提倡单纯地在伦理和道德领域中作出选择，也就

是说，“所有的领域都可以被存在性地选择，但并不是所有的领域都处

于同样支配性的地位。在合理性与合理化的（现代）时代，从世界的除

魅中获益最多的领域将占据支配性地位。合理化广泛流行，宗教和艺

术也变得日益合理化。但并不是一切都从合理化中受益。只有经济和

科学从中受益———因为它们（与其他的价值领域相反）获得了重要性，

并且在合理化的条件下发展进步。尽管所有的价值领域都可以被存在

性地选择，科学却是现代性的支配性精神领域。”②当然，从现代性上

看，“科学的追求绝不会给予人的生命以意义，除非是对以科学为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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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５５ 页。
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６１ 页。



业、为使命的科学家来说。宗教和艺术是能够揭示真理和赋予生命以

意义的领域。但在现代生活中———尽管它们可以被存在性地选择———

它们将不会是主导的，因为它们不是从合理化中受益，而是从中受到损

失。‘给世界除魅’这一表述首先意味着，现代生活中支配性的领域并

不给生活赋予意义。就支配性的领域（科学、政治、经济）而言，生活是

没有意义的。”①在合理性上看，那些处于支配地位的科学、政治学、经

济学都“是累积的、量化的和可定量的”过程，即目的理性或技术理性

的合理化过程；而宗教、艺术、法律则是“可满足的需求”、“是那些不进

步也不积累的领域”②，即价值理性的合理化过程。照此说来，制度化

的国家社会必然把目的行为合理化视为社会、国家、乃至组织和个人的

合理化选择。可是，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传统世界

观的解体和文化合理化的发端，私人化的信仰立场和内在化的良知道

德也逐步传播开来，这种变化又多多少少根源于资本主义新教伦理，因

为它确保了目的理性行为依赖于价值合理性。于是，在现代社会中，随

着现代化的逐步展开，随着行政领域与经济领域之间的相互独立，也随

着它们的组织合理性摆脱宗教价值趋向的动因基础逐步确立，资本主

义官僚和法律的规制也越来越严格地把个人限制在资本主义共同体的

规制之中，并且促使经济行为受控于行政行为，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

“宰制社会”（ｖｅｒｗａｌｔｅｔｅ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变成一个“铁屋”，在其中，人是实

现合理化的手段而不是合理化的目的，正因此，资本主义现代化导致了

人丧失自身价值和生命意义，沦为资本赚钱的手段。可见，惟有重建价

值合理性，才能够重建社会合理性、复归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那么，如

何重建价值合理性社会呢？其实，韦伯并没有设计什么可行性方案，因

为他最后陷入对合理化社会的悲观失望中。

尽管如此，他的合理性思路却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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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６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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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考。比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霍克海默的《工具

理性批判》、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和

《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和《合法

化危机》等，都展示了合理性思维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效力。不同于

韦伯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把工具合理性（或目的合理性、技术合

理性）作为现代性视域的批判对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

法》中提出，工具理性起源于人类的主观精神与自然的第一次分离，主

观理性使得人的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都被彻底地工具化，并且取代了

启蒙理性，最终也使得启蒙理性沦丧为工具理性；“更为严重的是，工

具理性膨胀成为一种非理性的总体性，致使对非真实的总体性的批判

陷入了困境。一旦工具理性批判再也无法用理性自身的名义来贯彻下

去，那么，它和现代性批判就失去了一种特有的规范基础。任何一种自

我关涉的批判在展开过程中似乎都陷入了一种困境中，从而激发了阿

多尔诺借用否定辩证法来解脱现代性的困境，可还是未能摆脱掉。”①

这就是说，合理性的分析视界是有效的，关键在于需要通过批判目的合

理性来寻找实现社会合理化的最可靠途径，而不是把这种批判当作这

种途径本身。就韦伯说来，他选择了价值合理化的重建方案，就法兰克

福学派的代表人物说来，他们选择了重建启蒙理性的合理化方案。然

而，无论何种合理化重建方案，都需要着眼于深刻批判和消除现代性问

题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根源；否则，这种方案只能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

方案。

三　 晚近的现代性批判

这是指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以后的德国哲学的现代性批判，以海德格

尔的存在论批判为特征。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性是我们置身于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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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背景域，是由来自间距性的主观性赋予其意义的生存境域。在现

代世界中，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正在侵蚀国家，事物成了人们生活需求的

商品，自然只是服务于生活的工具，罪恶都可以计算出来。一句话，市

民社会在今天走进了“可出售”、“可计算”、工具化的背景域之中，表现

为“数学化的自然科学、机械技术、偶像的丧失、努力构造适用于所有

人的普遍文化以及将艺术领域转化成审美体验领域”①。“所有这些特

征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人的支配性的主观性相对于他所规定或喜爱的

某些客体领域的关系”②。既然现代性是人在其中的“背景域”，那么

我们的任务就是去揭示这种状态的真相，即把握“存在者”的“存在”，

它意味着人在世界中（在此之中）始终处于被揭示的状态，就像自然是

存在的，人是存在的，自我也是存在的，但是它们都处于被揭示的状态。

不过，要达到真正的被揭示状态，我们还需要主观性的帮助。他认为，

现代性的主观性是一套非常深刻的思维工具，其主观性不在我们之外，

就“在我们的行为中”，且已成为我们行为的中心，“是我们把事物经验

聚集在一起的意义和可通达性的在场要素”③。当宗教信仰被放弃之

后，现代性的主观性就经由对它自身现实性的某种确定性的追求来提

供其“可能性”，并且对我们的生活和思想产生一种决定性的影响，因

为这样的主观性必然清理了技术理性中被异化了的成分，剩下的成分

只能是对人的生命意义的肯定，也是对人的意志意义的肯定，从而，它

能够根据人的意志对事物的现实性作出适当的理解。其实，现代性也

是对人的意志或主观性的一种可能性把握，现代性与主观性在本质上

是相通的，只不过，主观性和意志不用在原则上作多少承诺，而现代性

恰恰要作出某种承诺。换言之，现代性也就是“通过那些无法用标准

的现代二分法描述的条件而得以可能的”④，是存在、生活、世界，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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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主观性和意志。因此，“现代性若真想存在，我们就必须更多地

存在，而不能满足于现代性对我们的吩咐”①。

海德格尔也注意到现代性危机是一种生存危机。重要的是，他在

后期的著作中试图用“思”（Ｄｅｎｋｅｎ）作为克服现代性危机的方案，这是

因为“思”的本质是主观性。在他看来，“思”告诉我们：不能通过我们

自身的行动来克服现代性，如果我们想去克服现代性危机，那么不论这

将在何种意义上成为可能的，思想都是必须发生的事。在“思”中，我

们让本成的事件作为抽身的过程呈现出来，这与事件本身不同，“思”

可以领导我们对现代性的经验，在这种经验中，我们能够“把本成事件

思成居有［Ｅｒｅｉｇｎｉｓ ａｌｓ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②，即我们栖居在其中的现代世界，不

过，我们需要保留对现代性这块空地的一份经验。因为“我们的生存

就位于那个被授予我们的空地之中，且穿过这个空地；我们的行动就是

在那个空地中得以可能的。……本成事件不是通过力量来战胜我们

的，而是通过改变我们所有的活动在其中取得意义的那个视域、通过改

变那个塑造我们的自我理解的召唤来战胜我们的。”③因而，“如果在我

们应该如何生存或我们应该努力去创造何种形式的制度这些问题上提

出建议，就会把思放进一种实用主义的计算性语境中去，这就会对其本

质造成破坏。”④最后，海德格尔深信不疑地提示我们，“思”将以一种

开放性和接受性的精神来完成这项工作。

可见，海德格尔在现代性问题上持有一种激进的态度，尤其体现在

对个人主义的弱化、思与意志权力化、历史的磨平、现代性的可克服性

等等内容的处置上，都表现出不同于黑格尔的激进态度。其实，这是源

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解构性思维。他在《走向语言之途》中提出，

思，又是存在的本质，思想力求恢复语言与存在的原初联系，使语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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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存在的歌吟，从而返回本真的存在，返回神的近旁，因而，语言在任何

一个形而上学时代都占据着主导地位，本体论借句法和词汇决定世界

的基本结构，语言共同体存在于世界之中。他认为，语言是一切现实条

件的总和，这些条件本身没有合理不合理之分，它们从先验的角度决定

了基本概念范围内的一切，比如哪些是理性的，哪些又是非理性的。当

然，语言必须聆听大地万物自身的言说，守护大地万物的充盈，让它们

是其所是、与它们和谐共处，这才是对存在的本真言说。由此，海德格

尔把对现代性危机的本质的思考转化为对形而上学的存在论批判，又

把存在论批判转变成存在的救世主义，进而作为终结现代性危机的宣

言呈现出来：现代性将被终结，通往未来的澄明之境也将开始。

重要的是，海德格尔的语言存在论批判启示了以詹姆逊为代表的

文化批判研究。以詹姆逊的话语哲学为代表的当代现代性研究创立一

种“叙事性”思维模式，为考察现代性问题确立了四条原则。（１）“断代

无法避免”原则。在他看来，现代性是一种断代，一种叙事或修辞，一

种意识形态承诺，一种妥协，因而，现代性危机也是这种话语修辞或叙

事的危机，意识形态承诺的未兑现，或妥协的未呈现。他还说：“‘现代

性’属于一种独特的修辞效果，或者说是一种转义，……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可以认为现代性具有自我指涉的特点，尽管它不是施为的，它

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修辞，与先前的修辞发生断裂，从这个程度上

讲，它也是指涉自己存在的一个标志，一个指涉自我的能指，它的形式

即是它的内容。因此，作为一种转义，‘现代性’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

个符号。现代性概念本身就是现代的，它戏剧地展示了自身的主张。

或者，换一种方式表述，我们可以说，在我们提到的那些作者那里被当

做现代性理论的东西，实际上差不多就是它自身修辞结构在其所涉及

的主题和内容上的投射：现代性理论几乎就是转义的投射。”①从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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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上看，现代性首先表现为一种“具有力比多的能量”，亦即“它是

一种独特的知识兴奋运作，通常与概念性的其他形式没有关联”①。其

次，它是一种时间结构，即在现在时段中包含未来，即“与我们对各种

情感的预料，如欢乐、悲伤等，存在遥远的关联：它似乎在现在时段内集

中于一个许诺，并在现在时段内为掌握未来提供了一种方式。”②再次，

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对乌托邦视角的意识形态进行的歪曲”③。最

后，它总是对先前的叙事范畴进行强有力的置换，即它“与另一种顺时

的、历史化的‘第一次’这个叙事或转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同样对我

们的感知按照新的时间线进行重新组织”④。由此，（２）詹姆逊进一步

提出“叙事原则”。他认为，“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只是一种叙事类

型。他写道：“现代性影响也许不只是限于对过去时刻的改写，即对过

去已有的说法或者叙事进行的改写。放弃我们分析现在时所用的现代

性，更不要说我们在预测未来时的情形，这样做无疑能够为推翻一些现

代性（意识形态）叙事提供一种有效的手段”⑤。当然，（３）人们还需要

遵循“情景原则”。这是因为，人们在叙述对象时，“不能根据主体性分

类对现代性叙事进行安排；意识和主体性无法得到展现；我们能够叙述

的仅仅是现代性的多种情景”⑥。最后，（４）詹姆逊强调了坚守叙事的

“妥协原则”。他认为，“任何一种现代性理论，只有当它能和后现代与

现代之间发生断裂的假定达成妥协时才有意义。”⑦其实，詹姆逊关于

现代性的叙事性思考揭示了现代文化危机与社会危机之间的某种对应

关系。在他看来，关于叙事性修辞的合理性问题亦即现代性问题，现代

性危机亦表现为这种修辞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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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近的现代性批判

这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的德国哲学的现代性批判，它被称为新

近的现代性，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批判为表现。哈贝马斯对现代性

的思考并非是对一个孤立问题的解答，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为自己的重

建理论设计一种话语背景。一方面他认真思考了以上学者关于现代性

问题的研究成果，加深对现代性的本质内涵的理解；另一方面又把对现

代性的思考导入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病理学诊断”之中，反驳

后现代主义者的“现代性终结”之错误论断，提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危

机就是现代性危机，既然这种危机依然存在，那么现代性危机又何时被

终结，再说，西方现代化进程并没有最后完成，只不过少数几个发达国

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就能以此为据得出现代性终结的结论吗？从这

个意义上讲，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一份知识报告》中关于现代性

终结的宣告实际上是一种想像的图景，并非真正的历史进程，因而，任

何关于现代性终结的言论都不过是妄论而已，因为现代性仍然是一项

未竟的事业。

哈贝马斯认为，虽然自尼采以降不断有人宣布“放弃现代性”，但

是尼采并没有说现代性终结了，而是指出“终止现代性”，因为在他看

来，现代性对人性的摧残是空前的残酷，因而他希望人们“放弃对理性

概念再作修正，并且告别了启蒙辩证法”。以尼采之见，现代性是“随

着远古生活的解体和神话的瓦解而粉墨登场”①，因此，要想克服现代

性的危机，就必须用类似神话一类的手段，回到充满神话和美学境界的

古希腊人文精神上。由于现代性抽空了人类的灵魂和精神、信仰，现代

人沦落为“无家可归”的游魂和孤鬼，因而，只有回到古希腊的神话，用

审美革新的神话和酒神精神来解除竞争社会中僵化的社会整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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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人们逃脱现代性危机的困扰。哈贝马斯认为，这是尼采的理想主

义和浪漫主义思想所蕴含的后现代主义精神，并不是关于现代性终结

的宣言，这种理想愿望更加明显地表现在尼采对人之生存状况的忧思

上。他不满现代性对人的生命和生活的冷漠和破坏，渴望解救人类自

身。他说过，存在就是权力，“存在———除了‘生命’，我们没有别的存

在观念。———任何死的东西如何‘存在’？”又说：“‘存在’乃是对有关

‘生命（呼吸）’、‘意愿、作用’和‘变化生成’的概念的概括”①。尼采

还把人们的存在和生命的意愿阐释为“权力的意志”，“一种永不满足

的要显示权力的欲望，或权力的运用与行使，或一种创造的冲动”②，这

种权力的意志就是生命的本能，“一种征服、控制、主宰、支配、统治对

象的原始力量，而获取这种力量（‘权力’）就是一切生命的根本‘意

志’”③，生命的意志是生命的存在，生命的存在是世界的存在，生命的

世界是感性的世界，是生成的世界，是同一物永恒回复地生成的世界，

这个世界“不是形而上学所理解的没有任何‘同一’的‘变化’。……生

成与存在共属于同一物的永恒回复，不可分割。”④也就是说，生成是生

命的权力意志，生命的力量越强盛，则越能领悟生命的意义。换言之，

尼采的存在、生命、意愿、权力等等，都是某种意义的生存论阐释。实际

上，尼采以放弃启蒙辩证法为出发点，寻求审美意识、权力意志的支援

来克服现代性危机，但是，并没有成功。之所以如此，应该归结到他的

阐释方法及其价值取向上。一方面表现为他对现代性的“反形而上

学”、“反浪漫主义”的悲观和怀疑，另一方面表现为他对现代性危机作

出形而上学的浪漫主义批判。前一方面影响了以福科为代表的一批现

代性批判论者；后一方面影响了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一批现代性批判

７０１

德国哲学：前世与今生

①
②
③
④

Ｆ．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Ｔｈｅ Ｗｉｌｌ ｔｏ Ｐｏｗｅ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Ｉｎｃ．，１９６８，ｐ． ３１２．
Ｆ．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Ｔｈｅ Ｗｉｌｌ ｔｏ Ｐｏｗｅ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Ｉｎｃ．，１９６８，ｐ． ３３２－３３３．
余虹：《艺术与归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３ 页。
余虹：《艺术与归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４ 页。



论者①。

哈贝马斯认为，与尼采有所不同，法国的福柯则把马克思主义带进

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中。福柯本人也时常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甚至

把自己的理论当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究其原因，多半源于他的老师

阿尔都塞的新马克思主义影响。然而，福柯并不推崇结构主义范式。

他认为，结构主义无法解释变化和断裂问题，也不能理解“不在那里”

的东西———即被压抑的或不可能想到的东西，因此，反对用结构主义来

研究现代性问题，从而也反对全盘否定现代性，因为现代性至少为我们

准备了现代意义的批判精神。要知道，我们从康德和启蒙运动中获得

的不是一种理论、一门学说，甚至不是一个逐渐累积的知识体系，而是

一种批判态度、批判精神。他还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承诺要改造世

界并保证让受压迫者得到自由的哲学；他们相信这一未来是必然会到

来的，并将通过工人阶级的努力得以实现。”②一般说来，福柯对现代性

的揭示围绕两大视阈：一是知识论，二是道德论。在知识论上，福柯提

出了“认识型”理论，并对知识提出了质疑。他在《词与物》的开头提

出：知识从何而来？它是人类通过“粉碎化”的思想经历而完成的，也

就是说，知识是围绕着各个时期世界观而确立起来的，本身不是连续

的，也不在同一层次上；或者说，知识不是“简单地演化为一个由更高

层次的理性标志的不同的认识型，它们的产生和消亡都很突然，也很任

意”③。知识是某种组织的产物，是“通过把事物分类并赋予它们意义

和价值将事物相互联系起来，从而决定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事物，我们可

以知道什么，及我们要说些什么”④。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试图通

过话语构成来揭示知识的可能性。他认为，话语是知识的组织原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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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言说成为可能，使思想表达成为可能，并且使“知识的对象”成为

可能。在知识的形成中，话语使知识成为可能，还在于话语同权力而不

是理性结合在一起。话语的权力来自合法化和制度化，它还在于话语

同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紧密相关，使事件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一个

事件只有在话语中被提出来才能成为一个问题，成为被讨论的对象。

如果它不被话语表达，事实上这就等于它是不存在的。在现代社会中，

各种制度为话语的权力作了规范和保障，话语从私人范围到公共范围

变成一种“真理游戏”，在各种领域中，决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由此，福柯又去探讨“规训与惩戒”问题。实际上，这是由知识论转向

道德论的研究。在话语权力论上，规训是制度又是力量，惩戒是力量又

是制度，社会依靠它们培养需要的人，亦即从外部和内部共同对人施加

影响，监狱就是这种话语权力的实体，现代知识的兴起推进了生命权力

的发达。福柯还说：“我要说，我对于所提出的有关现代性的问题感到

踌躇。首先是因为我从来都不很了解，在法国，‘现代性’这个词究竟

是什么意义。当然，在波德莱尔那里，是有过这个词。但是我认为它的

意义后来慢慢消失了。我不知道德国人赋予现代性什么意义。我知道

美国人曾经召开过某种研讨会，哈贝马斯和我都参加了。我知道，哈贝

马斯在那里提出了现代性的论题。但是我很踌躇，因为我并不了解它

到底是讲什么，也不知道这个词究竟是针对什么类型的问题，同样不知

道这些现代主义者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者有什么共同点；尽管用什么

词本身并不重要，因为人们永远都可以随便地使用一个词作为标签。

就我所知，在人们称之为结构主义的背后，存在着某些问题，诸如关于

主体和主体的消失；而我并不知道，在人们称之为后现代或后结构主义

者那里，究竟存在什么共同的问题。”①那么，现代性的本质是什么呢？

福柯的回答是：我“借用康德的说法，我想是否可以把‘现代性’更多地

当做某种态度，而不是某一个历史时期。所谓态度，我想说的是对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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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某种关系的模式。这种对于现实的关系模式，是由某些人自愿作

出的选择。同时，所谓‘现代性’也可以当做是思考和感觉的一种方

式，当做是行动和举止的一种方式，它同时表示某种从属关系，并作为

一种任务表现出来。所以，也很像希腊人所说的那种‘情态’、‘德性’。

因此，与其想要把‘现代时期’同‘前现代’或‘后现代’时期区分开来，

不如更好地探索现代性的态度，探索现代性自形成以后，以及自从它同

‘反现代性’的态度发生争执以后的那种特殊态度。”①这是什么态度

呢？福柯借用波德莱尔的理论表达了三种态度：其一，与传统断裂以及

创新的情感，是不断克服旧的，创造新的冒险精神。其二，对当下出现

的瞬间事件“英雄化”的态度，这“是为了使之永远处于‘流浪活动状

态’。这是一种闲逛游荡者的心态和态度，只满足于睁开眼睛，对于回

忆中的一切，给予注意，并加以搜集和欣赏。”②其三，“必须在其自身中

完成和实现的那种关系的一个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现代性的发

自内心的态度，实际上也同不可回避的某种禁欲主义相联系。要成为

一个现代主义者，就不能满足于将自身陷入正在进行中的时间流程，而

是把自身当做进行某种复杂的和痛苦的创造过程的对象。所以，作为

一个现代主义者，并不是单纯要发现他自己，揭开他自己的奥秘，或者

揭示隐藏着的真理。他只不过是不断地创造他自身。为此目的，所谓

现代性，并不是要把人从他自身中解脱出来，而是不断地强制自己去完

成创造自身的任务。”③福柯对现代性的批判比较倾向于系谱史学方法

的引用，又试图从“理性的他者”中继承某种反主体的立场，设计一种

限制理性权力的目的，服务于重写 １８ 世纪以来的现代性的历史意识。

其实，福柯的批判策略是通过对知识权力和结构的伦理揭示，暴露科学

和理性在价值选择上的自相矛盾，达到否定人类中心主义的非正当性。

然而，他的无主体理论如何完成这一批判任务呢？福柯没有给出令人

０１１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③

转引自高宣扬：《后现代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０６—１０７ 页。
高宣扬：《后现代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０７—１０８ 页。
高宣扬：《后现代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０８ 页。



满意的答案。

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本身不是某种时间符码，而是现代社会的

现代化状况。现代性的自我确证推动了人类现代社会的繁荣与发展，

而现代性的自我矛盾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种力量和意义。后现代

论者恰恰以现代性的负面为对象———即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为对

象，在伦理道德上放大现代性危机，用过于激进和狂暴的解构力量，撕

毁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贡献，同时又使得现代性危机不再是半隐半现而

是被赤条条地呈现出来，现代性的进步被遮蔽了，而获得彰显的反倒是

它的负面。后现代论用现代性的负价值来否定现代性的正价值，实施

战略性解构，以达到最终毁灭现代性自身。他们深信不疑，现代性在今

天已经穷途末路、理性信念已经解体和塌陷，后现代时代已经来临，如

果能够彻底解构现代性，那就只有彻底否定现代性，并且放弃人类取得

的已有进步。在现代论看来，解构现代性危机是可能的，而且有利于克

服现代社会的危机，但是，不能选择像后现代论者所说的绝对放弃。

阿·赫勒认为，后现代论者只是倾心于“浪漫派的启蒙”，证明现代性

的“终结”，这怎么可能呢！因为“启蒙远没有被替代；它仍在不断工

作。只看到启蒙年轻美丽一面的观众倾心于理性主义的启蒙；只看到

启蒙老丑一面的观众则倾心于浪漫派的启蒙。”①

正如前文所述，哈贝马斯反驳后现代论的主张，并不是为着论证现

代性没有被终结，而是为着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危机。就此而言，哈贝马

斯要比法国的后现代论和黑格尔的古典现代性批判以及尼采的放弃现

代性之主张来得深刻，也比韦伯和海德格尔来得现实。他说过：“‘晚

期资本主义阶段’的现代性，作为‘后现代’的最切近点的出发点，一方

面隐含着现代性本身的内在矛盾，彻底暴露了其内在矛盾的性质，并提

供了解决这些矛盾的可能希望；另一方面，它又已经包含着比以往任何

时代更多的‘后现代性’因素，使其自身成为了‘现代性’和‘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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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交错并存的特殊历史过渡形态，也成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相

遭遇而又进行强烈互动的一种特殊历史共同体”①。在他看来，对现代

性的批判也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人类有史

以来的最高水平，是现代社会的代表，也是现代性的历史形态，这就告

诉人们，只要资本主义没有灭亡，现代性就不会终结。他不同意后现代

论者全盘否定现代性，因为现代性进程中的进步性是不容忽视的；他还

不同意用所谓后现代主义方案来克服现代性危机，因为所谓现代性危

机实质上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而解决这样的危机不可能诉诸于

终结现代性，从根本上讲，需要通过现代性自我确证，通过对现代资本

主义危机的“病理学诊断”，找出其真正的根源所在，只有如此，才有可

能解决现代性问题。正因此，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五　 现代性批判的实质

从以上分析上看，综观德国哲学的现代性批判之前世与今生，她的

现代性批判实质上还是现象学批判。正如俞吾金教授所说的那样，人

们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现象学的研究，并在有意

与无意之间走进了“现代性现象学”。其实，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德国

哲学自康德的现象学思考之后，黑格尔和马克思从不同侧面推进了康

德的现象学思考，实际上，他们已经将现象学批判导入各自的现代性批

判之中。２０ 世纪的德国哲学非但没有放弃现象学思考，反而使之系统

化、深刻化，尤其经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努力，现象学批判不仅成为一

种显性的研究范式，而且成为现代性批判的本质维度。正因为现代性

批判有了现象学批判这一“酵素”的存在，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执著坚

守以及对后现代论的反驳才显得那么底气十足。从这个意义上讲，哈

贝马斯的现代性批判是一种现象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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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何谓“现代性现象学”？俞吾金教授在《现代性现象学———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一书中对现代性现象学的基本涵义作了

非常清晰的描述，他说：“现代性现象学也就是运用现象学的理念和方

法，尤其是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的理念和方法，对现代性现象进行全

面的考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性现象学的建立也就是一个新

的理论平台的开启。”①这是因为海德格尔“把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从

意识的内在联系之中提取出来，放置到世界中去”②，就“扭转了现象学

发展的方向，从而把现象学的研究领出了死胡同”③，亦即把现象学的

理论和方法放置在生存论的本质论视阈中。如果说，胡塞尔为现象学

确立了“意向性”理念和方法，那么海德格尔则把这种“意向性”理念及

其方法从面向纯粹的“先验意识”转向“现象”本身，即“存在者的存在

和它的意义，它的变化及其衍生物”④，或“事实本身”。他还强调了人

是所有的“存在者”中有能力询问“存在的意义”，即把握“此在”，亦即

把握“此在”的共存性、空间性和历史性，它们都与世界一样是始源性

的。这就为人们考察现代资本主义危机提供一种生存论意义的现象学

分析法，亦即面向这个生活世界本身，揭示它的生存状况。海德格尔认

为，胡塞尔的“普遍悬置”方法不可能把握“存在的意义”，它只适用于

对绝对纯粹状态下的前理解结构的分析。也就是说，如果对生活世

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状况———的分析采取胡塞尔的“普遍

悬置”法加以研究，那就不可避免地滑向纯粹的概念逻辑推演，而不是

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出现实批判。换言之，如果我们采用这种方法

来分析现代性危机，那就意味着把它与现代资本主义历史进程完全割

裂开来考察，这样的话，人们关于现代性的理解就不是现实社会的现代

性自我确证。实际上，就现代性问题而言，我们把它从现代资本主义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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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进程中突出出来，并不是把它们二者完全割裂开来，我们把它主题

化、问题化、对象化，并不是把它孤立起来，而是突出它的某种独立的

“可解读性”，不过，这种解读性仍然建立在与其他问题的关联性上，而

不是孤立地考察现代性问题，这里的研究是现象学的，但是它却是“有

限悬置”研究，不同于胡塞尔的“普遍悬置”研究，前者是相对的“悬

置”，后者是绝对的“悬置”。所谓“有限悬置”，就是我们可以把考察对

象某个或某些方面悬置（放入“括号”中）起来，其目的是“按照自己的

思路，以更彻底、更系统的方式对现代性现象做出全面的、深入的反

思”①。这就是现代性的现象学批判法。事实上，这种“有限悬置”法

来自对胡塞尔方法的改造。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学者试图用这种方法揭示马克思主义现

代性批判的内涵及其实质。福科曾经宣称：历史的断裂是现代性的一

个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原则，正因此，马克思主义对进化论、经

济学、语言学等领域中的现代性批判都成了“创造历史的时刻”。卢卡

奇曾经也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问题的考察视为现代性批判。在他

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意味着在结构上的“分离”和“断裂”，表现为

工人同土地、生产资料、产品和自己的劳动力相断裂，货币同人相断裂，

造成它们控制人，而不是服务人的需要，因而，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对这

些异化状态的否定，也就是对这种历史断裂的解构。阿·赫勒在《现

代性理论》一书中也提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考察是通过发明“历史唯

物主义概念”来完成对资本主义的现象学批判。她说：“马克思在《共

产党宣言》中宣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资本主义摧毁了

一切团结与忠诚，摧毁了一切牢固的信念和一切前现代世界的制度。

人们曾经不可跨越的边界如今将变成不断被克服的限制。对马克思来

说，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第一个（过渡性）阶段。现代革命始于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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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俞吾金等：《现代性现象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２４—
２６ 页。



义。资本主义将一切事物都革命化了，它最终轻而易举地将一个已是

彻底地现代的世界提供给无产阶级；而正是为了利用现代革命的产物

来促进人类的利益，无产阶级将摧毁资本主义。有时候，马克思所区分

的现代性阶段不只是两个（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阶

段），但他是既带有辛辣的批评又带着强烈的热情来讨论的，是资本主

义———现代性的第一个和过渡性的阶段。”①赫勒还进一步将马克思的

现代性批判概括为 ８ 个方面：（１）现代社会是动态的和未来定向的：扩

张和工业化构成其主要特征；（２）现代社会是理性化的；（３）现代社会

是功能主义的；（４）是科学而不是宗教成为了知识积累的基础；（５）传

统习惯被摧毁，传统美德丢失了；某些价值或准则变得日益普遍化；

（６）创造和阐释的标准正在削弱；（７）对和正确的概念是多元的；（８）

现代世界的不可测性和人类存在的偶然性。②以赫勒之见，这些内容在

理解现代性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是有益的，至少它们确证了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努力。

詹姆逊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就是资本主义本身”③，这就

是说它们二者是紧密联系的，后者是前者的批判对象。他还在《现代

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一书说过：“格林伯格最初相信马克思主义，同

样为人所知的是其托洛茨基的立场，从这种立场出发，对斯大林主义的

幻灭决定了他在总体上使艺术与政治分离。不过，这里有两个相关而

又不同的框架。马克思的立场假定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和它的资产阶级

语境是对抗性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内部的不同层次能够使那种对立性

的解释从反资本主义的立场滑到反资产阶级的修辞。”④詹姆逊不赞同

那种只反对斯大林主义而不反对资产阶级立场的做法，因为反对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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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５１ 页。
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５２—５４ 页。
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６３ 页。
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第 １４３ 页。



林主义意味着人们不同意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对待现代性的极端态度，

而反对资产阶级立场则意味着人们必须批判现代性危机。他还认为，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作了最为现实的描述：一方面揭示资产阶级在历史

上升时期有力地推进了历史进步，将人类从部落生活中的野蛮、粗俗、

暴政、褊狭意识中解救出来，另一方面批判地揭露资本主义毁灭了真正

人性化的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描述是一种客观的

叙事辩证法。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生存状态被碎

片化，恐惧充斥每个人的内心世界，语言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边界消失

了，这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叙事辩证法。换言

之，叙事辩证法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又是现代性的现象学批判的。

实际上，只要把现代性危机与现代资本主义危机结合起来分析，就

不会重复胡塞尔的“普遍悬置”，而是需要马克思的“有限悬置”。现代性

问题涉及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问

题。任何对现代性的批判，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都会最终指向对资

本主义社会殖民化状况的批判。所谓生活世界殖民化是指资本主义社

会的自我矛盾和自我分裂的现象学症候，对这种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批判

一直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任务。哈贝马斯还以《共产党宣言》对资

本主义社会的论述为契机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性批判对接起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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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
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

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

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真

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
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１２０ 页）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在这里从资本主义私有
制和异化劳动入手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危机。同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话：“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

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

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

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 卷，人民
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２７５ 页），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危机的直接批判。



探索这种批判对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

第一，现代性的现象学批判深化社会合理化和现代化的研究。现

代性关涉多个方面内容，其中，最为典型的要数现代化问题。现代社会

的现代化是现代社会的科学化、技术化、符号化，亦即工业化。马克思

既肯定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了丰富的社会财富，极大地促进社会发展

等进步作用，同时又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巨大社会浪费和极端的

社会不平等，导致现代社会不断滋生新的危机。也就是说，马克思通过

对现代性问题的现象学分析，认识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

之间的矛盾是现代性问题的深层根源，并且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是克服异化劳动和建立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社会制度的现实途

径。虽然现代资本主义现代化出现过许多新变化、新特征、新问题，但

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和消极成分并没有被彻底根除，还在继

续危害现代社会的生活，这就说明对现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仍然

需要马克思的现代性现象学批判。

第二，现代性的现象学批判深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辩证法的时代意

义。阿·赫勒说过：“马克思的宏大叙事始于前时代，一直延伸至遥远

的未来，延伸至个体和人类之统一的实现，以及异化的终结。他谈到

‘历史之谜的解决’，而这并不是一个比喻或修辞。如果我们拥有预知

解决办法的能力，历史之谜就已经解决了。直到十九世纪的视角产生

之前，只有上帝被认为具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如今人们被期望拥有这种

能力。……当历史之谜已经在实践中（在共产主义中）得到解决时，自

由将成为绝对的。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前景中，中介的缺席，所有特殊

性的缺席，是把自由看做绝对的前提条件。”①可以说，“在马克思的叙

述中，自由的最终胜利也就是理性的最终胜利。”②

第三，现代性的现象学批判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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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４８—４９ 页。
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４９ 页。



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解框架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被人们用哲学、政

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学科板块分隔开来，消解了历史唯物主义

作为一种现代性现象学批判范式的合法性基础，导致人们长期疏忽了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虽然人们在当代

拥有许多新的研究方法，但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性现象学批

判范式却是不可替代的，如果没有它的参与，那么对现代性的批判就不

可能走向彻底层面，而且，极可能掩盖现代资本主义危机的真相。历史

唯物主义仍然是解析现代社会问题的最有效的研究范式。从这个意义

上讲，现代性的现象学批判也是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内涵的

一个“切入点”。

（作者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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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思维与存在
同一性的辩证法①

文 学 平

　 　 摘要：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具有四重基本含义，其实质是思

维与存在同一于思维，此同一性原则所蕴涵的辩证法，必然是概念之自

我创造活动的表现过程，即概念的自我否定历程；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同

一性原则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和彻底的改造，确立了思维与存在同一于

感性实践的理论，此种同一性所蕴涵的辩证法只能是实践辩证法，即现

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之自我否定过程。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都是

思维与存在同一性中的辩证法，其核心都是自我否定。

关键词：无限的同一　 有限的同一　 概念辩证法　 实践辩证法　

自我否定

辩证法是当代中国人最为熟知的哲学观念之一，思维与存在的同

一性问题也曾在上个世纪引起过较为广泛而持久的争论，但少有人将

辩证法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联系起来讨论，人们不自觉地预设

了这样的观念：辩证法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问题是两个不相干的论题，

至少二者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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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限的同一：黑格尔的思维

与存在的同一性原则

　 　 早在古希腊时期，巴门尼德就明确地谈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但直到近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才成为各种哲学思想所面临的中心问

题。在近代哲学中，虽然经验论和唯理论都蕴涵着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性问题，但对同一性原则给出最为广泛论证的还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

论。我们可以从本体论、知识论、价值论和实践论等四个层面来概括黑

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原则。

首先，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本体论上的同一，思维是一切

事物的本质，事物是思维的表现，事物必须符合自己的本质，所以思维

与存在是同一的。但这“同一”是包含差别和对立于自身内在矛盾发

展中保持自身的同一，即具体的同一，而非无差别的抽象同一。

将思维看作事物的本质，乍一听，可能就有不少人立即将其当作胡

言乱语而深恶痛绝，拒绝的直接原因在于他们对“思维”这一概念的习

惯性理解，即将思维只是理解为个人的主观思维，但黑格尔的“思维”

概念并非此意。“当我们说思想作为客观思想是世界的内在本质

时，……这里所说的思想和思想范畴的意义，可以较确切地用古代哲学

家所谓‘Ｎｏｕｓ（理性）统治这世界’一语来表示。……我们所了解的意

思是说，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

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①这种理解下的

思维与通常把思维理解为与情感、意志等并列的主观能力是不同的，它

把思维或思想客观化了，客观思想不外是理念的另一个提法而已。据

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公式：思维 ＝思想 ＝理性 ＝世界内在固有的本

性＝客观思想＝事物的共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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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７９—８０ 页。



因此，黑格尔断言：“思想不但构成外界事物的实体（Ｓｕｂｓｔａｎｚ），而

且构成精神性东西的普遍实体。”①作为外界事物的自然并非是有意识

的，自然只不过是潜在的思想，即有理性潜伏在其中，也就是说，自然界

应该是合乎理性的，但自然界不能意识到自己的合理性，所以黑格尔

说：“自然界不能使它所蕴含的理性（Ｎｏｕｓ）得到意识，只有人才具有双

重的性能，是一个能意识
獉獉

到普遍性的普遍者。”②就精神性的东西而言，

无论是人的主观精神或以法律制度、伦理风俗等形式表现出的客观精

神，都有理性贯穿其中，这是没有多大疑问的。只不过，在精神性的东

西中，思维或理性没有处在异在或外在化的形式之中，而是由异在返回

到了它自身，是有意识的或现实的理性。正因为理性构成了事物的本

质，即事物的实体，理性是能动的，能建立起自身的否定性运动，即它是

主体，所以黑格尔提出了实体即主体的思想。

其次，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认识论上的，即人的思维能够

认识客观事物。因为思维能够认识思想本身，我们的思维能够认识存

在于事物中的客观思想，所以，人类的认识活动可以揭示存在于事物中

的理性。思想当然能够认识作为世界本质的客观思想，按照人类心灵

的结构和事物的本性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人类认识不可通达的，没有

任何东西是绝对处在人类所有可能的知识之外的。因此黑格尔说：

“任何对象，外在的自然界和内心的本性，举凡一切事物，其自身的真

相，必然是思维所思的那样，所以思维即在于揭示出对象的真理。”③思

维能够深入到事物的共性，即把握事物中的理性。康德的物自体，黑格

尔认为只是一种抽象的对象，完全空虚的东西，也是最容易为人们所知

道的东西④。

第三，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价值论上的，即现实的东西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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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８０ 页。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８１ 页。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７８ 页。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１２５—１２６ 页。



将与应当相符合。黑格尔有一个著名的公式：“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都是现实的
獉獉獉獉獉

；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①从价值论的角度看，

此公式表明，世界是受理性支配的，理性是普遍的实体，是一普遍而无

法抵抗的强力，因此，理性决不可能软弱到永远只是应当如此，而非真

实如此的程度，否则，理性就成了完全虚无的东西，宇宙的普遍规律和

永恒和谐也就失去了任何保障。所以黑格尔说：理性是“有威力的
獉獉獉獉

”②，

世界的“是
獉
如此与它的应

獉
如此是相符合的。但这种存在与应当的符

合，却不是死板的、没有发展过程的。”③理性的实现可能采取迂回曲折

的形式，即假欲济理、假恶济善、假私济公，等等，对此，黑格尔称为“理

性的狡计”。

最后，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也是实践论上的，即通过实践活

动达到主观与客观的同一。黑格尔讲：“主观的目的通过一个中项与

一个外在于它的客观性相结合。这中项就是两者的统一：一方面是合
獉

目的性的活动
獉獉獉獉獉獉

，一方面是设定为直接
獉獉

从属于目的的客观性，即工具
獉獉

。”④

这表明了实践活动的三个环节：（１）主观目的，需要、欲望、要求、计划、

理想等都属于目的；（２）工具和合目的性的活动；（３）客观实在，即活动

的对象。借助工具和活动，实现主观目的与客观实在的结合，从而达到

主客合一，此即实践上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实践活动，一方面否定了

主观目的，把主观加以客观化；另一方面否定工具和对象的直接的客观

性，把客观主观化。这样，既深入到客观事物本身，又回到实践主体自

身，从而达到主观客观的具体同一。“每一个行为都要扬弃一个观念

（主观的东西）而把它转变成客观的东西。”⑤观念可以变成现实的东

西，现实的东西亦可以转变成我们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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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原则囊括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

和实践论等哲学的各个领域，并作为最核心的原则自始至终贯穿其整

个哲学思想。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贺麟先生曾强调说：“思有合一是黑

格尔哲学起点，也是终点。”①斯退士也说：“思有同一性是一切唯心主

义的基本原则。……在黑格尔手中，它成为哲学的一个自觉的组成部

分。”②黑格尔还强调：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无限与有限的同一，不

是一种抽象的、静止的、固定的同一性，而是一个过程；这种同一也不是

思维等同于存在、主观等同于客观的同一，而是“无限统摄了有限，思

维统摄了存在，主观性统摄了客观性。”③也就是说，思维包括并主导存

在，存在统一于思维，作为思维展现自身的一个环节；主观包括并主导

客观，客观统一于主观，并作为主观性的一个环节而存在；无限包括并

主导有限，有限统一于无限，有限的事物只是无限者的外化而已。黑格

尔认为：“真正的无限并不仅仅是超越有限，而且包括有限并扬弃有限

于自身内。”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其实就是思维、概念、理性、理念、上

帝等精神性的东西，而且，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最终也是在思维、概念、理

念或上帝中的同一。因此，我们将黑格尔的同一性原则命名为“思维

与存在无限的同一”。恩格斯曾说：“自从人们有思维以来，还从未有

过像黑格尔体系那样包罗万象的体系。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

精神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全都结合在一个体系内，归纳

成一个基本原则。”⑤在这段饱含敬意的论述中，恩格斯并没有明确指

出那“基本原则”究竟是什么，但我们如果将其理解为“思维与存在无

限的同一”，这也是符合黑格尔哲学思想之实际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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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限的同一：马克思对黑格尔

同一性原则的批判

　 　 包含有差别于自身内的、无限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原则，是黑格

尔哲学大厦的核心骨架。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正是瞄准了其核心骨

架，其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①：第一阶段是通过批判关于上帝

存在的本体论证明，隐晦地批判了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原则；

在第二阶段，马克思吸收了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思想，独立

地展开了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原则的系统批判；第三阶段是马克思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观念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原则进行了彻底

的批判和改造。

第一阶段的标志性著作是写于 １８４０ 年下半年至 １８４１ 年 ３ 月底的

博士论文，在此，马克思坚定地拒斥了本体论证明式的思维与存在的

同一。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阐述了坚定的无神论观点，并把普罗米修斯

的自白“我痛恨所有的神”作为哲学的格言，还声称反对一切天上和地

上的神。如果他赞同黑格尔那思维与存在无限的同一，他就必然赞同

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因为那本体论证明的核心正是黑格尔式

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从上帝的概念可以直接过渡到上帝之存在，这

种本体论证明所蕴涵的哲学原则也正是黑格尔哲学的中心，即从概念

直接过渡到存在。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的“附录”中讲：“本体论的证

明无非是：‘我现实地（实在地）想象的东西，对于我来说就是现实的表

象。’”②意思是说：如果我真实地想象上帝存在，即真的拥有一个关于

上帝存在的观念，那么，对我来说这个观念就真实的存在，并对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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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但从第三人称的角度来看，那真实存在的仍然只不过是想象的观

念而已，因此，本体论证明不外是“空洞的同义反复”，甚至可以说，“对

神的存在的一切证明都是对神不存在的证明，都是对一切关于神的观

念的驳斥。”①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其大学时代的末期就已经坚定地拒

斥了黑格尔式的本体论上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第二阶段的标志性著作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神圣家族》等，马克思充分吸收了费尔巴哈对思辨哲学的

批判，在此基础之上，不但对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原则进行了

系统而明确地批判，而且深刻地揭露了黑格尔式同一性原则的诞生

过程。

费尔巴哈曾在 １８４２ 年出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强

调：“我们要经常将宾词
獉獉

当作主词
獉獉

，将主体
獉獉

当作客体
獉獉

和原则
獉獉

，就是说，只

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
獉獉獉獉

，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

理。”②显然，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的哲学经常将主词与宾词、主体和客

体的关系搞“颠倒”了，只要再次“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明确的真理。

在吸收费尔巴哈这一思想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中大量使用了费尔巴哈式的“颠倒”之喻来批判黑格尔的同一哲学③，

这些颠倒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主谓颠倒。“黑格尔在任何地方

都把观念当作主体，而把本来意义上的现实主体，例如，‘政治信念’变

成谓语。”④二是因果颠倒。在阐述私有财产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时，马

克思批判黑格尔说：“他倒因为果，倒果为因，把规定性因素变成被规

定的因素，把被规定的因素变成为规定性因素。”⑤三是方法上的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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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关于王权的论述时讲：“正确的方法被颠倒了。

最简单的东西被描绘成最复杂的东西，而最复杂的东西又被描绘成最

简单的东西。应当成为出发点的东西变成了神秘的结果，而应当成为

合乎理性的结果的东西却成了神秘的出发点。”①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些

“颠倒”，表达各异，但实质都是一样的，即黑格尔将观念变成了主体、

始因、规定性的因素和出发点，而将自然、市民社会、家庭、现实的人等

变成了谓语、被规定的因素和结果等。正是基于这样一些“颠倒”，黑

格尔才能将思维和存在作为两个观念性的环节统一在思维之中，才能

将思维设定为外部事物和精神现象的普遍实体，才能以思维统摄存在，

以主观性统摄客观性。所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指责

说，黑格尔“把现象的矛盾理解为观念中、本质中的统一”②，“最彻底

的矛盾被说成同一”③，“自然和精神、肉体和灵魂的虚假的同一”④。

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讲：黑格尔那“知道自己就

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就是神，绝对精神，就是知道自己并且实现自

己的观念。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是成为这个隐蔽的非现实的

人和这个非现实的自然界的谓语、象征。因此，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

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⑤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和现实的

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主体或主词，而观念和绝对精神等不外是主体的产

物、对象或谓语而已。

真正的批判不但要揭示错误观念的虚假性或矛盾，更重要的是要

揭示出错误观念的形成机制或诞生过程。该任务，马克思是在《神圣

家族》中以“果品”为例来完成的。⑥ 第一步，黑格尔运用理智从现实

的苹果、梨、草莓、扁桃等日常事物中抽象出共同的东西，形成“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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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一般的观念；第二步，将“果品”这个抽象的观念设想为存在于它

之外的一种本质，作为苹果、梨等等的真正本质。第三步，将作为本质

的“果品”设想为“活生生的、自身有区别的、能动的本质”，即“把实体

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在过程，了解为绝对人格”①；第四步，“能动的本

质”凭借自我规定、自我差别将苹果、梨等等设定为“果品”自我活动的

环节，这样，被抽象掉的东西又在观念中重新被制造出来了。至此，

“‘果品’就不再是无内容的、无差别的统一体，而是作为总和、作为各

种果实的‘总体’的统一体，这些果实构成了一个‘被有机地划分为各

个环节的系列’。”②在经历神秘的思辨旅程之后，作为思维的“果品”

就自在自为地制造出了千差万别的定在，从而达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同

一。③ 据此，我们可以将黑格尔同一性原则诞生的逻辑过程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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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原则的诞生过程

第三阶段的标志性著作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形

态》，马克思既保留了前两个阶段的批判成果，又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基

础上创造性地赋予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原则全新的内涵。

虽然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同一原则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但他决不是

一般地反对所有形式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早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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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中，他也明确断言：“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

一中。”①如果说前两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直接的批判来破除黑格

尔无限的、思辨的同一性原则，那么，第三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

阐明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建立起全新的、真正的同一性原则，即

实践基础上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实

践基础上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原则。首先是知识论上的同一。马克

思讲：“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ｅ］真理性，这不是一个

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

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②这表明，只有

通过实践活动才能证明思维可以把握客观事物，从而达到思维的客观

真理性，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跟黑格尔主张的知识论上

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根本不同的，因为黑格尔将认识论上的同一性

奠定在外界事物在本质上是客观思维这一基础之上。其次是社会生活

上的同一。马克思断言“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③，而实践是有

目的、有意识的“感性的人的活动”④，是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体，即思维

与存在必然同一于人的现实生活。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继续深化了实践基础上的思维与

存在的同一性学说。马克思说：“意识［ｄａｓ 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在任何时候都

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ｄａｓ ｂｅｗｕβｔｅ Ｓｅｉｎ］，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

的现实生活过程。”⑤这仍然是说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这个同一性的

载体不是思维，而是人的现实生活过程，而现实的生活过程在本质上又

必然是实践的。马克思还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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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

的。人们的思想、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

物。”①物质活动、物质交往、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等都是特定的社会存

在，而思想、观念、意识、想象、思维、精神交往等，是特定社会存在的直

接产物，而且必然与特定的社会存在交织在一起的，反之亦然。因

此，在人们现实的物质生活中，在历史活动中，思维和存在是具有同

一性的，不过，这种同一完全不同于黑格尔奠定在客观思维或“无人

身的理性”之基础上的现实性与合理性、“是如此”与“应如此”之间

的同一。

诚然，黑格尔也主张实践论上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但黑格尔“是

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②，他所谓实践不外是抽象的思维

活动而已。与黑格尔无限的、思辨的同一性原则相比，我们可以将马克

思所创立的同一性原则叫作“实践基础上的思维与存在有限的同一”。

黑格尔的同一性是作为能动过程的无限的思维或主体永不停息地使自

己外化，但同时又将外化收归于自身无限的思维或主体，这种同一性在

根本上不外是精神在其自身内部永不停息地转圈而已。马克思的同一

性只是保留在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这样非常有限的领域内，决非

宇宙万物在任何层面都遵循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原则，就纯粹的本体

论而言，存在的本质决不是思维，思维和存在并不具有先验的、无条件

的同一性可言。只有在后天的实践过程中才能建立起思维与存在之间

有限的同一性。如果可以将黑格尔的同一性原则归结为“思维———存

在———思维”③的公式，那么，我们也可以将马克思的同一性原则归结

为“实践———思维———实践”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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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我否定：两种同一性与两种辩证法

诚然，黑格尔无限的同一性原则是以思维和存在同质性为基础

的①，物理世界是冥顽化的思维，主观思维是被他转化为独立实体的思

维在人脑中的体现。与此相反，马克思认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

人脑并在人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②但人脑对物质的“改

造”是以感性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思维与物质或存在的同一性正是

通过实践活动而实现的。无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他们都赞同思维和

存在的同一性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过程，绝非僵死的同一，正是这个过程

的节律构成了辩证法的内容。可以说，对黑格尔和马克思而言，没有思

维与存在的同一过程，就没有辩证法；没有辩证演进的过程，当然也无

法建立起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不同的同一性原则蕴含着不同类型的辩

证法，不同类型的辩证法亦意味着不同种类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但

无论是黑格尔的同一性原则和辩证法，还是马克思的同一性原则和辩

证法，其核心都是自我否定。前者是精神、概念、思维或理性自我否定

的运动过程，后者是人类实践活动自我否定、自我发展的过程。黑格尔

和马克思的辩证法都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中的辩证法。

当然，有人离开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来讲辩证法，但这种辩证法要

么未能超越相互外在的事物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生活常识；要么试图

一味地从事物的一个方面引申出相反的方面；要么暗中预设了某种形

式的同一性；要么沦为对自然科学的诸多发现的简单归纳，而未能将世

界理解为一个东西的自我展开、自我否定的整体。可以说，相对于黑格

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而言，那些脱离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而谈的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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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对辩证法一词的泛化或滥用，实属语言的传讹（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虽然阿多诺非常极端地主张“辩证法是始终如一的对非同一

性的意识”①，是“瓦解的逻辑”②，但他也仍然不得不承认：“人们可以

看透同一性原则，但没有同一性人们就不能思维。任何规定都是同一

化。”③他还不无沮丧地强调：“不应该简单地抛弃同一性的理想。在那

种认为事物不应该与概念相统一的指责中也存在着概念想和事物相同

一的渴望。非同一性的意识就是这样包含了同一性。”④倘若阿多诺

“把‘同一性’理解为排斥一切差异的绝对同一”⑤，将同一性与非同一

性截然对立，这不能说是对黑格尔“具体同一”的公正对待；倘若阿多

诺拒斥一切同一性而径直走向非同一性，那么其主张看似彻底激进，但

必然因其本身的不可能性而彻底地成为一张永远也无法兑现的空头

支票。

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自我否定，即精神（思维、理性）的

自我否定，自我否定的过程也就是建立起思维与存在之具体同一的

过程。

众所周知，恩格斯曾将辩证法概括为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否定之

否定三大规律，前两个规律分别见于黑格尔《逻辑学》的存在论和本质

论，而第三个规律却表现为他“构筑整个体系的基本规律。”⑥按照恩格

斯的这个概括，我们本来更有理由将那“构筑整个体系的基本规律”作

为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但由于恩格斯认为“本质论”是黑格尔《逻辑

学》中“最重要的部分”，人们便深信不疑地将“对立统一”认作是辩证

法思想的实质和核心。如若将对立统一理解为一个东西的自我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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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对立、自我的否定的过程，而不是两个东西的外在对立、外在区分，

那么，将其理解为是辩证法的核心，这也未尝不可；倘若将对立统一直

接理解为两个现存事物之间的外在对立，进一步将这种对立统一或矛

盾理解为辩证法的核心，那么，这就是对辩证法的扭曲或误解。黑格尔

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原则，在本体论的层面是要理解整个世界之形成

的逻辑结构，如果将对立统一理解为两个东西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那

么，就必然陷入二元论的泥潭。倘若要避免二元论，就必须将整个世界

理解为一个东西的自我规定、自我外化的无限过程。毫无疑问，这个过

程只能是单一的东西自我否定的辩证过程，对立统一不过是那作为宇

宙之唯一形上实体的自我分化、自我对立、自我复归的过程。因此，对

立统一的过程实质上就是那形上实体即思维或宇宙精神的自我否定、

自我扬弃的过程。对立面，只有被理解为同一个东西通过自我否定而

设立起来的对立面时，它才是真正的对立面，即自相对立，因而这个对

立面与被它所否定的那个东西之间的关系，才是真正的内部矛盾，即自

相矛盾，而非两个现成东西之间的外部矛盾；对立面之间之所以统一或

同一，并不是因为相互外在的不同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

制约、相互依存，而是因为同一个东西既否定自身，又同时对这个否定

加以否定，从而建立起自我相关的否定的同一性。只有这样的对立统

一的过程才是自动自发的“自我运动”的过程，即不仅将真实的东西理

解为实体，亦同时理解为能动的活的主体①。因此，黑格尔讲：“实体作

为主体是纯粹的简单的否定性
獉獉獉獉獉獉

，唯其如此，它是单一的东西的分裂为二

的过程或树立对立面的双重化过程，而这种过程则又是这种漠不相干

的区别及其对立的否定。”②对黑格尔而言：实体＝主体＝否定性＝一分

为二＝对立面的同一。也就是说，辩证运动的实质是单一的东西永不

停息的自我否定的过程，树立对立面和重建同一性的过程，只是自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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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必然的表现形式而已；质量互变规律只不过是单一的东西在“存

在”这一范畴之中的自我否定的过程而已。

自我否定的能动主体可以称作“概念”，因而黑格尔的辩证法被称

作概念辩证法。黑格尔的“概念”是一个技术性的用语，与日常语言中

所说的单纯概念是不一样的，日常语言常将概念理解为抽象的、主观的

东西，反映客观对象的共同点，仅存在于头脑中，并与外界存在的事物

相对立。但是，黑格尔将概念理解为作为实体的能动的主体，是真正自

因的东西；概念是具体的，它构成事物的本质；概念包含着真善美等内

在目的性，概念还是实践活动的指导原则，概念既实现自身于自然界，

亦实现自身于社会历史领域；概念凭藉它自己所创造出的现实事物来

显示其自身，从而达到具体化，因而概念是真正的自由创造的活动；这

个自由创造的活动是通过概念（精神或理性）的自我否定而达到的，在

否定性中达到概念与定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其同一的各个层面都是

概念之自我否定的环节。可以说，没有否定性的自我创造活动，就没有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同时也就没有概念的辩证发展过程。因此，就黑格

尔的辩证法而言，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公式：思维与存在同一于思维的

过程＝概念辩证法＝概念之自我创造活动的表现过程＝否定之否定。

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实质和核心亦是自我否定，即人的感性活动

的自我否定，从而在人们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中建立起思维与存

在的有限同一。

虽然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思想进行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批判，但这并

未影响他公开地承认自己“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①。马克思明确地

论断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②，尽管“辩证法

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

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③而且，剥去其神秘形式之后而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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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形式”或“一般运动形式”，恰好是马克思思想方法的特点。① 那

“基本形式”或“一般运动形式”究竟是什么样的形式呢？答案是自我

否定，或曰否定之否定。

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首次将黑格尔的辩证法概

括为“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②，即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否定的实质是扬弃，所以，他接着说：“把否定和保存即肯定结合起来

的扬弃起着一种独特的作用。”③正是借助“扬弃”，黑格尔才成功地将

世界的生育过程描述为自我产生、自我对象化的运动，他的整个形而上

学都被概括在理性（概念）的自我否定过程之中。④ 在《哲学的贫困》

中，马克思进一步概括了黑格尔辩证运动的一般形式，即理性“设定自

己，自相对立，自相合成，就是把自身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

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⑤正因为黑格尔辩证法的一

般形式是自我否定，所以，在论及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时，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讲了一段著名的话：“辩证法在对现存事

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

物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

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

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⑥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所理解的辩证法的

一般形式就是事物的自我否定的过程，即肯定———否定———否定之

否定。

但黑格尔的辩证运动是精神（概念或理性）的自我设定、自相对

立、自我合成的过程，而马克思在剥去其神秘的“精神”外壳之后，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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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实践活动的、具有能动性的、有血有肉的、现实

的人作为其理论思考的出发点，而不是将那“无人身的理性”或“想象

的主体”作为出发点，这样，马克思就可以揭示出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

的辩证发展过程以及实践活动在人的意识中的映射和回响，从而建立

起现实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与精神、概念、思维或纯理性的自我运动

相反，经过马克思变革后的辩证法是作为主体的、现实的人在感性活动

过程中的自我设定、自我对立和自我合成。这样，“马克思就用‘实践’

取代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使之成为辩证法的新的载体。在这个意

义上可以说，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论相应的是“实践辩证法”。

必须指出，实践并不只是马克思认识论中的基础性概念，而是他的全部

哲学理论中的基础性概念。”①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

个层面：就微观而言，实践活动具体化为劳动，可谓之劳动辩证法，尤其

是“异化劳动”的辩证法；就中观而言，马克思揭示了实践与认识的关

系，可谓之认识辩证法；就宏观而言，实践活动展现为社会生产方式的

自我运动，马克思尤其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可谓之历

史辩证法。劳动、认识和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等都不外是历史的不同方

面而已，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完全可以叫作“历史辩证法”，历史也就

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自我否定过程。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

总结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

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

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

否定的否定。”②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建立起具体的、历

史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将马克思的辩证法

归结为如下的公式：思维与存在同一于实践活动 ＝实践辩证法 ＝历史

辩证法＝作为实践活动之表现的自我否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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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否定的过程就是建立起思维与存在具体同一的过程。对于黑

格尔来说，思维与存在同一于思维；对于马克思而言，思维与存在同一

于人的实践活动。完全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即自在的自然，对黑格尔

而言，它是辩证的，因为自在的自然中仍包含有思维，即冥顽化的思维，

自然是客观思维外化的表现，思维又将这种表现物收归于自身，因而思

维与自然存在之间具有同一性；对马克思而言，离开人的自在自然中并

不包含有思维，自然物之间是相互外在的盲目的力量，谈不上自我否定

的问题，亦无所谓建立起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因而谈不上辩证发

展。当然，对马克思而言仍然可以有人化自然的辩证法①，人化自然是

人的实践活动的表现和产物，展现出人在改造物质世界的过程中所建

立起的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具体同一，因而具有辩证发展的性质。当然，

人化自然辩证法只能从属于实践辩证法或曰历史辩证法。

（作者　 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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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米修斯的四重身份①

———对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的一个神话学考察

孙　 斌　 张艳芬

　 　 内容提要：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在马克思那里得到了意味深长的援

引，本文试图结合神话学的相关背景来对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展开讨

论。普罗米修斯的第一个身份是反叛者，他痛恨所有那些恩将仇报的

神。恩将仇报是神的也是资产阶级的本性。普罗米修斯的第二个身份

是造人者，创造不敬神的人来反对神。我们在这里看到了马克思的反

宗教的批判的根据。盗火者是普罗米修斯的第三个身份。盗火以及之

前的分牛是对神的世界的制度两次挑战，这同样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

的挑战。作为报复，宙斯将潘多拉送往人间，以人的形象确立起秩序。

对这个世俗秩序的批判成为了宗教批判结束之后的工作。普罗米修斯

预见到了自己的苦难和解放，也预见到了宙斯的被推翻，这与他的第四

个身份即预见者有关。由于马克思，我们在无产阶级身上发现了这种

预见。

关键词：普罗米修斯　 四重身份　 神话学　 马克思

没有人告诉我们谁是普罗米修斯，尽管他的故事一直并且到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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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讲述。就他与神特别是与宙斯的关系而言，他似乎是一个反叛神的

神，确切地说，是一个反叛神的世界的神。在这个意义上，亦即在他反

叛他所归属的神的世界的意义上，他是一个自我否定者。而这种自我

否定是以人的得到塑形来完成的，或者说，人是藉着这种自我否定而得

到塑形的。由此，他又成为了造人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盗火的故

事无非是这个故事的继续，继续以火来塑造人，以人来反叛神。而他之

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预见到了一切。马克思显然熟悉这些故事，并以

他的方式来进行讲述。但他所讲述的更多的是人间的故事，普罗米修

斯属于人间。

一、“总而言之，我痛恨所有的神”①

２３ 岁的青年马克思在他 １８４１ 年 ３ 月完成的博士论文的序言中，

援引了“总而言之，我痛恨所有的神”这句话，它的出处是埃斯库罗斯

的《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埃斯库罗斯的作品当然不是普罗米

修斯的神话的最早讲述，至少我们还可以在赫西俄德的《神谱》以及

《工作和时日》中读到相关的记载。马克思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对

此，与其说赫西俄德的记载可以在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得到阅读，不如

说，后者所描写和表现的东西为马克思提供了更为妥当的思想资源。

一般来说，这种妥当是指埃斯库罗斯对普罗米修斯这个形象的一种进

一步刻画，一种与马克思的倾向更为投合的刻画。而且，我们也注意

到，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似乎也只是援引了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

修斯。

但是，即便如此，马克思似乎也并没有打算以考据的方式来对待这

种刻画。也就是说，当我们阅读到马克思对埃斯库罗斯的援引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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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顺利地把握到后者所说的东西，被援引的“总而言

之，我痛恨所有的神”同样也是如此。因此，我们毋宁去注意一下这出

悲剧的地点，高加索山的崖石———普罗米修斯遭受折磨的地方。这个

地点意味着，这出悲剧所表现的就是普罗米修斯的苦难，作为反叛者的

苦难。事实上，这一点在这出悲剧的标题中也已经得到了提示。没有

哪个讲述或记载像埃斯库罗斯这样深刻地表现了普罗米修斯的苦难，

恐怕这正是马克思之所以更愿意援引埃斯库罗斯的原因。或者说，反

叛和苦难正是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由以开始的东西。

马克思是这样来援引那句话的，“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

修斯的自白

‘总而言之，我痛恨所有的神’

就是哲学自己的自白，是哲学自己的格言，表示它反对不承认人的自我

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

我意识相并列。”①在这里，藉着这个援引，马克思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反

叛者的形象，即一个痛恨并且反对所有神的普罗米修斯。但是，一旦人

们以一种考据的方式，把这一句没有更多上下文的援引追溯到埃斯库

罗斯的原著中去时，就不免会对马克思这里的做法产生不满，就像沃格

林在《科学—政治和灵知》中所表达的那样。他不仅追溯到了埃斯库

罗斯的原著，而且还批评了马克思对原著的理解②，当然这与他所做的

有关灵知的研究有关。在这里，我们不对他的批评再做出评论，尽管维

塞尔会认为沃格林对马克思的这个批评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马克思

对于普罗米修斯的解释在那时候是广为流传的。”③我们更愿意注意沃

格林在同样援引马克思这番话后立即做出的一个判断，不管他出于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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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态度做出这个判断。这个判断就是，“在这个表白中，年轻的马克思

藉着普罗米修斯的象征表达了他自己的态度，而那个反叛的大历史也

回溯到了希腊人对这个象征的创造。”①或许它倒是点出了马克思的工

作，至少是点出了他的旨趣。

当然，回到埃斯库罗斯那里去还是必要的，我们发现他实际上是这

么写的，“总而言之，我痛恨所有的神，他们受我恩惠却对我恩将仇

报。”②也就是说，普罗米修斯痛恨的所有的神并不是泛泛而言，而是有

所指涉的。另外，如果再结合前面普罗米修斯讲给合唱队听的那个整

个的故事③，那么这里的指涉可能就更加明确了。不过，也许这里所说

的恩将仇报并不是要进行某种指涉，而是要揭示神的本性以及制度。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普罗米修斯的痛恨就同个别的神的态度，比如赫

淮斯托斯的态度，没有关系了。进一步地，我们很快会看到，将神的本

性和制度归结到恩将仇报，在马克思那里有着更为深远的考虑。这个

考虑就是资产阶级的本性和制度，即资产阶级作为特权阶级恩将仇报

地对待无产阶级。这种特权的象征正是火，所以，当赫淮斯托斯耽搁了

他的工作时，威力神不禁这样催促道，“喂，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徒然地

发泄你的怜悯？为什么你不憎恶一个诸神皆曰最可恨的神，既然他已

经把你的特权出卖给人类？”④在这里，威力神的话正是从神的本性和

制度出发的。而且，他所说的“诸神皆曰最可恨”，也正是在普罗米修

斯“痛恨所有的神”那里得到了回应。

另外要注意的是，马克思这里所做的是对哲学的陈述。也就是说，

他把普罗米修斯对所有的神的痛恨归结为哲学的任务。这不啻是对哲

学的一个定义，即哲学就是要反对所有的神而回到自我意识。就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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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普罗米修斯是第一个哲学家①，因为只有他才在对他所属的那个世

界进行反叛的同时形成了自我意识。然而，自我意识并不在别的地方

而就在自身之中。所以，自我意识的形成就意味着向着自身的回转。

这对于人来说，就是从所有天上的和地上的神的权威的统治下回转到

自身。而一旦哲学成为了头脑，那么它是不会让自己再回到丧失自身

的状态之中去的，哪怕这个自己已经被锁在了高加索山的崖石上并遭

受折磨。所以，马克思紧接着说，“对于那些以为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

似乎已经恶化因而感到欢欣鼓舞的可怜的懦夫们，哲学又以普罗米修

斯对众神的侍者海尔梅斯所说的话来回答他们：

‘我绝不愿像你那样甘受役使，来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

你好好听着，我永不愿意！

是的，宁可被缚在崖石上，

也不为父亲宙斯效忠，充当他的信使。’

普罗米修斯是哲学历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②但是，哲学

或者说头脑毕竟还不是全部，而且，解放与锁缚之间的紧张依然存在。

因此，普罗米修斯必须更为彻底地反叛神界的存在物，或者说，更

为彻底地成为人间的存在物。这种成为同时是解放与被解放。也就是

说，他以他在人间的存在方式来解放自己，以使得自己被解放。这个存

在方式，在马克思于三年后即 １８４４ 年 ２ 月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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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梅斯，即前两句为普罗米修斯所说，后两句为海尔梅斯所说。之所以出现

这个差别，恐怕是因为马克思当时所援引的版本与现在所通行的版本有所

不同。



判〉导言》中得到了透露。这期间，《莱茵报》的工作使得马克思的哲学

思考更多地回到了人间。他在德国无产阶级身上看到了哲学，或者说

普罗米修斯在人间的存在方式。他说，“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

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①如果说头脑意味着

精神的东西，那么心脏就意味着物质的东西，确切地说，是物质的力量，

凡人的力量。我们也可以由此来解读普罗米修斯在与伊娥的对话中所

说的那个预言，

“那么谁来违背宙斯的意志把你释放呢？

那将是你自己的后代。

你怎么说？我的一个孩子会把你从痛苦中解放出来？

虽然如此———十代以后的第三代人。”②

我们知道，这个十代以后的第三代人，在赫西俄德的记载③中，就

是人间女子阿尔克墨涅所生的赫勒克勒斯。大力士赫勒克勒斯象征着

普罗米修斯所预言到的来自凡人的力量，而就人在神面前的地位来说，

这也是来自无产阶级的力量。

我们之所以这样来考虑人在神面前的地位，是因为人乃是一般的

无权者，这与无产阶级的地位完全相当。这一点也是我们可以在埃斯

库罗斯那里追寻到的东西，普罗米修斯对合唱队说道，宙斯“一坐上他

父亲的宝座，他就立即将若干的特权分配给诸神，并且也将适当的权力

分配给他们。但是，对于不幸的人类他却毫不在意，反而想要毁灭这整

个的族类并创造出另一个、一个新的族类来代替它。”④也就是说，宙斯

并没有将任何的权力给予人类，甚至也不想将存在的权力留给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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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结果，人处于一种一般的无权之中。而马克思也正是这样来描述

无产阶级的，即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一般的

不公正”①，这里的不公正也就是无权。这个时候，普罗米修斯继续说

道，“除了我没有别人胆敢站起来反对这个意图———只有我有这勇气；

我拯救了人类，使得他们没有完全枯萎，没有堕入哈德斯的府第。”②而

他这么做的结果就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被锁在高加索山的崖石上

受折磨。这同样也是一种一般的无权，而不是特殊的无权，不是就宙斯

分配给诸神以适当权力所言的无权。在这个意义上，他与他所爱的人

类站在了一起。由此，他这个反叛者的形象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刻画。

二、“我坐在这里造人”③

事实上，宙斯在诸神中分配权力这件事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可

以说，也许就在不经意间，埃斯库罗斯向我们透露了事情的关键，这就

是制度的建立。宙斯，这位“新坐上他的全能宝座”④的统治者，与以前

的统治者乌拉诺斯和克洛诺斯不同，他不再采取幽禁在地下和吞食到

腹中的方法，而是以一种分权的方式使得神的世界在制度上建立并巩

固起来，同时得到建立和巩固的是他的统治。在他的统治中，只有专断

而没有自由，就像合唱队所唱的，“宙斯靠着新的律法专横地行使统

治”⑤，以及威力神所说的，“除了宙斯之外再没有谁还是自由的”⑥。

但是，无论如何，宙斯已经使自己成为了一个最为强大和最难推翻的统

３４１

普罗米修斯的四重身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 ２ 版，第 ２１３ 页。
Ａｅｓｃｈｙｌｕｓ，Ｓｕｐｐｌａｎｔ Ｍａｉｄｅｎｓ·Ｐｅｒｓｉａｎｓ·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Ｓｅｖｅ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ｂｅｓ，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 ２３７．
Ｇｏｅｔｈｅｓ Ｗｅｒｋｅ：Ｂａｎｄ Ｉ Ｇｅｄｉｃｈｔｅ ｕｎｄ Ｅｐｅｎ Ｉ，Ｍüｎｃｈｅｎ：Ｖｅｒｌａｇ Ｃ． Ｈ． Ｂｅｃｋ，１９９８，
Ｓ． ４６．
Ａｅｓｃｈｙｌｕｓ，Ｓｕｐｐｌａｎｔ Ｍａｉｄｅｎｓ·Ｐｅｒｓｉａｎｓ·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Ｓｅｖｅ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ｂｅｓ，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 ２５１．
Ｉｂｉｄ．，ｐ． ２２９．
Ｉｂｉｄ．，ｐ． ２１９．



治者，因为反叛者面对的不是一个神，也不是几个神，而是全部神的制

度，是整个神的世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反叛宙斯的统治就只能

是，以另外一个世界来反对这个世界，或者说，以另外一个族类来反对

神的族类。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可以来解读普罗米修斯造人的神话了，即

他以人这个族类来反对神的族类，来反对宙斯的统治。尽管赫西俄德

并没有提及普罗米修斯造人的事情，但这个神话在别的讲述中得到了

或简或繁的展开，以至于已经成为了一种后来普遍援用的思想资源。

在这方面，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稍晚于赫西俄德的萨福，这位女抒情诗

人谈到，“普罗米修斯在造出了人之后，据说他盗火并把它泄露给

人。”①不过，就我们这里的讨论而言，或者说，就埃斯库罗斯的主旨而

言，我们更愿意从歌德开始，因为正如尼采所说的，“思想者埃斯库罗

斯在这里有某些东西要告诉我们，但作为诗人的他却只让我们通过他

的比喻性的形象来猜度，这些东西由青年歌德在他的普罗米修斯的大

胆言词向我们揭示出来了：……”②随即，尼采援引歌德的几行诗来道

出这个揭示。

这几行诗出自 ２５ 岁的青年歌德所写的《普罗米修斯》，它们是这

样的：

“我坐在这里造人

按照我的形象，

一个同我一样的族类，

去受苦，去哭泣，

去享受，去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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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对你不敬，

就像我一样！”①

这里的不敬是对宙斯的不敬，是对神族的不敬。之所以不敬是因

为，人，作为一般的无权者，已经不再会失去什么，因而也不再会担心什

么；他的痛苦和他的快乐一样都归属于他，不会因为神族而增加，也不

会因为神族而减少。

当对神的不敬产生的时候，对神的反叛就开始了，因为神的权力以

及权力制度是建立在受敬的基础上的，即建立在受献祭和受祈祷的基

础上的。一旦失去这个基础，神就不仅将不成其为神，而且将沦为可怜

虫。对此，歌德在诗中写道：

“我不知道太阳底下还有什么

比你们这些神祇更加可怜的了！

你们寒酸地

靠着牺牲的献祭

以及祈祷的气息

来喂养你们的威严，

要是没有小孩和乞丐，

这些满怀希望的傻子，

你们就得忍饥挨饿。”②

在这里，如果我们结合前面马克思在援引“总而言之，我痛恨所有

的神”时所谈到的人的自我意识，那么就会发现，这里所说的小孩和乞

丐乃是完全虚假的自我意识的表现，或者说，乃是没有自身的自我意识

的表现。这是因为，小孩指向还没有获得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而乞丐

指向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普罗米修斯

造人就是产生这样一种自我意识，亦即获得自身或者回到自身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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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就此而言，对于普罗米修斯来说，创造人就是反叛神；进一

步地，创造不敬神的人的族类，就意味着毁灭神的族类。这一点在刚刚

提及的尼采关于普罗米修斯的那处评论中也有所指出，他说，“这个狄

坦艺术家产生了一个反抗的信念，即他能够创造人并且至少能够毁灭

奥林匹斯的诸神。”①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创造与毁灭的回转。

由于这个回转，我们不禁要重新考虑，究竟是谁创造了谁，谁又毁

灭了谁？普罗米修斯是一个神，他创造人来毁灭神，就此而言，这是一

种自我毁灭，确切地说，一种由人而来的神的自我毁灭。他愿意为着这

种自我毁灭，正如他愿意为着他为人所做的一切，而被锁在高加索山的

崖石上受折磨。但是，如果说神只是存在于还没有获得自身以及已经

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之中，或者说只是他们献祭和祈祷的对

象，那么就可以说，神正是由这种没有自身的自我意识所创造出来的，

正是由这些献祭和祈祷的人所创造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毁灭他们

就意味着毁灭神。这样一来，事情就变成了人的自我毁灭，确切地说，

是由神而来的人的自我毁灭。但这种毁灭不意味着别的，而仅仅意味

着毁灭那种没有自身的自我意识，并使其藉着某种创造的力量获得或

回到自身，这不言而喻地也就是普罗米修斯意义上的创造人。

在马克思的反宗教的批判中，这个回转也得到了讨论。他是这样

说道，“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

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

和自我感觉。”②尽管马克思这里所谈的是宗教而不是神，但是宗教无

非进一步地突出了神的制度，以及那一般无权的人对这个制度的依赖。

对于马克思的这个论断，特别是其中所说的“还没有获得自身”以及

“已经再度丧失自身”，我们不难看出它同歌德的上述诗句之间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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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显著的内在关联。不过，更为妥当的说法是，这种关联不是两个思

想家之间的，而是思想本身之中的，因为更多的思想家由于他们的贡献

而进入了或者说构成了这个关联，至少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很容易发现

得到马克思直接阅读的费尔巴哈。

这也就提醒我们，马克思的反宗教的批判，更多地不是指向天上的

神，而是指向地上的神，即宗教的世俗基础。这项工作，如马克思所承

认的，已经被费尔巴哈完成了，但马克思同时告诉我们，主要的事情还

有待开始。马克思是这样说的，“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

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

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

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

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

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且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①如果是这样

的话，那么可以说，那要加以反叛以及毁灭的东西并不在所谓天国，而

就在世俗社会，或者说，世俗社会中正存在着如天国般神圣的制度和

秩序。

由此我们再来看普罗米修斯的造人神话，就会发现，普罗米修斯所

造的人不是要毁灭奥林匹斯的神的制度，而是要毁灭世俗社会的人的

秩序。换句话说，由于普罗米修斯的反叛和抗争，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

已经结束，就像马克思对当时德国的判断。但是，奥林匹斯山，作为神

圣的制度和秩序的象征，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获得了它的现实形式，或

者说，却以一种现实的方式化身为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化身，当然不是

以神的方式，普罗米修斯使得这种方式成为了不可能。它必须以人的

方式，这个人就是潘多拉。而在这个化身的过程中，火是一个重要的线

索。随着火成为了人间的东西，一切都成为了人间的东西。因此，正如

马克思所说，主要的事情必须从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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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手。

三、盗　 火　 者

据《工作与时日》中的叙述，火与生活手段密切相关。然而，值得

注意的是，生活手段是以这样的特征出现在诗人笔下的，即，它被诸神

背着人藏了起来，这个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比其他描写更为重要。赫西

俄德写道，“诸神将生活手段背着人藏了起来。否则，你轻易地工作一

天所获得的贮备，可以使得你一整年不再需要工作；你很快就可以收拾

你的船舵置于烟上，牛和壮骡耕过的田地也很快就会荒废。但是，心中

愤怒的宙斯藏起了它，因为狡猾的普罗米修斯欺骗了他；因此他计划以

悲哀和祸害来对付人。他藏起了火；但是伊阿佩托斯的高贵儿子又以

一根空茴香秆为人从英明的宙斯那里盗取了火，以至于以雷电为乐的

宙斯竟然没有看到。”①不难发现，那被描写为使工作变得如此轻易的

生活手段，在盗火事件发生之前从来都不是归属于人的。我们不知道，

诸神为何将火背着人藏了起来，也许那是制度建立之前的混乱。而宙

斯藏起火的原因是清楚的，即，“普罗米修斯欺骗了他”。对此，赫西俄

德在《神谱》中做了详细的说明。不过，这个原因，在我们看来，从根本

上而言与宙斯计划建立起他的制度有关。

下面，我们就从这个欺骗开始分析。赫西俄德记录道，“那时，诸

神与终将赴死的人在墨科涅发生了争执，普罗米修斯出来切碎了一头

大牛，分份放在他们面前，试图欺蒙宙斯的智力。在其余者面前，他把

肉和带着脂肪的厚厚内脏放在牛皮上，并在它们上面覆盖以牛的瘤胃；

但是在宙斯面前，他摆上以巧技装扮起来的白骨，那上面覆盖着富有光

泽的脂肪。……‘永生之神中最荣耀、最伟大的宙斯，请依你的心愿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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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其中的任何一份。’……宙斯双手拿起白白的脂肪，看到了巧妙打扮

的白色牛骨，此时他心生恼意并勃然大怒：由此，地上的人族便在芬芳

的圣坛上焚烧白骨献祭不死的诸神。”①在这里，诗人没有谈争执的起

因，但是，从争执的解决途径来看，即从分份来看，它显然与分配方式有

关。也就是说，墨科涅的争执从根本上来说是关于分配方式的争执。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次争执将直接决定分配方式的制度化，或者说，

分配制度的建立，这在引文的最后得到了道明。

从表面上来看，普罗米修斯的分份是要为人争取好处，以便使这个

即将确立的制度对人有利；与此相应得到写照的是宙斯的贪婪，或者

说，一种与资产阶级本性相仿佛的榨取。不过，这里更为根本的事情毋

宁是，普罗米修斯洞察了宙斯的真实意图，即毁灭人族，至少是祸害人

族。事实上，根据赫西俄德的讲述，智慧永远的宙斯之所以没有看穿普

罗米修斯的计谋，正是因为他当时满心盘算的都是要实施对人的祸害。

赫西俄德写道，“但是，智慧永远的宙斯，看了看却没有察觉诡计，他在

他的心中还想着将要实施的对终将赴死的人的祸害。”②如果是这样的

话，那么所谓分配制度的建立就仅仅只是一个借口或者说欺骗，因为它

公平与否丝毫不会影响宙斯所要实施的对人的祸害。由此，我们说，普

罗米修斯的分份实际上乃是要彻底揭露分配制度实质上的虚假性。这

种虚假性就是，单单分配上的增加并不会使人受益，这在资本主义社会

就是，工人报酬的增加并不会使工人受益，正如《资本论》中所说的，

“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

化。”③作为预先之思④的普罗米修斯显然知道他的分份会造成什么结

果，也知道宙斯心中所盘算的东西，他只是以这种方式使问题得到进一

９４１

普罗米修斯的四重身份

①

②
③
④

Ｈｅｓｉｏｄ，Ｈｏｍｅｒｉｃ Ｈｙｍｎｓ· Ｅｐｉｃ Ｃｙｃｌｅ·Ｈｏｍｅｒｉｃ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 １１９．
Ｉｂｉ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４ 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 ２ 版，第 ７４３ 页。
从构词的角度来说，普罗米修斯（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意思是预先之思（ｆｏｒｅｔｈｏｕｇｈｔ）。



步的爆发，因为问题的爆发与问题的解决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随着问题的进一步爆发，我们看到，本来就想要实施对人的祸害的

宙斯，以此为理由和借口藏起了生活手段，藏起了火；而普罗米修斯，为

了拯救人族，盗取了火。这当然是宙斯所无法接受的，因为从雷电之神

宙斯那里将火盗出并交付于人这个事件，不仅意味着人族拥有了火，而

且意味着人可以自由地支配火，即无须再乞怜于来自上天的施舍，同

时，也无须再屈服于来自上天的恩威。这一点在尼采评论普罗米修斯

时也有所道出，他说，“……人自由地支配火，而无须接受上天的赠予，

比如燃烧的闪电或者炙热的太阳……”①既然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宙

斯就要将新的祸事降给人族，不仅为着平息心头的怒火，也为着他本来

就有的计划。赫西俄德这样写道，“在天空打雷的宙斯看到人中间有

了远远可见的火光，精神便受到了刺激，心中便生出了怒意。他立刻就

给人制造了一个祸事，以作为火的代价。”②这个祸事就是照着宙斯的

吩咐所造出的一个女人，宙斯“称这个女人为潘多拉，因为奥林匹斯山

上的所有居住者都送给她一个礼物，即一个灾难，对于以五谷为食的人

的灾难。”③这些作为礼物的灾难被放进潘多拉的罐子，而潘多拉则作

为礼物被送给了普罗米修斯的兄弟厄庇米修斯。

但是，在把这个作为女人的潘多拉送到人间去之前，宙斯必须先解

决一再与他对抗的普罗米修斯。于是，就如我们所熟知的，“他用无法

摆脱的绳索和冷酷无情的锁链锁住机智的普罗米修斯，并用一根长矛

穿透他的胸膛，再派一只翅膀长长的鹰不断地啄食他那不死的肝脏；可

是那肝脏在夜晚就重新长得和长翅鹰整个白天所啄食的一模一样。”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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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决当然旨在惩罚反叛者，但与此同时，也是旨在扫除阻碍者，因

为只要普罗米修斯在，宙斯的计划就总是有阻碍，这一点宙斯很清楚。

普罗米修斯的兄弟厄庇米修斯不会形成障碍，因为他作为迟后之思①

是不会明白也不会接受预先之思的吩咐的。这就是赫西俄德所描写

的，“厄庇米修斯没有思量普罗米修斯对他说过的话，吩咐他永远不要

接受奥林匹斯山的宙斯的礼物，而是要还回去，以防它可能原来是对人

有害的东西。”②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就是，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厄庇米修斯接受了潘多拉，而潘多

拉打开了盖子，于是，除掉一个灾难之外其余的灾难都飞散到了人间，

这个没飞出去的灾难就是希望，因为潘多拉把盖子盖好了。不过，在这

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即决定灾难飞出去的其实不是潘多拉而是

宙斯，因为“……罐子的盖子阻止了她，按照聚云持盾的宙斯的意

志。”③也就是说，盖子体现的不是潘多拉的而是宙斯的意志。事实上，

潘多拉本身就完全是宙斯的意志的体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问题

的关键还是在宙斯，因为尽管这个宙斯，由于普罗米修斯的反叛和抗

争，已经失去了神对人的力量，但是他转而化身为人对人的力量，这个

力量同样强大，如果不是说更为强大的话。

由此，宙斯为什么要制造出一个作为人的潘多拉也就得到了解释，

因为他必须藉着潘多拉这个人，或者说，藉着这种人的方式，到人间去

并在人间确立起制度和秩序。事实上，这一点在我们前面谈到奥林匹

斯山化身为资本主义社会时已经有所触及了。接下来，如果我们进一

步地去考察潘多拉的特征，那么事情就会变得更加明白。这是因为，潘

多拉的特征正是宙斯的特征的世俗基础。对于潘多拉的特征，赫西俄

德是这么描写的，宙斯“命令海尔梅斯，这位引路神和阿尔戈斯的宰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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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她身上安排下无耻的心灵和欺骗的本性……按照轰鸣打雷之神

宙斯的意志，这位引路神和阿尔戈斯的宰杀者，在她的心中策划谎言、

诡诈的辞令和欺骗的本性，此外，这位诸神的信使还在她心中布置了长

篇大论。”①这些特征，即无耻和欺骗，谎言和诡辩，正刻画了资产阶级

在榨取利润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本性，换句话说，它们通过一种内在

的方式建立起了世俗社会的制度和秩序。然而，这些特征意味着什么

呢？只可能是分裂和矛盾，就像欺骗和谎言之中充满着分裂和矛盾

那样。

不过，我们不能把潘多拉的特征和她的礼物分开来。如果说前者

是制度和秩序的建立的话，那么后者就是它们的巩固，以灾难这种最为

沉重的负担来巩固。我们看到，由于这些礼物，“……无数的灾难在人

间漫游；地上充满灾祸，海上也充满灾祸。”②也就是说，尽管人不再把

自己交付给天国，从而消除了来自天国的负担，但他们并未因此而摆脱

负担，因为来自天国的负担已经化身为来自人间的负担，即在人间漫游

的灾难。没有飞出潘多拉罐子的那个灾难，即希望，也暗示了这一点。

这个灾难之所以没有飞出去，我们知道，是出于宙斯的意志。那么，宙

斯为什么没有让希望飞出去呢？如果我们还记得前面所援引的歌德的

诗句，特别是“满怀希望的傻子”这个嘲讽的表述，那么我们就知道，希

望这个灾难意味着：在神祇的面前，即在对神祇的献祭和祈祷中，人还

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但是，这个灾难现在已经没有意

义了，因为人不再在神祇的权威面前，而是在人间的灾难面前。恐怕正

是由于这个原因，宙斯没有让希望飞散到人间。现在，所有的灾难以及

负担都以世俗的方式存在于人间，成为人间的制度和秩序，正如我们在

资本主义社会所看到的。

人类所承受的这种灾难和负担，在被锁住的普罗米修斯身上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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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集中体现。就此而言，普罗米修斯就是苦难的人类的写照。那么，普

罗米修斯，或者说人类，何时才能从苦难中得到解放？对于普罗米修斯

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作为预先之思，已经预先看到了将来。

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说道，“一切将来的事情我都预先充分

地知道，没有任何痛苦会未被预见地降临到我身上。”①也就是说，他预

见到了他的痛苦如何以及为何到来，也预见到了他的痛苦如何以及为

何离去。这不仅是他的将来，而且也是宙斯的将来，或者说，奥林匹斯

山的将来，他早已预先知道了秘密。

四、预　 见　 者

对于普罗米修斯预先知道的东西，宙斯并无洞察，但那却是他的秘

密，他的将来。可以说，这正是普罗米修斯之所以只是受折磨而并不被

毁灭的基本原因———否则的话，他也许早就像他的弟兄墨诺提俄斯那

样，遭到宙斯的雷劈并被打到厄瑞玻斯那里了②。在埃斯库罗斯的笔

下，海尔梅斯的最后到来，就是要再次向普罗米修斯逼问这个秘密，

“父亲吩咐你说出你所吹嘘的那个会使他丧失权力的婚姻———好好

说，不要用什么猜谜的方式，而要照着实情准确详述……”③而就宙斯

乃是奥林匹斯山的制度确立者而言，他的秘密也就是奥林匹斯山的秘

密。埃斯库罗斯的这出悲剧以普罗米修斯的遭受苦难开始，而以这个

秘密的并未道破结束，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

如果说普罗米修斯的苦难最终归结到他所预见并坚守的秘密，那

么他的造人者与盗火者的身份就是在这一点上得到统一的。而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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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即这个秘密，就其乃是宙斯或者说奥林匹斯山的被推翻而言，也正

与普罗米修斯“我痛恨所有的神”的表白相一致。接下来的问题是，普

罗米修斯是何种意义上的预见者，以及，他的预见透露了何种意义。这

些问题恐怕仍然要回到火，这个被藏起而又被盗取的东西。根据赫拉

克利特的想法，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火的转化，他不止一次地向我们描述

了火的转化①以及这个转化所必须遵循的逻各斯。这就意味着，一方

面，火总是要成为不是自己的东西，并且正是因为这样它才是自己，即

才是火；另一方面，它成为不是自己与成为是自己，都完全是由着逻各

斯而发生的。这个逻各斯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是火的燃烧与熄灭的尺

度②；而在埃斯库罗斯那里，也许就是无法抵抗的定数。正是因为存在

着宙斯都无法逃脱的定数，普罗米修斯才得以可能成为一名预见者。

因此，乍看起来，事情似乎是这样的：普罗米修斯盗取了火，并且，

藉着与火的这种关系，即一种引领而出以及伴随到来的关系，他的预先

之思使他洞悉了火的尺度，即逻各斯或者说定数，惟其如此，他可以有

所预见。但是，更为根本的事情毋宁是：火，从其本性来说，乃是藏起的

反对，因为藏起乃是转化的阻碍；因此，它以普罗米修斯对于自身的盗

取来回复自身的转化，即回到生成一切的勾连运转之中。如果是这样

的话，那么预见不是从普罗米修斯来看待火，而是从火来看待普罗米修

斯。也就是说，普罗米修斯无非是听从了火的本性，而宙斯正好相反：

在宙斯那里，火就是火，因此火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可以藏起之物；而在

普罗米修斯那里，火就是一切，因此火对于他来说不是一种可以藏起之

物。普罗米修斯的智慧和预见正是在这里，这种智慧也是赫拉克利特

道出的东西，“如果你不听从我，而听从逻各斯，承认一切是一，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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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赫拉克利特所说的火的转化，我们可以参看第尔斯编的《前苏格拉底残

篇》中赫拉克利特残篇的第 ３１ 条、第 ７６ 条和第 ９０ 条（Ｄｉ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 ｄｅｒ Ｖｏｒ
ｓｏｋｒａｔｉｋｅｒ：Ｅｒｓｔｅｒ Ｂａｎｄ，ｖｏｎ Ｈｅｒｍａｎｎ Ｄｉｅｌｓ，Ｂｅｒｌｉｎ：Ｗｅｉｄｍａｎｎｓｃｈｅ Ｂｕｃｈｈａｎｄｌｕｎｇ，
１９０６，Ｓ． ６７，Ｓ． ７３，Ｓ．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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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①

不过，在上面的两种考察中，普罗米修斯的预见所透露的意义还没

有得到揭示。这个意义，对于普罗米修斯本人而言显然就是苦难，确切

地说，是预先看到苦难。换言之，他对于自己的苦难有着完全的了解。

由是之故，他对于苦难的承受变得不同了，尤其是不同于他的兄弟阿特

拉斯。我们知道，阿特拉斯也出现在了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援引之

中，“这个阿特拉斯

‘站在遥远的西方，

用双肩支撑着天和地的柱石’

（埃斯库罗斯《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第 ３４８ 行及以下各行）

……伊壁鸠鲁则责备那些认为人需要天的人；并且他认为支撑着天的

那个阿特拉斯本身就是人的愚昧和迷信造成的。愚昧和迷信也就是狄

坦神族。”②在这里，阿特拉斯虽然也像普罗米修斯一样，非常强大并且

承受苦难，但是他并不了解自己的强大，正如他并不了解自己的苦难。

在这个意义上，即在缺乏普罗米修斯的智慧和预见的意义上，阿特拉斯

是愚昧和迷信的。进一步地，普罗米修斯不仅预先看到苦难，而且更为

重要的是，他自愿接受苦难、无畏承受苦难。也就是说，尽管预见是以

苦难为代价的，但自愿与无畏同样意义重大。惟其如此，普罗米修斯会

对合唱队说，“以我自己的意志，是的，我以我自己的意志犯下罪行。”③

以及，会对天空、微风、河水、海波、大地、太阳说，“既然知道定数的力

量不可抵挡，那么我当尽量轻松地承受我所分配到的厄运。”④这恐怕

是宙斯所无法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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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普罗米修斯的苦难以及他的自愿和无畏，正对

照出了宙斯的王权以及他的焦虑和恐惧。这同样也是普罗米修斯的预

见所透露的意义。在这种对照中，我们发现了对于定数的两种态度和

关系。一种是技艺，另一种是统治。它们在普罗米修斯与合唱队的对

话中得到了呈现，

“……人类所拥有的每一种技艺都来自普罗米修斯。

不要过分地使人类受益而全不在意你自己的痛苦；因为我有

着良好的愿望，即，你一定会从这些锁链中解放出来，并且拥有不

亚于宙斯的力量。

令人满意的命运并未注定这一点会如此地发生。唯有受尽无

限的痛苦和折磨，我才可以摆脱我的锁链。技艺远不如定数有力。

那么谁是定数的舵手？

命运三女神和永不宽恕的复仇女神。

难道宙斯不如她们有力吗？

是的，因为他至少不能够逃脱命定的事情。

为什么，除了永恒的统治之外，宙斯还命定了什么呢？

这个你还不应该了解；请别再问了。

你一定隐藏着什么重大的秘密。

你想想别的话题吧，因为绝没有到讨论它的时刻。它必须冒

着一切风险被保守；因为正是靠着保守它，我才会摆脱我身上那不

名誉的锁链和暴行。”①

技艺存在于普罗米修斯以及他所教的人类那里，但是，技艺非但不

构成定数的反面，反倒是定数实现自身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技艺的

拥有者一方面施展他们的技艺，另一方面实现他们的定数。这是同一

件事情，同一个过程。而且，对于技艺的拥有者而言，没有什么东西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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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于这件事情或这个过程之上，也就是说，定数并不是外在于这件事情

或这个过程的东西。所以，他们不仅承受苦难，而且如普罗米修斯所

说，受尽苦难。这正是普罗米修斯的智慧，即，不把预见当作超越的和

外在的东西。惟其如此，他是一个秘密的保守者。而随着受尽苦难与

保守秘密而到来的乃是，如合唱队所说的，从这些锁链中解放出来并拥

有不亚于宙斯的力量。藉着这个回转，我们解读出了“技艺远不如定

数有力”这个判断的某种哲学意味。事实上，当海德格尔说“普罗米修

斯乃是第一个哲学家”时，也正是从这个判断出发的①。

而宙斯，恰恰相反，把定数当作超越的和外在的东西，因此他会派

海尔梅斯来逼问秘密，仿佛它可以以这种方式来被对待。这种方式显

然与统治有关，因为统治总是设定了被统治者，并且总是将被统治者设

定为与自身隔绝的对象。但是，普罗米修斯早就暗示，它并不是这样的

对象，它毋宁说是从内在出发的，或者说，回到自身的。也就是说，宙斯

命定的事情，即失去他的王权，是从他出发的，回到他自己的。对此，普

罗米修斯在和伊娥的对话中谈到，

“你可以使自己确信，这些事情就是如此。

他将被谁剥夺他的统治王权呢？

被他自己以及他自己的愚蠢企图。

以什么方式？噢，请告诉我，如果无妨告诉的话。

他将有一个婚姻，这个婚姻终有一天会使他后悔。

……

他会被他的王后废黜吗？

是的，因为她会生一个儿子，儿子比乃父更为强大。

他没有办法避免这个厄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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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绝没有———除非是我，从锁链中解放出来。”①

普罗米修斯没有说出宙斯的愚蠢企图是什么，但是宙斯的所作所

为显然正是出于他的企图。他的企图以及他的作为，不是别的而正是

他自己。这个自己所造成的东西又回到自己，并实施对自己的王权的

剥夺。如果结合这里所说的婚姻，那么可以说，婚姻所产生的儿子正是

由自己造成的，但这个由自己造成的东西又异于自己。恐怕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即在异己的意义上，儿子变得比父亲更为强大。进一步地，

这个更为强大并不是泛泛地指力量的增加，而仅仅是指以更为强大来

进行剥夺和废黜。而这一情形恰恰刻画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

系，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资产阶级“首先

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

不可避免的。”②当然，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来说，普罗米修

斯的神话很大程度上只是起着隐喻的作用，因为前者要更为复杂。不

过，即便如此，我们也不难看出，从锁链中解放出来的普罗米修斯，不仅

意味着宙斯的厄运的避免，而且更意味着宙斯本身的避免，即他的灭

亡，因为，正如前面所说，普罗米修斯那个时候拥有者不亚于宙斯的

力量。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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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公共哲学研究现状及展望

葛 红 梅

　 　 摘要：我国的公共哲学研究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相关理

论成果突出体现为四个方面：国外公共哲学研究的引介分析、公共哲学

总体规定性的理论探讨、部门（领域）哲学视角的公共哲学研究以及公

共哲学研究方法论等探索。回顾和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可以了解国内

公共哲学研究的基本脉络，并为更好地把握未来研究动向奠定基础。

关键词：公共哲学　 公共性　 公共理性

１９５５ 年，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Ｗａｌｔｅｒ

Ｌｉｐｐｍａｎ）出版了一部名为《公共哲学》（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的著作，

呼吁通过树立人们的公共精神来重建自由民主的秩序，由此正式确立

了“公共哲学”（Ｐｕｂｌｉｃ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这个概念。我国的公共哲学研究兴

起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１９９５ 年三联书店出版王焱等人主编的

《公共论丛》书系，揭开了国内公共哲学研究序幕。１９９８ 年万俊人发表

《公共哲学的空间》，应可视作国内学术界首篇公共哲学研究专业论

文。２００２ 年中国台湾的《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创刊，２００８ 年吉林出

版集团出版应奇等人主编的“公共哲学与政治思想”系列丛书，２００９ 年

人民出版社出版《公共哲学》译丛 １０ 卷本，均有力地推动了公共哲学

研究在国内的深入拓展。近二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公共哲学的研

究和探讨多以论文形式出现，专著主要有江涛的《公共哲学》和袁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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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的公共理性研究———当代“公共哲学”的理论

视角》。相关研究成果归纳起来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对国外公共哲

学研究情况的引介分析；对公共哲学总体规定性的理论探讨；从部门

（领域）哲学视角展开的公共哲学研究以及关于公共哲学研究方法等

的探讨。这些研究成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也

有某种抽象化、片面化的缺陷。本文拟就此作一梳理，以期对国内公共

哲学研究的基本脉络有一个基本了解，并为更好地把握未来研究动向

奠定必要的基础。

一　 国外公共哲学研究引介和分析

对国外公共哲学研究的引介与分析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

是欧美公共哲学，一方面是日本的公共哲学。欧美是公共哲学的发源

地，但他们一直处在多学科、多派别、多元文化的论战之中，一些理论问

题由于复杂的社会文化与后现代思想的影响很难达成“重叠共识”，不

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中透视和发掘出公共哲学的真正精神内涵。①

（一）针对欧美公共哲学研究的引介分析。李普曼以后，欧美公共

哲学研究并未发展成大规模学术潮流，其所涵盖的理论问题以政治学、

伦理学、社会学等形式，在哲学界与思想界展开深入研究和讨论。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萨利文（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贝拉（Ｒｏｂｅｒｔ Ｂｅｌｌａｈ）等人再次

提出构建公共哲学的问题。９０ 年代以来，桑德尔（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 Ｓａｎｄｅｌ）成

为宣扬公共哲学概念、提倡公共哲学要旨的代表人物。所以，欧美公共

哲学研究经历了一个缘起、分化与再整合的过程，这可以视为公共哲学

的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成长过程，而不是它的衰落与止步。

李普曼的学说可以说是公共哲学的“原教旨”。江宜桦对他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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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哲学学说归纳出五个要点：李普曼所谓的公共哲学，基本上等同于西

方的自然法主义；公共哲学的主要作用在于提供是非对错的判准，用以

对抗专制主义及暴民政治；公共哲学确立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益的

原则，鼓励人们以实现公共福祉为志；公共哲学并非玄思冥想的观念，

而是具有改变人类现状的实践潜能；社会现状的改变，有赖于少数真正

了解公共哲学精义并能贯彻始终的精英出面领导大众。①

其实，所谓的“原教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公共哲学在其产

生的那一天就是对现代性状况的应对和校正。近代以来个人主义的泛

滥在一定意义上威胁到了原子个人原则本身，而资本对科学和技术的

驱使，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原子个人有一种彻

底被孤立和隔离以至于最终被悬空、被解构的危险。公共哲学意欲重

建个人存在的基础和环境，使原子个人的存在能够得到保障。所以，公

共哲学的建构绝对不是要解构个体哲学，不是对个人主义的全面反对，

相反，它是个人主义得以康健延续的需要。

就此国内学者任剑涛阐述了欧美公共哲学建构者建构的缘起：一

是对当下道德与社会状况忧心如焚。如李普曼以西方国家的衰落为论

述公共哲学复兴的前提，贝拉等人对个人主义导致的公众普遍拒斥公

共生活无比担忧，桑德尔指责公共领域悬置宗教与道德论证的做法侵

蚀了自治的道德与公民资源。二是试图开发古典公共生活方式的现代

价值。如李普曼呼吁回到古希腊罗马寻找公共哲学的智慧，贝拉等人

设问古老的公民传统与共和传统对于诊治个人主义偏执的意义，桑德

尔主张复兴鼓励参与的共和主义传统。三是将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公

共哲学视为导致社会政治问题的原因。②

至于欧美公共哲学已经达到的研究领域和范围，周菲在《当代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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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江宜桦：《儒家思想与东亚公共哲学———以“和而不同”意旨之分析为例》，《华

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
任剑涛：《“公共”的政治哲学：理论导向与实践品格》，《哲学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７ 期。



美公共哲学研究述评》中作了简要的梳理，她指出在阿伦特、罗尔斯、

诺齐克、罗蒂、麦金太尔、桑德尔、哈贝马斯、奥克肖特、查尔斯·泰勒、

德沃金等哲学家的影响下，欧美学术界主要对公共领域、公共性、公共

理性、公共生活伦理等公共哲学涵盖的理论问题展开了比较深入的研

究。而刘明则认为，对于启蒙以来自由主义的现代性所带来的种种问

题，当代西方公共哲学给出了不同的应对方案，其中较为主流的方案可

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以一种解构的方式提出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如福柯

等人；以一种重构或修正的方式解决现代性问题，如哈贝马斯和罗尔斯

等人；以社群主义为代表的既不是重构式也不是解构式、毋宁说是带有

强烈批判色彩的“复古”方式。无论哪一种方案，都立基于上千年的基

督教教义所培育出的平等主义政治社会观念、持续两百多年的民主政

治体制和现代法律传统、国家与社会的明显界分与私人领域的明晰化、

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和个体性与多元性突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形成

的知识传统等西方公共政治文化背景。因此，西方公共哲学不可能为

“后兴国家”提供一种“拿来式”方案。①

（二）针对日本公共哲学研究的引介分析。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日本

学术界掀起一场堪称前沿性学术探索的公共哲学运动。１９９７ 年在京

都成立了“公共哲学研究会”（后改名“公共哲学京都论坛”），１９９８ 年 ４

月召开了第一次研讨会，至今已举办近百次论坛活动并出版“公共哲

学系列”丛书 ２０ 卷。２００９ 年 ６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公共哲学》译丛，

“公共哲学系列”丛书第 １ 期的 １０ 卷本得以与国内读者见面。在此前

后，国内有关学者陆续发表文章作出评介。卞崇道、林美茂在《公共哲

学，作为一种崭新学问的视野》等文中提出，促成日本这场学术运动的

原因在于全球化时代影响，导致新时代的“公共性”问题成了迫在眉睫

的现实问题，日本学者敏感地作出了反应。公共哲学研究在日本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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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明：《“后兴国家”的公共哲学———对传统的解构，抑或重构？》，《文教资料》

２００８ 年第 ７ 期。



体现三个特点：著名学者的跨学科对话、暂定性学术目标预设以及通过

公共哲学构筑一门崭新学问的目标追求，尤其是采用了由各个领域的

一名重要学者提出论题，让其他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参与讨论互动，使

相关问题进一步往纵向与横向拓展的方式，克服了传统的学术仅仅建

立在学者个人单独论述、发言的独白性局限，体现了公共哲学应有的对

话性探索追求。但日本学者过于强调“公”是“私”的对立存在，缺少关

于包含着“私”之性质的“公”的认识，这种意识结构明显受到西方近代

以来个人与国家、与社会对立关系的把握方式的影响，在这种思考方式

下所展开的公共哲学研究，无法脱离西方理性主义之知的探索方法的

束缚。日本学术界的探索具有借鉴性、推动性和资料性作用，启示中国

学者充分运用自己的学识积累，参与全球化背景下公共性问题的探索，

展现作为知识分子面向社会公共存在时自觉的话语担当与社会职

责。① 李之美认为，日本的这场学术运动将公共哲学作为一种“公学”

来研究，以“天下之公道”阐释“天下之公学”，表现出了全面的开放性、

广泛的跨学科性以及高度的互动性等特点。日本的研究方式虽然存在

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不设定即无羁绊，这一态度对我国的学术研究具有

启发意义。② 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原因，我们应该积极引介日本公共

哲学理论体系：第一，应该说，日本公共哲学的建构比我们成熟和先进，

向先进学习是成长最快的路径；第二，日本也是借鉴欧美资源并形成了

自己的研究模式和研究方式，从方法论上看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第

三，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具有地缘和亲缘的联系，在一定的意义上，他

们的研究成果更容易被我们批判地吸收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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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卞崇道、林美茂：《公共哲学，作为一种崭新学问的视野》，《公共哲学》译丛总

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卞崇道：《日本的公共哲学研究述评》，《哲学动态》
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１ 期。林美茂：《公共哲学在日本的研究现状与基本视点》，《学习与
探索》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
李之美：《公道与公学：日本公共哲学研究的特点及启示》，《光明日报》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７ 日第 １０ 版。



二　 对公共哲学总体规定性的讨论

公共哲学对我们来说还是一门新的学问，同时也是一个新的问题。

我们对公共哲学的引介和分析大体还处于概念内涵、适用边界、时代特

征、语汇对接等方面的初级讨论阶段，基本上没有相应地形成自己的创

造性理解。什么是公共哲学的总体规定性，理论界说法各异，但只是

对国外公共哲学的话语模式的不同模仿和解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

争论。

对于我们来说，公共哲学本身具有存在理由和可能性。万俊人认

为这个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如何确定其理论限度、言说或表达方式以

及建立一种公共哲学解释的方法。不能将公共哲学看做是囊括一切社

会问题和社会层面或方面的解释系统，其主题应确定为现代社会的公

共理性及其运用范围。他的主要观点是：公共哲学从传统的哲学形而

上学高度撤退到公共生活的经验层面，但并未放弃普遍性的理论追求，

而是自下而上地探求普遍性，这是建立现代公共哲学惟一可能的路

径。① 即万俊人认为公共哲学的总体规定性就是它的普遍性。但这种

普遍性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对此，任平把这种普遍性理解为一种多元主体的交往实践。他在

《新全球化时代与 ２１ 世纪公共哲学》一文中指出，公共哲学是对全球

多元主体差异化交往问题（即公共性问题）的解答，其本性是具有强烈

的主体际向度的全球哲学，是对交往、文化与公共性作出科学解答的哲

学。与旧全球化时代的启蒙哲学相比，新全球化时代的公共哲学具有

三大特征：一是确认多元主体存在及其之间的差异（国家、地区、种族

和文明的差异），区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在多元基础上寻求公共

性；二是强调多元主体间交往的整合；三是其主题是在多元差异主体间

４６１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万俊人：《公共哲学的空间》，《江海学刊》１９９８ 年第 ３ 期。



进行不断地对话与交往，力求取得共识、整合出合法性规范，从而成为

全球化的游戏交往规则。他认为，交往实践观体现了公共哲学的范式

和基本特征，是公共哲学的基本视界。① 卞崇道认为，公共哲学主张在

公的领域和私的领域之间构建一个自由对话的公共世界，旨在一方面

克服单一的追求形而上的规范性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也避免拘泥于粗

浅的经验性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共哲学将是一门崭新而有生机

的学问。其学问体系的构筑目标应该是打破东西方文明的优劣意识，

改变君临在他文明之上的欧洲中心主义所拥有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此形

成的学问体系的求知传统，为未来的人类提供一幅既面对“此岸”生存

又可获得“自由”的思维体系的蓝图。②

与把普遍性理解成交往实践相对，有学者认为公共哲学实质上是

一种具体的部门哲学，它只是一种哲学反思，普遍性更多的是一种方法

论的存在。比如江涛在《公共哲学》一书中就提出，公共哲学是一门部

门哲学，以公共生活及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公共生活领域中

的公共关系、公共管理、公共权力、公共政策、公共选择、公共行政等本

质、机制、规律等，其首要任务是对研究对象作出哲学分析。他阐述了

公共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以及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认为公

共哲学不同于公共领域的具体科学理论，而是针对公共领域的实践进

行的哲学反思，是对公共领域中的现实问题进行哲学辨析，是对公共领

域未来发展趋势的规律性的分析。其成果不是像公共领域中的具体科

学给人某一方面的知识，而是从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认识途径、认识方

法上进行提炼和概括。③

公共哲学的总体规定和普遍性遇到了后现代理论的挑战，这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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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平：《新全球化时代与 ２１ 世纪公共哲学》，《江海学刊》１９９９ 年第 ３ 期。
卞崇道：《日本的公共哲学研究述评》，《哲学动态》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１ 期。卞崇道、
林美茂：《公共哲学，作为一种崭新学问的视野》，《公共哲学》译丛总序，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江涛：《公共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它进一步拓宽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张铭从后现代角度出发，认为西方

社会政治制度的公共哲学面临如下挑战：一是公共哲学本身无法进入

公共事务领域；二是在科学进步和产业革命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出现

了与西方社会主流公共哲学相抗衡相竞争的公共哲学，“零和博弈”削

弱了自身发展；三是认识论方法领域中的突破性进展强化了认识、价

值、秩序、真理等的相对性特征，对公共哲学的基础造成巨大地震。他

指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哲学正是后现代所竭力反对的“宏大元叙述”

和“同一性”的代名词，所以后现代公共哲学是一场方法论的革命，对

公共生活秩序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论证有了范式上的变革，它把共同体

内部广泛存在的信念、愿望和情感之间互动所形成的关联网络作为

“阿基米德点”，从共同体和互动网络出发，从传统和面临的问题与挑

战出发，通过试错的方法尝试建立一系列原则。① 这样，公共哲学越来

越具有了存在论的特色。

这种存在论特色也许将成为公共哲学的发展趋向。袁祖社认

为，现代公共哲学是 ２１ 世纪的新哲学理念，一种有关社会组织与制

度共同体存续根基与合理性意蕴的新的理解与阐释系统。它着眼于

经济全球化场景与市场社会背景下多元文化与多极价值主体“共

在”的生存场景，以及现代社会不再存在一元论普遍公共价值意义

体，只有个体间交往共存的多元个性差异的价值意义群丛的现实，努

力践行一种以现代“社群”为本位的全新的生存文化与价值理念。

公共性是公共哲学的基本观念，现代公共哲学的主题主要有三个方

面：一是深度回应公共性问题，探寻人类公共生活的合理性根基；二

是透视新全球化时代人类精神文化的深层本质，澄明类群本位的文

化与价值“意义共识”生存理念。三是对新世纪人类文明秩序与存

在格局展开深刻而全面的理性反思，以期求得带有共识意味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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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铭：《公共哲学与后现代》，《江海学刊》１９９９ 年第 ３ 期。



理性”智慧。①

总之，我们对公共哲学总体规定性的研究还没有产生真正的争论，

因为争论源于信仰，公共哲学在它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如果不落实

为信仰就还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而纯理论上的分歧只是一种理论

游戏而已。

三　 部门（领域）哲学视角的公共哲学研究

公共哲学指向一种普遍的理论，同时又指向一种普遍的实践。但

实践都是特殊的，几乎找不到普遍的实践。公共哲学一定要化身于特

殊实践之中才能获得自己的实践品格。而与特殊实践相应的哲学就成

为一种部门哲学。所以，公共哲学虽然指向一种普遍的理论，可是，最

终它将与相应的特殊实践一起落实为一种部门哲学。相关研究举其要

者有社会—政治哲学、伦理学、技术哲学、行政管理学、教育学等：

１．社会哲学。王南湜认为，公共哲学的目标必然是现实生活中客

观可达到的目标，即如何保证正常态，争取良好态和避免不良态，而不

去考虑如何达于理想态。他将公共哲学也称为社会哲学，认为它的兴

起缘于市场经济的兴起，它的发展表明公域哲学已经引起了重视，但对

私域哲学的发展还缺乏足够的意识。新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趋势是一

体化的哲学分化为公域哲学（公共哲学）和私域哲学，以及与之相关的

人类学思维范式的兴起。在这种领域分离的条件下，把现实的东西还

给现实性，把理想的东西还给理想性，从人类生活自身出发来理解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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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袁祖社：《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的公共理性研究———当代“公共哲学”的理论视

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公共哲学”与当代中国的公共性社会
实践》，《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多元主体的异质共在与类群生活正
当性的公共哲学辨识———“新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化与公共生活真实》，《西

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全球化与市场社会“公共生
活”合理性的理性审视与价值吁求———现代“公共哲学”的理论背景、实践旨趣

及其含义识辨》，《哲学动态》２００４ 年第 ３ 期。



生活，如其所是地从现实性去理解政治生活，从理想性去理解精神

生活。①

张国清着力探讨一种与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状况相呼应

的、以“同情、宽容、仁爱、诚实、团结”等柔性观念补充“正义、理性、真

理、法律、权力”等刚性观念的和谐哲学，一种提倡兼容的公共哲学。

和谐哲学试图重新建构哲学和哲学家的形象：重新审视有关人类的经

典图典，重新理解人类，重新描述和建构人类社会；重新审视以客观知

识为中心的哲学，重新理解“同情”、“宽容”、“仁爱”、“诚实”、“团结”

等体现人类基本关系的因素，使它们成为人类主体间和谐的重要构成

因素；重新审视人类总会向着某个永恒的共同点汇集和聚拢的观点，重

新理解人类的历史，以“同情的”历史观补充“理性的”历史观。②

２．政治哲学。朱士群提出，政治哲学作为公共哲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我国社会历史的转型时期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政治哲学的

主要研究对象是政治存在、政治价值和政治话语，政治价值是它最重要

最独特的论域。当前我国政治哲学研究的迫切任务是在审慎解说马克

思主义政治存在论、政治价值论和政治诠释学基础上，积极创建与公众

声气相通的新公共哲学，提高社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有序性和政治共

识度。③

任剑涛则认为，一般公共哲学对于国家公共权力的限定性设计、对

于公民组织起来形成区别于国家的社会空间、对于市场运行所要求的

宪政与法治机制等重大问题，缺乏强有力的理论分析与论证，这些问题

恰恰是公共政治哲学关注的理论焦点。比较而言，公共哲学更为关注

公民的公共生活德性，公共政治哲学则更为关注政治体的建构原则和

基本制度设计。前者范围更加宽泛，后者主题更加明晰；前者更为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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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南湜：《哲学的分化：公域哲学与私域哲学》，《江海学刊》２０００ 年第 １ 期。
张国清：《和谐：一种提倡兼容的公共哲学》，《哲学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
朱士群：《政治存在、政治价值和政治话语———试论作为公共哲学的政治哲

学》，《学术界》２０００ 年第 ３ 期。



社会领域的公共德性，后者更为留意政治领域的权力限制；前者更加看

重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现状，后者更加着力公民能够参与政治生活的

制度条件。公共政治哲学虽然也追求理论理性，但更为注重实践理性，

理论层面上表现为始终面向政治生活建构公共论说的理论风格，现实

指向上体现为努力给予公共政治生活以理性指引的实践特征。①

３．伦理哲学。何怀宏以丹尼尔·贝尔在现代社会和“公众家庭”

方面的思考为线索，从伦理学角度研究公共哲学。他认为，广义的、作

为某种人生哲学或实践哲学的伦理学，包括各种价值的追求和行为规

范的厘定两个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包含了公共哲学的主要内容；

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规范伦理学，主要是对制度和个人道德规范及

其理据的探讨，这直接涉及到人们作为团体或个人相互之间的社会行

为。因此，在现代社会探求公共哲学的努力中，对公共伦理的探讨不仅

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应当占据优先和主干的地位。中国经过 ２０ 世纪

天翻地覆的巨变，现在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期，更有必要首先建立一种

既包含公民规范、又含摄制度原则的公共伦理。公共伦理从范围来说，

是公共领域里处理公共事务的伦理，尤其是社会政治领域里的伦理；从

涉及面来说，是公众的伦理和具有公开性的伦理；从内容来说，是有关

人和制度的道德原则规范。公共伦理要诉诸公共观念和公共理性，努

力在多元的价值要求中寻求核心共识，因而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规范伦

理，也是一种立足于最基本和最起码要求的底线伦理。②

４．行政管理哲学。陈建平从行政管理学角度研究公共哲学。他的

看法是，丹哈特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体现了改变公共哲学话语的尝试。

公民具有相当的公共理性既是新公共服务的理论吁求，也是公共哲学

的基本主题，而公共理性立基于最基本的公共生活事实和公共文化背

景。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再到新公共服务的发展变迁，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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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公共”的政治哲学：理论导向与实践品格》，《哲学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７ 期。
何怀宏：《公共哲学的探索》，《哲学动态》２００５ 年第 ８ 期。



着公共哲学话语转换之意涵，公共哲学将从传统形而上学高度向公共

生活的经验层面转换。① 相类似的有，乔耀章从公共行政角度，论述公

共哲学的公共性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公共行政中的理论意义，

重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建过程中公共性的四种特质：公共权力、

公共利益、公共事务和公共责任。② 方世南则从管理学角度，阐述了公

共哲学层面上探寻政府行为合理性的评价机制、监控机制和保证机制

的必要性，以及如何使之具有合理性方面的措施。③

李明、李京晔从现代行政学和公共产品理论出发，考证了公共产品

与公共哲学概念产生的共同历史背景，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哲学思想

具有内在逻辑联系，公共产品理论发展需要公共哲学价值体系的支撑，

公共产品的两大特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以公共哲学的公

共性为前提。作为西方公共产品理论渊源的公共哲学思想来源有古希

腊罗马自然法学说、中世纪宗教神学观点、社会契约理论和现代哲学公

共思想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一种横向的、外向的、自主的公共性，

新时期我国的公共产品理论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通过以下路径

奠定基本的公共哲学思想基础：一是以公共精神主导公共行政过程，实

现服务型政府转型；二是形成公共事务的政府、公众间沟通参与机制；

三是注重公共精神的教育养成；四是加强公众公共生活训练；五是发展

非政府公共组织。④

５．技术哲学。邵云贺、杨晓婷撰文提出，对于公共哲学主题的研究

在某种意义上与技术哲学不谋而合。技术哲学的呈现有两个缘由：一

是技术自身的显现；二是哲学本身的转变。技术哲学是对技术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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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陈建平：《公共哲学视野下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探析———一种对“新公共服务”

的读解》，《理论与改革》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
乔耀章：《公共行政与公共哲学》，《江海学刊》１９９９ 年第 ３ 期。
方世南：《公共哲学与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政府行为》，《江海学刊》１９９９ 年第
３ 期。
李明、李京晔：《公共产品理论的公共哲学思想基础：关系探析及本土化路径》，

《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



与建构，对技术的批判乃至重新思索。技术哲学的公共性趋势，主要表

现在技术研究的组织、技术研究的责任、公共技术的规范趋势等方面。

技术哲学与人类的关系密切，随着技术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研究技术哲学及技术哲学的公共性问题变得十分必要。①

６．媒体哲学。万俊人从公共哲学的视野来审视现代媒体，认为现

代社会最充分体现公共性的典型形式或社会群体正是现代公共媒体。

现代媒体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和价值，可以作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理

解：从积极方面来说，现代媒体是政治帝国的制约力量，是市场经济生

活中公正的判官，对现代化的普及承担着重要的传播使命，使公共社会

的信息共享有可能发挥最高的资源效益；从消极方面理解，公共媒体是

对私人生活空间的挤压，并且使文化公共化、世俗化和平庸化。所以，

现代媒体不仅要有公正的旁观和分享，还需要一种宽容的姿态；不仅要

有恰当的干预意识和积极的监督姿态，还要培养个性化因而具有公共

性的东西。现代社会是公共哲学和公共媒体实现联姻的社会，这种结

合有利于二者的自强和发展。②

７．教育哲学。唐小俊认为，教育改革中的价值共识是指公众对改

革者所倡导或推行的价值观所形成的基本或一致的态度，它是教育改

革获得广泛与坚实支持的社会基础，是使改革顺利实施与推行的重要

前提。在公共哲学的视角下，教育改革价值共识的可能性在于教育改

革的“公共”价值取向，这意味着改革是为了满足公众的需要，而不是

为了特定的利益组织与群体。教育改革价值共识的具体路径在于“教

育公共领域”的建构，这有赖于决策机构、社会公众和大众媒介的共同

探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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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云贺、杨晓婷：《从公共哲学的角度看技术哲学的趋势》，《青年与社会：中外

教育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
万俊人：《公共哲学与现代媒体》，《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 年
第 １ 期。
唐小俊：《教育改革中的价值共识：何以及如何可能———一种公共哲学的视

角》，《教育导刊》２００９ 年六月号上半月。



四　 传统哲学和马克思哲学资源
诠释以及研究方法论等

　 　 中国当前公共哲学的建构已经进入基础理论引入与实际需要相

结合的阶段，这个阶段是极为初级的。但初级并不意味着简单，恰恰

相反，它面临极为复杂的局面与挑战。公共哲学本质上是探讨一种

原始空间的建构与释放，它包括了政治管理空间、社会活动空间、技

术空间与教育空间等等，在如此这般的空间中，个人不仅要获得他应

得的权利、独立人格和价值，而且这种独立个人还需要参与到公共领

域之中，实现共管、共治与共享，突破个体与集团的悖论关系，使个

人的终极追求与公共关怀统一起来。所以，公共哲学的建构或者

说原始空间的建构与释放需要传统文化的接引和现实情境的自我

调整。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一直是构成人格结构与自我认知的基

础，形成了个体对世界的特殊感受与想象。公共哲学在中国必须以中

国传统文化所沉淀的人格结构来接引，即公共哲学的建构必须以一种

中国人能理解和能接受的方式来进行。同时，中国已经融入到世界范

围之内的现代化进程之中，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这一进程的指

导原则。马克思主义实质就是对资本私人化运用机制的批判，但不是

抛弃它，而是通过批判地继承对它进行扬弃，释放出其蕴含的自由空

间，即共产主义。如何在现实情境中把马克思主义指向的“公共实践”

实现出来是我们面临的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任务。

对此，袁祖社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性观作为一种全新形态的

哲学理性观，是对黑格尔抽象的绝对精神理性与费尔巴哈纯粹人本理

性的批判和超越，马克思所寻求的“公共实践”，通过对在特定历史进

程中业已异化了的人类活动样态的有效超越，力图实现一种类群意义

上的理想的人文（自由、自觉与自为）审美性生存状态，从而呈现一种

２７１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具有鲜明的文化价值诉求的类群本位（人类学思维）意义上的新的生

存理性，即“公共理性”观。“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全部理论学说的整

体性特质，从多个层面标志着马克思的公共哲学观念：人与人关系维度

上的个性自由，人与社会关系上平等主体间交流理性基础上的公共主

义，人与自然关系维度上的生态公正主义。① 此类观点是原理性质的，

它的缺点是对中国当下的现实情境没有形成一个透彻的认识和体会，

这样必然会导致马克思所追求的“公共实践”只能以一种理论镜像的

方式存在，从而无法具体地预期与筹措。

在传统文化方面，中国人一直有一种天下关怀，它表现为：一是，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性命担当构成了士大夫的人格特质；一

是，“天人合一”中的民胞物与、万物皆备于我的宇宙观成为中国人对

人生境界的最高理解与追求。这种天下关怀敞开的是一种宇宙与人生

一体的巨大空间。江宜桦探讨了儒家思想作为东亚公共哲学之基础的

可能性，他认为儒家“和而不同、群而不党”的观念是一种合理的社会

建构原则，“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宽容多元思想主

张，十分有利于当代东亚公共哲学的发展。但儒家一元思维色彩浓重，

必须进行创造性转化方可与现代多元社会衔接。②

所谓一元色彩深重，指的是传统天下观缺少一种根本性的批判和

反省，有一种对现实的一味认同之嫌，它无力对抗或者根本上就是认同

这样一种情况：皇权总是把天下之公变成一己之私，个人权利被消解和

同化于所谓的纲常名教之中。顾肃认为，中国传统公共哲学以“立公

去私”的伦理论述为基本出发点和主要内容，忽视了对于统治者合法

性的道义和制度制约。西方公共哲学的最大特点在于用公民权利约束

统治者的权力，统治者的权威本身也是建立在公民对私利判断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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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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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祖社：《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的公共理性研究———当代“公共哲学”的理论视

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
江宜桦：《儒家思想与东亚公共哲学———以“和而不同”意旨之分析为例》，《华

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



之上的。对于重建中国公共哲学的理论前提，诸如权力、权威、国家、主

权、法律、正义、平等、权利、财产权、自由、民主、公共、利益等基本的概

念分析和理论推导上，中国传统的公共哲学在全面性和深刻性上有所

缺陷，必须重视规范性公共哲学概念、理念和原则的阐述。公共哲学应

当允许多种理论前提并存竞争，同时也坚守必须的道义伦理底线。在

方法论上应以理性主义的逻辑阐明和公开讨论取代非理性思维、盲从

权威和御用意识形态式的论述，理论的建立除了可质疑和探究、逻辑思

维、可推导或论证之外，也承认经验主义的合理成分，也就是说规范性

的论述和经验事实的研究总结并重。①

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在中国建构公共哲学的条件与前提需要进

一步的梳理与论证，最后形成几个指导性的原则。刘明在《“后兴国

家”的公共哲学———对传统的解构，抑或重构？》中提出，中国要建立自

身的公共哲学应遵循五条原则：一是中国的公共哲学不应丧失自我独

特性，其建立过程不应是对传统的彻底解构；二是必须对可行性问题与

向往性问题作出有效区分，向往性问题对于实践具有规范和引导作用，

但不能作为具体方案而普遍适用；三是公共哲学的“启蒙”本身必须具

有正当基础，即必须在证明的有效性与事实的可接受性之间作出有效

区分，公共哲学的论证不应是知识分子的“独白”，它还必须接受公众

的讨论；四是与西方公共哲学的实用主义倾向相比较，当前中国的公共

哲学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适用主义，即需要论证对西方文明的借鉴是否

适用于中国；五是中国公共哲学的建立需要某种超越，需要对哲学、经

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知识的综合运用，任何单一角度的考虑都

不符合公共哲学的基本精神。②

此外，朱坤容对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期至 ２００５ 年前后的国内公共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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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肃：《重建中国公共哲学的反思与设想》，《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
刘明：《“后兴国家”的公共哲学———对传统的解构，抑或重构？》，《文教资料》

２００８ 年第 ７ 期。



学研究情况进行了梳理，认为我国学术界关于公共哲学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公共哲学总体理论研究、将公共哲学置于某领域研究和公共哲学

中某些重要概念的研究三个方面。该文介绍了这一时期有关公共哲学

研究的代表性论文，具有向导性意义。① 张法从考察中国改革开放以

来，主体性、公民社会和公共性三个重要观念的出现入手，提出公共哲

学的核心就是公共性。西方和日本的公共性话语可以归结为三个方

面：一是呈现了人和世界的多重关系以及试图进行正义性解决的意图；

二是公共性理论的基本点是公私关系；三是公共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形

态，既是对学术体制的突破又是对学术方式的突破。中国公共哲学的

研究同时受到西方资源和日本推动的影响。② 张朝霞、秦菊波重点考

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公共哲学形态，认为这是一个从公域主导和私

域相对被挤压，经由私域成长和社会公共领域兴起，转向公共话语兴起

及合理审视公域与私域的过程，均衡协调地发展公私领域应当成为社

会文明发展的重要任务。③

通过以上回顾可以看出，近二十年来，我国公共哲学研究从探索起

步走向深入拓展，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稳步推进的态势。同时我们也应

该看到，当前公共哲学研究的现状仍不能令人满意，其间充斥着抽象化

和片面化的倾向。主要的一个方面是，我们在一定意义上误解了公共

哲学的最终用意。以为有了理论和原则就可以建立各种公共空间了，

其实，公共哲学的最重要的前提和原则是原子个人的存在，原子个人既

是它的基础又是它的目的。而个人原则在中国尚未建立起来，或者说

理性个人的觉醒在中国还需要启蒙和教育，这不仅是一个漫长的时间

过程，更是一个各方力量和利益博弈的过程。只有努力把握公共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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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坤容：《国内公共哲学研究述评》，《哲学动态》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
张法：《主体性、公民社会、公共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史上的三个重要

观念》，《社会科学》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
张朝霞、秦菊波：《公共性话语兴起的制度与观念变迁———从新中国成立 ６０ 年
来的公共哲学形态说起》，《青海社会科学》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



的理论旨趣和实践指向，理解它在中国的存在基础和前提，才可能构建

起来面向 ２１ 世纪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哲学体系。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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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苏东剧变以后的西方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①

金 瑶 梅

　 　 摘要：苏东剧变以后的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是当前国外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它重点讨论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内容及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等问题。这些思考是西

方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一种积极探索，有助于中国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理论从中获得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　 社会主义　 社会所有制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随着凯恩斯主义的诞生，出现了一股探讨市场与

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思潮，这股思潮以奥斯卡·兰格提出“兰

格模式”为产生标志，被称为“市场社会主义”，既不同于美国的“市场

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前苏联的“计划社会主义”。其产生与欧美经济

学家之间发生的一场大争论密不可分，这场争论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应

当与计划经济相结合还是应当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社会主义能否接纳

市场经济以及运用市场杠杆。大部分欧美经济学家倾向于走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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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因而形成了这样一种别具一格的社会主义

理论模式。它试图摸索出一条将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与市场经济体制

结合起来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路径。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以来，当

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在反思苏东剧变的过程中重新掀起了一股对“市

场社会主义”的研究热潮，并进一步将这一流派的理论往纵深推进，从

而形成了苏东剧变之后更具有时代性与丰富性的西方“市场社会主

义”理论，我们可以将它称为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它包含的派别

主要有：以约翰·罗默为代表的“银行中心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以

戴维·米勒为代表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以詹姆斯·扬克为

代表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以戴维·施韦卡特为代表的“经

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一、关于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

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是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首先要考

虑的问题。传统的观点往往认为资源配置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

手”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定经济运行方式，而资源

配置以国家掌控为主导的计划经济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专有经济运行

方式。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之间不能

简单地画上等号，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也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具

体的经济体制不等于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无论是市场经济体制还是

计划经济体制都可以为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服务。

英国牛津大学的戴维·米勒教授提出了“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

义”模式。这一模式重点讨论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米勒认

为，资本主义依赖的是市场，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是生产资料

归资本家私人所有，资本家群体的人数在整个社会中是相对很少的，而

其余大部分人都属于靠领取工资过活的雇佣劳动者，也就是说，在资本

主义制度下大量的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样一来，人们有可

８７１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能既参与市场又反对资本主义。应当看到，资本主义虽然依赖市场，但

是市场却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唯一特征，市场只不过是一种经济手段，

是中性的，社会主义同样离不开市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运用市场机

制是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生活繁荣、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不是特定制度的主体特征，关键在于如何实现

社会制度与经济手段的完美结合。从西方历史的角度来看，左翼思想

家往往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从而强烈地反对市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

运用，这一想法有其历史根源性在内。在 １９ 世纪初，当时的社会主义

者在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过程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反对跟市

场机制运行相关的一切经济活动，他们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主义是一个

远离市场的、无商业气息和功利色彩的理想型社会形态。因此，他们提

出的对社会主义的定义都是一些否定性的命题，比如“没有剥削”、“没

有竞争”及“没有不平等现象”等。但是，人类社会进入 ２０ 世纪以后，

情况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设想越来越现实化，其乌

托邦色彩和口号化现象日益减少。社会主义仍然需要市场，决不能简

单地一味排斥市场。那么，社会主义为什么离不开市场呢？米勒从福

利、自由及民主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具体如下：

第一，市场可以提供更多更好的社会福利。市场既类似于一种信

号系统，又产生一种激励效应。一方面，市场机制将消费者所需要的商

品的信号传达给商品供应商和生产管理者，让他们掌握最新的商品需

求信息；另一方面，市场机制以商品价格的提升来激励商品供应商和生

产管理者，通过他们所得商品利润的增加来激励他们生产满足消费者

需要的商品。市场的这些优点是计划经济所不具有的，因为仅靠国家

计划供给商品往往不能满足消费者多种多样的需求。

第二，市场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自由。这些自由又包括三点：首

先是市场能够提供更多的商品选择机会，人们缺乏什么样的商品或者

喜欢什么样的商品就可以购买什么样的商品，在商品的种类选择上余

地很大，市场机制允许人们对那些适合他们生活方式的资源进行挑选，

９７１

浅析苏东剧变以后的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而计划经济对资源的严格控制则不能很好地实现社会服务职能；其次

是市场除了能够带来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之外，还能够带来一些具体的

自由，比如选择工作的种类和工作地点的自由等等，而计划经济下这方

面的自由则非常的薄弱；最后是市场有助于促进政治自由，因为如果没

有市场机制所提供的书刊、报纸等新闻媒体的存在，人们也就无法自由

地发表政治言论，而计划经济在这方面则受到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严

格控制及管理。

第三，市场可以带来更多的民主。在当代工业社会中，民主的一块

重要内容就是各个企业的成员对生产哪些东西、怎样来生产这些东西

等问题拥有自主权。但是在高度计划经济的体制下，这一自主权是无

法得到保证的，因为企业的一切生产行为是由国家统一安排设定的，只

有在市场机制下，企业才有可能实现生产的自主权。此外，在市场社会

主义的机制下，国家并不决定经济的所有细节，而只是列出一些大的参

数，由经济本身在这些大的参数里面寻找平衡，从而使国家对经济行为

的干预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也使各个官僚机构的行政官员有可能

受到有效的民主控制。①

按照米勒的观点，社会主义要具有发展的活力，市场必定要发挥很

大的作用，我们既不能出于传统观念简单地否定市场，也不能盲目地肯

定市场。他所主张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强调资本所有权

社会化，市场机制作为提供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手段，占主导地位的生

产企业是工人合作社。以米勒为代表的英国的当代“市场社会主义”

者对于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毋庸置疑，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都是自由市场机制的拥护者。

无论是激进左翼政党的政治顾问和理论家还是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学

者，无论是英国的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还是美国的当代“市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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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在如何实现市场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结合这一问题上，他们大

都注重结合过程中市场的主导地位，主要是立足于市场来看待社会主

义，也就是在市场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中偏重于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寄

希望于通过社会主义元素对市场经济的有益补充来克服单一市场经济

运作所产生的弊端。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身处于

资本主义制度统治之下的西方发达社会。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资本主

义制度自 １７ 世纪中期确立以来已经历经几个世纪的发展，各个方面都

发展得相当成熟，特别是经过三次工业革命，生产力得到史无前例的解

放与发展。时至今日，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处于一个后工业

社会时期，人民普遍享受到了高度现代化带来的文明成果。从这段历

史可以看到，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虽然在分析的过程中也经常围绕

以苏联为代表的曾经的几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易帜的事实来展开批判

活动，但是就他们自身所处的现实环境而言，缺乏对社会主义现实境况

的亲身体验，相反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的运行则有着鲜活

的生活体验，这就导致了他们侧重于从各种自由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

义及改良主义出发，立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上来探究可能发

挥作用的社会主义元素。

二、关于社会所有制

社会所有制的性质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人们往往将

特定的所有制形式和特定的社会类型联系在一起。传统的社会主义者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出发，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归结为生产资料的

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则提出一个不同的观

点，即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是社会所有制，社会所有制是社会主义作为一

种独特的社会经济体制的主要支柱，社会所有制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第一种社会所有制形式是混合型的所有制，所谓混合型的所有制主要

有两层含义：第一，生产资料为社会公有，但公有的形式不是单一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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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而包括国有、集体所有、合作所有等多种形式；第二，在这种所有

制形式下，除了具有公有制经济成分外，还包括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主

要是私有经济成分。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在这种所有制当

中，私有的、合作的、公共的企业将相互竞争，直接的国家调节将受到严

格的限制。第二种社会所有制形式是资本和利润的社会化和公有化。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公有制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集体或个人

对某些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每个人对公共企业的

所有权主要是指人均对全部企业利润的享有权，其实质是资本的社会

化或公有化。资本和利润的公有化使资本消除了个人所有的性质，成

为社会公有，企业的全体成员平等地享有获得企业利润的权利。①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在关于用什么样

的所有制与市场相结合这一点上所持的态度比较宽容，对社会主义的

所有制的性质限定相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较为宽泛。他们允许存

在多种所有制成分，其中包括私有经济成分，对于公有制应该发挥主导

作用这一点也没有突出。为什么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

的所有制形式不作严格要求呢？这恐怕与他们生活的环境有一定的关

联性。因为他们大都长时间身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之下，一直受到民

主、自由的意识形态教化，并不在乎“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标志性的体

现”这一点。实质上，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市场机制”与

“社会所有制”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市场机制”与“私有制”

的结合。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自身在理论上的模棱两可引发了西

方其他一些学者的批判。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教授

将社会所有制称为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阿基里斯之踵”。他这样

评价道：“我们看到，市场社会主义者为了使自己免遭更为保守的左翼

的攻击，他们声称自己所践行的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纲领，因为他们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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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的确，市场社会主义可以被概括地描

述成为‘社会所有制加市场’，（如果有区别的话）正是这种承诺把他们

同传统形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区分开来，同时也为自己作为一种‘激进

的’替代方案提供了证据。”①他认为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受

到了新自由主义者的责问，主要的原因是后者对前者提出的“社会所

有制”深表怀疑，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这种所有制是介于私人所有制和

国家所有制之间的第三种财产所有形式，真实性让人怀疑。

三、关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

社会主义究竟为什么而奋斗？为什么在当代资本主义空前的繁华

中依然有很多学者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不舍不弃？答案恐怕就是“平

等”。回顾资本主义私有制确立的历史，它曾经是一种非常先进的制

度，在代替封建专制的过程中显示出相当大的历史优越性，对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起到了空前的解放与推动作用。但是，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私

有制的体制性弊端一是造成了社会的严重不平等现象，包括从经济的

不平等所生发出来的各种不平等现象；二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

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造成了生产的无序性，从而导致了生产

率的降低并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上升空间。因此，当代“市场社会主

义”者从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的角度出发，将“平等”与“效

率”设置为社会主义的两大基本价值目标。

首先来看“平等”这一基本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既然市场是手

段，社会主义是目的，那么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最终是为了实现全体社会

成员的平等，包括经济、政治、受教育、就业、面临的机会等各个方面的

平等。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谈论“平等”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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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进行批判的基础之

上的。

詹姆斯·扬克提出的理论被称为“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他认

为，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虽然失败了，但就此判断社会主义在世界上

没有生命力了也是为时尚早的，当代资本主义在现实中受到了严重的

不平等问题的困扰，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某种适当的方式有可能

会提供一种解决方案。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

最完善的社会制度，其存在着制度性的、难以克服的弊端，即严重的经

济不平等现象，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当前这一阶段，突出的一个问题

是严重的非劳动所得的资本受益权收入的不平等分配现象。资本主义

制度对金融资产的个人所有者收入的分配原则造成了这样一种形势，

即大多数对经济过程做出贡献的辛勤劳动者只能获得很少的或者说根

本不能获得资本受益权收入。与此相反，社会极少数的成员由于继承

及机会等等原因获得了这种收入的很大份额，从而占有大量的社会财

富。具体而言，资本家所得的收入远远超出了他们在经济过程中的贡

献，与此同时大多数的劳动者阶级和中产阶级没有获得与他们的辛勤

付出相等的收益。①

米勒与扬克不同，他认为仅仅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经济不平等现象

的批判是不够的，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应当追求的平等目标是“社

会平等”。“社会平等”就相当于地位的平等，即人们在社会中拥有一

个平等的起点和机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不能随便地被他人评价

为“好”或“坏”，这样的社会是一个没有阶级阶层划分的社会。在米勒

构想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资本所有权社会化，市场仅

仅是作为一种为人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的手段，工人合作社

是社会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生产性企业，它由工人自己进行民主管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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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设立的公共投资部门。当然，“合作制的市场社

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平等，因为合作社与合作社之间、合作社内

部的工人与工人之间由于各种原因会产生经济收入上的某些不平等现

象，但是这些不平等是局部的，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收入不平等相

差甚远，反映出人们对社会经济活动所做出的贡献的不同。此外，这种

收入不平等也不会危及到“社会平等”，不会导致人们产生严格的社会

等级观念。

主张“银行中心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罗默也对社会主义的价

值目标进行了探讨。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他的论述首先围绕

“社会主义需要什么”这个问题来展开。他认为社会主义需要如下的

机会平等：自我实现和福利、政治影响及社会地位。他在这里强调的是

社会主义者实现这些目标的“机会”的平等，而不是实现这些目标本身

的平等。强调机会的平等同时增强了主体对社会的责任感，社会主义

者必须要考虑到实现机会平等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及其产生的社会影

响。罗默这样说道：“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伦理学依据是一种平等主

义的论据。”①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平等的价值目标，罗默设计了“以银行

为中心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主张：所有银行都收归国有，

没有私有银行的存在，国家同时把各个公司的全部股票收上来进行重

新分配，以便每位成年公民都相应地拥有一份股份，从而使他们能够有

权获得一份所持有股票公司的分红。当他们去世之后，股票要退还给

国家，这些股票一旦被获得就可以和其他公司的股票进行交易，但是禁

止现金买卖，如此一来就可以使富人不能购买穷人的股票并获得对利

润的掌控。此外，银行发行两种货币，一种是现金货币，一种是证券货

币，现金货币用于日常的商品买卖活动，证券货币用于公司股份的交

易，但是不能折换成现金。为了实现国家对整个社会企业的管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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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以高利息贷款给需要限制其发展的公司，而以低利息贷款给需要

推动其发展的企业等。从罗默所设计的模式来看，他为了保持社会成

员能够平等地拥有公司股权，平等地享有利润，将银行作为调节经济的

主要部门，并且建立了相应的金融货币机制。

以上这些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对“平等”的追求是不容置疑的，

那么他们崇尚平等，是不是意味着对平均主义的偏爱？当然不是的。

他们在强调平等的同时也认为要注重效率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他

们将“效率”设置为社会主义的另一大价值目标。罗默在《社会主义的

未来》一书的开篇部分旗帜鲜明地表示：“我这本小册子的任务，是提

出和捍卫一种把市场体制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结合起来的新模

式。这种新模式既要考虑效率又要考虑平等。”①扬克则认为，当今时

代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为社会主义寻求一条真正的新出路的探索，它可

以详细地去描述一种切实可行的、能够产生实效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这种经济体系将凸显出鲜明的利益平等的特点，同时也不必去冒险做

有可能严重破坏效率的事情。他这样说道：“如果考虑到美国这样的

资本主义国家所具有的这样非常高的经济效率，那么看来确定的是，我

们所设想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应与现在的市场资本主义经济极为

接近。”②

由此可见，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既没有抛弃“平等”这一传统社会

主义者的价值目标，也没有放弃市场机制的效率原则。实质上，客观地

来讲，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贫穷，想要实现社会成员人人平等、自由、幸

福地生活，必然要有充裕的物质基础，而对效率的追求可以确保社会生

产活动的有效实施，从而有条件在物质层面上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幸

福指数。看来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都无一例外地将“平等”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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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设置为社会主义的两大价值目标，那么到底这两大价值目标孰轻

孰重呢？这一问题他们似乎很难决断。对此，詹斯·科尔奈评价道：

“那些在西方发达国家赞成市场社会主义的人受道德上和政治上的

（效率和平等）两难选择所困扰，他们愿意保留市场经济的效率，但是

他们也要求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和税收———更大的平等。”①的确，当代

“市场社会主义”者在试图使“市场”与“社会主义”两者相融合的时候

不得不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因为人们常常将“平等”作为社会主

义的奋斗目标，而将“效率”作为市场机制的特点与长处，两者之间在

现实生活中也存在一定的对抗性，人们往往是要么追求了平等便抛弃

了效率，要么顾及了效率而丢掉了平等。可以说，要在这两者之间寻找

一种平衡状态或者说是一种内在的张力这是相当不易的，而当代“市

场社会主义”者试图以各自的理论模型去克服平等与效率的矛盾，并

把平等与效率作为自己学派的双重价值目标。他们既试图继承与发扬

传统社会主义关于平等问题的观点，又想要充分利用市场的优点，即经

济活动围绕效率来展开。倘若非要在“平等”与“效率”这两大社会主

义的价值目标中评出谁更居于中心的话，那么可以说对当代“市场社

会主义”者而言，在当前的历史状态下，追求“平等”甚于追求“效率”，

原因是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

在生产力业已快速发展的前提之下，追求效率的重要性已经让位于追

求平等的重要性了。

以上浅析了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主体特征，目前国外学术界对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评价不尽相同，总体上看大部分学者将它当成

是对苏东剧变以后社会主义设想所遇到的各种困难的一种回应，它试

图重新调整人们对于社会主义与市场之间关系的思考，以便能够在社

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复苏过程中作为一种重要的推动力量，持这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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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者比如像英国的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此外，有少数学者批判当

代“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这方面的例子有

美国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提出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对激励问题

不够重视、低估了资本配置的难度及忽视了创新在经济中的作用等。

而国内的学者一般将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认定为苏东剧变以后西方

的主流社会主义学说之一，是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一种积极思

考，并寄希望于从它身上吸收有益的成分来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摸索。

（作者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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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元素”与政治自由

余 永 林

　 　 摘要：席勒不仅是伟大的诗人和戏剧家，也是著名的思想家。在

《审美教育书简》中，他提出的审美理论是近代最早对社会异化和人的

全面发展的解放理想进行阐述的观念。席勒的审美思想被托马斯·曼

称为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因素，它的意义远不限于美学，它

直接开启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和人类解放理想的展望。

本文将以“席勒元素”的意义、作用和影响为线索，追溯这一元素本身

的意义以及它如何被黑格尔和马克思吸收，成为超越以功利主义为基

础的自由主义传统的新的人类解放理想的精神酵母。

关键词：席勒元素　 审美教育　 政治自由　 黑格尔　 马克思

关于席勒作品和思想的意义，Ｗ．洪堡曾有过一段著名的评论：“诗

人并没有把新的真理带入光中，并没有采集新的事实。他以自己创造

的方式进行创作；在所有时代的想象面前，他带来他的诸人物形象，他

们的人格修养和情操陶冶；他这样进行创作，以这种形式来表现其主

题，在作品主人翁身上使人的形象得以完美地丰富，这种形象化的描绘

散布于他所有的作品中。因此，他的作品振奋人心并令人受教，依凭褒

扬与激情，席勒将继续长久地并强有力地影响他的国家。”①席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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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是崇高的，思想是超迈的，托马斯·曼说：“席勒的伟大，一言难尽。

他的襟怀旷达，思想高超，热情洋溢，眼光远大，乐善诲人，不愧是堂堂

正正一个人。”他甚至还创造了一个新词，来表达席勒在人类思想中的

无法替代作用：“席勒元素”。正如一种生物可能因为身体的化学成分

中缺少某一种元素会患病或枯萎一样，人类社会如果缺少“席勒元

素”①也会枯萎和灭亡。

托马斯·曼对席勒思想的评价是极为深刻的，席勒不仅是伟大的

诗人和戏剧家，也是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他的政治思想就包含在他的

《审美教育书简》和艺术作品之中。席勒的人的全面发展理想在思想

史上的意义在于，它直接开启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和

人类解放理想的展望。本文将探讨“席勒元素”的真义，追溯这一元素

如何被黑格尔和马克思吸收，并成为超越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

义传统的新的人类解放理想的精神酵母。

一、席勒元素之审美教育

席勒思想的代表作无疑是《审美教育书简》，这部书表面上看仅仅

是一部美学或审美教育著作，其实它更大的抱负是要为政治自由和公

民教育奠定基础。对席勒而言，自由在生命中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是

最高的善。“歌德声称，席勒的创造性才能专注于理想，而他自己更倾

心于对自然的近距离观察。歌德顺带说，贯穿席勒全部作品的基本观

念是自由。席勒的自由观念随着他的思想发展前后期发生了变化，前

期作品中流露出他对身体自由的关心，而后期关心的是理想的自

由。”②这里已经触及到席勒元素的某些核心要素了，这就是理想与自

由对人类文化创作和审美教育的核心意义。

０９１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叶隽：《史诗气象与自由彷徨》，同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４１３—４１４ 页。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Ｂｅｉｓｅｒ．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 ａ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Ａ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 ２１３．



关于自由，席勒在《书简 １９》的注释中把它分两种类型：第一种自

由是指作为理智的人所必然具有的那种自由，这种自由既不可能被给

予，也不可能被剥夺，只要人们按照自己的能力理性地行动，他就拥有

这种自由；第二种自由是建立在人感性与理性兼而有之的天性之上的

自由，人在受质料限制的情况下仍能理性地行动，在理性法则的支配下

仍能感性地行事。席勒说，后者是前者的一种天然的可能性。① 然而，

这两种自由并非构成自由的全部，真正的自由是人类精神创造的最完

美的作品，即政治自由。席勒说：“时代的状况迫切地要求哲学精神探

讨所有艺术作品（Ｋｕｎｓｔｗｅｒｋ）中最完美的作品，即研究如何建立真正的
獉獉獉獉獉獉獉

政治自由
獉獉獉獉

。”②在席勒看来，最完善的艺术作品就是能够带来政治自由

的伦理国家（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ｅｒ Ｓｔａａｔ）。在这里，把政治自由视为一切艺术作品

中最完美的作品是别具深意的，它意味着席勒的美学不是狭隘的审美

主义，而是有意识地把审美结合到人类的政治构成中去的政治哲学，因

此，《审美教育书简》应视为一部政治哲学著作。

把国家称为“艺术作品”（Ｋｕｎｓｔｗｅｒｋ）并非全新的观念。霍布斯在

《利维坦》引言中就把国家视为与“自然作品”（Ｎａｔｕｒｗｅｒｋ）相对的人工

制品。可见，把政治技艺与艺术作品相类比，古而有之。不过席勒把实

现了政治自由的伦理国家称为艺术作品，除了强调它的人工性，即它是

人类的创造物之外，同时也包含着它是人类自由精神的结晶。席勒坦

承《审美教育书简》的理论来源乃是康德，不是来自康德的《判断力批

判》，而是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为什么《实践理性批判》构成席勒

思想的来源，原因在于康德提示出“直接的本能的道德感，是智慧的自

然为监护人类而设置的，直到人类有了明彻的认识而变得成熟为止。”

席勒认为，从事教育和政治的艺术家（政治家）把人既当作他的材料，

又当作他的任务（使命）。这里，目的又回到了原料本身，人类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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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必须从其天性中引出，而不能把外在形式和目的强加给自然的天

性。审美教育之所以重要不仅在自身，而且在于它是政治自由之先行

前提。在席勒看来，对人进行审美教育，比政治革命重要得多，也基本

得多。这一点朱光潜先生看得很清楚：“席勒所理解的自由不同于法

国革命者，后者的自由是政治经济权利的自由行使和享受；而席勒的自

由是精神上的解放和完美人格的形成。因此，抵达自由的路径，在席勒

看来不是政治经济的革命而是审美的教育，至少是须先有审美教育，才

有政治经济改革的条件。”①

这绝不意味着席勒要以审美取代政治，或号召人们从政治退回到

艺术的象牙塔，而是在他看来，法国革命尤其是雅各宾党人专政的道路

已经暴露自己的问题，德国应该走一条新的道路，也就是通过哲学的修

养和审美教育培养人的自由和实践的精神。② 在席勒看来，艺术应该

而且能够替代传统的宗教，发挥出一体化的力量。由于艺术是一种特

殊的人类关系的主体间性的“中介形式”，因而审美教育对真正自由的

政治来说也是必要的中介。在这个意义上，审美教化不仅关涉个体，更

重要的是关涉民族的集体生活。③ 正如席勒所言：“政治方面的一切改

善都应从性格的高尚化出发……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找到一种国家不

能给予的工具，必须打开尽管政治腐败不堪但仍能保持纯洁的源泉。

这个工具就是美的艺术，这些源泉就是在美的艺术那不朽的典范中启

开的。”④

审美教育的目的何在？它的目的是培养感性与精神的和谐，在个

体与公共世界之间建立积极的关系。席勒说，“艺术的目的，不仅仅在

于短暂的游戏，一旦从剧场回到现实生活，重新陷入那种令人压抑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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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４３３ 页。
董问樵：《席勒》，复旦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９７ 页。
哈贝马斯：《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见：《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

译林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５２—５８ 页。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６９ 页。



境；艺术的严肃目的，就是使人在实际行动中获得自由，真正的艺术会

在人身上唤醒、训练和提升一种能力，那就是把作为一种盲目的威力压

抑着我们的感性世界，转变为心灵自由的产品。”①在席勒那里，最高的

教育是审美教育，而一切审美教育最终都是对政治公民的培养和塑造，

因此席勒特别重视那些把艺术与公共生活联系起来的艺术形式，如戏

剧。席勒说，剧院是一个娱乐和教育结合、休息和紧张交错、消遣和修

养相杂的所在，剧院为我们的教养而操劳，和其他国家机关相比，更是

一所教导德性之识的学校，是公民生活的指南，更是开启人们最隐秘心

扉的钥匙。剧院有助于风俗的形成，不仅让我们关注人、关注人的个

性，还让我们关注命运，并把承受命运的伟大艺术传授给我们。

席勒认为，宗教、法倘若与剧院结合，它们对社会的影响无疑会得

到强化，在剧院里，一切都是形象而具体的，犯罪和美德、快乐和苦难、

愚昧和智慧活生生地在人们面前展现，明白而又真切；在剧院里，上天

当着众人的面，揭开谜底，解开死结；在剧院里，人的心灵经受着激情的

酷刑，忏悔它那最轻微的波动，所有的面具全都脱落，所有的脂粉全都

擦除，真理像剌达曼托斯似的铁面无私地进行审判。世俗之法的力所

不能及处，剧院便开始审判。生动的表演肯定比死板的文字冷冰冰的

叙述效果强烈，同样，剧院的效果肯定比道德和法更为深刻持久。因

为，剧院把人们受苦的种种景象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它把我们拖到

他人的困境中，让我们经受片刻的苦难，得到的报偿是欢愉的眼泪，同

时平添生存之勇气与人生之经验。是什么东西把希腊城邦牢固地聚合

在一起？是什么东西以如此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希腊民众到剧院去？

不是别的，正是希腊精神，正是那种压倒一切的城邦利益和更优秀人类

的利益。②

这里席勒已经非常明确地阐述了审美教育的意义：政治自由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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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精神追求的最高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使公民社会成员

摆脱自私自利的精神状态和相互隔绝的生存状态，领悟政治自由所依

赖的人格完美和整体精神的重要性，而这些都需要通过审美教育才能

实现。

二、现实自由的总体性———黑格尔对席勒的解释

贺麟先生认为，黑格尔把席勒尊崇为自己的哲学思想的启导者。①

这不仅因为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已经开始突破了康德的二元论，把形

式与内容、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概念联系起来，把人类自由理解为活

生生的生命，而且在于他的作品始终贯穿着伦理和政治主题。席勒的

《大钟歌》是黑格尔最赞赏的席勒诗作之一，这首诗写人的一生，由出

生在教堂受洗，到幼年、成年、结婚，由从军、宦游至老死的各个发展阶

段，颇似《精神现象学》写精神自身曲折发展的各个阶段的雏形。黑格

尔曾两次认真阅读《审美教育书简》，这对他写作《精神现象学》有相当

大的启发。《精神现象学》以席勒的诗《友谊》末两行“从这个精神王国

的圣餐杯里，?他的无限性给他翻涌起泡沫”作结，并不是偶然的。席勒

的许多诗作曾被当时的人批评为过于概念化，特别是在拿他和歌德作

品中的宁静和纯朴相对比。但是，黑格尔不仅为席勒辩护，而且对他不

吝溢美之词。

关于现实自由的总体性，黑格尔在《法哲学》中进行了系统的阐

述，包含抽象法、道德、伦理三个环节，每一个都是在不同形式上和阶段

上自由的体现，较高的阶段比前一阶段更具体、更真实、更丰富。在抽

象法阶段，只有抽象的形式的自由，“人间（Ｍｅｎｓｃｈ）最高贵的事就是成

为人（Ｐｅｒｓｏｎ）”；在道德阶段有主观的自由，“善就是被实现了的自由，

世界的绝对最终目的”；伦理阶段，意志自由得到充分具体的实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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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成员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

黑格尔把具体自由理解为在国家制度中实现的自由与席勒的许多

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某种意义上，歌德是自然主义者，席勒是一个伦

理主义者，在这点上，黑格尔无疑受惠于席勒更多。实际上，如果我们

比较席勒和黑格尔对自由的看法就可发现他们的思想有许多共同点。

席勒说，“无论如何，大家以相同的方式共同承诺一个决断，这个决

断———就是把自己造就成为人，这恰恰就是世界历史对人所说的。”①

黑格尔把席勒这一思想纳入抽象法阶段，抽象法基于人的意志自由，所

以它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②

在黑格尔看来，道德是由扬弃抽象形式的法发展而来的成果，道德

是自由之体现在人的主观内心里，是一种具有特殊规定的内心的法，亦

即“主观意志的法”。道德意志是他人所不能过问的，而人的价值是应

按照他的内部行为、自我规定或道德意志来评价的。道德阶段，黑格尔

引用席勒《哲学家们》（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ｎ）一诗的末行“义务命令你去做的

事，你就深恶痛绝地去做。”黑格尔说，“我在尽义务时，我心安理得而

且是自由的。”③

伦理阶段是对抽象法与道德的抽象自由概念的扬弃，伦理的本质

不在于告诉我们应该去做什么———我们知道应该做什么———而在于精

神通过自我理解与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达到和解，因而我们的思想和

反思不能停留在理想和观念的层面，相反，它必须深入到现实之中，与

现实和解并改变现实，在这个意义上，伦理的核心就是人们在国家和社

会制度中受到的教育或教化。这一点也同样被席勒触及到。

席勒思想中包含着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讨论。在他看

来，如果人们把市民社会与国家对立起来，从主体的人（市民社会）出

发，坚决反对客体的人（国家），后者就将不得不压制前者，在这种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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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席勒散文选》，张玉能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３１７—３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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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１３６ 页。



的政治状态中，个体的具体生活被消灭了，国家只能是异己的与公民相

敌对的东西，因为国家根本不触及公民的情感。以往德国美学专注于

同感觉和情感相对立的法则与概念，因而暗含国家的合法性高于道德

法则或情意绵绵的市民社会。席勒的著作意味着对这种理解的矫正，

因为在他看来，社会的统一必须源于下层，源于在审美方面得以转化或

在意识形态方面得以重建的市民社会，而不应随意地自上而下地被合

法化。① 席勒上述思考对黑格尔有很大的启发。

黑格尔在《美学讲演录》中对席勒《审美教育书简》曾做过系统的

评论。他认为，“席勒的基本出发点是：每一个人都有本领去实现理想

的人性。代表这种真实人性的是国家，国家是客观的、普遍的、正常的

形式，借国家这种形式，许多个别的人团结成为一个统一整体。”黑格

尔还指出，国家作为理念和解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由代表道德、

法律和理智之类种族共同性的国家把个性否定掉；另一种方式是由个

人把自己提升到他的种族，就是由有时间性的人提升到有理念性的

人。”显然，席勒代表着是后一种方式，这种方式要求理性在实现自己

的统一性和整体性时，并不抹杀自然的差异和人的个体性。

人类的自由是差异和多样性的和解。道德、法律、共同体有其合理

性的要求，同样，人的个性、自主性也有其合理性，问题不在于以一方否

定另一方，而是实现它们的非强制的和解。审美教育的意义恰恰在于

这里。“因为按照席勒的看法，审美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欲念、感觉、

冲动和情绪修养成为本身就是理性的，因此理性、自由和心灵性也就解

除了它们的抽象性，和它的对立面，即本身经过理性化的自然，统一起

来，获得了血和肉。这就是说，美就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而这种统一

就是真正的真实。”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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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格尔看来，脱离现实客观性的理想不是结果实的花朵，如果我

们沉迷于空洞的理想，难免使人纠缠于现实社会的诸多缺陷而看不到

力量的成就。当然，黑格尔强调的是理性与现实的和解（Ｖｅｒｓｈｎｕｎｇ）

而不是对现实的消极顺从（Ｅｎｔｓａｇｕｎｇ）。和解并不意味着要听命于社

会，和解意味着我们把社会看作自由人尊严之基础，自由的最适当制度

的蓝图已经存在，它就摆在我们面前。哲学的任务，尤其是政治
獉獉

哲学的

任务，在于理解思想中的这幅蓝图。政治哲学不探讨超越于现世之外

的应然世界，而探讨摆在我们面前的实现了自由的这个世界。① 在这

里，席勒的和解概念不仅获得了更充实的社会内容，而且审美教育在使

人认识和希求普遍物，甚至承认普遍物作为它们的实体性精神和最终

目的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席勒凭他的艺术家的敏感性，在现代性

的矛盾和冲突获得概念的哲学界定之前，就思考精神分裂和冲突的时

代如何重建精神和生活的整体性问题。席勒的功劳在于，他不仅在思

想上把统一与和解作为真实来了解，并且在艺术创作中追求这种统一

与和解的实现。

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理解也直接来自席勒。黑格尔多次重申席勒

的立场，“世界历史是人类精神的法庭”。黑格尔继承了席勒对世界历

史的用法，但是，席勒与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理解还是存在着很大差

别，正是这一重大差别使黑格尔错过了深化和发展席勒对人的解放的

理解。在席勒看来，历史不是由国家代表的，它的意义也不是通过世界

历史民族的更替来体现的，相反，在席勒看来，世界历史的目的是人把

自己造就为人，世界历史的意义包含在人的发展之中。而在黑格尔的

体系中，个体的人被边缘化了，黑格尔说：“国家高高地站在自然生命

之上，正好比精神高高地站在自然生命之上一样。因此，人们必须崇敬

国家，把它看作地上的神物……”。② 相对于黑格尔，马克思恰恰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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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席勒的路上，因为马克思认识到，人类历史是要使个人得到全面发

展，使人与人的关系摆脱外在强制而获得自主性，在这个意义上，席勒

元素在黑格尔思想发展过程是半途而废的。

三、人的解放———马克思的审美理想

马克思从浪漫派，尤其是席勒那里吸取素材来描绘人的形象。关

于人的异化、关于自由与美学的联系、关于全面的人的描写，某种意义

上都源于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马克思继承了席勒关于人的全面

发展的审美理想。席勒的《书简》结论是，尽管人类社会的诞生出于实

用目的，但它的发展将超越这种功利性，成为自我愉悦的目的。席勒

说，人是用自己的事业为自己画像的，然而，不幸的是，在现代这场戏里

画出的人的形象往往不是粗野就是懒散。这两种形象在席勒那里被称

为野人和蛮人，而他们正是最早的人的异化的形象。

野人（Ｗｉｌｄｅｒ）视自然为绝对的主宰，以感觉支配原则。“在为数众

多的下层阶级中，我们看到的是粗野的、无法无天的冲动，在市民秩序

的约束解除之后这些冲动摆脱了羁绊，以无法控制的狂暴急于得到兽

性的满足。解脱了羁绊的社会，不是向上驰入有机的社会，而是又坠入

原始王国。”这些描绘暗指法国大革命中的暴民，也指尚未开放的受自

然本能和欲望支配的人，他称为“下层大众阶级”（ｎｉｅｄｅｒｎ ｕｎｄ ｚａｈｌ

ｒｅｉｃｈｅｒｎ Ｋｌａｓｓｅｎ）。与此相对应的另一种异化形象是蛮人（Ｂａｒｂａｒ）。他

们嘲笑、谤渎自然，自以为高人一等、有教养，其实，“在文明的上层阶

级中间，我们见到更加不快的景象，他们显出懒散和性格败坏，这些毛

病源于文明本身。文雅的阶级由于理智的启蒙而感到自豪，这并非毫

无道理；可是，整个看来，这种启蒙对人的意向并没有产生多少净化的

影响，反倒通过准则把腐败给固定下来了。在粗野的自然人的胸中，还

常有一颗同情的心在跳动；而在通达之士的胸中，由于骄傲的自满自足

同情心却在收缩，好比从着火的城市逃难，只是设法从毁灭中抢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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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点可怜的财物。”①在文明阶级（ｚｉｖｉｌｉｓｉｅｒｔｅｎ Ｋｌａｓｓｅｎ）身上，粗野的自

然被克服了，然而，代之而起的食古不化的原则和日渐枯萎的心灵。因

此，席勒的结论是，迄今为止，“文明远没有给我们带来自由，它在我们

身上培植起来的每一种力都只是发展出一种新的需要。……因此，我

们看到，时代精神徘徊于乖戾与粗野、不自然与纯自然、迷信与道德的

无信仰之间；暂时还能抑制这种精神的，仅仅是坏事之间的平衡。”人

的发展和自由必然克服这两种局限，既克服自然的限制，也克服不合理

的文明本身的限制。在这里席勒模糊地意识到资本主义文明的限制和

它的内在冲突特征。

席勒对现代社会人类精神自身的分裂的诊断与对全面发展的整体

的人格理想的期望，构成了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和人类解放理想的精神

源泉。虽然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依赖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

但是，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异化理论中，都不难发现席勒的影响。马

克思看来，由于资本主义的特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

中是分裂的，一方面人在劳动和其他生命活动中是“感性的、个体的和

直接性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在经济和国家领域中又是“抽象的、非自

由的人和寓言化、伦理化的人”。而真正的政治自由意味着抽象与具

体、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分裂关系的扬弃，“现实的、个体的人重新成为

抽象的公民，个体的人在其经验生活中，在其个人劳作以及个人关系

中，成为一种种族的存在。”

实际上，早期马克思的激进民主主义理想是席勒主义的，在这里，

社会解放乃是形式与内容的审美融合，事实上指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

政治解放和民主形式批判的规范原则和政治理想是席勒的以审美教化

为基础的政治自由概念。马克思说，“形式是没有价值的，除非它是内

容的形式。”民主社会是一种理想的人工制品，因为它的形式是内容的

形式：“在民主社会里，体制与法律，即政治国家本身仅仅是人民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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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自我决定，由人民来确定其内容。”①就如一个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的

自由精神的表达一样。

席勒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创立了一种辩证的历史理性的话语。一方

面他指出，“过度发展的社会把人贬低为仅仅是巨轮上的一个齿；公民

在一个只看重他所起的作用而不尊重他作为人的存在的国度里被剥夺

了人格性，他被当作一种可分等级的抽象概念来对待，受着那看来同他

作为人毫无关联的法律的管辖。”②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这种片面发

展是理性通往未来综合过程的必经之路。席勒对现代性的批判包含着

许多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这些内容在马克思那里以政治经济学批判

形式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席勒已经看到现代社

会中劳动的异化和政治的异化的端倪。席勒指出，物化的经济过程像

一架精巧的钟表，使得享乐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彼此脱节。

物化的国家机器像钟表一样机械地运转，使公民成为异己，并通过划分

等级把公民视为统治对象而纳入冷漠的法则。

席勒对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和知识的特征也进行了批判。他指出，

建立抽象概念基础的哲学和建立在分析基础的科学已经蕴含着人类自

由的想象力和总体性的丧失。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立于的规范理想

正是席勒等人的古典人道主义基础上的。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马克

思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批判深深地根植于席勒对被阻碍的能力、被分裂

的力量、被损毁的人类总体性的看法中。③

马克思对人类困境的分析和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这方面的

分析有许多共同之处。在克服异化现象而达到一个公正社会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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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同于席勒的审美教育，马克思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

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

想。我们所成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

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①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史

前史与未来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结构相近。从最初的著作到最后的奋

斗，马克思始终坚持的根本观点乃是，让每一个人成为人，成为一个创

造者，这种意义深远的人道主义将会继续存在。像席勒一样，马克思热

切地希望“全面的人”出现，但是马克思认为，把这种想象化为现实，需

要有比席勒“审美教育”更加激烈的东西。温情脉脉的审美教育可以

预示未来的完善生活；可以用细致的方式改造人，使他们面对社会变动

时不至于手足无措；但是它不能成为彻底打破旧秩序的现实力量。②

马克思早年欣赏席勒，但很快感情消褪，主要原因，一方面席勒的

作品理想主义色彩重，容易被滥用，为那些自欺欺人的信徒提供现成材

料；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从来不相信那些源于社会条件的弊病能

够通过艺术意识的改进得以根治。③ 众所周知，１８５９ 年 ４ 月 １９ 日给拉

萨尔的信，“这样你就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

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单纯的传声筒。”此后，马克思经常在文

章讽刺的段落摘引席勒的话。事实上，马克思指责的不是席勒本人，而

是像拉萨尔这样的拙劣模仿者。

然而，后来者往往把马克思与席勒等古典人道主义思想家的关系

理解为否定的关系，把马克思对席勒式诉诸人道主义审美教育超越资

本主义的方案的批判理解为对整个古典人道主义理想的拒绝，用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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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论解释的历史必然性来取代席勒元素对政治自由和人的解放的激

进解释，最终使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规范内容日益贫乏，使社会主义的试

验走向歧途。按照德里达的理解，马克思意义上的“革命，不是最终的

必然性，而是一种紧迫性，它带来一个号召，一种暴力，一个决裂的决

定。它简洁明了，甚至比简洁明了尤甚，因为它使其他的声音短路。”①

这里的紧迫性归根到底是席勒最早阐述的个人全面发展的理想和真正

的政治自由的号召和命令。恰如德里达所言，无论如何我们的时代至

少得有马克思的某种精神，同样，我们时代也需要席勒的精神。

（作者　 浙江树人大学基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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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费与空无：巴塔耶自主权
思想探要

杨　 威

　 　 内容提要：在对物的耗费中实现人的“自主权”，是巴塔耶思想的

一个重要主题。巴塔耶认为，从历史上看，封建社会在不平等的基础上

使自主权得到了实现；共产主义反对封建的等级差异，其实追求的是

“平等的耗费”。巴塔耶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是：自主权是空无。自主权

以人的生存状态为基础，它是不断进行着否定、进行着禁忌与违犯的双

重运动的人的自主权；从领域上说，自主权是一种主观性，它不是主体

之外的客体，也不是主体之内有待把握的对象，它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

主体与客体的消融以及向着连续性的回归。作为主观性之基础，这种

连续性同时又是物我两忘、无思无言的境界。

关键词：巴塔耶　 自主权　 耗费　 空无

重新恢复这个任由物恣肆繁衍的世界中的人的自主权，是巴塔耶

（Ｇｅｒｏｇｒｅｓ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１８９７—１９６２）的重要理论目标之一。巴塔耶自主权

概念的含义，简单说来，就是指奴性的反面；而它的思想实质，则在于在

永不停歇的否定中，摆脱人为物役的现实，确定人的主权地位，而且，这

种主权不再与占有和权利有关，而是与生命本真的矛盾冲突的状态有

关。这种“自主权”显然与现代国家的“主权”不同，巴塔耶明确说：“我

所说的自主权（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引者注，下同），与国际法所定义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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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权（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没有什么关系。”①“自主权”也与“自主”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不同，后者缺少超越物性的维度，某些看似个人自主决定的

活动，甚至有可能是从属于物性的、生产性的，而“如果没有超出有用

性的自主性原则，自主决定没有任何自主性品质，它甚至可能是奴性

的”。② 事实上，巴塔耶的“自主权”与“主权”、“自主”等概念的真正差

别，在于它与耗费的内在关联；自主权的标志就是对财富的耗费。所谓

耗费，意指非生产性的消费或对于物的纯然失去，它能够为人的生存打

开新的可能空间。③ 这一点，在他对封建社会和共产主义的历史考察

中可以得到清晰的体现。随后，我们将看到，巴塔耶的“自主权”其实

是一个相当深刻和具有超越性的概念，它和“空无”有着直接的联系。

一、自主权的历史考察：封建社会与共产主义

巴塔耶对自主权的讨论，有大量篇幅是以历史考察的形式展开的。

这些历史考察，不仅可以让我们获得对于社会历史的崭新理解，而且可

以让自主权思想得到深化和具体化展现。概括这些历史考察，它们主

要集中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外的两种社会类型：封建社会和共产主义

（苏联社会主义）。

１．封建价值的朴素乡愁

巴塔耶认为，在封建社会，自主权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实现。自主

权是只生产而不消费的劳动和奴性的对立面，拥有自主权的人只消费

而无需劳动，可以享受超出需要的剩余产品。就人类已知的组织形式

而言，这只有在前现代社会才有可能。巴塔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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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习惯于给各种不同的、应该予以具体分析的

社会状况全部冠以“封建”之名，而且，他们还将这种资本主义社会之

前的社会形态归结为土地所有制。与此不同，巴塔耶认为封建社会之

所以成为封建社会，关键是在于它为土地所有者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自

主权。① 这里涉及到劳动与自主权的关系问题。在巴塔耶的思想中，

劳动与自主权是截然对立的，他不赞同劳动能造就完人的观点，而始终

认为劳动是“主奴辩证法”中那些不愿自由死、宁愿奴性活的人的选

择；与劳动着眼将来、精心计算相反，自主性的（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时刻则是属

于此地此时的，不必为将来而操心，不必为他人而烦忧。土地财产以及

其他封建财产，之所以能够体现所有者的自主权，正是由于它们使人摆

脱了劳动。劳动总是创造剩余的产品，这些产品又总是归于土地所有

者，而在土地所有者对这些剩余产品的非生产性的使用即耗费中，自主

权就得到了体现。从劳动者的角度来说，利用剩余产品的权利集中于

一人，不仅是一种社会心理凝聚的方式，也是使其自身的自主权得以实

现，至少能够看到自主权得以实现的方式，“有时，重要的不再是自己

成为自主性的人，而是这个人的自主权存在并充盈于这个世界上，那

时，那些被组织并固化、使人性因遭憎恨贬抑而变得可憎的奴性劳动也

不再重要了”。② 总之，在封建社会，是存在着对财富的自主性运用的，

这种自主性具体体现为非生产性，它们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实际上就是

耗费。进行耗费的是土地所有者，他们占有了劳动者创造出的剩余产

品，并在对剩余产品的非生产性使用中实际地体现了自主权。显然，自

主权与土地所有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基于这样的土地所有权，封建

领主或地主成为了自主权的体现者，臣属则在领主或地主身上看到了自

主权的间接实现。

封建社会的组织形式是建立在人类内部不平等的基础上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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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是建立在等级制的基础上的。它以一大部分人的奉献和让渡为

代价实现了少数人的自主权。可以说，主人与奴隶之间的不平等的分

化，是整个封建社会得以延续的基础和前提。奴隶投身于劳动之中，将

自身降格为物，进行谋划和劳动，从事对物的陶冶，以物的方式生存。

这种生存状态，是一种手段性的生存，它不以自身为目的，而以主人，特

别是主人的非生产性的耗费活动为目的。主人无疑是凌驾于奴隶之上

的，这种凌驾不仅体现在他拥有对奴隶进行生杀予夺的权力，更体现在

他可以占有奴隶的劳动成果并进行纯粹的耗费。在这种纯粹的耗费

中，主人明确地显示出了他的生存是超脱于物的，是以自身为目的的。

事实上，历史上的皇室的确是无不以其辉煌壮丽的奢华体现着高贵和

尊严，散发着对民众的吸引，引发民众的尊崇。“赋予奢侈以独特的贵

族特征的是那种只是为了炫耀和壮观而进行的消费，比如：做工过于精

细的服装、镀金的公共马车、无数穿着制服的仆人。”①这种奢华甚至可

以成为社会维持自身稳定运行的必要构件，或者由于人们对奢华的争

相追逐而使其成为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封建社会的这种不平等的等级制，导致了两个方面的效果：从积极

的方面来说，它毕竟实现了人的自主权；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它造成了

那些奴隶和臣属们的非人的存在。这消极的方面是现代观念所绝不能

容忍的，然而，对巴塔耶来说，更值得重视的倒是积极的一面。只有在

封建社会的不平等中，那种作为“至尊性”的自主权或主人之为主人的

“主权”才有可能得以实现。② 其实，说到底，“至尊性”或主人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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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根源就在于人的不平等，因其不平等，才会有尊贵与卑贱的分

别，才会有陶冶物与享用物的分别，使不同的个体之间呈现出各自迥然

不同的命运。显然，只有那些能够无忧地享用物的人，才是拥有至尊性

的，而那些奴隶和臣属们，却只能为至尊性服务。甚至“至尊性”这个

概念本身，就是对这种不平等的一个比较贴切的反映。普同一等的人

之间，无尊卑之分，也就更无所谓至尊与否了。事实上，一旦不平等和

等级制被打破，至尊性也就失去了基础。然而，这样消失的只是自主权

的古代形式，并不意味着自主权就不复存在了。在作为古代形式的至

尊性之外，自主权仍然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和要求的。我们随后将会

看到，巴塔耶真正关注的，就是这种平等之后的自主权问题。

就封建社会而言，可以认为，巴塔耶对它所体现出的古代形式的自

主权是留恋的。这表现在如下方面：其一，他以封建社会为坐标来看待

此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巴塔耶对资产阶级

大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与正统观点完全不同的

看法，在他看来，相对于封建社会而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立场是

等效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都是在废除封建秩序，在这个

意义上，它们都是对封建时代的自主性权力的颠覆。其二，他认为从封

建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伴随着一种失落。巴塔耶认为，在从君主制

到共和制的转换中，虽然制度上自主权被废除了，但是个人的自主权却

并未获得。在反对封建秩序的革命中，反抗的人起来推翻了压迫他、使

他被贬低为物的东西，在斗争中重新获得了被剥夺的东西，“但是，他

失去了君主制社会至少会拥有的东西，即对人类存在的完整表现，这种

存在不会允许他自己被混同于物，被贬低为客体”。① 或许，均分财富

的过程，新兴有产者推翻封建贵族、劳苦大众剥夺“剥夺者”的过程，只

是将“主奴辩证法”中奴隶的道德推广开来而消除了主人的道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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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物视为占有对象而非耗费对象的表现，是接纳了物性的表现，它消

除了财富无偿集中、通过消耗而非积聚财富才能体现尊贵等可以藉以

进行纯粹耗费的条件。特别是资产阶级，是一个在很深的程度上接纳

了物性的阶级，而作为封建社会的品质的自主性，最初就是被资产阶级

积累的偏好彻底破坏了。“在封建社会，存在着一种对财富进行具有

自主性的、非生产性的使用的偏好。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则是为了

积累而保存的偏好。资产阶级的主流价值观使那些最富裕的人把他们

的资源用于开设作坊、工厂和矿山。封建社会则会建立教堂、城堡、宫

殿等引人惊奇的事物。”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是主体的社

会，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物的社会。

巴塔耶之所以赞同封建社会这种实现自主权的方式，不仅基于历

史的考察，即认为封建社会曾经作为一种古代形式曾经实现了自主权；

而且，从根本上说，是基于对人性的判断，即认为人的存在天然是不平

等的，封建社会的等级制恰恰是符合人的这种不平等的天性或追求

的。正是在关于人从本性上说是追求平等还是追求不平等这一问题

上，他与共产主义者形成了根本性的差别，他甚至在赞赏共产主义的

同时，又批评作为共产主义的核心观念之一的平等观是一种根本错误

的观念。

２．暧昧的共产主义观

巴塔耶认为，共产主义是人们应当关注的最主要的问题和世界未

来发展的总体趋势的代表；但是，在具体分析中，他又指出了作为共产

主义具体体现的斯大林主义，是有局限性的。在这里，他特别地对共产

主义的平等观提出了异议。

巴塔耶首先指出了原初的马克思主义构想与 ２０ 世纪实际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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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运动的差异。其中的关键性问题在于，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社

会主义国家几乎都是在不发达国家和封建国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家才有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工人也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改善生活；不发达的国家和封建国家，只适于

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而非社会主义革命。然而，事实却是，发达国家工

薪阶层的生活不断地得到改善，革命诉求已经失效，激进主义者们所进

行的革命反倒是在农业的、封建的国家取得了成功，而且，在这些革命

中，是农民真正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的革命历程就是对这种出

人意料的、悖谬性的转变的最好展示。① 在苏联，是否倚仗西欧发达国

家工人运动胜利的支援、是否期待全球革命，也成为列宁、托洛茨基与

斯大林之间在理论观点上的重要区别。在 ２０ 世纪初期，列宁、托洛茨

基都相信西欧已经临近革命了，并且认为，如果没有发达国家已经取得

革命胜利的工人的帮助，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也走不远。然而，后来的

历史事实却表明，工业世界始终没有动摇，除了中国之外，无产阶级运

动并没有取得重大胜利。与列宁、托洛茨基不同，斯大林代表了反西方

的倾向，这一点其实早在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之前就已经很明

显。斯大林认为，欧洲并不能引领革命道路，俄国的革命条件反倒比西

欧更好，因为俄国工人有贫农的支持。

巴塔耶还指出，共产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理想追求，不如说是贫穷国

家进行工业革命的现实选择。他指出，其表现在：第一，社会主义国家

之间的关系是务实的，而不是基于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无私团结的。

在苏联与中国的关系中，就有一段值得我们注意的历史：在新中国成立

之前，斯大林是一直支持蒋介石的，因为他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胜利的

可能，直到 １９４５ 年，在波茨坦，他仍然认为国民党是唯一有能力管理中

国的政治力量。② 毫无疑问，斯大林的这种态度，显示了他在对于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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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价值理想与苏联自身的国家利益之间的权衡中，是明显将权重

倾向于后者的。可以认为，至少在斯大林这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

服务于国家利益的，这也让我们更容易理解巴塔耶接下来的观点。第

二，社会主义国家以激进的方式进行了工业化积累。巴塔耶指出：“重

要的是，对贫穷国家来说，共产主义是进行工业革命的唯一途径。而这

一工业革命，富裕国家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完成了。”①巴塔耶认为，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在苏联所发生的事情，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在一国的原始积

累。斯大林领导的革命与英国的工业革命有着同样的结果。只不过，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是在农业的、封建的社会中建立起来的，工业化积累

的任务就落在了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身上。第三，包括共产主

义运动在内的所有革命，都没有改变资产阶级的主导地位。正如在分

析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时已经指出的，巴塔耶认为，资产阶级和

无产阶级的目的实际上都是废除封建秩序，他们所进行的革命都是封

建主权所引发的反叛，都是旨在打破封建秩序的现代革命。在反封建

的方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一致的，他们作为大众（ｍａｓｓｅｓ），都不

了解封建时代的那些土地所有者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挥霍的热衷。资产

阶级率先建立了不同的体系，进行财富积累和工业化发展，而包括无产

阶级在内的其他大众从未要推翻这一秩序。大众基于对封建主权的激

烈仇恨而聚集，当资产阶级足够强大时，如在英国、法国，就直接与地主

阶级对抗；当资产阶级较为弱小时，则交由无产阶级来完成同样的任

务。这样也就解释了，何以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西欧，从未能产生

针对资产阶级的真正反对性的革命。

巴塔耶对共产主义内在性质的分析，集中于它的生产主义、平等主

义等观念。巴塔耶认为，共产主义更重视生产，并在这个意义比资本主

义更加远离封建价值。在巴塔耶看来，在现实中，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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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别只在于生产工具是个人地属于资产阶级还是集体地属于工人；

但是，更为重要和更为基本的是它们的共同点，即都致力于生产工具的

增长，特别是一国生产力总量的增长。相比而言，在反对封建价值和重

视生产增长的意义上，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走得更远，也更为极端。

“资产阶级只是提出了自由选择以反对奢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则用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决定论取代了自由选择。”①工人运动改变了马克思

的最初设想；在马克思的设想中，剩余既可以个人消耗，也可以积累，但

是，在后来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连这种选择也消失了。斯大林曾说，

工人不应该再有自由劳动与必要劳动之分，工人的奉献是在为集体做

贡献，劳动是为了满足集体的需要，因而只具有必要性而不具有选择

性。对于资产阶级来说，积累是选择的结果，可以自由地投资或消费；

而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积累是必需的，这消除了能使现在不再服务于未

来的耗费的可能性。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是能够以不尽合乎理性的

方式活动的自由；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只有集体被关心，群众所组成的

和所创造的巨大数字都与理性一致，社会主义者的严酷也与理性一致。

在巴塔耶看来，这一切都使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了更加高效的生产机器，

使它特别适用于在资源有限的落后国家进行占有和发展。另一方面，

共产主义也更重视平等。资产阶级对正义的关注是相对虚伪的，只要

不损害自己的利益，他们就不会真的反抗。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是发展

生产力和结束贵族的权力。与此相比，无产阶级对于平等的诉求更加

激烈，对于封建地主所代表的自主权的仇恨也更加痛彻。共产主义包

含着一种平等的观念，这种观念反对封建社会那种多数人劳动、少数人

享用的体现自主权的方式，而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是彼此平等的，都拥

有享有自主权的条件。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巴塔耶并不同意共产主义

的诉求。他认为人在天性上是不平等的，是要追求等级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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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体现了否定主权的自主权，并没有走向对自主权真正的平等享有。

而且，即使共产主义的设想实现了，在革命胜利之后、在平等彻底实现

之后，自主权也不会成为一个多余的、过时的问题，而仍然是一个关乎

每个人生存的根本问题。

巴塔耶看待共产主义的态度是暧昧的，他既认为共产主义代表了

时代发展的趋势，又认为共产主义，特别是作为共产主义在 ２０ 世纪的

重要代表的斯大林主义，存在着一些根本性问题。就肯定的方面而言，

巴塔耶指出，要界定自主权在马克思主义世界中的意义，有必要对比着

在封建社会中的主权所忽略了的部分和深深地非人性的部分来得到说

明。在这种对比中，巴塔耶着重指出了如下几点：其一，马克思主义对

于“人”的重视。从理论上说，相对于受奴役状态和物化状态，共产主

义强调价值的归宿在于人，生产不是唯一的价值，生产只是满足人的需

要的手段，它应该为人服务，而不是相反。其二，共产主义对宗教维度

的消解。共产主义拆解了封建时代的神学支撑，消除了传统自主权的

宗教维度。巴塔耶甚至说：马克思主义看待人就如同神学看待上帝一

样，马克思主义是用人类学取代了基督神学。① 其三，共产主义运动对

人人平等的追求。自主权，特别是封建时代的自主权，是以社会差异为

基础的；共产主义运动则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而指向一个人人平等

的无差别社会，这意味着对传统自主权的消除。巴塔耶认为，这样一种

人人平等无差别的状态可以作为历史的目的（ｅｎｄｓ）。“人人无差别可

以作为历史的目的，此时，自主权不是目的，自主权被否定了。自主权

不是历史要实现的一种形式，历史只是对阻止人们寻找它的东西的清

除。”②换言之，自主权是“不在场”的，它更多地体现为人在追求它的

过程中，对其对立面的否定，与此相应，作为时代发展的趋势，共产主义

的“人人无差别”却是一个可以“在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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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巴塔耶对共产主义所做出的这三点分析，并不

是一种单纯的肯定，在更深入的阐述中，这种最初被肯定的内容就暴露

出了它们的欠缺。就第一点而言，共产主义诚然以人为价值归宿，然

而，吊诡的是，如果一个人要把生产用于服务自己，他就必须顺应生产

的要求，也就是说，必须自弃于物。这样一来，虽然共产主义将自主性

价值归于人，但是，正是人为了生产得更好而取消了自主权。因此，

“被斯大林作为目的的人不具有自主性品格，他的需求被对应于保证

和增长生产而衡量。人是目的，人是自主性的（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但唯有他放

弃自身的自主权（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时才如此。”①就第二点而言，共产主义消

解了宗教的维度，但是，这也使苏联人去寻求完全客观的权力，而不是

内在精神维度的等级秩序，其结果就是：“自主权主宰着物；权力的客

观性结束了这一点。结束自主权的权力，也物化了自己。”②更为甚者，

共产主义由于拒斥主体性、追求客观化而把人也贬为客体了。资产阶

级将物与主体性混合了起来，共产主义反对这种主体性追求，摧毁资产

阶级对“自主性的主观性”的贬低，但是，共产主义却混淆了自主权与

资产阶级的主体性，而将敌对态度指向主观性生活，从而反对一切主观

性。③ 现实中的共产主义运动作为否定主权的自主权而出现，却最终

走向了客观化，追求能量的积累和外在的权力，这就使它偏离了真正的

自主权。从根本上说，自主权是内在的，任何外在化的追求都难免偏离

自主权的本义。就第三点而言，共产主义对平等的追求，是对封建时代

的自主权的彻底消解，然而，共产主义的平等诉求无法真正实现。共产

主义的平等并不彻底，因为它并不包括剥削者，平等就意味剥削剥削

者，尊重人就意味着不尊重非人。就“平等”本身而言，它和“不平等”

一样是彼此等价的观念。在巴塔耶看来，很难说“平等”就比“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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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他尖锐地指出：对“人剥削人”的批评基于人人平等的观念；这正

如剥削基于人与人之间价值上的不平等。① 就与耗费的关系而言，共

产主义反对追求等级差异，其实想要的是“平等的耗费”（ｅｇ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巴塔耶认为，共产主义的实质，就是进行“平等的耗

费”，而这却使共产主义的管理者面临着两难境地：要么在追求等级中

耗费，要么在战争中灾难性地耗费。② 在巴塔耶看来，归根结底，没有

什么能让我们否认人性内在的对于等级和战争的追求。正是由于这个

原因，巴塔耶认为，苏联的共产主义带来的并不是最终的和平，而是战

争的威胁；只是，世界正是在这种战争的威胁之下，才维持着一种动态

的和平，获得了持续的进步。

概括巴塔耶对于共产主义展开的讨论，可以看出，他的讨论主要是

从自主权思想出发的。在他看来，作为实际表现的斯大林主义，陷入了

生产主义的占有和发展，走向了耗费的反面；理论上的共产主义的根本

要义，却是自相矛盾的、难以实现的“平等的耗费”。因此，即使迈向共

产主义的革命胜利了，人们仍然需要面临如何重获自主权的问题。这

种自主权，只有在耗费中才能真正实现，它要求的不是人对于物的经

营，而是对于物的超然。巴塔耶的思想到这里开始显露出几分浪漫主

义的性质。他没有去剖析资本逻辑内部的运行机制，进而指出资本逻

辑所面临的危机和必然归宿；他是通过一种外在的理论构建而使资本

世界呈现为一种有限和片面的存在。他的思想中，隐含着对过去的封

建时代或原始的生存状态的重视，回避了现代意义上无限向前的进步

观念。这种外在的、超然的思想路径，虽能使人获得观念上的明了，但

无法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实际的指引。或许，正如美国学者 Ａｍｙ Ｅ．

Ｗｅｎｄｌｉｎｇ指出的，巴塔耶对“后革命”时代的共产主义设想的质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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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更接近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①从根本上说，巴塔耶是不同意将只

是作为资产主义之症候的稀缺，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生产和平等追求，作

为人类社会的构建原则。此外，作为一种宗旨性陈述，在现实的世界形

势方面，巴塔耶最终关注的还是人类的和平，具体说来，就是要以和平

的方式在危机和战争爆发之前消耗掉过剩的能量；在内在的人类精神

方面，巴塔耶关注的是超越物性的人的自主权，这种自主权不是物性

的，不是客观化的，不是理性和话语的对象，它最终如同佛家了悟后的

释然，只是空无（ＮＯＴＨＩＮＧ）。巴塔耶用围绕尼采思想的讨论作为《自

主权》的最后一个部分，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宗旨，他要尝试用尼采思

想来替代共产主义思想的某些缺失。巴塔耶指出：“尼采的思想与共

产主义同等重要。”②巴塔耶以尼采的同路人自居，并认为很多人只是

尼采的评论者，但他不是这样的评论者，他是作为和尼采一样的人在进

行思考的。经过将尼采思想与共产主义进行对比，巴塔耶得出了这样

的结论：“尼采的天才（ｇｉｆｔ）是唯一与共产主义立场分离的”。③ 随后，

借助于对尼采思想的解读，巴塔耶也逐渐呈现了“自主权”的一些关键

性内涵。

二、作为“空无”的自主权

在巴塔耶的社会历史讨论中，对自主权本身的界定与阐述不断穿

插、闪回，当我们收集、总结这些界定与阐述，就会发现其中最为关键的

阐述是“自主权是空无”。这句话是对自主权的核心揭示，在此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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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包括了自由意志或否定性、对概念与话语的拒斥、即时性地为自己而

活、与宇宙总体相联系等具体内容。这些核心表述与具体内容，基于对

人类生存的新理解，表达着生存目的的新要求。

巴塔耶思想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自主权。但是，这个自主权既不是

外在的权力，也不是内在的“至尊”。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巴塔耶

的回答是：自主权是空无。显然，这是一个看上去有些“无厘头”的回

答，让人感觉有几分戏谑的意味。能否理解并阐明巴塔耶的这一论断，

成为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对于自主权的深入把握，需要结合巴塔耶的存在论思想来进行。

巴塔耶把人的存在方式理解为一种持续否定的“双重运动”，即最初的

否定使人摆脱了自然和“动物性”，建立起以理性和生产为核心的“人

性”，而进一步的否定则会使人以“圣性”（ｓａｃｒｅｄ）的形式向自然的连续

性回复和接近。这一点在他的《色情史》中已经有过深入、细致的阐

述。在《自主权》中，巴塔耶又再次指出：人类世界是由禁忌与违犯组

成的，它体现为一种自相矛盾的冲动系统。“因此，‘人’这个词绝不像

头脑简单的人想象的那样意味着一种固定的姿态，使人性得以突显的

倒不如说是一种显然不稳定的平衡。”①在巴塔耶看来，人就是由相互

摧毁的运动构成的一种“不可能的”组合。因此，巴塔耶明确表示不同

意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定义。巴塔耶认为，共产主义（马克思主

义）仅以使用和制造工具来定义人。众所周知，恩格斯也的确写出了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这样的文章。与这种以使用和制造

工具或以劳动的观点来定义人不同，巴塔耶的观点却是：区别人与动物

的，是基本的行为方式，这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

这是因为，“从动物到人的转变，在于改变了满足需要的方式的禁

忌”。② 禁忌就是人对于自然、对于自身动物性的一种否定和压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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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础上，才能建立使人得以自我确认的人性。由此出发，他还认为，

社会阶级的区分并不仅仅在于权利，而更是在于人性化的程度。比如，

皇室的令人敬慕的尊严，就不是靠经济权利或政治霸权，而是靠高贵的

气质和优雅的风度来维系的。同时，对于不断进行着否定的人来说，禁

忌本身也意味着对它的违犯，因此，我们既需要禁忌，也需要抛开禁忌。

这种对禁忌或既定规则的违犯，也是自主权的基础之一。概言之，如果

说自主权是以对人的存在状态的新理解为基础的，那么，在这种对存在

状态的理解中，最为核心的就是从不断否定的角度来理解人。这就是

说，自主权意味着人的一种状态，即对既定状态进行不断否定的状态。

这种否定体现着人的自主（ａｕｔｏｎｏｍｙ）；而这种自主，作为自主权的一个

环节，是其在人性脱离动物性阶段的表现。“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对于

自主的渴望决定了人的态度，没有自主就没有人性。”①淫秽其实就是

动物性，对它的恐惧建立了人性，人性反对我们对于动物性的依赖；然

而，人性所建立的世俗世界又很快成了既定的东西，那些计算和劳作，

作为人们借以从自然中独立出来的手段，又反过来使人依赖于它们了；

“圣性”成为了自主的新原则，这种原则不再是有意识的，不再是人格

化的，它含糊而无边际，从人性向连续性回归，但它不再是动物性，而是

对工作、对自制的理性原则的破坏。这种不断的否定，这种基于禁忌与

违犯的双重运动，构成了人之形成为人的基本机制，也构成了我们理解

自主权的最主要的基础。

可以看到，在关于“人性”的看法或人的生存论问题上，巴塔耶提

出了不同的想法。资本主义建基于原子化的个人观念，除了孤立的个

人，它塑造不出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解决个人

与社会之间的区隔，使个人不仅考虑他们自身的利益，也考虑作为整体

的社会的利益。与这两种思路不同的是，巴塔耶另辟蹊径，经由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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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等具体问题的探讨，深入考察了人性的内在机制，它表现为一种动

态否定的双重运动，是从连续性中觉醒、脱离而又消解、回归的双重

运动。

巴塔耶所说的自主权，正是这种作为不断进行着否定的人，这种进

行着禁忌与违犯的双重运动的人的自主权。那么，这种自主权就显然

不是一个主体之外的客体，也不再是一种主体之内的、有待被主体占有

的对象。如果自主权被客观化，它就会变成权力，而权力的客观性则只

意味着对自主性的废除；如果自主权作为一种被把握的对象，它就会变

成尊严，或者类似的某种特定状态，而这又会要求一种固定的等级秩序

的建立。概言之，自主权既非这种外在的客体，亦非要把握的对象。从

领域上说，它是一种主观性（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①同时，它又是主体与客体的

消融；最终，它是向着连续性或普遍性的回归。

关于自主权是一种主观性，巴塔耶有过许多表述。巴塔耶曾说：

“自主权从来不是真正客观的，而是与深层的主观性相关”。② 自主权

是基于主观反应的结果；它只有在我们否定、摧毁对象的意义上涉及客

观。这种对于自主权的主观性的界定，避免了将自主权理解为宗教地

位、军事权威和政治权力的误解。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种否定性的

界定。当我们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时，自主权就是一种主观的心灵状

态，这种状态不是一个人作为主体与其他作为臣仆的人联系，从而形成

一种主权制度，而是主体与主体的感性的、情感的接触，他们以笑、泪和

节日的喧闹来进行交流，这种主观性从来不是话语性知识的对象。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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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理解这种主观性时，才能理解巴塔耶所说主体的意义及其与自主

权的关联。正是基于这种对主观性的重视和强调，巴塔耶才能说出

“共产主义把人贬为客体；尼采使主体解脱”这样的话。① 巴塔耶自主

权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尼采的思想。在巴塔耶看来，尼采的思想是

达到思想之界限的思想，尼采的天才是不受限的、自主性的和主观性的

天才，对此，巴塔耶也曾以“海滩景象”为例阐述自己的独特理解：在明

月照耀的夜晚，海风轻拂，波浪阵阵，万物浑然一体，就其本然状态而

言，我是陶然忘我的，唯有当我要思考时，我才被从这种景象中抽身出

来。② 那种本然状态，是比思想更为根本的。即使当我从这种本然状

态中抽离，对自己进行反身思考时，作为被反观的客体之我，其内容也

是主观性的。显然，从巴塔耶所理解人的存在来看，首先是连续性或总

体性，其次是主观性。自主权是以人的存在为地基的，因此，自主权也

毫无疑问必然是主观性的。在巴塔耶看来，相对于基督教的神学和共

产主义的人学而言，尼采能够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就是，没有任何可以从

物、从客体、从对象得来的自主权，自主权只能是主观性的。尼采对于

基督教道德的颠覆、巴塔耶运用尼采思想对共产主义所做的对比，其实

就是要使这种主观性彰显出来，就是要使主体从客观性的误区中解脱

出来，而这种自由了的、解脱了的主体，才是真正自主性的。

主观性并不意味着坚持主体的地位；实体性的主体概念，其实仍然

是主观性被客观化了的表现，主观性拒绝陷入这种主体概念，它坚持着

更为彻底的主观性原则。这种主观性，具体说来，是思想和语言所由出

发的地方，是在浑然一体中抽身出来的勉强之思的起点。“人是思想

（语言），他只有通过自主性的思想，才成为自主性的。”③自主权的领

域是主观性，这不仅是对人的生存的智识起点的标明，对其以思想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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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为存在方式的有限性的承认，而且更是为超越这种生存方式的有限

性并使之向着连续性回归奠定了基础。

作为自主权的领域的主观性，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的

消融。巴塔耶曾说：“自主性思想考虑不被当作物或对象把握的自主

性的时刻，以及与古代主权相对立的时刻。自主权思想，在尼采著作中

首次得到表达，他设想了从物的世界（客观活动）和从主体的完全的脱

离。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主体的解脱；二是客体的解脱，从而与之相

联的主体能真正解脱。”①所谓主体的解脱（ｆｒｅｅ），意味着之前的被知

识和语言宰制的主体不复存在。巴塔耶的语言观是通过对语言的耗费

试图达到语言之外，巴塔耶知识观也是以明确的批判性为特征。在巴

塔耶看来，知识既是奴性的，也是不充分的。知识会让我们接受奴性，

因为知识总是意味着要接受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即我们的此时此刻不

能以自身为目的，每一时刻只有在随后的某一或某些时刻那里才能获

得意义。此外，知识是与生命体验本身相隔离的，在知识积累的同时，

与知识相应的实际的存在却消失了，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不带盲区

的知识，或者说，没有不无知的知识。因此，巴塔耶提出了“非知”。尽

管如此，他要做的，事实上并不是要破坏或弃绝知识，而是要扩展知识，

让它能够对那些本应属于其领地却往往被排除在外的事实做出回应。

这就涉及到客体。所谓客体的解脱，是指那些外在于主体、与主体相对

立、作为有待被知识把握的对象的客体不复存在。客体消解之后，主体

才能真正消解，两者其实是一体的、同步的。在实际的人类活动中，客

体的消解，正是耗费的过程所要完成和体现出来的。耗费就是使客体

消解，使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联结脱离，进而使主体不复为主体。此时，

主观性作为一种视角和领域取代了主体的位置，自主权成为对这种主

观性的标识。因而，我们所要阐明的人类的自主权，事实上就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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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体的人类”的自主权，而是充满内在张力的“作为整体的人类”

的自主权。这种自主权，不再设定外物并向它屈服，而是自身为其自身

存在的凭据。

主体和客体消解之后，就是向着连续性或普遍性的回归。这种连

续性，不是主体之外的连续性，而是作为主观性之基础的、作为本然状

态的连续性。在这种连续性中，没有“我”，没有物，没有语言，没有时

间，而只有生命的活的体验本身。自主性的主观性仍然与宇宙、与总体

相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不必再像封建社会那样以集中于“王”的方式

表达出来。如果我们再以“海滩景象”的例子来加以说明，那就是一任

自己沉浸于月光、微风、海浪、沙滩共同组成的美景中，陶然忘我，无思

无言，放弃那种有所“觉醒”的反身思考，放弃对这种美景进行描述和

表述的尝试，不再从浑然一体的美景中抽离，只是活在此刻，享受此刻，

只有此刻。或许，这是只有诗意而无诗的时刻，是真正拥有自主权的时

刻。此时，正如巴塔耶在探讨对禁忌的违犯时所描述的体验：“我不再

是我，而是自失于其中的无限”。① 这时，我们已消解了那限定和形成

自我的有限性，更谈不上从事占有和谋划，这是经由耗费所最终达到的

时刻或境界。

这种连续性或普遍性，同时又是空无。当我们说到连续性或普遍

性时，我们仍然可能在将它作为一个客体、对象或物来把握，为了避免

这最后的误解，巴塔耶反复提到“自主权是空无”的论断，并用这句话

作为《自主权》一书最后的警句。在此之前，巴塔耶曾明确地说：“我是

空无，这种对断言的模仿是自主性的主观性最后的话，它使自己从屈从

于物的领域解放出来。”②应当注意到，“我是空无”或“自主权是空无”

这样的话，是一种“模仿”。换言之，它仍然在用语言表述，这个句式仍

然在把一个不能作为客体、不能作为对象来把握的东西勉强当作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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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一个对象来讲述。然而，“空无”无疑是一个十分独特的词，这个

近乎无所指的词使我们有可能去领悟在词语尽头、在物之外的领域，至

少，它标明了客体、对象的无效。“自主权是空无”，正是以一种陈述客

体的方式，陈述了客体之外的东西。至此，我们也就不难明白巴塔耶在

《自主权》的第一部分就曾说过的那句话：“自主权是空无，我努力要说

的是，把它作为一个物是多么笨拙（却又不可避免）。”①在这个意义

上，巴塔耶的写作的确是一种语言的耗费，是用语言消解语言自身，并

以此来指示出语言所“不可能”指示的东西。而从思想的内容上来说，

巴塔耶所关注的也正是这种不可能，也就是那在界限之外的维度。耗

费，揭示的是物性之外的维度；自主权，揭示的是基于物性的奴性之外

的维度。

自主权是巴塔耶思想所要求的理论指归，或者说，是其在生存目的

或生存指向上的诉求。自主权思想最初是与耗费思想联系在一起的。

耗费看似是从物或从经济问题着手的，离自主权有着遥远的距离，但

是，事实上，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境遇，巴塔耶正是在与物打交道中、在

经济领域中看到了自主权最直接和最基本的运用。哈贝马斯在谈到巴

塔耶的耗费思想时就曾较为准确地指出：“这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消费

形式，从单个商品占有者的经济视角来看，它是一种损失，但它同时能

够实现和证明人的自主权以及人的本真存在。”②显然，在对物的慨然

挥斥和对有用性的超越中，人失去的是片面化的、奴性的生存，而获得

的却是自身完整而本真的存在。简言之，耗费最终通向自主性的生存。

这才是耗费的最根本的意义和最终的目的。就自主权本身而言，它又

是“空无”。它不是一个客体或对象，而是一种境界。“空无”意味着无

物无我，它消解了作为有限主体的“我”的观念，也消解了与这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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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应的作为征服和占有对象的“物”；“空无”也意味着无思无言，它

超越了理性之思，而诉诸于向着自然整体回归的生命本身，它用语言消

解语言，以此表达着语言的界限之外的内容。这种无物无我、无思无言

的境界，正是自主权的“空无”含义对于西方现代性要素的袪蔽，也是

对于从物性中解脱出来了的人自身的生存方式的思考与探索。对于这

种自主权的追求，揭示着人类的本真性生存的基本趋向，它不仅在资本

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时代有意义，就是在后共产主义的时代也会有意义。

巴塔耶在讨论“大革命”时就曾指出：人类在平等之后并非不再需要自

主权，这种自主权与资产阶级的对物的奴性相对立，“自主权是每个人

的条件，既非时代错置的也非无关紧要的”。① 在这个意义上，自主权

已经不再是对封建价值的简单怀旧，而是对人类本真存在的开拓与追

求。相应地，其中所包含的人与物关系问题和人自身的生存方式问题，

作为我们领会自身存在的一个直接的着眼点，也成为比进行具体的制

度性设计更为基本的一个问题，它有可能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自

己的生活和生命意义的理解，并使我们有机会去寻求比维持生计和实

现“自我”更为根本、更为彻底的目的。

（作者　 第二军医大学人文社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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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费与空无：巴塔耶自主权思想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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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和“不是”①

———卢西安·哥德曼悲剧辩证法的基本特征

刘　 芳

　 　 内容摘要：对于绝对、总体性的追求是人的天性，然而，作为一个有

限者，如何面对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分裂？思想家的任务就是寻求

一种能够缝合“本真生活（应是）与现实生活（所是）裂痕”的方法。作

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西安·哥德曼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诉诸

一种悲剧辩证法。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这一思想的基本特征进行描述

和评论。作为一个悲剧辩证法家，尽管“不是”常常萦绕心中，但是，哥

德曼总是坚持说“是”，努力实现“应是和所是、悲剧和希望、历史和结

构、政治和方法”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悲剧辩证法　 应是　 所是　 悲剧　 希望　 历史　 结构　

政治　 方法

对于一种辩证方法的诉求是哥德曼整个思想志业的核心，他一直

希望能够实现“理想的本真生活”（应是）与“现实的日常生活”（所是）

的辩证统一，创造出一个综合“事实”与“价值”的科学的辩证总体性方

法。但是，他的悲剧辩证法思想并不是大刀阔斧的开山之作，而是始终

小心翼翼地在各种极端观点之间寻找真理的位置。对他而言，辩证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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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革命还是信仰？———十字路口

的卢西安·哥德曼》（２０１２Ｍ５２０８５４）的阶段性成果。



神的首先特征就是要抓住链条上的两个对立面，同时总是保持警惕避

免走向这一面或那一面。① 简言之，“是”和“不是”是哥德曼辩证法思

想的根本特征，因为，“对于一切辩证思想来说，应当避免的一个最大

的过失，就是明确地说‘是’或者‘不是’。恩格斯曾经写道‘是，是’，或

者‘不是，不是’就是搞形而上学———这不是一个褒义的用法。唯一接近

人类现实的方式———帕斯卡尔早在恩格斯两个世纪之前所认识的———

就是说‘是’和‘不是’，并且将两个极端结合在一起。”②因此，避免“过

犹不及”，时刻保持“中庸之道”是哥德曼辩证法思想的总体特征。

一、“应是”和“所是”的同一

哥德曼悲剧辩证法的突出特征，是实现“理想的本真生活”（应是）

与“现实的日常生活”（所是）的辩证统一，即始终坚持超越维度对于现

实生活的重要性。哲学的主题就是对于本真生活的渴望，简言之，就是

抗议现存的现实社会，渴望更美好的世界。“应是”往往被规定为人类

生活理想化的本真存在状态，这是一种本质性的价值预设和超越性的

引导范式。在基督教的神学框架中，这种价值预设被规定为上帝创世

之初，人和上帝之间的和谐关系，人在伊甸园，在上帝之城中的本真状

态，这种彼岸性、超越性的价值追求成为有信仰之人终生不变的追求；

在后来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中，又被设定为人的天然本性（自然性），

它们都是一种“应是”。而“所是”则代表了现实的日常生活与人的世

俗存在，相对于人的理想状态，这种“所是”往往是败坏的与蜕化的，在

现世的物欲与罪恶中，人总是处在非人、物化的状态下。启蒙思想家批

判神学家对于彼岸王国神学上的诉求，而主张在现实生活中就可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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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曼：《马克思主义和人文科学》，罗国祥译，安徽文艺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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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自己的天然本性，实现地上“天堂”———资本主义，而后来的马克思

主义者们则主张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到了共产主义这一人类理想社会，

各种异化现象才能真正消失。总之，这种“应是”与“所是”的逻辑张力

是交织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重要力量，也是哲学的永恒主题。古往今

来无数先贤大哲的理论使命就是为了寻求弥合两者裂痕的方法，这种

逻辑张力构成了整个人类思想的指导范式。

自苏格拉底之死以降，哲学家们与现实之间就明显存在着一种紧

张的关系，尤其是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现实之间。哲学与现实的对抗

源于其自身的原则，因为，哲学反对任何盲目抱守传统和在生存的关键

性问题上的退缩。哲学已经担负起这样不愉快的任务：把意识的光芒

普照到人际关系和行为模式之上，而这些东西早已根深蒂固，似乎已经

成为自然的、不变的、永恒的东西。哥德曼认为，哲学家的任务就是揭

示出这种日常生活中“常识”的种种偏见，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实现

“所是”向“应是”的转变。其实，早从帕斯卡尔、经康德、黑格尔到马克

思，直到列宁，始终都在思考人的生存的两重性（“应是”和“所是”），

即“人作为一种存在，既生活于一个既定的世界之中，与此同时，他又

能超越这个世界，能从内部改变它并且以此为他的起点。”①只不过在

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对此的解决途径不同。

哥德曼对于这种“应是和所是”同一性思想的强调，首先体现在他

对于总体性范畴的追求。哥德曼认为虽然这种总体性思想在不同的思

想家那里有着不同的概念形式，但是，无论是帕斯卡尔的上帝，康德的

宇宙和人类共同体，还是马克思、卢卡奇那里的共产主义和全人类解

放，或是皮亚杰的有意义的结构，主客体的平衡过程等，其基本功能都

是相似的，那就是一种处理矛盾、冲突和对立的综合能力，即必须在丰

富、复杂的事物中寻找到整体性、平衡性和协调性的思想核心或思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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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哥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工人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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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从而达成对立物最终的动态统一。

哥德曼认为在帕斯卡尔那里，个人要实现这种“应是和所是”的同

一，只能“在现实世界中批判世界”。现实世界充满了罪恶和荒诞，对

于超越价值有追求的人必须要克服这种种“玷污”，但是，这种同一却

也无法诉诸“归隐山林”，因为，如果一个极端信仰者对于现实世界采

取完全漠视的态度，这也是违背上帝的意愿的。在上帝“在”与“不在”

这两种极端之间，哥德曼认为，人也应不倾向于选择或者靠近任何一

极，他的整体的、综合的、辩证的体悟到“在”和“不在”的同时并存，即

在物质世界内部自相矛盾地拒绝世俗生活，这是其辩证法的要义所在。

在他那里，隐蔽的上帝并非有时存在、有时不存在，而是始终存在和始

终不存在的。这正是表现了绝对的道德准则与现实存在的共存性的深

刻冲突，人的悲剧性正在于他面对理想与现实时的矛盾：既不能躲进“上

帝之城”，也不能热衷现实物质世界的斗争，更不能通过绝对精神的历史

性展开来达到（因为人总是有死者）。总之，人生就是一场悲剧。

而对于康德来说，要实现应是和所是的同一，只能诉诸宗教。但是

正如哥德曼所言，康德的上帝也只是一种实践上的预设而非物理或形

而上学上的存在。批判哲学的前提是人作为一个有限的存在，其本真

的天性就是对无条件者、总体性、至善和上帝王国的追求，然而凭借个

人自身的努力将永远无法实现，因此，就寄希望于一个超验的存在来帮

助人类实现这一诉求。然而，康德的这种总体性只能在美学领域实现，

历史哲学在他那里还无法实现作用。但是，哥德曼认为，康德所属的批

判哲学是现实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一步。因为，康德历史哲学中的

两个重要范畴构成了后来黑格尔和马克思历史哲学的萌芽：“‘自然的隐

蔽计划’（ｈｉｄｄｅｎ ｐｌａ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是黑格尔‘理性的狡计’（ｃｕ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

和马克思历史必然性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康德的‘敌对’（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ｍ）概念

后来演变成为黑格尔的辩证矛盾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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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哥德曼认为帕斯卡尔、康德的相关思想是实现马克思

主义辩证法的重要渊源，只不过，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他对于

改变这种“所是”状态的途径不再诉诸超验的力量，而是基于人类集体

的共同努力。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不同于一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现状总是采取完全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哥德曼总是

坚持某些“有用性”。在他眼中，资本主义社会所奉行的某些价值观，

诸如自由、平等、博爱、宽容等理念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精神财富，它们并

不会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而彻底取消，而是作为某种文化底蕴亘古

长存。

有批评者指出哥德曼的这一思想，在政治上只能走向一种保守的

资本主义道路。对于资本主义的“爱恨交织”使得他所有的论证必将

导致一个结论，那就是认为在某种意义下，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难以

跟个人自由获得调和。现实社会主义已经走到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反

面，沦为它的敌人，而资本主义对于启蒙思想的传承无疑使得它更符合

人类社会的目标。由此可见，从哥德曼对政治以及政治组织的看法中，

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似乎在主张某种接近人文主义式的资本主义的东

西。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哥德曼的这一思想是比较“现实”和“理性”

的，暴力革命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灾难和悲剧，对于任何社会形

态的颠覆都必须“去其糟粕留其精华”。哥德曼所追求的“保守的改良

主义”路线也有其现实的根基和意义。

哥德曼的悲剧辩证法总是在不断探求实现“应是和所是”的同一，

这一思想涉及的核心问题就是对于人本身的认识。正如苏格拉底所

言，认识真理的第一步是“认识你自己”。我们只有对自己有一个比较

确切的认识，看自己合乎中道，我们才有可能认识真理。哥德曼继承帕

斯卡尔的观点，作为“会思想的芦苇”，人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知道自

身的有限性。就个人而言，随着知识的日益丰富和阅历的增长，我们总

是愈发感到自己的空虚和无知，总是感到生活的无奈和人性的悲剧。

这种有限性首先源于我们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对于无穷而言就是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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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虚无而言就是全体，是无和全之间的一个中项。因此，“就让我们

认识自身的界限吧；我们既是某种东西，但又不是一切。我们得以存在

的事实就剥夺了我们对于第一原理的知识，因为第一原理是从虚无之

中诞生的；而我们存在的渺小又蒙蔽了我们对无限的视野。我们在各

方面都是有限的，因而在我们能力的各方面都表现出这种在两个极端

之间处于中道的状态。……我们既感觉不到极度的热，也感觉不到极

度的冷。一切过度的品质都是我们的敌人，并且是不可能感觉的：我们

不再是感觉它们，而是忍受它们。过于年青和过于年老都有碍于精神，

教育太多和太少也是一样；总之，极端的东西对于我们仿佛是根本就不

存在似的，我们根本就不在它们的眼里：它们回避我们，不然我们就回

避它们。”①因此，人之为人的根本是因为他既伟大同时又渺小，既强大

有力同时又软弱无能。人在现实中处于两极中间的摆动位置，根本无

力接近这一极端，也不能接近另一极端。

人性最大的悲哀就是“生活在别处”，人们总是在对过去的回忆和

未来的希望中过活着现在。假使每个人都检查自己的思想，那他就会

发现它们完全是被过去和未来所占据的。我们几乎根本就想不到现

在；而且假如我们想到的话，那也不过是要借取它的光亮以便安排未来

而已。现在永远也不是我们的目的：过去和现在都是我们的手段，唯有

未来才是我们的目的和希望。因而，我们永远也没有在生活着，我们只

是在希望着生活；并且既然我们永远都在准备着能够幸福，所以我们永

远都不幸福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② 这里笔者想到曾经看到过的一则

小故事，感触颇深，大意如下：一对贫贱小夫妻，日子过得清贫却互敬互

爱，蜗居在租借的小房子中也自得其乐。直到有一天，海子式的梦

想———在海边拥有一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大房子成了他们更加幸

福的目标。于是，两人开始拼命挣钱，加班应酬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

９２２

“是”和“不是”

①

②

Ｂｌａｉｓｅ Ｐａｓｃａｌ，Ｐｅｎｓｅｅｓ． Ｔｒｏｔｔｅｒ，Ｗ． 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Ｅｔｈｅｒｅ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Ｇｒ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ｓ，ＭＩ ｐ． １３．
Ｉｂｉｄ．，ｐ． ３３．



是相互指责，争吵不断……当他们终于有足够的钱去海边买大房子的

时候，他们已经不睡在一张床上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现状，我们总是

在别人的眼光中生活，羡慕别人的生活和状态，总是埋怨自己现在的生

活。然而，为什么我们总是很难享受自己的生活？为什么不能明白，其

实在别人的眼中，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是别人所羡慕的？人们总是以

“人心不足”为理由，可是，人的心灵为什么总是被太多的欲望所牵扯

呢？为什么不能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呢？这不是某个个人的品性问

题，而是蕴含着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因为它关乎整个人性的根本。或

许，这正如基督教教义所言，人从一出生就是有罪的，因而在现实生活

中我们就总是要受苦受难，总会受到各种问题的困扰，无法获得安康幸

福，也永远无法获得内心的安乐平和。我们只不过是谎话、荒谬和矛盾

的集合体而已，我们在向自己隐瞒自己并向别人矫饰着自己，这就是人

的本真状态。孔子所谓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状态并不是人所能

达到的，它永远是一种目标。

这就导致了“应是和所是”的裂痕，事实上，这二者原本就是两个

领域，要实现两者的同一，或许永远都是一个幻想或乌托邦，但是，这却

正是人的本性所致。正如哥德曼所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和行

动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有限之人对于无限的追求，是整个批判哲学和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根基。康德曾言，真正的友谊难得，但不妨碍人们去追

求；真正的德性难得，但现实中的人、国家在现有的条件下却不能没有

道德的追求。理想世界（应是）总是促使我们不断改善现实世界（所

是）的种种不足，因而，即使怀有一丝希望，我们也应该行动！对于马

克思主义者的哥德曼而言，正如上帝隐蔽了一般，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

主体也已经隐蔽了，那么，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只能寄托于“打

赌”之上，现实本身无法保证确定性的获得，但是行动本身却会给我们

带来希望。因此，正如贝克所言，“人们不得以不可实行为理由去拒绝

康德的道德哲学；相反，人们应当把他理解为对当前文化潮流的警告，

这些思想已不再去追求在人间建立神的王国（康德的目的王国）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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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了”，①这也同样适合于哥德曼的悲剧辩证法思想。总之，这种交

织于“应是与所是、悲剧与希望、确定性与可能性”的张力是哥德曼辩

证法思想的突出特征。

二、悲剧和希望的同一

哥德曼悲剧辩证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蕴含着一种“悲剧和希

望”的同一。他是从悲剧世界观的独特视角来阐述其辩证法思想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悲剧观是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和席勒悲剧观的

基础上酝酿而成的，它有别于希腊古典戏剧艺术的现代“悲剧观”，它

不是一种文学艺术上的使用手法，而是对人类社会现状的深刻反思。

黑格尔的悲剧观具有浪漫的喜剧色彩，历史的主体是“绝对精神”而非

“个人”，因而，在历史的长河中，“绝对精神”这种类的理念是永远不会

灭亡的，因而悲剧本身永远是有希望的。而歌德和席勒的悲剧观思想，

却表明了虽然悲剧是个人无法掌握的，是由“看不见的手”或“上帝”操

控的宿命，但是人在悲剧面前却不是无能为力，而毋宁说是悲剧主体自

由选择的结果。因此，这种悲剧情感重新确立了人的主体价值的精神

力量和历史责任。崇高和悲剧使我们不断记起做人的尊严，正如帕斯

卡尔所言，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知道”自己的可悲。黑格尔悲剧历史

观的结局虽是喜悦的，但在这种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上意味着历史本

身是封闭的，人在历史当中是无能为力的，只需要安心等待历史本身的

自然前进，因此，无所事事的现代人是始终走不出现代性的牢笼的。席

勒的悲剧观虽然结局是悲伤的，却能激起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热情，勇

敢地自由地走向自己的悲剧人生。黑格尔的哲学为人们提供了理解一

切的基础，然而理解了一切也就是消解了一切，其消极的后果是让人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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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冷酷无情和麻木不仁。而席勒的悲剧显然没有黑格尔的历史眼光那

么深邃悠远，但却实实在在地在呼唤人们变革现实的激情，从而改变现

实中的悲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与黑格尔相比，哥德曼的悲剧

观更接近于席勒。

启蒙以来的现代理性，人与外在世界张力的消失意味着人的精神

的萎缩，意味着人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根本，意味着人类文化的衰亡和人

类的毁灭。然而，以帕斯卡尔、康德为首的悲剧辩证法家，看到了这种

危机。他们不仅看到了人本身的对立冲突，也看到了人的认识活动本

身的界限，以及现实生活本身的种种危机。悲剧不仅作为一种“单一的

和普遍的”，“个人和集体”，“人和上帝”之间的一种深刻的张力，不仅蕴

含着人本身是一种对立冲突的矛盾体，理论本身也蕴含着一种二律背

反，而这一切也就意味着现实本身也面临着与理想生活的分裂。人之为

人的根本就是要实现对超越维度的追求，这种对立冲突为我们提供了解

放的途径，现实世界本身是虚幻的，只有通过我们与外部世界、理性与信

仰间的联盟，才能实现枯萎精神的复苏和绽放，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在《隐蔽的上帝》和《康德》中，哥德曼充分吸收了帕斯卡尔和康德

批判哲学的观点，认为人是一种矛盾体，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野兽，处于

两个极端之间却无力触及任何一个极端。这一思想深受帕斯卡尔的影

响，因为，在他看来，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是：“对于无穷而言是虚无，

对于虚无而言就是全体，是无和全之间的一个中项。”①同时，在帕斯卡

尔看来，上帝从来不意味着只是宇宙中‘好’的部分，而不包括‘坏’的

部分，从来不意味着没有世俗的教诲，没有躯体的灵魂，没有本能和情

欲的理性。相反的对他来说，上帝就是包罗万象的，任何事物也不能而

且也不应该避开他。上帝就是最强烈意义上的总体性，也就是对立的

两极端和处于中间两个极端的东西。因此，在上帝“是”与“不是”的两

２３２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Ｂｌａｉｓｅ Ｐａｓｃａｌ，Ｐｅｎｓｅｅｓ． Ｔｒｏｔｔｅｒ，Ｗ． 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Ｅｔｈｅｒｅ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Ｇｒ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ｓ，ＭＩ ｐ． １２．



种极端之间，哥德曼认为，人不应该倾向于选择或者靠近任何一极，他

应该运用一种总体的、辩证的、综合的观点去体悟到“是”和“不是”的

同时存在，即在“现实世界中拒绝世界”，这就是哥德曼悲剧辩证法思

想的要义所在。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既伟大同时又渺小，既强大有力

同时又软弱无能。与之相对的，世界对他而言，是一切又是乌有，是清

晰又是模糊。因此，在哥德曼看来，没有绝对的希望，也没有绝对的失

望，一切都是一种可能性。因此，任何一种极端都是不可能的，中庸之

道是事物的本质，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一直是一个既是又不是的世界，矛

盾与对立是事物的本性。

虽然，哥德曼看到了现实社会和人性本身的悲剧性，但是正如帕斯

卡尔所言，人的伟大之所以为伟大，就在于他认识自己可悲。一颗树并

不认识自己可悲。因此，认识（自己）可悲乃是可悲的；然而认识我们

之所以为可悲，却是伟大的。只有人这个存在者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可悲

和界限，然而只有对自己有个确切的认知，我们所有的行动才得以可能。

因为渺小，而且只有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我们才有实现通达伟大的基石。

同时，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众所周知，人们的

认识活动是通过概念进行的，而概念乃是对整体的、流动的、活生生的

世界的切割、划分和凝固化。这个世界本身是以整体的方式展示自己

特殊的生命力，但是人们将对它的认识诉诸概念，这个活生生的世界就

被肢解了，世界的本质不但没有被认识，反而被永久的遮蔽了。从这个

意义上可以说，当我们开始运用理性、概念去认识世界时，世界实际上

已经变得无法认识了。这就是人们的认识活动必定会面对的悖论和困

境。正如尼采所言：“几千年来凡经哲学家处理的一切都变成了概念

的木乃伊；没有一件真实的东西活着逃出他们的手掌。这些概念偶像

的侍从先生，当他们崇拜之时，他们是在宰杀，是在剥削，———当他们崇

拜之时，他们使一切事物有了生命危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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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是一种集“有限和无限”的同一体，人的有限性即人的受

动性、局限性，它既包括人的生物性，也包括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和实践

能力的有限性。因为不但每个个体的认识水平和实践水平是有限

的，任何一代人，任何一个特定时空的集体，如集团、阶级、民族、国家

等等，其认识水平和实践水平也都是有限的。而人的无限性则表现

在，人永远具有超越和扬弃自己局限性的要求和可能性，总是向往着

一个无限美好的本真人类共同体。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推动着

人类实践的向前发展，这种矛盾永无终止，是人类精神的根本矛盾。

哥德曼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诉诸“超个人主体”信仰的力量，虽然他认

为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体已经“隐蔽”了，但是，作为一名西方马

克思主义者，他依然坚持“个人和本真人类共同体”共同实现的

信念。

虽然，哥德曼充分意识到悲剧的威力，但他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

者，而如同黑格尔一样，“悲观头脑、坚强意志”。面对未来，他总是充

满希望的等待和行动。因为在他看来悲剧本身其实也蕴含着希望，两

者也是须臾不可分离的。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他对本真人类共同体的渴

望，对于这一政治希望，他立足于超个人主体的集体努力，依赖于每一

个个体对于“真、善、美、圣”的理念都是相同的，这种信仰会促使每个

人都去“打赌”未来，并且立足于当下的行动。现代社会已经无法产生

确定性的信仰了，哥德曼按照帕斯卡尔的思路，将信仰问题阐述为“打

赌”，也就是说，把一个常常静态化的、处于精神领域的问题转化成一

个实践问题，信仰并不只是坚信什么，而是这一坚信本身具有强烈的实

践意义，它能在不同程度对现实产生干预性的力量。显然，“打赌”要

比信仰更有社会能动性。因此，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也必然包含有

“打赌”，因为马克思主义也有自己的信仰内容，这一信仰就是要以自

己的实践改变世界，相信自己能创造未来。有学者指责哥德曼对于马

克思主义的理解具有某种将其基督教化的倾向，但是作为西方马克思

主义者的哥德曼，说到底只是一个犹太血统的无神论者和理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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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宗教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是

一种对于历史未来的信仰，即相信人类以及通过他们自己，或者更为确

切的说就是我们必须以我们自己的行动‘打赌’；一种‘打赌’我们的行

动必然成功的信仰。这种超越性所蕴含的信仰的对象不是超自然或者

超历史的，而恰恰是超个人的。”①

总体来说，悲剧和希望的二元对立总是充斥于哥德曼的整个思想

之中。尽管他对共产主义信仰比较乐观，但这也仅仅是他努力要葆有

的一种心境和希望，因为无论在现实的层面上还是对历史的思考中，他

都看不到共产主义实现的可能。这一点哥德曼其实是意识到的，但他

仍要打赌上帝存在或共产主义会实现，这一方面既说明了哥德曼的悲

剧观对理性主义和经验论的否定并不在于简单盲目地提倡一种反理性

的神学，而是企图实现一种非形而上的超越。另一方面，这也表明，他

还是无法为人类提供超越世界的现实的、有力的途径。作为一个理性

主义者，他既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也对“超个人主体”的力量持怀疑态

度。因此，他只能“打赌”，试图使人能够获得心灵上的平衡和“在世

中”的超拔，更为重要的是，是获得一种对现实的批判张力。因为“万

一赢了，就会赢得一切，失败了，并不会失去什么”。“打赌说”的确是

哥德曼思想中比较有特色和有价值的一方面，蕴含着“悲剧和希望”的

对立和统一。然而，这一思想也表现出一种调和性和折中性特征，体现

其理论深度上羸弱和不彻底。

正如帕斯卡尔所言，哥德曼认为“我们希望真理，而在自己身上找

到的却只是不确定。我们追求幸福，而我们找到的却只是可悲与死亡。

我们不可能不希望真理和幸福，而我们却既不可能得到确定也不可能

得到幸福。……”②幸福既不在我们的身外，也不在我们的身内；它在

上帝之中，既在我们身外，又在我们身内。因此，人之为人的矛盾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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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现实世界中拒绝世界，在“所是”中寻找“应是”的张力，是每一个

有理想、有追求的世俗之人的永恒追求。这也是哥德曼在帕斯卡尔、康

德、拉辛、马克思、卢卡奇等人身上发现的奥秘。毋庸置疑，哥德曼的悲

剧辩证法不是一种绝对的悲剧观，而是蕴含着“悲剧和希望”张力的辩

证法。对于希望的渴求总是注定着某种绝望和无奈，但是，悲剧本身却

蕴含着某种行动的希望和可能。

三、历史和结构的同一

历史和结构的同一是哥德曼悲剧辩证法思想的另外一个重要特

征，这主要源于他对存在主义和当时流行的结构主义的反思和批判。

哥德曼一直强调超个人主体，而非单个个人的力量在历史中的重要性，

历史总是人创造的历史，但是，它不是由个别人随意创造的历史，而是

源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集体的产物，真正的历史主体是广大人民群

众的意愿和实践活动。因而要始终坚持共时性分析和历时性分析的辩

证同一，历史与结构的辩证同一。因为所有的历史的创造都是在给定的

条件下进行的创造，谁都不可能站在历史的源头去假设一切问题都刚刚

开始。因此，哥德曼认为要理解历史就必须首先了解它的创造主体的精

神结构。在《人文科学和哲学》中，哥德曼明确指出，“每一个社会事实都

是历史事实，反之亦然。”社会结构和历史变化的共同分析是必须的。

在《被隐蔽的上帝》的序言中，哥德曼就指出他的方法的关键是：

“本书的中心思想是：人的行为始终构成全面的意义结构，这一结构同

时具有实践性、理论性和情感性的特征，并且只有从接受某一系列社会

准则基础上的实践角度来说，才能对这种结构进行实际有效的研究，也

就是说才能同时解释它和理解它。”①这就是说，历史与结构的同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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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曼方法论思想的突出特征。哥德曼的这一思想与孔德对社会学的

区分很相似，后者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静态学”，即将社会

看成是一个直接给与的结构，研究其中的每一个因素，这是一种共时性

分析；二是“社会动力学”，即要寻求产生这一社会结构的历史过程，这

是一种历时性研究，两者是同一的。

哥德曼在《卢卡奇和海德格尔》一书中，明确指出，“海德格尔已经

告诉我们，在卢卡奇的总体性范畴中，已经发现了存在的范畴。存在并

不是最普遍、最空洞的范畴或概念。事实上，它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此

在加以询问的一种基本的实在，具有时间性、意义性和历史性的特

征。”①这就意味着总体性、存在和历史这三个范畴是紧密相关的，因为

“在《存在与时间》中，历史是本质性的，存在的意义和本真性只有在历

史的谋划（ｐｒｏｊｅｃｔ）中才能实现。”②而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总体性

的意义的实现也具有历史性特征，并且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构成这一历

史主体，才能实现历史的进步。因此，在哥德曼看来，总体性和历史概

念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题中之义，那么存在和历史概念就构成了

《存在与时间》的主导性范畴。“两者与历史的关系，两位哲学家却又

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两人都承

认，是对黑格尔哲学的一种批判性回归。”③

对于历史维度的关注是哥德曼方法论思想的突出特征，在哥德曼

看来，对于哲学著作的研究首先就必须将这一体系的基本因素与作者

所属的社会集团的社会条件的产生和发展联系起来，而不仅仅与作者

个人的生存环境相联系。这就涉及哥德曼自己的研究方法，即总体性

的研究方法，强调整体的重要性。因此，“对于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

来说，完全与经验分离是不可能的。这不仅会导致唯我论而且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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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得与所有的思想都分离开。”①因此，对于哥德曼而言，只有将事实

放进一个历史的总体之中赋予意义，才能使之得以理解，因此，事实判

断和价值判断是同一的。每一个事实都应被看作是价值的集合，其本

性是社会的并且是由个人意识组成的，另一方面，所有的价值，都具有

某种绝对和普遍的有效性，它是由人类历史中的历史地位即特定的社

会和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因此，“所有的价值本质上是由事实为基础

的，而相反，事实在结构上又与价值密切相关。”②两者是同一的，但是，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哥德曼看来，这不是一种绝对的完全同一，而是

有差异“部分”同一。对于事实的认识暗含着某种价值判断，同时价值

判断本身必须依据某种事实。因为只有将对事实的判断放进一个不断

变化发展的结构总体中，才能获得对于总体即真正的事实的理解，同时

价值判断是以事实为基础，这又蕴含了历史主体自身的特殊性。但是，

哥德曼并没有遵从卢卡奇的观点，将历史的变更交付给无产阶级的暴

力革命，而是和海德格尔一样，将进步、衰退从历史性范畴中剔除，而只

称历史的本真性和非本真性，历史本真性的实现最终依赖超个人主体

的“打赌”。

对于结构维度的关注是源于哥德曼对皮亚杰发生学认识论的吸

收，以及批判当时流行的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后者他称之为一种

非发生学结构主义，即认为它们“发展了一种将历史、人和拒绝旧偏见

的意指降至次要地位的思想体系，向我们推荐一种唯一的以方法手段

的组合为中心的文化，但又没有对目的与价值的任何关注。”③这就是

说这种结构主义的主体是语言、精神或社会结构，而人只是结构的角

色、功能。因而只要实现对于语言和结构的科学分析，就能够实现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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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指的把握。哥德曼对此是坚决反对的，他曾戏称，“结构不上街”。

在他眼中，“一切哲学思想的主要对象都是人，人的意识和人的行为。

说到底，凡是哲学都是一种人类学。”①而且，在哥德曼眼中，这里结构

的主体不是单个的个人，而是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代之以一个集体主

体（超个人主体）。哥德曼认为“社会集团是历史运转的真正主体。”②

换句话说，历史的真实主体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活动中的人类

群体，正是无数群体的成千上万次的有意义的行动才构建了历史。但

是，哥德曼对于这一集体主体的认识，也体现了某种难以克服的“悖

论”，他一方面遵从卢卡奇的观点，坚持这种集体主体的重要性，另一

方面，又在质疑这种集体主体在现实中的实存性。

哥德曼的方法论思想不仅仅重视集体主体在历史中的能动作用，

而且重视由主体能动作用创造的整体结构。这种结构不是预先构成

的，而是进行集体活动的人创造的，并且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转换着

的结构。他的这种思想也直接来源于皮亚杰，后者认为，结构“不是天

赋的，也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构造成的。”③同时，哥德曼指出：“结构

不是一成不变的和永恒的，而是构成一种发生源的结果。”④总之，结构

和整体是发生学的，因为总体是“辩证思想的首要原则”，因此我们不

能将结构看作是一个静止的现在，而是动态的，是过去、现在、未来的时

间过程。

哥德曼的这一思想是在批判和反思当时流行的结构主义的思想上

形成的，正如他所言，“结构不仅仅是形式，如同现代结构主义者所认

为要排除掉功能、主体和发展。同样的，当我们说客体的转换，不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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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主义所认为的，是历史进程中客体的转变，或知识的进步，而是

指在集体主体和历史世界间有意义关系的转换，换句话说，即客体的

功能性。”①因而，对于历史客体的研究必须诉诸一种结构的分析，必须

与实践的功能性价值联系起来。简言之，如果人们认识到这种客体功

能性的基本特征，就不会再承认具有什么一般的和永恒的形式，而是要

“与时俱进”，要在历史不断重复的一般和抽象的形式之上给予不同的

内容。总之，哥德曼认为“如果我们想理解历史，我们就必须把它看作

是一个结构过程。”②并且这一结构本身并不是静止的，而是相对的，是

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

另外，对于客体结构的分析，要实现其功能的意义性，就必须将客

体放进历史之中。“问题的历史，哲学、人文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一

种特定的范围），就是历史自身的问题。问题的历史表现出主客体之

间以及其功能性在集体实践的历史过程中的变化。”③对此，哥德曼还

举例说到马克思《资本论》的第四部分名为“经济学大纲的历史”，罗

莎·卢森堡在《积累资本》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积累和国家的

历史都有过详细的论述。因而，对于客体（对象）的有效认识，就必须

要将其放到历史的总体性中，“客体的存在必须与一个主体相关并且

与这个主体的实践相关。”④对于理论和思想的研究必须要将属于不同

阶级和不同团体的实践考虑进来，在卢卡奇那里，就是用通过无产阶级

这个中介和功能性关系，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历史是由人类主体行为建构成的能动的社会总体结构，人不是在

这种结构之外，而是在这种结构之中。历史正是由人的行动能动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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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发生的，但是，人同时又被这种客观结构所决定。因此，历史的进程

是作为行动的主体同化和顺应外部世界的双向建构过程，它是不断变

化的平衡过程。哥德曼的这一思想具有某种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特征，

他甚至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是这种发生学结构主义的先驱。他遵从

黑格尔的思想，认为“历史的问题就是问题的历史”，因此，他始终强调

历史必须在结构中被认识，在行动和认识论的层面，目的和手段构成一

个结构整体与复数主体，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实现对历史的认识。

历史与结构的同一是哥德曼悲剧辩证法思想的重要特征。黑格

尔、马克思以及弗洛伊德对人的能动精神结构的分析都体现了这种发

生结构主义，三人身上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因素：一是任何一种人的社

会事实都是“主体有意义行为的结果”；二是这些事实只有被纳入一个

互动的功能结构之中才能理解；三是这一功能性结构本身是历史发展

的。① 总之，哥德曼认为，这样一种对有意义的能动结构的人类现象的

具体理解的道路，直接的承袭者是皮亚杰。正如后者所言，无论是人的

认识结构，还是人所处的生活世界，都是一个历史的辩证总体结构过

程，“人既不是一个全能的创造者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观众；他是一个行

动者，一个世界的行动和创造者，并且在这些转变的影响中改变

自己。”②

四、政治和方法的同一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早期的代表人物，理论探讨的最终旨趣是

为了社会现实。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说的“哲学家们

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已经成为后来每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座右铭。这一思想的核心涉及的是理论与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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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究竟如何？然而，这种提问方式本身就蕴含着一个前提，那就是这

两者原本处于分离的状态。但是，事实上，这二者是紧密联系的一个问

题。哲学理论研究本身就是现实实践问题中的一个侧面，而对现实问

题本身的反思则构成了哲学理论研究的前提，是理论研究的一个有机

组成部分。而且，这里所谓的“理论”和“现实”都太过抽象和普遍，需

要结合具体的现实状态，进行具体的限定，否则这种关系的阐述将毫无

意义。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现实问题的终极关怀不仅是其理

论的出发点，更是其理论研究的最终旨趣。哥德曼在南斯拉夫接受的

一次采访中明确指出：“总体上而言，我不是纯思辨的哲学家———我根

本不是这种人———而只是一个社会学家，一个既想做具体研究工作，也

想为人类和社会事实的研究建立一种实证方法的科学家。”①由此可

见，哥德曼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学院式的教授专家，而是一个心怀

天下忧国忧民的思想家。

哥德曼所属的时代，各种学术思潮都在争相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正

统性。以卢卡奇为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正统性仅仅是指方

法，而这一方法的核心就是总体性范畴。哥德曼对此深以为然，他也坚

称“总体性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渴望”。他的整个思想志业的核心

就是为了寻求一种弥合“理论与现实，主体与客体、理解与解释”的科

学辩证方法，从而能够实现“现实生活与本真生活”的分裂。他已经充

分认识到整个西方文化危机的实质是人的超越维度的丧失，即表现为

个人主义理性观的泛滥。因此，要实现人对超越维度的追求就必须要

弘扬帕斯卡尔和康德的悲剧观思想，这也是马克思、卢卡奇辩证法思想

的萌芽和先驱。

然而，何谓方法？近代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就是以主体和客体的二

元对立为前提，或从主体出发，或从客体出发，去寻求达到二者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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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之途。方法本身原本是为了寻求真理而人为设置的手段，但是

由于科学技术的空前繁荣，方法却又成为了衡量一切的标准。方法成

了目的，而真理却被人疏远。这种本末倒置的结果只能是：方法由求知

求真的产物演变成了异化的产物。人们希望用方法来接近真理，殊不

知真理却离我们愈来愈远。在这种意义上，哥德曼认为卢卡奇也是这

种思想的“受害者”，因为在后者看来，方法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其辩

证法思想就是“最坏意义上的实证主义了”。因此，方法本身不是目

的，它必须要与对象的功能紧密相关，对于方法的讨论是次要的，必须

要以理解不断变化的事实为前提，从历史和结构的双重维度去研究对

象，强调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同一。

哥德曼的悲剧辩证法不仅在理论形态上体现出一种“悲剧与希

望”的张力，更是在现实政治的维度上，体现出个人对一种“本真人类

共同体”的渴望，然而，这种渴望不是一种确定性的信念，而成为一种

“打赌”的可能性。在哥德曼第一本著作《康德》中，就已明确指出这种

对于“个人和人类共同体”的共同实现，是整个现代哲学或政治学的目

标。然而，在现实维度，却总是体现出对于这二者的偏颇，自由主义者

总是强调个体自由的重要性，而苏联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却又使得后者

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因此，哥德曼认为只有到了马克思那里，只有到了

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全人类解放的前提，

个人的自由和全人类的解放应当是同一个过程。

但是，这种政治理想并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传统马克思

主义者的相关理论已经过时，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已经不再是实现这

种政治诉求的唯一途径。因为，这一阶级已经被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分

工碎片化、为工具理性的生产和文化物役化，而且伴随着科技进步而日

益白领化、高薪化，已经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融为一体。总之，这一革

命的主体在现实面前已经“隐蔽”了。在这个急剧膨胀、物欲横流、具

有无限可能性的世界里，所有人都成为孤立无援的、追求欲望满足而斤

斤计较的卑鄙的功利小人，真正的人的个性已不复存在；人的善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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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教养等伦理道德规范，人的真善美和神性，对于完全被市场所功

利化的人已不再有任何约束和激励作用；上帝的存在和救赎，真正的公

正、自由和幸福，对于世俗人来说，也已经不复存在。总之，在现实世界

中的人所感受到的只是孤独、黑暗、无助、疲于奔命、不堪重负、毫无希

望，陷入了真正的人生悲剧：面对这个无限寂寞的、充满罪恶的无言的

世界，上帝不再言说；沦落为客体、工具人也不再言说。全世界无产阶

级的联合的传统理论，面临着社会现实的巨大挑战。

因此，当许多学者都质疑哥德曼到底是否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的时候，因为他既反对无产阶级是总体性范畴在历史中主客体的唯一

承担者，也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所宣称的暴力革命的必然性。威廉

斯（Ｒａｙｍｏ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曾这样为哥德曼维护：“在我阅读哥德曼的作品

时……事实上，我知道它曾经被视为不够正统，它是对左派黑格尔主义

或者左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一种回归等等，但我想恐怕这些都不会让

我感到碍事。因为如果你不是在教堂里面，你不会在意正统不正统的

问题，你唯一真正感兴趣的，应该只有确实的理论与实践”。①

事实上，哥德曼并不惮于被称之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异教

徒”，因为在他看来，一再纠缠到底何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已没

有意义，关键是如何在现实层面坚持马克思的“真精神”。说到底，哥

德曼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反对任何暴政和杀戮，赞颂一切自由和民

主。他不同于一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最腐朽、

异化最为严重的社会形态，而是指出它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一种新型社

会形态具有非常重要的进步意义。在《启蒙哲学》一书中，哥德曼明确

指出，启蒙以来资本主义社会所蕴含的价值理想是任何社会形态都必

须传承的，它是西方人道主义的顶点。无论社会主义如何试图———并

且应该———否定资本主义，它都不能取消这种价值观，而要扬弃传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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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否则就会面临危险。相应的，他把“本真人类社会”的实现设想为

工人自治原则，即劳动者自行管理原则上的分权制的市场社会主义。

但是，哥德曼始终坚持实现这种社会不是历史规律的必然性问题，而是

一种客观可能性的问题，是依托于集体力量的“打赌”。

哥德曼的名字往往与文化社会学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果仅仅认为

他只是一个文学理论家，那么未免将他的思想看得过于狭隘了。哥德

曼的思想极富哲学和政治色彩，如同马尔库塞在哥德曼死后不久，为他

所写的一篇纪念性的文章中写道，“哲学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是同一

个，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就是它们自己；哲学和文学信息包含

它们自身，并且转化为社会现实……哥德曼是一位杰出的政治人物，改

变世界是其所有思想的要求。”①作为一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哥德曼

的悲剧辩证法思想正是源于他对于社会现实的反思，虽然，在他那里，

辩证法不再是血与火的斗争，不再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解放全世界的

理论武器，更多的是意味着一种对于人性双重性的探究，是理性本身的

界限。但是，理论本身的目的依然是现实本身，他的这一思想依然是与

其政治立场和政治理想密不可分的。

毋庸置疑，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有着自身的局限性，哥德曼

的很多理论观点都有待商榷。但是，笔者认为，作为一个悲剧辩证法

家，对于现实，虽然“不是”常常萦绕于心间，但是他总是坚定地说

“是”。只不过这样一种“是”，不再是一种确定性，而是一种成功和希

望的可能性。这种理论上的悲剧性不仅是因为他政治上不彻底和勇气

不足，更深层次是源于社会现实本身的界限和无奈！因此，正如麦瑞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ａｙｒｌ）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哥德曼的早逝中断了他的理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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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但他针对社会文化的宏观结构所倾注的精力，却在后来的法兰克福

学派的当代美学研究以及葛兰西有关文化霸权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

等思想的新近发展中得到了延续。而他在这种延续与发展中，也就是

在一个被相关学者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那个最富于成果的

向度上”①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从哥德曼所持的理论立场来看，他

实际上已经站到了马克思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十字路口：抬起

左脚向前一步，就有可能延伸到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之中，许多激进的

左派思想家都能够在他思想中找到共鸣；抬起右脚退后一步，就有可能

踏入到神学的地盘，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确能在他的身上找到“革命”

和“神学”的联盟。

（作者　 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 ／社会学院博士后）

６４２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Ｌｕｃｉｅｎ Ｇｏｌｄｍａｎ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 ２７．



基于民族性的社会主义诉求
———安德森从英国民族性特征对发达国家

走向社会主义的哲学思考　 　 　

李 瑞 艳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说明安德森基于英国民族性特

征的独特社会主义诉求：其一，他试图在对 １７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一直

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整个现代史的宏观追溯中构建一种有关阶

级结构演变的“总体”历史理论；其二，他试图在对英国社会权力结构

模式的全面分析中提出一种基于唯物史观的“总体”社会理论；其三，

他试图从英国霸权文化与工人阶级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追问英国马克思

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缺失，指出应创造出一种理智的马克思主义文

化以实现本国社会主义的实践目的。

关键词：历史　 社会　 文化霸权　 工人阶级　 社会主义

作为一名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佩里·安德森始终遵循着经典

马克思主义的议程，认为社会主义的代理人依旧是工人阶级，社会主义

的策略依旧是革命主义。对他而言，这是一种最科学的社会主义，也是

一种最深刻和最彻底的社会主义。因为与道德的社会主义不同，它是

一种理性的社会主义，不是从道德和欲求的角度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

一种道义批判，而是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一种理

性批判，从而使人们确信社会主义将比资本主义更加自由、民主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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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此，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考察和批判就成为安德森社会主义诉

求的一个必要前提和基础。

然而，由于其特殊的历史构成和社会构成的差异，他对各资本主义

国家进行了一种基于唯物史观的“类型学”的考察和批判。这种考察

和批判最初始于安德森对英国民族性特征的独特释义。在《当代危机

的起源》及其后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和伪经验主义》、《国民文化的构

成》、《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等文章和著作中都给予了重要的

论述和探讨。从对英国历史的一种宏观追溯到对英国社会的一种全面

分析再到对英国文化的一种结构审查，其目的就在于为英国的社会主

义战略提供一种确切的理论依据。

一、英国历史的不彻底性

在对英国民族性特征的独特释义中，历史构成了安德森研究的一

个逻辑起点，“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确切称号是历史唯物主义，它就必须

首先是历史的理论。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历史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

当然也是历史，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作用的传统格言所不自觉

地提到的。”①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于本国

历史的研究仅仅局限于某个较短的历史阶段，如 １７ 世纪或 １９ 世纪前

半叶，缺乏对英国历史的一种长期研究，更缺乏对英国历史的一种总体

理论。由此，安德森提出了对英国历史的整体研究。这一研究不仅仅

是一种经验的编撰史，更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史，一种有关阶级的理

论史。

在安德森看来，英国历史享有一种独特性。对此，他做出了一种简

洁而全面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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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场痛苦的、通泄的革命之后，它改变了英国社会的结构，

但却没有改变上层建筑，一个由强大的商人姻亲集团所支持的土

地贵族成为英国首个主导的资产阶级，这个动态的农业资本主义

把农民从历史上驱逐了出去。其成功就为工业资产阶级的诞生提

供了经济的“基础”和社会的“上层建筑”。由于对封建国家的不

信任，对法国革命和本国无产阶级的恐惧，以及地主阶级荣誉和权

力的诱惑，资产阶级赢得了两个适度的胜利，它丧失了勇气并最终

丧失了身份。晚期维多利亚时代和盛期帝国主义时代就把贵族和

资产阶级融为一个单一的社会集团。在工业资本主义出现的条件

下，工人阶级富于热情的战斗并没有获得任何协助；其努力的措施

就是接连失败之后的极度消耗。因此，尽管它发展了，独立了，但

却从属于显然不可动摇的英国资本主义结构之内，尽管它存在巨

大的优越性，但却无法改变英国社会的基本性质。①

在此，安德森把英国的现代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即 １７ 世纪资产阶

级革命的时代，１８ 世纪工业革命的时代，１９ 世纪帝国主义的时代和 ２０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时代。

首先是 １７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众所周知，１６４０—１６８８ 年

的英国内战是世界上首个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对于这一革命的性

质，安德森认为：“在任何主要的欧洲国家中，英国拥有首个最调和的

和最不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②在他看来，这一资产阶级革命不是发

生于上升的资产阶级与没落的贵族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一部分新兴

贵族反对另一部分旧式贵族的斗争，而且，这一新兴贵族只是变成了资

本家（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而没有成为资产阶级（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因此，这一革命尽

管打破了英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但却没有改变上层建筑。或者换言之，

这一资产阶级革命在经济的意义上是成立的，它是一场成功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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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革命”；但在政治或社会的意义上是不成立的，它是一场不成功的

“资产阶级革命”。

其次是 １８ 世纪工业革命的时代。英国也是世界上首个工业化的

国家，并诞生了最早的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于工业资产阶级

而言，它受到了国内外环境的巨大影响：一方面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

的扩张；另一方面是国内无产阶级的反抗。最终，它就在 １９ 世纪中期

通过《改革法案》（１８３２）的颁布和《谷物法》（１８４６）的废除而从经济和

政治上介入了贵族阶级的统治制度。这一介入的最终结果是贵族阶级

单一霸权的确立，而非资产阶级的胜利。对于无产阶级而言，１９ 世纪

前半叶可谓是英雄的时代，它掀起了巨大的改革浪潮，产生了欧文主义

和宪章主义等激进运动；１９ 世纪后半叶，它却陷入了一种深层的停顿。

因此，在这一时期，英国最早的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未能对贵族

阶级的霸权体系构成任何真正的威胁和挑战，并成功推翻它。

再者是 １９ 世纪帝国主义的时代。１９ 世纪晚期是帝国主义最具自

我意识和最好战的时代，它对英国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产生了

极为深远的影响，并形成了英国最持久的社会轮廓。第一，它确保了传

统的等级秩序和贵族阶级的霸权地位，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晚期维多利

亚时代的强大君主制；第二，它在意识形态上把英国社会所有的阶级和

党派都整合到了贵族的世界观中；第三，工人阶级也最终在这一时期被

整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在任何直接的意义上致力于帝国

主义，但工人阶级对于帝国主义的热情就使它偏离了对阶级剥削和阶

级压迫的专注，从而在 ８０ 年代之后形成了一种劳工主义的意识形态。

最后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时代。安德森说道：“英国是主要欧洲国

家中唯一一个未遭受两次世界大战占领和失败的国家，其社会结构没

有受到外部动荡和断裂的影响”。① 也就是说，当欧洲大陆国家由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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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战争和内部的动乱而导致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时，英国却由于没

有经历任何挑战和分裂而未完成现代化的使命，始终与贵族霸权保持

着高度一致。这一时期，尽管英国的各阶级和党派得以重新分裂和组

合，但无论是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最终结合，还是保守党与工党之间

的相互较量，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即贵族的霸权地位始终是牢固而稳

定的。

这就是英国现代历史的独特之处。它是英国贵族阶级成功维持其

统治的历史，因为它在这一历史变迁中只改变了自己的作用而没有改

变自己的地位；也是资产阶级未能成功完成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因为它

没有对贵族的统治秩序构成一种全面的质疑和挑战，仅仅改变了社会

的经济基础而没有改变上层建筑。同样，它也是工人阶级未能成功进

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因为工人阶级在欧文主义、宪章主义等运动之

后陷入了一种劳工主义。因此，英国社会的统治秩序依旧是传统而保

守的，没有任何彻底的根本性的改变。

在对英国历史的这一独特阐释中，安德森形成了一种总体的历史

理论，主要体现为以下三大特征：

首先，它包含一种宏大的自上而下的历史尺度。显然，在这一分析

中，安德森所关注的历史就是长时段的，是从 １７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

命以来一直到两次世界大战近 ３ 个世纪的历史，其中，统治阶级或霸权

阶级的历史成为了其分析的重点。同样地，如果我们不仅仅局限于这

一历史的话，在其享有盛誉的两卷本史学著作《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

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也体现了这一特征。他在《绝对主

义国家的系谱》前言中明确指出：“今天，当‘自下向上看的历史’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ｂｅｌｏｗ）已经变成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学术

界的一句口号，而且在我们对过去的理解中产生了重大成果之时，十分

有必要重提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自上向下看的历史’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ａｂｏｖｅ）阶级统治的复杂机制的历史，其重要性不亚于‘自

下向上看的历史’；实际上，没有前者，后者最终只是片面的历史（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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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较重要的一面）。”①

其次，它是一部阶级的演绎史，不仅仅是有关贵族阶级的历史，同

样也是有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对此，汤普森批评安德森享

有一种“阶级还原论”的模式，“这一模式实质上具有一种内在的还原

主义倾向，这在安德森中是极为明显的……”，并指出，“还原主义就是

一种无效的历史逻辑，政治或文化事件按照行为者的阶级属性来加以

解释。当在这些事件（在“上层建筑”中）与某种阶级利益结构（在“基

础”中）之间构建一种关系或者因果联系时，那么，这一历史解释的要

求———仍是糟糕的，这一历史评价———就把这些思想或事件归结为资

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的特征。这一还原主义的错误不在

于构建了这些关系，而在于把这些思想或事件看作是本质上与诱发背

景完全相同的东西———以至于思想、宗教信仰或艺术作品都可被还原

为它们所体现的‘真正’的阶级利益。”②

最后，它是一种否定性的历史。当安德森应用“西方马克思主义”

理论资源重新检验英国民族性的时候，就得出了一种完全否定的判断

和结论，从而享有了“民族虚无主义”的称号。艾萨克·多伊彻就把

《当代危机的起源》看作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的作品。相反，汤普森

则对英国的民族性给予了一种积极的和肯定的回应。正如他在《英国

的特殊性》一文中所一一辩驳的，１６４０—１６８８ 年的英国内战是真正划

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１７、１８ 世纪的农业地主阶级已具有了资本主义

的性质；１９ 世纪中期的工业资产阶级已拥有了政治上的优势；清教主

义、达尔文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对英国文化的重要贡献；英国

共产主义渗透到了 ２０ 世纪工人阶级的运动当中。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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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国权力的稳定性

如果说历史学是安德森民族性研究的一个逻辑起点，那么社会学

则构成了其研究的一个逻辑内核。然而，由于英国资产阶级历史的独

特性，它“从一开始就放弃了与生俱来的理智权利，它拒绝认为社会总

体存在问题，一种对总体性范畴的深层而本能的厌恶就表明了其全部

轨迹，它从未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把社会重塑为一个整体，也从未在抽

象的理论思考中把社会重思为一个整体。”①也就是说，英国资产阶级

不仅没有在实践上重塑整个英国社会，也没有在理论上发展出有关英

国社会的总体思想，因而是一种“没有社会学的社会学”。由于这一缺

乏，安德森就试图对英国社会给予一种全面的说明和解释，并提供了一

种有关英国社会权力结构模式的社会学理论。

在对社会权力的传统解释中，往往把权力仅仅看作是经济基础的

一种外在表现和形式，这就不免带有某种经济还原论的色彩。对此，安

德森认为，从长远来看，权力最终来自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支配，或

者说权力最终由经济所决定；但从短期来看，权力可能或者由经济主导

（如洪都拉斯），或者由政治主导（如中国），或者由军事主导（如德国），

或者由意识形态主导（如西方国家），或者由法律主导（如未来社会主

义）。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权力？在此，安德森采纳了阿尔都塞有

关决定与主导的概念划分，从而提供了一种“类型学”的阐释模式。在他

看来，权力本身是多中心的，它存在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诸层面和

要素之中，这些层面和要素之间相互关联和作用而形成了一种整体的权

力结构模式，同时，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历史构成和社会构成的

差异，从而形成了一种权力结构的类型学。他指出：“相反，需要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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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力最终来自社会所有权模式的这一陈旧观点的重申，迫切需要的是

对当今不同权力形态的一种具体的类型学（ａ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①

在这一类型学的模式之下，安德森详细分析了英国的权力结构。

在他看来，由于其特殊曲折的历史轨迹和独居一偶的地理位置，英国形

成了一种独特的“三角地形学”（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的权力结构模

式。简单来说，经济是异常强大的，军事或政治是相对不重要的，文化

和意识形态是极其重要的。

从历史来看，军事或政治的相对不重要性是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

展的一个必然结果；经济的异常强大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必然

产物；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源自英国古老的贵族权力模式。

从现实来看，英国议会民主制就是这一权力结构模式的具体体现。在

欧洲国家中，这一议会制就是独一无二的，它拥有一种不成文的宪法。

这一宪法就使英国社会承担了无法想象的危险，但它从未经历这一危

险，因为自 １７ 世纪以来，英国贵族阶级始终维持着一种霸权地位，资产

阶级和无产阶级对它的威胁和压力就被调解和消融于这一制度框架

之中。

这就是英国独特的议会民主制。从根本上来说，它就是一种幻象，

掩盖了英国社会真实的权力结构，“在英国，民主制就是霸权的赎

金。”②实际上，贵族阶级的霸权就是今天社会和平和政治民主的现实。

当然，这一霸权秩序不是完全没有弹性，它允许在右翼（保守党）和左

翼（工党）之间进行转换和调节，但也仅仅局限于此。尽管议会民主制

允许选举权的扩大，但也仅仅是整合对立阶级的一种有效机器，正是这

一议会民主制的机器使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无法设想一个完全不同的

世界，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世界。“代议制国家的一般形式———

资产阶级民主制———本身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首要意识形态关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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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就剥夺了工人阶级的作为一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交往方式和其他

文化控制机制的社会主义理想，因而解决了这一核心的意识形态

作用。”①

然而，在对英国议会民主制的分析中，英国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则

给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雷蒙·威廉斯称赞道：“它（工人阶级）

所产生的文化是一种集体的民主制度，无论是在工会、合作运动还是政

治党派中……如果在背景中加以考虑的话，它就可能被看作是一种十

分杰出的创造性的成就。”②同样，汤普森也说道：“尽管我们无法忘记

帝国主义这一突出阴影，但英国仍是一个相对人性的社会；某些仍远离

社会主义世界的民主价值得到了巩固；在工资问题和一种更广泛的要

求上，工人的讨价权力是巨大的。”③

可见，在所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机制中，安德森把议会民主制看

作是意识形态的核心。抑或说，在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中，政治社会中

的议会民主制发挥着一种关键的和核心的作用；而市民社会中诸如广

播、电视、报纸、学校、教堂、政党的文化控制机制和工厂、制造厂等经济

管理机制仅仅只是一种补充的或次要的作用。这样，安德森就在总体

的社会权力的话语模式中突出了政治的特有内涵和意义。在他看来，

资本主义民主对生活于其中的工人阶级施加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使他们认为对资本主义国家实施了一种自我管理，从而偏离了对资本

主义社会中劳动剥削和财富异化的关注，更偏离了对社会主义民主的

关注。然而，资本主义民主是一种极为有限的民主，他所希望实现的就

是一种性质上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

在对英国社会的这一独特阐释中，安德森提出了一种总体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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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首先，安德森采用了一种“总体性”的概念和范畴。这一“总体性”

并不意味着一种理论学，同时也包含一种方法论。它包含着两层含义：

一是肯定了总体对部分的首要性和优先性，认为部分只有在整体之中

才能存在，才有意义；二是肯定了部分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认为社会是

由具有复杂和差异的不同要素所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正如他所写到

的：“我们所采用的方法不是把一切还原为经济，而是把当前状况分析

为一个总体，其中，每一层面危机的决定因素都位于这一层面（而不是

‘基础’）之中，而所有层面都在结构上整合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

由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所构建。”①

其次，安德森采用了马克思有关基础 ／上层建筑的经典理论模式，

一方面承认了经济的决定作用，但与绝对的经济决定论不同，只在最终

的意义上承认；另一方面释放了上层建筑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与

此同时，他在某种程度上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决定与主导、

相对独立性和多元决定论的概念和理论达成了一致，从而形成了一种

基于唯物史观核心概念的“类型学”的阐释模式。

再者，这一总体的社会理论蕴含着某种深层的结构主义的思想和

意识。尽管他在对社会结构的多元要素的解读中呈现出某种弱结构主

义和功能主义的倾向，但依旧无法逃脱结构主义自身的内在缺陷。因

为这一理论存在一个理论的预设，即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这就使得社

会各层面和各要素的积极性和有效性的功能和作用仍局限于整体的结

构之内，而无法逃出结构之外。

三、英国文化的保守性

在对英国民族性进行了历史学的考证和社会学的分析之后，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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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的一个核心理论任务就是对英国国家文化，或者确切说是对英国马

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文化的考察。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资本主义社

会，为何英国至今都没有出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安德森看来，英

国之所以没有出现革命的行为，就在于没有革命的理论；之所以没有革

命的理论，就在于没有革命的文化。从总体上说，英国文化是极端保守

的，它没有产生出任何革命的意识形态，也没有产生出任何真正的马克

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文化。因此，“对革命政治学而言，现存的英国文化

就构成了一种深层的阻碍。”①

对于这一文化，安德森借用了葛兰西的“霸权”（ｈｅｇｅｍｏｎｙ）概念，

认为它是“一个社会集团对另一个社会集团的主导，不单单是通过武

力或财富，而是通过一种全面的社会权威，其最终的认可和表述就是一

种深刻的文化霸权（ｓｕｐｒｅｍａｃｙ）。”②同时，安德森进一步区分了霸权阶

级与合作阶级。在他看来，霸权阶级总是试图把自己的形象和目的强

加于整个社会，而合作阶级总是在社会整体之内寻求自己的形象和目

的；同样，霸权阶级总是试图按照自身的形象来改变整个社会，而合作

阶级总是在特定的社会秩序之内维持和改善自己的位置。因此，霸权

阶级就对合作阶级产生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它在意识形态上认

可和赞同了这一制度。在英国，这一霸权阶级就是贵族阶级和资产阶

级的一种特有融合，其中，贵族阶级占据着主导地位，合作阶级就是工

人阶级，由此产生出一种霸权的意识形态和合作的意识形态。

就霸权阶级的意识形态而言，英国主导的意识形态是以传统主义

和经验主义为特征，前者来自于贵族阶级，后者来自于资产阶级，当传

统主义把现在和历史相连时，而经验主义又把现在和未来相连，所有这

一切就使英国陷入了一种全面的凝固的保守主义，并带有一种宗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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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色彩。尽管资产阶级产生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但其性质是功利

主义和实用主义，因而始终没能创造出一种霸权的文化和价值体系，随

后产生的自由主义，也只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变体，仅仅激发了零星的和

偶然的社会主义热情。

就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而言，它形成了“一种不变的合作的阶级

意识和毫无霸权的意识形态”①。对此安德森分析了两大构成要素：其

一是英国独立知识分子的缺乏。自 １６ 世纪以来，英国就缺乏一种真正

独立的知识界，更为重要的是，英国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留下任何

革命的遗产，“革命的意识形态遗产几乎为零……从政治上来说，清教

徒主义是一种无用的热情。”②其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缺乏。当

１９ 世纪前半叶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形成和上升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是完全缺乏的；当 １９ 世纪后半叶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处于低潮和衰退

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却日趋成熟。最终，英国工人阶级就形成了一

种劳工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这一劳工主义就是英国工人阶级在它自身的历史实践中所创造出

的一种特有文化。它对英国工人阶级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使其专

注于合作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意识，试图通过点点滴滴的经济合作和政

治改良来实现社会主义，而非专注于革命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意识，通过

大刀阔斧式的经济和政治变革来实现社会主义，从而妨碍了革命或霸

权社会主义的出现。可以说，英国工人阶级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一种自

然的身份，拥有一种固定的位置和生活方式，总是通过自身的力量来形

成和发展自己，并在自己的世界中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文化。

对于这一劳工主义文化，安德森持一种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认为它

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根本无法产生出任何革命的

社会主义意识和行为。同样，这一观点也成为《新左派评论》成员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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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奈恩的一个核心思想。他曾在《英国工人阶级》一书中表达到，工

人阶级“被迫形成了一种存在和意识的合作模式。阶级不是在社会中

而是在它自身中创造出了自己的价值、组织和生活方式，这显然有别于

其周围的整个文明”，而且，“英国工人阶级由于免受无阶级理论的影

响，由于其全部的历史经验，它需要无阶级的理论，现在依旧如此。”①

更为关键的是，安德森明确宣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文

化的缺乏。在 １９６６ 年《社会主义和伪经验主义》一文中，他说道：“实

际上，英国享有一种‘脆弱的’和‘肤浅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它在 ２０

世纪没有产生出任何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而且，在本世纪也

不存在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化……一种真正的、自主的马克思主义的前

提条件并不存在。”②时隔十五年，他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

中也说道：“我们没有倾向于深入研究本国的历史来寻找一种更加进

步的或可替代的传统，与英国的文化经验主义和政治宪政主义弹冠相

庆。对我们而言，一个核心事实就是，英国是 ２０ 世纪主要欧洲国家中

唯一一个没有产生任何民众的社会主义运动或重要的革命党派的社

会，这一事业总是用来避免或作最低估计的。”③

由此，安德森得出结论，由于英国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文化的缺

乏，英国工人阶级无法自己解放自己，或者说工人阶级需要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一种外部灌输，才能产生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和行为。这

一结论就篡改了马克思有关“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经典名言。对此，

或许英国的历史学家汤普森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积极的认知视角。

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英国的特殊性》和《理论的贫困》等文

章和著作中认为，英国工人阶级享有一种激进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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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世纪）３０ 年代成熟起来的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从此以后它虽经许

多次转变却经久不衰）特别重视出版、言论、集会和个人自由等权利。

‘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传统当然更加古老。”①同时认为，这一革命的文

化传统不仅仅是一种典型的劳工主义形式，而且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

文化的熏陶和塑造，“长期以来———或者说 １００ 年来，一直存在着马克

思主义与这些形式的交往。它采取了多种形式。作为一种吸引和排斥

模式，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都渗透到了我们的文化之中。同样，

它要比我们作者所设想的更广泛地渗透到了劳工运动之中。”②这就表

明，汤普森认为英国工人阶级能够自己解放自己，从而与安德森的观点

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对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说明中，安德森采用了卢卡奇有关阶级

意识与阶级行为关系的思想，认为阶级意识在阶级行为的形成中起着

极为核心的作用，“当向‘自由王国’过渡的时刻客观上到来的时候，这

一点就更明显地表现为，真正意义上的盲目力量将盲目地、用不断增长

的、看来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冲向死亡，而只有无产阶级的自觉意志才能

使人类免遭灾祸。换言之，当最后的经济危机击中资本主义时，革命的

命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

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③由此，安德森对英国工人

阶级的意识进行了具体而详实的考察和说明。同时，安德森采用了葛

兰西有关霸权的思想，把霸权概念作为其考察和说明的一个预设前提。

正是在这一无所不包的霸权秩序之下，英国工人阶级形成了一种合作

的而非革命的意识形态。然而，汤普森对这一霸权概念提出了批评：

“我无法接受西欧某些结构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圈中的这一流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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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即霸权对被统治阶级实施了一种无所不包的统治———或者是除知

识分子以外的所有人———直达他们经验的门口，从一出生就在其心灵

中植入服从的范畴，这是他们无力摆脱，他们的经验也无法纠正的。”①

在汤普森看来，霸权并非是一种囊括一切的秩序，而是一种极为有限的

秩序，它之外存在着一种自主的、活生生的民众文化，这一民众文化就

与霸权文化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对抗关系。在此，安德森就陷入一种深

层的霸权意识之中而没有看到民众文化的积极性和自主性。

四、结　 　 语

在对英国民族性特征的分析和阐释中，安德森试图把欧洲理性主

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与英国独特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资源加以整合，从

而形成一种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总体的历史社会学理论。正如他在

《社会主义和伪经验主义》一文中所辩护的：“在一种卓越的、想象的历

史与一种空洞的政治分析之间的巨大鸿沟就是我们试图要克服的。我

们试图把历史与当前相联，并重建两者之间的连续性。这就必然意味

着一种‘总体化’的尝试……我们尝试构建一种有关英国社会的历史

与现在的总体理论（ａ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②在这一总体化的尝试中，安

德森在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缺失的诊断中找到了当代英

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停泊处。他希望创造出一种真正的鲜活的马克思主

义文化和理论，从而激发起英国工人阶级，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

热诚和信心。

这也是安德森试图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一种积极而有益的尝

试。这一尝试不仅仅是一种理论的抱负，同时也是一种实践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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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来看，以安德森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以《新

左派评论》、《新左派书局》和《左翼出版社》为基地对于欧陆马克思主

义的译介、批判和采用，就使英国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欧陆理性主

义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与碰撞，对话与交融，从而形成了一

种多元的英式马克思主义文化，如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

思主义，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威廉斯和霍尔为

代表的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柯亨为代表的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

义等。从实践上来看，这一多元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并没有带来相应的

社会主义实践。安德森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实践相结合的

这一理想期待成了美丽的乌托邦，正如他自己所坦承的：“由于创作于

反叛的时代，在极端的精神下，对所选目标进行了激烈抨击，这一总体

拒斥的代价就是对本国的简单或误解，批判的夸大同时伴随着理疗的

过度自信———一种理论的必胜信念并无助于所倡导的激进替代。”①因

此，在某种程度上，安德森的这一尝试就是失败的，而在另一程度上，它

又是成功的，因为它毕竟对英国乃至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传

播和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作者　 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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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耐特与弗洛泽正义论争的
问题与实质①

李 和 佳

　 　 摘要：在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过程中，霍耐特与

弗洛泽关于正义问题的论争焦点在于“承认”与“再分配”两个概念在

正义理论框架中的次序问题，以及它们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解释力比

较。争论凸显了两者在理论框架、规范基础和经验参照点选择上的差

异。然而，问题与争论的背后，蕴涵着的是正义问题研究过程中“规范

与经验”的“由分到合”学术发展路径。正义问题研究应走“融合路

径”，在规范与经验的双重向度展开。

关键词：正义　 承认　 再分配　 学术路径

霍耐特秉承其师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路径，继续致力于重构新时期

社会分析与时代诊断的规范性基础，而不再仅仅拘泥于社会理论的经

验策略模式。他试图作出更精确的社会分析和时代诊断，提出以“承

认”（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为规范核心的正义概念，不仅进一步回答了其师哈贝

马斯笔下的“交往共识”何以达成，交往主体间何以平等，等等问题，而

且在“承认”视域中揭示当下社会交往关系及其个体存在状态，进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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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批准号：１０ＣＺＸ０３７）与教育部人文社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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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然而，这种以“承认”为核心概念的正义观遭

到弗洛泽的诘难与质疑。弗洛泽认为，在后社会主义时代，以“承认”

为核心的正义概念需要扩展，并提出了以“参与性平等”为规范核心概

念、把再分配与承认整合到一个正义论框架中的“视角主义二元论”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ａｌ ｄｕａｌｉｓｍ）。

诚如 Ｒ．福斯特所指出的，“弗洛泽与霍耐特之间的争论代表了两

种最进步的学术努力，以构建我们能够成为广义的正义批判理论”①。

正义概念和社会批判理论之间的联系比在自由主义理论范围内的构想

更紧密。霍耐特与弗洛泽在学术对话与实践关注中克服了前批判理论

中的经验向度与规范向度分离的实践困境，推进了当代社会批判理论

的“政治伦理转向”②，引发了人们对“谁之正义？谁之合理性？”问题

的高度关切。霍耐特与弗洛泽在关于社会正义的规范性基础与经验参

照点问题上的分歧与争论，凸显了对社会正义问题研究的不同理路。

与此同时，争论背后却蕴涵着正义问题研究过程中“规范与经验”的

“由分到合”学术发展路径。正义问题研究应走“融合路径”，在规范与

经验的双重向度展开。

一、承认与正义：霍耐特的规范一元论

霍耐特提出以承认为一元核心概念的多元正义论，在理论层面回

答了两个基本问题：（１）作为社会批判理论家，正义论和社会批判理论

之间如何实现对接？（２）进而，“承认”与“正义”两个概念之间又如何

具有内在关联？正是这两个基本问题的回答，给予了承认理论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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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见南茜·弗雷泽：《伤害＋侮辱》一书第三部分瑞尼尔·福斯特的论文，上海人
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正义批判理论”是在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意义
上使用的。

参见王凤才：《蔑视与反抗———霍耐特承认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

“政治伦理转向”》，重庆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社会解释力与诊断力。

霍耐特通过回到“亚里士多德”，给予批判理论以新的理论资源与

理论视角———人的完整性存在与自我实践关系形成应在“好的生活”

伦理维度得以阐释与实现。在霍耐特看来，批判理论如果不基于一个

“好的生活”概念，就不可能充分地批判社会非正义现象。“好的生活”

概念成为批判理论的规范性基础，并实现了正义理论和社会批判理论

之间的对接。

“好的生活”意味着人的完整性存在。一个社会只有在允许它的

成员发展完整性自我认同时才是正义的。霍耐特将个人自我认同形成

的社会前提与一种具有平等主义伦理生活（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理论特征的概

念相关联①。这种“目的论”理论观点与方法表明：社会正义的评判应

有一种伦理理论的支撑，这种伦理理论阐释了个人自主实现的社会前

提条件。这种理论传统在黑格尔、罗尔斯那里有深入的理论表达。黑

格尔则在法哲学中将伦理生活置于作为“自由意志”（ｆｒｅｅ ｗｉｌｌ）存在条

件的交往关系之中。罗尔斯早期将伦理生活置于社会“基本物品”

（ｂａｓｉｃ ｇｏｏｄｓ）列表之中。从历史的维度看，三位大师以各自独特的方

式揭示了社会分析与时代诊断的伦理前提。

在霍耐特看来“承认”是一个伦理概念，即“主体在他者中的自我

存在”。主体通过体验他者的行为反应来构建自我，并相应地对他者

的行为作出反应。主体通过他者的“情感关怀、法律承认、社会尊重”

三种承认形式来获得一种完整性自我认同，并形成三种类型的自我实

践关系：自信、自尊、自豪。这三种承认形式“穷尽了正义的全部意义，

每种正义诉求应是对承认的诉求。每一种承认诉求从技术上被证明是

通向好的生活的手段”②。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主体的自我认同的形

成，必然依赖于由承认原则支配的正义环境（制度化环境）。反之，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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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关系的缺乏将导致对个人认同形成的破坏，并使主体遭受蔑视和

耻辱。

霍耐特将主体间的“承认”问题作为具有规范内容的社会理论的

主导线索，即结合相互承认关系结构内部的规范要求来解释社会变革

过程，并从社会交往关系维度揭示了主体间实践自我关系的形成过程。

这种规范阐释与经验描述结合的理论处理方式，一方面突出了其正义

批判理论的规范性内容，即，“自我”源于“承认”，另一方面将人的认同

形成描述为一个为了在互动中获得同伴的承认而进行的主体间斗争的

过程，始终努力探索“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即为承认而斗争———“寻

求承认的斗争只有一种令人满意的结局，这就是平等的人之间的相互

承认。继卢梭之后，黑格尔在具有共同目标的社会中发现了这种可能

性，在那里，‘我们就是我，我就是我们’。”①

“承认”的规范潜能与经验参照凸显了承认与正义之间的紧密关

联。一方面，主体对社会正义的规范性期待，可以在不同的承认领域

（爱、法权和成就）中参照不同的承认原则（需要、平等和贡献）得以实

现。社会的道德一体化秩序通过承认原则的制度化得以实现———通过

各种承认原则，主体学会将自身看作是共同体的成员，并真正平等地参

与到社会生活之中，从而能充分地形成个人自我认同。另一方面，正义

内在着一种稳定的秩序结构———社会成员之间相互承认的可靠关系应

在不同的层面得到维护。一个社会的正义程度，与它保护相互承认关

系的条件之能力成比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的道德一体化作为一种

政治伦理的规范性目标，始终嵌在社会主体的承认期待之中。这种相

对稳定的承认期待，是对社会道德一体化诉求的主体性表达。

霍耐特秉承其师的哲学路径，赋予斗争、冲突、主体间性等概念以

规范性与经验性，给予了更多的政治—伦理关注。这种以承认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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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３１０—
３１１ 页。



诉求的正义批判理论遭到了美国哲学家弗洛泽的理论诘难。弗洛泽指

责霍耐特的承认理论过于伦理化，并试图扩展正义概念，提出了以“参

与性平等”概念为规范核心、将承认与再分配两个概念共同纳入同一

理论框架的“视角主义二元论”。

二、正义概念的扩展：弗洛泽

正义论的二元视角①

　 　 分配正义问题研究方兴未艾，同时，霍耐特承认理论引起了世界学

术界的广泛关注。此时，弗洛泽美国政治哲学家弗洛泽思考的问题在

于：在不同文化价值模式之下，以“承认”为规范核心的正义理论能否

对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做出充分合理性的解释？弗洛泽的理论

工作是要在对“承认”概念做批判性分析之后，同时提出具有核心概念

的规范性正义理论框架。

在弗洛泽看来，承认概念表征了一种重要的、但不充分的社会正义

维度。仅仅以承认为核心的理论方案并不足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秩

序。要想避免政治哲学发展中的规范性阐释之间的分裂现象，正义概

念必须得以扩展———这个得到扩展的概念既能涵盖分配正义论的可辩

解主张，又能涵盖承认正义论的可辩解主张，从而将这再分配与承认两

个概念整合在一个规范性理论结构中。为此，弗洛泽提出了再分配与

承认的“视角主义二元论”结构来代替霍耐特的承认一元论。

在霍耐特看来，“再分配”应是作为“承认”的再分配，“因分配不公

而引起的社会冲突，须被理解为是社会蔑视（错误的承认关系）的制度

性表达”。与霍耐特将承认视作伦理问题的做法不同，弗洛泽把“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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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弗洛泽前期自称“视角主义二元论”，后改为三元维度，即以参与平等为元规范

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三位一体的理论；与三个正义尺度相对应的，是三个

理论化的非正义概念：分配不公、错误承认、错误代表权。参见弗洛泽：《正义

的尺度》，欧阳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认”概念归属于正义范畴。也就是说，错误承认或非承认的现象是非

正义的———文化价值观模式的制度化使某些个体或群体在社会交往中

被剥夺了作为“完全伙伴”的地位，从而不能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其

结果，一种制度化的从属关系难免出现。弗洛泽通过运用道德标准，诉

诸于一个普遍主义概念———一个能够、也应该为持有各种“好的生活”

观念的人所接受的概念，即“参与性平等”概念———从而使承认概念在

多元价值背景中具有道德约束力、而无宗派主义之争。

既然弗洛泽将承认与再分配两个概念都归属于正义范畴，那么，承

认与再分配在理论框架中的关系问题就成为弗洛泽首先要解决的问

题。在弗洛泽看来，现有的分配正义理论并不能涵盖承认的问题。正

义理论不仅仅从资源分配和权利分配的层次来理解，还应从文化价值

观的制度化模式层面考察是否妨碍了某些社会成员与其他人一样完全

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一个非洲后裔的美国华尔街银行家在街上打不

到出租车的案例即是明证。同时，承认理论也不能涵盖所有的分配问

题。她反对将所有的经济不平等根植于社会文化秩序的简化论观点。

正义理论必须在文化价值观之外，考察资本主义的经济机制是否阻碍

了社会生活的平等参与。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的投机性

合并而使工厂倒闭，因而导致几位白人熟练工人失业，就是明证。

由于分配和承认彼此均不能涵盖对方，弗洛泽考虑将两者纳入到

一个更宽泛的、能涵盖一切的理论框架之中。借助于“参与性平等”概

念，弗洛泽认为：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平等地享有

所有的社会制度性安排。在按照参与性平等原则扩展的正义概念之

中，承认与再分配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和规范性———两者都处在道德

（Ｍｏｒａｌｉｔａｅｔ）发展的同一层面，不能将其中一个归于另一个概念。从承

认理论的道德层面来说，文化价值观的制度化模式应鼓励所有社会参

与者表达社会尊重，并确保他们能赢得社会尊重。贬低一部分社会成

员的个性品质、阻碍他们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制度化模式，应予以排

除。从再分配的层面来说，物质资源的分配应确保参与者的独立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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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权———排除物质分配不平等和经济依赖的形式和程度，排除使财

富、收入、休闲时光不平等分配的制度化安排，以确保社会成员之间的

平等交往与机会和财富的公平享有。

弗洛泽对于参与性平等原则的使用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方法。她

主张正义问题的评判应在承认与分配两个维度加以区分，但衡量社会

安排正义与否的统一标尺是参与性平等原则。财富资源的公正分配评

判应考虑到个人的选择问题。由于个体无法控制的环境所导致的不平

等是非正义的，而由于个体选择而导致的不平等则是正义的。同样，面

对不同的文化价值制度化模式，考察承认诉求是否合理的内在标准在

于权利是否公正分配，即社会制度性安排是否阻碍了社会成员平等地

参与社会生活。这里有两个不同的层面：首先，在“团体间”层面，一种

文化价值制度化模式是否剥夺了少数派平等参与的机会，需要得到合

理的评估。例如，加拿大骑警统一佩戴头盔的法令，另如将印度锡克教

徒排除在警察行业之外。其次，在团体内部层面，一个团体的文化价值

观是否阻碍了内部成员的参与性平等，需要得到合理的评估。例如，东

正犹太教的性别隔离制度在教育上使东正教女性处于教育边缘化

状态。

弗洛泽以一种更激进的方式关注社会主体平等参与社会政治生活

的状态与条件。如果说霍耐特以一种理论家的严谨学术姿态为人们之

间的平等交往进行道德辩护的话，那么，弗洛泽则是以一种政治家的极

富战斗力的眼光来关注某种文化价值观模式下人们的交往现状，并鲜

明提出有效对策。这与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有异曲同工

之妙。

三、在规范与经验之间：霍耐特与

弗洛泽正义论争的焦点

　 　 霍耐特与弗洛泽均针对现实生活中的正义诉求，致力于加固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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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规范性基础，将再分配维度中的平等主义理想与承认维度中的

真正具有哈贝马斯式“解放意义”的实践旨趣结合起来，却在各自所诉

诸的理论建构方式上出现了理论分野。理论的争论凸显了后社会主义

时代的正义难题：承认与再分配，谁之合理性？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承认

与再分配两者之间的取舍，而在于在肯定两者基础之上的理论摆置问

题。再分配与承认这两种正义维度内含着相同的“平等主义”价值预

设，却生成不同的正义规范原则。这些原则都在不同的社会交往领域

通过各种类型的非正义以及与之伴随的社会运动显示出来。正义理论

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在其概念性理论框架设计中选择准确的经验参照

点，并在规范性层面完成对于社会非正义的关注与解释。

１．正义诉求的规范性原则的不同选择

如何在正义框架内规范性评判政治诉求，即何种政治诉求能助长

正义，成为当代政治哲学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关于正义诉求的规范性

原则选择上，霍耐特与弗洛泽作出了不同的选择。霍耐特认为，一切为

了承认而斗争，突出强调了在多元文化价值观下主体间真正实现平等

交往的主体间性条件。一个社会制度性安排就是要保障人们在稀有资

源分配与多元文化对话背景下的人格平等与完整。正义与承认的这种

内在关联体现了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同时为霍耐特承认理论烙上了深

深的目的论印痕。

弗洛泽的理论方案并不是从好的生活理论开始，而是基于现代自

由主义的核心道德原则：“参与性平等”，实现了自由主义的道义论范

式转向①。所有人达于参与性平等的制度性前提———达于同其他人一

样平等参与所需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资源———必须得到保障。一方面，

对完全性社会参与的经济障碍必须去除，从而为再分配提供一种评判

诉求的标准———仅仅那些消除经济不平等的再分配诉求才是正当的；

另一方面，制度化了的文化障碍必须清除，从而为评判承认诉求提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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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标准———仅仅那些提升身份平等的承认诉求才是正当的。

弗洛泽对自由主义的这种道义论转向，表明了弗洛泽对于多元文

化社会价值观的独特思考。在弗洛泽看来，承认诉求很难通过诉诸一

种单一的共同价值来获得伦理上的评判，同时，“善”与“善”之间也会

在特定的时空发生价值上的冲突，关于“好的生活”的各种合理性观点

也需要通过一种理论得以兼容。批判理论不仅需要一种断然性的正义

理论，又需要一种无宗派的正义理论。无宗派的正义理论能兼容关于

“好的生活”的各种合理性观点。弗洛泽指责霍耐特不能同时满足“无

宗派”和“断然性”这两个要求。弗洛泽采用了讽刺的方式对霍耐特的

承认理论做了评价，“一种用于设计解决空洞形式主义的伦理出发点，

却掉进了道德真空”①。

２．正义诉求的经验参照点的不同选择

正义理论应在社会运动的去中心化的社会背景下，选择一个“经

验参照点”，从而充分体现规范性原则的解释力。正义理论能赢得吸

引力，源于它对适当的经验参照点的恰当选择，对隐含在社会结构中的

内在紧张的揭示。霍耐特和弗洛泽都力图发展一种能与主体间商谈对

话相连的批判语言，以完成社会非正义的经验揭示。然而，他们俩在这

个共同目标的赢取方式上发生了分歧。

在霍耐特看来，“承认的理论框架在今天之所以有核心地位，不仅

在于它表达了新社会运动类型的目标，而且在于它对提供了从理论上

揭开整个的非正义社会经验的恰当工具”②。一方面，伴随着保守党派

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和福利国家方案的式微，主体扩展社会平等的期

望开始消沉，社会蔑视遭遇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哈贝马斯式商谈模式

在祛除康德伦理学的超验性特征同时，却因持有价值中立性立场而导

致其忽略了对人与人之间交往行动的内在动力的探究。引发人际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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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冲突的内在驱动力需要通过人们之间的承认关系得以考察。“商谈

共识”必须被看成是承认与蔑视矛盾运动的结果。另一方面，新的社

会运动增强了主体对社会蔑视体验的道德敏感性（ｍｏｒａｌ 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通过一系列的社会运动，人们意识到有关社会和文化不尊重的政治地

位，同时也意识到人类尊严的承认构成社会正义的一个中心原则的这

个事实。”①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被“当作人来承认”———他们是平等参

与社会生活的正式成员，而且在被别人承认的体验中意识到自己确实

是一个社会的正式成员。

一旦主体规范性期待遭到蔑视时，一切非正义的遭遇经验都可理

解为合理的承认关系破裂和破坏。霍耐特是在道德心理学视野中，将

前政治遭遇作为批判理论的特殊参照点，并将规范性概念源于社会主

体的痛苦和所遭受的蔑视，从而揭示了隐含在所有社会不满中的主体

道德期望。当社会成员（群体）对于承认规范之期望受到伤害时，就会

出现心理和社会危机，社会的不合理压迫和统治是通过人遭受到的屈

辱和受蔑视的经验被揭示的。当主体在主体间解释框架中表达这种道

德经验，这种集体语义学使个体的表达行为演进为一种“社会斗争”。

霍耐特的理论目的在于通过承认斗争模式来提供一种有关当代社会运

动与冲突的道德逻辑。然而，霍耐特敏锐地看到，社会现实中道德的实

践基础极其脆弱，不公正的蔑视遭遇并不能必然地自我表达。而只有

在被侮辱、被冷落的情感中固有的认识潜能成为政治—道德信念时，不

公正的蔑视情感和意识才能必然地自我表达出来。而且，这种政治—

道德信念首先取决于被伤害的主体的政治文化环境的构成方式：一种

社会运动只有在具备了表达手段时，蔑视经验才能成为政治抵抗行动、

社会斗争的动机②。

而弗洛泽则认为，“由一种单一的动因引起所有社会不满的思想

２７２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Ｈｏｎｎｅｔｈ，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ａ Ｐｌｕ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ｃｔ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
ｇｉｃａ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４ Ｖｏｌ ４７（４），ｐ． ３５２．
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４７ 页。



确实不合理，不可能存在独立获取‘道德语言’的道德心理学”①。霍

耐特对承认的道德心理学分析并不能为被剥夺者所遭到的心理上的扭

曲做充分的道德辩护。考察一个人是否遭到侮辱、贬值，除了参考道德

心理学分析之外，还要参考当时的时空背景。弗洛泽强调把道德心理

学应去中心化，为正义理论确保一个可信的经验参照点。在弗洛泽看

来，正义理论的经验参照点应集中在社会正义的日常范式上。正义的

日常范式建构了一种社会分配和社会安排的道德语法，并重新确定了

正义理论的规范性基础。最基本的正义的日常范式就是承认和再分

配。在以“参与性平等”为核心的规范理论框架内，这两个概念均能对

有组织的社会运动与日常生活中的个体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②。因

此，弗洛泽的理论是非基础主义的———正义理论的规范性结构并不源

于任何一个不可改变的基础。

四、结　 　 语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中，批判的不仅是早期批判理论缺失规

范性基础，还有福柯权力策略模式中对于规范共识与策略性互动的偏

离。哈氏在后期思想中对于政治伦理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坚持走规范

与经验的“融合路径”。在社会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中，正义问题

研究出现了“规范与经验”的“由分到合”学术发展路径，体现了当前正

义问题研究的固有学术传统。尽管霍耐特与弗洛泽是从不同的规范基

础出发、选择不同的经验参照点来构筑各自的规范正义论，但这场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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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仍是社会批判阵营内部的对话，是对哈贝马斯交往对话理论模式

的继承与超越，更是蕴含着正义批判理论坚持走“规范与经验”融合路

径的固有学术传统，克服了前批判理论中的经验向度和规范向度分离

的实践困境。

“在与承认和再分配相连接的理论语言中，哪一个更适合于在社

会批判理论的框架中为当前的正义诉求作出规范性辩护？”①这正是当

代政治哲学努力研究的重要问题。正义理论通过霍耐特、弗洛泽的争

论与对话得到发展，而霍耐特与弗洛泽之间的争论与对话所面临的一

系列理论问题，使得正义论研究中“规范与经验”融合的固有学术传统

进一步成为开放性的问题。

（作者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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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斯特：马克思主义
方法论的另一个框架

孔　 慧

　 　 摘要：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路向。作为

代表人物的埃尔斯特通过一种新的分析方式来考察马克思的学说，从

而提出了新的主张。他指出了传统对马克思学说的一些误解。有关马

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研究，他经过对马克思的原著的一番考察之后，认为

马克思本人提出过一个与传统的马克思研究者的认识大相径庭的方法

论框架。本文旨在按照埃尔斯特的思路探究这个新的方法论架构。本

文一方面从小处着手，分析新的方法论框架的三个层次，另一方面从大

处着眼评价这个和传统方法论框架不同的新框架。本文主要涉及的是

对方法论的考察，包括其前提、预设、解释，以及如何处理具体问题等

等，而不以实质命题为重点考察对象。

关键词：因果解释　 意向性解释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埃尔斯特在其代表作《理解马克思》这本书开篇就提出了他对马克

思主义传统流行的理解所持有的一些异议。首先，他反对当今一些马克

思主义研究放弃了对马克思学说中有关例如阶级等等的基本内容的研

究，退守到只保留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地步，而主张应当对马克思学说

中的实质命题的价值给予同样的重视。有一种常见的观点主张，马克思

学说的意义在于方法论上，他并不赞同这种观点，而非常注重分析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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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提出的实质性内容。其次，就方法论而言，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方法的

应用实际上比很多人所想的广泛；而正因为其应用之普遍，因此，不太有

人还会特意把所使用的方法冠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名。但是最后，

他又提出，他所关注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并非传统框架内的，即方法论

的集体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功能的解释和辩证的演绎。①既然如埃尔

斯特所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至今仍然如此有价值，那么，我们有必要

考察一下埃尔斯特所提示出的另外一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什么。

一、传统理解之外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埃尔斯特认为，在传统框架内，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总是离不开方法

论的集体主义（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原则。与方法论的集体主义

原则相对反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原则虽

然实际上是“马克思多数重要作品的基础”，②却常常被马克思主义者，

甚至包括马克思本人所忽视。而与方法论的集体主义原则相关联的两

种方法和黑格尔哲学有着相当的渊源，它们分别是功能的解释和辩证的

演绎。埃尔斯特几乎把这种框架视为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者们犯错的

罪魁祸首。但是，埃尔斯特在质疑一条研究途径的同时，又指出了另一

条出路，这条道路同样是马克思本人所提出的。在这种框架下，社会科

学的解释有三个层面：首先是对精神状态（诸如欲望和信念）的因果解

释；其次是对基于根本性的欲望和信念的个人行动的意向性解释；最后

是对基于归入其中的个人行动的集合现象（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的因

果解释。③

１．次意向性的因果解释

次意向性的因果解释主要是用以分析个人的精神状态。埃尔斯特

６７２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③

详见：Ｊｏｎ Ｅｌｓｔｅｒ：Ｍａｋｉｎｇ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Ｍａｒｘ，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ｐ． ３－４．
Ｊｏｎ Ｅｌｓｔｅｒ：Ｍａｋｉｎｇ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Ｍａｒｘ，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 ４．
Ｊｏｎ Ｅｌｓｔｅｒ：Ｍａｋｉｎｇ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Ｍａｒｘ，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 ４．



认为，如果把认知心理学中的冷机制和热机制的概念纳入马克思主义

学说对精神状态的解释中，我们可以做两件事：１． 我们可以试图以社

会—经济学术语来描绘外部环境，从而说明处境不同的个人虽然心灵

机制相同，但最终却还是有不同的信念和偏好。２．我们可以试图说明

偏爱和曲解的发生率本身和比如阶级身份是如何联系起来的。①埃尔

斯特主要分析了第一个问题，即“假设有一致的心灵机制在发挥作用，

那如何通过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来解释信念和欲望。”②首先从信念

形成的冷机制的角度看，埃尔斯特认为，“马克思的对信念形成理论

的最有原创性的贡献在于他主张，经济人因为没有发现在其他条件

不变的情况下，通行的因果关系不能不受限制地有效，因此常常把局

部有效的观点一般化为无效的总体陈述。”③也就是说，单从认知过

程看，信念的产生的结果就是局部性有效的观点基于某种对因果性

的过度使用而被无限放大。如果我们把动机的因素纳入认知过程，

我们可以从热机制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这里埃尔斯特指出，首

先，马克思考虑到动机的作用而论证道，“任何一个阶级的成员都容

易通过自我欺骗或者一厢情愿的思想的过程，把他们的特殊利益展

现为普遍的社会利益。”④其次，信念可以通过利益而得到解释：１． 因

果的解释：信念被视为是由信念者的利益塑造的；２．功能的解释：信念

是为某种利益服务的。⑤ 这是两种解释途径，不可混为一谈。综合上

述条件，我们可以发现，１．既然信念是由某一个阶级成员的特殊利益塑

造的，那么就不是普遍的，但是当某一阶级自欺欺人地把自己的利益

作为社会利益时，他们的信念却俨然成了全社会的普遍信念。或者

２．如果信念是为某种利益服务的，也就是为特殊的对象服务，为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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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服务。

有关欲望和偏好的解释主要是从热机制的角度展开的。埃尔斯特

认为，经济学中有一种偏好理论以失谐消减的机制（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ｄｉｓ

ｓｏｎａｎｃ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来解释古代社会中的偏好形成，这无可厚非。阶级

社会中的偏好的形成是为了使被剥削阶级安于自己的命运。在阶级社

会中，剥削阶级获得的利益是一目了然的，而被剥削阶级的利益在哪里

呢？根据失谐消减的机制的解释，被剥削阶级的偏好的形成更多的是

为他们提供精神慰藉。或者可以说，被剥削阶级形成一定的偏好，从而

让他们乐天安命，甚至逆来顺受。他们在遭受生活的困苦时，在认知上

有意地减少不利的因素，或者增加有利的因素，从而让自己的认知更谐

调、心理状态更平和。然而，从马克思的分析看，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

种偏好理论诠释的是古代社会的情况，在现代社会中情况并不完全如

此。古代社会中，被统治者局限在自己的阶级视界中，加之精神慰藉的

蒙蔽，所以安于现状，缺乏反抗意识。资本主义社会打破了原本的阶级

分层，随着资本主义而来的理性精神也一扫原本的蒙昧的迷雾，与此

同时，原本沉睡着的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和反叛意识也在被统治阶级

心中被唤醒。此外，埃尔斯特指出，“马克思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

者还提出了一种相当不同的有关被剥削阶级的偏好和欲望的解释。

这种解释侧重偏好给剥削阶级而非被剥削阶级的利益。如果被统治

者接受、甚至喜欢他们被统治的状况，这必须通过明显的实用的对统

治者的态度来得到解释。如果我们解释至此结束，得到的则是一个

功能性的说明；如果继续对机制加以深究，我们往往得出有关通过有

意的操控和教化而形成偏好的理论，也就是一种意向性的（或者阴谋

性的）解释。”①而埃尔斯特主张，偏好不可能凭空就诞生自统治阶级

之手，只有在产生之后才能被操控，因此后一种解释在他看来是站不住

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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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个人行动的意向性解释

在考察了个人的精神状态之后，我们要考察的是个人的行动。埃

尔斯特在说明了意向性解释的性质之后，分别说明了个体的经济行为

和政治行为。这里我们主要分析个体的经济行为。因为意向性解释的

一个关键要素是预期的结果，但埃尔斯特只考虑合乎情理和逻辑的预

期，因此对于意向性解释，埃尔斯特主要指的是合理性选择的解释，但

这种理论在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并不受到接纳。埃尔斯特试图说明

这种理论对马克思学说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我们讨论这种合理性

行为的解释模式的性质。“合理性选择”这个概念，有两点说明：１． 它

预设行为是合理性的。这就是说，“如果一个行为是合理性的，那么行

为人在一定的信念下，其行为途径最好地实现他的计划和欲望。”① ２．

它是一种选择行为。选择是受偏好引导的。从上面分析看，偏好的形

成又和现实的限制条件（比如阶级局限）有关。在经济学中，博弈论可

以作为合理性行为理论的一个分支来进行考察。“博弈论是把握社会

生活中三层相互依赖关系的工具，甚至不是工具之一。”②这三种依赖

关系分别是：１．每一个人的报酬，通过利他、嫉妒、想要平等性和相同动

机的欲望，取决于所有人的报酬；２．每一个人的报酬取决于所有人的选

择；３．每一个人的选择取决于所有人的选择。③而这种理论的要点在：

１．博弈论设定每一个行动者的合理性程度是相等的，并且他们都相互

知道彼此具有平等的合理性。２．在各种博弈中，行动者对信息的要求

不同。例如，在智猪博弈和囚徒困境中，行动者不必了解对方的选择，

即可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但在诸如鹰鸽博弈中，行动者必须了

解对方是鸽子还是老鹰，了解对方的信息。３．一次性博弈和重复博弈

是不同的。在一次性博弈中，由于不必担心对方有下一轮的报复行为，

９７２

埃尔斯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另一个框架

①
②

③

Ｊｏｎ Ｅｌｓｔｅｒ：Ｍａｋｉｎｇ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Ｍａｒｘ，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 ９．
Ｊｏｅ Ｅｌｓｔｅｒ：Ｍａｒｘｉｓｍ，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ｆｒｏｍ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ａｒｘｉｓｍ，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Ｊｏｈｎ Ｒｏｅｍ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ｐ． ２０７．
Ｉｂｉｄ．，ｐ． ２０７．



因此，完全的自私行为是更为合理性的。但在重复博弈中，这种行为就

非常冒险。①正如已经提到的，这种博弈模式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看来

并不受欢迎，其中有一些理由是值得一提的。首先，马克思主义在考察

个人行为的过程中，往往会经历上面提及的方法论的第一步———对个

人的精神状态的分析。而理性选择的模式则把个人的偏好和欲望视为

既定的。其次，实际上不是任何情况下，个体都能够做出理论上唯一确

定合理性的行为的。例如在鹰鸽博弈中，如果不能了解对方的信息，那

就难以理性行动。第三，个体的行为不只是合理性的行为。冲动性的

行为在实际生活中同样有其地位。②当然，这种博弈论模式的设定更重

要的也是在方法论上的意义。

接下来，我们探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个人行为。我们来考察一下

马克思是不是同样以理性选择的模式来解释经济活动者的行为。埃尔

斯特在考察了马克思的原著以后发现，在一些论述中，马克思似乎并不

打算为个人设定“选择的权利”。比如，“在《资本论》第一卷很著名的

一段文字中，马克思近乎暗示地指出，工人的消费只受他再生产其劳动

力的需求所决定，没有为选择留下别的空间”。③但是如果把工人生活

资料的消费当作劳动过程中的耗费时，这更像是“奴隶经济的模式，而

非资本主义的模式。”④另一方面，在其他一些论述中，马克思又指出，

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中，消费者的选择是具有经济意义，并且，自由选择

总是和责任联系在一起的。同样地，从生产者的角度看，追求利益最大

化的假定是马克思说明生产者行为的普遍预设。总体而言，退一步说，

选择哪怕是被迫的，也是选择。在两害相权的情况下，个体可能被迫还

是要选择其中之一，但是他仍然可以做出“两害取其轻”的合理性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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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如果继续后退一步，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观点向前推一步：需求，相

比合理性是选择的更根本源泉。

３．宏观现象的超意向性的因果解释

因果解释既应用在个人精神状态分析上，还应用在对集合行动的

分析上，即用超意向性的因果解释来分析个人行为的聚合。埃尔斯特

论述道，个人行为和由个人行为聚合而成的结果之间的关系有三种可

能：１．每一个行为者都根据对他人行为和相关的手段—目的关系的设

定来选择行为路线，由此，行为者们有意地引起了结果；２．行为者们引

起他们所想要的结果，但是这是偶然产生的，并不是按照他们所打算的

方式产生的；３．行为者们引起的结果不是他们所想要的结果，这或者因

为他们对彼此有错误的设想，或者因为他们对相关的专门关系有错误

的断定。①对结果 １，埃尔斯特没有作出具体分析。对结果 ２，重点在历

史的偶然性上。这种偶然性很微妙地把众人的合力引向所预见的结

果。我们甚至可以以俄狄浦斯效应来理解。对所意想的结果，事件的

过程中哪怕出现各种阻滞，却仍然朝着设想的结果实现了。对结果 ３，

埃尔斯特是这样解释的：１．我们假定任一个人在做出某个行为时，都认

为这个行为可以使他的收益从 ａ０上升至 ａ１；２． 我们想一下，假设这个

想法原则上是正确的，那么任何一个人，如果他是唯一一个做出这个行

为的人，他的确可以得到 ａ１；３．可能出现的情况有两种：３ １．在每一个

人都这样行为时，他们行为集合起来的那个结果，在看不见的手的运作

下，让他们每一个人的收益从 ａ１增长到 ａ２；３ ２．相反的，这个集合行为

的结果也可能在看不见的手的运作下，让他们的收益下降到 ａ３，而 ａ３
甚至比 ａ０更低；这两种情况都是马克思所意识到的。②

如上所述，埃尔斯特讨论了两种因果解释，并且认为个体是处在心

理因果性和社会因果性之间③。当我们在考虑集合行为的时候，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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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精神状态纳入进来，那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即“进行集体利

益行动的私人动机”①何在。在这里，埃尔斯特给出了马克思著作中的

例子，即私利造成合作机制失灵。例如，出于个人的理性，资本家都希

望支付工人最可能低的工资，同时产生销售给高购买力的消费者，但

是，消费者同样是工人，因此，他就是在期待自己提供低工资的同时，又

指望别的资本家为他们的工人支付高工资。如果所有资本家都这么

想，结果很可能是一场灾难。

二、辩证法的社会矛盾分析

马克思的辩证法几乎是众所周知的方法论。埃尔斯特认为马克思

的方法论中有三条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思路：类似演绎的步骤、否定之否

定规律和量变、质变规律，以及社会矛盾理论。②我们这里只探讨矛盾

的分析方法，这和我们上面讨论的内容有关。

首先，埃尔斯特一方面把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矛盾”和形式逻辑中

Ａ和珚Ａ在同时同层面上存在的那种矛盾区分开来，因为作为分析哲学

家，埃尔斯特显然是难以接纳逻辑矛盾的存在的。另一方面指出马克

思在使用“矛盾”一词的时候，是有所限制的，并非如一些马克思主义

者们那样在“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意义上理解这个词。其次，按照埃尔

斯特的理解，实际矛盾既有心理矛盾，又有社会矛盾，而这里主要在构

成性谬误③层面上讨论“社会矛盾”。在上面的超意向性解释中，我们

提到了在私人动机的作用下合作失灵的情况。这一点从社会矛盾分析

角度，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下去。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无论是不是出现

“矛盾”这个词，马克思展现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问题（虽然现

象不同，但其结构是相同的）。埃尔斯特举例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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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讨论了“一般准则的矛盾”。其中，马克思提出，“资本必然来自流

通，又不来自流通”。①

对此，埃尔斯特的分析是，一方面，剩余价值来自哪里？答案是来

自流通。但是，另一方面，“剩余价值来自流通”的这个假设涉及到了

一个构成性谬误，那就是，一个资本家出于理性，总是想以低成本生产，

以高价格出售。而购买他的产品的消费者是谁？一开始，当然是出售

给别的资本家。而别的资本家也怀着和他一样的心思处在和他一样的

境地。在一个国家之内，处在同一个阶级的资本家们很难相互欺骗。

一个资本家的获利是以另一个资本家的损失为前提的，因此他们相互

的交易是“常数和”。由此，劳动力买卖作为剩余价值的可能性条件的

演绎就被纳入进来，从而来说明上面的矛盾只是一个表面的矛盾。剩

余价值必定来自流通，因为这个假定的反题是荒谬的。但是，只有借助

结构性谬误，把欺骗的局部可能性概括成循环的、普遍的自我矛盾理

论，这个假定才能看起来有理。② 这就是说，我们要把上面讨论的对信

念、欲望的解释和这里的分析结合起来。在上面的分析中已经提到，剥

削阶级的欲望和信念把手伸向了被剥削阶级。当然，埃尔斯特强调，这

种社会矛盾的分析方法在马克思是不是构成一个社会矛盾理论，这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和对精神状态的解释结合起来，从而形成

考察社会现象的思路。

三、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一点补充及评述

上述方法论框架相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说而言，的确是一种新

的方法论框架。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做一个整体的

讨论。埃尔斯特所说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指称的是这样的学说：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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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包括其结构和变化，原则上通过只涉及个体———个体的特

性、目标、信念和行动的方式都是可以解释的。①这就是说，方法论的个

人主义是把社会集合现象分析到个人层面，从宏观层面还原到微观

层面。

首先，对于这样的方法论的还原步骤，埃尔斯特认为我们有三点要

注意：第一，在还原或者回溯过程中，每一个还原或回溯的步骤尽可能

紧凑为好。这是因为，一旦有别的因素可能介入原本的因果链中，那么

所谓的因果解释就变得无效或者至少是值得怀疑的了。其次，还原只

是在外延语境中进行的。②集合实体的信念或欲望和个人的信念或欲

望之间是不可通约的，我们在第一部分中已经讨论过这一点。例如

“资本家害怕工人阶级”③，就不能还原为资本家害怕某一个工人个体。

第三，我们必须避免不成熟的还原论。④这一点非常重要，但至今仍有

很多人忽视。比如，现在一些流行的伦理学用自私的基因来解释整个

社会的伦理现象，暂不论其传达的内容，这样的论述方式已经值得

警惕。

其次，通常来说，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集体主义向来是热门的

术语。但是，埃尔斯特认为，虽然相比之下，马克思对个体的关注相对

较少，我们却不能忘记，实现“人的自由的发展”一直是马克思的理想。

在不知不觉之中，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同样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发挥着微

妙的作用。无论我们是否能把它称为一种理论，可以确定的是，在马克

思对社会现象的解释中，不仅仅只有方法论的集体主义。埃尔斯特对

方法论的“个人”同样着重强调了两点⑤：首先，个人之间是具有关联

的，对一个个体的分析可能牵连着他和其他个体的关系。其次，虽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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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讨论合理性选择理论的时候，指出合理性的经济人是追求私利及

最大化的个体，但是，如同我们一开始就说的，我们讨论的是方法论而

不是实质命题，它是作为方法论的权宜之计，并不是对人性的实质性判

断。对于有关“人”的实质性讨论，马克思在其他地方有过更明确和专

门的探讨。埃尔斯特非常强调马克思方法论中对个人的分析，但是，这

里让人困惑的是，在埃尔斯特提出的新的框架中，似乎个人的归宿仍然

是宏观的社会活动。无论人的意愿和信念如何，最后都落入了俄狄浦

斯般的宿命之中，只是在这个微观到宏观的过程中，相对于原来传统马

克思主义强调的必然性，埃尔斯特则侧重了偶然性而已。

第三，虽然我们说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有着很微

妙的作用，它似乎在不经意间就在马克思的笔尖冒了出来，在埃尔斯特

的提示下，我们也的确能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发现这样的方法，但是，这

种三层式方法是不是构成了一个新的方法论框架，我认为还是值得商

榷的。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分析一个社会现象时，可能使用多种方

法和角度。这一点恐怕埃尔斯特本人同样意识到了，他认为这是马克

思的含糊之处。我们不否认，埃尔斯特提出的这种方法论框架很新颖，

而且让我们有理由认为，马克思的方法论因为有另一种框架，因此才可

以说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是，如果现在我们把这种方法和马克思研究

的整个社会现象剥离开来，只抽取其中的一种，或者和马克思学说中的

某几段文字结合起来，或者和其他的方法拼凑成另外一种方法，这样做

是不是马克思的原意？这里并不是说埃尔斯特只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

一个极端，我们的疑问是，马克思的论述中，其方法论并不具有一贯性，

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关键在我们是要一味追求形式上的一致性、逻辑上

的纯粹性，把实际情况塞进逻辑形式中，削足适履，还是同意让带有内

容的形式更合理更贴近实际？我们的担心是，塑造一个严格的方法论

构架，虽然在理论上更严谨，但是却排斥了真实现况中的诸多可能性。

当然，如果我们暂且认为这种三层式的方法论的确是一种新的框架，那

么它是不是有合理性呢？可以看到，埃尔斯特提出的这种方法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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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形成了一种解释的回路。他认为，因果的解释比功能的解释更优，

主要在于，要推进一个因果解释，我们必须给出另一个因果解释，要推

进一个功能解释，我们必须给出一个因果解释。① 所以说，因果的解释

处在更基本的一阶，那么，如果从逻辑的角度来考虑，埃尔斯特的证明

的确是有说服力的。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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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到主体性
———资本主义是阿兰·巴迪欧意义上的空无吗？

张 莉 莉

　 　 摘要：巴迪欧自称激进主义左派，他继承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

言》里所提出的革命传统。不过在他看来，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

的积累不再是革命的必要条件，否则，人们会永远堕入资本主义经济服

务之中。动物性个人只有识辨并忠诚于那些标示了境遇之断裂和不一

致性的事件，积极地介入，才能生成为真理的承载者即主体，并打破资

本主义的抽象普遍性对整个世界的全面统治。这样，巴迪欧用诸主体

性浮显瞬间的不断更迭，取代了阶级斗争史。虽然这些介入的成果非

常可疑，但形成政治主体仍然是必需的。

关键词：资本主义　 空无　 无产阶级　 主体　 历史

一、从阶级斗争到个体的实验性介入

马克思在其于 １８５１ 至 １８５２ 间著就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日》之开篇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

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

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①恰恰在三四年前，他在其激发了全世界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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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革命热情的著作《共产党宣言》里一语道破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历次

革命之天机：“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

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

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①

当看到古代宗教被基督教思想击败，后者又被启蒙思想取代的时

候，资产阶级对自己创作的自由竞争拍手称快；而当马克思声言将共产

主义幽灵的神话变成共产党人的宣言时，他们恼羞成怒：资本主义当然

和以往的奴隶制、封建制不同，因为它是永恒的，它正实现着并实现了

人类的发展和普遍幸福。

资本主义确实有其可取之处，但并不是因为它有永恒性和普遍性。

在马克思看来，自原始公有制解体之后，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阶级压

迫和斗争史，而推动历史发展的正是不断发展和积累的生产力。为了

保住既得成果，即新的生产力，人们宁愿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即生产和

所有制的组织形式。

当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厂手工业，身份低微的第三等级一跃成为手

握资本的有产者，被统治和压迫的阶级在现代工业创造了巨大财富的

情况下却日益赤贫并且为数递增，整个社会简化为两个阶级之对立的

时候，这个脱胎于旧制度的新体制的特殊性就逐渐明了。说它是特殊

的，是因为它出生于历史的逻辑但却必然要否定这个只不过不断改变

其形式的压迫和剥削之逻辑。

因为，生产力的积聚使资本主义这个曾经召唤出了人类最大奇迹

的魔法师再也无法驾驭自己所创造出来的魔鬼，不仅如此，它还因此而

唤出并教育了那个将要消灭自己、并且曾经在历史上参与了一切阶级

斗争因而不断成熟的特殊阶级。这个因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小店主、农

民的加入而不断壮大的阶级，将消灭人类历史存在已久的阶级对立，通

过一己之解放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而消灭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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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阶级对立，最终消灭国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

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

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① 虽然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但是，作

为历史发展之动因的无产阶级要完成这个使命，还必须不断尝试、不断

革命。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前，他们的努力都是必定要遭到失

败的。然而，只有在经历失败和挫折之后，无产者的力量才能逐渐强大

和成熟。

巴迪欧也倡导“工人”，尤其是外籍劳工等没有财产、身份和媒体

的无产者，以革命、起义、动乱等暴力方法来推翻现存的国家体制，而代

之以一个将政治学真理、即普遍解放和平等主义作为指归的新体制，因

为他们“对于所有那些可以一个组织有序的方式从经济资本及其仆从

之已实现的霸权那里抽身而出的人们来说，是一个通名（ｇｅｎｅｒｉｃ

ｎａｍｅ）”②。这其实是尼采式成为虚无而非欲求虚无的重估一切价值

的激进姿态。既然首先要从经济那里抽身而出，那么经济就绝不可能

是革命的条件和基础，否则“工人”将永远陷入经济服务所必然造成的

冲动、怀旧和无能为力等情绪中，而不能实现普遍解放和平等主义并生

成为革命主体。那么，支撑革命及其主体之生成的是什么？

这要从巴迪欧的本体论说起。任何境遇作为一个井然有序的世

界，都有一个结构。然而，任何结构都只能言说境遇的实存（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及知识，但却远不能完全涵盖支撑它们的存在和真理。至多只能说前

者只是对后者的一部分进行了运算和计数，另外更大的一部分则被纳

入匿名的、非法的，因而不可判定的黑暗背景当中。境遇的结构将后

面这个部分命名为空无（ｖｏｉｄ），或者不连贯一致的存在（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ｂｅｉｎｇ），即实存度最小的存在。犹如不可能性是可能性的无意识背

景一样，空集是数学大厦的基础，空无是实存得以发生的背景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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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因此它也是实存之到作为存在的存在所必需的缝合点。

由于境遇空间不以经济作为基础，更勿论物质生产条件之积累，革

命主体之生成与历史无关，与生产力的发展无关，甚至与无产者这个特

殊的阶级及其成长也无必然关系。经过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尤其是

非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强调，巴迪欧已将作为现实（ｒｅａｌｉｔｙ）

和可能性的经济基础完全弃之不用，因为后者作为现存世界的既成结

构或先验逻辑，本身与“那个关于人类命运的理念”①，即共产主义不仅

是不相容的，而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种不相容在根本上就是实存

对存在本身的形式化和由此而来的背离，可以将之类比于海德格尔非

本真的存在状态对本真的存在，拉康的象征界对实在界的既显示又遮

蔽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拉康说实在界是象征界的僵局，而巴迪欧却

得出一个反向结论，“形式化是实在界的僵局（ｉｍｐａｓｓｅ）”②。既然现

实只是作为实在界的一种已经实现了的可能性而实存，那么现实所声

称的任何合法性在其本体论上并没有依据，现实总是需要消灭的。在

这一点，巴迪欧和马克思以及黑格尔不谋而合。“如果诸存在者的先

验指数是世界的（逻辑）基础，那么说‘世界应该生于新基础’就是有着

很好理由的。”③“生成的一切，总应当要归于毁灭。”④

但是，从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共产党宣言》发表，直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晚期“红色年代”结束，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阶级，作为那个朝向作

为整体的人性之解放的自然而然的历史运动的推动因素的工人阶级”

的时代已经不存在。实存的只是被同统治阶级对立起来的、被锁在那

个唯一的“民主”世界外面的、被排除的穷人、“东方人”、外籍移民、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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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劳工，等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打着议会民主制的幌子大肆复辟

“财产服务”，“更令人奇怪的是，１９５８ 年以后的政界看起来是走向传统

的和可分等级的阶段，而非根据实验而定的阶段”①，左派越来越倾向

于在国家框架之内活动，因此与右派的界限趋于模糊，甚至在 １９９３ 年

立法选举遭到灾难性的失败之后完全崩溃了。所以，至多只能说，我们

所拥有的只是“共产主义假设之分散的斗士”②。

拉康宣布治疗的目的就是由精神分析者将被分析者的无能无力提

升为不可能性，即摆脱财产服务的束缚，巴迪欧则明确将之变成个体的

自我治疗，即任何有朽的个体性动物可以通过一个决定、一次打赌，或

者一个选择而判定一个本来不可识辨的事件属于境遇，从而改变此境

遇里的诸多（ｍｕｌｔｉｐｌｅ）之间的关系，因此而改变境遇的整个结构、或者

说先验逻辑。在这个过程之后，有限的个体才可谓普遍真理的质料性

支撑。

“主体是一个真理的有限实例、一个不可识辨者之被识辨了的实

现，它强行作出决定，使不平等的东西失去资格，并拯救奇独者。”③

不过，在真正的政治学被创造出来之前，任何这样的行动都还只是

共产主义假设的实验。概言之，巴迪欧将马克思置于历史背景中的阶

级行动转换成境遇里的任何个体都可以践履的冒险介入，甚至有时候

“工人”间的联合也可以不予考虑。“当你认为必要，并且认为那个事

情正确时，就去做，不必在意有多少人同意你的看法”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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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体的诘难：主体性代替了历史性？

根据境遇的结构及事态，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内的各个命

题具有不同的值，因而占据着不同的等级和地位。但是，作为存在之专

名但却不得不被境遇结构冠之以不可命名者而陷于黑暗之中并且无一

例外地被包含在任何命题或实存者那里，空无对于这些命题或实存者

具有同等意义，而它们对于空无也是等价的。因此，一切法律、秩序及

逻辑如同现实一样，也没有其所宣称的永恒性及合法性。所以，革命、

暴动等志在推翻境遇现存结构或逻辑的激进行动并非本来就是反动

的，而是出自存在本身的命令。在这个意义上，境遇的结构必然总是处

于变动中，所以资本主义制度如同其他国家组织形式一样也是要被消

灭的。只不过这一目标的实现并不需要以物质条件的积累以及生产力

的发展作基础，不是一个线性的历史进程或喜剧对悲剧的更迭，而是结

构的移动，或者说实存者间横向的先验关系的根本改变。可以说，巴迪

欧用复数的小写的境遇空间代替了唯一的大写的历史，用拓扑学代替

了政治经济学，用个体的激进创造代替了人类的必然使命。经过这种

改写，革命就不受时间和历史的限制，事件和例外反倒应该成为常态。

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当下间歇期里，抽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

础和历史背景，用本体论关于空无对一切形式结构或计数机制的拒绝

和普遍被包含的观点，巴迪欧可以说明个体必须、并且总是能够用激进

介入来完成马克思的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的任务。但是，对于这种激

进个体能否实现政治学真理，无论是巴迪欧在后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

的朋友还是对革命本能地避而远之的保守主义反对者都抱有质疑。这

些质疑可以归结为如下三点。

其一，作为个体的“工人”要改变境遇的结构和事态而必须作出的

选择、打赌和决定是关于一个事件的，即他首先必须判定某个事件其实

是属于境遇的，因为此前事件之为事件是由于不能被境遇的既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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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计数。决定事件属于境遇，意味着瞬间改变既成结构并建立一个新

结构。但是，事件并不是有待生成为主体的个体所成就的，而是已经发

生的。同时，事件之为事件还在于它造成了本体论话语，即集合论的僵

局，因为只有它才属于其自身。此外，事件不能实存，因为它的显现就

是为了消失不见，所能实存的只是它的踪迹或后果（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因

此准主体只能通过事件所留下的后果反溯地识辨事件。在这个意义

上，巴迪欧将事件的朝向总是定位为善却是具有辉格党的色彩，“它是

从一个反溯性的（我们的）能指框架使我们认为我们是‘现代的’，我们

已经改变了，因此至少一个‘事件’必定已经发生了。”①

其二，如同任何既定的结构和现实都不能穷尽存在和实在，个体介

入所发明的新结构或先验逻辑也只能是局部的。当然巴迪欧认为政治

总是局域的，但是他要通过局域的来实现全局的。所谓全局的，就是境

遇里的任何谓词都不足以称道的普遍真理，之所以奇独者能够成为普

遍真理的承载者是因为“普遍的就是那作为一个奇独性而浮显的东

西”②。这在政治学就是共产主义假设、普遍解放和平等主义，它是哲

学得以存在的基础和根据。但是，局域的如何实现全局的？一般而言，

这是一个线性的不断接近的过程，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人数最

多的第三等级获得权力，而无产阶级革命则将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这个

特殊的国家（即事态、结构的结构）形式消灭国家，从而实现全人类、人

性的普遍解放。通过局域的实现普遍的真理，在马克思那里是正确的，

因为无产阶级是特殊的，而且它要通过不断的失败和由此而来的不断

壮大来实现这个理想。但是，个体的当下介入所产生的任何有限结构

如何长久地保持政治解放？至多也只能说它在一瞬间实现了真理政治

学的真谛，犹如海德格尔认为单件艺术品显现了真理，保罗·利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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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交流道出了部分真理。但是，艺术品不止一件，交流不止一次，介

入也总是可能的；为了达到利科所言的“末日审判意义上的”真理，巴

迪欧的介入应该是只强调动态的介入本身，即他应该赞同德勒兹将大

写的生成作为任何生成的目的，而不是强调介入的结果，即“要为普遍

化开启一个独一的程式，并且通过那个程式而构建其主体”①。这种坚

持能够为巴迪欧的反无政府主义之姿态辩护，但却难以说明奇独的

主体与普遍真理、政治与哲学的有效互动。这样，在巴迪欧那里就内

含有一个综合了马克思和德勒兹，海德格尔和利科，但却难免矛盾的

论点。

其三，介入并不保证普遍真理的实现和主体的生成可以在实际上

避免恶。巴迪欧在其于法国读者中间引起强烈反响的著作《伦理学：

对恶的理解》里，力图推翻康德和列维纳斯式自由—人道主义的伦理

学，扭转被颠倒的善恶关系。他认为，先有善，即先有对肯定真理、勇往

直前和继续行动的勇气，然后才能谈得上恶。因为恶只不过是善的倒

错，无能为力于真理之创造，一言以蔽之，恶并无任何本体论意义。具

体地讲，恶采取三种形式：背叛了对事件的艰难忠诚，用一个拙劣的仿

制品代替了真正的事件、恐怖以及普遍的主体化。由于真理并不是从

现实及可能性那里演绎出来的，而是通过有朽的人—动物的对非现实

和不可能性的选择而创造和复活的；并且，经历这个过程后，人—动物

才能生成为主体，所以巴迪欧把主体叫作“忠诚的一个承载者，它承载

一个真理过程。”②由此而来的诘难是，如果巴迪欧承认“最严重的打击

是未预料的打击、事故、神秘的自杀……但是，已被预料的打击也有某

种尤其令人恶心的东西”；③姑且承认，真理之无限和不朽的承载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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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动物性个体的一个决定、选择或打赌而生成，那么，这个有限有

朽的个体是否已经预料到自己的所思和所为的后果？如果答案是肯定

的，那么它不同那个信誓旦旦要作某事并且作了此事的人、那匹为赌马

者所最钟爱的马一样令人压抑和失望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即“除

非被一个不能从时代终结那里都推演出来的新颖性（ｎｏｖｅｌｔｙ）所标示，

就没有开端”①，那么，它如何能够保证自己在实际后果上不会背离真

理和已发生的事件呢？

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短文《卡尔·

马克思》中说“马克思不单是历史学家，不单是社会学家，不单是经济

学家，更不单是政治学家。他同时具备着历史的整体观和长时段观，所

以在马克思身后，历史就再也不能是以往的那种历史了。”②现在的问

题除了历史的发展和普遍人性的解放，还有，承载了普遍真理的激进主

体是否还需要历史。“我们可以思某些多的历史性，但是我们不能思

一个大写的历史”③。小写的历史性的卓越之处在于它在德勒兹之后

解决了自现代西方哲学从笛卡尔那里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困扰着法国人

的主客关系问题，它是客体间的主体，从而是拓扑空间的一个事件性位

点，一个时间性位点，它在知识体系中刺破了一个孔洞。只有通过它，

空无及其意义才能彰显出来。但是，即便承认在哲学和政治学之间，

一般性和奇独性之间，全局和局域之间的鸿沟可以通过有限的个体

向主体的生成而瞬间被穿越，从普遍真理向只能是非总体化的新结

构的有效转译，依然是巴迪欧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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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费尔南·布罗代尔：《卡尔·马克思》，张慧君译、顾良校，中央编译局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ｃｃｔｂ． ｎｅｔ。
Ａｌａｉｎ Ｂａｄｉｏｕ，Ｂ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ｔｒ． Ｏｌｉｖｅｒ Ｆｅｌｔｈａｍ，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２００５，ｐ． １７６．



三、人定胜天，还是什么事都没发生？

关于资本主义的现状，巴迪欧赞同马克思的预测，今天我们所面临

的“的确是马克思一百五十年前预见的世界：全球市场的世界”①。在

这个意义上，我们所处的形势类似于马克思当时的环境，我们的使命与

马克思以及巴黎公社的创造者的目标类似，而不是与列宁以及十月革

命的战士们的目标类似。无独有偶，齐泽克也认为我们仍然需要马克

思主义，因为“我们今天仍然处在意识形态、而非后意识形态中。”②但

是，这并不意味着经典的工人运动之路线仍旧适用，对于马克思，我们

更需要忠实的是他的思想。

在人们所拥有的这一个世界里，巴迪欧呼吁奇独的个体去承载普

遍真理，从而为自己的境遇空间创造出具体的历史性。齐泽克也赞同

“意识形态不再是大的政权方案或哲学方案，而是非常琐碎、微小、微

不足道的个人体验，遍布在你的日常生活、以及你与他人的互动之中。

当我们以为我们遗忘意识形态之争的时候，今天恰恰是意识形态最强

之时，因为当人们认为没有意识形态时，意识形态就在他们的日常实践

中。”③此外，真理并不局限于政治学，有限的个体也可以在科学、艺术

和爱情领域里撕裂现成结构，彰显其底层固有的无序和不连贯，并创造

一种新的形式化以打开实在界向象征界，先验性向内在性的穿透的通

道和地方，从而实现对于所有个体都中立无差的普遍真理。

这种激进介入的姿态对于已经失却了曾经是“无限者”之名称的

上帝，并接着失却了“人”的后现代人来说，不啻醍醐灌顶。可是，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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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Ａｌａｉｎ Ｂａｄｉｏｕ，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ａｒｋｏｚｙ，ｔｒ． Ｄａｖｉｄ Ｆｅｒｎｂａｃｈ，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２００８，
ｐ． ５５．
蒯乐昊：《专访齐泽克：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刊《南方人物周刊》２００７ 年
第 １７ 期。
同上。



说人们对于激进理论和工人运动是否实际上塑造了今日资本主义制度

的面貌莫衷一是，即便有限的个体可以创造一个个小写的历史性，它们

能摆脱理性的狡计和历史发展的逻辑吗？有事件发生吗？或者，最终

它们的成功不过是“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

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更加强壮地在它面前挺立起来。”①为了避免这种

情况出现，马克思决心科学地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规律。虽然直

接拒绝以经济作为政治解放的物质基础，巴迪欧也不能拒绝别人以他

没有理解资本主义为借口来批评他的解放政治学，“巴迪欧不可能思

考资本，确切地说是因为资本已经思考了巴迪欧。”②布朗通过援引德

勒兹、瓜塔里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解读，认为资本主义就是恰恰在任

何境遇或社会的僵局之点进入这个境遇或社会，因而逃脱了其再现和

编码的事件性位点，就是威胁和纠缠着它们的那个一般的多性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ｉｔｙ），即空无。如此，任何介入和创造最终都只能是

对现状不满且不能适应之的青年内部的一场无谓的反叛或历史的

重复。

布朗的态度未免太过悲观，甚至根本就是为资本主义及保守主义

作最经济节约的辩护。其实，巴迪欧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他除

了说明从动物性个体向无限主体的剧烈生成，还强调个体要鼓起勇气

维护一个与既定的事态（国家）不同的集体性持存，因此有待承载真理

的奇独者也需要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组织。更重要的是，他

通过对数学作政治化的使用，表明将本体论政治化的可行性，因此，他

对政治境遇的事件进行的分析同样适用于科学、艺术和爱情三个境遇

里的事件。最终，“每个主体都是政治的”③，“每个境遇都不得不生成

７９２

从历史到主体性

①

②

③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 卷，人民出
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５８８ 页。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Ｂｒｏｗｎ，Ａｌａｉｎ Ｂａｄｉｏｕ ａｎｄ Ｓｌａｖｏｊ Ｚｉｚｅｋ：Ｗａ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ｔｏ Ｈａｐｐｅ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ｕｓｅ，Ｖｏｌｕｍｅ ４，Ｎｕｍｂｅｒ ３，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０４，ｐ． ３０９．
Ａｌａｉｎ Ｂａｄｉｏｕ，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ｒ． Ｂｒｕｎｏ Ｂｏｓｔｅｅｌｓ，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２００９，
ｐ． ２８．



为一个政治境遇”①。

然而，将所有事情考虑在内，政治创造的确更稀少，当然也更具冒

险性，所以，主体和政治学都是稀少的，“在艺术领域我们习惯于天才

论，但当天才论浮现于政治顺序中时，我们却认为受到了极大的冒

犯”。② 不过，恰恰因为如此，政治学的真理才以奇独的方式更直接地

向所有人宣布。任何积极的理论最终都教导我们，总是有需要作的事

情，总是有需要抓住的机会和完成的使命；因此在一个迟缓无张力的世

界里，在冰冷的物的重重包围下，通过“将一个存在者作为一个准—存

在者或者某种并非分立的事物来理解”③，数学家才成为数学家，缺乏

客体的现实最终才返回到主体的那一边。同样，为了激活解放政治学

真理，除了通过激进介入而生成为政治主体，我们别无他法。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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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Ｐｅｔｅｒ Ｈａｌｌｗａｒｄ，ｅｄ．，Ｔｈｉｎｋ Ａｇａｉｎ Ａｌａｉｎ Ｂａｄｉｏ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Ｌｏｎ
ｄ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２００４，ｐ． ７．
Ａｌａｉｎ Ｂａｄｉｏｕ，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ｔｒ． Ｄａｖｉｄ Ｍａｃｅｙ ａｎｄ Ｓｔｅｖｅ Ｃｏｒｃｏｒａｎ，Ｌｏｎ
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２０１０，ｐ． １５２．
Ａｌａｉｎ Ｂａｄｉｏｕ，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 ｏｎ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ｔｒ． Ｎｏｒｍａｎ Ｍａｄａｒａｓｚ，Ａｌｂａｎｙ：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 ４７．



从现象学走向“辩证唯物论”
———评越南现象学家陈德草开辟的一条哲学途径

钱 立 卿

　 　 摘要：越南现象学家陈德草作为法国现象学运动中一个极其重要

的哲学家，对胡塞尔思想有着卓越的洞见。他沿着胡塞尔本人的思路，

将现象学研究分成四个层次，并探究每个层次上的得失。陈氏认为，现

象学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内部问题，而这些问题最终指向的是意

识成就的起源。先验现象学试图借助构造和发生的方法来回答，但陈

氏认为，一方面，观念论无论如何都免不了对物质性的回避，而正面解

释物质性才是唯一出路，另一方面，现象学对于观念性的解释迫使自

身不断超出观念论的限度走向实在论，因此，唯物论以及实在界运动

的辩证法才是现象学的必然归宿。笔者认为，虽然陈德草对现象学

的见解颇为精深，但其最终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辩证唯物论或实在论

不仅无法解决所谓的现象学困境，而且自身同样面临着理解和阐释的

难题。

关键词：现象学　 先验观念论　 实在论　 辩证法

一

２０ 世纪现象学的经典之中，最明确也是最重要的一本直接谈论现

９９２



象学与唯物论关系的著作当属越南哲学家陈德草①在 １９５１ 年出版的

《现象学与辩证唯物论》②。虽然这位哲学家的大名今天已不太为人所

知，但他可以称得上是 ２０ 世纪中叶最重要的现象学家之一，《现象学

与辩证唯物论》一书深深影响了德里达这一代以现象学出道的哲学

家③，并在同时代的思想家中也引起广泛关注。

陈德草（１９１７—１９９３）早年从河内的法语学校毕业，之后赴法国巴

黎，他天分很高，成绩也好，先后就读于路易大帝中学和亨利第四中学。

１９３９ 年，他考入巴黎高师攻读哲学。他是这个思想家摇篮有史以来接

受的第一位亚裔学生。１９４３ 年，陈德草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法国教师

学衔考试。和当时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一样，他热衷于左派革命运动，

并在学校期间加入了共产党，坚持民族主义的立场，明确地支持越南在

印支战争中的态度，为此他还进过监狱。１９４４ 年，他与老师梅洛·庞

蒂一起赴比利时卢汶大学的胡塞尔档案馆，在馆长梵·布雷达神父的

帮助下，通过第一手资料研究胡塞尔的思想，随后将胡塞尔的部分手稿

誊抄件带回巴黎，为法国现象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１９５４ 年法国

签署日内瓦条约承认越南独立，陈德草得知以后义无返顾地回到国内，

并于 １９５６ 年起担任越南河内国立大学历史系主任。但是，他很快被指

控为“托洛茨基分子”，教学生涯只延续了二年即告终结。④ 他看到越

南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错误，撰写了一些关于斯大林主义修改马克思

主义的批评文章，有人甚至认为陈德草的思想能够与匈牙利的卢卡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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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国内有些学者将 Ｔｒａｎ Ｄｕｃ Ｔｈａｏ 译为“唐·迪克陶”，但这是从法语音译来的，
并不符合越南人名的标准翻译规则，现从中央编译局的译法。

Ｔｒａｎ Ｄｕｃ Ｔｈａｏ，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ｔｒａｎｓ． ｂｙ Ｄ． Ｊ． Ｈｅｒｍａｎ
＆ Ｄ． Ｖ． Ｍｏｒａｎｏ，Ｄ． Ｒｅｉｄｅ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１９８６．
关于德里达对陈德草的看法，可参见 Ｔｉｍ Ｈｅｒｒｉｃｋ，“Ａ ｂｏｏｋ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ｏｄａｙ”：Ｔｒａｎ Ｄｕｃ Ｔｈａｏ，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ｒｒｉｄａ，ａｎｄ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ｄｅａｓＶｏｌｕｍｅ ６６，Ｎｕｍｂｅｒ １，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５，ｐｐ． １１３－１３１．
杜小真：《遥远的目光》，三联书店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２１０—２１８ 页。



相提并论。不幸的是，他的思想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①随后即陷入无

限制的整风与整人运动当中，后半生异常悲惨。②

有不少思想家认为陈德草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标志着他哲学思想

的没落，无论这种看法准确与否，至少有一点得到当时一流思想家的共

识：他对于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非常深刻且重要。③ 这首先就给我们

提出了几个问题：陈德草如何理解胡塞尔的现象学？在他看来现象学

与辩证唯物论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使他非要转向后者？为何很多

人都认为他转向后者意味着一种哲学上的错失？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将

构成本文的基本线索。

陈德草从思想演化的角度将胡塞尔的理论前后相继地分为三个阶

段：本质的描述，体验的静态阐明，以及它的发生学阐明。每一个阶段

不仅是具体分析的范例，同时在分析中所产生的新问题也是导向下一

阶段的线索，规定了后面的任务。陈德草将这些问题的产生看作是每

一阶段方法本身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它们反映出现象学的概念与其实

际成就之间的障碍需要克服，而这只能在进一步的追根溯源中完成。

众所周知，对现象学来讲，每一种分析最终都是本质性的结构分析，无

论是静态的还是发生的，而结构分析的两个基本环节就是奠基性的层

次与被奠基的层次。作为概念的“还原”在这种结构下被区分出几层

含义：首先，“还原”作为通常意义上的“消除”与“简化”（ｒｅｄｕｃｔｉｏ）遭到

了否定，因为每一个被奠基的层次拥有自己的确实性和本质性，它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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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阮光熊、阮英俊著：《近几十年越南的社会主义研究：问题和前景》，童建挺摘

译，《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
陈德草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的历程，可见 Ｓｈａｗｎ ＭｃＨａｌｅ，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Ｄｉｓｓｅｎ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Ｔｒａｎ Ｄｕｃ Ｔｈａｏ，１９４６－１９９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６１，ｎｏ． １，Ｆｅｂ． ２００２，ｐｐ． ７－３。
Ｓｅｅ Ｔｒａｎ Ｄｕｃ Ｔｈａｏ，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Ｆｏｒｅ
ｗｏｒｄ，ｐ． ｘｖｉ．以及德里达：《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于奇智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３９ 页。当时关注陈德草或受他影响的思想家里有很多今天耳熟
能详的名家：萨特、德桑蒂、利科、巴特、德里达以及阿尔都塞等等。



身（ａｓ ｓｕｃｈ）不同于其来源，不能简单使用奥卡姆剃刀；其次，还原在新

的意义上又的确是一种“消除”———它消除了常规视角或自然态度下

种种想当然的预设（Ｖｏｒａｕｓｓｅｔｚｕｎｇ）的必然性，不仅要发现这些设定之

在先性（ｖｏｒａｕｓ），而且必须要论证这些前提只不过是无法成为最终的

具有根本明见性的设定（Ｓｅｔｚｕｎｇ）；最后，在清除自然态度的障碍以后，

通过悬置自然态度及其设定性，使纯粹现象的领域得以敞开，可以真正

用构造分析（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的方法把握住现象学的奠基关系，

这种关系也“正意味着从奠基性的层次通向被奠基的层次的道路的明

晰性”。① 陈德草当然不会把还原与构造放在古典的意义上理解，不过

他也用不同于胡塞尔的术语和精神去把握这条路线，认为这种从下层

到上层的构造实质上是一种辩证运动的结果，全新结构的产生背后的

源动力法则是辩证法，而且这种辩证法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

也是恩格斯所讲的自然辩证法，它不限于物质界内部，而且还是发展地

联系质料性实在与精神成就的法则。

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这种思路，更不能认为这和教科书式马克思

主义是一回事。陈德草认为正是现象学自身的方法论特性使得它无法

在内部实现概念方法与目标成就之间的调和②，也就是说，“各种具体

的现象学分析只有在辩证唯物论的视域内才能把握自身的真正意义并

充分发展出来”。③ 用古典哲学的话来讲，现象学要走向自身的完全实

现就必须扬弃自己，在最根本的层面上由辩证唯物论取而代之。此话

怎讲？陈德草清楚地看到，先验现象学的“先验”二字从不意味着一种

经院哲学或康德哲学意义上的超越性，先验意识与自然意识中的现象

内容本身具有绝然（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ｈｉｎ）的同一性，两者的差异并不是本体论

的而是方法论的。但是，他认为这种方法论有其明显的后果，也就是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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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家在理论操作时更多地偏离开现实的物质性素材，并把对物质

现实的反思内容作为主题。① 如此一来，物质性本身在每一个分析的

层次都被滑过去了，无论我们是用构造、先验、发生，还是其他概念来把

握现实的时候，总有一个被事先抑制了（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ｄ）的东西，但正是这

个尚未被把握的东西才是一切的源头。此外，现象学对明见性和充分

给予性的要求迫使它将各种构造的成就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回溯到起源

之上，那么起源的性质与意义就至关重要。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只有物

质本身才能作为绝对的意义起源，因此“面向事情本身”终究需要变为

“面向物质本身”。最后，现象学作为从源头到精神成就的发生构造分

析，如果它要成为一种彻底的哲学———不仅是第一哲学而且还是包罗

万象的哲学———就理应对这些东西有一个完整的说明，而在陈德草看

来，无论是物质的原初意义层面还是意识的高级成就即社会建构层面，

胡塞尔的现象学都没有说出什么。因此，需要有一种能继承其具体描

述的思想但同时又超越其方法和论域的唯物论哲学来补充现象学留出

的空洞。当然，要详细说明这个结论，还必须从陈德草对胡塞尔现象学

内部问题的梳理入手。

二

《现象学与辩证唯物论》是依照标题由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

的，陈德草把现象学部分划为四章，按前言中的方式相继列开：首先是

“本质直观”，其次是“具体意识的主题化”，再者是“理性的问题”，最

后是总结性与过渡性的“现象学的后果”。诚如作者所言，无论全书最

终的目标是什么，他对现象学奥秘的细察都要尽可能从“胡塞尔本人

的视角”②出发。这就意味着，作者是以一种科学意识与知识论态度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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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现象学与现实的关系，对于现象学分析的各种成就之阐明，其最佳实

例就是关于具体科学事实的解释。这个线索甚至到了后半部分也同样

为陈氏所遵循，只不过从较为纯粹的自然科学转向了综合性的生物学

与人类学的考察。

一般来讲，现象学家最基本、最具特色的论述就是对本质的直观，

或者说直观过程中的变更行为。准确来讲，变更本身是人们在日常活

动中的基本意向行为，但对这种行为未必有反思性的把握。科学家在

发现———或者说发明———本质规律的时候，如果错认了其中意向性活

动的意义，就可能会造成两个不同的反思性后果，亦即胡塞尔在《逻辑

研究》中所批判的心理主义—怀疑主义和朴素的柏拉图主义。前者认

为诸如逻辑规律、事物本质之类的构建都仅属于主体前后相继的心理

活动，那么结果也自然只能在我里面，单单属于主体而非主体间共有；

后者则相信本质规律是绝对的“自在”，它们的确定性和有效性与其是

否给予主体没有关系。这两条路线的错误在《逻辑研究》里分别得到

了肃清，原因就在于对本质的具体研究并不仅仅回答本质是什么，还要

回答本质是怎么来的。本质与实在事物的不可分离性，或分离意识的

不可能性，通过对这种意识行为的主题化而得到阐明：本质（Ｅｉｄｏｓ）这

种观念物的确是异于具体对象的独立结构，但同时具体对象又是其来

源，而构造的中介是直观的意识；本质之间的规律同样由直观给予主

体，“通过本质直观所确定的先天规律的体系把自己建立在事实科学

之上”，①其合法性就基于规律与对象本质的绝然相符。

但陈德草在这里提醒我们注意一点，本质直观中的想象变更并不

是抽象或概括，我们既不是像康德那样把先天的时空直观形式视为从

经验性对象中抽象掉（ａｂ ａｌｉｑｕｉｂｕｓ ａｂｓｔｒａｈｅｒｅ）②杂多的结果，也不是去

找一堆杂物来总结出点东西。本质的获得，尤其是经验性观念物（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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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红色、房子等）的获得，显然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同时由于本质奠基

于但不依赖于经验对象，所以后者的无限性也不会影响到意识的有限

操作与直观结果。这一点并不明显，因为按照经验论的观点，既然说本

质要奠基在已给予的经验性材料上面，那变更终究还是要指向它的起

源，所谓“奠基于但不依赖于”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需要考虑概

念本身的性质时会发现，概念自身的内容包含某种无限性，而在本质的

无限多的可能实例中，真正实现的只有一部分。如果本质是依赖于经

验性材料的那么就永远不可能有本质被洞见到，也不会有概念，因此概

念与本质的内涵不能完全从实例中得到解释。陈德草认为，变更中的

例子仅仅是作为纯粹可能性而存在的，也就意味着它们只是可知而非

可感的内容，也与现实世界没有关系。正是这一部分使得本质能够独

立出感性给予物，也使得原始材料所构成的观念有了内在的超越

意义。①

那么本质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对于事物的指名和概念把握都以本

质获得为前提，本质独立于实在的事实表明它“先行于实在并给出了

实在事物的存在意义”②。不过这种意义本身不是超出世界之“外”的

东西，它只是以超越的方式成为“内在”于世界现象的一部分。本质规

定了存在者的存在，但其意义必须回到意识的构造活动才能理解，这也

就意味着从意义向行为的指涉和世界的存在出发，返回到构造并解释

这种存在的意识的意向性，原先似乎是“自在”存在于那里的诸现象就

显现为源初“为我”存在之物。③

陈德草认为这种“自在”与“为我”的关联性表现在《逻辑研究》里

就是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差别，前者将内容当作一种自在的结构，最终通

向大全的流形论，而后者则是从体验的实际内容出发，将对象放在给予

主体的意义上谈论。而这延续到意向行为与意向相关项的对立中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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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作为意向对象而言，其意义必定要回溯到构成它的意识上去，而

其方法与目标形成了陈德草视野当中的第一个重要的辩证性反转：

《逻辑研究》力图成为观念论的研究，但其实际上却表述为一种实在

论。① 这句话的意思需要相对于先验现象学的产生才能理解。陈氏认

为，胡塞尔早期的分析，尤其是在最后两项逻辑研究当中的工作，并没

有真正从构造性的意识角度去分析对象性（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而是

更多地把对象看作在其自身的实在内容之中的现成存在，所谓的“实

在论”更多是借助经典意义来比喻这种“打左灯向右拐”的观念论方

法。相比之下，只有在认清对象本身的内容与意义无一例外是从构造

性的意识中发展出来以后，现象学家才能进入一种彻底清算各种经典

哲学路线之默认前提的状态，这也就是从 １９０７ 年的“小观念”讲座开

始发展出来的先验哲学。

在陈德草看来，《现象学的观念》里前两篇讲稿的基本任务是“超

越自然态度”并“寻求更高级的知识样式”。② 从自然态度的还原，到

现象学还原再到最后的认识论还原，构成了一条不断进行意识主题化

回溯的路线，这条路线的最终结果当然是笛卡尔式的，也由此揭示了一

个先验哲学的基本特点：回到自我，并从自我出发解释世界经验。由于

胡塞尔本人始终将自己的方法与康德对照，因此陈德草也选择了同样

的办法展开整个第二章的论述，后面的部分基本都处于胡塞尔与康德

之间的比照中。他首先指出：“［在康德那里］问题不在于揭示体验本

身，而是在自我的概念中寻找一个参照点，这概念使得关于对象的纯粹

理论（数学与纯粹的物理学）的先天价值有了基础，与此同时把自身限

制在可能经验的范围内。先验自我本身完全是空洞的，除了一种从对

象结构的分析中抽取出来的东西外，没有任何别的内容。”③康德的自

我，或者说他的先验哲学之最高概念，与现象学对自我意识构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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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同。古典的还原只是为了对已经构成的先天综合判断体系作出

辩护，即康德所谓的“演绎”，其中内直观的形式也就是时间的观念性

阻止了具体意识的主题化，因为它只是在作为自身的自我和向自身显

现的自我之间的结构性过渡，而没有任何实际的自我知识能够提供出

来。陈德草发现，康德始终把眼光盯在先天综合命题上，依靠向纯粹性

的还原而给经验设置界限，这条界限既是体验的界限也是知识的界限，

可是，随着他通过限制自己论域而达到目标，进一步的问题产生了，因

为他必须要回答纯粹性之外的问题，也就是给现实的杂多的经验性知

识作充分辩护。真正说来，这种辩护是无法在纯粹理性批判框架内完

成的，因为经验性知识作为唯一现实的知识，恰恰无法被完全主题化，

就像陈氏在后文中所认为的那样，自然规律的特殊化需要的是一种物

质性的保证，但这种担保由于感性直观和知性思维之间的断裂，只能存

在于观念性的调和中。

另一方面，胡塞尔的“我思”概念尽管同样由知识论动机所驱使，

但却既不是笛卡尔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我，也不是康德纯逻辑和功能性

结构的自我，而是一个具有时间性和时间化能力的主体。陈德草注意

到，虽然康德那里也把时间作为主体的感性直观形式，但感性形式与概

念能力有一个重要的差别，那就是对象概念的认知框架不受感性给予

形式的约束，尽管对象的材料的给予需要感性基础，但它们的综合与构

成是处于逻辑性一侧的，因而也就是超越时间与空间限制的，这个结构

功能本身可以说是非时间性的。① 可是现象学的我思从来就不仅仅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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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结构性的要素。诚然胡塞尔在另一个视角下以自我为“极”（Ｐｏｌ）与

世界对立，但就自我作为先验意识的主体而言，时间性是其最基本的特

质。正是在普遍的时间化中谈论本质、观念物、理念化以及逻辑本身，

才让这些概念成为有根基的存在，而“普遍性只不过是这种（时间化）

行为的一个相关项：非时间性无非就是全时间性，后者正是一种时间性

的样式”。①

自我的时间化构造正是胡塞尔在《观念 Ｉ》中采用的先验还原方法

的必然结果，本应被“主题化”，但《观念 Ｉ》却出于内在的要求把这个论

题暂且搁置了。陈德草认为《观念 Ｉ》要处理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演证

“内在”于意识的种种对象的确定性。② 对象的实在性不能被看作为自

明的，因为它包含了许多未言明的设定行为。胡塞尔的工作就是将这

些意识行为主题化，他的目标并不是追求自然态度下的确定性，而是寻

求其意义所在。还原与悬置的最终目的恰恰是为了给自然态度下的知

识内容提供一条辩护途径，解释我们何以会有且会相信这些内容。因

此陈德草有理由说，“从实在对象向意向对象的还原”表明了先验哲学

把传统哲学中实在的超越性（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揭示成“为我”的超越，

“整个超越性存在只在无限的现象体系中被给予我们，它们也正是在

这里构造出来的”。③

由于现象学始终认为充分的辩护是从奠基性到被奠基性，中间的

环节由构造性的意识活动联结，因此构造概念本身也必须成为主题。

在静态现象学阶段，意识与对象的关系被放在不变的本质关系上研究，

这就是构造性的先天规律，它所具有的形式的含义是意向性的内蕴性

质，也就是意向性的成就（Ｌｅｉｓｔｕｎｇ），在静态的结构分析中，它意味着

一种“意义构成”，对象之为对象、对象的同一性等等都属于构造的结

果。而我们知道，在先验态度下，全部现象（对象及其与主体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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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通过中立化方法保存起来等待分析，而外部事物（Ｄｉｎｇ）的构成既是

整个生活世界构成的一部分，也是纯粹意识能够为自然态度———主体

之内与之外的分离———提供辩护的起点。物的基本特性就是以超越意

识的方式存在，这点在构造分析里被分解为附带有各种模态的存在设

定的内容。人类意识与自然物的关系被还原为一种现象学的样式：事

物不是按其物理性质为我而在，而是作为被体验的诸层面给予我的，说

它们为我而存在，只是因为我通过感知行为把握到了它们的存在意义，

感知行为也成了一种赋予价值的体验；进一步看，不仅是实际的质料，

甚至精神也都存在于这种意义赋予之中。因此当胡塞尔把自然态度视

为一种被奠基的理论态度时，肯定了实践的人格态度具有源初性，①物

的构造的可能性就基于生活在世界中的主体的现实行动之中。

可是陈德草认为，胡塞尔的先验观念论在这里有根本的模糊性：一

方面，构造意味着设定（ｐｏｓｉｔｉｎｇ），被构造的物性（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ｋｅｉｔ）是意识

的观念相关项，它在先验还原中避免了实在论讲的“自在的自然”所引

起的困难，因为正如前面所讲，物性虽然是被构造的，但由于它是观念

性的成就，因此物的存在不会被仅仅理解为依赖于我的存在。而另一

方面，构造意味着承认（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作为诸人格组成的世界既是为我

而在的，也同时有其独立存在，其他自我存在于那里，需要我去打交道。

前者是关于物的构造，后者则是人格世界的精神构造成就，但胡塞尔从

没有意识到这种二元倾向，仍旧把世界构造（Ｗｅｌｔｋ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按物的

构造（Ｄｉｎｇｋ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来理解。陈德草指出，按理说世界领域的开显

会让物的概念具有全新的含义，可是胡塞尔没有意识到这点。人格态

度必须要以躯体实存为前提，而人格的理解又意味着精神层面的感知

以身体知觉为基础。问题在于，存在的物质性仅仅被认为是具有纯粹

现象性质的存在，是观念性的相关物，如此精神世界的绝对现实性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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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荒谬的东西了：现实存在的东西怎么会奠基在单纯的主观综合意识

的产物上呢？① 胡塞尔的回答令陈德草感到不可思议，因为胡塞尔要

把物性结合到精神世界中去，而陈德草似乎认定这里存在一个论证结

构的混乱：一方面，对物的理解如果从侧显的立场上看，就是采取一种

理论的态度，那么物本身作为康德式的“想象的焦点”（ｆｏｃｕｓ

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ｉｕｓ）就是一种纯粹观念性的建构；而另一方面，在精神世界的

实践中，物的存在是在绝对意义上被把握的，因为人格的实践只能在现

实中进行。如果说精神世界要建立在物性构造之上，那么相应的就会

有绝对实在的东西必须得建立在观念性的东西之上的奇谈怪论了。而

人格世界的现实是无可置疑的，所以其物质基础也无须任何理念化。②

虽然陈德草将这个问题归结为现象学观念论的根本困难，但恐怕

这里更多地反映了他对唯物论的偏好。即便我们不对这里的思想作批

判性的解读，也能明显注意到陈氏不满意现象学对物质性的最终回避。

在他看来，追问主体间的生活与体验的条件和起源，一定意味着要对这

种起源的质料方面有所分析，因为最终能够承担起源角色的不可能是

别的，只能是物质实在，靠观念性的东西来讨论物性的构成总是基于一

种理论态度，虽然这种态度并不算错，但正如胡塞尔自己在《观念 ＩＩ》

中指出的那样，实践中的人格才是所有理论态度的根源，那么最初的现

实性就不应当是构造分析所揭示的那样，而反倒应该是构造的基础。

但这个基础不能在现象学内部发现，因为它根本上超越了现象学方法

允许的范围，进入到一种与实证科学相关的辩证法中。简而言之，陈德

草虽未在静态构造的阐述中明确提出肯定的唯物论，但他已经表明通

过观念物来为物质性存在提供说明要么会重新回到康德式概念分析的

老路，要么就无法彻底回答这个问题，进入循环或颠倒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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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先验现象学的静态构造研究只是停留于形式的层面，虽然相对于

康德主义，现象学已经属于具体性研究，但它仍然不是一种“实证”分

析，或者说不是面向作为特殊物的具体现实性，而是对诸现象的本质分

析。我们知道，陈德草所处的思想背景中有两股巨大的势力，一是当时

在法国风靡的马克思主义，二就是受科耶夫影响的黑格尔现象学，无论

哪一方都热衷于特殊的具体分析与整体综观的结合，陈德草在书中多

次引用《精神现象学》的关键段落就可以表明这种影响的力量。但他

也是位严肃的现象学家，在彻底展现现象学方法的全部面貌之前，并不

能轻言现象学就不能为这种哲学进路提供任何有意义的东西。事实

上，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正是让陈德草洞察到现象学与辩证唯物论内

在联系的关键。

现象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对体验的纯粹描述何以能解决传统的

哲学难题呢？明见性（Ｅｖｉｄｅｎｚ）并非回答这个问题的教条，而是作为切

入的起点。由于对象明见地给予主体是一切意义发生的源泉，现象学

描述就要从所意向的各种意义中发现它们的源初和本真的内容，而传

统哲学问题归根到底都需要从产生它们的本真内容出发才能解决。对

陈德草来讲，康德哲学便是不彻底的例子，因为它把自己限定在追问客

观知识的可能性条件中，而这种条件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里存在着各

种答案，康德选择的是为经验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共同奠基的概念形式。

可是概念形式并非一个完全立足于生活现实的起点，概念已经是被意

识主动构造出来的东西，是个“上层建筑”，而主动构造的过程却不在

其中；康德主义从没有发现，自身所持的理论态度本身就限制了它彻底

回答自己的知识论问题。另一方面，如果要最终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总

是要回答比这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说，无论是现象学还是辩证唯物论，

当他们面向客观知识的时候就总是已经超越了这个论域而把它仅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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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一部分。

不过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静态现象学是从

对象的统一性出发的，它从“不清晰的给予性出发，把它们所指涉的东

西作为意向性变异，力图使其清晰化”。但是发生学分析“指向特殊意

识得以形成的具体关联性，连同其意向客体。问题一下延伸出去将其

他意向性指涉物（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ｅｎ Ｖｅｒｗｅｉｓｕｎｇｅｎ）也包括进来……因此也包

括了有其历史的生活的时间性的内在统一性，以此方式，每一个在时间

性中产生的意识体验（Ｂｅｗｕｓｓｔｓｅｉｎｓｅｒｌｅｂｎｉｓ）都有其自身的‘历史’，亦

即时间性发生。”①在被动综合分析的手稿中胡塞尔也写道：“这里需要

注意的是，我们处于一个理性领域中，一个活动的自我的王国里，只要

不始终谈论发生，那么活动的统觉形态（Ｇｅｓｔａｌｔ）就无法描述，它也不是

活动的构形（Ｇｅｓｔａｌｔｕｎｇ）的联系的统一（它作为意识的统一是有意向

的，也就是统觉的构形）。”②这就表明发生现象学对于统一性的要求不

再停留于单纯的各个分散结构中，如果要求一种最终的理解的统一，就

不能回避各个本质领域的生成关系。陈德草认为，《观念 Ｉ》使当时的

一些学者感觉到了向康德式的建构主义和心理主义的倒退，原因一方

面在于这种分析仅仅是在静态的层面展开的，其中每一个要素自身都

是从对整个领域的抽象中得来的。这样整个对象的分析通过把综合层

层展开拆解而完全分散在各种各样的形式里了。因此，“对象其客观

性意义就还原到相继呈现的运动的先天规律中：它掉回到‘好像’（ａｓ

ｉｆ）哲学③的荒谬性中，而实在性的概念则穷尽在它‘意识的对等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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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另一方面，如果每个体验都仅仅通过先天形式指向对象，那就很

难理解“先验”究竟有什么意义了，而且本质的现象学始终与心理学保

持平行关系，越发让它同心理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关系纠缠不清。①

如果说静态现象学无法以自身方法为观念论辩护，那么这项工作

就要交给发生分析来做。但这个转换不是简单的交接仪式，因为目标

发生了变化。无论是康德主义还是静态现象学都主要从现象的各种综

合的形式出发展示观念的结构性与框架性，知识的客观性也好，物的观

念与实在的构造也好，都是以这种本质方式去抽象出种种概念要素。

但现在的困难在于就“现实”本身而言，之前的观念论方法都不足以解

决“意义”的最终证成问题。构造分析在发生现象学那里转向对“存在

意义”（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ｂｅｉｎｇ）本身的研究，而这种意义“是在不断的被动综

合中生成的，它指向最初的创造，后者是永恒的东西”。② 构造性的生

活所具有的源初流动就是存在的总体视域，意识总是从被给予的情境

构造出意向的意义，所谓的意向性结构中的给予成分与意向成分正是

在此得到区分。陈德草再次使用了黑格尔的口气说话：“被意向的东

西在其存在的完满性中显现为被给予物的内在真理……具体的主体性

的活的当下总是以不断更新的方式向自身呈现，特殊的‘领域’在此作

为整体运动的抽象环节显示出来，而每一个意识都是存在自身的

意识。”③

发生现象学对整体生活体验的把握原则上需要覆盖一切可能的生

成环节，这也是为何对意向行为和意识体验的起源分析始终是发生构

造的主题之一。之前对先验还原主题化的结果是发现了活的当下（ｌｅ

ｂｅｎｄｉｇｅ 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的绝对性，如果说先验哲学以其方法揭示了任何

“超越”之物的超越性，那么首先就是发现了在绝对当下的源初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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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初的意向性使得超越纯粹被给予物成为可能。① 在对最早的主

动意向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了动觉（Ｋｉｎｓｔｈｅｓｅ）和时间意识中的滞留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与前摄（Ｐｒｏｔｅｎｔｉｏｎ）非常重要。正如知觉的产生要以动觉

的可能性为基础，一切事物的给予也和内时间意识的构造分不开，滞留

与前摄作为“原回忆”和“原期待”虽然并不意味着主动的意向，但它们

不仅是一切主动时间化意识的基础，同时也表明自身是有根基的现实

而非幻象。在陈德草看来，这条路线已经非常接近一种实在论了，因为

以实在条件解释观念物的构造并非抑制这种观念物的价值，而是以本

真的姿态谈论观念构成物的奠基问题，②现象学的发生研究在某种程

度上就是以此方式向真正的现实逼近的。可是，尽管胡塞尔在《算术

哲学》和《逻辑研究》中分析了数学客体的感性起源，我们理性的概念、

判断、谓述等等也都被表明为奠基在前谓述的经验中，但要对这些内容

进行分析，现象学的结论还有所不足。胡塞尔的意义构造终究排除了

一切客观实在作为认识论前提的必要性，所以当我们想问所有这些构

造的现实基础究竟在哪里的时候，观念论只好避而不谈。对陈德草来

讲，既然世界的真理依赖于“内在超越”世界的先验自我，这一点就预

设了自在存在不能从自身获得意义。于是先验自我就真的是独立地超

越世界了，它不仅是一切意义的绝对起源，而且无法再以非观念论的方

式谈论其自身的起源———观念论讲的自我的先验历史和先验生活并不

是与客观的物质界直接作用的东西，而仍然是意义发生与生成的本质

结构。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事情可以不必如此，因为归根到底，我们

在静态现象学中就已经看到，存在与意义的分离是存在本身的不同样

式的抽象，它使得存在的意义看起来不同于存在本身，而这一点在意识

层次与物世界的构造发生中看得更清楚了。所以陈德草认为整个实在

界运动的辩证法才能真正解释这种情况：纯粹的主体在其构造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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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对立的两者放入了辩证的总体之中，这种总体性与实在自身的历

史运动的内容是一样的”。① 故此，人们没有必要停留于观念论的不彻

底中，因为经过还原的世界现象已经在主体的具体生成中打破了主观

意识和现象杂多的本体论界限，存在的意义除了存在自身以外什么也

不是。这样，只要哲学家追问意识的现实起源而非观念论意义上的发

生时，就不得不离开现象学，因为尽管后者不允许我们独立于体验的明

见性而作出论断，但实际上这种现象学意义上的非法行为并不是真正

的非法———既然意识与物质、存在的意义与存在自身的二分法已被取

消，那就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从客观实在的角度研究意识起源了。所

以在谈到前谓词经验的本真含义时，陈德草提议人们必须“回溯到物

质存在的条件上去，而且必然要把主体放在客观现实性的框架之

中”，②这不是以独断的方式强加一种实在论上去，而是从发生现象学

自身的要求出发的自我扬弃。

四

既然是所谓“扬弃”，那就仍然承认新方法对于旧方法的继承。在

陈德草眼里，辩证唯物论在什么意义上继承了发生现象学的贡献呢？

现象学已经克服了一切朴素的实在论，先验还原消灭了自然主义的天

真，发生分析克服了经典观念论的抽象性，仅凭这两点就足以让我们对

这条道路的前景充满希望。现象学表明，对世界构造的本真要求促使

我们能按现实本身的样子去解释现实的构成，主体历史性的生活之流

就是向上与向下两个方向的枢纽。所谓“向上”，就是从主体生活向社

会生活发展，解释社会生活的真正起源，虽然现象学对此有一定论述，

但陈德草认为这还远远不够，“因为人的感性生活并不在于与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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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互动之中，而是通过他存在条件的生产进行中介，所以从感性物到

理智物的道路只能通过对这种生产的技术与经济形式作出分析才能正

确描述”。① 而“向下”的道路则是通向意识发生的物质起源，这条道

路就是以进化论生物学和神经生理学为线索，它根本上继承并超越了

发生现象学的结论。这两条路线构成《现象学与辩证唯物论》第二部

分的两大章节，而作者认为，社会建构的解释和意识起源的研究之所以

都不在现象学的视野内，是因为后者的抽象研究使其没能看到感性生

活的物质方面。②

陈德草的辩证唯物论既反对莱布尼茨关于物质不可进化的观点，

也反对观念论以主体性对抗唯物论时所表现出的否定实在。问题不在

于回避掉物质如何产生意识的难题，而在于意识到活的机体的现实性

中包含了唯物论的现实，后者包括物质的运动、演化和生成。他认为，

物质发展的哲学公式有三个环节：抑制、保存与超越。③ 物质辩证法不

是后来才有的，而是一开始就内在于其运动的本质之中，它在存在的每

个阶段都首先把之前的倾向以某种方式抑制并保存在其结构中，但新

的结构又超越了以往的构造，形式和意义就从这种逐步扬弃中产生。

他在生命的运动中找到了对这种看法的支持。对高等生物而言，

意识结构是一种物质的新配置方式，它保留着各种机体行为的痕迹，并

以一般结构的方式重复这种行为；而一旦无意识的行为实行后，有意识

的意向结构就形成了。他以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为例：一开始在场的物

体对胡乱摸索的我来说处于一种偶然遭遇的状态下，它们的意义是不

确定的。但久而久之，我下意识的重复行为得到了一种现时化（ａｃｔｕａ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它开始建立我的身体与其他物体的客观关系，一个确定的结

构由此建立起来了。我的行为总要采取某种形式的运动，尽管我未必

有意识，但即便是没有意识的行为通过一种重复也建立起了对实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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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体验，而通过体验就在意识中安设了一套配置，之后我在意识里调

用这套配置的时候就等于是在抑制了一种真实行为，并以意识中的

“代偿行为”来填补这种空缺，所谓意向性正意谓着真实行为的不在

场。此时，事物存在的意义就处于某种具有结构的空间，虽然对此结构

的观念化只有人可以做到，但一般的动物都具备对一定的物件结构有

感性认知或“上手状态”。① 这种说法相当于对空间感生成的现象学事

实做了辩证唯物论的解释，里面显然存在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不过我

们可以先不管这种解释的效力，先看看他进一步的说法。

陈德草把动物进化的各个阶段与人类的个体发生阶段作了类

比，②但无论是哪一种，都可以找到一条发生性的线索，其中每一阶段

的实际行为规定了下一阶段的意向内容：移置 ／感觉，运动 ／知觉场，领

会 ／幻象感知，物感知。意识的生成正是这一系列运动不断发展的表

现，它的体验意义就是在之前经过的行为进化过程的抽象运动，是滞后

的行为之表现，它在滞后的神经回路中保留了原先的实在性。因而主

体性只不过是这种物质自身发展的辩证过程的形式方面，“每个新的

结构都把之前的行为“压抑”（ｒｅｐｒｅｓｓ）③到其内部，并吸收到体验的内

在性中”。神经作为物质进化的辩证中介，并不能仅仅理解为单纯物

理意义上受激并传导冲动的介质，而是在机体吸引与排斥的运动中得

到规定的意义的承载者，而此意义也只是在当下才被体验到———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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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种滞后的反应。① 在这种意义下，感觉之为感觉便在这种与环

境物质的源初交互中通过神经介质而产生，它不再是原始的吸收与排

斥行为，而是在一个知觉场中建构起来的东西，里面每个要素都有对运

动的体验。按照陈德草的观点，人的动觉体验在巴甫洛夫的反射实验

中可以看到其现象学要素的构成：“既然反射行为已经带有一种客观

的定向，那么在个体的体验中，这种条件反射的获得就在一种可能的定

向视域之基础上实现了。简言之，问题不在于一些孤立感觉之间简单

机械的结合，而在于在知觉场中的定位形式，后者向主体显现出了一种

特定的含义。”②

同样，关于被动的滞留综合与前摄综合显然也存在物质层面的条

件。陈德草将现时的实在行为的“意义”看作为对这种行为的双重释

义：它既是对此运动的概述（ｏｕｔｌｉｎｅ ／ ｅｓｑｕｉｓｓｅ）③，也是对它的压抑。概

述意向着行为的目标，它规定了所意向的客体的意义，是意向相关项

（Ｎｏｅｍａ）的实在含义；而压抑则表明行为本身的自我停滞，它被理解为

在所概述的运动中意向性自身的组成，即作为进行构造的综合行为，是

意向行为（Ｎｏｅｓｉｓ）的物质基础。由此观之，“滞留的综合就反映了对主

体物质的基本交互作用过程的压抑，作为意向运动累积在压抑中，而意

识仍然保留了其最近的印象……前摄综合作为从事构造的意向性以及

内在的未来，作为被构造的意义，都在知觉场的体验境域中被给予。而

前摄意向正存在于移置的行为之中，就其被压抑而言，被理解为一种期

待的运动，主体在其中被带向其内在的未来。”④

在陈德草那里，从低等生物的行为到高等生物的意向，从低级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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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功能到高级的情感生活，全都遵循着这样一种双重步骤，一方面是通

过压抑、概述来保存一种物质的实在性，另一方面是以同样的环节来构

造出之前的运动的意义。但如果仔细分析他的说法，就会发现这里存

在着一种难以避免的空洞感。这并非是指责他完全在胡说八道，也不

是说他像黑格尔在《逻辑学》中那样，用量的辩证法强解高等数学时暴

露出了哲学家的空谈味道。关于这种唯物论式的意识解释我们还需要

进一步分析。

这里首先要问的是，意识现象可否用实在论的方式解释？这个问

题显然远远超过陈德草的论题，而且它的优先性要高于辩证法。虽然

陈氏在书的第二部分卷首引用了恩格斯的话，强调了意识作为大脑最

高级的产物，但对意识的解释来讲，用不用辩证法是次要的，更主要的

问题———用今天的心灵哲学的术语来讲———是第三人称解释与第一人

称解释的对抗，前者必然是持实在论立场，而后者限制在第一人称范围

内时，却必定无法采取任何唯物论。自然主义作为一种被先验现象学

彻底清算的思想，主要是因为它在方法上接受了太多未经检验的预设，

其中之一便是它的本体论预设。在胡塞尔看来，作为一种哲学，如果自

身要以明见的东西为基础，却又想反过来为这些体验内容作出解释，那

就是一种头足倒置的循环。虽然陈德草声称要将现象学“辩证地”整

合进辩证唯物论，但这种非此即彼实际上是无法回避的。尽管人们似

乎可以吸收一部分现象学的精神，但承认唯物论解释的绝对性就是直

接整个地拒斥了先验现象学，这一点在陈氏后期的著作中显而易见。①

辩证法对于意识解释的问题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并没有本体论方面的影

响，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承认哪一种视角。正如丹尼特和福多等代

表第三人称实在论进路的人所理解的那样，客观的唯物主义解释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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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意识的关键所在，而内格尔和塞尔等人则坚持认为，意识的第一人称

性质是其不可或缺的要素，任何企图通过外在质料的描述而终结意识

诠释的做法都不可取。如果说陈德草是从现象学内部打破观念论壁垒

的话，那么今天人工智能的支持者全都是在自然主义的立场接应这种

想法的人。就此而言，原先陈德草所赞同的对自然主义的批判，在前半

本书里刚刚消失，又在后半本里溜回来了。他显然不会承认这一点，因

为对他来讲，经过辩证法武装的唯物论似乎已经有抵制一切朴素物质

理论和科学理论的力量，现象学作为批判理论起到的作用在唯物论里

也能发挥作用。可是实在论的心灵哲学家认为，在没有驱除任何实在

论偏见的情况下也完全可以对意识作出真正的解释，因为实在论根本

就不是什么偏见，而且像丹尼特这样的自然主义者正是通过批判传统

的现象学方法而建立自己理论的。因此这里的问题需要再次定位：辩

证的唯物论是否如陈德草所说，真正回答了意识问题？或者说，辩证法

在唯物论的解释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陈德草用进化论观点下的辩证法联结了实在的物质运动与观念性

的意义生成，并给各种主动与被动发生的意识体验提供唯物论解释，但

这里始终有一个很容易被提出的问题：就像萨特和利科在评论《现象

学与辩证唯物论》时说的那样，归根到底，物质如何会引起关于物质的

观念呢？① 这个问题实质上是一切实在论解释面临的基本问题，萨特

等人的疑问如果要一个实在论的回答，那也恰恰只能在物质与生命科

学的基础上实现。换言之，如果我们关于生命演化的知识是正确的，那

么意识和观念如何来自于物质的问题就是开放的，其最终难点并不在

于能否解决，而在于该如何提出这种问题，在于我们期待什么样的回

答。陈德草采取了和现在一些心灵哲学家相似的进路，②但他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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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或者说扬弃的观点是不可或缺的。不过他在以演化扬弃的方式

处理意识发生时，遇到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他不仅用和现象学描

述中相同的词汇去谈论比人类低级的生命体，而且还试图为这些概念

提供起源分析。在前文的描述中我们已经看到，固然质料的运动可以

理解，物质结构的替换更新也可以有客观的研究。可在单纯的质料构

造中如何能有“压抑”、“概述”、“克服”、“超越”等等概念和相关意义

呢？这是一个谜，因为这些概念原本恰恰只有通过人的意识活动才能

得到理解，现在却作为奠基的起源性材料放在那里了。或许我们可以

说这里存在一个理解上的循环，即以我们当前的理解去理解低级生命

构造中的对应过程。但如此一来这倒成了陈氏所批判的“好像”哲学

了———虽然是字面意义上的———好像我们理解了，好像又不是。不过

假如从现象学出发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解释陈德草这么做的理由，

那就是他通过一个重要的类比来为这种意义的过渡牵线搭桥：动物进

化的各个阶段与人类的个体发生阶段是有对应关系的。由于人在婴儿

甚至胚胎时期的行为与意义是可分析可理解的，因此过渡到整个生命

演化后，我们似乎可以合法地将理论覆盖全部的生命形式。不过这里

的重要预设是胚胎发展中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对应关系。尽管今天的科

学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这种看法，但即便我们作出了这样的类比对应，也

不意味着意识行为的发生就存在这样的等价关系。陈德草自己似乎选

择了第三条道路，那就是完全没有在这种程度上理解辩证法的词汇，而

是整个地超出了现象学及其主观性。一旦承诺存在自身与存在之意义

的等同，那么概念本身就直接从存在的整体中获得意义了———黑格尔

的辩证法如出一辙———每个中介性概念可以同等赋予表面看起来完全

异质的东西：不仅“压抑”、“概述”和“超越”有了这种功能，甚至“意

义”与“观念”都可以在主观性以外的地方构成。可是问题仍然存在。

假如我们按照辩证法的指示把所有词汇以绝对普遍的方式转换到另一

个频道上去，而且声称我们的理解只是这种意义（Ｓｉｎｎ）的特殊含义

（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表达之一，那么在对诸如滞留和前摄、Ｎｏｅｍａ 和 Ｎｏｅｓｉｓ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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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中，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解释本身所表达的含义呢？如果去掉这些

辩证法的套话，那么物质材料与观念形式仍旧散落到两边各自为战，而

那些辩证法词汇本身就像魔法一样空洞难解，但陈德草就靠它们把物

质和意识以非常脆弱的方式联结在一块。

如果说这条下行路线———即用辩证法补充现象学的意识理论———

并没有完全成功，那么其上行路线即对社会建构的解释可以说遇到了

更大的挫折。与之前类似，社会的辩证—发生分析也是通过将上层结

构或精神建制回溯到它们的物质起源，试图找到各种观念体系的根基，

揭示其发源于物质的质料性中的本真意义。陈德草首先再次肯定了现

象学的意义，因为后者对于判断构造的研究始终奠基于事物本身的具

体性之上。可是更多的具体内容却无法由现象学提供，因为现象学从

未超出对本质的抽象区分，在涉及到生命共同体的现实生活时，它并非

像很多现象学支持者所声称的那样，能够提供主体之间的丰富意义与

社会构造研究，而是至多只能停留在“初步的甚至动物的级别上：在这

里，描述的方法只有摆脱观念论的残渣以后”，才能成为真正有用的

东西。①

社会性的结构与个体生命发展一样，都在压抑与概述的基础上产

生对之前实在行为的意识，由于意识是后发的，因此它只能指引行为但

不能规定它。意识总是在实在行为终结的地方才出现，所意向的东西

总是以“超越”的方式替换了实在。反过来讲，与生产活动相关的人类

真实关系只要在现实地发生着，一方面总是主体构造意识的基础，另一

方面始终还不能完全被主体意识所把握。② 这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它

使得社会分析比主体意识更为强烈地排斥一切观念论的思想，不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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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Ｔｒａｎ Ｄｕｃ Ｔｈａｏ，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ｐ． １７４．这里似乎显示
陈德草对胡塞尔手稿研究的局限性，不过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当时卢汶档

案馆的大部分资料还完全没有得到整理，尤其是诸如主体间性（后以全集 １３—
１５卷出版）的大量论述都未得到系统的研究。当然，按照陈氏的想法，就算这
些手稿已经出版，恐怕也不会说出他想要的东西。

Ｉｂｉｄ．，ｐ． １７５．



此，它还必然要把包括观念论在内的所有哲学传统都放进生产力与经

济行为的背景中解构。

陈德草最后从人类学的角度写下他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式的历史：

原始智人的工具使用到原始社会的交换和最初的储藏行为构成了魔法

与宗教的物质起源，而哲学意义上的主体超越性也奠定在被压抑了的

交换形式里。①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财富的集中导致特权的斗

争，人们需要一种新的符号秩序来维持平衡，由此而来，马塞尔·莫斯

在《礼物》中对夸富宴（ｐｏｔｌａｔｃｈ）的研究成为解释家族图腾起源的有力

工具。② 等到商品经济在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渐渐成型以后，

底层人民、商人与统治者分别开始阶级化，维持阶级均衡关系就需要更

加深刻的意识形态。宗教的神祇不仅具有普遍性，需要覆盖整个国家

共同体，而且也是特殊的，因为它首先出于特定阶级的需求———陈德草

将之归为新兴资产阶级的观念化。通过分析埃及的荷鲁斯神话，陈氏

认为这“显然表明埃及历史在最初时的阶级斗争运动的本质”，每个神

都有其对应的社会符号，也只能从社会现实中理解。③ 而在希腊的货

币经济体系中，西方哲学找到了其根基。通过引用诸如特奥格尼斯等

人的著作，陈德草相信金钱不仅是统一整个希腊民族的东西，而且还是

自然哲学一元论的开端，金钱的统一性首次让人看到某种“物质元素”

作为整个世界单一本质的可能性，它也勾画了一个新存在形式的框架。

从此，可交换商品与物品的普遍性就直接将自身设定在概念的理性之

中，之后对理性（Ｌｏｇｏｓ）问题探讨的本真意义就植根于这种物质性里

了。陈氏以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里的对“一”的假设全部作了商品

经济学的还原，因为这些抽象的哲学思辨“无非是精确描述了一种简

单货币经济的各种环节”。④ 最后在资本主义时期，现实中的物质关系

３２３

从现象学走向“辩证唯物论”

①
②
③
④

Ｔｒａｎ Ｄｕｃ Ｔｈａｏ，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ｐｐ． １８２－１８３．
Ｉｂｉｄ．，ｐｐ． １９０－１９２．
Ｉｂｉｄ．，ｐｐ． １９５－１９６．
Ｉｂｉｄ．，ｐ． ２０８．



再次反射到欧洲近代哲学当中，纠缠不清：“法国的资产阶级掌握政权

之时，把资本的力学上升到作为纯粹物质的客体观念中去；与此同时，

康德……提出了这样一种客体的可能性条件的问题，换言之，也就是资

产阶级占有的法权保证问题。”而诸如“主体的目的性”与“实践公设”

这样经过伪装的神学概念也无非是出于认同上流阶级对于担保这种财

产条件的合法性。① 当然，这场再熟悉不过的马克思主义曲调必然要

在无产阶级的凯歌中结束，一切异化的、分裂的、矛盾的关系都会在无

产阶级的崛起中被彻底扬弃，传统的一切观念化难题都可以得到最终

的回答，因为它们的神秘形式已经被辩证唯物论的研究方式祛魅

了———“对生产活动的物质现实的认识才是其真理意义的基础”②———

本真的意义得到了澄清，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通过将中介活动主题化而

得到了解释。对陈德草来讲，这就是吸收了现象学精神的辩证唯物论

的成就。

毫无疑问，人们可以用现代哲学的一些成就来批判这种意识与社

会的唯物论解释进路，也可以用更详细的历史材料和科学证据来揭露

这种方法论的基本缺陷，但陈德草本人的问题还是在于无法真正完成

辩证法对现象学的克服。如果说现象学是以面向事情本身而获得其合

法性的，那么如果要真正以辩证的方式超越现象学，也必须要有面向事

实的具体性。可是，陈德草尽管看到了现象学对于物质的基础性漠不

关心（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否认“物质性”的基础意义），但当他从物质本

身出发来构造观念体系的阐释时，立刻表现出了远离事态

（Ｓａｃｈｖｅｒｈａｌｔ）的特征。事态与观念构造的现象学关系始终是以最切近

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无论我们要从哪个方面追问意识与观念的发生，都

必须对其发生的基础有贴切的把握。即便我们承认物质运动与实在界

的关系是一切构造物的源头，那么这种源头也并不是直接参与构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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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Ｔｒａｎ Ｄｕｃ Ｔｈａｏ，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ｐ． ２１５．
Ｉｂｉｄ．，ｐ． ２１８．



以简单的物质生产关系来“解释”柏拉图或康德的思想显得异常可笑

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关系即便存在也过于遥远；而不那么显然的原

因之二则是，即使是在物质与意义表面上更加接近的低等生命存在中，

这种解释也难以成为一种真正的“解释”（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因为它没有把

任何可理解的关系像一个平面（ｐｌａｎｕｍ）那样展现在明见之处———即

便进化论与神经生理学可以作为一种实在论的解释，物质的自然辩证

法也仍然是一种理解上的负担，它不仅没有真正祛魅，反而是一种魔

法，第三人称向第一人称过渡的决定性难题就在一种存在自身等于存

在意义的绝对公式中神奇地消解了。但问题恰恰在于，作为一个个单

独的个体，第三人称正是保证将另一个自身视为“其他”的“我”的形式

条件，这些他我既是异己的，又是可以通过我自己的体验理解的。这种

张力一旦取消，那么绝对的视角就变得不可思议：假如说我们的语言本

质上都是一种隐喻，那么隐喻之所以能“超越”自身原始的所指而达及

异质的他者，就在于它同样以本真的方式被明见地给予主体。这种给

予也就是存在于“我”对他者源初的移情（Ｅｉｎｆüｈｌｕｎｇ）经验，①它让主体

第一次体会到了对异质对象的理解是可能的。但这种可能性也始终遭

遇到一个限度，亦即它根本上植根于主体性中，并且不可能无限地进行

意义的统摄性转渡，因为意义转渡发生的基础是某种相似性必须已经

被给予。但如果隐喻的基础无法被明见地给予或只有部分给予，那么

就会出现许多似是而非的理解，正如前面在使用“压抑”、“概述”、“克

服”、“超越”等概念时，只能唤起一种模糊的印象，其意义并非是偶尔

晦暗不明，而是本质上无法澄明。因而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种解释不

仅奠基于人格主体的生活，而其本质限度也在解释行为的可能性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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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移情现象也可以从物质实在的角度研究，与现象学的解释相得益彰。参见

Ｄｉｅｔｅｒ Ｌｏｈｍａｒ，“Ｍｉｒｒｏｒ Ｎｅｕｒ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ｈｅ
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６，ｐｐ． ５－１６。但迪特·洛马认为，事实
科学的研究实质上并不排斥也不超越现象学，我们当然可以用物质科学的研

究来补充现象学的意识研究，但这不等于唯物论就是充分的意识解释进路，更

不说明它能够取代现象学。



起被给予了。如果我们以切近事情本身的方式考察，那么只能拒绝一

切绝对的视角：尽管现象学也表明存在本身无非就是存在的意义，但这

并不能使我们有理由或有必要采用大全的视角来打通物质与意识、质

料与观念的本质差异，更不能证明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公式对于真正的

“解释”有何助益。

反观陈德草对现象学限度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他之所以不满现

象学局限在主体性和认识论的抽象性中，原因与其激进地赞赏辩证唯

物论是一致的。现象学所坚持的明见性始终无法被思辨地转向一种绝

对视野，这导致他在最终的社会建构解释中完全不顾明见性的要求而

得到各种荒谬结论。总的来看，即便我们承认陈德草对现象学的批判

式分析有深刻洞见，但现象学暴露其界限和不足只是表明了这种学问

不是包罗万象的，它自身提出的问题也不是立即就能找到解答。正如

德里达所言，陈氏所提出的辩证法只是从“被原初先验意识已经如此

构成的要求出发才能被建立。依此，辩证哲学没有任何权利宣示自己

为第一哲学……因此我们应该抛弃例如陈德草先生的结论。他在深刻

而有效探询胡塞尔思想运动之后……似乎重新陷入物质世界发生和唯

物论辩证法的困难之中”。①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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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里达：《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于奇智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３８—３９ 页。译文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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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性”：政治神学可疑
遗产的合理意义①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郁喆隽　 译

　 　 摘要：“９·１１”事件之后，哈贝马斯的思想发展中出现了明显的

“宗教转向”。本文可以被视为这一转向的最新成果。哈贝马斯借用

了法国哲学家克劳德·勒夫特对“政治性”和“政治”的二分，首先分析

了宗教对古代国家合法性的作用。进而，他以卡尔·施密特和约翰·

罗尔斯的思想为例，分别分析了在威权主义大众民主和现代民主法治

国家中的政治性概念的更新。最后他指出，宗教在现代社会中既可能

对政治性的理性解释提供资源，又对多元文化背景中公民的共存提出

了挑战。

９２３

① “政治性”（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一词来源于法语词 ｌ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法国思想界曾对 ｌａ ｐｏｌ
ｉｔｉｑｕｅ和 ｌ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加以区分，前者通常在英语中被翻译为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政治），后
者被译为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哲学家保罗·利科和克劳德·勒夫（又译克洛德·勒
福尔）对此有过系统的论述。勒夫将“政治”指涉日常的政治实践及其具象体

制和机构，而“政治性”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 ｐｏｌｉｔｅｉａ 概念，更多地指现实政治
得以可能、并赋予其意义的象征本质。而在德语中汉娜·阿伦特则用 ｄａｓ Ｐｏｌｉ
ｔｉｓｃｈｅ和 ｄ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ｋ来区分两者。有国内学者将这对概念翻译成“阳性政治”和
“阴性政治”。见吕一民、乐启良：“政治的回归———当代法国政治史的复兴探

析”，刊：《浙江学刊》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第 １２５ 页。关于这对概念的详细讨论参见
Ｍａｒｃｈａｒｔ，Ｏｌｉｖｅ． Ｐｏｓｔ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Ｎａｎｃｙ，
Ｌｅｆｏｒｔ，Ｂａｄｉｏｕ ａｎｄ Ｌａｃｌａｕ．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Ｃｈ． ２．———
译者注。



关键词：哈贝马斯　 政治性　 宗教

说明：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应美国纽约大学公共知识研究所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社会科学委员会（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和斯东尼·布鲁克大学（Ｓｔｏｎｙ Ｂｒｏｏ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邀请，朱迪

特·布特勒（Ｊｕｄｉｔｈ Ｂｕｔｌｅｒ）、尤尔根·哈贝马斯（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查

尔斯·泰勒（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ａｙｌｏｒ）和康奈尔·韦斯特（Ｃｏｒｎｅｌ Ｗｅｓｔ）四位著名

学者在纽约市制桶工人联盟大厅进行了一次学术交流。他们的论文以

及随后的对话辑成《公共领域中的宗教权力》一书（Ｍｅｎｄｉｔａ，Ｅｄｕａｒｄｏ，

ａｎｄ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Ｖａｎａｎｔｗｅｒｐｅｎ，ｅｄｓ．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本文为哈贝马斯

在这次会议上宣讲的论文（“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ｂｌ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ｐｐ． １５－３３．）。

在 ２０ 世纪后半叶福利国家的民主制度中，政治仍然能够对偏离的

子系统施加影响；它仍然能够抵消社会瓦解的趋势。因此，在“嵌入资

本主义”的条件下，政治依然能够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取得成功。① 今

天，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保护社会整合的政治能力正受到危险

的限制。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系统理论所勾勒出的社会现代化这一

图景正在现实中日渐清晰。

根据这种解释，作为民主自我决定手段的政治，已经变得既不可能

又是多余的了。自我创建的诸功能子系统遵从其自身的逻辑；它们为

彼此构建出环境，并且已经从人们不同生活世界的亚复合网络获得了

独立。“政治性”（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已经转变为了一种自我维持的行政子

系统的代码，以至于民主处在变成单纯假象的危险之中———执行者用

这种假象来面对其无助的委托人。系统整合对功能命令做出反应，却

对好似沉重机械一般的社会整合置之不理。因为后者仍然要从行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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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黑体为作者所加，下同。———译者注



的心智着手，其运作不得不要依赖社会世界的规范性结构———而它也

正越来越边缘化。

在经济命令的强制下———它正日渐支配生活的私人领域，个人受

到胁迫，越来越退入私人利益的泡沫中。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公民只

能通过团结一致的行为来集体地塑造其生活的社会环境这种意识，在

系统性命令的被感知的力量下正在逐渐衰弱。尤为甚者，对集体行动

权力信心的侵蚀，以及规范性敏感的萎缩，加强了一种已经郁积已久

的、对启蒙式现代性自我理解的怀疑。因此，民主即将变成“过时模

式”（Ｌｕｔｚ Ｗｉｎｇｅｒｔ）这一迫近的危险，使得“政治性”这一似乎已经被废

弃的概念再度成为话题。

至少对一些当代法国和意大利的哲学家，在卡尔·施密特、列奥·

斯特劳斯和汉娜·阿伦特的传统中，对雅克·德里达的一些学生而言，

“政治性”这一经典概念，可以用来抵抗这个时代的去政治化趋势———

让我仅仅提及厄内斯托·拉克劳（Ｅｒｎｅｓｔｏ Ｌａｃｌａｕ）、乔治·阿甘本

（Ｇｉｏｒｇｉｏ Ａｇａｍｂｅｎ）、克劳德·勒夫特（Ｃｌａｕｄｅ Ｌｅｆｏｒｔ）和让－吕克·南希

（ＪｅａｎＬｕｃ Ｎａｎｃｙ）。① 这些同行将政治论证扩展到了形而上学和宗教

领域———它们看来超越了我们所知的那种琐碎行政和权力角逐的政

治。为了让我们意识到“任何遗忘其宗教基础的社会都受到了纯粹自

我内在幻象的掌控”，克劳德·勒夫特诉诸于政治性（ｌ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和政治（ｌａ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的区分。②

我认同勒夫特的意图，但我认为，哲学能够将自身凌驾于其他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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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Ｏｌｉｖｅｒ Ｍａｒｃｈａｒｔ，Ｄ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ｚ（Ｂｅｒｌ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２０１０）；Ｔｈｏｍａｓ Ｂｅｄｏｒｆ
ａｎｄ Ｋｕｒｔ Ｒｔｔｇｅｒｓ，ｅｄｓ．，Ｄ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 ｕｎｄ ｄ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ｋ（Ｂｅｒｌ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２０１０）．
Ｃｌａｕｄｅ Ｌｅｆｏｒｔ，“Ｔｈｅ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ｎ Ｃｌａｕｄｅ Ｌｅｆｏｒｔ，Ｄｅ
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ｔｒａｎｓ． Ｄａｖｉｄ Ｍａｃｅ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１９８８），ｐｐ．
２１３－２５５，ｈｅｒｅ ｐ． ２２４．———作者注。国内关于勒夫特思想的介绍不多，可以参
见：郑天喆：《现代社会的政治哲学家勒福尔———纪念勒福尔去世一周年》，刊：

《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１ 期，第 ５５—６０ 页；阿兰·卡耶：《克洛德·勒福
尔，社会科学与政治哲学》、朱舫译，刊：《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１ 期，第
６８—７７ 页。———译者注



之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社会科学宣称政治领域是他们的研究主

题；他们处理“政治”———也即为之斗争以及运用权力，也是指在不同

的政治领域中政治行为者所追求的目标和战略。除去规范性的政治理

论，哲学家们长久以来已经失去了他们对“政治系统”的特殊能力。

“政治性”不再在“政治”和“政策”之外构成一个严肃的哲学话题。然

而，我们有理由怀疑，启蒙传统是否能够从其自身的资源中，产生保存

现代性规范内容的充足动机和社会运动。正是这种怀疑引导我追问，

我们是否可以给予“政治性”这个矛盾的概念以一种合理意义。让我

首先来检验一下这个词的纯粹描述的用法：以一种经验立场看来，“政

治性”至多标界出那些早期文明形成其自我理解的符号场域。

１．以历史的视角观之，“政治性”引导我们回到那些由国家组织起

来的社会，例如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埃及的帝国———在这些帝

国中，社会整合部分地由氏族机构转移到了皇家官僚的等级形式。突

然出现的法律和政治权力的集团产生出了新的功能需求———政治权威

的合法性。不是由某一个人或者一小撮人可以来做出对所有人均集体

约束力的决定。① 他们这样做必须被赋予合法性。只有凭借宗教信仰

和实践，来建立一种令人信服的、在法律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联，统治

者才能确保人民会服从其决定。法律系统是通过国家的惩戒性权力得

以稳固，而政治权威反之依赖法律的合法性力量———该力量具有神圣

的起源。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宗教的权力来自于其自身的根基，

“宗教”才具有这样的合法性力量。和政治无关，它根植于救赎和灾异

的观念（Ｈｅｉｌ ｕｎｄ Ｕｎｈｅｉｌ）和应对补偿和胁迫力量的相关实践。②

因此法律和君主的法权要归功于其神圣场域的神秘叙述———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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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政治权力作为社会整合媒介产生的条件参见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ｓ，ｔｒａｎｓ． Ｗ． Ｒｅｈｇ（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ｐ． １３７－１４４。
在此我在较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宗教”这个词，它包含了神话和巫术。参见：

Ｍａｒｔｉｎ Ｒｉｅｓｅｂｒｏｄｔ，Ｔｈｅ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ｔｒａｎｓ． Ｓ． Ｒｅｎｄａｌｌ
（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统治王朝和神圣者联系起来。与此同时，古老的仪式实践被转变为国

家仪式———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在统治者身上得到体现。正是这样一个

象征的维度，将政治和宗教融合了起来，对“政治性”概念的描述才能

得以恰当使用。集体性看到它自身反映在统治者作为政治共同体的自

我呈现中，有意地———例如，有意识地并且蓄意地———通过运用政治权

力来制造其社会内聚。因此“政治性”意味着，一个社群通过反思转向

一种意识，而不是偶然的社会整合形式，区别于部族社会的那种象征呈

现和集体自我认识。在这类政体的自我认识中，控制的核心转向集体

行动。① 然而，只要神秘叙述保留为象征呈现的唯一途径，如此这般的

“政治性”就不能变成交往（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的主题。

我们将第一个得到详尽阐释的“政治性”观念归功于以色列、中国

和希腊的法则思维（Ｎｏｍｏｓｄｅｎｋｅｎ），以及更为广泛的轴心时代的认知

提升，换言之归功于当时出现的形而上学和宗教世界观。这些世界观

构建来的视角，使得由先知、智者、僧侣和巡游布道者组成知识精英，能

够超越此世事件，包括政治进程，并对之总体采取一种超然的立场。自

此之后，政治统治者也要面对批评。指向超越此世的神圣者或者宇宙

法则的内在基础，将人的心智从在神秘权力动摇之下的、被叙述编排起

来的事件洪流的掌控中解放了出来，并使得个人寻求救赎成为可能。

一旦完成了这一转型，政治领袖就不能再将自己视为神圣者的显

现（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而仅仅是人的代表（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自此之后，他作

为一个人，也要从属于法则（ｎｏｍｏｓ）———所有人的行动都以此法则为

度量。因为轴心时代的世界观同时使得合法化和对政治权威的批评成

为可能，古代帝国中“政治性”的特征就是在宗教和政治权力之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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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克劳德·勒夫特在谈到“形式处境”时（ｍｉｓｅ ｅｎ ｆｏｒｍｅ）区分了两重含义“意义
处境”（ｍｉｓｅ ｅｎ ｓｅｎｓ）和“展现处境”（ｍｉｓｅ ｅｎ ｓｃèｎｅ）：“我们可以说，只有当一个
社会建立起其可理解事务的机制时，而且仅当它能够运用多重符号来达到自

身的准表达的时候，一个能够组织社会关系的社会才会出现。”Ｌｅｆｏｒｔ，“Ｔｈｅ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 ２１９。



一种矛盾的张力。虽然以宗教为依据的对合法性的信念很容易被操

纵，但它从来不是任由统治者摆布的。① 这种不稳定的平衡也见诸于

欧洲中世纪的皇帝和教宗之间的关系。这一勇敢的历史跳跃暗示在宏

观的时段上谈论“政治性”有明确的意义，即在统治者景象中的政治共

同体的集体自我呈现的象征秩序———而统治者的权威是由神圣权力获

得合法性的。

现代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西方的“政治性”观念———曾

在希腊哲学和基督教政治神学中得到表述———已经失去其曾经具有的

在“生活中的位置”（Ｓｉｔｚ ｉｎ Ｌｅｂｅｎ）。对卡尔·施密特而言，政治性的

统一、一致的力量———它曾贯穿了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只能在现代

早期的专制主义国家中的基督教国王的主权中保存。随后，我将首先

考察“政治性”假定霍布斯意义上的专制主义政权这一假说（２），然后

将简要地讨论那个臭名昭著的观念———通过施密特“国家性的时代”

（ｅｒａ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ｈｏｏｄ）的视角而走向终结———进而尝试在威权主义大众民

主的条件下更新政治性的概念（３）。② 之后，我将以约翰·罗尔斯政治

自由主义作为反例（４），最终探讨在现今自由主义民主的条件下，我们

是否还可以从包含了宗教含义的“政治性”中汲取合理意义（５）。

２．在卡尔·施密特对早期现代国家的描绘中，政治权威依旧要从

对全能上帝权柄的信仰那里汲取其合法性；现代国家机器的合理特性

突显了通过政治干预达到的社会整合形式的意识特征。以此观之，那

些曾经适用于古代帝国的传统“政治性”概念的主要方面，现在看似要

集中在现代主权的决定权上。但是，如果仔细审视历史，这个暗示性的

连续性图景是误导人的。从功能来看，早期现代国家可以被理解为对

新兴的资本主义和对信仰分裂中所蕴含的极大潜力的回答。一方面，

现代国家适应由市场调整的经济交换系统的经济命令———由于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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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ｉｅｓｅｂｒｏｄｔ，Ｔｈｅ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ｐｐ． １４，１７－１８．
参见卡尔·施密特新版本 Ｄｅｒ Ｂｅｇｒｉｆｆ ｄ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政治性概念）的“前言”
（Ｂｅｒｌｉｎ：Ｄｕｎｃｋｅｒ ｕｎｄ Ｈｕｍｂｌｏｔ，１９６３ ［１９３２］），ＳＳ． ９－１９。



于政治结构而运作，另一方面它适应了血腥宗教战争的和解。

早在该时代的开端，新的市场形式作为功能分化进程的驱动力而

出现，并引发了对社会的再度分层，与此同时要将官僚行政限制为诸社

会子系统中的一个。这标识出政治和社会结构相互解释的逐渐消

亡———这种解释在古老的帝国中是典型的。从国家中分化出来的社会

失去了其“政治形态”（ｐｏｌｉｔｏｍｏｒｐｈｉｃ）特质。如果我们继续将“政治性”

理解为有意识去影响社会整合机制的社会自我呈现的象征中介，那么

在区域性国家中市场的扩张，事实上包含了某种程度上的社会总体的

“去政治化”。但是，与施密特的诊断相反，迈向“政治性”的中立化的

决定性一步早在现代早期在主权国家的框架中就已经出现了。

获得了经济独立的公民———虽然付出了进入私域的代价，不能被

无限期排除在民权和政治参与之外。与此同时，宗教改革所引发的宗

教冲突，也不能通过威权主义的宽容法令自上而下地得到永久遏制，最

终还要通过对宗教自由和自由言论的承认而得到解决。在现代早期，

这两种发展已经预示了“政治性”的“中立化”，尽管卡尔·施密特那种

去政治化归咎于十九和二十世纪初的自由政体。事实上，政治行政的

功能专门化已经剥夺了早期现代国家的渗透和规整社会整体的权力。

施密特的错误在于，他将宗教与政治混合的消亡———我们将之与政治

性的传统形式关联，仅仅归结为那个时代———即十八世纪晚期的宪政

革命批准了国家权力的世俗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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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将这种扭曲的历史观追溯到卡尔·施密特所忽视的现代在中世纪思想中的

起源。参见最近 Ｌｕｄｇｅｒ Ｈｏｎｎｅｆｅｌｄｅｒ 的观点，Ｗｏｈｅｒ ｋｏｍｍｅｎ ｗｉｒ？Ｕｒｓｐｒüｎｇｅ ｄｅｒ
Ｍｏｄｅｒｎｅ ｉｍ Ｄｅｎｋｅｎ ｄｅｓ Ｍｉｔｔｅｌａｌｔｅｒｓ（Ｂｅｒｌｉｎ：Ｂｅｒ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很奇
怪的是，虽然施密特自己的上帝概念基本上受到了唯名论的影响，但他没有关

注所谓的 １３ 世纪的唯名论革命对 １６ 和 １７ 世纪流行的思想运动的长时段影
响。以下的四点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ｌｌｅｎ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Ｔｈｅ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１．一个路径直接来源于唯
名论对上帝全能的强调，来源于上帝高深莫测恩典中人类命运的偶然，来源于

人类知性与生俱来的弱点，即要依赖经验知识去认识唯意志论的上帝观念，以

及新教的救恩理论。通过鼓励个人的宗教坚信，新教接近了一种个人自治的灵



至于世俗化，它不仅是对信仰分裂的挑战，多元主义的现实要求世

俗国家要能够中立地对待所有宗教团体的诉求；除此之外，公民的民主

自我赋权已经剥夺了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元社会（ｍｅｔａｓｏｃｉａｌ）特征，换言

之，剥夺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超越权威的正当性。这一对合法性的传

统形式的突破，事实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大众权力和人权

的世俗意义上，对宪法要旨的正当化是否关闭了“政治性”的维度，因

此也导致“政治化”概念的宗教意涵过时。①

在卡尔·施密特看来，自由主义是那个剥夺了政治对社会整体重要

性的力量———一方面，一个功能分化的社会被从政治的塑造力量中解放

出来，另一方面，国家与私人化的、失去其批评能力的宗教相分离。因此，

施密特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挑衅性的“政治性”概念，它表面上适用于大众

民主，但保留了主权的威权主义核心以及它与神圣历史的合法化关联。

３．在自由主义中，施密特和那个以中立化来摧毁“政治性”的敌人

作战。他用这个词所表示的不仅仅指从政治退入以功能专门化的子系

统，还指政治中宗教气质的缺失，以及主权的决定权力消解为民主的意

愿形成。自由主义“想要将形而上学真理消解为讨论。”②施密特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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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性资源———它既引发了政治漠然，也激发了对国家权威的抵制。２． 另一条路
径从唯名论走向现代科学。通过清算神圣理念的本质，并倡导一种将存在仅

仅归结为个体实在的形而上学，唯名论为现今意义上的经验科学的出现创造

了前提条件———而这种科学加剧了信仰和知识之间的对立，并且在多元社会

中抬高了世俗知识作为普遍可理解共有基础的公共权威。３．更有争议的是唯
名论对启蒙人本主义的影响———这种人本主义促进了现代思想中的人类中心

转向，并使得科学成为宗教世界观的合理替代。４．与此形成对照，唯名论对削
弱基督教自然法基础的关键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此外，通过攻击权力的宗教

合法性，它为知识理论和社会契约论奠定了两种话语———它们在 １７ 世纪哲学
中占据统治地位，并为政治合法性提供了世俗基础。

Ｔｈｕｓ Ｍａｒｋ Ｌｉｌｌａ，Ｔｈｅ Ｓｔｉｌｌｂｏｒｎ Ｇｏｄ：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Ｋｎｏｐｆ，２００７）；一个批判性的回应参见：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ｉｒｗ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Ａｎ 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ａｒｔｏｎ，Ｌｏｎｇ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ａｎｄ，２００８）。
Ｃａｒｌ Ｓｃｈｍｉｔ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 ＩＩ：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Ａｎ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ｏｅｌｚｌ ａｎｄ Ｇｒａｈａｍ Ｗａｒ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２００８），ｐ． ６３．



对那些反对革命的思想家的政治哲学怀有同情，例如马斯特里

（Ｍａｉｓｔｒｅ）和德伯纳德（ｄｅ Ｂｏｎａｌｄ），但是尤其是同情好斗的思想家多诺

索·考特斯（Ｄｏｎｏｓｏ Ｃｏｒｔｅｓ）。这个西班牙天主教徒认识到，基督教君

主制的时代早已在十八世纪中叶终结———被称之为“刀剑暴政”对抗

自由主义公民的“协商阶级”（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在此，持久的压抑已

经表露出政治性的天生争议本质。

作为魏玛共和国的宪法和国际法教授，尽管持有其同情，卡尔·施

密特仍然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大众主权的民主理念是不可改变的。但

对他而言，反对革命思想中有两方面具有超出单纯的怀旧意义：“今天

在天主教和无神论社会主义之间突然加剧的、血腥的决定性斗争”的

神学背景；①以及另一方面，“政治性的形而上学核心”只能由这样的时

刻构成———即“不基于理性和讨论、且不去正当化自身的单纯决定，即

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绝对决定。”②

为了给这样一种存在主义的“政治性”概念提供某种正当性，施密

特构建了一种由奇力斯马领袖领导的、适用于均质化大众的威权主义

庸众民主的认同观念。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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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Ｃａｒｌ Ｓｃｈｍｉｔ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 ＩＩ：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Ａｎ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ｏｅｌｚｌ ａｎｄ Ｇｒａｈａｍ Ｗａｒ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２００８），ｐ． ５９．
Ｉｂｉｄ．，ｐ． ６６． 关于卡尔·施密特的政治神学参见：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Ｍｅｉｅｒ，Ｔｈｅ Ｌｅｓｓ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ｌ Ｓｃｈｍｉｔｔ：Ｆｏｕｒ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ｒａｎｓ． Ｍ． Ｂｒａｉｎａｒｄ（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作为这样一种唯意志论的“政治性”概念的不引人注目的导论，施密特以国际

法中的国家主权作为他的出发点。无论民主宪法在多大程度上可能会在国内

领域抑制主权，只要战争权（ｉｕｓ ａｄ ｂｅｌｌｕｍｉ）允许民族国家如其所愿地进行侵略
战争，在外部关系中宣示其主权就不可避免。采取这种敌对民族的观点，施密

特于 １９２７ 年在其著作《宪法理论》（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中以一种非规范的宪
法概念开篇：“国家并不拥有宪法……国家存在于某种宪法中，换言之，存在于

一种真实条件，具备统一与秩序的状态。”Ｃａｒｌ Ｓｃｈｍｉｔｔ，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ｒａｎｓ． ａｎｄ ｅｄ． Ｊ． Ｓｅｉｔｚｅｒ（Ｄｕｒｈａｍ：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 ６０（翻译有修
正）．施密特并没有将“民族”的部分权力理解为自治公民合法构建起来的整
体，而是理解为一种具体的和有机的集体性。民族身份是由共同的种族、信仰、



这个领袖①应当动员整个民族以对抗极端的恶，并通过将其个体

成员置于牺牲和死亡的命运前来融合他们。对施密特而言，反对“敌

基督者”权力的斗争要贯彻在“在罗马恺撒·奥古斯都时代上帝的出

现和末世上帝的复临”之间的世代。② 从 １７８９ 年革命以来，这场反对

敌基督者的斗争阵营因其党派性而被分解———支持救赎而反对启蒙，

支持权威而反对无政府主义，支持对上帝的顺从而反对人类的自我赋

权和进步主义。

当然，卡尔·施密特的神学法西斯（ｃｌｅｒｉｃｏｆａｓｃｉｓｔ）“政治性”观念是

过去的事情了，但是它是对所有试图复辟政治神学的人的一种警告。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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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共同命运和传统所决定的———换言之，是由归属特征所决定的（ｉｂｉｄ．，ｐ． ２５８）。
与此相应，施密特具有一种集体主义的、平民主义的民主观念———该观念反对

平等主义的个体人权观念，也反对政治的协商观念：“民主的平等是一种实质

平等。因为所有的国家公民都参与到这种实质的组成部分中，他们可以被平

等地对待，在大选中具有平等的投票权，等等。”（ｉｂｉｄ．，ｐ． ２５９；翻译有修正。）但
是人民只能通过赞同来行使其参与权；他们可以通过赞美领袖或者提建

议……或者通过沉默和抱怨来否定赞同，来表达其同意或者反对（ｉｂｉｄ．，ｐ．
２７２）。这些理论的活动是第一种有问题的决定的结果。施密特将自由主义宪
法———反对其与大众主权和人权的关联———剖析为“政治的”和“宪法的”部

分。这使得施密特将一种认同论的民主观念作为宪法上层建筑之下的“基

础”。他要求法律只对政治有轻微的束缚。任何紧急状况下的国家都表明，

“法治”受到政治的支配，也即受到民族真实自我主张的支配。最终领袖和民

族，在其领袖的人格中，必须要决断谁是敌是友。“政治性”的意义并不属于斗

争本身，而在于政治领袖“区分敌友”的能力以及民族为主张其生活方式而进

行战斗的意愿。这种存在主义的解读继续分有了“政治性”传统概念的本质。

当然，人民的集体认同不再被以主权国家的合法名义所否定，而被政治浪漫主

义的种族—民族概念所否定。然而，继承、传统和语言的共有特征并不能凭借

单单凭借其假定的有机本质来确保社会团结。相反，政治领袖必须持续地动

员民族以对抗外部或内部的敌人。在《宪法理论》发表后几年，“政治性”概念

为纳粹运动所接纳，它假定了一种更为威权主义的形象。

此处作者使用的是德文 Ｆｕｅｈｒｅｒ一词，具有领导、领袖的含义，但通常用来指称
第三帝国的元首。———译者注

Ｓｃｈｍｉｔ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 ＩＩ，ｐ． ８６．
参见对施密特的评论：Ｊａｃｏｂ Ｔａｕｂｅｓ，ｅｄ．，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ｔｈｅｏｒｉｅ ｕ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ｅ
（Ｍｕｎ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 Ｆｉｎｋ，１９８３）。



另一方面，今天这些尝试的动机还在继续。约翰·罗尔斯的政治自由

主义还没有让对一种批判的、后形而上学的政治神学的反对彻底沉

默，①即便是在今天，一种更不引人注意的、要为拯救民主和法治的公

共的宗教基础的动力还在流行。② 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一种进步论的

“对政治性的否定”的诊断看来还没有被驳倒。剩下的担忧可以简述

如下：对人类尊严的不可侵犯性的尊重，以及更为普遍的、对规范性问

题重要性的公共意识，如何能在面对日益增长但又被削弱的、对我们政

治共同体的社会整合的系统压力时，能够保持活力？③

４．古典契约论传统取消了“政治性”概念与宗教的一切严肃关

联———与之形成对比，罗尔斯认识到，公民社会中宗教角色的政治影响

问题，还没有被政治权威自身的世俗化所解决。国家的世俗化不同于

社会的世俗化。这也解释了，直到今日，在宗教圈子中还存在着一种难

以察觉的不满———即宪法原则的合法化“只能出自理性”。

虽然自由宪法是如此设计，以保证所有宗教群体在公民社会中的

平等自由域限，但同时它也要防止有责任做出集体的、有约束力决定的

公共团体受到任何宗教的影响。同样是那些被明确赋予实践其宗教权

利，并作为公民过虔敬生活的人，要参与民主进程，但其结果又不能受

到任何宗教的“毒害”。世俗主义（ｌａｉｃｉｓｍ）假装已经解决了完全将宗

教私人化的悖论。但只要宗教团体还在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中扮演至

关重要的角色，协商民主既是那些宗教公民，也是那些非宗教公民公开

运用其理性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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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比较由约翰·莫茨和尤尔根·莫尔特曼提出的新政治神学的计划：Ｊｏｈａｎ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 Ｍｅｔｚ，Ｆａｉｔｈ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Ｂｕｒｎｓ ａｎｄ Ｏａｔｅｓ，１９８０）；Ｊüｒｇｅｎ
Ｍｏｌｔｍａｎｎ，Ｔｈ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Ｈｏｐｅ（Ｌｏｎｄｏｎ：ＳＣＭ，１９６７）。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ａｙｌｏｒ，“Ｄｉｅ 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 ｄｅｓ Ｓｋｕｌａｒｉｓｍｕｓ，”ｉｎ Ｒａｉｎｅｒ Ｆｏｒｓｔ，Ｍａｒｔｉｎ Ｈａｒｔ
ｍａｎｎ，Ｍａｒｔｉｎ Ｓａａｒ，ａｎｄ Ｒａｈｅｌ Ｊａｅｇｇｉ，ｅｄｓ．，Ｓｏｚｉ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ｕｎｄ Ｋｒｉｔｉｋ（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２００９），ｐｐ． ６７２－６９６．
Ｌｕｔｚ Ｗｉｎｇｅｒｔ，“Ｗａｓ ｉｓｔ ｕｎｄ ｗａｓ ｈｅｉｔ ‘ｕｎｖｅｒｆüｇｂａｒ’？”ｉｎ Ｆｏｒｓｔ ｅｔ ａｌ．，Ｓｏｚｉ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ｉｅ ｕｎｄ Ｋｒｉｔｉｋ，ｐｐ． ３８４－４０８．



诚然，只要政治神学试图保留任何国家权威的元社会含义，“政治

性”概念就还是一份可疑的遗产。在自由民主中，国家权力失去了其

宗教场域。而且，在持续的多元主义的立场看来，很难看出在怎样的规

范性基础之上，迈向国家权力世俗化的过程还能逆转过来。这反过来

需要对宪法要旨和民主进程———以中立的方式来面对相互竞争的世界

观的认识断言———的结果的合法化。今天仅存的合法性是民主的合法

性。要用某些可能“更根本”的宪法理由去替代它或者补充它的想法，

基本上意味着蒙昧主义（ｏｂｓｃｕｒａｎｔｉｓｍ）。然而，这并非拒斥约翰·罗尔

斯的伟大洞见：自由宪法本身不能忽视宗教在公民社会中能对民主进

程做出的贡献。

因此，即便是自由社群的集体认同也不能免于宗教和非宗教公民

的政治互动这一事实的影响———如果他们相互承认彼此是同一民主社

群的平等成员。① 在此意义上，从国家转移到公民社会的“政治性”，还

保留了与宗教的关联。相互竞争的教义和世界观的重叠共识的概念在

此并非首要的。罗尔斯提出，借用其“理性的公共使用”的理念有希望

解决，宗教在公共领域中的恰当角色能对我们称之为“政治性”———不

同于政治和政策———的理性解释所有贡献。

唯一超越了行政政治和体制化权力政治的元素，起源于交往自由

的无政府主义使用———它自下而上地保证了公共交往的非正式流动大

潮的活跃。只有通过这些渠道，必不可少的、非原教旨主义的宗教团体

能够变成在一个民主的公民社会核心的转化力量———所以当宗教和世

俗声音之间的摩擦引发了对规范性问题的争端时，他们也因此激发了

对其重要性的意识。

５．罗尔斯提出了公共领域中宗教的相当受限的角色，以此引发了

一场热烈的讨论：“理性的大全理论（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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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查尔斯·泰勒令人信服的分析：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ａｙｌｏｒ，Ａ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Ａ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尤其是第 １５ 章，第 ５３９ 页以后。



或非宗教的———可以在任何时刻被引入公共的政治讨论———如果在恰

当的时候，正当的政治理性表明，无论大全理论引入什么，那都足够充

分去支持它所要支持的东西。”①这个罗尔斯式的“附加条款”已经遭

到了经验的反对———很多公民在采取政治立场时，不能或不愿意对以

宗教语言表达和以世俗语言表达意见进行所要求的区分。此外，罗尔

斯还面对规范性的反对，即自由宪法———它本身也保障了宗教的生活

形式，不能给宗教公民强加这样一个额外的、也因此是不对称的负

担。② 我们能够以一种不同的互补翻译的附加条款来回应对这两种

反对。

按照这个建议，所有公民应当能够自由决定，他们是否在公共领域

中使用宗教语言。如果他们要这样做，那么他们就要接受，宗教表述的

潜在真理内容在进入议会、法庭或行政实体并影响其决定之前，必须被

翻译成所有人都理解的语言。不同于要求所有公民都要清除其公共评

论和意见中的宗教修辞，应当在政治场域中的非正式交往和政治团体

的正式协商之间———它要让步于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定，建立一个体

制性过滤。这个建议确保了自由的目标———即所有合法的、可实施并

且公共批准的决定，可以以一种所有人均能理解的语言得到表达并正

当化，而不用在每个来源处都限制公共声音的复调多元。可以肯定的

是，宗教公民的“单语”意见依赖于协作的其他公民的翻译努力，如果

他们不是装聋作哑的话。

但这样一套规则不能再增加不对称的负担。那些自认为是宪政民

主忠诚成员的宗教公民必须接受翻译的附加条款———它是国家权力的

中立面对相互竞争的世界观时所要付出的代价。对世俗公民而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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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ａｗｌｓ，“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ａｓｏｎ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６４
（Ｓｕｍｍｅｒ １９９７）：７６５－８０７，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ｔ ７８３．
对这些反对的总结参见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ｉｎ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 Ｃｉａｒａｎ Ｃｒｏｎｉ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２００８），ｐｐ． １１４－１４７。



样的公民伦理也包含了一种互补的负担。对所有公民相互的义务———

包括宗教公民———从一开始，他们就有义务不去公开地将宗教对政治

观点和意志形成的意见视为单纯的杂音，或甚至是废话。① 世俗和宗

教公民必须平等地在其理性的公共运用中相遇。对民主进程而言，一

方和另一方的意见都同样重要。

因此，这样一种要求颇高的、不能通过立法强加的认知心智形态，

被认定为对双方有效的。② 这种与公民伦理相关的期望是否能被实

现，取决于互补的学习过程。对宗教一方而言，理性的公共使用需要一

种反思意识：

它以理性的方式将其自身与相互竞争的宗教相联系；

它将关乎此世知识的决定留给体制化的科学；

它要使人权道德的平等主义假定与其宗教法则相协调。

另一方面，与赋予了平等权利的宗教公民的话语相遇，要求世俗方

面对世俗或后形而上学的理性进行类似的反思。充满活力的世界宗教

可能成为“真理内容”的承担者，这对世俗公民而言绝非给定的。对每

个人同样尊重的道德的宗教起源的谱系学意识，在此语境中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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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立的观点参见 Ｃｒｉｓｔｉｎａ Ｌａｆｏｎｔ，“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３５（２００９）：１２７－１５０：“允许有信仰的公民在非正式的公共领域
中使用其排他的宗教理性的推论是，世俗公民必须限制其‘世俗立场’……与

宗教公民不同的是，他们不应当公开地使用其真实信念，如果这些信念碰巧是

与宗教主张的真理相矛盾的”（第 １３５ 页）。姑且不论宗教有效主张的“真理”
在此没有受到质疑，宗教表述的潜在的、可翻译的真理内容，将世俗主义排除

在理性的公共使用之外，事实上是对被所有效忠宪法的公民所接受的公民伦

理的一种暗示。世俗主义的公共实践可能意味着，世俗公民并不严肃地将其

他公民———因为其宗教观点———作为其同时代人来对待。然而，这种立场可

能无法与承认的相互性所协调，也不能和话语交换中的交互视角兼容。所提

议的希望可能怂恿世俗公民采取不真诚，这一反对民主进程的话语—理解没

有效力。真实投票行为的动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制于任何管制形式，除此

之外，只有公共表述———即对意见和一致形成的真实贡献是对民主话语的合

法化 权 力 至 关 重 要 的。参 见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Ｄｉｅ Ｄｉａｌｅｋｔｉｋ ｄｅｒ
Ｓｋｕｌａｒｉｓｉｅｒｕｎｇ，”Ｂｌｔｔｅｒ ｆü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ｕ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Ｐｏｌｉｔｉｋ ４（２００８）：３３－４６。
这是我论证的核心，见：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ｐｐ． １３５－１４７。



西方的发展一直以来都受到了哲学的塑造，而这种哲学则持续地汲取

来自于犹太—基督教传统的语义内容；而且，这个持续了若干世纪的学

习过程是否还能继续或者甚至尚未完成，这仍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诚然，卡尔·施密特所害怕的每件事情事实上都发生了：君主的主

权被消解了，去除了实体，被分散到了公民社会的交往流中，而且与此

同时，它假定了程序的形式，它可以支持大选或者大量协商以及不同政

治团体的决定。克劳德·勒夫特正确地认为，主权留下了一片“空

场”。但是在这一民主转型的过程中，“政治性”没有完全失去其与宗

教的关联。

在民主话语中，世俗和宗教公民处于一种互补关系中。双方都参

与到互动中，这种互动可以建构其来源与公民社会土壤的民主进程并

通过非正式的交往网络发展出公共领域。只要宗教团体在公民社会中

还是一股重要的力量，他们对立法进程的意见体现出一种与宗教的间

接关联———“政治性”甚至在世俗国家中得以保存。虽然宗教既不能

被还原为道德，也不能同化为伦理的价值取向，尽管如此它使得对两者

的意识保持清醒。宗教和非宗教公民的理性公共使用，可能在多元公

民社会中促进协商政治，并引发对更广阔政治文化的宗教传统的语义

潜力的恢复。

此外，从“政治性”的民主转型的视角来看，政治神学的末世论刺

激也可以服务于政治理论———它提醒我们在一个现世的维度中提出规

范性主张。① 不同于从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正义社会中获取其正义要

点的“理想理论”，约翰·巴普提斯特·梅兹（Ｊｏｈａｎ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 Ｍｅｔｚ）指出

了罗尔斯意义上的政治正义和圣经意义上的解放正义之间的区别。他

举出了“时间敏感性”的例子。② 只有一种对我们任何现有的自由宪法

的动态理解可以塑造我们对此意识———即民主进程也是一个学习过

３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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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Ｔｈｏｍａｓ Ｐｏｌｅｄｎｉｔｓｃｈｅｋ，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 Ｒａｉｎｅｒ，ａｎｄ ＪｏｓéＡ． Ｚａｍｏｒａ，ｅｄｓ．，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ｐｏｌｉ
ｔｉｓｃｈｅ Ｖｅｒｇｅｗｉｓｓｅｒｕｎｇｅｎ（Ｍüｎｓｔｅｒ：Ｌｉｔ，２００９）．
Ｊｏｈａｎ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 Ｍｅｔｚ，Ｍｅｍｏｒｉａ Ｐａｓｓｉｏｎｉｓ （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Ｈｅｒｄｅｒ，２００６）．



程，这个过程一直被缺失者和可能者的亏欠意识所阻碍。① 任何民主

宪法是也仍将会是一项计划：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在不断变化的历史

条件中，它指向更加彻底的、宪法原则的规范性内容的枯竭。而在全球

层面，人权的普世意义提醒我们，为了一个正在出现的多元文化的世界

社会，需要发展一个宪法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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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Ｃｈｉｓｔｒｉａｎ Ｆ． Ｒｏｓｔｂｏｅｌｌ，“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３４，ｎｏ． ７（２００８）：７０７－７３６．



作为“社会想象”的人类尊严
———论 １９４５ 年后人权与人类尊严宣言的历史意义

［德］格奥格·劳曼（Ｇｅｏｒｇ Ｌｏｈｍａｎｎ）

　 邹丽　 译　 郁喆隽　 校

　 　 中文摘要：人类尊严的概念在 １９４５ 年后获得了新的意义和地位，

本文主要探讨这一历史新方案的历史特征。作者先是就尊严的概念

史、１９４５ 年后涌现出来的关于人类尊严的讨论做了简短介绍，并得出

结论，人类尊严的概念是人权的基础。随后，在解释人类尊严方案的历

史意义时，作者将人权历史解释的施事意义与人类尊严的绝对要求联

系在一起，并讨论了震惊情绪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最后，作

者探讨了“人类尊严作为人权基础”这一方案的历史哲学意义。

关键词：人类尊严　 人权　 新方案　 施事意义　 绝对要求　 震惊

历史哲学意义

１．导　 　 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尊严（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ｗüｒｄｅ）的概念获得了

新的含义与地位。在联合国（１９４５ 年）筹建阶段起草各类决议以及制

定《世界人权宣言》（ＡＥＭＲ，１９４８ 年）的过程中，这一概念常常与人的

权利（即人权概念）一并使用。与至此为止的概念史相比，它自身获得

了一个全新的组成部分：内在地包含了对权利的拥有。“人类尊严”概

５４３



念的这一全新定位，其产生的相关背景是对国际人权政体的重新定义，

因此从解释学角度来看，必须先从与人权相关的新的法律文件入手进

行阐释。① 就这点而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新构想，即人们在对纳粹时

代及其他极权主义独裁统治的野蛮行径深感震惊，并对逃亡者的苦难

和殖民压迫的不公感到激愤后，如何想要理解自身。② 回溯这段历史

我们发现，在对反人类的野蛮和罪行寻求解答之时，一种全新的东西被

制度化了，而当时的直接参与者，对此的意识尚处于萌芽状态。

与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③（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 Ｃａｓｔｏｒｉａｄｉｓ）④的观点

一脉相承，这一历史性的新构想可以被理解为创造社会“根本想象”

（ｒａｄｉｋａｌｅ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的历史事件。由“尊严”的思想史和概念史所引

发，人类尊严这一崭新的、明文颁布的解释，最终作为一个自身不可继

续推导和论证的价值取向而制度化，它自身成为社会制度的辩护理由

和体系准则。根据卡斯托里亚迪斯的理论，我们必须将这一类历史新

开端理解为人类重获历史自主权⑤的时刻。

要理解这一意义非凡的人类新定义，社会必须具备通过想象力和

设想重新设计自己的能力。这一新的解释不是任意产生和凭空而来

的，而是对历史经验的反映以及对业已制度化的意义观念进一步加工

的结果。正如卡斯托里亚迪斯在批判马克思的基础上设计出了“根本

想象”的方案来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过程与异化经验，在我看来，

关于人类尊严的新解释，是在体验到纳粹专制和极权主义的野蛮的基

础上所做出的回答。同时，正如卡斯托里亚迪斯所述，“根本想象”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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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许多当代学者都持同样的见解，参见 Ｊｒｎ Ｍüｌｌｅｒ ２００８，第 １１９—１２０ 页以及
Ｓｔｅｐａｎｉａｎｓ ２００３。
参见 Ｍｅｎｋｅ ／ Ｐｏｌｌｍａｎｎ ２００７；Ｌｏｈｍａｎｎ ２０１０ａ。
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１９２２—１９９７）是希腊裔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
和精神分析学家，主要代表作有《社会的想象性建构》（Ｔｈｅ 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译者注
参见 Ｃａｓｔｏｒｉａｄｉｓ １９８４。
关于该问题请参见 Ｃａｓｔｏｒｉａｄｉｓ Ａｎｇｅｈｒｎ １９８４ 中的解释。
Ｃａｓｔｏｒｉａｄｉｓ １９８４，第 ６０３ 页。



制度化过程十分繁复，它意味着要对历史传承的概念进行重新解释，意

味着制度、价值、行为方式以及情绪调节发生根本变化，同时又要能完

全接受合理的启蒙与辩解；与此类似，人类尊严的新想象也有一个复杂

的前后发展史，我们可以且必须从不同的维度对其进行考察和解释。①

接下来我要谈的是对这一历史性的新想象的历史特征的解释。我

们应该如何理解它，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它的进

程，都有哪些历史意识与此相关？要回答这些深入的问题，需要做大量

的预先解释。我曾在多篇文章中尝试展开这一工作，在此，我想先概述

一下尊严的概念史，然后就 １９４５ 年新出现的关于人类尊严问题的讨论

做一个简短介绍。我迄今为止思考的结果可以归纳如下：我认为，人类

尊严的概念是人权的“基础”。每一个人与生俱来都拥有同样的人类

尊严，这“保障”了人对人权的拥有②，并激发了以思想为指导的共和实

践逐步但并不稳定的发展。根据共和实践思想，世界上的所有人都以

同样的方式被视为人权的承受者和创作者③，承认他们的人类尊严，就

必须赋予他们人权。这一复杂的过程应该规范地来加以理解，而且同

“人权”概念一样，应该从道德、法律和政治角度来进行详尽剖析。④ 不

过接下来我要谈的，主要是对该方案历史意义的解释。首先需要将人

权的历史解释的施事意义与人类尊严的绝对要求联系在一起，然后，结

合《世界人权宣言》（ＡＥＭＲ）诞生背景中震惊情绪所起的作用，来处理

从历史哲学角度解释的“人类尊严是人权的基础”方案的历史意识。

我的论证当然只是理解该问题的一种初步尝试，尚需要在其历史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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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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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遗憾的是，当时我还没有拜读汉斯·约阿斯（Ｈａｎｓ Ｊｏａｓ）的解读，他是从社会学
的角度将这一过程解读为“人的圣化”。约阿斯将以尊严约阿斯为目标对人进

行评价的复杂普世化过程作为“价值的普及推广”（Ｔ． Ｐａｒｓｏｎｓ）来论证，并从
“制度”（此处：法制）、“价值”（此处：道德）和“操作方法”（此处：共和实践）的

维度来重述它；他尝试着将人的尊严与人权的关系理解为“个体圣化的动态过

程”。主要参见 Ｊｏａｓ ２０１０ 和 Ｊｏａｓ ２０１１。
参见 Ｌｏｈｍａｎｎ ２０１０ｂ。
参见 Ｌｏｈｍａｎｎ ２０１１。
Ｌｏｈｍａｎｎ ２０１０ｃ．



和概念—论证推论中进行进一步的修正与深化。

２．尊严概念的历史：“一般”与“特殊”尊严

“尊严”、“人类尊严”的概念史错综复杂，其典型特征是曾有过许

多摒弃与延迟，请恕我在此不能一一详述。① 为了说明这些思考的目

的，我想在此仅简略介绍其特征。

粗略地说，要将人之为人的一般尊严的概念史（从斯多葛学派到

康德）与社会的、等级的以及建立在荣誉基础上的特殊②尊严的概念史

区分开来。在这两个概念史中，“尊严”都意味着高度评价一种自由

的、自我决定的状态。获此殊荣的人由此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等级，而它

对获此殊荣的人及其他人亦要求一种特殊的推崇和尊重。关于人的一

般尊严的构想，有着形形色色的论证———比如人类因为他们在宇宙中

的位置、他们的理性、他们的创造力或他们被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而共

同拥有尊严；完全与上述种种论证无关，这里的尊严仅与相应的义务

（对自己、对他人或者对授予尊严的机构）联系在一起，而没有相应的

权利。同样经由种种不同论证、评价各不相同的特殊尊严的构想（比

如通过自己的成就、通过等级出身或者由于从属于某一团体），表达的

是在一个特殊群体里的特殊地位和等级———它也因此常常可以被理解

为荣誉；它同样以自身义务、以与其等级和尊严相符合的行为方式准则

为典型特征，然而同时又拥有面对他人时的特权。两个概念传统中的

种种构想常常并行不悖，人的一般尊严对各个特殊等级方案并无影

响。③ 然而，如同启蒙运动以降人的自由作为一般的、越来越表现为道

德层面上的价值取向而赢得社会影响一样，试图从不同的社会阶级、等

级和特权来论证的特殊的社会尊严方案，也面临着自我辩解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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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请参考我在 Ｌｏｈｍａｎｎ，２０１０ａ中的概述以及那里引用的文献。
人们也常常使用“限额的”尊严的概念，但我认为这一说法容易误导。

参见 Ｋｏｎｄｙｌｉｓ，１９９２，第 ６５１ 页。



所有的人从一定层面上来讲都是平等的，每个个体都只因为生而为人

就拥有平等的、基本的价值，且这与他的特殊社会地位无关，这被从道

德上表现出来，并且成为了法律和政治的自然法或理性法基础。自由

与平等的理念，如今被要求要面向所有人。然而此时，只要这些启蒙理

念体现在尊严概念中———正如康德那样———它们就直接与对自己和他

人的义务相关，而不再是权利的载体。自从法国大革命爆发以来，这些

理念在 １９ 世纪又进一步拓展为追求“符合人类尊严的生活”的社会诉

求，尽管大多数情况下，它不过是以否定的形式来抗议那些与人类尊严

不符的生活条件。

３． １９４５ 年后的“人类尊严”：对极
权下的野蛮行径做出的回答①

　 　 １９４５ 年，由于全世界都为纳粹的残暴行径和日本的战争狂热所深

深震惊，“反人类罪”的国际法罪行，被写入了纽伦堡和东京审判的《国

际军事法庭伦敦章程》中。这样一来，一个凌驾于国家法律体系之上

的规约得以确立———尽管当时争议不休，它后来还是成为了国际刑事

法院的规约，并通过 ２００２ 年生效的《罗马规约》②得以具体化。如同战

胜国将“反人类罪”表达为全球通行的规范一样———在此汉娜·阿伦

特（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将“人道”（ｈｕｍａｎｉｔｙ）的德语说法译为“人类”

（Ｍｅｎｓｃｈｈｅｉｔ）③———在联合国成立阶段，政治委员会也要求国际法规则

是全球通行的规范。尽管哲学专家代表在起草文件时起到了协助作

用，然而最终设计出人类尊严构想的并非伦理哲学家，而是政治家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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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部分是对 Ｌｏｈｍａｎｎ ２０１０ｂ的部分内容的修订；也可参考 Ｐｏｌｌｍａｎｎ ２０１０。
指《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该规约于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在意大利罗马的外
交会议上获得通过并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规约缔约国达
到 １０８ 个。国际刑事法院正是根据该规约而建立的。———译者注
Ａｒｅｎｄｔ ２００４，第 ３９９ 页。



学家。他们既不能简单地将已有的国家法规拿来为己所用，同时在他

们看来，要反思纳粹系统化的残酷行径、二战所引发的民不聊生、越来

越引起人们侧目的斯大林主义的野蛮残忍以及日本的侵略占领，通行

的道德反抗规范如“自由”、“平等”、“公平”、“团结”或“慈善”，还远远

不够。虽然用上述规范来为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暴行分类是可行的，

然而对上述残酷暴行的震惊①让参与者们觉得，普通的道德愤慨还不

够深入与全面，不足以向这些对人类做出的野蛮罪行给出一个恰如其

分的答案；也正因如此，人权和人类尊严的概念，获得了新的、更广泛的

涵义。②

从尊严概念的复杂历史出发，站在不同的文化、道德和政治立场

上，它可以作为一个范畴为向全球宣告的人权提供一个统一的依据与

准绳。因此，查理·马利克（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ａｌｉｋ）———《世界人权宣言》（ＡＥ

ＭＲ）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曾谈到过：“（他）指出，按照他的意见，秘

书处的文件没有清晰明确地强调人类尊严。他觉得，这应该作为前言

的基本基调。他说，秘书处为前言所提的建议中所列举的四条意见十

分精彩，然而即便全部被采纳，它们依然未能成功地解释，什么对人类

来说才是独特的、基本的和人性的。”③违反人道的罪行被作为违反人

类权利与尊严的罪行，从概念上就更容易理解。

这一全新的定义产生的背景是对人权做出了新定义，人权在国际

上首次作为国际的规范被宣布。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尊严的概念似乎

是一个全面而恰当的范畴，它最初在概念上显得比较含糊而抽象。黎

巴嫩的代表马利克也这样认为：“宁可冒含糊的风险也不可过于详细。

考虑到人类对纳粹野蛮行径的反应，他觉得这些表达（尊严、侮辱）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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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下面的论证中（第 ５ 部分）还将谈到震惊一词的特殊含义。
Ｒｏｌｆ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依据奥斯维辛而谈到道德的“物种断裂”（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２００５，
第 ２５ 页及之后）；还可参考 Ｍｅｎｋｅ ／ Ｐｏｌｌｍａｎｎ ２００７，第 ４５ 页及之后。
转引自 Ｋｒ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２００８，第 １９３ 页。



该包含在条款当中。”①

在马利克时代起草的国际法律文件中，这一点被清楚地体现了出

来。依据两次大战给人类造成的那些“无法言说的痛苦”，１９４５ 年的联

合国宪章重申“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的信念”②。“鉴于对人

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１９４８ 年的《世界人权宣言》（ＡＥ

ＭＲ）同样在其前言中宣布了国际体系新的规范性标准，即“对人类家

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③。《世界人权

宣言》的第一条则清晰地表达出了代表人类尊严大讨论新开端的典型

特征———将人类尊严与人权联系在一起：“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

利上一律平等。”

在德国，国际上的这些关于人权与人类尊严的讨论方式激起了强

烈反响，当然，因为德国历史直接与此息息相关，这些话题也就不由自

主地产生了。④ 经过议会委员会复杂的辩论，《德国基本法》的第一条

第一款同样写道：“人类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类尊严是一切

国家权力的义务。”第二款又补充道：“德国人民因而［此处的强调是我

加的，格奥格·劳曼］信奉不可侵犯的和不可转让的人权是所有人类

社会、世界和平和正义的基础。”这样一来，人类尊严的理念被有理有

据地与权利的理念联系在一起，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当时的参与者

们已经对人类尊严概念的这一新构想有所意识。⑤ 在议会委员会中，

尊严的概念也被理解为一个开放的概念，允许各式各样的解释，“第一

个人可以从神学角度来理解，第二个人可以从哲学角度来理解，第三个

人可以从伦理角度来理解”，这使得它如特奥多尔·豪斯（Ｔｈｅｏｄｏｒ

Ｈｅｕｓｓ）的名言所指出的那样，成为了一个“未经解释的命题”。为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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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 Ｋｒ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２００８，第 １９６ 页。
Ｂｕｎｄｅｒｓｚｅｎｔｒａｌｅ，１９９９，第 ３８ 页。
同上书，第 ５２ 页。
参见 Ｌｏｈｍａｎｎ ２０１０ｂ，第 ４８ 页的其他论述。
Ｋｒ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２００８，第 １９５ 页及下页。



概念上注明“尊严”的这一新的使用方式，我在此使用了“人类尊严”这

一概念。

人类尊严这一概念的其他规定，我们可以从法律文件中解读出

来———１９４８ 年之后，它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法律文件中来。迈克克鲁

登（ＭｃＣｒｕｄｄｅｎ）在一篇国际人权文件的分析中，总结出了最简单的人

类尊严方案的三个基本要素：第一个要素是“本体论”所要求的，即每

个人都与生俱来拥有人类尊严；第二个要素则是将人类尊严从“理性

上”理解为“内在的价值”，它要求获得他人的承认、尊重和支持，通过

它一些行为方式被从法律上禁止，另一些则得到支持；最后的第三点，

它与限制国家权力的要求联系在一起。迈克克鲁登的表述是：“国家

应该被视为为了个体人类而存在，而不是相反。”①

人类尊严以其普遍被承认的价值取向而将一些规范理念，如自由、

平等和所有人的符合人类尊严的生活，同“主观权利”的理念结合到了

一起。它以此实现了人权一些普遍的、形式上的特征，例如普世的、个

体的、平等的和绝对的②，它同样也与人权的载体联系在一起。相应

地，每一项人权与基本权利的历史性开放目录都表达了，尊重、保护与

保障每个人的尊严意味着什么。与之相应的法律义务的接受对象则是

各个主权国家、国家联合体，借助“第三方作用”时也包括处于人际关

系下的人们。

人类尊严的概念之所以能获得它的新的、突出的地位，不是作为一

个伦理哲学概念，而是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或者说，作为一个法律准

则。它所创立和论证的并非道德义务，而是人权和与之相应的法律义

务———这些法律义务以人权为中介并求助于国家机构。

人类尊严与人权是这个新的历史想象的决定性要素，它是对极权

统治的野蛮做出的回答，它要表达的是，世界上的人民希望，人类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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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ｃＣｒｕｄｄｅｎ，第 ６７９ 页。
参见 Ｌｏｈｍａｎｎ １９９８ｂ。



如何作为人类来理解自我，人类必须如何被从法律上获得承认。由于

任何一种残暴行径都不应该重演，政治上在法律文件中被宣布的一般

的人类尊严现在作为一种先于宪法的法律准则在起作用，它以一种启

蒙的方式建立了“基础”，每个人都凭借他的人类尊严而拥有平等的、

个体的人权，而所有法治政体要获得合法性，都必须满足这些要求。①

我将人类尊严的这一新功能解释为法律保障的力量②，它会引向（国家

的和全球的）共和实践的规范要求。在这一共和实践中，每个个体都

可以作为法律规范的承受者和制订者而被承认并付诸行动，而他们以

法律规范来组织共同的生活。③

４．人权宣言的施事意义与
人类尊严的绝对有效性

　 　 如果人类尊严的新含义归结于一个历史事件———也就是 １９４８ 年

的《世界人权宣言》的话，那么它又如何与人类尊严的绝对要求相符合

呢？很显然的是，人类尊严并非人的自然（生物）属性或能力。人类尊

严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产物，每一个人与生俱来就拥有它，它是个体

的、平等的、普世的和绝对的。人类尊严赋予了人类一个值得承认的价

值和一个卓越的地位。根据这一地位，人成为了人权的拥有者。因此，

从形式上来看，人类尊严是一种价值④，然而，这又是一种特殊的价值。

它的（最主要的）特殊之处在于以下两种看法之间的张力：其一是，人

类尊严是一种绝对有效的价值，换言之它只源于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生

而为人；其二是，之所以这般，只是因为人类希望如此，只是因为他们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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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认为人的尊严的理念是道德内容的“源泉”，道德内容应该转化为法

律，并且在 １９４５ 年之前已经起到类似的效果———至少是隐秘的。参见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２０１０。
参见 Ｌｏｈｍａｎｎ ２０１０ｂ。
参见 Ｌｏｈｍａｎｎ ２０１１。
Ｐｅｔｅｒ Ｓｃｈａｂｅｒ与此看法相反（参见 Ｓｃｈａｂｅｒ ２０１０，第 ９７ 页及以下）。



认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这背后隐藏的是任何价值理论的老问题①：价

值是出于自身，还是价值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别人如此评价它？一种

情况是，价值本身具有一种客观与绝对的状态：因为某种东西具有价

值，所以它被依据它的价值而获得承认、尊重和珍视；另一种情况则是，

某个东西具有价值，因为它是被如此评价的，此时价值具有的是一种相

对的状态。这两种情况看似毫不相干，然而正是基于这一点，才决定了

“人类尊严”的价值在概念上与形式上具有独特性。

假定“人类尊严”的绝对价值来“解除”这一张力，原因在于赋予这

一价值的评估具有独特性。我认为，人类尊严之所以可以作为一种绝

对的价值，是因为由各民族代言人代表的人类社群希望，人类应当拥有

一种绝对的、即从人类存在本身而来的、不可转让、同时也不可失去的

人类尊严。甚至在他们不被承认、不被尊重的情况下，他们依然拥有人

类尊严。这一愿望在公开的宣言文件中体现了出来：在《世界人权宣

言》中，以及随后签署的国际人权条约中———部分条约是在前者的基

础上起草的。从这一角度来说，“人类尊严”这一概念作为法律概念，

其语义内涵、概念地位和功能是施事行为（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ｒ Ａｋｔ）②的结果，

并由政治设定③。此处的“设定”（Ｓｅｔｚｅｎ）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设定是

“设定的扬弃”从而“成为前提”（Ｖｏｒａｕｓｓｅｔｚｅｎ）④。这是一个决定性的

行为，如我们的回顾所示，它为所有国家权力（国家和国际意义上的）

的合法性资格建立了一个新的规范基础。

这种施事意义同样也是历史上首批人权宣言的典型特征，无论是

当时还是现在，它都需要哲学上的启蒙。尤尔根·哈贝马斯（Ｊüｒｇ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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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参见 Ｓｃｈｎｄｅｌｂａｃｈ ２００９。
Ｄｉｅｔｅｒ Ｂｉｒｎｂａｃｈｅｒ 如此命名我的研究，Ｄｉｅｔｅｒ Ｂｉｒｎｂａｃｈｅｒ ２０１１，第 ９７ 页。同时可
参考 Ｍａｒｔｉｎ Ｏ’Ｍａｌｌｅｙ，《人的尊严———一个施事的定义》（见本书）。
与此相连的规范化要求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论证，而是继续需要并且必须从道

德上得到论证。

Ｈｅｇｅｌ １９６９，第 １５ 页。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令人印象深刻地总结出了“美国和法国人权‘宣言’的不同

意义”①。其中他引述的埃贝·西哀士（Ａｂｂé Ｓｉｅｙèｓ）②关于“哲学家与

政治家的工作分工”的引言，对于 １９４８ 年同样适用：“如果所有人都

能符合事实地思考，那么最大的改变也不会碰到任何困难———只要

它成为公共利益的对象。我除了用尽全身力气来传播真理，以此开

辟道路，还能做什么更好的事情呢？开始的时候人们认为这是错误

的，逐渐地 ［……］这成为了公众舆论，最终，那些最初被当作美妙幻

想的东西，在执行过程中成为了原则。”③西哀士在这里暗示的是自然

法理念，人类“生来”就是“自然权利”的载体，自然权利指的是基本的、

平等的和普世的权利。门克（Ｍｅｎｋｅ）和珀曼（Ｐｏｌｌｍａｎｎ）④指出，这一历

史上的新信念在宣言中有了其政治表达，它们同时也是建国文件和

“民主自治政府”⑤的立宪文件，因此同时也赋予了公民权和人权。

在 １９４８ 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对人类尊严的规范化引证取代了民

主自治政府的政治筹建文件：其要求的“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

尊严的承认”（前言），本身就被理解为是对经历过的野蛮做出的

回答。

随着人类尊严概念获得了新定义与地位，它本身也成为了规范性

起源和这一领域中所有合法价值的准则（ａｘｉａ）：所有国家权力都必须

通过人类尊严的法律属性来获得评判，即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否得到

了同样方式的、无条件的对待；并且所有国家权力也必须如此来组织，

从而使之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一要求已经无法通过援引“自然”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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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１９７１。
此处指埃马纽埃尔－约瑟夫·西哀士（法语：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Ｊｏｓｅｐｈ Ｓｉｅｙèｓ，１７４８ －
１８３６），法国天主教会神父，法国大革命、法国执政府和法兰西第一帝国的主要
理论家之一。———译者注

Ｅ． Ｓｉｅｙèｓ，Ｗａｓ ｉｓｔ ｄｅｒ Ｄｒｉｔｔｅ Ｓｔａｎｄ？（《何为第三等级？》），Ｂｒａｎｄｔ 主编，Ｂｅｒｌｉｎ
１９２４，第 １２２ 页；转引自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１９７１，第 ９５ 页。
Ｍｅｎｋｅ ／ Ｐｏｌｌｍａｎｎ ２００７，第 １６８ 页及以下。
同上书，第 １６７ 页。



性”的看法（如在自然法和理性法中依然在做的那样）来辩护，而是以

由宣言开启的、经制度化希望的并且公开作为法律基础所生效的人类

尊严的规范化解释为支撑———它赋予每个个体作为人的不可失去、不

可转让的人类尊严，而这与他获得的社会认可程度无关。这些特殊性

显示，“人类尊严”的提法拥有一种绝对的价值。

这一公开宣言的历史的、施事的行动同时也与情绪以及一种特定

的历史意识联系在一起，我将在下文段落中就此做进一步的解释。但

这些因素并不能取代内在的、道德的论证要求①，对其相应的普世的、

平等的适用性的要求，必须经过检验和辩护。②

５．论震惊（Ｅｎｔｓｅｔｚｅｎ）在新构想的
历史事件中的角色

　 　 人权宣言的施事行为与人类尊严的新定义，是由人类对发生过的

极权统治和二战野蛮的极度震惊所激发而诞生的。我们已经提到，由

于这种极度震惊，宣言的制订者认为，一个某种程度上普通的道德反抗

已经不够有力、不够恰当。因而，如果能够更清楚地分析出这种震惊的

特殊特征，就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一新构想的历史特征。

震惊介于忧虑与畏惧之间，属于情绪化的反应这一类别，这类词表

达的是我们对于各种各样的坏事所做的反应。事情越是糟糕，发生得

越是突然，降临在我们身上或威胁到我们时越是出其不意，激起的反应

就会越大、越激烈。从哲学概念上，我们可以将之区分为“情绪”（Ａｆ

ｆｅｋｔｅｎ）和“心境”（Ｓｔｉｍｍｕｎｇｅｎ）：前者是对特定事实的反应，后者则是

一般意义上我们对我们的整体处境的反应。③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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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持与 Ｂｉｒｎｂａｃｈｅｒ ２０１１ 不同的观点。
参见 Ｌｏｈｍａｎｎ ２００８。
我是在参考 Ｅ． Ｔｕｇｅｎｄｈａｔ 的基础上作出这个概念上的区分的，参见 Ｌｏｈｍａｎｎ
１９９３，第 ２６９ 页及下页。



接受情绪与心境之间的许多渐进的过渡形式以及具体的混合形式。比

如说，恐惧大部分情况下指的是一种情绪，它指涉的是某件特定的坏

事，而忧虑则常常不是面对某个特定事物，而是面对一种整体的处境。

然而同时，也存在着不指涉具体事物的恐惧，以及由某个具体事物引起

的忧虑。① 上述情绪与心境的区分只是概念上的，是为了清楚展现某

些特征。

震惊很多情况下建立在比较级的基础上，但自身看上去又无法再

进一步。② 依据海德格尔的理论，我们可以将之区分为对何事震惊，震

惊的实施过程以及缘何震惊。③ 一方面，当罪恶完全为我们所“不熟

悉”时，我们会深感震惊：反人类罪超越了迄今为止一切关于罪恶的定

义，正如联合国宪章所述，它被感受为一种“无法言说的苦难”，已无法

用通常的道德范畴来进行表达和理解。这种令所有迄今为止的反抗和

道德分类都失效的罪恶，让人心生畏惧、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根据海

德格尔，从属于震惊的还有那让人心生畏惧的事物攫住我们时的突发

性。④ 这里的突发性指的是———完全无法预知。纳粹的野蛮不可能被

预知，它的降临看上去是那么不可思议，以文明国度传承的国民意识来

衡量，这场灾难是如此难以置信、突如其来。⑤ 震惊（在其实施过程中）

表达出对让人心生畏惧的罪恶的“不可理解”，在遭遇之初，它让人目

瞪口呆、哑口无言，但同时，它又让人产生第二种主要的情绪：不知所

措。这种不知所措，这种无法冷静，是深感震惊时以及处于震惊状态中

的一种最主要的典型行为。这也显示出，我们可以将这种震惊从概念

上定位为心境。这是因为，震惊的这种感情化的不知所措，抵消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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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请参见 Ｄｅｍｍｅｒｌｉｎｇ ／ Ｌａｎｄｗｅｅｒ ２００７，第 ６３ 页及以下。
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利用这一概念的独特性，比如我们会说“这个蛋糕的味

道太让人震惊”了，以此来表达，它“一点儿也不”好吃。

参见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 １９６７，第 １４０ 页。
同上书，第 １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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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２００４；以及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２００５）。



恶的每一个寻常的界限、定位及其效果和评价，它让人类面对的是他

们处境的整体，之前发生的事情把人类带到了这一处境当中：让他们

面对的是他们作为世上之人的规范的、评估的自我理解的整体。那

不知所措的和无法理解的，是世界的规范性架构（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Ｖｅｒｆａｓｓ

ｔｈｅｉｔ）。至于缘何震惊，则是因为规范的评估标准轰然倒塌，而人们

正是用这些标准来为自己定位的。人类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而

不仅仅是：德国人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这看上去匪夷所思，不

像是人类能做出来的；这一判断通过震惊表现出来，并且激发人去寻

找新的理解：如果他只是沉溺于震惊的瘫痪状态中无法自拔的话，就会

陷入宿命论、抑郁和绝望，或者持一种怀疑态度；而克服了震惊状态，他

就会尝试着去赢得新的理解。① 震惊的经历撕碎了此前存在的、传承

的规范性理解及其论证和布置，对它们提出了极度质疑，人们不再相信

它们的通用性及其作用。克服震惊的方式是寻找和赢得一种全新的规

范性理解。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正是新设计出的基本秩序，

其中关于人类尊严的新定义，正是尝试着为这一秩序提供新的规范化

论据。

在这一新的规范化秩序的背景下，震惊的第一个因素———它所引

起的目瞪口呆、哑口无言，也被克服了。通过新的规范———人类尊严以

及人权，罪恶又可以得到命名、定位和评判，道德反抗又有了概念上的

理解和公共的、有理有据的评判。反人类罪现在可以从道德上和法律

上进行评判，罪犯可以得到审判，震惊造成的沉默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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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为了处理和避免震惊的这种极端影响，还有一些策略也是可能的并且现

实发生过的：否认、视而不见、闭眼、不愿承认是真实的、贬低、美化、相对化。

从美国人让住在本地的人们直面集中营中的暴行时，他们中的某些人所表现

出的这类情绪上的排斥，到战后的人们做出的相对化的情绪反应，再到“历史

学家争论”的情绪背景，都可以观察到这类开脱的、排斥的反应———从另一种

意义上来说，它们同样也是“令人震惊的”。



６．“人类尊严作为人权的基础”

这一方案的历史哲学意义

　 　 《世界人权宣言》开启了一项历史计划，设计了一个“根本想象”①

的方案，为合法的国家和国际政权的秩序模式提供了新的准则，并自此

以后获得了惊人的、远远超出预期的意义与实现。一方面，寻找这一方

案的规范化论证的努力一直在改善与深化；另一方面，人权的制度化展

示了让人印象深刻的活力。如果说在 １９４８ 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中，

所有人还在被宣布拥有同样的尊严与权利（前言和第一条），那么，在

１９６６ 年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中，其前言已分别写道，签署国认识到，“这些权利是源于人

的固有尊严”②。这样一来，“人类尊严是人权的基础”这一方案就在

法律文件中被明确地表达出来并被遵循着。在人权政体的规范基础的

历史解释进程里，这可以作为一个重要里程碑，尽管越来越深入的学术

与哲学著作显示，尚有概念上和论证上的问题悬而未决。尽管如此，人

权在国际上和各个国家中的制度化范围已经越来越广阔，越来越深入。

在庆祝（原文如此！）《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六十周年之际（２００８ 年），大

家已经开始谈及人权令人意想不到的成功史。公众关于人权的话题正

处于一种向着更好方向发展的历史进步意识中，它当然不再是、也不可

能再是经典历史哲学③中那种必要的、不可止歇的进步意识。我希望

从康德的历史哲学出发，将之解释为一种自相矛盾的历史意识④，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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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 Ｃａｓｔｏｒｉａｄｉｓ意义上的，１９８１，第 ２４９ 页及以下。
Ｂｕｎｄｅｓｚｅｎｔｒａｌｅ，１９９９，第 ５９ 页和 ７０ 页。
按照我的理解，“历史哲学”是指对某一历史进程的解释的反思，观察它是如何

在历史意识中表达出来的。

哈贝马斯著作中未受承认的历史哲学至今以一个类似的矛盾为基础，参见 Ｌｏ
ｈｍａｎｎ １９９８ａ。



再要求和认可绝对的明确性，因此只能接受相对的基础，它同时必须为

重实效的进步希望设置前提，即错误地追忆牺牲和玷辱是对人权方案

的持续性拒绝。

康德对历史哲学的假设———人类一直在朝着“更好的”方向“持续

不断地进步”①———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一假设只有在能够对这种

更好状态有实际支持时才有意义。从康德对其历史哲学的产生背景进

行反思的过程中，人们可以很好地看到，这其中不仅包括向着更好方向

进步的源自实践的经验②，而且，我们对历史进程的想象所产生的情绪

也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③ 我们可以将这一发现推而广之，它对

我们所谈的情况也同样适用。在历史哲学各个类型中所表达出的情

绪，是对某种历史意识产生背景的情绪色调做出的回答。笼统地讲，人

们在带有进步假设的历史哲学中会预测一些“积极的”期望情绪，例如

希望、安全感等，而在那些衰落或退化的理论中，获得的则是“消极的”

期望情绪，例如绝望、恐惧等。而回忆的情绪如悲伤和追忆，则因为它

们对过去的复杂定向而既适用于进步假说又适用于衰落假说。

对突破了底限的、让人不知所措的、带有时代特征的震惊情绪的回

答，是上述的人类尊严的“社会想象”方案。它对应的是一个康德式的

重实效的进步希望。然而我们还提到，在震惊所造成的不知所措中，还

有一种消沉反应的可能性———它让人哑口无言、充满绝望。从时间上

来看，它与过去维系在一起，人们不能从已经发生的恐惧中脱离出来，

在面对任何进步希望时，都会提出不断的质疑。然而，它并不一定要在

一种源于绝望的消极衰落意识中表达出来———如霍克海默

（Ｈｏｒｋｈｅｉｍｅｒ）和阿多诺（Ａｄｏｒｎｏ）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所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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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观点下的普遍史的理念》），ＡＡ ＶＩＩＩ，第 ２７ 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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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康德，同上，第 ３０ 页。也请参见 Ｌｏｈｍａｎｎ １９９８ 以及 Ｐｏｌｌｍａｎｎ，即将出版。



它还可以如瓦尔特·本雅明（Ｗａｌｔｅｒ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所述的那样，转变成为

因过去的不公正而让人质疑进步的追忆。①

两种情绪上的反应方式都是源于震惊的经验，也是由其造成的。

在我看来，它们对于人权政体的方案，从某种程度上依然具有引导和决

定性作用；它们彰显了人类尊严的方案受情绪感染的矛盾特征。不过，

我们必须结束这种矛盾的发展，表明其“实用意义”，借用康德的话来

说，就是它对人权方案起决定性作用。我们用规则的道德论证来保障

对历史哲学基本的信任———我们“无论如何”都会成功；规则引导着这

种信任并为其辩护，我们无需因此而谈论人类道德感的改善。在这个

过程中，我们是否如康德和他的继任哈贝马斯所认为的那样，可以用人

类先天的理性能力（Ｖｅｒｎüｎｆｔｉｇｋｅｉｔ）这一（有问题的）假设来作为支撑，

越来越值得怀疑。为了从灾难中吸取教训②，我们除了在法律制度和

政治立宪发展的理性成分上进行建设之外，似乎别无选择。这是政治

法律宪法的历史发展，是一种“合法性产品的繁衍”③，我们以此来为信

任人权方案打好基础。同康德一致，这里的目标同样是建立一个世界

公民社会，从而从历史哲学上实现那从实践角度所希望的、假设上可实

现的进步。为了不在此处只抓取片面的、选择性的以及过于乐观的西

方法律史，必须得注意由震惊引发的可能性的另一面。受本雅明的进

步怀疑论启发而对过去做出的解释可以在此提供答案。从历史哲学上

追忆那未受补偿的过去以及不可逆转的不公———尤其是弥赛亚式的拯

救希望，可以清晰地指出进步论方案的种种不足。对损害和蔑视人类

尊严和人权的行为一再地、不由自主地做出反抗，一直是人权方案发展

中的对位。大屠杀后出现的两种受情绪感染的历史解释之间的冲突，

当然（如果神学思考被包含在内的话）不是和解———即便从历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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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本雅明和霍克海默的相关讨论：Ｐｅｕｋｅｒｔ １９７６，第 ２７３ 页及以下和 Ｈａ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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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１９９８。
康德：《系科之争》，ＡＡ ＶＩＩ，第 ９１ 页。



上来讲也不是；因此，那种自人权政体的方案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的矛盾

也依然无法消除：它要求一种对成功的重实效的希望。然而，挫折、对

那无法消弭的野蛮的回忆、某些可以避免却依然发生着的对人类的不

尊重以及对人权的剥夺，一再地将之引入歧途。因此，从历史哲学上来

看，即便是“人类尊严”的概念，也不像在皮科·德拉·米兰多拉（Ｐｉｃｏ

ｄｅｌｌａ Ｍｉｒａｎｄｏｌａ）①论青年人的热情时将它理解为人的自我授权和自我

创造。相反，“人类尊严”是一个清醒的词汇，是对无所约束的进步以

及过于乐观的人类潜能的急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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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其著作《论人的尊严》（Ｏｒａｔｉｏ ｄｅ ｈｏｍｉｎｉｓ
ｄｉｇｎｉｔａｔｅ）被称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宣言”。———译者注



戈德曼、冉森派和法国大革命的起源

［法］魏明德　 著　 吴雅凌　 译

　 　 摘要：戈德曼（Ｌｕｃｉｅｎ Ｇｏｌｄｍａｎ，１９１３—１９７０）师承卢卡奇，对帕斯

卡尔和拉辛的作品做出了社会学形态的文学批评，并进一步从冉森派

运动中识辨出法国大革命的某种智识起源。晚近的研究不仅调整了戈

德曼所建构的帕斯卡尔的浪漫主义形象，更指出冉森派运动实际促成

了一场持续变化的社会运动。戈德曼探讨了文学作品如何表达诸如

１７ 和 １８ 世纪欧洲“中产阶级”这样起到关键性历史作用的社会群体的

世界观。他的经验论分析尽管有待深入修正，但他就上述方法论所提

出的问题迄今有效。

关键词：法国大革命　 冉森派　 文学批评　 怀疑主义　 中产阶级

阶级意识

戈德曼（Ｌｕｃｉｅｎ Ｇｏｌｄｍａｎｎ，１９１３—１９７０）将卢卡奇（Ｇｅｏｒｇ Ｌｕｋａｃｓ，

１８８５—１９７１）的分析延伸至文学的社会学批评领域（卢卡奇的早期著

作尤其得到了他的赞赏）。他普及了这样一个论点，即一部文学作品

表现了一个由个体组成的群体所共享和表达的世界观（ｖｉｓｉｏｎ ｄｕ

ｍｏｎｄｅ）。在这个群体中，只有个别杰出的成员有能力通过他们的文学

作品提出一种完全成合性的形态和结构：“一切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

均系一种世界观的表述。这种世界观是一种集体意识现象，在思想家

或诗人的意识中具有最清楚的概念的或感知的揭示。思想家或诗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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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作品表述这一世界观，而历史学者又借助世界观这一概念方法研究

思想家或诗人的作品。”他补充道：“一种世界观，恰恰是所有这些促使

一个群体（通常就是一个社会阶级）的成员团结起来并反对其他群体

的诸种愿望、情感和观念的总和。”①戈德曼在研究帕斯卡尔的《思想

录》和拉辛的悲剧时特别阐明了这一观点。在他看来，这两位作者正是

某种典型的“悲剧观”（ｖｉｓｉｏｎ ｔｒａｇｉｑｕｅ）的最完美代表，这种悲剧观来自一

个逐渐边缘化的社会阶级，在当时受到冉森派运动的影响，冉森派的特

征在于“隐蔽”的上帝观，凡人的目光无从深入理解这位上帝的行为。

在本文中，我们将采用戈德曼的解释方法，重新探讨冉森派运动及

其历史意义。在戈德曼之后，有关这一议题的资料研究发生了很大变

化，本文主要参考发表在《隐蔽的上帝》（Ｄｉｅｕ ｃａｃｈé）之后的研究成果。

一、综述：波尔－罗雅尔派、冉森派和
法国大革命的智识起源

　 　 在谈及戈德曼的研究之前，有必要先回顾冉森派运动及其影响。

冉森教义原系一门神学流派，主要表现在对奥古斯丁思想的解释，

要求严格，带有悲观意味。在法国，冉森教义通过围绕波尔－罗雅尔

（ＰｏｒｔＲｏｙａｌ：一译“皇港”）女修道院———包括巴黎的一家修道院和凡

尔赛附近的一家乡间波尔－罗雅尔修道院（ＰｏｒｔＲｏｙａｌ ｄｅｓ ｃｈａｍｐｓ）———

展开的一场精神运动而得到引介和传播。当时在乡间波尔－罗雅尔修

道院附近聚集着一群笃信天主教的文人，发起了运动，他们一般被称为

“波尔－罗雅尔的先生们”或“隐遁者们”（ｌｅｓ Ｍｅｓｓｉｅｕｒｓ 或 ｌｅｓ Ｓｏｌ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ＰｏｒｔＲｏｙａｌ）。这场运动在法国的智识和道德领域引起了极大影响，

并间接反对路易十四的专制政权。最终，路易十四下令将乡间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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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ｓｃａｌ ｅｔ ｄａｎｓ ｌｅ ｔｈéｔｒｅ ｄｅ Ｒａｃｉｎｅ，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Ｂｉｂｌｉｏｔｈèｑｕｅ ｄｅｓ Ｉｄéｅｓ，１９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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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为平地，镇压了运动。帕斯卡尔从始至终拥护这场运动；拉辛则是波

尔－罗雅尔派的学生，据他本人的遗嘱，后来还葬在当地。

传统认为，波尔－罗雅尔派虽属无意，却在法国大革命的酝酿过程

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实还应看到，这场运动的本质曾经发生过深刻

的变化，“从宗教的神秘主义渐次过渡到政治的反抗”①。冉森派究竟

起到何种性质的作用，显得相当有争议。狭义的冉森派政治思想与其

说是纯粹民主的，不如说是“现代性的”（与霍布斯、格老修斯作为现代

性的政治思想家为同一语境）。②

不过，冉森派的反对派指责波尔－罗雅尔的隐遁者们的话为我们

提供了值得关注的视角：反对派说，隐遁者们建立了一个“没有首领的

团体”（ｃｏｒｐｓ ｓａｎｓ ｔêｔｅ）。对当权者来说，精神或智识的亲和所引发的

社会重组比利益驱动的真正的捣乱机制更让人不舒服。巴黎大主教

德·阿尔莱（Ｆｒａｎｏｉｓ ｄｅ Ｈａｒｌａｙ）说：“一个没有首领的团体在国家中总

是危险的。”③每个隐遁者只代表他自己，只向他自己的上帝和良知宣

誓效忠……与此同时，他还与其他同伴保持永久的亲密关系，不是利益

使然，甚至不是因为天性的亲和，而是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身份，也就

是冉森教徒自我宣称的“真理之友”。

在波尔－罗雅尔团体中④产生了三个现象：一是一种建立在与确定

性（ｃｅｒｔｉｔｕｄｅ）的关系基础上的思想模式；二是一种社会角色，即知识分

子；三是一种社群模式，即集体知识分子（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ｅ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ｆ）的圈子。

第一，除帕斯卡尔以外，所有波尔－罗雅尔派成员一致认为，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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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８．
Ｒｅｎé Ｔａｖｅｎｅａｕｘ，Ｊａｎｓéｎｉｓｍｅ ｅｔ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Ｐａｒｉｓ，Ａ． Ｃｏｌｉｎ，１９６５；Ｊ． Ａ． Ｇ． Ｔａｎｓ“Ｌｅｓ
Ｉｄé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 ｄｅｓ Ｊａｎｓéｎｉｓｔｅｓ”Ｎéｏｐｈｉｌｏｇｕｓ，ｊａｎｖ． １９５６，ｐｐ． １－１８．
ＳＡＩＮＴＥＢＥＵＶＥ，ＰｏｒｔＲｏｙａｌ，Ｐｌéｉａｄｅ，ｔ． ＩＩＩ，ｐｐ． １６９－１７０．
波尔－罗雅尔如何确定领地、建立社团机制，并自觉意识到这是一种前所未有
的社团生存经验，参看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ＦＯＮＴＡＩＮＥ，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ＰｏｒｔＲｏｙａｌ，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１６８９—１７００ 年、１７３６ 年发表于乌德勒支）。这是目前最有意义的相关记载和
研究之一。



一个明显的事实，笛卡儿彻底屏弃了古典哲学（有关帕斯卡尔，下文还

会述及）。冉森派思想深受笛卡儿影响，总避不开确定性的诸种前提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ｌａ ｃｅｒｔｉｔｕｄｅ）这一问题，无论涉及救赎、心理学还是逻辑

学问题：假设思考主体是其自身思想的起点，那么该如何确立评判决议

的确定性呢？回答这个问题形同“一边行进一边证明运动本身”：就是

要规避起始的问题，要体验到意识对其所亲临的经验的确定性。这样，

评判过程将成为一个场所，用以测试由思想或行动所产生的（语言学

的或物理学的）符号。团体在舆论上达成一致，同样可以解释为符号：

群体的诸成员之间达成一致，只要他们展开的是理智的讨论，也就是说

远离那些败坏人心和理智的虚假印象、等级特性和权力，那么这就是一

种重新发现天赋知识（ｌｕｍｉèｒｅ ｎａｔｕｒｅｌｌｅ）的确定性的方法。①

第二，正是这种认识体系建立了知识分子的角色及其融入“集体

知识分子”的社会模式。上述的角色和模式扎根于某种与真理和团体

这两种价值相结合的基准中。这些正在成形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波

尔－罗雅尔的先生们）行使着与“良知的专业人士”（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ｎｅｌｓ ｄｅ ｌａ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相当的职责。实际上，帕斯卡尔笔下的“君子”（ｈｏｎｎêｔｅ

ｈｏｍｍｅ）最有助于我们领会这种说法：“通人既不能被称为诗人，也不能

被称为几何学家或其他什么，但他们却是所有这一切人，而又是这一切

人的评判者”（《思想录》，３４）。当然，知识分子直至启蒙时代才真正意

识到自身身份，但早在波尔 －罗雅尔时期，知识分子的角色已初具

雏形。

第三，与真理的关系在新型的团体中得以成型和深化。戈德曼在

这个层面上全面展开了有关“隐蔽的上帝”的分析：对波尔－罗雅尔派

而言，上帝越是隐蔽，教会似乎越是应该明显可见，在上帝和教会之间

聚集真正信徒的意愿因此也越是强烈。作为对上帝不在场的弥补，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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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笛卡儿思想与冉森派思想的关系概述，参见 Ｈｅｎｒｉ Ｇｏｕｈｉｅｒ，Ｃａｒｔéｓｉａｎｉｓｍｅ ｅｔ Ａｕ
ｇｕｓｔｉｎｉｓｍｅ ａｕ ＸＶＩＩｅ ｓｉèｃｌｅ，Ｐａｒｉｓ，Ｖｒｉｎ，１９７８。



尔－罗雅尔的团体在集体文论创作中同样显示了明显的可见性：《致外

省人信札》乃帕斯卡尔依据陆续收到的各种“论文”写成；众多波尔－罗

雅尔代表作均属集体创作（《语法》、《逻辑学》、《信仰之恒在》）；此外，

各类通信和应时作品（“回应”、“解释”，等等）在波尔－罗雅尔文学中

占有绝对重要地位，这也进一步证明波尔－罗雅尔派确乎在追求内在

一致，也因为这样，波尔－罗雅尔文学才能不断深化、明确和稳定，从而

也（持续）不时遭到争议。好些波尔－罗雅尔活动家彼此寄送一份份沉

甸甸的几经推论的“论文”，收到的一方也必定给予一丝不苟的回复。

这样，（个体）知识分子模式与集体知识分子模式并行产生。

在“真理之友”的团体那里，对确定性的基础的笛卡儿式追求，转

化为对某种共享的真理、某种有待实现的共识（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的社会性追

求。这就预告了抛却社会特性（类似于弃绝既有信仰），傅勒（Ｆｒａｎｏｉｓ

Ｆｕｒｅｔ）和柯钦（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Ｃｏｃｈｉｎ）把这一点看作雅各宾式民主的典型范

例的特征①。在法国旧制度下，一个人发言是在特定的场所（也就是他

所从属的社会阶级），而不是在无从界定的“真正的场所”。旧制度不

会给新的“良知的专业人士”设定任何位置。傅勒和柯钦所说的“思想

社团”（ｓｏｃｉéｔé ｄｅ ｐｅｎｓéｅ）———雅各宾俱乐部乃最佳历史范例———早在

波尔－罗雅尔时期已初露端倪。“究竟什么叫做思想社团？这是一种

社会化形态，它的原则是，其成员要想在里面扮演角色，就必须去掉自

身的一切具体特性，去掉自己真实的社会存在。它正好与旧制度下人

们叫做行会（ｃｏｒｐｓ）的形态相反，行会是由如此这般经历的某个行业的

或社会的利益共同体来界定的。对于每一个成员，思想社团的特征只

同观念发生关系，正是在这一点上，它预示了民主的运转机能……它只

是一部用于制造一致舆论的工具，而撇开了此种一致性的内容。”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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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ａｎｏｉｓ Ｆｕｒｅｔ，Ｐｅｎｓｅｒ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ａｎａｉｓｅ，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７８（中译本见傅
勒著，孟明译，《思考法国大革命》，三联书店 ２００５ 年版）；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Ｃｏｃｈｉｎ，
ＬＥｓｐｒｉｔ ｄｕ Ｊａｃｏｂｉｎｉｓｍｅ，ｅｄ． Ｊｅａｎ Ｂａｅｃｈｌｅｒ，Ｐａｒｉｓ，ＰＵＦ，１９７９。
Ｆｒａｎｏｉｓ Ｆｕｒｅｔ，前揭，中译本见第 ２４９ 页，译文略有改动。



种社会式范例（在思想社会中作为范例的雅各宾式民主）对应了一种

理念式范例（从群体诸成员的持续工作中产生的共识的真实产物）。

二、戈德曼和“悲剧观”

戈德曼的分析锁定在这一历史变迁的前期，并以社会学形态的考

察为基础：随着君主专制的巩固，各级法院和司法官员的势力日益削

弱。① １６３５ 年至 １６７０ 年间，穿袍的小权贵阶层的不满情绪渐渐浮出水

面，起先是愤怒，随后转为敌对态度。戈德曼指出，早期冉森派的产生

和发展，与路易十四专制政权的确立完全是并行展开的。不断强化的

专制政权有利于新兴的商人阶层。司法人员大多是花钱买来的官职，

却发觉他们的地位大不如前。他们虽然不可能要求取缔自己赖以生存

的专制政权，但在由这个政权所确立规则的世界里，他们的生活越发不

尽人意。冉森派教义使他们有机会表达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政治和社会

矛盾。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正在成型并快速发展的中产阶级的

诸种矛盾。

冉森派运动通常可以分成好些不同的思想流派。戈德曼的划分如

下所示：

第一，有一派主张，世界本是恶的，人类再怎么努力也不能改善世

界；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放弃生活在与世界的妥协之中，放弃与社会生活

必然含带的谎言相适应。

第二，另一派主张，世界内部展开了善与恶、真理与谬误、虔信与罪

恶之争，积极参加这场斗争是基督徒的使命。真理和善好有可能在世

界上争得一席之地（虽然被大大削弱），只有斗争才能实现这一点。这

一派即战斗的基督宗教、以最知名也最多产的波尔－罗雅尔派学者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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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国旧制度下，各级议会拥有司法、行政和立法的行使权限，特别是有权阻止

或至少延缓君主颁布法令，从而有效地制约了王权。



尔诺（Ａｎｔｏｉｎｅ Ａｒｎａｕｌｄ）和尼科尔（Ｐｉｅｒｒｅ Ｎｉｃｏｌｅ）为代表的“中间派”。

第三，还有一派彻底放弃世界、否定世界，既不与世界妥协，也不抱

任何征服世界的希望，但对真理和虔信持有最严格的要求（以波尔－罗

雅尔修女们为例，尤其帕斯卡尔的妹妹、杰出的女学者雅克琳娜·帕斯

卡尔）。她们的反抗主要表现在如何维护她们的社团理想。

第四，最后还有一派不仅拒绝任何与世界的妥协，也拒绝在世界上

开展任何以真理和善好为目的的斗争，乃至在面对既不理解也不倾听

真理的世界时拒绝任何对真理的肯定。这是以德·巴尔科（Ｍａｒｔｉｎ ｄｅ

Ｂａｒｃｏｓ）为代表的极端而隐遁的冉森派思想。在戈德曼的研究之后，这

位不为人知的学者重新获得了世人的关注。德·巴尔科主张，“不但

要不爱宫廷和上流社会，还要不爱人生的各方各面，乃至不爱那些看似

最无辜、最平常的东西。”①

在对这四种派别形成不同程度影响的悲剧观中，上帝总是存在的，

只是从不现身。上帝既在又不在。戈德曼说，帕斯卡尔竭力重新探讨

人神关系的问题，却遭遇了某种不可能性：上帝是不可企及的，人类已

把上帝驱逐出这个世界。作为十七世纪的根本形象，悲剧人（ｈｏｍｍｅ

ｔｒａｇｉｑｕｅ）既意识到自己生活其中的张力（上帝的绝对不在与对同一个

上帝的彻底信仰之间的张力），也洞察到自身的局限，这一洞察促使他

在认知层面上拥有无与伦比的清醒。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揭示了导

致世界动荡不安的诸种悖论、人的认知及其在行动中的抉择，通过选择

对立双方中的一方而非另一方，对解决这些悖论加以规避。

我们完全有理由质问：戈德曼对悲剧观的关注在何种程度上不符

合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身为马克思主义者，戈德曼（和帕斯卡尔

一样，戈德曼自己表明了这一点）渴望某种绝对：在马克思的语境里，

这里说的绝对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人的自然化”（废除主体—客体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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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对立，人类最终在主体—客体之间实现和解），另一方面可以理解为

“自然的人化”（废除稀有性的支配）。这里说的绝对不是“在世界之

外”，而是“在世界之中”，这说明戈德曼在用马克思主义者的乐观主义

对比帕斯卡尔的悲剧性。然而，只要这种对绝对的渴望没有真正实现，

只要各种不同的历史经验一直试图代表它、不断背叛它，那么，悲剧性

就能解释人类为何还在永久地忍受异化。

接下来，我们从两个问题出发质问戈德曼的观点：帕斯卡尔的思想

真的是某种“悲剧观”的表述吗？冉森派运动能完全体现戈德曼从中

发现的社会变迁吗？

三、帕斯卡尔和“悲剧观”：关于

戈德曼观点的一种批评

　 　 在戈德曼看来，帕斯卡尔，这位冉森派精神的最佳代言人，因而是

一名辩证论者，是十七世纪悲剧性的化身。帕斯卡尔的世纪同时受到

了两方面的冲击，一是现代性思想的兴起，一是与不断强化的专制政权

相联的诸种政治矛盾。不过，我们还应思考如下问题：这一“悲剧性阅

读”是否能够正确地评估帕斯卡尔思想的逻辑和渊源？事实上，倘若

不把《思想录》放在整体性的智识背景中，我们不可能真正了解帕斯卡

尔的写作意图。

十七世纪上半叶，两种认识体系逐渐形成，从而引发了两种看待基

督宗教及其在世处境的方法。第一种流派可称为“基督宗教的唯理

论”（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ｅ ｃｈｒéｔｉｅｎ），注意不要与十八世纪的“科学唯理论”混

淆。笛卡儿为此提供了最坚实的哲学基础：他声称要“弃绝一切只是

或然的知识”，并主张，追求真理必须采取算术和几何的论证模式，因

为这两种论证方法否定一切不确定的因素。笛卡儿甚至从方法论的角

度把似真判定为谬误。（笛卡儿的观点只涉及认识领域，而不包含实

践道德领域：既然人生得不到任何确定性的真理的保障，为了使人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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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继续生活下去，实践道德就必须建立在似真的基础上）。借助数学

模式和“我思故我在”的理论，笛卡儿辗转为人的理智建立了完全的信

心，即人的理智有能力认识上帝所创造的永恒真理。这样，演绎模式

（ｍｏｄèｌｅ ｄéｄｕｃｔｉｆ）成为“基督宗教的唯理论者”在科学、哲学、神学和护

教过程中运用的武器。

第二种流派又称“基督宗教的怀疑论”（ｐｙｒｒｈｏｎｉｓｍｅ ｃｈｒéｔｉｅｎ）。

“怀疑论”一词源自古希腊哲人爱利斯的皮浪（Ｐｙｒｒｈｏｎ，公元前 ３６０—

前 ２７５ 年）①。这种怀疑论怀疑人类能否理性地认知，而不是怀疑宗教

的至高真理。宗教权威的确立必须借助理智以外的其他方法，因为，事

实证明，理智在人们的日常运用中会犯错。数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

和天主教神甫伽桑狄（Ｐｉｅｒｒｅ Ｇａｓｓｅｎｄｉ，１５９２—１６５５）是这一流派的杰出

代表。他主张，知识来自可感知的经验，而非先天观念或实体范畴。蒙

田的学生沙郎（Ｐｉｅｒｒｅ Ｃｈａｒｒｏｎ，１５４１—１６０３）在基督宗教护教活动中吸

纳了宽恕的概念。基督宗教怀疑论的推论路数一般是这样的：人们在

日常生活中以某种似真的评判为行为准则，碰到历史事件只会评估各

种见证实录，而在专业权能领域，比如政治领域，更是依赖他人的权威。

在宗教领域也必定如此。宗教由此获得的确定性，不会高过牵制我们

习惯性行为的舆论的确定性。换言之，信仰基础不是形而上学或几何

学的确定性，而是道德的确定性。

帕斯卡尔从属于基督宗教的怀疑论这一传统（他在波尔－罗雅尔

的有些朋友信奉笛卡儿哲学，为此大感为难②）。帕斯卡尔拒绝接受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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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Ｐｏｐｋｉｎ，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Ｓａｖｏｎａｒｏｌａ ｔｏ Ｂａｙｌｅ，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Ｐ，２００３（１９６０）。
波尔－罗雅尔派与笛卡儿思想的关系，参见如下文集：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 ｅｔ ｌｅ ｃａｒｔéｓｉａｎｉｓｍｅ
ｈｏｌｌａｎｄａｉｓ，Ｐａｒｉｓ，ＰＵＦ，１９５１。值得一提的是，ＳａｉｎｔＣｙｒａｎ神父作为早期波尔－罗
雅尔派代表，却深受基督宗教的怀疑论的影响，在著述中做了热情洋溢的

辩解。



卡儿所提出的上帝存在的几何学论证与自然论证。①他认为，人类不可

能在上帝存在的命题上拥有一种几何学形态的知识。在世界的两种无

限性（无限大和无限小）面前，更不消说在上帝的无限性（这比可感知

世界的无限性“更加无限地无限”）面前，一切知识都是有限的，因而也

是虚幻的。帕斯卡尔还拒绝接受笛卡儿区分道德基础与信仰基础的做

法。但与此同时，他从所有前人的理论出发，对认识论做了一番思考：

假设人类在上帝存在的命题上没有任何几何学论证，那么，他只能在或

然和似真的层面上做出推论。②

从几何模式向或然模式（帕斯卡尔称或然为“偶然的几何学”）的

过渡成为必要并得到巩固，这主要源于帕斯卡尔对人类认知的有限性

的无情批评：人多种多样而又变化无常，没有什么固定的“本性”可以

界定人，人甚至不能认识自己。———“真正的本性既经丧失，一切就变

化成了它的本性；正如真正的美好既经丧失，一切就都变成了它的真正

的美好。”（《思想录》，４２６）人的本性中掺杂着兽性和理性，从不真正属

于身体世界或精神世界，只能疏远地认识身体世界和精神世界。人能

思考宇宙，但不能理解宇宙。帕斯卡尔不是赌上帝是否存在，而是赌是

否有必要在实践中赌上帝存在：“你有两样东西可输：即真与善；有两

样东西可赌：即你的理智和你的意志，你的知识和你的福祉；而你的天

性又有两样东西要躲避：即错误与悲惨。既然非抉择不可，所以抉择一

方而非另一方也就不会更有损于你的理智。这是已成定局的一点。然

而你的福祉呢？让我们权衡一下赌上帝存在这一方面的得失吧。让我

们估价这两种情况：假如你赢了，你就赢得了一切；假如你输了，你却一

无所失。因此，你就不必迟疑去赌上帝存在吧。”（《思想录》，２３３）帕斯

卡尔又说，我们“已经上了船”（同上），我们既然活着，被卷入存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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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帕斯卡尔与笛卡儿的关系，参见 Ｈｅｎｒｉ Ｇｏｕｈｉｅｒ，Ｂｌａｉｓｅ Ｐａｓｃａｌ：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ｅｔ
ａｐｏｌｏｇéｔｉｑｕｅ，Ｐａｒｉｓ，Ｖｒｉｎ，１９８６，ｐｐ． １６７－１９３。
帕斯卡尔思想中的数学基础及其对概率论的影响，参见 Ｌａｕｒｅｎｔ Ｔｈｉｒｏｉｎ，Ｌｅ
Ｈａｓａｒｄ ｅｔ ｌｅｓ Ｒèｇｌｅｓ． Ｌｅ ｍｏｄèｌｅ ｄｕ ｊｅｕ ｄａｎｓ ｌａ ｐｅｎｓéｅ ｄｅ Ｐａｓｃａｌ，Ｖｒｉｎ，Ｐａｒｉｓ，１９９１。



不得不做出抉择。①我们的知识是有限的，我们的天性是残缺的，然而，

有关无限的观念和渴望铭刻在我们的存在深处，以至于一切有限的福

祉看起来都像虚幻。反过来，上帝的观念却与某种永生的应许、某种无

限的幸福相伴相生。所以，我们有充分理由赌上帝存在，并以此规范自

己的行为。这场赌博必然是一个理性和实践的过程。一个理性和实践

的过程就不可能真的具有戈德曼试图用以涵盖一切的“悲剧观”这一

特征。当代学者重读帕斯卡尔，往往背离戈德曼所提出的这种总的说

来还有些“浪漫”的观点。晚近的学术研究倾向于把帕斯卡尔视为一

位精妙而有创见的思想家，熟知各种哲学传统，极为中肯地批判这些传

统在认识论方面的局限，并从中开拓出一条新路。②

四、冉森派和法国大革命

学者们一旦采纳戈德曼的主要观点，就可以借助如下事实解释冉

森派的失败：如果说各类法庭律师是新兴中产阶级（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的代

表，那么冉森派运动恰恰在真正意义的中产阶级革命（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ｏｕｒ

ｇｅｏｉｓｅ）之前消亡，足见是早有预谋的。不过，精通社会经济学的历史学

家们很快对戈德曼的观点提出了严肃的质疑：各级议会成员和律师经

济衰落的说法远远不能成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当时依然拥有大量

财富。③

波尔－罗雅尔修道院被毁于十八世纪初，相关人员四散逃遁，不

３７３

戈德曼、冉森派和法国大革命的起源

①

②

③

帕斯卡尔借用了蒙田的说法，但反对蒙田的中庸立场，批评他因怀疑主义而陷

入拒绝抉择的“休憩”状态。

尤见 Ａｎｔｏｎｙ ＭｃＫｅｎｎａ，Ｅｎｔｒｅ 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 ｅｔ Ｇａｓｓｅｎｄｉ，Ｌａ ｐｒｅｍｉèｒｅ éｄｉ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Ｐｅｎｓéｅｓ
ｄｅ Ｐａｓｃａｌ，Ｐａｒ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 Ｏｘｆｏｒｄ，Ｖｏｌｔａｉｒ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３：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 Ｄｅ
ｓｃｏｔｅｓ，Ｂｌａｉｓｅ Ｐａｓｃａｌ． Ｌｉｔｔéｒａｔｕｒｅ ｅｔ ｇéｏｍéｔｒｉｅ， ＣｌｅｒｍｏｎｔＦｅｒｒ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Ｂｌａｉｓｅ Ｐａｓｃａｌ，２００１。
尤见 Ｗ． Ｒ．，Ｎｅｗｔｏ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 ｌａ ｃｏｍｍｕｎａｕｔé ｄｅ ＰｏｒｔＲｏｙａｌ．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ａｒｉｓ，Ｋｌｉｎｃｋｓｉｅｃｋ，１９９９。



过，新一轮的冉森派运动很快卷土重来（１７２０ 年前后）。但与戈德曼的

分析相反，新一轮运动的主要支持者是巴黎的商人阶层。这是不是预

示了新的社会转变呢？还是纯粹意识形态方面的变迁？为了解释冉森

派奇特地转向商人阶层，好些学者提到了冉森教义如何证明所谓的

“良知自由”，这后来成为中产阶级式的自由的基础。中产阶级同时拒

绝为国家专制政权和罗马天主教发起的反宗教改革效忠，冉森教义于

是成了他们的宗教形态。①从长远的视角来看，法国冉森派作为一种意

识形态，为宗教与政治的分裂做出准备，并促使这一分裂成为一种新型

国家的合法性的基础。②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本文中提到的不同学者在

冉森派现象的解释上很有分歧，有的把冉森派说成是某些活跃的社会

阶层的宗教表述，有的反过来说是针对日益巩固的国家专制而采取的

逃避和应对。

近年出版的一部论著有助于我们在戈德曼的研究与晚近学者之间

搭建一座桥。这部论著首先指出，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参加运动的

人员完全更新换代了。③自 １６８０ 年起，波尔－罗雅尔派的凝聚力逐渐衰

落。但随着十八世纪二十年代罗马方面的道德神学禁令引起人们的抵

抗，新的运动形态纷纷涌现。从前的波尔－罗雅尔派不觉化身为一个

起凝聚号召作用的政治宗教神话。非教会人士参与教会的神学论战，

充分显示了波尔－罗雅尔经验的作用和意义。冉森派的言论与同一时

代法国新教的言论近似。④不过，这两个派别之间始终存在很大区别，

特别是冉森派坚持强调圣餐、神迹和圣骨的重要性。

十八世纪商人阶层中的精英分子不仅把波尔－罗雅尔派的那段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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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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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ｎé Ｔａｖｅｎｅａｕｘ，Ｌａ ｖｉｅ ｑｕｏｔｉｄｉｅｎｎｅ ｄｅｓ Ｊａｎｓéｎｉｓｔｅｓ，Ｐａｒｉｓ，Ｈａｃｈｅｔｔｅ，１９７３． Ｍａｒｉｅ
Ｊｏｓé Ｍｉｃｈｅｌ，Ｊａｎｓéｎｉｓｍｅ ｅｔ Ｐａｒｉｓ（１６４０－１７３０），Ｐａｒｉｓ，Ｋｌｉｎｃｋｓｉｅｃｋ，２０００．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Ｍａｉｒｅ，Ｄｅ ｌａ ｃａｕｓｅ ｄｅ Ｄｉｅｕ à ｌａ ｃａｕｓｅ ｄｅ ｌａ ｎａｔｉｏｎ，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９８．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ＬｙｏｎＣａｅｎ，Ｌａ ｂｏｔｅ à Ｐｅｒｒｅｔｔｅ，ｌｅ ｊａｎｓéｎｉｓｍｅ ｐａｒｉｓｉｅｎ ａｕ ＸＶＩＩＩèｍｅ ｓｉèｃｌｅ，Ｐａｒ
ｉｓ，Ａｌｂｉｎ Ｍｉｃｈｅｌ，《Ｌ’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ｈｕｍａｎｉｔé 》，２０１０．
Ｄａｌｅ Ｖａｎ Ｋｌｅｙ，Ｌｅｓ ｏｒｉｇｉｎｅｓ ｒｅｌｉｇｉｅｕｓｅｓ ｄｅ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ａｎａｉｓｅ，Ｐａｒｉｓ，Ｌｅ Ｓｅｕｉｌ，
２００２．



史占为己有，还剥夺了从前属于教士阶层的许多特权。商人的行会文

化与冉森教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个社会阶级的地位及其宗教文化

的关系显得相当复杂。如果说冉森教义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发展，那么

它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在这场社会文化变迁中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

很难将冉森派等同为某种悲剧性（与否）的“世界观”：作为研究对象，

冉森派总在持续不断的变化中。法国大革命前夜，社会影响宗教，宗教

反过来也影响社会。冉森派的宗教语言用以陈述某个变化中的社会群

体的诸成员之间的关系，这种语言很灵活，随机应变，只有这样，它才能

最有效地表达一个界定不明、寻求自身身份的群体的智识和社会

活力。①

正如我们所见，戈德曼所开启的研究途径颇有影响，也促进了新的

研究成果一再涌现。在这个过程中，他所描绘的图景变得更为复杂化：

无论在形成初期，还是波尔－罗雅尔修道院被毁以后的后续发展阶段，

冉森派都不能被简单同化为“悲剧观”。穿袍的小权贵阶层的实际经

济状况比戈德曼的描述更复杂、更多样。总的说来，宗教信念与阶级意

识之间的关系往往遵循相互影响、相互转变的模式，而不是单一的因果

模式。不过，结合文学文本和社会经济史实的阅读方式迄今依然引人

入胜且硕果累累。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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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ＬｙｏｎＣａｅｎ，前揭，ｐｐ． ５３２－５３３。



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论的哲学基础①

［日］内田弘②　 张寅　 译

　 　 中文摘要：马克思将《资本论》构思为螺旋形的商品循环 ［Ｃ（‘）…

Ｃ’］，其中商品同时是“元素”和一个由作为元素的多种商品组成的

“集合”。货币从它的所有者那里排斥自身，这个所有者排斥（卖出）商

品并包含（买入）商品，但是货币的最终目的是它自身（货币……资

金……利息）。货币包含了排斥它自身的自身，这与伯·罗素的“空

集”相符。马克思将货币的二元属性认作资本主义的存在论特征。马

克思参照伊壁鸠鲁、斯宾诺莎和康德，解决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困

境。马克思的逻辑甚至与“莫比乌斯带”相符。

关键词：《资本论》　 罗素的“空集”　 康德的谬误推理　 亚里士多德

黑格尔　 伊壁鸠鲁　 斯宾诺莎　 “莫比乌斯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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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最初在上海复旦大学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７—１８ 日举办的一场座谈会上宣读，
以纪念《大纲》写作 １５０ 周年。笔者对座谈会的两位组织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他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汪行福教授和多伦多大学的马切罗·穆斯托〈Ｍａｒｃｅｌｌｏ
Ｍｕｓｔｏ〉博士，他们鼓励笔者将本文寄到《批判》（Ｃｒｉｔｉｑｕｅ）并协助将它写成英文，
最后但决非最不重要的是感谢《批判》的编辑希勒尔·Ｈ． 蒂克丁〈Ｈ． Ｈ．
Ｔｉｃｋｔｉｎ〉教授。
内田弘（Ｈｉｒｏｓｈｉ Ｕｃｈｉｄａ）生于 １９３９ 年，１９９１ 年获日本专修大学经济学博士学
位，现为专修大学名誉教授，代表作为 Ｍａｒｘ’ｓ 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 ａｎｄ Ｈｅｇｅｌ’ｓ Ｌｏｇｉｃ
（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８８）。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Ｇｌｏ
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一文载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Ｖｏｌ． ３９，Ｎｏ． ２，Ｍａｙ ２０１１），经作者授权翻译，特此感
谢。译者标注的原文放在尖括号内。———译者注



导　 　 言

在大约 １６０ 年前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年代，第一届国际博览会

在伦敦举办了。与此同时，马克思正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做研究，并

将 １８５１ 年的伦敦世博会理解为世界资本主义萌发的一个象征。被来

自全球各地的数百万人淹没的 ２０１０ 年上海世博会是全球市场凯旋的

又一个例证和又一次庆典。眼前的论文处理全球化现象，力求从马克

思主义的视角解释它的起源和发展。笔者将论述价值理论向剩余价值

的演化以及资本主义积累的力量如何推进了全球市场的胜利，这两者

是借以陈述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原则的策略，他用这些原则解释了全

球化现象。

是什么造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

有两个模型可以用来回答上述问题。第一个是夏洛克模型，第二

个是新教模型。两者都是把货币理解为个人的无限贪欲的货币体系的

人格化。第一个模型即莎士比亚式的夏洛克是一出畸形人物的戏剧，

这个人物沉迷于持续增大的货币积累。《威尼斯商人》描绘的夏洛克

强迫性地将无休止地占有货币作为义务。夏洛克每天夜里拿着蜡烛爬

下地下室，让藏在上锁的保险箱里的金币催眠自己。然而夏洛克不是

银行头子，积累货币的能力有限，因为他占有更多金钱的技巧严重局限

于欺骗没有疑心的个人。马克思还引用了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

门》①。年轻的贵族泰门诅咒金钱，因为他觉得被看似亲密但实际上仅

仅由于他富有才聚集在他周围的朋友背叛了。《雅典的泰门》在马克

思看来象征着由货币崇拜造成的人的生存的贬值。马克思在《大纲》

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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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预备时期，是以个人的和国家的普遍货

币欲开始的。财富源泉的真正开辟，作为取得财富代表的手段，似

乎是在具有货币欲的个人和国家的背后进行的。①

第二个典范即新教模型体现在本杰明·富兰克林身上。他在《自

传》中列举了要求自己每天严格履行的 １３ 项有德性的行为，每天夜里

在床旁祈祷时会加以验证和评价。富兰克林不把劳动看作惩罚，而是

看作上帝发布的宗教使命。为个人赢得神圣的拯救恩典的不是天然的

智力，而是服从神圣并完成神的命令。新教伦理是以禁欲主义原则为

根据的主观伦理，占有财富则是辛勤的劳动和规训工作的信仰的酬劳。

人们把货币的积累当作上帝正以现世的好处酬劳他们的虔诚的证据。

货币成为神圣的祝福的一个标志。

马克斯·韦伯同时以主观的和客观的方式描述了资本主义在西欧

的兴起。韦伯在主观的一面指出了宗教热忱的复兴，在客观的一面认

识到新教改革本身是欧洲的社会—经济的客观转变的产物，并且这些

基础性的社会—经济力量、尤其是科技和货币最终是决定性的。马克

思的《资本论》也认识到资本主义的主观的宗教基础；韦伯特别喜欢

《资本论》这本书，他从这个文本中了解到主观动机促成了现代资本主

义的诞生。② 《大纲》已经包含了关于主观的宗教环节的重要性的

评论。③

然而资本主义现在是一个全球现象，并且价值的扩张不理会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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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因此，我们初始的理论任务是找到让价值的扩张主义成为必然

的力量。什么哲学公式能恰当地表达从特殊性向一般性的运动，也就

是在实现过程中的普遍性？

价值形式与交换过程一般化为资本主义全球化

不是人人都认识到马克思在 １８４７ 年的《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提出

了货币的谱系的问题。他写道：

蒲鲁东先生应该首先自问一下：为什么在目前已形成的这种

交换中，必须创造一种特殊的交换手段来使交换价值个别化呢？

货币不是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关系。①

马克思在 １８５７ 年的《大纲》中继续论述了货币的起源问题，并且

在这个文本中已经运用《资本论》的术语提示了价值形式 Ｉ的存在：

如果我说 １ 磅棉花值 ８ 便士，我就是说 １ 磅棉花等于 １ ／ １１６

盎司金（１ 盎司金值 ３ 镑 １７ 先令 ７ 便士）（９３１ 便士）。②

马克思还把货币定义为“共同本质”③（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问题是商

品交换为什么必然创造一种作为“社会关系”的特殊交换手段即货币。

马克思在 １８５９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给出了他对商品交换和价值

形式的交互关系的第一个阐述，并在 １８６７ 年的《资本论》中详细说明

了这个分析。

价值形式 Ｉ。一种商品的价值在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中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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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

价值形式 ＩＩ。价值是最典型的抽象，它是朝着一般的东西的运动。

形式 ＩＩ朝着一般的东西的倾向打破了任何自我限制，但在形式 ＩＩ中价

值的一般性不能将自身表现在每个特殊的具体商品中。

价值形式 ＩＩＩ。然而马克思主张形式 ＩＩ 反思地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üｃｋｂｅｚｅｕｇｌｉｃｈ］包含了形式 ＩＩＩ。他明言：“把事实上已经包含在［形

式 ＩＩ］这个系列中的相反关系 ［Ｒüｃｋ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表示出来，我们就得到

一般价值形式［形式 ＩＩＩ］”①。形式 ＩＩ 的逐步发展朝着一般性［普遍

性］前进。价值形式的演化从特殊到一般［普遍］，由此价值形式具有

了商品的无限性。在《资本论》中，第 １ 卷第 １ 章是对“商品”的讨论。

第 １ 章第 １ 节是对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②这两重属性的分

析，第 ２ 节则把这两重属性作为“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和“抽象的人类

劳动”来分析；第 ３ 节是这些分析的综合，也就是“价值形式或交换价

值”，而第 ４ 节是对“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的反思。第 ２ 章用

于叙述“交换过程”。问题是我们必须回答是什么将形式 ＩＩ 转变为形

式 ＩＩ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马克思的不足的一

大原因是他叙述方法的晦涩。他在 １８６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

评论了自己的方法，这时他正在写作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 年的手稿：

这东西［我的书］正在变得通俗多了，而方法则不像在第一部

分［１８５９ 年的《批判》］里那样明显 ［ｖｉｅｌ ｍｅｈｒ ｖｅｒｓｔｅｃｋｔ］。③

马克思的修辞策略有时高度依赖讥讽而非客观的描述和分析。他

在《哲学的贫困》中使用这种修辞策略来反对承认商品的重要性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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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货币和资本的重要性的蒲鲁东主义者。虽然蒲鲁东主义者和马克

思在“商品阶段”上意见一致，马克思的一大任务却是以讥讽的口吻向

蒲鲁东主义者展示这个“商品阶段”如何必然将自身转变为“货币阶

段”，继而再是“资本阶段”。《资本论》从“简单商品”开始，因为它是

共同的根据（ｌｏｃ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交换过程是从形式 ＩＩ到形式 ＩＩＩ的过渡背后的推动力。商品所有

者相互斗争，以便同时实现他们自己商品的价值和交换价值。他们任

意地把一个商品选为交换手段，这个手段就成为货币即他们交换的

“社会关系”；结果这个选定的货币商品的使用价值适合于表现价值本

身。马克思运用理论—实践的辩证法的方式来理解从形式 ＩＩ 到形式

ＩＩＩ的过渡。在理智上，形式 ＩＩ到形式 ＩＩＩ的转变是一种理论的可能性。

然而要让这个转变成为现实需要交换过程内部的实践的实现。马克思

遵循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以区分理论和实践的方式来理解从形式 ＩＩ

到形式 ＩＩＩ的过渡。

形式 ＩＩ和形式 ＩＩＩ交互作用，产生了朝着市场全球化的无休止的

推动力。形式 ＩＩ是无限制生产价值的场所，形式 ＩＩＩ 则是价值对于所

有商品的一般化。形式 ＩＩ 和形式 ＩＩＩ 扮演的角色彼此强化并互相加

速。隐藏在形式 ＩＩＩ中的形式 ＩＩ 运用技术、通过生产不断更新的商品

形式加快商品化的过程。这是工业革命在西欧的后果，这种剧变正在

当代中国重复，由此创造出找到更多市场来销售这些货物的需要，例如

中国加入 ＷＴＯ。

价值，剩余价值和作为积累的剩余价值的资本

以工商业技术为基础的商品化增加了劳动生产率，因为对商品的

需求反过来激发出更大的劳动生产率。商品化即一切使用价值变成交

换价值导致了剩余价值。既然劳动力本身成了一种商品，而且剩余价

值变形为积累的相对剩余价值即资本，这些经济公式也产生了内部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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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商品化的推动力征服了必要劳动即劳动力的基础，同时剩余产品

成了剩余价值的来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末尾的一章中写道：

成为商品是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

决定的性质。这首先意味着，工人自己也只是表现为商品的出售

者，因而表现为自由的雇佣工人，这样，劳动就表现为雇佣劳动。①

马克思在上述引文中明言商品化最终会吞没劳动力。上述引言断

定商品货币和资本同时达到它们的概念形式。价值在使用价值中实现

它的表现，由此带来众多形式的“庞大的商品集合”②。当劳动力被归

为价值时，劳动力就成了一种商品。当劳动力被吸收进工厂体系、吸收

进流水线生产时，使用价值的众多表达方式的制造就被加速。资本主

义全球化的根据来自价值表达形式 ＩＩ 在形式 ＩＩＩ 内部的无限迸发。

１８５１ 年伦敦博览会宣告了世界市场的开启，这时英国工业革命正达到

顶点，而 １８５０ 年的法国处于它自己的从 １８１０ 年代开始并在 １８７０ 年代

攀上巅峰的工业革命的中期。马克思对 １９ 世纪中期的数十年间英吉

利海峡两边发生的彻底的社会—经济变化拥有惊人的洞察力。因此马

克思在《资本论》第 １ 卷第 １ 章即“商品”章中的货币的谱系理论不仅

对剩余价值具有理论的重要性，而且对资本积累也一样。他作为《资

本论》的出发点的价值原则是：这个能量始终是开端，并继而在整个理

论体系中变形。作为潜能的价值原则在《资本论》第 ３ 卷的结尾将自

身实现为“商品资本”。这条演化的线索是从“简单商品”一直达到

“商品资本”的“令人困惑的复杂性”。价值已经发展成一个高度复

杂的和富有成果的概念。资本作为增殖了的价值再生产它自身并螺

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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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简单货币的产物的剩余价值

马克思在《大纲》中对货币在向资本的变形中经历的步骤的叙述

比在《资本论》中表达得更清晰。马克思在《大纲》中解释了货币在第

三种定义上的矛盾，即储蓄货币即让货币退出流通的倾向与为了个人

消费花费货币并让它进入流通的嗜好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只有通过

返回到生产才能解决，马克思写道：

积累金银，即积累货币，是积集资本的最初的历史现象，并且

是积集资本的最初的重要手段；但它本身还不是积累资本。为了

积累资本，必须把积累起来的金银重新加入流通这种行为本身当

作积累的因素和手段。现在，货币在其最后的完成的规定上，从所

有方面来看都表现为自我消灭的矛盾，导致货币自身消灭的

矛盾。①

货币的自我毁灭的矛盾通过返回到价值的创造即生产得以解决。

马克思写道：

现在是流通本身返回到设定或生产交换价值的活动。流通返

回到这种活动，就是返回到自身的根据［Ｓｉｅ ｇｅｈｔ ｄａｒｅｉｎ ｚｕｒüｃｋ ａｌｓ

ｉｈｒｅｒ Ｇｒｕｎｄ］。②

现在这种生产却返回到只与流通相联系的生产，返回到以设定交

换价值为唯一内容的生产。③

货币所返回的生产过程不是资本主义生产，而是独立劳动者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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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ｏｐ． ｃｉｔ．，ｐ． ２３３． 德文见“?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 Ｍａｎｕｓｋｒｉｐｔｅ”，ＭＥＧＡ２，
ｏｐ． ｃｉｔ．，ＩＩ ／ Ｉ． Ｉ，Ｓ． １５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０ 卷，第 １８７ 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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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ｐ． ２５５；德文见“?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 Ｍａｎｕｓｋｒｉｐｔｅ”，ＭＥＧＡ２，ｏｐ． ｃｉｔ．，ＩＩ ／ Ｉ． Ｉ，Ｓ． １７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０ 卷，第 ２１１ 页。———译者注）
Ｉｂｉｄ．，ｐ． ２５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０ 卷，第 ２１３ 页。———译者注）又见内
田弘，Ｍａｒｘ’ｓ 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 ａｎｄ Ｈｅｇｅｌ’ｓ Ｌｏｇｉｃ（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８８）。



产。如果这些劳动者没有因为过度消费变得贫穷并失去劳动工具，他

们很可能会为了更多的货币而足够辛勤地工作。马克思明确规定：

作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货币必须

直接是一般劳动的即一切个人劳动的对象、目的和产物。劳动必

须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必须直接生产货币。因此，劳动

必须是雇佣劳动。①

上面的副词“直接”指明劳动者仍然是独立的，而且没有与生产资

料分离。独立的劳动者还没有被吸收到大规模的机器工业体系中并被

原子化。要求过剩的商品以便表现价值的一般性的商品化迫使独立的

劳动者长时间工作，以便积累更多的货币或价值。他们的劳动现在事

实上是雇佣劳动。劳动的社会需要即人同自然的新陈代谢被迫采取两

种形式即垄断的资本家和服从的劳动者。持续的商品化力图加速使劳

动分裂为两种阶级形式即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由此开始了这两个对

抗群体之间的阶级斗争的痛苦历史。

现在货币在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过程中运动，并且把资本和雇

佣劳动的关系组织起来。在这个关系中资本是根本性的，资本家则是

次要的；他只是资本的人格化。因此马克思写道：“自为存在的资本即

资本家”②。

与此相应，雇佣劳动是基本的，雇佣劳动者则只是雇佣劳动的人格

化。雇佣劳动者提供的使用价值仅仅存在于他身体的才能（Ｆｈｉｇｋｅｉｔ）

和能力（Ｖｅｒｍｇｅｎ）当中③。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商品世界的“一般实

体”。马克思求助于实体和主体的哲学概念来把握资本主义世界的内

在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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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ｏｐ． ｃｉｔ．，ｐ． ２２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０ 卷，第 １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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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０ 卷，第 ２６１ 页。———译者注）
这句话与马克思的话大致相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０ 卷，第 ２４２ 页。
Ｖｅｒｍｇｅｎ既指能力，又指财产。———译者注



不仅为了从身体上维持工人的劳动能力借以存在的一般实体

即工人本身所必需的那些对象化劳动，而且为了把这个一般实体

改变得能够发挥特殊能力所必需的那些对象化劳动，都是对象化

在这个实体中的劳动。①

资本家是帮助创造这个实体的主体。雇佣工人的劳动是实体，而

雇佣工人把这个实体外化于他作为资本家的可变资本的工作中。资本

家的使命是运用他的主体性力量持续增加价值，并且这个无限的扩张

通过形式 ＩＩ在形式 ＩＩＩ中的隐藏得到了综合。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是

形式 ＩＩ到形式 ＩＩＩ的不断变形。

价值的一般性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以哲学为根据。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来不是

简单的经济学，毋宁说是对穿戴着经济学语言的现代社会的哲学的重

新定义。马克思参照伊曼努尔·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错误的

理性推理即谬误推理的批判，在《哲学的贫困》中②批判了蒲鲁东对雇

佣劳动者的经济贫穷化的原因的误导性议论。在分析马克思对蒲鲁东

的谬误推理的批判之前，首先有必要解释康德对谬误推理的定义，它由

三段组成：

大前提：一个个体的判断是绝对主词，因此不能被用作某个他

物的谓词。

小前提：我，作为一个思维着的存在者，就是我的一切可能的

判断的绝对主词，而这个关于我本身（ｍｉｒ ｓｅｌｂｓｔ）的表象不能被用

作任何一个他物的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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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所以，我作为思维着的存在者（灵魂 ／ Ｓｅｅｌｅ），就是

实体。①

根据康德，“一个思维着的存在者”错误地宣告它是整个宇宙的实

体和主体。“一个思维着的存在者”幻想它所思维的东西能成为实存，

但是康德否定了这个理性推理。康德在“一般思维”（ｄａｓ Ｄｅｎｋｅｎ

üｂｅｒｈａｕｐｔ）和“一个思维着的存在者”（ｅｉｎｄｅｎｋｅｎｄｅｓ Ｗｅｓｅｎ）之间做出

了清晰的区分，并且拒绝“一个思维着的存在者”，因为这是谬误推理

的思想的例证。马克思在 １８４０ 年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的笔记

中已经废弃了这种错误的理性推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以如

下方式否定了谬误推理的思维：

我们竟能够妄想在一个看起来是经验性的命题上建立起一个

无可置疑的和普遍的判断，即是说，一切思维者都似乎具有像自我

意识在陈述有关“我”的意见时那样的性状。……既然我对于一

个能思的存在者不能通过外部经验、而只有通过自我意识才可以

拥有最起码的表象，所以这一类的对象只不过是这个我的意识移

情于只有借此才被表象为能思的存在者的另一些物。②

谬误推理的思维的基础是如下误解：自我意识是反思主体性，而对

外部对象的知识是自我意识向着外部对象的自我反思的移情，这意味

着我仅仅思考我自己，正如亚里士多德的努斯那样。这种谬误推理的

思维是主观的自我意识向周围的永恒空间的不正当的扩张。马克思在

《哲学的贫困》中处理了关系到雇佣劳动者的贫困的谬误推理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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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伊曼努尔·康德，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ｒｅｉｎｅｎ 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Ｈａｍｂｕｒｇ：Ｖｅｒｌａｇ Ｆｅｌｉｘ 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７６），
ｐ． ３７６ａ。（基本依照邓晓芒译本，下同，见《纯粹理性批判》，Ａ３４８。不过大前提
应为“这样一种东西，它的表象是我们的判断的绝对主词，因此不能被用作某

个他物的谓词，它就是实体”。———译者注）

Ｉｂｉｄ．，ｐｐ． ３７４－３７５．英文翻译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ｕｒｅ Ｒｅａｓｏｎ，ｔｒａｎｓ． ｂｙ Ｊ． Ｍ． Ｄ． Ｍｅｉｋｌｅ
ｊｏｈ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Ｄｏｖｅｒ，２００３），ｐ． ２１６。（《纯粹理性批判》，Ａ３４６ － ３４７ Ｂ４０４ －
４０５。作者引文中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ｎｃｅ（康德原文为 ｂｅｒｔｒａｇｕｎｇ）邓晓芒译“传给”，李
秋零译“过渡”，这里改译“移情”。———译者注）



的问题。马克思明言：

我们不打算谈这种三段论法的逻辑价值，康德会把它叫做害

人的谬误推理。①

蒲鲁东的谬误推理如下：

１．劳动分工使雇佣劳动者屈辱。

２．它们使人屈辱的职能是雇佣劳动者的贫穷的灵魂的原因。

３．雇佣劳动者的贫穷的灵魂是他们工资急降的工作的结果。②

但是没有共同的根据能联结劳动分工、雇佣劳动者的贫穷和雇佣

劳动者的屈辱的职能和急降的薪水。蒲鲁东的理性推理是武断的诡

辩，它的基础是蒲鲁东的信仰即他被授予了眼光超人的意识。蒲鲁东

像康德式的“思维着的存在者”一样思维，仿佛他是调查雇佣劳动者的

被削弱的灵魂的普遍意识，却故意忽视了他们工资的奴役制。马克思

认为蒲鲁东的理性推理是康德的谬误推理的一个例证。康德用感觉

（Ｓｉｎｎ）和知性（Ｖｅｒｓｔａｎｄ）限制理性的认知能力。理性脱离这些限制就

陷入谬误推理的错误，此时的主体欺骗自己，以为它是一般实体。

马克思利用康德的谬误推理

反对亚里士多德式的黑格尔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是一贯的。根据马克思，蒲鲁东的经济学

以“一个思维着的存在者”即一个进行鲁莽思辨的人为基础。蒲鲁东

的商品所有者相信他自己的商品自在地具有价值，但随后他就思辨地

把它关联到另一个人的商品上了。他想象他的价值意识移情于其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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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没有这种双关。———译者注



部商品，这是不真实的。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谬误推理有两个回应：

１．前面提到，马克思拒绝作为人类的存在论内容的自我意识（见

下文）。

２．另一方面，马克思运用谬误推理的机制作为他的货币理论的

基础。

谬误推理描述了设想中的从主体到实体的运动即个别的东西到一

般的东西的发展。在蒲鲁东那里，自我意识正是这个过渡的手段。

货币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必须行使同样的机制；货币必须是把特

殊的东西转变为一般的东西的手段。货币必须成为驱使资本主义主宰

全球的一般性，倘若货币没有确实成为一般的东西，就不会有全球化。

为了给货币的一般化提供逻辑根据，马克思采纳了谬误推理的机

制即特殊的东西向一般的东西的运动，但他拒绝了它的内容即自我意

识。马克思借用了谬误推理的论证的形式而非内容。内容必须从交换

过程中演化出来；它必须有社会—经济的根源。

实体和主体的彼此等同化不是价值的主观意识的结果，毋宁说它

们的彼此等同化是“价值关系”即通过交换过程创造货币的客观的“社

会关系”的结果。价值是由交换过程带来的等同化的结果，交换过程

的基础则是价值从“社会关系”中演化出来这个事实。价值无非是交

互联结的商品的关系，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议论的，货币

只是“一种社会关系”。因此，“价值关系”无非是商品所有者将他的商

品所放入的交换关系的产物。

然而实体和主体是一个东西这个哲学错误成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

的形式。蒲鲁东的物化思维给马克思提供了借以理解货币的谱系的形

式。物化是给一个抽象提供物质实存的错误行为。在物化中，观念、信

仰、想象都被赋予了物质的具体性。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是物化的

一个例证，因为蒲鲁东将劳动者的贫穷归结于哲学原因。蒲鲁东的经

济学进路的基础是不合逻辑地把经验性的实存授予哲学的东西，即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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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转变为一般现实。马克思对货币的描述的基础是一个哲学前提即

特殊的东西可以是一般的东西。

黑格尔的哲学与蒲鲁东一道提供了马克思借以解释货币扩张为全

球化的过程的典范。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给出了用以把握货币的自我扩

张的模型或形式。即使马克思最终否定了黑格尔式的实体即“逻辑的

泛神论”①，黑格尔也给他提供了用来概述货币如何运作的样板。马克

思在《资本论》中写道：

它只能用它自己通晓的语言即商品语言来表达［ｖｅｒｒｔ］它的

思想。②

每个商品的隐秘野心都是成为商品世界的皇帝即货币。马克思在

《大纲》中写道：“货币是商品中的上帝”③。早先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写道：“［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ｄａｓ

Ｇｅｌｄ ｄｅｓ Ｇｅｉｓｔｅｓ）”④。黑格尔的精神是正在对象化的主体和实体，如同

货币是资产阶级经济的主体和实体一样。从自由贸易和平等交换中演

化出来的民主转变为货币的神权统治。黑格尔通过引用亚里士多德在

《形而上学》中的神学封闭了他在《哲学科学百科全书》中阐述的体系：

思想（努斯 〈ｎｏｕｓ〉即思维活动）成了思想的对象（ｎｏｅｔｏｎ），因

为思想参与并思考思想的对象：于是思想和思想的对象是同一的。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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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Ｚｕｒ 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Ｈｅｇｅｌｓｃｈｅｎ Ｒｅｃｈｔ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ＭＥＷ，ｏｐ． ｃｉｔ．，Ｂｄ． １，Ｓ． ２１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 卷，第 １０ 页。———译者注）
马克思，Ｃａｐｉｔａｌ，Ｖｏｌ． １，ｔｒａｎｓ． Ｓ． Ｍｏｏｒｅ ａｎｄ Ｅ． Ａｖｅｌｉｎｇ，ｏｐ． ｃｉｔ．，ｐ． ５２． 德文见 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ｏｐ． ｃｉｔ．，Ｂｄ． ２３，Ｓ． ６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４ 卷，第 ６７ 页。———
译者注）

马克思，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ｏｐ． ｃｉｔ．，ｐ． ２２１．德文见 ＭＥＧＡ２，ｏｐ． ｃｉｔ．，ＩＩ ／ Ｉ． Ｉ，Ｓ． １４６。（《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０ 卷，第 １７３ 页。———译者注）
马克思，?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 Ｍａｎｕｓｋｒｉｐｔｅ ｖｏｎ Ｊａｈｒｅ １８４４，ｏｐ． ｃｉｔ．，Ｓ． １７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 卷，第 ３１７ 页。———译者注）
亚里士多德，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ＸＩＸ，ｔｒａｎｓ． Ｈ． Ｔｒｅｄｅｎｎｉｃｋ（Ｌｏｎｄｏｎ：Ｌｏｅｂ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１９７７），ｐｐ． １４８－１４９。（作者引文与吴寿彭和苗力田的译本均略有出
入，参见《形而上学》１０７２ｂ２０。———译者注）



有趣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思维主体（ｎｏｕｓ）最终重新占有了自身

（ｎｏｅｔｏｎ）。努斯在外部的东西中对象化自身并把外部的东西变成谓

词，即外部的东西成了主体的自我表现。努斯归根结蒂仅仅以自身为

谓词，正如“一个思维着的存在者”唯独思考自身一样。

众所周知，当马克思运用黑格尔的《逻辑学》说明价值理论时，他

以讽刺的方式描绘了黑格尔。《资本论》中没有提到康德的谬误推理。

马克思把黑格尔式的精神与货币等同起来，以之为批判黑格尔的手段。

马克思在 １８４４ 年的《巴黎手稿》中已经指出“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

济学家的立场上”①。

尽管马克思在《大纲》和《资本论》中运用了黑格尔的《逻辑学》，

他却采纳了康德对谬误推理的思想的否定。马克思运用康德取消黑格

尔并批判黑格尔陷入谬误推理的思想。黑格尔未能克服一般性（ｄａｓ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与具体的东西之间深刻的逻辑裂痕，即一般性从来不能与

具体的东西相分离而存在，一般性即使拥有数量庞大的具体的个别性

（ｄａｓ Ｅｉｎｚｅｌｎｅ）也不能完全地表现出来。黑格尔试图从亚里士多德在

《形而上学》中（见下文）已经呈现的这个困境退让到他的《小逻辑》第

１９０ 节附释中包含的类比。然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维护了作为

主体和实体的自我意识，这恰好是康德驳斥的谬误推理。马克思认识

到同一种困境存在于从价值形式 ＩＩ 到 ＩＩＩ 的过渡中，这个困境由此要

求价值的无限伸展，于是货币创造并扩张了资本主义全球化。马克思

在黑格尔的主体和实体的统一中发现了商品所有者的物化思维方式的

一个典范。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康德对谬误推理的批判相符。

商品所有者的作为“空集”的自我意识

前面提到，康德批判了如下信仰：自我意识在自身内部没有任何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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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 Ｍａｎｕｓｋｒｉｐｔｅ ｖｏｎ Ｊａｈｒｅ １８４４，ｏｐ． ｃｉｔ．，Ｓ． １９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 卷，第 ３２０ 页。———译者注）



体的东西，只有一个将自身投射到其他外部的、具体的东西上面的“空

的自我”，仿佛它按照思维即是创造的信念创造了它们。货币受制于

同样的幻觉。货币是联结所有经济行为的根本活动，这就造成了货币

创造一切东西的错误印象。《资本论》第 １ 卷第 １ 章即“商品”章的第

一句话触及了这个问题：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

的商品集合”［Ｗａｒｅｎｓａｍｍｌｕｎｇ］，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

素形式［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ｆｏｒｍ］。①

然而“集合”和“元素形式即元素”的意义还不清晰。上述引文包含

了一个谜语：一个包含了一切东西的“集合”如何能同时只是一个“元

素”？上面提到的众多商品的“集合”是发展中的价值体系的第一个阶

段，这个体系的进展分三步：价值、剩余价值和积累的价值（资本）。

我们可以在数学的帮助下获得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理论的一

种理解。数学让我们得以脱离亚里士多德、蒲鲁东和黑格尔的困境，并

从特殊的东西前进到一般的东西而不求助于“逻辑的泛神论”。数学

为我们提供了“空集”这个普遍概念。这里“集合”表示“在一起的一群

东西”。证明这个概念的方式如下。

我们把 Ｍ 定义为将自身包含为元素的“集合”，并把非 Ｍ 定义为

不将自身包含为元素的“集合”。Ｍ与内部的东西相关，非 Ｍ则与外部

的东西相关。我们再把集合 Ｓ定义为所有非 Ｍ的集合，这意味着 Ｓ 包

含非 Ｍ。

那么 Ｓ是 Ｍ还是非 Ｍ？

１．如果 Ｓ是 Ｍ，但 Ｓ包含非 Ｍ，那么 Ｓ是非 Ｍ，但这是一个矛盾。

２．如果 Ｓ是非 Ｍ，但 Ｓ包含非 Ｍ，即 Ｓ 包含自身。因此 Ｓ 是 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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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ｒａｎｓ． Ｓ． Ｍｏｏｒｅ ａｎｄ Ｅ． Ａｖｅｌｉｎｇ，ｏｐ． ｃｉｔ．，ｐ． ３５。（内田弘译）（《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４ 卷，第 ４７ 页。Ｗａｒｅｎｓａｍｍｌｕｎｇ原译“商品堆积”，根据作
者意图改译“商品集合”，不过数学的集合在德文中是 ｄｉｅ Ｍｅｎｇｅ。———译者
注）



这是一个矛盾。①

这个自我矛盾的集合称为“空集”。有趣的是，亚里士多德写下这

句话时已经掉进了这个两难：

第一原理不能同时用［类属〈ｇｅｎｕｓ〉和元素］两种意义来说明。②

亚里士多德未能思考将自身包含为元素的“集合”［类属］。另一

方面，他认为思想最终思考它自身（ｎｏēｓｅōｓ ｎｏēｓｉｓ），这意味着“集合”

（类属）将自身包含为元素（集合 Ｍ），尽管他悖论性地从来没有意识到

自己对这个困境的解答。按照上面的证明，集合 Ｓ 将自己包含为自己

的元素却没有同时包含非 Ｍ③，即 Ｓ同时是集合（类属）和元素。

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处理这个问题，最终通过将商品

同时定义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元素”和“集合”（类属或 Ｓａｍｍｌｕｎｇ）

解决了亚里士多德的困境。商品被设定在《资本论》的开端，并且将自

身转变为货币商品，然后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商品，再是以商品资本

为形式的积累的剩余价值。简单商品现在已经上升为高度复杂的包含

商品元素的资本商品的形式。

如同《资本论》第 １ 章第 ３ 节和第 ２ 章说明的那样，交换关系和交

换过程创造货币。货币的本性是抽象的和空洞的，但作为元素的货币

采取了具体形态（Ｇｅｓｔａｌｔ），以便与各种各样的商品相连。货币在这个

意义上是一个拥有内接圆的圆圈，它在内接圆的内部与其他商品相连。

不止如此，这个“内接圆”还是运动的，扩张到对外贸易，转变为“外接

圆”并重新转变为向国内贸易的“内接的”返回。货币同时展现了国内

经济和国际贸易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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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野重雄，Ａ Ｗａｙ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Ｔｏｋｙｏ：Ｉｗａｎａｍｉｓｈｏｔｅｎ，２０１０）。
亚里士多德，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ＩＩＸ，ｔｒａｎｓ． Ｈ． Ｔｒｅｄｅｎｎｉｃｋ（Ｌｏｎｄｏｎ：Ｌｏｅｂ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１９８０），Ｃｈａｐ． ３，ｐ． ９９８ｂ。（参见吴寿彭译，《形而上学》，９９８ｂ１１：“但原
理不能用两个不同的方式来说明。因为本体只能是一个公式；而以科属来取

定义就不同于以其组成部分来说明事物”。———译者注）

应为“却没有同时包含 Ｍ”。———译者注



一个 Ｍ型的包含自身的“空集”与马克思的在自身内部包含所有

种类的商品使用价值的价值形式 ＩＩＩ相符。一个非 Ｍ 型的排斥自身的

“空集”与价值形式 ＩＩ相符，它永远从与外部领域中的其他种类的使用

价值的联结中排斥自身。

马克思赞成亚里士多德的矛盾：同时作为“集合”（类属）和元素的

不可能性即作为内部（“集合”Ｍ）和外部（“集合”非 Ｍ）的存在论的同时

性的不可能性。马克思不赞成主观的双重观点的视差〈ｐａｒａｌｌａｘ〉。① “空

集”与康德的“一个思维着的存在者”（ｅｉｎ ｄｅｎｋｅｎｄｅｓ Ｗｅｓｅｎ）相符。遵照

主体和实体的两极性，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从“一个思维着的存在者”

出发达到“一般思维”。黑格尔遵循他的导师亚里士多德，相信克服这个

矛盾是可能的。马克思批判亚里士多德，拥护康德的区分，但把这个联

结置于资本主义商品世界的两种“思维着的主体”之间。马克思把商品

拜物教和物化理论用作价值的一般化的基础。个别的商品所有者由于

占有货币的欲望将商品的抽象想象为一般现实；由此人的幻觉就被当作

现实了。个别的商品所有者即个别的“思维着的存在者”与商品交换的

一般性相连。个别的商品所有者即个别的“思维着的存在者”成为“一般

性的物化意识”的载体，或者说“社会关系”被神秘化为货币的存在论。

商品 Ｃａ和商品 Ｃｂ的所有者之间的直接商品交换隐含了“空集”

的排斥和包含这两个共存的属性。Ｃａ和 Ｃｂ在两个所有者之间的运动

使他们的交换得以完成。Ｃａ 的所有者把 Ｃａ 卖（排斥）给买入（包含）

Ｃａ的 Ｃｂ的所有者，同时 Ｃａ 的所有者从卖出（排斥）Ｃｂ 的 Ｃｂ 的所有

者那里买入（包含）Ｃｂ。排斥与包含之间的上述交互关系可以在“莫比

乌斯带”这个空间〈ｔｏｐｏｓ〉里的运动中找到。② “莫比乌斯带”的模型可

３９３

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论的哲学基础

①

②

柄谷行人，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ｔｒａｎｓ． Ｓａｂｕ Ｋｏｈｓｏ（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Ｐａｒａｌｌａｘ也是斯拉沃热·齐泽克的存在论的基本术语。———译者注）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Ａ． Ｐｉｃｋｏｖｅｒ，Ｔｈｅ Ｍｂｉｕｓ Ｓｔｒｉｐ：Ｄｒ． Ａｕｇｕｓｔ Ｍｂｉｕｓ’ｓ Ｍａｒｖｅｌｏｕｓ Ｂａｎｄ 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Ｇａｍ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ｒ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Ｔｈｕｎｄｅｒ’ｓ Ｍｏｕｔｈ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以简单地用一条纸带来做，把纸带一端的正面粘在另一端的反面即可。

带子上从正面某点出发的运动自然地前进到反面，进一步地前进则必

然变成从反面返回正面的出发点，正如在上面考察的直接商品交换中，

排斥变成包含，反之亦然。“莫比乌斯带”是一个彼此反转的空间，在

这里离开（排斥）导致返回（包含），反之亦然，这就是“空集”。这样一

种拓扑学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把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起来。马克思

（１８１８—１８８３）不知道同时代的德国数学家奥古斯特·费迪南德·莫

比乌斯（１７９０—１８６８）。莫比乌斯为拓扑学创建的基础在他死后才为

人所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拓扑学关系的把握出自他的天才。

马克思的斯宾诺莎论点“规定即是否定”

和伊壁鸠鲁的原子

　 　 马克思在 １８４０ 年对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做的摘录和《大纲》的

“导言”中引用了斯宾诺莎的论点“规定即是否定”。斯宾诺莎的论点

揭示了货币体系的本性。“规定即是否定”的论点指明任何规定都让

外部领域停留于未被规定的状态。因此，这个论点与包含自身又同时

排斥（否定）自身的“空集 Ｓ”相符，它扩张到外部领域（否定的东西）以

便完成它的自我规定，因为外部领域也许具有进一步谓述它的元素。

这就是否定之否定。货币以同样的方式否定了经济落后狭隘的地区。

货币是肯定，因为它是否定之否定（关于否定之否定，见马克思 １８４４ 年

的《巴黎手稿》）。

货币的质是由它打入经济不发达地区以便遭遇未知的东西本身这

个倾向展示出来的。当马克思在《大纲》中运用“资本的文明作用”①

这个说法时，他力求描述注定要在价值形式 ＩＩＩ 和价值形式 ＩＩ 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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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基础上达到自我实现的资本价值作为“空集”的探索本性。为

了把握这个自我实现的过程，他写道：

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

等等。①

在这个语境下，马克思 １８４０—１８４１ 年的博士论文处理了伊壁鸠鲁

的原子理论。伊壁鸠鲁的原子在马克思看来是资产阶级个别性的重要

理论模型，尽管伊壁鸠鲁自己把原子看作一种元素性的〈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ｌ〉物

理实存。伊壁鸠鲁的物体（ｓｏｍａ）既是原子（元素）又是大群（“集合”

或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ｓｅｔｚｕｎｇ）。马克思力求把原子的过程勾画为从原子的偶然

运动即自由运动（偏斜，即拉丁文的 ｃｌｉｎａｍｅｎ）到这种运动的必然结果

即包含并排斥元素（原子）的集体。伊壁鸠鲁最终不得不把一个天体

（ｓｏｍａ）即月亮解释成人们崇拜的原子群的一个实例，但是这样一种拓

展在他的哲学中产生了矛盾，所以他抛弃了这个问题，以便保留他的宁

静（ａｔａｒａｘｉａ）。

马克思在 １８４４ 年的《巴黎手稿》中提出有自由意志的人（原子）是

国民经济（集合）的一个元素。② 甚至在 １８８０ 年代，当马克思在《资本

论》第 ３ 卷的手稿中讨论“生产价格”从“价值”的偏斜［ｃｌｉｎａｍｅｎ］时，

他还运用了伊壁鸠鲁的原子概念。马克思研究的原子本质上与“空

集”相同，尽管没有用数学（货币）的表达方式。１８４０ 年左右的早期马

克思在与亚里士多德式的困境搏斗。在 １８５８ 年春，当马克思写作《大

纲》最后一部分的题为“Ｉ）价值”的手稿时，③他已经基本上解决了这个

确立了商品循环公式 ＣＣ’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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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马克思，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ｏｐ． ｃｉｔ．，ｐ． ４１４． 德文见“?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 Ｍａｎｕｓｋｒｉｐｔｅ”，ＭＥＧＡ２，
ｏｐ． ｃｉｔ．，ＩＩ ／ Ｉ． Ｉ，Ｓ． ３２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０卷，第 ３９５页。———译者注）
内田弘，“Ｍａｒｘ，Ｅｐｉｃｕｒｕｓ ａｎｄ Ｈｅｇｅｌ”，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Ｓｅｎｓｈ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３３：３（１９９９）（日文）。
马克思，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ｏｐ． ｃｉｔ．，ｐｐ． ８８１ － ８８２． 德文见马克思，“?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
Ｍａｎｕｓｋｒｉｐｔｅ”，ＭＥＧＡ２，ｏｐ． ｃｉｔ．，ＩＩ ／ １． ２，Ｓ． ７４０－７４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１
卷，第 ２９３—２９４ 页。———译者注）



货币无非是抽象的形式即“空集”，但是它把自身塑造成并全球性

地展现为“庞大的元素性的商品的集合”。货币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

的。货币的本性是既包含又排斥所有种类的商品的“经济的空集”，这

些商品不仅是货物和服务，还有技术和作为货币本身的金融资金。货

币的运动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能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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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就黑格尔关于主体—实体问题的思考而言，他的以下两本书可以确定是重要

的资料来源：黑格尔，Ｅｎｚｙｋｌｏｐｄｉｅ 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ｎ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ｉｍ 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
（１８３０）（Ｈａｍｂｕｒｇ：Ｆｅｌｉｘ 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６９）；黑格尔，Ｔｈｅ Ｂｅｒｌｉｎ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Ｌｏｇｉｃ，１８３１
ｔｒａｎｓ． Ｃｌａ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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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ｇｒａｓｐ ｏｆ ｈ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ｓｏ

ｉｔ ｉｓ ｂｅｓｔ ｔｏ ｃｈｏｏｓｅ ａ ｐｒｏ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ｆｏｒｍｓ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ｔ ｉｓ ｆｒｏｍ Ｇｅｒｍａ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ｓｉｎｃ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ｍｅ，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Ｈａｇｅｌ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Ｍａｒｘ Ｗｅｂｂ ｒｅ

９９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ｅｒｉｏｄ，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ｅｒｉｏｄ，ｂｏｔｈ ｏｆ ｔｈｅｍ

ｓｈｏｗ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ｆｒｏｍ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ｗｅ ａｌｓｏ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ｃｒｉ

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ｐｒｏｖｅ ｉｔ ａｓ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ｒｘ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ｅｒｍ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ｐｏｓｔｍｏｄ

ｅｒｎｉｓｍ，Ｈａｇｅｌ，Ｍａｒｘ Ｗｅｂｂ，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Ｂｅｉｎｇ

Ｗｅｎ Ｘｕｅｐ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ｅｇｅｌ’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ｂｅｉｎｇ ｈａｓ ｑｕａｄｒｕｐｌ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ｉｍｐｌｉｅｄ ｂｙ ｈｉ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ｅｍｂｏ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ｅｌｆ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 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ｅｌｆ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Ｂ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ｌｄｉｎｇ Ｈｅｇｅｌ’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ｐｒｏｐｏｕｎｄｓ ｈｉｓ ｏｗ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ｓｅｎｓｕｏｕｓ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ａｘｉｓ，ｉ． 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ｅｌｆ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ａｌ ｍｅｎ’ｓ ｐｒａｘｉ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ｏｔｈ ｏｆ Ｈｅｇｅｌ’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ｘ’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ａｒ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 ｂｅｉｎｇ，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ｒｅ ａｒｅ ｓｅｌｆ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００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ｆｉｎｉｔ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ａｘｉｓ，ｓｅｌｆ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

———Ａ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ａｒｘ’ｓ 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

Ｓｕｎ Ｂｉｎ，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ｆｅ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ｔ ｉｓ ｗｅｌｌ ｋｎｏｗｎ ｔｈａｔ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ｍｅｎ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 ｏｆ 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 ｈｉｓ 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ｈｉｓ Ｐｒｏ

ｍｅｔｈｅｕ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 ｉｓ ａ ｈａｔｅｒ．

Ｈｅ ｈａｔｅｓ ａｌｌ ｔｈｅ ｇｏｄｓ ｗｈｏ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ｇｏｏｄ ａｔ ｈｉｓ ｈ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ｉｌｌ ｒｅｑｕｉｔｅ

ｈｉｍ ｗｒｏｎｇｆｕｌｌｙ．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ｏｆ ｇｏｄ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ｏｆ ｂｏｕｒ

ｇｅｏｉｓｉｅ．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ｃｒｅａｔｏｒ ｏｆ ｍａｎ． Ｈｅ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ｉｏｕｓ

ｍａｎ ｔｏ ｏｐｐｏｓｅ ｇｏｄｓ． Ｗｅ ｃａｎ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ｒ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ｂｙ Ｍａｒｘ ｈｅｒｅ． Ｈｉｓ ｔｈｉｒ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ｓｔｅａｌｅｒ ｏｆ ｆｉｒｅ． Ｂｏｔｈ ｈｉｓ

ｓｔｅａｌｉｎｇ ｏｆ ｆｉｒ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ｘ ａｒｅ ｔｗｏ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ｇｏｄｓ，ｗｈｉｃｈ ａｌｓｏ ｃａｎ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ａ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Ｚｅｕｓ ｓｅｎｄｓ Ｐａｎｄｏｒａ ｔｏ ｍａｎｓ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ｒ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 ｆｏｒｅｓｅｅｓ ｈｉｓ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ｏ

ｖｅｒｔｈｒｏｗ ｏｆ Ｚｅｕ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ｈｉｓ ｆｏｕｒｔｈ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ｅｅｒ． Ｎｏｗ ｈｉｓ ｆｏｒｅ

ｓｅｅｉｎｇ ｉｓ ｂｅｓｔｏｗｅｄ ｏｎ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Ｆｏｕ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ｙ，Ｍａｒｘ

１０４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Ｇｅ Ｈｏｎｇｍｅ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ｗｈｉｃｈ

ｒｉ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１９９０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ｏｕ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ｍａｉｎｌ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ｉｄｅａ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ｐａｐｅｒ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ｌｕｃｉｄ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ｔ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ｗｈｉｌｅ ｐｏｉｎｔｉｎｇ ｏｕｔ ｉｔ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ａｓｏｎ

Ｏｎ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Ｊｉｎ Ｙａｏｍｅ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ｈｏｔ ｔｏｐｉｃ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

ｂｒｏａｄ． Ｉ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ｍ，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ｓｅ ｉ

ｄｅａ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ｅｆｔ ａｎｄ ｉｔ ｗｉｌｌ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ｇｅｔ ｉｌｌｕｍｉ

ｎ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ｉｔ．

２０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Ｍａｒｋｅｔ，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Ｓｏｃｉａｌ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Ｙｕ Ｙｏｎｇｌ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ｅｔ ａｎｄ ｄｒａｍａｔｉｓｔ，ｉｓ ａｌｓｏ ａ ｗｅｌｌ－ｋｎｏｗｎ

ｔｈｉｎｋｅｒ．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ｈ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ｉｎ“Ｌｅｔｔｅｒｓ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ｉｓ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ｂ

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ｄｅ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ａｎｎ ｃａｌｌｅｄ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ｓ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ｓ ａ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ｓ ｆａｒ ｆｒｏｍ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ａｎｄ ｉｔ ｏｐｅｎ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ｆｒｏｍ Ｈｅｇｅｌ ｔｏ Ｍａｒｘ ｏ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ｄｅａｌ．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ｗｉｌｌ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ｒｏｌ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Ｓｃｈｉｌｌｅ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ｓ ｔｈｅ ｃｌｕｅ，ｔｒａｃｅ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ｉ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ｔｓｅｌｆ ａｎｄ ｈｏｗ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ａｂｓｏｒｂｅｄ ｂｙ

Ｈｅｇｅ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ｘ，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ｙｅａ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ｈｕｍａｎ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

ｄｅａｌ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Ｈｅｇｅｌ，Ｍａｒｘ

３０４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Ｏｎ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Ｙａｎｇ Ｗｅ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ｅｆ ｔｈｅｍｅｓ ｆｏｒ Ｇｅｒｏｇｒｅｓ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Ｂａｔａｉｌｌ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ｔｏ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ｉｎ ｆｅｕｄ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ｗｈｉｌｅ ｏｐｐｏｓｉｎｇ ｆｅｕｄ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ｉｎ ｆａｃｔ ｗａｓ“ｅｇ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ｓ ｍｏｓｔ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ａｔ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ｉｓ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ｎｄ 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ｗｈｏ ｃｅａｓｅｌｅｓｓｌｙ ｎｅｇ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ｅｄｅｓ ｔｈｅ ｍｕｔｕ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ｉ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ｉｓ ｎｅｉ

ｔｈｅｒ 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ｎｏｒ ｔｈａｔ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ｔｏ

ｂｅ ｇｒａｓｐｅｄ． Ｉｔ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ｏｌｖｉｎｇ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ｒｅ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ｗｈｉｃｈ ｇｏ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ｕｂ

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ｍｅａｎｓ ａ ｓｔａｔ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ｅｌｆ ａｎｄ ｓａｙ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ｈｔ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Ｎｏｔｈｉｎｇ

“Ｙｅｓ”ａｎｄ“Ｎｏ”：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Ｌｕｃｉｅｎ Ｇｏｌｄｍａｎｎ’ｓ Ｔｒａｇｉｃ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Ｌｉｕ Ｆ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ｄｅｓｔｉｎｙ ｔｏ ａｓｐｉｒ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ｎｅｓｓ ｏｒ

ｔｏｔａｌｉｔｙ，ｗｈｅｒｅａｓ，ａｓ ａ ｌｉｍｉｔ，ｈｏｗ ｃａ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ｆａｃｅｓ ｔｈｅ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ａｌ 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ｉｄｅａｌ ｗｏｒｌｄ”？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ｋｅｒｓ ｉｓ ｔｏ ｐｕｒｓｕｅ ｔｈｅ

４０４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ｆｉｌｌ ｔｈｅ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 ｌｉｆ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ａｎｄ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ｗｈａｔ ｉｓ）”． Ａｓ ａ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Ｌｕｃｉｅｎ Ｇｏｌｄｍａｎｎ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ｔｒａｇｉｃ ｄｉａ

ｌｅｃ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ｓ ｔ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ｓ ａ ｔｒａｇｉｃ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ｉａｎ，ｈｅ ｉｎｓｉｓｔｅｄ ｏｎ“Ｙｅｓ”ｔｈｏｕｇｈ

ｈａｕｎｔｅｄ ｂｙ“Ｎｏ”，ａｎｄ ｈｅ ｗａｓ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ｕｎｉｔｙ ｏｆ“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ｉｓ，ｔｒａｇｅｄｙ ａｎｄ ｈｏｐ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

ｏ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ｒａｇｉｃ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ｗｈａｔ ｉｓ，ｔｒａｇｅｄｙ，ｈｏｐ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Ａｐｐｅａ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Ｒｏ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Ｌｉ Ｒｕｉｙ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ａｐｐｅａ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ｎ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ｈｅ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ｔｗｏ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ｓ；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ｓ ｔｈａｔ 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ｉｎ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ｉｓ ｔｈａｔ 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ｅｄ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５０４

　 　



ｔｈｅ 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ｉｍｉｎｇ ａｔ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ｉｔ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ｏｃｉｅｔｙ，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ｎｄ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ｏｎ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ｏｎｎｅｔｈ ａｎｄ Ｆｒａｓｅ

Ｌｉ Ｈｅｊｉ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ｓｈｉｆ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ｓ，ｔｈ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ｏｎ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ｏｎｎｅｔｈ ａｎｄ Ｆｒａｓｅ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ｈｏｗ ｔｗｏ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ｏｒｄｅｒｌｙ ｐｌａｃ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ａｔ ｈｏｗ

ａｎｄ ｔｏ ｗｈａｔ ｄｅｇｒｅｅ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ｔｈｅ

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ｂ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Ｈｏｗｅｖｅｒ，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ａｔ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ｍ．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ｄｏｐｔ ｔ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ｏｕｒ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ｏ ｃｏｍｂｉｎｅ“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Ｊｕｓｔｉｃ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

６０４

　 　



Ｊｏｎ Ｅｌｓｔｅｒ：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Ｋｏｎｇ Ｈｕ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Ｅｌｓｔｅｒ，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ｆｉｌｅｄ，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ｓｏｍｅ ｃｏｎｖｅｎ

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ｈｉｓ ｏｗｎ ｃｌａｉ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ａ ｎｅｗ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Ｍａｒｘ’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Ｅｌｓｔ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 ｍｅｔｈｏｄ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ｗｈｉｃｈ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ｔｏ ｂｅ ｑｕｉ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ｏｎ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ｉｍｓ ｔｏ ｇｉｖｅ ａ ｐｒｏｂ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ｉｓ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

ｗｏｒｋ ｉｎ Ｅｌｓｔｅｒ’ｓ ｌｉｎｅ：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ｉｔ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ｉｔ ｇｉｖｅｓ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ｖｉｅｗ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ｉｓ ｎｅｗ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Ｗｈａｔ ｔｏ ｂｅ ｎｏｔｅｄ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ｉｎｌ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ｓ，

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ｅｘａ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ａｕｓａｌ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ｏ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ｖｏｉｄ ｏｆ Ｂａｄｉｏｕ？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ｌ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ｌａｉｎ Ｂａｄｉｏｕ ｃｌａｉｍｓ ｔｏ ｂｅ ａｎ ｕｌｔｒａ ｌｅｆｔｉｓｔ，ａｎｄ ｈ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ｘｉａｎ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Ｂｕｔ

７０４

　 　



ｉｎ ｈｉｓ ｅｙｅｓ，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 ａｒｅ ｎｏｔ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ｒ ｅｌ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ｌｌ ｆａｌｌ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ｏｒ ｅｖｅｒ． Ｏｎｌｙ ｂｙ ｄｉｓｃｅ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ｅｉｎｇ ｆａｉｔｈｆｕｌ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ｐ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ａｎ ａｎ ａｎｉｍａｌ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ｂｅａｒｅｒ ｏｆ ｔｒｕｔｈ，ｔｈａｔ ｉｓ，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ｂｒｅａｋ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ｎｄ ｏ

ｖｅｒａｌｌ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ｄｉｏｕ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ｌａｓ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ｍａｎｎｅｒ． Ｔｈｏｕｇｈ ｉｔ

ｓｅｅｍ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ｄｕｂｉｏｕｓ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ｓｕｃｈ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ｂ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ｂｅ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ｖｏｉｄ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ｓｕｂｊｅｃ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 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Ｔｒａｎ Ｄｕｃ Ｔｈａｏ

Ｑｉａｎ Ｌｉｑ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ｔ Ｔｒａｎ Ｄｕｃ

Ｔｈａｏ，ｗｈｏ ｉｓ ｓｏ ｉｎｓｉｇｈｔｆｕｌ ｉｎ 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ｌａｙｅｄ ｔｈｅ ｋｅｙ ｒｏｌｅ ｉ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ｒｏｕｎｄ１９５０’ｓ． Ｔｒａｎ Ｄｕｃ Ｔｈａｏ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ｉｎ ｈｉｓ ｍａｓｔｅｒｐｉｅ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ｅａｃｈ ｏｎｅ ｏｎ ｉｔｓ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 Ｈｅ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Ｈｕｓｓｅｒｌ’ｓ ｔｒａｉｎ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ｓ ｑｕｅｓ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Ｔｒａｎ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ｅ ｓｅｅｋ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Ｉｄｅａｌｉｓｍ ａｌｗａｙ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ｓ ｉｔｓｅｌｆ ｆｒｏｍ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ｔｙ ｔｏ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ｔ，ｙ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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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ｗａｙ ｏｕｔ ｉｓ ｔｏ ｃｏｎｑｕ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ｒａｄｉｃａｌｌｙ；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ｐｈｅ

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ｐｕｓｈｅｓ ｉｔｓｅｌｆ ｔｏ ａｎ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ｉｄｅａｌｉｓｍ ｒｉｇｈ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ｔｓ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ｉｄｅ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ｙｉｅｌ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Ｔｒａｎ Ｄｕｃ Ｔｈａｏ’ｓ ｖｉｅｗ ｏｎ 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ｓ

ｉｎｄｅｅｄ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ｗｈｉｌｅ ｈ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ｍａ

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ｃａｎ ｎｏｔ ｂｅ ｓｕｃｈ ａ ｗａｙ ｏｕｔ，ｎｏｔ ｔｏ ｍ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ｏｆ ｒｅｎｄｅｒ

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ｏｗ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Ｒｅａｌｉｓｍ，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ｂｌ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ｉｎｃｅ“９· １１”，ａ“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ｔｕｒｎ”ｃａｎ ｂ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ｔｕｒｎ．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Ｃｌａｕｄｅ Ｌｅｆｏｒｔ，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ｔｏ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ｕｎｄｅ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Ｃａｒｌ Ｓｃｈｍｉｄｔ）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Ｊｏｈｎ Ｒａｗｌｓ）．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ｆｏｒ ａ ｒｅｎｅｗ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 ａｔ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ｉｎ ａ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Ｃｌａｕｄｅ Ｌｅｆｏｒｔ，Ｃａｒｌ Ｓｃｈｍｉｄｔ，Ｊｏｈｎ

９０４

　 　



Ｒａｗｌ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ｇｎｉｔ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ｇｎｉｔｙ ａｆｔｅｒ １９４５

Ｇｅｏｒｇ Ｌｏｈｍ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ｇｎｉｔｙ ｇｅｔｓ ａ ｎｅｗ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ｏｌｅ ａｆｔｅｒ

１９４５．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ｅ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ｉｓ 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ｂｅｇｉｎｓ ｗｉｔｈ 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ｄｉｇ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ｇｎｉｔｙ ａｆｔｅｒ

１９４５． Ｈｅ ｃｏｍ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ｇｎｉｔｙ ｉ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ｉ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ｇｎｉｔｙ，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ｃｏｎｎ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

ｉｃａｌ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ｇｎｉｔｙ，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ｈｏｒｒ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

ｃａｌ ｅｖ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ｈｅ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ｈｕｍａｎ ｄｉｇｎｉｔｙ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ｇｎｉｔｙ，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ａ 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ｓｅｎｓｅ，ｃａｔｅ

ｇｏｒｉｃａｌ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ｈｏｒｒｏ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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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ｌｄｍａｎ，Ｊａｎｓｅ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ｅｎｏｉｔ Ｖｅｒｍａｎｄｅ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ｉｓ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Ｇ． Ｌｕｋａｃｓ，Ｌｕｃｉｅｎ Ｇｏｌｄｍａｎ（１９１３－１９７０）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 ｌｉｔｅｒ

ａ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Ｐａｓ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ａｃｉｎｅ，ｉｄｅｎｔｉ

ｆｙ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Ｊａｎｓｅｎ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ａｔｅｒ － ｄａ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ｔｈｉｓ ｔｏｐｉｃ ｈａｖｅ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ｔｉｃ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Ｐａｓｃａｌ ｔｈａｔ Ｇｏｌｄｍａｎ ｓｔｉｌｌ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ｓｈｏｗｎ ｔｈａｔ Ｊａｎｓｅｎｉｓｍ ｆｏｒｍｅｄ ａｎ ｅｖｅｒ－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１７ｔｈ ａｎｄ １８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 ｉｔｓｅｌｆ，ｔｈ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ｄ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ｆｌｕｉｄ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ｃｉｄｅｄ． Ｉ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ｏｆ Ｇｏｌｄ

ｍａ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ｈｅｎ ｂｅ ｄｅｅｐｌｙ ｒｅｖｉｓｅｄ，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ｈｅ ｒａｉｓｅｄ ｒｅｍａｉｎ ｖａｌｉ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Ｊａｎｓｅｎｉｓｍ，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ｓｋ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ｃｌａｓｓ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ｉｒｏｓｈｉ Ｕｃｈｉｄ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ａｒｘ ｄｅｓｉｇｎ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ｓ ａ ｓｐｉｒａｌ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Ｃ（‘）… Ｃ’］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ｉｓ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ａｎ“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ａ“ｓｅｔ”ｔｈａｔ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ａｓ ｉｔｓ“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ｎｅｙ ｅｘｃｌｕｄｅｓ ｉｔｓｅｌｆ 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ｏｗｎｅｒ ｗｈｏ ｅｘｃｌｕｄｅｓ（ｓｅｌｌｓ）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ｓ）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ｂｕｔ

ｍｏｎｅｙ’ｓ ｆｉｎａｌ ｃａｕｓｅ ｉｓ ｉｔｓｅｌｆ（ｍｏｎｅｙ… ｆｕ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Ｍｏｎｅ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ｉｔ

ｓｅｌｆ ｔｈａｔ ｅｘｃｌｕｄｅｓ ｉｔｓｅｌｆ，ｗｈｉｃｈ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ｔｏ Ｂ． Ｒｕｓｓｅｌｌ’ｓ“ｅｍｐｔｙ ｓｅｔ”．

Ｍａｒｘ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ｍｏｎｅｙ’ｓ ｄｕａｌｉｓｔｉｃ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ａｓ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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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Ｍａｒｘ ｓｏｌｖ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ｏｆ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ａｎｄ Ｈｅｇｅｌ，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ｔｏ

Ｅｐｉｃｕｒｕｓ，Ｓｐｉｎｏｚａ ａｎｄ Ｋａｎｔ． Ｍａｒｘ’ｓ ｌｏｇｉｃ ｆｉｔｓ ｅｖｅｎ ｔｏ“Ｍｂｉｕｓ ｂａｎ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ｒｘ’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Ｒｕｓｓｅｌｌ’ｓ“Ｅｍｐｔｙ Ｓｅｔ”，Ｋａｎｔ’ｓ Ｐａｒａｌｏｇｉｓｍ，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Ｈｅｇｅｌ，Ｅｐｉｃｕｒｕｓ，Ｓｐｉｎｏｚａ，“Ｍｂｉｕｓ Ｂ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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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稿约

１《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是由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

心主办的学术丛刊，现已被收录为 ＣＳＳＣＩ 来源期刊（集刊类）。本刊以关注当

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动态，加强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交流与合

作，促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为宗旨，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赐稿。

２ 本刊学术性和思想性并重，倡导从哲学、社会学、史学、政治学、经济学、

法学、伦理学、宗教学、人类学、心理学、美学和文艺批评等专业的角度展开对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３ 本刊主要栏目为：研究性论文，专题论文，论坛，书评，学术动态，笔谈，

访谈等。其中研究性论文一般限制在 １—２ 万字，专题论文一般在限制在

１ ５—３万字，书评一般限制在 １ 万字以内。

４ 本刊对于来稿的形式作如下规定：原则上只接受电子投稿；电子版稿件

请用 Ｗｏｒｄ格式，正文 ５ 号字体；注释和引文一律采用脚注；正文之前请附上英

文标题、中英文的摘要和关键词，作者简介，并请注明作者联系方式。

５ 本刊采用匿名审稿方式，收稿后 ３ 个月内将通知作者稿件的处理意见。

６ 来稿经采用发表后，将赠刊 ２ 本并致薄酬。

７ 凡在本刊上发表的文字不代表本刊的观点，作者文责自负。

８ 凡在本刊上发表的文字，简繁体纸质出版权和电子版权均归复旦大学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９ 编辑部联系方式和来稿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２２０ 号，复旦大学光华楼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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