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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国

周爱民

2017 年是个特殊的年份。立足当下，放眼世界，资本主义各国仍然没有

走出 2008 年金融危机的阴霾，仍处于十字路口。各国陷入了要么继续坚持新

自由主义，要么返回民族主义的纷争中。是更好地全球化，还是反全球化？不

但资本主义的主流理论家，而且其批判者们，也摇摆不定。大体上看，德国马

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塑造一种更好的全球化版本。为此，近年来，一种反新自由

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概念被重新挖掘出来，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以为更

好的全球化版本打下理论基础。但是，落实到应付当今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方

面，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与选择似乎又显得模棱两可。如果立足当下，放

眼过去，2017 年则是《资本论》第 1 卷出版 150 周年，俄国十月革命 100 周年，

德国左翼党成立 10 周年。德国未遗忘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各种纪念活动如

火如荼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幽灵仍然在德国，在欧洲游荡。本年度报告将依

次介绍德国的诸多纪念活动，这些活动虽是出于缅怀纪念，却都不约而同地指

向对当代的批判与反思，本报告也将简要介绍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对当代资本

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未来的一些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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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纪念《资本论》出版 150 周年

回顾为庆祝《资本论》第 1 卷出版而举办的重大纪念活动时，前两个 50

周年（50 周年、100 周年）的时代背景引人注目，它们都发生在资本主义历

史的断裂时期。第一个五十周年处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引发的革命浪潮中，

第二个五十年则是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与国家社会主义大力发展一片欣欣向

荣时期，第三世界纷纷掀起了反殖民主义的浪潮，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工人

与学生也纷纷开始组织罢工罢课的斗争。《资本论》出版 150 周年又恰逢新自

由主义经济遭遇挫败，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极右势力愈演愈烈，美国极力奉

行单边主义等等。总之，在此世纪交替的十字路口，马克思主义左翼面临的

挑战是：要掌握适当的概念、丰富的理论和科学的方法，用以把握资本的当今

形态。

正是在此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组稿 20 多篇，分列四个栏

目以纪念《资本论》出版 150 周年。这四个栏目分别是：“阅读推荐”、“进行

中的工作”、“全球性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多样性”、“解释与阅读方式”。 A

第一个栏目“阅读推荐”的 8 篇文章分别从经济、政治、主体的发展和

社会理论各个方面，阐述了《资本论》中的哪些方面在当今仍然特别重要，以

及为什么当今仍然要研读《资本论》。在《与资本论相伴的革命》一文中，菲

利普·贝彻以葛兰西的《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为引，指出《资本论》并非

反对革命而是为革命者提供指导，帮助他们把握现实，改变现实的书，它涉及

的是让改造社会的潜在建筑师意识到他们的可能性。在《当今阅读〈资本论〉

为什么很重要》一文中，萨拉·瓦根克内希特形象地把《资本论》比作电影

《黑客帝国》中的“红药丸”，它对于“那些想更准确知道我们社会如何建立的、

如何发挥作用和我们又如何能从中解放出来的人，是必不可少的”B。她进一步

指出，就如《黑客帝国》中的“矩阵”一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就在于，

它看起来与它实际所是的并不一样。《资本论》揭示了这种不一致，揭露了资

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动力，并正确地预言了不断增加的资本集中、市场垄断的形

A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111, 2017.
B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111, S.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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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和价值创造的全球化。在《事物背后的矩阵》一文中，雅克布·米根达探究

的是，工会在拯救和扩大民主中所起的作用。从阿本德罗特的观点出发，作

者认为，工会必须而且也能够保护民主，那么是谁或者什么威胁到了民主？

阿本德罗特与克劳奇在其激进民主构想中都认为，民主被巨大的社会不平等

所威胁。资本家有更多的机会影响政治，使其特殊利益能够得到实现，因而

资本主义民主仅空有其壳。如果人们认为通过更高的财产税，并且政治最终

是听取小人物而非说客的意见，问题就会解决，那么人们便停留在了表面现

象中。《资本论》在此方面的重要性是：问题出在雇佣的工人只能出卖他们的

劳动力，他们被迫为资本家工作，在工厂中让渡他们的权力。因此，真正的

解放方案在于打破这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追求经济的激进民主和劳动者利

益。换言之，要针对资本主义的心脏，它建立在阶级分裂和阶级权力不平等的

基础上。作者强调，如果没有《资本论》中的分析，这种策略性的考虑根本是

不可能的。

在政治方面，《资本论、工人运动和政党》的作者詹尼斯·艾琳认为，《资

本论》诚然在现实的劳工运动方面贡献甚少，没有提供具体的指导方法，但是

在组织的形式和劳工运动进程方面的讨论能够有所贡献。作者强调，马克思主

义政党研究必须从马克思开始并且要考虑到《资本论》中的认识。在马克思撰

写《资本论》之前，例如在《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

著作中，就已在理论上先行阐述过在基于现实运动基础上事后反思阶级斗争的

趋势，以及现实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育。写作《资本论》期间，经济问题虽然是

中心，但书中也仔细描述了大量工人阶级的生活现实，而且比《共产党宣言》

更为准确，他在此阐述了阶级和阶级形成的经济理论，阐述了资本与劳动的矛

盾。从这个意义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研究经济的运动规律，而且

也研究了核心的政治运动规律。发现阶级运动作为政党成立的推动力量，马克

思已走在了当今资产阶级政党研究的前面。

在经济方面，托马斯·撒布罗夫斯基在《马克思资本论的现实性》一文

中从现实资本与虚拟资本的区分入手分析了马克思资本理论的现实性。他解释

了这一区分为何在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中必然被忽略，并通过揭示虚拟资本利滚

利的增值方式，阐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所具有的潜在的当代意义。克里

斯蒂安·施塔赫则从社会性的自然关系入手，探索了《资本论》中对自然剥削

的批判。例如，根据马克思以资本主义农业为典范而展开的对社会自然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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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历史的道德是资本主义系统与合理的农业相违背，或者合理的农业与

资本主义系统不相容。”A 马克思的主张是“联合的生产者……合理地调节它与

自然的物质代谢”，“把这种代谢置于共同的掌控下”B。因此，人们可以推论出，

“对土地和通过劳动本身生产出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C和对社会劳动进行社

会化的和民主化的组织，将是必然的前提条件。

在第二栏目“进行中的工作”中，几位作者主要探讨了《资本论》的形

成史。福尔格拉夫指出，在通向《资本论》成稿之路（约 1844 至 1863 年）中，

横搁着许多相互交织的岔路和羊肠小道，马克思在途中时时批判性地探索并

且不断鼓励他在政治方面的战友们。因此，马克思常受到怀疑的折磨，怀疑

已经达到的认识水平。福尔格拉夫指出，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马克思没

有能够遵守他的研究和出版计划。他认为，所谓的“六本书计划”与其说是

马克思所追求的项目，不如说是应付出版谈判的“游戏材料”。马塞罗·默

斯托根据马克思的通信指出，《资本论》第 1 卷的直接形成历史在 1863—1867

年，这段时期马克思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不仅总是不断地被政治事件和其他事

物，如协助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所干扰中断，而且还因健康和财物窘境不得

不时常无法从事写作。米夏埃尔·海因里希回顾了奠定《资本论》基础的那

些文本和前提工作的发展历史，并且指出马克思的生活和实践经验也反映在

作品中。

在第三栏目“全球性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中，阿尔特法特勾勒了《资

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并使之对当今富有启发。他认为，马

克思其实描述了一个宏大的朝向“人类世”（受资本主义社会化的人所创造的

时代）的路线。资本在人类世中所产生的毁灭力量前所未有，支配自然的理性

主义已转向了自我否定的非理性主义。他强调，“我们现在必须把社会历史当

做地球历史。在此方面具有 150 年的《资本论》不仅有帮助”，而且“它是必

不可少的”，因为它从根本上展示了替代性的选择，即改变社会资本形式在所

有方面的表现方式。

莱比格尔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与这样的期待紧密相连，即生

产资料的高度集中必定会达到与资本主义的外壳不相容的程度，然后世界范围

A  Marx Engels Werke Band 25, S.131.
B  Marx Engels Werke Band 25, S.828.
C  Marx Engels Werke Band 25, S.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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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行动的无产阶级就会发动符合他们利益的行动，此时，“剥削者被剥削了”。

他通过数据证明，巨大增长的资本主义财富实际上只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是

同时所有权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和分化，与此相似的是不同工薪阶层的利益格

局，对所有权问题的解决必须要考虑这种差异性。卡尔·海因茨·罗特指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发的“马克思体系的定理”不能够充分考虑当今全球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现实了。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价值概念无法恰当地

考虑对自然的剥削（以地租的形式）。根据全球价值创造链条，人们必须思

考“世界工人阶级”和马克思的归纳概念。哈里·哈罗特尼安正进行了这样

的反思。从该事实出发，即近代资本主义总是不同生产方式的结合，他认为

一个确定的“完成的”和“纯粹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存在”。与卡尔·海因

茨·罗特不同，他认为该思想在马克思的作品中早已存在。康拉德·洛特也

采取了历史的立场，他讨论了时间在马克思作品中的地位。在生产商品的社

会中，时间是商品的价值规定和交换关系的基础，与此相反的是，资本主义

社会的中心是加速，即资本的循环——不再是商品——占据了中心位置，竞争

与生产力的革新成为加速的最大可能的推动力量。然而，马克思并未无条件地

批判这方面。洛特由此推论，当今反对资本主义的策略——为了减速而斗争，

可以不援引马克思。

在第四个栏目“解释与阅读方式”中，温弗里德·施瓦兹讨论了克里科

特的《同时代人马克思》，他认为克里科特研究马克思的新闻工作对《资本论》

的意义极具创意。约翰·弗里德里希·安德斯则批判了“新马克思文献”派，

认为他们并没有符合他们自己提出的高要求，仅局限于文本解释，没有参与讨

论资本主义的现实，因而认为他们重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努力只会徒劳

无功。佩里·洪卡宁则把马克思视为数理经济学家，指出马克思对价值与剩余

价值理论的表述和再生产的图式，在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那里也引起了强烈

的兴趣。米夏埃尔·克伦特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作品中，特别是《资本论》中

对童工的论述。他认为，马克思发展了“第一个明确的儿童权利的形成与发展

的唯物论理论”。对罗伯托·菲内利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试图表明的

是资本是历史的真正的、非人格化的主体。迄今，在新的信息技术框架中，随

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和劳动过程的革命，资本成为自身，它使异化劳

动显得就如个体的自我规定的创造活动。

此外，还有马蒂亚斯·格雷夫拉斯主编的《资本论：21 世纪的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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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A 纪念论文集，该文集收录了当今诸多知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论文，影

响比较广泛。该文集收录了 11 位作者对《资本论》部分思想的阐述，其中有

著名的左翼学者艾蒂安·巴里巴尔、大卫·哈维、埃尔马·阿尔特法特、米夏

埃尔·宽特，著名的左翼政党领袖萨拉·瓦根克内希特，还有近年来声名大噪

的沃尔夫冈·施特雷克等。编者马蒂亚斯·格雷夫拉斯讨论马克思如何论证剩

余价值，同时也讨论了技术的发展史、劳动条件和工人生活水平的改善。他还

讨论了这样的问题：伴随生产力爆炸式发展，劳动作为社会的必要活动已经迅

速萎缩，那么通过劳动时间来界定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理论在当今是否已经过时

了，他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剩余价值生产的边界，并建议历史化剩余价值概

念。另外，他还讨论了新社会形式导致资本主义解体的过程，并认为该过程已

经发生了，例如由各种合作部门所建立的多种多样的网络就具有颠覆资本的垄

断地位。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巴里巴尔所探讨的问题，即为什么“资本主义积累的

历史趋势”一节（其中以“剥削剥削者”构成了整个论证的结尾），并没有被

放在书的结尾一章，而是隐藏在最后一章之前。他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者在

《资本论》第 24 章读出来的革命的“暴力活动”，绝不是唯一的可能解读，而

是还有一种改良了的解释支持其左右。他认为，能在《资本论》第 3 卷找到该

解释，即在马克思探寻“资本主义体制中”的形式那里，该形式发挥着“共产

主义暂时性的形态”。巴里巴尔所引用的章节是在马克思既把“工人的合作工

厂”视为“在旧形式中对旧形式的首次突破”，也把“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

视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B。他据此对马克

思作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马克思主张的是，只有在此条件下才可能推翻资本

主义，即金融世界与工人合作社相聚在了一起。在通过“新的平民”和由工人

组成的“股东联合”在交易所中买回资本主义的构想中，他看到了推翻资本主

义所具有的现实性。

除了严谨的学术研究著作，还有面向青少年的通俗的宣传式纪念图书的

出版，如以漫画的形式通俗易懂地讲述《资本论》内容的《彩色的资本论》C，

A  Mathias Greffrath, RE: Das Kapital. Politische Ökonomie im 21. Jahrhundert , Verlag Antje 
Kunstmann, München, 2017.

B  Marx Engels Werke Band 25, S.454-457.
C  Jari Banas, Das Kapital“ in Farbe Ein JARI-Comic, Vsa Verlag,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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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以插图的《资本论：不仅仅为了左翼的书中之书》A。

为了纪念《资本论》出版 150 周年，德国还举办了数十场纪念研讨会，

大部分会议由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出资赞助。

2017 年 3 月 24—25 日，奥尔登堡大学哲学系主办了题为“150 周年，《资

本论》——批判中的资本”的研讨会。本次研讨会邀请了德国诸多著名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家和研究者参与研讨。超过主办方预料的是，会议参与人员竟有

150 人左右之多。其中，有不少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青年学生主动前往聆听

研讨，并且从会议开始坚持到会议结束。以此会议为契机，奥尔登堡哲学系成

立了“奥尔登堡马克思研究论坛”，试图搭建长期的交流平台，以促进对《资

本论》来龙去脉更为深入的研究。对于奥尔登堡大学来说，这次会议也是一次

具有象征性力量的盛会，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该校中一直不受重视，哲学系

中的马克思理论课程也仅仅由编外教授担任讲解。主办方希望本次会议以及论

坛的建立，能够扭转这一局面，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学院中受到公正的待遇。

本次研讨会举办的意图是，把握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

化形式的特殊性，这种把握同时并不远离政治的动机，即消灭被把握的东西。

研讨会上所有报告，最终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批判的社会理论和哲学杂志》

上 B。安德里亚斯·阿恩特作了有争议的开场报告。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

论》第 1 卷中对黑格尔的批判其实是误解了黑格尔的逻辑学，特别是它与实在

哲学的关系。实际上，马克思对辩证法的使用方式，与黑格尔在实在哲学中讨

论它是一致的。其他的报告则与阿恩特的观点相反，他们从各个角度，根据与

黑格尔的不同，阐述了马克思理论的历史特殊性。例如，乌尔里希·拉齐格在

《论马克思的实体概念》中指出，马克思在其著作中经常不一致地使用“实体”

概念，这种不一致并不是马克思的疏忽，而是马克思对事物本身的洞见，即对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矛盾性的洞见。在马克思的文本中，一种亚里士多德

的实体规定是主要的，但马克思对实体的论述也包括了批判的维度。拉齐格认

为，马克思对实体既肯定又批判的辩证处理方式，是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

必要又充满矛盾的洞见的产物。汉斯—格奥格—本西则讨论了《资本论》第 1

卷第八章，他试图把资本理解为历史的概念进而进一步发展资本概念。弗里

A  Gehrcke, Wolfgang/Reymann, Christiane（Hg.）/Hollstein, Burghardt（Illustrator）: Das 
Kapital: Ein Buch der Bücher nicht nur für Linke，Papyrossa, 2017.

B  Zeitschrift für kritische Sozialtheorie und Philosophie , Vol.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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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费勒则试图努力准确界定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其他报告如《没有拜物教特征的货币理论》，集中批判了看待资本主义社

会的神秘视角，即“日本的 Uno—学派”看待货币的视角，该派认为可以在不

涉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拜物教特征的情况下，讨论马克思的价值、货币和资

本的理论。作者试图解释这种不涉及商品拜物教的货币理论本身就属于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的拜物教或神秘化的视角。最后，在题为《阶级斗争与〈资本

论〉中科学批判之间关系的问题》的报告中，来自奥斯纳布吕克大学的马蒂亚

斯·施派克尔首先指出，在当今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科学研究中，

人们往往在《资本论》中科学的核心和涉及具体政治论述（即所谓的“工人

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章节之间建立了严格的区分，这导致后者与前者分

离开来，并不受前者所谓的“真正的批判”的影响。与这种做法相反，作者在

报告中试图阐明《资本论》的政治维度，该维度虽然无法通过范畴的描述被表

述出来，但是还是影响了《资本论》的表述。作者认为，批判的革命基础的丢

失往往就无意识地体现在 20 世纪对看似“大众化”的马克思的批判中。因此，

不是简单的分离革命的政治维度，而是必须要反思对人性的可能的解放要素为

何会翻转为野蛮的工具，必须要反思马克思批判的真理的时间内核。

2017 年 5 月 6 日，萨克森州罗萨卢森堡基金会在莱比锡举办了一场纪念

《资本论》的研讨会，主要讨论《资本论》对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研究有何意义，

讨论的范围限定在了价值与剩余价值、货币、资本理论以及积累理论，有 50

人左右参与了本次研讨会。A 萨克森州罗萨卢森堡基金会主席迪特·詹克，在

开幕词中回忆了纪念《资本论》100 周年的两场学术会议，这两场会议曾分别

在法兰克福和莱比锡举行。在法兰克福举办的纪念会，人们就马克思的思想畅

所欲言，讨论自由而热烈，有批判马克思的，也有极力为马克思辩护的，例如

当时的罗曼·罗斯多尔斯基在开场讲座中就强调，“马克思经济学说大厦最有

价值和牢固的部分是辩证的研究方法，它在 100 年后仍然具有现实性”；而莱

比锡的会议则相反，完全被程式化了，当时不再“涉及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

确，而是是否有助于或伤害党的领导……”。

著名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辑曼弗雷德·诺伊豪斯幽默地讲述了《资本

论》第 1 卷的编辑与影响史。他指出，尽管马克思在世时总是不断地抱怨资产

A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111, 2017, S.226-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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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知识分子对《资本论》“有预谋的沉默”，但是考虑到内容和语言的艰涩，

人们对他的著作的接受早已显著地传播开来，这不仅仅表现在它被译为欧洲各

国的语言，而且还表现在学院派的论敌们，如莱比锡大学教授威廉·罗雪尔在

他的 1874 年的《国民经济学历史》中虽然带着对《资本论》恶意的奉承，但

也不得不表达了他的尊重。此外，纽豪斯还讲述了 201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把《资本论》第 1 卷列为纳入《世界记忆名录》的过程。经济史学家托马斯·库

钦斯基（Thomas Kuczynski）密切关注了马克思在其身前对已出版和被翻译的

《资本论》的修改和准备修改的打算。他强调尤其重要的是 1872 年的法文版。

根据马克思自己的判断，该版本“增添了很多新的，还有许多根本上获得了更

好的表述”。马克思还推荐将来那些可能的译者，把这个版本和德国第二版仔

细相互比较。库钦斯基认为，这种比较实际上能够促进人们揭露马克思在此期

间所获得的更为进步的认识。乌尔里希·布希探讨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在

数字化时代的现实性问题。他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史建立在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这种生产方式由工业生产力和特定社会生产关系构成，它

是资本主义内部一次“大转型”的结果。相对于这种大转型，数字化资本主义

仅仅是其内部的“小转型”，它仅仅是高科技与金融资本主义的一种变种，不

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否定和克服。

在第二个环节中，几位报告人讨论了货币、价值、剩余价值理论。来自

莱比锡大学的格奥格·奎阿斯，探讨了剩余价值以及价值能否被测量，或者

价值和剩余价值仅能通过它的表现形式即市场价格和利润才能被测量。《资本

论》第 3 卷中的价值—价格转换和所谓的“成本价格错误”的问题被抛了出来。

作者认为马克思虽然并非不会犯错，但是这种错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并不存

在。斯蒂芬·克鲁格介绍了 21 世纪积累理论。从社会生产方式和资本积累

制度的历史发展出发，他分析了资本积累在当今阶段的特殊性。对累积的动

力起到一般规定作用的是，利润率的下降和由于“加速积累”而形成的利润

额上升之间的相互作用。当今社会的典型特征是“结构性的过度积累”。这

意味着利润额不可能长期增长，生产基础不可能进一步扩张。可支配的货币

资本将会改投到非生产性运用中，并且这种新的繁荣所要求的资本贬值会以增

长的金融泡沫和提高的不稳定为代价被超过。他认为，要解决危机，只有从扩

大公共投资和宏观经济结构政策方面去调控市场各领域，即他所支持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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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秋季学校”举办的纪念资本论活动。“马

克思—秋季学校”活动从举办至今，也走过了十个年头。2017 年的学习主题

是《资本论》第 1 卷中的劳动概念。不论是在《资本论》，还是在马克思主义

的历史发展中，劳动概念一直占据主要位置。从劳动的“二重特征”——它

是“理解政治经济的枢纽”——到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运用、增值和剥削、资

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原始历史，即所谓的原始积累，劳动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了整

个《资本论》第 1 卷。劳动概念一开始便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占据主流：

在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大众政党和组织中，在工人和工会运动

中，同样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所有这些政党和组织都以劳动的名义在理论和实

践中制定政策，进行政治斗争。尽管如此，也存在着一股潜流，它主要援引马

克思对劳动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和阶级的取消和克服。在 1968 年期

间的重新理解《资本论》运动中，对劳动的这种批判性规定发挥了作用。尽管

如此，这种批判，尤其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也指向了《资本论》本身，即

马克思太专注于工业无产阶级和生产，以至于很少考虑社会再生产领域的意义

问题，如日常文化、意识形态、性别关系，等等。因此，2017 年的活动除了

周五和周六两个白天讨论了《资本论》的文本之外，还利用晚上和周日全天

时间，讨论了那些对《资本论》重新阅读的材料，以及《资本论》的形成和

接受史、国际马克思研究的现状。

二、纪念十月革命 100 周年

2017 年正值俄国十月革命 100 周年，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纷纷举办纪念活

动。德国的媒体与学界并未遗忘这一重大事件，有关该事件的纪念活动与文章

也纷至沓来。

为了纪念十月革命 100 周年，德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为期一整年的展览。

展览的主题是“1917 ：革命”。展览重构了革命的前史，如疾病缠身的沙皇统

治、沙皇治下存在的严重不平等现象，等等。它试图表明，革命观念在 1917

年之前就已经萌芽了。通过展出革命时期的残酷斗争，如展示装甲巡洋战舰波

将金号上原初的子弹孔，展览也试图传递革命的乌托邦理性与革命现实的残酷

性之间的张力关系。

当然，十月革命在当今的历史意义并不局限于为博物馆、档案馆输送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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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遗迹，以供人们缅怀悼念。在德国“另类社会主义”政党看来，十月革命不

是僵死的遗迹，对于当今试图改变世界的人们，它仍然能够提供诸多启发与指

导。在此 100 周年之际，为了挖掘与弘扬十月革命的精神，另类社会主义党专

门建立了纪念网站。 A 在介绍该网站的前言中，作者 A. 特韦莱特写道：“在研

究俄国革命时，我们有着清晰的立场。对我们来说，它在取缔毁灭性的社会体

制方面跨出了历史性一步。可惜的是，反对斯大林退化的斗争并不成功。我们

关切的是从这些事件中汲取教训。越来越多的人质疑当今的社会体制，它建立

在少数人的统治和荒淫的财富上，这个星球会在其中走向毁灭，每日会爆发战

争。在最终废除资本主义方面，俄国革命的真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指导，存在

着一种替代性的方案——一种社会主义社会，以服务于多数而非少数。我们建

立这个网站的目的就是试图在这方面有所贡献，为那些想从历史中获得教育的

人提供一些阅读材料，以供改变世界。”B

柏林德国历史博物馆和苏黎世的瑞士国家博物馆，还共同以“为什么要

研究俄国革命”为主题，出版了两卷本的纪念文集。文集从不同的视角揭露了

俄国革命的方方面面，阐述了这样的基本观点，即 1917 年至 1922 年的俄国

革命事件导致了整个世界体系的变迁，它塑造了整个 20 世纪的走向，并且在

当今的影响仍然具在，我们应该要铭记这场革命。第一卷目前已经出版，题目

是《二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策略》C。该卷讨论了革命的历史前提，理论问题、

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所依据的理论问题、二月革命事件和影响。第二卷题为《朝

向劳动者权力和社会主义世界革命》D，讨论了俄国革命的进一步历程，着重阐

述了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对国家权力的夺取。

第一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从政治方面解释社会主义的 100 周

年，以及研究当下政治与历史经验的重叠与相互影响，即俄国革命 100 周年发

生在这样的条件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经历各方面的危机，如政治、地缘政

治和社会危机急剧尖锐化。第二部分由五个面向全球观众的讲座构成，它们分

别于 2017 年 3 月 11 日至 5 月 6 日，以每隔两周的频次在网络平台播放。在第

A  https://www.russische-revolution.de/.
B  https://www.russische-revolution.de/100-jahre-russische-revolution-das-groesste-ereignis-

der-menschheitsgeschichte/.
C  Die Februarrevolution und die Strategie der Bolschewiki, Mehring Verlag,2017.
D  In Richtung Arbeitermacht und sozialistische Weltrevolution, Mehring Verlag,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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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讲题《为什么研究俄国革命》中，大卫·诺思阐述了革命的独特特征和持续

的意义。他认为，没有哪一个有意义的社会问题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得以解决。

资本主义的逻辑和民族国家的体系——它是帝国主义地缘政治的基础，不可避

免地导向了进一步的全球战争，这次战争将以原子武器一决雌雄。除了有意地

为世界社会主义而斗争，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灾难。这是为什么必须研究俄国革

命的主要原因。弗莱德·威廉斯在第二讲《1905 年的遗产和俄国革命的策略》

中，研究了被列宁称之为 1917 年十月革命的“总排练”的广泛影响。尼克·比

姆斯在第三讲《战争与革命：1914—1917》中，分析了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

义中存在的导向了战争与革命的客观矛盾。作者解释了世界大战如何以及为什

么强烈影响了列宁的政治策略，它最终通过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形式达到顶

峰。在第四讲《二月革命中的自发性与意识》中，约瑟夫·基绍尔研究了列

夫·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起源，它通过数年的争论最终构成了 1917 年布尔

什维克政治的策略基础。在第五讲《列宁重返俄国和四月提纲》中，詹姆斯·科

根描绘了列宁于 1917 年 4 月 3 日到达彼得格勒，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所制造的

政治冲突的具体过程。

在第三部分中，值得一提的是一份大卫·诺思于 2016 年 10 月在法兰克

福大学作的报告，题为“战争与革命年代的哲学与政治”。他在报告中主要解

释了反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受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的消

极影响如何促进了当今革命政治思想的危机。此外，还有一篇题为《普列汉诺

夫：他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中的地位》的文章，作者弗拉基米尔·沃尔科维批判

性地讨论了“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理论遗产。文章研究了普列汉诺夫俄国

革命构想的诸多矛盾，指出普列汉诺夫提前看到了工人阶级在反对沙皇制度的

斗争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反对工人阶级打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框架和试

图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企图。

除了各式纪念活动和回忆性文章外，也有专业的研究文章问世是以纪念。

例如《红色十月 100 年：论俄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 A 在该论文集中，来

自 6 个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试图发掘十月革命的意义如何在百年的时间中

发生了变化。为此，他们聚焦于每个 10 周年纪念活动。在开篇阐述十月革命

A  Jan Claas Behrends, Nikolaus Katzer, Thomas Lindenberger（Hrsg.）: 100 Jahre Roter Ok-
tober. Zur Weltgeschichte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 .Ch. Links Verlag，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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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后的影响文章中，来自图宾根大学的东欧史荣休教授迪特里希·拜劳，搜

集了俄国知识分子中见证者们的观点。俄国的诗人抱怨革命是“暴民的统治”，

大量描写了因革命带来的饥饿与暴力。他指出，这些反对革命的知识分子，大

多数后来都移民了。而与俄国国内知识分子的这种消极反应相反，欧洲，特别

是德国中的部分知识分子，却是赞同列宁的革命。这是因为德语国家中的知识

分子对俄国的印象，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反西方与现代思想的影响。

德国的公众曾着迷于他们的观点，如外部的奴役、内心的自由、执着于绝对，

等等。对他们来说，布尔什维克指明了一条道路，它使得摆脱战胜国建立的可

恶的国际秩序得以可能。

在描述十月革命 10 周年纪念活动时，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科尼指

出：“对于 1927 年纪念活动的组织者来说，明显重要的是革命叙述的那些具体

细节。这些叙述不能局限于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主要城市，而要涵盖整

个苏联，因此每个地区被鼓励记录自己的‘红色十月’，描写并出版当地的革

命。”很明显，纪念活动开始有意渲染革命的世界历史趋势。俄国历史学家伊

莉娜·舍巴科娃在关于 80 周年的文章中，描述了重新经过塑造的革命思想是

如何在 20 世纪 90 年代失败的。她指出，伴随着苏联的解体之后，独立的俄国

第一任总统叶利钦取消了革命阅兵并且开放了秘密档案，使得仅仅停留于私人

回忆的记忆有了科学数据的支持。

 此外，还有 F. 德佩的《1917 与 2017：革命与反革命》A。在此书中，F. 德

佩首先讨论了当代史的革命研究，剖析了“小”与“大”革命的本质特征，探

寻了“合规律性”和革命周期的发展情况，探寻了社会行动者、矛盾的逐步累

积和规定了时代和它的特征的反革命。其次，描绘和分析了十月革命和中国革

命，它们的原因、前史、历程，苏联的崛起，以及最后国家社会主义的覆灭和

体系竞争的终结。最后，总结了反革命的视角和 21 世纪的革命。德佩指出，

20 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例如，俄国、匈牙利、德国、西班牙、中国、墨西哥、

智利、古巴等国家的革命。其中，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作为影响时代的

事件脱颖而出，它赋予了世界历史以新的历程。德佩指出，如果说 1789 年的

法兰西革命和与之相伴的近代革命首先是政治革命，俄国革命带来的则是对政

治革命的拓展，即拓展到社会层面。在俄国革命中，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

A  Frank Deppe, 1917 | 2017: Revolution und Gegenrevolution, Taschenbuch, 1. Apri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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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统一体，进而扩张到世界历史的议程中。德佩在此赞同霍布斯鲍姆的说

法，即十月革命的胜利与失败是 20 世纪的出发点和终点。

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在资本主义批判方面，2017 年有诸多著作出版。有从世界局势切入，揭

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殖民主义策略，如米夏埃尔·吕德斯的《遭遇风暴的

人：西方如何使叙利亚陷入混乱》，尤根·瓦格纳的《北约集结反对俄罗斯或

者新冷战如何被点燃》；也有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作出的观察、解读资本主义

新的发展状态、特征以及影响，如维尔纳·泽普曼的《资本与劳动：阶级分析

第一卷》A、《计算机批判：资本主义与社会的数字化》B，乌尔里奇·布兰德和

马库斯·威森的《帝国主义生活方式》C 等；也有借助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观马

克思主义的发展，如托马斯·迈彻尔的《一体化马克思主义：辩证的研究》D、

莱因哈德·耶伦的《通俗马克思主义》、埃里希哈恩的《卢卡奇和正统马克思

主义》E、理查德·佐尔格的《辩证的思维》F 等。

下文将首先介绍对米夏埃尔·吕德斯与尤根·瓦格纳对美国和北约干预

与破坏世界和平一系列举措的揭示，然后通过简要勾勒维尔纳·泽普曼、乌尔

里奇·布兰德和马库斯·威森的分析，更为深入地指出当今的新殖民主义与资

本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紧密相连，最后借助托马斯·迈彻尔的分析指出对当今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可以说，米夏埃尔·吕德斯的新著《遭遇风暴的人：西方如何使叙利亚陷

A  Werner Seppmann, Kapital und Arbeit, Klassenanalysen I , Kassel: Mangroven Verlag, 
2017.

B  Werner Seppmann, Kritik des Computers: Der Kapitalismus und die Digitalisierung des 
Sozialen , Kassel: Mangroven Verlag, 2017.

C  Ulrich Brand, Markus Wissen， Imperiale Lebensweise, Zur Ausbeutung von Mensch und 
Natur im Globalen Kapitalismus , München: Oekom-Verlag, 2017.

D  Thomas Metscher, Integrativer Marxismus. Dialektische Studien , Kassel: Mangroven Ver-
lag 2017.

E  Erich Hahn, Lukacs und der orthodoxe Marxismus. Eine Studie zu „Geschichte und Klas-
senbuwusstsein“ . Berlin: Aurora Verlag,2017.

F  Richard Sorg, Dialektisch Denken , Papyrossa,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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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混乱》A，是作者 2016 年出版的《谁吹起了风：西方政治在东方都干了些什

么》B 的姊妹篇。作者的前一部著作获得了巨大成功，短短一年多时间已经出

到了第 27 版，该书在亚马逊“阿拉伯”和“近东”一栏中的销量位列第一，

在“国际关系”一栏中位列第二。《遭遇风暴的人》一问世，便获得了广泛的

关注。继续前一本书解释美国如何一步步蓄谋破坏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

本书继续解释美国如何参与破坏叙利亚的稳定秩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作者

看到了美国政治中的一种连续性。西方的这种政治，开始于 19 世纪的英国和

法国，在“一战”瓜分奥斯曼帝国中达到顶峰。“二战”后，美国开始卷入石

油储备丰富的近东国家中，组织和支持当地军事政变政府。

由于地缘战略和伊朗与卡塔尔的输油管道建设（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

之间的管道建设和融洽关系的形成，可能会破坏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利

益），叙利亚很早就陷入美国利益的十字路口中。推翻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至

少被希拉里就同时理解为对以色列的援助，这种认识进一步增强了推翻阿萨德

政府的动机。作者试图证明，“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早已经被利用到引导这个

过程的发生中去了。这个过程在于，支持不论来自何地的反对组织。与海湾国

家独裁者们的团结合作早在 2011 年就导致大批武器和装备被运往该地区，数

以千计的原教旨主义者从利比亚途经土耳其被带入叙利亚。所有这些都证实了

阿萨德政府一开始所说的，即在叙利亚所涉及的不是民众的反对，而是与受国

外势力资助的恐怖主义者的斗争。作者的结论是，“替代阿萨德的并不是文明

社会，而是原教旨主义者的夺权。”C 最后，作者呼吁美国应采取妥协的立场，

德国应脱离美国的阵营，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

尤根·瓦格纳在《北约集结反对俄罗斯或者新冷战如何被点燃》D 一书中，

也指向了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北约国家新近的发展，并未给世界带来和平，而

是继续扰乱战后世界秩序重建的努力。该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北约国家对俄罗

A  Michael Lüders, Die den Sturm ernten. Wie der Westen Syrien ins Chaos stürzte . München 
C.H.Beck., 2017.

B  Michael Lüders, Wer den Wind sät: Was westliche Politik im Orient anrichtet , München 
C.H.Beck., 2017.

C  Michael Lüders, Die den Sturm ernten. Wie der Westen Syrien ins Chaos stürzte . München 
C.H.Beck., 2017, S.143.

D  Jürgen Wagner, NATO Aufmarsch gegen Russland oder wie ein neuer Kalter Krieg entfacht 
wird , Berli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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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反对历程。瓦格纳的分析没有局限于政治和军事的维度，他也提到这些国

家贯彻新自由主义而采取军事行动背后所蕴藏的经济动机，进而紧密地遵循了

政治—经济的解读构想。为了论证这一解读，他列举了南斯拉夫战争，分析了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的地缘意义与它的军事保障之间的

关联，并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为对抗新自由主义而成立的金砖国家组织。A 该书

不仅介绍了北约对俄罗斯的反对，还详细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盛行的西方内部力

量关系的转移。作者利用数据、智囊团分析报告、政要咨询人的讲话等，揭示

了德国在欧盟和北约国家中经济力量的增强与政治诉求。德国现在不仅在北约

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且在欧盟中已经扮演领导者的角色。

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与对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掠夺被西方左翼一些学者解

读为资本主义为维持自身存在与稳定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乌尔里奇·布兰德是

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其与马库斯·威森合著的新书《帝国主义生

活方式》B 中，他们更为详细地阐述了该观点。两位作者以“帝国主义生活方

式”为标题来命名当下社会的典型生活方式用意很明显。他们是想表明并呼吁，

我们不能再如此继续我们的生活方式了，因为它会对人类和自然带来毁灭性的

灾难，因为这种帝国主义的生活方式建立在不平等、权力、统治和暴力的基础

上。为了阐述这样的论题，该书既有学理层面的分析与探讨，也有针对现实案

例的讨论。

帝国主义生活方式这个概念所表达的核心思想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日常

生活实质上使得它对其他地方的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的塑造成为可能，即无限

地利用劳动力、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它被视作这样的范畴，即“介于人们的

日常生活与其背后的社会结构之间”，它同样也包括“外化”与“北方国家内

部的社会等级化”，同时是“结构性的强制和行动可能性的拓展”。它与葛兰西

关于霸权的思考紧密相关，这里涉及的是消费、生产、劳工组织、企业、狭义

与广义的经济。因此，作者在此并非要批判个体的生活方式或者个体的生活作

风，而是涉及社会总体的再生产方式，其中核心的是在文化与物质方面“生产

与分配生活方式的条件”。帝国主义的生活方式被作者视为完整的部分，因为

A  Jürgen Wagner, NATO Aufmarsch gegen Russland oder wie ein neuer Kalter Krieg entfacht 
wird , Berlin, 2017, S.184ff.

B  Ulrich Brand, Markus Wissen, Imperiale Lebensweise, Zur Ausbeutung von Mensch und 
Natur im Globalen Kapitalismus , München: Oekom Verlag,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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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为了生存不得不追求雇佣劳动，进而参与到这种生活方式的构建中去。

帝国主义生活方式单向的剥削与利用关系，会诱发各种多样性的危机。

他们首先继续了近几年来关于多样性危机的讨论，并提供了重要的论证。在此

方面，作者把斯特芬·莱森尼希于 2016 年阐述的西方“外向化社会”A 概念融

入到对帝国主义生活方式的阐述与批判中。莱森尼希的外向化社会主要是指，

当今西方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其他国家的财富和资源、劳动力和生活机会为代

价，换言之，西方国家的优裕生活是以非西方国家的贫穷生活为代价。B 这种

社会模式被视为是保障西方社会—政治稳定性的重要部分。例如，作者令人信

服地指出，在当今欧洲，在政治与社会层面引起广泛争议的移民问题，它的根

源在于“不公正的社会关系”。 C 移民问题不能被简单视为自然资源的匮乏或

者气候的变化，相反，匮乏是当今不公正关系的产物。他们认为，当今欧洲国

家开始奉行的“隔离与排斥”就是继续试图排他性地维持帝国主义式的生活

方式。

这种排他性地维持帝国主义式的生活方式，甚至也包括当今广为人们接

受的生态论证方法。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日常行为如“SUV 的驾驶”，一方

面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强调生态保护的产物，另一方面它的生产所消耗的材料对

环境的污染并不比传统汽车有质的减小。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作者也反驳了

当今左翼理论家所讨论的“大转型”思想。作者认为，该理论忽略了世界人口

的三分之二仍然没有生活在工业化社会中，以至于所追求的持续变化在许多地

区毫无踪迹可寻。更为重要的是该情形，即讨论被限制在纯粹的生态变化方

面，这方面的变化在作者看来不仅很明显，而且甚至可以成为帝国主义排他性

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即充当维持当今不平衡发展关系的借口。左翼所提倡的

生态社会主义其根本的缺陷在于所有权关系的问题并未被提及。单纯地靠技术

解决生态危机也是危险的，因为生态问题还涉及政治经济学。最后作者勾勒了

一种团结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如果要关心真正的改变，人类生存的所有方

A  Lessenich, St., Neben uns die Sintflut. Die Externalisierungsgesellschaft und ihr Preis . Ber-
lin: Hanser, 2016.

B  http://futureswewant.net/stephan-lessenich-externalization-society/.
C  Ulrich Brand, Markus Wissen, Imperiale Lebensweise, Zur Ausbeutung von Mensch und 

Natur im Globalen Kapitalismus , München: Oekom Verlag, S.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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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必须要被涉及。 A

这种改变也反过来影响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迈彻尔在《一体化

马克思主义：辩证的研究》B 一书中，着重思考了作为一种理论和世界观的马

克思主义在当今历史情形中所具有的能力。该书一个主要的假设观点是，马克

思主义仍然具有尚未被探索和开发完的发展潜力，该潜力只有在特定的前提下

才能被揭示出来。 C 这些前提有：要记得它的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富有矛

盾的——理论传统，并且要放弃把自身消解为相互排斥的“路线”；要把自身

理解为试验性的思维而不是仅对知识的管理，要重新赢回几乎被忘却的哲学研

究特征，并因此要打开迄今被排除出的世界态度、经验和研究领域。这些前提

与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紧密相关。

在作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辩证法，所谓的一体化马克思主义并

不是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而是对辩证法的强调。“辩证法的核心

是……作为关系和过程关联的矛盾”D，关系是指相互反对的部分是相关联的。

因此，作者认为辩证法的核心范畴是有规定的否定和综合。以对辩证法的理解

为线索，迈彻尔在该书第一部分中勾勒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定理，并详细阐述

了马克思新唯物论的哲学基础。他给出了五个需要进一步详细研究的基本定

理：（1）在思想中把握世界的整体是为了改变世界的整体；（2）理论与实践的

关系；（3）新唯物论作为自我改变的现实的理论形式；（4）新唯物论作为科学

的综合；（5）新唯物论的科学特征和认识论的相对原则。第二部分介绍了综合

的马克思的核心范畴，如对象性活动、劳动、历史、社会，与一般的看法不

同，作者还认为文化与美学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第三部分勾

勒了今后几卷需要进一步展开的研究主题，如马克思的人类学、马克思主义与

宗教、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乌托邦以及政治伦理学和新人本主义等。第四部分

批判性地讨论了批判文化的缺失，第五部分是对将成为今后研究主题的专著的

A  Ulrich Brand, Markus Wissen, Imperiale Lebensweise, Zur Ausbeutung von Mensch und 
Natur im Globalen Kapitalismus , München: Oekom Verlag, S.169.

B  迈彻尔准备出版四卷本来阐述综合的马克思主义构想，本书是四卷本计划中的第

一卷。

C  Thomas Metscher, Integrativer Marxismus, dialektische Studien , Kassel: Mangroven Ver-
lag, 2017, S.13.

D  Thomas Metscher，Integrativer Marxismus, dialektische Studien , Kassel: Mangroven Ver-
lag, 2017, S.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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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第六部分是对当今政治—意识形态情况的回应。就如作者所言，该书是

总体上的勾勒与理论基本，具体的内容在后面三卷将详细展开，最终的目的是

要阐明马克思主义不是在当今相互竞争的政治—社会和哲学理论版图中的一种

理论。它是经由哲学论证的，一种连贯的概念知识的形式，它致力于认识世界

的整体视角，它的最终目标是改变世界，建立一个摆脱了愤怒、憎恶、饥饿和

暴力的区域共同体。

四、激进民主与社会主义

激进民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中的一个主要理论思潮，它不但在

左翼政党当中，而且在主流学术圈中也获得了诸多的关注与回应。与激进民主

相关的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新反思，也成为左翼学者的关注焦点之一。

他们围绕着对共产主义可能性的反思，已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如齐泽克的《危

险做梦之年》、阿兰·巴迪欧的《历史的重生：造反和起义的时代》、哈特和奈

格里的《共产党宣言》、乔蒂·狄恩的《共产主义地平线》、齐泽克主编的《共

产主义理念》第二卷 A  、布朗西与布里主编的《共产主义》论文集 B  等。下

文将简要介绍德国左翼学者阿历克斯·黛米洛维克的最新思考。

黛米洛维克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法兰克福大

学教授，社会分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的学术顾问委员会

主席，他主要的研究领域为：批判的社会理论、唯物论国家和民主理论。在最

新的《激进民主与社会主义：政治形式的界限与可能性》C 一文中，他首先介

绍了当今西方民主被侵蚀的现状，其次分析了两种主要版本的激进民主理论，

最后勾勒了社会主义的前景。黛米洛维克指出，当今社会的两极分化、生态问

题、移民问题已严重困扰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尽管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

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像是被闭塞了一样，迄今为止

没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事实证明，资产阶级的统治者们无力克服这

些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当中没有人意识到需要采取行动。例如，每

A  The Idea of Communism Volume 2 , Slavoj Zizek（ed.）, London·New York: Verso, 2013.
B  Lutz Brangsch/Michael Brie, Das Kommunistische , Hamburg: Vsa Verlag, 2016.
C  Alex Demirovic, Radikale Demokratie und Sozialismus: Grenzen und Möglichlikeiten 

einer Politischen Form, Rosa-Luxemburg-Stiftung, Online Publikatio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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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世界经济论坛都围绕新的全球重要议题展开，相关的国家与国际委员会、专

家小组、会议和研究被制度化，但是相关的主要决定却没有达成，也不能达

成。集体利益和集体行动无法形成。当下是少数人占据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享

受着更为广泛的供给，而更多的人越来越贫困，在日常生活中体验着身份的卑

微和暴力。气候变化继续恶化，环境灾难越加频繁，波及范围更为广泛。

面对此情形，哲学要反思现代社会自我理解的核心要素，即民主、人民

主权，因为它是所有现代权利的出发点。在黛米洛维克看来，传统的民主模式

对公民的参与代议制民主的理解是非常狭隘的。在此模式中，民众仅仅是被期

望参与选举，而对政治不满的人，则被期望在传统的框架中，通过选举或公共

的意见表达使人们获知他们的不同意见，即市民集会、给议员或者报纸编辑写

信，或者参加某个党派。但是，当人们自发组织竞争性政党，或者直接积极参

政时，这些非常规的政治行动方式，如游行示威、封锁，经常不被视作理所当

然的民主意见的表达，而被视作是对公共秩序的扰乱；相关的行动者会被视作

搞特殊性、反民主、极端主义，甚至被视作国家的敌对力量。此外，人民主权

的决议范围仅仅与领土边界相等同，但是这已经不符合事实了。例如许多“经

济合作发展组织”的国家在他们的民主决议中，已经超出了领土范围。他们的

宪法为他们提供了所有权和生活形式，它允许国家对边界外的人的生活进行干

预，但是被波及的人并没有发言权。鉴于传统民主理论的诸多缺陷，当代激进

民主理论作出了诸多修正。这些修正被黛米洛维克划分成两种激进民主的模

式，一种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简称为激进民主Ⅰ），另一种以拉克劳、墨菲、

朗西埃等人为代表（简称为激进民主Ⅱ）。他介绍了这两种模式对传统民主模

式的修正，并比较了两者之间的异同。

首先，激进民主Ⅰ与Ⅱ表面上看似完全相互反对。激进民主Ⅰ强调对民

主的民主化过程。民主不能仅停留于一些僵硬的规则，而是要扎根于政治文化

中，它包括参与、质疑和改变的活跃过程。它并没有质疑现存的宪法制度，而

是为了使其现实化，试图重构包含于其中的意义。它假定民主是相互平等的人

签订契约的产物。他们在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在民主的

讨论中为此而奋斗：无人在其权利中遭受共同体的秩序和制度的不利对待。为

了保障这一点，就必须不能仅相信形式的制度，而且还要扩展公共空间，其中

的主题、行动或实践不能轻易地以非法名义被阻止。民主化过程并非开始于法

治国的政治体制之外，而是在其中并通过过程本身而实现。公共交往起到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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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的作用，它是生活世界与政治—行政系统之间的中介。许多经济的系统整合

和政治行政系统的后果，通过公共交往被主题化和一般化，然后成为政治决策

机构的交流对象。最后，激进民主Ⅰ坚持社会的二元划分，即系统与生活世界

之间的区分，不能把民主化推广到整个社会之中。因而，它反对社会主义的整

体方案，反对的理由并非出于民主理论，不是社会主义民主违反了民主，而是

出于功能主义维度：当今社会功能复杂，社会主义的整体方案忽视了功能的差

异，政治领域干预到了经济领域，伤害了经济领域的特殊功能。

激进民主Ⅱ发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主要受这些经验的促动，一方面看

到国家社会主义的权威化倾向，另一方面也注意到组织自身内部的权威化倾

向。此外，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的侵蚀，以及经济和政治的重组，他

们认为以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为代表的理论标志着资本主义特定时代的终结。与

激进民主Ⅰ强调达成合理的共识意见不同，激进民主Ⅱ强调差异和歧见。政治

由冲突、对立、争论、歧见构成，它们能打破现存的秩序导向新的秩序。在拉

克劳和朗西埃那儿，冲突都是源于结构性的外部的产物。因此它的出现不是被

决定的，它代表了偶然性和无根基性。政治是基础的缺场，有政治，是因为每

一个社会秩序都是偶然的。 A  这也是拉克劳把激进民主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的

主要原因。拉克劳认为马克思的民主行动自身总是在因果关系上被还原到社会

关系中，并没有认真考虑有产者与工人的妥协关系。 另一个不同是，冲突或

者争论的目的不是为了达成一致的同意，而是质疑被建构的社会，让社会中的

不公正显露出来。因此，政治的未来不是消除差异，而是建立普遍性的包容性

的话语。“如果左翼不能够成功创造一种广泛的普遍话语，它不是反对，而是

从过去几十年中急剧增长的特殊主义出发被建构，那么左翼就没有未来。”B

其次，激进民主Ⅰ与Ⅱ本质上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的理论基础都是建

立在语言哲学之上。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规范基础的探讨借助的是语言学的

重构方法。公共领域中的规范基础存在于人的言语能力中，即人能够以理解为

取向相互言谈，并相互承认对方为平等的。在交往过程中，他们能够提出不同

的有效性要求并且能够相互质疑。因此，话语实践并非是没有冲突的。公共领

A  Rancière, Jacques, Das Unvernehmen.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Frankfurt a. M., 2002.
B  Laclau, Ernesto（2013）: Universalität konstruieren, in: Butler, Judith/Laclau, Ernesto/

Žižek, Slavoj: Kontingenz, Hegemonie, Universalität. Aktuelle Dialoge zur Linken, Wien/
Berlin, 2013,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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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目标在于包容这些冲突，并在冲突中不断获得演化。激进民主Ⅱ也依赖于

语言学转向。拉克劳和墨菲则援引德里达的符号理论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

说，他们认为民主首先内在地产生于话语逻辑。朗西埃也强调，人是说话的动

物，并通过说话通向相互理解。言谈行为中就包含了平等要素，即使是不平等

的命令，为了被他人听到和理解，也假定被命令者在此是平等的。此外，激进

民主Ⅱ也强调平等的规范作为民主的一般约束性标准。例如墨菲，他在很大程

度上赞同民主的冲突理论，甚至考虑到，在宪法的一致框架中的活动应当与对

构成现代民主的多元主义的承认相一致。

最后，黛米洛维克从社会主义的视角审视了这两种激进民主模式。从这

两种民主理论出发，似乎社会主义都与之格格不入。激进民主Ⅰ认为社会主义

管得太多，强调政治只是社会系统的一个部分，整个社会不能由政治统辖；而

激进民主Ⅱ认为社会主义把民主看得太低，实际上，民主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

程，社会主义的实现并非意味着政治的终结。

与这两种观点相反，黛米洛维克强调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第一，

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中，存在着一个卢梭式传统，根据该传统，劳动

阶级体现了社会的一般意志，因为工人劳动代表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是

社会在物质方面维持下去的条件，而资产阶级则通过榨取剩余价值，代表了资

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根据这个假定，存在一个统一的民众意志，它由工人阶级

代表。尽管工人阶级当中存在诸多不同的利益诉求，他们的年龄、地区、国

家、宗教、职业、收入等等都有差异，但是政治的要求和努力恰恰就是求同存

异，把他们组织成一个阶级。因此，在此传统中，冲突是由于缺少对共同阶级

状况的认识，或者是由于敌对阶级的影响所致。这些差异最终在反对共同敌人

中，在科学的认识形成后被消除。因此，工人阶级对资本家的反对是民主的真

正实现过程。

第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并非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对经典社会主义

的一个偏见是：“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消失后，一系列的反应会接踵而来，

它在整个历史时期中会导致所有屈服顺从的形式的废除。”这种偏见之所以不

成立，是因为它假定社会主义仅仅是经济方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没有性别

歧视和种族主义的条件下也能够存在。而马克思则认为，16 世纪以来的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能够形成，在于它内在地把所有的统治形式，如种族主义、性别

歧视、劳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自然的剥削与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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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解放斗争一方面要体现在所有这些不同的特殊的统治形式中，另一方面

这种斗争将不会成功，如果他们不能够共同打碎把他们联系在一切的东西。

第三，在激进民主理论中，一种行动的逻辑被提到，它在逻辑上是先于

社会的。马克思的理论可以说是对此前现代政治的一种替代。因此这种政治把

政治性与人本身相关联，就如亚里士多德把人直接界定为政治的动物一样。马

克思与此相反，人首先是具体的活在社会中的人，依赖社会才能存活，是社会

性的动物，在劳动中相互合作。这种合作不仅仅局限于劳务领域，在话语、知

识、情感关系，家庭形式，自然关系等，没有哪种实践是孤立的自为的存在。

真正的共同体是相互依赖的联合体。这种自我决定的合作，把臆想的冲突和歧

见用和解的协作替代。

五、“左翼党”建党十周年

2017 年 6 月 16 日，左翼党在柏林人民剧院举行了建党十周年庆祝活动。

左翼党党主席、国会议员、党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等参加了庆祝大会。此

外，还有很多的纪念性文章也随之纷纷发表。德国左翼党（DIE LINKE）是

由原民主德国的左翼民社党（Linkspartei.PDS）、劳动与社会正义选举联盟

（WASG）于 2007 年 6 月 16 日合并而成。通过不断地融合与努力，新的左翼

党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已经成为德国联邦议会中唯一一个反对军事化、战争和

社会福利缩减的左派反对党。在纪念活动中，党的领导人总结了过去十年的工

作。十年来的主要成就有：

第一，党内活动方面。政党内部通过了一份共同的行动纲领。2011 年，

在艾尔福特代表大会上，经过共同的协商与妥协，左翼党首次通过了一份正式

的共同纲领，明确了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在共同纲领中，左翼党明

确提出接续左派民主立场和传统，它们源于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

义工人运动，和以女权主义为代表的其他解放运动。左翼党主张，她所提倡的

另类选择的方案，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自由或社会主义”，而是在没有剥削和

压迫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中，民主与自由的共存。

此外，还举办了一系列至关重要的讨论会，例如 2015 年 4 月 23—26 日，

左翼党在柏林举办了“未来的左翼周”活动。在为期四天的活动中，举办了超

过 80场讲座、讨论、策略工作间、联谊会、文化与城市散步活动等。“未来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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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员和其同情者提供了公共空间，讨论当下的政治形势、经济和社会的变革

和由此带来的挑战。有超过 1000 多名参与者利用了此机会，就社会发展的根

本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与社会运动、工会和批判的学术团体中的参与者进行

了交流。

第二，社会参与方面。为了鼓励女性参与社会各项事业，2011 年，左翼

党还专门设立了“蔡特金—女性奖”，每年颁发给为了改善女性生活条件，促

进女性与男性平等地位或者成为其他女性生活中的榜样的典型人物和项目。目

前已有 13 名女性荣获该奖，有 51 个项目获得提名。针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实

施几十年以来民众工作与生活压力的逐年增大，2015 年，在比勒菲尔德党代

会上，左翼党决定开展“必须在此”的运动。该运动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反对

劳工贫困化、失业、核心劳动者等现象。2015 年以来，有数百个社团参与到

了“替代哈兹五，要求最低 1050 欧元工资保障”抗议活动中。此外，左翼党

还组织了反对“TTIP”和“CETA”的运动，运动主题为：“为了正义的世界贸

易，停止 TTIP 和 CETA”。在柏林和其他城市，一个广泛的联盟于 2015 年 10

月 10 日，带领 250000 人走上街头，游行反对 TTIP。这是数年来德国爆发的

最大的游行之一。

第三，政府参与方面。在 2007 年的不莱梅市选举中，刚成立的左翼党就

第一次进入了西德的州议会中。自此以后，数不清的议会活动被提上议程，如

反对不莱梅的高贫困率，反对中小学和托儿所建设的窘迫处境，反对城市各

区社会福利的不平等。左翼党的这些努力使得她在 2015 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

了 9.5％的支持率。在 2014 年 9 月的图林根州选举中，左翼获得了 28.2％的选

票，成为州议会中的最大党。2014 年 12 月 5 日，该州议会选出了波多·拉梅

洛（Bodo Ramelow）担任该州的总理。该州采取了多项惠民措施，如计划于

2018/2019 年，为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等方面投资 6.2 亿欧元，每个家

庭 1400 欧左右的减负，新增 1900 位教师等。

从左翼党的十年回顾中可以看出，她为实现自己的纲领确实脚踏实地地

作出了诸多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也有学者指出，尽管左翼党合

并之后影响日盛，在国内外各种议题上，积极发声，申诉自身的立场，但是合

并并未带来预期的效果。例如，党员人数有减无增，2007 年党员人数是 7 万

多，而到了 2017 年 3 月末，人数降到了不足 6 万，其中 36.8％是女性，8％是

25 岁以下。党员平均年龄 58 岁，东部地区党员除柏林（60 岁左右）外，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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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65 岁，而西部地区则在 45 至 50 岁。虽然左翼党近年增加了一些 36 岁以

下的党员，但是从总体来看，仍然无法阻止老年化的趋势。A 在联邦议会选举

层面，与刚成立时所获得的 8.7％的选票相比，这些年的成绩基本是原地踏步，

未取得任何突破。在州选举层面也是如此，近年来仅在黑森和萨尔州、不莱梅

和汉堡市进入了州议会中。

此外，左翼党在反对极右势力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弱。左翼党的奠

基人奥斯卡·拉方丹曾在左翼成立大会上说：“我们是议会活动和政治生活中唯

一的一种呼声，它再次给予了那些迄今从不参与选举的人以希望。这些人之所以

不参与选举，是因为他们认为不值得参与，他们仍然执意反对我们。如果没有我

们，德国的右翼将会更强大。这早已是新左翼的历史成就。”B确实，左翼的存在，

长期阻止了极右势力在德国的崛起。然而，随着 2013 年“德国另类选择党”成立，

这一情形发生了改变。虽然在城市中的青年和受良好教育的群体中，左翼赢得

了越来越多的选票，但却越来越失去那些社会最底层人的支持，他们中的部分

人尽管根本不参与选举，却仍然把票投给了“德国另类选择党”。

L. 雷德勒指出，除了以上问题，面对一些根本问题，左翼党内部也存在

重大分歧。这些问题有：社会的改善如何实现，首先，是通过议会还是通过社

会运动和抗议？左翼党、社会民主和绿党之间存在一个左翼阵营吗？还是改变

这些反对党，直到左翼党占据议会大多数才是党的任务？左翼党是推翻资本主

义还是仅仅对现存制度作小修小补？谁在党内首先做决策，是广大党员还是党

的领导人，或者议员党团？ C例如，针对第一和第二个问题，党内的观念与实

践都存在一定的分歧。党主席卡提亚·基平和贝尔恩德·里克辛尔在《为社会

正义和民主而革命》一文中，认为在左翼党、社会民主党和绿党之间不存在

具有左翼性质的阵营。D 其次，在现实的政府参与中，左翼党并未坚持自身立

场，一方面，与其他党派相反，左翼党试图站在群众运动的立场上努力改善现

状；另一方面，她又试图与社会民主党和绿党达成联盟，在实践中违背了自身

A  数据源于 https://archiv2017.die-linke.de/partei/organe/parteitage/magdeburger-parteit-
ag-2016/bericht-der-mandatspruefungskommission/。

B  https://archiv2017.die-linke.de/partei/organe/parteitage/archiv/gruendungsparteitag/reden/
oskar-lafontaine/.

C  https://www.sozialismus.info/2017/06/zehn-jahre-die-linke/.
D  https://archiv2017.die-linke.de/nc/die-linke/nachrichten/detail/artikel/revolution-fuer-

soziale-gerechtigkeit-und-demokra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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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张。

面对这种矛盾的状态，克劳斯·路德维希与 L. 雷德勒指出：“如果不公开

论辩有争议的事情，如果不与旨在参与到政府中并施行‘现实政治’的右翼作

斗争，并为了明确反资本主义的大多数而斗争，我们便不会成功把左翼党塑造

成战斗的、革命性的力量，不会成功地创造一种通过组织群众而形成的自我

授权和参与的新文化。没有这些，我们最终便无法进行党的改革，更遑论革

命。”A 在《挖掘宝藏，发现的却是蚯蚓：左翼和治理》B 一书中，“另类社会主

义”政党领袖 S. 斯坦尼契奇（Sascha Staničić）就直接认为，在政府参与中接

受拥护资本主义的政党是左翼党的先天弱点。克劳斯·路德维希与 L. 雷德勒

共同呼吁“为了赢得可靠性与行动的自由，左翼必须有意和明确地斩断它与建

制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关联。作为明确地反对的、战斗的、社会主义的，建立在

阶级基础上的力量……左翼必须自我改变，不是在这儿或那儿小修小补，而是

在其整体面貌上，在其工作重点的确立上，在其内在的结构中进行改变。它需

要的恰恰是革命。”C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A  https://www.sozialismus.info/2016/05/revolution-der-sozialen-gerechtigkeit-nur-mit-einer-
revolutionierung-der-partei/.

B  Gleiss, Thies / Höger, Inge / Redler, Lucy / Stanicic, Sascha（Hg.）:Nach Goldschätzen 
graben, Regenwürmer Finden .Die Linke und das Regieren Neue Kleine Bibliothek 237, 
2017.

C  https://www.sozialismus.info/2016/05/revolution-der-sozialen-gerechtigkeit-nur-mit-einer-
revolutionierung-der-part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