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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顾问：

海外：（以字母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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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福龄　 　 　 　 刘放桐　 　 　 　 李其庆

余源培　 　 　 　 杨春贵　 　 　 　 陈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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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崇温　 　 　 　 黄楠森　 　 　 　 陶德麟

靳辉明



主　 　 编：吴晓明

执行主编：汪行福　 邹诗鹏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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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耕　 汪行福　 邹诗鹏　 俞可平　 袁　 新

顾海良　 梁树发　 韩庆祥　 韩　 震　 童世骏

曾枝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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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所面对着的主体，
一种元结构方法的路径

［法］雅克·比岱 著　 崔晨 译

我在此想构建一种关于现代社会和现代历史的理论，旨在揭示新

自由主义的本质，以及它对于今天人的生活、实践和观点的影响。①

几个世纪以来，关于现代社会最大的争议总是围绕着市场和组织，

以及这两种模式在社会范围的理性协调。② 马克思以结构的方式来理

解资本主义，通过劳动力商品化使市场工具化，而市场工具化又是市场

理性化的一个例子。但他把组织作为一种趋向竞争的结构，并把它放

到工业企业的语境下来考察。通过这种改变，马克思识别到另外一种

类型的社会合理性，这种社会合理性在今日仍然掌握在资本家手中，但

是当私人所有权和市场关系被废除之后，这种社会合理性就会逃离出

３

①

②

作者注：我在这里发表的一些观点和一些片段出自即将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发表的
《新自由主义的叙事》（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一本书中。
按我的观点，马克思发明了这一概念，即市场 ／组织，并把它放在他对现代秩序
的分析的中心。“必须是中介的”，“Ｖｅｒｍｉｔｔｌｕｎｇ ｍｕｓｓ ｎａｔüｒｌｉｃｈ ｓｔａｔｔｆｉｎｄｅｎ”，
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Ｄｉｅｔｚ 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７４，Ｓ ８８－８９），更准确地说是，它被市场或组织（ｄｉｅ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协调。相对于市场的事后（“ｐｏｓｔ ｆｅｓｔｕｍ”）协调，组织是事前协
调（“ｖｏｒａｕｓｇｅｓｅｔｚｔ”），企业的协调，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协调。这确实是一个复杂
的问题丛。这种思考渗透到所有的现代社会理论之中，包括美国的制度学派，

如 Ｏｌｉｖｅ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著作《资本主义的经济的制度》（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就此而
言，它是极有意义的。



来，并且提供一个社会主义结构，在此我们可以确认的是，这是 ２０世纪

最大的解放神话的核心。

今日我们能够对这一视角进行衡量了，这种批判性反思具有诸多

形式。我的计划是重新思考、纠正和拓展马克思思路的起点。现代社

会以“理性”为其基本特征，但这只是现代社会的元结构，它分享的是

自由—平等—理性的信念，就其基于一种阶级“结构”的前提预设，这

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工具化过程。由此，现代社会需要在社会理性工具

化之下被分析，在市场和组织这两种原初中介的模式下被理解。事实

上，这两种模式是个体间的微观联系，这种联系既超越了散漫的直接

性，也超过了直接的交流合作。① 两者的工具化使其自身转变为阶级

因素，以此构建了现代宏观阶级关系。它通过一个特权分配的双重过程

来实现：在市场中通过“财产”，在组织中通过“能力”。由此，统治阶级或

特权阶级就包括了两种社会力量，因而有两种统治者，“资本家”和“能

人”（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其他阶级，我称作基础阶级或大众阶级，并且根据他们

与市场、组织两者不同的关系和发展过程，即包容、影响和排斥来区分不

同的阶层或局部。基于两个阶级和三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现代阶

级结构既是二元的又是三元的。新自由主义在这种模式中代表了一个

特殊案例。我将分为两个部分来讨论：一是客观部分，二是主观部分。

一、作为霸权模式的新自由主义

我认同资本概念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概念，由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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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将基于此研究程序生成的理论矩阵称为“元结构方式”，这总体上就代表了

现代阶级关系的工具化模式。

２面
２极　 　 　 　 　 　 　 经济理解力 政治理性

两者对立 市场 个体契约

两者合作 组织 中央契约



理论构成。① 但我对其进行了扩展，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我纠正了

马克思的方法。若包括统治阶级在内有两个阶级，两个不同的社会力

量，现代社会就会被理解为一个三角模型。但我反对这种模型，并且提

出了三个阶级，即一个中介阶级和两个统治阶级。我同样反对资本和

国家作为两大统治力量的观点：资本不是市民社会，国家与阶级具有同

构性。

统治阶级的这两个组成部分是十分不同的。资本家无休止地追求

利润：如果他们停止了，他们就消失了，权力的抽象性是他们的视野。

但是，他们如果不拥有一些由工人和有能力者生产的使用价值，他们就

无法创造利润。在市场中“财产—权力”的特权，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

义观念，但这并不构成一个问题。但是另外一个特权，在组织中的“能

力—权力”，还需一进步的解释。

（１）能力不是知识本身（尽管福柯把其命名为“知识—权力”），不

是专属于统治阶级。它是“社会地接受的能力”，需要别人的承认，对

此可参见韦伯和布迪厄。福柯认为，有一种和经济权力不同的权力，不

是买和卖的权力，也不是谈判和投资的权力。这种权力是划定空间和

时间的权力，设定界限、路径、计划、程序、检验、分配、标准、规格、正常

人或者变态人的权力，设定相关的目的或充足的理由的权力，教育、同

情、审判、包容和排斥的权力。布迪厄着重论述了这样一种权力作为一

种不间断的垄断，是如何产生和再生产的，是如何形成为社会壁垒的，

尽管有其多样性。

（２）我认为应将“有才能者的权力”与“组织”的概念联系起来。

在生产、管理、健康等方面拓展出来的，是依据了另外一种“社会规模

的理智协调”模式。要超越直接、零散的合作与联合的协调，确实只有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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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作为长期分析的结果，显著地表现在《对〈资本论〉的解释和重建》一书

中，法国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



两种可能的中介方式①，这两者就是市场和组织，前者遵从于财产权，

后者遵从于资格，二者在多种路径上相互作用。这是权力的两极，使少

数人拥有特权，而没有特权的群众就对此拒斥或者斗争。

两个主导型力量在对立和吸引的交互关系中共存。它们的目标都

是至上的权力。由此，霸权理论的对象不是考察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

级二者的关系，而是要探究这个富有争议的三元结构。

（一）霸权体制概念

霸权主义在此包含了两个维度，彼此相互联系。

按照结构的维度，“霸权模式”界定了三大主要社会力量之间关系

的一种类型。巨大的技术变革，即从流水线到计算机，重新界定了两个

阶级因素（市场和组织），包括二者的活动范围，和围绕二者的使用、控

制而产生斗争的条件。阶级不是社会群体，而是结构的分裂

（ｃｌｅａｖａｇｅｓ），通过复制和限定空间，像“矿主”和“工业工人阶级”这样

短暂的群体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在这样一种语境下，他们不是阶级，只

是被定义为群体，由此就发展出来了“霸权的策略”。

这个结构性的霸权总是与霸权体系相关，它总是关注世界系统的

节点、殖民中心、卫星城、殖民地等。这里没有自由—平等—理性的元

结构化的前提假定，是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处于的“战争状态”。这种

“体系性”在结构化的内部一再地持续出现。

（二）霸权体制的形式分析

针对这些前提，现代霸权主义的特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ＣＥＰ）：

“Ｃ”就是资本家（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ｓ）：股东和代理人，他的功能就是积累剩

余价值，并且实际上占有了绝大部分的利润。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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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对调解的核心是马克思一个重要的发现，但是他没有完全充分地发展它，

最显著的地方是关于组织 ／资格的关系方面他一直在关注。



“Ｅ”就是知识权力的精英（ｅｌｉｔｅ）：“有能力的人”，“获得能力”去

管理的人，他们的劳动力是时刻并且首先去运用权力。

“Ｐ”就是大众（ｐｅｏｐｌｅ），大众阶级，或者无产阶级，他们不是意味

着“没有股份”的人，而是“没有特权”的人：他们的财产不会积累，他们

的知识不会带给他们权力。其中又会是根据组织因素占优势（公共部

门的雇员），还是市场因素占优势（个体户），或者两者之间的均衡状态

（私有部门的雇员）将大众分为不同的部分，但首先是划分等级阶层。

没有特权不代表没有影响，一些关于“阶级因素”的看法是：大众的斗

争产生社会和政治效益，如工资和地位等。但不是所有成员都能平等

地得到这些利益：这要依据性别、职业、代际、地域或国家（系统性干

预），你会因为职业和各种权力而处于一个不平等的地位，直到完全被

“排除”———排除一些的所有，这种排除是一种深度割裂。这种排除同

时发生在二元的阶级关系中：在市场机制和组织化标准中，在二者中都

变得“一文不值”。对一方的排除并不代表着对另一方的接纳（在当今

社会规则中），这是对所有方面的弱化（我认为这是统治的两极的分

裂：Ｃ和 Ｅ）。

为了理清这些，我对以下定义做了修改。自由主义是资本家的逻

辑，社会主义是能力的逻辑，共产主义是人民的逻辑：放弃阶级关系。

霸权主义是资本家、精英、大众的三方游戏，其中两方联盟对抗第

三方的现象是核心。联盟并不意味着没有对抗，在此可以做出主要矛

盾（Ｖ）和次要矛盾（ｖ）的经典区分，后者往往包含在一些对抗性联盟

的形式中。

资本家与精英联盟对抗大众（ＣｖＥ Ｖ Ｐ）。这个公式非常平常，但

是里面涵盖了许多不同类型的资本家与精英之间关系的平衡。

资本家与精英联盟对抗大众。这个结构回答了一种逻辑，那就是

大众阶级理论逻辑上想要去提升的是什么。知识权力体系必须预设一

种交流的风险，尽管有规训功能的存在，但这种风险更容易被理解，更

有影响力。在一种类似重复的路径上，一个大众阶级的“胜利”可以被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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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为组织控制了市场，彼此分享的话语的民主控制了组织。

为了战胜统治阶级，大众阶级必须打破资本家和精英之间的联盟。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只能在霸权立场上联合精英阶层。实现这个目标

所需要的权力依靠于其在不同的部分和等级之间实现的、社会的、政治

的、乌托邦的联盟的能力。我们将此称为解放的元结构的策略。

精英对抗大众有一个“现实的社会主义”的例子，发生在苏维埃的

共产主义革命之后。对理性中介方式之一———市场的压制，动摇了所

有理性的配置，并且在一种更压迫的工具化方式下促进了它，使其达到

了话语的“直接性”本身，这便是公民的直接交往。

（三）霸权模式的历史草图

以下讨论是对问题的欧洲中心主义研究，它没有涉及从亚洲特别

是中国之类的其他现代性“开端”及其随后的遭遇出发所做的类似

研究。

让我们来讨论公社 ／政体（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 Ｒｅｇｉｍｅ）———尤其是 １３ 世纪

南意大利的公社———如果我们想了解欧洲部分，这无论如何都是必要

的开端。①

在“古代体制”（Ａｎｃｉｅｎｔ Ｒéｇｉｍｅ）下，实体是由资本家、精英和大众

之间的混合关系构成，这是一个前现代的社会规则。围绕着王室权力，

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精英最为流行。在“行政国家”之内，精英仍然超过

资本家。

资本主义或自由政体（Ｔｈｅ Ｂｏｕｇｅｏｉｓｏｒ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在 １７５０年

左右，一个改变产生于两方面的权力平衡之中，这两方面一方面是旧统

治阶级，另一方面是新出现的三元结构———精英、资本家、大众———这

是“西方”革命的结果。这是资产阶级的时代，依据资本家联盟精英对

抗大众的结构来看（ＣｖＥ Ｖ Ｐ），在资本家的庇护下，资本家和精英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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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关系。

民族的社会的国家政体（Ｔｈ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从

１９３０年开始，资本主义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工人阶级和一个由管理

者、职员和能力者组成的多样联合体。世界大战、社会主义革命、民族

解放运动和经济危机，由资本家联盟精英对抗大众（ＣｖＥ Ｖ Ｐ）的结构

变成了资本家对抗精英与大众的联盟（Ｃ Ｖ ＥｖＰ）。民族的社会的国

家：“民族”一方面指的是在民族—国家语境中可能的结构，另一方面

指的是它的系统的对应物———殖民地。

社会主义政体（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Ｒｅｇｉｍｅ）。我在此的意思是———超越

了革命的“无产主义的”进程联合了精英和大众———“真正的社会主

义”政体，它的内涵能配得上这个名字，重点是将能力作为最高的权力

而由此实现出来的组织：一种社会秩序的普遍规划。

纳粹、民粹政体（Ｆａｓｃｉｓｔ，Ｐｏｐｕｌｉｓｔ）。这一霸权模式概念要求考虑

在每种情况中“精英”（公仆、管理者、知识分子、职员、牧师等等）所扮

演的角色。他们在世界体系中占据着不同位置，他们可能从技术或者

地缘政治的角度，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去推进大众的激进组织，又不

与资本家的联盟决裂，而是致力于在体系中支持、保护和提升他们

自身。

（四）作为真正的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

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的转折点上，出现了一种新奇的状态：新自由主

义政体摧毁了民族社会国家体制。资本家战胜了从大众阶层里面分离

出来的精英阶层。所以属于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家联合精英对抗大众

的结构又重现了。这种政体中包含了什么新奇的内容？

这不是一个新教条发明的问题。自由主义不是一个学说，它是一

种要求（ｃｌａｉｍ）。新自由主义的要求本身没有包含着任何新的东西。

它不过是自由主义不变的要求，别无其他：资本家要证明他们实践和策

略的合法性。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存在这个要求的经典的、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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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美的表达了。从洛克开始，资本主义就提出了“自然秩序”的极

端命题，那就是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市场。对于殖民者自身来说，利用

和对抗其他占用者是合法的，无论以任何理由，只要能够带来利润。很

明显的是，自由主义可以直接被称为是极端的社会逻辑，或者自由主义

本质上就是“新自由主义”。

那么到底包含了什么新奇之处？我认为，这单纯的是因为在结构

之内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的改变。经典“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相

关，是世界体系下的一个子系统。它自身被看作是温和的，如果真是这

样，实际上是因为它的极端逻辑被对抗它的结构性的力量所限制了。

一方面，统治阶级的另一极有能力的“精英”，由于民族国家背景下资

本家的出现，享受同样的增长，依据地点和时间的不同，生成了或联合

的或对抗的，可变化的关系。另一方面，“大众”阶级已经无处不在，出

现在循环往复的反抗和革命中。新自由主义除了是“自由主义”的旧

梦实现，不会再是别的了：资本主义的独裁。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探究的。

二、新自由主义的主体

在当代对新自由主义的分析中，福柯的“配置”方案和马克思的

“结构”方案之间出现分裂。我困惑的是，前者的界限，当今主导的社

会学，以及后者所遇到的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提供可操作尺度的困难。

福柯“装置”（ｄｅｖｉｃｅｓ）概念旨在界定由异质的、质料的、制度的和

话语的因素构成的整体，由此形构了一种社会力量，它能够生产出历史

地确定的主体。但是，按照我的观点，这个主体，尽管能够在“装置”的

浅层级上被确定，但是除了在反抗和放弃之间摇摆就无法做其他任何

事情了。

关于马克思的方案，马克思式“结构”概念把握了自为的社会总

体：它的理性和矛盾，它的历史动力。新自由主义无论如何是害怕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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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概念所开启的解放的视域的。整个故事必须真正从头开始说。我注

意到在《资本论》第一章中马克思强调的事实，在他们的相互交换中，

现代生产者将彼此看成自由和平等的：一个“现代性偏见”，他写道。

在一个元结构的问题式下，我称这一概念为“现代的宣告”（或虚构）的

意义，在我看来，它就是阿尔都塞在“质询”的主题上没有真正把握的

东西：一种结构质询，一个现代阶级结构中固有的模棱两可的质询。

我意图结合两者。我会沿着福柯的路线———直接面对一个被征服

的主体的定义———但是会更进一步进入到市场—组织装置的机制之

中。若一个“主体”的身份在一个主体时刻被解读，那就必须真正地到

现代宏观阶级关系中固有的微观阶级关系中去寻找踪迹：我的意思是，

到在市场和组织之中的他们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

我会在使用霸权模式的概念上，继续马克思结构和元结构的道路。

总之，艰难之处在于既连接起特殊的市场 ／组织配置和框定它们的阶级

结构，又连接起结构和时常干扰它们的连续的霸权模式，尽管被“质

询”的主体已经出现。在这个复数形式下，矛盾和模糊不清的质询行

为渗透了不同等级的社会实验。

（一）新自由主义的配置

我认为，“新自由主义主体”①的出现必然和装置有关，这是一个在

两种被视为“阶级因素”的中介方式之间的典型的优势的结构转变。

在那一点上，市场霸权比组织更为激进。这也定义了一种新的“霸权

模式”：与民族社会国家相对照———至少在它存在的地方———组织本

身倾向于由市场的方式上产生出来，由此导致了更加彻底的主体化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ｏｎ，按照该词，也可理解为更彻底的臣服———译者注）。这种

转变可以在公司的新的配置中发现，它干扰了外部的生活空间。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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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要素”（ｃｌａｓ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之间关系的方法，使把一系列众所周知的现

象归入到相同的概念中成为可能，也便于其得到更好的理解。

一方面，转包行为的出现切断了大工厂变成独立的小社会之路，之

前的组织关系被转变成了市场关系。在这个层面上，基于承包商和转

包商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命令”的关系让位于“规则”的关系。转包商

们彼此之间互相竞争，他们的雇员被迫接受更贬值的劳工条件，而且条

件会越来越下降。除此之外，永久合同———在它很普遍的地方———趋

向于让位给外聘合同，这是公共组织力量在国家范围内减弱的标志。

这些配置总体上有利于向市场转向，产生的其他一系列后果，可以从四

个层面上来分析。

第一步包括，把市场引进公司机制的组织和把组织引入市场。一

群生产者被分为许多的队伍彼此之间相互竞争，针对被要求的标准能

拿到不同的薪酬。这个虚假市场的配置掩盖了一种在细化工作的质量

和绩效等级上所发现的新的官僚组织。

第二步在团队被要求确定他们目标的时候发生了，这个目标被管

理者所依据用来评估利润所得。新自由主义的主体仍然是利润目标的

所有者。这种人不仅要展现他的生产能力，还有他的就业能力，他的盈

利能力，这些就代表着他在估算利润中所担负的责任。

第三步是工资所得的废除：职员，外包人员，被迫处在自由职业者

的状态，都成了“伙伴”（ｐａｒｔｎｅｒ）。雇主不再给雇员长期保证而只是短

期的任务分配。这是市场方式的无产阶级化。这种潜能的扩张是不确

定的。极端来讲，工人就还原为在市场身上寻找雇主，而且随时都可能

被结束聘用的状态。

可以估测由市场占优势这个变化而引起的结果，这是在私营部门

和公共部门中都可以观察到的。组织，作为市场相对的“一种中介方

式”，更像是语言的相互作用。组织的控制是要更脆弱、更软弱：每一

等级的管理者必须对那些在理性—合理性系统体系中的生产者给出一

些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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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化的协调并没有促进工人间的团结，从公司到职业等级到国

家的组织空间，作为历史社会斗争的结果，章程、标准、规则都被劳动法

所规定了。所以在新自由主义的治理配置下，通过市场方式的方法来

确定等级，目标是通过市场的方式来削弱组织的作用。

但是仍然还有第四步。这是超越了传统的公司的，在随着数字科

技一同增长的一个新领域的，第四步可以在被称为“优步模式”的服务

方式中被观察到。公司成了一个外部网络的中心，是生产者和消费者

的交易场所。网络无产阶级完全被原子化，在组织化过程中确定的社

会和经济地位被剥夺，被剥夺的还有其一系列在国家社会中的权力和

义务———与之相关可见到财政潜在的缩减。无可否认，数字科技打开

了一个交际和生态互换实践的广阔领域，但是无论何时，这种计算机过

程被包含在资本家的利益中心中，它们倾向于摧毁旧形式的独立职业

工作，破坏直接的交往本身、直接生活、日常生活。

在经典意义下的工作日，即有偿工作时间，是被两种中介（市场和

组织）所构造的，这个时间与自由时间相对立，而自由时间出现在家庭

中，以直接的话语关系为基础，在这里，（自由）劳动是一个本质的方

面。虽然此“自由”活动仍然受制于多重社会约束，并以两性关系为开

始。但起码它作为一种生产活动，通过一种“中介”工具的非正式的游

戏，逃离了阶级统治的影响。这至少是一个市场因素没有成功的例子。

数据处理的发明，在居住处侵入公司———它的组织系统、它的阶层———

把它转变为一个数字的工作地点，一个混乱职业的大本营，或者是对看

着电视屏幕等待工作机会的失业人员的一种庇护。

如我们所知，这种新自由主义市场霸权的结果是一系列新的病态

出现：压力、自尊心的丧失、职业价值的瓦解、政治激情的消退。组织可

以变得无限的残暴。这就意味着，与一种知识—权力发生联系，这种权

力只通过交流和合法化自身就可以起作用，它促进了一个确定的影响，

一个确定的对来自下层的社会力量的控制。当组织被市场的愚蠢力量

所替代时，结果就造成了意义缺失的加重和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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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自由革命的本质

我们可以估测一下历史挫败的程度。在民族社会国家体制中，工

资收入是核心配置。但是市场中介和它的资本主义利润的工具化却在

有能力的社会主义力量和基础阶级的共产主义力量面前退却了。领薪

水者开始被称为“职业人”，也就是能生产使用价值的人，而不仅仅是

为剩余价值做准备（ｐｒｅｔｅｘｔ）。他们能通过对知识—权力的占有，通过

把他们自身定义为能力者并且记录在权威的官方文件、章程或劳动法

律上，去限制资本—权力。随着商品服务和公共生产的发展，工资正退

化为市场社会形式，雇员进化为组织社会力量和言语合作的社会权力。

大众获得一定的影响力，一定的对两种中介的掌控力，两种中介退而成

为“阶级的因素”。

这样政制包含了一种理性和合理性的新的维度。我们正倾向

于———起码是来自底层者，期盼存在一种历史的舞台，使未来的斗争能

在长期过程中走向它的理性和合理性形式。世上无难事。这一装置统

治着永久的阶级机制，别无其他的远景。

但是让我们回顾这一叙述，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之际究竟发生了什么？

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和战后时期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目标都复活了

旧资本主义的梦想。撒切尔和里根或许都为它的实施提供了激进的创

意。但它的实现的条件只出现在 ８０ 年代，在数字革命的推动下，当时

可以允许民族社会国家的地位下降，和相应的霸权模式的瓦解。所有

产品和交换过程在世界范围内最终真正的统一了。在不平等的世界—

系统背景中，可以证明在工资将近为零时生产会非地方化。伴随着电

脑智能科技闯入生产领域，新的经济、工业、金融潜力的出现，法律—经

济秩序开始在超过国家的范围被界定。结果，民族的社会国家作为大

众阶级和有能力者的调和老路，最终瓦解了。顺应新自由主义的环境，

民族国家趋向于变成新自由主义世界国家的一个简单分支和一个行动

代理，它被冠以一种普遍的新自由主义政体。作为一个全球装置，它的

功能结果使得全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下结合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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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此时，结构和系统之间关系的划时代翻转发生了。阶级结构开

始包围世界体系。一个以世界国家的形式出现的世界阶级结构和世界

体系混合在一起。

由此把我们带回到基础性的马克思范式和它的基本命题。因为社

会被理解为基础设施和法律—政治—经济的上层建筑之间关系。马克

思把革命时刻理解为，生产力的发展摧毁生产关系及支配它们的上层

建筑。他将社会主义革命宣称为一种新的社会形式。这里情况正如

此，但有三个不同点：

（１）这种革命并没有宣称一种新的社会结构（也不是新的“生产模

式”），只是一种新的霸权模式，使得不管是二元和三元的现代结构形

式，都变得永恒化。

（２）但是这个体制的改变与时代的改变相对应，由于这个社会的

现代结构与世界体系混合在一起，所以它在最终的规模上会变成一个

世界阶级国家（ａ Ｗｏｒｌｄ Ｃｌａｓｓ Ｓｔａｔｅ）。

（３）三种主要的社会力量在这个最终的领域中相对照。再一次，

一方面，我们会有巨大的公司和市场资金，但是另一方面，是制造世界

国家装置的知识—权力，在一个涵盖了市场和管理者的所有多层次的

形式过程中。至于“基础的”阶级或者说“大众”阶级，也将在世界层面

上被发现。如果存在所谓的新自由主义主体，那么它就只能在这一背

景中才能被找到。

（三）新自由主义作为世界国家时代的原初体制

我们没有进入后现代。我们正在现代的最高点。我们在一个社会

世界中，它的结构、基础矛盾与矛盾的潜能都没有改变。元结构研究方

案要从元结构的三个方面来发展：统治阶级的两极和大众阶级。

统治世界的阶级引发了许多研究。研究关注的方面，一方面是资

本家的一级，尽管存在着对立的动力，它们在世界体系内相互对立，但

总体上的整合还是取得很大推进。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们还触及它的

５１

新自由主义所面对着的主体，一种元结构方法的路径



能力极，自上到下，不仅包括在国家领域的世界国家装置中，还包括在

不计其数的权威形式中。同时，作为对应物，我们可以看到“有能力

的”力量开始出现，从资产阶级中释放出来，而且已经有能力实现多样

的知识合作的实验（免费软件、维基百科），发展为生态批判。

最大的问题是一个基础世界阶级的存在，也就是被称为世界人民，

我们都是世界范围的市场大海的沧海一粟。这是巨大的问题。我在本

文的结尾回顾一些因素：三个主题和一个总结。

市场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普通大众在全球化的社会本体论下沦落

了，他们不能被简单归结为市场关系。大众生产和消费———以一种巨

大的不平等的方式，这是真的———支配着全世界的物质和精神产品。

资本左右着产品的含义和分配规则。但是，一旦获得，产品就不再是纯

粹的市场物品，而是资本实行和实现其标准的物品。

那些为了获得利润而被生产的产品也要被作为使用价值来消费。

这种消费并不简单是为了资本家生产“劳动力”（他们根本不关心，因

为可以找到劳动力的替代品）。这是一种生产性的和创造性的挪用。

汽车、火车和飞机带我们决定去的地方———当然这是一种粗略的估测，

但是这影响了我们存在的本质。电话和电脑，说和写我们告之的东西，

我们跟想要沟通的人说话、发邮件。衣服、装饰和食物用来庆祝我们的

仪式与节日。它在我们手上成了服务创造的和集体的行为，支持着身

份的确定和全部的要求。市场并不是全部。

普遍性是很重要的。那些涉及对世界的使用和自我使用的权利，

当它们被确证为普遍权利而不仅仅是被国家承认时，才会变得更加确

证自己。（例如阿伦特的观点：如果不被国家法律认定为国家权利，就

没有人权的存在）。显然，解放的世界公民关系只能依靠全球性的制

度资源。它仅仅在单个民族国家之内的阶级斗争中流行，即便它面对

的是地方性统治，却仍然是全球化的。但是，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性的

斗争本身就是世界性的。

世界人民拥有言说的能力。世界人民拥有共同的语言，这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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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前提，也是单独民族国家的前提条件。它不是特殊的地方性语

言，像我们的英语（可以成为很好的辅助），但是———我在正在写作中

的一本书中讨论了这个主题———这是一个极其强大的技术装置：在数

字化的公共空间中具有即刻的可译性和可转化性。因此，虽然很细微，

世界居民之间潜在的普遍性交互性质询（ｉｎｔｅｒｐｅｌｌａｔｉｏｎ）已经一天天地

展露出来：作为民族国家中出现过程的一个结果，没有普遍交流的语言

就不可能存在，不管它是什么，普通大众现在可以要求与谈话者有一个

可能的、普遍的“一般意志”，实质上是呈现在一个公共的媒体空间中

的。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最近十年，形形色色的斗争出现在大众的

“春天”，反对旧团体剥夺的斗争、妇女的斗争、同性恋的斗争、移民的

斗争，尽管它们有的含糊不清，有的失败。一个关于人类解放的政策被

理解为两个结构的相互作用，那就是阶级结构和世界体系。在这个背

景下，最古老的结构———人类的两性关系，虽被分割得很深———但仍可

以被再利用。

一个新的叙事出现了，尽管它是模糊的。通过环境的力量，最终是

通过技术的力量，所有的对抗时刻到来了，整个地球作为一个整体的领

域———尽管存在着不对称，在一些人声称他们认为是对他们有好处的

地方投资，另一些人只能被强迫地徘徊或监禁———我们正逼近生态—

政治条件。但是，现代对自由和平等的关注仍然没有改变，在它基础性

的含混意义上，在各种形式的社会中被确定。作为我们或好或坏地从

属的逻各斯，使所有的特殊言说都依附于一个普遍性的言说。含糊地

说，“询唤”游荡在阶级之间并且跨越了边界。在模棱两可的语言行为

中被相互宣告的东西，同样存在于本质上混乱的概念中———那就是

“自由—平等—理性”———它们都具有解放性和主体性。多众，它的被

诉诸的理智，有理由设想特权是可以被颠覆的，或者至少让地球还原成

为一个封闭的区域。在“现实的原则”的限制下，“希望的原则”成为最

好的选择，除此之外也别无选择。

世界国家，需要一个新的叙事，一个可以逃避具有吸引力的循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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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成就的幻想的叙事。这种叙事不许诺任何事情。如果这种叙事的

观点是合法的，那是因为这个循环过程再生产了体系，这个体系周期性

地扰乱它的要素，而且并没有废除总体的线性过程，因为人类作为一个

物种，最无法逃避的就是个体的死亡。对于理解领土概念的途径，非常

明显的是，激起了对于它模糊起源的兴趣。终极现代性的叙事关心的

是最长的历史。由成千上万个体组成的现代人群体（或许我们认为，

势必存在一些普遍性的语言，尽管没有什么可以保持它），已经扩展溢

出了它的非洲发源地，分散到整个世界，丢失掉了关于它古老传统的任

何记忆，对上千年的自身的存在丝毫无感，除了剩下在贸易道路上运行

的物质信息的狭小网络。但是，在它徘徊和越轨的最后，它散布的成员

最终会再次相遇，尽管存在敌意和统治去将他们划分开来，并且面对建

立一个政治社会的挑战。在最差的环境条件中，这是真的：一个世界阶

级国家，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相互交错。这就是我们最终现代性所处

的条件，面对一个终极的界限，避免生态上的危机深渊。

（译者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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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性主体的产生：福柯与新自由主义

［日］佐藤嘉幸　 马丽娟 译　 邵奇慧 校

自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在全球范围内取得

了压倒性的胜利。在英国的撒切尔政府与美国的里根政府，新自由主

义完全支配了他们的经济政策。在日本，新自由主义被中曾根康弘政

府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引入，并在小泉纯一郎政府得到迅速的发展。

由于经济政策建立在市场准则上，例如公共部门的私有化以及放

松管制，新自由主义通常被认为是朝向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亚当·

斯密的不干涉政策）或者是它在现代的应用。① 但是，福柯在法兰西学

院的题为《生命政治学的诞生》②的演讲中，用完全不同的观点分析了

形成于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的德国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悖论性的是，他

阐明了“国家干预主义”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中的重要意义：为了能使市

场的逻辑渗透进整个社会，国家通过立法干预的方式建构公共机构的

框架。为了批判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支配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并

且为了寻找抵制这种治理术的方法，我们必须准确地理解新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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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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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 ／ Ｓｅｕｉｌ，２００４；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ｌｌèｇｅ 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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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念和实际状况。在本文中，我们通过跟随福柯对于新自由主义的

分析来阐明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与主体性的特征。

一、新自由主义治理术

在《生命政治学的诞生》中，福柯分析了两种类型的新自由主义：

一种是德国的新自由主义，１９４８—１９６２ 年间西德政治践行这种新自

由主义。另一种是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到 ７０ 年代，被第二代芝加哥学

派发展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在德国战后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中，

福柯发现了“一种新的治理的艺术”或者是“一种治理的自由主义艺

术的更新”（ＮＢ，１８１－１８２；１７６）。什么是“新的治理的艺术”呢？福

柯解释说：实际上，当代德国，经济，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的增长产生

国家主权；亦即产生出通过制度与制度游戏来促使经济运转的政治主

权。经济产生出作为其担保人的国家之合法性。换句话说，经济创造

出公共法律，这种现象是极其重要的，这在历史上并非独一无二，然而

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尤为突出的现象。（ＮＢ，８５－８６；８４）

福柯断言，在新自由主义政府当中是经济产生政治主权。换句话

说，是经济或者经济的发展给予国家以政治合法性。政治机构实际上

丧失了自主性，并且被经济侵占。

让我们拿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状况与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加以比

较。根据雅克·东泽洛在《社会性的发明》（Ｌ’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ｄｕ ｓｏｃｉａｌ，）一

书中的说法，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通过干预主义的政策创造了“社

会性”，例如社会保险与收入的再分配，这些政策都是为了缩小劳动与

资本之间的对立。换句话说，国家通过不断地干预经济及将经济连接

到社会性上，从而作为自治的政治机构产生出社会。① 对于凯恩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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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来说，市场总是包含着非理性（市场的失败），并且这种非理性所产

生的矛盾必须通过生产着社会性的政治干预来予以修正。而另一方

面，在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中，政治机构的自主性并不存在，因为政治

受制于经济且被经济染指。福利国家产生的社会性被减少或是抹除

了。政治机构的自主性的消失，社会性的削减，或者说由经济进行统

治，这在 １９８９年之后是大势所趋。

现在我们将检视德国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并且将其与新自由主义

的实际相联系。在 １９４８年到 １９６２年间，一种被称作“秩序自由主义”

的经济学理论支配着西德的经济政策，秩序自由主义由沃尔特·欧肯

（Ｗａｌｔｅｒ Ｅｕｃｋｅｎ）与弗兰茨·博姆（Ｆｒａｎｚ Ｂｈｍ）构建，他们在 ２０ 世纪

３０年代于弗莱堡大学任教，并于 １９４８ 创建 Ｏｒｄｏ 期刊，他们的秩序自

由主义受到威廉姆·洛卜克（Ｗｉｌｈｅｌｍ Ｒｐｋｅ）、亚历山大·吕斯托夫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Ｒüｓｔｏｗ）以及弗里德里希·哈耶克（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ａｙｅｋ）的理论

的强烈影响，他们在纳粹主义兴起之后从德国流亡出逃。

他们的理论与古典自由主义有何不同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

们必须首先定义古典自由主义。以重农主义与亚当·斯密为参照，福

柯做了如下总结。

首先，市场服从于“自然的”机制。凭借价格控制机制，这种机制

为被交换的物品提供一个“自然的”与“正常的”价格。在这个意义上，

它成为形成“自然”价格的“验证场所”（ＮＢ，３３－３４；３１－３２）。

其次，政府不会干预市场（放任自由的准则）。如果它干预，也仅

限于干预能产生利息的情况。换句话说，政府与“治理术的物自身”无

关，例如个体、物质、财富与土地（（ＮＢ，４７；４５））。

在这些前提下，福柯阐述了古典自由主义与秩序自由主义之间的

差异。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而言，市场意味着自由的交换产生出两个产

品之间的交换价值。这些交换行为产生市场上的“自然”价格。简单

说来，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机制就在于创造“自然”价格的种种交

换。那么市场对于德国的自由主义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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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秩序自由主义者来说，竞争并不是在市场上一个“自然”的

被给定者，这里我们详细引用福柯的话：

这正是秩序自由主义与传统的 １８ 与 １９ 世纪自由主义相决裂之

处。他们认为：自由放任的政策不能是，也必然不会是从作为市场组织

形式的竞争原则中得到的结果。为什么不是呢？因为，他们认为，当你

从市场经济中推导出自由放任原则，本质上，你依然受到可以被叫作

“天真的自然主义”的支配，也就是说，无论你用交换或是竞争来定义

市场，你依然认为它是某种由自然所给定的东西，它是自发产生的，并

且国家必须立即执行，如同它是一个自然事实一般。但是，秩序自由主

义认为———这里很容易能看出胡塞尔的影响———这是一种“天真的自

然主义”。竞争实际上是什么呢？很明显它不是自然所给定的东西。

我们所辨别出的并加以强化的游戏、机制，还有竞争的影响，完全不是自

然现象。竞争完全不是欲望、天性与行为等等的自然的相互作用的结

果。实际上，竞争的影响只归因于构成其特征的那种本质，竞争的有益

影响并不归功于某种先在的自然，一种自然的被给予者，而是归功于一

种形式上的特权。竞争是某种本质，竞争是某种理念（ｅｉｄｏｓ），竞争是某

种形式化之原则。竞争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它有它自己的构架。只有这

种逻辑被尊重时，它的效果才得以产生出来。（ＮＢ，１２３－１２４；１１９－１２０）

福柯这里说的是欧肯（Ｅｕｃｋｅｎ）的理论。欧肯在弗莱堡大学任教

时见过胡塞尔，并知道现象学。所以在他的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胡塞

尔的影响。① 跟随他的现象学的方法，胡塞尔拒斥拥有某种“自然态

度”（将世界感知为某种被给定者），并试图通过内部感知构建现象世

界。同样的，对于新自由主义来说“竞争”不可能是或先验地存在于市

场的自然的被给定者或者自发的现象。在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中，市场

意味着自由交换，而正是通过自由交换，“自然的”价值或者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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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才得以形成。而另一方面，对于秩序自由主义来说，市场意味着竞

争，竞争不会自发地存在，它一定以遵照其“内在逻辑”的方式“被产生

出来”，也就是说通过规范个体的活动并组织起一个社会的方式而产

生。换句话说，竞争一定是作为政府的建构性的努力的成果而产生的：

它是一种社会治理的原则。

从根本上说，（新自由主义政府）必须干预社会以确保竞争机制可

以在任何时候或者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扮演调控的角色，并且通过

这种方式进行干预，其目标才有可能实现，这就意味着，市场对社会进

行某种普遍调节。于是这就不是重农主义想象的经济性政府，也就是

说，一个只需要认识到经济法则并对此加以执行的政府；它不是一个经

济性的政府，而是社会的政府。（ＮＢ，１５１；１４５－１４６）

新自由主义政府为了控制社会，于是在社会的每一领域都建构起

竞争的机制。如果新自由主义试图组织起并非一种自发存在于市场的

竞争，它就不是“放任主义”的政府，而是为了建构竞争而干预市场的

政府。关于这种新自由主义机制，哈耶克写道：不能将这种对于计划的

反对与某种教条性的放任自由的态度相混淆。自由主义的论证支持我

们尽可能最好地利用竞争的力量，将其作为一种协调人类努力的手段，

而并不支持去放任事情本身。它是基于以下的确信：只要在有效竞争

力能被创造出来的地方，这种新自由主义机制在引导个体努力方面优

越于其他任何机制。①

依据哈耶克的看法，新自由主义的原则从不存在于“放任政策”

中，如同古典自由主义坚持的那样（“自由主义的论证……并不是支持

放任事情本身”）。新自由主义创造出“有效竞争”，也就是说，一种“使

得我们的行为能够彼此适应”的竞争，并且这一竞争组织起一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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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① 在这个意义上，不像古典自由主义的放任主义，新自由主义意味

着“积极的自由主义”或者“干预的自由主义”，它有意地建构市场中的

竞争。（ＮＢ，１３８；１３３）

但是如果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规则，那么扭曲市场机制的凯恩斯

主义的干预（例如，公共投资、社会保险、收入的再分配等）就必须被彻

底排除。秩序自由主义强烈地批判凯恩斯主义的计划政策，正如它批

判社会主义与纳粹主义对于市场机制的破坏一样。哪种“干预”是秩

序自由主义所提倡的呢？福柯对于这一点做了如下的阐释：作为一个

典型康德主义者，欧肯说：政府应该如何干预呢？它应该以一种调整性

行动的方式来干预，也就是说，当由于突发状况而不得不进行干预时，

实际上政府就必须干预经济过程。“经济的过程总是导致短期内的冲

突，导致某些修正，它们有可能引发一些伴随着适应困难、以及或多或

少对于某些群体严重影响的某些例外情况”，于是对于市场条件的干

预而非对于市场经济机制的干预就变的十分必要。（ＮＢ，１４３－１４４；

１３８）

新自由主义政府并不直接干预市场机制。换句话说，它不用凯恩

斯主义的方式干预，例如公共投资与社会保险，但是政府会通过建立规

则与制度以调节经济过程的方式来干预市场的“条件”或者“框架”。

（ＮＢ，１４５；１４０）

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参照哈耶克的理论。对于哈耶克来说，对

于“市场条件”的干预指示着对“游戏规则”的生产，也就是说，是一种

为了创造“有效的”竞争的法律和制度的框架之生产。哈耶克写道：

“竞争功能的发挥并不仅仅需要对于某些制度充分组织，例如货币、市

场以及信息的渠道———其中某些制度永远不可能被私企充分提供———

而它首先有赖于一个恰当的法律体系的存在，这种法律体系被用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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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竞争并且使竞争尽可能有益的运转。”①

哈耶克认为，对于“市场条件”的干预就在于生产出一个“适当

的法律体系”，此体系的目的是使竞争在市场中“尽可能有益地”运

转。因此新自由主义的政府是一种治理技术，这一技术通过干预司

法体系与制度体系而生产出市场上的“有效”竞争。在这个意义上，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干预的自由主义”是这样一种治理术，它通过

干预司法和制度体系，创造出有效的竞争，以便在竞争的规则下治理

社会。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三个由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引发的难题。第一

个问题与竞争相关。由于预先假定了竞争并非自发地存在于市场，新

自由主义政府就为了产生竞争而干预市场。例如，终生雇佣制的终

结，以及与工作表现挂钩的工资体系的引入，都在生产出之前在劳动力

市场上并不存在的竞争。伴随着这些制度性变化，个人的目标，评估，

与工作表现挂钩的工资体系长期地操控着雇员，并且劳动环境在结构

上变得不稳定了。“积极的自由主义”或者“干预的自由主义”通过这

样的方式产生竞争从而创造长期的操控机制。

第二个是关于失业与劳动“灵活性”的难题。新自由主义政府并

不将充分就业作为预期达及的目标。那么一个未被雇佣的人就被解释

为“正处于从无利可图的活动到更加有利可图的活动的过中的工人”

（ＮＢ，１４５；１３９）。问题是，新自由主义政府为了产生劳动的“灵活

性”（即职业的机动性）而接受了一定比例失业。换句话说，新自由

主义通过创造不稳定的就业例如暂时性的工作以及有限期限合同的

工作而产生出灵活性，以便创造廉价的劳动力以及调控就业。这种

情况加剧了社会分裂与不稳定。源于这种状况的社会空白可能被直

接的压制，或者是被种族歧视与民粹政治（对外国工人与外国人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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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所填充。

第三个问题主要与社会政策相关。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一个目

标是通过税收系统与社会保险的方式重新分配收入。然而，新自由主

义政府却抵制这种目标，在福利国家个人之间相对平等化的观念被确

保最低收入的观念所取代。① 从这种政策中产生了社会性的私有化。

比如，在福利国家，社会保险保护公民免受疾病、突发事故及失业的危

险。东泽洛（Ｄｏｎｚｅｌｏｔ）称这种政策为“社会化的风险”②。然而新自由

主义政府却拒绝将个人风险社会化。取代社会保险，私人保险与互助

保险是更被推崇的（回想起了撒切尔批评“依赖”社会保险的那句话：

“现在已没有所谓社会这种东西了”）。这是一种“社会政策的个人化”

（ＮＢ，１４９；１４４）。在福利国家中，覆盖社会空间的社会性就被削弱到了

最小。一股削弱社会性的浪潮不仅延伸到社会保险领域，而且延伸到

其他的社会部门（包括公有制企业、国民教育以及大学的私有化）。与

此同时，社会性的私有化将竞争的规则引进每个社会领域，并且迫使市

场规则进入并不以追求利润为首要目的的部门。所有这些因素都显示

出新自由主义政府治理术通过市场的规则或是竞争的规则已经充斥了

每一个社会领域。

二、新自由主义主体性

作为结论我们将通过简要提及芝加哥学院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福柯

主义解释来分析新自由主义主体性的结构。根据这一人力资本的理

论———它讨论人的行为而非生产过程———每个个体都被认为是“自我

的经营者”，自己投资自己，并且掌控对于改善自己社会地位的投资的

代价以获得高回报。跟随着福柯式的分析，通过将社会规范内化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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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自身的规范化主体现今却被“自我的经营者”所取代，也就是说，被

一个将自身作为投资的对象的自我管理的主体所取代。换句话说，它

是一个通过内化市场规则或者竞争规则以控制自身的经济化的主体。

将这种经济化的主体与“经济人”（ｈｏｍ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ｕｓ）的经济理念联系

起来，福柯断言：在这些情况下新自由主义是作为向“经济人”的回归

而出现的。在经济学中，经济人标识的是一种理性人的模型，他用最

合理的方式组织他的行动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在新自由主义的政府

治理术中，经济人作为“自我的经营者，自己是自身的资本，自己是自

身的生产者，自己是自身赚钱的资源”而出现（ＮＢ，２３２；２２６）。这种

意义上的经济人相当于一个经济的代理人，根据环境（或者市场）的

变化转变自己的角色。也可以这样说，通过完全以市场的原则或者

竞争的原则充斥社会，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产生出一种易于“管理”

与“控制”的主体（ＮＢ，２７４；２７０），也就是一个将竞争原则内化的自

主—管理的主体。

我们将这种由人力资本理论演绎出的自主—管理同新自由主义政

府的现实联系起来。在现今的新自由主义政府，我们被要求将竞争的

规则加以内化并且依从“自我的经营者”的原则来管理自身。我们可

以称这种类型的新自由主义主体为“竞争性主体”。

劳动力的结构性的破坏以及社会性的削弱，促进了这种竞争性主

体或者说自我管理的主体的发展，这种主体将市场原则内化，管理他的

职业，为了改善他的社会地位而提升他的人力资本。在新自由主义政

府，那些可以适应这种市场评判价值的人爬到了社会的上层，而那些不

能适应的人则被社会抛弃。从这种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将福柯式的关

于现代生命力量的定义（在《性史》第一卷中）重新表述为①：新自由主

义政府“使”可以适应市场价值的人“存活”，并“拒斥”不能适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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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通过这种方式，在那些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的人与在社会外存活的人

之间，划下一条“断裂之线”。①

（译者　 复旦大学哲学院马哲博士研究生

校订者　 巴黎高师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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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主体性
———新自由主义、人力资本与赋权

［意］卢卡·帕特里涅里　 徐烨纳 译　 郑端 校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时代人的境况是怎样的？这两个

问题即便有答案，也是难以把握的。学界一致认为，“新自由主义”没

有一个单一的、固定的含义，有的只是 “在不同的情境中具体地受着新

自由主义影响的一系列散布的话语、立场和实践”①。特里·弗洛

（Ｔｅｒｒｙ Ｆｌｅｗ）提出，新自由主义可被理解为一种“多功能的”责难范畴，

即一种无处不在的，通常是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相符的现象。② 同时新

自由主义也可被看作后全球资本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即一种为新自

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实践进行辩护、设计与维护的“理论”。与

这种将新自由主义定义为“意识形态”的做法不同，福柯的解释进路指

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是二战后的世界对凯恩斯经济学以及福利国家

理论在智识层面的回应，并随后演变成了建立在市场、个人竞争和 “企

业形式”在全社会的普遍推广的基础上的具体治理模式。一些受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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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学说影响的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同时是一种霸权理性

（此处沿用葛兰西对霸权的定义）和一种特定的“治理”，即一种特定的

处理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方式。

我很赞赏福柯的解读，但它满足于笼统的解释，在处理新自由主义

主体性问题时差强人意。在他的名为“生命政治的诞生”的系列讲座

中，福柯不是将新自由主义定义为市场逻辑的延伸，而是将之定义为商

业企业的普遍存在形式。这种商业形式是如此普遍，以至个人也可被

称作“自我的企业家”，个人在管理他自己的生活时也遵循获利与效用

的逻辑，将他的生活体验为人力资本。① 此处存在一个逻辑上的反转，

即为了解释社会的转型，我们必须先了解资本的积累机制。依据福柯

的观点，商业企业的特定组织形式事实上已经完全改写了个人与权威、

个人与真理以及个人与自身的关系。商业企业的管理逻辑已被用于西

方的大学、政府、军队、医院、教堂等诸多领域。但是麻烦的是，福柯使

用“商业组织”或者“资本主义企业”时，并没有解释他具体指的是什

么。他的著作（特别是他在《规训与惩罚》中对于规训权力的分析以及

他晚期关于自我关怀的作品）中对于（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中

的）组织和管理的批判②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但是他的“治理”概念囿

于国家、市民社会与市场的关系，同时也未能认真处理几乎是他理论的

必然结论的一个假说：新自由主义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机构极可能是资

本主义企业，它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国家，波及人际关系以及主体性

本身。

为了处理这一假说，我将大致描绘西方新自由主义企业的整体转

型，并考察它们对新自由主义主体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我将讨论

“管理”的一种形式，因为这种形式涉及主体与商业企业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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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可以与福柯涉及主体和政府机构关系的“治理”进行比较。

一、作为政治哲学对象的资本主义公司

赫伯特·西蒙（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ｉｍｏ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大概已经确证，

如果在 １９８０年有一外星人飞过地球的上空，在它眼中市场呈现为红色

而商业企业呈现为绿色，那它将看到绿色广阔无比而红色只是一些小

点。① 西蒙想嘲笑那些将新自由主义形容为“市场的胜利”的理论家

们，他想证明，如果有一个机构最好地刻画了新自由主义的话，那也是

资本主义企业，它的组织模式几乎统治了当今整个世界。有趣的是，西

蒙的红绿图恰好是 ５０年前由罗纳德·科斯（Ｒｏｎａｌｄ Ｃｏａｓｅ）给出的经典

定义（１９３７年，《企业的性质》②一文）的完美反转。在科斯那里，企业

作为一种协调模式，是市场的补偿，它的存在主要是为了限定市场价

格。实际上，市场导向的关系包含了使用成本（称作交易成本）：在公

司内部，就业市场的交易被长期合同所取代，这些长期合同建立在工资

换取服从的原则上，这样一来，公司就可以将就业市场的交易成本节省

下来。

一种经典的企业形象直到 ８０年代中期都占有统治地位，这一形象

将企业描述为深不可测又难以掌控的市场“大海”中一个遵从理性且

有组织的“小岛”。在这个小岛上存在着一整套关系———不是自由代

理人之间的交换关系，而是管理者与雇员间有上下层级的权力关系。

艾尔弗雷德·钱德勒（Ａｌｆｒｅｄ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在《看得见的手》（Ｔｈｅ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Ｈａｎｄ）一书中提出，与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不同，管理者的行为是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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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因为企业要回应的不是市场的自发性，而是组织化的命令。①

依据这一观点，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足的：企业版图的扩张会造成市场

边界的退缩，反之亦然。进一步讲，市场本身的以及市场上的自由是靠

着一整套被称作“管理”的体系才得以实现的，这套体系包含了企业内

部的控制、从属和统治。在自由企业组成的资本主义系统内，个体同时

体验着工作关系结构内的从属和市场中作为消费者的自由。

由于雅克·比岱所述的一系列原因（１９６８年 ５月开始的一系列关于

教育和工作斗争的结束；民族国家的衰落和凌驾于政治机构之上的大型

企业的产生；知识型经济和就业市场的“弹性”的出现）②，至少从两方面

来讲，新自由主义使“企业”这一概念深陷危机。

（一）金融化与代理理论

科斯的理论赋予了管理以影响力———泰勒—福特的企业就是管理

的一个典型例证———在那里，企业内部的垂直等级与外部市场的自发

性之间存在明确的界限。伴随着满足短期收益的逻辑的出现和股东们

对自己权利越来越有力的诉求（他们在执行委员会中不断要求有更多

的代表权），“金融化”得到了发展，同时也产生了影响。故而，一种新

的企业理论———詹森（Ｊａｎｓｅｎ）和麦克林（Ｍｅｃｋｌｉｎｇ）在 １９７６ 年提出的

“代理理论”③———很快占据了优势。这一理论规定，管理者不过是他

们所代表股东的代理人，并且管理的职责不应优先于股东（的职责）。

因为詹森认为在“代理人”（主管或命令者）和“被代理人”（业主或授

权代表）之间有信息的不对称和利益的冲突，他设法合理建构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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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义务平衡体系，用以限制管理权力和增进股东权力。在这个体系

里，一个或多个法人（委托人或企业）雇佣其他人（代理人）以自己的名

义执行任务（此处涉及特定权力的下放）。随后，整个企业就可被设计

为一种建立在合同上的授权的逐层传递，从主管到经理再到员工。

需要明白的是，代理理论同时是企业进行新自由主义转型的产物

和方法，这种方法通过重写公司治理的原则，使得股东、管理者和员工

之间的权力关系变得简单。代理理论促进了企业的金融化，同时也传

播了一种弱化的人类学视野，即公司是自由理性的个体之集合，每个个

体都遵循自己的利益（投资者想获得更多的利润，工人想获得更多的

薪水来维持他在企业外的生活）：所有行为者都被相同的工具理性支

配———在企业里，每个人都以某种方式的投资来获利，也就是说，在资

本和劳动之间没有根本的冲突。由此，代理理论消解了企业，使之成为

一个商业合同的“结点”：企业内部与企业外部的传统对立———组织与

市场之间的对立———就没有存在空间了，因为构成企业的代理人之间

的关系是纯商业与纯竞争的。

对结果进行纵向整合的问题没有了，因为即便在同一组织内，不

同的生产单元也是相互对立的。正如雅克·比岱所说：“市场彻底的

将组织霸权化了”，或者也可以说，市场本身正在成为组织的模式。

在大量物质商品的生产以及服务都诉诸外包的时代背景下，规范内

外供应商之间关系的“合同管理”成为了公司的核心业务。这也意

味着，在当今大型商业企业的生产中，对规范的生产是很重要的一部

分（甚至比物质商品的生产和服务更重要）：通过对规则的生产，企

业试图建设并标准化它的规范、经济和生态环境。① 可以说，现如今

公司的行为直接地就是“政治的”，因此我们可以将公司视作政治哲学

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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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经济与认知型企业

新自由主义企业的第二次重要转型是从人际关系范式到人力资源

范式的转变。前者注重提高员工在生产过程中的参与度，而后者则在

鼓励自主的、创造性的个体反应的同时，还保留工人的自主性和敬业精

神。这一转型可定义为托马斯·舒尔茨（Ｔｈｏｍａｓ Ｓｈｕｌｔｚ）和加里·贝克

（Ｇａｒｙ Ｂｅｃｋｅｒ）有关“人力资本”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在的管理方面的应

用。舒尔茨分析的关键在于，在战后，富国对物质资本的大量储备既没

有像马尔萨斯（Ｍａｌｔｈｕｓ）和李嘉图（Ｒｉｃａｒｄｏ）认为的那样，造成投资收

益的显著递减，也没有像马克思（Ｍａｒｘ）设想的那样，由于失业后备军

的存在，而加重了工资的压榨。① 事实上恰恰相反，对从事有酬劳动的

鼓励以及欧洲和美国对人力的巨大需求，导致了更高的时薪，而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则为更高的时薪提供了保障。倒过来看的话，这样的结果

是从一种特定的经济增长模式推出的，与古典经济学不同，这种新的经

济增长不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之上，而是建立在对人力资本的

投资上的。而人力资本，包含实用技能、知识、先天与后天获得的能力，

“是有价值的，并且是可以通过恰当的、有意识的投入而提高的”②。技

能储备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过教育或者经验达成的人力资本的

增长，变成了人口“素质”的提高，即这些人变得更能胜任特定的工作。

人口素质的提高包含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单位劳动时间的经济效益

的提高，而这些，又带来了更高的收入。根据舒尔茨的理论，这种良性

循环表明了世界范围内人力资本储备以及人们后天能力的增加是未来

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增进人类福祉的关键。③

换句话说，古典经济学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人是一种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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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扩展的资本形态，一种几乎无限再生的价值来源。由此我们可以反

对下述观点：即经济是建立在对稀缺的、有争议资源的开发上的。将人

当作经济资源的这一看法是有决定性的，因为它解释了在教育、健康和

培训上的花销：这些花销，作为不同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是被过去的

工资所囊括的。加里·贝克的微观经济理论指出，夫妻的生育是受经

济变量影响的，可以像分析人们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那样对之进行研

究。① 一对夫妻生育孩子的意愿取决于养育孩子的相对成本以及夫妻

二人的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又受制于教育投资。因此，对孩子的需

求，就像对其他消费品的需求一样，服从于对资源分配的选择。

这一理论很容易让我们想起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的理论。

但是不同的是，马克思将工资构想为劳动力的再生产，而劳动力是资本

主义的利润之源；贝克和舒尔茨则将工资解释为一种“自我投资”的原

始资料。因此，作为他的非流动的人力资本———他不能让渡他的人力

资本，而只能出售它的服务———的持有者，新自由主义个人变成了资本

家，“并不像民间可能认为的那样，是通过公司股票所有权的扩散，而

是通过对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的获得”②。换句话讲，新自由主

义的主体是在对自己技能的不断估值中建构起自己的。他在这个过程

中不断增强和提升自己的技能，也将生活本身变成了对他的人力资本

的持续检验。③ 无论如何，新自由主义经济分析将每个个体定义为他

们自己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其目的在于消解阶级这个概念，使得普遍竞

争成为唯一确证的经济现实，每个社会行为者都在这一经济现实中活

动。理论家们灵机一动提出了“人力资本”这个概念，其实质是创造了

一种完美适配知识社会的测量单位和一种对无法度量的存在物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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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这种对人力资本成本的测量，同样也适用于个人的“技能组

合”，以及一个国家、一个大陆或一个公司的人力资源。

伊迪丝·彭罗斯（Ｅｄｉｔｈ Ｐｅｎｒｏｓｅ）关于企业的认知范式全部建立在

一种观点之上：即人是最主要的资源。① 公司不仅是一个对市场需求

做出反馈的理性机构，而且是一系列有生产力的人力（以及非人力）资

源的集合，这些资源在一个权威机构的协调下获取经济利益。在当今

社会，公司成了一个通过对信息的管理来辅助决策的机构，管理的实质

是收集和处理信息，协调各方并提高熟练度，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得竞争

优势。

以进化的观点来看，认知型企业被建构为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也

就是说，它的成功取决于它的系统学习能力。就像管理大师大卫·加

文（Ｄａｖｉｄ Ｇａｒｖｉｎ）说的那样：“在一个学习型组织里，雇员们持续地创

造、获取和传播知识，以此来帮助他们的公司比竞争对手更快地适应未

知的环境。”②在这个意义上，认知型企业也在不断地形成新的技能，尤

其是那些加里·哈默尔（Ｇａｒｙ Ｈａｍｅｌ）所说的“核心能力”，即跨领域的

能力，或者说，“软技能”：社交技能；提前规划；幸福的能力；发现自我

的需求；自信；忠诚；团队精神；牺牲精神；作为自我的企业家承受风险

的态度。③

可以说“认知型企业”是企业在“知识经济”中存在的典型模式，但

“知识”一词本身具有误导性。“知识”通常指已完成的、客观化的内

容。但是，举个熟练掌握语言的例子：理解语法规则是一回事，知道如

何说一种语言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一个人要掌握一门语言，就不能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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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停留在与语言的认知关系中。他必须拥有语言的经验；必须去实践，

并在实践中渐渐明了并获得直觉；必须拥有从最初的观察和判断到最

后以开放态度去吸收新知识的能力。“能力”本身也是一种知识，但我

要说这是一种无意识的知识：对处境的几乎不假思索的理解，习惯或者

技能，好的礼数，甚至有关如何进步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可以包含在态

度里。① 对于人力资本的评估者们（无论是企业内的还是非企业的）来

说，重要的已经不是“硬”技能、专业的技能，或者说，通过传统教育途

径获得的，由文凭佐证的内容了，最重要（并且日益变得更加重要）的

是社交能力或者说处理情绪的能力，或者考虑到一个人的各方各面的

所谓跨领域能力。我们生活在一个竞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相比

知识的获取与储备，态度、能力和生产力更受重视。可以说，人力资本

的形成意味着技能（ｓｋｉｌｌｓ）被理解为在各种状况下做出行动的能力，而

不仅仅是储备的知识。

二、管理主体性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丰田管理模式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企业。很

多关于丰田管理模式的作品已经向我们展示了针对全体劳动力的“全

体动员”的必要性，这种“全体动员”旨在“建构内在于公司的工人的主

体性”②。我们已经看到，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主体倾向于用企业的形

式来设定自己，但问题是，企业的世界已经生了变化：在我看来，通过这

些变化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观察新自由主义管理的主体。如果要总

结西方企业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发生的巨大转型的话，我会说，这些公司

同时成为了合同的节点和技能的节点。其结果是，个人被驱使着用这

两个基准，将自己呈现在下述三个领域：自身与自身的关系、自身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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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关系、自身的转型。

（一）对自身的管理

我们已经看到，不像工作时间，人力资本具有非流动性。在工作时

间内，雇员可以通过让渡自身以获得报酬。人力资本却是工人不愿出

售的，因为他不能将之同自身分离，他能做的只是出售它的服务。因

此，从这一资本的保值角度考虑，私人生活和工作生活之间并没有真正

的区别：因为工人（事实上）从未让渡出他的时间来换取薪水，他在工

作中不断地吸收技艺、能力、经验、知识来充实他的人力资本。但是这

些技能（作为人力资本）是不稳定的，也就是说，就业市场的转变会影

响个人的技能组合的价值。故而，如果说市场的规则已被广泛用于企

业的组织建构，那么它同样也适用于个人对自身的管理：个人被驱使着

将自己视作活动与熟练度的投资组合，他既是这个投资组合的管理者，

又是委托人。① 每个人必须成为“自我的企业家”：也就是说，每个人无

时无刻不被驱使着从这个词的两个方面看待自己，一方面对自身进行

评估，另一方面则对自己的人力资本进行赋值。新自由主义并不像我

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商品化”的社会，因为（实际上）我们不出

售任何东西：最多是把我们的技能外租给企业，而且在运用技能的过程

中，获利的仍是我们自身。

按照安德烈·高兹（Ａｎｄｒé Ｇｏｒｚ）的说法，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中，个

人价值保值的主要方式是自主生产，呈现为生气勃勃的活动、个人—企

业综合体或是心满意足的工人；既发生在工作中，也发生在体育中、在

再创造活动和艺术活动中。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寻求扩大自己的视野，

也学着与他人竞争。② 亚当·迪伦·赫蒂（Ａｄａｍ Ｄｙｌａｎ Ｈｅｆｔｙ）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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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讨论“主体性劳动”，主要是为了指出这样一个进程，即在劳动

中，独立工作的能力和个体间关系的处理日益成为首要诉求。这种诉

求在“知识经济”中同在“情感劳动”（护理）中一样重要。由此，知识

经济得以与工业生产和工匠劳动区别开来，后两者为世界带来物品。①

主体性劳动重新设定了个体与自然、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但更重

要的是，它展现了情绪自身，以及将关系构建为资源的能力。个体必须

对这种资源进行“管理”：必须学着自我组织，持续地自我估值，为自己

设立目标，对自己的声音和行为进行管理，打理自己的人际网络。

许多管理指南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界定为四个领域：行为管

理、动机管理、技能管理和机会管理。这种区分可以轻而易举应用到

“自我管理”中。这里讲的“自我管理”远不是统治西方哲学界的“精神

分析”或者“解释学”模型，此二者都包含了对更深层的自我、以及对不

断规避主体的无意识的不懈探寻。相较之下，倒不如说我们的“自我

管理”在本质设定里就是一种对效率的不懈追求，在这种追求中，我们

通过深思熟虑地设定目标来获得量化的结果和一个“量化的自我”。②

这么做的目标就是将个人刻画为一张技能地图，这张地图是完全可理

解的、含义清晰的，个人可以对之进行描绘、变更、优化和管理，以达到

提升自我表现和提高自身效率的目的。这样，这张地图就成了他自己

生活的叠加，以及企业的一种变通形式。总的来讲，新自由主义的主体

同时成为了“自身的管理者”和“营销者”，即他对自己的技能进行管

理，也通晓如何在市场上将自己出售。

（二）心理契约与主体性

企业已逐渐成为“合同节点”，由于大型规范化生产的偏好，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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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际关系都有合同化的倾向。当然，与规范化进程相伴的，还有次级

合同的爆炸性增长、长期工作合同的消失以及职业生涯的“高危化”。

我们正朝着一种基于任务的工作模式转变，个人将他们的技能分配给

一次性的项目，这种分配是外在于工资关系的框架的。①

在这种情况下，机构如何才能获得长期生存？Ｍ．尼科里（Ｍ．

Ｎｉｃｏｌｉ）和我认为，与法定工作场所的极端灵活化———随之而来的还有

以自我创业的形式呈现的雇佣合同的消解———相呼应的，是主体层面

规范性的加剧，我们称之为“心理契约”。② 广义地讲，心理契约指的是

所有有关个体间承诺的期望、信念和确信。与正式的书面雇佣合同不

同，这些“承诺”既不正式又不明确，但是它们对雇佣关系的建构不仅

停留在薪水和时间层面，还涉及了忠诚度、责任心、使命感和积极性。

事实上，心理契约必须包含一种内在安排，这种内在安排超越了法律意

义上的责任义务关系，还涉及主动的承担以及对公司目标的认同。心

理契约所涉及的承诺条款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以忠诚换取工作的稳定，

而是以灵活性和投入式的参与换取“自我”实现的可能性，这种“自我”

实现往往呈现为“创业自我”的形态。现在，管理必须组织、定义、并提

供给个人一种自我经验、一种自我认知和一种自我关怀，目的是使个人

的生命形式整合入企业的生命中，而在个人对其自身、时间和身体建立

关系的层面上，也不会消解其“人力资源”。

心理契约的目的并不是建立服从关系，而是组织一系列自我探索

的实践，这些实践敦促个人关注到他们自身。“心理契约”的管理实践

并不限于俘获、控制和客体化，它们使用一种特定的创业“生存美学”

来鼓励个人进行“主体化”（主体性是价值生产的第一向量。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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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心理契约这样一个小小的管理工具好像就能动摇了从属和主体化，

以及他者主导的主体化和自我主体化之间的哲学界限。如此看来，主

体化在工作中的新形式意在沿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向度改变工作纪律，

一面是自主和自由，另一面则是服从和忠诚。这意味着在新自由主义

中没有一个深居我们自身或和他人关系之中的自主主体性区域，在其

中能够找到某种对于主体自身的自我激活：或许可以说，所有这些主体

化的形式都是受制于环境的。类似地，马克思将实践定义为受条件限

制的活动；福柯关于自我技术的著名的观点则认为，它们不可能被凭空

发明，恰恰相反，这些技术总是植根于各种文化模式中，除非摧毁这些

文化模式，否则我们无法彻底改造它们。

从这个角度看，新自由主义的主体似乎并不完全像伟大的自由主

义思想家们———从洛克到曼德维尔再到亚当·斯密———描述的那样，

是孤立的自我本位的个体，只受利益的驱动；毋宁说它是一个持续与他

人保持关系的个体，不同的只是这些关系具有合同的性质。然而，管理

在思想层面仍然具有持续的影响，尤其当它假称自我的发明的是基于

一种纯意志的、自主的行为时。

（三）被赋权的主体与终身学习

最后，关于新自由主义主体的转变，我想强调的是自我教育 ／自我

形成在新自由主义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通过教育，“对自身的投

资”转化成了技能，进而转化成了人力资本。当今的许多经济评论家

一致认为，与其说 ２１ 世纪的主导产业是数码产业，不如说是教育和终

生学习。① 事实上，个人被驱使着将教育视作确保他们的持续转型、继

而确保他们在新自由主义灵活的大环境中的“就业”的有利机会。对

雇员的保障的废除———职业生涯的“高危化”始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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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协定的基础上的，即企业承诺训练他们的雇

员，以便他们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其结果是，在今天，人们工作

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生存保障，同时也是为了使自己持有的人力资

本增值。

这一转型极大地改变了管理自身的状况：就像安德烈·高兹描述

的，在泰勒制工厂里，必须要抽去工人的知识和习惯，通过重新调校，使

他能够执行工业要求的机械化指令。① 而今天，我们不再抹去工人的

知识，相反，要让工人有更强的能力，要雇佣他们并给他们自己判断与

行动的空间。雇员的完成情况、社交技能和表现变得比服从更重要。

这不是出于慈善的目的，而是因为，在今天，企业的竞争优势就是直接

由人力资本的“质量”决定的。

所有这些转变通常被总结为“赋权”，这一概念借用自激进解放运

动，被用来指工人更多“行动能力”的获得过程。然而，我不同意理查

德·塞纳特（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ｅｎｎｅｔ）或马修·克劳福德（Ｍａｔｔｈｅｗ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②

等著名劳工评论家的说法，我不认为关于行动能力的赋权仅仅是一种

缺乏具体手段而将更大的责任隐藏起来的幻象。相反地，我相信，在知

识社会里个人的“行动能力”实际上增强了，这是有目共睹的；同时，

“行动能力”也使得为自己工作不同于从事与自身无关的工作。问题

在于，新自由主义的主体化———在发展与完善自身意义上———成为了

一项没有尽头的差事，每个人即便在工作之外也要从事。所以，工人与

他们工作时使用的技能（他们的欲望、情感和影响）的界限事实上消失

了，这一无尽的自我完善的差事———在各种意义上———成为了（我们）

能看到的一切的边界，而我们必须注意其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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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关于工作领域的新自由主义主体化的局限性，我们可以讨论些什

么？首先，由工作的劳苦造成的“心身耗竭综合症”如今已很常见，这

意味着———与投资和金融危机相伴的———一场人力资源的危机正在持

续地影响世界经济。在这个意义上，可将这场全球经济危机解释为一

场人力资本意识形态的危机和一场对应于新自由主义主体化的新自由

主义管理的统治危机。

其次，作为在新自由主义机构中定义个人“价值”的关键原则，人

力资本原则的推广普及意味着劳动市场上的个人整合情况更多地取决

于新自由主义主体对各种软硬技能的储备，而不是种族和国籍。其结

果是，如果新自由主义经济赞成人群的混合，并且（通过非政府组织和

国际机构）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基于人力资本的规划，种族主义就不会

终结，不同的只是以前是以人类学和生物学的形式出现，现在则以“熟

练度种族主义”的形式出现。实际上，构成人力资本的技能的市场，像

其他所有的市场一样，是建立在价格的涨跌，以及对无能参与者的排除

上的。新自由主义社会体的新的“危险”是，那些无法在竞争机制中获

胜的人，也将无法进一步发展他们的技能或者提高自身。于是，劳动市

场对工人的有区别的吸收———基于民族国家的人力资本需求重铸了移

民潮的事实———同时产生了新的被剥夺了公民基本权利的流氓无产阶

级和新的无技能的过剩人口，基于“人力资本”的评价原则，他们的生

活本身似乎已经是“多余的”了。

通过在有能力的个体的普遍竞争中消解阶级，新自由主义把阶级

斗争带到了主体性领域。这就是为什么，反对新自由主义主体化统治

的斗争必须在个体层面和全球资本的国际层面同时进行。一方面是对

主体性本身的谱系学的解构，另一方面是对主体性的集体形式的重建，

后者将不再局限于个人主义的、狭隘的“个人创业”形式。近来对“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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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ｃｏｍｍｏｎ）”和“共同性（ｃｏｍｍｏｎｓ）”的理论化无疑走的是第二条道

路①，但问题仍旧存在，即如何用福柯关于西方主体性的谱系学理论对

之进行清楚表达，以避免在个体层面重蹈新自由主义主体性的覆辙。

（译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外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校订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专

业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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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国家，其不平等发展及其主体

［法］纪尧姆·希波丹－布兰　 邵奇慧 译　 马丽娟 校

我试图就新自由主义国家对于主体之国家产生的“主体化”（ｓｕｂ

ｊｅ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问题加以评论。在处理当代国家的诸种建制与干预手段的

“新自由主义化”（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过程的时候，显然我们也不得不处

理某些解释的含义和框架，以作为补充或是比较。我们现在是否在考

虑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是通过其他手段，通过反对福利国家的新

攻势来接替资本反对劳动的斗争的？又或者是一种新的“治理术（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的模式”，这种模式倡导私有财产和竞争原则的系统化，

并且将一种影响工作组织和劳动关系、教育和保障关系、社会和私人关

系，以及在所有个体和集体生活层面上的主体性模式的“企业—形式”

加以一般化？又或者甚至是一个新的“阶段”，一个全球规模的、不能

与其系统的、地理—经济和地理—政治坐标分离开来的资本积累系统

的新阶段？

这意味着，比起直接进入到这些备选之中，更好的做法是，仰赖这

些不同路径的分歧本身，以便质询这一如今被我们理解为是被新自由

主义霸权所确定的历史序列的内在异质性。尤其是，我们可以想见，所

谓“新自由主义”，它的多义性不仅仅是划分这一分析的诸多理论偏见

的结果，而且也是源于以下这一事实，亦即“历史的”或者说“事实上实

存着的”新自由主义乃是源自“诸多”历史过程之“综合”的权力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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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秩序：这些过程并非是线性地相互衍生出来的，也并不适用于某种

单义的政治的或政治—经济的理性（福柯本人强调，秩序自由主义

（ｏｒｄ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和无政府自由主义（ａｎａｒｃｈ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这两种范式并

不是简简单单地交叠的）。与此相关地，我们不得不强调下述这种观

念：恰恰是通过进行某些并不具有同等时间性，并且指向国家的不同维

度的历史周期，历史的新自由主义才得以建立起其霸权效应，而无需给

予它以某种“过度确定”的形象。

当然，这种历史周期得到区分和描述的方式并非没有前提。但是，

至少有三个前提或许是更为优先的。我会把第一个前提和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全球化资本的金融化这一新周期的重新开启相联系，它提出

了一个在 “资本地理”中国家构成的这种登记的一般问题，而这一资本

地理乃是以一个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为其特征的。我将提到，作为更

广阔的历史幅员的第二个周期，资本积累以及被马克思称作其“内在

限制”（ｉｍｍａｎｅｎｔｅｎ Ｓｃｈｒａｎｋｅｎ）的那些结构，亦即过度积累危机和资本

之贬值和毁灭过程的结合，在这些过程中，国家仍然保持为主要行动

者，它提出新自由主义的理性如何变化其杠杆的问题。最后，我将要简

单提及第三个周期，它强调了前两个周期，通过参照“主权”的历史，或

者更加准确地说，参照主权以“现代的”、领土化、中央化的国家为形式

而得以国家化的历史———亦即关于确定新自由主义理性如何改变了辖

域之国家垄断的术语，以及由此而来的，如吉尔·德勒兹（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ｌｅｕｚｅ）所说的，如何改变了国家中主体之辖域化（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

模式的问题。

这三个历史周期之间的区分，以及每个周期的特点，都将得到讨

论。考虑到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仅仅在他们的交汇点成为霸权性的，并

且，并非没有改变它们所暗示的国家机制的诸种层面，我的评论主要试

图提供一条路径，以揭示国家之新自由主义化的系谱学路径的多样性，

以及相关地，国家对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主体的生产（或者说“询唤”）

的历史维度之多样性。当然，这样一种展示并不会避免一般性和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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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形式主义的双重劣势。但是至少它把注意力引到这样一个事实

上，尽管这一转变是根本性的，但是没有任何地方的任何当代国家是

“仅仅”作为一个新自由主义国家出现的。也就是说，所有的国家都是

不对等地进入到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当中，而它们同时，矛盾

地———如果不是冲突地———也是一个“民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国家（有时是

多民族），它负责调节对认同与社群归属标准的诸多规范的意识形

态—政治再生产；也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承担着在其领土中、在国

家对此没有绝对控制权的积累的系统性限制下去保障某种类型的生产

关系的再生产的任务；也是一个处于权力的国际等级中的“后殖民”国

家（形式上殖民或被殖民）。这种观察不失为一种不错的方法，一种可

以避免出于某种目的主义或是实用主义的诱因，而投射出一种可以完

美无碍地继续生产一种适合于其目的的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秩序形象

（尽管这的确是它的趋势之一）。并且这一观察也同样强调了我们试

图将其视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主体”（或者作为在一个新自由主义化国

家框架下的主体化）的不可避免的多义性，同时也强调了给予这

一———处在一个我们由此出发来解释其政治—经济理性及其历史趋势

的当前形象中的———“危机”以一个毫无歧义的含义的不可能性。

一

那么我就从第一个周期出发，这一周期对应于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开始的全球规模的资本金融化的新纪元的崛起。正如那些此前的周期

一样，它可以由某种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之间的权力平衡来得到解释。

但是具体来说，我们至少应当将它与“地球规范（ｎｏｍｏｓ）”的地理政治

变迁关联起来，并且首先与 ２０ 世纪中由欧洲殖民帝国的脱位、冷战两

极化的退潮和最终消失以及 ９０年代以来前“社会主义”国家朝向世界

市场竞争的开放等等所带来的美国权力政治、外交和军事霸权的特殊

秩序联系起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外汇市场的失控，“１９７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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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Ｃｏｕｐ ｄｅ １９７９）①以及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突然以二战以来前所

未有的水平上调利率的单边决定，自称“华盛顿共识”，在 ７０ 年代末期

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结构性调整”政策的授权……：

在所有那些相继而来的权力攫取中———金融机构正是通过这些权力攫

取来强化它们在公共当局面前的权力，若非由于这样一个地理—政治

“单边化”的过程，它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会得以可能。但是，这样是

为何同时，新自由主义秩序在我们看来或许是与美国霸权的起伏变迁

息息相关的，它从 ９０ 年代以来的日益增长的赤字，此后十年中开始的

衰退，与其军事政策混合在一起的过度负债，在其贸易平衡中日益增长

的不平衡，国内消费的衰落等等———尽管所有这些事件的影响在直接

或间接经历这些后果的国家中都并不平均。

那么现在再来看一下在当代国家中“主体化的新自由主义化”的

问题，可以说这种地理—经济和地理—政治的坐标是在一种系统性变

迁中形成历史有效性的索引。更多的还有：在世界—系统造成系统的

方式的变迁中，以及全球经济的新自由主义金融化通过改变国家在资本

地理中的位置而改变世界之“世界性”的方式的变迁中。德勒兹和瓜塔

里已经把注意力引到这一点上了，他们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提出了改变马

克思式的在“形式包含”和“实际包含”之间的区分的视野，从社会关系以

及其对生产方式的归属转向到一个被工业和金融的跨国公司所掌控的

世界市场和诸种国家机构本身之间的关系上来。这种区分大体上是这

样的：我们有一个国际组织对于国家的“形式”包含，当这种国际组织作

为一个“被给定的境况”，遭遇到它在其间发展出它的权力的社会—国家

机构的异质性的时候，以及当这种国际组织利用在这些机构间被给定的

“空间不对称”（Ｈａｒｖｅｙ）之时。但是还有一种国家的“实际包含”，即这种

国际权力将国家机构占有为达成它自身的自主发展的手段，通过自己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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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自己的必要性而重新组织起内部和外部的国家关系。①

如果说存在着一个表明这样一种在一个“整体金融市场”的关系

下从其形式包含到实际包含之过渡的、现代国家的一个方面，那么这个

方面首先就是国家本身的经济和金融的物质性本身。从它们自身的融

资开始，而它们将国内市场连接到国外市场的能力以及至少相对地将

其经济发展社会化的能力（通常是在社会斗争和民众需求的压力下）

则依赖于这一融资。当前美国和欧元区的危机，正如 ２１世纪第一个十

年中的阿根廷以及在早期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危机一

样，都继续强调对于新自由主义秩序而言国家结构性债务的节点角色，

而国家的资源是完全依赖于他们从市场借债的可能性———这也意味

着，直接依赖于“评级者”如何评估公共财富的信誉，以及收益性与私

人操作者对国家的借贷之间的比例关系。② 正如近期巴利巴尔

（Ｂａｌｉｂａｒ）所回顾的，这里我们实际上相当于是有某种国家私有化，它

在某种普遍化债务的经济语境中就像任何具有“全球”规模的公司那

样被对待。而在这种环境下，无论有着何种令局势更为复杂的反倾向，

国家都倾向于“以某种并非本质上是政治、军事、文化‘权力’抑或帝国

主义竞争的方式，而是以它们‘头衔’的相对可获利性的方式而相互连

接”，这种关系倾向于“排挤那些被依赖于这一关系的国际法律和机构

所编订的关系，这些机构首先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联

合国次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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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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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ｃｈéｓ”，ｉｎ Ｐｅｔａｒ Ｂｏｊａｎｉｃ ＆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ＳｉｂｅｒｔｉｎＢｌａｎｃ（ｅｄｓ．）Ｄｅ ｌａ ｔｅｒｒｅｕｒ à
ｌｅｘｔｒêｍｅ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Ｔｏｕｌｏｕｓｅ ／ Ｂｅｌｇｒａｄｅ： ?ｄｉｔｉｏｎｓ Ｅｕｒｏ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ｄ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ｅｔ ｄｅ Ｔｈéｏｒｉｅ Ｓｏｃｉａｌｅ ｄｅ Ｂｅｌｇｒａｄｅ，２０１６，ｐ．２２．
?ｔｉｅｎｎｅ Ｂａｌｉｂａｒ，“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ｄｕｎ ｍｏｎｄｅ ｓａｎｓ ｍａｔｒｅ ？Ａｐｒèｓ ｌＥｍｐｉｒｅ，ｌｅｓ
ｍａｒｃｈéｓ”，ｉｎ Ｐｅｔａｒ Ｂｏｊａｎｉｃ ＆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ＳｉｂｅｒｔｉｎＢｌａｎｃ（ｅｄｓ．）Ｄｅ ｌａ ｔｅｒｒｅｕｒ à
ｌｅｘｔｒêｍｅ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Ｔｏｕｌｏｕｓｅ ／ Ｂｅｌｇｒａｄｅ： ?ｄｉｔｉｏｎｓ Ｅｕｒｏ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ｄ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ｅｔ ｄｅ Ｔｈéｏｒｉｅ Ｓｏｃｉａｌｅ ｄｅ Ｂｅｌｇｒａｄｅ，２０１６，ｐ．２３．



在这一新的语境中，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干涉似乎至少是结合了三

个维度。（１）最明显的乃是，实际归属并非是在没有消极主权（或者被

我们称作是减法规划国家（ｓｕ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的直接政治干

涉的情况下实现的。无论它有什么样的反对国家规划的战争口号，新

自由主义都有对于更多规划的必然需求，这对于货币与金融流动的解

除管制而言是本质性的，并且对于它对资本的社会化形式的摧毁也

是本质性的，尤其是那些由在间接工资中进行再分配的社会机构所

构成的形式。（２）但是对于这种通过对经济调节的自我手段进行政

治掌控的自我截肢，我们必须加上第二个处理竞争机制的规模的方

面，因为正是由国家来对它们加以大众化、区域化或者全球化，因为

竞争不仅仅是涉及个人资本，或者多国资本，而是在权力方面相互竞

争的政治试题（正如在帝国主义的经典形式中那样），而是涉及———

通过国家———它们的领土、人口和全体资源的竞争。（３）现在要说第

三个方面，与我们的主题最密切相关的方面，以及国家在这种无限债

务的经济语境中进行主体化（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和“将个体询唤为主体”

的方式。事实是，个体在他们自己的生存环境中，最终是依赖于同一

些银行与金融机构，而非国家本身。现在，当由于资本和利润流的税

务免除而导致的公共财政的解体，导致了国家的负债，国家则剥除了

其自身保护其主体的日常生活的能力，而主体则倾向于更为直接地

成为“金融市场的主体”。在金融市场中流通的实际上是他们的收

入、保险和养老金，他们的消费、住房、教育和医护的可能性，这种关

联到达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市场波动能够掌控其生死，乃至———以一

种比国家所能做的更不可抗拒的方式———将个体全然剔除出其一切

社会存在之外。

二

我进展到第二个周期。这一周期将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化与它的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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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干涉方式的转变关联起来，这种干涉处在全球规模的资本积累的矛

盾特性或者说“内在限制”之中。从过度积累的危机与国家在贬值及

过度积累资本的周期性毁灭中的决定性行动出发。很明显，这第二个

周期与第一个周期有直接重叠，恰恰是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国家才不得

不在服从于其获利性规则的同时也在其领土内协商一种马克思将其置

于面对其自身内在限制的资本之生命政治核心的分异（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这

种分异性介于被纳入到生产之社会关系的“人口”与被纳入到劳动市

场中却又被排斥在工作之外的、既无产阶级化又外在于工资关系的

“相对过剩人口”（甚至这种过剩人口也促成进一步造就劳动市场，而

它的被排斥又是由劳动力的贬值和技能〈ｓａｖｏｉｒｆａｉｒｅｓ〉的去技能化

〈ｄｅｓｋｉｌｌｉｎｇ〉①以及结构性的失业所造成的）之间，它被持续地再生产出

来，但却内在地具有不稳定性。这种“剩余”人口，这种根据由社会阶

层间权力平衡所确定的剥削和获利规则所形成的相对于“消费”劳动

力之能力而言的“额外人员”，也同样服从于投资、撤资与迁移、资本的

周期性摧毁和劳动力的贬值的诸种变化。

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新自由主义对于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的反对

具有某种启发式的相关性。因为福利国家并不是仅仅由它的在生产性

投资和货币政策方面的经济干涉主义所刻画的。它也同样能够减缓绝

对过剩人口之阈值、能够通过拓展针对失业者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护

这样的福利而在“人口”内部计算过剩人口的制度性安排，从而使得过

剩人口通过被制度性地纳入工资条件下而被计入社群当中。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就业标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使得这种阶级妥协得以稳

定化（至少是在世界体系的北方国家中）为某种基于工资条件之上的

“物质构成”（奈格里）和某种“社会公民身份”（巴利巴尔）的一部分。

从这个视角看，对于就业标准的新自由主义式的摧毁（通过对工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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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Ｄｅｓｋｉｌｌｉｎｇ直译为“去技能化”，意为以某种机械的简化操作来代替熟练工人的
操作，在这个意义上造成劳动力被排斥在工作之外的局面。———译者



同的转变和对集体同意的拆解，通过工作站的个体化和可变的报酬，以

及非常重要地，是通过反对工会的攻击性斗争），乃是国家调控人

口 ／过剩人口之间分异性的能力的一种增长，最终亦是从社会与公民社

群中进行接纳和排斥的诸种形式的增多。

现在我们再返回到我们关于主体性或者说主体化的问题上来，福

柯对于“社会政策”这一秩序自由主义概念的分析就更具有启发性了，

它让我们关注到两个论点：

（１）第一个观点是，新自由主义转变其过剩（人口）／人口之间分异

性的方式。其分割标准不再基于某种工资条件，这种工资条件参照了

一套社会规范，并导致了一些拓展到（被暂时或永久排斥在工作以外

的）个体身上的权力、地位或利益。相反，它是建立在一种规范性人类

学基础上的，这种人类学乃是以福柯将“经济人”（ｈｏｍ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ｕｓ）重

新定义为“自我管理者”，以及他对“人力资本”的重新定义为标志的。

从工资标准到管理标准，我们不是简单地从一种接纳形式进入到另外

一种当中，而是从一种类型的规范进入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中：从

在定义上尚有争议———因为它被放在一个相互敌对的利益在其中展示

与争论的公共空间中———的集体规范，到一个既不可质疑又散漫、既教

条式又散播在诸多个体化的“侧面”当中的规范，正如罗兰·让皮埃尔

（Ｌａｕｒｅｎｔ 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所说的，这“标志着一种无须对情况作出改变的命

运”。这里的“相对过剩人口”就不再是与某种与社会和经济过程的无

能联系在一起的了，而是与个体的———往往是心理学化的、自然化的，

如果不是过于激进化的———缺陷联系在一起，其专业知识本身是服从

于一种在被福柯称作“心理功用”的贮存之中雇佣其职业人士（在其他

职业人士中）的“管理”的。

（２）第二个重要方面乃是差异性的“过剩人口”在个体经验中被实

现的方式的转变。在福柯 １９７９ 年的讲演中指出，对于新自由主义而

言，不被雇佣的人并不是受害者，而是一个社会“运输工”：一个在“不

可获利和可获利活动之间”输送的主体，无论这种输送是否是无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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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者是送不到任何地方的。① 但实际上，由于差异性的过剩———人

口不再指向朝着某种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纳入，而是指向一种朝向作为

“人力资本”（社会、文化、认知、情感资本）而发展的诸种“能力”的竞

争市场的纳入，那么已经处于持续“输送”中的正是工人本身。德勒兹

在他描述新自由主义理性之中的“控制”特征时强调这一点，这一控制

是通过长期训练和评估，通过任务和工资的持续变化，通过朝向创新和

计划之命令而非“规范性”规训和“遵守规则”的持续调制，通过对于无

限债务而非契约型或法定刑的义务关系的持续调制而发展起来的。就

好像在这一系统中，“人口”成了一个纯粹的界限，是主体一直试图趋

向抵达但却从未抵达的界限。新自由主义国家通过摧毁那些介入“过

剩”的再生产和调节的种种手段，组织起来一种“悬挂式”纳入的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实际上除了“相对过剩人口”或者说一种从相对过剩人

口到不可定位的“人口”的运输的持续状态以外就别无他物。———但

是从反面来说，它也是从相对过剩人口朝向绝对过剩人口以及彻底的

抛弃、去社会化或者驱逐这样的局面的滑坡。

三

这就带我来到了第三个周期。这个周期并不直接涉及国家的税务

垄断和某种债务经济的诸多影响范围的结合，从最为主观和个人的维

度到最具宏观政治和国际化的维度（正如第一个周期）；也并不涉及对

于那些再生产着社群及其主体化（如第二个周期）形式的建制的垄断。

它更加确切地与将主权本身在现代的历史，或者说与以掌控领土垄断

的中央化国家形式出现的主权的民族国家化过程相关联的。当然，我

们并没有静候过去 ４０ 年以来对主权的这种历史形式的危机进行的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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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但它仍然不失为政治想象的一个本质构成部分，并且由此也是对

于政治主体的建构和动员的方式。另外，在这里又一次不得不吸引我

们注意力的乃是新自由主义质疑的特征，亦即去检视国家领土在长期

历史周期经过上述的两个周期时所经历的变迁。

而首先被无限债务和国家对于金融市场之规范性权威的服从所挑

战的，乃是内在和外在的差异本身。换句话说，乃是被认为回应于相对

而言不同限制条件的两个市场之间的差异本身。如果按照被“结构性

调整计划”（或者是他们的“紧缩计划”的欧洲弱版本）的连续进攻所突

然带来的教训来说，由于对于国内市场的压缩而造成的他们的“关节

错位”（ｄｉｓ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对于外部部门的专门推广，生鲜材料出口导向

的农业和萃取工业，收入的间接分配的税收杠杆的腐化，以及对于国外

资本和国家的过度负债的诉求（这引导我们回到前述的周期）。

这就暗示了某些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与其说是一个

组织扩大积累的新形式，不如说更是一个“缩减”的广泛过程。但是我

们也同样可以将这个提示与另一种马克思式的分析（与对于人口和过

剩人口的分析紧密相关）关联起来，在扩大的积累（立足于生产、流通

和资本实现的基础的拓展之上）与原始积累（通过以合法手段或者

非—合法、违法的手段完成的征收、私有化，对人力和土地资源的掠夺

性攫取，对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文化形式的摧毁，以及使其强制地进入

资本关系的社会化过程等等来发展）。这就是例如某些人将其称作一

个新的“广泛殖民”的趋势，根据这一趋势，在对整个地球空间进行殖

民以后，资本主义“再次—殖民”了它自身的中心，使得原始积累技术

的地理分配再次复杂化了，在一个碎片化的地形学中将“内在于北方

的南方”和“内在于南方的北方”结合起来，却无须抹煞殖民与帝国历

史的主要线索。

如果说一个人想知道这种趋势在开始遭遇到经济金融化的现存序

列时如何得到强调，那么似乎，通过对于在现代新自由主义秩序中的原

始积累技术的重新激活，国家正在与辖域化和去辖域化的矛盾形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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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搏斗。一方面，经济学家非常仔细地分析了全球市场的发展是如何

发生的，不仅仅是通过对于所有工业部分的金融资本的接管，而且还利

用了一种对于妨碍了部门之间和国家之间收益率平等化的部门间和地

理间的分割，引发了“超—竞争”机制。① 这种价值空间的增长乃是新

自由主义强加给工业运作的特殊积累规则的化身。它不再是仅仅基于

由利润或者收入所提高的“平均利润率”上，而是基于根据某种“瞬时

最大利益”而进行的投资的投机性转移。不同市场的相互连接，资本

通过不同类型银行活动的“融合”而从一个经济部门到另一个部门，或

者从一片领土到另一片领土极度的可移动性，它们创造了“在最少时

间内投资或者撤回资本的可能性，通过从被机器的不可移动性强加的

种种限制中解放出来，劳动力的资质，进入‘被保护的’市场的需求，达

到利润率暂时最高时候的投资”②。上述这些，从一方面而言，乃是指

金融产品本身（在奥尔良和阿吉利塔称作为金融资本主义的自指性

〈ｓｅｌ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当中的投机性投资）。但是另一方面，同时卷入了对

于领土的大规模毁灭（当资本在社群或者是象征、地区、国家中的设施

而物质化时，他们的毁灭可以是一夜之间的，对所有人口而言的以及单

纯不可居住的领土———资本的去辖域化，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

没有任何相关物却只有对“人民的人口减少”）以及对于很可能会补充

盈利性之差级的空间不平等的加速重建。③ 这并不是无需国家权力的

动员的（直接的，或者是通过与私人公司合作）来重新激活原始积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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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Ｍｉｃｈｅｌ Ｈｕｓｓ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ｈｙｐｅｒ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ｅｔ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ｕ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Ｄｅ Ｂｒｕｎｈｏｆｆ，Ｆｒａｎｏｉｓ Ｃｈｅｓｎａｉｓ，Ｇéｒａｒｄ Ｄｕｍéｎｉｌ，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 Ｌéｖｙ，Ｍｉｃｈｅｌ
Ｈｕｓｓｏｎ，Ｌａ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ｅ，Ｐａｒｉｓ：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２００６，ｐｐ．
２３２－２３３．
?ｔｉｅｎｎｅ Ｂａｌｉｂａｒ，“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ｄｕｎ ｍｏｎｄｅ ｓａｎｓ ｍａｔｒｅ ？Ａｐｒèｓ ｌＥｍｐｉｒｅ，ｌｅｓ
ｍａｒｃｈéｓ”，ｉｎ Ｐｅｔａｒ Ｂｏｊａｎｉｃ ＆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ＳｉｂｅｒｔｉｎＢｌａｎｃ（ｅｄｓ．）Ｄｅ ｌａ ｔｅｒｒｅｕｒ à
ｌｅｘｔｒêｍｅ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Ｔｏｕｌｏｕｓｅ ／ Ｂｅｌｇｒａｄｅ： ?ｄｉｔｉｏｎｓ Ｅｕｒｏ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ｄ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ｅｔ ｄｅ Ｔｈéｏｒｉｅ Ｓｏｃｉａｌｅ ｄｅ Ｂｅｌｇｒａｄｅ，２０１６，ｐ．２１．
Ｃｆ．ｗｈａｔ 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ｖｅｙ ｃａｌｌｓ ａ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时—空竞争）（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



技术，去生产对应于“对于主体性的无限转移”的对应形式。

最后我们可以提到，这样一种“对主体性的去辖域化”的两种对比

性形式：一种是经典形式，它展现了新自由主义也同样是考古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资本主义，或者说一种无法与其自身的征收与私

有化、征服农业和生鲜食品的“处女地”的生成性过程，通过对于森林、

水源和矿物质“资源”的萃取主义这种最具有社会和环境的摧毁性实

践的社会和经济的手段。另一方面，跟着遍布的基督教的假定，到一个

“新—资本主义”家（或者就是哈勃所称的“反思的资本主义”），它将

所有“由剥夺而积累的”的技术不仅仅运用到“外生的”资源上，也用到

（通过对于在“北方”世界中通过 １９和 ２０ 世纪的阶级斗争而征服的社

会保护机制的摧毁）它自身早期的社会形势上，亦即那些在长时间内

都确保其自身的幸存和它的拓展积累本身上去，将它们视作为“它们

好像是某种外部资源”。① 我不知道我们从第二部分中可以得出什么

结论，又或者它是否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并不能“成为主体”本身，如果

不是在其奇特的黑格尔式的自我吞噬的方式上。或许我们可以至少看

到严格地分开这两个对比性极端的不可能性，正如新自由主义的治理

术使得人口 ／过剩人口成为差异性的、趋向于不可转让的，新自由主义

的资本主义使得原始和扩大积累之间的差异不可定位。

（译者　 巴黎高师博士研究生

校订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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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瓜的血汗工厂工人：
劳动、支配以及主体的生产

［阿］娜塔莎·博黑奥德—加西安迪亚

郑端 译　 徐烨纳 校

“尼加拉瓜可以一整个国家全成为自贸区”

———一位尼加拉瓜生产商

“自贸区已经成为国家的经济遗产”

———尼加拉瓜政府，２００２①

这篇文章是之后一本更为重要的著作的摘要；这本著作是我长期

研究的成果，最终导致了《在支配的裂缝之中》这部著作的诞生。它由

法国大学出版社在 ２００９年出版，收录在由克里斯多夫·德儒和弗朗西

斯·马腾斯主编的《苦难和理论》中。

我接受的是社会学训练，本文与我在马那瓜进行的实证研究密不

可分。这些实证研究的对象是在尼加拉瓜首都的国际纺织品工厂（马

基拉朵拉工厂）的工人，尤其是年轻女工。这些文字来自对他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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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ｃｎｚｆ．ｇｏｂ．ｎｉ（２００２）。尼加拉瓜加工出口区管理委员会（ＣＮＺＦ）是工业自由
贸易区的治理主体，负责制定自贸区政策。其构成既有公共部门代表也有私

人代表。



生经历历时长久的访谈，这些访谈涉及了他们的工作，也涉及了他们的

过去、家庭、日常生活以及对未来的期许和梦想。带着他们发出的声

音，并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文学和哲学等重要理论的指引下，我

对工作、支配和主体性之间的（多变的、未完成的）关系进行了个人的

反思。即然如此，这个反思是以“自我中心”为导向的，并且看起来与

使这个反思成为可能的两个灵感来源是脱离的：一是每天在血汗工厂

艰苦条件中进行重复工作到精疲力竭的工人们；二是那些激发我思考，

拓宽了我的视野并引导我的作者们，他们让我开启了新的理解和提问模

式。我本文总结的是我研究的结果以及对支配与主体关系的个人反思，

所以这些作者没有以通常的方式出现，比如学术引用的方式，但也许读

者能够认出雅克·朗西埃、米歇尔·福柯、汉娜·阿伦特，朱迪丝·巴特

勒、柯奈留斯·卡斯托里亚蒂斯或者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的克里斯多

夫·德儒、阿兰·莫里斯、罗伯特·卡斯特尔或者阿兰·考克托。

然而，目前的这篇文章也不是完全缺乏实证数据的。在谈我反思

的核心部分———一、主体的构建；二、强支配背景下防御的作用；三、关

于支配同意（ｃｏｎｓｅｎｔ ｔｏ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的观点；四、关于同时在支配与反对

支配中构建自身的主体的观点———之前，为了对其重要性有更加深入

的理解，我们需要回到尼加拉瓜，其就业部门几乎完全是按照典型的工

业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尤其在女性的雇佣关系

上）从头建立起来的。

一、马基拉朵拉工厂对于尼加拉瓜来说是什么？

这一实证研究是在 ２００２ 年到 ２００４ 年间，在尼加拉瓜的马那瓜边

缘地带，与被称为马基拉朵拉的国际纺织品工厂中的工人一起进行的。

我有幸两次前往那里开展我博士研究的田野考察。现在那里的情况可

能已经和我上次去的时候有所不同，但这并不影响我进行研究时的分

析，也不会影响现在我对这个研究的呈现。当提到服装生产时，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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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衬衫、睡袍、鞋、内衣，特别是牛仔裤的生产。有非常多的行业受益于

尼加拉瓜的出口。大部分生产部门（纺织业、烟草、电子器材组装和家

具）对投资、基础建设和科技的要求都不高，并且那里的劳动力十分充

足，廉价并且缺乏培训。现在纺织业提供了自贸区中 ６５％和全部出口

部门中 ５０％的工作岗位。

我的田野考察的很大一部分是与在马那瓜和蒂皮塔帕的纺织品工

厂中的工人进行访谈。在马那瓜，大部分这种工厂都建立在尼国最早

的自贸区“拉斯梅塞德斯（Ｌａｓ Ｍｅｒｃｅｄｅｓ）”中，当时自贸区中大约有 ２０

个公司，并且有超过 ３ 万的工作岗位———三分之二是女性（大部分年

龄都是 ３０ 岁以下）。在 ２０１１ 年，尼国的自贸区数量增加了，共有包含

１０万个工作岗位的 １６０个公司安置于其中。

尼加拉瓜的马基拉朵拉工厂的投资来源之间差别很大。在我研究

时，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和美国公司拥有着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十年

以后，美国和韩国仍然拥有着 ８０％的公司和 ５４％的工作岗位。①

它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通过进口（机器、纤维、纱、纽扣等等）获得，

而所有的产品都出口到美国，交付给将生产过程外包给他们的客户。它

们会有多个客户，尤其那些大的亚洲财团，但也会极度依赖某一两个主

要的客户，这些大客户能够对这些公司和公司的生产施加很强的限制。

这些公司享有十分优惠的免税和海关政策。② 除了这些税务减

免，它们还受益于美国和尼加拉瓜在 ２００５年签署的一项特殊贸易协议

（纺织品配额）以及两国临近的地理位置。尼加拉瓜提供特别充足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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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些国家之后是尼加拉瓜（２５个公司但只有 ３ ７％的岗位）和墨西哥（１０ 个公
司和 ７ ５％的工作岗位），中国台湾地区现在取代了萨尔瓦多，排名第五。
在自由工业区的法律中，对于尼加拉瓜自贸区中的“运营”和“用户”公司有六

个相关的优惠条件，分别是：对于利益的 １００％的进口税减免；对商品，器材等
等的税务减免；还有对于企业的创建或者转移：对于自贸区附属的房产的转让

费全免；对于销售的非直接税收的全免；地方行政税的全免。这些税务免除最

初计划执行 １５年。在 ２００１年，由于 ＷＴＯ 的协议，尼加拉瓜同意在 ２００８ 年前
基于其他国家的请求可以延长此优惠 １５年。参见 ｗｗｗ．ｃｚｆ．ｇｏｂ．ｎｉ。



便宜的劳动力，使得这个国家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

我引用了下面这则尼加拉瓜纺织品和服装行业协会为了吸引外国投资

者而在其网站中发布的声明，后者概述了其劳动力对于投资来说是巨

大的财富：尼加拉瓜拥有什么其他国家没有的东西？尼加拉瓜的相对

优势之一就是其劳动力（……）五百万居民，其中 ６５％是 ２５ 岁以下，

１５％的失业率和 ４０％的低就业率（…………）最低工资是每小时 ０ ３７

美元，而平均工资是每小时 ０ ６７美元。①

进一步说，尼加拉瓜产生的大量的工作岗位———甚至其中许多岗

位是高危的———仍然是论证尼国中出现这种产业合理性最核心的并也

值得探讨的论点。“充足、有竞争力且年轻的劳动力”，“年轻且生产力

出众”这些作为尼加拉瓜相对于周边国家确切的优势被展示给潜在投

资者。现有的和即将建设的工厂数量与已有的和即将创造出的工作岗

位也被系统地展示出来。当公司在它们被威胁关厂离开尼加拉瓜，而

使得几十或上百的工人的生活举步维艰时，它们就会拿出这个话题做

一番文章。这些威胁，不管是实质性的还是潜在的，对于工人都带来了

十分真实的冲击，工人的故事中充满了这是他们唯一能获得的工作的

想法，“没有其他地方去等死了”（Ｇｉｏｊａｎａ），而他们也的确没有什么其

他选择。

马基拉朵拉血汗工厂在尼加拉瓜国内以指数增长；这开始于 ２０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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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尼加拉瓜与其周边国家相比，平均工资明显是最低的。根据尼加拉瓜中央银

行 ２００７年发布的报告，中美洲国家的最低月薪是：尼加拉瓜：９８ ６ 美元；哥斯
达黎加：４８４ ５美元；萨尔瓦多：１７４ ３ 美元；危地马拉：２０２ ７ 美元；洪都拉斯：
无统计；多米尼加：１９８ 美元。尼加拉瓜中央银行（２００７），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ｅｎｃｉｆｒａｓ ，
ｗｗｗ．ｂｃｎ．ｇｏｂ．ｎｉ，ｐ．４．根据 ＣＮＺＦ（２０１５）：“尼加拉瓜有一大批合格的劳动力随时
准备为国内的跨国公司工作。……由经济学智囊组在 ２０１４ 年发表的《劳动力
市场风险》认为尼加拉瓜在中美洲国家中有着几乎最低的投资风险，仅次于哥

斯达黎加。这份报告包含了以下几点考量：工会力量，工作匹配，薪金限制，合

同限制和工人的解职……和其他中美自贸区国家相比，就最低工资而言，尼加

拉瓜是地区内最有竞争力的国家。这些条件允许投资者建立劳动密集型企业

并获利颇丰。



纪 ９０年代将血汗工厂作为唯一的工作选项这一想法的时候强制接受；

这也证明了当时贬低桑地诺政权所产生的影响的深度，不仅仅是经济

上的，而且还有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上那些年开始的巨大转变。

二、从零开始的产业

这篇论文不是为了介绍尼加拉瓜的历史。我想强调血汗工厂是在

桑地诺革命末期（１９７９—１９９０年）与新政权一起扩张的①，其中总统实

际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调节生产线〈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ｏｒｙ ｌｉｎｅ〉）。这被历史

证明是十分重要的，以至于它可以被看作是促使尼加拉瓜在国际劳力

和资源分工中占据其现有地位的准备条件。

在革命末期，国家和经济都消耗巨大。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尼国

转向了新自由主义，并且采用了结构调整政策以换取多边贷款机构的

经济援助。尼加拉瓜向马基拉朵拉工厂张开了臂膀，后者被巨大的税

务优惠和源于雇主国家的陨落而被“解放”并受到贫困威胁而产生的

充足劳动力所吸引。总而言之，１９９０ 年代表了一个转折点：所有为国

家工作过的工人当时都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对个人来说，生活面

临了诸多问题：家庭生活、不稳定的非正式劳动与马基拉朵拉工厂的工

作，而后者对所有人都显得不可或缺：无论是对于政府、工人、公会，还

是对于媒体和学术界。血汗工厂的合法性随着每天新工作岗位的产生

而变得不容质疑。

政府则对外宣传着一幅产业繁荣的景象，其中政见完全不同的年

轻人得以共存，共同反对发起自相残杀的战争并阻碍经济增长的

“１９８０年代的政府统治”。马基拉朵拉血汗工厂成为“国家的经济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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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一家纺织品玛奇拉多纺织品工厂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在尼加拉瓜出现。
在桑地诺革命前夕（１９７９）有大约十二家左右。在桑地诺政府统治下，这些工
厂总共不超过 ５家且都国有化了。直到革命结束经济解放后，这个产业才成
为国策。



富”。开启自由贸易区的法律框架极快地被建立起来（举例来说，１９９１

年就至少颁布了 ４条新的法令或法案）。

马基拉朵拉工厂很快就成为国内新工作岗位的主要提供者①。在

一个三分之一人口年龄小于 ２４ 岁的国家，８ 成人的日收入少于 ２ 美

元，一半人收入少于 １美元一天，并且三分之一的家庭是由单身母亲操

持；马基拉朵拉无疑是一种祝福。故而，考虑到这些公司离开尼国会给

数以万计家庭带来灾难，便没有什么人可以“合理地”质疑它的存在。

三、什么样的产业有怎样的就业状况？

这些公司展示了一定程度的多样性。通常来说，他们的特点是拥

有很强的横向职责划分和纵向的控制模式，生产线结合了对整体质量

的需求以及“即时”的生产模式。用最低工资加上劳动提成的付酬方

式，以求获得刺激生产和保障生产进度的效果。尽管我在尼加拉瓜时

工资有所增加，在 ２０１２年人均月薪提高到了 １３０ 美元，大约相当于家

庭最低需求的 ３０％，但血汗工厂还是成为经济领域中最低工资增长较

少的。②

除了工作条件，大部分工人都是女性，其中有很多是单身母亲，需

要照顾她们的孩子和大家庭。这是一个不稳定的工作，开除和辞退的

威胁十分常见：每周工作 ５到 ７天，并且每天强制加班 ２小时甚至一整

夜。工会受到威胁，工人的物理活动受到控制，每天他们的身体还要接

受几次触诊检查，劳动关系仅限于工人之间，高层员工和工人之间没有

联系，上级会十分任性地现场出现、演讲且无法抗拒。“控制”、“强迫”

和“专制”等词十分恰当的形容了工厂里的生活。这些严酷的物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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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工作岗位从 ５家公司的 １０００个岗位（１９９２）到 ２００１年 ４５家公司的 ３７０００个岗
位（包括了全国工业就业的 ３２％），增长了 ３７倍。增长一直持续以至于到 ２００６
年有 ９５家公司提供超过 ８００００工作岗位。
ｈｔｔｐ：／ ／ ｉｓａｃ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ｏｒｇ ／ ｍｅｄｉａ ／ ｐｄｆ ／ ｉｎｆｏｒｍｅ．ｐｄｆ．



件还要加上不断的受到威胁和恐惧的感觉。为了保住他们的岗位，以

及一份还可以的薪水，工人不得不做的事包括：加班，私下讨好推荐自

己的领导，完成生产目标，对各种羞辱不以回应。

总体来说，工人会在工厂待几个月或者几年；开除和辞职十分常

见；压力或者无聊变得无法忍受，工人们会去其他工厂寻求工作。我研

究中所认识的工人很多都在过去十年里在自贸区有过 ６—９个不同的

工作岗位。

四、从劳动限制到存在整体的入侵

当我开始研究工作的主观关系时，工人的故事立刻就强有力地证

明了（工作）对生活的多层面入侵：从当工人的母亲担心孩子给谁来

带，到血汗工厂工作的限制入侵到人的家庭和个人生活，并且是生活的

所有方面。他们的忧虑不仅仅是历时性的而且也是共时性的；并且工

人关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生活的主观叙事，也被他们在马基拉朵拉工

作的影响所穿透。它们不仅仅是穿透，这些故事都是依据工作所带来

的限制和需求所构建或者被重建出来的，即便如此，马基拉朵拉血汗工

厂似乎是就业的唯一可能性，并且工人被剥夺了“自主性和独立性的

支持”（Ｃａｓｔｅｌ）而十分容易受到伤害。

当分析马基拉朵拉的工作和工人的故事时，我识别出工作所施加

的支配的三个关键元素：一、缺乏选择这一想法；二、生活工作状况的不

稳定性；三、为自己和亲戚谋生的必需性，但却没法保障完成这个目标。

这类服从控制对工人的身体的训诫（即使他们一动不动，其控制也十

分细致），它似乎更多是一种弱化工人主体性的方法并且通过不安全

感和不确定性来规训他们。这在工厂之内和之外都能感受到，无论是

在他们和家人的自主性之中，还是在他们发展感情关系的可能性中，甚

至在他们抚养他们的孩子过程当中。

我可以列出无数马基拉朵拉工人身上所受到的限制的例子，它

３６

尼加拉瓜的血汗工厂工人：劳动、支配以及主体的生产



们穿透到了最微小的细节并且让家庭生活被侵蚀。我会给出几个

例子：

家庭组织。为了适应其劳动的任务，工人的家庭生活被严格地安

排起来。很多工人都是生活在大家庭（父母，兄弟姐妹，并且往往还有

他们自己的家庭成员，甚至还有其他人）中的单身母亲。这种家庭结

构在尼加拉瓜分布的十分广泛，即使年轻人希望有自己独立生活的地

方，他们也很难拥有 。工人表达了他们对独立的向往但是负担不起。

这种家庭组织与工作状况并非严格相关，但在最穷困的家庭中十分常

见。然而，其对于马基拉朵拉工人很有效，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应对加

班或者任何工厂带来的意料不到的状况，都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举个

例子来说，孩子生病，如果母亲没有别人帮忙来带孩子去诊所，她就不

得不占用工作时间来干这事。而缺勤会导致这一天的奖金就没了，或

者导致扣很多工资，这都是小家庭经济无法承受的。

更进一步，在有的家庭中，全家的妇女都被组织起来，有人工作保

证收入，有人负责带孩子，这样能保证家庭劳动力处于良好的工作状

态。当有工人被辞退或者因为受不了压力或麻烦而辞职，他们就停止

工作一段时间来恢复精力，等回去工作时就更有精神，时间也更充裕。

当在家的时候，这些工人就负责带孩子，而她的母亲或者姐妹则工作以

保证家庭收入。这样的轮转保证工厂中的工人随时都处在“工作状

态”的同时，也让这些工人离开时自己就会找好人接他们的班。很明

显的是，这样的家庭组织不会特别舒适：因为各种限制，工作穿透了生

活最私密的部分。对大家庭的成员来说，无法脱离大家庭，经常感觉欠

别人的，以及被迫的混住都容易造成摩擦和沮丧。

类似的，工厂工作带来的限制也对工人的爱情关系带来影响，不管

是已经在一起的夫妻还是想要巩固关系的情侣们。工人被迫在工厂工

作到很晚，而当他们回家时还要面对伴侣对于他们缺席家庭生活的指

责或抱怨。对有些工人来说，同时拥有工作和夫妻生活几乎是奢望。

他们中的许多人，迫于每天面对的困难，决定牺牲爱情独自生活，或者

４６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依靠亲人的宝贵支持来应对工作、对孩子的养育和家庭生活。① 其他

人梦想着有一个理想的男人能够接受并尊重她的孩子；而如果这个理

想中的男人不出现，那她们还不如干脆独自一人。那些已经是夫妻的

也只能堪堪维持现状。无论是单身的还是成家的，女性工人对工作的

依附性都更强，因为工作让她们能自己挣钱并担负家庭责任。这些公

司就是依靠这些女性，知道她们不管怎么看玛奇拉多工厂，都会做任何

事来保证她们孩子的基本需求。

他们对时间的理解留下了他们工作和生活状况的痕迹，让这些女

性无法看到一个脱离日常需求的未来。故而这个强制的“大写的现

在”统治了现状，也就是孩子必须有饭吃有人保护。而后怎么办，走一

步是一步吧。对于工作女性而言，现在是唯一可能的时间，而想象中的

未来就是她们的孩子那远离了机器的未来。

五、支配的主体：再生产和不和谐之间

故而，即使当我访谈的工人已经远离劳动和工厂的时候，他们生活

的许多方面仍然留下了当时工作状况的痕迹。在这里，工作对这些主

体的支配的复杂而模糊的关系，是我问题的来源———一种延伸到他们

如何安排自己人生的支配关系，这支配关系穿透了他们生活最私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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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举例来说，薇奥列塔在我们访谈的时候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 ２７ 岁母亲；她对
我吐露道（１５ ／ ０９ ／ ２００２）：“现在我和你熟了———这是我第二次爱情经历了，我
女儿那时两岁。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人并且支持我，我认为他也爱我的女儿，但

我对自己说道：‘我需要一个男人”（……）我的部分经历不是很好。现在我已

经做出决定并且希望上帝能够帮助我：对我来说独身是最好的，来和我的孩子

在一起，因为和男人在一起…………我没有过好的经历……我不想再进入一

段新的感情了，我宁愿独自一人生活。”乔凡娜（２２ ／ ０９ ／ ２００２），一位 ３２ 岁的两
个孩子的母亲，也提到：“我一个人生活。我现在单身。我们三个住在一起。

有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女人是无法找到一段感情的，来建立和男性的感情，主要

因为我对我孩子，我女儿的尊重，我不能去见男人开始约会，所以我决定独自

一人陪着我的孩子”。



部分，而这些最私密的部分反过来，也会围绕其要求而被构造。

我对工人的叙事十分感兴趣，这些故事关乎他们自己、他们的工作

和生活状况。同时，我分析了支配是如何通过就业及其带来的限制所

施加其影响的。这让我想到了一些关于这问题的其他概念，比如“自

愿奴役”或者经双方同意的支配，恐惧的作用以及防御机制的执行，这

防御机制会阻碍支配关系下主体深度思考能力 。我们的目标不是对

这些复杂问题给出一个“最终答案”，而是基于我的实证研究进行

反思。

下面就是关于主体、主体性和劳动支配关系的部分的问题 ／反思，

这些问题来自对工人讲述的生活故事的分析：

（一）关于主体和故事的主角

大体来说，在这种限制程度下，工人理应完全崩溃，或者出现精神

问题。然而他们并没有发疯或者逃离他们的生活状况。

被采访者们没有将自己展现为英雄或者受害者，而是将自己展现

为工人或父母，每天和困难进行斗争；并且，通过构建他们的故事，他们

乐于展现出的关于自我的故事是完整和统一的。无论如何，工人必须

在他们的生活经验中认识并接受他们自己，而工作（作为活动，作为就

业，但也作为价值）会促成 ／干扰这种认识。每个个体，通过他的故事、

他的想法、他的生存方式、他的个体成长，都必须进行一定的自我认识，

即使他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极度压迫自己自主性的境况之中，他 ／她也

想要被看作一个完整的人。他如果承认自己已经崩溃，就无法保持自

我同一性了。他们的立场经由语言表达，揭示了他们尽管受限颇多，但

也要保持自我一致；这一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

主体没有被工作、生活状况的脆弱和不安全感完全击败，在如此艰

难的处境中依旧能够让他们认识自己。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选

项，而是一种要求，因为工人无法逃脱他们的日常现实，他们只能依赖

并适应这种现实；而这种依赖和适应会伤害到他的存在、欲望、价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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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和他所守护的世界观。显然，个体无法在权力之外构建其故事，产生

出这样看待自己的方式，这是不可能的。相反的，一些严重的限制已深

深渗透到工人的态度之中，这些工人则只能在与这些限制的关系之中

安身。他们不得不采取许多策略，在保持自己姿态的同时，通过对自己

情况的认识来“改造”现实以应付之。他们为了绕开那无数的矛盾，可

能会改造、重塑、遮蔽，另辟蹊径来做到这一点，这些矛盾的一方是建立

保存一个属于他并由他守护的自我形象的需要，另一方则是不断伤害

他的现实。这样，讲述就是客体化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让他可以维持

自身，但也隐含着揭示这些矛盾和被彻底动摇的风险。

这不是注意到意识（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的在场或缺席的问题。他们并不

期待有人来告诉他们每日生活的困难、工资的低下、缺乏假期和未受足

够保护的孩子这些状况。工人所采取的姿态并非不够批判或者不够清

晰。不利的状况也能够支撑起自我的构建，这个自我是处在与这个状

况的关系之中的，而过分清晰的揭示自我和现状也同样具有破坏性。

对现实的否认和认清不断被交替表达出来。进一步，有可能关键不在

于意识到支配，而恰恰在于忽视它从而不被限制完全淹没，也不成为服

从的囚徒；进而尽管被支配，但主体仍能够建立起一个自我并认识

自己。

这种一致性的构建，超越了主体日复一日去工厂工作的事实，落入

了一种更为宽泛的人类行为秩序，在这个秩序中，被认为是“好工人”、

“工人伙伴”、“劳模”能够横向地赋予生命意义。

由于他们背景的不稳定性，工人们必须建立起对主体有意义的自

我定义，尽管这种定义并非恒定不变，它集合了从共同文化中提取的价

值和行为规范。这种自我定义是一个调整、重置自身、强化或者变迁的

持续过程，他人（工友、家人和朋友）也参与到这一过程中，前提是他们

属于同一种文化。

阿拉雅将她自己描述为“好工人”，这种价值来源于她的父亲。无

论阿拉雅在哪里，也不管周围情况和她自己情况如何，她总是要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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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为一个好工人，带着工作赋予她的自豪、尊严和严肃。她是一个

“好工人”，她自己这么认为的同时也希望被别人这么看。不管她的雇

主态度如何，她都会又快又好地工作，因为这是她获得自尊的方法。但

是阿拉雅不仅仅在工厂里表现为“好的工人”，她在家也必须把一切做

到完美。弗拉尼也十分努力：她的整个人生，她的行为，她的工作和她

的家庭，都围绕着她皈依耶和华见证会所后所接纳的价值和抱负。责

任、尊重、规矩还有工作中的团结都和其接纳的新生活方式相符合。她

的家人也必须这么做。乔凡娜也是这样的，她被一个女性组织所“解

放”，心中充满了新价值的她也会在工厂中和别人分享这些新价值以

“解放”其他女性和她们的孩子。萝西安娜和科丽娜指出团结和斗争

的价值，这两者都对应着她们积极的自我。对于恩里克和萨拉来说最

重要的是他们作为家长和工人的诚实。

（二）经双方同意的支配的论点

如果我们始于这样一种观察，即不管发生什么，这些公司都会照常

运营下去，工人们依旧每天早上上班，晚上或周末加班；那么，我们就可

以提出关于“自愿奴役”的问题，或者采用更为现代的定义，也就是“同

意”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的问题。我认为十分重要的是，通过提出

这个问题，我们能够获得什么信息，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判断它是好的或

者坏的。我认为肯定存在一部分的“同意”（在“接受”的意义上的），

但在这里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在他们所处的情况下，如果个人采取一种

完全抗拒的立场，他将承担怎样的后果（他是否真的可以说不）。

就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展开一些重要的观察。

第一个就是“缺乏选择”这种想法，它似乎在所有故事中都无处不

在。这个论断适用于所有人：（１）缺乏就业机会，而工作是让他们能够

拥有收入并满足家庭需求的方法；（２）马基拉朵拉工厂提供工作。这

个现实虽然可能是构建出来的，但无论如何它对个人来说却一点都不

假，也十分容易证实，不管他是否认同这份工作。这一现实对他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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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十分“熟悉”的，同时也是“切己”的。这一“现实”一旦被创造发展

出来，人们就不能简单地说它仅仅是一种有着强力恐吓工具的幻象。

并且这种对现实的描述依靠的是工人生活工作的脆弱性，以及他们对

失去工作无法维生的持续的恐惧。这种描述在遇到这样一种想法时就

遇到了自己的极限，这想法就是如果这些岗位是件好事，那么也只是针

对其他人或者“穷人”来说是件好事，而不是对他自己，更不是他们想

要看到离开血汗工厂的孩子们。

故而，首先，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办法证明自己是“真的”的现实。

第二个观察是关于定义的。我们将不再继续关注“奴役”这一概

念提出的问题，尤其是在其与“自愿”相联系的基础上；而是探讨“同

意”这一概念。“同意”暗示了“一个人通过意识的自由行动而完全接

受某种事物”，并且恰恰就是这种自由的概念在此语境中产生了问题。

做出“同意”行为的个体所被期待拥有的意志其自身可能是被严重束

缚的。在我们分析的状况中，并不存在自由进行的选择。

同意是“接受，协议，遵守，默许，允许，共识，甚至同情……”①但仅

仅考察这里面的两个同义词，去“接受”不意味着主动“遵守”。然而，

当现实被作为唯一出路强加给人们时，我们可能会问自己“遵守”意味

着什么，或者更确切地，“不遵守”将带来什么后果。在动词“同意”之

中，有必要区分未被束缚的欲望和无法抗拒而屈服于形势的遵守，因为

不遵守意味着伤害自己。

当拒绝会损害自己利益时，我们似乎很难说有什么“自由的”同

意。这种能够被个体感知、把握的危险，一定在很大程度上在工人的日

常意识中被隐藏了起来。但对失去这一脆弱平衡的担忧并没有完全脱

离他们的意识：他们总会遇到这些情况，比如当工资看起来不公平的时

候，在需要一个待遇更好的工作的时候，在工友遭受羞辱的时候，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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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离开或者一个不再接受监护的孩童开始流浪的时候。

所以似乎很难理解什么是奴役或者对支配的同意，特别是它们实

际上已经是一项日常的肉体上的和心理上的挑战时。尽管工作有诸多

限制，但也比什么都没有强，这将驱逐走失业和贫穷的幽灵，也证明了

自己属于真实界。努力工作不一定意味着充满热情而迎合支配。这也

可能实际上是在证明自己是一个好工人，巩固自己的价值和自我形象，

并且能够切实增加工资。这意味着同样的热情可以与反抗的策略相整

合，以此来保护工人，保护他们的精神健康，使他们即便受劳动的限

制，也能在工作中获得承认并保持自尊，甚至反抗这种限制。

故而，我认为十分明显的，奴役、自愿奴役和同意这些主题是很有

问题的，但它们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很有趣的问题。其中我试图探讨的

一个问题是关于“防御”这个概念的。

首先，我选择将自己置于工人的视角，他们不得不在这些脆弱而高

风险的环境中保存自己，为此可以使用诸多个人的和集体的防御机制。

其次，我依靠主体自己创作的、用以叙述自身的故事进行研究，这些故

事展示或者说标志了他们理想中的位置与他们实际所属位置的差距。

（三）“防御”在保护和支配的再生产之间扮演的角色

根据工作的心理动力学，工人们采用了精细的群体防御机制来应

对工作产生的恐惧和受苦的风险，从而保护他们的精神健康。如果男

性工人群体构成他们集体防御的策略是诉诸男子气概、“男子汉的勇

气”、对恐惧的否认等等的话，那么我们能发现还有其他的机制也在运

作。举个例子，这些机制包括重新定义“正常”的参数（比如将工作到

很晚视为正常）或者因为无法忍受无聊而离开血汗工厂（这不会被其

他工人看作是脆弱的象征）。

这一工作的心理动力学方法存在的问题是，这些防御主观上缓解

了支配，让工作变得可以忍受，从而保证了剥削系统的持续运作。这一

方法同时也提出了关于自愿奴役的新问题 ，因为这些防御压制了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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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支配条件下的精神自主性，进而限制了他们通向现实的主观途径，使

得他们在一个对限制的权重被修改过的系统当中来工作。

当工人讲述他的故事的时候，他也在保护他的故事和他的自我形

象的统一性。因此，让矛盾显现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会威胁他们的精神

平衡。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工人在这个受限的环境中明确捍卫一个

道德态度（“不工作，没饭吃”，“男人必须坚强而负责”，“必须完成目

标”）时，他面对的现实却是：他住在租来的很小的房间，做着一份他讨

厌的工作，陪伴着一个怀孕的伴侣，有移民的欲望，所有这些都和那些

口号和他给自己的要求所矛盾。我们的访谈到这里就无法继续，不得

不停下了。

工人们展示的所有策略，不管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目标都是想要

驯服一种（对他们来说是无法控制的）现实，从而使他们免于被支配。

在各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策略激发于反抗、服从、妥协甚至敌

对。通过分析工人声称自己所是的形象，我们面对这样一种事实，即支

配和防御只能部分地解释他们和主体之间建立的关系。工人拥有这样

的叙事是因为他们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他们关于自己的认知和他们

真实的经验也都受到限制。然而，即便支配能够对主体性造成伤害，主

体性也是不会永久受限的，它也是会展开的。

（四）被支配的主体，受制于不可预测性

支配和防御的模式无法消灭主体，作为应对，主体会以某种方式宣

称一种延迟，即，他们和他们自己被赋予的身份———贫穷而受支配的血

汗工厂工人———之间的延迟。① 他们叙事中产生的延迟不一定标志着

他们可以脱离被施加的外力。因为：（１）主体是支配的产物。因为他

们遭到了这些限制的支配，他们的故事基本如其所是地反映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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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试图维护自己的主体，仍然会遭遇到其他形式的服从（年轻女性关

于婚姻的梦想，想要成为女主人，服侍自己的丈夫成为家庭主妇；或者

其他人以耶和华见证会的角度对她的故事进行的定义和重新定义）；

（３）最终，这些延迟也是让工人得以保存自身的防御机制。

当然，工人和所有人一样，倾向于只采用他无数实际经验、记忆、欲

望中的一部分，而这部分是能将他们定义为好的工人、忠诚的人、诚实

的伴侣、受尊敬的雇主、模范信徒、好母亲等等的那部分。然而，我们仍

打算以主体叙事中对于自我的描述为出发点。因为当工人展现他们自

己时，他们与他们宣称的是同一的。即使他们的存在受限并且被服从

关系所“重构”，主体仍会将他所遭受的暴力转化，以一种不懈的努力，

回应他所希望成为的“理想的”主体，而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成为的

过程也包括了在访谈中主演自己所叙述的故事。前面提到的那些防御

机制（比如参与对“另一个”自我的创造，努力工作以求从重重障碍中

脱颖而出）虽然会产生一些效果，但也会干扰到作为自主存在的主体。

如果说工人由于难以生存的外在环境而无法 “选择自己”，我们可以观

察到一个矛盾的现象，即唯一不被这环境入侵的办法恰恰就是“选择”

主演自己。

站在（已被施加的）支配的角度，支配并不仅是限制性的，同时也

是生产性的。主体由支配产生，同时也反对他们。朱迪斯·巴特勒

（Ｊｕｄｉｔｈ Ｂｕｔｌｅｒ）就认为权力的生产“超越了自己的目标”①。实际上，这

会引入再生产和潜在的不可预料性。

当戈亚娜介绍自己的时候她说：“我是一个女性，一个坚强的女

性……我不仅仅依靠这个工作，我还可以做别的事情”：（１）这并不改

变她对马基拉朵拉血汗工厂的依赖，她知道她可以在里面被快速雇佣

而“得到”一份薪水；（２）通过她的故事，她以某种方式打开了一道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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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的裂缝（或者至少是离开了一定距离）；（３）在她给我讲这个故事

的时候，她也在实验自己作为一个“被错误安置”的主体的能力。戈亚

娜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受支配的主体。而是一个延迟的主体；她有

潜在的能力来从支配中翻身。

总　 　 结

如果受支配的对象被摧毁了，那也就不会有支配，更不会有劳动力

了。受支配的对象必须建立自身的主体性，这一主体性的建立将使得

他们在支配关系之中也支撑着支配关系，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脱离这种

支配关系。如果说受支配对象必须通过证实自己的存在以及拒绝无所

不在的权力给自己指派的位置来保有自己的力量的话，那么支配存在

的条件恰恰也就是其覆灭的条件。自我建构的主体证明了支配的永恒

运作及其有限性。在叙述自身的过程中，即在将自己的存在与日常生

活拉开距离甚至割裂的过程中，主体重新商议自身在世界的存在方式，

并试图确认自己的自主思考和发声。这种自主思考和发声是否是真实

的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主体认为自己能够做到的这些。我作品

的最后一部分讨论的就是这种错置和它带来的不可预测性———其既是

支配的产物又是其裂隙———以及它们所开启的新的问题。

（译者　 郑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校订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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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别视角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笼罩于军事—工业系统阴影下的“全球性女性”

［法］舍蕾·法奎　 喻麓丹 译　 李健 校

概要：本文从强烈的性别视角检视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特别是

劳工市场的转型问题———该视角既是对女性及男性职业进行的辩证研

究，也意味着发展一种把性别、种族和阶级关系交织于内的交叉性研究

方法。首先，本文所要呈现的是目前对处于新自由主义世界的全球性

女性（保姆、女佣以及性工作者）的经典分析，并说明这些日渐增多并

且其中大多是移民和穷人的全球性女性，可被描述为“服务女郎”。其

次，本文研究了与前者的增长平行的，被我称之为“持械男性”数量的

增长，它在男性劳工市场中呈现出补偿性增长趋势。本文所要说明的

是，“持械男性”作为军—工复合体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在个体层面还

是集体层面，不仅制造着，并且依赖于“服务女郎”———我们要对这一

点进行更彻底的研究。最后，我认为“服务女郎”和“持械男性”应被合

在一起进行辩证的、历史性的研究，从而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的劳

工市场的转型构建一个新的研究范式。

许多对全球化进行分析的文章都存在着强烈的男性本位偏见的错

误。也就是说，它们所围绕的中心是男性、男性的兴趣领域以及在他们

当中建立的人际关系（马修，１９９１）。幸运的是，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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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在社会学、劳动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

域崭露头角，它们通常都与社会运动密切相关，为各个学科研究提供了

一种替代性视角。我将在下文展示一些旨在讨论经济行为转型的分析

成果。①

最初，许多学者试图通过将女性添加到他们的分析中来纠正这种

男性本位偏见，而主要做法就是强调新自由主义有将女性带入劳动力

市场的趋势。通过展示这些重要文献，我们能够检视新自由主义对女

性所持有的具有深刻矛盾的观点，只需将注意力放在全球化为世界上

大多数非特权女性所保留的活动类型———主要是“服务”产业活动就

能看到。其次，因为一个真实的性别视角意味着能同时对两性的结构

性社会关系②进行辩证思考，我将展示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并无关联，实

则是我们在理解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几组相悖的关键点：那些着眼于

战争、军国主义以及各式各样的“持械男性”之典型的分析。

一、新“全球性女性”即“服务女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期，女性主义理论家更加深入地批判了理论界

随意区分所谓“生产性的”活动和“再生产性”活动的做法，严肃地挑战

了经济学科和主导着资本主义历史阐述的“宏大叙事”方法。玛丽

亚·麦斯建议要重新思考父权制社会关系对世界范围内资本积累所产

生的影响（１９８６）。玛丽莲·韦林，就她本身来说，挑战了国际结算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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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受文章长度和相关性所限，本文仅集中于讨论刊于 ＯＥＣＤ（经合组织）成员国，
特别是法国的研究成果。

在英语中，“社会关系”可以用来翻译两组法语概念：ｒａｐｐｏｒｔｓ ｓｏｃｉａｕｘ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ｏｃｉａｌｅｓ。这里的“结构性社会关系”是用来翻译“ｒａｐｐｏｒｔｓ ｓｏｃｉａｕｘ”的，也就是
说，结构性社会关系既组建了社会体系，也创造了两性，根据性别分化所规定

的劳动分工中的位置而构成两个对立的社会群体或阶级：女性阶级和男性阶

级（与意味着日常的、微观社会的男性个体和女性个体之间的关系〈互动〉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ｏｃｉａｌｅｓ”相对）。



辑以及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增长的计量方式。１９９１ 年，萨斯基亚·萨森

是第一批从事全球化现象分析的学者之一，她们对国际化都市进行研

究，发现那里全职从事诸如高级金融工作之类的新兴全球化活动的

（异性恋）家庭，夫妻双方中的男性一方会寻求结构性地将不计其数的

“再生产”任务从家庭中“外化”，因而就需要依赖廉价劳动力———她们

主要是妇女，也通常是移民。

（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女性的毒害？

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末，大量着眼于结构性调整计划的研究显示，经

济危机、失业率上升和不平等加剧尤其对女性产生了不良影响，也加剧

了其贫困化，这既是绝对的，又是与男性相关的（首先对它进行研究的

法国人①是平田和朵拉，１９９８；维西特里希，１９９９；ＡＴＴＡＣ，２００２；比西

亚，２００３）。展示了福利国家如何专门将女性从“私人父权制”中解放

出来（诚然，只是让她们依附于公共父权制）以后，西尔维亚·沃尔比

（１９９０）指出结构性调整会导致许多苦差事的再度家庭化，并把女性置

于新的私人父权制中的从属地位，从而直截了当地将她们当作了危机

缓冲器（１９９７）。

从一个类似的角度出发，埃莱奥诺雷·考夫曼和其他人（２００１）共同

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欧洲社会政策的变革总是多多少少伴随着官方政

策———这些政策要求从南半球国家输入女性劳工以承担那些被这个国

家所抛弃的工作———的发布，因为这些工作是绝大多数当地男性坚决抗

拒而许多当地女性又无法使之与自己的剩余活动空间相容的（《里斯本

战略》（２０００）要求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女性就业率至少要达到 ６０％）。

（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是否对女性有利？

所有研究报告都指向这样一个事实：不管是在南半球还是北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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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往往通过破坏为数众多的女性先前所固有的生存方式来将她们

卷入劳动力市场（平田和多拉，１９９８）。一部分人为这个趋势所振奋，因

为他们坚信获得有偿工作不但能使女性的经济独立性得到提升，更能因

此实现男女间更大程度的平等。南希·弗雷泽（２０１３）最近就指出，部分

女权主义蓝图（通过从事有偿工作来获得自主性）跟资本主义是有一定

的利益契合度的：要么是由于市场本身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它对性别歧视

视而不见，要么是因为它总是偏爱廉价劳动力，所以女性显得大受欢迎。

然而，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不总能被证明是积极的。事实上，对

原有劳动规范进行系统的打破对女性产生了特别影响，尤其是因为绝大

多数女性专注于从事贬值的和不受监管保障门类的工作。新自由主义改

革已将她们挤入甚至更不稳定和更弹性化的境地中（塔拉海特，２０１０）。此

外，新的工作样式需要（应聘者有）“典型的女性特质”（既可以接受兼职，

也可以接受延时，既能够身兼数职，又要对事业全身心付出〈尤其是对工作

要有情感〉），为女性塑造了新式的、标准化以及普遍化的从属形式。全世

界只有小部分女性得到了可与男性标准媲美的“好”工作，而且在女性就业

的问题上，二元化的情况正在加剧（扎森，２０１０；科尔戈，２０１２）。

这就是为什么，在没有考虑阶级和种族①的分析框架下，仅基于性

别的分析不能够继续得到深化，１９７９年康巴希河集团（Ｃｏｍｂａｈｅｅ Ｒｉｖｅ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中的黑人女权主义者第一个站出来指出这一点。在我其他

的研究中（法奎，２０１４），我已经很努力的想利用“连通器”的概念来说

明，如果他们深陷无产阶级和种族主义人群（其中一半为女性）所遭受

的那种挫折，那些所谓对女性的利益是没有意义的。不过，这似乎是经

济合作发展组织的策略：借助全球化合法化来提升男女平等。

（三）提供给女性和移民“新”工作

在新的千禧年之交，芭芭拉·埃伦赖希和阿利·拉塞尔·霍克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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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德揭秘了新式“全球性女性”的三个形象：保姆、佣人和性工作者

（２００３）。尽管在过去，那些来自乡村的移民已填满了这些位置，而如

今占据这些位置的还有许多来自国外，往往是后殖民地的移民（穆加

德和法奎，２０１０）。如今保姆、佣人和针对病人、老人（后者的数量正日

渐庞大且更加缺少来自公共机构的帮助）的家庭陪护的存在对于社会

再生产国际化的重要进程来说必不可少。面对所谓“医疗危机”，一片

广阔的研究领域围绕着“我们都很脆弱”（特隆托，２００９〈１９９３〉）的理念

发展建立起来并提出一种（给予护理事业更多的社会和经济价值的）

新的社会乌托邦的构想。

然而，中野格伦的工作（２００９〈１９９２〉）显示出美国某些社会领域历

史上是如何被强制放弃照顾一些人（他们一般是奴隶、妇女，特别是女

性奴隶；到后来是被种族歧视的移民女性人群）。这项工作给当前很

强的参考意义，因为当前正在形成的一种压力，迫使某些特定的社会人

群以最低的成本去照顾其他人。在这些压力和强制之中最为显著的当

属在劳工（一方面）和移民（另一方面）领域进行了极其具有限制性的

立法改革。对于最无特权的女性（即因为她们的种族和阶级地位），移

民选择和“职业”选择局限于一个目标区域并要在那里能够快速的找

到并跟随丈夫；或者参加一个官方的“服务性”劳务输入计划，或者参

加“性工作”来应付非法移民带来的过高的成本。我曾经建议将这种

范畴定义为“女性的怪圈”（法奎，２０１２），这也延伸了宝拉塔贝特

（２００４）的概念“经济形态上性别交易的统一体”———展现了配偶和性

工作者各自的活动间存在连续统一性———这个统一体的概念在“高

尚”的陪护行为和“不法”的性工作行为之间（重新）建立了联系。因为

尽管是部分性的，一些女性轮流充当配偶和性工作者（穆加德，２００８），

但现在绝大多数关于她们的两种活动的研究都倾向于各自独立。

为了将这些相互割裂的分析领域重新连接起来，我曾经建议将这

些女性统统纳入“服务女郎”的范畴来考虑。我也曾经进一步表述了

这种“服务女郎”群体是如何与“持械男性”群体并肩成长的（这部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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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将在下文展开），我还建议，对于不断增加的无特权人群，他们的其

他生存选择被系统性摧毁，特别是被从乡村和公共部门中驱逐出来，

因而从事这两种类型的工作构成了主要解决方案。此外，我展示了

“持械男性”实际上既创造了对“服务性女郎”的需要又生产了供给，

并且我也提出：这两种类别人群的辩证性地成长构成了新自由主义

全球化的范式（法奎，２００６）。然而，值得重视的是，由于相互之间连

锁的结构性力量关系（特别是种族和阶级的联合作用），一些女性也

会去做“持械男性”所做之事，使用武器，加入不同政治阵营的武装

部队，就像会有男性去做“服务女郎”所做之低薪服务工作一样，她

们也会遭遇战争，承受警察暴力行为，或一般地说，落入“持械男性”

手中。这两种类型的“服务女郎”和“持械男性”并不是根据他们的

生理学特征，也并不仅仅是根据性别的结构性社会关系来区分的。

然而，它有趣地表明了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逻辑的统治下，劳工市场

既不拘泥于形式，又具有国际化，其制造的工作机会正在自我转型。

因此我们需要在考虑“服务女郎”的前提下对“持械男性”进行更准

确和更辩证的研究，他们既是劳工市场的一部分，也是重要的经济

（政治）行为者。

二、“持械男性”，战争和新自由主义增长

现在让我们将话题转到“持械男性”———士兵、雇佣兵、游击队或

者恐怖分子、警察、黑帮分子或犯罪团伙、监狱保安和警卫等等———他

们在公开、半公开场合，私密场所或非法部门活动。

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积蓄了力量（罗莎·

卢森堡在 １９１５年对此做了透彻分析），因此处在这个时代的我们当前

正目睹着一场为了争夺资源、市场配置和控制生产力的残忍的军事竞

赛。自 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事件以后，新的全球总体框架就变成了由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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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自由主义国家领导的对抗各个南半球国家的“反恐战争”。从广

义上说，它是对各个中东国家的公开宣战，是对非洲大陆或其他地区的

人道主义军事干预（费德里希，２００１），是对潜入经合组织国家的非法

移民的军事抗拒，也是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毒品流通所发起的斗

争。伴随着对全民的普遍监控，关于安全问题的对话和实践活动在地

球每一个角落进行着，而这些都由最近一个关于国家安全局的揭秘文

件揭露出来。

我们正在见证一个高度管制型社会的成长，它到处充斥着军国主

义和普遍战争的气息，从性别角度来对此种现象进行分析将有特别的

启发意义。“女性的权利”越来越频繁地被援引来证明政治甚至是军

事干涉（德尔福，２００２；爱森斯坦，２０１０）的正当性。不过，在现实中，这

些干涉反而无一例外都对女性造成相当大的冲击：性暴力、强迫性的大

批逃离（一般是由于大规模的性暴力）以及对于经济和社会体系造成

的更普遍性的破坏，它使女性群体更贫困化的同时也将她们逐入服务

性行业中。同时，它们允许一些男性通过抢夺和从事各种形式的非法

交易来积累财富，从而形成和巩固新的政治军事力量。例如，监狱—产

业化复合体能够雇佣并监禁百万量级的人口（戴维斯，２０１４）；另外是

俘虏收容所，主要用以控制移民。它们的发展壮大是另一个值得研究

的重要领域。

三、军事—工业复合体和军事化，

通往新自由主义的中心环节

早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关于全球军事化的女性主义分析是依循着

两条平行线索出现的。为了审视社会的军事化推行，辛西娅·安罗

（１９８９，２０００）提醒人们注意美军基地的建成与性交易、亚洲色情旅游

之间的关联。这有利于我们在思考“性工作”的日渐繁荣时能重拾起

一种历史性观点，而不是仅仅把它当成是一种被迅速推荐给贫穷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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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单的、“自然的”和高回报的从业选项。对于许多鼓励发展旅游业

并过度依赖移民的海外侨汇的发展中国家（南半球国家）来说，政府对

此似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通过从这样的活动中征税来受益。安

罗还强调了文化产业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因为它能使殖民主义军事

化获得合法性。如最近好莱坞的超级巨制《阿凡达》就是一个很好的

例证。

在吸收了美国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理念后，法国社会学家安得海

伊·米歇尔（２０１３〈１９８５〉）提出了一个全球经济—政治的分析理论。

首先，她向我们展示，对军火工业中各项流程的统筹安排不仅强化了对

劳动力的“泰罗制”管理，同时也加剧了其内部的性别（以及种族和社

会）分化：来自南方的年轻的无产阶级妇女得到的是不稳定的流水线

装配车间的岗位，特别是电子零件装配；而中产阶级男性则占据稳定且

高薪的工程师职位，或者进入硅谷成为软件工程师。其次，份额可观的

社会公共基金被用于军工系统的科研项目中，而相应的，其他部门如医

疗、教育部门的科研经费就要被削减。更广泛地说，公共合同的执行

（为军事工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和士兵、警察的津贴发放意味着

在公共服务和国家福利方面造成数百万元的缺口，以及上文所提到过

的种种后果。

米歇尔还重点指出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多大程度

上通过贩卖军火获益，而南方国家又在购买同批军火中加重负债。值

得注意的是，希腊目前之所以陷入债务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跟土

耳其之间进行军备竞赛。这个系统导致了各种各样想要成为独裁者的

人出现，并对民族主义的、种族主义的军国主义言论进行肆意宣扬，而

妇女总是会第一个为此付出代价。最后，军事—工业系统通过控制传

媒、新媒体和通信技术来使自己正当化。证明这一点需要进行深入的

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调研：针对什么呢？譬如说，法国传媒业的极端集中

的股权正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工系统的经济来源之一；谷歌近期在高

科技军事产业上的投资，或者是亚马逊的无人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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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性别视角对处于新自由主义军国主义支配下的行为个人

及他们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进行分析，构成了大部分待完成之研究

内容。

首先，我们必须对那些在雇佣兵行业和安保行业中迅速发展壮大

起来的各种合法公司进行研究，它们在战时为国内常规军和民用项目

分包商提供公开支援或保护，而在和平时期则为经济主体提供常规服

务。对这些具有不断强化行业内垂直整合程度倾向的公司进行一个彻

底的审查是很重要的，它们的一些业务方式从矿业开采延伸到贩卖军

火和组建民兵（迪南特，２００８）。最有名的例子是黑水公司，拥有自己

的军事基地和由 ２０架飞机组成的小型舰队，它在伊拉克丑闻案发生后

更名为 Ａｃａｄｅｍｉ。

牵涉地下经济的非法组织似乎也在实力上越来越强大。墨西哥的

案例说明一个事实，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最温和的贩毒集团已经变成不可

忽视的、其活动范围延伸至中美洲和西非的军事、经济和政治行为主

体。墨西哥记录了贩毒集团自身的变迁，他们从兜售货物的商人转变

为从事具有更典型黑手党性质的活动集团，例如他们出售“保护”（或

贩卖人口、货物、土地）（德维诺，２０１３）。与此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

又转而从事贩运军火和人口，走私移民和卖淫等活动。可以说这些人

卷入当地、国民和全球经济的程度与日俱增。在洗钱活动逐渐增多的

情况下，对他们所从事的资本、投资、产品、奢侈品和军需用品进出口活

动的经济影响进行分析已变得极为迫切。事实上，为了躲避官方追查，

他们不仅装备了最先进武器，还购入尖端通信设备和传输工具（飞机、

潜艇和通信系统）。因此，他们自身组成了一个面向军事—工业体系

的规模庞大的市场。他们所生产的另一部分产品是针对各个发达国家

政府对被他们卷入毒品战争的南半球发展中国家施加军事“援助”来

设计的。

如上所见，许多从性别视角，特别是从有连锁效应的结构性社会关

系的视角出发的著作都能让我们更全面理解全球化。它们坚定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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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经济以及在所谓的生产性劳动力和再生产性劳动力之间做武断且

意识形态化的划分的合理性，并指出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中心动力

之一便是对社会再生产和军事—工业体系二者进行重新整合。回顾历

史长河，通过骤然紧张的结构性社会关系，如性别差别、种族差别和阶

级差别，人们通常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其实正处于一个资本原始

积累的全新阶段（费代里奇，２０１４〈２００４〉）。

（译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校订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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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资本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皮凯蒂对主流经济学意识形态的批判

汪 行 福

摘要：皮凯蒂的《２１世纪资本论》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也

是对主流经济学界的直接挑战。它对过去三百年间资本主义世界的收

入结构变化、当今社会不平等加剧的趋势和“遗产型资本主义”回归做

了生动而又系统的阐述。学界往往只关注《２１ 世纪资本论》中对不平

等的实质性讨论，没有关注他在方法论上的思考和对主流经济学，即新

古典主义的批判。其实，无论是对储蓄和投资还是增长和分配，主流经

济学都已形成了自己的标准解释，如“库兹涅茨曲线”、“人力资本假

说”、“时间偏好理论”、“叠代周期储蓄模型”、“平衡增长理论”等等，

正是这些理论模型使得分配问题边缘化，或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

分配做出过于乐观的推测。《２１ 世纪资本论》主张经济理论应该回归

历史，并与社会学、政治学、文学和哲学等社会科学结合，走出自我封闭

的数理象牙塔和自我膨胀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既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

批判，也对主流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它是 ２１

世纪的《资本论》。

关键词：皮凯蒂 《２１世纪资本论》不平等 新古典经济学

犹如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揭示，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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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一样，皮凯蒂的《２１ 世纪资本论》也有两个方面，

它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诊断，也是对新古典经济学意识形态的批判。

正如克鲁格曼所说：“皮凯蒂将其著作命名为《２１ 世纪资本论》，这简

直就是向知识界发起直接的挑战。书名如此令人震惊，不仅仅在于它

是对马克思巨著的明显引用，更在于皮凯蒂一开始就通过让人们想起

《资本论》的方法，把自己的分析同当代大多数有关不平等的讨论划清

了界限，以此表明他是在回归一个更古老的传统。”①当然，《２１ 世纪资

本论》的主要贡献是在第一个方面。皮凯蒂不无担忧地指出：“未来的

世界可能会糅合了过去世界的两大弊端：一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由继承

财富造成的不公，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以能力与效率为理由的薪酬造成

的巨大贫富差距（其实这种说法并无道理）。因此走向极端的精英主

义就很容易产生高管和食利者之家的赛跑，最终受损的是在旁边观赛

的普通大众。”②但我们不能忘了皮凯蒂的著作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方

面，这就是对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在他看来，新古典经济学虽

然垄断了经济科学，但是，它的理论和方法中包含着许多未经反思的前

提和成问题的意识形态倾向，如果不对它们进行批判，就不能对当今资

本主义的不平等的原因和趋势做出切中时弊的诊断。

在皮凯蒂看来，“财富分配总是深受政治影响，是无法通过纯经济

运行机制解释的。”③而“目前的经济学科不惜牺牲历史研究，牺牲与其

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盲目地追求数学模型，追求理论的、

高度理想化的推测，”④皮凯蒂的研究可称为双重逻辑理论，它强调，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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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分配受到经济力量的决定，也受到非经济力量的影响；与此同时，他

坚信，决定人的命运和幸福不应该只有资产的所有权逻辑，同时还应该

有人权和社会正义的逻辑。皮凯蒂指出：“经济和科技在许多时候都

与民主理性无关。前者发源于启蒙运动，而大多数人想当然地认为，经

济和科技理性必然会形成民主理性，仿佛中间存在着某种天注定般的

魔力。然而现实情况证明，民主和社会公正需要其本身的社会机制，而

不是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甚至不能仅仅通过议会和其他民主机构来

实现。”①

皮凯蒂的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批判”，这种批判的方式就

是通过两个“嵌入”，把经济学从狭隘的经济主义和数理公式中解放出

来，让它有能力直面现实世界。皮凯蒂的理论不仅继承了李嘉图—马

克思的传统，关心财富在不同阶级和群体间的分配，而且继承了卡尔·

波兰尼的传统。波兰尼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就指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

使得人们生活所依赖的资源全面脱域化，盲目的市场成了“魔鬼磨

坊”，碾碎了人们生活依赖的一切条件，包括土地、货币和劳动力。合

理的人类社会的重建需要把脱域的东西再嵌入到社会生活的有机脉络

之中。皮凯蒂做的工作与此相似。为了使新古典经济学走出理论的象

牙塔，摆脱自身的道德和政治麻痹症，皮凯蒂不仅力图把分配问题“嵌

入”到历史之中，而且还试图把经济学理论“嵌入”到生活世界之中，不

仅揭露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上的片面性，而且指出它在现实生活中的

意识形态化。

皮凯蒂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涉及很多方面，如“库兹涅茨曲

线”、“人力资本假说”、“时间偏好理论”、“叠代周期储蓄模型”、“平衡

增长理论”等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理论，本文将提纲挈领地对它们

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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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库兹涅茨曲线”的批判

“库兹涅茨曲线”（Ｋｕｚｎｅｔｓ ｃｕｒｖｅ），又称倒 Ｕ 曲线（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

ｃｕｒｖｅ），它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史密斯·库兹

涅茨于 １９５５年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在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由于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收入不平等上升，而当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完成

后，收入分配将处在相对稳定的时期，当到达经济充分发展阶段时，由

于资本的充足和劳动力的相对稀缺，收入分配将趋向于对劳动者有利

的平等方向发展。因此，经济增长对分配的影响一般规律是“先恶化、

后改进”。“库兹涅茨曲线”本来是一个统计学的规律，但后来越来越

被绝对化，成为为市场经济辩护的意识形态核心。在“库兹涅茨曲线”

提出之前，资产阶级辩护的主要理论是类似于“涓滴经济学”的观点。

“涓滴经济学”（ｔｒｉｃｋｌｅ ｄｏｗ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是里根时代幽默作家威尔·罗

杰斯（Ｗｉｌｌ Ｒｏｇｅｒｓ）提出的。在他看来，把钱给上层富人对社会是有利

的，只要富人在消费，它就会给穷人创造机会，因而，富人财富所带来的

利益会一滴一滴流到穷人手里。显然，“涓滴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辩

护是消极的，而“库兹涅茨曲线”的辩护则更为积极，因为它确认，当市

场经济的转型达到一定时点，社会分配的趋势就会向平等的方向发展。

皮凯蒂承认，就对收入分配进行大数据处理而言，库兹涅茨是他的

思想先驱。但他从“库兹涅茨曲线”中看到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功能。

对资本主义财富分配有两种不同的诊断，马克思认为，由于生产资源的

私有权和利润不断地转化为资源的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分配结构将

越来越不平等，最终的结局是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但自从“库

兹涅茨曲线”出现以后，“经济学家已经从末日预言的过度阐述逐渐转

变到对理想主义或至少是对圆满结局的过度偏好。”①“库兹涅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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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提出对西方经济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出现以及“‘辉煌 ３０

年’培养了一定程度的乐观主义情绪，而 １９ 世纪关于财富分配的末日

预言则变得无人问津了。”①但是，在皮凯蒂看来，“库兹涅茨曲线”不

论数据的采集还是结论都是片面的。“库兹涅茨曲线”作为一个统计

学的结论只适用于 １９４５—１９７５ 年资本主义的特殊“辉煌时期”，但不

具有普遍意义。更重要的是，一旦这个理论越出自己的边界，就会成为

东西方冷战的意识形态工具。库兹涅茨在 １９７５年的一次谈话中提到，

此理论的主要意图是推动非西方国家进入“自由发展的轨道”。如果

说以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主要从效率方面和个人自由方面对资本

主义进行合法性辩护，在库兹涅茨之后，它自信还可以从平等和公平方

面进行辩护了。

皮凯蒂对待“库兹涅茨曲线”没有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而是通过

历史的嵌入，指出这一理论只适用于 ２０ 世纪 １９４５—１９７５ 年的“辉煌

３０年”，而这“辉煌 ３０年”并非资本主义的必经阶段，它不过是一系列

偶然因素“幸运”地结合在一起的产物。在皮凯蒂看来，经济增长和发

展不存在一个命定的必然结局，任何分配都是所有可能结果中的一种，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不存在单一的方向性的必然趋势。皮凯蒂

说：“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增长是自动平衡的。我们很早起就应该把收

入不平等的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并提出 １９世纪就已经出现

的类似问题。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都忽视了财富分配，部分是由于库

兹涅茨的乐观结论，部分是由于对所谓‘代表性行为人’为基础的简单

数学模型的过度热情。如果不平等问题重新成为中心议题，那我们就

必须开始收集足够广的历史数据，以便更好地理解过去和现在的趋

势。”②战后西方国家在经济繁荣的经济条件下和阶级妥协的政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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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曾经出现过类似于“库兹涅茨曲线”所预测的乐观方向的变动趋势，

但今天历史的钟摆又回到马克思预测的消极悲观的方向。原因在于，

“在财富积累和分配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将社会推向两极分化或

至少是不平等的强大力量。同样，存在趋同的力量，并且在某些国家、

某段时间，这些力量可能会占优势，但是分化的力量在任何时候都可能

重新占据上风，正如现在 ２１世纪初似乎发挥正在发生的一样。”①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皮凯蒂一方面对“库兹涅茨曲线”进行历

史的批判，指认“库兹涅茨曲线”只有在“辉煌 ３０ 年”才有实证意义上

的可信性，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不平等趋势的判断确在更大的历史范

围内得到了证明。另一方面又是意识形态批判，指出我们不能把适用

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经验规律夸大为资本主义任何历史时期都是有效的

普遍规律。“库兹涅茨曲线”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真理，而是更多地起着意识形态的错误导向作用。

二、对“边际贡献论”的批判

“库兹涅茨曲线”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正向分配效应来为

资本主义辩护，而边际贡献论则通过强调生产要素与收入分配的自然

联系来实现这一目的。大体上说，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转

变是从阶级分配论到要素分配论的转变，从收入来源的所有权理论向

生产要素边际贡献论转变。皮凯蒂对要素分配论持一种内在批判的观

点。在他看来，这种理论是见物不见人，具有拜物教倾向。“财富分配

包含着两个维度，一是‘要素’分配；这里劳动力与资本被当作‘生产要

素’，它们被抽象成两个均匀的实体；二是‘个体’分配，这会考虑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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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层面上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不平等。”①前一方面采取的是抽象

化的“系统还原”方法，即影响分配结果的因素还原为在生产中起作用

的抽象要素，后一方面是“生活世界”还原，用马克思的话说，物与物的

关系归根到底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对收入分配的变化必须考

察收入和财富在人际间的变动情况。皮凯蒂强调：“现实中这两个维

度都非常重要。如果不同时分析这两个维度，是不可能完全理解分配

问题的。”②

新古典经济学分配理论的核心是边际贡献论，这一理论强调，在市

场竞争条件下，一个社会的分配完全可以从其生产要素的边际贡献中

导出。显然，这又是一个典型的抽象谬误的范例。皮凯蒂指出：“按照

最简单的经济模型，假设资本与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那么资本

收益率应该完全等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即增加一个单位劳动要素

所增加的产量）。在更复杂也更现实的模型中，资本收益率还取决于

有关各方的相对议价能力。”③撇开收入发生的社会关系和制度背景，

教条地不把边际生产率理论作为分析的工具，就会把社会的、历史的造

成的分配状态理解为生产要素的自然结果。关于这一理论的意识形态

性，边际生产率理论只适用于衡量简单的重复性劳动的边际贡献，比

如，在生产线上或快餐店里增加一个工人或服务生，会带来的多少的

“边际产出”，当个体工作职能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时，边际生产率的

计算就会造成很大的误差。“实际上，一旦我们在标准经济模式中引

入信息不对称假设（在这里显然是正当的），则‘个人边际生产率’这一

概念将变得很难定义。事实上，这也就接近纯粹意识形态的概念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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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们可以据此为较高的社会地位做正当辩护。”①

边际生产率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起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理论

上虚构的完全竞争环境当作现实，二是无视要素边际贡献率之外的政

治讨价还价能力的影响。现实的分配关系既受到市场结构的影响，也

受到政治上讨价还价能力以及社会流行的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而这

些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生产率理论中都被过滤掉了，留下的只是对

资本主义分配关系合法化有利的因素。

三、对“基尼系数”和“帕累托法则”的批判

对不平等的研究既离不开对它的性质的判断，也离不开对它的衡

量。在当今经济学中，主流的衡量不平等的理论工具是“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Ｇｉｎｉ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是 ２０ 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劳

伦茨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但在皮凯蒂看

来，“虽然基尼系数旨在用一个数字来概括不平等的程度，但实际上是

针对现实情况绘制了一幅简化的、过于乐观的又难以解释的画面。”②

如果说基尼系数的局限性在于它只是一个关于收入不平等的总量指

标，缺少人际间、阶层间分配的具体状态信息。“帕累托法则”则是一

个神秘化的固定不变的标准。帕累托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

都无法摆脱“２０ ／ ８０ 法则”，即最富有的 ２０％的人占有 ８０％的财富，而

８０％的穷人只能占 ２０％的财富。该法则被约瑟夫·朱兰等人概括为

“帕累托法则”。“帕累托法则”曾经也是一个统计学规律，但被帕累托

和后来者自然化和绝对化，认为人类社会无法突破的铁律。

虽然帕累托法则与“库兹涅茨曲线”的指向相反，但从相反方面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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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为现实不平等状态做辩护的意识形态作用。如果“库兹涅茨曲线”

通过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分配关系改善的乐观主义结

论，“帕累托法则”是强加给我们一个任何情况都不能改变不平等的宿

命论结论。关于“帕累托法则”的意识形态后果，皮凯蒂说：“即使在今

天，仍有很多人像帕累托一样，认为财富的分配状态稳如磐石，好像这

是自然规律一般。然而，这与事实相去甚远。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视角

来研究不平等，那需要作出解释的不是分配状况的稳定性而恰恰是时

不时发生的变化。”①在这里，意识形态同样表现为把历史的分配关系

神秘化为超历史的规律。

为了避免上述理论的局限性，皮凯蒂主张回到更多传统的“社会表

格”方法。“社会表格”方法最初是由格雷戈里·金于 １６８８年创立，在启

蒙时期被广泛运用。“他们的目标一直是提供全面的社会结构视角：他

们列出贵族、资产阶级、绅士、工匠、农民的数量及收入评估。……社会

表格强调不同层级（尤其是不同的精英阶层）的国民财富比重，试图描绘

不平等的生动一面。在这方面，它们和我使用的方法显然非常相似。”②

众所周知，皮凯蒂对社会不平等的描述体现了这一方法。他通过自己的大

数据，生动地描绘了极其不平等的“两个世界”，一极是 １０％的富豪和 ４０％

富裕的中产阶级，另一极是 ５０％贫困的低收入阶层，其中 １０％的超级富豪

又分为 １％的顶级富豪和 ９％的超级富豪。这种以人际间、群体间的分配关

系为中心的研究体现了他对新古典主义的抽象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的超越。

四、对“人才资本”理论的批判

在对收入不平等的辩护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人才资本理论，它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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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生产率理论运用于对知识经济时代，为劳动收入中的不平等进行

辩护。与对待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生产率理论的态度一样，皮凯蒂也

对人才资本理论进行了批判。首先，他反对把人力归入资本的范畴：

“资本指的是能够划分所有权、可在市场中交换的非人力资产的总

和。”①其理由是人的劳动力和技能始终只能由劳动者所有，不能像股

票、债券、不动产等那样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地转让于他人。同时，劳动

工资不能像其他资产那样有明确的市场价格。把人力和劳动技能纳入

到资本范畴实际上是抹杀了人的特殊性，也贬低了人的价值。

其次，他认为人力资本理论不能解释资本主义国家分配的状态。

皮凯蒂明确说：“恕我直言，它无法对 １９８０年美国超级经理人的兴起和

工资不平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②这一理论的局限性有多个方面：

第一，虽然技术和教育水平对劳动生产率有影响，但是，它们的贡献无

法用边际生产率来精确衡量，因而高薪者的收入并非都是他的劳动生

产率的报酬，而且也包括他的自我定价能力的报酬。第二，“为了理解

工资不平等的演变，我们必须引入其他因素，诸如支配不同社会劳动力

市场运行的制度和规则。与其他市场相比，劳动力市场在更大程度上

不是一个全部由自然不变的机制和生硬的技术力量决定的数学概念，

而是建立在具体规则和妥协基础上的社会性架构。”③。正因为这种理

论在其基础层面和现实层面的局限性，它也就无法解释不同国家收入

分配的状况。其一，它无法充分解释 １９８０年以来美国超高劳动收入激

增的现象，很简单，新技术革命不是自 ８０年代开始的，美国的经理高薪

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变化的结果；其二，它不能

解释有相似生产率的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收入分配格局，虽然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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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与美国相似的生产的技术结构，却没有出现美国那样的大范围的

经理高薪现象。皮凯蒂认为，不论是经济要素还是技术和知识都不可

能单独地起作用，“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是，无论传播知识和技能的力

量多么强大，特别是在促进国家之间的趋同过程中，它都可能被强大的

敌对力量阻挠和击溃，从而导致更大的不平等。”①

总之，解释 ２０世纪不平等和社会分化的因素不仅仅是经济的和技

术的因素，而且还有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人才资本理论、教育和

技能扩散理论只在一定范围内有效，不能作为经理和高薪明星收入合

理化的依据。

五、对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批判

“生产函数”（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是经济学的重要概念，它是指在

技术不变的条件下，生产中所使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与可能生产的

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在生产函数中，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影响最大，

它是 １９２８年由美国数学家柯布（Ｃ．Ｗ．Ｃｏｂｂ）和经济学家保罗·道格拉

斯（Ｐａｕｌ Ｈ．Ｄｏｕｇｌａｓ）共同提出的。经他们研究，１８９９—１９２２ 年间，资本

的边际产出（Ｐ ／ Ｃ）占总产出的四分之一；而劳动的边际产出（Ｐ ／ Ｌ）占

总产出的四分之三。在这里，资本收入比重 α 是一个固定系数。柯

布—道格拉斯函数原是一个统计学规律，它强调资本与劳动之间没有

替代关系，无论资本与劳动的数量多少，它们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

是始终不变的。显然，这个函数与前面所说的“帕累托法则”在性质是

一样的，都是把特殊时期出现的数量关系规律化，但它给我们提供了一

个更为温和的不平等形象，因为不论资本数量有多大，其平均贡献率只

占总产出的 １ ／ ４，而劳动在国民收入中占 ３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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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凯蒂对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批判有两个方面。第一，这个生

产函数不是一个与社会历史变化无关的技术参数，相反，生产函数之

所以呈现相对稳定的特征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现象。在二战后的一段

时期内，“由于资本与劳动划分的稳定性使社会秩序看起来相当和

平、和谐。”①第二，把国民收入的分配视为与社会历史条件无关的技

术参数，必然带来意识形态的扭曲。“保守派和自由派经济学家热衷

于说明增长让所有人受益，因此钟情于资本—劳动非常稳定的想法，

即便这有时意味着无视数据或忽视资本收入比重日益增加的

时期。”②

皮凯蒂主张把资本—收入比问题放在一个更宽阔的历史背景中来

考察。按照他的考察，“无疑，随着 β 增大，资本收益率 ｒ 很可能会下

降。但是根据历史经验，最可能的结果是数量效应会超过价格效应，也

就是积累效应会超越资本收益率的下降。”③因此，即使资本收益率下

降，由于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仍然是上升的。这就颠覆了柯

布—道格拉斯函数的结论。

六、 对“时间偏好”和“生命周期”理论的批判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是利润价值的转化，但资产阶级经济学认

为，资本的来源或者是储蓄，或者是继承。关于储蓄的动机的解释，新

古典经济学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时间偏好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关于储

蓄动机的解释，我们可以假想一个社会，人们没有赢利动机，因而不会

为了生息而储蓄。但即使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也会进行储蓄，其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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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为预防未来的灾难，为子女准备婚嫁，或为后代留下一笔遗产等

等。在这样的社会里，完全有可能出现生产率高于资本收益率的情况

（ｇ＞ｒ）。但是，现实社会中，为什么资本的收益率总是高于经济增长

率？对这样的问题，主流经济学家往往用时间偏好来解释，把资本的利

息解释为推迟消费的时间贴现。按照时间偏好理论，利息是为人们延

期消费支付一定的时间贴现，假定经济增长率为 ０，资本收益率等于时

间偏好率 θ，如果经济率为 ｎ，时间贴现率为 θ，那么资本的收益率就等

于 θ＋ｎ。这就是现实中的资本收益总是高于经济增长率的原因。

时间偏好理论从直观上说是合理的，但皮凯蒂无法用于现实情况

的分析。在皮凯蒂看来，这一理论面临着两方面的困境。第一，它太过

简单和武断。“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储蓄行为和对未来的态度都压缩

到一个无法改变的心理参数上。”①如果资本的收益率是由人们的时间

偏好决定的，而时间偏好又是一个纯粹的心理参数，那么，资本的收益

率就不会有任何变化，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资本的收益率相对来说

变化不大，但仍然是变化的。第二，如果时间偏好理论是正确的，资本

收益率 ｒ必须伴随着经济增长率 ｇ快速上升，快速增长的经济体的 ｒ和

ｇ 之间的差距一定会大于没有增长的经济体，而这一预测也与现实不

符。皮凯蒂的结论是：“储蓄行为和对未来的态度不能以单一的参数

来表达。这些选择需要放在一个更复杂的模型中进行分析，不仅包括

时间偏好，也包括预防式储蓄、生命周期效应、财富自身的重要性以及

其他因素。除个人心理和文化因素外，这些选择取决于社会和制度

环境。”②

对储蓄动机的解释还有一种有影响的理论，这就是莫迪利亚尼

（Ｆｒａｎｃｏ Ｍｏｒｄｉｇｌｉａｎｉ）的生命周期理论。按照这一理论，财富的积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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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的主要动机是保障退休后的生活，人们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例总

是根据预期寿命进行调整的。在理想模型中，人们在收入期内储蓄的

货币正好等于退休后的花费。照此说法，逝者离世时平均财富与在世

者平均财富的比值 μ应该是 ０ 或接近于 ０。针对这一理论，皮凯蒂指

出：“这种关于老龄化社会中资本及其演变的说法尽管在逻辑上完全

说得通，但却无法解释现实中观察到的事实，至少事实不是如此。”①按

照他的统计，历史上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内接近于莫迪

利亚尼模型，在此之前和之后的时期都非如此。因此，我们既不能用时

间偏好理论，也不能用生命周期理论解释资本的来源及其占有的不

平等。

如何解释资本占有的不平等，皮凯蒂的观点是：“发挥决定性作用

的还是不平等规律 ｒ＞ｇ，大部分财富的集中可用该规律来解释。”②虽然

家族遗传动机、流动性偏好、谨慎动机等理论解释了一部分储蓄现象，

但资本相对于国民收入比例（值）的提高主要应归功于财富的高集中

度。皮凯蒂把当今资本主义称为“世袭资本主义”，即富人的财富有相

当大的比例来自于继承，只有穷人才完全依赖于收入。今天资本所有

权的不平等不可能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储蓄理论加以解释。一方面超级

经理人的收入完全超过其消费的需要，即使无任何流动性偏好和谨慎

安全动机，也会积累下大量的资本；另一方面超级富豪的继承者即使拼

命消费，由于 ｒ＞ｇ，他的财富也在不断增长。“当盖茨在退休之后其财

富也同样保持高速的增长。一旦财富形成，那么资本就会按照自身规

律增长，而且只要规模足够大，那么财富可能会高速增长数十年。”③也

就是说，不论财富的来源如何，只要钱生钱的逻辑存在，最终结局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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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这就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

西方经济学的边际贡献论、人力资本理论和储蓄理论表面上是对

收入和资本差距的中立的客观的科学解释，实际上是把现行分配状态

合法化。

七、对新古典增长经济学的批判

在对经济增长（ｇ）的解释上，皮凯蒂部分地认同新古典增长理论，

特别是罗伯特·索洛（Ｒｏｂｅｒｔ Ｓｏｌｏｗ）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提出的结构性

增长模型（Ｓｏｌｏｗ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ｏｄｅｌ），即使如此，他仍然认为它过于理想化，

对资本主义的增长现实做了意识形态的辩护。

索洛模型是 １９５６年首次提出的，其用意在于解释储蓄、资本积累

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该模型核心观点是：

１．假定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即储蓄—投资转化率假设为 １；

２．假定投资的边际收益率递减，即投资的规模收益是常数；

３．依据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劳动数量既定，随资本存量的增

加，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确保经济增长稳定在一个特定值上。

索洛模型又称均衡增长理论，它既想解释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也想

解释增长与分配之间的良性关系。这两点都受到皮凯蒂的质疑。在皮

凯蒂看来，首先，宏观经济结构中资本存量、收入和产出流的长期同步

变化是难以实现的；其次，即使新古典增长理论期待的均衡结构增长能

够实现，“这种平衡增长不能保证和谐分配财富，也绝不意味着资本所

有权中不平等的消失或减少。”①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错误在于它

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过于和谐的图景，水涨船高，只要经济增长，劳动

与资本会同样受益。按照皮凯蒂的看法，“基于生产率增长和知识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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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的现代增长，有可能避免马克思预言的世界末日，并使资本积累保

持相对平等。但它没有改变资本的深层结构，也没有真正降低资本

（相对于劳动）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①因此，资本主义即使沿着

索洛—萨繆尔森的均衡增长理论发展，社会不平等问题也不会消失。

与对均衡增长模型的质疑相联系，皮凯蒂也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英

美经济增长道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不仅把平等，而且把

公有制本身，视为效率低下的根源。在比较盎格鲁—撒克逊式市场资

本主义（ＡｎｇｌｏＳａｘ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或股权模式（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ｍｏｄｅｌ）

与“莱茵资本主义”（Ｒｈｅｎｉｓｈ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或“利益相关者模式”（ｓｈａｒｅ

ｈｏｌｄｅｒ ｍｏｄｅｌ）时，皮凯蒂指出，“利益相关者模式”虽然不可避免地造成

企业的市场价值被低估，但其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的社会价值却不容

低估。而且就经济增长的表现来说，也没有证据证明前者优于后者。

以最近的情况为例，美国是新的经济危机的发源地，而德国在经济上却

表现得相当稳健。同样，法国“在整个‘辉煌 ３０ 年’期间，国家得到了

重建，经济增长强劲，超越法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当时的法国实行

混合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或者至少可以说是

规模最大的一些企业不再受私人资本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②在这个

意义上，以极端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为特征的英美市场经济并没有证明

自己具有天然的增长优势。

皮凯蒂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的增长模式的批

判表明，选择一种经济制度实际上是选择一种社会和政治制度，新古典

经济学推崇的经济模式并没有天然的经济理性支撑，实际上它反映的

是一种对私人和资本家利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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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对“公共挤出”理论的批判

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的许多国家陷入了公共债务的危机，自由主义

思想家认为这种危机是由政府包办过多的社会事务造成的。新古典经

济学认为，公共债务被认为是无效率的或有害的，因为政府支出的增

加会同比例地引起私人消费或投资的减少，这被称为政治债务的“挤

出效应”（ｃｒｏｗｄｉｎｇ ｏｕｔ ｅｆｆｅｃｔ）。按照这一推论，欧洲国家庞大的公共

债务应该极大地减少了私人资本的增长。皮凯蒂虽然没有明确否定

公共债务的“挤出效应”。他认为公共债务问题是一个财富分配问

题，尤其是公共领域与私人之间的财富分配问题，而不是一个绝对财

富问题。

一般来说，解决公共债务有三种方式：资本税、通货膨胀、财政紧缩

或公共资产的私有化。新自由主义一般来说偏好通过财政紧缩或公共

资产私有化来消化债务赤字。按照皮凯蒂的观点，从公平和效率出发，

最坏的方式就是财政紧缩，因为公共债务大部分用于公共物品的支出

和支持公共养老、健康和教育的社会服务项目。财政紧缩不可避免地

会影响到这两个方面，这也是欧洲国家陷入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的原

因。皮凯蒂认为，公共资产的私有化的危害也是明显的。让私人持有

公共建筑、大学、医院和基础设施，这种解决办法是彻底放弃福利国家

和混合经济，退回到完全私有制的状态。这种办法在皮凯蒂看来是治

标不治本，它虽然没有抑制了公共的精英寡头制，但强化了私人的精英

寡头制。如何看待通货膨胀政策对克服公共债务危机的作用，皮凯蒂

的观点是，通货膨胀是一把双刃剑，不仅它的再分配结果是确定的，而

且效果是难以持久的，因为通货膨胀一旦变成持久的预期，其政策就会

失效。

皮凯蒂认为，当今西方国家的公共债务不是由公共财富对私人财

富造成的，相反，它由私人财富对公共财富的“挤出”造成的。一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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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现象是，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国家的债务积累到前所未

有的程度，与此同时，私人财富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如何解决公

共债务危机，皮凯蒂主张征收私人资本特别税。按照他的计算，在现

有私人资产的规模下，对私人资本征收 １５％税率的统一税，其收入就

接近于一年的国民收入，立即可以偿还所有未清偿的债务。因此，公

共债务危机问题的解决不是一个绝对财富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意愿

和民主问题。

虽然皮凯蒂认为自己并不喜欢公共债务，但他明确反对当前欧盟

实行的债务政策。欧盟在公共赤字问题上持有一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的宪法经济学思路，即通过宪法效力来约束政论的赤字和公共债务。

在欧洲，根据 １９９２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条约成员国应该确保其预

算赤字小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３％，公共债务总额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６０％，超出此范围就违反了欧盟的财政纪律。皮凯蒂认为，这种控制赤

字和债务的方式既没有经济学上的合理性，也没有政治上的合理性。

首先，历史经验表明，在严重危机时需要做出紧急的赤字预算，其规模

在危机前是无法预料的；其次，将公共预算的决定权交给法院是危险

的，西方国家的宪法法院的法官往往持有一种司法保守主义，在他们那

里，私有财产权和贸易自由权高于其成员国提高其人民普遍利益的

权利。

欧洲今天的公共债务问题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私人财富从来没有

达到如此高的程度，而净公共资产几乎为零，甚至为负数，一方面我们

把庞大的债务留给子孙，另一方面又可耻地允许巨大的财富分配不公。

结果，“私人财富建立在公众贫困的基础上，一个特别不幸的结果是我

们现在在债务利息上的支出远超过我们投资于高等教育的费用。”①按

照皮凯蒂的观点，唯一合理的解决办法是在全球层面通过累进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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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本税，减轻社会不平等程度，减少公共债务，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完

善福利国家，重建公平正义的社会。

简要评论

皮凯蒂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是广泛的，它与马克思对古典经济

学的批判具有相似之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古典经济学是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因为它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收入分配规律自

然主义化，从而把资本主义制度视为唯一合理的社会制度。在马克思

看来，剩余价值的产生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完善，即使在资

本主义市场竞争完善的公正条件下，劳动者仍然受到资产阶级的剥削。

因此，剥削是内生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之中的。皮凯蒂对新古典经

济学的批判也具有相似意义。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只要市场经济完善，

不存在干扰市场机制的外部力量，所有经济要素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经济增长将沿着库兹涅茨预示的方向发展。而皮凯蒂认为，与收入趋

同化即平等化力量相比，收入分化的力量更为强大。资本收益率在一

般情况下总是大于经济增长率（ｒ＞ｇ），且这种分化的力量与任何形式

的市场缺陷无关，市场越是完善，ｒ＞ｇ 的可能性就越大。新古典经济学

不仅其理论前提是抽象的、脱离实际的，而且其在对现实的解释上也带

有意识形态的色彩。新古典经济学一方面通过边际贡献论、柯布—道

格拉斯函数、人力资本理论以及索洛的均衡增长理论美化了资本主义

的不平等经济现实，另一方面又通过“帕累托法则”强调社会的不平等

是不可超越的“铁律”。

为破除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迷信，我们

需要回归历史、回归生活世界，真实地理解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发生的一

切。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２１ 世纪资本论》的核心结论，那就是：对资

本主义来说，不平等是天生的，而平等是人为的。为了塑造一个平等和

公正的世界，我们需要新的理论启蒙，不仅是道德和政治思想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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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包括经济学思想的启蒙。在这里，任何理论都没有豁免权，包括新

古典主义经济学。

（作者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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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下的
主体与主体性”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陆 凯 华

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 ７—８ 日，由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

心、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与法国《今日马克思》杂志所联合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新自

由主义全球时代下的主体与主体性”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举行。来自

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深圳大学以及《哲学动态》杂志等多名国内

马克思主义与激进思潮研究的专家学者集聚一堂，与以法国著名左翼

思想家雅克·比岱为代表的外方专家一同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会

议以当代自由主义的语境下的“主体与主体性”问题为核心，分为以下

六个分议题。在每一个分议题中，中外学者各自进行了精彩的发言，并

在自由讨论环节展开了多重交锋与对话。此次会议促进了中国学界与

法国左翼思想界之间的相互了解，探讨了彼此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

的理解以及对当代新自由主义全球背景下的诸多现代性问题的共识与

差异。会议促进了我国学界对法国激进思潮研究的热点与动态的关注

与了解，也向各国学者展示了当下中国西马学界所取得的理论成就与

思想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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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思全球视角下的新自由主义

法国哲学家雅克·比岱（Ｊａｃｑｕｅｓ Ｂｉｄｅｔ）以“元结构与结构”理论，

重新解释马克思的社会理论。马克思将市场言说为资本主义社会合理

化的“结构”，而将与市场相对的另一极———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视为

被无产阶级掌握的社会调解手段。但比岱认为，市场作为“结构”其得

以可能的条件，来源于背后的“元结构”（ｍｅｔ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后者是现代

社会所普遍分享的“自由—平等—理性”共识下，以法的方式所规定的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于是，比岱依托 “元结构”与“结构”，区分了国家

内部的两种社会阶级的三种社会力量：在统治的一方，分为由市场所催

生的资本家（Ｃ）与组织所催生的知识精英（Ｅ）；在被统治的一端为处

于底层的人民（Ｐ）。依照这一图式，我们可以理解国家内部出现的各

类霸权（ｈｅｇｅｍｏｎｙ）形式：精英若是与民众联合，国家内部将呈现一种

社会主义的取向；但精英与资本共谋则构成了最为极致的现代资本主

义。但这一“三元结构”无疑证明了在现代国家内部仍有反抗与斗争

的空间。

不过，这种“元结构”与“结构”理论并不能解释国与国之间的霸权

关系，后者是纯粹竞争与战争的关系。但在数字化革命下，出现了新自

由主义霸权形式的新特征。随着资本产业在世界的范围内的扩张，出

现了资本—生产全球化意义上的世界体系。但全球化的生产，必然伴

随着全球共同的话语与规则，从而呼唤一种弱的世界政府的可能性，后

者所带来的“元结构”将在世界体系这一霸权结构内部找到反抗与斗

争的空间。

来自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南京大学哲学系的顾肃教授则在另一

个相同的意义上证实了上述比岱的观点。通过指出自由主义的平等价

值观与诉求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积极意义，顾肃教授认为在

当下中国对自由主义的吸收，以建设公平正义的分配原则，对于统治的

５０１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下的主体与主体性”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合法性和解决社会矛盾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他试图通过对中国古

代传统思想的重新阐释，找到与自由主义相互呼应、彼此联通的思想资

源。来自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宋建丽副教授则认为，伴随着新

自由这一带来经济理性主义上的为了主体性的典型特征，人所具有的

道德和政治判断都被还原为了利益计算，民主制度下的政治主体性遭

遇空间危机。因此，从政治正义的角度看，必须扩展公民的政治主体

性，并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保持警觉。但来自复旦大学哲学

学院的孙小玲认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多少预设的理想个体以及在

社群主义所诉求的理想的、作为价值源泉的共同实施上只是神话式

的虚构，阻碍了理性的、建构性争论的可能性。要找出这一主流话

语，必须同时超越两个互相对峙的神话，回到生活世界，这将指向某

种程度为罗尔斯意义上的第三种共同体———为正义法则所连接的命

运共同体。

二、新自由主义时代下的新主体

与革命主体的可能

来自阿根廷国家科学与技术学院的社会学家娜塔莎·波尔若

（Ｎａｔａｃｈａ ＢｒｏｇｅａｕｄＧａｒｃｉａｎａｄｉａ）通过对尼加拉瓜的“边境加工厂”中的

工人们的访谈，发现工人通过建构出一个个完整的一致的关于自我的

故事（ｓｅｌｆｓｔｏｒｙ），而免于强制劳动下的崩溃。借助这一“自我故事”的

防御策略，工人让自身与现实协调。不过这一防御机制让工人经常不

得不选择 “另外一个自己”，以便血汗工厂工人的身份拉开距离，这就

形成了一种“滞后性”的主体。波尔若教授认为，这一主体中，工人仍

旧保留了某种找回真正自主性主体的可能。

来自巴黎创新与教育研究中心的卢卡·帕特里内利（Ｌｕｃａ Ｐａｌ

ｔｒｉｎｉｅｒｉ）教授认为，在福柯《生命政治学的诞生》一书中蕴含着对一种新

自由主义时代下“经营的主体性”（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的描述，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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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新自由主义不是市场逻辑的延伸，而是商业企业的形式的无所

不在”。换言之，商业企业的形式延伸到个体，使得个体成为“他自己

的经营者”。在这一前提下，在主体意义上出现主体与自身、他者关

系的上的改变并最终转向新自由主义主体。最后，帕特里内利教授

也回应了来自中方学者提问，后者将“经营主体”与卢卡奇“物化—

阶级意识学说”对照。但帕特里内利教授认为这一经营性的主体，在

福柯的意义上依旧蕴含着某种革命性的力量，而非仅仅停留于物化

的意识的水平。

而来自日本筑波大学哲学系的佐藤良幸（Ｙｏｓｈｉｙｕｋｉ Ｓａｔｏ）教授，则

从福柯的另一个视角中“国家”的公司化，使得新自由主义实则是一种

新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回潮。他通过依循福柯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分析，

来阐述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特征与主体性。依据福柯的观点，新自由

主义下的政府依赖于经济所带来的合法性。由此，国家干预在新自由

主义的首要目的，旨在能使市场的逻辑渗透进整个社会从而创造更多

的竞争机制。为了批判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支配地位，并且为

了寻找抵制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方法，我们必须正确的理解新自由主

义的实际状况。

但来自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的吴冠军教授则认为，在福柯的体

系之中存在内在于权力结构中的抵抗，不可能由此产生真正的激进政

治主体。齐泽克关于激进政治主体的思想恰恰是对该问题的自觉超

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吴猛副教授则认为，在我们对《资本论》第一

章的考察中，我们会发现存在一种资产阶级的“平等”概念，但在其中

主体是被完全隐藏在以货币量为衡量尺度的交换价值的交换中，而作

为生产的主体与消费的主体，即主体与对象间最重要的对象性关系则

完全被隐藏了起来。因此整个《资本论》实质最重要的问题，正是重新

从政治经济学中找回这一被隐藏的主体。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鲁绍臣

博士则认为，必须重视《资本论》中对价值形式的讨论，后者能解释资

本为何成为现代社会的自动的、统治的主体。他通过分析阿尔都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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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当代特别是价值形式学派的理论贡献，说明资本的核心特征正是价

值的形式化。但鲁绍臣博士认为，这一价值形式理论仍然具有内在缺

陷，他从主体性抵抗、结构性矛盾和结构性对抗三个视角，分析了价值

形式学派的局限和不足。

三、精神分析坐标下的激进哲学

———革命主体如何可能？

在法国，由于主体—反主体的哲学发展伴随着对精神分析等心理

学研究的吸收，因此精神分析也成为了理解主体哲学的一个重要视角。

来自同济大学心理学研究所的居飞副教授介绍了中国学术界对精神分

析思想资源的接受与消化情况，他指出，精神分析在中国发展迟缓，其

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传统与精神分析之间存在的张力，使得以中国

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实则难以成为精神分析理论的适用对象。以

“俄狄浦斯情节”为例，汉语世界对男性生殖器以“阴茎”这一表述，侧

重于身体与思想的对立（身体为阴，思想为阳），而非是以性别为导向

的权力关系。这也暗含了为何在精神分析学派中，国人更接受克莱因

而非弗洛伊德的学说。

来自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夏莹副教授则试图通过对德勒兹晚期对马

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的共同关注入手，解释了他对欲望和劳动的主体

性本质的追问与挖掘的意义。首先，通过比对法国哲学从笛卡尔到阿

尔都塞、从“主体哲学”到“祛主体哲学”的谱系学，定位德勒兹哲学的

意义。同时，通过对比马基雅维利“主体政治”学说，提出一种反抗资

本主义之主体政治中新“主体”的可能。在自由问答环节中，法国学者

对夏莹教授对法国哲学哲学的主体性研究传统阐释表达了高度的

肯定。

巴黎第十大学学者阿勒斯娅·玛利亚甘（Ａｌｅｓｓｉａ Ｊ．Ｍａｇｌｉａｃａｎｅ）则

更为激进地利用对于欲望的资源，通过比对“欲望生产”与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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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物质生产”的同构性，她将精神分析中欲望的过剩（ｒｅｓｉｄｅ）用

来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并由此进一步将传统生产主体的阶级意

识，归于精神分析的无意识的结构分析中，试图重新解释精神分析与马

克思主义尤其是革命主体的关系。

四、中国学界对主体性问题的理解与反思

对于主体性问题，中国学界在过去的三十年，依托于对马克思主义

实践哲学的重新解释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吴晓明教授从

生存论的视角出发，认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主体性问题，涉及哲学之基

本性质。对马克思哲学中关于哲学的主体性问题的解释，必须突破局

限于近代形而上学的框架。而近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为前提则是

“意识的内在性”。吴晓明教授认为，马克思的学说突破了近代哲学框

架内的“主体性”。马克思由《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奠定的新

的“对象性活动”出发，彻底洞穿了意识的内在性，因此其主体已然不

是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意识之内的主体性。

但陈学明教授认为，目前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陷入了 ８０ 年代

以来的启蒙哲学之中，他认为，这种研究取向过于倚重于青年马克思对

资本主义“人本主义”式的批判，而忽视了《资本论》之后成熟马克思主

义所取得的成就与所走的唯物主义的道路。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马

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对当下的意义，不能仅仅局限于陷入人道主义的

主体哲学道路。

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陈忠教授则认为，不能用一种

恒定的眼光来思考和观察主体性，把主体看做具有固定内容与形式的

人性。他通过对文明史与主体性的对比考察，认为二者在历史哲学的

意义上存在一种深层统一与历史互动。他强调主体性存在的深层矛

盾———停滞与失控，二者构成了人类发展自身与约束自身的条件。而

能否在主体性这个层面处理好发展与规范的关系，解决停滞与失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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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将深层决定人类社会和世界文明的走向。

五、新自由主义下的中国的理论与实践困境

来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渠敬东教授，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后三

十年经济变革的动态关系的研究，探讨了中国所实践的特色社会主义

体制所具有的内部张力、发展逻辑和运动方向。通过对经济上的双轨

制、分税制上的改革、政府科层化与计划化改革的描述与分析中，他指

出了这些具体改革措施实施的背景、带来的收益以及新的瓶颈。他指

出，三十年的改革，总是在解决老问题而又形成新问题，转变旧体制过

后又生成新矛盾的曲折运动展开，而这种曲折的运动中可以看到中国

社会转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汪行福教授则从中国崛起所面对的理论和实

践困境，来重新审视在当下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

可能。他认为，通过综合马克思的解放理论与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可

以找到一条摆脱目前中国崛起存在的理论与实践困境的道路。马歇尔

的公民理论是过去两个世纪政治进步的集中表述，但它仅仅停留于对

社会不平等的调解；而马克思主义则应被理解为对马歇尔公民理论的

内在批判。就中国而言，为了进一步的社会与政治改革，我们也必须重

新找到马克思主义与公民理论之间的联系，从而进入一个新的马克思

主义时代———全面的社会主义公民权。

六、新自由主义视野下的女性主义与女性问题

在新自由主义的视角下，女性问题以及女性视角的研究又萌发了

新的活力。来自法国第八大学的舍蕾·法奎（Ｊｕｌｅｓ Ｆａｌｑｕｅｔ）教授认为，

新自由主义在将女性带入劳动市场的使之通过有偿劳动获得经济独立

地位的同时，它带来的新一波的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却也伴随着新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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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一方面，对多数非特权女性所保留的活动类型

主要是“服务”产业活动，即“服务女郎”（ｓｅｒｖｉｃｅ ｗｏｍｅｎ），这一概念涉

及从产业工人、家政服务到性工作者的广泛领域。另一方面，新自由主

义带来了一场为了争夺资源、市场配置和控制生产力的残忍的军事竞

赛，出现了男性进一步的军工化，即“持械男性”（ａｒｍｅｄ ｍｅｎ）（军人、警

察以及地下的恐怖分子与帮派），而这意味着男性进一步将女性置于

暴力控制的方式之下。通过这一对概念，可以构成一种从性别出发，对

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新的考察视角。

而对于宗教问题，来自英国伦敦大学的萨丽·法瑞斯（Ｓａｒａ Ｆａｒｒｉｓ）

教授认为，１９世纪 ４０年代德国的“犹太人问题”，与法国境内的穆斯林

问题有着诸多可比较之处。她认为，欧洲穆斯林处于与当年犹太人相

似的处境，二者都遭遇来自世俗主义的“同化”要求，并借以“政治解

放”的名义。这表现在穆斯林女生在公共学校是否允许佩戴“头纱”。

但“佩戴头纱”则暗示着女性身体面对着来自世俗主义内涵的文化区

分主义与伊斯兰父权制的双重约束。与此同时，穆斯林妇女在现实生

活中主动佩戴头纱以抵抗世俗主义并强化自己的宗教与种族认同，则

呼应了马克思的观点———宗教并非是政治解放的障碍，而是市民社会

本身狭隘性的体现。

来自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石红梅副教授则强调了马克思

主义对女性主义的重要补充。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女性主义与马克

思主义的重新联合显得尤为重要。女性主义所诉诸的社会正义，必

须关注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女性主义必须联合马

克思主义，强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帝国主义的对抗并且诉诸于女

性的整体解放。来自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郑湘萍则介绍了社会

主义女性主义（席瓦〈Ｓｈｉｖａ〉与米斯〈Ｍｉｅｓ〉）基于“生存必需”（ｓｕｂ

ｓｉｓｔｅｎｃｅ）的分析视角。后者提出了人类社会应实现从西方父权制式

的发展转向基于“生存必需”（ｓｕｂｓｉｓｔｅｎｃｅ）的发展方式。而女性作为

生命的生产者，其与自然更为亲近的关系，天然地构成了一种生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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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生存必需的底线，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存在于第三世界国家

中的）女性基于自身生产和再生产需要的经济模式，构成了一种思考

的可能。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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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权力偶像化运作批判①

祁　 程

摘要：基督传统中，对图像论争的历史由来已久，支持圣像破坏与

反对圣像破坏的两种声浪，以至形成是否借助图像手段达成信仰通道

的分野。而被图像所浸染的形象塑造，不可避免地带有权力象征，生活

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被图像所殖民化，而被赋予了偶像性质，从一定角度

而言，图像学史几乎意味着偶像崇拜史的演绎。反偶像崇拜的幽灵在

图像时代频现，通过将犹太传统内部的偶像禁令，视作泛化的视觉中心

主义与形象化禁令，借助以听觉为媒介的口头艺术与口头传统，成为视

觉图像的主要替代之一，在控告过度图像化的同时，又为乌托邦想象提

供辩护。当代反偶像崇拜思想通过抵制与摆脱图像的诱惑，旨在构建

分别于偶像传统的理论模式，作为对现代性问题的一种传统诊断，具有

更丰富的时代内涵和阐释可能。

关键词：图像　 权力　 反偶像崇拜　 祛魅

视觉规训的历史，是一部偶像崇拜与反偶像崇拜的交替史，视觉图

像的全球化扩散，随之而来的已然是图像的祛魅化。反偶像崇拜这一

植根于基督传统的文化因子，让图像符号与权力的错综复杂关系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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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论雅各比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思想”（项目编

号：２０１４Ｍ５５１３３９）的阶段性成果。



明朗。过度的图像化难以与历史的文化惯性相抗衡。反偶像崇拜接替

偶像崇拜成为新的时代话语，以一种理想符号与时代表达方式，载入了

人们渴望超越与找回真我的价值追求。

一、反图像的基督渊源

图像论争由来已久，在基督传统的论争中体现的尤为鲜明，以至涉

及对视听官能的分野。基督教初期，以“道成肉身”这一基本神学原

则，通过具体的肉身立像，作为描述基督神人二性的隐喻，重要目的是

在于对视听感官在把握世界上的裂隙和分歧加以修复。基督教内部对

“道成肉身”理念，有一个连续加以丰富阐释的过程，而长达将近一世

纪的圣像论争及波及的圣像破坏运动，对视听两种感官认知上帝及其

存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做出界划。

支持圣像破坏运动的理由，主要建基于《旧约》，偶像崇拜是圣经

教义相关条文明确反对和加以拒绝的，支持者担心基督信仰者的视线，

会被具体物质形象外部的美所吸引和迷惑，在追索和领悟上帝之道的

通途中迷失方向；上帝应当是无限和绝对的精神存在，与有形且附着相

对色彩的具体形象而言，被涂抹上一层不可简约的意义，以有形的图像

或雕塑或施以文字对无形的上帝加以描绘，可能面临让物质崇拜取代

精神信仰的风险。通常当一尊基督雕像塑造完成时，神职人员或坚定

的信仰者或圣人会凭借神圣的征兆，决定雕像灵性的归属。君士坦丁

五世时期，宣称圣像崇拜即为偶像崇拜，皇帝有权直接对教会进行干

预，这就使圣像破坏运动被推向高潮，圣像被看作是对超验神性的亵

渎。究其实质，圣像毁坏者的行为直指偶像而非圣像，他们反对任何形

式的视觉中心主义和图像崇拜，把圣像崇拜等同于偶像崇拜来处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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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Ｎｅ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Ｉｃｏｎｏｃｌａｓｍ［Ｇ］，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Ａｎｎｅ Ｍｃ
Ｃｌａｎａｎ ａｎｄ Ｊｅｆｆ Ｊｏｈｎｓｏｎ，Ｂｕｒｌｉｎｇｔｏｎ：Ａｓｈｇａｔ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０５，ｐｐ．６５－６８．



而反对圣像破坏运动的理由，是建基于将圣像与偶像分而处之的

理论。《圣经》文本与偶像化图像的斗争，产生对圣像的否定性解读。

该理论认为圣像乃是信仰的表白，而非异教的遗存。圣像支持者从

“道成肉身”理念入手做出相反的解释，“既然基督是通过肉身显现

于世的，那么用线条和颜色来描绘他的面孔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显

然有此必要；拒绝描绘基督，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他的完整人性表示

怀疑”①。他们认为，神性并非不能由形象来进行展示，对上帝的形象刻

画，也并非仅在于展示其人性。虽然上帝的本体特质不能通过外在形式

表现出来，但是其人性通过某种外在的描绘就能做到不与神性完全切

割。圣像支持者把基督图像看作信仰者与基督交流互通的媒介，基督的

不断肉身化，实则赋予物质存在以焕然一新的面貌，物质生命形式拥有

了表现神圣精神的能力与趋势。“道成肉身”理念背后凸显的圣像的精

神功能，在使用物质材料表现基督神圣性的过程中起到了示范作用，“第

一，什么图像可被使用；第二，诉诸惯例；第三，定义什么构成一个图像。

断然否认基督信徒崇拜图像，因此已成为崇拜偶像的说法。神学提议人

只是崇拜图像，而不是偶像崇拜”②。相比而言，偶像则是魔鬼的化身与

欲望的代名词。不过，在偶像朝圣像的衍化当中，会出现将异教神形象

衍化为基督形象的情况，这就促成了异教神的偶像向基督圣像的转换。

在圣像辩护理论家们看来，“圣像崇拜者”这种字眼只是一种错误

的说辞。“成文的语言是给那些识字的人看的，而圣像是给没有文化

的人看的；用耳朵聆听演讲与用眼睛欣赏圣像是一回事。”③圣像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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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英］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张景龙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１２５页。
神职人员或坚定的信仰者或圣人，通常会以一群代表恶魔或神圣的黄蜂作为

对信徒施行认证的标尺。如其一旦落在雕像上，则会被看作寄存或施念恶魔

的偶像加以毁坏。参见 Ｊｏｈｎ Ｌｏｗｄｅｎ，Ｅａｒｌｙ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 Ｂｙｚａｎｔｉｎｅ Ａｒｔ，Ｐｈａｉｄｏｎｔ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１５０．
［英］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张景龙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１２５页。



描绘基督的形象化图像，在信仰生活中成为某种中介途径。作为低于

有限圣物而存在的崇拜对象，起到的作用已不单单是辅助物功能，而是

达成与上帝沟通交互的中介作用，依此种中介环节，从而被纳入信仰生

活的序列。圣像辩护者通过强调圣像的中介功能，在贬斥通过语言、概

念理解和识别上帝本质可能性的同时，达到对圣像崇拜指责的澄清。

作为圣像哲学的代表人物，大马士革的约翰认识到通过视觉洞察与领

悟上帝的可能性，强调圣像并非神本身，对神必须敬拜，而对圣像只是

尊敬，他企图通过对两者的界划达到消解指责的目的。

圣像破坏运动的起落及基督形象确立的神学理论论争，“三位一体”

的基督论，通过坐实可被描绘的上帝人形肖像，促成人们广泛接受“道成

肉身”和圣灵、圣父和圣子“三位一体”的图像—象征体系。可见，其所带

来的不仅仅是确立了上帝的视觉化形象，而且伴随视觉化形象的风格流

变，对基督形象的描绘多样化，促成基督形象的替代物或象征物不断出

现。① 更重要的是，在基于上帝标准圣容的基础上，基督圣像的象征体

系不断得以丰富和完善，对现当代基督形象的理解产生深远影响。

由于圣像支持者与圣像破坏者彼此不同的神学主张和理论观点，

双方此消彼长的论辩纷争过程背后，其实映现的是裁定基督视觉形象

价值标尺的分别。一方面，基督形象的持续与流变，反映着信仰对视觉

形象的依赖；另一方面，一旦基督人形形象无法出现，就会生发出新的

视觉形象，蔓延至新一度的圣像复兴。对视觉性的依赖，表明救世愿望

的强烈感。基督教信仰体系对“偶像崇拜”采取的否定态度，正是建基

于批判异神教偶像崇拜，并有针对性地破坏有限崇拜的物质实体，不是

借助于有限想象力的途径来转化成基督形象，而是沉浸到基督信仰生

活的话语体系中去体验上帝的存在，以做出对图像放弃的神学企图，建

构起更为纯正的信仰空间。归根到底，两者的分歧只是在于是否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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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拜占庭“圣像毁坏”运动中形成了象征基督罹难的十字架，宗教改革时期运动

中形成了象征基督的圣餐，激进的宗教改革中，还形成了替代基督形象的圣经

文本图像。



借助图像手段达成上帝意义的道。

二、图像化时代权力运作的哲学史脉络

广义上的图像概念，指代涵盖文化艺术门类及其衍生物或作品中塑

造的对象。就特定历史阶段或社会形态看，被图像所浸染的塑造形象，

不可避免的带有权力象征，因而被赋予了偶像性质，因此同偶像崇拜的

历史也难解难分。当今时代正很大程度上被声像所俘获，凭借现代科学

技术的进步，世界逐层遭遇到了图像化和视觉中心主义的冲击，图像以其

独特的表现方式，前所未有的驾驭着感官世界。生活世界在某种意义上，

正被图像所殖民化。就一定角度而言，图像学史几乎意味着偶像崇拜史的

演绎。而图像背后所传达的权力运作色彩，有着较为复杂的历史缘起。

图像曾被用作以方舟、鱼、锚、饼等符号或圣经文本等秘密传教的

形象化语言工具，一旦基督图像权力化与世俗权力形成冲突，就不可避

免对图像重新进行反视觉化的改造。毁坏图像及图像艺术的文化现

象，在基督文化领域的运用和泛起，反映偶像诫命反图像权力运作在犹

太传统中的位置。即使拜占庭时期基督教内部掀起的圣像毁坏运动，以

及中古时期伊斯兰教对神像的排斥，都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图像在偶像

崇拜过程中的功能发挥。图像的生产、复制与普遍化流通，使之能够在

偶像崇拜中广泛运用，涉及的社会范围更广，所达到的思想领域更深。

古代和中世纪哲学领域，占主导架构的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意义

上的原型。柏拉图主义者往往将现实世界，作为不可见的原型来对待，

而有形世界是以图像身份存在的，被看作是是对不可见原型世界的摹

仿。曾经的偶像破坏者们把图像视作某种原型的影像，图像与原型享

有共同的本质，以“三一论”从圣子和圣父“本质相同”的意义上进一步

等同与把握。而圣像拥护者指出了图像的教化功能，是为了教化与指

导有限性的受众，受众所崇拜的并非图像的本质而是原型，图像作为原

型的摹仿或象征，两者有本质差异，只是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作为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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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图像，某种程度上可以克服偶像崇拜，但终究需要依照基督这座活

的圣像完成合法性的证明。圣像在于基督放弃人的形象显示自身，以

不可见的方式显现自身，从而完成圣父的意愿。基督圣像具有不可见

性，既有启示世人的效果和目的，同时又不可化约为可见形象，如此才

能将反偶像崇拜的使命与荣耀归于原型。

现时代的哲学土壤，为图像提供了一个特殊场域。现代以来，图像

试图从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架构脱离，不再依照原有的摹仿逻辑，而是

面向现实生活展现自身，但意识主体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摄影，依据难

以摆脱图像背后不可见原型的束缚。因为在自由意志驱动下的意向性

观看，标志着对图像的把握，意味着对世界的重新诠释与评价。图像从

原型中的这种自我拯救，实际上将其作为单纯的客体交赋观看者和评

估者，原型世界的超验地位由作为主体的大写的人所替代，人成为了隐

蔽的原型与上帝，图像则沦落为人在其中树立自身权威，并彰显人自我

意志的偶像，作为自身偶像原型的人这一自我形象的投射。在投射过

程中，人被自我偶像化，达到人自身意愿的图像才能够被人的自我意志

把握，而被把握到的图像，实质上乃是一种镜像。图像演变成为一种时

代的偶像，这面隐蔽的镜子封闭在主体自身里，让观看者只停留在直接

的可见性之中，满足于寻求自己制造的神圣性，却没有察觉到这面镜子

的存在，看不到偶像对主体意识的操控。

由此，图像时代旋即成为操控主体性的偶像时代，而偶像本身，

则被视作图像时代所赋予的某种形而上学理念。① 可见的世界变成

主体自我的一种感性的再现，不仅难以从形而上学的藩篱中挣脱，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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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宽泛意义上，“形而上学”通常用来指某种超越的、抽象的理论体系或整体性

图式。形而上学是一个有着自身悠久历史和独特含义的词汇，和“存在”问题，

尤其是以“实体”概念为出发点的存在问题直接相关，并非所有系统的理论构

架都被称为形而上学。参见 Ｊｅａｎ 一 Ｌｕｃ Ｍａｒｉｏｎ，“Ｇｉｖｉｎｇ Ｍｏｒｅ：Ｊｅａｎ 一 Ｌｕｃ
Ｍａｒ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Ｋｅａｒｎｙ ｉｎ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ｉｎ Ｇｉｖｅｎ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Ｇｏ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Ｊｅａｎ一
Ｌｕｃ Ｍａｒｉｏｎ，Ｉａｎ Ｌｅａｓｋ ａｎｄ Ｅｏｉｎ Ｃａｓｓｉｄｙ（ｅｄ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Ｆｏｒｄｈａｍ Ｕｎｌ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ｐ．２４４－２４５．



倒陷入到一种哲学悖反之中，成为形而上学在现代的继续留存与

映现。

三、图像化权力的偶像化运作机制

图像化时代由于商业元素的不断涌现，陷在其中的人们，遵循消费

社会的逻辑思维方式进行着视觉界域的扩充。图像生产以大量碎片化

的形式流动，并以极具变幻的速度占据人们的思想空间，传统的话语形

式逐渐向新型图像文化形式转变。

由于长久处在规范化操控的封闭格局里，生活流程不能突破传统

模式，异化的生存体验把人固定在僵化的社会生活中，置身于社会机器

的压迫下难以自拔，想象力与创造力减损，个体零件毫无个性可言，社

会分工明晰的现代工业社会和后现代的神话时代，对传统真善美价值

的界定做了改写，让原先已经造成的感性与理性分裂更加显著，多重类

型的价值解读，没有减轻生活轨迹的单一化痕迹，反而使得人们对多样

化的综合需求缺乏关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认为，形象化

的权力神话不受时空限制，现代技术培植起了一套融会视听感官的欲

望工具，作为本雅明笔下的现代艺术的机械复制品，有效整合了感官欲

望和图像化表现形式，通过制造与买卖欲望来获得满足感，并谋求物质

利益的报偿。强大的物质机器，识别不同个体的差别化需求，通过精心

制造的若干视觉符号，打造适应现代性的大众文化。个人的生活图景

抽象化为不停被制造出的群体意识，这种具有时代感的典型群生方式，

实际上形成了对传统价值观的反动，可能导致极权思想的萌生，也可能

与权力结盟让个体成为无主体的个人。

现代科技使图像摆脱对原型的依赖，图像在盲目复制延伸的过程

中，不受时空的阻隔而试图无限制地扩充，逐渐变成自身显现的来源。

现代图像世界混乱无序的状态，让生活在其中的接受主体无所适从也

无所把握。现代传媒技术延续了图像与原型的传统关联，生产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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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实与虚构处来回交替。通过取消影像再现的时间性，让影像不停

处于虚拟的复制状态，其呈现形式不再受困于现实事件的时间性，既在

虚拟的制造过程中摆脱掉对原型的捆绑，又重新形成虚构的图像和原型

关系传统，混淆了世界与图像之间的界限。图像生产与复制，都积极依

照观众的欲望标识，妄图使自身成为观众的偶像，并不停施以偶像的元

素特征。“不可见的上帝是不能通过给偶像献祭或侍奉占星术来讨好

的。”①图像混淆了真实世界的本来状态，将真实掩盖在虚幻之中，并置身

于偶像崇拜者的目光统治中难以自拔，形成现代科技图像的崇拜效果。

图像在现时代的权力话语体系中，成为权力的公共象征物，图像与

权力冲突密切关联了起来，一旦形象向图像转化，就意味着知识向权力

的转化，作为记载知识组成部分和表现手段的图像，更多表征的是权力

与律法，图像被权力赋予超自然的生命力，形象直观的品性经过权力运

作，内在拥有了原先缺位的无形掌控能力。人与图像的关联性，不仅界

定于人与媒介两者，更深入到了权力在现时代的运作，以及权力产生发

展的媒介文化与制度传统之中。

世俗权力通常采用强制型权力即通过实施惩罚或惩罚的威胁赢得

服从，或采用报偿型权力方式，即通过提供利益或利益许诺来换得服

从。福柯所理解的权力，是某种无处不在的内在关系。这种权力内在

地存在于图像与接受者的关系之内，以网络形式勾连不同的力量因素，

使得各种图像元素不断在其中运作流动，在运作权力的同时又服从权

力的安排。“权力不是一个人‘拥有’的东西，而是他享有或遭受的关

系。”②尼采则通过重估一切价值的论证，预示了图像时代的降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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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姚

建彬译，新星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１６１页。
米歇尔认为，福柯提供了两种基本的权力图像，“施于事物之上的权力”与“某

些人对他人行使权力”。“施于事物之上的权力”，用特殊技法和想象力的图

像，让“事物看来如此”；“某些人对他人行使权力”的方式，将图像与展示事物

真实性的能力相联系，让“事情原本如此”。参见［美］Ｗ．Ｊ．Ｔ．米歇尔：《图像理
论》，陈永国、胡文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 ３０３页。



认为感觉世界乃是唯一真实的世界，这个作为图像的世界，无须去探究

事物本身，而是以解释与评估对所谓的真实世界加以诊断。重估一切

价值的背后，是由评估者所掌控，驱动其进行掌控的则是强力意志，而

作为原型的彼岸世界不复存在。这种虚无主义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

对批判的形而上学做了加法，在消解传统偶像的基础上，又以反偶像的

手段，促成对世界的偶像化。

图像与权力的关系可谓是相辅相成。图像最终承载的权力来自隐

蔽的特质，而权力的隐蔽性又靠图像无处不在的全球化扩散。图像被

视为无形力量的标志或权力象征。无限全能的上帝，有着无法描绘的

图像，并禁止展示其肖像，以至于无法用具体的形象来表现，隐蔽的权

力将替代无限全能的上帝，反过来让不存在的形象可视化，而不是相反

地去表达对形象的禁忌。在图像权力的偶像化运作中，过分依照丰富

的色彩构图的视觉化空间，迷恋的是一种自由的个性读图，对外在视觉

化呈现的图像世界盲目热情，很容易陷入一种被外表或成功迷惑的幻

象之中。图像获得其象征性的价值，而内在本质被表现工具客体所控，

成为生活世界一种独立的存在物。①

四、反偶像崇拜对过度图像化的制衡

犹太文化中的反偶像崇拜思想经过现代思想家的改造，更为重视

现时代的图像泛化和视觉中心化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雅各比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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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偶像禁令下对于视觉和听觉的不同对待及对语言之表现限度的思索，源于

希伯来上帝之不可称谓，它是语言层面的偶像禁令，深刻影响了现代犹太思想

家如布洛赫、肖勒姆、本雅明、阿多诺甚至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语言观，也构成了

在列维纳斯等犹太思想家影响下兴起的法国后现代思潮的反视觉冲动，后现

代思想家们对以“光”来定义真理的启蒙理念和当代的图像专制发起了挑战。

而阿多诺、布朗肖、利奥塔和南希等人对奥斯威辛之后文艺表象困境的探讨也

与此相关。参见［美］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

托邦思想》，新星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１６９—１８０页。



为，摆脱图像的诱惑，需要反偶像崇拜的力量介入更多。“反偶像崇拜

的乌托邦主义者抵制现代图像的引诱。”①反偶像崇拜幽灵在图像时代

频现，旨在构建区别于偶像传统的理论模式。

犹太传统一直坚持清理视觉异端，批判视觉图像领域对形象化维

度的过度抬高。对偶像诫命的重视，使得犹太人对伦理道德的态度鲜

明，虽然容许形象造型艺术的存在，但他们轻视诸种外在艺术，偶像诫

命特别是《圣经》第二戒律，对犹太视觉文化的冲击显而易见，不允许

形象造型的艺术形式呈现上帝肉身，更不能因此而唤起对上帝的思考，

决意在精神领域内达到对自身象征形式的实现，从而超出了对和谐艺

术形式的追求。“这一戒律使得犹太民族通过限制视觉艺术而保持了

精神的纯洁。”②源自犹太传统的反偶像崇拜教义，开启了否定上帝视

觉化形象的道路。“他们反对视觉的再现。就像未来一样，上帝可以

被倾听，但不能被看见。”③《圣经·旧约》的《摩西十诫》中，偶像崇拜

是仅次于耶和华一神崇拜的第二文本诫律，这一律法只允许使用语言

描述神的形象，禁止一切形式造像与偶像崇拜，因而成为禁止图像论争

的理论文本来源。一方面，可以回避受众为何不以人形塑造上帝的质

疑；另一方面，用上帝的言语替换基督视觉化的外在形象，在于对上帝

圣言深入聆听的信仰，又预示这种聆听乃是一种深入受众内心的心灵

邀约，作为视觉化上帝可被接受的形式，而不偏离圣言的实质所在。④

早期基督教吸收了犹太传统，与犹太教、伊斯兰教及早期佛教有异曲同

工之妙，都是通常采用无形化、理念化的方式，以坐实超自然实体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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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美］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新

星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前言第 ９一 １０页。
［美］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新

星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１５４页。
［美］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新

星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４５页。
参见 Ｍｏｓｅｓ Ｍａｉｍｏｎｉｄｅｓ，Ｇｕ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ｐｌｅｘｅｄ，Ｖｏｌ １，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３，ｐ．５９．



在，且达到不以视觉感染与冲击为目的的效果。

早期文本中还会有摩西形象，而后偶像诫命规定了上帝精神化的

隐蔽属性，企图以视觉化的图像手段达到对上帝的外在呈现，这些都是

对基督信仰的歪曲，由此会反过来遮盖甚至抹煞上帝的神圣性。文本

语言图像化，成为上帝形象的替代或象征，强势的文本图像已将摩西形

象覆盖。没有人可以见到上帝的面容，因为见其尊容而不可活。文本

的或宣讲的《圣经》话语，成为受众宗教生活的几乎全部，进而皈依上

帝的精神原则，视觉图像不再作为领会上帝意图的辅助手段，其工具化

的意义已转化为非视觉意义的澄明。

偶像崇拜从诫命本身来看，是将人造物视作神的在场并显现为虚

假的绝对权威。图像化时代所能做的，就是企图通过形象来限制真理

的无限与超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的犹太思想家们，如马尔库塞、阿

多诺、本雅明、霍克海默等，进而把诸如意识形态或拜物教此类现存之

物，视为偶像崇拜错误的表现形式并进行批判。雅各比进一步深化这

些犹太思想家一脉相承的反偶像崇拜主旨，研究其中“不可表现”的表

现可能性，将偶像禁令视作泛化的视觉中心主义与形象化图像化禁令，

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其他的表现媒介。他深入到犹太传统内部，发现以

听觉为媒介的口头艺术与口头传统，就是其中主要的替代之一，以至既

可以控告过度的图像化，又可以为乌托邦想象提供辩护。这一针对现

代性的图像时代诊疗，具有更丰富的时代内涵和阐释可能。

当代反偶像崇拜思想的发展路径，和观测方式同犹太艺术形式一

样，深受偶像诫命的影响。在雅各比看来，图像的生动性和色彩的丰富

性，却阻碍了思想本身的发生。“犹太人的乌托邦屏幕几乎是一片空

白；它做好了被填满的准备———但还尚未被填满。它是由无图像的追

求来界定的。”①雅各比认为，存在着犹太艺术与抽象派艺术具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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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新

星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１８０页。



性亲和的证据。“对希腊人来说最重要的感官是视觉，而对犹太人来

说则是听觉。通过听觉获得的印象是‘不断地变化着’的。”①在文学

语言表达上，古希腊语言也偏离了文本传统，与重视口头表达的诗歌等

文学体裁关系紧张。希腊语与诗歌关系的紧张来自柏拉图对诗歌的敌

意态度，他渴望挑战当时处于支配地位且依靠记忆的口头传统，影响了

适合于当时的文化传播方式。对语音的表达变得更加纯粹与空间化，

通过从书面文本中抽取声音元素，从而切断了时间的连续性。人们应

当重新审视公共经验，改变古希腊的仅为表述的方式。而犹太传统则

正是采取宽容的姿态，来对待口头诗歌的表现形式，犹太声音的隐喻性

也不影响其内在的开放特质，其表现力度是面向未来敞开而又活力四

射，同时不失沉着坚毅的爆发力。形象与它的对象不能在犹太传统下

的弥赛亚世纪联系起来，世界将会变成一种无法用形象来展示自身的

新型存在形式。如阿多诺所言，形象化的视觉效应，必须保留适当的距

离和隔阂。阿多诺认为，现代艺术如何从现实主义走向表现主义，其实

现路径是靠乌托邦内化功能把外部形象分裂而完成的。人们出于对观

念化形式的偶像反感，而形成对外在化视觉形式的关切。对外在形象

的把握程度，导致了深入思考复杂问题的迟钝和乏力，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视觉图像消费的广泛性。对深层次理解的空洞性把控不满，同时

对浮于表面的理解能力感到无措，才会深陷对于视觉化感官化图像的

偶像崇拜之中。

当大众文化变换为社会文化的主导形式，艺术从作品沦为产品而

需要不断加以复制后，大众的消费主义情结便将艺术的精神属性逐渐

磨损，最后蜕变成一种可供选择的物质利益符号。对权力图像新一轮

的挪用与再造变得流行起来。图像世界中大众文化情境传播过速，造

成创作者偏离原先的艺术意图，日益追寻视觉化的创作效果，以期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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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众心理吻合的接受旨趣，大众的欣赏品味由此不得不同图像联姻。

当代反偶像崇拜的律法，规定了对抽象派现代艺术的碎片化操作，将权

力图式看作特殊的图像符号处理并加以解构，力图冲破封闭于图像陷

阱里的旧世界，而要开启反偶像崇拜的新世界。

视觉全球化不断为图像祛魅，把彰显开来的各种鲜活的差异化表

象与冲突化风格，转变为标明现代性符号的文化政治，“再也没有什么

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

这就意味着为世界祛魅”①。原本“世界图像”具有一元论总体性特

征，它虽然也将世界划分为两个世界，“即事物之世界及灵魂、妖魔鬼

怪、神祗们在‘背后世界’的领域，但是，图像与权力的结盟，使事物背

后隐藏了超自然力量的想象，让 ‘世界’变成韦伯意义上神秘的‘魔术

花园’。当图像祛魅化在反偶像崇拜的批判中，为普通大众所掌握之

时，就意味着图像与权力的牢固关系得以瓦解，其内在的书写方式不再

成为韦伯意义上的非宗教性的‘世界图像’”。

反偶像崇拜所具的价值在历史的长河中许久不能抹去，而被反偶

像崇拜思想所批判的图像符号，却在历史的磨砺下渐趋失色。反偶像

崇拜在当今时代的演绎，就是为了破除图像这种大众文化中的偶像符

码，从而唤醒人自身的存在意义与内在超越性。偶像崇拜这个历史的

晴雨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图像时代的诸种变故。

（作者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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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马克思辩护①

———论有机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问题

黄 学 胜

摘要：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武断的，导

致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弃。回应这一批判应回到马

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加以澄清。实质上，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向将

倒退至马克思当年所批判了的青年黑格尔派，陷入唯心主义和新的乌

托邦。它欲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应充分考量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

会主义的精神实质及积极内涵，用怀特海去补充马克思，对目前的理论

框架加以修正。

关键词：怀特海　 马克思　 乌托邦

“有机马克思主义”是近年来北美兴起的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研

究学派，以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和过程哲学家小约翰·柯布、大卫·格里

芬和中国学者王治何等人为代表。菲利普·克莱顿和贾斯廷·海因泽

克于 ２０１４年出版了《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

择》，正式提出了“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及其理论框架。国内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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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对启蒙的批判及其意义研

究》（项目批准号：１４ＣＺＸ００６）的阶段性成果。



对此的讨论多停留于引介，很少有批判性的反思与对话。本文不揣冒

昧集中于考察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及其理论

后果。我们认为这一“修正”是有失公允的，存在着对历史唯物主义和

科学社会主义的误解。他们所谓的“超越”并不成功，相反倒应回到经

典马克思主义，以完善和丰富自身的理论框架。我们反对马克思主义

的教条化，但也认为从“为马克思辩护”的角度积极展开与其的批判性

对话是必要的且是迫切的。

一、有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背景及其问题意识

在柯布看来，有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思想背景是马克思主义在美

国的大学普遍不受欢迎，马克思被认为并没有超越由笛卡尔和康德奠

定的形而上学，而实践中经历的各种尝试也使得马克思主义通常被认

为是无效的。美国人几乎不会认真地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对马克思和

马克思主义也存在误解，他们常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视为对私有财

产、自由市场或人权的否定。总之，美国的思想界充斥着对马克思及马

克思主义的拒斥和否定。其学术传统倒是在一些“边缘化的圈子里甚

至在相对独立的圈子里”，特别是“在教会领袖接受教育的神学院”中

延续下来。这里，严肃地谈论和欣赏怀特海和马克思，是很受欢

迎的。①

在此情形之下，克莱顿等人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由是：第一，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仍然令人信服”。他们认识到，尽管马克思提

出的解决方案是应对工业时代而非现在生活的后工业信息技术时代

的，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于研究社会经济建设应如何追求

共同福祉，理解跨国公司的走向、当今社会经济结构、贫富分化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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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美］Ｂ．柯布：《论有机马克思主义》，陈伟功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２０１５年第 １期。



仍有极大效力。当然，它也应根据新的时代状况有所发展。第二，“土

生土长的美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是虚假失真的社会主义。”他们

认为大多数美国人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错误的，社会主义

的本质应理解为与旨在追求共同福祉的人类社会理想最切合一致的社

会政治哲学，而非极权国家抑或是对私人财产、人权和自由市场的拒

斥。第三，“世界面临一系列资本主义自身永远无法解决的危机。”危

机主要有二，一是由资本主义自身的各种过分行为带来的，如企业的自

私贪婪，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剧，中产阶级变得愈加脆弱等

等。二是环境危机，这是资本主义根本无法解决的。资本主义的社会

危机和环境危机构成了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的现实背景。面对危

机，人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什么都不做，等待危机的爆发。那时，权贵

们将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保护自己，无权无势的穷人将会死去；要么在形

势变得绝望之前行动起来，转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限制富人

的过度消费，构建一个新的生态的、有机的、开放的和可持续的社会发

展模式。①

应对危机首先应弄清危机的根源。有机马克思主义不同意于生态

学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生产方

式，而认为是现代性。可在现代性与资本主义之关联问题上，他们的解

释显得有些混乱：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诞生之前就存在生态危机，似乎

是说资本主义诞生之前“现代性”就已存在。② 另一方面又认为所谓的

“现代性”，是出现于 １７世纪的欧洲的“现代”世界观和“现代”思维方

式。③ 但这一时期如何能够与资本主义的诞生本质区分开来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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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

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１３—１６页。
参见孟根龙、小约翰·Ｂ．柯布：《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
义———访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小约翰·Ｂ．柯布》，载《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 ２期。
参见冯俊、柯布：《超越西式现代性，走生态文明之路———冯俊教授与著名建设性

后现代思想家柯布教授对谈录》，载《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１２年第 １期。



固执地认为，资本主义是主张现代性的，诚然其加重了生态危机，却不

是危机的根源，根源是现代性思维方式，即个人主义、国家主义、理性主

义、机械唯物主义和二元论、技术和经济的发展。①

关于“现代性”及其后果，大卫·格里芬有更为清楚的解释。他认

为，“现代性”思维方式主要包括：第一，自我理解上的个人主义。将个

人视为孤立的原子个人，与共同体分裂开来，强调个体独立于他人的重

要性。“否认个体主要由他（或她）与其他人的关系、与自然、历史、抑

或是神圣的造物主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现代性总是意味着对自我的

理解由群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一个重大转变。”②第二，世界观上的二

元论。受牛顿物理学的机械主义自然观影响，它从灵魂与肉体、人与自

然、个人与他人的绝对分离角度看问题，带来了对自然的统治和掠夺。

“这种统治、征服、控制、支配自然的欲望是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

一。”③第三，历史观上的线性时间观。这是一种“未来主义”的思维方

式：“一种几乎完全从对将来而不是从对过去的关系中寻找现代的意

义的倾向。”④它把作为“启蒙”的现代性与作为“黑暗时代”的过去割

裂开来，沉醉于对新颖性的追求，走向了一种极端的反传统主义。

现代性的后果是：第一，从一神论走向了自然神论及无神论。机械

的自然观将“神圣实体”排除于经验对象之外，实现了“世界的祛魅”，

有力冲击了神秘主义或“宗教狂热”，但也导致了上帝观念消失于公共

生活领域，宗教被排挤到了私人领域。第二，从超自然主义转向世俗主

义。“世界的祛魅”以及上帝作为唯一的根据之被抛弃，导致了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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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美］小约翰·柯布：《从怀特海哲学的角度审视现代化》，李明译，载《马

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０７年第 ２期。
［美］大卫· 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
第 ４—５页。
［美］大卫· 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
第 ５页。
［美］大卫· 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
第 ６页。



与道德和美学准则的关系上，人们失去了“可以获得任何真正的有关

审美或伦理准则的知识”。第三，从二元论走向了唯物主义。盛期启

蒙时代最终将灵魂或精神也物质化了，人成了受机械规律支配的机器，

“只不过是被决定了的无意义事件系列的一个部分”，因此人并不是目

的，倒成了“供有权者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第四，不受道德约束地

追求自我利益得到了道德证明。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成了生活追逐的方

向和目标。这冲击了“未来主义”的时间观，“只留下以关心当前的满

足来掩盖的‘自恋人格’”。享乐的生活成了当下的基本追求，为此

他们甚至不惜牺牲后代的利益。第五，不受限制地行使权力以追求

自我利益，借助“上帝之死”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得到了实现，结果“适

者生存，优胜劣汰”、“强权即公理”等价值观成了基本的行为准则。

所有这些，在格里芬看来，带来的是一个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工具理

性和选择主义等盛行的现代世界，是严重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与

生态危机。①

既然根源出在现代性世界观与思维方式上，那么停留于资本主义

范围之内的自我调整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无法克服危机的。按照克

莱顿等人的分析，资本主义不过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资本主义

通过制度和社会经济体系的方式，追求物质生产的最大化，相信科技和

生产的力量，并将其服务于财富的创造和增值。后者衡量的标准已不

再是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或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的交换价值。

在此，资本主义本质上又是一种产品和服务的价值评估方式，一切都必

须放在以市场为基础的价值评判体系之上，市场价值标准才是普遍地

评判社会生活实践和参与其中的人们的价值的标准。资本主义还预设

了“无极限地增长”，契合了“未来主义”倾向，预设了自由市场将带来

人们生活的日益美好的前景。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的却是迄今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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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大卫· 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
第 ８—１０页。



最为严重的生态和人道主义灾难。“无极限增长”已经遭遇到了“增长

的绝对极限———地球的极限。”①因此对克莱顿等人来说：资本主义正

义“不正义”，“自由市场”不自由；穷人将为全球气候遭到破坏付出最

为沉重的代价。②

故此，应放弃资本主义，转变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走向“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这才是走出危机的唯一出路。这里所主张的“社会主

义”是“旨在为全体人民共同福祉提供社会服务的那些社会、经济和政

治体制”③。“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本质是服务于人类的共同福祉，

奉行有机生态思维，关注阶级不平等，还是基于长远的整体视野而奉行

一种系统性的长期规划的。总之，是在“人们相互之间以及和自然之

间”建立社会共同体。④ 当人们从一言一行上真正把自己融入旨在追

求共同福祉的共同体时，即当人们组成社会共同体，从内心信仰和实际

行动上为其共同福祉服务时，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主张，走社会

主义道路必须是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基于此，他们认为，由现代欧洲

和北美主导的现代文明已经走向终结，美国政府由于受到大财团的资

本控制，不再是未来的希望，而中国则由于关注人、优秀的文化传统以

及建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明确目标等各种因素，因而最有可能将人

类引入新秩序中。在这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以社会为基础的

经济原则”正可以为这种范式转变提供理论资源⑤。但同时还需要根

据后现代语境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和更新，将经典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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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

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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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２１６—２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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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３９页。
参见［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

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２５０页。
参见［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

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５页。



发展成为“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①

二、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克莱顿等人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需要“修正”，是因为它

和资本主义一样都是现代化的一种形式，并陷入了各种现代主义假设

当中，主要是：第一，建立在牛顿机械力学基础上的规律和决定论。黑

格尔历史哲学继承了这一决定论，马克思不过是把“黑格尔倒转了过

来”，用“社会经济条件”尤其是“生产方式”取代“绝对精神”来解释历

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加修改地接受了黑格尔的决定论历史观”②。

第二，深信“工人一旦觉醒，他们将会为争取自身的最大利益而行动起

来，反抗资本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③。这奉行的是线性时间观

和历史观。第三，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否认思想观

念与历史发展的关联。第四，停留于“二元论”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只关注人类自身”。④ 反思地看，这四方面的核心是认定马克思效仿

黑格尔与牛顿，奉行了机械论世界观，停留于人与自然的“二元论”，相

信社会历史是决定论的、线性的、单向的发展过程。

因此，克莱顿等人认为，重要的是超越这种现代立场，为马克思主

义补充与后现代语境相契合的哲学基础。他们基于有机系统科学、量

子力学、系统生物学、生态系统理论以及当代神经科学的最新发展，强

调的是非决定论、不可预测性、有机的、双向的超越“非此即彼”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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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认定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正是后现代的哲学基础，应据此改造马克

思主义：马克思需要怀特海为其理论奠定基础，怀特海也需要马克思帮

助其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破坏方面。① 怀特海过程哲学的核心理

念是：第一，反对个人主义，主张关系实在论。他认为个人是“共同体

中的人”，人与自然以及其他生命事件是内在相关的。第二，反对机械

决定论，主张非确定性，而这是新颖性的源泉，肯定了人的创造性，是一

个开放的系统。只有通过创造性实验，人类才能找到应对全球挑战的

新的解决方案。第三，肯定每一个事件都有“由事件所包含的关系和

创造力来衡量的”的内在价值，欣赏合作和共同体，而非竞争和个体，

强调了美、和谐与统一的联系，强调价值的整体维度而非个体维度。第

四，主张公私平衡。强调从人类与自然、个人与共同体构成的有机整体

角度出发，强调“过程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哲学”。事件最根本的内

在价值是“一种需要以造福共同体的方式持续运用其自由的成就。”因

此“自由和责任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②。

据此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修正”：（１）马克思主义不是

普遍的预测性的科学，应看到偶然性因素以及人类的观念、哲学、宗教

等“上层建筑”在激励个人和社会跨文化和跨国家的行为方面的重要

作用。（２）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必要只强调公有制、国有企业，并消除一

切市场力量，应采用混合所有制，既实现地方、国家和国际多层面的合

作，又发挥市场的力量。（３）马克思主义绝不只是意味着大学教授们

的抽象理论争论。反对学院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重视和加强理论与

实践的融合。（４）有些批评家错误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已沦为社会导

向的政府用以强制实施某些做法的毫无意义的标签。反对将马克思主

义教条化，反对“空洞无物的马克思主义”，应根据实际问题不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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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

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１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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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１７６—１８２页。



马克思主义。（５）充满生机活力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① “有机马克思主义意味着把马克思的建立平等社会的梦想

植入一个特定民族和文化的有机环境中。”②

克莱顿等人认为，修正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

超越，是“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嵌入式的马克思主义”。③

其基本理论纲领是：第一，“历史不是决定论的而是无限开发的。”基于

过程的不可预测性，它主张人类的未来是一个开放的过程，有机马克思

主义是一种过程哲学。第二，“并不承诺人类历史只会越变越好。”主

张放弃“未来主义”倾向和乌托邦理想，“无论是阶级结构的变化，还是

科技的进步，或者是大公无私之人的增多，都不可能使我们在地球上创

造出一个乌托邦社会。”重要的是努力建构一个健康的、蓬勃发展的社

会。这种构建应理解成“就地取材弄成大杂烩”，“利用手头的东西去

建构”，不应幻想未来理想社会一定会到来。第三，“马克思主义的社

会与经济分析包括生产和资本问题，但又远远超出了这两个领域。”强

调人们的精神、想法、信仰、文学艺术等会对建构后现代社会产生重要

影响，利用有机的、过程研究方法，从内在关系的角度将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第四，“对于 ２１ 世纪来说，任何切实可行的马

克思主义都要在人类永远生存于地球之上这一大背景下思考人类本

身。”“马克思主义是而且必须是生态哲学和环境哲学。”环境危机的严

峻为建构一个旨在共同福祉的社会提供了机遇。只有建立在有机原则

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有效回应环境危机时代对新的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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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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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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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府作用提出的要求。①

基于以上纲领，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自身也是对生态学马克思主

义的发展。后者实际上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指出生

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故此充分肯定了马克思的唯物

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有机马克思主义则以怀特海有机哲学为理论

基础，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肯定的三个方面拓展为：第一，凸显自然主

义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从自然的而非超自然的因素来解释事件，同时

又力图避免机械决定论的影响，要意识到自然历史上不断出现的新的

动力和主体，包括所有文化和观念复杂系统中的人类主体。这是一种

“广义的自然主义”，即认为“自然的进化不仅包括生物维度的进化，还

包括思想的、文化的甚至世界观等维度的进化”。第二，包括文化历史

意义上的历史观。不仅研究资本、阶级和生产资料的历史，还研究包括

思想文化史在内的促使社会进化的所有因素。第三，包含所有辩证关

系意义上的辩证法。即主张基于文化资源的多元性，以新的多元化的

方式拓展马克思主义原理。②

以上即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及其理论框

架。公允地说，其很多思想对于应对全球生态危机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时代责任感值得欣赏的；为应对全球性的现代危

机，努力提供一套替代选择并并积极实践的理论勇气和实践精神也是

值得敬佩的。此外，在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普遍遭排挤的思想背景下，

依然高度肯定马克思主义作为走出现代性危机所具有的积极当代意

义，显示出了极强的理论洞察力，对拓展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版图，丰富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是有积极的意义的。它提出反对马克思主义

的教条化，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及主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

７３１

为马克思辩护

①

②

参见［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

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７１—７４页。
参见［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

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２０１—２０３页。



民族、国家、文化传统等具体条件的结合，自然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精神。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后果的批判也是深刻的，有助于人们

对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境况的认识。尤其是它放弃美国，而认为中国将

是主张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希望，并且高度肯定中国传统文化与

怀特海过程思想的契合性，对于提升我们自身的制度自信，走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意义不可小觑。

但是，在我看来，它的理论体系并不完整和自洽，前文所述的有关

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之认识是模糊和混乱的，它的很多论断也存

在相互矛盾之处。它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所谓“超越”是不能成立的，

其中的一些论断是错误的，其理论具有极大的理论迷惑性且会带来较

为严重的理论后果。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改造，实际上就是反

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用一种“带有某种宗教

唯心主义色彩的辩证世界观”①取而代之，这是欲根本颠覆历史唯物主

义世界观及其方法论。它认定经典马克思主义陷入现代主义不能自拔，

而根本无视了其对“现代性”的超越性，表明它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性质和核心理论缺乏了解。它在拒斥机械决定论和线性历史观的口号

下，推崇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这实际上也拒斥了科学社会主义。我

们同意汪信砚教授的判断：有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马克

思主义，“就此而论，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否还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成

疑问，更遑论它实现了对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命‘超越’！”②

三、为马克思辩护

有机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弃，毋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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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釜底抽薪式的“修正”。它对马克思关于资

本主义后果的批判的保留不过是一种枝节性的保留。本质来看，其理

论核心和框架，不是用怀特海去补充马克思主义，倒是用马克思主义去

补充怀特海，最后是追随怀特海而否弃了马克思。尽管我们认同他们

“一切尽在马克思那里”的基本判断，但认为，为马克思辩护，并非奉行

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而是一种必要的学术工作。因为克莱顿等人

的“修正”是不公允的，这种“修正”更应当理解成是一种对经典马克思

主义的回归。

第一，关于规律和决定论。克莱顿等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深陷历

史决定论当中的推理逻辑是，马克思不加修饰地接受了黑格尔的决定

论历史观，黑格尔又是完全接受了牛顿机械力学基础上的决定论。认

为马克思不过是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置换为“社会经济条件”并以

此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其实无视了黑格尔对自然科学的

批判，也无视了马克思对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近代形而上学的批判

和对近代自然科学的批判，不仅黑格尔不是因循了牛顿的机械决定论，

马克思也不是对自然科学无所批判，更不是对黑格尔的简单倒置。实

质来看，有机马克思主义是未能真正理解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高度

契合的辩证法思想，它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机械决定论，进而简化为

经济决定论，这其实是混淆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

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的确也重视规律和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但这种

决定论，绝不是机械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而是一种辩证决定论。

实际上，恩格斯在 １８９０ 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有先见之明地

反对了这种机械决定论。他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论

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

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

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

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

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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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

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

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

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

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

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

是如此难以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些联

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

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①这里，恩格斯不仅明确反对经济决定论，

还与有机马克思主义一样强调偶然性因素、文化、宗教、哲学等因素的

重要作用。同时，恩格斯还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公式化，强

调的恰好也是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根据具体的情况和条件加以发

展，蕴含了后者说的“文化嵌入式”的马克思主义。

此外，经典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大学教授们的抽象理论争论”，

而是主张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的。青年马克思早在博士论文中就提出了

“世界的哲学化，同时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在《莱茵报》时期更是主张

理论要深入社会政治等实践领域，对陷入了理论空谈的“自由人团体”

给予了积极批判。这同样体现于马克思的相关表述中，如“理论一经

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②，“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

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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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等等。很奇怪

的是，克莱顿等人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努力

发表自己的著作，显示了马克思也认为思想是起作用的，却固执地对青

年马克思著作中上述观点和理论倾向视而不见，坚称此时的马克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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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视宗教和哲学“完全是虚幻的”，“思想与意

识形态仅仅是‘上层建筑’，对历史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① 这是唐

突和莫名其妙的。退一步讲，即使青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主张“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这也不能像有机

马克思主义那样将其理解成是社会经济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机械决定

论，他们恰恰无视了马克思所谓的“存在”是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现实

的人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明确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

决定意识”②。生活作为一个过程的观点难道表达的不正是他们以之

为哲学基础的怀特海过程思想吗？可见，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

思主义之著作和基本理论精神其实是缺乏深刻了解的。

第二，关于二元论。有机马克思主义认定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主张

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二元分离的，由此断定需将马克思主义发展成

为一种生态哲学或环境哲学。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经

对马克思著作中的生态维度进行了深入阐释。有机马克思主义却认定

这种维度依然是在人与自然的二元框架下展开的，它欣赏的是和谐、合

作和共同体。但是，从马克思早期的文本来看，马克思其实是明确反对

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本源统一性质的实践活动

即感性对象性活动。马克思说：“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

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

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

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

的活动。”③如此艰难的表述难道不是为了避免用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

吗？马克思强调的是感性对象性的或实践的思维方式。正是在此马克

思实现了吴晓明、邹诗鹏等学者所说的以生存论路向对以知识论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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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本特征的整个柏拉图主义的反动。正因此，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

之立脚点，既不是旧的唯物主义的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也不是唯心主

义的思想或精神，而是实现了主客统一的实践活动即“对象性的活

动”①。新唯物主义也已经成了“实践的人道主义”，这是“彻底的自然

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将

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②。反思地看，当克莱顿等人将经典马克思主

义认定为停留于机械决定论意义上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时，这是将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倒退到了 １８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那里。

马克思对主客二分的反对，体现于对工业的本质理解以及有关人

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共同体之关系的看法上。工业是一本打开了的

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工业是自然界对人，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

的历史关系。“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

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③自然科学

也将失去其抽象的物质的方向或不如说唯心主义方向。自然科学往后

将包括人的科学，正像人的科学往后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

科学。在这唯一的一门科学视域内，历史与自然不是互不相干的，“历

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是一个意思。④ 人也不是原子式的利己个

人，而是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⑤，这不

同于费尔巴哈式的感性的孤立的人，也不是黑格尔式的“抽象自我意

识”。马克思明确地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新唯物主义的“人”是“人类社会或

社会化的人类”，而非旧唯物主义的“市民”。这与他们所说的“共同体

中的人”其实是一个意思。正因此，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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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私人和公人的对立，实现真正的人类解放。有机马克思主义尽管

也重视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却只将其视为一种集体化的原则，而阶

级就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社会是人同自

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

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①。这是突破了人与自然、个体

与共同体、个人与他人之抽象的二元对立的。马克思明确说，不能将

“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马克思对人类真正共同体

的追求，符合有机马克思主义对共同体的所有设想。

第三，关于共产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要求放弃马克思的科学社

会主义思想，认为这是被确证了的不能实现的乌托邦，且是基于以机械

决定论为基础的线性历史观和时间观。既然我们已经说明他们对历史

唯物主义之机械决定论性质的指控是不能成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倒是

与过程哲学有更多的契合性），那么从逻辑上来看，克莱顿等人对科学

社会主义的否弃就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他们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思想也存在误解，认为这只是一种未来社会的理想，是基于未来一定会

比现在更美好的假设。在这里，又一次显示了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

基本文本的忽视。当然马克思也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

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

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

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

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②。但这一段话是接着“共产主义是

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说的，而“扬弃”本身是一个

社会历史过程。且在同一文献中，马克思还说：“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

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

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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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可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

后从事批判”①，但在同一文献中，马克思又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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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称为

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②。据此，是不能将马

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简化成未来社会的人类理想的，然后又将机械决

定论嫁接进来，最后走向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否定。

在我看来，将共产主义理解为一个运动是与有机马克思主义所强

调的过程思想接近的。同样，马克思也强调在这一过程中“创造性活

动”的积极意义，明确地说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活动是不同的，后者“只

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而人的活动是“按照美的规律来

构造”的③。从作为一种社会状态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有

机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旨在实现共同福祉的社会”也是一致的，都强

调消除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对立基础上的“社会”状态。

正是在此我们注意到，一方面有机马克思主义明确要求放弃共产主义，

另一方面又将马克思提出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作为自己主张的正

义理想；一方面他们明确主张人们放弃对未来一定会更好的幻想，另一

方面又努力构建一个相较于当下更好的未来世界。这不是十分矛盾的

吗？由于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最后只能将他们提出

的方案视为“一个赌注”：“我们打赌，如果仍有机会，我们会为了整体

生物物种的最佳利益而行动”④。他们实际上将希望寄托于一套新的

理论能够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相信“精神”的作用，这正如有学者所

指出的：“后现代主义的主张如果不是虚无主义的翻版，就是在反对旧

意识形态中陷入新的意识形态或乌托邦之中，其实质不过是另一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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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主义罢了。”①相比之下，我们更欣赏同样属于后现代主义阵营的德

里达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共产主义的理想是为了人类的正义而奋斗，

至今这种理想仍在鼓舞和引导着无数信仰共产主义的男人和女人，这

种奋斗目标与纳粹的‘理想’根本没有任何相似、相近、相同或可比之

处。……从‘共产主义’的角度看，极权制的错误尽管很残酷，但那是

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或为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出现的偏差”②。德里

达指出了共产主义对现实的批判意义不能因个别的失误而受到影响。

共产主义不应当被抛弃，相反倒是应当成为走出现代性危机的恰当

选择。

总之，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着重大的误解，他们

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弃过于武断，对此应回

到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加以澄清。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向本质来

看极易退化成马克思当年所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从而陷入唯

心主义和新的乌托邦。我们以为，应对危机，应回归到马克思的历史唯

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立场上，但这也不是原教旨主义地将之公式化，

需积极澄清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不同，阐发马克思对

现代性的批判思想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的积极内涵。我们欣赏有机马克

思主义者强烈的问题意识，认同其为建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所作的积

极努力，但不同意其用马克思去补充怀特海的理论路向，他们要成为真

正的马克思主义且欲避免其理论缺陷的话，倒是应当用怀特海去补充

马克思，充分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纳入进来，对

目前的理论框架加以修正。

（作者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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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
———解开《马克思的幽灵》的钥匙

彭 玉 峰

摘要：在充斥着各种概念的《马克思的幽灵》中，弥赛亚性似乎是

一个不那么显眼的术语，但其实它是贯穿全书的一条红线，因而也在一

定程度上是解开全书主旨的一把钥匙。在该书中，对于弥赛亚性的论

述仍比较简单乃至含糊，这引起了许多评论者的误解。在《马克思和

儿子们》长篇回应文章中，德里达对于这个概念及其渊源做了详细的

解答，重点回答了其与弥赛亚主义、乌托邦主义以及与本雅明的相关概

念的关系，并隐晦地提出了拯救“１９１７ 年革命事件”的主题，从而某种

意义上先于齐泽克窥测到了历史的风向。

关键词：弥赛亚性　 弥赛亚主义　 事件　 列宁

在福山“历史终结论”喧嚣尘上之际，德里达扛起了质疑这一新自

由主义意识形态，呼吁继承马克思思想遗产的大旗。面对社会主义事

业遭受重大挫折的局面，《马克思的幽灵》（以下简称《幽灵》）从理论

源头上反思共产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通过“幽灵学”来讨论革命精

神与革命幽灵之间错综复杂的辩证关系，指出了革命精神要想避免被

污染，避免幽灵化，就需要坚持马克思的永恒的自我批判立场。但《幽

灵》及其引起的热烈讨论仍是 ２０ 世纪末左派阵营内的一大事件，给处

于颓势的左派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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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最高价值，也是不可解构的或解构的前

提，德里达认为脱节或者非正义是这个时代，乃至任何时代的特征，因而

对正义和革命的呼吁是不可消解的。在《幽灵》中，德里达提出了自己的

革命主张，他用“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ｌｅ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ｑｕｅ ｓａｎｓ ｍｅｓ

ｓｉａｎｉｓｍ）这一“昵称”加以概括。在《马克思和儿子们》（以下简称《儿

子》）中，德里达多次指出弥赛亚性是《幽灵》的核心或主线。弥赛亚性既

体现了正义作为解构主义的最高价值，又提出了革命道成肉身的问题。

因而，一定程度上，它是解开《幽灵》乃至德里达政治学的一把钥匙。

一、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

等待事件与介入历史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ｑｕｅ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弥赛亚的、与弥赛亚有关的。

它来自于犹太教的弥赛亚主义（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ｓｍｅ），即救世主主义，也就是

相信上帝所指派的弥赛亚会降临人世，拯救世界，改写历史。在德里达

之前，已经有几位法国学者将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ｑｕｅ 名词化，即在其之前加一个

定冠词 ｌｅ变成名词，ｌｅ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ｑｕｅ意为弥赛亚性（人或事物）。

德里达借用 ｌｅ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ｑｕｅ这个概念，并做了发挥。相关论述主要

是集中以下几个文本中。在《幽灵》中，德里达创造了“没有弥赛亚主

义的弥赛亚性”（（ｕｎ ／ ｌｅ）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ｑｕｅ ｓａｎｓ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ｓｍｅ）”这个术语，用

于表达自己的思想。接着，在《法律的力量》中，德里达生造了 ｍｅｓｓｉａｎ

ｉｑｕｅ 的 名 词 形 式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ｃｉｔé，德 里 达 说：“任 何 弥 赛 亚 性 的

（ｍｅｓｓｉｎｉｑｕｅ）形式，任何弥赛亚性（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ｃｉｔé），都不会在一个允诺中

缺席，不管是何种允诺。”①可以说，在该书中，ｌｅ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ｑｕｅ 与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ｃｉｔé是并列使用，可以互换的同义术语。到了 １９９６ 年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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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知识：单纯理想限度内的宗教的两个来源》中，尽管 ｌｅ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ｑｕｅ 与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ｃｉｔé二者的含义不完全等同，但首次用后者替代了前者，提出

了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ｃｉｔé ｓａｎｓ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ｓｍｅ。最后在 １９９８ 年的《儿子》中，德里达

已经基本上不加区分地使用 ｌｅ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ｑｕｅ 与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ｃｉｔé，而且更多的

是直接使用后者而非前者；“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主要使用的

是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ｃｉｔé ｓａｎｓ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ｓｍｅ这一表达。

因此，尽管在不同的文本中，ｌｅ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ｑｕｅ 与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ｃｉｔé 这两个

概念并不完全等同，但在德里达的理论中，它们基本上是通用的。在

《幽灵》中，“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这个术语仍不是很成熟和确

定，按德里达自己的说法，这是他取的一个“昵称”，一个奇怪的名

称。而且，德里达有时候加不定冠词 ｕｎ，有时候加定冠词 ｌｅ，有时候

不加冠词，因而，这也造成了理解的困难和翻译的混乱。这也体现在

《幽灵》中译本中，（ｕｎ ／ ｌｅ）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ｑｕｅ ｓａｎｓ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ｓｍｅ 这同一个术

语在《幽灵》的中译本中有三种不同的译法，分别是“没有弥赛亚理

论的弥赛亚观念”，“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没有弥赛亚主义的

弥赛亚主义”①。因而只有回到德里达的其他文本，才能更好地理解这

个术语。

应该说，在德里达的理论中，由于都指向正义理念，弥赛亚性与其

他几个概念是可以并列使用的，尽管它们侧重有所不同，他指出“一种

特定的解放允诺的经验，一种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一种正义的

理念和一种（将到来的）民主的理念，也许是任何解构所不可消解的，

是不可解构因而作为解构之可能性本身”。在这些概念中，“没有弥赛

亚主义的弥赛亚性”是最难以理解的。德里达在《幽灵》中对弥赛亚、

弥赛亚性和弥赛亚主义进行了一定区分，并用了多个术语来指示它，例

如“没有宗教的弥赛亚主义”、“没有内容的弥赛亚主义”、“荒漠似的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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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亚主义”、“准先验的（ｑｕａｓｉ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弥赛亚主义”。但并没有

展开充分的论述，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评论者对《幽灵》的误解，而

给德里达贴上了“宗教强调”、“乌托邦主义”等标签。因而，德里达在

回应中重点阐述了弥赛亚性概念，指出其“提供了《马克思的幽灵》的

指导线索，是一条贯穿全书的红线”①。

那么，“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的具体内涵是指什么？

“这是个脱节的世界”，这是《幽灵》正文之前的一个警句。在书

中，引自《哈姆雷特》的这句话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德里达想表达的

是，脱节适用于描述任何世界、任何时代，没有哪个时代是完美的，不需

要改善的。世界永远是脱节的。这意味着改变的希望和拯救的允诺永

远都有存在的必要。因而，弥赛亚性是一种经验的普遍结构以及人的

本质存在方式，它是一种对未来的允诺，直接指向正义或民主。正是因

为当下社会永远是非正义的、不完美的，才会有不满、抗争以及弥赛亚

性存在的空间。它是“对拯救和法律之上的正义的紧迫、急迫和要求，

对不在场的他者的誓言”②。历史不是线性发展的，其走向是开放式

的，如果丢掉弥赛亚性的话，正义就会被还原为司法道德原则或表征，

即某种形式的历史终结论。

如果停留于此的话，弥赛亚性难免被视为一种宗教救赎观念，一种

道德批判，一种乌托邦主义，一种单纯的“解释世界”。这也是许多评

论者笔下的弥赛亚性之特征。但弥赛亚性绝不是乌托邦的，关键就在

于其与“事件”（éｖéｎｅｍｅｎｔ）的关系。“没有什么看似比《幽灵》核心处

的弥赛亚性和幽灵性更远离乌托邦或乌托邦主义的了……弥赛亚性在

每个此地—此时都指涉一个真实突出的、具体的事件，即最不可消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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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的他者性”①。不过，这种对于事件的指涉是一种“没有等待的等

待”，是“没有招待的好客”。何谓“没有等待的等待”或者说“没有期

待视域”的等待？一般而言，等待指的是等待一个确定的他者的来临，

而且对于来临的时间有一个大致的预估，也就是预期在将来的某个大

致的时刻，一个有确定形象的他者会到来。但是对于这里所等待的事

件是不能预期、计算和计划的，而且它也没有一个确定的形象。这也是

历史偶然性的充分体现。

关于事件之不可预测，德里达举了苏东剧变的例子。他说，尽管早

在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人们就开始谈论共产主义的危机，但是剧变的来临

还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之外，甚至在发生前的几个月之前，人们对之还

是完全不能确定。这种事件值得思考，但要抵制将其概念化或理论化，

而且其本身也是不能够（完全）理论化的。未来和历史的根本标志在

于其不确定性，也就是任何当下在场内部都蕴含着非同时代性或他者。

可见，弥赛亚性不是乌托邦的原因具体在于，它是一种介入历史的

态度，而介入的前提条件是事件的发生。对于德里达来说，人的存在或

历史的生成中蕴含着一种固有的异质性或他者性，这使得历史充满了偶

然性和断裂，在非线性发展的历史中，事件能够打破历史的一般发展进

程，在历史作为偶然性和不可预测的含义上，事件是历史和未来本身的

前提和条件。这一不可规划的事件是实践、决定、行动和责任感的前提，

在事件的前夜及其过程中的每个此地—此时，“我们必须以最具体的急

迫性和最革命的姿态而行事……在此地—此时介入事物、事件和历史的

一般进程”②。当然，对于德里达而言，正义永不可能以完全在场的形式

实现，民主也永远是将到来的，终极拯救事件和历史的终结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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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弥赛亚性与弥赛亚主义的纠葛

德里达的弥赛亚性是对革命的一种忠诚，正如他所言，弥赛亚性总

是而且不得不是一种革命式的。一定意义上，德里达的弥赛亚性就是一

种不平则鸣的革命精神，而在这种精神感召下，人类能在历史的偶然性时

刻即事件的发生时“改变世界”。这里的问题是，如果革命是贯穿人类历史

的改变世界的要求，它为何要与一个渗透着宗教语义的弥赛亚概念挂钩？

德里达称这是一个合理的质疑，并试图给出回答，回答由两个部分

所组成。一是，弥赛亚性与弥赛亚主义的根本区别，即为何这种弥赛亚

性是没有弥赛亚主义的；二是，为什么仍然使用这个宗教意味的术语，

即二者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是不是能够完全撇开。

弥赛亚性与弥赛亚主义的区别可以归结为“将到来者”（ａｒｒｉｖａｎｔ）

与弥赛亚的区别。尽管，德里达给予前者以一个人格化的名称，但它完

全不是某个具体的人，也不具有一个具体的形象，与作为拯救者的弥赛

亚完全不同。因而他戏称弥赛亚性为“荒漠中的荒漠”，意指弥赛亚性

不等待一个具体的救世主形象，因而是荒漠，但是它并不真正是一个荒

漠。浇灌这一荒漠，赋予其以生机的是历史进程中所固有的他者性或

事件性，即“将到来者”。

“将到来者”的概念并非德里达首创，德里达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期

才开始引入这个概念。在德里达处，“将到来者”与事件概念密切相关，

基于此德里达问道：“那使事件到来的‘将到来者’是什么…‘将到来者’

的意思是即将到来的它的中立性，也指即将到来的他的单一性，这个将

到来的他 ／它是一种面向事件的没有期待视域的等待，它不可预测和确

认。”①可见，“将到来者”与事件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后者的导火线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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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奏，“将到来者”引爆了事件，它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些人有

意识或无意识参与下的）一个意外、一场骚乱。而且“那个‘将到来者’

的形象不能被预先确定、刻画，乃至命名，即使它已经被预告了”①。例

如，“阿拉伯之春”事件中的那个“将到来者”就是突尼斯街头第一个自

焚者，是他的自焚引爆了整个的事件，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自焚事件

前，尽管已经有诸多预警展现了阿拉伯世界存在的种种问题和隐患，甚

至有人断定一定会发生危机或事件，但没有人能准确预测危机或动乱

会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形式爆发。总之，“将到来者”没有一个确定

的形象，更不是一个拯救者的形象，他只是历史偶然性开花结果过程的

人格化，作为事件的一个象征。

“将到来者”及其到来之后介入历史的可能性直接清除了乌托邦

的嫌疑，因而德里达反对评论者艾哈迈德把《幽灵》视为“宗教受难的

腔调”，或“准宗教性的腔调”的界定。德里达强调：“弥赛亚性由一条

不稳定且如何强调都不过分的分界线区别于弥赛亚主义……这一区分

组织了全书的整个逻辑。”②这一微妙但又绝对必要的区分能够改变一

切。同理，这也标识了弥赛亚性与本雅明的“微弱的弥赛亚力量”的区

别，它不真正属于本雅明的传统，“在微弱和没有之间有一个跳跃，也

许是无尽的跳跃”③。本雅明与一般的弥赛亚主义只是量的区别，而德

里达则完全消除了它，即既排除了某个确定的弥赛亚形象，也消除了确

定的历史性拯救的记忆。

不过，弥赛亚性所指称的那个东西与弥赛亚主义是否能完全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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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弥赛亚性这个称谓是否只是一种偶然，在《幽灵》中仍然是一个挥

之不去的问题。德里达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德里达说：“怎样在关联

的同时区分同一个名称下的两种弥赛亚空间……我们能构思出一种弥

赛亚性的非神学遗产吗？”①这个问题在《幽灵》中尚没有给出回答，而

在《儿子》一文中，德里达勉力解答了这个“最困难的地方”②。对于这

个问题，尽管他给出了三点解释，但他自认为并不十分有把握。

首先，用这个术语是旨在通过参照一种熟悉的文化现象而方便读

者理解，因而用这个术语在一定程度上是取其教学价值。

其次，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也许其中存在着一种难解的不确定

性，作为一种普遍结构的弥赛亚性与历史上给予弥赛亚以特定形象的

“圣经事件”，两者之间，很难确定谁先谁后。海德格尔曾经回答过类

似的问题，但也不令人信服。德里达认为这是一个难题，而用弥赛亚性

这个概念也就暗示着这个问题的答案仍是开放的。

最后，在耶稣基督被基督徒认为是弥赛亚降临事件之后，历史上革

命观念与革命实践都与宗教有难以摆脱的关系。具体来说有四点：马

克思—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源于一种犹太—基督文化；马克思主

义文化参与了基督—拉丁文化的世界化过程；信仰是允诺结构中的一

部分，而弥赛亚性概念适合于表达这种非宗教式的信仰；而正如马克思

在论述时常常需要借助于宗教类比，意识形态理论也很难完全摆脱与

宗教性事物的联系。

总之，德里达认为，尽管弥赛亚性体验是独立于特定的弥赛亚主义

的，但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历史经验上来看，弥赛亚性与宗教性事物都

难以截然分开。由于存在着这些不确定性，弥赛亚性理论更多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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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思想，而不是一种描述性理论。

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与弥赛亚文化存在着难分难解的关联，

今天的革命理论能够从弥赛亚性中得出什么具体结论呢？德里达指出

其与本雅明的非连续性在于他“怀疑本雅明并不会将那种微弱的弥

赛亚力量与一个特定的历史政治阶段（事实上指危机）相联系”。那

如果面对一个危机或事件，德里达本人或者说其门徒应该怎么做？

既然他强调了新的革命将与历史上的已有形式完全不同，是一种“去

政治化”的特殊形式，但这种“去政治化”并非是与政治无关，而是意

味着一种“再政治化”，并且使弥赛亚与马克思遗产之间形成特殊的

关联。

三、弥赛亚性对马克思遗产的继承性

德里达呼吁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精神，他说：“如果有一种我永

远不会放弃的马克思主义精神，那不仅仅是一种（自我）批判理念或质

疑姿态，它更多的是一种解放性的和弥赛亚性的断言，一种特定的允诺

经验”。① 但革命精神与革命的幽灵是否能截然分开，是否存在着一种

去污染化的幽灵化过程，德里达在《幽灵》中只是论述了马克思在这个

问题上的教训，但并没有给出明确而肯定的回答。因而，有评论者认为

德里达是反对革命的，“在德里达看来，社会斗争的任何制度化形式都

将走向自己的反面……德里达的异延式论调导致他的论述变成了积极

的经验历史性的极端对立面”②。德里达对此评论是不以为然的，他回

应称，他在诸多作品中都“赋予革命这个词以一种积极的、肯定性的价

４５１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ｒｒｉｄａ，Ｓｐｅ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Ｍａｒｘ—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ｂｔ，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ｎ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６，ｐｐ．１１１－１１２．
Ａｕｓｔｉｎ 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ｃｉｔｙ’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ａ 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Ｊａｃ
ｑｕｅｓ Ｄｅｒｒｉｄａ”，Ｔｈｅｓｉｓ Ｅｌｅｖｅｎ，Ｎｏ ９８，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９，ｐｐ．６２－６３．



值……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离开对革命环节的参照是不可想象

的”①。弥赛亚性允诺要想避免抽象化，就需要有效的行动、实践和组

织。德里达是想有所作为的，他的回答是新国际。但他又强调新国际

不能以现存的任何组织形式存在，新国际“没有身份、没有头衔、没有

姓名……没有协议、没有协调、没有党、没有国家、没有民族共同体、没

有共同的公民身份、不共属于一个阶级”②。为了不重蹈以往革命失败

的覆辙，德里达摈弃了现存的所有组织形式。就此而言，另一种批评对

于德里达似乎比较恰当：“弥赛亚性思维更多的是一种宽泛形式的思

考而不是一个论证性的论文，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被驳倒或否

正”③，它没有在历史生成或社会进步的主题上给出任何具体的内容。

应该承认，德里达是没有提出一种相对系统的革命理论，似乎批判性有

余而建设性不足。当代一些研究者试图要深化德里达的理论，安东尼

奥·卡尔卡诺就认为，德里达的哲学关键时刻在应该如何政治决断上

存在着疑难，部分地可以借助于巴迪欧的时间理论解决，由于巴迪欧强

调了主体在事件中的作用，而作为积极的政治活动家的德里达本人可

视为一种“巴迪欧式的主体”④。结合两人的事件理论，在历史的关键

时刻（Ｋａｉｒｏｓ），主体能决定性地介入历史发展并主导历史的走向。

笔者认为，断言德里达的革命理论中存在着行动的难题是很武断

的，而且也很难说上述论断深化了德里达的革命理论。更确切的说法

是，上述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阐释了德里达多处暗示却没有明确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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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德里达指出，弥赛亚的非乌托邦性正在于要求我们能够打断

时间和历史的日常进程，在每个事件的前夜和过程中，毫不迟疑地重新

考察具体的历史条件。德里达之所以不谈时机一定程度上缘于德里达

远没有巴迪欧那么乐观。两人的差异也许是被夸大了，德里达并未否

认掌握时机的艺术，只不过因为一直保持审慎的乐观而没有介入这个

问题。另外，批评德里达的理论建设性不足也是一种苛责，因为这里苛

责的正是德里达没有想过去做，也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做到的理论贡献。

德里达对此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他不认为自己有能力解答这个问题，但

他也不认为同时代有什么人提出了更好的解决办法。具体而言，对于

革命道成肉身的问题，对于这个他没有能力给出解答的主题，德里达在

《幽灵》和《儿子》中实际上隐含着三点判断。

其一，马克思的一些具体革命理论仍有价值。面对拒斥阶级政治学

的指责，他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德里达认为，欧美社会结构的变

化，马克思的原有的阶级理论已经不敷使用，亟需发展和完善，但阶级政

治学仍有存在的空间和价值，只是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并不充

分，没有很好的解释现存的社会结构。为此，他强调，将马克思的研究学

术化的“回到马克思”的道路仍是必要的，只是要防止这一路径占主导。

其二，十月革命的遗产仍需要拯救或继承，不能将列宁主义等同于

极权主义。在与卢迪内斯库的谈话中，他提出了挽救革命的问题，对于

共产主义革命史中的一些灾难，不要忘记那段历史，应该对一些外部原

因和意外情况加以了解和分析。而对于十月革命与斯大林主义的失败

之间又有怎样的内在关系，德里达承认自己没有能力提供一种很好的

分析，而且也不认为目前有人提出过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

其三，对革命组织理论、革命的制度化的开放性姿态，德里达的

“无名的、几乎不能称为共同体”的“新国际”很难说是一种有行动能力

的组织，但德里达又说，与现存形式的决裂，“不意味着放弃每一种实

际和有效的组织形式”。关于马克思的革命一旦道成肉身是否会不可

避免地导致极权主义，德里达反对说：“其实正好相反，某种特定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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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一种自封的‘马克思主义’，一种假马克思主义，才事实上

不能避免古拉格……而这正是因为它没有充分的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精神在一个现实社会中质料化。”①马克思主义革命肉身化远没有穷尽

其潜力。

在这些问题上，德里达与齐泽克是相通的。两个人一定程度上都

是要拯救“十月革命”的意义，对于他们来说，从 １９１７ 年两次革命之间

的列宁那里还是能够得出很多有益的经验。１９１７ 年 ２ 月，仍在瑞士流

亡的列宁对于时局的估计是悲观的，他甚至认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发生

将不可能在他们这一代人时期发生，“我们这些老头子也许等不到未

来的革命了”②。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俄国发生了二月革命，无组织的

愤怒群众自发斗争，原来貌似无比强大的沙俄政府在一夜之间就被颠

覆，这才给与了布尔什维克党人革命斗争的空间，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

克抓住了这次事件的机遇，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当时仍非常弱小的党，

成功发动了十月革命并掌握了政权。

正如齐泽克所说，要研究那些微妙的过渡阶段，不能将 １９１７ 事件

与斯大林主义做简单区分，更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关键问题在于前者

是怎样通向后者的，“正如阿兰·巴迪欧所强调的，当前的任务是去思

考，承认列宁主义必然滑向斯大林主义的同时，不否认十月（革命）事

件的巨大的解放性潜在价值，而不是陷入自由主义的老调重弹，即激进

革命政治潜伏着极权主义”③。同时既不能认为列宁主义滑向斯大林

主义是缘于俄国的落后等特定外部影响，也不能用诸如工具理性等哲

学一般概念来概括之。可以看出，在这二者之间找出一条中间道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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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巨的，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是不可能的。这也是齐泽克、德里达等人认

为自己并不能提供一个很好的解释，而呼唤一种好的解释的原因所在，

如何理解德里达思想的迟疑和不确定，比较他与齐泽克的观点是

有意义的。齐泽克强调，卢卡奇所推崇的列宁是那个善于抓住革命时

机的革命家，即在历史的关头能扼住人类命运的咽喉的革命者。但关

于事件与介入的时机，德里达并没有如此明确阐述自己的观点，在《幽

灵》中，他多次用“紧迫”、“迫切”、“决裂”等名词，但他并非用它来指

具体的事件，而是用来形容历史中充斥着的弥赛亚性。德里达认为，强

调这些术语，就是要避免中立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避免利用马克思反

对马克思主义，打着宽容的旗号将马克思思想去政治化，遮蔽马克思作

品中的革命性。在这一点上，德里达的观点与齐泽克有相同之处。齐

泽克也强调，今天盛行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去列宁化的马克思主义：

“今天，谈马克思是没问题的，即使在华尔街也有很多他的粉丝，但是

谈列宁，别开玩笑了。”①齐泽克想要拯救的列宁是二月革命与十月革

命之间的列宁，是写《四月提纲》的那个强调把握革命时机的列宁，是

在事件关口赋予历史以形式的列宁，也就是生成中的列宁（Ｌｅｎｉｎｉｎ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而非作为苏维埃制度创立者的列宁主义。一定程度上，德

里达在 １９９３年写作《幽灵》时也以隐晦形式提出了拯救十月革命的命

题，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下，他只是提出了马克思的幽灵而没有能够

提出列宁的幽灵，而在几年之后的《儿子》一文中，他更为接近了这一

主题。之后，齐泽克又勇敢地提出了回到列宁的主题，并在一定程度上

掀起了回到列宁的思想运动。两次革命之间的列宁是在践行马克思主

义的精神，是在企图区分出精神和幽灵，寻求某种“去污染的净化”。

至于说当代或未来的革命应该采取怎样的机构、计划和战略，或者

说“新国际”的组织形式，德里达认为，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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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进步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兴起等，都对于新的组织形

式提供了一些全新的条件，提出了新的要求，未来的革命组织形式不是

短期内能够实现的，需要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也许这在理论上是一

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只有在将来的具体的事件中，在革命群众的创

造中能够（部分）实现。正如马克思很少具体来阐述未来理想社会的

具体状态，也很少对于革命斗争的具体路径提出详细看法，德里达对待

具体政治问题的方式更多地是一种自我节制，而非无动于衷或自我

放弃。

结　 　 论

在《幽灵》出版之后，德里达在《儿子》和《信仰与知识》等著作中

对于之前语焉不详的弥赛亚性做出了更清晰的论述，使我们能够对于

这一书中的主线做出更清晰的把握和阐释。弥赛亚性命题要求我们保

有对革命的忠诚和认清自己的使命。当然，对于德里达来说，弥赛亚式

革命是一种“略显暗淡”的希望。对于 ２１ 世纪的革命路径或组织形

式，德里达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给出明确的阐释，他只是提出了一个“什

么都不是”，而很难说清楚是什么的新国际这么一个概念。应该说，德

里达的困境是左派的共有困境，即在新自由主义占绝对上风的今天，提

出一种合乎实践的左派革命理论。在难有实践创新的情况下，研究两

次革命中的列宁，以及像奈格里式的追踪国际反抗运动，并试图对之进

行总结，也许是左派的主要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所说的马克思

的指令对这个脱节的时代是近切和适时的。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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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形态
演进动力论的解释维度①

李　 聪

摘要：关于社会形态的演进动力，“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卢卡奇的

“阶级意识论”到阿尔都塞结构意义的“多元决定论”，从法兰克福学派

的批判理论到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解释，“西方马克思主

义”形成了社会形态演进动力的“主体性动力”和“结构性动力”二维解

释框架。这两种解释框架彼此胶着，相互争鸣，形成了西方马克思社会

形态演进动力论最宏阔的思想景观和学术论域。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主体性动力　 结构性动力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深化改革”是作为一个动力性元

素而提出的。因为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进一步破解固化的利益

格局和凝滞的关系链条，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方向健康发展。可见“动力问题”已经是现实社

会形态建设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进一步探研“西方马克思主义”在

社会形态演进动力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对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

事业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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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争议较大的概念。笔者在这里所谓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仅局限于以卢卡奇等为代表的，对“第二国

际”理论家把社会形态演进动力进行“经济决定论”解释质疑的思想

家。而是从广义上指代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所有的对马克思主义进

行研究阐述的思想家或流派的相关观点。所以本文的分析不采用时间

的顺序而是采用主题的方法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演进动力

论的相关观点进行分类评析。而纵观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演进动力，或明或暗地存在着一方面

强调“阶级斗争”的“主体性动力”，同时又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

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形态不断前进的“结构性

动力”，因此，这两种观点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

如果说在恩格斯那里以“平行四边形”比喻的“合力论”予以解决的话，

那么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动力之间的这种

张力所造成的认识分歧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历史变迁而变得愈发

明晰。主要表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形态演进动力的“主体

性”解释和“科学性”解释的分野。

对社会形态演进的“主体性动力”的强调，主要体现在以卢卡奇、

柯尔施和葛兰西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各

种“人道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不管是霍克海默的对启蒙悖论

的辩证分析，还是阿多诺提出要建立一种既辩证又唯物的哲学；不管是

作为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赖希，还是作为存在主义学派的列

斐伏尔；不管是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奥尔曼的《辩证法的舞蹈》，

还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学家詹姆逊的《辩证法的化合效用》，这些理论或

人物都无意识地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强大的自主性。或者说，“西方马

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动力的解释开始沿着“主体性”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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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表现为对“人性”、“人道”乃至主体能动性的高度重视。以下进

行简要分析。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以柯尔施、卢卡奇和葛兰西为代表的马

克思主义解释者。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而德意匈等西欧国家革命

都纷纷失败的历史背景下，西方很多思想家认为革命的失败是与长期

以来“第二国际”对马克思刻板僵化的经济决定论解释造成的。首先

表现为柯尔施对“第二国际”马克思理论的“科学主义”解释模式的抗

拒。他从论证“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关系开始，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成

功，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等国的革命失败是因为第二国际犯了忽略人

的“能动性”的错误。他认为“经济决定论”只是看到了社会形态演进

的结构性动力，而没有注意到贯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主体能动

性。柯尔施宣称，这种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歪曲的实质是从根

本上抹杀了马克思主义主体的能动性，其必然结果只能是违背了马克

思对历史规律科学内涵的真实理解，即历史规律是通过作为主体的人

的能动创造来实现的，这是基本的前提。然而，到了特定的社会历史发

展阶段，人反而被自己创造的对象所奴役和支配。而马克思主义的诞

生，正是要超越这种作为主体的人被外部经济环境制约的状态。所以，

为了革命的成功，柯尔施要求重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主体性，

并试图以主客体关系的辩证法来证明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策略和新

道路。

卢卡奇与柯尔施一样，也极力反对“第二国际”对马克思社会形态

演进的实证化理解，致力于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从“新黑格尔主义”

和“新康德主义”立场出发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主体性的“总体性”。

卢卡奇对当时“第二国际”中流行的庸俗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实证主

义观点进行了激烈批判。针对“第二国际”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经

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卢卡奇认为“这种观点明显地导向历史宿命

论，导向对人和社会活动的取消”。卢卡奇认为社会历史发展不是一

个经济客体的自发过程，它不能离开人类主体的实践活动，而在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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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社会的物化过程中，无产阶级被异化为经济力量的附属物，被畸变为

经济客体。这种客体化，最确切地揭示了商品关系非人化的本质。在

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不仅丧失了历史的主体地位，而且与经济客体相

分离。马克思主义的重任就是要把被分裂的主体与客体再重新统一起

来。“这个同一的主—客体，这个行动的主体，这个发生中的‘我们’，

就是无产阶级。”在他看来，只有通过诉诸无产阶级的主体革命性才能

推动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才能真正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无产

阶级才会走上“摆脱对象化社会力量的强制的道路”。所以，卢卡奇在

方法上强调“总体性”和“辩证法”的同时，在现实的指向上强调阶级意

识和文化革命，无形中将阶级意识内化为一种革命主体性动力。然而，

当卢卡奇重新恢复黑格尔的辩证法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并将之提

高到一种至高无上地位的时候，本身也开始逐步远离马克思思想的本

义。卢卡奇这种解释学意义上的对马克思思想中的主体性的推崇本身

使马克思的历史特色愈加暗淡。所以王南湜教授认为，远离还是走近

卢卡奇就成为他一种内心的“纠结”。而这种内心纠结其实不单单是

对卢卡奇本身理论的基本感觉，而是在卢卡奇这种似乎偏离马克思思

想的“另类”解释中，透露出的其实是马克思思想本身的内在张力。

而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的葛兰西则在资产阶级意识

形态批判和“文化霸权”的基础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主体性在推动社

会形态演进中的重要作用。在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批判和文化“霸

权”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和任务。而这种革命对象和任务的确定是从

现实的革命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宣告了“第二国

际”机械“决定论”的破产。革命胜利后不久，葛兰西就发表了《反〈资

本论〉的革命》支持十月革命，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有力地驳斥了“第

二国际”宿命论的公式。葛兰西认为这种宿命论认定事件应该如何沿

着事先确定的进程发展下去。其实这是葛兰西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

“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他还把“第二国际”对马克思的庸俗化

理解称为“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他高度评价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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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忠实践履者。针对列

宁的激进革命思想，他指出：“这种思想认为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因素

不是天然的经济事实，而是人，社会中的人，彼此联系着的人，他们互相

达成协议，并通过这些接触（文明）发展一种集体的社会意志；作为了

解经济事实的人，他们对经济事实作出判断并使之适应自己的意志，直

到这种意志成为经济的动力并形成客观现实，这种客观现实存在着、运

动着，并且终于像一股火山熔岩一样，能够按照人的意志所决定的那

样，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开辟道路。”可见，葛兰西在黑格尔和克罗

齐的主体辩证法影响下对经济决定论进行批判，褒扬社会历史发展进

程中人的主体意志的革命力量。还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哲

学是绝对的‘历史主义’，思想的绝对世俗性和此岸性，一种历史的绝

对的人道主义”。

综合来看，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革命因素的

强调不但是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革命，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

重大理论突破。是近代哲学家笛卡尔率先举起了主体性的大旗，但笛

卡尔的心物二元论并没有真正解放主体，反而陷入了主体中心的困境。

康德试图重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并构建全新的主体性哲学。但

康德设计的现象与“物自体”的二元对立，仍然留下了主客间不可逾越

的鸿沟。黑格尔引进劳动概念将主体与客体统合在一起，但他的劳动

是精神劳动，他的主客体统一是通过“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实现的。

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强调劳动的物质方面，将实践作为主

客体统一的载体，从而实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但是，马克思的哲学革

命却淹没在“第二国际”的僵化解释中，是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继承

了黑格尔的哲学传统，力图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恢复总体性的辩证法，重

新实现被第二国际丢弃的主客体的统一。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

是他们对主观能动性的过分夸大，则可能导致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开启

了一条从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的客观历史辩证法退回到主体辩证法

的意志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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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形态演进动力的“主体性”解释

首先来看“人道派”的观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人道派”

马克思主义在生命哲学、新黑格尔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以及存在主义等

思潮影响下，把人的“主体性”或“自我意识”作为社会形态演进的基本

动力。

在法国，围绕马克思的理论性质，阿尔都塞、萨特和梅洛－庞蒂之

间展开理论争论。同样作为“人道派”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

人物萨特，在宣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坚持人学辩证

法的本体论，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是由“匮乏”和“需要”之间存在

的矛盾所引起的。所以，萨特就将整个人类社会及其历史视为一个建

立在“匮乏”与“需要”基础之上的人学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将主体的

“需要”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梅洛－庞蒂在《论人道主义与

恐怖》和《辩证法的历险》中，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想和革命后果分析

了人道主义与暴力的辩证关系。为了回应梅洛－庞蒂，萨特从能动性

与人道主义出发寻求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认为“马克思主

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在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是通过主体性的文化批判来对马克思的社

会形态演进动力论予以间接关注的。法兰克福学派从 ２０世纪 ３０ 年代

开始，倾全力于人的主观结构、心理倾向和大众文化的分析批判。作为

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霍克海默就批判自笛卡尔以来的传统所谓追求

客观性知识的实验科学，批判传统理论忽视了科学的社会功能并漠视

人的实际生活。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批判理论是对现实社会生

活存在的一种审视性批判。所以，倡导一种基于主体革命的干预的人

本主义，认为革命成功的根本保障是意识变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

《启蒙辩证法》一书中认为，启蒙理性促发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主

义的工业化，使人类与自然界分离并实现了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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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统治让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但掠夺式开发自然资源，而且造成

主体间的异化。可见，理性启蒙的结果并不一定有助于人类解放和社

会的进步。因此，需要人类恢复“反思能力”，恢复“其本质”，重新认识

人类自身、认识社会、认识自然，“只有当人们认识了自然的真实面目

以后，自然才能成为生存对和平的渴望”。通过对启蒙理性的批判，霍

克海默和阿多诺把推动社会变化的新力量赋予了自然的解放力量，将

“自然革命”视为推动社会形态演进的根本性动力。

针对“第二国际”一部分理论家从机械论出发，抹煞人的主体革命

性，对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进行“决定论”和“实证主义”解释的不良倾

向，法兰克福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则在“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

上，提出了一种建设性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设想。而以马尔

库塞、弗洛姆等为代表的“人道派”则以人的主观意识为基础通过“文

化革命”的方式进行人类解放的构想。下面主要分析以马尔库塞和弗

洛姆为代表的“人道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形态演进动力的直

接或间接的看法。

围绕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及其危害，作为“人道派”的马尔库塞、赖

希、弗洛姆等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互为补充，从

社会心理的分析中找出其社会过程内部的能动因素，从而形成弗洛伊

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因为在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看来，福柯所分析的微观权力遍布了家庭、学校和教会等一切部门，资

产阶级的消费主义对家庭的侵害，学校中资产阶级基本价值理念对孩

子的灌输，教会通过道德说教对资产阶级统治的维护等，弗洛伊德主义

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这都是对人的心灵的压抑，是对人正常健全人格的

破坏。据此，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号召通过“心理革命”的方式

改造文化，进而促进社会历史的改变。“人道派”的所谓“文化革命”是

指对人的微观心灵结构的变革，然后再依托这种微观革命辅以马克思

意义上的宏观经济结构革命，这样才能阻止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对

市民社会的不断渗透，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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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如果说以上只是对“人道派”社会历史变迁动力论的综述，下面

就以马尔库塞、赖希、弗洛姆和列斐伏尔为代表作一具体分析。

马尔库塞在弗洛伊德主义关于“力比多”升华形成人类文明观点

的影响下，认为“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

社会生存，而且压制了人的生物生存；不仅压制了人的一般方面，还压

制了人的本能结构。但这种压制恰恰是进步的前提”，既然如此，马克

思主义应该和弗洛伊德主义联系在一起才能形成一种对人的解放性力

量，从而成为一种推动社会历史演进的主体性力量。

赖希强调“革命”的任务是“文化革命”和“心理革命”，通过“文化

革命”反对家庭教育和学校对孩子按照资产阶级价值观进行压抑，要

让少年儿童在自然成长过程中形成健全人格，学会日常生活的自我调

节，而非人为的强制；在人的精神信仰上，反对教会的资产阶级的虚伪

的人道主义的道德教化。通过“心理革命”，改造资产阶级消费主义造

就的病态社会，恢复被资产阶级毒化的病体人格，从这个基本原理出

发，赖希巧妙地把社会革命转化为一种抽象意义上的人的本能、欲望或

个性革命，赖希甚至主张以人本意义上的“性革命”代替政治意义上的

暴力革命。所以，赖希无意间把人的本能革命当成了社会形态演进的

基本动力。

弗洛姆则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社会体制对人的异化

之后，消费异化为“消费主义”，人性异化为“占有型”和“市场型”的

“社会性格”。这种“社会性格”把私人利益和相互交换视为人的目的，

并且把追求私利当作人基本活动的内在动力。这种不健全的性格特

征，在弗洛姆看来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人的不断规训所致。所以，资

产阶级的统治，不再表现为暴力操控，而是以“软暴力”———将资产阶

级的意识价值观念以社会的各种文化机制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去改

变人的心理结构，通过扭曲人的心理本能来控制人。所以，弗洛姆认

为：“由于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也就是说由于我们的生活方式而形成

的那些性格特征是病源之所在。”可见，在弗洛姆看来，病源就在于文

７６１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形态演进动力论的解释维度



化制度造就的人的扭曲的性格。所以，“健全社会”的建构需要心理革

命的发生，人只有改变这种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规训的病态性格，培养

正常的生存价值，重新涵育“健全人格”，才能达到一种美好和谐的社

会状态。所以，弗洛姆将“幸福、爱情、自由”等视为人的基本需要，同

时主张“认识潜藏在人性中的规律，以及揭示人性发展的固有目标”，

对于医治社会病态，实现“健全社会”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弗洛姆的这

些观点和主张，无形中把“心理革命”当作了社会形态演进的根本

动力。

和弗洛姆非常相似的是，列斐伏尔致力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

生活批判”，认为“消费主义”已经宰制了整个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

消费理性致使传统人本主义走向衰亡，大众文化向碎片化、符号化发

展，在这种虚无文化的影响下，人类的社会生活进一步单一化、扁平化

和数量化。面对这种人类囧途，列斐伏尔认为，只有借助“文化革命”，

重塑精神观念，保持精神秩序才能使消费社会重归人本社会，在“文化

革命”的基础上，使人重新“驾驭日常生活”，并“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

品！让每一种技术方式都被用来改变日常生活”。可见，通过这种发

端于“日常生活”的“文化革命”，列斐伏尔使异化的人回归自我，回归

真正的“社会生活”，并“积极地去重新发现它（生活），同时为它（生

活）的转变做出贡献”。可见，“日常生活批判”就成为列斐伏尔实现

“总体的人”并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推动力。

总之，“人道派”的思想家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忽略了人的各种

心理需要及其活动，没有阐明经济状况是怎样通过人的心理结构转为

思想和行动。所以，这些思想家考察了社会是如何造就个人性格的，文

化模式家庭结构和政治制度是如何阻碍人们认识自己的。这些思想家

们把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寄托于精神的、心理的革命。所以，无意间将

“人”的本能欲望与需求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同时，“人道

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都是“人”及其本性，并以人为中心形成

了“人的本质”———“人的异化”———“人的解放”这样一个结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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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这种“人道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是实践一元论，理论

入口是“理论批判”，理论核心是“本能”、“欲望”与需要，理论路径是

心理、意识、文化的革命。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派”思想家虽

观点各异，但又始终环绕着人及其精神这一枢轴，间接地形成了“主体

性动力”推动社会历史变迁的基本观点。

三、社会形态演进动力的“科学性”解释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此时的法兰克

福学派，无论是回到德国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还是留在美国的马尔库

塞、弗洛姆等也都成为国际左翼理论的中坚力量。加之苏联的“非斯

大林化”运动，东欧马克思主义急剧人本主义化。据此，结构主义马克

思主义的著名代表阿尔都塞批判说，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使马克思

倒退到在他之前的、产生于 １８ 世纪的意识形态潮流中去，从而抹煞他

在理论上实行革命决裂的独特功绩。阿尔都塞从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性和严密性的理论视角出发，在结构主义思维原则基础上，批判了非

常流行的人道主义，得出了“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反人道主义”的惊人

结论。所以，他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并在 １９６５ 年发表的

《保卫马克思》中，通过“症候阅读”的结构主义方法，试图扭转马克思

主义的人本主义倾向而重塑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首先来看结构主义的“科学性”解释。

在关于社会形态的演进动力方面，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以

１８４５年左右马克思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

为界有一个“认识论断裂”：在此之前是“意识形态时期”，在此之后是

“科学时期”。阿尔都塞强调说：“从 １８４５ 年起，马克思同一切把历史

和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理论彻底决裂。这一决裂包括三个不可分割

的理论方面：１．制定同建立在崭新概念基础上的历史理论和政治理论，

这些概念是：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经济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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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决定作用以及其他特殊的决定因素等等。２．彻底批判任何哲学人

道主义的理论要求。３．确定人道主义为意识形态。”可见，在阿尔都塞

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的本质在阿

尔都塞看来恰恰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在这种观点的基础上，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演进动

力进行了结构主义解释。在他看来，由于马克思抛弃了哲学人道主义

的思维方式，故而在描述历史时否定了主体的预设，把历史本身视为一

个完全客观的无主体的过程。阿尔都塞以此否定了机械“决定论”，历

史宿命论和目的论，把社会历史演进理解为一个客观结构的矛盾运动

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是受到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影响的，这些因素在发

挥作用时并不存在绝对不变的模式，而是受制于这些因素之间的独特

关系———推动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的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就此

出笼。

可见，“多元决定”就是强调社会矛盾总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这

个复杂的统一体具有一种多环节主导结构的统一性，在其中，每一个矛

盾结构的每一个基本环节、主导结构中的各个环节之间的一般关系，都

是复杂整体的存在条件。即社会是一种多种矛盾的相互作用决定的、

由某种矛盾占统治地位的客观结构。阿尔都塞是通过一种“无主体”

的“多元决定论”间接对社会形态演进的动力进行了定位。当然，即使

作为对马克思“科学性”解释也并不意味着阿尔都塞是一种社会形态

演进的决定论者。特别是阿尔都塞晚年，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

论，这更证明了阿尔都塞的“决定论”倾向。他是这样来界说这种理论

本身的：“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要求劳动技能的再生产，而且同时还要

求将劳动者对现存秩序规范的顺从态度再生产出来，即将工人们对占

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顺从的态度再生产出来，以及要求将进行剥削和

压迫的人正确运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能力再生产出来，让他们

也会‘用言语’为统治阶级的宰制做好准备。”如同葛兰西认识到资产

阶级的文化“霸权”一样，阿尔都塞进一步认为任何一个阶级若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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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并在其中行使其文化主权，就不能长时期掌

握国家权力。可见，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国家机

器”不同于强制性国家机器对社会的统治，而是以“软实力”的文化形

式实施着自己的统治。

其次，再来看分析主义的“科学性”解释。

除了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动力所做的“科学主义”解

读之外，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分析主义哲学传统浓厚的英美传播，以 Ｇ．

Ａ．柯亨、埃尔斯特和约翰·罗默等为代表的“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承袭罗素、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传统，以“科学主义”姿态来解释马

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英美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欧洲

大陆的“人道派”马克思主义，和以科学主义标榜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

主义都是不同的，分析主义的马克思既不同意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同时又背离了“人道派”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思

想的解释，而是致力于以分析哲学的思想原则来对马克思的概念、理

论、结构等进行清晰化处理，力图把马克思理论的命题规范化和模式

化，通过数理化和模式化的方式重释马克思原典，表达其关于主客双重

作用的社会发展动力论。在这个前提下，进一步认识到“客观要素”在

社会形态演进中的重要推动作用。

Ｇ．Ａ．柯亨在其代表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书的开头，就

申明此书的目的是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提供支持它的论证。柯亨是

如何提供辩护的呢？在“历史的动力”问题上，柯亨着眼于从技术视角

去探究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理论，经过对黑格尔的“理念”、“自由”等

概念的分析，在马克思原著分析过程中引进功能主义分析。在解释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经济结构时，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论证了生产

力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柯亨指出：“历史是人类产业的历史，它在

生产力中发展着，它的动力和载体是经济结构，当这种经济结构促进的

增长超过了它所能容纳的时候，它就要衰亡。”由此，历史的主体是生

产力而非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历史的形式不是文化而是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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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角色是由发展着的生产力来担当的。在他看来，生产力发展和

一个社会的精神境界之间是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只有在生产力

发达的基础上，社会的伦理氛围才能更加公平正义。所以，“为了实现

一个更公平、更人道的完善社会，我们必须开发出新的工具和技术”。

同时，在柯亨看来，生产力作用与伦理之间的这种关系是理解马克思的

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前提。由此可见，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并不否定

伦理因素等对社会历史演进的推动作用的前提下，通过分析马克思的

文本，得出生产力对于社会结构的基础作用和对于社会发展的动力作

用的结论。

当然，这并非说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无视“主体性”在社会形

态演进中的作用，就如同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动力论的内在张力一般

都会在怀有“科学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者那里形成一种精神

焦虑，柯亨也不例外———他一方面认为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另一

方面又并不排斥人的主体能动性。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主要的

命题把人的能力的增长置于历史过程的中心”。针对分析主义的马克

思主义者在社会历史演进动力中生产力是首要推动力的观点，很多学

者把之看作是一种新的技术决定论，是“把机械的和同类的低于人类

的力量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所以是一种“贬低人道主义”的理论建

构。针对这些指责，柯亨指出分析主义的这种社会形态演进的“技术

决定论”，没有否认人的主体能动性对历史发展的能动性，而是承认

“历史是人的能力发展的历史”。柯亨认为，之所以有学者将生产力作

为社会形态演进的首要推动性作用归结为“机械决定论”，是因为没有

重视在事实上和在马克思的理解中，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能力发展之

间的广泛的一致性。因此，柯亨从技术是人的主观能力的发展的结果

的角度，认为“一旦我们注意到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人类劳动能力的

增长，那么强调技术便失去了它贬低人道主义的假象。生产力的发展

是‘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进步，它是与‘人的发展’相谐并进的”。所

以，柯亨将生产力的发展归结于人的理性的发展，认为“人具有的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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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智及其程度使他能够改进他的处境”，因此，“理性的人知道如何满

足促使行动的需求”。所以，理性的人能够抓住和运用满足其不断增

长的需求手段，从而扩大了生产能力。可见，柯亨是在坚持客观的物质

生产力的基础之上来高扬人作为主体的地位，并将这种主体性置于客

观的物质生产力基础之上。由此，柯亨是在坚持了客体与主体相统一

的维度下，肯定了社会形态演进的生产力的绝对推动作用。

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重要代表乔恩·埃尔斯特不赞同柯

亨用功能主义的方法去分析社会形态演进动力问题，他反对将社会发

展的基本动力简单化为生产力推动，而是认为“生产力变化的速率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的解释中并不起作用”。通过分析

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埃尔斯特进而发现，社会形态的演进动力是多种要

素的合力使然，这摒弃了单一的生产力推动论或单一的阶级斗争推动

论，而是从主体智力的角度分析了社会形态的历史变迁是历史“合力”

作用的结果。

同乔恩·埃尔斯特一样，作为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威廉姆·

肖强调了生产力的社会形态演进的推动性动力，并得出马克思的社会

历史理论是“生产力动力学”。他强调：“尽管压迫阶级社会具有漫长

的历史和在资本主义下人们忍受了深刻的隔阂，但在马克思看来，生产

力依然是社会的物质再生产中人的力量，总的说来就是人的创造性。

而且，唯有生产力，即人的最基本的和独特的活动的产物，才能结出真

正的人类自由果实的种子。”但这并没有使威廉姆·肖否定主体因素，

相反，他通过强调生产力中人的知识、智力来解释生产力概念，从而强

调了社会发展动力中的主体要素，认为“生产力发展的整个历史就是

人与自然之间进化的辩证交往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发展的根

基存在于生产自身的本性中，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生产力之间关

系的必要调整中”。所以，廉姆·肖的“生产力”的概念是包括主体能

动性在内的一种综合性的概念，是主客统一的社会形态演进动力论。

总结以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动力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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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解释和“科学性”解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一百多

年来对于社会形态演进动力的认识分歧是与不同时期的社会情势密切

相关的———“第二国际”庸俗论者之所以把马克思解释为“经济决定

论”，是与当时的社会情势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试图从精神意识上号

召当时欧洲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的，这种决定论解释可以使无产阶级坚信社会历史向共产主义进发的

必然规律性，从而能产生革命的号召力；而伯恩斯坦修正论则是在 １９

世纪末 ２０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造成的阶级矛盾缓和的情况下，

革命意识逐步钝化的产物；而当斯大林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武器进

行意识形态灌输从而强化自己的统治之时，他就把马克思主义进行以

自我为中心的非客观解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背景则是对西欧

社会主义革命纷纷失败的历史事实以及“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进

行僵化的“经济决定论”、“共产国际”进行“历史决定论”的一种反驳；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面对工具理性对人的全面统治，尤其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法西斯主义对人的惨绝人寰的屠戮，马克思主义诸流派都在

进行一种深刻的哲学反思。此时马克思思想中的“人道”元素开始被

挖掘和提升，从而使马克思的“人道”思想一度被高度重视。

总之，一百多年来的论争史表明，从“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马克

思社会形态演进的“经济决定论”，到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推

动社会历史变迁的主体辩证法的强调。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多元

决定论”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从苏联的“历史决定论”到中国

改革开放过程中对“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论争。这些论争都彼此

胶着，相互争鸣，形成最宏阔的思想景观和学术场域。而从本质上讲，

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的这种作为主体价值性的能动性因素和一种科学

主义的规律性之间的张力，是一种能动与决定、物质与意识的纠结。这

也使马克思思想仿佛变成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使后来解释者根据自

己的需要，各取所需，盒子最后剩余的“希望”竟也被恩斯特·布洛赫

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站在解释学的角度上看，这也无可厚非，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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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交融和精神的碰撞，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在这种不断的交融和碰

撞中才得以绵延创新，以至保持其在各个时代背景下的“在场”与

活力。

（作者　 山东大学博士后，泰山学院思想政治

教育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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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文本阅读方法①

姚　 远

摘要：马克思从大学时代开始，便逐渐确立起一套特有的批判性文

本阅读方法。这套方法及其变形的版本，自始就奠定了马克思同其他

思想家的固有距离，尽管马克思曾经高扬或效仿这些人的思想或思想

元素，但从来不是他们亦步亦趋的门徒。这套文本阅读方法具体包括

四条，即剥离思想家的真正原则、分离形式和内容从而洞穿思辨哲学的

秘密、借助历史研究对制度和观念进行谱系定位以及透过最重要的时

代问题来审视理论的具体实践结果。

关键字：马克思　 文本阅读方法　 真正的原则　 思辨哲学的秘密

　 历史谱系学　 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从大学时代开始，便逐渐确立起一套特有的批判性文本阅

读方法。这套方法及其变形的版本，自始就奠定了马克思同其他思想

家的固有距离，首先是黑格尔（Ｈｅｇｅｌ），其次还有伊壁鸠鲁（Ｅｐｉｃｕｒｕｓ）、

布鲁诺·鲍威尔（Ｂｒｕｎｏ Ｂａｕｅｒ）、费尔巴哈（Ｌｕｄｗｉｇ 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亚里士

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斯密（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李嘉图（Ｄａｖｉｄ Ｒｉｃａｒｄｏ）等。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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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经高扬或效仿这些人的思想或思想元素，但从来不是他们亦

步亦趋的门徒。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青年马克思的文本阅读方法不够

重视，仅仅关心如何解释马克思的学说本身以及在批判黑格尔等人基

础上得出的教条性结论，这样做很容易断章取义，错误地判断马克思的

观念谱系和现实定位，也很容易想当然地以为马克思的思想呈现出某

种三阶段论的特征，即他先是彻底追随黑格尔，然后在费尔巴哈的反黑

格尔论调劝导下，摇身一变成为费尔巴哈主义者，最终实现黑格尔和费

尔巴哈的综合，提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① 套用马克思的

晚年自白来说，这套方法对每种既成的思想体系都从其“不断的运

动”，因而也是其“暂时性方面”进行理解，不对任何东西顶礼膜拜，“按

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②

一、剥离思想家的真正原则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虽然可以证明马克思在思维方式和具体观点

上，从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等人那里受益匪浅，马克思却很少直接引

证他们的著作，至于明确承认其正面成就和贡献的地方更是屈指可数。

假如把这归结于马克思性格的自负刻薄，以及向受众营造原创印象的

意图，则误解了马克思的文本阅读方法。马克思总是按照自己的立场

和问题对待文本，这种阅读自然有可能突破文本的原意，要求从思想家

的特定结论和作品初衷里剥离出真正的原则，但这却不该算作误读或

误解，而且在脱离原初语境运用所领会的成果时，显然既无需引证，亦

不便引证。甚至可以说，马克思当年纵然阅读了那些他所遗漏或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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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曾在正统马克思主义阵营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观点，参见［苏］拉宾：《论

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马哲译，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第 ９—１３ 页。
马克思大学时代同黑格尔以及黑格尔派的关系，参见姚远：《马克思 １８３７ 年柏
林法学计划的谱系与出路》，载《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２０１４年总第 ４８期。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２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９４页。



未闻的作品，也很可能不会改变自己汲取的精髓。① 这种批判性的阅

读、解释、建构方法，用哲学术语表示，即让“潜在”的东西发展为“现

实”的东西，或者说，将具备发展能力的真理萌芽兑现为成形的真理。

马克思一生的各个阶段，都经常贯彻这种阅读方法，以至于他可以

使看似全然无关的思想脉络和概念范畴，交汇于同一论题下。早在筹

划和撰写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

差别》的时候，马克思就提出，应把“每个体系的规定的动因和贯穿整

个体系的真正的精华”，与思想家本人心知肚明的相关阐述区分开来，

也就是说，把“像田鼠一样不声不响地前进的真正的哲学认识”，与“滔

滔不绝的、公开的、具有多种形式的现象学的主体意识”区分开来，后

者无非是“哲学论述的容器和动力”。② 他甚至提到，思想家本人未必

意识到自己的原则不充分，甚或没有充分理解自己的原则，而其研究者

应该从思想家本人心知肚明的东西里，洞察和挖掘其“内在的本质的

意识”，这样才能取得“知识的进步”。③ 马克思不仅把这种方法用于

处理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Ｄｅｍｏｃｒｉｔｕｓ）自然哲学的残篇，而且推而

广之。这可以从他 １８５８年 ５月 ３１日致拉萨尔（Ｆ．Ｌａｓｓａｌｌｅ）的信中得到

佐证，信中提到：这些古希腊思想在流传下来的残篇中“只是‘自在地’

存在，而不是作为自觉的体系存在”，博士论文正是将伊壁鸠鲁的潜在

体系从看似相互矛盾的文本中提取出来并发扬光大，这种方法是博士

论文得以确立历史处境关联的方法论基石；而另一方面，即使在体系化

的思想家那里，“他的体系的实际的内部结构”亦可能截然不同于“他

自觉地提出的体系所采用的形式”。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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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９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２年版，第 ５４０页。



到了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阶段，马克思依然关注黑格尔的

“不自觉的功绩”，并致信卢格（Ａｒｎｏｌｄ Ｒｕｇｅ）谈到：“理性向来就存在，

只是不总具有理性的形式”，批判者不妨从现存的意识形式中引申出

“它的应有和它的最终目的”。① 在书写《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

后期，马克思发现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和《信仰的本质》中的“人

类”概念相当于“社会”概念，于是兴致冲冲地告诉费尔巴哈：“您（我不

知道是否有意地）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该判断与《１８４４ 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本身一脉相承，其中称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

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② 然而，费尔巴哈的人类学本身，其实

并不能容纳马克思强调的“社会”或“社会关系”概念。众所周知，《关

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专门批判了这一点，说费尔巴哈假定存在

抽象的、孤立的个人，但“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

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 这种前后不一的态度，与其

说像有些学者认定的那样缘于马克思立场的转变和观点的成熟，不如

说因为马克思 １８４４年在表达自己的批判性阅读成果（以至于很多人把

这时的马克思误当作费尔巴哈主义者），而 １８４５ 年则在客观描绘费尔

巴哈的本意及其局限，以便提出自己的正面见解，后来的《德意志意识

形态·费尔巴哈》就是在接续 １８４５ 年的工作。再者，《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对待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方法亦有典型意义。马克思尤

其提到，《精神现象学》“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

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工过了。④ 甚

至到了 １８７３年，马克思还借着《〈资本论〉第二版跋》的机会，不厌其烦

地重申自己的文本阅读方法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适用：“辩证法在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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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３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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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

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①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也经常运用类似的方法，其相关论述有

助于我们进一步领会马克思的方法。恩格斯曾提出“原则”同“结论”的

区分，前者总是“不受拘束的和需要自由思想的”，后者往往是“受抑制

的，甚至是偏狭的”。② 他同样认为黑格尔辩证法“以其现有的形式”完

全无法使用，尽管如此，它毕竟是“一切现有逻辑材料中至少可以加以

利用的唯一材料”。③ 此外，恩格斯总是“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

切规则”来理解黑格尔本身，不囿于后者的个别论断，于是他才能同样

看到黑格尔的思维方法是彻底革命的，但其政治结论却极其温和，黑格

尔本人拘泥于体系的强制性结构，没有明确得出“他的方法必然要得

出的结论”，必须深入到体系内部发掘真正的瑰宝。④ 方法的这种一致

性，或许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形成终生合作关系的重要条件。⑤

二、分离形式和内容从而洞穿思辨哲学的秘密

马克思文本阅读方法的第二条，即分离逻辑形式和经验内容，尤其

针对黑格尔的思辨法哲学。如我们所知，黑格尔一再强调，《法哲学原

理》的阐述完全遵循《逻辑学》所展示的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高级辩证

法：“本书所关涉的是科学，而在科学中内容和形式在本质上是结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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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２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９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第 ３３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２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１２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２２２—２２５页。
科莱蒂认为，没有文本证据表明马克思也像恩格斯那样区分黑格尔的原则与

结论、方法与体系（参见 Ｌｕｃｉｏ Ｃｏｌｌｅｔｔｉ，“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Ｅａｒｌ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ｔｒａｎｓ．，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ｅ ａｎｄ Ｂｅｎｔｏｎ，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１９９２，ｐ．１３．）。这种观点
显然很成问题。



的”，具体说来，形式是作为概念认识的理性，内容是作为伦理现实和

自然现实之实体本质的理性，二者结为“哲学理念”。黑格尔的意思

是，形式和内容在法哲学中不仅严丝合缝，而且这种情况由理性的自相

同一性支撑起来，既不掺杂主观添附的任何成分，也不遵从实际的社会

历史经验。① 但马克思发觉，黑格尔法哲学并未完全兑现其形式—内

容同一性的承诺，在他那里“内容是现成的，而且存在于许许多多不是

这个内容的形式的形式之中”，与此同时，“应当作为内容的真正形式

的那种形式，却又没有现实内容来做自己的内容”。黑格尔总想书写

历史的连续性，希望从哲学上化解法国大革命制造的礼崩乐坏景象，他

总是根据新世界观解释旧世界观，于是导致时代错乱和不伦不类，黑格

尔法哲学之难以索解即部分根源于此：“旧世界观成了某种不幸的中

间物，它的形式不符合意义，意义也不符合形式，而且既不是形式获得

自己的意义并具有真正的形式，也不是意义获得形式并成为真正的意

义。”形式和内容的这种不相匹配，在马克思看来明显可见于黑格尔对

立法权中等级要素的构想。② 从另一角度看，既然黑格尔法哲学沾染了

杂糅新旧元素的混合主义色彩，既然立足于“巨大的历史感”，那么其中必

定到处渗透着有关现代世界经验内容的体认和刻画，尽管这些体认和刻画

被思辨结构包裹起来———黑格尔法哲学是时代状况的神学。因此不应简

单将它宣布为谬误而弃置一旁，“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

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③。

那么应当如何操作呢？马克思形象地将挽救方法称为“头足倒

置”，即从思想的发展回到世界历史发展，从思维过程回到现实事物。

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马克思弄清了“黑格尔晚期著作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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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１年版，第 ２—１３、３８—４０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７８、１０４、１１９、１２７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２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１２页；《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 ４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２２９页；［德］马克思：《１８４３年克罗茨纳赫摘
录笔记》，曾宪森、熊子文译，载《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１９８１年卷，第 １６页。



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观念论———现有经验在哲学上的分

解和恢复”，这就是“思辨结构的秘密”、黑格尔法哲学的认识论前提。

黑格尔运用思辨哲学的理性和语言，将日常生活中特殊的现实东西说

成虚幻的、非本质的，宣布它们只是真正本质或“实体”的单纯存在“样

态”。同时，为了将由此得到的抽象观念重新与现实经验亦即所谓“多

种多样的外观”连接起来，黑格尔又将这实体理解为主体或内在过程，

宣布实体不是“僵死的、无差别的、静止的”，而是“活生生的、自身有区

别的、能动的”，是现实事物的“总体”，作为“化身”的异彩纷呈的现实

世界构成“被有机地划分为各个环节的系列”，而其间的神秘联系确证

了理智本质逐渐自我实现的“必然性”。于是，黑格尔不仅把所有现实

事物全部消融于“统一体”，而且把它们再生出来，这样他就创造了“奇

迹”，从非现实的理智本质中创造了现实的自然事物，以至于每一次说

出某种存在物都在重复完成这样看似非凡的“创造行动”。①

如此解构黑格尔思辨哲学及其变种（鲍威尔所代表的“神圣家

族”），祛除蒙在实际经验上面神秘而深奥的蔽障，解放被禁锢、被压制

的新精神，这对长于思辨的德国人而言，尤其是如实面对现代世界的重

要条件。从思想史脉络上看，马克思如此关注知识的前提，试图重建理

性知识的真正体系———《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国民经济学的批

判，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德国哲学的批判，皆出于这种考虑②———

这在一定意义上延续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开辟的德国“批判”传统。

康德致力于检讨经验知识可能性背后的根基和结构，研究经验对象形

成中的先天意识要素，总而言之，他的“批判”是为知识和科学奠基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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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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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２ 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２、９３—９４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３１８ 页；《马克思恩格
斯文集》第 １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２７６—２８０页；Ｌｏｕｉｓ Ｄｕｐｒé，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
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Ｈａｒｃｏｕｒｔ，Ｂｒａｃｅ ＆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ｃ，１９６６。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批判国民经济学时，首先从作为前提的虚构原始
状态或假定状况出发，使之最终不得不陷入自相矛盾。《德意志意识形态》则

从德国历史观的虚假历史性出发，提出唯物史观。



法。康德曾这样表述《纯粹理性批判》的性质和功能：该书关乎方法，而

不是科学体系本身，但的确描述了后者的界限和内在结构，并从原则上

判定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及其根源和范围，这项工作旨在校正知识，

充当一切先天知识有无价值的试金石，但并不对知识本身加以扩展。马

克思同样认为，科学与批判是内在统一的，尽管他并不接受康德经由所

谓“认识论上的哥白尼革命”而得到的结果（“真理的构成论”），也不接

受康德批判的最终目的（即重建“彻底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大厦”）。①

至于马克思澄清黑格尔法哲学思辨结构的秘密，转而专注于法、社

会和国家的现实研究，将典型的生活关系纳入讨论框架，这种做法通常

被学界认为取法于费尔巴哈。１８４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马克思谈到费尔巴

哈的《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简称《临时纲要》），基本上表示赞

同，只是认为费尔巴哈“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而当今哲学

要成为真理，必须同时关注自然和国家。② 《临时纲要》的基本构思从

《基督教的本质》（１８４１ 年）一路延续下来，只是费尔巴哈思想的浓缩

版。按照费尔巴哈《评〈基督教的本质〉》（１８４２ 年 ２ 月）里面的说法，

他的宗教哲学决不是在解释黑格尔宗教哲学，而恰恰产生于反对黑格

尔宗教哲学的立场，并只有从这种反对立场出发才能被正确理解：“凡

是在黑格尔那里具有派生的、主观的、形式的意义的东西，在我这里却

具有原初的、客观的、本质的东西的意义。”③费尔巴哈最先揭露了黑格

尔体系的秘密，证明哲学是思辨的神秘的经验。他看到思辨是神学的

终极支柱，因此把反思辨神学的斗争推向反思辨哲学的斗争，终结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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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一版
序”第 ３—４页，“第二版序”第 １８、２５页，正文第 １９、８５、５０６—５０７页；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ｉｎ Ｋａｎｔ，Ｈｅｇｅｌ，ａｎｄ Ｍａｒｘ”，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ｖｉｅ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Ｖｏｌ ３０，１９８５，ｐｐ．１５－２１；恩格斯深知马克思在批判时素
来重视前提问题，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７ 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第 ３５１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７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５３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活动文献———同时代人之间的书信摘编（一）》，马哲

组译，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１９８３年第 ２辑，第 １５９页。



判了黑格尔，这就比在黑格尔思辨范围内部进行争论的施特劳斯

（Ｄａｖｉｄ Ｓｔｒａｕｓｓ）和鲍威尔更加高明。① 在这个过程中，费尔巴哈运用的

一项关键技术就是“改造性批判”（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其核心是主

语和谓语的置换，而马克思把这项技术原原本本继承下来，转用于费尔

巴哈有所预示但很少直接关注的法哲学批判。黑格尔哲学是思辨哲学

最发达、最科学的形式，既然黑格尔抵制“精神世界的无神论”，相信

“真正的哲学导向于神”，那么可以说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秘密在于神

学，亦即当时德国盛行的那种宗教哲学形式，它们都是颠倒的世界意

识。有鉴于此，要获得毫无遮蔽的纯正真理，只须“始终让谓语成为主

语，从而成为真正的对象和原则”。总而言之，据说马克思通过运用费

尔巴哈式的分析技术，才得以将黑格尔法哲学包裹着的经验内容从其

思辨框架中剥离出来，为进一步批判现存政治社会秩序奠定基础。②

不过，通常易被忽略的事实是，费尔巴哈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的联系并无直接的文本证据！相反，虽然马克思早在大学时代就对费

尔巴哈有所了解，但至少从 １８４２ 年初到 １８４３ 年，相对于费尔巴哈，马

克思显然更熟悉也更靠近卢格。１８４３年 ３月 １３日讨论《临时纲要》的

那封信就是写给卢格的，而卢格 ３ 月 １９ 日的回信表明，他们对费尔巴

哈的局限性看法一致，都赞成把费尔巴哈的方法扩展到政治法律研

究。③ 卢格的《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与我们时代的政治》（１８４２ 年 ８

月），已经先于马克思迈出这一步并对马克思有所启发，尽管相对于后

者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而言还是非常稚嫩的一步。卢格指出，黑格

尔的《法哲学原理》以上帝般的恬静心态，秉持片面理论性的而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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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 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２６４、２９５、３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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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奥马利：《卡尔·马克思的方法论》，姚远译，载《金陵法律评论》２０１２
年春季卷；［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１ 年
版，“序言”第 ４、１３页。
参见［苏］拉宾：《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马哲译，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第 １４８页。



性的立场，执着于事物的理性方面从而缺乏实践动力。我们不可能从

脱离历史的绝对意义上把握国家，在思辨逻辑那里没有实存可言，这种

逻辑不适于理解一定的国家制度。黑格尔把政治法律制度一味解释为

逻辑必然，而问题原本在于把政法制度作为历史产物确立起来，作为历

史实存予以批判。科学不应遁入逻辑，而应走向历史，甚至连逻辑本身

也要被拉进历史。① 这些观点要求我们重新审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的方法来源问题，进一步反思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思想关系。

三、借助历史研究对制度和观念进行谱系定位

众所周知，马克思始终看重历史研究，不仅在哲学层面审视思辨法

哲学，更进一步诉求历史事实进行佐证，以便让法和国家的理论研究接

受哲学和历史的双重领导，最终形成合乎历史本身的思想方法（即唯

物史观）。马克思通过研读充斥着历史要素的《法哲学原理》，已经习

得丰富的历史知识，但这些历史要素不仅被思辨结构包裹着，而且不足

以实际动摇黑格尔法哲学本身。为了从谱系上精确定位黑格尔法哲学

的诸多制度和观念，以及为了借此机会更好地反思现代国家固有的困

境，马克思展开了独立而系统的历史研究，其直接结果是产生了五册

《克罗茨纳赫笔记》（１８４３ 年 ７—８ 月）。这些精挑细选的著作大都是

对法、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历史有独到研究的作品。马克思本人将这批

摘录笔记简称为“历史—政治的笔记”、“法国史笔记”和“德国政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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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史纲要”。① 马克思希望探讨现代国家理论和社会理论同现代历史之

间的内在联系，不是单纯怀着国别史的兴趣，而是关注“现代国家与民族

发展中的宪法的、行政的和社会的历史诸方面，也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

会的和资产阶级政治的产生和本质”，这尤其表现在时而出现的索引和

评注中。马克思不是简单地堆积历史事实，而是秉持着特定的问题意

识。总的来说，《克罗茨纳赫笔记》关注三大问题，即所有制问题、阶级问

题和国家法问题。这番历史研究又以法国大革命作为主线，《克罗茨纳

赫笔记》的摘录作品大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这场大革命的前提、进程和

结果。马克思把法国大革命称为“现代国家起源的历史”。② 我们有理

由认为，以《克罗茨纳赫笔记》为代表的前前后后一系列时而紧凑时而零

散的历史研究，促使马克思初步形成了社会历史类型学，这种社会历史

类型学反过来强有力地支撑着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诸要素的谱系定

位和性质判断，同时也成为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原则的直接历史根据。

马克思将历史上实际出现过的社会形态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古代、

中世纪和现代，它们既是历史的范畴，也是分析的范畴。它们各自的描

述和规定性，需要我们小心翼翼地从马克思的字里行间抽取。

（一）古代

在马克思那里，一如在黑格尔那里，古代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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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６８页；［苏］拉宾：《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马哲译，人民出版
社 １９８１年版，第 １６８—１７７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８８—１０２页。奥马利猜想，《克罗茨纳赫笔记》得益于萨维尼和费尔巴
哈的“历史—发生学”分析技术，参见［美］奥马利：《卡尔·马克思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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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维尼还是费尔巴哈都不关心现实的历史。



史类型，它以古希腊城邦为表率。马克思在分析古代社会时，经常将其

与所谓的东方国家或亚洲君主专制国家等效处理，其基本特点，套用马

克思的话来说，即“还没有一种与现实的物质国家或人民生活的其他内

容不相同的政治制度”，“政治国家还没有表现为物质国家的形式”。比

如，在古希腊城邦，“ｒ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即公共事务）是市民的现实私事、现实内

容，政治国家是“市民的生活和意志的真正的唯一的内容”。有鉴于此，古

代社会及其思想捍卫者，往往一味强化伦理纲常和国家权威，对主观特殊

性采取敌视和压制的态度，把它作为社会秩序的腐蚀力量。在这类国家，

作为私人生产生活的市民社会还没脱离古代父权制的家庭生活，只是政治

社会的奴隶，现代意义上的亦即黑格尔所描述的市民社会尚未形成。①

（二）中世纪

按照马克思的提法，中世纪亦即封建制或日耳曼时代，是法国大革

命、更一般地说是政治解放和政治革命的历史前提和实际对象，同时在

一定意义上也是黑格尔的某些制度设计和威廉四世“基督教国家”观

念的仿效样板，是德国政治浪漫派的基本历史尺度。就理解马克思对

黑格尔法哲学、对德国现状、对法国大革命、对政治解放的批判而言，中

世纪的形象比古代的形象更为关键。中世纪被视为“过时的、腐朽的

秩序”，总的来看，可将其状况表述为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同一性的顶

峰，即“市民社会的等级和政治意义上的等级是同一的，因为市民社会

就是政治社会”，那时，各等级的全部存在都是政治存在、国家存在，即

便立法活动也只是它们“那普遍的政治意义和政治效能的特殊表现”。

不过，这种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同一性，或者说市民社会的直接政治

性，还是从封建意义上讲的，即公域和私域混合起来，法的一切形式

“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混合的、二元的、二重的”。在这里，如占有、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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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技艺和方式等市民生活的要素，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

的形式上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这种立足于农奴制的中世纪国家，

固然把人作为自己的现实原则，但这是“不自由的人”，“中世纪是不自

由的民主制”，它以奴役为普遍准绳。这里我们不禁回想起《关于林木

盗窃法的辩论》里的一段经典评价：“不自由的世界要求不自由的法，

因为这种动物的法是不自由的体现，而人类的法是自由的体现。封建

制度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是精神的动物王国，是被分裂的人类世

界。”①与此同时，中世纪又是“实现了非理性的时代”，它埋葬一切普

遍的精神需要，日耳曼的精神与基督教的精神以奇特的方式交融在一

起，形成“基督教日耳曼国家”。不过，表面上结合起来的政治原则同

宗教原则，由于彼此固有的矛盾，难以始终保持和睦，最终不得不动摇

国家本身的力量。所谓基督教国家，只不过是“非国家”，是“不完善的

国家”，“是基督教对国家的否定，但决不是基督教的政治实现”，一言

以蔽之，“由于自己固有的意识，正式的基督教国家是个不可实现的应

有”。② 中世纪后期盛行着同业公会制度，它是“社会中的特殊社会”，

是“市民社会的特殊集团”，是“国家中一个特殊的、封闭的社团”，是人

民同自己共同体相分离、同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相排斥的一种表现。总

而言之，由于市民社会各项生活机能和生活条件的介入，由于中世纪市

民社会固有的等级结构以及城市中盛行的同业公会制度，个体同国家

整体相隔阂，个体的特定市民社会和地位变成其普遍的活动和地位。

因此，中世纪不存在作为有机体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被统治者据为己

有而与人民相异化，政治精神“似乎被分散、分解、溶化在封建社会各

个死巷里”。等级的特权代替法而成为横行无忌的通则，成为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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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立法权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化的，它们可在彼此之间以及同政

府达成协议，它们要求“把自己的特殊性变成整体的决定性权力”，要

求成为高于普遍东西、高于国家整体的特殊东西的力量。鉴于等级制

度和同业公会制度基于“社会内部的分离”，并使得人与自己的普遍本

质相分离，从而像动物那样与自己的规定性变得直接一致，马克思轻蔑

地将中世纪称为“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人类动物学”。① 中世纪等

级制度的关键角色非世袭土地贵族莫属，而贵族身份之延续仰赖地

产的长子继承权，土地所有制及束缚其上的农奴劳动是中世纪的一

种主要所有制形式。当时的地产通常不许买卖，不受占有者本人的

任意摆布，是世代相传中真正固定不变的东西，发展为凌驾于人的异

化力量。在中世纪日耳曼各民族那里出现了“私有财产的国家制

度”，私有财产是“普遍的范畴”、“普遍的国家纽带”，各种特权表现

为私有财产的形式，私有财产是特权的“类定在”，甚至王权也是私

有财产的权力。②

（三）现代

马克思所谈论的现代，特指 １７、１８ 世纪以来资产阶级主导建立的

国家，当时“最完善的例子”是美国，另外还包括法国和英国，至于德

国，因为威廉四世致力于落实观念中的基督教国家，可以说介于中世纪

国家和现代国家之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当时德国各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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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糅了现代政治世界的文明缺陷以及旧制度的野蛮缺陷。① 我们不妨

把马克思对现代国家状况的诊断归纳为：抽象政治国家与抽象市民社

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相互适应、虚幻统一和现实分离，这体现出政

治革命或政治解放的力量和限度。现代国家是政治革命、政治解放的

主要成果，也是黑格尔法哲学致力于回应和弥补的东西，是在中世纪的

基督教日耳曼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青年马克思之所以特别关注

法国大革命，《克罗茨纳赫笔记》之所以围绕着法国大革命展开，也是

为了弄清“现代国家起源的历史”。“只有法国大革命才完成了从政治

等级到社会等级的转变过程，或者说，使市民社会的等级差别完全变成

了社会差别，即在政治生活中没有意义的私人生活的差别。这样就完

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会的分离。”②抽象政治国家，以及与之相对的

抽象市民社会，都是现代的产物。在现代，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就是抽象

政治国家，因此，在现代问题的语境下讨论时，国家主要是抽象政治国

家。不过，马克思在批判国家的一切既有的现实形态和观念形态时，所

展望的理想国家或理想社会则恰恰有别于抽象的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

在现代，“国家、法律、国家制度是统治的东西，却并没有真正在统治，就

是说，并没有物质地贯穿于其他非政治领域的内容”。人民生活同国家

生活的这种“抽象的反思的对立性”，是现代特有的现象。不过，抽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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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也彼此紧紧依存，因为抽象事物“不是作为一种独

立的东西而具有意义，而是作为从某种他物中得出的抽象并且仅仅是作

为这样一种抽象才具有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就不难发现：“政治革命是

市民社会的革命”，“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得到解放，甚

至是从一种普遍内容的假象中得到解放”，政治国家的设立和市民社会

朝向独立个体的分解是一并实现的，一言以蔽之，“国家的观念论的完成

同时就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此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

言》所谓“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当代政治的普遍障碍”、“对中世纪的

部分胜利”，而《论犹太人问题》也首先批判鲍威尔止步于政治解放、现代

国家（这同时也是马克思对启蒙运动思想局限性的批判）。①

四、透过最重要的时代问题来

审视理论的具体实践结果

马克思在阅读文本的时候，总是围绕着最重要的时代问题，考察思

想家在其理论框架内给出的回应和阐述，审视特定思想的具体实践结

果，揭露其中可能隐蔽着的时代错乱和非批判性，以便把对德国（乃至

整个欧美）现状的间接批判和直接批判结合起来，为全景式地分析现

代世界做准备，不仅反击旧制度在威廉四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ＩＶ）统治下德国

的种种苟延残喘，同时也警惕现代国家不容忽视的新危机。马克思

（至少在青年时代）挑选出来的重大现实议题，包括立宪君主制、理性

的自由与政治的自由、宗教与国家、法国大革命和英国产业革命、世袭

贵族长子继承权与地产状况、等级制度和阶级分化、等级会议和代议

制、同业公会、民主制和人民主权、市民社会状况与国民经济学、市民生

活与政治生活的关系、人权和公民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与财产

１９１

马克思的文本阅读方法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４１—４３、９１、１０２、
１１１、１６８、１８６—１８８、２０７、２１０、２１４页。



权、无产者的生存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人的异化等等。在他看

来，真正的批判首先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是时代迫切要求应

对的实际问题，是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理性的问题，具体来说就

是为捍卫和弘扬整个人类福祉而遇到的问题。不仅联系实际状况来批

判文本中的矛盾，而且联系文本来批判实际状况中的矛盾———“批判”

的这种双面要求亦即思想与现实的这种互动关系的要害，就是提纲挈

领的问题意识，就是把被遮蔽的本质问题重新开放出来并加以理性剖

析。可见，马克思力主“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

件加以阐明和发挥”，拒绝“坐在抽象概念的安乐椅上”指手划脚，这使

他的思想既有别于“不需要提出问题”的黑格尔辩证法，也与“神圣家

族”那种同样冠以“批判”之名的观念划清界线。① 马克思能够这样

做，自然与他投身于《莱茵报》的事业分不开。

众所周知，“批判”是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招

牌观念，然而，后来柏林“自由人”（亦即“神圣家族”）误入歧途，把“批

判”化为某种超验存在物，化为“妄自尊大的唯灵论”。他们认为理论

批判的需要是唯一现实的需要，而对实践的需要不屑一顾。他们认为

自我意识是人唯一的本质。他们认为具有情感或情欲是罪大恶极，

“批判家”应是冷酷的哲人。② 相反，马克思始终极其看重人的“激情”

和“意志”，看重哲学同尘世或世界的内在联系，看重理论的实践力量

和生命力量，这些是环环相扣的。若不强调激情和意志，单纯把它吸纳

进作为思维的“现代国家之历史—道德现实的自我意识”，就没有实践

感，没有政治斗争的观念，更不可能催生出实实在在的而非想象中的无

产阶级（而非贵族的或精英的）革命。③ 马克思早在博士论文里就借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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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鸠鲁和普罗米修斯之口，展示哲学有一颗“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

的心脏”，并“痛恨”所有神袛。《〈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重申，他

的批判是“搏斗式的”，“主要情感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社会各领

域的无形压力和沉闷情绪，揭露居德国统治地位的“卑劣”政治制度，

要求“公开耻辱，从而使耻辱更加耻辱”，要让德国人对自己的处境“大

吃一惊”，以便激起反抗和革命的“勇气”。任何阶级要致力于社会的

普遍解放，务必在自身和群众中激起“瞬间的狂热”，并在这一瞬间成

为“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革命阶级必须有“坚毅、尖锐、胆识、

无情”等品格，必须有等同于人民魂魄的“开阔胸怀”，必须有“革命的

大无畏精神”，抵制德国盛行的狭隘道德和忠诚。① 在激情的推动下，

或者说以意志的形式，哲学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尘世现实，这是

一条心理学定律。于是，“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变成转向外部的吞噬

一切的火焰”，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变成“世界公民”，由此产生“世

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的双向运动。而这种双向运动，有助于

看清作为自己时代精神精华的思想的“内在规定性和世界历史性”，并为

马克思同时超越“实践政治派”和“理论政治派”的诉求打下基础。②

与此相关，马克思在批判地考察一种思想体系时，首先，不单纯依

据该体系所宣称的原则，而是进一步看它的实践转化结果，也就是说，

在马克思看来，理论的实现本身是理论的固有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

讲，“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而理论的实践结果可能看起来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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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马克思的见解有时比较复杂而混乱，但他一直在论证，正确的批判哲学

应该在双重关系上跟世界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哲学应设法变革世界；另一方

面，它自己的本性和它所关切的问题使它不仅是它本身抽象发展的产物，而且

也是它同世界的关系的产物。”参见［澳］约翰森：《青年马克思的哲学和革

命》，许其增译，载《哲学译丛》１９８５年第 １期。



理论明确提倡的原则，这一点往往被人所忽视。比如，德谟克利特是怀

疑论者，把感性世界看成主观假象，却实际转为到处看到必然性、注重

自然科学和实证知识的经验论者；伊壁鸠鲁是独断论者，把感性世界看

成客观现象，却实际转为到处看到偶然性、轻视经验、在哲学沉思中感

到满足的理性论者；享乐哲学在缺乏实现条件时，却实际转为某种道德

说教和禁欲主义的举动。马克思考察时关注一套理论的原则与其具体

结果之间的内部矛盾。原则本身往往是单纯形式的、潜在的、非现实

的、有待实现的东西，同一原则可能导出截然相反的规定性，原则的理

据和真正解释在于它的具体结果，某一理论真正奉行的原则需要借助

于具体结果重构出来，这样才能充分理解原则。比如，从黑格尔的理性

与现实同一性命题，既可以得出极其险恶的保守结果，也可以得出激烈

反权威的革命结果；同样从原子和虚空出发，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在

自我意识的自由问题上有天渊之别。①

可见，马克思在方法上超越了纯粹的学者型启蒙，这使他有可能实

际参与和推动政治和社会的变革，拒不接受单纯的实证事物或现状。

但无论是拘泥于认识论证成的康德，还是将康德哲学历史化的黑格尔，

抑或片面发展黑格尔体系中费希特元素以致成为“批判的批判”的鲍

威尔，都不免停留在纯思想的限度内。康德以后的书斋型启蒙，显然与

德国学者特有的文化教养意识关系紧密，而近代大学和路德宗教改革

则为这种片面的文化教养意识提供了舞台。② 柏林时期的马克思，本

来同样打算获取博士学位后进入波恩大学任教，跻身学者行列。③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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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经历了一系列现实变故和内在精神发展之后，马克思逐步成长为

自由和民权的斗士、反普鲁士官方权威的民主主义者乃至伟大的革命

家。他用尽毕生心血揭露现状中不合理的东西（包括旧制度及其当代

残余、现代世界及其固有的非人性的方面），立足某种正义观进行道德

谴责，并以引领无产阶级实施政治—社会变革为己任。实际上，这些都

是马克思科学著作的固有维度，是提出自己所持进步见解的必要铺

垫。① 马克思要求理论研究始终抱有鲜明的实践旨趣，把理论和实践、

教育和革命、哲思和激情、头脑和心脏、精神武器和物质武器、批判的武

器和武器的批判、哲学家和无产阶级统一起来，拒绝袖手旁观的姿态，

对理论的结论及其实践效果保持清醒的认识，由此彻底扭转了德国古

典哲学传统，把德国的哲学造诣同法国的政治成就、英国的社会发展有

机整合起来。一言以蔽之，“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

题在于改变世界”。②

（作者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法治

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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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奥尔曼论内在关系哲学①

曾 德 华

摘要：美国学者奥尔曼对马克思辩证方法的解读虽然为他赢得了

广泛赞誉，但同时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无论是积极正面的评价，还是

相反的批评意见，都和奥尔曼关于马克思是否持有一种内在关系哲学

的讨论有着本质的关联。因此，我们有必要系统考察奥尔曼关于内在

关系哲学的基本观点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各种结论。对于奥尔曼来

说，内在关系哲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马克思辩证

方法的核心支柱。只有从社会现实的立场出发，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

内在关系哲学以及正确认识和评价奥尔曼的新思想。

关键词：奥尔曼　 内在关系哲学　 马克思　 辩证方法　 社会现实

自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美国学者伯特尔·奥尔曼（Ｂｅｒｔｅｌｌ Ｏｌｌ

ｍａｎ）教授一直致力于对马克思的辩证方法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十分

丰硕的理论成果。在奥尔曼看来，尽管我们特别注重对马克思辩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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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研究，并把对它的坚持看作“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但始

终没有揭示出这一方法究竟该如何运用于分析实际问题。为此，奥尔

曼提出了对马克思辩证方法解读的新方案，把内在关系哲学和抽象过

程确立为两大基本支柱。其中，内在关系哲学又显得更为关键而且重

要，它是整个解读方案的核心。从国内外学者关于奥尔曼的研究文献

来看，他们大多对奥尔曼关于马克思辩证方法的解读给予了高度评价，

但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内在关系哲学对这一阐释方案的极端重要性，结

果使我们既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奥尔曼的新思想，也不能通过马克思

的辩证方法找到重新发现社会现实的具体途径。所以，我们有必要对

奥尔曼关于内在关系哲学的观点和结论进行系统考察，以求在它和马

克思的辩证方法之间建立起本质而且重要的联系。

一、奥尔曼对马克思辩证方法的解读

奥尔曼在美国被认为是研究马克思辩证方法的主要权威，他在该

领域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１）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究竟是什么？或

者说包括哪些内容；（２）马克思又是如何运用他的辩证方法的？（３）我

们应该怎样把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更有效地运用于今天的资本主义？这

三个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是相互联系的，顺序也不能颠倒，但如

果第一个方面出了问题，第二个方面和第三个方面都会跟着出现状况。

关于这一点，奥尔曼的全部文本都可以提供证明。从国内外学者的有

关文献来看，奥尔曼的主要特色在于第一个方面，即认为内在关系哲学

和抽象过程构成了马克思辩证方法的两大基本支柱，但其影响却集中

在第二个方面和第三个方面。比如，奥尔曼在解释马克思对语言的独

特使用方面是卓有成效的，以及他本人也把马克思的方法成功地运用

到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辩证分析中去。虽说我们不应该忽视或者只关注

其中任何一个方面，但必须首先关注第一个方面的内容。

事实上，学术界关于奥尔曼的争论也主要体现在第一个方面，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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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者对奥尔曼关于马克思是否持有一种内在关系哲学的讨论提出了

批评意见，大致分为两种观点：（１）奥尔曼夸大了内在关系哲学在重构

马克思辩证方法中的重要作用，①他把内在关系哲学作为马克思辩证

方法的核心是有问题的；②（２）奥尔曼对内在关系哲学的解释带有浓厚

的黑格尔主义性质，③他没有把内在关系哲学贯彻到底，马克思辩证方

法的本体论基础存在缺陷。④ 除此之外，学者们还指责奥尔曼关于马

克思抽象过程的理解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以及未能摆正“人”在马克

思辩证方法体系中的位置，结果重新回到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水平等。然而，这些指责都是依附于他们关于奥尔曼内在关系哲学的

批评意见的。因此，只要对奥尔曼关于内在关系哲学的基本观点以及

由此引申出来的各种结论进行全面的梳理和系统的考察，我们就能够

正确认识和评价奥尔曼关于马克思辩证方法解读的新思想，同时对围

绕内在关系哲学等问题展开的各种批评意见给予恰当的回应。

奥尔曼对内在关系哲学的发现和利用是和他对马克思辩证方法的

解读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当代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奥尔曼

最主要的贡献就在于他对马克思辩证方法的解读。马克思主义诞生以

后，关于马克思究竟说了什么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列宁甚至说：

“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⑤究其原因，

一般认为是马克思对语言的独特使用，但也和人们对马克思的研究对

象认识不清有关。结果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与之相应的研

究领域也成了一个战场。奥尔曼注意到，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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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涉到马克思的辩证方法这个哲学主题。因此，奥尔曼把马克思的辩

证方法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奥尔曼看来，马克思之所以能够从资

本主义的现在中发现共产主义的未来，并同时构造出一种资本主义批

判理论和与之相应的革命实践，这主要是因为他的辩证方法。① 诚然，

在研究资本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对辩证方法进行了极具创造性的发

挥，但他本人最终未能写出属于自己的方法论专著。所以，我们只能在

分析他的有关著作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辩证方法进行重构。正是在研

读马克思的重要文本并且尝试对他的语言实践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奥

尔曼终于发现了内在关系哲学。

奥尔曼认识到，内在关系哲学有自己的思想谱系。在《辩证法的

舞蹈》一书中，奥尔曼明确指出，内在关系哲学是从古希腊哲学家巴门

尼德开始的，并在近代哲学家斯宾诺莎那里首次获得显著地位。德国

哲学家莱布尼茨进一步发展了内在关系哲学。黑格尔第一个阐明了内

在关系哲学的主要含义并构造出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② 奥尔曼进一

步指出，马克思继承和分享了内在关系哲学的思想传统。按照奥尔曼

的说法，内在关系哲学构成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学术联系的重要环节。

在所有关于马克思辩证方法的作品中，内在关系哲学却很少受到注意，

即便是探讨马克思与黑格尔学术关系的著作，也没有相应的论述。马

克思的几位主要的阐释者，比如卢卡奇、萨特、列斐伏尔、科西克、戈德

曼和马尔库塞等人，虽然认识到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拒绝中并

不包含内在关系哲学，但没有一个人通过内在关系哲学来阐释马克思

的辩证方法。奥尔曼是把内在关系哲学与马克思辩证方法联系起来的

第一人。

为了有可能利用内在关系哲学解释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奥尔曼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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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为马克思持有一种内在关系哲学提供证明。从奥尔曼的理论生涯

来看，他似乎一直在进行这种努力。奥尔曼从文本、逻辑和历史等多个

方面为我们提供了马克思持有一种内在关系哲学的具体理由。（１）奥

尔曼自称是马克思的思想的考古学家，①他对马克思的全部作品以及

有关的研究作品非常熟悉，②这使他有可能根据马克思的文本为内在

关系哲学提供充分的证明；③（２）反过来说，如果否定马克思持有一种

内在关系哲学，那么，马克思的很多话就不能得到正确理解，甚至会显

得有点多余和不必要；④（３）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内在关系哲学的主

要代表人物，特别是黑格尔，对马克思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马克思

在表述自己的思想时，尽管很少提到内在关系哲学，但经常保持着与这

一思想传统之间的联系。⑤ 此外，内在关系哲学从根本上杜绝了经济

决定论的解释路向。

以此为基础，奥尔曼提出了对马克思辩证方法解读的新方案，他把

内在关系哲学和抽象过程确立为两大基本支柱。其中，内在关系哲学

又显得更为关键而且重要，它是整个解读方案的核心。奥尔曼说：“在

我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用‘两条

腿走路’的：内在关系和抽象过程。”⑥这句话生动地说明了马克思辩证

方法的理论旨趣和实现途径，同时也反映了奥尔曼阐释马克思辩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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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重点和成就。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Ｍａｒｋ Ｌ．Ｗａｒｄｅｌｌ教授认为我们首

先应该搞清楚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到底涉及哪些内容。① 在这方面，加

州大学 Ｐｈｉｌｉｐ Ｊ．Ｋａｉｎ教授为我们提供了思路：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发端

于《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最终在《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得以制定出来，并立即在《资本论》中得到了运

用。② 奥尔曼特别重视上述文本，并根据这些文本提出了对马克思辩

证方法的三重理解。这实际上回答了马克思辩证方法究竟是什么的问

题，为奥尔曼进一步考察马克思是如何运用他的辩证方法的等问题奠

定了基础。

奥尔曼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不仅是一种世界观，从而具有一定

的本体论意义，而且还包括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等方面的内容。③

从世界观的方面来说，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不仅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而

且还要求我们知道自己是谁，并在我们和世界之间建立有机联系。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对这个世界真正有所理解。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

既然这个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它是由种种

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那么我们又该研究什么？以

及从哪里开始呢？奥尔曼认为，马克思是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作为

自己的研究主题的，而他的辩证方法主要探究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中

的各种关系和历史过程。至于研究顺序，按照奥尔曼的说法，马克思先

把研究对象理解为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再去研究整体内部的各个部

分，最后追溯这个整体的历史前提和发展趋势。这种研究方法就是

“先系统后历史”的方法。④ 从叙述方法的角度来讲，马克思辩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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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任务是把在资本主义语境中发现的各种关系传递给他的读者。

为此，马克思需要组织好研究材料，并选择合适的术语。这就要求我

们一方面贯彻真正历史的原则，即把最为重要的方面作为整个叙述

的逻辑起点，并找出具有本质重要性的所有实体性要素，另一方面则

要把一定历史时期各种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合乎逻辑地表述出来。

在术语的选择上，马克思经常会使用同一个术语表达不同的实体性

要素，或者采用不同的术语来表达同一个实体性要素，这些也体现出

马克思对辩证方法的独特运用。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具有

三重意蕴。

奥尔曼对马克思辩证方法的解读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完整的，而且

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为他赢得了广泛赞誉，但同时也引起了很大的争

议。无论是积极正面的评价，还是相反的批评意见，都和内在关系哲学

的讨论有着本质的关联。鉴于国内外学者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内在关系

哲学对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及其具体运用的极端重要性，我们有必要阐

明内在关系哲学与马克思辩证方法之间的本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正

确认识和评价奥尔曼的新思想，以便通过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找到重新

发现社会现实的具体途径。

二、内在关系哲学的基本观点和结论

奥尔曼不仅回答了“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是什么”的问题，而且还阐

明了“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为什么”的问题。奥尔曼认为，马克思的学术

关注点是资本主义，毋宁说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方法主要被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起

源、运动过程和发展趋势。奥尔曼虽然把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作为自己

的研究对象，但其最终目的却是以社会现实为基本方向的。奥尔曼指

出，如果没有辩证方法的帮助，马克思不可能真正理解资本主义；如果

我们对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缺少牢固的把握，也就不能进一步发展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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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认识。① 在奥尔曼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之所以如此重

要，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它把社会现实作为自己的理论目标。

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在哲学上有着非常重要的

本质关联。这并不是说，它们作为各自哲学的具体化纲领，在内容和路

径上都是一致的。毋宁说，二者均以社会现实为理论上的目标。马克

思之所以唯独从黑格尔的体系中拯救出他的辩证方法，也是因为这个

方法是以社会现实为其理论旨趣的。如果说马克思还对黑格尔的辩证

方法进行过批判和改造，那只是说明后者的神秘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遮

蔽了社会现实。卢卡奇是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做出过重要解释的

哲学家，他对马克思辩证方法的解读不仅指明了这一方法与黑格尔哲

学的内在联系，而且还阐发了它的理论目标。卢卡奇说：“辩证的……

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②这里的方向就

是社会现实。卢卡奇指出：“对辩证方法说来，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

实。”③卢卡奇甚至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实际上是能够在思维中再

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④ 也就是说，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在理论上

是以社会现实为目标的。我国系统研究奥尔曼的第一位学者田世锭博

士是知道这一点的，他指出奥尔曼和卢卡奇共通的地方在于他们都认

为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在本质上是一条通向现实的道路。⑤

正是在这里，我们要重提内在关系哲学对于马克思辩证方法的重

要性，也正是由于这种重要性，奥尔曼把内在关系哲学确立为马克思辩

证方法的基本支柱。对于奥尔曼来说，正确认识当今资本主义是一个

生死攸关的问题。苏联解体以后，许多社会主义者甚至怀疑任何一种

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更不用说共产主义了。奥尔曼把这种对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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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失望和恐惧描述为“未来的羞怯”（ｆｕｔｕｒｅ

ｓｈｙｎｅｓｓ）。① 因此，揭示并切中当今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构成一项紧迫

而且重要的课题。在博士论文《异化》这本书中，奥尔曼引入内在关系

哲学主要是为了正确理解马克思的人性概念和异化理论，并且取得了

成功。在随后的几本书中，奥尔曼则尝试通过内在关系哲学使马克思

的辩证方法变得更加系统和清晰，在增强其学术性的同时使它变得易

于实行。这就极大地方便了人们把马克思的辩证方法运用于资本主义

的现实生活，内在关系哲学本身也获得了更大的理论空间。事实上，正

是由于马克思和黑格尔分享着同样的哲学传统，他们才能在社会现实

的发现方面建立起最为本质也最为切近的学术联系。

奥尔曼指出，内在关系哲学是社会现实得以构成并被理解的重要

思想基础。从黑格尔开始，社会现实开始成为哲学的主题。一方面，黑

格尔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为探讨这样一个主题提供了物质条件；另一

方面，内在关系哲学由于已经发展到成熟形态，又为我们在观念上探讨

社会现实提供了思想基础。尽管奥尔曼对内在关系哲学做过简要的说

明，并详细谈到了两种关系概念，但始终没有为内在关系哲学提供一个

准确的定义。因此，我们只能根据他的主要文本梳理出内在关系哲学

的基本观点：（１）任何整体都是其组成部分的总和，但被称为“部分”的

始终是一个关系结构，而关系则是构成事物的最小单位；（２）从横向结

构来看，在一个整体内部，任何事物与其他事物乃至进入到该整体内部

的所有事物之间的关系构成该事物是什么的一部分；（３）从纵向结构

来看，对于单个事物来说，它的历史前提和发展趋势是该事物本身的一

部分，在其发展的每一阶段上，事物本身都能作为思考其所属整体的一

个视角发挥作用。不难看出，内在关系哲学处理的是整体和部分之间

的关系。在思想史上，内在关系哲学传统的内部差异主要是关于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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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部分各自含义有理解上的不同，而这直接关系到有关哲学家理论目

标的实现。

从内在关系哲学出发，我们可以很方便地规定社会现实概念的基

本含义。从空间的维度来看，社会现实表现为一种系统关系，即我们要

把事物所属的系统背景———其中包括事物内部诸关系和诸事物之间关

系两种形式———理解为事物本身的构成要素。从时间的维度来说，社

会现实又表现为一种历史关系，即我们要把任何事物的形成过程以及

可能的将来纳入到对该事物的理解中去，并作为它本身的组成部分。

总而言之，社会现实是由系统关系和历史关系两个部分构成的，对于前

者，我们需要阐明事物的本质性一度；对于后者，我们需要揭示事物的

历史性一度，二者缺一不可。根据这个概念，任何事物的本质和重要性

都是通过和其它事物之间存在某种关系显现出来的。不仅如此，按照

奥尔曼的说法，事物也只有通过与包括具有一定物理和社会特性的人

在内的其他事物的时空联系才能产生和发挥作用。① 进一步说，世界

不仅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也不是离散事物的综合体，而是事物内部

以及事物之间关系的聚合体。正是由于内在关系哲学对于我们重构社

会现实概念具有重要作用，我们才把它看作马克思辩证方法的首要

支柱。

内在关系哲学不仅是我们观察世界的一种基本理论工具，而且也

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奥尔曼主张内在关系哲学更多地是一门观念

重构的艺术，即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社会现实的方法论。他说：“内在

关系哲学是一个观念问题而不是一个事实问题。”②如果从事实层面来

看，我们并不能在经验领域直接洞见事物及其属性相互之间的各种内

在关系，但我们可以通过内在关系哲学在经验世界中探究和表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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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内在关系哲学的方法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１）从研究

方法来说，内在关系哲学使我们一开始就追问事物为什么看起来显得

有如静止一般，以及它们为什么会呈现出一种彼此分离的特征。内在

关系哲学要求我们扩展关于任何事物的观念，在探求一事物何以结束

和另一事物何以开始的同时，不断揭示有关事物所属更大的背景或系

统及其内部所包含的各种关系。此外，对现在的认识是与对于过去和

未来的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奥尔曼主张采用逆向研究历史的方

法，以便把事物的形成过程和发展趋势作为它们是什么的一部分。

（２）从叙述方法来说，内在关系哲学要求我们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进

行表述，不仅使事物真实的发展过程和未来趋势跃然纸上，而且还使事

物所处的境域和发展动态得以充分展现出来。这种叙述方法有两个突

出的特点：一是每个研究对象即主体都被从不同的角度去加以分析和

阐述；二是我们对事物在不同时期和语境中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一直保

持密切的关注。由于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不会一下子全部

涌现出来，我们的叙述也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要经常进行修改和补充

的。内在关系哲学因其方法论意义充分证明了它和马克思辩证方法之

间的本质关联。

此外，奥尔曼还认为抽象过程也构成了马克思辩证方法的基本支

柱，但并不是关键一环。不管马克思的研究对象多么有限，对它的任何

研究都要求我们关注其所属的复杂的有机整体。奥尔曼认为，我们应

该从系统或者人们对系统所能达到的理解出发，继而进到对各个部分

的研究以便了解它们的合适位置以及发挥作用的方式，最终达到对作

为起点的整体的更加充分的理解。在奥尔曼看来，内在关系哲学的实

际用途主要在于揭示世界上所有变化和相互作用中的现实性和必然性

以及在思维中充分认识和把握它们，这就不仅允许而且还要求一个抽

象的过程。这里所谓的抽象，特指把世界分解为我们用以思考的元素

的精神活动，以便开启对部分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这些关系的基本

样式包括：（１）彼此作为一个更大系统的构成要素而存在；（２）各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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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相互依存的整体（复数）。在考察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时，每个部分

都有可能成为中心视角，从而在研究对象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不断地改

变研究的侧重点和方法。经由抽象过程，我们一方面澄清了前提，即最

初面对的是一个未被触动的感性具体，另一方面又划定了界限，即在对

事物或其特性进行区分的基础上有意无意地关注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其余的部分则隐退到视线之外。对于奥尔曼来说，抽象过程的最终结

果就是，事物各方面丰富生动的关系得以呈现出一种系统性和整体性。

奥尔曼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是要把资本主义揭示为一个具体的总

体。① 如果马克思的抽象过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为什么会是

一个具体的总体，那么正是因为内在关系哲学不仅作为思想基础发挥

作用，而且还是马克思辩证方法的核心支柱。

奥尔曼把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理解为由一系列环节构成的，它们分

别是：（１）本体论；（２）认识论（抽象过程）；（３）研究；（４）理智重构；

（５）叙述。② 其中，本体论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内在相关的整体；

认识论把这个整体析分为彼此联结的部分，与这些部分相对应的概念

承载着它们结构性的相互依存关系；研究则是探求这些部分之间的内

在联系，使我们对整体有细节上的把握；理智重构把作为出发点的整体

（预设）变成了一个丰富的、具体的总体。奥尔曼之所以在研究和叙述

之间插入一个理智重构阶段，是因为他想表明马克思还有一个自我澄

清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马克思的读者是他自己。在很多未发表的手

稿中，马克思把研究所得和原始推演汇聚起来达到一种结果，这种结果

是与已经或准备但最终没能发表的著作有所区别的。作为最后一个阶

段，叙述是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由相互依存的关系机构组成的系统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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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来。① 从这五个环节来说，本体论和认识论是研究的真正基础，理

智重构和叙述则完全建立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之上，所以，奥尔曼倚重的

内在关系哲学主要是在前面两个环节发挥基础性作用。② 总的来说，

内在关系哲学一方面是贯穿马克思辩证方法的所有环节，另一方面又

为其最主要的环节奠定了基础。因此，内在关系哲学和抽象过程共同

构成马克思辩证方法的支柱，但只有内在关系哲学才是方法的核心

部分。

三、正确认识和评价奥尔曼的新思想

从奥尔曼对马克思辩证方法研究的三部曲来看，博士论文《异化》

只是一个开端，《辩证法探究》则是重要的转折点，《辩证法的舞蹈》才

是最后的总结。这些著作几乎无一例外地把社会现实作为马克思辩证

方法的目标来对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社会现实作为奥尔曼

哲学的真正主题，而这又是通过他对马克思辩证方法的重构实现的。

国内外有关学者在探讨奥尔曼关于马克思辩证方法的理解时，未能真

正把握这一理论目标，结果导致对内在关系哲学提出了两种截然相反

但本质上又是相通的批评意见，最后错失了内在关系哲学与马克思辩

证方法之间的本质关联。正如奥尔曼所说：“今天我们在把握现实时

遇到的问题已经由于那种旨在强调使事物显得静止和孤立的因素，而

不是去关注事物的动态属性和系统背景的方法弄的更糟了。”③或许只

有引入内在关系哲学，才能使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积极介入对这种混乱

状况的批判和纠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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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变成一个无限复杂的有机体，不仅如此，

它还以惊人的速度急剧地变化着。关于这个社会的本质结构、历史起

源和前途命运，人们并不是很清楚或者一点也不了解。奥尔曼把资本

主义比作一个类似于“巨引源”（Ｇｒｅａｔ Ａｔｔｒａｃｔｏｒ）的存在物，尽管它无时

无刻都在对我们产生着重大影响，但因其宏大且具有普遍的支配力，很

少有人能够真正有所发现。① 与此同时，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在

客观上有着让人难以驾驭的生产规模和发展速度，而且还同时发展出

旨在麻痹人们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且这一意识形态得到了巩固。从

统治阶级的角度来说，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会想方设法阻止人们认识

到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革命性变革的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

倾向于从形而上学的观点认识事物，而在学科领域中，则又到处盛行着

知识内部的割裂以及知识本身和行动之间的分离。奥尔曼之所以通过

内在关系哲学来解读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主要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们解

决上述两个问题，而这又涉及马克思辩证方法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

运用。

也就是说，奥尔曼不仅告诉我们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是什么和为什

么，而且还解决了这个方法是做什么的问题。最后这个问题显得尤为

关键，也关涉到奥尔曼解读的宗旨，即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不只是一种理

论的存在，它也要求我们将其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分析具体问题。为

此，奥尔曼甚至为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增加了一个环节，即实践的阶段。

在这个环节中，以已经达到的认识为基础，我们有意识地在世界上开展

活动，修正和检验这种认识，以及通过实践加深对已有认识的理解。②

我们还是以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为例加以说明。诚然，我们需要遵

循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并按照诸环节的要求去做，但最主要的恐怕是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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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的现在发现共产主义的未来。按照内在关系哲学，我们首先要从

现在出发，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整体，从中发现内在的关系结构和所

属更大的背景，再回到过去考察导致资本主义现在的历史条件，确定哪

些事实可以作为前提，从而建立起过去和现在的内在关系。然后，我们

要把这些前提条件和现在一起作为新的扩大了的前提，以此对未来进行

合理的建构。奥尔曼认为我们可以把这个未来分为最近的将来、不久的

将来、中期的未来和遥远的未来等四个阶段。最后，我们以未来为视角

反观现在，从而使自己明确地知道应该干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从而做

到明确方向和指导行动。在奥尔曼看来，这最后一步才是马克思辩证方

法的关键，也正是由于这一步，才使马克思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研究。①

总而言之，奥尔曼把内在关系哲学作为马克思辩证方法的核心支

柱是有道理的。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可能存在的一些陷阱。对此，奥尔

曼也早就有所提醒。在运用内在关系哲学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反

对肤浅的折中主义，这种观点认为过去发生的一切过程和关系都是同

等重要的，另一方面也要抵制因果主义，因为后者在把其中一种过程和

关系确定为主要影响的同时，抹杀或掩盖所有与之相关的其他事物。②

奥尔曼对马克思辩证方法的解读为学术界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理解方

式。奥尔曼还说：“学习如何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特别是当要达到

擅长这一水平时，需要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来一场根本性的转变，

而内在关系哲学将会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步骤。”③概言之，内在关

系哲学是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一座桥梁。

（作者　 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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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格里“对抗性”主体理论的贡献与反思

鲁 绍 臣

摘要：本文认为奈格里从“一般智力”、社会的个体的等视角出发

的对抗性的政治主体观与朗西埃等人事件性的政治主体理论形成了根

本的差异，其表明奈格里发展的、历史的、生命政治的主体理论更加接

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与此同时，文章也指出奈格里去中心、

非组织、非政党的主体观陷入了乌托邦的幻想之中，激进的政治批判最

终仍然沦落为非政治的伦理批判。文章最后指出，将阶级斗争、国家政

党形式和危机（规律）辩证地结合起来进行思考，才是真正理解马克思

和当代政治经济的正确路径，也是中国道路的独特之处。

关键词：危机　 主体　 本体论　 生命政治　 共同体

一、从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到对抗性综合

本萨德曾在《我们时代的马克思：批判的冒险和保守》一书中认

为，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的困难问题是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和作

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如何得到有机的统一的。①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埃

１１２

①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ｅｎｓａｉｄ，Ｇｒｅｇｏｒｙ Ｅｌｌｉｏｔｔ，Ｍａｒｘ ｆｏｒ Ｏｕｒ Ｔｉｍｅｓ：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ｓ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Ｖｅｒｓｏ，２００９，ｐ．４５．



尔斯特（Ｅｌｓｔｅｒ）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最为主要的困难”：“没有任何机

制性的线索可以表明阶级斗争促进了生产力的增长。”①将阶级斗争和

经济分析对立起来，确实有很长的传统，他们各自都能在马克思的文本

中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比如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

中说过：应该“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

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

的产物”②。问题本身也“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

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

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③。这样的规律虽然很少有学

者去总结和探究其具体内涵，但我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仍然能发现，其

就是时间节约的规律和人的自由发展相统一的规律。但这样的规律总

是事后发生作用的倒逼的规律，而不是先验的政治前提。詹姆逊在

《重读〈资本论〉》中断言：“《资本论》（第一卷）没有政治结论。但当我

们讨论的是一本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全世界广泛被视为工人阶级圣经的

书，而书的作者又曾写过一本西方政治理论的经典奠基之作（《共产党

宣言》），这就成了需要解释的悖论。”④表明他显然没有认真阅读过

《资本论》第二版的跋，其已经明确指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

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

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

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

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⑤。同样在

《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

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⑥。如果说古典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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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关注作为实在的价值的话，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分析，即“以货币分

析为中心使得马克思能够实现基于古典经济学的激进创新。这种创新

体现在两个方面：发现价值规律是基于社会平均劳动，发现价值的波

动性和对抗性，以及它潜在的对抗性”①。

把“现实”理解为实在和本质相统一的黑格尔无疑是伟大的，但只

看到统一，看不到分离和对抗的黑格尔之所以陷入幻觉，在于他把“现

实”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思维的结果。从而忽视了

抵抗与斗争的政治维度，也忽视了社会结构辩证法革命性的维度，和把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解为黑格尔《逻辑学》的翻版，并将资本主义的

社会结构理解为永恒的“深层结构”不同，当代激进政治哲学更为强调

主体与对抗。但和朗西埃等人偏事件性的政治主体观不同，奈格里更

多的是将历史的发展、危机和发展性的智力主体结合起来进行思考。

并且与先讨论资本，再讨论劳动者不同，奈格里所依托的自主主义的马

克思主义认为只有理解了劳动及其发展和变迁的过程，才能真正理解

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说，资本主义发展在于对劳动者抵抗的回应。②

劳动者不再是卢卡奇和阿尔都塞视域中的被动的（ｒｅａｃｔｉｖｅ）的力量，而

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力量和动力性来源。

虽然奈格里犯了和詹姆逊同样的错误，将《资本论》理解为一部只

研究客观规律的著作，但他确实主张将经济与政治有机结合起来思考

问题，认为马克思是把工人阶级理解为在持续的阶级斗争中的价值创

造者。③ 坚持“将对资本的客观分析与对阶级主体行为的分析结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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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①的主张，无疑更符合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旨趣，从而与传统马克思

主义的机械客观主义和本体论的主观主义形成了分野。② 处处展现的

是对抗与不平稳的裂缝与可能性，并且主要以利润和工资对立的形

式存在，但其所呈现的政治是非暴力革命的对抗性政治，并且只在危

机中才能获得自身的实际性与确定性。③ 并在历史实在中确定赋予实

践以紧迫性。对规律的抽象强调的缺点在于忘记了政治的变量，对资本

主义客观性的分析“消灭了作为基础性和严格变量的工人斗争”④。

在奈格里看来，“资本统治的客观过程，也逐渐揭示工人阶级的新的

主观层面。并且质的飞跃在于工人阶级的联合开始变得自足”⑤。资本

的宪定权（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 ｐｏｗｅｒ）总是遭遇劳动者制宪力量（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ｐｏｗｅｒ）的抵抗。但和盲目的本体论乐观主义不同，奈格里始终告诫非此

即彼的还原论做法，从黑格尔主义过于强调客观性的资本逻辑，颠倒为

不考虑社会历史形式的劳动逻辑：“一旦我们拒绝‘资本逻辑学派’的客

观主义诠释———其无限声称资本掌控着所有的发展———一旦我们拒绝

这种说法，我们似乎需要避免的就是把资本简单地归于对象化的主体之

路。”⑥如果说传统的辩证法是正—反—合的单线辩证法的话，对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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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强调的则是交织的、历史的、过程性的逻辑，“既然资本家的吸

纳不能消除它的同一性，而是仅仅统治它的活动，那么，另一个主体，工

人就必然出现……假如一方面资本是主体的话，工人在另一面也必然

同样是主体”①。奈格里在另一处的分析中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

济学批判思想“正如克里斯蒂娜·潘那瓦扎（在她为维戈茨基写的简介

中）所指出的，所有分析都将指向对抗，正是这种对抗，以至于我们决不

能将价值理论视为封闭的理论，也不能在此基础上将再生产理论和流通

理论等量齐观。‘在《大纲》中，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经济的理论，这种批

判不但拒绝回到政治经济学，恰恰相反，科学是一种对抗性的运动’”②。

二、历史生成性的主体与事件的政治主体

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总是将共产主义作为固定的、与资本主义完全

不同的社会形态，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转变是个“剧变”。但奈格里却

批评传统的历史观和共产主义理想最大的失误在于并未包含过程，是个

过于宏观概况概念。作为社会历史规律性的目标是一个在危机与政治

交织的过程中逐步壮大的内容：“并非过渡以共产主义的形式出现，而是

共产主义采取了过渡的形式。”③而过渡的内容就是自由发展的社会个体

主体的生成过程。“过渡是对所有乌托邦的最终去魅的领域……当它在

其所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中横贯主体性时，它创建了共产主义。”④这样

的过程是政治斗争和社会发展必然的有机结合。即“社会的个体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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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身的政治实践，控制那些涉及诸众自身再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这将

建构一个从公共之物走向普遍之物的通道”①。即共产主义的发展是

将社会的财产和服务转换成人的发展和创造能力的过程，其所构成的

政治民主就和原子化个体的选票主义存在根本的差异。

如果说福特制生产方式居于领导地位的政治主体是产业工业的

话，后福特制生产方式的政治主体则应该是以非物质的智力与知识生

产为主导的诸众，它是“从帝国中成长起来的鲜活的替代物”。② 它意

味着市民社会原子化个体的生产方式和泰勒制、福特制的生产方式已

成为历史，信息化、知识化、非物质劳动生产不仅仅是卢卡奇时代的机

器和科层制的分工，劳动还成为由知识、情感、科学和语言的力量激活

的一种社会力量。奈格里认为：“传统根据经济秩序，或者说，根据具

体劳动来考量价值的古典价值理论，需要被彻底的改变和颠覆了。”③

在新的时代中，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已不再是《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中的理想与追求，它在当代逐渐获得了它的物质现实性。资本也

不再仅仅需要作为机器附属物的劳动者，它需要的是作为“社会身体”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ｏｄｙ）的个体，即拥有知识和情感（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能

适应知识、文化和信息工业时代的主体性劳动者。

奈格里和哈特在《帝国》中指出：“马克思称，资本主义比在它之前

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先进。同样，我们也要宣称，和过去相比，帝国

具有先进性。马克思的观点的基础是：一方面，他对资本主义之前的社

会中狭小、森严的等级制度感到一种强烈的厌恶感（一种健康的感

觉）；另一方面，他认识到，在新的境况中，解放的潜能在增长。与之相

同，今天我们也看到，帝国结束了现代权力的残酷统治，解放的潜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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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也在增长。”①传统的批判理论往往只关注资本主导下的自然资源私

有化和机器对人和自然的座架化，并在其中感到悲观和绝望，但资本在

当代对智识普遍物（ｃｏｍｍｏｎ）的最后圈占中暴露出了它的深层局限性：

当普遍物成为一种巨大的生产力时，普遍物的私有化会造成严重的生

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阻碍生产力的实现与发展。今天，共产主义的

理想不再是外在的道德理想与批判，同时还是内在的社会发展规律与

必然。即共产主义的理想不但不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反而成为生产

力发展真正动力。用奈格里的话来说，我们不再需要从未来或其他外

在于社会发展的视角去寻找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现存秩序的爆破点，

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不再是外部（ｏｕｔｓｉｄｅ）批判，而是现实的

内部（ｉｎｓｉｄｅ）对抗。

同样，我们在奈格里的学生哈特处也能看到这种生成性的立场，他

在重解《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作为共产主义的共享物》中表

示，因为《手稿》中的马克思并非是强调一种先验存在（ｐｒｅｅｘｉｓｔ）或主

张永恒本性的人道主义者，而是强调随着社会和生产的发展和共享物

的增加，会持续不断地创造着新人性、新视力、新听觉、新思考和新的爱

的能力。② 劳动者能力的增加和成长，会对原有的生产关系产生质疑

和抗议，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危机，但“危机并不意味着崩溃，资本

的矛盾无论多么严重，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其终结，或者出现不同于资本

主义统治的新秩序”③。

因此，奈格里的主体理论是“主体逐步实现的理论”，是“危机理论

和主体理论的综合”。但我们在朗西埃等思想家那里，看到的仍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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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论意义的主体观，这样的主体古今都保持着永恒的一致性：“无分

者———古代穷人、资产阶级平民、现代无产者———实际上只能够作为一

无所有者或作为全体。此外，正是由于无分者的存在，这些一无所有的

全体才以一种政治性的共同体而存在……人民并不是各阶级中的一个

阶级，因为正是成问题的阶级伤害了共同体，而共同体是区分正义与非

正义的‘共同体’。”①这样的主体是纯粹意识的、心理的和外在财产关

系的主体，而不是历史的、发展的、生成性的主体。其政治是一个意识

和心理的政治，而不是客体的危机政治，比如朗西埃接着说：“所有的

主体化都是一种去身份化 ／去同一化，从一个场所的‘自然状态’中撤

离出来，是任何人都可以被纳入的主体空间的开启。因为，在此空间

中，那些未被纳入的人也都会被纳入，而有分者与无分者之间的联结也

会被建立起来。”②当然，朗西埃似乎意识到会遭此批评，因此试图借助

财产关系来证明其客观性。“政治主体不是一种‘认识你自己’，找到

自己的声音，或者将自己归属于某个社会团体。它是一种操作，连接或

打断了存在于既有经验形态中的不同领域、地区、身份、功能和能力，也

就是说，它是用不论是脆弱还是稍纵即逝的平等的联结打破治安秩序

的分配的时刻。”③这样的政治主体不再是任何稳定的共同体，而仅仅

是事件性的、不可捉摸的主体。

三、批评与反思：一个国家和政党的视角

虽然奈格里比朗西埃的政治主体理论更加符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

学批判思想，而且其对危机理论的重视，表明他和其他的激进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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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同，奈格里深知资本逻辑自身的历史背谬性和自我否定性，即由于

危机的存在，资本往往不得不违背自身的意志，通过增加工人自由时

间，依靠劳动者的非物质劳动以提升剩余价值的质量。从这点来看，奈

格里等人对资本的批判并非完全缺乏历史辩证法的视角，即物质生产

的量化逻辑和非物质生产的质的逻辑之间的辩证互动和循环关系。也

和斯蒂芬·赛维罗所批评巴迪欧不同，并未走向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

反面镜像：试图“撇开一切经济内涵”①。

但由于其主张一种去中心的、非政党的、非组织的政治路径，其非

国家、无政府主义、甚至反社会主义的色彩使得其乌托邦的缺陷非常明

显。在大卫·哈维看来，无产者必须被组织起来，同时必须对新无产阶

级日常生活进行组织，如果固定去中心化或事件化的反抗策略，就会随

时被资产阶级反扑过来夺回权力。齐泽克在《革命迫在眉睫》中承认：

“缺乏政党组织形式的政治是没有政治的政治。”②朗西埃和奈格里虽

然对政治主体的理解有很大差异，但都共同反对国家和政党对社会生

产、生活的调节。后者认为“作为共产主义者就意味着反对国家”③，并

将社会主义视为共产主义的敌人而不是早期阶段。在这方面，齐泽克

的关于列宁“从头再来”的引述，倒是多少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发

展观的。

（作者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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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格里“对抗性”主体理论的贡献与反思

①
②
③

Ａｌａｉｎ Ｂａｄｉｏｕ，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２００８，ｐ．１７３．
Ｓｌａｖｏｊ Ｚｉｚｅｋ，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Ｇａｔ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２００２，ｐ．２９７．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Ｎｅｇｒｉ，“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Ｓｏｍ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Ｃｏｓｔａｓ Ｄｏｕｚｉｎａｓ ａｎｄ Ｓｌａｖｏｊ Ｚｉｚｅｋ（ｅｄｓ．），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２０１０，
ｐ．１５８．



家务劳动组织与性别公平前景
———基于南希·弗雷泽的独特视角①

秦美珠　 陈佳妍

摘要：弗雷泽在家庭工资模式变化的宏观背景中考察家务劳动组

织变革对于性别公平前景、后福利社会替代图景的意义，阐释了衡量性

别公平前景的反贫困、反剥削、收入平等、休闲时间平等、平等尊重、反

边缘化与反大男子主义等七项规范性原则以及兼具普遍化家计负担者

模式与照顾者平等模式的优点的普遍性照顾者模式。弗雷泽从家务劳

动组织入手构建性别公平未来前景的独特观点对于我们当下的家务劳

动讨论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弗雷泽 　 家务劳动组织 　 性别公平原则 普遍性照顾者

模式

在西方 ２０世纪 ６０、７０年代开展的一场家务劳动讨论中，马克思主

义女性主义者从家务劳动角度切入妇女问题，将家务劳动置于性别劳

动分工中，在对资本主义、父权制批判的层面上，对妇女受压迫根源与

０２２

①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女性主义视域中的正义———

以南希·弗雷泽的性别正义观为例的研究”（１４ＹＪＡＺＨ０６２）、华东理工大学基
本科研业务费文科培育基金“西方女性主义文化转向与本土化问题研究”与国

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女性主义视野中的技术”的资助。



妇女解放策略进行了探讨。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

人物、当代社会批判理论家、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南希·弗雷泽

（Ｎａｎｃｙ Ｆｒａｓｅｒ）将家务劳动解决提升至性别正义的核心，将家务劳动组

织的变革与福利国家危机的解决、后福利社会的替代图景密切联系起

来。本文拟就弗雷泽从家务劳动组织入手构建性别公平前景的独特观

点展开论述。

一、家庭工资模式的变化

性别正义不仅是弗雷泽理论工作的重心，也是其所建构的正义理

论的价值目标之一。性别正义有其特殊性，源于性别的二价性，性别既

非仅仅是一个阶级，也并不只是一个身份群体，而是同时起源于社会的

经济结构和身份制度的一个混杂的类别。① 从政治经济维度看，性别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建构原则，在有酬的生产性劳动与无酬的生

产性劳动、家务劳动，在高薪酬的、生产性的、职业性的工作与低薪酬

的、家政服务工作之间进行分工，女性被指派从事后一种劳动，即使妇

女参与社会生产，通常从事低新酬的、家政服务工作，大多也是家庭工

作的延伸，从而形成具有性别特性的分配不公，包括以性别为基础的剥

削、经济边缘化和剥夺。从文化维度看，社会中充斥着以男性为中心的

价值模式，大男子主义盛行，女性群体被漠视、被贬低和被侮辱性别非

正义表现在赋予男性特征以特权的权威性建构。② 克服性别非正义同

时需要再分配与文化承认的矫正措施。再分配措施矫正政治经济非正

义，消灭劳动的性别分工，包括有酬劳动与无酬劳动以及有酬劳动内部

的性别分工。文化承认措施矫正文化非正义，使大男子主义去中心化，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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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南茜·弗雷泽等：《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周穗明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 ，第 １５页。
［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于海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２２页。



重新评价被蔑视的性别。在性别非正义的矫正中，家务劳动组织变革

至关重要，事关性别公平的未来前景、当代西方福利国家危机的解决、

后福利社会的替代图景。当代西方福利国家危机的根源有很多，其中

一个绝对关键的因素就是旧的性别秩序的瓦解。①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取代家庭工业，工作从家庭中分离出

来，男性进入工作场所，女性被限制在家庭中。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性

别秩序是以家庭工资理想为核心、由异性恋构成、男性主导的核心家

庭，男性赚取家庭工资，男性的劳动收入成为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女

性在家庭中承担没有薪酬的家务劳动。按照商品生产的逻辑，女性的

家务劳动不被认为是真正的工作，因而被认为是不具有价值的工作。

根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论述，古代社会，妇女

的家务劳动曾经与男子劳动一样都是公共的、社会必须的劳动，随着从

群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随着剩余财富的增多，使用价值被交换价

值取代，家务劳动失去了公共的性质，变成了私人事务，妻子被排斥在

公共劳动之外。家务劳动只具有使用价值，不具有交换价值，家务劳动

被轻视，女性从崇高的地位衰落，处于附属地位。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

加剧了家庭与工作的分离，通过家庭工资形式强化了家务劳动与工资

劳动之间的区分以及妇女对男性的经济依赖。正是雇佣劳动占统治地

位，导致了女性无酬的家务劳动和养育劳动的遮蔽与贬值。② 随着资

本主义大工业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妇女涌入劳动力市场，进入了由男

性把持的公共领域，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家庭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权

力分层，没有完全改变妇女的从属地位。人们仍然假设成为母亲和妻子

的妇女是不工作的，即使从事工作也通常是家庭工作的延伸，妇女大多

从事职员、服务人员、教师、护士、售货员等工作类型，这些工作是妻子—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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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于海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４２页。
［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于海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１５３页。



母亲角色的延伸，并强化了妇女作为妻子—母亲角色的刻板形象。①

随着妇女参加到社会工作中，工资劳动领域的性别分工逐渐削弱，

但并没有结束妇女受压迫的状况。其中妇女从事家务劳动、承担儿童

照管工作是关键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直接断言家务劳动

是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物质或经济根源。在本斯顿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Ｂｅｎｓｔｏｎ）看来，家务劳动与工资劳动是对立的，妇女从事与

家庭相关的活动，尽管也参与商品生产，但不对工资劳动负责，男性对

商品生产、工资劳动负责，不对家务劳动负责。妇女构成阶级，妇女是

指这样一群人，从事家务劳动，只具有使用价值，不被社会认可。科斯

塔（Ｍａｒｉａｒｏｓａ Ｄａｌｌａ Ｃｏｓｔａ）和詹姆斯（Ｓｅｌｍａ Ｊａｍｅｓ）认为，家务劳动不仅

生产使用价值，还生产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其创造出的使用价值，根

本上就是生产剩余价值。哈特曼（Ｈｅｉｄｉ Ｉ．Ｈａｒｔｍａｎｎ）提出，妇女从属地

位不仅源于资本主义，还源于男性的压迫，源于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伙

伴关系。资本主义通过性别等级分工、家庭工资形式使得男性负责工

作、女性负责家庭，使得男性处于支配地位、女性被迫依赖男性。妇女

养育儿童、家庭劳动的职责制约了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导致妇女

在经济市场地位中的不平等，反过来又加剧了家庭中权力的不平等。

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加剧了她们在家庭内的从属性，在家里

的从属性又加剧了她们在劳动市场的从属地位。② 苏珊·奥金（Ｓｕｓａｎ

Ｏｋｉｎ）在论及家庭正义问题时也谈到同样的问题，社会中存在大量的

性别不平等，潜在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家务劳动的不公正的承担中。

性别结构婚姻使女性陷入一种由社会引起的，明显不对称的循环圈的

伤害。婚内劳动（除了在极少数情况下）的分工，使妻子比丈夫更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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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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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ｐ．９１．
［美］海蒂·哈特曼：《资本主义、家长制与性别分工》，载李银河主编：《妇女：

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 １９９７年版，第 ６１页。



能在双方的婚姻关系以及在外出劳动的世界受到剥削。①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全球的盛行，女

权运动日渐式微，女性主义转向承认这一现状，并放弃了经济再分配的

诉求，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的整合性批评，女性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

义构成“危险的私通”关系。这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特点，即在重

要的历史时刻，具有消解对其的批评之后用之来丰富自己的能力②，弗

雷泽将这一特点称为“历史的狡计”③。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调整劳

动力结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需要大量的妇女劳动力，导致大量妇女

外出就业，一些企业向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打开就业大门，形

成高科技、金融业和服务业等行业的女性化。妇女就业不仅能增加经

济收入，提高她们做人的尊严，而且能够促使她们进一步从传统的性别

建构中解放出来，但是这种美好的期冀被这种狡黠的资本主义新精神

迂回地用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④ 女性大量就业成为资本主义发展

的动力，引起家庭收入结构的变化，即从原有的仅由男性赚取工资养活

一家人到两人共同赚得家庭收入，在无序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中，

该理想已被两个人挣钱的更新的 、更“现代的”家庭规范所取代。⑤ 这

一变化对家务劳动组织变革提出了迫切要求。

二、家务劳动组织模式

从历史进程看，工业资本主义为女性解放提供了政治、经济及法律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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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ｕｓａｎ Ｏｋｉｎ，Ｊｕｓｔｉｃｅ，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１９８９，ｐ．１３８．
苏红军：《危险的私通：反思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

的关系》，载《妇女研究论丛》２０１３年第 ３期。
［美］南茜·弗雷泽：《女性主义、资本主义和历史的狡计》，周穗明译，载《世界

哲学》２００９年第 ２期。
苏红军：《危险的私通：反思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

的关系》，载《妇女研究论丛》２０１３年第 ３期。
［美］南茜·弗雷泽：《女性主义、资本主义和历史的狡计》，周穗明译，载《世界

哲学》２００９年第 ２期。



方面平等的条件，为女性创造了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工作的机会，为女

性获得经济独立提供了可能，使得妇女可能从对丈夫的经济依赖中解

放出来。但是提倡妇女介入公共事业，必须先解决家务劳动问题，否则

只能是对妇女解放的背离。恩格斯强调经济独立对于女性解放的意

义，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前

提是必须解决家务劳动问题，将家务劳动逐渐融化在社会公共劳动中，

最终摧毁作为经济单位、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支撑结构的家庭。遵循恩

格斯的思路，本斯顿提出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解放策略，把原来在每个家

庭中由妇女承担的属于私人领域的工作转到公共经济中来，由社会化

机构共同承担。这些工作可能仍然由妇女来承担，但这一转变可使妇

女获得经济独立与自由，让人们认识到家务劳动的重要性，料理私人家

务和照料儿童等工作的社会化是唯一要素，这样才能结束妇女作为一

个群体所受的压迫，并给予每位妇女所应得到的尊重。① 詹姆斯与科

斯塔提出家务劳动工资化的解放策略，由国家（政府或雇主）而不是个

人给妇女的家务劳动支付工资，旨在让人们认识到家务劳动的重要性。

当然在女性主义内部，家庭计酬策略也遭到反对，姑且不论计酬的困

难，它还会造成把家庭关系商品化的倾向。乔多萝（Ｎａｎｃｙ Ｃｈｏｄｏｒｏｗ）

强调妇女承担母职是社会组织的一个根本的决定性特征，是一种历史

与跨文化的现象，改变母职遭到贬低，解决妇女的母职角色与资本主义

发展所带来的母亲作为劳动力参与到社会生产之间产生的深刻矛盾，

需要变革照料孩子养育组织，采纳一种“双亲抚育制度”，由男人和女人

共同承担育儿的基本职责，以改变长期以来的家庭是妇女的领域、公共

世界是男人的领域的局面。沃格尔提出，解决家务劳动问题是改变资本

主义社会中妇女不利地位的关键，必须依赖社会主义变革，扩大民主，将

妇女吸收进入公共生产，变革家务劳动。由于社会主义阶段家务劳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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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减少，也不能被消除，必须采取切实措施，通过家务劳动社会化或让

妇女、男性和孩子合理分担家务劳动的途径解决家务劳动问题。

在吸收借鉴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弗雷泽深入到家务劳动组织层面，

围绕家务劳动组织变革的性别公平标准，比较了几种家务劳动组织模

式，提出适合未来发展前景的家务劳动组织模式。

１．普遍化家计负担者模式（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ｂｒｅａｄｗｉｎｎｅｒ ｍｏｄｅｌ）

将部分家务劳动从家庭转移出去，由国家或市场承担，通过国家提

供托儿所等服务，促进女性就业，使女性从照顾者的责任中解放出来，

确保女性参加全职就业活动，使女性能够自己赚取工资供养自己及其

家庭。

２．照顾者平等模式（ｃａｒｅｇｉｖｅｒ ｐａｒ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通过支持非正式家务劳动促进性别公平，使承担重要家务责任的

女性能够通过家务劳动或家务劳动加兼职的方式来供养自己及其家

庭。该模式是一种完全照顾“差异”的模式，由国家提供照顾者津贴，

通过津贴（家务劳动获得）加上工资（各种兼职）的薪酬制度使女性在

家庭中的家务劳动获得一定的价值认可，将照顾者所从事的分娩、儿童

养育和非正式家务劳动提升至与有酬劳动平等的地位。

３．普遍性照顾者模式（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ｃａｒｅｇｉｖｅｒ）

该模式兼顾普遍化家计负担者模式与照顾者平等模式的优点，克

服了各自的缺点，旨在使男性更像现在的女性，即更像从事家务劳动的

人，由男女公平分担家务劳动。

该模式所具有的优点将在第三部分加以论述。

三、符合性别公平规范的新男性角色观

与一些女性主义放弃规范性的理论化不同，弗雷泽强调规范性的

理论化对于女性主义的意义，提出了一系列性别公平的规范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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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别公平规范

随着向后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工业时代的性别秩序正在走

向瓦解，一个人的工资不能供养整个家庭，女性就业愈益普遍，男女同

性恋者正在开创新的家庭安排模式，总之，家庭日益多样化的世界正在

形成。所有这些给原有的性别规范和家庭形式带来挑战。建立在家庭

工资设想基础上的福利国家无法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后工业福利国家

的替代图景需要确立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一种性别秩序，需要一种新东

西，即一个在根本上适应就业和再生产新条件的福利国家。① 性别公

平的价值规范，对于评价工业福利国家的替代图景是一个不可缺少的

规范性标准，它由反剥削原则、收入平等原则、休闲时间平等原则、反边

缘化原则、反大男子主义原则等一系列规范性原则构成。为了实现性

别公平，几种不同的规范都必须同时得到尊重，不能满足其中的任何一

个，都意味着没有实现完全意义的性别公平。② 只有同时满足所有这

七个原则，后工业福利国家才可能实现性别公平。

（二）普遍性照顾者模式的优点

依据上述性别公平原则，可发现普遍化家计负担者模式和照顾者

平等模式的优缺点：

普遍化家计负担者模式很好地解决了反贫困与反剥削的问题，但

无法解决休闲时间的平等问题，无法反大男子主义。该模式忽视了女

性间的差异，并不是每个女性都愿意承担与男性一样的工作，而且让女

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导致劳动工资成为唯一的薪酬制度，使无酬劳动的

价值遭到贬低。该模式过于理想化，有些事情能够转嫁，一些事情，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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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于海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４３页。
［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于海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４７页。



如分娩、家庭应急处理、许多子女养育工作等，都是不可能转嫁的。①

该模式贬低了无酬工作，进一步刺激人们逃避家庭责任，总之，这一模

式并不能实现性别平等。

照顾者平等模式维持男性与女性的现状，能够很好满足反贫困、反

剥削，但不利于解决收入平等、反边缘化，强化女性与家务劳动的关系，

强化家务劳动作为女性工作的观点与传统的性别分工，阻碍女性参加

其它的社会活动，阻碍女性作其他选择。

原则 普遍化家计负担者模式 照顾者平等模式

反贫困 好 好

反剥削 好 好

收入平等 较好 差

休闲时间平等 差 较好

尊重平等 较好 较好

反边缘化 较好 差

反大男子主义 差 较好

在弗雷泽看来，普遍化家计负担者模式与照顾者平等模式都未足

够重视与女性相关的实践，从而要求男性也进行这些实践；两者也都未

要求男性做出改变。②

兼顾普遍化家计负担者模式和照顾者平等模式的优点，普遍性照

顾者模式主张，使男性更像现在的多数女性③，这一模式能最大化满足

所有这些原则，实现性别公平前景。男女共同承担家务劳动，将打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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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于海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５６页。
［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于海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６３页。
［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于海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６４页。



性与家务劳动的必然联系，既不用担心家务劳动价值被贬低，也不用担

心女性因为家务劳动而影响其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因为所有男性也

将处于同样的境遇。当然这一模式的实现依赖于一定的条件：１．改变

原有的性别分工，将无偿工作进行平等的性别划分①，男女不可能是绝

对平等的，男性无法替代女性在生育方面的职责，但至少在家务劳动方

面是可以共同承担的，从而改变女性对家务劳动的包揽。２．重新评估

家务劳动。通过改变工资劳动的中心化地位，重新估价非商品化活动，

包括家务劳动。现在大多由妇女承担的家务劳动，应当成为每个人的

美好生活的一个有价值的组成部分②，只有提升家务劳动的地位，才可

能终结对家务劳动的贬低。３．重构性别制度。消除照顾与挣钱之间的

性别对立，有利于将当前相互独立的行为融合起来，这无异于将整个性

别制度进行重构③，女性加入挣钱者行列，男性加入到家庭照顾工作

中。４．防止搭便车政策。在政策层面，既要阻止贫困单身母亲逃避就

业，更要阻止男性就业者推卸照顾责任。只有这样才能瓦解传统的性

别角色分工，消除贫穷女性化的现象。

在弗雷泽看来，瑞典劳工部很好地体现了普遍性照顾者模式，为

了使男性和女性把父母身份与收入丰厚的职业结合起来成为可能，

需要一种新的男性角色观，需要对工作生活的组织进行根本变革。④

在这样的社会世界中，人们把工资收入、家务劳动、社群行为、政治参与

以及参加有组织的市民社会生活与休闲娱乐时间结合起来。尽管这种

世界不可能马上实现，但却是唯一可以想象的、拥有真正性别公平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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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英］凯特·贝德福德：《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社会权利和性别正义：对话南希·

弗雷泽》，载《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４年第 ２期。
［美］南茜·弗雷泽：《女性主义、资本主义和历史的狡计》，周穗明译，载《世界

哲学》２００９年第 ２期。
［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于海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６７页。
［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于海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６６页。



工业世界。①

四、结　 语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将家务劳动作为思考妇女问题的切入

点，围绕家务劳动的性质、家务劳动与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关系、家务劳

动解放策略，运用马克思主义术语分析妇女在家庭中未付酬家务劳动

的性质及其与现在社会矛盾的关系以及变革的可能性。弗雷泽从家庭

工资模式变化的社会时代背景出发，强调家务劳动组织变革对于性别

公平实现与后福利社会构建的核心作用。弗雷泽提出的普遍照顾者模

式兼具普遍化家计负担模式与照顾者平等模式的优点，主张男女共同

承担家务劳动，提倡一种新男性角色观，通过解构旧性别制度，建构一

个能够整合赚钱养家、家庭照顾、社会公共和私人休闲、男性与女性共

同承认家务劳动的公民生活世界。尽管这一模式仅仅是一种设想、一

种思想实验，也没有具体的衡量指标体系，并且就如何让男性与女性共

同承担家务劳动、让男性具有新男性角色观，弗雷泽也没有提供具体的

答案。但弗雷泽为我们勾画的家务劳动组织的前景将为解决家务劳动

问题提供重要的价值观指导与实践指导。正如著名的哲学家克里斯托

弗·祖恩（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Ｆ．Ｚｕｒｎ）提出的，弗雷泽社会正义论是带有解放

意图的、跨学科的完整社会批判理论———与其他社会批判理论家相比，

她的社会批判理论能够从经验层面上更加准确地描绘出当下的情境，

更加有力地证明我们时代斗争的意义以及时代诉求的价值并更好地指

导斗争实践。②

弗雷泽从家务劳动组织入手构建性别公平未来前景的独特观点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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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于海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６６页。
茅根红：《从社会正义到性别正义———论南茜·弗雷泽的“二维”性别正义

观》，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 ４期。



我们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重要的启示。在当下中国，越来越多的女性

参加到社会工作中，但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这为女性就

业、女性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家庭与工作的双重负担、女性事业

的玻璃天花板现象、女性休闲时间少、女大学生遭遇就业歧视等，如何

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是当下女性研究面临的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作者　 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副教授；

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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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的赛博格女性主义批判①

吴 华 眉

摘要：赛博空间是新的网络空间，作为一种性别认同和政治的“新

边界”，它不会自动地改善女性的地位。网络空间的影响是复杂和矛

盾的，它可能赋予女性更多的生存和叙述空间，使她们享受到现实生活

中许多难以体验到的自由，但也包含着强化男性权力和优势的可能性。

实际上，网络社会中的赛博格主体不是与现实自我相分裂的“第二自

我”，而是“滑移”于虚拟自我和现实自我之间不确定的存在，在这种双向

的滑移中，虚拟自我随时可能像现实自我一样被传统性别文化殖民化。

面对网络空间的新的殖民化，女性需要以经验、兴趣、知识和利益去改变

其中存在的权力不平等和单向流动，使之成为新的解放和政治空间。

关键词：网络社会 赛博空间 赛博格 赛博女性主义

２０世纪以来，哲学对身体的关注和语言—符号学转向表明，存在

是一种时间流动意义上的身体当下感知，身体与世界的耦合既有非反

思的、原初的开放和交融，也有其反思和自我超越的方面。在今天，网

络和虚拟技术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语言符号，为我们创造了新的社会空

２３２

① 本文受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女性身体观研究”（批准号：

１３ＤＺＸＺ０１）、第 ５６ 批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朱迪斯·巴特勒的身体观研究”
（批准号：２０１４Ｍ５６１４１９）、山东科技大学人才引进科研启动金项目资助。



间，扩大了我们的想象能力和适应能力。然而，赛博空间①对人类来说

是暧昧的，它既可以包含着推动人类解放的潜能，也存在着可能被权力

和意识形态殖民化的风险。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公布的数据，２０１５ 年末，中国网

民数量有 ６ ６８亿，手机网民规模达 ５ ９４亿，网络已经深度地介入到人

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对它的社会效应也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当今

学术界对虚拟网络空间的解释往往呈现两极化，有的人把它视为真实

世界的消失和政治的终结，有的人把它视为社会空间的再政治化和主

体解放的条件。本文无意于一般地讨论这个问题，而是结合“赛博女

性主义”②理论对其展开探讨。“赛博格”（Ｃｙｂｏｒｇ）③不是完全虚拟的，

对于经常游走于现实和虚拟空间的人们来说，他们既有现实社会中的

主体身份，也有虚拟空间的电子身份，两者相互缠绕。在这一空间中，

作为主体，女性既可能冲破现实世界的束缚，获得新的经验和主体性意

识，也可能会被客体化，成为网络空间的被殖民者。本文意在从正反两

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以展现网络空间政治化的复杂性。

赛博空间所蕴含的解放潜能

当今社会，网络成为人类日常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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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赛博空间（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是指以计算机或电子信息为媒介构成的信息空间或技
术空间。此处主要针对“网络空间”。

赛博女性主义（Ｃｙｂｅｒｆｅｍｉｎｉｓｍ）指与赛博格空间相联系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发生
在赛博格空间的女性主义实践。

“赛博格”（Ｃｙｂｏｒｇ）一词由美国航天科学家克莱恩斯（Ｍａｎｆｒｅｄ Ｃｌｙｎｅｓ）与克莱
恩（Ｎａｔｈａｎ Ｋｌｉｎｅ）在《赛博格与空间》（１９６０）一文中提出，用来指称既有人造成
分又有自然成分的控制论有机体。１９８５年，女性主义者唐娜·哈拉威借用“赛
博格”一词来指称人类作为植入控制论的信息系统的生物体身份。事实上，当

下人与机器的密切交流和结合已使赛博格的外延极大地扩展。与哈拉威提出

赛博格思想的时代相比，很大程度上我们都生活在一个赛博格社会，赛博格已

成为我们的身体现实。



通过浏览网页、进入论坛或聊天室、使用微博或微信、网上购物等方式

尽情体验网络生活。作为一种新的参与、分享和交流的平台，网络上的

交互行为发生于“无地之地”，发生于与非物理上共在的他人之间，这

种网际虚拟身份的匿名流动，让一些人看到了传统社会关系以及主体

经验变化的新契机。曾经分化人们的一些因素，如种族、阶级、性别等

日常差异表面上消失了，素日受到歧视和压制的人们似乎可以借此获

得新的身份，形成新的主体性和责任意识。这正如美国著名女性主义

者、电影现象学家索伯恰克（Ｓｏｂｃｈａｃｋ）所言：“一个人生活的身体……

在其物质真实性上、其情境性上、其界限和限度上似乎都通过文本化之

后变质为‘纯符号’的无限可能性、感受性、精确性和无责任。”①从社

会性别意识视角来看，虚拟世界及其复杂的系统的确使某些女性获得

现实物理空间中无法获取的自由，赋予她们更多的生存空间和叙述空

间。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女性欲望常常受到压制，自我往往得不到父权

规范的认同，而在网络空间中，女性不仅获得更多的沟通渠道和信息服

务，更重要的是没有人知晓你是谁，没有人知道你的种族和性别，因此，

她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去除传统性别文化的羁绊，成为“去性别化”的

人。有些在现实生活中沉默寡言的女性在网络上异常活跃，她们积极

地与网民交流，甚至抛弃现有男性秩序下的程式化的女性经验与表达

方式，大胆地表达自己的信念和观点。

对于网络空间提供的新经验，许多女性主义者持积极乐观态度。

麦克雷（Ｓｈａｎｎｏｎ ＭｃＲａｅ）曾以早期网络空间中的多用户网络游戏

（（ＭＵＤｓ）②为例，对网络空间的性别解放特征进行了论证。麦克雷指

出，ＭＵＤｓ为赛博空间中身体的模棱两可性提供了呈现方式。与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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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联机角色扮演游戏，或简称泥巴游戏。泥巴游戏是一种依靠文字进行的游

戏，出现在网络游戏发展的早期，现在仍有一些网民对其情有独钟。



面对面的“交谈”不同，ＭＵＤｓ 参与者可以独立于自己的身体和性别而

在虚拟的空间中建构自己的身份。在许多 ＭＵＤｓ 中，人们可见到某种

既非男性、亦非女性的性别———“ｔｈｅ Ｓｐｉｖａｋ”，甚至一些女性主义者还

为这种“无性别的性别”假造了一套独特的代词：“ｅ，ｅｍ，ｅｉｒ，ｅｉｒｓｅｌｆ ”。

在这种虚拟的情境中，男性和女性的分类被扰乱了，性别也变得抽象起

来，一些人在其中发现了全新的身体，并因此变得更加性感。① 事实

上，随着近年来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这种多性别的选择体验已从早间

的网络游戏开始扩展至日常交往平台，２０１４ 年，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就在给美国

用户的性别选项中推出了全新的性别选择功能，除了“男”和“女”之

外，还有“双性人”、“顺性人”、“变性人”等 ５４ 个新增的性别选项。

２０１５年，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又推出性别自定义功能，用户可以输入任何词汇来

描述自己的性别特征。这一做法已经被许多公司效仿，构成虚拟空间

的独特景观。

为什么人们会热衷于虚拟空间中性别的“无性别化”或流动化？

除了保护自己的隐私外，最重要的是一些人把性别的选择和自我定义

理解为自由的权利和主体自主性的表现。一些人认为，人有权对自己

的性别含糊其辞，有权自由选择泛指和特指，这一切似乎都印证了麦克

雷所言：网络空间中模拟性的交互活动可以跨越言辞表达和体验之间

的裂隙，消弭身心之间想象的鸿沟。② 因此，一些女性主义者特别关注

虚拟空间的积极政治潜能。英国女性主义者赛迪·普兰特（Ｓａｄｉｅ

Ｐｌａｎｔ）在其《论母体：网络女性主义的模拟》中就认为，女性和虚拟技术

之间存在着亲和性和共同感。在父权社会经济形态中，女人是男人控

制世界的工具，她们没有自己的角色、声音和肉欲，在传统的计算机中

也是如此，男性是主宰者，女人如同界面，受男人摆布。然而今天，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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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在赛博格网络中已经逐渐改变。在计算机并行操作的时代，“触摸”

代替了“观看”，联结代替了分离。当父权社会中阳具之眼（ｐｈａｌｌｉｃ

ｅｙｅ）试图操控一切时，女人被看作是黑暗的洞穴和阴影，是多变的流

体、不可捕捉的深渊。正如在现实空间一样，男人也想在网络世界确立

稳定的身份和控制权，然而他们发现，在去中心化和流动身份的网络

中，自己已不由自主地滑落进了母体的黑暗之中并陶醉其中。网络的

连结把那些被男人分隔的女人连结起来。借助伊利格瑞（Ｌｕｃｅ

Ｉｒｉｇａｒａｙ）的流体形而上学，普兰特将女性自身蕴含的潜力与虚拟空间

的特点相结合，相信虚拟空间中存在着的无拘无束的语言流动能够使

女性在思考、沟通和行动时摆脱男性支配的物质空间的约束，获得新的

自由。在网络社会中，当人们通过键盘、屏幕、线路和电脑来感受这种

无距离感的内在性存在时，他们或扮演与现实自我不同的角色，或希望

借助虚拟角色来创造新的自我。赛博空间还有一个特征，它不是单维

的，而是图像、声音、文字、符码等信息媒介的组合，经由计算机系统的

符号处理和合成转化，人可以对赛博空间进行意义世界的符号化建构。

由于网络用户与其具体的社会经济位置相对分离，似乎差异和社会背

景被抹除了，所有的用户都代表了统治者，因而人们获得了超越其现实

世界的主体意识。

然而，在赛博空间中，具体的技术和物质设计不是中立的、客观的，

它包含着设计者特定的选择，充溢着各种文化内涵和意象。当现实的

人参与到虚拟实践时，种族、阶级、性别等身份的各个轴线实际上仍然

可以在赛博空间中得到象征性表达。虚拟世界不是一种无限自由流动

的“能指游戏世界”①。作为社会“新边界”，它也像其他社会空间一样

随时受到权力关系所渗透和殖民化，因此，将其视为无拘无束的阴性空

间无疑是一种乌托邦。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虚拟生活不仅受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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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影响，也受到大众文化的影响。以网络游戏中的性别认同为例，看

似可任意扮演性别实则是以传统的性别意识、陈旧的性别定位为基础

的，女性气质在角色扮演中总是被要求权美丽、苗条、性感等，而男性用

户如果在虚拟社群中以女性身份出现就会被视为性倒错，而非被设想

为性别超越。一些网络游戏不仅夸大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差别，而

且在语言和形象上普遍存在着对女性的暴力化和物化倾向。为此，齐

泽克指出，“赛博空间将如何影响我们，这并没有直接刻入其技术特性

之中；相反，它是以（权力与统治的）社会符号性关系网络为转移的，而

这个网络总是已经过度决定了赛博空间影响我们的方式。”①也就是

说，赛博空间的虚拟性与现实性是相互交织的，任何对虚拟空间的透明

性幻想都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赛博格的主体认

同问题之上。

赛博格主体身份认同的特征

赛博空间的解放话语经常沉浸于对虚拟空间的乌托邦想象，热衷

于网络空间中自我的多重化。在它看来，选择一个虚拟的角色意味着

自我参与到一个全新的情境之中，发现了以往自己从不知晓的“第二

自我”。这使得一些女性主义者相信，在虚拟空间中女性用户可以借

助这种“第二自我”摆脱她们的性别化身体，成为网络空间中双性同体

的平等存在。因此，一些女性主义者试图借这种“第二自我”颠覆现实

自我所处的结构关系，推动女性的解放。

如何理解女性主义者对“第二自我”的激情？对虚拟世界中“第二

自我”身份的激情有双重原因。一些人出于对数字和网络技术的迷

信，试图实现自古以来就有的摆脱物质束缚，完全以意念或符号主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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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幻想。一些技术迷幻想，在不久的将来，人类有可能避免人脑这个

“湿件平台”（ｗｅｔｗａｒｅ），摆脱身体，把人脑的信息和计算功能移植到一

个更好的、更干燥的“硅平台”上操作，真正成为无身体的“赛博格天

使”。然而，这种身体“无化”的幻想并非总是与女性主义诉求相一致。

实际上，幻想赛博格天使的技术迷们通常是男性，在这一幻想的背后体

现出来的更多是笛卡尔式的心灵对肉体的等级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男性

对女性的歧视和支配欲望。“赛博空间的牛仔们”（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ｃｏｗｂｏｙｓ）总是追捧能够完美控制的“虚拟自我”而贬低危险和麻烦的

“肉体”自我。在从吉布森的《神经浪游者》到电影《变种异煞》等许多

科幻作品中，我们看到干净的、得体的、男性的技术精英在数字和网络

世界能力超绝、得心应手。显然，在这里，纯洁的灵魂工作与卑贱的自

然工作之间隐性对立也蕴含着“普遍性”精神的体现者男性对沉溺于

肉体性特殊性的女性之间的对立。

一些女性主义者已经意识到这种对虚拟的技术狂热中存在着危

险，看到了一种借助虚拟网络强化男性文化对女性文化的新殖民化的

可能性。在《虚拟的身体存在》中，澳大利亚技术和政治学家佐薇·索

富利斯（Ｚｏｅ Ｓｏｆｏｕｌｉｓ）就借用电影《２００１：太空漫游》（２００１：Ａ Ｓｐａｃｅ Ｏｄ

ｙｓｓｅｙ）①对此进行了深度的解读。作者认为，这部在影片就包含着一种

性别想象，“木星空间”（Ｊｕｐｉｔｅｒ Ｓｐａｃｅ）描述了当代科技的男性推论系

统，其中任何事物都是产生于男性的理性大脑，而女性的身体及其生育

功能则被理解为对男性技术的繁殖。在这个意义上，女性的意义只是

服务于男性大脑的创造。其实，在索富利斯看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

许多词汇都包含着性别的隐喻，把“操控台”的“入口”称为“母版”

（ｍｏｔｈｅｒ ｂｏａｒｄ），就如同一个被编码为母体的地带，可由人征服、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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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和操控。与之相似，作为女性象征的控制平台被要求对用户（暗

中指涉男性）友好，凡此种种无不表达了男性对女性的支配欲望。索

富利斯指出，赛博空间充斥着“逃离地球、重力的、母性的、物质的、起

源的、防御的和厌女症的幻想”。① 在这类幻想中，电脑迷们常常淋漓

尽致地表达对身体的恐惧和厌恶、对无身体的虚拟程序和操作系统的

偏爱，似乎借助新的虚拟技术，人类可以超越终有一死的、物质的女性

生殖身体而实现永生。当他们宣称电子文本化的虚拟的“性”不像真

实的“性”那么危险，事实上隐含着对女人、同性恋者和其他种族的“卑

污的身体”（ａｂｊｅｃｔ ｂｏｄｉｅｓ）的评价，当他们赞美赛博空间中既没有体液

的渗透和交换，也没有任何种族的混合时，其实已经毫不掩饰地表达了

厌女症和种族主义倾向，而这些对那些轻信赛博格乌托邦的人来说是

一个莫大的讽刺。在西方，赛博格主体的表象不仅沿袭了父权制话语

对女性的建构，而且本身就表达着某种身份政治，在这个意义上，赛博

空间中的“第二个自我”并非是一个脱离现实权力关系的透明的、自由

流动的主体，而是一个被真实世界规定的自我。

当然，现实主体和虚拟主体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赛博空间既可以复

制现实空间，也可以反作用于现实主体，人们往往“把虚拟空间和物理

空间视为一个连续统，……在确立虚拟关系时就想着最终可能导向共

同在场的会面和物理意义上的关系”②，这种跨越边界的体验表明，网

络参与者对虚拟身份的利比多投资，会对经验世界产生影响。事实上，

在网络世界中并不存在着固定不变的、严格划分的“第一自我”和“第

二自我”，当人们游走于在线与离线之间时，静态的、完整自足的身份

是会被打破的。在虚拟的多元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会出现“滑移”

（ｓｌｉｐｐａｇｅ），正是这种“滑移”，为赛博空间的政治化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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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赛博格的身体实践

虚拟的多元自我与现实的自我之间的“滑移”形成了“流动的”赛

博格主体。赛博空间中这种灵活流变的身体认同特征体现了赛博格主

体形成中身份认同的双向流动。从一个角度看，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

的流动意味着传统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被拷贝到赛博空间之中，是现

实社会空间统治关系的复制。从另一个角度看，既然虚拟的自我也参

与到主体的建构之中，那么，虚拟空间就会反作用于现实社会空间，为

后者的改变提供可能。正如人类的一切交往工具既可能是意识形态和

统治的技术，也可以是意义生产和创造的工具，赛博空间作为人类政治

的空间也是如此，这一点已经被赛博女性主义的实践所证明。

１９９０年左右起，西方女性主义的一个新的发展动向是自觉地把性

别政治带入到虚拟空间之中，介入到这一新社会空间的建构和运作。

１９９７年，在德国召开的赛博女性主义国际大会上，与会者达成以下共

识：弘扬赛博女性主义的主张；创建赛博女性主义理论、网络批评、数据

库、意向库和搜索引擎；创建与女性网络技术专家、科学家和黑客的联

盟；创建传授女性网络技术的项目；创建跨国的赛博女性主义互动网

站，等等。① 但发挥赛博空间的政治潜能，如何展开赛博女性主义的实

践？在这个问题上，女性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在赛

博格身份认同中应该弃绝身体、“切割自我”，通过虚拟空间创出平等

的在线体验，通过人机复合体的赛博格、虚拟身份旅行等等改变性别和

种族体验，实现虚拟空间中的世界大同。这种赛博格乌托邦相信，网络

世界是一个让女性摆脱其社会不利地位和“卑污”身体影响的地方，是

一个尝试性别符号和身份的自由之地。第二种观点将具身化的身体存

在置于赛博空间政治的中心，并对传统的身心二元论与性别意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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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都岚岚：《赛博格女性主义述评》，载《妇女研究论丛》２００８年第 ５期。



解构。这种观点的源头是著名女性主义思想家哈拉威。哈拉威在其

《赛博格宣言：２０世纪晚期的科技与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１９８５）中

强调，信息社会图景的深刻变化要求对历史建构中的身体和女性进行

重新认识，拆解文化与自然、精神与肉体、男人与女人的等级制二元论，

颠覆人类身份的稳定性，接受含混、动态和关系性的身体。为此哈拉威

提出著名的口号：“我宁愿是赛博格而不愿是女神”①。

在哈拉威的赛博格隐喻的启发下，女性主义者展开了进一步的行

动和论证。她们明白，根本不存在什么身体的彻底悬置，虚拟空间和现

实的身体总是相互交织的，正是身体使人能够介入到电脑空间环境的

每一个方面，并有效地实施行动。在这些女性主义看来，要想打破赛博

空间中的男权制意识形态，必须用女性的经验、兴趣、知识和利益去平

衡赛博生态，以强有力的越界的方式改变赛博空间中已有的权力作用

及流动方向。为此，１９９１年澳大利亚四位女性艺术家和行动家自发组

织了“维纳斯矩阵”（ＶＮＳ Ｍａｔｒｉｘ），她们在哈拉威的宣言基础上发表了

《２１世纪赛博女性主义宣言》。该《宣言》中宣称：“我们是新世界骚乱

中的病毒，从老父亲的主机内部蓄意破坏从而与象征秩序决裂。”②如

果说“木星空间”是索富利斯所说的男性推论系统的话，女性主义者就

应该以隐喻和想象的方式改装“木星空间”，通过诸如模仿和搅乱等级

制的计算机游戏协定，制造出感染、对抗超级老爸主机和电路男孩之类

的雌性机器人。形象地说，应该要用“感染”和“粘液”等干扰计算机和

屏幕“不变的清洁”，颠覆女人作为“泄露的身体”（ｌｅａｋｙ ｂｏｄｙ）的观

点。③ 关于这种立足于女性身体与新技术互动的非超越路线，罗斯·

布雷多替评论说：“在西方历史中最需要的是重建从身体中飞升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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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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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ｎｎａ Ｊ． Ｈａｒａｗａｙ，“Ａ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Ｆｏｒ Ｃｙｂｏｒｇ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ｉｎ Ｇｉｌｌ Ｋｉｒｋｕｐ，Ｌｉｎｄａ Ｊａｎｅｓ，Ｋａｔｈｒｙｎ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Ｆｉｏｎａ
Ｈｏｖｅｎｄｅｎ，Ｔｈｅ Ｇｅｎｄｅｒｅｄ Ｃｙｂｏｒｇ：Ａ Ｒｅａｄｅｒ，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０，ｐ．５７．
都岚岚：《赛博格女性主义述评》，载《妇女研究论丛》２００８年第 ５期。
Ｂｅｒｎａｄｅｔｔｅ Ｆｌｙｎｎ，“Ｗｏｍａｎ ／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Ｃｙｂ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 Ｍｅｄｉ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Ｖｏｌ．７２，Ｎｏ．５，１９９４，ｐ．１７．



越的’神话……如今，女人不得不通过赛博空间从事舞蹈，如果仅仅是

确保赛博空间牛仔的控制杆（ｊｏｙｓｔｉｃｋｓ）将是在多样的面具下复制单一

的阳具崇拜，因此也应该确保暴乱女孩的存在”。① 索富利斯也认为，

面对新技术的出现，需要新的保持肉身化的女性主义主体的在场。现

存的赛博空间内充满顽固的性别化和种族化的范式，我们不应该复制

或接管已有的话语，而应“将（女性的）身体复归为机器”（ｐ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ｕｔｓ ｂａｃｋ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以寻求建立新的不同的空间。② 这一思考体

现了近年来赛博女性主义发展的趋势，即研究用户的生活体验和技术

自身的关系，鼓励女性将自己的身体经验带入到网络空间之中，通过女

性主义的赛博格实践以增强自己的力量（ｅｍｐｏｗｅｒ）。

近十几年来，随着人与技术的交互关系更为复杂，尤其是当“赛博

格”不再是简单的隐喻，而成为我们的身体现实时，赛博女性主义学者

不仅摆脱了男性技术主义的幻想，而且围绕着身体、性别、权力和数字

技术等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这一思考中，哲学家朱迪

斯·巴特勒对身体重要性的强调以及与之相反的述行性原则受到赛博

女性主义者的广泛利用。

巴特勒的身体观主要体现在她的《身体之重》之中，在这里，她聚

焦于性别的物质性表演性实践，质疑身体的不可渗透性和自然性，拒绝

性别认同中的自然与社会的二元论，以此表明身体是可变的疆界，性别

是话语建构的结果。在身份颠覆策略上，巴特勒特别强调“表演性”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的概念。在她看来，身体并不先于它的实践而存在，而

是在它的表演及其重复中生产、固定或拆解的。性别表演表明，任何一

种社会性别的形成其实都包含着一个模仿性的实践结构，性别不是天

生的，而是模仿和重复的结果，因而是人为的。在这个意义上，性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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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ｒｂａｒａ Ｂｒｏｏｋ，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ｄｙ，Ｐｅａｒｓ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１９９９，ｐ．
１３７．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Ｂｒｏｏｋ，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ｄｙ，Ｐｅａｒｓ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１９９９，ｐ．
１５０．



政治化是可能的。这些观点对当代女性主义理解赛博格时代的女性主

义政治有重要意义。伊丽莎白·格罗茨就借助巴特勒的理论强调，赛

博空间的表演性行为是一种语言的链结（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在此语言的链

结行动中，在线的具体话语实践和具体的网络物质结构得以相互作用，

从而使表演性的秩序、身体和赛博空间的物质性得以生产。为此，她主

张，身体“作为历史、社会、生物和文化的相互交织”①的生成过程，要挑

战性别话语霸权，就应该将赛博空间作为重要的政治空间，以“酷儿”

（ｑｕｅｅｒ）的方式表演自己的性别，超越当今社会占支配地位的异性恋的

体制。

巴特勒和格罗茨等将肉身存在置于表演性概念的核心之中亦启发

了女性主义者布罗菲（Ｊｅｓｓｉｃａ Ｅ．Ｂｒｏｐｈｙ）。布罗菲将巴特勒对身体不可

渗透性的质疑用于理解人和计算机的关系，在格罗茨对赛博格空间的

解释基础上提出了 “阈限”概念。② 布罗菲指出，阈限是扭转的体验，

是渗透在身体和技术工具相互作用之中的边界性表演性行为。在线现

象是一种阈限体验，在此人们可以体验身体—科技工具之间的一种特

殊的内在能动作用：“科技与人类身体的关系并不是界面，而是内折，

互相改变，互相生成。”③作者认为，阈限行为通过身体与技术边界由内

而外、由外而内地不断扭转和旋转，可以在内外边界的消失之点上跨越

现存的边界，使身份的固定和拆解处在变动之中，借用德勒兹和加塔里

的欲望政治学概念来解释，阈限的体验过程是“欲望生产”或解域，即

从现存网络空间的“社会机器”内部，解放出作为身体存在的人，使欲

望的生产和社会生产融为一体，“打碎俄狄浦斯的铁笼子”、“重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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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１２，Ｎｏ．６（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ｐｐ．９２９－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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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１，１９。转引自欧阳灿灿：《“无我的身体”：赛博格格身体思想》，载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 ４期。



遍及四处的欲望生产的力量”。①

小　 　 结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赛博女性主义是一个复杂和内在充满分

歧的思潮，它努力把握赛博格或网络技术对女性压迫和解放的复杂影

响。从她们的讨论中可以看到，虚拟的网络世界是复杂的。一方面，由

于对现实身份和关系的虚拟化，赛博空间有可能为女性或其他被支配

群体提供新的交往工具和主体政治化的渠道，另一方面由于女性在社

会权力中的从属地位以及在计算机技术中的不利地位，赛博空间有可

能成为又一波女性殖民化的工具。究竟哪一种倾向占优势，需要辩证

地分析。从当今现实来看，无论是盲目相信赛博空间解放潜能的乌托

邦主义，还是认为赛博空间注定会成为男性对女性进行“殖民化”工具

的悲观主义都是片面的。严格地说，现实中女性与赛博空间之间的关

系本身就是女性主义参与下造成的，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人们对它的

认识以及实践本身就是他们所要思考的问题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

上，赛博格女性主义既是一种对网络世界的批判立场，也是一种自我反

思的立场。

当今中国从绝对量来说已经是网络大国，如何理解网络世界中性

别权力的分配及其影响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大体来说，尽管中

国网民中男女之间的比例差距不大②，但从整体上看，男女之间存在着

性别权力分配的不平衡。女性在利用最新通信技术方面落后于男性，

ＩＣＴ行业中女性从业人员的比例远远低于男性。更为重要的是，女性

不仅在网络技术上处于弱势地位，而且缺乏利用网络技术的主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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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泽胜：《拉康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１００—１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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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女性网民的自主性落后于男性网民，她们在网络的使用和信

息产品的消费上，更容易受到市场商品化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网

络在女性那里不是作为一般社交工具，就是作为购物工具，还没有被当

作主体建构的空间和条件来理解。在女性网民中，“减肥”、“韩剧”和

“海淘”是居高不下的搜索热词。分析和考察这些现象，当然需要大量

的经验历史分析，但借鉴赛博女性主义在这方面的思考无疑是有意

义的。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院博士后，山东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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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斯宾诺莎
《神学政治论》研究的问题像①

［日］内田弘　 由阳 译

前　 　 言

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就读期间，曾于 １８４１ 年 ３—４ 月份研究了斯宾

诺莎（Ｂａｒｕｃｈ ｄｅ Ｓｐｉｎｏｚａ １６３２—１６７７ 年）的《神学政治论》。具体来说，

以 Ｈ．Ｅ．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Ｐａｕｌｕｓ编撰的斯宾诺莎遗稿集（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ｕｓ ｄｅ Ｓｐｉｎｏｚａ：

Ｏｐｅｒａ ｑｕａｅ ｓｕｐｅｒｓｕｎｔ ｏｍｉｎａ；２ 卷本，１８０２—１８０３）所收录的《神学政治

论》和《斯宾诺莎书信集》为对象，马克思不加评注地完成了内容详尽

的摘录笔记（我在下文将其称为《〈神学政治论〉摘录笔记》或《摘录笔

记》。ｃｆ．ＭＥＧＡ，ＩＶ ／ １，１９７４）。《神学政治论》在写作《伦理学》期间完

成，１６７０年匿名发行，两年后受到了禁止发行的处分。当时，阿米尼乌

斯和共和派琼·德威特②掌握荷兰共和国的国家权力并与旧制度的奥

兰治派、加尔文派相抗衡，斯宾诺莎为了支持前者，历时四年完成了这

部禁书。从他本人的书信内容可以判断，《神学政治论》的写作动机有

三点（《斯宾诺莎书信集》３０，第 １６５—１６６ 页）：（１）反对阻碍民众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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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成果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留金发［２０１５］３０２２号。
Ｊｏａｎ ｄｅ Ｗｉｔｔ（１６２５—１６７２年），是 １７世纪荷兰的政治家，也是斯宾诺莎的友人。



哲学的神学家的偏见；（２）去除持有斯宾诺莎是无神论者看法的民众

的偏见；（３）对自由思想的拥护。

《神学政治论》虽然是在写作《伦理学》的过程中完成的，却鲜明地

表达了后者的人的观点和政治哲学观点。这一点三木清早就考察过了

（三木清 １９３２：２９６页，下文仅记录为〈三木清 ２９６〉）。

《神学政治论》问世的若干年后，马克思在题为“需要”的一个简短

片段中，回顾了世界市场都市从 １２ 世纪十字军时期的君士坦丁堡到

１７世纪斯宾诺莎时期的阿姆斯特丹这段世界市场的地政历史。说到

君士坦丁堡和阿姆斯特丹，英国皇家学院的书记官奥尔登堡给斯宾诺

莎的书信（第 ３３封）中提到过这两个地名，并且在马克思的《斯宾诺莎

书信集》摘录笔记中也出现了（ＭＥＧＡ，ＩＶ ／ １，２６３；Ａｐｐａｒａｔ ８０３）。

在这里到处流传了一个谣言，散居了两千多年的犹太人将要

返回他们的祖国。在这里少数人相信，多数人只是愿望这样。

（中略———中译者）至于我的看法，只要这不是来自君士坦丁堡

（它是与这件事最有关系的）可信任的人们所报道，我是决不相信

的。我很想知道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关于这件事听到了什么，他

们对这个重要消息有什么反应。这消息如果是真的，整个世界将

面临一场大祸。①

马克思在进行摘录笔记时，也许并没有预料到自己不久后便丧失

国籍的散居命运。在斯宾诺莎时期，“借金不还”和“伊壁鸠鲁主义（扰

乱犹 太 共 同 体 〈ｃｏｍｍｕｎｅ〉的 习 惯）”是 被 犹 太 社 会 流 放

（ｅｘ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的两大原因。“借金不还”容易导致犹太共同体的经

济解体，“伊壁鸠鲁主义”则导致离散状态的犹太人自由随意地行动，

从而造成更严重的散居。散居状态不容许发生上述状况，所以出现了

这样的禁令。该禁令是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来防止散居的策

略。被西班牙、葡萄牙驱逐后移居荷兰的犹太人民（马拉诺人），当荷兰

０５２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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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早期资本主义和世界市场的交流致使犹太的传统习惯变成狭隘的桎

梏时，他们为了守护犹太共同体施行了这样的流放政策。这是一种试图

用古老教义对抗新的时代趋势的行为。出生于商贾之家的斯宾诺莎在

接受犹太教的精英教育时，犹如天然水晶那样以其透明的思考能力直观

到了教义内部的矛盾。这一矛盾是犹太共同体与外部世界的矛盾。斯

宾诺莎开始直观，世界市场文化的影响下的打破地区狭隘并形成世界历

史诸个人的现实的运动。他并不反对这个运动，而是在其中探求构建合

理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道路。斯宾诺莎根据世界市场的作用作出判

断，只有沿寻彻底“独立”的方向，才能恢复人类诸个人的“共同性”。

约二百年后的德国人马克思也探寻同样的路径。马克思的父亲曾

经从信奉犹太教改信基督教新教。可是，脱离犹太“共同体”的“独立”

即改宗并不一定会使改宗的犹太人（马拉诺人）摆脱内心的苦楚（植村

３３），因改宗而丧失“共同性”者顽强地谋求共同性之恢复。提及“伊壁

鸠鲁”，犹太人会立即联想到声名狼藉的“伊壁鸠鲁主义”。马克思早

在写作学位论文时期就已经在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即自由论那里寻求人

类存在的根据。那就是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

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参考 ＭＥＧＡ，ＩＶ ／ １：１０～５８；内田弘 １９９９）。

马克思的《〈神学政治论〉摘录笔记》的主题是自由共和制。《摘录

笔记》其后三年的《德法年鉴》的《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指出货币

崇拜不仅仅是犹太人的天性，还是近代社会的普遍特性。这种思考首

先意味着生而为犹太人的马克思在确定自身思想的位置。斯宾诺莎关

于民族成立的根据这样写道：

个人是天性养成的，天性则不足以造成不同的民族。民族与

民族之差是由于他们的语言、风俗与法律的不同；而由于最后说的

两项，即风俗与法律，他们可能有一种特具的性情，一种特具的生

活方式与特有的偏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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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虽然没有摘录上文，但应该已经注意到了。同年在《年鉴》

上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隐含的重要主题就是德国的贸

易政策问题。也就是对于贸易的文明化作用抹消民族差异并创造世界

公民（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的力量，人们应该如何应对的问题。可以认为，当

马克思遭遇这个问题时，斯宾诺莎对民族的定义就变成了他思想的一

个基准。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历经《德意志意识形态》、《政

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直到《资本论》，马克思始终在人类打破地区狭隘

形成世界史之个人的方向上摸索人类自然史之必然性。

一、马克思《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

摘录笔记》的特殊性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思的《摘录笔记》。马克思把《神学政治

论》各章里原本较长的题目缩短并变换了顺序（ＭＥＧＡ，ＩＶ ／ １，Ｓ ２３３）。

需要指出的是，何人更改了目录“尚未得到确认”，然而，由于马克思在

不确定作者的《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标题以及下文的目录（Ｉｎ

ｈａｌｔｓｖｅｒｚｅｉｃｈｎｉｓ）之间亲笔写下“来自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柏林。

１８４１（ｖｏｎ Ｋａｒｌ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Ｍａｒｘ．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４１）”，所以可以判断马克思承认

该目录为自己所著。下文列出的目录可以认定是马克思本人的东西，

不过（１）（２）（３）（４）的编号为笔者所付。

（１）第 ６章　 论奇迹

第 １４章　 何谓信仰

第 １５章　 论理智和神学

（２）第 ２０章　 论言论自由

第 １９章　 神圣事物中的法

第 １８章　 自希伯来人的国家引出的政治意义

第 １７章　 论希伯来人的国家

第 １６章　 国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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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第 ７章　 论解释《圣经》

第 ８章　 论《摩西五书》等之起源

第 ９章　 以斯拉的《圣经》编纂及旁注

第 １０章　 关于其它各书

第 １１章　 论书信作者的使徒们

第 １２章　 作为真神语言的《圣经》

第 １３章　 《圣经》关于行为的简单思想

（４）第 １章　 论预言

第 ２章　 论预言家

第 ３章　 论希伯来人的预言的恩赐

第 ４章　 论神律

第 ５章　 论仪式和历史故事的信仰

《摘录笔记》的顺序和《神学政治论》的顺序不同。它是原著顺序

的重新编辑。这种重编暗示着什么内容？简单来说，《摘录笔记》把斯

宾诺莎的记述顺序拆解开来，并从马克思独自的问题意识出发重新编

撰而成。重编必须以精熟《神学政治论》为前提。也就是说，马克思在

上文的（１）（２）（３）（４）中：（１）在斯宾诺莎的神学和政治学的严格区别

中寻求解读《神学政治论》的标准；（２）以二者的区别为标准讨论政治

制度；（３）（４）讨论神学。

首先，在（１）中，马克思为了发掘《神学政治论》里未被斯宾诺莎意

识到的体系而把标准确定为“神学和政治学的严格区分”。他认为《神

学政治论》的“神学”和“政治学”的二分可以提取出“斯宾诺莎中的合

理的东西”。以何物为标准才能把“合理的东西”所潜藏着的、斯宾诺

莎未曾意识到的隐蔽体系解析出来？是“神学和政治学的严格区分”。

就是说，马克思批判神学＝宗教（政教合一）的政治统治，确立了把政治

从宗教中独立出来的观点。以此区分标准重编《神学政治论》。《神学

政治论》的序言可以进一步确定我的判断。《摘录笔记》虽然没有从

“序言”节选内容，但是“批判神学的政治统治”、“主张神学和政治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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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分离”正是“序言”揭示的主题。这个主张就是马克思用来揭示斯

宾诺莎的隐藏体系的标准。以之为标准，马克思才完成了《摘录笔

记》。马克思在《神学政治论》序言里发现了分析斯宾诺莎的隐藏体系

的标准。即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序言显示：

（１）斯宾诺莎主张，信仰、神学是每个人自由选择的领域。在那里

各种思想都应得到应有的尊重。没有必要要求某种特定的想法一定要

达成社会性的统一。也没有必须那样去做的领域。

（２）政治哲学———在斯宾诺莎那里，比起政治学，称为政治哲学更

加合适———乃是关于人们交换意见、讨论意见并形成共识的公共圈子

（ｒ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共和国）的学问。而且，共和制的组织原则是民主制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ａ）。民主制是最适合人类本性（自然）的政体。斯宾诺莎认

为人天生就具备形成民主制的本性。

（３）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的立脚点是自然哲学。自然（Ｎａｔｕｒａ）

是生成万物之源。人类受到自然之光（ｌｕｍｅ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ｅ）的指引可以运

用“理性”认识万物，这是斯宾诺莎认可的自然赋予人类的潜能（ｐｏｔｅｎ

ｔｉａ）。他主张，追随自然之光孕育理性是重中之重，自然之光是理性

之源。

（４）人类会疯狂，但自然不会疯狂。人类捏造各种东西，自然只创

造应该存在的东西。存在物是在本源上就应该存在的东西。在斯宾诺

莎看来，一切皆必然，人类的虚假捏造也出于本人不自觉的必然性。神

就是在这样的自然里被定义的。完成《〈神学政治论〉摘录笔记》的同

年，马克思在学位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

学的差别》中，把万物皆出于必然观点的斯宾诺莎和万物皆出于偶然

观点的伊壁鸠鲁进行对比，指出斯宾诺莎的观点是个别的偶然事物通

过相互作用会形成总体的必然的倾向（参考内田弘 １９９９）。

（５）站在人类立场上看，现存事物无论如何都是自然且必然的东

西。斯宾诺莎以此为标准指出了人类的现实状态。没有比人心更不可

靠的东西。人心变幻不停。人处于顺境时总是不听他人的意见，大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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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摆得意洋洋。可是一旦陷入了困局，就把什么都拿过来当作信仰了。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临时抱佛脚”。

（６）人类发挥与生俱来的想象力（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构想力）想象各种东

西。斯宾诺莎和帕斯卡一样，把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规定为否定的、消极的性质。

想象威胁生存的东西就会陷入恐惧。想象力捏造不合理的东西并努力

将之合理化。想象力就会加深迷信。

在他们的想象中总有这类的预兆或可以惊怪的事出现。好像

自然也和他们一样的癫狂，他们对于自然会有这样荒诞的看法。①

（７）然而，尽管人会被想象力迷惑，但正因如此才应该坚决要求人

类“判断的自由”。才应该对比每个人的观点，围绕究竟何为真理、何

为真实的问题交换意见进行讨论。作为讨论的前提条件，必须要求判

断的自由。即便压制判断的自由强行输入特定的思想，人依然会在暗

中自由思考。在不断变换的环境中首先在肉体上适应并活下去的才是

人。为了生存，必须反复思考各种状况。否则，被抛入动荡中的人是无

法生存的。斯宾诺莎认为，每个人都拥有“判断的自由”。

（８）解读《圣经》也是自由的。关于《圣经》，除了清楚明白的内容

以外，不强加给他人任何东西。这是斯宾诺莎解释《圣经》的原则。

“《圣经》对于理智绝不加以束缚，与哲学绝无相同之点。事实上，启示

与哲学完全站在不同的立脚点上。”②斯宾诺莎严格区分了神学和哲

学。“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必须把教会和国家严

格区别开来。斯宾诺莎认为，“凡是用成见以迷惑人心，用威力加之于

人民的意见，或用类似宗教叛乱的武器，都是与公众的自由背道而驰

的”③；“他们却爱惜与他们意见相同的人，无论那些人是多么愚蠢，认

为那些人是上帝的选民”，“这种行为是想象所及的最恶劣的，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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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危险的”①。斯宾诺莎指责独善其身的宗派主义。神学完全属于

私事。不要去追问是否信仰，因为它是每个人的自由。当问到人的社

会责任时，那只是在询问社会行为的结果，而不应该责问是何种信条造

成的。这样，斯宾诺莎强烈主张每个人的内在的自由。“宗教的信仰

是基于历史与语言，必须只能求之于《圣经》与启示”②，所谓奇迹，无

非是民众运用想象力想象出来并相信它确实发生的东西而已。

在当时的荷兰，该主张意味着对把政治、社会的问题看作宗教问题

这一事态的批判。当荷兰资本主义利用资本、商品、劳动力等在各个不

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通商时，排他性的宗派主义成为了阻碍。斯宾诺

莎的思想和追求非宗教性的荷兰资本主义的意向是一致的。

（９）“理性被自然之光开发和引导。自然既孕育理性又培育理性。

在自然中自然和普遍性法则不会产生任何矛盾”。哲学以自然之光培

育的发达的理性为基础。“共通概念”只能从自然得出。斯宾诺莎认

为，当人们转让自然权利在自发形成的公共圈中发言时，只应讨论理性

能够判断和解决的问题。

那么，斯宾诺莎的“共通概念”究竟是什么？它是公共圈中通过交

换意见、讨论或实验积累和共有的共享知识库（ｃｏｍｍｏｎ ｓｔｏｃｋ）。斯宾

诺莎说公共圈是由“自主独立的精神的领主”、“自主独立的人们”构成

的。在公共圈的内部，唯有理性可到达的哲学的、科学的真理才是可以

取得共识的标准。斯宾诺莎在写给奥尔登堡的书信（第六封）中，列举

了许多硝石实验来说明物体的凝固性和流动性。他认为，除了科学上

的真理以外，社会道德的真实也要依靠理性来引导，二者占据同一片领

域。和对待宗教的态度一样，“所有的人都能顺从，与人类的总数比起

来，却只有极少数能单借理智的指导获得道德的习惯”③。斯宾诺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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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民众的现状，民众“常趋于迷信，注重古代的零碎事物，对永恒的真

理反而漠然”①，“他们的坚忍不挠却是固执顽强，他们对于什么的褒贬

是由于一时的冲动而不是靠着理智”②。民众用捏造各种东西的想象

力安慰自己。要想打破民众的现状，首先必须找到打破现状的根据。

Ｙｏｖｅｌ认为斯宾诺莎把民众划分为有教养的民众和无知的民众，并

指出：

斯宾诺莎的对象不只是这个顽固集团的有教养的民众（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ｅ），他最终还作为一名讲授知识的传达者向无教养

的民众（ｔｈｅ ｕｎｅｄｕｃａｔｅｄ 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ｅ）传达易于理解的新鲜思想

（Ｙｏｖｅｌ，ｖｏｌ １：１３７）。

然而，斯宾诺莎曾经提到，因为大众确实固执地以迷信为标准误

读、误解《神学政治论》，所以他丝毫不希望进行哲学思考之外的人阅

读自己的作品，完全没有把他们当作读者。我们不能断言斯宾诺莎把

那样的大众也当成“理性上的存在者”的潜在力量。可以说，这是斯宾

诺莎未曾解决的问题，或者说是斯宾诺莎研究尚未解决的问题。我在

后文会论述，马克思就是在这里发现了问题。

斯宾诺莎一边宣称“信仰和哲学分离才是《神学政治论》的主题”，

一边又认为比起那些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东西（奇迹），运用哲学（科

学）所理解的东西拥有更多的权利，也能回到神的作为那里去。斯宾

诺莎主张神学和哲学有所区别，认为理解自然是理解神的作为的正确

途径。事实上，“神即自然”的这一斯宾诺莎的命题早在《伦理学》之前

的《神学政治论》中就已经提到过了。相信奇迹那样的反自然、超自然

的事件最终会陷入无神论。斯宾诺莎反问：即便那样也无所谓吗？针

对“无神论者斯宾诺莎”的这个大众的误解，他反讽道：陷入无神论的

是大众才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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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哲学的还原

马克思对《〈神学政治论〉摘录笔记》进行了“自然哲学的还原”。

具体来说，神学应被限定为私人领域、哲学是奠基公共圈的知识活动的

这一斯宾诺莎思想深处的合理内核究竟是什么？它是把即成的、人为

的东西全部打破重新开始，回到万物生成的根源，由此追溯万物的生成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过程，这就是“自然哲学的还原”。马克思认为，只有把斯宾

诺莎的固有的哲学彻底化，即进行自然哲学的还原，才会弄清楚《神学

政治论》的哲学根据。马克思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才完成了《〈神学政

治论〉摘录笔记》。他在笔记中推断《神学政治论》的合理顺序应该是：

ｉ哲学、神学区别论（第 ６章、第 １４章、第 １５章）→

ｉｉ论共和制（第 ２０ 章、第 １９ 章、第 １８ 章、第 １７ 章、第 １６

章）→

ｉｉｉ论《圣经》（第 ７章—第 １３章）→

ｉｖ论预言（第 １章—第 ５章）（ｉ ～ ｉｖ为摘录顺序）

“序言”提到的神学和哲学（政治哲学）区别论的真正展开是第 ６

章的“论奇迹”（ｉ）。因此马克思断定《摘录笔记》应该从这里开始。和

第 ６章紧密联系的是具体论述政治、哲学比宗教、神学更根本的第 １４、

１５章。接下来摘录的是和斯宾诺莎政治论相关的、论证最符合自然哲

学的政体是民主制的第 １６章到第 ２０ 章（ｉｉ）。斯宾诺莎认为人天生具

有适应力量的生存权利，“力量以权利为根据”。他的观点和霍布斯的

“自然权之权利以力量为根据”截然相反。在斯宾诺莎那里，自由是力

量的实现。积极展开自由论的是 ｉｉ 的第一篇笔记第 ２０ 章。他在该章

提到，在为了人的自身生存而组成的国家中，只要不危害国家的权力和

和平就应该容许每个人的自由，“共和制的目的（ｆｉｎｉｓ Ｒｅｉｐｕｂｌｉｃａｅ）就是

自由”。接下来摘录的第 １９ 章里，斯宾诺莎说在民主国家里，正义掌

握在转让人们命令的权利的统治者手里，而非宗教领袖的手里。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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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第 １８ 章，斯宾诺莎涉及了 ４ 点主张，即宗教领袖不应享受公共的

命令权、宗教法不应支配世俗事务、对正当性的判断权应该交给统治

者、（和霍布斯不同）君主制是危险的。而在第 １７ 章中，斯宾诺莎指出

即便把自然权利转让给国家，也不应该全部转让，每个人都应当保留自

然权利。最后的第 １６章则指出，人类为了共存需要转让每个人的自然

权利，以此形成共同的力量（国家权力）。在该章中，斯宾诺莎论证人

类生来（自然地）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自由的存在，最适合人类的政体

是民主制。

我认为，倘若第 ２０章后面直接连接论证共和制的基础是人的意义

上的自然权利、民主制是最自然的政体的第 １６ 章，也许是更自然的顺

序。但是，马克思近乎机械地采用了“第 ２０ 章→第 １９ 章→第 １８ 章→

第 １７章→第 １６章”的顺序，即与斯宾诺莎完全相反的顺序。马克思的

选择或许可以这样理解：

（ｉｉ－１）共和制的目的是自由（第 ２０章）。

（ｉｉ－２）共和制是独立于宗教权威的存在，信条不同的人合作

（共和）就是民主制（第 １９—１８章）。

（ｉｉ－３）其根据就是每个人的自然权利（第 １７—１６章）。

以自由为目的的民主制是马克思当时的问题意识。我认为马克思

着眼于斯宾诺莎的民主制并解释了关注的原因。

《摘录笔记》最后的 ｉｉｉ 和 ｉｖ 也许是出于如下思路构成的。就是

说，马克思看到了斯宾诺莎的立论（第 ７ 章—第 １３ 章），即奇迹以自然

之光能够认识的法则为基础，但预言只以《圣经》为基础，所以摘录了

后文的预言论（第 １章—第 ５章）（ｉｉｉ 论《圣经》→ｉｖ 论预言）。斯宾诺

莎在此指出，预言家的话语的可靠只有心性上的可靠性（ｃｅｒｔｉｔｕｄｏ ｍｏ

ｒａｌｉｓ），即只存在于明显活跃的表象力（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印记（ｓｉｇｎｏ）、善导

精神当中，它不是指引哲学的自然之光。在这里，神学领域和哲学领域

再次被严格划分了。

这样，马克思依据斯宾诺莎的自然哲学重构了《神学政治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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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学政治论》中发现了斯宾诺莎自身不自觉的合理的核心———自

然哲学，并以之为基础重新编纂了斯宾诺莎。马克思在早于《〈神学政

治论〉摘录笔记》的两年前，即 １８３９年完成的《第六笔记》里，就秉持着

宗教和哲学严格区分的观点，并指出“另一方面，任何一种古代哲学都

不比柏拉图哲学更具有宗教性”。马克思写了一篇《亚里士多德—黑

格尔颂》，并称赞当斯宾诺莎讲述“在永恒的相下的思考时，在讲述神

之爱、人的精神自由（ｌｉｂｅｒｔａｓ ｍｅｎｔｏｓ ｈｕｍａｎａｅ）时，他的感激之情比那具

备更真、更强烈、更普遍的教养的精神还要令人心旷神怡”（ＭＥＷ，Ｅｒｇ．

Ｂｄ．：２２５）。

１８５８年，马克思在写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书信中回顾了自己

１８３９—１８４２年间对伊壁鸠鲁的研究和斯宾诺莎的研究，并如下写道：

你在写作（赫拉克利特）中必须克服的困难，我尤其清楚，因

为十八年前我曾对容易理解得多的哲学家———伊壁鸠鲁进行过类

似的工作，也就是说，根据一些残篇阐述了整个体系。不过，我确

信这个体系，赫拉克利特的体系也是这样，在伊壁鸠鲁的著作中只

是“自在地”存在，而不是作为自觉的体系存在。即便在那些赋予

自己的著作以系统的形式的哲学家如像斯宾诺莎那里，他的体系

的实际的内部结构同他自觉地提出的体系所采用的形式是完全不

同的。①

上段引文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斯宾诺莎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原

始的文献没有“体系的内部结构”，即便研究者根据文献进行“自觉的

体系”化，体系的构建也不会成功。马克思想要表达的是，即便像赫拉

克利特或伊壁鸠鲁那样，他们的文献是自带体系的，然而这种体系和文

献的叙述人（赫拉克利特或伊壁鸠鲁）自觉地提出的体系是完全不同

的东西。在这封书信中，斯宾诺莎的名字伴同伊壁鸠鲁一起出现了。

１８４１—１８４２年，当时的马克思正准备有关自然哲学的毕业论文。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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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准备工作，除了伊壁鸠鲁，他还阅读了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

论》和《斯宾诺莎书信集》。可以确定，马克思在 １８５８ 年给拉萨尔写信

时，回顾过柏林时期的研究经历，那就是，当马克思以特殊顺序完成

《神学政治论》的摘录笔记，即马克思认识到斯宾诺莎思想的合理核心

是他的自然哲学并以之为标准重构《神学政治论》时，斯宾诺莎的思想

显现出来了。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大约 ６ 年以后，马克思在写给舅父、

荷兰商人莱昂·菲利普斯的信件中，回忆了《神学政治论》第 ８ 章的摘

录，并介绍说“《摩西五经》只是在犹太人从巴比伦囚禁中返回以后才

著成的，这一点斯宾诺莎在他的《神学政治论文》中就已经探讨清楚

了”①。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后来也清晰地记得青年时的研究思想。

三、《摘录笔记》的顺序反应出的

马克思的问题意识

马克思的《〈神学政治论〉摘录笔记》是依据上述问题意识编排而

成的。Ｙｏｖｅｌ说马克思“用奇怪的顺序排列了摘录笔记”（Ｙｏｖｅｌ，ｖｏｌ ２：

７８），这种说法是错误的。Ｙｏｖｅｌ 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鹫田小弥太在

《〈神学政治论〉摘录笔记》的先驱性研究著作《致斯宾诺莎先生》中，

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摘录笔记》，并指出了言论自由、民主制等马克

思的问题意识。然而，遗憾的是，他没有涉及摘录和本来顺序的关系。

洪汉鼎把上文的那封致拉萨尔的信作为“重要文献”引用（Ｈｏｎｇ Ｈａｎ

Ｄｉｎｇ：２０５—２０６），这实属难能可贵，但他却未曾注意到马克思在信里设

想了笔记的特有顺序。

另外，有一种说法是，马克思进行《〈神学政治论〉摘录笔记》的动

机是为了准备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

学的差别》的口试，即“备考说”（广松、井上：２７０）。然而，上述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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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笔记》的“复杂顺序”对于“备考”是必要的吗？笔者对此表示怀

疑。“备考说”认为“务必把进行笔记的机缘或动机和笔记对马克思治

学的意义区分开来”（广松、井上：２７１），但是这种观点会把人引入歧

途。设想一下，即便马克思在免于口试之前就完成了作为口试准备工

作的《摘录笔记》，也并不能由此断定进行摘录时的马克思的问题意识

和后来的问题意识有所不同。毋宁说，前后两个问题意识是连续性的、

是统一的。在“备考说”那里，《摘录笔记》对“马克思治学的意义”最

终产生了。可是，把马克思在思考《摘录笔记》的特有顺序时、在临近

考试时所持有的问题意识和他后来的问题意识区分开来的做法无论如

何都没有道理。认为马克思的笔记只是对考试的战术上的回应的观点

和笔记的特有顺序在根本上是矛盾的。那会背离阐明笔记之特有性这

个重要的问题。若只是为了“备考”，那么应该准备一份不刺激考官

的、不过分尖锐的（内田义彦）更加保守安全的笔记。“备考说”的出

现，是否是为了打破“马克思《摘录笔记》的问题意识就是民主制的探

求”的鹫田小弥太说的垄断局面？如果考虑到笔记的特有顺序，那么

应该能够理解马克思是怀着这样的也是贯穿了博士论文的问题意识去

准备口试的：承担着实践世界的大众为何以及如何成为理论的主体并

认识到民主制才是最自然且自由的政体。

马克思对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的解读方法批判了视斯宾诺莎

为“死狗”的观点。正如洪汉鼎所言，“马克思的时代是要从僵死的形

式中提取出富有生机的思想的时代”（Ｈｏｎｇ Ｈａｎ Ｄｉｎｇ，２０６）。“马克思

没有把斯宾诺莎当成思想贫瘠的古典学家，而是当成同盟者接受”，应

该“对这个同盟者的反动的偏见毫不留情，将之拆解到水晶一样透明”

（ｉｂｉｄ．，１９８）。在《〈神学政治论〉摘录笔记》里，马克思没有把斯宾诺莎

看成 １７世纪的人物，而是当成同时代的人重新解读。斯宾诺莎最早挑

起了反对宗教权威的斗争，并提出了民主制是最符合人类本性的政体

的这个挑战的根据。然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宗教批判已经不是他所处

时代的主要课题，民主制的实现才是时代的主题，因此他最先摘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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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政治论》的政治学部分，即上文的第 ２节内容。

四、马克思思想中的斯宾诺莎

马克思的斯宾诺莎研究给他后来的思想带来深远的影响。就如

Ｙｏｖｅｌ所言，“关于斯宾诺莎的思想，马克思灵活运用的场合比他自己

以为的还要多得多”（Ｙｏｖｅｌ，２：７８）。马克思提到斯宾诺莎的出处可以

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人名索引或 Ｍａｒｘ ／ Ｅｎｇｅｌｓ ｂｅ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Ｒｅｃｌａｍ １９８３等，但“马克思思想中的斯宾诺莎问题”却

不能局限于此。马克思压缩记录自己的研究思想，马克思文献里没有

提到斯宾诺莎的地方也隐藏着斯宾诺莎的元素。

（一）从《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马克思思想中的斯宾诺莎元素最早见之于《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在那里，马克思站在了从“根源的生成—本生（Ｅｒｅｉｇｎｉｓ）”角度理

解万物的斯宾诺莎的立场之上。

正如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

史，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

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①

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

部分。②

从自然史生成的人把每个人的五感和精神实践的感觉结合为社会

性器官，并借助自己的感觉发挥它们的作用。人性并非一成不变。

《哲学的贫困》也指出了“历史就是一切人类本性的不断变化”。《手

稿》首先讨论的劳动过程的部分，即“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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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

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①，

表明马克思研究经济学并展开了斯宾诺莎奠定的自然概念，即以自然

为母体的人是如何发生关系、保证生存的必需品、通过活动改变自身

等。总之，《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自然论离开斯宾诺莎就无法

理解。《手稿》的事实上的劳动价值论在《大纲》得到了系统的分析。

斯宾诺莎批判性地继承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能生的自然”（ｎａｔｕｒａ ｎａ

ｔｕｒａｎｓ）和“被生的自然”（ｎａｔｕｒａ ｎａｔｕｒａｔａ）概念，然而对于马克思来说，

它们乃是现实世界的人的“生命活动能力”（Ｐｓｙｃｈｅｏｌｏｇｉｅ ＝ ｄｅ ａｎｉｍａ。

翻译成“心理学”是错误的）以国民经济的产业的方式获得实现。关于

这个问题，内田义彦曾经指出：

自然是创造活动的同时还是被创造物乃至被创造物的创造活

动，这是一种继承了雅典的欧洲的传统看法。一切东西是被创造

物的同时也是创造的活动；人是自然界的自然的精华，自然环境本

身由自然的结果即人类的自然（创造活动）加工改变而成。若不

领会这些思想就无法理解如《手稿》里的“自然”、“人类本质”等

问题（内田义彦：８３—８４）。

内田义彦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思想中的斯宾诺莎问题”

十分重要。马克思研究斯宾诺莎的同时也做了亚里士多德《论灵魂》

的摘录笔记。该笔记对于我们思考自然史中的人类颇有启发性。与

《〈神学政治论〉摘录笔记》不同，马克思以《论灵魂》的第 ３卷为中心按

照章节顺序记录要点。在要点里，马克思从斯宾诺莎写给耶勒斯的书

信，即“形状无非只是限定，而限定就是否定，所以，正如我们所说的，

形状除了是否定外，不能是别的”②的内容中，摘引了“限定就是否定”

这句话。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的第 ３ 卷考察了人的五感、共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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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判断能力、思维能力（理性）、心灵表象、运动能力、欲望能力等内

容。马克思的笔记的观点是，诸如这些人的能力（ｐｓｙｃｈē）都是历史性

地发展而来的。该观点在《手稿》的产业论里被活化了。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的《序说》里也引用了

“限定就是否定”的部分。在那里，马克思是这样活用斯宾诺莎的限定

即否定的论题的。马克思分析了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四个范畴彼此

吸纳其他三个范畴时又反过来被吸纳的生产有机体。例如，（１）生产

的规定在形式上是不生产（生产的否定），即充其量只是消费、分配、交

换的否定（生产的否定）；但是在现实上，生产反过来由自身（消费、分

配、交换）的否定规定。（２）生产和消费相互关联。通过因个人消费而

再生产的劳动能力和生产手段的生产性消费，生产得以进行。（３）生

产和分配相互关联。生产手段和劳动力的社会分配方式决定生产各要

素的结合方式和产品的分配方式。（４）生产和交换相互关联。以何种

方式进行交换决定了交换的目的（以消费为目的的产品简单交换，还

是以利润为目的的交换）。这样，马克思看到，生产一方面被自己的否

定要素（消费、分配、交换）规定，一方面吸纳性地规定这些要素。判断

的标准就是斯宾诺莎的“限定就是否定”命题。

《大纲》里的斯宾诺莎较之《手稿》更为系统化。“货币章”的基础

文献是斯密的《国富论》。然而马克思几乎没有使用“使用价值（Ｇｅ

ｂｒａｕｃｈｓｗｅｒｔ）”这个用语，而是用“属性（Ａｔｒｉｂｕｔｅ）”取而代之。与其搭配

的“实体（Ｓｕｂｓｔａｎｚ）”、“个体（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ｕｍ）”成为论证货币生成的基本

用语。“实体、属性、个体（有限形式）”，这些都是斯宾诺莎《伦理学》

的基本术语。马克思把名为商品的“个体”分为“特殊的自然属性”（使

用价值）和“一般的社会属性”（交换价值）两种“属性”，并分别分析特

殊属性产生于自然实体（具体劳动）、交换价值的实体产生于社会实体

（抽象劳动）。“个体→属性→实体”的顺序和斯宾诺莎《伦理学》的

“实体→属性→样式”完全相反。只有倒置斯宾诺莎的顺序才能构成

合理的体系。前文谈到的马克思致拉萨尔的书信内容也包含这一层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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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斯宾诺莎把实体概念限定为无限实体（神即自然）的其中一种，马

克思则想到了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实体（个体）和第二实体（可以分离的

形式 ｃｈōｒｉｓｍｏｓ。ｃｆ．ＭＥＧＡ，ＩＶ ／ １：１６３），把议论的场域从形而上学转换

到实践的世界（资本主义）。在实践世界里，既有作为满足人类特殊欲

望之属性的根据的东西（自然实体），同时又有人类的诸种社会关系即

借助他们无意识的思维和行为自身产生的东西（社会实体）。在斯宾

诺莎那里，存在着“神即自然”这个唯一的无限实体。而在马克思那

里，自然孕育的人即被生的自然所进行的创造活动（劳动）才是产生和

支撑人类现实世界的实体。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分裂为自然的具体

的实体和社会的抽象的实体，后者（抽象实体、价值实体）的抽象性能

够组织生产有机体并开展不断突破界限的扩张主义运动。就像诸个人

建立民主制那样，当诸多国家组建国家联合体时，荷兰等早期资本主义

国家向前资本主义国家地区挺进，通过通商关系不断地吸纳或联合。

想必斯宾诺莎注意到了这种事态（渡边 １９５０）。

（二）《资本论》

《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如下记述和斯宾诺莎思想有关：

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

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

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

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

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①

首先，“自然史的过程”观点和斯宾诺莎的“仅是哲学基础的普遍

的自然史（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Ｎａｔｕｒａｅ）”有很强的亲和性。这种观点意

味着，把每个人运用主观想象力的行为合为一体，虽然从短期来看它并

不稳固，然而从长期来看，在朝向一定方向运动的人类历史中，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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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种生存条件自然且必然的改善过程变得明晰了。

其次，斯宾诺莎认为，“自然不为人的理智的规律所拘束。人类的

理智的规律其目的只在求人的真正的利益与保存；自然的界限更要无

限的宽广，与自然的永恒秩序相连。在此秩序中人不过是一个微粒而

已。正是由于这个必然性，所有的个体都用某种特别的方式以生活与

活动”①。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人类是自然的产物，也是模拟并扩张自

然的创造活动的第二自然，是有意识地实现“自然目的”的主体。人类

通过自然的因果法则实现自己的目的。然而，这种观点即便在自然科

学—技术的层面行得通，但是社会和历史层面上的目的也能那样实现

吗？社会历史的层面上不会出现不同于个人意图的东西吗？马克思考

虑到了这一点，弄清楚这个问题才是社会科学的使命。

再次，当马克思规定用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 把握自己的历史观时，他强

烈地意识到了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思想。马克思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

绝不 能 理 解 成 反 映 论 的、摹 写 论 的 东 西。他 的 物 象 化 论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表明人类是无法直接且透明地观察事物的。人类可

以认识自身的经验直至概念的高度。产生概念装置的是学问。《资本

论》论证了资本主义下经济世界的物象化形态。因此，贯穿《资本论》

体系的主题之一就是物象化论。但是，马克思所说的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并

非他提到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根源的自然）和 Ｓａｃｈｅｐｒａｇｍａ

（人的行为事实）在用语方面没有直接联系。当物质生活的过程被价

值关系组织起来时，也就是被“物象化”了。

唯物主义是把历史深处支撑人类生存的自然视为基础的观点。唯

物主义认为，虽然亚里士多德说的形式因在人为的世界里优越于质料

因，但是从历史的长时期来看，质料因不仅包含形式因的作用还逐渐地

超越形式因。自然（质料因）相对于人（形式因）具有根源上的优越性、

肉体劳动（质料因）相对于精神劳动（形式因）具有根源上的优越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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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观点都是唯物主义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ｕｓ 的词根 ｍａｔｅｒｉａ 是希腊语 ｈｙｌē

的拉丁文译法。Ｈｙｌē 是母胎，是自然，是质料因。人类最终也不会超

越生养自己、供给自身生活资料的自然。人是在根源上依赖自然而生

存的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马克思在亚里士多德的

《论灵魂》和斯宾诺莎的自然哲学的还原之处看到了人类存在对自

然的根本性的依存性。但是，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斯宾诺莎，都没

有把自然当作人类的物质行为———根源生成的对象正面对待，只把

它看成了理论对象。马克思认为，人类运用科学技术把自然下降为

作为产业去经营的物质生活过程。此时，人对自然的根源上的依存

性获得了根本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中开展了这项工

作。物质生活过程的承担者是劳动的大众。这样，不仅是斯宾诺莎

所说的大众的想象力，就连斯宾诺莎的政治哲学都被重新定义为意

识形态的东西。麦卡锡在《辩证法与颓废主义》和《马克思与古代作

家们》中说过：

（马克思）成功地赋予了宗教所表现的“被压迫者的呼声”主

题以历史上的、结构上的意义。“非宗教的基础是这样的，即人创

造宗教而非宗教创造人”。马克思的早期的宗教批判蕴含着经济

学批判的基础。因为后者是从前者产生的（ＭａｃＣａｒｔｈｙ１９９４：１２８）。

拜物教批判是从批判伊壁鸠鲁的神话和自然法则以及犹太预言家

的偶像崇拜和虚伪的众神开始发展而来的（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１９９０：２５９）。

最后，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的序言里把人分为哲人和无知者

（大众），还说他对后者几乎绝望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则把人看成社

会的产物，并与追问个人的历史责任的立场保持了距离。斯宾诺莎把

作品的读者限定为“具有哲学素养的人”，对其他大众毫不在意。他不

希望那些人读他的《神学政治论》。这种对人的二分也许是斯宾诺莎

在现实生活中对人际关系的投影。斯宾诺莎虽然提到最符合人类自然

（本性）的政体是民主制，但是关于接下来如何打破宗教的迷信和独

断、民主制何以可能等关键问题却什么也没有说。马克思则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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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作为自然史的一环不断推移的进程中看到了民主制生成的可能

性。在人类史中，人类解放的各种客观条件以及承担它们的各种主

体条件生成了。马克思判断，分析它的现实可能性是学问（哲学）的

使命。从短期和个别对象来看，各种具体问题的责任只能落在特定

的人群身上。然而，马克思的立场是，这些问题被整体地根本地解决

了吗？社会要求个人的道德固然重要，但是，社会除了承担责任的特

定的个人以外还包括“其余的人”，他们没有像个人经营道德生活那

样的改善各种生活条件的义务吗？既然要求个人的道德，那么要求

者们所身处的社会本身充满道德吗？社会是为了强制一部分人的非

道德行为而组织的吗？类似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一直存在。马克思的

观点，即在自然史的过程中思考社会中的个人观点开阔了我们的视

野。“特定的个人”和“其余的人”的对比，不仅存在于斯宾诺莎的思

想当中，还存在于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马克思的思想中。接下来，我将

用《斯宾诺莎》的民主制的生成论和马克思的货币生成论对这对比

较加以进一步的阐释。

五、斯宾诺莎的大众和货币的生成

斯宾诺莎一方面论证最适合人类本性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另一

方面又对占据人类大多数的大众表现了极为严厉的态度。他一方面说

最自由的政体是民主制，一方面又说作为民主制的实现者、承担者的大

众容易受到迷信的困扰，对于运用自然之光之引线的理性便可洞察的

民主制，大众恐怕无法理解它对人类本性的适宜。斯宾诺莎在《神学

政治论》的序言里谈到，“一般人常趋于迷信，注重古代的零碎事物，对

永恒的真理反而漠然”①，“在大众的心中迷信与恐惧都是牢不可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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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们对于什么的褒贬是由于一时的冲动而不是靠着理智”①，

“对乱民最有左右力量的是迷信”②。因此他坚决提出对思考哲学的少

数读者、学术精英以外的“其余的人我不欲推崇我的书”③。斯宾诺莎

苦心论证出了民主制，却在缺失民主制的实现者和承担者的状况下，使

《神学政治论》完结了。斯宾诺莎对大众的态度受到越来越多的斯宾

诺莎研究者的关注（Ｂａｌｉｂａｒ、水岛、上村、上野）。

马克思看到了斯宾诺莎的大众问题中遗留的问题。他在与斯宾诺

莎研究同时进行的学位论文里，用“大众与苏格拉底”的分裂来代表和

表象实践世界的承担者（大众）与理性世界的承担者的分裂（内田弘

１９９９：１４９—１５０）。马克思在斯宾诺莎那里也看到了这种分裂。马克

思研究斯宾诺莎的内容无疑是民主制问题，但更关键的任务是要进

一步论证，民主制的实现者和承担者是否存在以及在何处存在？这

个任务是实践性的。对于马克思来说，理论是形式因，实践是质料

因。在这里也是一样，问题在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ｉｃ，即生成母胎是谁以及

如何实现课题”。

马克思的任务是要在根本上（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深化问题，例如仅在

政治领域是否能够把握民主制的问题、在依托政治的经济领域里民主

制问题能否得到进一步的规定等。而问题的设定就是论证货币生成的

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转化论”的结尾写着“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

沁”。这是为什么？法国第一次市民革命的政治口号（１７８９年《人权宣

言》）是“自由、平等、所有权”。第二次市民革命（１８４８ 年）的政治纲领

改成了“自由、平等、博爱”，又添写了法国社会以“所有权和劳动为基

础”这一条内容。那么，对应这次修改，在经济世界里，以“所有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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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和劳动（无产阶级）”为基础关系的“自由平等”的经济体系能

否实现“边沁”即“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是马克思在后面的《资本

论》里打算讨论的问题。第二次市民革命修正了第一次市民革命的

“财产所有者中心主义”并让“无产者”成为市民社会的成员。那么，问

题得到解决了吗？

斯宾诺莎已经完成了对政治哲学的民主制成立的论证。这种政治

学的论证能否构建货币生成这一经济学批判问题上的理论基础？马克

思不是从霍布斯和洛克，而首先从斯宾诺莎和黑格尔那里学习论证。他

吸收了这些论证并相应地在经济的世界里开始了“货币发生史”的论证。

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里对民主制的论证大体是这样的。如

果每个人都行使允许人为所欲为的自然权利，最终生活会陷入仇恨、愤

怒和不安当中。所以每个人都应尽力避免上述状况的发生。斯宾诺莎

将其称为“理性的命令”。遵循《理性的命令》，人类就会这样行动。马

克思在笔记里也摘录了这一段内容。

人类为了安稳和舒适的生活，必然地要结合为一个整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ｏ ｉｎ ｕｎｕｍ），进而他们每个人都要把自然赋予的权利共

同所有（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ｓ ｈａｂｅｏ），这种权利不应再为个人的能力和欲望

所规定，而要取决于众人的合力和意志。①

也就是说，要把众人的力量（自然权）合而为一。平田清明（平田

１９６９：２１３—２１４、平田 １９７１：２８７—２８８）最早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论证

令我联想到马克思的交换过程论里关于约翰《启示录》的引文，“他们

同心同意……凡没有这种印记即没有这个兽名或兽名的数字者，都不

能买卖”②。马克思还从《神学政治论》里摘录了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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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每个个人把他的权利全部交付给国家，国家就有统御一

切事物的天然之权；就是说，国家就有唯一绝对统治之权，每个人

必须服从，否则就要受到最严厉的处罚。这样的一个政体就是一

个民主政体。民主政体的界说可以说是一个社会①，这一社会是

共有（ｃｏｌｌｅｇｉａｒｔｕｒ）一切事务之最高权利的人类的综合性结合

（ｃｏｅｔｕ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ｓ ｈｏｍｉｎｕｍ）②。

斯宾诺莎把这种制度称为民主制。他还把下文的【】部分也摘录

出来。

【我相信，在所有政体之中，民主政体是最自然、与个人自由

最相合的政体】。在民主政治中，没人把他的天赋之权绝对地转

付于人，以致对于事务他再不能表示意见。他只是把天赋之权交

付给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他是那个社会的一分子。③

对于斯宾诺莎来说，民主制就是共有每个人的力量———自然权利

并集结为“一体”之力即“人类的综合性结合”的东西。这里蕴含着多

数人和少数人的关系问题。斯宾诺莎提倡内在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还

说少数人在思维和判断的理论生活（ｔｈｅｏｒｉａ）中没必要效仿多数人。多

数人和少数人分裂了。但他又说在实践生活里不得不按照多数人的方

式。多数人支配着实践世界的整体。在实践世界，事务要按照全体人

员的“共同决定（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ｄｅｓｒｅｔｕｍ）”进行。斯宾诺莎还说，“我们只

能说平民的权是指每人所有的保存其生存的自由”④。这样，全体一致

的共同决定的设想变成了现实上的统治力量的把持。

马克思的问题意识是论证第一次市民革命（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革命）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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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市民革命（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社会）产生的以劳动者获得参与权为标志的

民主制，它和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形成是否大体上基于同一原理。论

证这个内容的就是货币生成论，特别是价值形式即交换过程论。马克

思在《哲学的贫困》里提到了“货币生成的论证问题”，在《政治经济学

批判大纲》的“货币章”里涉及了价值形式即交换过程论的部分。马克

思早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就继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论，还

把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定义即“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转化为市民

社会的定义。《资本论》里也是一样的。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论证货币发生的方法和斯宾诺莎论证民主

制的方法相同。经济上的民主制就是资本主义的货币制度。就是说，

把货币从多种多样的商品中生成的过程，理解为类似斯宾诺莎的论证

过程，即每个人交付保存自身生存的自然权利凝结为共同的“一体”之

力并选拔合适的统治者的过程。此时，斯宾诺莎口中的“每个人”被重

新定义为每个商品的所有者。马克思讨论了存在于商品所有者之间

的、关于商品的价值表现的第 ２ 种形式中的对抗关系。所谓第 ２ 种形

式指的是某个商品 Ｗ１的价值表现为其它所有商品（Ｗ２Ｗ３Ｗ４……Ｗｎ）

的使用价值形式（Ｗ１ ＝Ｗ２Ｗ３Ｗ４……Ｗｎ）。每个商品所有者都竞先凸

显自己商品的价值表现。现在，如果商品世界有 ｎ种商品种类，就会产

生 ｎ个第 ２种形式。马克思是这样理解竞争关系的。

如果商品 Ａ属于一种形式规定（相对价值形式），那么（其余

的所有）商品 Ｂ、Ｃ 对立于商品 Ａ 属于另一种形式规定（等价形

式）。这些形式只能处于这种对立关系中，任何商品都是如此。

（ＭＥＧＡ，ＩＩ ／ ５：８０；《资本论第一卷初版》：７７）。

马克思在此分析了“１·对·（ｎ－１）”的对立构图。前文的《〈神学

政治论〉摘录笔记》的引文里出现了这种构图，它也是斯宾诺莎论证民

主制的基本构图。斯宾诺莎的看法是，因为订立了在实践世界一个人

（１）（或者是少数人）服从于多数的“其余的人”（ｎ－１）的契约，全体一

致的构想得以现实化了。马克思也强调，只要每个商品所有者是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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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他们就存在于“１·对·（ｎ－１）”的构图中。那么，这种对立构

图最终落脚于何处？斯宾诺莎最终得出结论：把每个人的力量—权利

汇集为合力（民主制），选拔出能够表现“一体之力”的领导者；只有这

样做，他们才会变为“一体”。马克思也如斯宾诺莎那样，认为“１·

对·（ｎ－１）”构图要落脚在汇聚“一体”即一个特定的商品种类—货币

商品上。每个商品所有者都是在一定的共同体（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内相互

依存、共同生活的人。在那里，他们不自觉地创造了货币。

商品持有者在生活过程中具有相互依存的“共同性”。但同时他

们也具有首先考虑自身得失的个人的“自主性”。就是说，他们具有共

同性和自主性的双重性格。作为个人，只要符合自身的利益就会采取

“共同行动”。虽然潜在着对立关系，但只要利害一致就会联合起来。

然而，必须率先维护自身的利益时，就会与多数的“其余的人”对立。

关于货币生成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本人只是回答说：“商品本性（自然：

Ｗａｒｅｎｎａｔｕｒ）的各项规定由商品所有者的自然本能决定”（Ｍａｒｘ１９６２：

１０１）。商品所有者不知道为何、何以生成了货币。他们是不自觉地创

造货币的。马克思认为他们不晓得商品世界的自然法则，只是本能地

追随它而行动。当马克思说“商品本性 ＝自然”、“自然本能”时，商品

所有者和斯宾诺莎口中的无知大众是相同的。但是，马克思没有加以

进一步的阐释。笔者（内田弘 １９９６）对此曾尝试过演绎论证。也就是

说，每个商品所有者一边把自己与其他一切商品的“共同性”归纳于自

身，一边享有一次与其他一切商品所有者独立和对立的机会；同时还和

其他的某“一个”独立的商品所有者对立，并拥有与其他一切商品所有

者“共同行动”的“ｎ－１”次机会。所谓商品，指的是在私有制制度下，

由其他商品所有者评价的、财产和服务作为社会分工之一环的劳动产

品中有价值的东西。此时，价值具有了双重含义，第一，对于购买该商

品的人来说的使用价值；第二，伴随着社会评价，投入商品生产的劳动

成为社会分工整体且必要的总劳动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即在一般

的抽象维度（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尺度）上具有了价值。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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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ｎ种商品在彼此的双重社会性自我实现（“作为使用价值的实现”

和“作为价值的实现”）之前的竞争会导致“一个”商品成为货币、其他

多数“其余的东西”成为商品（所有者）（大众）之必然性。在民主制制

度下，每个大众都有可能被选为统治者。同理，每个商品都有可能包含

自身，成为代表由 ｎ 种商品构成的世界的形式（货币）。但是，这 ｎ 个

第 ２种形式都在争夺它们的自我实现。脱离这种复杂的对立关系的方

法只有一个，即把具有最能表现一般抽象价值的使用价值的那个“唯

一”的商品排除出来。它就是黄金。持有商品的大众们的忘我的竞争

关系不自觉地采取了这种方式。对货币商品的排出是自然而然发

生的。

另一方面，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第 ２ 部分命题 ７ 的附释处提到

“任意属性的实体是同一的”。所以“思想属性”和“广延属性”属于同

一实体（参见松田 ４１６—４２１）。从马克思的商品论观点来看，斯宾诺莎

的思想属性相当于商品的价值，广延属性相当于使用价值。在斯宾诺

莎那里，思想属性和广延属性二者“平行”着归于实体，而不会相互干

扰。由于斯宾诺莎的民主制理论站在“多数人”自觉选出“一个代表”

且代表的意义能够得到直接实现的构想之上，所以没有必要像马克思

的价值形式即交换过程论那样在理论和实践的中介关系上进行论证。

原因在于，马克思的价值形式论里，某个商品的价值（思想属性）要依

靠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广延属性）来表现，二者在“理论关系”上是依

赖关系。进一步说，交换过程论这一“实践过程”乃是“价值的实现”和

“使用价值的实现”的相互前提或者说是假定的过程。在此意义上，马

克思的货币生成论对应了斯宾诺莎的民主制的统合为一的政治权力的

生成论。这种政治权力的使命不仅在于国内的统治，还致力于把资本

主义商品世界扩展到国内市场乃至世界市场。斯宾诺莎留意到 １７ 世

纪上半叶开始的日本和荷兰的通商关系，并认为个人为了生存组建国

家，国家为了生存而联合。这样，对政治上的民主制和经济上的货币关

系的问题阐释，在斯宾诺莎—马克思的系谱中就继承和发展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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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异化概念

［意］马塞罗·默斯托　 谢静 译

摘要：本文对异化概念及其理论沿袭进行了梳理，从不同角度对异

化概念及其理论的发展进行分析，其中既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对

异化概念及其理论的继承与批判，也涉及一些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流派

特别是北美社会学对异化概念的应用和扩展。但是也指出这样一种理

论上的变化实则反映出的是异化概念的理论枯竭，批判的维度已经让

位给了中立的立场。最后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异化概念基本贯穿

于马克思整个思想之中，不仅在其早期著作《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集中体现出来，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更是将异化的经济

与政治分析密切结合，直至《资本论》中对“商品的拜物教及其秘密”的

描述都显现出了这样一种理论事实。

关键词：马克思　 异化　 北美社会学　 《资本论》

一、导　 论

异化是 ２０世纪最为重要并被广泛讨论的主题之一，卡尔·马克思

的理论在讨论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然而与人们能够设想的相反，概

念自身并没有顺延发展下去，并且包含马克思关于异化反思未知文献

的出版确定了理论转换和传播的重要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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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个世纪中，这一术语的意义发生了多次变化。在神学话

语中，它指的是人与神之间的距离；在社会契约论中，它指的是个体最

初自由的丧失；在英国政治经济学中，它指的是财产所有权的转换。第

一个关于异化的系统哲学阐释出现在黑格尔的著作中，他的《精神现

象学》（１８０７年）采用了术语“Ｅｎｔ ｕｓｓｅｒｕｎｇ”（字面意义上的自我外化

或抛弃）和 “Ｅｎｔｆｒｅｍｄｕｎｇ”（疏离）以表示精神在客观现实的领域中变

成了它自身以外的事物。在黑格尔主义左派的著作以及在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１８４１ 年）的宗教异化理论中，这个问题仍

然占据重要地位，即人将自己的本质投射在虚构的神之上———对于这

一概念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异化随后从哲学反思中消失了，并

且在 １９世纪下半叶主要思想家中并没有人给予其高度重视。即使在

马克思有生之年出版的著作中也很少使用这一术语；而在第二国际

（１８８９—１９１４年）的马克思主义中，这一术语则完全缺失。

然而，在这期间有一些思想家发展了那些后来与异化有关联的概

念。埃米尔·涂尔干在他的《社会分工论》（１８９３ 年）和《自杀论》（１８９７

年）中引入了“ａｎｏｍｉｅ”（失范）这一术语，指的是一系列通过规范保障的

社会凝集力随着劳动分工的重大扩展进入到危机的现象。与生产过程

中巨大变化相伴生的社会趋势也以德国社会学家的思想为基础：格奥尔

格·齐美尔，在《货币哲学》（１９００年）中对社会制度之于个体的支配力

量和人际关系日益增长的非人格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马克斯·韦伯

在《经济与社会》中（１９２２年）详述了社会中的“官僚化”和人际关系之间

的“理性计算”现象，认为它们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但是，这些作者认为他

们正在描述的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他们的反思往往为改善现有社会和政治

秩序的愿望所导向，而旨在以一种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加以替代。

二、异化的再发现

异化理论的再发现要归功于格奥尔格·卢卡奇。他在《历史与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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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意识》（１９２３ 年）中参考了马克思《资本论》（１８６７ 年）中的某些篇

章———特别是“商品拜物教”（ｄｅｒ Ｆｅｔｉｓｃｈ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 ｄｅｒ Ｗａｒｅ）这一部

分———并引用了“物化”（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这一术语以描

述劳动活动作为某种与人类相对的客观和独立的事物，通过外部自治

法则支配他们的现象。然而由于他将物化设想为一个结构的给定，所

以在实质上卢卡奇的理论仍然与黑格尔的理论相似。许久之后，法文

版①的面世在学生和左翼活动者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共鸣，卢卡奇决定

将其与一个相当长的自我批判前言放在一起再版（１９６７），其中他解释

了“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将物化等同于异化是对黑格尔的追随”②。

另一位在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关注这个主题的作者是伊萨克·鲁宾。

他在《马克思价值理论论文集》中论证商品拜物教理论是“马克思整个

经济体系的基础，特别是其价值理论的基础”③。在这位俄国作者看

来，社会关系的物化是“商品—资本主义经济的真正事实”④。它所涉

及的生产关系之“‘物化’并不仅仅是‘神秘化’或幻灭。这是当代社会

经济结构的特征之一……拜物教不仅是社会意识现象，也是社会存在

现象”⑤。

尽管我们可以考虑到相对于著作被撰写的时代，这些洞察是有先

见之明的，但是鲁宾的作品并没有促进对异化理论的进一步了解。在

西方，从 １９７２年被译为英文（以及从英文被译为其它语言）起，人们才

开始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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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
Ｇｅｏｒｇｅ Ｌｕｋáｃｓ，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ｐ．ｘｘ
ｉｖ．
Ｉｓｓａｌ Ｉｌｌｉｃｈ Ｒｕｂｉｎ，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Ｍａｒｘ’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Ｄｅｔｒｏｉｔ：Ｂｌａｃｋ ＆ Ｒｅｄ，１９７２，ｐ．
５．
Ｉｓｓａｌ Ｉｌｌｉｃｈ Ｒｕｂｉｎ，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Ｍａｒｘ’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Ｄｅｔｒｏｉｔ：Ｂｌａｃｋ ＆ Ｒｅｄ，１９７２，ｐ．
２８（ｔｒａｎｓ．ｍｏｄ．）．
Ｉｓｓａｌ Ｉｌｌｉｃｈ Ｒｕｂｉｎ，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Ｍａｒｘ’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Ｄｅｔｒｏｉｔ：Ｂｌａｃｋ ＆ Ｒｅｄ，１９７２，ｐ．
５９．



导致异化概念普及这一最终变革的决定性事件是青年马克思之前

未发表的文本———《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 １９３２ 年面世。它很快

成为 ２０ 世纪被最广泛翻译、流传和讨论的哲学著作之一，揭示了在马

克思经济思想（政治经济学的发现）形成的重要时期对于异化理论所

发挥的核心作用。① 随着他对异化劳动的分类（ｅｎｔｆｒｅｍｄｅｔｅ Ａｒｂｅｉｔ）②，

马克思不仅将异化问题从哲学的、宗教的和政治的领域扩展到物质生

产的经济领域，而且他也论述了经济领域对于理解和克服发生在其它

领域的异化的重要性。在此过程中，异化被作为一种现象而呈现，通过

这种现象劳动产品与作为“某种外在的，某种独立于生产者的权力”的

劳动相对立。对于马克思：

……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Ｅｎｔｕｓｓｅｒｕｎｇ），不仅意味着他

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

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

立的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

同他相对立。③

与这一普遍定义相并行地，马克思列举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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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实际上，马克思在他写作《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已经使用了异化概
念。在他发表于 １８４４年 ２月《德法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ｓｉｓｃｈｅ 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的一
个文本中，他写道，“这是……历史的任务，一旦真理的彼岸消失不见以建立现

世的真理。为历史服务这是哲学的当务之急，在其对历史的服务中，一旦人类

自我疏离（ｓｅｌｆ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的神圣形式被揭示，也就以一种不再神圣的形式
揭示了自我疏离。因此对天堂的批判就转变为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

转变为对法律的批判以及对神学的批判就转变为对政治的批判．”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Ａ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Ｈｅｇｅｌ’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Ｒｉｇｈ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Ｅａｒｌ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ｎｇｕｉｎ，１９９２，ｐｐ．２４４－２４５．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人们会发现术语疏离（Ｅｎｔｆｒｅｍｄｕｎｇ）以及外在化
（Ｅｎｔｕｓｓｅｒｕｎｇ）。这两个词在黑格尔那里有着不同的意义，但是马克思却将它
们作为同义词使用。参见 Ｍａｒｃｅｌｌａ Ｄ’Ａｂｂｉｅｒｏ，Ａｌｉｅｎａｚｉｏｎｅ ｉｎ Ｈｅｇｅｌ． Ｕｓｉ 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 ｄｉ Ｅｎｔｕｓｓｅｒｕｎｇ，Ｅｎｔｆｒｅｍｄｕｎｇ Ｖｅｒｕｓｓｅｒｕｎｇ，Ｒｏｍｅ：Ｅｄｉｚｉｏｎｉ ｄｅｌｌ’Ａｔｅｎｅｏ，
１９７０，ｐｐ．２５－２７．
［德］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 ５２—５３页。



被异化的四种方式：（１）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他的劳动产品已

经成为“统治了他的异化对象”；（２）在他的劳动活动中异化，他将这种

劳动活动视为“对自身的直接反对”，似乎这种活动“并不属于他”；①

（３）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这种类本质被转换为“使类同人相异化”；以

及（４）人同人相异化，并且也适用于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

关系。②

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认为异化并不同样与对象化相关联，而是与

经济精确形式中的特定现象相关联：即雇佣劳动以及劳动产品向与生

产者相对立的对象的转变。这两个对立面之间的政治差异是巨大的。

鉴于黑格尔将异化作为劳动的本体论显现而呈现，马克思将其设想为

生产特定的、资本主义的、时代的特征，并且认为只有通过“将社会从

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才有可能对其加以克服。③ 在包含对詹姆斯·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摘录的笔记本中他提出同样的观点：

我的劳动将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在私有

制的前提下，它是生命的外化，因为我劳动是为了生存，为了得到

生活资料。我的劳动不是我的生命。因此，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

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劳动是我真正

的、活动的财产。在私有制的前提下，我的个性同我自己外化到这

种程度，以致这种活动为我所痛恨，它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更正

确地说，知识活动的假象。因此，劳动在这里也仅仅是一种被迫的

活动，它加在我身上仅仅是由于外在的、偶然的需要，而不是由于

内在的必然的需要。④

因此，即使在这些片段中以及有些疑虑的早期著作中，马克思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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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德］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 ５２—５３页
对于马克思有关于异化四部分类型学的描述，参见 Ｂｅｒｔｅｌｌ Ｏｌｌｍａｎ，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ｐｐ．１３６－１５２．
［德］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 ６２页。
［德］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 １８４页。



的往往是与历史观的异化，而不是与自然观的异化。

三、异化的非马克思主义概念

然而在确立历史的、本体论的异化概念之前，时光流逝。２０ 世纪

早期，许多作者都将它作为人类存在的普遍现象加以对待。例如，在

《存在与时间》中，马丁·海德格尔以一种纯粹的哲学术语处理它。他

的异化现象学使用的范畴是“沉沦”（Ｖｅｒｆａｌｌｅｎ）：即此在（此在—本体

论地构成了人的存在）在周围世界的不真实和因循守旧中丧失自身的

趋势。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向世界的沉沦意味着此在和他人彼此存

在于一起的同化，迄今为止，后者是由闲言、好奇和两可所引导

的”———是某些与作为马克思理论关注中心的工厂工人状况完全不同

的事物。此外，海德格尔并不将“沉沦”作为一个“或许，在人类文明更

高阶段可以去除自身的、坏的和糟糕的存在论属性，”而是将其作为一

种本体论特性，“一种在世的存在方式”①。

与海德格尔不同，赫伯特·马尔库塞非常了解马克思的著作。他同

样认为异化等同于对象化，但并不等同于其在生产的资本主义关系中的

显现。他于 １９３３年的发表论文中，讨论了“劳动的压抑性质”②不能够

被仅仅归因于“劳动表现中的特定条件，以及劳动的社会技术结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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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ｉｍｅ，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Ｈａｒｐｅｒ，１９６２，ｐｐ．２２０－２２１．在 １９６７
年再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观察到在海德格尔那里异化成为一

个政治上无害的概念，这一概念“将社会批判升华为纯粹的哲学问题”（Ｌｕｋáｃｓ，
ｘｘｉｖ）。海德格尔也试图歪曲马克思异化概念的意义：在他《关于“人道主义”的
信件》（１９４６）中，他赞许地指出，“通过经验异化，［马克思］实现了历史的本质维
度”（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Ｌｅｔｔｅｒ 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ｉｎ Ｂａｓｉｃ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３，ｐ．２４３）———这是一个在马克思著作中没有依据的误导性表述。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Ｍａｒｃｕｓｅ，“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Ｔｅｌｏｓ，１６（Ｓｕｍｍｅｒ １９７３），ｐ．２５．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Ｍａｒｃｕｓｅ，“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Ｔｅｌｏｓ，１６（Ｓｕｍｍｅｒ １９７３），ｐｐ．１６－１７．



而应该被认为是其基本特征之一：

劳动中，劳动者总是“与事物相联系”：无论是站在机器旁边

的人，还是制定技术计划的人，关心的是组织措施，研究科学问题，

指导人们等等。在他的活动中，它允许自身被事物所指导，支配自

身并遵循其法则，即使当他支配他的对象时……在每一种情况下

他并没有“同自身在一起”……他与“超出其自身的他者”在一

起———即使当其正在将其自身自由的假定生活加以实现之时。人

存在的外在化和异化……在原则上是无止境的。①

对于马尔库塞来说，存在着一种属于“人类存在纯粹本质”②的

“劳动活动最初的消极”。因此，异化的批判成为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技

术和劳动批判，并且当人们在生产活动中能够拥有否定它们的自由时，

才认为它的更迭可能在起作用：“在一个接一个的抛球中，玩家在对象

化上而不是在技术劳动的最强大成就上获得了无限的人类自由。”③

在《爱欲与文明》（１９５５）中，马尔库塞与马克思的概念有着同样显

著的差异，他所探讨的是只有通过劳动废除以及对力比多和其在社会

关系中的作用加以肯定才可以实现人类的解放。不仅仅根据雇佣劳

动，还包括普遍意义上的劳动，他摒弃了基于共同所有权的社会通过生

产的方式克服异化的任何可能性，即：

……为他们［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控制的机器而工作，

机器作为独立的力量运行，如果个体想要活下去，那么他们就必须

服从于机器。劳动越是专业化分工就会变得越疏离……他们……

在异化中……劳动［在］满足感的缺乏中［以及在］快乐原则的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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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Ｍａｒｃｕｓｅ，“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Ｔｅｌｏｓ，１６（Ｓｕｍｍｅｒ １９７３），ｐ．２５．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Ｍａｒｃｕｓｅ，“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Ｔｅｌｏｓ，１６（Ｓｕｍｍｅｒ １９７３），ｐ．２５．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Ｍａｒｃｕｓｅ，“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Ｔｅｌｏｓ，１６（Ｓｕｍｍｅｒ １９７３），ｐｐ．１４－１５．



定中。①

人们应该反抗的基本规范那些是由社会强加的“绩效原则”。对

此，在马尔库塞的眼中，

在性和文明之间的冲突以这种支配的方式被加以展开。在绩

效原则的规则之下，肉体和灵魂被变为异化劳动的工具；仅仅当他

们放弃人类有机体主要的并且是渴望的力比多的主体—客体自由

时，他们才可以充当这样的工具……人作为异化的工作工具……

而存在。②

因此，即使物质生产被公平而合理地组织，“它也从未能成为自由

和满足的王国……是在劳动之外的范畴定义自由和成就的范畴”③。

马尔库塞的抉择是放弃对马克思而言重要的普罗米修斯的神话而向狄

奥尼索斯的视角靠拢：“爱欲的解放”④。与弗洛伊德曾经在《文明及

其不满》（１９２９年）中所坚持的社会非压抑性组织将承担自人类关系中

所获得的文明层面的危险倒退的后果这一观点相反，马尔库塞设想，如

果在为人类服务中本能的解放发生在技术发达的“自由社会”⑤，它不

仅将对进步的发展有利，也将创造出“新的、持久的劳动关系”⑥。但是

他关于新社会如何实现的预示还是相当模糊与理想化的。总而言之，

他最终所反对的是技术统治，因此他的异化批判不是直接反对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而是他对于社会变迁的反思是如此乐观以至于在那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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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Ｍａｒｃｕｓｅ，Ｅｒｏ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６，ｐ．４５．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Ｍａｒｃｕｓｅ，Ｅｒｏ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６，ｐｐ． ４６－ ４７．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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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进行辩护的主体中将工人阶级包含了进去。

法兰克福学派的两位主要人物，马克斯·霍克海默与希奥多·阿

多尔诺，也发展了通过大众媒体对需求的入侵性社会控制和操纵而产

生的广义上的异化理论。在《否定辩证法》（１９４４ 年）中，他们讨论了

“技术理性本身即统治理性。这是社会的强制属性与其自身的分

离”①。这意味着，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即使是闲暇时光，劳动之外的自

由时间范畴也被吸收到了共识繁殖机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异化概念在精神分析中也找到了其自身发

展的方向。那些从弗洛伊德理论开始着手的人们被迫在自然和文明之

间进行选择，也就是说为了享受文明的保障，人们必须放弃他们的冲

动。② 一些心理学家将异化与由于选择冲突而在某些个体身上产生的

精神疾病相关联，从而将这整个宏大的异化问题消解为只是主观现象。

从精神分析内部论述异化最多的作者是埃里希·弗洛姆。与他的

大多数同事不同，他从未将其临床表现与资本主义历史情境相分离；的

确，在《健全社会》（１９５５）和《马克思论人》（１９６１）中，他试图使用这一

概念在心理分析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然而，弗洛姆同样

总是主要强调主体性，并且将异化概念概括为“个体作为疏离而经验

自身的经验模式”③，仍然在过分狭隘地关注个体。此外，对于马克思

概念的描述他仅仅以《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基础，由此也表现出

了他对马克思思想中异化劳动的特异性和中心性缺乏深层次的理解。

这一缺陷妨碍了弗洛姆给予（在劳动过程中的以及与劳动生产相关的

劳动者的）客体异化应有的关注并导致他在他们对潜在结构关系的忽

视中提出了显得有些虚伪的论点。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是最为异化的阶级……［他］并没有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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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情况已经发展到了异化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命运的程度……

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在今天，书记员、售货员、经理人甚至

比熟练的体力劳动者更为异化。后者的功能始终取决于诸如技

能、可靠性这些个人品质的表现，他并没有被迫出卖他的“品质”、

他的笑容以及他的立场。①

非马克思主义异化的主要理论之一与让－保罗·萨特和法国存在

主义哲学家们有关。的确，在 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以战争的恐惧以及接踵

而至的精神危机为特征的异化现象（部分是受到了亚历山大·科耶夫

的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②），不仅在哲学而且在叙事文学上都被反复引

用。然而，这个概念又一次比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变得更为泛化。与社

会中弥漫的不满相等同，它成为人类个体性、经验世界与不可逾越的人

类命运之间的裂缝。毫无疑问，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并没有提出异化的

社会起源，而是将其看作不可避免地与所有的“真实性”（苏联经验的

失败支持了这样的观点）以及人类差异性紧密相关。在 １９５５ 年，让·

玻利特（Ｊｅａｎ Ｈｉｐｐｏｌｙｔｅ）在这个趋向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中提出：

［异化］似乎并不是如马克思所理解的那样，可以化约为在资

本主义之下人的异化概念。后者仅仅是人类自我意识更为普遍问

题的特殊情况，这一自我意识能够仅仅以一个其构建的词，在另一

个其认识的并且为其偶然否认的自我中认识自身，而并不能够将

自身想象为一个孤独的“我思”（ｃｉｇｉｔｏ）。但是这一通过他者自我

发现的方式，这一对象化，总是或多或少的异化，在自我丧失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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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又自我发现。因此，对象化和异化是不可分离的，并且他们的联

合简直正是在那个历史运动中被观察到的辩证张力的表现。①

马克思促进了一个有关人类压迫的批判，其自身以反对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为基础。存在主义者所追随的则是另一条轨迹，他们试图吸

收那些他们认为马克思著作中对他们自身路径有用的部分，在仅有的

哲学讨论中缺乏具体的历史批判。②

四、对马克思关于异化早期著作的讨论

在法国进行的那些有关异化的争论往往借鉴马克思的理论。然

而，他们所指涉的常常只是《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甚至连卢卡奇

用以构建他物化理论的《资本论》部分都没有被考虑进去。此外，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些句子被断章取义并转化为煽情的

语录，从而对完全不同的“新马克思主义”之存在进行所谓的证明，批

评家们将其对哲学的蕴含以及对经济决定论的摆脱归因于《资本论》

（往往还没有阅读它）。法国的存在主义者们再一次以《１８４４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为文本基础着重强调了自我异化（Ｓｅｌｂｓｔｅｎｔｆｒｅｍｄｕｎｇ）的概

念，也就是说，劳动者同人类种群的异化同与其自身一样的其它人的异

化———这一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所讨论的现象却总是与客观异化相

关联。

同样明显的错误出现在战后政治理论的领军人物———汉娜·阿伦

特身上。在《人的境况》（１９５８年）中，她围绕着《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进行了自己的描述，即使那时离析到只剩马

克思所提到类型的其中之一：主观异化。这使她得以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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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占（ｅｘ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与世界异化相吻合，并且在现代，开

始通过某些阶层人口同世界的异化，强烈反对剧中所有演员的意

图。……世界异化，并不是马克思所思考的自我异化，而是现代的

印记。①

她对马克思成熟时期作品缺乏了解的证据在于，她承认马克思

“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经济中世界异化的涵义”。她只提

到在他极早期新闻作品中的一些言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１８４２年），并没有提到在《资本论》及其预备手稿中那些更为重要的

记录。她令人惊奇的结论是：“这样偶然的想法在他的著作中起到了

次要的作用，依然坚定地植根于现代的极端主观主义。”②在马克思对

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他在何处以及是如何使“自我异化”优先化，

这些在阿伦特的作品中一直都是从未阐明的谜。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在对马克思著作更为广泛的解释中，《１８４４ 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成为主要的争论焦点。对明确区分“青

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存在争论———任意和武断的相反意见既被

那些倾向于早期著作的人们所赞同，也获得了那些认为《资本论》的马

克思才是真正马克思的人们（在他们之中有阿尔都塞和俄国学者）的

赞同。鉴于前者认为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才是

马克思社会批判最为重要的部分，后者常常表现出一种名副其实的

“异化恐惧症”，并试图首先淡化其相关性；③或者，当这一策略不再可

能时，异化的整个主题作为马克思后来所放弃的“年少的轻狂，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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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残渣”①被取消。在前一阵营的学者反驳认为《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是由一个刚刚开始进行其主要研究的 ２６ 岁年轻人所写就

的。但是那些后一阵营的学者始终拒绝承认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重要

性，即便新文本的出版清楚地表明了他从未丧失在这方面的兴趣，并且

异化理论在他一生工作的主要阶段占据了重要地位。

正如大多数所做的那样，对《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理论

是马克思思想的中心主题的争论本身就是明显的错误，以至于证明了

对他作品的无知。② 另一方面，由于异化文本的出版，马克思再一次在

世界哲学文献中成为最常被讨论和引用的作者。此时，苏联对这整个

主题以及与之相关争论的沉默，为在那个国度工具性地使用他的著作

提供了显著例证。由于苏联彻底漠视异化的存在及其相关话题，任何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文本都被加以怀疑对待。正如昂利·列斐伏尔所表

述的那样，“在苏联，异化可以也必须不再是一个问题。从上级的命令

来讲，从国家的原因来讲，这一概念不得不消失。”③因此，直到 ２０ 世纪

７０年代，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鲜有学者关注这些问题。

许多知名的西方学者也在淡化现象的复杂性。例如，吕西安·戈

德曼认为在这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条件中克服异化是可能的，并且在他

《辩证法的研究》（１９５９）中讨论了它将在纯粹的计划影响下减弱或是

消失。“物化，”他写道，“实际上是一种与计划的缺失以及市场生产紧

密联系的现象”；东方的苏联社会主义和西方的凯恩斯主义政策都导

致了“第一种情况在于物化的消除，第二种情况在于其逐步的削弱。”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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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３－９５２，其中总结道：“当人们与异化观念可能产生共鸣时，回到作为马克思
中心的主题重新理解这个概念只是进一步的神话创造”。

Ｈｅｎｒｉ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１９９１，ｐ．５３．
Ｌｕｃｉｅｎ Ｇｏｌｄｍａｎｎ，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ｑｕｅｓ，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５９，ｐ．１０１．



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预言不完善。

五、异化理论不可抗拒的魅力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异化理论开始真正风行一时，全世界出版了数以

千计的相关书籍和文章。这简直就是异化的时代。不同政治背景和学

科的作者将其原因归结为商品化、过度专门化、规范缺失、官僚化、因循

守旧、消费主义、在新技术中丧失自我意识，甚至自我隔离、缺乏情感、

社会和民族边缘化以及环境污染。

异化的概念看上去完美地表达了时代精神，并且确实在资本主义

社会批判中，成为反苏联哲学马克思主义和在天主教世界中最民主和

进步潮流的汇集之地。然而，这个概念的流行及其不加鉴别地使用造

成了深刻的术语歧义。① 短短几年间，异化成了从权利到人类忧愁无

所不包的虚假公式———包罗万象以至于产生了其永远不可能被修正的

信仰。②

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１９６７年首次出版之后，很快就成为一代

造反学生反抗系统的宣言，异化理论与非物质生产批判衔接起来。以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理论为基础，对社会秩序一致的制造已经波及

到了娱乐产业，德波认为非劳动范畴不再被认为与生产活动相分离：

鉴于在资本主义积累的原始阶段“政治经济学仅仅将工人作

为无产者”，这些无产者只需要被分配维持他们自身劳动力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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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因此，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ｃｈａｃｈｔ（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Ｇａｒｄｅｎ Ｃｉｔｙ：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１９７０）提到，“当代生活
几乎没有不依据‘异化’被讨论的方面”（ｌｉｘ．）；而 Ｐｅｔｅｒ Ｃ．Ｌｕｄｚ（“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 ｉｎ Ｆｅｌｉｘ Ｇｅｙｅｒ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
〈ｅｄ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Ｌｅｉｄｅｎ：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６，ｐ．３）评论道：“概念
的流行增加了现有术语的歧义”。

Ｃｆ． Ｄａｖｉｄ 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 Ｇｉｏｒａ Ｓｈｏｈａｍ（ｅｄ．），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ｏｍｉｅ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Ｔｅｌ Ａｖｉｖ：Ｒａｍｏｔ，１９８２，ｐ．５７。对于他“异化的含
义往往被降低到实质上无意义的那一点”。



要物质资料，从未考虑到“休闲和人性”的他，一旦商品丰富到了

需要额外协作的水平，这样一种统治阶级的视角将被修正。一旦

他的工作时间结束，工人将会突然从他所受到的通过组织的方方

面面和生产的监督所清晰暗示的全面蔑视中获得救赎，并且发现

自己似乎在他所谓的消费者角色中被作为成年人礼貌对待。在这

一点上商品的人道主义照顾到了工人的“休闲和人性”仅仅是因

为政治经济学现在能够也必须支配这些范畴。①

那么对于德波来说，鉴于经济之于社会生活的支配最初采取了

“存在到占有的退化”形式，在“现阶段”则是“从占有到显现的总体转

换”。② 这一观念引导他将景观世界作为分析的中心：“景观的社会功

能是异化的具体生产，”③通过这一现象“商品的拜物教……最终实

现。”④在这些条件中，异化宣称自己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兴奋的个体经

验，引导人们去消费并“与占支配地位的影像产生共鸣”的新鸦片，带

他们远离自身的愿望和真实的存在：

景观是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商品在全面殖民化的社会生

活中获得成功……现代经济生产广泛而强烈地扩展了其独裁统

治。……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异化消费与异化生产一样已经

成为大众的职责。⑤

紧接着德波而来的是让·鲍德里亚，他在批判性阐释成熟资本主

义所衍生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也使用了异化概念。在《消费社会》

（１９７０）中，他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对生产中心性的聚焦，将消费界定为

现代社会的基本因素。在“消费的时代”，广告和民意调查创造了虚假

需求和大众舆论，因此也是“极端异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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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Ｇｕｙ Ｄｅｂｏｒｄ，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ａｃｌｅ，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Ｈｏｂｇｏｂｌｉｎ，２００１，ｐ．１３．
Ｇｕｙ Ｄｅｂｏｒｄ，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ａｃｌｅ，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Ｈｏｂｇｏｂｌｉｎ，２００１，ｐ．９．
Ｇｕｙ Ｄｅｂｏｒｄ，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ａｃｌｅ，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Ｈｏｂｇｏｂｌｉｎ，２００１，ｐ．１１．
Ｇｕｙ Ｄｅｂｏｒｄ，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ａｃｌｅ，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Ｈｏｂｇｏｂｌｉｎ，２００１，ｐ．１２．
Ｇｕｙ Ｄｅｂｏｒｄ，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ａｃｌｅ，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Ｈｏｂｇｏｂｌｉｎ，２００１，ｐ．１３．



商品逻辑已经普遍化并且在今天不仅统治了劳动过程与物质

生产，也统治了整个文化、性以及人际关系，甚至包括幻想和个体

驱动力……每一件事物都是景观化的，或者换句话说，每一件事物

都被唤起、激发以及精心编排成图像、符号、可消费的模式。①

然而，鲍德里亚的政治结论是相当混乱并且悲观的。面对大规模

的社会动乱，他认为“１９６８年五月风暴”已经落入了“通过他们恶魔般

的价值观使对象物化和过度消费”的陷阱之中；并且将“所有有关‘异

化’的争论和所有对流行和反艺术的嘲弄力量”作为一种纯粹的“游戏

部分的控诉，是至关重要的幻景，是一个使预言完满的反预言。”②比起

马克思将工人阶级作为改造世界的社会参照点，现在已经与之相距甚

远了，他以一种弥赛亚的恳求结束了他的著作，正如它的转瞬即逝一样

它是泛化的：“我们应该期待正如毁坏了这白色弥撒的‘１９６８ 年五月风

暴’一样不可预见又必然的暴力入侵与突然瓦解。”③

六、北美社会学中的异化理论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异化概念已经成为北美社会学的新词汇，但是通往

这一主题的方法却与那个时候欧洲所盛行的方法大相径庭。主流社会学

将异化作为个体人类的问题加以对待，并且所探求的解决方法集中在个体

能力对现存秩序的适应之上，而不是以改变社会的集体实践为中心。

这里也一样，在一个清晰而又为大家所共享的概念成形之前存在着

漫长的不确定时期。一些作者将异化作为普遍内在于人类状态的一种

肯定现象，一种表现创造力的方式。另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它源起于个

体与社会的裂隙；④例如，西摩·梅尔曼（Ｓｅｙｍｏｕｒ Ｍｅｌｍａｎ）将异化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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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Ｊｅａｎ 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１９９８，ｐ．１９１．
Ｊｅａｎ 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１９９８，ｐｐ．１９５－１９６．
Ｊｅａｎ 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１９９８，ｐ．１９６．
Ｓｃｈａｃｈｔ，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ｐ．１５５．



到决策制定和执行之间的分裂，并认为它同样也影响到工人与管理

者。① 《异化的尺度》（１９５７）一文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开启了对概念

的争辩，格温·奈特勒（Ｇｗｙｎｎ Ｎｅｔｔｌｅｒ）试图将民意调查作为建立定义的

方式。但是与工作条件调查苛刻的劳工运动传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

的问卷看上去似乎从麦卡锡主义的教义中而不是从科学研究中汲取了

更多灵感。② 实际上他认为异化与美国保守主义原则的拒斥相等同：“对

家庭主义不欢迎和反对态度的一致性维护，大众媒体和大众品味，时事动

态、国民教育、传统宗教以及生活的目的观点、民族主义和选举过程。”③

梅尔文·塞曼（Ｍｅｌｖｉｎ Ｓｅｅｍａｎ）《异化含义》（１９５９）一文的发表在

概念严密性上改变了美国社会学的整体形象，这篇文章很快就成为这

一领域中所有学者的必要参考。他列举了异化的五个主要类型：权力

缺乏、意义丧失（即个人无法理解其所参与事件的意义）、规范缺失、社

会孤立和自我疏离。④ 这表明了他也是以一种基本主观的视角来着手

分析或对现象加以阐释。罗伯特·布劳纳（Ｒｏｂｅｒｔ Ｂｌａｕｎｅｒ），虽然他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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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Ｓｅｙｍｏｕｒ Ｍｅｌｍａ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ｘｆｏｒｄ：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５８，
ｐ．１８，ｐｐ．１６５－１６６．
在这些问题中，奈特勒将之作为易受到“异化倾向”所影响的样本是：“你喜欢

看电视吗？哪一款是你认为最新型的美国汽车？你阅读《读者文摘》吗？……

你喜欢参加教会活动吗？全国观赏型体育运动（足球、篮球）吸引你吗？”（“Ａ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２２，Ｎｏ ６（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５７），ｐ．６７５）。他断定那些否定的回答是异化的证明；并且在别处他还进一
步说明了：“毫无疑问，这一标准衡量了同我们社会疏离的维度。”

Ｉｂｉｄ．，ｐ．６７４。为了证明这一点，奈特勒注意到“对于问题‘你有没有刚好生活在
有如我们所呈现出的管辖形式下的另一种形式的管辖之中？’所有的回答都带

有可能性的迹象并没有反驳”（６７４）。他曾经走的如此之远以至于声称“异化
与创造力相关联。假设具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和艺术家……是异化的个人……

异化与利他主义相关联并且他们的疏离导致了犯罪行为”（ｐｐ．６７６－６７７）。
Ｍｅｌｖｉｎ Ｓｅｅｍａｎ，“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２４，Ｎｏ．６（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５９），ｐｐ．７８３－ ７９１ １９７２ 年他又增加了第六种类型：
“文化疏离。”（参见 Ｍｅｌｖｉｎ Ｓｅｅｍａｎ，“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 Ａｎｇｕｓ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ｉｐ 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ｅ（ｅｄｓ．），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ａｇｅ，１９７２，ｐｐ．４６７－５２７．）



富的研究引导他在《异化与自由》（１９６４）中探求导致“渗透于所有工业

社会中大型组织和非个人官僚机构雇佣”①的原因，但他同样将异化定

义为“由社会安排特定类型所造成的个人经验的性质。”②

美国社会学普遍将异化视为一个与工业生产系统、资本主义以及

社会主义相关，并主要对人类意识产生影响的问题。③ 这一方式的重

大转变最终趋于没落，甚至被排斥，那种决定异化的历史—社会因素分

析产生了一种过度心理化的后果，它将异化作为在个体层面可以治愈

的个体病理性症状而不是作为社会问题加以对待。④ 然而，马克思主

义传统的异化概念已经为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最尖锐批评做出贡

献，在社会学领域中对这一概念的制度化已经将异化分解为对社会规

范的个体失调现象。以同样的方式，在哲学上，今天这一概念所拥有的

批判维度已经让位给了虚幻的中立立场。⑤

这一显著变化的另一重影响是概念的理论枯竭。异化从与人类的

劳动活动、社会和知识存在相关联的复杂现象变成了根据学术研究专

门化所划分的部分范畴。⑥ 美国社会学者认为这种方法论的选择能够

让他们将异化研究从任何政治涵义中解放出来并赋予其科学客观性。

但实际上，由于对隐藏在解放意识形态化和价值中立旗号背后主导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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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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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和社会秩序的支持，这样一种政治“转向”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

内涵。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和美国社会学异化概念之间的差异并不穷尽

于前者是政治的而后者是科学的。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

反对美国社会霸权价值观的倡导者，而美国社会学者所维护的是现存

社会秩序的价值观，并巧妙地将其装扮成人类社会的永恒价值。① 在

美国的学术背景之下，异化概念经历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歪曲，并因社会

阶级的卫护者反对其长久以来的导向而宣告终结。②

七、《资本论》及其准备手稿中的异化

马克思自己的著作在应对这种情况的努力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初始关注在新文本出版之后有了转变的

趋向，从而使他思想的发展更准确地重建成为可能。

在 １９世纪 ４０年代的后半程，马克思不再经常使用“异化”这一术

语了；最主要的例外是他与恩格斯合著的第一本书，《神圣家族》

（１８４５），其中出现了一些反对布鲁诺和埃德加·鲍威尔的论战，以及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１８４５—６）中的一篇文章，也是与恩格斯合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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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漫着人类状况的概念……一个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力量。与其将异化看作

是通过由残酷的工业—资本主义要求所产生的人类类本质的‘疏离’所构架

的，不如将异化看作是一种不可让渡的权利，甚至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一种创造

力资源，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是个人怪癖的表达”（１８）。



一旦他放弃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发表的想法，他就又回到了《雇

佣劳动与资本》中的异化理论。该书是以他 １８４７年为布鲁塞尔德意志

工人协会演说为基础的文章合集，但是这一术语本身并没有出现在其

中，因为对于他的目标受众来讲这是过于抽象的一环。他在这些文本

中写道，雇佣劳动并没有进入工人“自身的生命活动”而是代表了“他

生命的牺牲。”劳动力是一种工人们“为了生存”而被迫出卖的商品，并

且“他的活动的产物也就不［是］他的活动的目的”①：

一个工人在昼夜中，有 １２ 小时在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

筑、挖掘、打石子、搬运重物等等，他能不能认为这 １２小时的织布、

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是他的生活的表现，是他的生

活呢？恰恰相反，对于他来说。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当他坐在饭

桌旁，站在酒店柜台前，睡在床上的时候，生活才算开始，在他看

来，１２小时劳动的意义并不在于织布、纺纱、钻孔等等，而在于这

是挣钱的方法，挣钱使他能吃饭、喝酒、睡觉。如果说蚕儿吐丝做

茧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那么它就可算是一个真正的雇佣工

人了。②

直到 １９世纪 ５０年代后期，马克思的著作再没有更多地提及到异

化理论了。随着 １８４８年革命的失败，他被迫流离辗转来到伦敦；一到

那里，他就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除了一个与历史主题相关的作

品，③并没有出版其他书籍。然而当他又再一次写到经济时，在《政治

经济学批判大纲》（作为《大纲》［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更为人所知）中，他不止一

次使用了“异化”这一术语。这个文本在许多方面令人回想起了《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尽管在大英图书馆近 １０ 年的研究让马克

思对它们的认识更加深刻：

９９２

论马克思异化概念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３３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３３６页。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Ｂｒｕｍａｉｒｅ ｏｆ Ｌｏｕｉｓ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ｃ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Ｔｒｉａｌ ｉｎ Ｃｏｌｏｇｎｅ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活动的社会性质，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和个人对生产的参与，

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

的相互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不是

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由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的利害冲

突而产生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

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

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

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①

因此在《大纲》中对异化的描述充满了对经济范畴的更多理解和

更为深刻的社会分析。其在异化和交换价值之间建立的关联是它重要

的一面，并且也是关于现代社会这一现象最为耀眼的篇章之一，马克思

将异化与资本和“活的劳动力”之间的对立相联系：

活劳动的客观条件对于作为主体存在的活劳动能力来说，表

现为分离的、独立的价值……活劳动能力的客观条件作为与活劳

动能力相对立的独立存在，作为不同于活劳动能力并且与之相对

立而独立的主体的客观性而成为前提；因此，这些客观条件的再生

产和它们的价值增值，即它们的扩大，同时就是这些条件作为与劳

动能力无关的并与之相对立而独立于他人的主体的财富所进行的

再生产和新生产。再生产和新生产出来的，不仅是活劳动的这些客

观条件的存在，而且是这些条件作为独立的价值，即属于他人的主

体的价值，而同这种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存在。劳动的客观条件取

得了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主体的存在———从资本变成资本家。②

《大纲》并不是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以叙述异化为特征的唯一文本。

在其写就的五年之后，“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也就是在所周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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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六章（未发表）（１８６３—４）———将异化的

经济和政治分析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资本主义之于工人的统

治，”马克思写道，“是物之于人的统治，是死劳动之于活劳动的统治，

是生产之于生产者的统治。”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劳动的社会生

产率换位为资本的物质属性，”②就出现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物的人格

化和人的物化”，产生了“劳动的物质条件并不为工人所支配，而是工

人受到物质条件的支配”③这一现象。实际上，他论证道：

资本并不比货币更是物。在资本中，也就是在货币中，人们之

间某种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物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呈现，要不

然就是作为社会中事物的自然属性而呈现的某种社会关系。一旦

个体作为自由的人相互面对时，没有一个阶级依赖于雇佣，也就没

有剩余价值的生产；没有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

并因此就没有资本和资本主义！资本和雇佣劳动（因此我们认定

那些劳动工人出卖的是自身的劳动力）仅仅表达了同一个关系的

两个方面。如果不同劳动力这一通过工人自己出卖的商品发生交

换，货币就不能成为资本。相反，当其自身的物质条件作为自主权

力、异化属性面对它时，工作只能是雇佣劳动，总之作为资本，价值

为其自身而存在并维护自身。如果资本在其物质方面，也就是说，

资本在其中实质存在的使用价值中，其存在必须依赖于劳动的物

质条件，这些物质条件在较为正式的一方面必须同样地作为异化

的、自主的权力而与劳动相对立，将价值这一活的劳动作为一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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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介意维持和增加自身的方式的对象化劳动。①

在生产的资本主义模式中，人类劳动成为资本价格稳定过程的工

具，“通过将活的劳动力并入资本的物质构成，……成为一个活生生的

怪物并且……‘似乎为了爱的消费’而开始行动。”②这一机制保持了

规模上的扩张，直到在生产过程中，科学发现以及机器的配置的协作，

所有这些属于集体的社会过程成为其自然属性而呈现的资本力量，与

资本主义秩序形成中的工人们相对立：

生产力……为社会劳动所发展……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力所呈

现。［……］协作中的集体，劳动分工中的联合，自然和科学中的

力量的使用，劳动产品的使用，所有这些，同机器一样，都与作为异

化的、对象的和毫无特色的个体劳动者相对立，在没有它们的干预

下存在，甚至常常敌视他们。他们都相当简单地呈现为劳动工具

的普遍形式。作为客体，他们独立于为他们所支配的劳动者。尽

管工场在某种程度上是劳动者联合的产物，但是其全体的智慧都

将被纳入资本主义或是他的从属，并且劳动者们发现他们自身面

对存在于资本主义中的资本功能。③

通过这一过程，资本成为某种“非常神秘”的事物。“劳动的条件

作为社会力量在工人面前堆砌，并且他们呈现为资本化的形式。”④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开始，“《资本论》，第一卷：书 １，第六章（未发表）”

以及所有以上的《大纲》⑤的传播，为异化概念与此后在社会学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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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 ｉｄｅｍ，Ｃａｐｉｔａｌ，Ｖｏｌ
ｕｍｅ １，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ｎｇｕｉｎ，１９７６，ｐ．１００７．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 ｉｄｅｍ，Ｃａｐｉｔａｌ，Ｖｏｌ
ｕｍｅ １，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ｎｇｕｉｎ，１９７６，ｐ．１０５４（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 ｉｄｅｍ，Ｃａｐｉｔａｌ，Ｖｏｌ
ｕｍｅ １，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ｎｇｕｉｎ，１９７６，ｐ．１０５６
参见Ｍａｒｃｅｌｌｏ Ｍｕｓｔｏ（ｅｄ．），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ｓ 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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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占支配地位的异化概念相区别铺平了道路。在实践中将概念与异

化的克服相适应———与社会运动的政治行动相适应，与政党和工会改

变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相适应。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之后出版的著作可以被认为是马克思关于异化著作的“第二

期”，不仅对于新的异化研究提供了连贯的理论基础，尤其也为那些年

世界上爆发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运动提供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平

台。异化离开了哲学家的著作与大学讲堂，走向了街头以及工人斗争

的场合，并在普遍意义上成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

八、商品拜物教和异化的克服

在《资本论》最为著名的章节“商品的拜物教及其秘密”包含着马

克思对于异化最好的描述。在这里他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为

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产品所统治。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作为人们之间

的直接社会关系……，而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以及物与物之

间的社会关系”①而呈现的；

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

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

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于

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

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

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

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

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彼此发生关系并

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的世界里，人手的产物

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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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本论》第 １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９０页。



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①

这一定义中的两个因素在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与大多数我们已经讨

论过的学者所持的异化概念之间划分了一条明确的界线。首先，马克

思构想的拜物教并不是个体的问题而是社会现象，不是思维的事务而

是真正的权力，统治的具体形式，并作为客体向主体转变的结果在市场

经济之中建立起自身。由于这个原因，他对异化的分析并没有将自身

限制于男女个人的忧虑之中，而是扩展到其背后的社会过程和生产活

动。其次，马克思的拜物教将自身显现在明确的生产历史现实、雇佣劳

动现实之中；就其本身而言，这不是人与物之间关系的一部分，而是人

与一种特殊的客观性：商品形式之间的关系。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的性质和关系转变为事物之间的性质和关

系。这一卢卡奇称为物化的理论从人的关系角度来阐明异化，而拜物

教的概念将它与商品相关联加以对待。要领先于那些否认异化理论在

马克思成熟时期著作中出现的人，我们就应该强调商品的拜物教并没

有取代异化而仅仅是异化的一个方面而已。②

然而从《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及其相关材料的理

论进步所包含的并不仅仅是他对异化更为精确的描述，还存在着马克

思认为有必要被克服的策略的再一次重新论述。鉴于在 １８４４ 年他认

为人类将通过消灭私有财产和劳动分工消除异化，而摆脱异化社会的

途径在《资本论》及其准备手稿中则更为复杂。马克思坚持认为资本

主义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工人受到资本及其强加的条件所支

配。然而，它也为一个更为进步的社会创造了基础，并且通过其对人性

的福泽使得人类能够沿着已经开辟了的社会发展道路快速进步。在马

克思看来，这一为少数人产生了大量财富积累并为劳苦大众带来贫困

和剥削的系统必须被“一个自由人联合体”所取代，“他们用公共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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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 １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８９—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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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

动力来使用”①。由于集体管理将评定其决定因素，因此这种生产类型

与雇佣劳动不同，呈现出一种直接普遍的性质并将劳动转化为一种真

正的社会行动。这一社会概念是霍布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另一

个极端。并且它的创建要求的并不只是一个政治过程，而且还关涉到

生产领域的转变。但是这样在劳动过程中的变化有其局限：

这个领域的自由也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

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

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

种物质变换。②

生产的后资本主义系统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工作日的

减少，创造了新的社会形式的可能。在这种新的社会形式中，由资本所

强加并受其法律监管的、强制的、异化的劳动被超出了必然性枷锁的、

自觉的、创造性的活动所代替，并且其中全面的社会关系取代了由商品

及其货币法则所强加的、任意的、无差别的交换。③ 这不再是对于资本

来说的自由王国，而是人类真正的自由王国。

（译者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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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 １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９６页。
《资本论》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９２８—９２９页。
由于空间的原因，马克思对非异化社会蓝图的未完成想法和一定程度上相互

矛盾的性质将不得不留待未来的研究。



革命的幻象

［法］阿莱西亚·玛格丽娅格纳

李健 译　 喻麓丹 校

毫无疑问，让大量参与者不满并迫使他们反抗的文明是没有

存在的前景，也不值得持久存在。

———弗洛伊德：《一种幻想的未来》（１９２７年）

因此，我们看到权利是每个个体所拥有的力量。它也是一种

暴力，准备针对任何抗拒它的人，并以相同的方法和目的运行。

———弗洛伊德《为什么要战争？》（１９３２年）

人类的终结是最终生产出比人类本身更高级的东西。就此而

言，人类还处于起步阶段。

———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１９６４年）

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都是去蔽的科学，它们不相信表面现

象，而是将其当作事情背后的隐蔽力量的结果。在它们看来，事件

的表面动机其实是隐藏实际关联和真正原因的一个借口。

———费尼谢尔《精神分析作为未来辩证唯物主义

心理学的核心 》（１９３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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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通过发展一种明确的性别政治理论来革命性地解决

性别问题，并由此进一步实现从理论到性别革命实践的转化，并将

它们与无产阶级运动结合成为一个整体。

———赖希《青年的性斗争》（１９３２年）

诚然，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

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与

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

劳动的结果。正象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

性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

———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一

革命的幽灵（革命的幻象）是阶级所遭受的“资产阶级吸引力”的

产物，在一个无限的计划中持续生产，直到永永远远（这难道是一个辩

证的赋格曲？）。

当革命成为一个幽灵，一个愿望，一种亟待满足的缺乏，一种等待

覆盖的空白，一个幻象，那么它如何安置它的革命计划？

这个难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特意敞开的问题，也由于手

稿的修订，这是马克思一直思考的问题。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它最终

在《资本论》中被马克思彻底解决。他的解决方式是如此激进，即使在

今天也会被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抑制”。

简言之，革命本身表现为一种浪费物（是在生产过程中不发挥功

能的存在），比表现为是一个“项目”更甚（这就是为什么赖希指出，革

命是不充足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必要性的革命，还不足以被称为

革命？）。

这里谈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和政治的庞大计划，其中包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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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统治，宪法标准和制度层面，这就正如了解自己的人知道自己的结构

有各种形式和尺寸一样。革命是结构中遗漏的那一部分，而马克思为

此提供了一套相关解释。

如果历史已经蔓延到民主国家、政府、宪法和机构等领域，并不断

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那么为什么像革命本身不被视作历史的一部

分这样的古怪事情仍会发生？为什么革命只有在宪法设置和新的政府

机构中才能“排出”它的历史性力量？难道真正的革命就是返回到反

革命协议？

马克思寻求宪法（即使是作为一个事实：可以参照内格里。）所遗

漏的革命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部署的路径对应于《政治经济学批判

大纲》中所开辟的路向。至于第二卷和第三卷，它有什么改变呢？

他发现并指出在劳动中，即使当这种劳动是一种顺从且沿着真正

的兼容并包的过程行进，也会产生一种抵抗联合；无论是从机械力学还

是从液压学上来说，它都不是辩证的。所有在生产过程产生的浪费都

具有对立的性质，并且不能被吸收。它是一种剩余快感（ｐｌｕｓｄｅｊｏｕｉｒ，

根据它的发现者雅克·拉康所给出的定义；ｏｖｅｒｊｏｙ，如果我们想要唤起

政治维度的话，它也是我们的实际目的。）

总之，工人通过技术会为资本家生产出一定的剩余（这也是资本

家的剩余快感，快感对于他而言，已然变为一种渗透到生产过程之中的

欲望的剩余）。

这将成为革命过程的基础。

在被公认为是阐述“剩余价值”理论之经典的《资本论》第四卷中，

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的规律问题做了清晰的解释。

二

什么是规律？为什么会发生利润率的下降？是什么让它得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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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马克思对此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就是劳动力（在众多之中，可以参见琼·罗宾逊）①，资本的有机

构成中的可变资本。

正是劳动孕育了剩余价值的危机，而通过同样的方式，它也产生了

一种通向剩余快感和欲望结构的危机。

我们的重点不在于证明规律的正确性，无论它是作为有趋势性的

规律还是作为政治革命钥匙的规律②，我们的目标是重新找寻规律的

核心：有机构成。在此，我们首先要重叠剩余价值和剩余快感，以及了

解到资本在本质上就是劳动力。

以下是我们的六个断言：

ａ．资本的真实结构是隐性的，它被编码为一种辩证结构（其中资本

的两种形式相互作用，即 ｃ和 ｖ）③

ｂ．这个结构可以通过三种可能的组合来发挥作用，ｃ 改变，ｖ 改变，

ｃ和 ｖ同时改变（或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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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马克思清楚自己的目的。经济学家们普遍是“无意识”的（参见［英］琼·罗宾

逊：《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麦克米伦出版社 １９６６年版，第 １页）。“但系统的
谴责并不仅取决于它的道德反感，其最终被推翻的必然性不仅只决定工人获

得他们应得的劳动产品。系统包含的内部矛盾本身必须导致其中断。马克思

认为，商业循环的周期性危机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和逐步侵入系统要害部位的

疾病症状”（参见［英］琼·罗宾逊：《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麦克米伦出版社

１９６６年版，第 １页）。“重要的是说，拥有资本不是一种生产活动（……）。只
有劳动是生产性的”（参见［英］琼·罗宾逊：《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麦克米

伦出版社 １９６６年版，第 １８页）。
参见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卡罗的这段话：“根据马克思的论文，其

中 Ｃ 增加可以建立一个 Ｖ型 ｓｏｔｔｏｃｏｎｓｕｍｉｓｔｉｃｏ危机理论，其投资和生产容量的
消耗增长了更多的工人”（参见［意］安东尼奥·卡罗：《经济危机和历史的辩

证法》，萨维利出版社 １９７５年版，第 ２０页）。
实在代表资本主义过程中所假定的“症状”的本质。在精神分析中，症状来源

于实在界之上的重叠的象征和想象领域。根据三个实例的信（ＲＳＩ）的最终重
叠，“实在”和“象征”是俄狄浦斯情结。如果没有重叠，在母系社会也许这种

情结就不复存在了。这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摩根，以及赖希作为马林诺

夫斯基的读者得出的。



ｃ．这个复杂的结构像劳动力一样发挥作用，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中。

ｄ．结构的数学比率是一个虚拟数字，其根据在于必要劳动（主体作

为工人）代替了足够的劳动（主体作为一种欲望）。①

ｅ．劳动本身包含了一个虚构的因素（为了工人的生活和福祉，足够

的劳动解放了不必要的劳动），这是辩证的符号元素（抽象劳动量化成

一种货币交换）。

ｆ．劳动产生了资本和欲望（后者是生产的剩余部分，与资本家的贪

欲相对）。

还有一个可怕的后果，那就是它可以很容易地从上述的说法中推

导出一个相反的结论：每个由工人占有的剩余价值———如果与所占有

的剩余快感不相符———就会变为一个神秘的现实。

三

利润率下降这一规律的核心问题是主体—结构辩证法，它由齐泽

克于 １９９３ 年在《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中重新提出。他的分析是要追

溯异化的人如何变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对几乎所有的革命

性观点而言，下降的利润率并不能降低 “正常”产生的异化“率”，因此

每一次表面上的利润率下降，也意味着一个概念性错误。总之，该规律

的核心是异化的辩证结构②。

我们最终应该谨记，对马克思来说，异化的生产者是劳动者本人，

而不是资本。后者“简单地”与异化的内容相适合（拉康强调普遍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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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这个数学比例伦理含义的哲学讨论很好地由汉斯·乔纳斯和恩斯特·布洛

赫作为讨论提出。

我们可以看到相同的争论和随着而来的相同的概念错误出现在齐泽克关于毛

泽东的著作中，因为对他来说，“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的缺点是缺乏‘否定的否

定’，在尝试将革命的消极性转化为一个真正积极的新秩序上是失败的：所有

临时稳定的革命达到很多修复的旧秩序，以至于能维持革命继续存在的唯一



剩余快感资本主义话语所带来的影响），这也为我们今后的研究留下

空间。

四

我们现在要试着对“相反趋势”和利润率下降进行大致对比。众

所周知，资本设置了一些重要的相反趋势，以限制或减缓利润率下降为

目的。我们的假设是，即使到性欲的脉冲组织中，相反趋势仍被设置为

具有特定的或一般的限制欲望对象的“稀缺性”的功能。我们接下来

可以做关于这些对象的简短列表，并附上针对它们各自的评论或解释。

ａ．货币

首先是关于货币化过程中的相反趋势，往往也定义为“虚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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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途径是不断重复‘伪无穷’，这种否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峰”。（齐泽克，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的暴政》（２００７：２１））因此，所产生的问题是：“那么，
我们要彻底改变秩序，其原则是不断自我革命吗？（齐泽克，ＩＶＩ：２７）否则，我
们完全同意齐泽克引用詹姆森的话（见詹姆森：《时间的种子》：８４ ［１９９４ ］），
当他写道：“在一个激进的革命中，人们不仅‘实现自己旧有（解放等）的梦

想’；相反，他们必须重塑他们的梦想模式；其驻留的必要性被毛泽东在文化大

革命中清晰掌握（…）其也驻留于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在苏联日常生活报道的

阅读兴趣中，带有热情的冲动去为司通见惯的存在创造新的规则”（齐泽克，

ＩＶＩ：２４－２５），即在精神分析研究领域。我们至少接受他，事实上，阿兰·巴迪
欧（见阿兰·巴迪欧：《世界的逻辑》，瑟伊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 ５４３—５４４页。）
“位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正是在消极姿势中所释放的信号，即‘以

党国的结束作为革命的政治活动的中心生产’———这里他应该是始终如一的，

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状态：远非一个事件，而是一个巴迪欧喜欢称之为‘病

态的死亡驱力’最高体现（齐泽克，ＩＶＩ：２５）。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是齐泽克关
于资本主义和他自己的理论结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有一种诗意的争议，事

实上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果是今天的中国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资本主

义的活力爆发。也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展开，尤其是今天的‘晚期资

本主义’，这是‘日常’的生活本身。在某种程度上，随着其不断的自我革命，与

其反转、危机、重塑一起达到的‘狂欢’”（同前）。



“去物化”，这意味着从物化到去物化对象的特定转变趋势。我们也知

道，弗洛伊德将这种倾向与有死亡本能的去物化倾向相联系。更确切

地说，肛欲的减退隐含着深刻的从无意识转向去物化对象的趋势，它们

中形成了一个奇怪的“货币问责制”。货币，在某些方面而言，就是性。

在此参照费尼谢尔的一段话：

事实上，在家庭里货币事务（如性问题）是由父亲掌控的，他

通过妻子和孩子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对他的依赖来维持自己的支配

地位。以此创造了一种充满灵气的神秘感，而这目前隶属于经济

领域，其如同性一样的频繁。在一些受家庭思想影响仍然强劲的

社会中这一事实表现的是最为明显的。这主要是基于在家庭机构

中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即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之间而不是无产

阶级中。①

正如关注于《积累财富的驱动力》中的重要调查的费尼谢尔一样，

其保持着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同一年第一次在莫斯科发表，

１９３６—１９３９年）中的马克思主义迈达斯（Ｍｉｄａｓ）有不止一项债务。这

里似乎有一种占有本能的特殊形式在起作用，而货币的社会功能使其

成为可能：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出于对多样性的需求才有了发展财富

的需求，而这只有当货币具有有效性时才成立；只有货币在社会系统中

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时，才能为这些特定对象提供非特定的本能欲望。

（费尼谢尔，ｉｖｉ：８７）。

更重要的是，根据费尼谢尔的分析，货币在实际中执行的功能是增

强肛欲限定的积累的本能，而不是相反，即积累本能的增强并没有产生

货币的现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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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奥托·费尼谢尔：《积累财富的驱动力》，载《精神分析季刊》１９３８年 ７月，第 ７５
页。你肯定会认为弗里达 · 劳伦斯在无产阶级层面上谈金钱和性，以及赖希

在货币和经济方面的争论重点转向为性变态（如性虐待自己或他人），这两者

其实是重复的。但对于费尼谢尔来说，这意味着赖希基于生物决定论的一个

偏差。



弗洛伊德①、琼斯②和亚伯拉罕③在经典的肛门期性格阐述中刻画

了从未解决的肛欲冲突中产生了对货币所具有各种各样非理性的态

度，在此并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但费尼谢尔指出，需要提醒的一点

是，不仅是对待粪便的无意识态度，而且每一种内投射的态度都是可以

投射到货币上的。（费尼谢尔，ＩＶＩ：８２）

在无意识的心理生活中，货币不仅仅是财富，而是一切可以拿取或

给予的方式（等量货币 ＝可拿取或给予的一切：牛奶、食品、母亲的乳

房、肠内容物、粪便、阴茎、精子、孩子、效力、爱、保护、照顾、被动、固执、

虚荣、骄傲、利己主义、对对象的冷漠、自慰、礼物、祭品、放弃、仇恨、武

器、屈辱、效力剥夺，退化、性侵、肛门阴茎）；因此，它可以表示与一般

对象和一切能够使得自我身体感和自尊感增加或减少的事物的关系。

但是，根据费尼谢尔，

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断言钱的象征意义是比它的真正意义更重

要或其象征意义就是货币的起源。④

事实上，对于任何表达自己与上述事物的倾向都可以表达为对货

币的倾向，也都可以表达为自身有获取财富的野心。

本能代表一种普遍倾向，而货币和致富的欲望代表一种具体的存

在形式，其总的趋势只在某些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才成立。（费尼谢尔，

ＩＶＩ：８４）

这就是为什么说获取财富的推动力的问题是对于探索相对主要的本

能结构和对其起修饰作用的社会影响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说好的议题。⑤

这种交互行为是极其复杂的。不仅社会影响会改变本能结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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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弗洛伊德：《性格与肛欲》（１９０８）；《关于本能的转换对肛欲的专门参考》
（１９１６）［１９２４］。
参见欧内斯特·琼斯：《肛欲的性格特征》，１９２３。
参见卡尔·亚伯拉罕：《肛门性格理论的贡献》，伦敦：霍加斯出版社 １９２７年版。
参见卡尔·亚伯拉罕：《肛门性格理论的贡献》，伦敦：霍加斯出版社 １９２７年版。
奥托·费尼谢尔：《积累财富的驱动力》，载《精神分析季刊》１９３８年 ７月，第 ７５页。



且这种修饰过的本能结构会再次通过个人的行动来反映社会现实。①

目前来说，在准备阶段我们还没有一种真正去聚敛财富的欲

望，但只有一个希望就是抓住一切，将一切朝自己拖曳过来。在心

理学上，究竟这些一般目标是被货币代替还是其他东西填充，只是

几率上的差别而已。②

如果孩子们在对货币的现实意义不具备任何判断力的时候就将货

币带入关系到拿取和给予的本能冲突中，这仅仅意味着一个通过货币

运作的经济体系很快通过一种在精神分析前并不会受到怀疑的方

式———相对增强的肛欲———改变了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本能结构。

然而，由于在个人被抚养的特定社会中，货币的功能也是不同的，

因此即使是准备阶段也会各异。（费尼谢尔，ＩＶＩ：８５）

在将社会制度之起源直接追溯回生物本能的趋势中，我们看到其与

那些我们在精神分析著作中已经看够了的“生物化”有同样的危险性。

重新再来：肛欲产生收集某种东西的欲望。而收集什么是由现实

所决定。货币对孩子来说必然像一个秘密：他将货币作为礼物，作为收

藏，最后作为价值的缩影。不仅孩子们对于货币的兴趣源于肛欲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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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就是为何意识形态一旦是对物质力量的反应时，其本身就变成一种物质力量。

众所周知，赖希反对经济决定论，并阐述了意识形态理论成为一种物质力量。

“然而，我们拒绝接受唯心主义哲学的错误观点，即人类的结构是不变的，直至永

恒的。在社会的条件和变化改变了人的原始生物需求与他们性格结构的一部分

以后，后者再现了社会结构的思想形式。（威廉·赖希：《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

理学》，法勒，斯特劳斯、吉鲁出版社 １９８０年版，第 ２７页。）“当谈到性格时，没有
阶级区别”。作为基本的生命能量，性被压抑了，这种压抑是专制父权实现控制

的最有效手段。男性至上是文明史中的一个主要的压制因素。“精神结构落后

于他们从中得到的社会条件的快速变化，后来又出现了与新的生活方式的冲

突”。对于赖希而言，非理性成为大众升华和理想主义做法的一个关键概念：他

的批判阻挡了逻辑思维过程（通过逻辑过程，人们可以超越信仰体系而看到更多

的东西。）“国家在专制家庭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它变成了国家的结构和意识

形态所塑造的工厂”。“性压抑阻止了普通青少年思想和感情上的理性思考”。

威廉·赖希：《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法勒，斯特劳斯、吉鲁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版，第 ２７页。



始冲突，而且徐徐灌入的孩子对货币的兴趣也增加了孩子的肛欲，进而

反过来引起了前者对后者肆虐的冲撞。①

我们只能提醒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这种确定的致富欲望

进入了一种复杂的心理关联，其在并不仅仅是自我保护的范围内

来创建和利用本能的修改。我们也知道，社会学家关于这些本能

的修改的研究绝不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它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

上都是最重要的。②

对社会意识形态的生产和传播的理解必须从这个社会实际的经济

情况出发，其“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进一步来说，在同时受到经济条

件修正的情况下，上层建筑经由人的行动，反过来又对经济基础产生影

响。这些陈述对费尼谢尔来说是正确但失于笼统的。当我们科学地理

解这些转换机制的细节时，他们才变得更加具体，而这些只有借助精神

分析学才能实现。

人类寻求幸福和满足的需求是生产的动力。生产的发展和分配原

则也构成了人类的历史。我的任务不是研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什么时

候和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出现了以创造和积累财富为一般理想的资本主

义。我只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从天堂堕落的肛欲突变的结果。货币的发

明以及货币本质的改变要成为可能却只与一定强度的肛欲本能有关。［由

现实设置的任务只有借助某个本能结构才能表现出来，ＮＯＡ］。相反地，

货币的存在，首先是一定程度上克制肛欲本能的存在改变了本能的结构。③

但是反过来，这种克制必同样受它的历史和物质决定因素的约束

（阿多诺，拉康）。

人们会想象，只有当你开始认同精神分裂的程度始于资本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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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费尼谢尔引用了一篇有关神圣的钱的文章（来源于美拉尼西亚的盖佐·德

罗），这篇文章也犯了与桑德尔·费伦茨进行的个体发育研究的同样的错误，

“但更严重，也因此更清楚”。

费尼谢尔，Ｉｖｉ：８８．
奥托·费尼谢尔：《积累财富的驱动力》，载《精神分析季刊》１９３８年 ７月，第 ８８页。



开端时———以系统的量化和合理化经验、主体的结构重组与外部世界

相差无几———精神分析的可能性条件才变得可见。①

心理结构是历史性的，它有自身的历史，然而，

我们很难把握它，因为感觉本身并不是天然的，而是一个漫长的区

分过程的成果，甚至对于人类历史来说也是一样的。但可以肯定的是，

弗洛伊德的研究对象缺少对性征的分析，而更多的是将欲望和它的动

力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②

因此在外部现实和本能结构之间发生了持续的交互作用（本能结

构需要借助它进行修正）。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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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詹姆逊，《政治无意识》［１９８１，１９８３：４７］．
“但是从一个政治阐释学的观点，用反对“政治无意识”的要求来衡量的话，我

们必须断定愿望满足的概念仍然锁定在一个有问题的个人主体身上，这只是

对我们间接有用的个体心理传记。拉康对弗洛伊德的改写不应该被理解为对

弗洛伊德解释的一个变种，而是一个实质性和自反性对弗洛伊德关于主体的

动力学性质的命题（愿望满足）转移到问题本身的讯问，突出了主体的范畴和

研究过程，这种心理现实（意识）—以及其支持的意识形态和幻想（个人身份的

感受，自我或自性的神话等等）—对弗洛伊德“个人愿望的满足”有着严格的和

自我强加的局限。（詹姆森，《政治无意识》［１９８１，１９８３ ］：５１－５２。）
根据詹姆森的看法，生产方式包括“内部各种不利因素和新的趋势，‘剩余’以及

‘紧急’的力量，它必须尝试管理或控制（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是指异构的力量

不赋予自己有效性，霸权性的项目是不必要的”。（詹姆森，《马克思主义与后现

代主义》［１９８９，２００９］：４３—４４。）所谓的生产模式不是一种生产主义模型：它涉
及到各种层次必须重建为症状的原因是受另一种秩序现象的影响。然而，后现

代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应更好地被把握为一种症状，即作为一个整体和在生

产模式中社会和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变化”。（詹姆森，《后现代性的矛盾》［１９８９，
２００９］：５０。）但“认知地图”不过是“一个阐发‘阶级意识’的代码文字：提出了一
个新的、迄今为止做梦也想不到的对阶级意识的需要，同时也扭曲了对这一蕴含

在后现代中新的空间性的方向的说明”。（詹姆森，《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１９８９，２００９：４９］。）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见解在这里作为一个终极的语义
先决条件，为的是文学和文化文本的可理解性。但是，即使这样的说法也需要一

定的规范：特别是要表明，这种语义的浓缩，扩大的惰性的既定资源和特定的文

本材料必须发生在三个同心的框架中，这标志着一个通过文本的概念而不断扩

大的社会意识，首先，在政治历史中，一个狭义的理解就是守时事件和编年体记

录等时间序列；然后，在社会中，在现在更少共时性和社会阶级间形成的基本性

的张力和斗争；最终，以其广博的历史，现有生产方式序列和人类的各种社会命

运的继承，从史前生活到任何遥远的未来历史的形成已经被我们准备。（…）



我们来看一下费尼谢尔关于货币问题的结论。

积累财富的动力只存在于某些特定的社会时代。如果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即经济现实统治世界被解释为一种求富的本能驱动

统治世界，这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相反，反思经济革命对所有人

类境况产生的显著影响告诉我们，这样的驱动并不曾存在，在未来

某个时间也将不再存在。①

ｂ．全球化、国际化、国际贸易、新市场、货物和人员的流通

国际贸易的一些棘手问题和新的市场开放似乎暗示着，在精神层

面上存在相互翻译阶段的问题。换句话说，从精神分析的一个阶段过

渡到另一个阶段的象征性通道岌岌可危：在这段通道中存在着退步、压

抑、恐惧和狂热，正是各个阶段间的互译 ／下降成为可能，才保证了剩余

快感的连续性。危机的原因既不是在剩余快感，也不是超越快乐的享

受，而是在于这个剩余结构重组自身的能力。

当对象是货物或商品，且具有在主体界限之内和之外进行所有物

流通的能力②时，就进入了享受的范围。阅读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大纲》的摘录文本（２３３—４），其中马克思侧重于讲述财富、货币、流通、

缺乏和迈达斯（Ｍｉｄａｓ）。

当财富似乎出现在一个完全物质性的有形形式时，它只存在

于我的头脑中，它是一个纯粹的幻想———迈达斯（Ｍｉｄａｓ）。另一

方面，物质要作为一般财富的代表，只有当它又被扔回流通领域中

才能实现，它在换取具有单一性和特定性的财富模式后消失。它

在流通领域中作为流通媒介而存在；但对于积累的个体而言，它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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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同上。

我们当然不是说“自我”是普遍的，就像荣格所能做到的，但是遵循进化规律的

不同“自我”使得他们具有相同的属性和技能。那是一种新的构造方法吗？



经消失，而这消失是确保它自身作为财富的唯一可能的方式。①

在另一个版本中，

当财富似乎存在于这样一个物质性的，有形的形式中时，它的

存在仅仅停留在我的脑海里，是想象力的纯粹虚构———迈达斯

（Ｍｉｄａｓ）。②

因此，张力存在于嵌入身体（或“内化”，就像在货币的例子中）和

与其相反的，从身体中解放出来的动力之间（一般在精神分析中，欢

爽—享受—乐趣是“反向的”，是葛兰西在《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中所

预测的繁殖“受过训练的大猩猩”的真正可选的革命性的解决方案）。

有些精神分析侧重于辩证法的第二部分（解放过程，揭示“受过训练的

大猩猩”：它们是格罗斯，赖希和马尔库塞，还有弗洛姆和霍妮）。另外

一些指出并谴责了辩证法本身（巴林特、阿多诺、拉康）。

以下是关于精神分析中的“异端”主题，如作为反内化过程的舞

蹈，代表了不同研究方法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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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们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在这里回忆了一个完整的传统———驶向布罗代尔的

《车轮的商务》［布罗代尔，１９７９］———在那里 ｍｉｄａｓ 是欲望的对象（是精神分
析的对象也是资本主义的对象，它们都基于损失、不足和曲折的稀缺性，为工

人提供了一种悲惨的 ｍｉｄａｓ触动）。在其他人（Ｌｉｌｙ，Ｐａｙｎｅ，Ｖａｕｇｈａｎ）那里，巴萨
尼奥把黄金比作“给 ｍｉｄａｓ的硬食物”。在巴萨尼奥的构想中，黄金呈现出一
种危险的形式：“欺骗性的海岸 ／连接最危险的海洋”，而最快的回报“看似是把
狡猾的时间用于诱捕最聪明的人的真理”“硬食物”类似于一个奥多德百瑞所

描绘的出自他的反天主教的旅行选集《美国》（写于 １５９４）的令人震惊的图像，
其中美国印第安人对用熔化的黄金灌入他们喉咙的贪婪西班牙人实施象征性

的复仇。正如你很容易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英国和西班牙）、殖民

主义，黄金的功用和财富的流通，都被严格的缠结在一起。约翰·多恩还将

Ｍｉｄａｓ图像应用于他在《挽歌 ２０》中的殖民主义中：“爱的战争”，其中他描绘了
英国对于美洲的失败殖民而言作为一个“Ｍｉｄａｓ触动”存在，提供了财富但却没
有提供殖民地生存的手段：“Ｍｉｄａｓ”使得我们的西班牙之旅充满乐趣，我们得
到了所有的黄金，却没有发现任何可以使我们生存下去的食物。

其中最有趣的评论之一摘自乔纳森·贝勒关于无意识，无意识的无意识，或者

意识在技术想象时代的看法。（参见乔纳森·贝勒：《生产的电影模式：对经济

的关注和景观社会》，达特茅斯大学出版社、新英格兰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



舞蹈和威廉·赖希

赖希认为，当下一般性的运动、舞蹈和艺术都具有升华功能。然而

不同的是，在波利尼西亚社会中，舞蹈有一种性的功能：女人借助舞蹈

的诱导，使男人达到性满足感。

在那些社会（尤其是母系社会）中，舞蹈不会有任何升华本能和驱

动性高潮的功能。没有强制性的道德可以抑制这一基本功能。

舞蹈和弗朗茨·法农

根据弗朗茨·法农，这就是为什么任何对殖民世界的研究都应考

虑舞蹈和占有现象：“这分解的人格，这分裂和溶解，这一切都符合殖

民世界有机体中的原始功能。”①

渗透于当地社会中的神奇的上层建筑，在性欲动力论中履行着某

种已明确界定的功能：

当地人所采取的放松方式与肌肉的松弛方式一般无二，其中

最尖锐的攻击性和最具强制性的暴力被疏导、转化和驱逐。舞蹈

的圈子是一个宽容的圆圈：它保护和许可。（…）没有———在现实

中你们聚在一起的目的是任性欲累积，那种被阻碍的攻击性也如

同火山爆发般得到纾解。象征性杀人、梦幻般的仪式、想象中的大

规模谋杀———所有的都被提出了。（法农 Ｉｖｉ：３１３）。

因为一种当地人备受责难的凝滞性，他们的肌肉总是绷得紧紧的。

（当地人有占有的梦想，占有的形式各异：“坐在殖民者的桌子边，如果

可能的话与他的妻子在他床上睡觉。”而且“殖民者的双脚从来都是见

不着的，除非也许在海边；但在那你永远都凑不上去。他的脚被强有力

的鞋子保护着，虽然他的城市里的街道很干净，甚至没有任何坑坑洼洼

或石头。”）（法农，《关于暴力》［１９７３］）

法农说，这就是为什么殖民语境的原创力在于，经济现实、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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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弗朗茨·法农：《关于暴力》，选自《全世界受苦的人》，塔维斯托克出版社

１９７３年版，第 ２８８页。



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揭露了人类生活的现实：

在殖民地中，经济结构也是上层建筑。原因也是后果；你是富

有的，因为你是白人；你是白人，因为你富有。（法农，Ｉｖｉ：２９２）。

有一种说法是殖民者没有一刻不是必须被推翻的敌人、对手和

仇家。

“如果本地人决定结束殖民史———掠夺的历史———并建立起民族

的历史———非殖民化的历史，本地人这种备受谴责的凝滞性只会受到

质疑。”①

在法农看来，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是即时性的，虽然不是没有问

题，但却是一种革命力量。②

舞蹈与毁灭的幻想

在另一个领域，形体有一种特定的重要性，尤其是那些有意与韵律

相协调的舞蹈动作或肢体动作的孩子气的玩耍，都可以被视为一种侵

略工具（萨宾娜·斯皮勒林，《破坏作为选择的文字》［１９１２］）③。

这种如同潜－预估般优雅的创新理论的含义在这里没有讨论的余

地（不是弗洛伊德本人所著，他公开承认，这个由被荣格爱过的苏联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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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非殖民化是名副其实的建立新的人。（…）在同一过程中，被殖民的“东西”

变成了人，由他释放自己并成为移动的力，“随时准备进行暴力”。（法农，有关

暴力［１９７３ ］：２８８。）“经过几个世纪的不真实，在最古怪的幻影后，最后的人，
手里拿着枪，面对面地抗衡唯一争夺他的生命力量—殖民主义的力量。和一

个殖民地国家的青年，在一个子弹和火灾的环境中成长，可能互相嘲弄，还会

毫不犹豫地鄙视祖先的尸体，双头马，死者复活，和当你打哈欠时闯入你身体

里的神怪”。（法农，《有关暴力》［１９７３］：３１３。）
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本地人发现事实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习惯模式，转化

为暴力的实践和他的自由计划。我们已经看到了同样的暴力，尽管在殖民地

时期表面上一直保持着非常多的暴力，但却变为一种虚空。我们也看到，它被

舞蹈的情绪出口和精神控制情绪所开凿；我们看到它是如何在自相残杀的战

斗中疲惫。现在的问题是抓住这种暴力，改变方向。当过去了的神话和行使

它的人发现大规模集体自杀的新方式，现在新的条件将可能形成一个完全新

的行动路线”（同前）。

萨宾娜·斯皮勒林，《破坏作为选择的文字》［（１９１２）１９８６］。



神科医生萨宾娜·斯皮勒林所创的研究，其实为他两到五年后才发表

的死亡快感本能的理论铺平了道路）。我们可以注意到，直到现在，萨

宾娜·斯皮勒林都认为侵略性和颠覆性的暴力行为都是与通过孩子有

节奏地表现出来的形体动作相关。

ｃ．货币的稀缺性和超级通货膨胀：生命能假设

在充分展现了赖希研究的特点的性政治（以及衍生出的“性经

济”，也就是 ３０ 年代被取缔的杂志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中原创的 ｓｅｘｕａｌｈｏｎｏｍｉｅ

一词）的复杂背景下，赖希认为，生命能既发挥一个特定的讨价还价的

筹码的作用，又执行一般货币交易的功能。在这两方面，生命能都回应

寻求非稀缺货币的要求———它是每个人都能提供的，超出那些主导了

经济学刊的稀缺性的一般统治范围的东西。①

非稀缺性的一般规定也意味着国家置身其外，无再分配要求。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弗洛伊德和荣格各自发展了他们的“性经

济”理论：第一次专门围绕快乐原则（Ｌｕｓｔｐｒｉｎｚｉｐ）给性欲作了基于经济

为内容的理解，前者介绍了原始的交换是一种活动，考虑到知识的一般

集合的交换活动和在全面自我领域的实践活动。他们认为那些交换，

是一个真正市场中的货物交换（筹码或货币），它们存在于在共同的财

产的秩序并在全球范围内流通。（即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中的性

欲；“原型”在荣格发展的自我理论中才有所涉及）。②

最后，这种理论对政治无意识的影响是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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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个讨论可以参见汉斯·彼得·根特：《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性政治》，菲舍

尔出版社 １９８０年版，迈克尔·施耐德：《神经症与阶级斗争》，罗沃尔特出版社
１９６６年版。（开启了对病态社会政治抵抗的可能性）。
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强调等价交换原则必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

续很长一段时间，它是作为人类和物质资源有效配置和利用的指导。同理，在

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阶段过渡的革命过程中，则要对等价交换原则进行持续

不懈的斗争，最终代之以理想的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一个充分发展的共

产主义社会中，稀缺性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克服，等价交换将不再作为经济活动

的组织原则。这显然不是暗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可以摒弃理性计算；它所



第一，任何革命都不再是一项政治工程。革命不能将自身限制

于———当然我们至少可以说“限制”———仅对经济和政治领域现状产

生彻底改变。

第二，革命不能“仅仅”是一项政治工程，而为了能考虑到其他应

该采取革命行动的领域，如色情行业总体或任何一种克制了动力和激

情的心理压抑，它的视角必须大大地开放。

第三，一旦激情和动力被压抑，无意识的多样复杂的现实面临着

“事件”和“意见”的极权主义的现实，“上层建筑”（让我们现在考虑这

词的一般情况）会转而拥有结构性重要意义和结构性一致。要么是超

越规范边界的象征能力，要么是为一个“美好的未来”设置一些虚构的

“赋格曲”的规定，二者必有其一需被正确考虑进去。

此外，升华机制（通过艺术或任何其他的“上层建筑”）应该被打击

和禁止，或者无论如何，都应给予其一个激进的批判。

第四，以上的简单介绍直接指向了自在阶级或自为阶级本身的辩

证法，换言之，作为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要相信在某种程度上的阶级意

识可以转而与精神分析相一致？

在这里已经不是列宁主义者意义上的党了，而是青年马克思的辩

证法在公民、人性和人格间，以及在法律下的主体性、个体性和征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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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的是参与经济计算的理性的本质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反过来，这种变化
又表明了在社会中人类需求和男性关系的彻底转变。此外，我们要勾画的是，

即使就资本主义本身的寿命而言，随着商品的价格不再依据生产成本，而是让

位于最大程度的利润，等价交换的原则变成了理性经济组织的对立面，俨然成

了一个在潜在丰富性中保持稀缺性的公式。巴兰和斯威齐在他们对垄断资本

的研究中指出，“人力和物质资源保持空闲状态是因为市场没有英镑兑换他们

的潜在产出”的现状。（巴兰—斯威齐，《垄断资本》３３７—３３８［１９６６］。）所以，
“资产阶级思想中心范畴的退化不但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深刻冲突本质的表征，

也是对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迅速推进的合理化与作为整体的系统的未曾减弱的

要素性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的征兆”（巴兰—斯威齐，ＩＶＩ：３３８）。作者运用 ｅｌｅ
ｍｅｎｔａｌ 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两个词语表征这个如同被巨大自然力所控制的社会，其
中的人们可能会寻求调整但却没有控制力。



程间的体现。

结　 　 论

很显然，当今时代最具影响力和拥有精细解释系统的肯定是

精神分析。

———詹姆逊《政治无意识》（１９８１）

利润率下降造成暴动（作为下降的利润率的后果，即危机和最终

的资本失败并不需要通过革命），取代革命 。

然而：如果不是精神分析本身，还有什么是阶级意识？

这意味着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列宁主义的）真

正是有阶级意识的维度，即是说：有精神分析维度的。这使我们能够把

没有出版的《资本论》的第二到第四卷中的分析和之前的《１８４４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内容联系起来。

意识将自己构成阶级。然而，这个“创造”过程不符合主观化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ｓａｔｉｏｎ）／主语化（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主体化（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甚

至超越了那种朱迪斯·巴特勒打算把她的“福柯—阿尔都塞学派”辩

证法运用到权力的精神生活的特殊含义），而是放入到屈服过程中作

为一种浪费物（意味着成为剩余物或成为已不能作为过程的一部分被

利用起来的那一部分），它就是欲望。①

欲望是生产的一部分，但它不可被利用的：它不具有欲望的功能，

而是作为一种商品。

这个进程———完全由雅克·拉康在第十届研讨会（关于焦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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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这个意义上，法律的首次亮相和无意识欲望的开放，发生在同一时刻：只有

当孩子承认父亲象征着的禁忌或禁止抑制有罪的欲望，这欲望才是所谓的无

意识”。伊格尔顿，《精神分析》［１９８２，１９９６：１４３］。父亲是拉康所说的法律，它
首先是社会对乱伦的禁忌：“拉康的独创性是重写这个过程，我们已经从语言

的角度看到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伊格尔顿，ＩＶＩ：１４４）。“随着父亲的进
入，孩子陷入后结构主义的焦虑。”（同前）。



在 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６年的作品中，在《从康德与萨德》直到第十六届研讨

会中发现———以一场发生在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家之间

的经久不衰的辩论开始，一发而不可收。这些人不得不面对“古典”弗

洛伊德社会党和反对苏联支持者而支持怀疑态度分析家的内在潮流。

争论的焦点围绕着“社会因素”对当代主体性的产生的重要性。

如果社会因素是一般性的和表演性的，主体就是循规蹈矩和神经

质的。神经官能症倾向于转移到个人层面的形态是最本真的精神分析

式的。精神分析不应倾向于以一个简单的谴责来对抗制造“病态”个

体的社会约束和限制（即仅对导致神经官能症的社会原因进行描述）。

它应该针对的是主体的解放，并具有构建革命立场的趋势。

（译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生研究生

校订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４２３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从犹太问题到穆斯林问题
———共和严格主义，文化差异主义与强制解放的矛盾

［英］萨拉·发里斯　 刘旻娇 译　 吴屹松 校

导　 　 言

１９世纪末到 １８７０年代初，一场被人们所知为“犹太问题”的辩论

曾就欧洲犹太人的政治解放而展开。特别是法国与德国在这场辩论中

（前者称其为 ｌ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Ｊｕｉｖｅ，而后者称其为 Ｄｉｅ Ｊｕｄｅｎｆｒａｇｅ）都提出了

相似的论证。① 在这两个国家，犹太人都被视为外来（ａｌｉｅｎ）的族群。

对不断崛起中的、并试图团结一切的自由的民族国家而言，犹太族裔的

存在就成了一个主要的问题，他们被贴上了“国中之国”（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的标签。他们的政治解放也因此有了双重要求：他们要被

“去民族化”（ｄｅｎａｔｉｏｎｌｉｓａｔｉｏｎ），换言之，他们要“变成个体性的公

民”，②并且他们的“公民性的提升”，是一个“将犹太社群参照着主流

５２３

①

②

参见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 Ｒ¨ｕｒｕｐ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ｉｓｉｓ，Ｔｈｅ‘Ｊｅｗｉｓ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 Ｇｅｒｍａ
ｎｙ，１８５０—１８９０”，Ｌｅｏ Ｂａｅｃ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Ｙｅａｒ Ｂｏｏｋ ，Ｎｏ． ２０，１９７５，ｐｐ． １３ － ２５，ａｎｄ
Ｗｅｎｄｙ Ｂｒｏｗｎ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 ｏ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ｍａ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ｏ． １５，
２００４，ｐｐ．１－３１．
ＣｌｅｒｍｏｎｔＴｏｎｎｅｒ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７８９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ｑｕｏｔｅｄ ｉｎ Ｗｅｎｄｙ Ｂｒｏｗｎ，“Ｔｏｌ
ｅ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 ｏ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４．



（基督教）人口之社会与文化标准，加以改造同化的过程。”①在德国，

一个与之相关的最重要深远的讨论是发生在被誉为“神学的罗伯斯庇

尔”②的宗教历史学家布鲁诺·鲍威尔（Ｂｒｕｎｏ Ｂａｕｅｒ）与 ２５ 岁的卡

尔·马克思之间的论战。两人都属于黑格尔左派的阵营，并且他们

对犹太人问题的观点无法单独分开论述。一方面，鲍威尔站在了激

进的世俗主义立场上，将犹太人的政治解放问题立足于他们的宗教

性上，并且要求他们投向无神论的怀抱。另一方面，宗教是通向政治

解放的障碍这一前提就受到了马克思的质疑，马克思将其称为错误

的两难困境。

现如今，“穆斯林问题”出现了，换言之，现在出现了一种论辩的轮

廓，在其中，穆斯林而非犹太人被批判为某种在西方国家内部的分裂力

量，并因而产生了对穆斯林的歧视问题。③ 结果，对于那些经历过接受

与内化西方价值观历程的人来说，穆斯林的“文化”而非政治解放成了

赏罚的对象。在这方面，法国的案例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正是在法

国，解放的议题被定为宗教认同的问题，例如 ２００４ 年所颁布的禁止在

公立学校内显露宗教标识的法案。特别在穆斯林族群的案例中，争论

仍在继续：穆斯林被贴上了落后的标签，被称为不愿意在公共领域接受

世俗主义与去除宗教性，这既阻碍了他们参与政治，也阻碍了他们拥抱

世俗心态（ｅｔｈ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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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 Ｒüｒｕｐ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ｉｓｉｓ．Ｔｈｅ‘Ｊｅｗｉｓ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 Ｇｅｒｍａ
ｎｙ，１８５０—１８９０”，Ｌｅｏ Ｂａｅｃ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Ｙｅａｒ Ｂｏｏｋ ，Ｎｏ． ２０，１９７５，ｐｐ． １３ － ２５，ａｎｄ
Ｗｅｎｄｙ Ｂｒｏｗｎ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 ｏ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ｍａ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ｏ． １５，
２００４，ｐｐ．１－３１．
Ｎａｔｈａｎ Ｒｏｔｅｎｓｔｒｅｉｃｈ，“Ｆｏｒ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Ｂｒｕｎｏ Ｂａｕ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Ｌｅｏ Ｂａｅｃ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Ｙｅａｒ Ｂｏｏｋ，Ｎｏ．４，１９５９，ｐ．１１．
《最近几年欧洲与美国语境下对穆斯林问题的分析》，参见 Ｊｏａｎ Ｗ．Ｓｃｏｔｔ，“Ｔｈｅ
Ｖｅｘ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Ｎｏ． ２，
２０１２，ｐｐ．１４８－１６８；ａｎｄ Ａｎｎｅ Ｎｏｒｔｏｎ，Ｏｎ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



本文的观点为：将穆斯林融入社会的问题界定为宗教问题，并且将

这样的融合表述为去除宗教和拥抱世俗的要求，如此，法国的 ２００４ 年

法案以及对穆斯林融合问题的讨论，都让人不禁想起布鲁诺·鲍威尔

在犹太人问题中的立场。换言之，我会对现在指向在公共领域内宗教

中立（却明显指向穆斯林）的法国官方的做法是否是解放的必要条件

提出讨论，并且会展示出其中某些关键的论证在 １９世纪德国关于犹太

问题的辩论中也曾经盛行过。这并非是说现今的穆斯林融合问题的广

泛讨论就衍生于过去的犹太融合问题的讨论，也并非是说当代的法国

世俗主义议程的支持者是受到鲍威尔论证的任何影响。① 更不是说，

穆斯林问题仅仅出现在法国。相反，如最近的资料所证明的，以启蒙传

统为名义的歧视，以及甚至将穆斯林人口“驱赶出去”的现象出现在所

有西方国家。这一现象并非是在“９·１１ 事件”之后才出现的，但在此

事件之后急剧恶化了。② 用费克特（Ｆｅｋｅｔｅ）的话来说，“以启蒙为西方

欧洲文化的基础而应当被捍卫为理由”，反伊斯兰情绪进一步恶化了。

“非西方的移民必须抛弃他们‘落后的文化’，并且被现代的，启蒙的世

俗价值所同化。”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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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尽管现在已被遗忘，鲍威尔的立场在他的时代是非常有影响力，并被广为讨论

的。举例来说，Ｒｏｂｅｒｔ Ｗｅｌｔｓｃｈ将鲍威尔的《犹他问题》定义为“对任何想理解
１９世纪中期德国的犹太政治问题的核心的人来说都是最具启发意义的著作”
（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Ｗｅｌｔｓｃｈ，“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Ｌｅｏ Ｂａｅｃ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Ｙｅａｒ Ｂｏｏｋ，Ｎｏ．４，１９５９，ｐ．１２．）
参见 Ｌｉｚ Ｆｅｋｅｔｅ，“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ｅｄ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Ｒａｃｅ ＆ Ｃｌａｓｓ，４８（２００６）：１－２２；Ｓｈｅｒｅｎｅ Ｒａｚａｃｋ，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ｕｔ：Ｔｈｅ Ｅｖ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ｆｒｏｍ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ｏｒｏｎｔ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Ａｎｎｅ Ｎｏｒｔｏｎ，Ｏｎ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ｎ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参见 Ｌｉｚ Ｆｅｋｅｔｅ，“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ｅｄ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Ｒａｃｅ ＆ Ｃｌａｓｓ，４８（２００６）：１－２２；Ｓｈｅｒｅｎｅ Ｒａｚａｃｋ，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ｕｔ：Ｔｈｅ Ｅｖ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ｆｒｏｍ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ｏｒｏｎｔ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Ａｎｎｅ Ｎｏｒｔｏｎ，Ｏｎ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综上所述，我想表达的是，在法国进行的关于对穆斯林群体融合统

一的讨论是关于世俗主义与解放概念之间悖论的最明显例证之一。在

德国对犹太人问题讨论中，这一悖论就已显现于鲍威尔那种有影响力

的立场之中。尤其是，我试图证明，相距颇远的试图融合统一犹太人的

论述，和现今穆斯林融入统一共和国的辩论，两者都存在着一种共同的

哲学和政治的基础。后者正是这两种主义的结合：（ａ）“共和严格主

义”。一边将解放视作在政治公民身份的框架内被实现的普遍概念，

另一方面又要求主体的解放在融入这种活动之前，或独立于这种身份

被提前达成，这样的共和严格主义立场总是难以协调一致。（ｂ）“文化

差异主义”，从文化中提炼和构建出一种不可逾越的差距，这种差距就

像生物性的种族主义那样可以被有效地运用。换句话说，在鲍威尔讨

论犹太问题的案例中，以及在法国对待穆斯林问题所采取的方式中，共

和严格主义都显示出一组矛盾：既将解放视为“个体”应实现的目标，

但又要求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被解放的。另一方面，文化差异主义沿着

文化错误的路线，确定出这些“个体”是指谁。共和严格主义和文化差

异主义的结合成为了另外两组标志着解放概念的矛盾的源头，这种解

放概念被界定为法国共和事业的世俗基础。我把这两种矛盾称之为

“缺乏手段的解放之目的”，以及“通过相反的手段而追求的解放之目

的”，即强制。这种矛盾的结构带来了解放自身意义中的重要的含义，

马克思在他的《关于犹太问题》（Ｏｎ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中对鲍威尔论

证的反驳里就指出了这种含义。最终，通过揭示出德国曾经的犹太问

题争论和现今的法国穆斯林问题的争论之间的显著相似之处，特别

是强调上述两例中产生的矛盾，本文达成了三个目标。第一，通过借

鉴马克思—鲍威尔在犹太问题中的论战来看待法国关于禁止公立学

校暴露宗教标志的讨论，针对欧洲普遍的启蒙的悖论，特别是法国世

俗主义的悖论，文章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至今为止未被发掘的视角。

第二，通过展示存在于犹太问题与穆斯林问题中共同的哲学与政治

基础，文章提供了当代对反犹主义与伊斯兰恐惧症的共同根源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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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讨论挖掘的工具。① 第三，通过采纳马克思对鲍威尔的世俗主义

反犹太（ａｎｔｉＪｅｗｓ）立场的批评来应对法国关于显露宗教标志的律法，

文章探究了反种族主义视角的可能性，这种视角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

非还原主义政治经济框架。

概述 １８４０年代的犹太问题

弗里德里克·威廉四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ＩＶ）关于犹太人在普鲁

士的地位的问题上提出了倒退的方案，由此引发了辩论，而布鲁诺·鲍

威尔和年轻的马克思之间的争论就发生在这种背景下。１８１２ 年 ３ 月

１１日的法令宣布了犹太人的普鲁士公民身份，而弗里德里克·威廉四

世在 １８４１年的草案提议将犹太人重新建立为特殊的社群，取消他们的

投票权，并且以社群权利来取代他们已获得的市民权利。新的反犹太

运动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并最终在 １８４７ 年被废止。② 但是无论在台面

上持怎样不同的立场，在这场辩论的讨论框架内部，同化被主要地视为

完全统一融入的条件。例如费希特、康德、萨维尼和赫德等人就将犹太

教视作国家的威胁，并且认为犹太人是根本无法同化的。③ 犹太教是

反普遍性的宗教，一种偏狭的信念，而犹太人是一群外来人（ｅｉｎｆｒｅｍｄｅｓ

Ｖｏｌｋ），既不能接受世俗权威，又由于服从于另一种法律而威胁世俗权

威。④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犹太人市民身份的争论是以“文化—国

家的”和“宗教的”说辞为主导的，还未升级到生物种族之类的说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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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Ｎａｓａｒ Ｍｅｅｒ，“Ｒａ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ｒａｃｅ，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ｏｐｈｏｂｉａ”，ｉ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Ｒａ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ｏ． ３６，２０１３，ｐｐ．
３８５－３９８．
Ｙｏａｖ Ｐｅｌｅｄ，“Ｆｒｏｍ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Ｂｒｕｎｏ Ｂａｕｅｒ ａｎｄ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ｅｗｉｓｈ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Ｎｏ．１３，１９９２，ｐｐ．
４６３－４８５．
Ｐａｕｌ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Ｒｏｓ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ｓｍ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ｆｒｏｍ Ｋａｎｔ ｔｏ Ｗａｇｎｅｒ，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Ｐａｕｌ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Ｒｏｓ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ｓｍ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ｆｒｏｍ Ｋａｎｔ ｔｏ Ｗａｇｎｅｒ，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后种说辞在 １９世纪末就变得寻常可闻了。也就是说，主要的指控是以

犹太人的“外来相异的”特征来将他们看作基督教的普鲁士王国之中

的独立部分。然而，这种相异性仍然被涵盖在宗教与文化的语境内。

举例来说，弗里斯（Ｆｒｉｅｓ）和萨维尼（Ｓａｖｉｇｎｙ）认为犹太人是外来社群或

外来人，并非像纳粹后来那样称他们为“血缘上的外来人”。① 这里对

犹太教的恶感还未发展到反犹主义（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ｓｍ）②。

布鲁诺·鲍威尔的“共和严格主义”和“文化差异主义”

紧接着 １８１４年关于犹太人政治权利的法律提案之后，黑格尔派哲

学家布鲁诺·鲍威尔发表了两篇文章：《犹太问题》（Ｄｉｅ Ｊｕｄｅｎｆｒａｇｅ，

１８４３）和《当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走向自由的能力》（Ｄｉｅ Ｆａｅｈｉｇｋｅｉｔ ｄｅｒ

ｈｅｕｔｉｇｅｎ Ｊｕｄｅｎ ｕ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ｆｒｅｉ ｚｕ ｗｅｒｄｅｎ，１８４３）。马克思在他更为著名

的论文《关于犹太问题》（Ｚｕｒ Ｊｕｄｅｎｆｒａｇｅ，１８４４）中对这两篇文章进行了

批评性的评论。通过介入弗里德里克·威廉四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ＩＶ）所引发的讨论，鲍威尔旨在处理犹太人公民权利的紧迫问题，并且

仔细审查由基督教国家针对非基督教主体的政治解放的要求。犹太人

准备好获得政治解放了吗？他们能够向基督教国家要求这种解放吗？

一个宗教如何能解放另一个宗教？宗教，任何一种宗教真的能够在政

治和人类解放中成为中立者吗？

这些都是鲍威尔在两篇论文中所提出的问题。为了回答它们，他

的主要论证围绕在这样的观点上：如果犹太人仍然维持犹太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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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Ｓａｎｄｒａ Ｂｏｎｅｔｔｏ，“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Ｒａｃｉｓｍ ｉｎ Ｈｅｇｅｌ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ｉｎｅｒｖａ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１０）２００６；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ｍｉｎｅｒｖａ．ｍｉｃ．ｕｌ． ｉｅ ／ ｖｏｌ１０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０，２０１３．
参见 Ｄｅｔｌｅｆ Ｃｌａｕｓｓｅｎ，Ｖｏｍ Ｊｕｄｅｎｈａｓｓ ｚｕｍ 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ｓｍ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ｅｎ ｅｉｎｅｒ ｖｅｒ
ｌｅｕｇｎｅｔｅｎ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Ｌｕｃｈｔｅｒｈａｎｄ １９８７）。这种历史上的概述和概念上的澄清是
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强调了 ２０ 世纪以反犹主义（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ｓｍ）为名义的施加
于犹太人的暴行，实际上这种情况在迫害之前就有一段颇长的历史根源了，并

且它曾经被完全以“文化”和宗教语境下的合法证明所给出。



他们就既不能接受政治解放也不能保证完全的公正判断。同样，一个

由其他宗教主导的国家，比如基督教，根据定义也不能解放犹太人。通

过如此组织问题，另一方面，鲍威尔再次提出了广为流传的一个反犹太

（ａｎｔｉＪｅｗｉｓｈ）的命题：犹太人表现得像一个单独分裂出来的部分，不但

不能和非犹太国家共处，而且也不能与其他“民族”共存。总之，对于

鲍威尔来说，宗教是人类解放的障碍，将宗教从政治生活中根除掉对于

政治和人类解放来说，都是必要条件。然而，鲍威尔并没有对所有宗教

一视同仁，也并没有把它们都同样地视为解放的障碍。对他来说，犹太

人的根本问题不仅是他们自以为是“选民”的地位，也包括犹太人所谓

的对德国精神同化的“抵制”。据他所说，犹太人拒斥同化不仅表现出

他们缺乏历史眼光，而且也表明他们拒绝承认鲍威尔所说的历史进程。

他坚持犹太教已经被扬弃（Ａｕｆｈｅｂｕｎｇ）了，它无法再：一、进入基督教社

会中；二、进入反宗教的人文自身宗教中，即启蒙中。正如鲍威尔所说：

“基督教构成了对犹太教的扬弃，因此也就扬弃了后者的排他性。而

且基督教之所以构成了这种扬弃正是因为它是对犹太教和其排他性的

完成（Ｖｏｌｌｅｎｄｕｎｇ）。”①犹太人拒绝承认他们根本的时代性错误的本质

也就构成了他们固有的落后的特征。如他所说：“每一个基督徒所说

的有一个进步的力量之处”，也就暗示了犹太教有一种后退的力量。

然而，并不是“这样的基督教解放了世界的灵魂，打破了特权和垄断的

锁链，而是人文精神（ｈｕｍａｎｉｔｙ），基督教中的人文精神代表了文明的顶

峰。”②他继续说道：“如果犹太人想要走向自由，他们所需要做的并不

是向基督教信仰诚服，而是消融基督教，总得来说消融一切宗教，也就

是说最终投诚启蒙。”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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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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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ｕｎｏ Ｂａｕｅｒ，Ｄｉｅ Ｊｕｄｅｎｆｒａｇｅ（Ｂｒａｕｅｎｓｃｈｗｅｉｇ １８４３）：１７ 作者译
Ｂｒｕｎｏ Ｂａｕｅｒ，Ｄｉｅ Ｊｕｄｅｎｆｒａｇｅ（Ｂｒａｕｅｎｓｃｈｗｅｉｇ １８４３）：１７ 作者译
Ｂｒｕｎｏ Ｂａｕｅｒ，“Ｄｉｅ Ｆ¨ａｈｉｇｋｅｉｔ ｄｅｒ ｈｅｕｔｉｇｅｎ Ｊｕｄｅｎ ｕ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ｆｒｅｉｚｕ ｓｅｉｎ”，ｉｎ Ｅｉ
ｎｕｎｄｚｗａｎｚｉｇ Ｂｏｇｅｎ ａｕｓ ｄｅｒ Ｓｃｈｗｅｉｚ，ｅｄ．Ｇｅｏｒｇ Ｈｅｒｗｅｇｈ，Ｚ¨ｕｒｉｃｈ ／ Ｗｉｎｔｅｒｔｈｕｒ：Ｖｅｒｌａｇ
ｄｅ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ｓｃｈｅｎＣｏｍｐｔｏｉｒｓ，１８４３．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 ｉｎ Ｂｒｕｎｏ Ｂａｕｅｒ，Ｆｅｌｄｚ¨ｕｇｅ ｄｅｒ ｒｅｉｎｅｎＫｒｉ
ｔｉｋ，Ａｆｔｅｒｗｏｒｄ ｂｙ ＨａｎｓＭａｒｔｉｎ Ｓａｓｓ，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 Ｍ：Ｓｕｈｒｋａｍｐ 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６８，ｐ．６６．



通过从犹太教到基督教，最终至文明最高点的启蒙这一条世俗时

间线索下来看保守主义对人类进步的看法的描述，鲍威尔从很多方面

都在用黑格尔式的语言阐述着宗教的历史性。然而就像莫盖茨（Ｍｏｇ

ｇａｃｈ）所说的，以鲍威尔对黑格尔目的论的观点来看，他的立场可以被

描述为“共和严格主义”。相应的，“市民之愿景向所有个体敞开，但只

有当他们可以作出恰当的伦理承诺来超越特殊性的时候。例如，他们

不能基于私人利益来提出任何对解放的要求而同时不丧失作为真正共

和主义国成员的身份。”①这种“共和严格主义”立场有着重要的含义，

因为它涉及自由的观念及其应用。然而黑格尔的自由共和理论（即鲍

威尔将自己置于其中的那种传统）却将它理解为“概念和客观对象的

统一”，②即一种自由之概念和它在国家内具体现实的统一，鲍威尔显

然将论域转换了。鲍威尔将自由的概念建立为对宗教的去除，并将其

视之为一个给定的无中介的，或客观化的先在范畴，并且回溯到了“应

该”。③ 换句话说，鲍威尔将解放的观念或理想构建为一条单行道，即

一条非宗教的单行道。他不再是按自由主义说辞将自由描述为自由的

选择，相反这里的选择变成了一种义务，基本成了一种强制行为。而

且，既然鲍威尔认为唯独犹太教是一种外来文化，并且与更加发达的宗

教相比，比如与基督教相比，是一种低等的宗教，他就暴露出一种“文

化差异主义”观点。在像种族差别的系统一样的文化系统，文化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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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ｕｇｌａｓ Ｍｏｇｇａｃｈ，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ｒｕｎｏ Ｂａｕ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８５．关于鲍威尔的宗教与政治概念也可参见
Ｍａｓｓｉｍｉｌｉａｎｏ Ｔｏｍｂａ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Ｂｒｕｎｏ Ｂａｕｅｒ”，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ｇｅｌｉ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Ｄｏｕｇｌａｓ Ｍｏｇ
ｇａｃｈｅ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ｐ．９１－１１３．
Ｐａｕｌ Ｆｒａｎｃｏ，Ｈｅｇｅｌ’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ｐ．１７２．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Ｍｏｇｇａｃｈ，“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Ｒｉｇｏｒｉｓｍ：Ｈｅｇｅｌｉａｎ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１８４８”，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Ｌｅｇａｃｙ：Ｔｏｗａｒｄ Ｎｅｗ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Ｎｏ．８，２００３，ｐ．４５３．



也成为在个人和集体之间进行割裂和划分等级的手段。①

最终，鲍威尔关于犹太问题的分析呈现出三重结构：（ａ）外来相异

性的状况和犹太权利的缺乏可以被治愈解决，通过（ｂ）他们同化吸收

而进入同等公民的普遍政治社会，这也就要求去除宗教，而且（ｃ）承诺

走向解放，尽管是通过一种暂时的强制手段。如我所应予以简单分析

的，同样三重结构也可以在穆斯林融入法国的讨论中发现。

错误的两重困境 ｖｓ解放：卡尔·马克思

在 １８４４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论犹太问题》（ＺｕｒＪｕ

ｄｅｎｆｒａｇｅ），是他对布鲁诺·鲍威尔文章的批评性评论。② 马克思通过

质疑宗教的存在是否真的就是获得市民权利（或曰政治解放）的障碍

来开启讨论。这个问题在北美国家确实是世俗的和政治的，以致于它

们既没有国家宗教，也没有多数派的官方宗教。参考北美国家的案例，

马克思指出了政治解放如何可能历史性地与私人领域的宗教共存的。

这样，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就不应被混为一谈。“这一事实立即就将

政治解放的限度显露了出来……即使个人不是自由的国家也可以是自

由的。”③在此，马克思和鲍威尔对于宗教是一种限制的看法是一致的，

即宗教是“一种缺陷的存在”。④ 然而，这种缺陷的源头却可以在“国

家自身的性质”中被找到的，宗教并不是原因，而是“世俗局限性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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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Ｅｔｉｅｎｎｅ Ｂａｌｉｂａｒ，“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ＮｅｏＲａｃｉｓｍ’？”，ｉｎ Ｒａｃｅ，Ｎａｔｉｏｎ，Ｃｌａｓｓ：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Ｉ
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Ｅｔｉｅｎｎｅ Ｂａｌｉｂａｒ ａｎｄ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ｅｄｓ．），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１９９９．
关于详细的对马克思文本的评论，包括作为反犹太主义的指控，我愿意参考：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Ａｒｏｎ，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ａｎｔｉｓéｍｉｔｅ ｅｔ ｃｒｉｍｉｎｅｌ？ａｕｔｏｐｓｉｅ ｄ’ｕｎ ｐｒｏｃ ｅ`ｓａｎａｃｈｒｏｎｉｑｕｅ
（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Ｄｅｖｉｌｌｅｚ，２００５）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ｅｎｓａ¨ｄ “Ｐｒé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Ｓｕｒ
ｌ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ｊｕｉｖｅ，Ｐａｒｉｓ：Ｌａ Ｆａｂｒｉｑｕｅ，２００６．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Ｏｎ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Ｖｏｌｕｍｅ
３，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Ｌｏｎｄｏｎ：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ｉｓｈａｒｔ，１９７８，ｐ．１５１．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Ｏｎ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Ｖｏｌｕｍｅ
３，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Ｌｏｎｄｏｎ：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ｉｓｈａｒｔ，１９７８，ｐ．１５１．



现”。（ｗｅｌｔｌｉｃｈｅｎ Ｂｅｓｃｈｒ¨ａｎｋｔｈｅｉｔ）①

通过将宗教从政治解放的威胁这一指控中解脱出来，马克思对鲍

威尔的论证之根基提出了质疑。也就是质疑这样的观点：一般的宗教

以及具体的犹太教是获得政治权利的障碍，是世俗国家的威胁。沿着

这条路线，马克思继续解构鲍威尔第二条论证所基于的前提：即犹太教

作为一个外来的异性体，其本质上是仇视普遍性承诺和国家平等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马克思的论证又转回到对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

区分与比较。前者是“普遍利益”的角逐场，而后者是“私人利益”之

地。② 结果，个人不需要从他们的特殊性（信或不信宗教，有或没有私

人财产等等）中获得解放，就可以被政治解放，并且参与到国家的普遍

统一性之中去。③

马克思的这一系列论证最后就使得他能够驳斥这一观点，即政治

解放和人类解放必须经过一种去除宗教的方式的所谓的自由选择。解

放可以是一种强制行为，比如宗教压制的结果吗？通过质问这一观念，

他的分析给出了令人赞叹的洞见。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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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Ｏｎ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Ｖｏｌｕｍｅ
３，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Ｌｏｎｄｏｎ：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ｉｓｈａｒｔ，１９７８，ｐ．１５１．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Ｏｎ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Ｖｏｌｕｍｅ
３，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Ｌｏｎｄｏｎ：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ｉｓｈａｒｔ，１９７８，ｐｐ．
１５４－１５５．
参见 Ｗｅｎｄｙ Ｂｒｏｗｎ，“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Ｌａｔ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ｓ，Ａｕｓｔｉｎ Ｓａｒａｔ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Ｒ． Ｋｅａｍｓ
（ｅｄ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ｐ． ８５ － １３０；Ｊｅｆｆｒｅｙ Ｃ． Ｉｓａａｃ，“Ｔｈｅ
Ｌｉｏｎ’ｓ Ｓｋｉ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Ｍａｒｘ ｏ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ｉｓｍ”，ｉｎ Ｐｏｌｉｔｙ，Ｎｏ． ２２，１９９０，ｐｐ．
４６１－４８８．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对于政治和人类解放的区分，后者代表的
是真正解放的完成，而并非解除前者的方法。相反，马克思的政治解放是“向

前一大步……不是人类总体解放的最后形式，而是在至今为止存在的世界秩

序中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Ｏｎ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ｐ．１５５）。关
于马克思文本中这种立场的富有启发性的分析，可参见 Ｓｔａｔｈｉｓ Ｋｏｕｖéｌａｋ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ｒｘｉａｎ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Ｆｏｒ ａ 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Ｏｎ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Ｎｏ．１０４，２００５，ｐｐ．７０６－７２１．



鲍威尔那样询问犹太人是否有权要求国家给予他们以权利；也不是像

鲍威尔所指出的“犹太人必须克服他们的宗教狭隘性以摆脱他们世俗

上的限制。”①真正的问题是询问是否“政治解放的观点给予了让犹太

人废除犹太教，或让任何人废除他们的宗教的需要以权利？”②关键是

去调查“上述问题中的解放应是什么样的？从这种被需要的解放的性

质来看要有哪些条件？”③对于马克思来说，只有对世俗限制的超越才

能引起人们对宗教需要的超越。

一旦我们明确了废除宗教并不有助于政治解放，那么还有必要将

它作为一种强制行为吗？比如，解除宗教还有必要被视作人类解放的

行动吗？最后，对马克思来说，强制解放的矛盾说法所表达的正是政治

国家自身普遍性的核心矛盾。当将平等和自由设想为深植于权利普遍

性结构之中的目的时，作为国家基础的市民社会不平等就意味着缺乏

具体的手段来实现那样的目的。此外，马克思还理解到“抽象的普遍

权利，就如科维拉克斯（Ｋｏｕｖｅｌａｋｉｓ）所说的，是一种基于人类学的形象，

这种形象根据一种‘隐藏的排他的原则’来定义出权利和功能的项

目。”④这种人类学的形象就存在于那“抽象普遍的个人性”之中，在这

一范围中，“被视为普遍包容系统之基础就清楚表述出来了，那些不同

于人类单个形象的人就被定义为非个体，这就是一种排他的标准。”⑤

对市民社会的不平等表述成了“文化差异主义”的基础，这样，就被刻

入了“人类学的”关于政治国家的抽象普遍性的建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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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Ｏｎ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Ｖｏｌｕｍｅ
３，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Ｌｏｎｄｏｎ：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ｉｓｈａｒｔ，１９７８，ｐ．１５１．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Ｏｎ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Ｖｏｌｕｍｅ
３，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Ｌｏｎｄｏｎ：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ｉｓｈａｒｔ，１９７８，ｐ．１５０．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Ｏｎ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Ｖｏｌｕｍｅ
３，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Ｌｏｎｄｏｎ：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ｉｓｈａｒｔ，１９７８，ｐ．１５１．
Ｓｔａｔｈｉｓ Ｋｏｕｖｅｌａｋｉｓ，“Ｔｈｅ Ｍａｒｘｉａｎ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ｐ．７１１．
Ｊｏａｎ Ｗ．Ｓｃｏｔ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ｏ．７，１９９５，ｐ．３．



关于法国内“显著宗教特征”的辩论：反对“差别狂热化”

如我先前所论，鲍威尔和马克思的争论饶有兴味地为当今穆斯林

融入法国的讨论提供了新的启发。特别是法国对公立学校是否允许穿

着有宗教特征的服装的辩论，很好地为鲍威尔立场中的“共和严格主

义”和“文化差异主义”做了例证。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在这里，宗

教，也是伊斯兰教，显然被锁定为共和解放的障碍。鲍威尔在 １８４０ 年

就曾为了普鲁士国家将犹太教视为共和解放的最终目标的障碍，而这

与当前的评论并无不同。

自从 ２００４年 ３月 １５日通过了 ２００４—２２６号法案之后，在公立小学、

初中和高中“穿着有明显学生宗教信仰特征的着装或服饰皆被予以禁

止”。这一法律基于“世俗与共和”（Ｌａ¨ｃｉｔé ｅｔ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的报告，而这一

报告是由希拉克总统任命的由伯纳德·斯塔西（Ｂｅｒｎａｒｄ Ｓｔａｓｉ）主持的特

别委员会准备的。斯塔西报告以简洁明了的表述，简述了主要的证明，

并且迅速变成了主流的意见，由此关于穆斯林融入法国的争论延续至

今。尽管委员会成员对“世俗”的含义，以及在公立学校这样做是否恰当

意见不一，但是对于“符号化的武器”（按 Ｊａｎｓｅｎ 所说）的需要达成了一

致，以免“由穆斯林团体造成的对法国公共秩序的额外的‘威胁’”。① 最

后事实上只有一位斯塔西委员会成员，Ｊｅａｎ Ｂａｕｂéｒｏｔ，投了反对票，而

其他所有人都支持立法。因为它既是理解法国“政治还俗主义文化”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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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Ｙｏｌａｎｄｅ Ｊａｎｓｅｎ，“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Ｈｅａｄｓｃａｒｆ Ｄｅｂａｔｅｓ”，Ｋｒｉｓｉｓ，Ｎｏ．２，２０１１，ｐ．１０．关于关于斯塔西委员会在 ａｆｆａｉｒｅ ｄｕ
ｆｏｕｌａｒｄ中不同立场的概况，也可参见 Ｊｏｈｎ Ｂｏｗｅｎ，Ｗｈｙ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Ｄｏｎ’ｔ Ｌｉ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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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读物，可参见 Ｂａｕｂéｒｏｔ，“Ｌａ ¨ ｃｉｔé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ｉｓｍ’”，
Ｍｏｄｅｒｎ ＆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Ｆｒａｎｃｅ，Ｎｏ．１７，２００９，ｐｐ．１８９－１９８．
Ｙｏｌａｎｄｅ Ｊａｎｓｅｎ谈及法国的“政教分离文化”来指出将穆斯林存在的可见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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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价值的资源，而且还和当今关于穆斯林融入社会的讨论密切相关，

同时与犹太问题的争论又十分相似，所以我将集中分析这段文本，特别

是那些明显与鲍威尔提出的“共和严格主义”与“文化差异主义”的三

重结构十分相似的段落。也就是说：（ａ）被视作为国家统一的威胁的

指控，即指控其是外来相异的并且是落后的；（ｂ）同化的需要；（ｃ）由个

人去除宗教性并服从国家身份认同而定义的解放含义。

外来相异性和落后性：首先，报告将禁止在学校显示宗教特征作为

捍卫世俗主义（ｌａ¨ｃｉｔé）的方式，而世俗主义被定义为“普遍原则和共

和价值”，在其中“国家的统一才得以建立”。① 根据委员会所说，促使

确保世俗主义法律需要的理由是共和的至高价值，而它正越来越被

“近几十年来涌入国家领土的那些难以融入社会的人”所威胁。② “差

别狂热化”（ｆａｎａ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滋长了群体性的逻辑，在这种情况

下贫穷和歧视被定义为滋长反对共和主义的破坏活动的土壤。③ 特别

是在所谓的“敏感宿居区”（ｑｕａｒｔｉｅｒｓ ｓｅｎｓｉｂｌｅｓ，如字面意义的，敏感的居

住地区）里，委员会们看到群体主义的发展。根据斯塔西委员会，由于

敏感宿居区问题，学校不能干预妨碍群体主义的传播，因为它们自身已

经变得社会化和伦理同质化。④

在这种背景下，委员会认为去上学的穆斯林女孩子所佩戴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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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群体主义或“差别狂热主义”的传播的最为明显的标志。根据斯

塔西的报告，这些女孩，或者广义来说的女性是“社会地位下降的第一

批受害者”，①同时也是遭受“各种压力，言语、心理或生理暴行所造成

的性别主义复兴的”受害者。② 尽管可能存在着“自愿佩戴面纱的女孩

或女人”，委员会认为“其他人确实受到强制或者压力。这种情况发生

在那些被强迫佩戴面纱的十几岁的女孩子身上，甚至有时是通过暴力

强迫的。”③结果就是，一个人可以看到：“尽管法律也适用于犹太男孩

戴小圆帽和锡克教男孩包头巾的情况”，如斯柯特（Ｊｏａｎ Ｗ．Ｓｃｏｔｔ）所论，

“以及任何人在他或她的脖子上带着大型十字架，但是这主要还是针

对穆斯林女孩头巾的。”④

基于这一争论的背景，法国女权主义社会学家克里斯汀·德尔福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Ｄｅｌｐｈｙ）就面纱问题的突出性给出评论称：佩戴面纱的穆斯

林女性变成了法国社会的“外来异化者”。⑤ 这种“外来相异的”问题

使得伊斯兰教如此显眼，它打破了一种默认：“只有在被隔离，或者最

好是完全隐形的情况下”，伊斯兰教才能被容忍。⑥ 文件就从一方面清

晰地认定了伊斯兰教为法国统一的主要威胁，而穆斯林也是在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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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发动群体分离的潜在发起人；而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群体主义和对

待女性的方式都表现了伊斯兰教的落后性质。这样，穆斯林就被含蓄

地指控为在搞另一套“国中之国”。这就和 １９ 世纪热议犹太人政治解

放问题时提出的指控如出一辙了。

同化：主流立场对穆斯林头巾的禁令的支持表述了对穆斯林融入

法国社会整体的要求，希望他们接受世俗共和的普遍原则而抛弃宗教

特殊化的概念。总之，是要求他们同化。报告主张，世俗主义要求“一

种诠释上的努力以缓解宗教信条和管理社会的法律之间的张力。”①然

而，就像报道继续论述到，伊斯兰教被特别鼓励去“在它自身的历史中

发现可以允许它接受世俗框架的资源”。②

法国融合统一模型以出生地主义（ｊｕｓｓｏｌｉ）为基础，而事实上却以

同化为依据，前者通过居住地而非血统来确认公民权，而后者要求所有

的公民服从法国文化和价值，并且在公众领域内拒斥团体同一性。尽

管自从 １９ 世纪以来出生地主义和同化是作为法国公民模型中的一个

不可或缺的部分存在的，但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之后，法国境

内移民和马格利布出身的市民增加，这都使得人们某种程度上对同化

问题愈加沉迷，由此促生了法国全国的政治躁动与焦虑。③ 除了阿尔

及利亚战争，法国对伊斯兰恐惧的另一历史转折点发生于 １９８９ 年，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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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三个北非女孩由于穿戴头巾而被一所克雷伊地区的学校禁止入学，

这个行为因此冲击了世俗主义。就像麦克玛斯特（ＭａｃＭａｓｔｅｒ）所论，

“对于少数族裔的同化和整合是否应该从国立学校抓起的激烈论战”

并非偶然。① 在 １９８０年代末，法国的移民专家支持这一观点，即从欧

洲南部的法国开始的积极的移民融合“已经抵达至法国工人阶级和社

团中（法国共产党，贸易工会，体育俱乐部）以及天主教堂。到 １９８０ 年

代止，这样一些进入法国社会的桥梁不再发挥作用了。”②这样，在传统

社会化机构缺失的情况下，学校便被认为是唯一且最为重要的同化机

构，致力于“无论任何民族起源而系统化塑造学生接受共和主义普遍

价值的地方。”③

解放即为宗教的个人去除：在法国，学校总体上象征着社会的缩

影，尤其是公众领域的缩影。如斯塔西报告强调的，世俗共和聚焦于学

校因为正是在学校“诞生了 １９ 世纪”的世俗化问题。④ 这可以参考

１８８０年代早期建立的对所有市民世俗化和强制学校教育的《渡船法》。

像小型国家一样，报告将学校描述为“确保自治”，“以共同规则为前

提”并且“通常为统一融合场所”的地方。⑤ 学校是从私人转向公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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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场观点部分从渡船法中被取代了，现在学校变成“国家的微缩版，

是指除了法国公民身份外被切除了一切其他身份的抽象个体集合而成

的群体。在国家的代表机体里，就如在学校里，普遍统一化就意味着对

同样的规则的遵从，成为一种‘信仰’，即共和国的成员。”①在这种情

况下，穆斯林女孩所佩戴的面纱被认为是“冲突和分隔的源头”，②而与

学校作为“中立”场所的观念就相违背了。③ 如上所述，尽管法国公立

学校像一个小型国家，但与国家还是有所不同的。学校不是法律确定

公民身份、平等和统一融合之地，这些是国家自身存在的条件。而学校

有它们具体而独特的角色，“不是简单迎合用户，而是欢迎那些以成为

被启蒙的、有教养的市民为目标而来学习的学生。”④而这里，解放就等

同于以自治的个体的身份进入统一国家，也就是说，当人们跨入共和国

门时，就已然是抽象且普遍的主体了。那么继续这一比方，显然门前的

这种选择不仅假定了抽象个体是一种预先设定的确定的人类学模型，

其中排除而非包括了那些不在其规定范围内的个体。而且那些还未拥

有普遍性特征的人也将再无机会被允许进入大门。⑤

最终，在公共学校穿戴民族特征服饰的争议的案例中，穆斯林问题

的争论框架显示出与同期鲍威尔对犹太人问题讨论中类似的三重结

构：（ａ）穆斯林的外来相异性的状况可以治愈解决，通过（ｂ）他们同化

进入平等公民的普遍政治社会，而这需要去除宗教，并且（ｃ）承诺会带

来解放，虽然是通过一种暂时的强制。将解放构建为通过法律调停而

立即可实现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将它针对某些拥有内在特征的个人

（也就是说根据定义并不适用于他人），这一悖论衍生于我称之为鲍威

尔的“犹太问题”的论案，一种将“共和严格主义”和“文化区分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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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起来的特殊疑难。后者的结合衍生出两种矛盾，在作为反对维持

（某个特定）宗教的条件的一种解放的追求中，手段与目的的关系都值

得被拷问：解放之为目的却缺乏手段的悖论，以及以解放为目的而采取

的手段却需要通过它的反面，即强制来实现。

解放之矛盾：缺乏手段之目的

如我在前一部分所讨论的，学校作为假定宣称为普遍且中立的机

构而建立，一方面给个人提供实现解放的手段（即给予市民教育的手

段），另一方面，却要求个人在被允许接受这些手段之前就必须已经是

“解放了的”。这样的学校正是矛盾的实例。我把这样的矛盾称之为

“缺乏手段的解放之目的”。富有争议的是，国家显示出同样的矛盾结

构。当对全体穆斯林提出要求，特别是关于穆斯林女孩穿戴头巾的情

况，希望他们作为普遍而抽象的个体加入到公共领域内，但是法国却并

没有给他们提供工具。只有通过给予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这样的工

具，他们才可能发展实现这样的解放。①

在法国，研究发现最不适宜穆斯林工人阶级家庭（北非，撒哈拉以

南以及土耳其后裔）的主流地区是拒绝他们的孩子入学或阻止他们更

换工作的主要因素。② 尽管穆斯林年轻人总体的学术成绩不佳，然而，

研究也指出，相较与同样出身的男孩来说，女孩的学术成绩更优。举例

来说，出身为北非的女孩通过中学毕业会考（ｂａｃｃａｌａｕｒéａｔ）的比率是

７４％，而男孩的比例为 ４３％，他们大多数都有穆斯林背景。③ 研究中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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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强调的一个因素是，尽管调查中的女学生人数总得来说超过男生，穆

斯林女孩的学术成绩仍然明显低于法裔的同龄女孩。不仅是较少的穆

斯林人会选择从中学升往高等教育的道路，而且他们比起非移民出身

的年轻人来说辍学率也更高。① 除了所谓的第二代移民女孩通过教育

所获得的“更强的解放的愿望”，②以及她们比起男孩来说更好的适应

学校要求的能力，社会阶级仍然被认为是“教育成就差异的主要决定

因素”。③ 从对 ２０１０年到 ２０１１年马赛地区的北非裔女孩（大多数是穆

斯林）大量研究中我可以引出实际证据：穆斯林女孩在教育上的普遍

不利地位对她们之后在劳动市场上的地位同样产生负面影响。④ 举例

来说，一个关于歧视所有穆斯林年轻人，尤其是戴面纱的女孩的负面影

响就是实习资质的取得。⑤ 除了学历水平外，在互联网上迅速浏览一

番就可以立即发现，许多博客和网站都在抵制戴面纱的年轻女性，因为

她们的衣着而拒绝给予她们实习资格和工作机会。自从 ２００４年起，反

歧视与促平等高级公署（ＨＡＬＤＥ）收到了成百上千的基于宗教背景的

工作歧视的控诉，而大多数都涉及穆斯林。⑥ “女性提交了 ５７％的与宗

教歧视有关的控诉，并且大多数都涉及头巾的佩戴问题。”⑦一位马赛

居民区的“本地事务局”（ｍｉｓｓｉｏｎ ｌｏｃａｌｅ）的雇员说：在面试中“我们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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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戴面纱的女性是不会被特定工作录取的。我们的任务是创造一个

雇主与雇员间的桥梁，所以我们知道雇主们不想要这些女性……她们

所能做的大多数工作就是为公司或私人家庭打扫卫生。”后一种因素

凸显了年轻穆斯林女性在劳动市场上所遭遇的权利剥夺和差别对待的

另一个重要方面。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穆斯林女性（以及更为普遍的

非西方女性）遭遇的劳动市场歧视同样与她们所能获取的工作类型相

关，大多数都集中在照管类或家务类的部分。① 这类工作不仅缺乏合

同管制，没有健康与社会福利，高度受剥削的工作条件，而且它们的

社会地位也被视作没有产出的、女子气的、缺乏技术含量的以及奴役

性的工作。② 然而，即使少数民族女性和穆斯林妇女能获取机会的

照管类和家务类的工作中，职业咨询师和培训师也会强烈建议她们

不要佩戴头巾。在工作场合摘除头巾被视为融入社会和获得解放的

标志。③

最终，穆斯林女孩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权利上的缺乏，不仅仅导

致她们不能进入所被承诺的公共领域中的解放与平等的位置，如在承

诺中所给予之地。并且，这也显示出了国家政治普遍统一核心处的矛

盾：宗教作为个人同一性身份（或一种特殊化）而成为法国国家的政治

关注焦点。而社会阶级和贫穷被却被定义为不具备政治特征的起跑

线，并因此继续存在并区分着不同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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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之矛盾：以相反的手段———强迫而追求的目的

如鲍威尔所说，解放的定义与维持宗教实践是不相容的，它的实现

必须预设宗教的解除作为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共和严格主义”将宗

教的离场视同解放，即等同于说，解放的条件只能通过一种预先决定了

的方式达成，即向强制敞开怀抱。类似的等同也影响了法国对于在公

立学校佩戴明显宗教标志的争论的结构。因为在这里解放也相当于在

公共领域宗教的离场，对此的追求可以引发一种（法律）强制的行动，

比如 ２００４年法案对摘除面纱义务的规定。在这一部分，我将再次从这

一立场出发考察这种等同关系，即这种将手段与它的目的一分为二的

观点以及它所引起的矛盾。

将摘除面纱作为实现个人解放的先决条件，将解放视作世俗共和

项目的最终目标，这种立场显然将法律强制视作手段，尽管方式不尽如

人意，但为了达到最后的高尚目的仍然势在必行。但是以解放的理想

目标的名义而将强制合法化，这意味着什么呢？所采纳的手段和手段

所运用于的目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工具论的政治现实主义理论曾被

用于讨论手段与目的的关系。相应地，在此理论中，目的能够证明手

段，即使道德上恶劣的手段，比如强制甚至暴力，如果是为了道德上高

尚的值得追求的目的，就可以合理地采用。在《论暴力》（Ｏｎ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中，汉娜·阿伦特（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对这种工具主义提出过鞭辟入里的

批评，认为它混淆了政治行动和制作工艺。她论证道，人类行动的后

果，不像制造工艺那样，“从不可能被确切地预知”，①在暴力事件中更

是如此，“在其自身中能够幸免于难都是另一件说不准的事”。② 以目

的为暴力手段进行辩护事实上难以有说服力的。阿伦特关于暴力的讨

论包含了对新韦伯主义将暴力作为国家的合法垄断权的理论的批评，

以及对反殖民暴力的批评。阿伦特介入讨论主要针对的目标之一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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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正是佛朗次·法农（Ｆｒａｎｔｚ Ｆａｎｏｎ）的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全

世界受苦的人》（Ｔｈｅ Ｗｒｅｔｃｈ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① 她批判性地对这种为了

暴力之缘故而支持暴力的观点予以抨击。② 并且，她以批评国家暴力

同样的立场来批评法农，并且认为所有的暴力表现都一律应被视作

“过分的手段”。然而当涉及通过国家法律强制这样象征性的暴力手

段来追求政治解放的目的问题时，如在法国的案例中，阿伦特对手段目

的的工具主义途径的批评在此就显得不足以支持分析了。事实上阿伦

特的批评未能充分区分国家与非国家暴力，并且，也未考虑涉及（暴

力）手段和（公正）目的关系的代理人的问题。谁来定义目的的“正义

性”？谁来实施那些手段并且为了“谁的”目的？手段目的的对话中所

涉及的主体是在一种权利对称的关系中吗？或者他们是否处在一种被

统治且不平等的关系中？这样一种不对称会如何影响“统治者”与“被

统治者”所赋予解放的意义？

当我们将论题转至有关反面纱法律和法国穆斯林的争论时，当以

法律手段来抵制伊斯兰宗教实践的可行性时，这种手段的强制性特征

和象征性暴力显然不能像阿伦特论及的问题那样去简单处理。因为它

既不像暴力手段那样有着不可预测和难以容忍的性质，又不妨碍破坏

其他通往解放的正直之路的可能性。法国相对于穆斯林显然是站在一

个由殖民历史烙下印记的权利关系中。③ 这是一种屈服的主奴关系，

如法农所论，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致使解放的目标仍然由后殖民时期的

法国所设定，而与这种殖民力量强弱变化相关的是所谓“文明的使命”

（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ｒｉｃｅ）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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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反宗教法律的最为显著的效果就是宗教作为政治身份和政治

异见之标识的作用增强了。就像许多研究所强调的那样，许多穆斯林

女孩和女性也更普遍地、更多地去解释她们选择戴面纱是将其视作抵

抗行动，为了回应她们在欧洲所遭遇的反对穆斯林的经历。① 因此，戴

上面纱而非去除面纱，显露宗教特征而非隐藏宗教特征，变得具有了解

放的意味。也就是说，出于强制的解放可被视为殖民式家长制，甚至根

本上就是种族主义的。这样，当后殖民的法国谈论起女性自由时，穆斯

林男性听到的是殖民统治者在企图掠夺他们的女人，而穆斯林女人看

到的是两种父权制度在争夺她们的身体。② 当后殖民的法国谈论着世

俗化时，穆斯林听到的是要求她们转而去信仰另一种宗教。当后殖民

的法国说出解放时，穆斯林听到的是奴役。

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隐约提及的那样，强制解放的矛盾

在由国家政治普遍统一的构成部分而引发了暴力的实例。马克思自己

并没有讨论到在殖民期或后殖民期的被压迫的人们所遭受的宗教歧视

问题。这可以加入到他和恩格斯对禁止宗教的方式的反对之中。布朗

基组织逃亡者想要通过法律来废除宗教，而在巴黎公社之后，恩格斯对

他们写道：“推广不受欢迎的信念的最佳手段是迫害。而更可以肯定

的是，将无神论宣称为某种信仰的条款而需要被强制，这一服务恐怕今

天仍然得交给上帝。”③在当今广泛的，愈演愈烈的合法化的种族主义

的背景下，就如吉尔伯特·阿卡（Ｇｉｌｂｅｒｔ Ａｃｈｃａｒ）所写道：“殖民化传统

的自然推论，对被压迫者的宗教迫害，前殖民化方式都应当被拒斥。不

仅因为它们是‘推广不受欢迎的信念的最佳手段’，而且因为它们毕竟

是一种对民族或种族的压迫，就像政治、法律、经济的压迫与歧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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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难以令人容忍的。”①

结论：犹太问题，穆斯林问题与女性问题

在《犹太问题》出版 ２０ 年后，布鲁诺·鲍威尔（Ｂｒｕｎｏ Ｂａｕｅｒ）发表

了另一篇文章来处理犹太人政治解放的问题———《作为外来种族的犹

太人》（Ｄａｓ Ｊｕｄｅｎｔｕｍ ｉｎ ｄｅｒ Ｆｒｅｍｄｅ）。这里，鲍威尔不再将犹太人所谓

的融入政治德国的问题定义为另一种国家身份认同以及宗教的问题

了。这一次问题转而成为他们种族低劣性的问题。“鲍威尔的这种新

观念预示了当代世界反犹主义（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ｓｍ）的下一步台阶。”②他后

来的反犹太（ａｎｔｉＪｅｗｉｓｈ）立场的种族主义的表述并非是对之前的“文

化主义”或世俗主义立场的背离。从许多方面看，这正是镶嵌在他独

特的“共和严格主义”与“文化差别主义”的版本之内的。他的这个版

本构成了他将犹太教视作外来相异的，并且是较低级的宗教，一种不能

够在历史中发展的非历史性的宗教。换句话说，鲍威尔认为犹太人的

问题，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出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而最重要的是他们是

犹太人。结果就是，他的“共和严格主义”意味着以解除宗教并拥抱世

俗为解放的潜在特征，同时他将犹太人表述为根本落后的和外来相异

的。关于解放的政治讨论以种族主义为其轮廓，这种形态就这样延续

了相当长的时间。

如我试图证明的，关于在当代法国公立学校穿戴宗教特征服饰的

争论包含了某些鲍威尔反对犹太人立场的基础论述。一方面，法国穆

斯林的头巾被视作最为敏感且显眼的穆斯林拒绝融入法国社会的标

志，也就是说，他们对于法国政体是“外来相异的”。就像在 １８４０ 年的

犹太人案例中一样，穆斯林“成问题地”融入同时代法国状况（以及更

８４３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Ａｃｈｃａｒ，“Ｍａｒｘｉｓｍｅｓ ｅｔ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ｈｉｅｒ ｅｔ ａｕｊｏｕｒｄ’ｈｕｉ”，Ｃｏｎｔｒｅ Ｔｅｍｐｓ． ｀Ａ
ｑｕｅｌｓ ｓａｉｎｔｓ ｓｅ ｖｏｕｅｒ？Ｅｓｐａｃ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ｓ ｅｔ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Ｎｏ．１２，２００５，ｐ．１８０．
Ｎａｔｈａｎ Ｒｏｔｅｎｓｔｒｅｉｃｈ，“Ｆｏｒ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Ｂｒｕｎｏ Ｂａｕ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ｐ．３５．



普遍的整个欧洲）被归因于他们宣称拒绝融入他们所生活居住的社

会。这样，穆斯林被设想为企图在国家内建立分离的、相异的社群，因

此，他们在根本上是落后的和拒绝同化的。另一方面，将他们融入社会

的方案是诉诸于展现个体性，拥有主流社会实践，对国家习俗的公开接

受。通过去除她们身上看似和世俗要求不一致的宗教属象征物这种主

观臆断的方式，穆斯林女性被要求像没有宗教属性的个体那样被融入

统一。而且，世俗主义的框架预示着将所有的宗教都理解为对政治表

现的不合法基础，尤其是伊斯兰教对女性的压迫，法国将禁止穆斯林面

纱的法律条款作为从父权式约束中解放出来的实例，或至少是以此为

方向的手段。今天法国对于穆斯林的态度结合了一种“严格共和主

义”立场，将政治指定为普遍主义的和中立的地带，声称所有宗教特征

都被予以禁止。“文化差别主义”立场又将伊斯兰教作为法国旨在驱

除特殊宗教的项目，因而要通过种族登记的方式来运作。两种基本

的矛盾从“共和严格主义”和“文化差异主义”中衍生出来，这就使得

对穆斯林问题的界定和当初界定犹太问题的方式一致了。第一种矛

盾，或者我称之为缺乏手段的解放之目的的矛盾。产生矛盾的原因

是由于：以参与政治作为解放的阐释，也就是说解放作为一种条件，

它的实现需要提供手段，而手段的形式是文化、经济和社会权利，但

在这些方面。国家事实上是将穆斯林拒之门外的。第二种矛盾，或

者我称之为以相反的手段———强制———来达成解放之目的的矛盾，

产生的原因是将解放等同于宗教退场。这种等同作为法国后殖民国

家的法律手段，成为了反宗教的迫害，或非宗教实践的法律强制的开

始。它的影响反而是剥夺了那种反对家长式管制和提倡自我决定的

解放的意义。

当然鲍威尔和马克思所争论的德国的背景状况和法国的背景存在

着重要的差异。不像在 １８４０年代德国犹太人问题那样，当代穆斯林问

题出现的背景是，政治解放的议题不再是关于超越阶级、性别和国家的

公民权利的普遍扩展。更进一步地说，与 １９ 世纪德国的情况相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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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法国，女性受到压迫成了一个特殊的方面，在其中穆斯林更公开

地显现了他们的落后性和相异性。然而，在这些讨论中除了指向女性

的突出问题外，人们也需要注意到在现实中它们有着某种喻意，她们的

服饰象征着伊斯兰教的落后。值得讨论的是，不再是“穆斯林问题”女

性化，而是“女性问题”在地化（或种族化）。尽管在当代法国的论证结

构中女性被摆到了舞台中央，但等级在这场论战上的名义事实上已经

淹没和压倒了她们的问题。为了被视作具有妇女的身份，唯独伊斯兰

教，穆斯林女性被法国要求去推翻。① 可以肯定的是，看起来被认定为

穆斯林问题争论中心的女性问题不仅显示出了这一中心的工具性性

质，而且也显露出穆斯林问题中的偏向性和种族主义的基调。换句话

说，如斯科特（Ｓｃｏｔｔ）所恰当指出的，“种族主义是头巾争论的潜

台词。”②

凭借马克思对鲍威尔世俗主义反犹太立场的批评来分析法国在公

立学校禁止显露宗教特征的争论，本文首先证明了迄今尚被忽视的犹

太问题与穆斯林问题之间有相似之处。第二，通过这一观点的论述，文

章对反犹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的历史性与理论性争论有所贡献。当应对

内部的“他者”时，种族主义说辞横贯欧洲各国上百年，而反犹主义和

伊斯兰恐惧则是这种说辞复兴的两种版本。③ 最后，政治解放和人类

解放，“共和严格主义”与强制解放的结合，以及由宗教与权利赋予（社

会、文化与经济的）构建起的两难境地，这些像 １９ 世纪在犹太问题中

那样成为了今天穆斯林问题的基础。自此而言，从马克思由《论犹太

人问题》开始发展出的非还原主义政治—经济框架中，我们借鉴了他

的批判。这使得我们能够去看到，在我们的时代中，所谓的“解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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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基于信仰自由与平等的政治讨论中，关于“种族”与“性别”的区别，可参见

Ｗｅｎｄｙ Ｂｒｏｗｎ，“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 ｏ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Ｊｏａｎ Ｗ．Ｓｃｏｔｔ，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ｉｌ，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
９０．
Ｎａｓａｒ Ｍｅｅｒ，“Ｒａ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Ｙａｃｅ，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ｏｐｈｏｂｉａ”，Ｅｔｈｒｉｃ ａｎｄ Ｒａ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ｏ．３６，２０１３．



普遍统一基础是建立在真正的不平等之上的，手段与目的之尚未解决

的关系中是存在着矛盾的，种族主义与性别主义的对立也是虚假的

困境。

（译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校订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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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性格
———桑巴特、韦伯和参与资本主义的主观根源问题

［法］斯蒂芬·哈伯　 吴屹松 译　 陆凯华 校

纵观 ２０世纪，对马克斯·韦伯关于资本主义起源学说的争论始终

是一大热点。在那个德美成为两大新兴经济超级大国的时代，韦伯认

为，新教作为在这两个国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教，一定多少能提供关

于这种经济成就的部分解释。韦伯的观点是，新教必然促进了一种节

俭的伦理（与消费和负债的伦理相反）以及衍生的职业的伦理，这种最

初只是精英阶层的特权的伦理逐渐在社会诸多其他部分中蔓延开来，

从而使得一系列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能够生效的性格特质有了被接受的

可能。如果我们回顾新教的起源，我们确实发现，通过预定论的教条，

这个特殊的基督教教派倾向于提供一种焦虑的、趋向某种自制甚至自

我牺牲的人格形式，其也无疑具有苦行主义的特征。正是这些人格形

式最后被证明是极有利于一种企业家式投资之文化的出现，并且在更

一般的意义上，它们有利于人们染上一种对“合理性”经济使命的普遍

献身精神。

由此可见，韦伯的这一主张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所经常提出（并

谴责）的经济决定论的批判，也不是对老派资产阶级的某种暧昧的称

赞或是对宗教的重要性（甚至在更广泛意义上，文化的重要性）的强

调。韦伯的观点应当被理解为如下尝试：将个体性格的概念或者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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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问题引入社会理论的核心部分。这在韦伯看来并不仅仅是一种

“心理性（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的模糊内容。相反，这个观点取决于关于信仰和

态度之间的结构性纽带的观念，这个观念决定了（并且在这个意义上

被观察到）本质习性（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ｈａｂｉｔｕｓｅｓ）定义下的个体，他建构生活和

行动、与世界的关系的方式，因而也有助于定义其社会关系的实质。因

此，“性格”（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概念变得与之前其在欧洲人文主义传统中的含

义完全不同，在人文主义传统中，性格指的是一种一般偏好（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

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的状态。这个状态可以被加上“守财奴”（ｍｉｓｅｒ）或“雄心勃

勃之人”（ｍａｎ ｏｆ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等等显眼的标签，这类标签涉及到对某个缺

点或优点出于讽刺目的而进行的夸张。韦伯的学说致力于对一个具体

形式的特性描述，主体通过这个形式，按照他在世界中存在的方式将自

己构建为主体。

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韦伯的假设在理论上的精妙之处与其实际在

历史上的说服力之间存在的明显落差。因为在 ２０世纪的历史进程中，

越来越多的情况都清晰地表现出，资本主义与这种新教纽带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ｎｅｘｕｓ）之间是完全分离的。

韦伯对桑巴特及其继承者的批判

我在这里的假设是，韦伯在他的解释中所犯的错误可以由这样一

个背景因素来解释：他对桑巴特（Ｓｏｍｂａｒｔ）所持的反对立场。

《现代资本主义》（Ｄｅｒ ｍｏｄｅｒｎｅ Ｋ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ｕｓ）（１９０２）是社会和历史

科学的研究中第一部系统使用“资本主义”范畴的重要著作。在其中，

资本主义的历史被理解为一个长时段（ｌｏｎｇｔｅｒｍ）的过程，作为资本主

义的担纲者的资产阶级则呈现为这样一个阶级：在对一些事实上相当

老套无趣的目标的追求中证明他们更大的洞察力，从世界史的角度看

来，这主要是指对财富和奢侈品的追求。从中可以得出的观点是，文艺

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是决定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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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在许多不同的层次上对桑巴特提出了批评。

首先被提出的反例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按照桑巴特所说，资

本主义是起源于意大利的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强烈迷恋于财富和卖弄

奢华的社会群体的历史），那为何迅速在经济和工业力量方面获得优

势的却又是低地国家和大不列颠王国呢？韦伯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

答需要将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与资本主义的长期再生产联系在一起进

行考察。换句话说，资本主义起源问题，需要与它在那些实际追求额外

经济利益或者那些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受益的人那里所获得的社

会或心理接纳问题（通过某些内部化现象）联系在一起。

韦伯对桑巴特的批判还包括其他的要素，这些要素源于一些深层

次的理论选项。

首先是对偶然性和非制度性影响的强调。与马克思相似，韦伯的

目标是对资本主义提出这样一种理解：将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系列初始

事态和偶然事件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仅仅看作自然演化的简单结果。

这背后的直觉是：在资本主义之中存在一些本质上古怪和人为的东西，

以至于只有一系列特殊情况才能解释它的起源、成功以及它被非经济

利益所共同选择的情况。

然而韦伯对桑巴特的批评其实涉及到的也是一个教条性的假设。

在这里我指的是，韦伯倾向于赞成这样一种想法，即历史是被一些

很强的人格创造的，这些人格可被认为是神经质的（强烈个人化的人

格，着魔般地追求一个独特的目标），即使这意味着他们不可避免地带

有一些病态和刻板的元素。因此他们并不是那种在各个领域均有涉猎

的业余者，业余者的人格在挑战下被证明是太过灵活、不够坚定。同样

他们也不是持续的激情或者反复的本能（无论是积攒财富的癖好，高

档的品味或者挥霍财富的倾向）这些困扰人们灵魂之物的牺牲者。由

于这些倾向（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是如此浅薄，他们实际上并不能使文明的进程

发生重大突变。这里涉及到东西可以被界定为某种贵族式性格的规

范，这种规范要求一个完整的和绝对的性格，一系列被紧密地一个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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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连接在一起并且指向相同目标的习性，其结果是一个可以被引爆的

兼具颠覆性和温和性的动态过程。用心理学术语来说，这个观点因此

就是，主体形成过程中所出现的这一特定类型，可以对历史产生一个因

果性的影响，使其兼具偏执狂般的力量与连续性。这种紧密一致的主

体身份的伴生物本身就可以动摇许多墨守成规的结构。从根本上说，

这才是重要的。同时，这对社会学家们来说也值得庆幸，正是这样一个

命题使企业家和投资者在欧洲经济历史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得以被彰

显出来，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资本主义。

２０世纪社会科学的历史最终站在韦伯而非桑巴特的立场，即使支撑

其观点的英雄式献身的观念已经日渐式微。因此社会科学含蓄地承认了

从新教伦理研究中得出的个体统一性的这一概念。因此，个体、性格的观

念和一个持续的、一致的、带有神经质的性格的观念就被混淆起来了。

因此，其基本含义是，就自身而言并非完全一致的资本主义之所以

具有效力，是因为在某个特定情况下，许多有影响力的人正好共有一个

相当于心理学术语中强烈统一的性格或者表现的总体性。这种性格甚

至带有几分古怪，可以借助某些精神病理的范畴加以了解，并且从社会

学角度看来，其人格明显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相似性，这或许是因为这一

精英文化正逐渐传播开来。这样一种性格的形成被证明是有效的，因

为它可以成功地积累其他要素，而这些要素在预先亲和性（ａ ｐｒｉｏｒ ａｆ

ｆｉｎｉｔｙ）的基础上，可以支持这种人格的神经质形式及其内容（例如，父

权制和独裁主义者的遵从主义），其最终结果，是这个被韦伯草拟出的

资本主义的人格被许多支持特征所丰富。如果这被证明是有效的，是

因为这样一种性格的形成在文化方面得到了稳固，并且逐渐成为了产

生有影响力规范的熔炉。

“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人格形式”之问题以此显示出这一问题的

可塑性和重要性（ｉｎｔｅｒｅｓｔ）：它经受住了资本主义转型造成的冲击。这

意味着，假如将“自恋”理解为一种强大又一致的个人事业而非一种反

复无常的享乐主义，那么对从一种建立在职业伦理上的资本主义到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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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主义自恋的转变的诊断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情况。

在某种程度上，诸如阿多诺（Ａｄｏｒｎｏ）、德勒兹（Ｄｅｌｅｕｚｅ）、贝尔

（Ｂｅｌｌ）、拉希（Ｌａｓｃｈ）、布迪厄（Ｂｏｕｒｄｉｅｕ）、波尔坦斯基（Ｂｏｌｔａｎｓｋｉ）等学

者，即使并不都涉及到韦伯，也都依赖于这个由新教伦理的大胆假设所

设定的理论选择。如果对资本主义的信奉与参与的确存在，则主张其

原因在于，撇开任何直接经济利益，还存在着一种在人格之间完整并且

可辨识的深层倾向（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这种倾向促使主体做出上面的行为。

中产阶级的崛起为这个解释提供了社会学支持，这样的演变似乎削弱

了经济精英阶层直接参与资本积累过程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重要

性，而他们曾经是其中最明显的受益者。从社会科学的观点来看，将资

本主义描述为一种适度离群的现象也有利于满足需要。此外，这使对

资本主义的分析能够抵消从另一个角度看来资本主义的冷漠、无人格、

无人情味等性质的说法。有时这甚至可以引出这样一个大胆的假设，

即如果资本主义不再受到来自这一精神力量在内在形式上的支持，那

么它将变成一个纯粹客观的宿命，也将面临危机。

桑巴特的反击

因此我们正在见证桑巴特的反击的重要性。面对一个痴迷于其可

见性并且始终秉持不平等主义的金融资本主义，很难在对发财致富有

无尽追求的背景下，断言对奢侈和炫耀的喜爱仅仅在当今经济世界中

扮演一个边缘的角色。对资本主义和当今经济世界蕴含的生活样式的

信奉至少部分地依赖于如此这般的倾向（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考虑到当今占

据主导地位的是一种建立于债务和消费之上的经济模式，人们甚至可

以认为，后韦伯式（ｐｏｓｔＷｅｂｅｒｉａｎ）的转变的完整流程（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ｃｙｃｌｅ）

已经全部实现①。这样的转变与一种复魅能力（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ｅｎｃｈａ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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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联系在一起，就仿佛资本主义开始意识到了它的弱点在于它在

生活中不够根深蒂固。因此，它在市场上开启了一个无穷无尽的演替

过程，更完美地使人们对资本主义是什么和资本主义在做什么产生喜

爱，从而催生出参与其中的动机。

这是从韦伯的失败中得出的唯一结论吗？不，这个教训是具有启

发性并且在哲学上具有解放性的，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当面对有关社

会秩序的信奉问题（这里被理解为某种主动参与的情况）时，所有或多

或少重复了韦伯式的假设的学者们都重蹈了韦伯的覆辙而没能注意到

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点的重要性：这个要点所包含的并不是一个在

任何情况任何地方都可以被解释为一系列单调机制的那种平庸乏味的

现象。“信奉”（Ａｄｈｅｓｉｏｎ）可以被理解为许多高度多样化的态度，这些

态度彼此间有时还会发生重叠。在对某个社会现实的热情赞许和对它

的道德谴责之间存在着涵盖各种态度和判断的广大区域（ｖａｓｔ ｇａｍｕｔ），

在其中我们可以找到作为可能的倾向之一的某个态度，例如分工合作、

审慎适应、疏忽大意和漠不关心。

在我们社会特有的社会反思性程度显著上升的情况下，这一点对

我们来说变得更加容易理解。例如，学术研究的精英圈子所表达的资

本主义的范畴通过国际公众舆论而被传播开来。现在这个范畴是人们

具有将全球经济世界以一种虽然并不完美的方式理解为一种系统的能

力的体现。来自民意调查的证据显示，对资本主义的信奉程度在不同

国家和不同时期之间存在显著不同，而这至少部分地来自一种由所有

人关于资本主义运行所产生的切实而详尽的结果得出的实用主义结

论。这种作为主体的固执性格的伴生物而建立在一层幻觉的面纱之下

的信奉不再是献身的唯一模式。这种模式现在是作为更大范围内的倾

向中的一种可能性而出现。

因此，没有理由认为，较之各种各样的态度和构成对社会现实的信

奉形式的内在评价，人格特征或者性格的稳定特征能具有更高的地位。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目标和韦伯的意图一样，即想要解释为何人们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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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社会现实并且愿意投身其中的时候，性格（在一个较强的意义上

理解）并不能被授予任何存在论上的特权。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并非

所有的事情，都能通过倾向来加以解释，后者被一同归于一个内在于某

种性格的原则，并且符合某一个表达模式。这也就意味着其在现实生

活中所具有的整合和动员能力并没有如它被声称的那样具有决定性。

并非一切都由性格所决定，即使是另一个为人所承认的选择———作为一

种能够撤销一系列已经获得的性格特征的自由的神话（萨特）———也是

几乎不可信的。所以我们所说的“性格”（甚至更多时候被我们从其最绝

对的方面来理解的性格）仅仅在这样情况中才会产生：一个特定层面的

个体性以及一个特定的产生个体及其活动的方式被采用，其符合对生平

连续性和内在倾向的连贯性的强调，这被理解为作出选择和行为的持续

根源。这也意味着在理解个体时存在其他的具有启发性的语言，这些语

言关注激情、态度、无意识复合物、选择、身份、生存境况和服从。

这里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反韦伯式的结论，即，事实上，对资本主义

经济的参与并不必然意味着任何具有强烈的生存论选择的本质的东西，

也不意味着任何综合表现出来而又深深植根于个人的统一性的东西，也

不意味着某些在一些人看来无论如何总是提供关键因素的东西。以下

事实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无论是群体或者个体，我们都会表现出许多对

关于所谓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关于它的某些方面）的互相矛盾的态度。

因此我们在道义上谴责一些被怀疑是资本主义内在本质的东西，例如某

些剥削或者不平等的现象，即使这些东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助于全

球体系的延续，或者即使在实践中我们默认了自己被卷入许多与其扩张

或激进化密不可分的活动之中。我们被证明是既复杂又肤浅的，而我们

对待资本主义的方式正是一个典型的甚至可以说是教科书般的例证。

关于人格的多元主义概念

归根结底，正是人格的多元主义概念使我们能够将自己从韦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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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彻底解放出来。这样一个概念有它的伦理根源。正如阿玛蒂

亚·森（Ａｍａｒｔｈｙａ Ｓｅｎ）指出的，这一概念最好是具有多种社会参照和

场景的结构，并且借助一种复杂与易变的身份来加以定义。这样一个

概念同样有美学上的来源。在被赋予多面性的复杂角色的故事中，有

教养和品味的人将感到愉悦，因为前者有能力提供那些可以反映生活

本身的灵活性的惊喜。

但是这个观点正是来自于人文科学，后者在这一点上被证明具有

决定性意义的。霍华德·加德纳（Ｈｏｗａｒｄ Ｇａｒｄｎｅｒ）（与皮亚杰（Ｐｉａｇｅｔ）

相反）指出智力存在着很多类型。数学的、技能的和艺术的智力都建

立了各自的范围。卡罗尔·吉利根（Ｃａｒｏｌ Ｇｉｌｌｉｇａｎ）（与弗洛伊德

（Ｆｒｅｕｄ）和科尔伯格（Ｋｏｈｌｂｅｒｇ）相反）则指出，道德良知要么将优先权

赋予公平正义，要么赋予个人善行。因此有理由相信，个人的智力和心

理的发展中本质的动态过程是通过多种可能路径并且按照完全不同的

方式所实现的。加德纳和吉利根都强调，这不仅将导致个体间的差异

化，同样也会导致个体自身内部的差异化。因此我们距离分裂和不连

贯的病态化（或者其正相对的反应———英雄化）还有很远的距离，这种

病态化是早期心理学争论的专题。这里涉及的并不一定是绝对的易变

性条件、或是一种混沌，或者某个构成一个人自身特征的后现代权利。

这里所说的仅仅是这样一些事实：决定自我的流程是多种多样的；我们

被各种方式质问；我们的存在受制于事件的随机性；我们的习惯也拥有

它的历史，它们互相之间可以出现共存、重叠、对立等关系并且根据其

或大或小的外延而具有对应的适用范围。

理所当然，除了科学中显著的变化之外，决定在个体人格中占主导

因素的是统一性还是多元性的这一问题并不要求任何教条式的回答。

这里仅仅需要做出一个选择：是强调性格的统一性、显示出生平连续性

的途径和一个生存论选择的坚定表述；还是相反，突出情景和倾向的多

样性，在即兴或者适应的过程中，这种多样性能表现出一种之前未被怀

疑过的个体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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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正在发生的资本主义的去整体化（ｄｅｔｏ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是促使我们

将多元主义列为需要认真思考的选项的理由之一。资本主义不仅仅表

现为一个巨大的系统，它也表现为被多样化的和不稳定的社会力量所

支撑起来的机制、制度、程序的马赛克式结构。假使资本主义的这个特

异性能够首先在实践和经济制度的层面获得证实，但它也并不会受限

于此。例如，每个人都知道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就是文化特性的巨大多

样性，其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准确地说，我们可以看到现有的生

活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于资本主义过去和现在的成果之上（或者说

至少是受到其影响），却又同时保存或者产生这些影响的显著的多

样性①。

要承认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借助类比方法和毛细管作用的原理，为

下面这个假设提供基础：有助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主动再生产的个体心

理因素现在将自身表现为一个既千变万化又杂乱无章的混杂，事实上

我们难以对其进行列举。因此，可能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有助于资本主

义经济运行的原则：它可以把那些多样化的信仰、原理、身份、态度和倾

向组合成一个整体，上述这些东西则能有效地将个人与不同领域、不同

对象和不同过程以一定程度上直接的方式联接起来的。无论如何，对

受到某个原则、选择甚至风格的支持的一个个体的统一化过程的承认

不再是对资本主义系统产生助益的必需品，而是某个令我们能从另一

个途径来理解资本主义系统的东西。个人内在多样性的观念拥有了一

个更明晰的含义。出于类似的原因，不太可能存在某个特别适合资本

主义过程（或者适合于其中的某些阶段）的人格特征，并且这一“合适”

构成了其基本性质或者造成其主要历史影响。阶级精神或者社会群体

的精神，其仍然贴着最具有启示意义的标签，但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变得

模糊不清、难以辨认。因此高端金融业中最有影响力的部门或者大集

团的管理部门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他们可以在同一时间或者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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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中扮演领袖、慈善家、学者、黑手党等等角色。这是促使我们放弃

那种完全脱离于其他社会生活和人类实践而运行的空洞易变的资本主

义观念的理由之一。心理秩序和社会经济秩序确实构成了两个不同的

实体，只是它们也进入了数量庞大、不断演变的的交互关系中。在今

天，这样一种现状完美地迎合了一种热衷于折衷主义和投机主义的资

本主义。

我们可以在反韦伯的结论（这个结论在这里无疑以一种非常激烈

的方式提出）中引入的基本转折是与对意识形态批判的视角联系在一

起的。意识形态在今天确实在一定范围内倾向集中于那些被认为是满

意的、刺激的以及在我们文化中有积极内涵的生活形式。这些生活形

式事实上展现了被新自由主义者合法化了的新资本主义态度的惊人可

见性，这种态度痴迷于胜利的扩张、无止境的冒险、自我催眠式激进化

的可能性，同时这种态度从全球角度来看也反映了那些适合在全球资

本主义趋势中扮演活跃角色的集团的精神，即使这种精神也可以被用

于其他地方。同样地，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那种缺乏忠实性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和灵活性的高度自由的增殖过程。虽然具有影响力，但是

这些仅仅是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一些极点，这些极点在一个范围内与无

数其他的主动或者被动地进入资本主义活动之中的模式共存。

结　 　 论

１，“深层资本主义”———即假设中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的对

立面并不是一个系统冰冷机械的纯粹再生产。那种通过消费主义表现

出来的自恋狂般的表象也并不会对伦理和社会责任造成损害。这个对

立面可以有如下定义：理由、进入模式（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对资本主义的

信奉或投身之形式的极端分散（同时在个人内部和社会两个层面），以

及和资本主义的兼容性模式。在一个高度限定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

富有人性的资本主义确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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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理解一个特定个人主体的任务确实是非常艰巨的。我们需要寻

找一些办法来支持这项任务。在这个方面，生平叙述和心理刻画是那

种能够改变我们关于个体性和心理内部性的理解的大量文化形式的两

个例子。但是我们同样需要一些来自外部的参照点，借助这些参照点，

个人这一概念可以被更加明晰地把握。在这个方面，关于资本主义及

其需求的理解为我们了解个人或者人格的构造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换

句话说，通过提出“资本主义运作需要什么”这个问题，我们依旧处于

这样一个视角，在其中我们可以获得某些关于个体性和心理结构之性

质的有趣见解。无论如何，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从韦伯那里学到的温

和的教训。

（译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外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校订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

士研究生）

２６３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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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楼 ２６２２室，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评论》编辑部，邮编：２００４３３　 电子信箱：ｍａｒｘｉｓｍｒｅｖｉｅｗ＠ ｆｕｄａｎ．ｅｄｕ．ｃｎ。



书书书

策划编辑：崔继新

责任编辑：崔继新　 曹　 歌
封面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东昌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１３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中心 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１１
ＩＳＢＮ ９７８ ７ ０１ ０１７００５ ３

Ⅰ①当…　 Ⅱ①复…　 Ⅲ①马克思主义 研究 国外 现代

　 ②西方马克思主义 研究 现代　 Ⅳ①Ａ８１②Ｂ０８９ １

中国版本图书馆 ＣＩＰ 数据核字（２０１５）第 １１０５４５号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１３）
ＤＡＮＧＤＡＩ ＧＵＯＷＡＩ ＭＡＫＥＳＩＺＨＵＹＩ ＰＩＮＧＬＵＮ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编

出版发行
（１００７０６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９９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第 １版　 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北京第 １次印刷
开本：７１０毫米×１０００毫米 １ ／ １６　 印张：２３

字数：３２０千字

ＩＳＢＮ ９７８ ７ ０１ ０１７００５ ３　 定价：５８．００元

邮购地址 １００７０６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９９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２５００４２　 ６５２８９５３９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０１０）６５２５００４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