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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论的研究中常常存在着以下的倾向，即片面地发挥马克思

的某些观点，从而忽略了其理论的整体性。本文主张，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政治哲学

理论就必须在这一理论内部的不同思想酵素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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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以来，随着美国哲

学家罗尔斯《正义论》的问世，政治哲学引起

越来越多研究者们的重视。与此同时，对马

克思政治理论的研究也出现了复兴。然而，

在这一可喜现象的背后却存在着一种令人担

忧的倾向，即研究者们在理解并阐释马克思

的政治哲学理论时，总是习惯于抓住其理论

的某个方面加以发挥，忽略了马克思政治哲

学理论中不同思想酵素之间存在的内在张

力。事实上，只有充分重视不同思想酵素之

间存在的内在张力，才可能全面地、完整地、

准确地理解并阐发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理论，

从而使这方面的研究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

发展。

一、在作为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国家的功能

和作为阶级统治暴力机器的国家的实质

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其一系列的政治哲学

论著中揭示了国家、尤其是现代国家的实质。

从表面上看，国家是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公

共机构，它一定会一视同仁地、公正地处理它所

涉及到的一切事务。但实际上，马克思通过自

己的研究发现，国家实质上是阶级统治的暴力

机器。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马

克思指出现时代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

13益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而

“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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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clH脚引。无庸讳言，马

克思对国家特别是现代国家实质的披露显示出

他的政治哲学所蕴含的深刻批判维度，也表明

健在国家理论方面麓卓越溺察力。在后马克愚

时代，不少人记住了马克思这方丽的论述，却把

这烂论述片隔化、极端化了。他们忽略了以下

嚣个表达式——“国家酶功麓”耱“国家的实

质”之闯的差别。事实上，马克思只是把嘲家

的实质理解为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而没有把

圜家酶功畿麓单他。

众所周知，在人类的历史上，被霍布斯称之

为“利维坦(亦即海中怪兽)”的豳家毕竟是一

个簸为复杂黪社会存在物。霹使是现代国家，

尽管它最为关注的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

务”，但它也必须对全社会的共同事务承担其

管理职麓。这些共霜事务包括基础设麓髓建

设、水利工程的实施、公共交通、公共邮政、公共

行驶、警察和国内秩序的维持、财政税收、军队

和对外战争等等。所有这些共燕事务都超溺了

菜个统治阶级的范围，涉及到全社会每个成员

的到益。事实上，马克愍早就肯定了国家农管

理全社会共阉事务方瑟的基本功能。在《不列

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

“在亚洲，从远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就只有三

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者说，对内进行掠夺

的部门；战争部门，或者说，对外进行掠夺的部

f1；最后是公共工程部f-j。⋯⋯掰以亚渊的一

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茛p举办公

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壤肥沃

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腐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

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旌立即就会荒废

⋯⋯”¨儿胛62’就现代国家即资产阶级国家而言，

它篾必须执行管理全社会共同枣务的职麓，也

必须维护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认为，现代资产阶级

社会也为无产阶级革愈提供了裰应的条{牛。

马克思的上述见解启示我们，运用阶级分

析方法去把握国家的实质是必要的，它为我们

理解一个社会错综复杂的致治生活提供了～条

指导性的线索，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对

湖家的理解决不能简单化。历史和实践一再证

明，国家的功能是多方籍的，尤其是它对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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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事务的管理掇有不可推卸熬责任。只有全

面地思考国家的功熊和它的实质之问的关系，

才能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做出全面的理解。事

实上，当代“治理”理论的兴起也启发我们，在

考察任何形式的国家时决不熊只满足于指出国

家的实质是什么，而完全忽视了对它错综复杂

的实际功能酶深入解橇。

二、在对国家的基础与革命的前提的理解

上建立必要的张力

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结构中去认识国

家瀚缝位穰作用，常常被人们看作是一种老生

常谈。其实，恰恰是在人们视之为老生常谈的

地方蕴含羞马克思对国家基础问题的卓越见

鳃。逮撼的是，马克思这方嚣的篼解并没有号|

超研究者们的充分重视。

早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马克愚汪经告诉我们：“那些决不依个人

‘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

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是国家的现实

蘩础，赫盈在～切还妊需有分工和私有镧的盼

段上，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

熊现实的关系决不是飕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

反鲍，它们本身就是截造阂家政权的力

量。”口](聃77聊8’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中，马克思以更明确的语言告诉我们：“人们在

囱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

依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

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楣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

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在其上并有一

定的享±会意识形式与之程适应鳃现实基础。物

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

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

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阕它们⋯直在其中运动

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

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

产力的发震形式变成生产力的糕梏。那时社会

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口“P33’这些看起来似乎

是老生常谈的论述实际上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极

淹重要的翁息，酃无论是国家兹兴亡更替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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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的是否合理，其共同的基础或前提都

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正是生产方式内部的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致或冲突从根本上制约

着国家的兴衰存亡与革命的正当与否。

其实，马克思下面这段话的重要性也是不

容忽视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

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粥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

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

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

酶。”口]{瞄’按照马克恩的戏点，一个社会形态、

一种国家制度在其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生产力

充分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那么，如

果一个国家已经毒觉地认识并把握了经济运动

的规律，它能否凌驾于这种规律之上呢?马克

思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他在《资本论》第一卷

中这样写遵：“一个国家应该丽且可以向其德

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

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

令取消自然的发震阶段。但是它能缩短程减轻

分娩的痛苦。”[4“n”在这段同样重要的论述

中，马克思职确地划定了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

中实际起作用的限度。弱时，它也鏖示我们任

何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都是有其前提的。假如

革命赖以发生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述

没有成熟，它即使发生了也是不可能获得成功

的。当人们试图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某个国家的

政权，焉这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所能容纳的生产

力还有广阔的发震空间时，这种辇命必定会沦

为空想和失败。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革命

缺乏楣应韵生产方式上的前提，“那么一切炸

毁的尝试都聚唐·吉谭德的荒唐行为。”诤“鞭㈣

马克思的上述见解深刻地启示我们：一方

面，不管人们是否零认，任簿国家都扎根予相应

的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之间的一致或冲突则决定着圈家发展的根

本余运。尽管任何国家稚国家制度一经形成就

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能对生产方式运用一定

的调控手段，然而，归根到底，生产方式内部的

矛瑟运动裁约着国家越作用麓限度。也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我的观点是：社会

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

人在主麓上怎样超我各种关系，纯在社会意义

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嗣其他任何观点比起

寒，我的观点怒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

的。”Hj(H2’另一方面，社会革命也-不是单纯的

主观意志的产物，它的前提固样深藏于生产方

式的现状中。1917年俄国卡月革命爆发时，葛

兰聪曾发表了一篇题为《反对(资本论)的革

命》的文章，批评了马克恩在《资本论》中褥穗

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将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

国家率先发生的预言。然而，令人震惊的是，苏

联在十月革命胜剩70溺年后，由予各静原穰又

重新蜕变为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这难道不印

证马克思关于“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

麓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麓，是决不会

灭亡的”的结论乃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吗?

历史和实践一再表明，只有在对阑家的基础和

革余酶蘸提的认识中形成一穆张力，行动主捧

才可能避免唐·吉诃德式的命运。

量、在对宏观政治权力与徽臻缀济权力酶

批判上建立必要的张力

马壳惑对“政治察放”帮“人类解放”这礴个

重要概念的区分常常引起研究者们的误解，以至

予他们竞把这一区分理解为马克思忽视政治理

论的一个依据。其实，马克思嚣倡导豹“人类解

放”不但是对“政治解放”成果的巩固，也是对

“政治解放”成果的深化。事实上，没有“人类解

放”作为后援“政治褥放”就会失去它的嵇底性，

整个社会甚至很容易退回到“政治解放”前的状

态中去。因j鞋：，把这两个溉念区分开来正是马克

思政治哲学理论的独特之处和深刻之处。

众所周知，马克思对宏观政治权力的反思

秘批判是极其深刻的。早在与愚格斯合著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指出：“统治

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

想。这就是说，一个除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

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

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

支配着精霉枣生产的资糍，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

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

的。”[2]∞2’在这里，马克思区分了两种不同的

宏麓政治权力：一种是对全社会物质生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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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消费方西的领导权；另一种是对全社会

精神生产和思想分配方面的领导权。显然，这

两种宏观政治权力是相互支撑的，它们共同维

护蔷统治酚级的统治地位。在1852年致约·

魏德曼的信中，马克思在谈到资产阶级历史编

纂学家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时写道：“我所加

上熬薪悫容就是证明了下弼几点：(1)阶级的

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

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

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除级耱送入无阶

级社会的过渡⋯⋯。”∞“剐"在这里，马克思关

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也是以对宏观政治

权力的愚考作为出发点的。在马克思看来，无

产阶级只有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通过无产

阶级专政正确地运用宏观政治权力，才能为整

个社会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甾造登要髓

条件。后来，马克思又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

教训，进一步强调了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

必要性。所有这些论述都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酶

政治解放和夺取资产阶级国家的领导权，即宏

观政治权力这一中心思想来展开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蠢经意识到，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单纯的“政治解放”即掌握

一个国家的宏观政治权力是不够的，还需要通

过对整个社会霞常生活中隐藏着的、普遍的微

观权力的批判才能巩固“政治解放”的成果，达

到真芷意义上的“人类鳃放”。那么，马克思欲

加以批翔的“微观经济权力”究竟指什么呢?

在我们看来，它指的是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

宏观政治权力的普遍的、无处不在的后援——

资本。①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以其无

孔不入的方式渗透进商品、货币和全部日常生

活中，从两在人们鹃鑫常生活中影成了一个巨

大的微观权力网。只要这个权力网继续在起作

用，那么“人类解放”就始终是一句空话。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告诉我

们：“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资本

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融于他的个人的或人的

特性，丽只是豳子健是资本的爱有者。健的权

力就是毽的资本的那静不可抗掇的赡买麴权

力。”p儿瑚”正因为资本拥有这种不可抗拒的购

买能力，所以资本家能够购买劳动力、原料、生

产设备手瑟厂赛，使异化劳动成为可能。正楚在

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是资产阶

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附’由于资

本只有通过对活劳动的吸附才憩使自己增臻，

因而在异化劳动中工人劳动的生产性成了他人

的权力，工人反而变得一无所有了。“因为资

本燕工人的对立瑟，繇以文嗳酶避步只会增大

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儿㈣

如前所述，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资本与宏观

欢治权力之阂鹃内在联系，也揭示了资本作为

微观经济权力在日常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其

实，这种无所不在的微观权力首先体现在现代

社会的细骢——商品身一￡。在马巍愚看来，商

品的交换价值“反映个人支配他人的使用价值

的权力，反映个人的社会关系”[8](P459)。由于人

们在霹常生灞中错误地把商晶的交换价值理解

为商品的自然属性，从而形成了现代资产阶级

社会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即商晶拜物教。进

一步的研究裘明，蕴含在交换价德中的微观衩

力以更明显的方式体现在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

上：“货币是‘无个性的’财产。我可以用货币

的形式把一般社会权力和一般社会联系，社会

实体，随身揣在我的口袋里。货币把社会权力

当作一件物燕交到私人手里，薅私人就以私人

的身份来运用这种权力。”邛“瞄”在匿常生活

中，当货币把资本视为囱己的普遍存在方式时，

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就逡一步从露燕舞物教扩

展为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从而形成了一

个包罗万象的微观权力网络。

马克思麓致治哲学襄示我们，未来共产主

义社会的诞生不仅要诉诸“政治解放”和对宏

观政治权力的批判，而且要诉诸“人类解放”和

对微观经济投力、尤其楚资本嚣物教的批刿。

惟有坚持这种双重的批判，新的政治生活的确

立才会获得坚实的基础。事实上，当代哲学家

卢素奇、刭茭伏尔、福橱、赫勒等人酶研究成果

①马支思极其滚亥l缝揭示了理代资产阶级国家鲍宏鼹欢溃投力与微戏经济权力之闼的内在关系。链在谈到j￡美粒时候写道：

“褒藏美本身，中受竣府鹃权力麓晕拜资本豹案审一起增长鹃。”参冕《骂壳纛憨格薪全集》第46卷《上)，久民击叛柱1979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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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为我们深入探讨马克思对现代资产虢级社

会的微观权力批判提供了重要的扁示。

潮、在资产盼级的《亦期公民的)民主、皇幽和

平等意识与社会主义的民主、囱由和平等

观念之间建成必要的张力

在当今髓界的政治格局中，一个无法网避

的事实是：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是从资本主义

经济并不怎么发达的圈家中脱颡蠡孬宙的。也就

是说在这些圈家里，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

和政治生活都尚未充分地展开，因此不但公民

的意识十分淡薄，而且作力公民疲该具有的涎

主、自由和平等的意识以及与这监意识相对应

的权利意识也十分淡薄。然而，作为社会主义

圜家的成员，他们又超蒋地接受了一整套关予

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同时，社会

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邋过各种宣传方式竭力使

下蕊的观点成为全社会每个或员游常识：郄社

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和平等与资产阶级的(或

公民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完全是对立的。前

者是正确的，后者则是错误的、充满欺骗的。正

是这种常识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中政治观念的

混巯：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员对资产除级

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意识不屑一顾，甚至把这些

意识看作完全是错误的、应该加以抛弃的东话，

毽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甚至连这样的意识及与

这些意识褶对应的权利也是普遍匮乏的；另一

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员又在商谈社会主义

民主、自麦穰平等熬观念，然两，囊予这些戏念

缺乏相应的历史基础和思想基础，大多流于空

谈。我们发现，要解决好资产阶级的(公民的)

瑟主、鸯由和平等意识与社会主义的民主、逸由

和平等观念之间的关系，正确地理解并解释马

克思的政治哲学理论仍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

主题。

无庸讳言，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和精

神领袖，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平等意

识秀荦蕴含的欺骗性送行过深刻鹣羝判。毖如，

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马克

思就曾辛辣地嘲讽过当时政府的法令：“没有

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酶色彩。”睁“珊’在

《第六届莱蔼省议会的辩论(第⋯篇论文)》中，

马克思又写道：“检查制度的出发点是：疾病是

正常状态，而正常状态——自由就是疾

病。”净“聍”马克思不僚揭示了资产阶级自融观

念的某种虚假性，而且也阐明了资产阶级的自

由和平等观念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起源：“如

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闻的全褥平

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

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作为纯粹

观念，平等秘謇壶仅仅是交换份值的交换的一

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

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

一次方的这静基磁焉澄。”口“班鲋’这就表明，现

代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意识归根到底是为资

产阶级商品经济的发展服务的。正是这样的阶

级属性决定了这些意识本身蕴含着某静欺骗

性，因为它们总是试图表明，它们是为全社会的

成员服务的。同样地，马克思也指出了资产阶

级民主意识、包括其宪法所蕴含鹣某种虚假性，

因为“每一个企图代替113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

阶级，就是为了达到寓已的目的两不得不把自

己的利益说戚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

蘸”[2¨肼’。事实上，正是资产阶级民主、自由

穰乎等意识表面上的蔷适性和实际上的阶级归

属，决定了它们具有某种欺骗性。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尽管马克思

对资产阶级民主、自出和平等意识徽过深刻的

撒判，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用非历史的观念去

看待马克思的观点。因为资产阶级民主、自由

和乎等的意识与以蔫时代的社会意识毙较起来

毕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同时，马克思也发现，

无产阶级革命不但不应该与这些意识对立起

来，瑟且应该充分剩震这些意识提供酶思想空

间，利用它们在与传统观念比较时所显现出来

的那种历史的合理性。在《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一书中，马克思在搬粪君主麓的时候揍凄：

“民主制是圈家制度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

谜。在这里，国家制度不仅就其本质说来是自

在赫，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说来也基益趋

向于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

民，并确定为人民自己的事情。”【9 J(鼢¨在这里，

马克思不仅对(淡资产阶级为统治阶级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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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制作了高度的评价，甚至断言：“在真正的民

主制中政治圈家消失了。”19j(隘引因为在他看

来，民主制在弥合国家与社会的分裂方面迈出

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在《哥达纲领擞箕》中，马

克思谈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

脱胎出来的，“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

则仍然是资产除级权利。”[1引㈣㈣在马克思看

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平等要比资产阶级

的平等高一个层次，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意义上的平等，但这种平等观并不是凭空产生

的，而是在资产阶级平等观的基石出上发展出来

的。同样地，虽然社会主义的自幽和民主也要

毙资产除级的鸯由程民主高一个滋次，但前者

也是从后者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假如人们把

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和平等的观念与资产阶

级民主、富电稻平等的意识篱单地割裂开来并

对立起来，那就必定会把社会主义民主、自Elj和

平等的观念变成纯粹的空谈。在这方面，德

拉·沃尔佩、科莱蒂等入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已

经触及到这个重大的问题，而对于社会主义国

家来说，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总之，马壳思的政治哲学奠纂于历史唯物

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则要求我们运用历史分

析的跟光来考察一切社会现象，尤其是精神现

象。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理论中，既有对资产

阶级民主、自内和平等意识的历史作用的肯定，

又有对它们所蕴含的巢静虚假性的批判；既有

对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和平等观念与资产阶级

民主、自由和平等意识之间的差异的论述，又有

对它们之闻既历史连贯性的阐明。我们决不能

抓住马克思政治哲学中的某个思想要素随意地

加以发挥，甚至无限地加以夸大，我们必须肴到

这魑不同的懋想要素之阀的内在关联以及它们

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基础上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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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er Tension of Marxist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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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 the study of Marxist political theory，there,always exists this tendency，i。e。，by exerting unilateral-

ly some of Marxist opinions，neglecting the integral theory．This paper proposes to establish a proper tension among various

ideological ferment inside the theory SO as to have an overall and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Marxist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o—

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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