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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加拿大

贺  羡

2018 年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美国和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学者纷纷发表

纪念文章，阐释马克思主义仍是当今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强力武器。左

翼学者的任务仍然艰巨，除了经济领域、生态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全球性危机

外，特朗普当政、英国脱欧等现象说明全球右翼势力正在崛起，面对这种紧迫

的形势，左翼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框架下，探索有效的反对策略，开

拓新的出路。下面将从四个方面介绍美国、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

关切。

一、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的威廉·泰伯（William K. Tabb）发表《马克

思 200 年》A 一文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他提到传播与社会批判学者、英

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克里斯蒂安·富克斯（Christian Fuchs）和丹麦哥本哈根

商学院的劳拉·蒙蒂切利（Lara Monticelli）在《重述马克思：纪念马克思诞辰

A  William K. Tabb: “Marx at 200”, in Critical Sociolog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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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周年特刊：讨论资本主义和展望激进理论的未来》A一文中，详细介绍了马

克思的贡献，重点强调了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不是一

种经济体制，而是一种以金钱、权力、声誉、知名度的积累逻辑及其单边统治

为基础的社会类型”。与以均衡为目标的主流经济不同，“资本主义的矛盾一次

又一次地破坏着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它有一系列越界行为：在空间上，资本

主义正在破坏自己的边界；在时间上，资本主义破坏了社会的节奏；在政治上，

资本主义造就并毁灭了国家权力；在意识形态上，资本主义不断制造政治拜物

教；在技术上，资本主义通过使用新的技术范畴，摧毁了生产力的现有标准；

在主体层面，资本主义创造并毁灭了个体和集体的身份、欲望。这些描述展现

了马克思主义的丰富性，并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贡献进行了概括，它从总体

上抽象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此生产方式存在于某个时间点，并随着时间的

推移和空间的变动而发展。

经济学家执着于马克思的系统模型构建，因为它优于正统主流经济学；而

这只是马克思的贡献之一，可以说是他的最重要的贡献。在大多数讨论和学术

研究中，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消失了，或者被狭隘的眼界和定义掩盖了。他

们庆祝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就像许多人强调的那样，无论是讨论帝国主义还

是文化，今日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创始人的著作，提出了一个根植于历史和构成

生产方式的各种要素的研究社会的方法。富克斯和蒙蒂切利用了一个有趣的短

语来说明人们在 21 世纪的背景下是如何借鉴马克思的：面对经济、政治、生

态和意识形态危机，我们今天必须重述马克思的理论。重述马克思并不意味着

机械地将马克思思想应用于 21 世纪的社会，也不意味着把他的著作当作圣经，

不断引用同一段话。泰伯十分赞同上述对待马克思思想的方式。阿明在他去世

前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学”的区别（重述马克

思在他的时代能写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根据历史的新发展”来构建自己

的方法的。正如阿明所提醒的，“马克思本人在一生中不断发展和修正他的观

点”；马克思从来没有把资本主义简化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而是考虑到了现

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维度。

约瑟夫·斯坦德尔（Josef Steindl）在 1984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评论了

A  Christian Fuchs and Lara Monticelli: Repeating Marx: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Karl Marx @ 200: Debating Capitalism & Perspectives for the Future of Radical Theory”.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and Critique, 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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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和源于 1968 年运动的激进经济学。尽管激进经济学反对主流，但

它没有渗透到经济学中，而是“将自己定义为一个贫民区”。此外，它还对当

前的经济政策“缺乏”兴趣。马克思的复兴并不注重模仿他的著作，而是解释

他的著作。激进分子被放逐到边缘地，并不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被保守的

主流所驱逐。泰伯认为，是时候挑战正统理论了，并向容忍资本主义危机和罪

行的广大民众，阐释一种更有说服力和更准确的政治经济学了。

美国爱默生学院的奈吉尔·吉布森（Nigel Gibson）发表了《马克思 200

年：为什么工人的认知方式仍很重要》A。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马克思在现代

仍然很重要，他想到了马克思在阿尔及利亚的一张精彩照片。这张照片拍摄

于 1882 年，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年。在他那满头白胡子的下面，眼中露出了光

芒。尽管病得很重，他还是对当地的生活很感兴趣，并给女儿劳拉写了一封长

信。他赞赏地写道：“对穆斯林来说，没有所谓的服从；它们既不是‘主体’也

不是‘管理者’……这是欧洲人完全无法理解的。然而，如果不进行革命运动，

他们就会走向灭亡。”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在 1871 年巴黎公社工人阶级反抗

资本主义国家之后，他开始对社会主义的替代道路感兴趣。在 1881 年编纂的

人种学笔记中，他批判地阅读了人种学家的著作，称赞美国原住民易洛魁族妇

女与“文明”社会中的妇女相比享有的自由。重要的是活着的人以及他们的理

性，而不是机械唯物主义。马克思是一位革命的人道主义者，他对新的激情和

力量持开放态度，并受到这些激情和力量的鼓舞，它们为人类社会开辟了新的

道路。

吉布森指出，马克思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分析资本主义。没有人会否

认，如今要逃离资本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主义正沿着资本积累的普

遍规律越走越快。例如，乐施会（Oxfam）最近的一份报告就反映了财富和穷

困的双重积累。报告称，8 个人拥有的财富量与人类最贫穷的 36 亿人所拥有

的量相同。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和所谓“剩余人口”的绝对数量不断增长，全

球劳动力大约有 35 亿之巨，他们大多数生活在欠发达国家。马克思对资本的

批判是以哲学视角为基础的，哲学视角是彻底的人道主义。这不仅仅是对异化

的批判，而是对资本积累吞噬人类生活现实的批判。资本主义血腥暴力的“玫

A  Nigel Gibson: “Karl Marx at 200: Why the Workers’ Way of Knowing still Matters”, 2018-
05-04，https://theconversation.com/karl-marx-at-200-why-the-workers-way-of-knowing-
still-matters-9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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瑰色黎明”，即马克思所谓的“原始积累”，在当代资本主义不断重演。只有斗

争中的人才能战胜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反抗对资本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会在

生产过程内外出现意想不到的新形式。然而，资本主义继续无休止地追求自由

劳动和自由商品，无情地剥削人类、动物和环境。但是马克思认为，正是资本

主义危机及人们对它的反抗迫使它创新，并打破时空限制。它的意识形态将一

切商品化。马克思先见之明的最新体现是“应用程序”经济，它是“围绕着移

动应用程序的经济活动”。作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哲学的奠基人，莱雅·杜

娜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将马克思主义描述为一种解放理论。马

克思并不是一个孤独地坐在大英博物馆里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位哲学家和活动

家，经常参与革命运动。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吞噬人类生活的人间地狱。他

感兴趣的是工人们的认识方式，正是普鲁士西里西亚省的织工教会了他工人

自觉行动的重要性，也正是巴黎公社教会了他，在发展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

式时，自我活动的重要性。他们的自我组织表明了一场双重运动：铲除资本主

义，以及建立一个以人类需求为基础的新社会。在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之际站

在他的立场上进行思考，意味着思想在这场对抗中的重要性。

加拿大约克大学的C. J. 阿特金斯（C. J. Atkins）在《马克思200年》A一文中，

宣布马克思又回来了，在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之际，这位社会主义革命者的大

胡子形象在世界各地不断出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从布鲁克林到伦敦再到柏

林，以及那些仍然忠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国家，到处都有关于他的书籍、研讨会

和会议。他的家乡德国特里尔在市中心为一座 18 英尺高的马克思恩格斯雕像

揭幕。这是来自中国的礼物，是特里尔收藏的最新一件马克思主义纪念品。但

是，除了特里尔的马克思主义生日派对之外，人们对马克思也有了更严肃的评

价。在北京，习近平主席站在一幅巨大的马克思画像前，被红旗环绕，赞扬马

克思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三十年前，西方主流媒体、政治家和

学术界把马克思从世界舞台上拉下来，他们宣称“历史终结”了，资本主义赢

了，社会主义死了，再也不会回来了。然而现在，西方仍在应对大萧条以来资

本主义最深刻、最持久的危机。整整一代人都是在低工资、糟糕的工作、沉重

的债务，当然还有永无止境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折磨下长大的。在许多发

A  C. J. Atkins: “Karl Marx at 200”, 2018-05-04, https://www.peoplesworld.org/article/karl-
marx-at-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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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战争、贫困和不平等仍然是生活常态。越来越多的人对马克思这位

资本主义最伟大批评家的观点重新产生兴趣，甚至《纽约时报》也刊登了一篇

题为《马克思生日快乐》的文章。马克思理论的永恒性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认

识到统治每一个社会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推翻这些思想是真正革命的根

本”。2016 年，数百万人支持伯尼·桑德斯、全美教师在红色州（共和党选区）

的反抗等，都是马克思理论并未过时的明证。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不断提

高。他们越来越意识到，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挫折不仅仅是个人的挑战或障

碍。它们是阶级、种族、性别、性取向、国籍、移民身份等更大压迫和剥削体

系的一部分。正如马克思在 1859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说的那样，“物

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一般的社会、政治和智力生活过程。”通过社会生产

和合作，经济制度有能力为所有人民提供良好的物质生活，但这在资本主义社

会永远不会实现，因为它是由少数人拥有和控制的，那些不工作的位居高位的

人完全依赖于工人的劳动。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再次变得重要起来。生活的物质

条件促使人们质疑这个体系，质疑为什么事物会以这种方式存在于我们的社会

中。但是，知道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和采取行动是两码事。对马克思来说，仅仅

分析资本主义是不够的，还必须改变。人们必须从意识形态和单一问题的抗议

转向旨在改变体制的、协调的和有计划的行动。对马克思来说，理论与实践的

交汇点就是工人阶级政党——一个不仅关注工人的“直接目标”，而且还准备

“未来运动”的团体。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应是制订脱离物质现实的社会改造

计划，仅仅是宣扬改善工人生活的必要性，或者策划阴谋，尽管马克思的批评

者长期以来一直如此声称。如果物质生活条件继续激发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

的兴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肯定会再次出现。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的艾莉森·科尔（Alyson Cole）在《对象的主体：马克思、

新唯物主义和酷儿生活方式》A 中，探讨了“新唯物主义”的两个相互关联的

主题：一是打破主体与客体的区别；二是存在于物质世界中的行动力。而新唯

物主义者，例如，简·班尼特（Jane Bennett）认为打破主客二元和赋予无生

命的物体以生命力和行动力，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自身的一种构成特征。为了说

明这一点，她转向马克思，重述了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论述，对他的商品

A  Alyson Cole: “The Subject of Objects: Marx, New Materialism, &Queer Forms of Life”, in 
Journal for Cultural Research, 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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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进行了酷儿式解读。这并不是忽略商品拜物教的“新唯物主义转向”，而

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和新唯物主义结合在一起，为资本主义的逻辑提供新观点，

特别是它赖以发展的方式：在产生主体性的同时，又抹杀了主体性，从而扭曲

了社会的物质性和物质的社会性。

马克思坚持行动者及其行为的物质关系的历史特殊性。与费尔巴哈的形

而上学唯物主义相反，他的唯物主义的基础是人的身体，以及自然和这些身体

使用的具体工具。这些决定了个体如何表达和产生他们的“明确的生活方式”。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固有的剥削性和强制性的社会关系似乎是自然的和必要

的，只因为它们呈现出一种物质形式。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

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如何把工人从他们的自然环境、工作能力、劳动产

品、物种存在中异化出来。通过物化自己的劳动并在市场上销售，人类成为自

己的客体。工人们工作是为了生活，生活是为了工作，而且越来越多的工人是

为了工作而工作，劳动使他们虚弱而不是满足。劳动不仅生产商品，而且使工

人成为一种商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这种客体的主体化称为“商品拜

物教”。根据马克思的理解，“商品拜物教”恰当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的整个生活，

在那里任何事物都可以被商品化，情感依恋的纽带是商品而不是彼此。商品关

系往往使人们从工具的角度而不是互主体的角度来看待他人，引导人们与事物

建立个人的情感关系。卢卡奇用“物化”来批判“拜物教”，把马克思的基本

观点引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问题中。科尔认为，商品的价值源于人的劳

动，只有在人的语境中才存在需求；其余的都是资本主义的诡计。

科尔进一步指出，“新唯物主义”的定义涵盖了不同领域的学术（对象和

事物、唯物主义和对象导向的本体论），并采用各种同源词（物质、物质性、

物质化等）。新唯物主义者重塑了唯物主义的关键概念，这一重构首先从物质

性开始。在这一语境下，物质不再是对象，而是一种过程。物质不是指一个

固定的东西；相反，物质是一种具有内在活动的东西，不是一个物，而是“在

做”，是行动的凝结。相应地，它转向身体、人与非人的肉、细菌和所有形式

的物质，不论自然的或人工的。对物质性如此广泛的理解打破了（意识 / 身体、

精神 / 物质、文化 / 自然、人类 / 非人类）传统二元论。新唯物主义显然与马

克思或更普遍的“旧”唯物主义有矛盾：一方面，大多数学者把他们的研究作

为对维持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破坏性物质实践的批判性介入，转而批判气候变

化、全球不平等和战争，它们使一些人生活舒适，而另一些人却因此丧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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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物质的界定无论如何宽泛，都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特别

是去自然化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历史偶然性、文化与物质性的纠缠。从这个角

度来看，新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格格不入的。正如凯西·弗格森

（Kathy Ferguson）所描绘的那样，新唯物主义并没有取代旧的，而是开辟了一

个新的领域，使人们关注人类与其他非人世界的关系。

事实上，指称一种专门人际关系的酷儿术语与马克思的拜物术语有异曲

同工之妙。科尔认为，马克思通过两种方式把商品“酷儿化”：首先，通过分

析可见性和不可见性的相互关系，提出一种与“柜子”（closet）相关的认识

论；其次，也是更激进的，资本主义改变了区分主体和客体、生命和非生命的

本体论界限。这并不是马克思唯一一次向他的读者承诺要泄露商品拜物教的

“秘密”A，例如《政治经济学批判》。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一种独特的

方式展现了这一点：物体会跳舞、旋转、颠倒、说话。商品仿佛具有了生命形

式。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如何将客体提升为主体的同时，也将其人格化，赋

予它们发言权、洞察力和行动力。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中其实已经隐含着新唯物

主义的路径。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问题，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教授大卫·科茨作了

这样的回答 B ：（1）马克思创制的大部分经济分析理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①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关系而不是片面的因果关系，仍然是理解人类社会较长

历史时段主要变化的强大理论方法；②发展阶段的概念：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

义发展的连续历史阶段，简单合作、制造业、现代工业。这样的阶段分析对

于了解特定社会的经济体制具有重要价值；③资本主义：马克思首先提出了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目前是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体制；④利润分

配理论：马克思对资本利润分配的分析，新古典理论将个人选择和效率最大化

作为理论前设，没有在根本上把握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征；⑤资本模式：Д—

Т—Т’—Д’仍然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最佳基础；⑥资本积累和

技术进步：竞争导致资本积累和技术发展；⑦危机理论；⑧货币；⑨集中和集

权：竞争导致资本集中；⑩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在 20 世纪 70 年代自由主义资

本主义阶段发挥了关键作用。马克思的一些具体陈述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A  指《资本论》的副标题。

B  这段内容由户晓坤撰写，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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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危机理论；成本和价格；在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中马克思强调阶级关系和

阶级斗争的作用，应该通过性别、种族、民族和国家等关系和角色来补充；工

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消费社会。（2）马克思未详细描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现

实的社会主义”包括了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如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计

划等，主要问题在于共产党的领导权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3）美国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所提出的社会结构积累理论分析了

资本主义周期性变化的经济学基础、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丰富和拓展了马

克思的经济思想。（4）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问题在于，新古典主义理论在现代世

界中占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抵制这种错误的主张，建立可持续的后资

本主义制度愿景有助于增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力。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发展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克里斯·奥康纳（Chris O’Kane）在《“阿多尔诺论

马克思与社会学理论的基本概念——来自 1962 年夏季学期研讨会笔录”的引

言》A一文中，概述了巴克豪斯（Hans—Georg Backhaus）对阿多尔诺1962年“马

克思与社会学理论基本概念”研讨会的笔录，对于阐明阿多尔诺的批判理论与

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关系的重要性，进而说明对于英语国家的学者来说，研讨会

笔录对阿多尔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将

西方马克思主义建构为一种连贯的历史谱系（马丁·杰伊、佩里·安德森和罗

素·雅各比的著作推崇这种做法），意味着学者往往以此历史轨迹来研究阿多

尔诺批判理论的发展。这一范式已随阿多尔诺而终结，所以人们以与西方马克

思主义创始者卢卡奇相对立的方式来解读他的思想。这就意味着，政治经济学

批判与阿多尔诺批判理论之间的关系，简化为后者如何偏离了卢卡奇的物化理

论。正如杰伊所说，阿多尔诺的物化理论用跨历史的“交换原则”观念替换了

卢卡奇物化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要素，包括劳动价值理论等。奥康纳认为，阿

多尔诺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缺乏独到理解，在其后期著作中甚至放弃了卢卡奇的

物化理论，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向政治“死胡同”，导致法兰克福第一代批判

A  Chris O’Kane, “Introduction to ‘Theodor W. Adorno on Marx and the Basic Concepts of 
Sociological Theory. From a Seminar Transcript in the Summer Semester of 1962’”,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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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衰落。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二代力图避开这一陷阱，但是却忽略了阿

多尔诺对马克思的解读，这对其后期著作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方向有重要影

响。这一解读的重要文本就是 1962 年马克思研讨会笔录。奥康纳还对研讨会

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阿多尔诺对马克思的解读促成了“对马克思的新德语

阅读”。

奥康纳在另一篇文章《论作为经济客观性的批判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

判的发展》A 中，同样关注政治经济学批判。他分析了伯内菲尔德（Werner 

Bonefeld）将当代批判理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结合起来的尝试。他认为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后疲软的经济发展、右翼独裁民粹主义抬头、特朗普当

选，使人们把注意力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应对公共领域的极权主义的批

判理论，然而，当代英语国家的批判理论缺乏这一主题的相关材料，在这种情

况下，伯内菲尔德的《批判理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恰逢其时，弥补了这

一空缺。奥康纳讨论了英语国家对阿多尔诺批判理论的接受情况，概述了阿多

尔诺影响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发展，接着评论了伯内菲尔德是如何采用

批评和发展批判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一分支的。最后，他批评了伯内菲

尔德关于批判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关系的处理方式，并指出了几个进一

步研究的领域，旨在将这一方法扩展到当代批判理论。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里纳·阿加瓦拉（Rina Agarwala）与印度的

希尼亚·萨哈在《印度的雇佣关系与家政从业人员运动策略》B 一文中，探讨

了印度有偿家庭佣工如何通过获得对他们雇佣关系的认可，并努力推进他们的

劳动权利，来努力繁殖自己。我们发现，以女性为主导的工会惊人地趋同，这

些工会将家政服务的接受者表述为“雇主”，在时间和尊严方面，他们的雇佣

关系是剥削性的，而家庭则是工作和盈利的场所。为了确保对妇女成员和领导

人的重视，家政工人发展出了不同的工会类型，包括与政治有关和独立的工

会，以及与非政府组织、宗教机构和合作社有关的工会。家庭佣工的直接一对

一雇佣关系，使各组织得以授权工人面对雇主对工人协会（甚至在工作场所以

A  Chris O’Kan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s a Critical 
Social Theory of Economic Objectivity: A Review of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by Werner Bonefeld”,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18（1）.

B  Rina Agarwala and Shiny Saha,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and Movement Strategies 
among Domestic Workers in Inadia”, in Critical Sociology, 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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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日常控制、公民权、价值和尊严。然而，由于印度法律仍然不承认家政

工人的雇佣关系，家政工人避免与雇主发生冲突，而是在要求政府做出实质性

让步以降低其劳动力的商品化程度时，将矛头指向政府。这些发现为了解家政

工人的困境和潜力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加拿大皇后大学的大卫·巴克赫斯特（David Bakhurst）在《论列宁的唯

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A 一文中提出 , 列宁在 1909 年出版的《唯物主义与经

验批判主义》是对实证主义经验论的批判，后者受布尔什维克激进知识分子的

推崇，尤其是他的政治对手亚历山大·波格丹诺维奇。这篇论文把哲学问题与

政治立场结合在一起考察。巴克赫斯特认为，列宁的哲学论证不是机会主义

的，他对现实主义的辩护是一种哲学理性，是为革命先锋派辩护，列宁首先看

到的是自己为捍卫普通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而进行的斗争（反对哲学上的蒙

昧主义）。虽然在当时它的影响不大，后来却被斯大林树立为哲学上的典范。

巴克赫斯特认为，列宁哲学思维，以及对其言辞的误用，对后来苏联的哲学文

化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

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的蒂莫西·贝拉尔（Timothy J. Berard）和詹姆斯·米

克尔（James K. Meeker）在《文化分析中的反讽、冲突和悲剧：布尔迪厄和尼

采之间的嘻哈》B 中提出，文化分析越来越多地跟社会冲突相联系，强调意识

形态、再生产不平等的合作与共谋。毫无疑问，布尔迪厄提供了复杂的反讽文

化批判。他的批判经常被批评是还原论的，但没有探索被反讽还原论所忽视的

东西。尼采提供了一个显著的对应物，提供了对现代社会批判影响巨大的资源

和对文化潜能的深刻反思，以完整和真实来肯定生命。尼采对古希腊悲剧的分

析表明，文化是如何通过艺术而不是幻想来肯定生命的。这两位批评家在对待

嘻哈文化现象、探讨潜在的意识形态包袱、社会能动主义和悲剧现实主义美学

方面产生观点分歧。基于这个讨论，文化分析受到挑战。文化既不像社会批判

家所认为的是衍生品，也不像许多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所认为的具有自主性。

文化研究必须在愤世嫉俗和天真烂漫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的卡格拉·多莱克（CaglarDolek）和乔治·瑞格克斯

A  David Bakhurst, “On Lenin’s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in Studies in East Euro-
pean Thought, 2018（2-3）.

B  Timothy J. Berard and James K. Meeker, “Irony, Conflict, and Tragedy in Cultural Analy-
sis: Hip-Hop between Bourdieu and Nietzsche”, in Critical Sociology, 201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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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S. Rigakos）在《土耳其的私人安保：关于不安定、军国主义和异化的

案例分析》A 中指出，土耳其的私人安保部门在欧盟地区的规模最大、扩增最

快，为研究新自由主义政策对私人安保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该分析

基于与私人保镖的非结构化访谈（N = 20）、媒体报道和政府文件。该分析的

关注点是不安定、军国主义和异化，发现私人安保在城市军事化和权力控制在

日常社会关系中的运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私人安保的生活经验也展现了阶

级矛盾。多莱克和瑞格克斯认为，土耳其的政治政权已经成为更加专制的控制

系统。在这个过程中，它暴露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内在压迫本质，表现为

世界范围内“自由市场”的霸权和“极权国家”的兴起。在土耳其，新自由主

义与权威主义联系在一起，1980 年的暴力政变彻底改变了政治领域、国家机

器和压迫性的阶级政治。在 20 世纪 90 年代，该国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危机时

期，议会瘫痪、民主支离破碎、库尔德斯坦工人党叛乱与城市骚乱。这时，土

耳其是脆弱的边缘经济体，与国际金融和全球资本主义的整合程度较差。本世

纪初，土耳其开始了一场成功的修复运动，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AKP）成

功执政。在过去 20 年里，该党在选举政治和全球经济关系上都取得了初步成

功。土耳其最初被欧盟、北约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誉为民主化的成功案例，它

作为伊斯兰社会却能顺利融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而倍受称赞。但在过去 10 年

里，AKP 的光环迅速褪去，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谴责埃尔多安总统的独裁统

治：侵犯基本权利和自由；打击持不同政见的学者、记者、人权活动人士和更

广泛的公民社会组织；暴力镇压库尔德运动的政治和社会组织以及其他进步组

织。2016 年 7 月的一次未遂政变为政府提供了加大镇压力度的机会。2018 年

6 月，AKP 在选举中获胜，改变政治政权的希望进一步渺茫。

土耳其的极权主义复兴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内在的

极权主义本质和该国家内普遍存在的有争议的社会政治动态。最近极端主义和

极右势力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崛起加强了这一趋势，土耳其的新自由主义是极

权主义政体逐步巩固的典型案例。最新的批评性分析指出，国家强制转型在土

耳其新自由主义兼伊斯兰极权主义形成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反

映了新自由主义重建的全球进程，这些发展都是在土耳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和斗

A  CaglarDolek and George S. Rigakos, “Private Security Work in Turkey: A Case Study of 
Precarity, Militarism and Alienation”, in Critical Sociology, 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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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实现的。因此，作为新自由主义警察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私人安保作为

特别受欢迎的日常警务形式出现。土耳其在私人安保方面的经验反映了重申商

品化和私有化的世界性压力，沿着明确的阶级界线再现了日常的极权主义。国

家的私人安保服务已经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城市军队，由劳动大军组成，他们

面临着不安定和极权主义劳动控制的双重过程。从这种相对不为人知的私人安

保案例中，人们可以深入了解土耳其极权主义抬头的社会条件和阶级矛盾。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萨帕纳·多希（Sapana Doshi）和美利坚大学的马利

尼·兰加纳坦（Malini Ranganathan）在《迈向后期资本主义的腐败和权力的

批判地理学》A 中指出，腐败政治在地理学中很少受到关注。以往腐败经常与

第三世界的政治相关，但是近年来，西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也常常谈论腐败。

以 2016 年美国大选为例，对桑德尔左翼和特朗普右翼都存在腐败指控。特朗

普，这个狡诈的纽约房地产大亨，利用人们的反腐情绪、白人国家主义和对

“遗忘”的不满，赢得了大选胜利。讨论腐败是政治机会主义的，它能够同时

给进步和退步政治提供平台，它具有把自己嫁接到不同政治任务的寄生能力。

多希和兰加纳坦认为，腐败是一种指称权力配置和滥用的主观的、开放的规范

话语。它吸引人之处并不在于它的客观存在，而是它涉及的各种权力形式、矛

盾的世界观和行为。他们提出了关于腐败的批判地理学，补充对腐败的经济学

分析，经济学常将腐败视为欠发达国家的客观产物，但在他们看来，腐败是权

力的滥用，具有历史性和主观性，能够反映一个国家、公众和市场的伦理政治

境况。他们进一步揭示腐败如何变得政治化，并与神话、物质和领土制度相关

联。他们认为，最新的城市休闲理论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伦理政治和领土斗争提

供了新视角。

美国里昂社区学校的纠·佐藤（Tadashi Dozono）在《法西斯主义叙事的

诱惑：瓦尔特·本雅明的超越反叙事的历史唯物主义》B 一文中，借鉴本雅明

的历史唯物主义，把它当作链接社会批判和学生自主思考的桥梁，阐述历史教

师如何通过课堂的知识生产与民主化对过去和现在进行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让

学生了解知识生产的途径，把他们纳入历史知识生产的民主实践中，教会他们

A  Sapana Doshi and Malini Ranganathan,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of Corruption and 
Power in Late Capitalism”, in Human Geography, 2018（1）.

B  Tadashi Dozono, “The Fascist Seduction of Narrative: Walter Benjamin’s Historical Mate-
rialism beyond Counter-Narrative”, in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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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面对历史对象时也要承担起政治批判的任务。佐藤首先指出，社会正义背

景下的批判性思维通常由两方面组成：独立思考和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批判。但

两者并不是相伴而生的，对社会的批判不一定能够培养自主思考；相反，自主

思考也未必导致对社会的批判。非主流右翼的崛起、歪曲事实和假新闻网站使

社会研究方法成为必需，后者可以对抗法西斯主义历史的叙事诱惑。本雅明的

教育学强调承认对象所隐含的政治历史层面的阅读实践，它为针对文化中的野

蛮行为（与技术进步相伴生）的悲观主义和辩证批判形式提供了空间，这甚至

会超出老师的理解能力。佐藤最后对学生的历史性和批判性思维技能进行了政

治批判。

美国布朗大学的贝斯·卡珀（Beth Capper）和丽贝卡·史奈德（Rebecca 

Schneider）在《表演与再生产》A 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社会再

生产和再生产劳动理论，探讨了无批判性的媒体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

产之间的联系；相反，表演也可能打破构建资本主义世界的剥削、贫困和统

治。此文涉及再生产与死亡、生命与无生命、持久与短暂之间的关系，还有关

于生命、劳动和表演的相关思考。在最基本的意义上，“社会再生产”是一个

政治概念，用以描述那些日常和代际再生产生命的活动。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

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的著作中，社会再生产主要描述的是性别化和

种族化的生殖劳动，无论是有薪还是无薪，都维持着生产关系（如性工作、护

理工作和家务劳动）。社会再生产已经扩展到许多制度和社会层面，生命在其

中延续，维持着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不仅是再生产劳动力的场所，它也是

反叛的场域。正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西尔维亚·费德里奇（Slivia 

Federici）对社会再生产双重本质的论断：资本再生产的场所也是人们反抗资本

主义积累和圈地、探索另一种共存方式的场所。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马修·迪拜（Mathieu Dubeau）在《物种再生：迈向跨

物种的历史唯物主义》B 中指出，马克思的人文主义思想萦绕在《1844 年经济

哲学手稿》中，它只考虑人类这一物种，因为人类拥有自由意志的生命能力。

该文背离了人文主义传统，讨论马克思关于物种的关系本体论和概念，这可以

A  Beth Capper and Rebecca Schneider, “Performance and Reproduction”, in The Drama Re-
view, 2018（1）.

B  Mathieu Dubeau, “Reclaiming Species-Being: Toward an Interspecies Historical Material-
ism”, in Rethinking Marxism, 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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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到非人类世界，使马克思跟上进化生物学和动物研究的步伐。非人类拥有

改变物质世界和主观生活的能力，很多时候是马克思理想物种的更好例子。马

克思物种概念的拓展通过扩大城邦的范围，为思考人类之外的动物提供了空

间。这将非人类定位为改变物质的政治和生态社区的重要成员，同时承认各种

生物体的行动力及其在创造共同生活时依赖彼此。资本主义在选择物种以供剥

削、生产剩余价值时没有歧视。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资本再生产）为了自身

利益，不在乎劳动是由人类还是蜜蜂承担的；无论如何，工人的类别都可以不

考虑物种而简化为财产关系。21 世纪带来了生产效率革命性的增长。然而从

本质上讲，资本主义的逻辑仍然不变。剩余价值（利润）可以只有从劳动和

物质资源中榨取。因此，资本主义要对劳动和物质资源、自然进行双重剥削。

通过揭示这种双重剥削，迪拜试图使人们重新审视物质世界以及人与非人的

关系。

美国纽约大学的莎拉·杜维撒克（Sara Duvisac）在《重组工业工人：印

度汽车行业的不稳定性》A 一文中指出，在过去 15 年里，印度汽车行业遭遇了

不稳定的就业关系以及激进的劳工骚乱 , 导致工作集约化、工资降低、不安全

感增加等。研究全球范围内宏观经济和政治对不稳定就业的影响的研究很多，

但是关于特定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特定行业的不稳定就业的成因的数

据却很少。这是该文的研究意义所在，它通过对四家汽车组装企业的案例分

析，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哈里亚纳邦和古吉拉特邦三个地区考察了政府干预

机制造成了汽车部门不稳定的就业，并指出其对工人组织的影响。杜维撒克通

过利用公司层面的经济数据，并访谈了关键利益相关者，提出国家干预在规约

和重塑印度汽车工人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布兰登·格尔曼（Brandon Gorman）等合写了《谁

不需要民主？——对精英和大众态度的多层次分析》B 一文指出，尽管民主在

全球越来越受欢迎，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反对民主。一个世纪以前，反民主运

动的数量超过了亲民主运动。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法西斯运动破坏了欧洲、

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民选政府，声称民主威胁到国家统一和传统价值观。60

A  Sara Duvisac, “Reconstituting the Industrial Worker: Precarity in the Indian Auto Sector”, 
in Critical Sociology, 2018.

B  Brandon Gorman, Ijlal Naqvi and Charles Kurzman, “Who Doesn’t Want Democracy?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Elite and Mass Attitudes”,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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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军事政变推翻了数十个民选政府，理由是民主已不复存在，民主引发混

乱，并且不利于经济增长。近年来，反对民主的声音再次出现，但与先前相

比，这种声音仍然很微弱。目前即使是反民主运动也声称自己是民主的。例

如，阿尔及利亚总统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莱卡（Abdul Aziz Butefliqa）

就把自己的政权贴上了“真正的民主实验”的标签。该研究通过一系列综合

个人和国家层面变量的多层次回归模型，分析了三种反对民主的理论：发展主

义、文化主义和精英主义。

1. 发展主义强调把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民主的先决条件

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 1959 年的

一篇文章中，李普塞特提到，从亚里士多德到现在，人们一直认为，只有在一

个相对富裕的社会里，大多数人脱离了贫困，才能明智地参与政治，并能培养

出必要的自我克制，以避免屈从于不负责任的煽动者。李普塞特认为，这种自

我克制包括对民主程序的认同，但这种克制和认同很少在特定国家的贫困的、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中出现，较贫穷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国家亦然。尽管李

普塞特承认有例外，但他还是提出了前民主态度会转化为政治制度，起着中介

作用，使经济发展所包含的因素能够与之相适应。李普塞特认为，没有适当的

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将不利于“民主”，民主制度也将被视为“不成熟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持发展主义观点的学者都认同社会经济发展会导向前民主态

度，进而走向民主制度。他们所持的观点和理由各异。

2. 文化主义不太强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文化主义更重视相对稳定的文化特质。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亨廷顿和李

普塞特都强调发展主义因素，但他们同时接受了文化主义的解释。在 1993 年

的文章中，亨廷顿重申了他长期以来的主张，即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

上……独裁形式的政府变得不合时宜，并努力引入民主。然而，这一过程受制

于“文化特质和差异”，他认为这些特质和差异不太容易改变，因此也不太容

易妥协。所以，他抛弃了发展主义观点，强调民主的文化性因素，他认为西方

的个体主义、自由主义、宪政、人权、平等、自由、法治、政教分离等，往往

很少引起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或东正教文化的共鸣。

3. 精英主义是与发展主义完全相对的观点

从这个观点来看，反对民主的人不是穷人和文盲，而是精英阶层。这就

是马克思关于 1848 年法国革命的论点：资本家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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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必须占统治地位。当在民主理想和保护经济特权之间进行选择时，资产阶

级抛弃了民主。一个世纪后，约瑟夫·熊彼特将这一观点运用到法国以外的国

家。熊彼特预测，正如社会党所呼吁的那样，工人阶级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

主体，如果资产阶级的经济特权受到质疑，资产阶级就会从民主中退缩。近几

十年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不像熊彼特所预言的那样。然而，他关于资产阶

级不相信民主的观点已经被许多学者接受。在提到拉美时，一些学者注意到资

产阶级在 20 世纪中期破坏民主政权的重大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也有人提出，

资产阶级对民主的支持取决于该制度是否符合其经济利益。

为了验证上述三种反民主的理论是否合理，格尔曼根据统计结果，得出

以下结论：（1）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国家层面的指数与个人对民主态度无

关；（2）宏观文化因素对个体的民主态度的影响是复杂的；（3）个人收入和受

教育程度对个人对民主的态度有重要影响，但两者的关系是由国家宏观经济发

展决定的。具体来说，在相对欠发达的国家，高收入个体比低收入个体更有可

能反对民主。这个结论说明，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并不一定是一致的。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艾瑞卡·丹尼斯·格莱迦达（Erika Denisse Grajeda）

在《移民劳工中心、公民技术和舒适的责任》A 一文中提到，尽管劳工中心为

美国的移民劳工运动注入了活力，但是最近的研究指出，它们在扩展和制度化

的同时，可能有去激进化的危险。该文通过这一现象，讨论人们对非营利劳工

中心的批评，并且把它跟治理、移民劳工的主体性、倾向和行为联系起来考

察。她着重研究了以下问题：劳工中心是如何制造“非法”移民劳工的伦理主

体的？劳工中心依靠什么技术来拯救被贴上犯罪、离经叛道、有缺陷标签的人

口的？格莱迦达通过加州旧金山的一个劳工中心（主要服务于外来日工和家庭

佣工），来阐述上述问题。她通过女性主义棱镜，强调赋权的技术和自尊，旨

在改善拉丁裔移民女性的境遇，这一群体在历史上被认为是“不理想”的劳动

者，也不是理想的女人。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艾琳·哈顿（Erin Hatton）在《“要么你

去做，要么你就去坐牢”：当代美国的强迫劳动》B 中指出，近年来，“不稳定”

A  Erika Denisse Grajeda, “Immigrant Worker Centers, Technologies of Citizenship, and the 
Duty to Be Well”, in Critical Sociology, 2018.

B  Erin Hatton, “‘Either You Do It or You’re Going to the Box’: Coerced Labor in Contem-
porary America”, in Critical Sociolog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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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arity）问题已成为民众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研究表明，不稳定的就业

导致了失业增加、不安全、民众易遭侵袭。然而，不稳定并不是当前经济形势

中唯一令人烦恼的问题。在该文中，她要说明的是强制才是美国工作关系中的

核心问题，包括监狱劳工、工作福利、外国客工、非法劳工等。通过基层监狱

劳役的案例研究，哈顿考察了工人的强迫劳动经历。正如加西亚（Garcia）所

描述的，囚犯面临着霍布斯关于工作和单独监禁之间的选择：“要么你去做，

要么你就去坐牢。”“因此，最根本的问题不是他是否会失去工作，或者工作了

足够的时长，而是如果他拒绝服从雇主的要求，将会发生什么。”对加西亚来

说，正是这种霍布斯式的选择让监狱劳动成为强制的，尽管监狱是一个独特的

机构，囚犯也不是受到老板胁迫进行工作的唯一工人。而后，哈顿分析了强制

性劳动制度的结构及其与不稳定性的关系。强制性劳工制度是雇主拥有国家认

可的权力，可以左右工人的福利、家庭和未来的制度，所以她把它称为“社会

强制”的权力。哈顿通过上述分析揭示了当前美国新自由主义“双管齐下”的

新领域。

2018 年 6 月 8 日，伦敦书评书店刊出了安·裴迪弗（Ann Pettifor）对美

国思想家 N. 弗雷泽（Nancy Fraser）的采访，题为《理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的实质》A。在该访谈中，弗雷泽谈到了她与德国学者耶给合

著的一本对话录《资本主义：关于批判理论的对话》。弗雷泽提到，批判理论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以跨学科研究

为特征，反对国家资本主义。新一代新左派成长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1 世纪

初，他们大多是“68 一代”，对马克思主义有巨大兴趣，同时着眼于文化、心

理等方面的融合。虽然他们今天仍然进行斗争，但是他们的能量大为衰退，被

自由主义殖民主义缓慢淹没。弗雷泽认为，康德的自由主义规范理论，就是自

由主义向批判理论领域的蔓延。此外，许多学者继续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

他们把资本主义简化为一种经济体制。事实上，资本主义的指谓更加广泛，类

似于封建主义。它不是关于社会中的一个部门，而是关于各种不同的部门如何

协调在一起。这意味着，如果你想谈论资本主义，不提社会再生产就没法谈生

产，这是女性主义者几十年前就知道的事。不能说抛开塑造、引导和支持经济

A  Nancy Fraser and Ann Pettifor, “Understanding Capitalism: Critical Theory Has Failed to 
Understand the True Nature of Capitalism”, in London Review Bookshop, 20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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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秩序来谈论经济。相应地，不能抛开自然、社会生态的经济关系来谈上

述任何一件事。所以，要做的就是打破资本主义只是狭义上的经济这种观念，

从不同角度来讨论它与其他社会领域的关系。

美国俄勒冈大学的香农·海耶斯（Shannon Hayes）在《本雅明和策兰的

历史诗学唯物主义》A 一文中，探讨了本雅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保罗·策兰的

诗学之间的关系。在策兰的诗学中，海耶斯找到了一种超越本雅明来思考本雅

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本雅明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驱动力，来自解放马克思

（阶级斗争、无阶级社会、进步）思想的渴望。通过关注策兰心中的“呼吸转

换”，《子午线》这篇文章发现了建立在本雅明“现时”基础上的诗学史学。通

过这一历史观念，可以把马克思思想重新想象为一种历史诗学的唯物主义，并

转换成一种革命力量。

美国欧克顿社区学院的彼得·胡迪斯（Peter Hudis）在《种族主义和资本

的逻辑：一个法农式的再思考》B 中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马克思主义者

对资本的逻辑进行了大量研究，后殖民理论家也对种族歧视进行了诸多探索。

然而大多数时候，这两种研究的轨迹有差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使它们难以

突破一边倒的阶级还原主义分析和忽略阶级的身份确认分析。随着“二战”后

越来越严重的新自由主义危机和政治失序，是时候该把种族、阶级和资本主义

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重新思考了。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哪个思想家比弗朗茨·法

农（Frantz Fanon）更重要，他被认为是 20 世纪在种族、种族主义和国家意识

问题上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之一。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法农所做的是扩展了

马克思主义对殖民问题的分析，试图通过一种理论框架，阐明种族和阶级的

辩证法，在这个框架内，种族与阶级同等重要。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对他

现在的著作重新产生了兴趣。过去两年，英语世界中至少有 5 本关于法农的新

书出版，以及一本 600 页的法语合集，囊括了他关于精神病学、政治和文学的

手稿。尽管法农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人们对他的思想复兴的

热情仍然让人吃惊。他的话多次出现在海报、传单和社交媒体上，用以抗议警

察滥用职权、不公正的刑事制度、大学中的种族歧视。

A  Shannon Hayes, “The Historico-Poetic Materialism of Benjamin and Celan”, in Critical 
Horizons, 2018（2）.

B  Peter Hudis, “Racism and the Logic of Capital: A Fanonian Reconsideration”,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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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凯恩·福歇（Kane X. Faucher）在《从积累到异化：

马克思和维布伦》A 中，讨论了社交媒体的用户通过线上社会资本的积累行为

在多大程度上被异化和剥削，福歇通过引用马克思和维布伦的著作来探讨这一

问题。对于马克思来说，阶级意识的提高是克服异化和剥削的关键，而对维布

伦来说，这是从纯粹的金钱利益中拯救发明创造的力量，但他们提出的提高阶

级意识的方式不同：让人们质疑自己的炫耀性消费和仪式性行为。用最简单的

话来说，对马克思而言，走出异化和剥削的道路是迈向工人拥有生产资料的无

阶级社会；而对维布伦来说，是迈向一个教育和技术不受私有部门利益主导的

资源共享的社会。人们对社交媒体是否加剧或减轻了剥削和异化仍存在相当大

的争议。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里，剥削加剧了异化，但也有一些学者，如伊

兰·费舍尔（Eran Fisher）、波尔坦斯基（Boltanski）和夏皮罗（Chiapello）所

指出的，今天社交媒体是另一种情势：剥削和异化是分离的，随着社交媒体对

其用户的剥削越甚，后者的异化反而减轻了。事实上，虽然社交媒体也提供创

造、分享和参与功能，但支撑资本主义社会媒体的工具主义逻辑仍然渗透到

这些行为中。当这些功能倾向于线上社会资本积累并受其摆布时，异化重新

产生。

当代知名解放神学学者、美国查普曼大学的彼得·麦克劳伦（Peter McLaren）

和不可知论学者克罗地亚萨格拉布应用科学大学的 PetarJandri� 在《马克思与

解放神学：当代资本主义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基督教精神及其对前者的反抗和

超越》B 中，探讨了解放神学与马克思著作之间的异同。麦克劳伦是当代批判

教育学从后现代主义向（涵盖从法兰克福学派新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经典著作

的诸多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马克思—人文主义轨迹”转变的关键力量。2015

年 , 麦克劳伦出版了开创性著作《造反教育学》（Pedagogy of Insurrection），在

21 世纪的背景下，发展了解放神学的传统。该文简要概述了解放神学及其与

马克思著作的渊源关系，说明这两个传统在批判金钱拜物教方面有惊人的相似

之处，而他们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看法不同。他反对马克思和《圣经》在

A  Kane. X. Faucher, “From Accumulation to Alienation: Marx and Veblen”, in Social Capital 
Online: Alienation and Accumulati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2018.

B  Peter McLaren and PetarJandri, “Karl Marx and Liberation Theology: Dialectical Material-
ism and Christian Spirituality In, Against, and Beyond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in Com-
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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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神学方面存在肤浅的修辞同源性，试图把研究重点从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

之间的正式的或笛卡尔逻辑的一致性，转向它们的辩证一致性。通过考察马克

思主义与基督教关于道德的观点，该文概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价值问题的密切

联系，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末世论赋予了人类历史以意义，并提供了改

变历史的机会。

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威廉·罗宾逊（William I. Robinson）在《积

累危机和全球警察国家》A 中提出，全球警察国家是指三个相互关联的发展。

首先是前所未有的无所不在的大规模社会控制、镇压和战争制度，它们都是统

治集团推动的，包含了全球工人阶级和过剩人口的真正的和潜在的反叛。其次

是全球经济本身如何越来越倚重战争、社会控制和镇压制度的发展，仅仅是作

为一种获取利润的手段，在停滞的情况下继续积累资本——罗比逊称之为“军

事化积累”，或者通过镇压积累财富——这已远远超出了军事凯恩斯主义的范

畴。最后是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可以被描述为 21 世纪法西斯主义的政治体系，

或者更广义的极权主义。数字化可能产生全球警察国家。这场愈演愈烈的危机

似乎将新兴的数字经济与全球经济联系在了一起。极右势力、独裁势力和新法

西斯势力在公民社会、国家和跨国公司资本鼎足而立，尤其是投机性金融资

本、军工安全体系和采掘业——三者都与高科技或数字资本交织在一起。

美国堪萨斯大学史密斯（David Norman Smith）和汉利（Eric Allen 

Hanley）在《愤怒游戏：谁在 2016 年大选中为特朗普投票，为什么？》B 中，分

析了最近公布的 2016 年美国大选的研究数据，这份数据可以提供 2016 年总统

大选中投票给特朗普的白人选民的情况。史密斯和汉利发现特朗普的支持者投

票给他的主要理由是他们和他有相同的偏见，而不是因为他们有经济压力。正

如投票后民意测验所显示的那样，没有受到四年制大学教育的选民比普遍选民

更有可能支持特朗普。而数以百万计被称为“白人工人阶级”的选民反对特朗

普，是因为他们反对他的偏见。与此同时，这些偏见有一个明确的“独裁”结

构，一方面，它的对象是少数民族和女性；另一方面，它支持专横的和不宽容

的领导者，他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的偏见。多变量逻辑回归表明，一旦

A  William I. Robinson, “Accumulation Crisis and Global Police State”, in Critical Sociology, 
2018.

B  David Norman Smith and Eric Allen Hanley, “The Anger Games: Who Voted for Donald 
Trump in the 2016 Election, and Why?”, in Critical Sociolog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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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这些偏见，人口因素（年龄、教育等）便失去了它们的解释力。简言之，

选民之间存在严重分歧。近 75％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自己是他的热情支持者，

甚至“温和”的选民也比非特朗普支持者更加“热情”。一部分特朗普支持者

喊出了：“我们想要一个强大、坚定的领导者，他能粉碎邪恶，带领我们回到

正确的道路上。”另一部分支持者声称：“我们宁愿有个恭敬的孩子，而不是独

立的孩子。”不管哪种口号，都足以让人担忧。两极分化是深刻的，而且可能

还在加剧。

美国韦恩州立大学的安娜贝尔·施特克勒（Anabel Stoeckle）在《通过代

孕无形的身体护理工作反思再生产劳动》中提出，卵子捐赠和体外受精等新的

生殖技术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打开代孕市场的大门；代孕现在已成为组建家庭的

众多选择之一。然而，代孕和其他亲密行为通常不被归类为工作。代孕的“商

业性”或“利他性”取决于代孕者的动机、经济状况和社会环境。这些差别反

过来又影响了代孕的分类，不是工作就是爱的劳动。即使代孕被认为是一项工

作——虽然这也是罕见的——其利他性仍然被突显，而其劳动性则被模糊。施

特克勒认为代孕者进行生殖劳动，更准确地说，是无形的身体护理工作，不论

其地点、动机、与法定父母的关系如何，不管她们是否接受报酬。将代孕概念

化为身体护理工作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理论上，扩展了人们对什么是劳动力

的理解。实践上，代孕作为工作的认识将会扩展现有的劳动法规，并制定专业

的法规来管控代孕。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麦迪逊·奥尔特（Madison Van Oort）在《监视的情

感劳动：快速时尚零售业的数字控制》A 中，通过民族志和访谈，发现了灵活

的自动化排班方式，是一种常见且有效的排班方式，它不仅使员工准时上班，

而且鼓励其他形式的数字控制——包括生物识别扫描仪和销售点评估。然而，

这些技术通常具有局限性，如故障和容易受到破坏，而且它还不断加剧工人的

不安全感，强化了不平等。奥尔特认为，随着低工资零售业的互动情感服务的

衰落，出现了另一种情感劳动——在无形但无处不在的环境中受到数字监视的

工作。他把这项工作称为“监视的情感劳动”。奥尔特以批判劳动研究和女性

主义监视研究为基础，探讨了数据和生物识别监视对快速时尚的女性化和种族

A  Madison Van Oort, “The Emotional Labor of Surveillance: Digital Control in Fast Fashion 
Retail”, Critical Sociolog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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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劳动力有多大影响。

三、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主要著作

（一）《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对话》（Capitalism: A Conversation in 

Critical Theory. Polity, 2018）

作者：N. 弗雷泽（Nancy Fraser），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R. 耶给（Rahel-

Jaeggi），德国洪堡大学。

这本书分为四个部分：资本主义概念化；资本主义历史化；批判资本主义

和反抗资本主义。由于世界陷入了社会、生态、政治、文明等多重危机的旋涡

之中，人们迫切需要掌控局面，切断危机的源头。在这本书中，批判理论领域

的两位学者将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她们就如何解决当代资本主义困境的关

键问题展开了一场引人入胜的对话，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特殊社会形态，颠

覆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是什么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批判的许多假设。例如：（1）资

本主义如何作为一个整体运作；（2）有关性别、阶级、种族的讨论；（3）反思

社会批判路径；（4）社会变革的展望。对她们来说，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生产

方式，而且是一种制度秩序或生活形式。弗雷泽阐释了她独创的资本主义“统

一”（unifying）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建立在若干个隐蔽基础之

上的体系，没有这些基础，它就无法生存，也无法避免毁灭。在整个历史过程

中，资本主义制度依赖于经济与政体、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以及人性与非人性之

间的一系列制度，并周期性地调整这些领域之间的界线，以应对危机和动荡。

她们认为，这些“边界斗争”为理解资本主义的矛盾及其引发的多种形式的冲

突提供了一把钥匙。此外，她们还把资本主义危机置于更广阔的视野中，对右

翼民粹主义的复兴做了尖锐评论，并提出了可行的左翼替代方案。她们提出了

参与性更强的民主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相反，她们认为，

批判理论必须紧紧抓住社会斗争和社会转型的概念。在这方面，弗雷泽声称无

政府主义策略更多的是“逃避、规避或围绕着权力工作，而不是直面权力，我

不认为任何重大的结构性变化都不会真正面对权力”。这本书对于任何关注资

本主义的本质和未来，以及当今进步政治的关键问题的人来说，都是极具吸引

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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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哈贝马斯手册》（The Habermas Handbook. Columbia Univer-

sity Press, 2018）

编者：克里斯蒂娜·拉丰（Cristina Lafont），美国西北大学；豪克·布鲁

克霍斯特（HaukeBrunkhorst），德国弗伦斯堡大学；瑞吉纳·克瑞德（Regina 

Kreide），德国吉森大学。

哈贝马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五十多年来，他对

当代社会以及公共领域、交往合理性和世界主义等概念的诊断几乎影响了所有

的学术领域，引发了广泛的政治辩论，并塑造了德国乃至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

生活。这本书介绍了哈贝马斯的生平及思想历程，提供了对他的关键概念、作

品以及他对政治、法律、社会科学和公共生活的影响的基本见解。在考察了他

的知识传记之后，阐述了其思想产生的社会和知识背景，如他在 10 岁至 16 岁

之间，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首先是德国对整个欧洲的胜利和征服，

然后是德国无条件投降和纽伦堡审判。这些对哈贝马斯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

响。历史哲学、人类学和马克思主义是对哈贝马斯影响致深的三种知识传统。

此外，这本书对哈贝马斯的著作进行了全面概述和深入分析（从他关于谢林的

论文到他最近关于欧洲的著作），阐述了他的中心思想。该书还提供了一个关

键术语和概念词汇表，使哈贝马斯思想的复杂性为广大读者所理解。

（三）《流亡中的民主：汉斯·斯皮尔与国防知识分子的崛起》（De-

mocracy in Exile: Hans Speier and the Rise of the Defense Intellectua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作者：丹尼尔·贝斯纳（Daniel Bessner），美国华盛顿大学。

这本书是 20世纪美国国防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汉斯·斯派尔（Hans 

Speier）的传记。斯派尔是一位社会学家、作家，也是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创始

人之一。他是“二战”前离开德国前往美国的众多知识分子之一，后来在反纳

粹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指挥了美国政府反对德国的宣传工作。贝斯纳叙

述了斯派尔和其他官员关于如何有效进行宣传战的辩论，在当代人们担忧信息

战的背景下，这场辩论尤其引人入胜。任何对美国外交关系史、冷战史和 20

世纪思想史感兴趣的人，都会发现这本书是必读之选。贝斯纳展示了魏玛共和

国的崩溃和纳粹主义的崛起是如何影响了作为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汉斯·斯派尔

的。贝斯纳深入研究了斯派尔的思想发展历程，阐明了以专家为中心制定外交

政策的意识形态根源，并揭示了冷战自由主义的欧洲根源。贝斯纳将斯派尔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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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颇具影响力的跨大西洋政策制定者网络的中心，他们大多数是德国移民，在

精英专家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中苦苦挣扎。斯派尔是这群人中的最有

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之一，20 世纪中叶，他既是大学知识分子，又是国防专家，

在新兰德公司身居高位，还是国务院和福特基金会的顾问。贝斯纳描述了斯派

尔在美国思想史的转变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在这一转变中，数百名社会科学家

离开了大学，在沟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过程中，为建立以专家为基础的美国

外交关系作出了贡献。因此，要理解国防知识分子的崛起，必须了解汉斯·斯

派尔。书中还提到了一个困扰斯派尔的问题：当非选举产生的专家（通常从事

秘密工作）制定政府政策时，民主意味着什么？

（四）《一定程度的疯狂：托马斯·桑卡拉的生活、政治和遗产》（A 

Certain Amount of Madness: The Life, Politics and legacy of Thomas 

Sankara. Pluto Press, 2018）

编者：安布尔·莫瑞（Amber Murrey），美国克拉克大学。

托马斯·桑卡拉 1949 年出生于布基纳法索，同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胜利，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基础。经过多年的战争、牺牲和思想斗争，这

场革命取得了成功。桑卡拉死于 1987 年，那一年，非洲发生了决定性的军事

变革，推翻了种族隔离的军国主义。在桑卡拉环游世界的 37 年里，他受到反

帝国主义世界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他宣称根本变革需要“一定

程度的疯狂”，这一言论推动了布基纳法索的革命，并在 2014 年的民众起义中

重新出现。这本书着眼于桑卡拉的政治哲学和遗产及其对当今世界的影响，分

析了他对泛非主义和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的综合，以及他对性别、发展、

生态和非殖民化的态度，考察了他与工会的关系以及他的领导风格等，为桑卡

拉主义政治哲学提供了新的见解。莫瑞客观地描述了他领导的革命的局限性，

但尽管如此，她还是承认其思想对当代世界仍有巨大影响力：从南非到布基纳

法索，当代活动家、艺术家和政治家从桑卡拉主义思想中汲取灵感，从事社会

运动。在桑卡拉被暗杀 30 周年之际，这本书探讨了桑卡拉的政治实践如何继

续为今天的非殖民化斗争提供经验和希望。

（五）《政治概念：一个重要的词汇》（Political Concepts: A Critical 

Lexicon. Fordham University, 2018）

编者：杰伊·伯恩斯坦（Jay Bernstein），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安迪·奥

菲尔（Adi Ophir），美国布朗大学；安·劳拉·斯托勒（Ann Laura Stoler），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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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研究新学院。

很难说清楚什么是政治的，什么不是政治的。谁来判定这个问题、根据

什么，这些问题本身就像是政治问题。判定什么是 / 不是政治，可以遏制斗

争，使现有的权力关系立刻变得不证自明和模糊不清，并阻碍人们以不同的方

式重新构建它们。这本书试图复兴人们共享的政治词汇，无论是日常的还是学

术的，并且是批判性的。它的条目以散文的形式呈现，每个词条的编纂者都以

苏格拉底“X 是什么？”的形式回答问题，并重新思考这个概念对当代的意义。

这种问答方式给予作者参与、介入、批评和改造政治概念的自由和权威。每一

个条目（如血统、殖民地、概念、发展、剥削、联邦、身份、法则、性别差

异），或隐或显，都试图重新解释“什么是政治思维？”每一个条目都是重塑政

治写作的努力。在这种语境下，政治本身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财产、一个利益领

域、人类存在的一个维度、一种实践或事件。这本书并不是建立在一个确定的

政治概念之上，而是植根于实践。它围绕着“什么是政治？”这个问题，引发

了多维度的争论。

（六）《理查德·赖特的政治：关于抵抗的观点》（The Politics of Rich-

ard Wright: Perspectives on Resista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8）

编者：简·安娜·戈登（Jane Anna Gordon），美国康涅狄格大学；赛勒

斯·埃内斯托·齐拉扎德（Cyrus Ernesto Zirakzadeh），美国康涅狄格大学。

理查德·赖特出生于 20 世纪初，父亲是密西西比州的一名佃农兼教师。

他是非裔美国文学的支柱人物，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自学成才者，也是美国历史

上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他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被奴役的非洲人的后代如何能

有尊严地生活和死亡的问题上。他生活的时代正是美国处于政治紧缩和极端动

荡时期，他的作品致力于在社会和政治混乱中捍卫知识自由。尽管《汤姆叔叔

的孩子们》（1938）、《黑人男孩》（1945）和《原住民之子》（1941）等广受欢

迎，并获得了评论界的好评，但在赖特的职业生涯中，他一直面临着强烈的批

评，甚至是审查，原因是他作品中的性画面、激烈的暴力和共产主义主题。然

而，许多政治理论家忽视了他的激进思想。《理查德·赖特的政治》这本书探

讨了赖特如何将事实和小说结合起来，来捕捉黑人生活在种族主义世界中的经

验和情感。此外，还探讨了性别在赖特的著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和黑人男性的脆

弱，以及美国奴隶制的遗毒和对奴隶制的回击。赖特对美国政治思想的贡献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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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仍至关重要。

（七）《依赖宣言：金钱、美学和关怀政治》（Declarations of Depen-

dence: Money, Aesthe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Care. University of Nebras-

ka Press, 2018）

作者：斯科特·弗格森（Scott Ferguson），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

弗格森探讨了现代货币理论对当代形而上学和美学的影响，重新思考了

金钱与美学之间的关系，力图使批判理论对政治有新的回应。弗格森在当代政

治经济学流派“现代货币理论”所阐述的货币概念基础上，重构了批判理论。

按照这一理论，弗格森认为，金钱不是一种私人的、有限的、异质的技术，而

是一种公共的、本质上无限的媒介，承载着尚未实现的包容、培育和关怀的力

量。他将现代货币理论的货币本体论称为现代生活的“前所未闻的中心”。在

这里，他把这个中心置于批判的核心，开创了一种新的批判理论，旨在实现金

钱的治愈潜力。他认为，只有现代货币理论才能通过释放货币作为一种无限公

共资源的潜力，将社会从新自由主义的紧缩中拯救出来，这种资源具有满足人

类和环境需求的无限能力。为了理解人们对现代货币理论的抵制，弗格森将对

货币形式的流行观点追溯至 14 世纪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政治危机。他将佛罗伦

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解释为对这些危机的回应，以及对货币“此性”（haec-

ceity/thisness）A 的痴迷。几个世纪以来，这种“此性”一直掩盖了金钱的修复

潜力。他还指出，13 世纪多米尼加修道士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圣礼神学为人

们提供了一条潜在的道路，使人们走出盲区，走向一个公正、宽容和可持续的

未来。

（八）《一个新的德国观念论：黑格尔、齐泽克与辩证唯物主义》（A 

New German Idealism: Hegel, Žižek, a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Colum-

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作者：艾德里安·约翰斯顿（Adrian Johnston），美国新墨西哥大学阿尔伯

A  Haecceity，拉丁语 haecceitas，是中世纪哲学中的一个术语，源于邓斯·司各特的著

作，司各特对该术语的理解与身份和个体化有关。20 世纪下半叶，亚当斯（Robert 
Merrihew Adams）的著作《现代形而上学》中重新出现这一术语。Haecceity 是个体

的一种原始的、特殊的、非定性的性质，用来表示使一个事物成为特定事物的独特

性质、属性或特征。Haecceity 是一个人或物的“此性”，是“人”的概念与“苏格拉

底”的概念之间的个体化差异。该书中指佛罗伦萨的学者、政治家们和他们所支持

的艺术家们发展出的一种形而上学和美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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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基分校。

2012 年，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齐泽克出版了长达一千页的大部头巨著

《少于无——黑格尔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阴影》。2014 年，他又出版了页数差不

多的续作《绝对反弹：迈向辩证唯物主义的新基础》。在这两本书中，齐泽克

为了构建 21 世纪的新唯物主义，而回到黑格尔那里。齐泽克对黑格尔辩证法

的改造触及许多超世代问题，如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自由之境、理性的

限制、灵性和宗教的作用、激进社会—政治变革的前景。在《新德国理想主义》

一书中，约翰斯顿对《少于无》和《绝对反弹》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批评。约翰

斯顿是研究齐泽克的权威，评价了近年来为了对抗康德和后康德德国观念论而

向黑格尔的复归。他还提出了重构黑格尔立场的方案，它与齐泽克的辩证唯物

主义有许多方面都不同。尤其是，约翰斯顿批评齐泽克偏离了黑格尔、马克思

和弗洛伊德的世俗自然主义和启蒙乐观主义，他们都是齐泽克的灵感来源。作

为回应 , 约翰斯顿提出了所谓的先验唯物主义（一种反还原的、左派的唯物主

义），能够保护和推进对齐泽克而言十分重要的黑格尔、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传

统的核心遗产。

（九）《通往和平与自由之路：国际工人秩序和争取经济正义与公民权

利的斗争（1930—1954）》（A Road to Peace and Freedom: The Inter-

national Workers Order and the Struggle for Economic Justice and Civil 

Rights, 1930—1954.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作者：罗伯特·泽克（Robert M. Zecker），加拿大圣弗朗西斯泽维尔大学。

“国际劳工秩序”（IWO）是一个美国少数族裔的互助联盟，争取失业保险、

社会保障和充满活力的行业工会。这个跨种族的左翼组织为 18 万白人、黑人、

西班牙裔和阿拉伯裔工人阶级成员提供医疗保障。但是，是什么让这一组织如

此受欢迎，并最终解体的。泽克在《通往和平与自由之路》中挖掘了大量原始

资源，为工人们发声。他描述了该组织的经济目标、对种族公正的承诺和行动

主义，它的行动包括游说终结美国的种族隔离和死刑，以及海外打击法西斯主

义等。泽克还举例说明了它在娱乐、体育和教育活动的全方位服务，旨在锻炼

成员的思想和身体。然而，IWO 是由共产主义者领导的，它在冷战期间成为

重点盯防目标，受到政府的监视，最终被“清算”。泽克阐释了 IWO 的解体以

及压制左翼经济平等主义、种族平等对整个国家产生了有害影响。此外，他还

说明 IWO 的惨痛教训在今天仍然具有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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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批判理论与权威民粹主义》（Critical Theory 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2018）

编者：耶米利·莫洛克（Jeremiah Morelock），美国波士顿学院。

在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以及右翼人士的广泛崛起之后，权威民粹主义

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这本书的内容囊括了法兰克福学派对特朗普领导的民

粹主义以及相关趋势的批评。这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理论、基础和数字权威

主义。它运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心理学来考察日常生活的意识和文化；阐述

了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思想家（如阿尔多诺、弗洛姆、拉克劳和马尔库塞）的重

要理论（政治、心理学和人类学），以及这些理论如何解决现代生活中无处不

在的不安全感和困惑。这本书对深入理解民粹主义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崛

起，以及席卷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政治和文化变革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任何

想要了解我们这个动荡和分裂的世界的人的必读之书。

（十一）《网络社会资本：异化与积累》（Social Capital Online: Alien-

ation and Accumulati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2018）

作者：凯恩·弗切尔（Kane X. Faucher），加拿大西北大学。

《网络社会资本》是一部批判性媒体研究著作，它通过马克思、维布伦

（Veblen）、黛博拉（Debord）、鲍德里亚和德勒兹的观点，考察了数字资本主

义的新“网络情景”。什么是“社会资本”？围绕着它的大量理论，掩盖了支撑

这一概念的工具理性，即企业为了盈利而默默销售消费者数据。收集数据只是

将社会互动的质性转化为可量化的指标，以便更容易地处理、预测和塑造。弗

切尔解释了网络自恋和攻击性等现象是如何产生的，他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解

释，即大张旗鼓的网络活动是如何与新自由主义及其数据崇拜的价值体系完美

契合的。即便如此，在所有这些概念中，最核心的概念仍是异化和积累。他认

为，这些新概念对于理解当今的数字社会至关重要。

四、左翼论坛：在反叛与革命中整合力量

2018 年 6 月 1 日，一年一度的左翼论坛在美国纽约约翰·杰伊刑事司法

学院召开，来自全球的左翼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行动团体代表、左翼刊物

编辑等可在 6 月 1 日到 3 日三天里选择参加多场专题讨论、工作坊、艺术活

动等。这次论坛的主题是“为左派制定新策略”。尽管美国一些最危险、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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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性的现象，如贪婪的资本主义、基要主义种族歧视和厌女症，已经从暗处

走到明处，但参会者相信，现在是左翼复兴的大好时机。虽然工人权利、种

族、性别和性取向、正义、生态保护、反战运动和反白人民族主义阵线受到

攻击，但是它们的力量也在不断壮大。整个西方世界反动右派的浪潮正在高

涨。为了争取利益、赢得战争，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左派，它超越了阶级

和身份、暴力和非暴力、改革和革命的对立。2018 年左翼论坛为左派的团结

与权力构建提供了空间，因此它成为激进思想的聚集地。此次论坛的主要议题

包括环保、性别、种族和阶级平等、工人权利、反战战略和改变世界的联盟

构建。发言者包括记者胡安·冈萨雷斯（Juan Gonzalez）；卡莉·阿库诺（Kali 

Akuno）；桑德斯研究所的简·桑德斯（Jane Sanders）；卡尔洛；加利福尼亚州

里士满前市长盖尔·麦克劳林（Gayle McLaughlin）; 真实新闻网（TRNN）的

首席执行官保罗·杰伊（Paul Jay）；2016 年绿党副总统候选人阿珈玛·巴拉卡

（Ajamu Baraka）；“粉色代码”（Code Pink）的政治活动家美狄亚·本杰明（Me-

dea Benjamin）；经济学家阿明（Samir Amin）；政治经济学家兼作家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民主在行动”（Democracy at Work）的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f）。论坛在约翰·杰伊的黑匣子剧场还有一系列音乐表演，勒贝尔·迪亚

兹（Rebel Diaz）主办了一个专门小组，探索嘻哈音乐对左翼青年运动的促进

作用。在这种团结与合作的氛围中，左翼论坛致力于提供一种新的融合、可能

性、希望和权力的空间。

分裂仍然是美国左派发展的障碍之一，但他们不需要达成僵硬的共识。

团结允许分歧，包容其他声音，而不是压制它们。左派不需要阻止异议和批判

性的自我分析，真正需要的是为自由和正义建立广泛的联盟，并在反对反动势

力的斗争中互相扶持。此次论坛分为三个主要板块：

（一）医疗危机中组织前线工人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美国的医疗体系正处于危机之中：服务水平低

下、医疗机会不平等、种族不平等、数百万人没有医疗保险、保费不断上涨、

债务不断飙升。这个价值上万亿美元的产业为医院高管、保险公司、制药公司

和科技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而病人护理设施却被草草对待，工人阶级社区也

在与高昂的医疗成本作斗争。自2003年以来，仅纽约市就有16家医院被关闭。

竞争加剧、压力管理、技术进步、贪婪和牟取暴利、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及工会

地位的削弱，使工人和病人无法承受。然而，医疗工作者并没有就此罢休。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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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护士一直站在劳工斗争和罢工行动的最前沿。医疗工作者的力量——其

中许多是女性、移民、有色人种，比其他行业的工会组织更广泛——支持“黑

命贵”运动，他们举行罢工，为更好的人员配备和全民医疗而奋斗。那些关注

教师罢工浪潮的学者指出，教育和医疗工作者正在酝酿的运动具有重要的战略

意义。

（二）在拉美粉红浪潮之后的左派任务

在过去 20 年里，拉美——尤其是南锥地区——在所谓的“粉红浪潮”（Pink 

Tide）政府的领导下，出现了向左转的特征。然而，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引起

了群众不满，导致了反动趋势和新的右翼政府掌权。在阿根廷，新自由主义

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代表了对粉红浪潮的反弹。在巴西，

右翼米歇尔·特梅尔（Michel Temer）政府通过政变上台，其政策是取消养老

金和劳工保护。墨西哥一直是美国享有特权的伙伴，由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压迫

和打击毒品贩运的战争，墨西哥正处于人道主义危机之中。随着新政权试图夺

取政治控制权，工人、左派和民众运动正在进行斗争。在阿根廷，大规模的运

动反对紧缩计划和政府镇压。在巴西，人们对政变、社会党市议会成员马里埃

尔·佛朗哥（Marielle Franco）遭暗杀以及新的紧缩政策进行了强烈抵制。在

墨西哥，出现了反对军事化、帝国主义掠夺和争取移民工人权利的有组织的斗

争。这个小组讨论了上述问题并提出建议。

（三）对种族主义和警察暴行的回应

该小组提出，反对种族主义是一个阶级问题。对非洲裔、拉丁裔和其他

有色人种的攻击是对整个工人阶级的攻击。与此同时，对工人权利和工作条件

的攻击助长了种族主义者和右翼势力的气焰。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反对偏见的

斗争加剧，黑人青年正在奋起反对种族主义和警察谋杀。此小组讨论了如何将

工人运动与反对警察暴力、驱逐和其他形式的种族压迫的斗争联系起来。

面对右翼势力的崛起，“政府中的极右翼：匈牙利、波兰和土耳其”分论

坛的两位演讲者都强调了波兰的法律与正义党（Law and Justice Party）和土耳

其的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AKP）对社会近乎霸权的掌

控。在波兰，执政党脱胎于团结工会，因此它对工人阶级的政策比以前的新自

由主义政权要慷慨得多，尽管它加强了对移民的仇恨和禁令。在土耳其，埃尔

多安基本上利用了基马尔主义计划的失败，获得了该国多数伊斯兰主义者的支

持。通过使用与波兰类似的镇压和社会福利相结合的方式，正义与发展党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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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障碍，尤其是在血腥清洗葛兰主义者之后。或许唯一的绊脚石将是经济危

机，随着土耳其的里拉贬值，这场危机逐渐浮现出来。劳伦·朗格曼（Lauren 

Langman）等三位社会学教授试图解释为什么人们会投票给特朗普。朗格曼和

佩斯大学教授罗杰·萨莱诺（Roger Salerno）都非常重视精神分析理论，并大

量引用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归根结底，可以把特朗普理解为白人社会深层病态

的投射。朗格曼引用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来解释这一现象：“危机恰恰在于

这样一个事实：老人死去，新人还未出生。在这段间歇期，出现了各种病态。”

堪萨斯大学教授大卫·史密斯（David Smith）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如果对

特朗普和克林顿的选民进行广泛调查，人们会发现两者在经济、医疗等方面的

观点几乎是一致的。但在移民、少数族裔和女性主义这三个问题上，特朗普的

选民却与共识背道而驰，这显示出偏见仍然在部分美国民众心中存在。

作为左翼论坛的分会场，左翼海岸论坛在 2018 年 8 月 24 日召开。它与

左翼论坛的主题是一致的，其主要议题包括种族主义和警察暴行、社会主义者

与民主党中的伯尔尼派、生态问题、女性问题、工人运动问题等。

“马克思 200 年：批判和人道主义遗产”小组是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的专题研讨，与会者认为值此之际，从当代辩论和激进思潮中审视马克思对资

本主义的批判，以便更好地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这一点很重要。该小组将

把马克思与批判理论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流派联系起来，强调马克思对资

本主义的革命性批判的有效性，资本主义是一种植根于种族、性别和阶级压迫

的统治、剥削和异化体系。他们还讨论了如何克服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文

化上的主导地位，因为在特朗普时代，这种制度的演变已经让左派的生存受到

了威胁。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有意义吗？”小组的灵感也来自于马

克思诞辰 200 周年。2018 年 6 月 30 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千禧一代社

会主义者来了》的专栏文章。在马克思诞辰 200 年，“共产主义幽灵（仍然）

萦绕”美国和世界吗？代表不同左翼党派和观点的小组成员将解决这些问题。

在马克思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170 年后，演讲者将阐述他们对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理解，并探讨马克思主义是否仍然适用。此外，他们还探讨了马克思

主义能否全面解决不平等问题，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是“每

个人自由发展”的理论基础。

 “第一女儿和黑蛇”小组是美国环保主义者和非营利组织“尊重地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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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董事薇诺娜·拉杜克（Winona La Duke）发起的，她成功阻止几条穿越明

尼苏达州北部印第安保留地的输油管的修建，因为它们污染食物和水源。《第

一女儿》是由获奖摄影师兼电影制作人凯里·皮克特（Keri Pickett）制作的，

该片是关于爱、家庭和社区的。左翼海岸论坛还开设了“与全国律师协会一起

培训法律观察员”项目。美国全国律师协会（NLG）法律观察员项目成立于

50 年前，是为了响应越南战争期间的反战抗议，保护在大规模逮捕中被逮捕

的人。该计划的目的是使人们能够尽可能充分地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而不受

司法或警察的干预，并尽可能减少刑事司法系统的后果。在此次培训中，由一

名经验丰富的法律观察员导师和协会成员指导参与者阅读《法律观察员手册》。

“瓦格纳和巴枯宁：民族主义或无政府主义革命的拥护者”小组探讨了作

曲家瓦格纳（Richard Wagner）和激进的哲学家巴枯宁（Mikhail Bakunin）之

间哲学和政治上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从他们通力清除 1849 年德累斯顿革命

障碍开始。演讲者认为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描绘的是蒲鲁东式的盗窃

观，而齐格弗里德和布伦希尔德则是巴枯宁派和费尔巴哈派的英雄。通过考察

瓦格纳和巴枯宁共同的反犹太主义、女性主义和反女性主义，以及革命主义，

该小组讨论了无政府主义和反有神论是如何影响描述资本主义兴衰的《尼伯龙

根的指环》这部史诗歌剧的。然而，鉴于创作这一歌剧的反犹主义动因，不能

忽视瓦格纳的雅利安主义、民族无政府主义和原始法西斯主义，它们把反中央

集权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典型左翼理念与极端民族主义神话联系在一起，这是

十分令人不安的。为了深入研究这些问题，与会者讨论了法西斯主义如何影响

了瓦格纳和巴枯宁，并将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危险思想”与上述两者的“危险

思想”进行比较。

“革命社会主义者与选举：我们该做些什么？”小组指出，伯尼·桑德斯

（Bernie Sanders）的竞选开启了一个新的情景：候选人可以公开自称为社会主

义者，并在选举中取得某种成功。这给那些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人提出了

一些重要问题。社会主义者如何对待选举？他们接受选举作为从根本上改变社

会的手段吗？还是仅仅是一种消遣？人们是在选举自己的候选人，还是作为民

主党的一部分参加竞选？这些问题不仅与桑德斯的出现有关，也与其他自称为

社会主义者的候选人的出现有关，这些候选人大多在民主党的框架内工作。更

重要的是，这些成功往往纯粹以选举为框架——在当前的政府结构中赢得席

位。在该演讲中，他们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即社会主义选举活动的目标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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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工人作为一个阶级自觉地参与进来，并提供一个斗争的视角，而不是一个政

府改革计划。这个观点是从法国革命组织卢特·乌夫里埃尔（LutteOuvriere）

和新反资本主义政党那里获得。

“再生产正义：一种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方法”小组指出，长期以来，社

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一直认为，资本家依赖再生产劳动（通常是女性）来创造

和维持生产性工人。这包括再生产，也包括工人被抚养和繁殖的条件和制度。

女性的集体再生产健康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力的需要决定的。这种分析使人

们能够把变革的目标从个人权利扩大到集体正义。但是，再生产正义又如何影

响和丰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的分析呢？变革再生产司法框架首先要考虑的事

实是，个人的身体自主权是争取自由的基础。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将社会主

义的女性主义与再生产正义分析交织在一起，超越了这个传统问题：你能为自

己的堕胎买单吗？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会问，为什么一个人支付育儿费用的

能力会影响他生孩子的决定？为什么抚养这个孩子的劳动不成比例地落在女性

的肩上，尤其是有色人种的工人阶级女性和来自欠发达国家的女性？在这个专

题讨论中，与会者探讨了再生产正义框架如何能从许多方面强化社会主义的女

性主义者对集体正义的理解。

“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反抗的新方向：国际对话”小组的目的是，通过解

决以下问题来促进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组织：为什么权威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兴

起，它如何影响女性？“Me too”运动如何挑战资本主义对女性身体的商品化？

黑人的生活与反对父权制 / 同性恋恐惧症的运动有什么联系？西方和中东妇女

的斗争有什么共同点？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有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吗？等，

与会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和平是一个女性问题”是由“女性争取种族和经济平等组织”（WREE）

发起的，它是一个进步的女性和平活动组织，从 1975 年到 1995 年，它通过种

族和阶级问题的视角来探讨和平问题。人民民主运动的女性委员会正在促进世

界妇女大会作为一个重要的全国性组织复兴。小组讨论了 WREE 如何解决女

性在职场、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世界和平等问题。讨论的重点是女性在拯救

人类方面的作用。关于 WREE 的一个主要资料来源是阿隆索（Harriet Hyman 

Alonso）的《和平是一个女性问题》。正如书中所指出的，和平是一个阶级和

种族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男人 / 女人的问题。这场阶级斗争将人们划分为不同

的种族、性别、性别取向、种族、宗教、国籍，使人们无法把斗争作为一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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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问题来关注。WREE 之所以被破坏，是因为在所有的女性组织中，它比其

他组织更具有阶级意识。小组成员希望所有人都加入这场斗争，加入 WREE。

“从财富医疗到健康医疗的转变” 小组讨论了美国全民医疗保险，也被称

为单一支付系统，是当今美国社会和政治中最紧迫的问题之一。由于特殊的金

钱利益集团对美国医疗体系有极大的控制权，与会者认为他们生活在世界上医

疗成本最高的国家。只有在美国，家庭通常会因为医疗费用而破产。为了争取

人们享有医疗保健的基本权利，这个小组讨论了美国现行制度对各个社区的负

面影响、争取医疗公正运动的障碍、应对这些挑战的解决方案，以及如何让各

个社区参与到争取单一支付医保的斗争中来。

“工人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小组讨论了垄断资本主义创造了资本的输出

和现代帝国主义。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和民族平等斗争，是反

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直接斗争，是工人阶级反对剥削的斗争。帝国主义国家的工

人必须为了自己的利益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反对民族压迫和帝国主义

的斗争涉及种族主义、战争、难民、移民、贸易、制造业、工资等问题。与

此相关的主题还有“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什么是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团结？”

鉴于叙利亚革命的命运，已经被巴沙尔·阿萨德领导的血腥反革命势力摧毁，

该小组讨论了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及其政治影响。许多自称左翼主义的权威

主义者与白人至上主义右派公开支持阿萨德政权的做法，他们否认阿萨德政权

的罪行，并忽视了伊朗等国在叙利亚扮演的帝国主义角色，只把注意力集中在

美国对阿萨德统治的反对。这一趋势是令人担忧的，暗示着红棕联盟并非一贯

反帝国主义，而是只反对美帝国主义。与这些做法相反，该小组的参与者将对

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反独裁的阶级分析。参与者讨论回顾“神圣联盟”和

法西斯主义，讨论了当前伊朗民众的抗议浪潮、地缘政治以及叙利亚革命的

悲剧。

“1968 年‘五月革命’对当前运动的借鉴”小组指出，2018 年是 1968 年“五

月革命”50 周年纪念日。那一年，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在对美战争中取得了决

定性的胜利；在美国，马丁·路德·金博士被暗杀；城市叛乱震撼了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和巴黎学生 / 工人起义塑造了历史。革命人士一致认为问题

是“体制”，答案是“革命”，而载体是“运动”。今天，美国社会正在道德上、

经济上、政治上、生态上和精神上瓦解。“黑命贵”、伯尼 / 沃伦民主党人、劳

工 / 社区战略中心和许多其他组织正在用行动对抗资本主义体系，但是人们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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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多地讨论左派的战略到底是什么。

“竞选是一场战略斗争，也是美国管控的典范”小组讨论了劳工 / 社区战

略中心，指出它是一项城市试验，旨在扎根基层组织，重点关注黑人和拉丁裔

社区，这些社区与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亲共产主义、反美国帝国主义的

历史有着深厚的联系。由“爱而非血”运动赞助的小组旨在支持一场反对警察

恐怖主义的正义运动，小组请来了警察暴力的受害者或其家属，如博比叔叔 X

等，说出了重要而感人的证词。当证明不公的证据仍然不为人知和闻所未闻

时，不公正的模式就不会被认识和反对。因此，将这些证词记录对争取正义的

斗争是必不可少的。犯下这些暴力和恐怖行为的警察是一个系统的一部分，这

个系统不仅保护他们，而且往往能胁迫受害者保持沉默。说出这些证词的行为

是一种反抗行为，对说出这些证词的人来说是一种解脱。“永远不要忘记，正

义是爱在公众面前的样子。”小组进一步讨论了为什么发生不公正，怎样的系

统催生了这些不公正，如何有效制止杀害有色人种儿童。

“中产阶级化，艺术和城市权利”小组认为，城市权既是一项文化权利，

也是一项政治和社会权利。在过去的 50 年里，资本主义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的

性质和节奏。随着房租上涨，学校被忽视和私有化，人们与城市环境的疏离感

越来越突显。这集中体现在政府和穷人与艺术的关系上。随着城市核心的士绅

化，苦苦挣扎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与有色人种和穷人一起流离失所。即使

中等艺术和 DIY 艺术的表演空间被关闭，文化工作者因缺乏政府对艺术的投

入而处境窘迫，艺术家和他们的艺术仍然经常（有意识和 / 或无意识地）被用

作中产阶级化的关键部分。最近，针对画廊向工薪阶层社区和有色人种社区扩

张的抗议活动突显了这个问题。对抗艺术在士绅化中使用的策略，不仅仅是对

艺术这一概念的辩护，还是对劳动者如何参与和塑造他们的环境的思考。必须

考虑到新自由主义时代艺术、音乐、文学和文化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以及它们

在使之商品化的力量和争取真正解放的运动面前势单力薄。该小组讨论了如何

让劳动人民重获表达与解放的权利。

2018 年首届加州“太阳城”（Solartopia）大会召集了来自整个南加州的坚

定生态活动人士，就关键的生态问题摆明事实，并制定了解决方案。他们致力

于处理当地的诸多生态问题，例如圣莫尼卡的加州梧桐树、巴罗纳湿地、使洛

杉矶完全以绿色能源为动力、处理圣奥诺弗雷的放射性废物、关闭代阿布洛峡

谷核电站、应对波特牧场的灾难等。他们还关注更广泛的环境问题，如塑料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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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气候变化、完全不使用化石燃料 / 核武器等。

“废除监狱”小组讨论了废除监狱的构想。废除监狱常常被描述为一种理

想，而不能成为现实，但这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他们挑战了监狱、警察、监

视和其他国家暴力系统是不可避免的常识，旨在教育和组织人们支持废除监

狱，在努力废除监狱的同时，又有哪些更好的可取模式，同时还应该照顾到遭

到伤害的人的需要，该小组就上述问题进行了讨论。

“教会组织：宗教与政治的交叉”小组提出了灵性和行动主义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信仰在政治中扮演什么角色？从废除奴隶制和民权运动到反战运动和

穷人运动，有信仰的人及其机构一直处于社会变革的最前沿。对地球和人类福

祉的关心是一种觉悟和成熟的精神核心，甚至基督徒也在圣经中发现了上帝对

正义的呼喊。这个小组讨论了精神和宗教激进主义的法律、意识形态、伦理和

实践意义。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实践研究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