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报告十一　
蓝江教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述评

蓝江教授是外马研究学界年轻一辈学者当中的优秀代表之一，他所进

行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欧陆激进左翼思想领域，共翻译出版译著１９本，专

著２本，发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相关论文一百余篇。蓝江教授的成果

按照内容具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当代欧洲左翼思想家的学术思想进

行引介和评价，比如阿兰·巴迪欧、乔吉奥·阿甘本、雅克·朗西埃等人的

思想；一类是对当代西方左翼的前沿问题展开的研究，比如生命政治研究和

数字资本主义研究。可以看出，蓝江教授的学术研究也是非常“年轻”、非常

前沿的，我们进行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经典论题固然重要，但也需

要不断引入新的议题，不断译介国外学者新的作品到国内，同时要善于结合

当下现实问题，能够以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立场，自觉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科学

分析。在这方面，蓝江为年轻一辈学者作出了很好的表率。

一、巴迪欧研究

阿兰·巴迪欧是法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左翼思想家，同时也是著名的

后马克思主义学者。但实际上在２００９年之前，国内鲜少有专门研究巴迪欧

的文章，蓝江教授是较早一批将巴迪欧介绍给国内学界的学者之一。２００９

年，蓝江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回归柏拉图：事件、主体和真理”的文章，在国

内学界这是第一次较为完整地概述了巴迪欧哲学的核心观点，也正式在国

内开启了巴迪欧哲学思想研究的大门。在该文中，蓝江教授介绍了巴迪欧

想要为今天的哲学研究重新找回本体论，其主要方式就是“回到柏拉图”，更

具体一点即“主体”将“事件”推入命名的情势之中便产生了“真理”。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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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内学界对巴迪欧本人不太熟悉，蓝江教授紧接着撰写了《谁是阿兰·

巴迪欧？》，以“左翼的家庭背景”“阿尔都塞主义者”“‘毛主义’的狂热者”

“数学本体论的转向”和“在世界的逻辑之中继续”这五个碎片，对巴迪欧的

生平及哲学思想背景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为国内进行巴迪欧思想研究提

供了背景性的资料。

２０１０年，蓝江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中将巴迪欧定位为一名

“后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以一系列的文章论述了巴迪欧的共产主义思想和

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比如《巴黎公社与共产主义观念———析巴迪欧的解放政

治学逻辑》《阿兰·巴迪欧版“读〈资本论〉”———论巴迪欧的〈辩证唯物主义

的（再）开始〉》《三种马克思与共产主义———浅论巴迪欧〈哲学与共产主义

的观念〉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从阴性政治到类的共产主义———巴迪欧论

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同样，蓝江教授有一部分文章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论

述巴迪欧的思想，尤其是巴迪欧的本体论思想，比如《巴迪欧事件哲学的数

学本体论基础》《在世之中的真理的身体———阿兰·巴迪欧的现象学转向》

《从非同一性到计数为一———阿多诺与巴迪欧论一与多的关系》《从事件本

体论到事件现象学———巴迪欧的〈存在与事件〉和〈世界的逻辑〉之间的事件

哲学》。从２００９年到２０２０年，蓝江教授一共撰写了三十余篇关于巴迪欧思

想的学术论文，这些文章除了涉及巴迪欧的政治哲学思想，还有论述巴迪欧

的艺术思想和戏剧理论的文章：《非美学与作为真相程序的艺术———巴迪欧

的艺术思想简论》和《戏剧与真理的重生———巴迪欧的戏剧理论简论》。

“事件”和“主体”是巴迪欧哲学思想的两个核心概念。２０１８年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忠实于事件本身：巴迪欧哲学思想导论》一书，便是围

绕巴迪欧的事件哲学展开论述，系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巴迪欧早期思想的

专著。蓝江教授在该书中，以巴迪欧的《存在与事件》为文本，首先梳理巴迪

欧的哲学思想与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拉康的精神分析、后康托尔集

合论之间的渊源关系；然后从巴迪欧所遵循的 ＺＦＣ公理体系分析出数学本

体论和事件哲学的数学原理；最后将巴迪欧的哲学思想拓展到政治、科学、

艺术和爱的领域。对于事件哲学来说，重要的是在事件之后，主体的介入使

事件得以缔造新的情势状态，并形成忠实于事件的真理程序的契机。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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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巴迪欧的主体理论跨越了三本重要著作《主体理论》（１９８２）、《存在与事

件》（１９８８）和《世界的逻辑》（２００６），蓝江教授在《从主体理论１．０到主体理

论３．０》一文中，对巴迪欧的主体理论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概述，主体理论１．０

是巴迪欧最早在１９８２年的《主体理论》中将主体最基本的运动规则概括为

出位和归位；主体理论２．０是《存在与事件》中事件之后主体实现的类型延

展，即Ｓ→Ｓ（♀）；巴迪欧在《世界的逻辑》中对主体理论进行了一次改造，形

成了主体理论３．０，即巴迪欧分出了三种主体：忠实主体、反动主体和蒙昧主

体。蓝江教授认为，巴迪欧的主体理论虽然形式有别，但是仍然包含了内在

的一致性。这一次对巴迪欧主体理论的梳理，有利于推进国内对巴迪欧哲

学思想的进一步深化研究。

总体来说，蓝江教授对巴迪欧的思想评介涵盖了巴迪欧的哲学思想、政

治思想、艺术思想等多方面的内容，时间跨度从巴迪欧早期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的作品开始一直探讨到巴迪欧近年来的作品《何为真正生活》，合计翻译９

部巴迪欧的作品，包括《世纪》《哲学宣言》《第二哲学宣言》《小万神殿》《元

政治学概述》《数学颂》《当下的哲学》《存在与事件》和《何为真正生活》，均

已出版。蓝江教授这些关于巴迪欧思想研究的丰硕学术成果，丰富了国内

对欧陆激进左翼思想的研究，也为国内研究巴迪欧的学者提供了很多的参

考文献。

二、阿甘本研究

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最初在国内学界引起关注的是他以“赤

裸生命”为核心进行的生命政治研究。而蓝江教授所引介到国内学界的是

阿甘本更为基础的语言哲学观。在２０１３年发表的《语言哲学下的生命政

治———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语言转向》一文中，蓝江教授首次将阿甘本的

语言哲学视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发展方向，将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研究

置于语言哲学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之后，蓝江教授有关阿甘本的思想研究

主要沿着语言哲学、生命政治和图像理论这三个方向开展。

关于阿甘本语言哲学的文章有《誓言与亵渎：论阿甘本的元语言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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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封印的词语———阿甘本与诗的终结》等。应该说，阿甘本想要扭转的

是自从维特根斯坦之后，语言哲学被等同于符号学和语用学这一研究方向。

于是，阿甘本构建了自己的元语言哲学，致力于批判以誓言为核心的语言装

置体系。只有理解了“誓言”这一特殊语言形式作用，才能真正进入阿甘本

的生命政治研究领域，我们的生命是因为违背誓言而沦为“赤裸生命”的。

在关联了阿甘本的语言哲学与生命政治领域之后，蓝江教授对阿甘本的生

命政治思想研究的文章有《从赤裸生命到荣耀政治———浅析阿甘本ｈｏｍｏｓａ

ｃｅｒ思想的发展谱系》《赤裸生命与被生产的肉身：生命政治学的理论发凡》

《作为事件的耶稣审判———阿甘本〈彼拉多与耶稣〉解读》等。

其中，２０２０年蓝江教授的最新阿甘本研究文章《Ｓｔａｓｉｓ、例外状态与新帝

国的诞生》是以阿甘本思想中的ｓｔａｓｉｓ为政治范式解读当今以特朗普为代表

的新帝国状态，具有很强的时政性。阿甘本的语言哲学中提出了“幼年状

态”这种介于智人和动物之间的状态；生命政治中提出了“赤裸生命”这种介

于存在和消亡之间的生命形式；所以阿甘本的图像理论也是定位到了介于

人和动物之间的“宁芙”身上。蓝江教授撰写了《在美杜莎与宁芙之间———

论阿甘本的图像理论》《记忆与影响———从古希腊到阿甘本的生命 影像哲

学》及《从记忆之场到仪式———现代装置之下文化记忆的可能性》三篇文章，

详细阐释了阿甘本在《宁芙》一书中提出的图像理论与文化记忆的关系，呈

现出一个比较完整的阿甘本生命 影像哲学给我们。当然，蓝江教授还对于

今天如何阅读阿甘本在《作为症候的门槛》中给出建议，因为阿甘本所有哲

学和思想意图的概念正是这个“门槛”，阿甘本所做的工作就是寻找存在在

我们日常生活中和思想范式中的门槛，基于这一点，我们首先要理解阿甘本

的出现是在传承与断裂的门槛上，所以要将阿甘本本身作为当代的症候来

阅读。

从专著上来说，２０１６年出版的《阿甘本五讲》是蓝江教授将阿甘本的语

言哲学、生命政治思想和图像理论进行一个串联融合的讲解。近年来，阿甘

本的作品也大量被翻译成中文，并在国内出版。２０１６年重庆大学出版社一

连出版了两本蓝江教授翻译的阿甘本著作：《宁芙》和《语言的圣礼：誓言考

古学》。时隔三年，又有三本蓝江教授翻译的阿甘本著作在国内出版，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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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敞开：人与动物》《品味》和《什么是哲学？》。２０１８年蓝江教授撰写的文

章《从动物到人，再到怪物———生命的敞开和非人的激进生命》实际上就是

对《敞开：人与动物》一文的评述，而《语音的幽灵与空域———论阿甘本的语

音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奠基》是基于《什么是哲学？》对阿甘本的语言哲学进行

探析。据知网数据统计，国内学界从２０１６年开始出现大量研究阿甘本学术

思想的文章，可见，阿甘本的中文译著在国内的出版的确带动了国内对阿甘

本哲学思想的研究热潮。

在其中我们特别要注意到，语言哲学是阿甘本本人进行学术研究的志

向所在，但使阿甘本名声大噪的却是以生命政治研究为核心的“神圣人”系

列，所以学界很容易忽视阿甘本的语言哲学研究。面对这种研究现状，蓝江

教授在文章中一再强调，语言哲学之于阿甘本是处于整个哲学思想的基础

性地位，只有了解到语言哲学的重要性，才能更好地推进对阿甘本的生命政

治思想的学术研究。

三、对其他欧陆激进左翼思想家的研究

巴迪欧和阿甘本是蓝江教授在欧陆激进左翼思想家中关注较多的哲学

家，但同时蓝江教授也有不少关于其他左翼思想家的学术研究，比如阿尔都

塞、朗西埃、德勒兹、拉康等。其中，蓝江教授翻译了朗西埃的《历史的形象》

《美学中的不满》和《审美无意识》，撰写的《历史与影像：朗西埃的影像政治

学》便是对朗西埃的《历史与形象》一书的评论，《美学的龙种与政治的跳

蚤》是关于朗西埃的美学革命的文章。同样，蓝江教授撰写了对重要的欧陆

激进左翼思想家德勒兹的哲学思想评介的文章《德勒兹的本体论与永久轮

回》和《意义 事件与析取性综合》，翻译了德勒兹的论文集《疯狂的两种体

制》（即将在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此外，还有对拉康《讲座 ＸＶＩＩ》中谈到

的四种话语理论进行分析的《从主人话语到普遍性话语》，对阿尔都塞的“症

候式阅读”进行批判性解读的《症候的精神分析与文本病理学》等，虽然不及

对巴迪欧和阿甘本那般数量丰富，但在这些文章里也不乏蓝江教授对欧陆

左翼思想的独到见解。通过这些作品，蓝江教授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生机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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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的西方左翼思想学界，那些还活跃在学术界的哲学家们依旧在孜孜不倦

思索着现实问题，那些已经去世的哲学家们留下的议题也同样在西方学界

引领着热烈讨论。难能可贵的是，蓝江教授一方面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引

入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的学术成果，同时又保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以一名

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角度对这些作品进行反思，这种研究方式和研究精神是

对我国外马研究优秀传统的一个很好发扬。

四、对当代西方左翼前沿思想的研究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在当代

西方左翼的思想研究中，有两个新的议题逐渐进入国内学界的研究视域：一

个是生命政治开始在国家治理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占据重要地

位；一个是我们的日常生活逐渐被纳入数字化的资本主义统治之中。这两

个议题也恰好是蓝江教授在学界一直致力于推进的研究主题。

（一）生命政治研究

有关生命政治的学术研究，前文中已经介绍了一部分蓝江教授对阿甘

本的生命政治思想的研究。但其实当代生命政治研究起源于福柯，蓝江教

授在《生命政治：从福柯到埃斯波西托》一文中，以福柯所论述的作为安全机

制的生命政治为起点，梳理了生命政治思想发展的脉络，阿甘本和埃斯波西

托在继承福柯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分别以赤裸生命和免疫体概念来重新阐

释福柯的生命政治。在生命政治批判的视域下，蓝江教授展开了对共产主

义概念的探讨。《生命政治学批判视野下的共产主义》便是涉及这一问题的

文章。蓝江教授认为，“共同性”是共产主义的前提，但是却与今天现代政治

哲学核心概念“个体”是相冲突的。要实现共产主义，除了进行政治经济学

批判之外，还得进行生命政治学批判。“视差”概念来自齐泽克，蓝江教授将

其引入生命政治批判研究，在《生产与治理：作为政治经济学视差的生命政

治学》一文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福柯的生命政治批判构成了当代

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一体两面，蓝江教授明确表示，在这两种批判的视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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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中，我们才能够瞥见通向未来社会的曙光。

同时，蓝江教授还翻译了福柯的伴侣丹尼尔·德尔菲的论文《生命权力

在福柯作品中的突显》，德尔菲在本文中提到了一段福柯不为人所知的经

历，即福柯１９７４年在巴西圣保罗大学讲授课程时发现一部分医生参与到了

帮助军政府设计酷刑的工作中，在之后的讲座中，福柯开始使用“生命政治”

这个概念。这篇文章的翻译出版，对于国内的福柯研究（尤其是生命政治思

想研究）是重要的补遗。在进行生命政治批判研究的过程中，蓝江教授敏锐

地指出，今天的生命政治问题和数字资本主义正在以某种方式结合，纯粹以

生命政治出发的批判难以触及资本主义批判真正的痛处。所以还有一部分

生命政治批判蓝江教授是融合在数字资本主义批判中进行的，正是在进行

这一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更彰显其独

特魅力。

（二）数字资本主义研究

１９９９年，丹·希勒写的《数字资本主义》是学术界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

概念，开启了学界对“数字资本主义”这一议题的研究，国内学界对“数字资

本主义”的研究从２０００年将本书翻译成中文就开始了。蓝江教授对数字资

本主义批判的研究从国内学界来说不是最早的，但可以说是目前学界在数

字资本主义批判走在最前沿的学者之一，他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

为基点来展开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融合对生命政治治理的批判，可

以说在国内独树一帜。２０１７年，蓝江教授以“数字异化与一般数据：数字资

本主义批判序曲”为题发表了自己第一篇数字资本主义批判主题的文章，该

文完成了从生命政治批判到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跨越，将生命政治治理最

重要的人口统计学视为数字化资本主义诞生的萌芽，最重要的是，蓝江教授

在该文中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概念———一般数据，并且以一般数据为根基构

成了数字资本，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序幕。

自此以后，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开始成为蓝江教授的重要研究领域，围绕此

主题蓝江教授相继在各大期刊发表论文十九余篇。截至２０２０年４月，蓝江

教授发表到《哲学研究》期刊上的《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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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三重逻辑》一文在知网的被引量高达２９次，《数字异化与一般数据：

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序曲》被引量高达２０次，还有《从物化到数字化：数字资

本主义时代的异化理论》被引量达１２次，可见蓝江教授的数字资本主义批

判研究在国内学界影响很广。

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实际上是非常宏大的一个主题，在数字资本主义批

判下可以分化、延展出许多具体的研究方向。蓝江教授目前的学术论文研

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这四个主题上，即数字异化批判、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

批判、数字生命政治批判和数字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探讨。

首先，蓝江教授在数字异化批判方面的文章主要有《数字异化与一般数

据：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序曲》和《从物化到数字化：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化

理论》。其实对异化问题的探讨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但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异化其实是一个全新的异化形式，即数字异化。

异化的批判路径本来就存在着早期马克思所进行的生产关系批判和卢卡奇

所倡导的生产力批判这两条路的分歧，因此数字异化的批判路径也面临着

分歧，蓝江教授将这两条不同批判路径称之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存在论批

判。很明显，只有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才能分析出是数据和数据生

产者之间的分离导致的数字异化；也只有循着这一批判立场，我们才能看到

真正克服异化的道路———一般数据的共享。

其次，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主要体现在《数字资本、一般数

据与数字异化》一文中。前文讲过，“一般数据”是蓝江教授为进行数字资本

主义批判所创造的一个概念，但实际上这个概念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是根

据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产业劳动的分析中曾提出的“劳动一般”概念的运

用，以及马克思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一般智力”概念的

运用，来对应今天数字时代的全新对象———数据。这些数据在云计算的装

置中生成和演化，最终变成了一种独立于主体意识的存在，从而蓝江教授给

这种对象起了一个新名称———一般数据。数字资本是继产业资本、金融资

本之后的第三种支配性作用的资本样态，而数字资本的核心是通过对一般

数据的攫取和占有从而牟利。接着蓝江教授在《数字时代下的社会存在本

体论》中分析了数字权力与数字资本的关系，数字资本实际上就是由所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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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中的参与者的行为痕迹数据组成的行动者网络，但是这种网络一旦

形成，就具有独立于各个行动者之上的权力，这种权力甚至可以直接作用于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即大数据网络一旦转型为可被占有和使用的权力，它

就成为一种新的数字资本。在认清一般数据和数据权力之后，我们要进行

的就是从马克思所奠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来审视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

问题。

再次，数字生命政治批判是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当中非常新的议题，２０１８

年发表的《环世界、虚体与神圣人———数字时代的怪物学纲要》一文，便是对

这一议题的思考。蓝江教授是在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过程中引入生命政治

批判，或者说是我们用剥夺了环世界的无根的生命政治来思考我们在数字

时代的生存遭遇。数字化的界面和平台，参与交往和交易的身份，实际上依

赖一个数字化建构的身份，即虚体。于是，今天不再是抽象化的物与物之间

关系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支配，数字化的虚体正在掏空肉身的自我内涵，虚

体成为统治性的力量。被数字化的生态圈剥夺了环世界，从而数字时代的

赤裸生命的个体变成了怪物，这个怪物存在于虚体连接所构成的环世界的

结构性裂缝之中，怪物承载着神圣人的二元性，它游牧在环世界的边界之

外，是被排斥的力量，同时也具有恐怖的力量，但偏偏就是这个怪物或者神

圣人，正是超越当下数字资本主义的虚体僵尸学的唯一可行道路，在怪物的

形象中，隐藏着摧毁资本主义平滑整齐的数字界面的可能性。如果说《环世

界、虚体与神圣人———数字时代的怪物学纲要》是从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思想

出发进行数字资本主义批判，那么《智能时代的数字 生命政治》是从福柯的

生命政治思想出发来进行批判的。福柯曾经在规训机制之后提出一种不以

规训化个体为基础的安全机制。这种新的治理技术在福柯的时代尚未完全

展开，但是今天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为福柯提出的安全机制提供了新的

形态。这种新的形态就是数字 生命政治。今天来看，这一理智技术的发展

已经远超福柯的想象，我们的生命本身再一次被控制，而我们必须要在被数

字和算法控制的生命内部重新寻找希望。

最后，数字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探讨。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完成资本

主义的批判之后，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那么数字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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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又何以可能呢？蓝江教授在批判数字资本主义之

后，创造性地展开了在数字化时代构建数字社会主义的设想，最初是在《一

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中，提出将虚体活动

共同生产出来的一般数据转化为“共享”的设想；之后在《数字时代下的社会

存在本体论》中继续扩展这一设想为数据的“协同共享”，即将数据网络还给

参与到数字化实践中的互联的个体，才有可能打破数字垄断这一事实；在

《生存的数字之影：数字资本主义的哲学批判》中，蓝江教授再次强调“数字

共享”或者“共享的共产主义”才是我们未来的希望。还有在《人工智能与未

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中，蓝江教授大胆提出疑问：“今天，在大量数据收集

和反馈的基础上，通过高度智能化的计算，我们是否可以在人工智能互动的

界面上模拟出以中华理想的社会主义结果来？”可以说，蓝江教授所进行的

在数字时代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展开的构想，为学界进行数字资本主义批

判之后出路何在的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考路径，有助于启发国内学界对

这一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蓝江教授还有探讨数字化时代西方政治体制的《数字时代西方代议民

主制危机》，探讨数字时代玩家和游戏关系的《数码身体、拟 生命与游戏生

态学》，评介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资本主义样态进行重新思考的文章

《交往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加速主义———数字时代对资本主义的新思

考》，以及他对于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技术变革所进行的哲学思考：《５Ｇ、数

字在场与万物互联———通信技术变革的哲学效应》等。这些文章扩展了数

字资本主义批判的范围，也启发我们今天如何在数字时代进行现实问题的

批判研究。

江苏人民出版社于２０２０年推出新书《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本书系蓝江教授进行数字资本

主义批判研究的专著，也是国内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学术研究的“集大成者”，

因为它涵盖了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研究的大部分领域，除了前文论述过

的“数字异化批判”“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数字生命政治批判”和

“数字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探讨这几个主题之外，本书还新增了“数字货币”

和“数字再生产”等新论题。本书应该是国内学界首次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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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对数字本主义各个方面进行系统批判的书籍，对于国内学界继续进行数

字资本主义批判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意义。

（三）其他欧陆激进左翼前沿思想研究

西方激进左翼思潮所关注的前沿问题肯定不止生命政治批判和数字资

本主义批判，有一些经典论题也受到西方左翼思想家的热切关注。比如“辩

证唯物主义”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一直在探讨的经典议题。

阿尔都塞用多元决定的矛盾在当代欧洲大陆上重新开启了辩证唯物主义的

讨论，参与到其中的左翼学者有拉康、阿甘本、巴迪欧、梅亚苏、齐泽克等人。

蓝江教授在《辩证唯物主义如何可能？———当代欧洲新辩证唯物主义的问

题》和《从拉康到梅亚苏：新辩证唯物主义的脉络》这两篇文章中，梳理了有

关“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思想研究在欧洲生根发芽的过程，同样有助于国内

学者更好把握西方左翼思想的这一条发展脉络。

法兰克福第四代人物哈尔特穆特·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亦是由蓝

江教授首先在国内学界进行评述的。《可能超越社会加速吗？》就是蓝江教

授对罗萨的《新异化的诞生》一书的评介。罗萨在该书中提出了一个经典命

题：现代性就是速度。这种加速的变化频率迫使罗萨这样的思想家从批判

理论的角度来思考社会加速的问题。最终罗萨选择克服异化的答案是共

鸣，使身体的生存节奏与社会加速的节奏处在同一个频率上。蓝江教授认

为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不够彻底，真正激进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需要

的不是共鸣。于是，蓝江教授将目光投向其他的加速主义理论，在《当代资

本主义下的加速主义策略———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思考》一文中，蓝江教授

重点介绍了在今天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加速主义新形态：以加拿大思想

家阿列克斯·威廉姆斯和尼克斯尔尼塞克为代表人物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加

速主义。相比传统西方左翼和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与异化生产和消费保持一

定批判距离的态度，新马克思主义的加速主义将异化作为肯定性的力量，去

主动拥抱资本主义的力量。蓝江教授认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加速主义是否真

的能够突破全球化背景下的数字资本主义统治，在今天看来依旧是个未知

数。从２０１８年蓝江教授开始引介国外马克思主义加速主义的思想到国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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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关于加速主义的研究在国内学界如今已经有了不小的反响，但是加速主

义这种不同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策略，也许真的能给我们带来一

些可能性。

以电影的方式讲述政治哲学是西方左翼学界近几十年逐渐兴起的研究

方向，德勒兹的《电影Ⅰ：运动 影像》和《电影Ⅱ：时间 影像》便是西方左翼

思想中的电影哲学理论代表。蓝江教授的《事件 影像与电影的政治哲

学———从〈底特律〉和〈黑色党徒〉看电影的政治叙事》一文，是在吸收了德

勒兹的运动 影像和时间影像概念之后，以《底特律》和《黑色党徒》这两部电

影为例，分析了电影是如何对主体产生政治效应的事件 影像。《嫌疑人 Ｘ

的实存———电影〈嫌疑人Ｘ的献身〉中的哲学》一文，蓝江教授以巴迪欧的数

学可见性解读《嫌疑人Ｘ的献身》，将两位主角的对立视为物理学可见性和

数学可见性的对立，而最终电影的结局也昭示了理性的逻各斯永远追捕不

到飘忽不定的情感帕索斯。还有在《作为真理前提的爱———巴迪欧的爱之

事件》中，以电影《逆世界》为例分析了巴迪欧的真理前提之一：爱，只有爱的

驱动力，才能帮助我们打破常规逻辑，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在事件之后的合

体，颠覆既定社会的大写的一，创造一个不同于既往的新世界。目前，国内

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所进行的电影政治哲学解读是不多的，蓝江教授的

这一系列解读可以视为一种新的尝试，用分析电影的方式表达政治哲学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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