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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贺  羡

2016 年是一个多事之年，从英国脱欧到难民危机，从巴黎恐袭到气候恶

化，全球右翼和帝国主义势力抬头，女性和穆斯林等少数族裔受到比往年更多

的歧视。因而，美国和加拿大左翼学者的任务仍然艰巨，他们要认识并解决经

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生态领域的全球性危机，在这一过程中，左翼力量的联

合、年轻人参与进步运动是至关重要的。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依旧是

他们开展斗争的有力武器，他们最为关注的问题有新自由主义、资本、反恐战

争、教育、人权、民主和阶级斗争等。下面将从两个方面介绍 2016 年美国（包

括加拿大）左翼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理论和实践关注。

一、马克思著作研究

马克思著作始终是当代左翼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最为重要的思想理论资

源。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于马克思本人著作的不断解读和重新发掘，为他们

深入观察、理解和批判当下社会所出现的种种新的状况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

支撑。

马克思的理论在当今社会仍然有指导力和解释力，当前的社会现象也为

马克思的理论提供了新的素材。由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发表了大量种族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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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和性别歧视言论，所以 2016 年国外学者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与民权、人权

的跨学科研究。当然，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些观点有待讨论和商榷。加

拿大曼尼托巴大学 D. 卡姆菲尔德（David Camfield）在《批判的社会学》2016

年第 2 期发表《反种族主义—酷儿女性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A，对《资本论》

第 1 卷和第 3 卷、《德意志意识形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关于

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进行诠释。他认为把马克思的主要理论与当前反种族

主义—酷儿女性主义结合起来是批判理论的有前途的趋势之一，因为它们的观

点对现时代都十分重要，并且它们在某些方面都有各自的局限。然而近年来，

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与反种族主义的女性主义学者之间的对话比较少，结

合两者的跨学科研究不足，此外它们结合的理论基础没有完全被澄清，这篇

文章试图弥补这一空白。反种族主义—酷儿女性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据反

种族主义—酷儿女性主义所提供的范围更广的社会现实，重新思考了历史唯

物主义观念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同时，马克思的批判唯物主义及其对

历史特异性和社会形式的关注也改进了反种族主义—酷儿女性主义的研究成

果。卡姆菲尔德认为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其著作透露出来的许

多想法都未成形，一些矛盾没有解决。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解不同，他

认为马克思没有打算构建一种“无所不包”的世界观，“最好的马克思”提供

给人们的是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核心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

的实践活动，即劳动。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比深深影响了反种族主义—酷儿女性主义的语言理想

主义和尼采主义更为可取，它承认人类的生理需求，但又不认为人类的社会

活动受生理决定。如何满足生物需求是一个社会组织问题，而不是生物必然

性问题。这与近期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结论相同：人类的身体是社会的和历史

的，父权制、种族主义和异性恋主义左右了生物决定论。马克思的理论不像

解构主义那样把社会理解为语言，社会变革与语言变化的方式完全不同。语

言的变化往往是无意识的，按照解构主义的观点，历史只能生成，而不能变

革；历史进程的观察者或参与者只是事件的通量。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像尼采

A  David Camfiel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an Anti-Racist Queer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Critical Sociology, 2016（2）， pp.289-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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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福柯）那样把权力—知识当作历史的中心，个体只是权力—知识的

产物和客体，后者在遇到“行为者”的能动性时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马克

思的社会本体论避免了这些问题，它与所有关于社会制度的压迫关系的研究

都不冲突。马克思特别强调社会物质现象的历史特征，并用一种批判的方法

发现产生它们的条件。这种态度在当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有某些关

于殖民的理论倾向于把某些思想、行动和社会构造一般化，实际上它们是特

定历史语境下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例如，把东方主义当作古代的自然产物，

而不是完全现代的现象。

在一个阶级社会中，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是社会生产及由此产生的阶级

斗争。正如柯尔施所言，“把社会的生活过程的一切现象溯源自于经济”，但马

克思对经济的理解完全不同于当代人。它的着眼点不是技术或市场，而是社会

关系。对生产资料所有者和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统治阶级成员之间的

关系是重点。马克思把社会生产领域的发展当作历史变迁的动力，他用经济基

础和上层建筑来表示生产与其他社会领域之间的关系，卡姆菲尔德提出，这种

表示是可有可无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对复杂社会进行开放式历史考察的方

法，而不是一种关于社会革命的总体理论。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只涉及阶级斗

争，但是作为一种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同样适用于反种族主义、反性别歧视的

斗争，马克思关于阶级关系的研究同样适用于所有统治形式。在阶级出现的最

初历史阶段，国家权力和阶级压迫是纠缠在一起的，性别和种族压迫如同阶级

压迫一样真实。性别和种族压迫都可以追溯到生产关系的压迫，但是简单地用

阶级解释前两者也是不对的：阶级斗争的双方在物质资料上是绝对对立的，性

别歧视的双方有时可以共享物质资料。

卡姆菲尔德在《历史唯物主义》2016 年第 1 期发表《种族主义的历史

唯物主义原理》A，进一步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去理解种族主义。许多反种族

主义分析者认为马克思著作中没有提及种族问题，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的

产物，带有白人中心主义色彩，他们质疑历史唯物主义是否能充分地解释种

族主义。卡姆菲尔德的回答是肯定的，他提出，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种族

主义”这个术语，但他在《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

A  David Camfield, “Elements of a Historical-Materialist Theory of Racism”，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16（1）， pp.3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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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中描述了英国工人对爱尔兰工人的“种族”仇恨。事实上，种族主义应

该是一种社会压迫关系，而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种

族概念才能把握具有特定种族主义倾向的社会的特征。阶级压迫与种族主义

的结合有以下方式：阶级剥削论、国家压迫论、否定民权论、意识形态论、

社会关系压迫论。卡姆菲尔德认为社会关系压迫论最有说服力，也最有潜力

发展出一种有力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路径。种族主义与阶级剥削一样是真实

存在、同等重要的。根据艾里斯·扬的观点，马克思没有区分“剥削”和“压

迫”概念，她认为剥削是压迫的一种形式。卡姆菲尔德则认为剥削和压迫不

是从属关系，而是并列关系：不是所有受剥削阶级的成员都受到压迫，例如

发达国家的高收入的白种男性工人承受着剥削和异化，但没有受到压迫。他

由此重新界定了“压迫”：来自于社会实践的系统性伤害，强加给与一般生

产关系没有直接联系的群体；种族压迫是基于被认为天生的、不可改变的差

异基础上的集体性迫害。种族主义有多种形式，不存在一种普遍的种族主义

模式，但种族主义可以脱离种族歧视者而存在，没有主观意图的非个体实

践也可以再生产种族压迫。对于受压迫者来说，种族主义既是一种主体经

验，又是社会过程的客观事件，它既造成精神损害，又分化、削弱工人的力

量。当今的种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个维度的结果：帝国主义和利

润率。

由于社会地理位置的缘故，居于此地的人们被种族化，他们遭受种族压

迫仅仅因为他们的祖国在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中处于劣势。帝国主义在全球范

围内再生产着就业歧视、暴力、病态、贫困、污染和不等价交换，虽然明确的

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不存在，但是帝国主义仍然维持着财富和经济权力的不

平等分配结构，这种结构是在漫长的种族压迫历史中形成的。在种族压迫的历

史中还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组织生产的，20 世纪大量劳工被从非洲

和亚洲输送到帝国主义国家从事无偿劳动，与现在欠发达国家劳工向发达国家

迁移，从事低廉的、高度危险的有偿劳动是一脉相承的。除了帝国主义和提高

利润率的需要，另一种维护种族压迫的力量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无关，尽管

它们是纠结在一起的，它就是种族特权，或葛兰西所谓的“霸权”。它可以解

释白种工人在工作竞争中对非白种工人施加伤害。激进左派在现实运动中应该

从这三个层面对抗种族主义。

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副教授、社会学 D. 范森凡斯特（David Fasenfest）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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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的社会学》2016 年第 6 期发表《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人权》A 一文，批评

特朗普像德国纳粹一样对穆斯林实施严密监控和管制，美国这样一个由移民建

立的国家现在却把逃避中东战火的难民挡在门外。人权包括工作权、自由表达

文化差异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自决权、受教育权、获得食物和

水源的权利，以及社会安全保障权。世界正在遭遇大范围的人权危机：恶劣对

待少数族群和女性、剥削童工、人口买卖、污染清洁用水、反对本国政府的外

国势力摧毁当地人的居所等。这些是资本主义面临的严重问题，也是理论家需

要研究的重要问题。然而，学界对“马克思是否在其著作中支持人权、他是否

考虑过上述问题”看法不一。范森凡斯特认为，马克思很少谈论人权，当时的

人权概念还不成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人权的理解不统一。然而，当资本主义

出现人权危机时，人权话语又必然要和马克思主义相遇。“马克思不支持人权”

的佐证是马克思对鲍威尔《犹太人问题》的回应，马克思拒绝使用个体的人权

和鲍威尔的宗教个人的政治解放观念。他指出，政治自由不能保证个体自由。

自由权是人类分裂而不是团结的表达；财产权是自利的表达。人类解放不是参

与商业的自由和权利，而是自由脱离商业的结果。政治解放可以是人类解放的

第一步，但决不是后者的保障。在一个阶级对立的社会中，人权是不会真正实

现的。资本主义的法律是不可能保障人权的。这给全球化时代重新思考人权提

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除了对现实的关切，国外学者还对马克思著作进行了比较研究。加拿大

约克大学 Ch. 阿罗珠（Christopher Duarte Araujo）在《人学》（2016）文集上

发表《马克思和帕齐论表象问题（或对〈资本论〉的现象学解读）》B，这篇文

章提出《资本论》中的批判方法、科学观念和叙述模式都是现象学的（由恩

佐·帕齐在《科学的功能和人的意义》首次阐释）。Ch. 阿罗珠认为，虽然现

象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用现象学对马克思进行了重新解读，但是他们都忽略了马

克思著作中的现象学维度。现象学不必嫁接到马克思的理论上，因为马克思的

批判就是其理论来源之一。马克思主义形式上是现象学的，现象学在内容上则

是马克思主义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现象学的表象问题作为其政治经

A  David Fasenfest, “Marx, Marxism and Human Rights”， in Critical Sociology, 2016（6）， 
pp.777-779.

B  Christopher Duarte Araujo, “Marx and Paci on the Question of Appearances （Or, Reading 
Capital as a Phenomenology）”， in Human Studies, 2016, pp.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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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批判的核心。马克思的分析始于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呈现自身的方式，而

后他系统性地揭示了这种疏离的外在表象背后的社会剥削关系。这种现象学路

径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然化”伪装进行袪魅的最好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批

判任务是展现这些外在表象下的实在，例如，现象生活的物质本质。在资本主

义社会，表象与实在互相倒置、劳动过程颠倒，社会劳动的生产权力与个体工

人越来越疏离，活的劳动越来越异化。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变成了永恒的关

系，即物的关系；劳动产品却被人格化。一般而言，现象学拒斥所有的自然主

义，马克思也警惕政治经济的自然化倾向，认为这种僵化的表象完全是历史的

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

马克思的经济批判是一种科学批判，不仅在黑格尔的现象学意义上，而

且在胡塞尔的意义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都宣称自己

是一门关于意识形式和人类经验结构的科学，当然马克思的《资本论》也不例

外。《资本论》开篇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

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

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马克思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单个形式，而

且考察了其最初表象。作为使用价值，商品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毫不神秘的；

但作为一种社会符号，它的根本“秘密”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批判和分析进行

解码。顺着商品的线索，马克思找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并且提出了

实际的行动方案。

美国哈弗福德学院教授 M. 古尔德（Mark Gould）在《古典社会学》杂志

2016 年第 4 期发表《马克思、M. 韦伯和历史解放的逻辑：机器资本主义的崛

起》A一文。该文提出马克思和M.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论述是互补的。马

克思所描述的制造业的第一阶段特征，是资本控制劳动并且保留了前资本主义

的生产过程。结果，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带来了生产的增殖，对竞争的约束没

有完全发展起来，公司形式是简单的，这种经济结构与许多传统和理性价值相

符合。机器资本主义的竞争限制（“铁的牢笼”）是不存在的，如果资本积累出

现在制造业的第一阶段，它必然是由主观地驱动的。M. 韦伯解释这种主观动

机的本质，他关于新教伦理能力和推动资本积累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系统地

A  Mark Gould, “Marx and Weber and the Logic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The Rise of Ma-
chine Capitalism”， in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2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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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经济生产逻辑的特征，但是 M. 韦伯没有对其进行深入论述。新教伦理

成为资本主义的精神，当它贯穿制造业的第一阶段时，它有条不紊地刺激着资

本积累。马克思和 M. 韦伯都没有充分解释机器资本主义的出现。马克思忽略

了第一阶段制造业中的资本积累的主观动机的必要性，而 M. 韦伯没有充分说

明制造业的本质，以及被资本主义精神主观理性化的经济生产结构。然而，他

们的论述是互补的，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则可以充分解释这一发展过程。作

者通过对第一阶段制造业的资本积累的描述，提出了马克思和 M. 韦伯在分析

经济和社会结构时关于价值约束作用的理解，以及他们理论中的历史解释的普

遍逻辑。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 K.J. 斯召（Karsten J. Struhl）在《科学与社会》

2016 年第 1 期发表《马克思和人的本质：历史的、跨历史的和人类繁荣》A 一

文。该文指出，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忽视人的本质观念，他们认为对于马克思来

说，人的本质不存在或者仅存在作为一种历史概念的人的本质。他们的依据是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 6 条规定：“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

人的本质。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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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段经常被引用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

段落：“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

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

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

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

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斯召的解读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个体的特性，

而是一种社会和集体现象。人的本质是由生产方式通过阶级关系和其他各种社

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机制决定的，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生产方式改变，人

的本质也会随之改变。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直言：“整个历史也无非是

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斯召认为，深入阅读马克思就会发现，马克思既论述了一种跨历史的人

的本质概念，又论述了一种历史的人的本质概念。这两个概念是不同层次的，

跨历史概念指社会活动采用的一般形式，即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到的

A  Karsten J. Struhl, “Marx and Human Nature: The Historical, the Trans-Historical, and Hu-
man Flourishing”， in Science ＆ Society, 2016（1）， pp.7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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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变化的“人类本性”；历史概念指特定历史时代中的人的社会性和个体性

的特殊表现。跨历史概念解释了人为什么在特定历史中具有特殊本质，它为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构想中隐含的人类繁荣提供了基础。S. 塞耶斯（Sean 

Sayers）主张共产主义的基础在于人的本质的历史概念，他认为，资本主义否

定的需要和能力将在社会主义实现，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具体来说，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那么，马克思是如何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需要

和能力中得出人类繁荣的理想呢？社会主义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是自我实现的

积极形式，那么怎样的自我实现才是积极的呢？斯召反对塞耶斯的观点，他认

为马克思赋予跨历史的人的本质概念一些特征：如果人根据自己的能力自由工

作，那么他应该具有除物质刺激之外的工作动力，例如，展示创新的能力或从

工作中获得巨大快乐。如果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

么人还应该是利他的。这些能力是很难从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的，事实上，它

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并且与资本相对立。它们是跨历史的人的本质的一部

分，它们的满足将带来整个人类的繁荣与自我实现。

美国独立研究者 J. 金凯德（Jim Kincaid）在《历史唯物主义》2016 年第

3期发表《用明斯基解读马克思：资本过剩与当前危机》A一文。该文指出，H.明

斯基是一个激进凯恩斯主义者，他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左，但是 J. 金

凯德认为可以借助他的“金融动荡”（financial instability）理论，说明马克思

关于 19 世纪金融和生产部门之间关系的分析，为什么可以解读当前高度金融

化的资本主义，以及 2008 年以来的危机。发达经济体在生产部门拥有很高的

实际利润和滞后的投资率。来自股东的压力使公司策略倾向于股票市场评级和

并购业务，而忽略生产投资。避税和公司的储备现金累积导致了马克思所谓的

“借贷资本”的全球过剩，个体和国际经济的贫富差距更是火上浇油，最终结

果是金融体制的高利润、低利率、资产市场的周期性繁荣和萧条、家庭和政府

债务的大幅度增加、借贷资本过剩导致的动荡和停滞。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中正确预言了由生产力进步带来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然而 J. 金凯德认为在

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中，利润率概念往往是机械的、抽象的，他提出在范围更广

的资本主义精打细算的背景下分析利润率变化的成因和影响。他还指出，马克

A  Jim Kincaid, “Marx after Minsky: Capital Surplus and the Current Crisis”，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16（3）， pp.10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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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者经常脱离《资本论》第 2 卷关于流通过程的分析来理解《资本论》第

3 卷关于利润率的部分，明斯基近期的著作十分强调资本流通及其相应的金融

动荡模式，正好是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借鉴材料。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 D. 莱伯曼（David Laibman）在《科学与社会》

2016年第 3期发表题为《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对话：一种双向学习路径》A

的读书笔记，比较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阶级、剥削、权力、国家和

挑战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组织形式方面的观点。对于无政府主义，莱伯曼关

注两点：一是无政府主义社会理论的核心本质，以及巴枯宁、马拉泰斯塔等

人所展示的无政府主义；二是集中的和分散的或联邦的组织形式的复杂问题。

巴枯宁不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犯有抽象个人主义的错误，他只是尽力

区分左翼无政府主义传统与“无政府主义的资本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他

的无政府主义的实质是根据社会现实所呈现的异化的、表面的形式来对抗剥

削；剥削和压迫是同一回事；工人和农民都是革命主体；国家和官员的权力来

源是不可见的；阶级权力和国家权力合并在一起；组织、等级和领导力是同等

的和可疑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共同主题是联合与政治问题，

区别在于后者要考虑是否进行联合和建立政治组织，前者考虑的则是如何进

行联合和政治动员。

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教授 R. 艾格利士（Ron Eglash）在《科技文化》

2016 年第 1 期发表《论马克思和制造商：从历史视角看生成正义》B 一文。该

文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生成正义”依赖于从集权国家寻找价值。

许多新的社会运动——点对点经济、制造商行动、社区农业、酷儿生态——都

走相反路线，保持它们的非异化形式，保证底层和高层的自由流通。与马克思

主义不同，他认为不存在一种关于底层和高层、非异化的价值流通的一般理

论。该文通过对马克思著作及其本土文化进行历史比较，探讨“生成正义”概

念。艾格利士认为，马克思的下述结论是不准确的：当本土文化具有非异化的

生产形式时，只有集权化的价值析取可以提供高品质生活所需的生产力。相

反，本土文化现在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互惠经济”模式，它强化了开放源的

A  David Laibman, “Marxist-Anarchist Dialog: A Two-Way Learning Curve”， in Science and 
Society, 2016（3）, pp.414-418.

B  Ron Eglash, “Of Marx and Makers: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Generative Justice”， in 
Revista Teknokultura, 2016（1）, pp.245-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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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生产、农业生态和民权的修复途径。把非异化的生态价值、言论自由、性

倾向自由、精神自由和其他一切“表达”价值纳入马克思的非异化劳动价值观

念中，就可以得到关于生成正义的广阔历史图景。

美国贡萨格大学的 T. 威德尔（Timothy Weidel）在《伦理理论与道德实践》

2016 年第 4 期发表《意识形态与自我欺骗的危害：为什么我们应该消除贫困》A

一文，该文借助马克思的“类存在”观念，试图解释为什么常人会具有帮助穷

人的道德感？它提出贫穷不仅伤害了穷人，而且损害了所有人。消除贫困来自

于一种“自私”的愿望：避免粗糙的个人主义和自我欺骗的伤害，因此每个人

都应该为消除全球贫困而努力。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沿袭跨学科的批判和反思传统，积极介入社会现

实，参与进步的社会运动，他们的研究成果给人们带来思考和启发。纽约社会

研究新学院教授 N. 弗雷泽（Nancy Fraser）在《异议》杂志 2016 年第 4 期发表《资

本主义的关怀危机》B 一文，延续其最新著作《女性主义的机遇：从国家资本

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危机》中的观点，后者认为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与资本主义

纠缠不断，女性主义应该着力把新自由主义从女性解放的神坛上赶下来。此

外，它还探讨了女性主义把人们从无情的剥削中解放出来的方式。在这篇文章

中，N. 弗雷泽继续推进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说明性别正义必须成为任何争取

平等社会的斗争的核心。她提出社会再生产是维系社会的基础，它一方面涉及

代际之间的联系：抚育儿童、照顾老人；另一方面又涉及朋友、家庭、邻里和

社群之间的联系。过去，社会再生产的责任主要在女性身上，资本主义加剧了

这种分工，把社会再生产局限在私人领域，事实上，它是一项公共事务，与公

共机构和公民社会有密切而直接的关系，甚至它的某些部分已经被商品化了。

N. 弗雷泽认为，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分裂是资本主义压迫女性的主要

制度基础，也是女性主义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N. 弗雷泽提出，资本主义正在遭遇“关怀危机”，资本主义认为社会再生

A  Timothy Weidel, “Ideology and Harms of Self-Deception: Why We should Act to End Pov-
erty”， in Ethic Theory Moral Practice, 2016（4）， pp.945-960.

B  Nancy Fraser, “Capitalism’s Crisis of Care”， in Dissent, 2016（4）， pp.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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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力都是无限的，所以用长时间的、繁重的工作压榨社会再生产能力，结果

破坏了社会联系的纽带，导致“关怀危机”。资本主义经历了三种形式：自由

资本主义、国家计划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资本主义。大部分学者用国

家与市场的关系来区分它们，忽视了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关系。N. 弗雷泽提

议用社会再生产的组织形式来把握资本主义的历史，也就是说，多少“关怀工

作”被商品化？国家或公司资助了多少？多少留给了家庭、邻里或公民社会？

她的回答是：自由资本主义把社会再生产私人化，国家计划资本主义把它部分

社会化，金融资本主义逐步把它商品化，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把再生产从属于生

产，因此社会再生产（如何规划家庭和社群生活）是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核

心，即使被马克思恩格斯否定的空想社会主义也不例外。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在《哲学与社会评论》2016 年第 4—5 期发表《文化多元主义？》A

一文，剖析了近年来盛行于美国学术界、教育界和政治界的文化多元主义的

局限和盲区。这篇文章分析了文化多元主义的意识形态生成，认为它是一种

全球主义的经济认识论，实际上是一种殖民主义的策略：没有把握真正的文

化异质性，仅仅简单地把不同文化叠加在一起；如同资本主义的自由概念一

样，不断修改发展的概念，保持非主流文化的可承受的欠发达状态，而不必

考虑主体的形成过程，只是承认当前的状态就可以了。因此，文化多元主义

不像通常理解的那样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是民主的。就文化生成而言，“文

化的”不适合修饰“多元主义”，因为两者的结合撕裂了文化与人性的必然

联系。某个活的文化代表了它自己或者人类的本性。文化与多元主义的关系

应该是自由与平等的问题：我的文化（自由）和其他所有文化（平等）。事实

上，鲜活的文化是不可能对接的。文章还指出，即使在经济和政治全球化的

时代，人们也不可能同时完全参与到两个或多个国家的公民社会中。一个人

具有双重公民认同，例如，印度裔美国人，那么他只能在美国投票。斯皮瓦

克提醒不能把庞大的底层选民一般化，相对于文化多元主义，语言多元主义

更可取。

美国克瑞顿大学副教授 J. 舒勒（Jeanne Schuler）在《国际哲学季刊》

A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Cultural Pluralism”，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2016（4-5）， pp.448-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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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 2 期发表《未竟的事业：黑格尔和马克思论启蒙》A 一文。该文分别

考察了马克思和黑格尔关于启蒙的评论，并讨论了霍克海默关于工具理性的论

述。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把启蒙理解为一个失败的解放计划。对于黑格尔来说，

启蒙的失败在于他所谓的“纯粹识见”的意识形式。对于马克思来说，启蒙的

失败在于使纯粹识见永存的商业实践。“纯粹识见”虽然战胜了迷信，但它把

人类活动当作是纯粹主观的，滑入了怀疑论的泥沼。“纯粹识见”把所有事物

都归结为“效用”。效用是一个把自己的虚无强加于物的伪观念，执行着恐怖

的暴力。马克思也把效用当作骗子，它为“什么使商品具有价值”这个问题提

供了虚假的答案，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剥削。舒勒随后讨论了霍克

海默对工具理性的批判。

美国格林内尔学院教授 J. 米汉（Johanna Meehan）在《哲学与社会评论》

2016 年第 1 期发表《女性主义和重思我们的自我模式》B 一文。该文提出，人

们的自主、自由、解放、性别和批判观念都依赖对自我本质及其与他者、社会

机构、实践的关系的理解。米汉认为女性主义受到两种不充分的自我模式的阻

碍，一种是“内在到外在”模式，它认为自我的主体性来自于内在的某种特质，

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康德；另一种是“外在到内在”模式，它强调自我之外的

构建和内化过程，这种观点源自于马克思。巴特勒主张一种“外在到内在”模

式，她把自我的来源确定为语言和心理反应，但她没有阐明语言是如何变成自

我的；S. 本哈比在“外在到内在”和“内在到外在”模式之间摇摆，她既像巴

特勒那样把主体性的来源确定为语言，又承认情感和具象化经验的重要，她对

语言的论述更倚重哈贝马斯，而不是索绪尔。C 但她也遭遇了与巴特勒相同的

困境。米汉认为，两种模式都没有重视权力在主体性构建和捍卫自主与批判能

力中的作用，由于两种模式的内在局限性，它们都不能描述自我的内在发生，

没有解释清楚外在是如何变成内在的，或者内在是怎样与外在互动的。因此，

米汉提出“呈现”（emergence）概念，来解释权力如何在互主体层面塑造和构

A  Jeanne Schuler， “A Brilliant Failure in Advance: Hegel and Marx Assess the Enlighten-
ment”， in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016（2）.

B  Johanna Meehan, “Feminism and Rethinking Our Models of the Self”，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2016（1）， pp.1-31.

C  哈贝马斯认为，语言的含义不是由语言规则本身规定的，而是由互主体的协商形

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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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我们的主体性，从而阐释自我的本质和发展。生命体的活动产生了他们的身

份，“呈现”是这些生命体在成为自身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它可以有说服力

地解释一个婴儿是如何学习语言、文化等社会技能的，成为自我的过程既不是

先天存在的本能，也不是外部施压的结果。自我形成是一个人在一定环境下行

为和改变的能力。自我既不是源自于内在力量，也不是源自于外在力量，而是

来自于自身的活动。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何种建设性的交互作用使儿童成长为

具有社会和道德能力的成年人？

西方学界对克尔凯郭尔和马克思的比较研究很少，除了洛维特（Karl 

Löwith）的著作《从黑格尔到尼采》（1941）无意间填补了这一空白，鉴于此，

美国叶史瓦大学教授 J. 阿路西（Jamie Aroosi）在《哲学与社会评论》2016 年

第 1 期上发表《资本主义文化的成因：深入思考克尔凯郭尔与马克思的联系》A

一文。阿路西首先概述了人们对克尔凯郭尔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的通常理解：克

尔凯郭尔是一个纯粹内省的思想家，为了个人的自我发展可以脱离物质现实；

对他误会最深的要数阿多尔诺，后者把他当作一个拜物教徒，认为他的哲学是

完全禁欲的；齐泽克对他的评论也带着同样的色彩。而这些理解会阻断克尔凯

郭尔与其同代人马克思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实质性对话。而后，他研究了克

尔凯郭尔的早期著作，说明克尔凯郭尔使用了与马克思相同的术语解释经济

生活：克尔凯郭尔把经济生活当作他希望培育的真实生活方式的对立面，这与

马克思的思路相同；他们都批判了德国观念论，克尔凯郭尔从伦理学和宗教角

度，马克思则从社会和政治角度；克尔凯郭尔对“本真性”（authenticity）的看

法也与马克思相似。最后，阿路西说明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都使用黑格尔的术

语进行批判，他们的“本真性”观念意思相近，这也要归因于黑格尔。阿路西

接下来大篇幅地对比了克尔凯郭尔和马克思各自对黑格尔的理解。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R. 伯曼（Russell A. Berman）在《目标》（2016）发

表《哀悼、团结和“贯穿式悲伤”：巴特勒是如何误读巴黎的》B 一文，该文是

对巴特勒在巴黎恐怖袭击之后发表的一篇题为《哀悼成为律令》的文章的回应。

巴特勒在她的文章中描述了两种现象并评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对袭击死难者

A  Jamie Aroosi, “The Causes of Bourgeois Culture: Kierkegaard’s Relation to Marx Consid-
ered”，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2016（1）， pp.71-92.

B  Russell A. Berman, “Mourning, Solidarity, and ‘Transversal Grief’: How Judith Butler 
Misreads Paris”， in Telos, 2016, pp.195-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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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哀悼过程和国家反恐措施的扩张。她认为国家借助人们对死者的悲悼合法地

扩大警察权力，在此意义上，哀悼变成了律令。伯曼提出她对哀悼的论述有明

显缺陷，而且严重误会了巴黎当局的反应。他认为，哀悼有许多不同的伦理维

度：履行对逝者的义务、自我疗愈的义务、在慰问和重建的过程中对他人和社

群的义务。然而，巴特勒只从工具论角度看待哀悼，认为它只不过是一种带有

宣传目的的作秀。她马上把袭击发生后公众的反应政治化，认为这种反应只是

建立警察国家的一种伎俩，所有关于伊斯兰的讨论都是“伊斯兰恐惧症”。而

且她提到在哀悼恐袭遇难者时也应该哀悼中东由于战火无辜死去的穆斯林。伯

曼把巴特勒的反应归因于泛滥的“政治正确”和她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及其对法

国政府的不信任，他认为就这一点而言，巴特勒更倾向于新自由主义。这里需

要澄清一点，巴特勒在《哀悼成为律令》这篇短文中提到“没有宵禁，但是公

共服务被削减了，并且一切示威游行都不被允许。即使是悼念逝者的集会，严

格意义上，也是不法的。我去了共和国广场的一个集会，警方通知所有人必须

解散，但几乎没有人听命。对我来说，那是令人怀抱希望的短暂时刻”。由此

可以看出，巴特勒撰文的主要目的是对巴黎政府的行动保持警觉，而不是对悼

念者进行谴责。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 I. 威瑞索瓦（Inna Viriasova）在《目标》（2016）

发表《C. 施密特的政治总体化：“完全非政治”的决断》A 一文，对 C. 施密特

《政治的概念》（1932）进行解读，他考察了 C. 施密特的写作背景，虽然 C. 施

密特最早把“政治”理论化，但却不是这个概念的创造者。在 C. 施密特之前，

席勒和 F. 施莱格尔在 18 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使用这个概念了，但他们都把它

与国家观念联系在一起。20 世纪初，“一战”的惨状、魏玛共和国民主的失败

促使 C. 施密特从“政治—法律”角度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他认为，政治不

是一个特定的领域，也不隶属于其他领域，它有自己的原则和标准，即敌友的

划分或最大限度的团结或分裂，政治分歧与其他分歧的区别在于强烈的程度。

他把政治理解为贯穿人类生活的总体性，政治是无法逃避的，因为它扎根在人

类本性中，因此任何非政治的决断其实都是政治决断。I. 威瑞索瓦接下来阐释

了对完全非政治的否定是如何成为政治总体的前提的。

A  Inna Viriasova, “The Political Totalization of Carl Schmitt: Deciding on ‘the Absolutely 
Unpolitical’”， in Telos,2016, pp.8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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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的著作

（一）《古典思想的二律背反：马克思和涂尔干》（The Antinomies of 

Classical Thought: Marx and Durkheim. Routledge，2016）

作者：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这本书挑战了人们对社会学思想的两大创始人的普遍看法。作者详细地、

系统地展示了马克思和涂尔干是如何分别提出社会学唯物主义和观念论的基本

框架的。虽然最近关于马克思的解读都认为其著作的核心是异化和主体性，但

作者提出马克思后期对异化的关注，使他避免了把主体性概念化。相比之下，

作者提出这种客体主义理论只在涂尔干早期著作中出现，在其后期作品中，他

阐述了一种观念论理论，即把宗教生活当作研究世俗社会制度的分析模型。

（二）《反叛的幽灵：起义智慧与底层（民众）的哲学》（Specters of 

Revolt: On the Intellect of Insurrection and Philosophy from Below. Re-

peater Books/Random House，2016）

作者：理查德·希尔曼—奥普斯基（Richard Gilman-Opalsky），美国伊利诺

伊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1848 年，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1994 年，德里达在

思考马克思的幽灵如何在后冷战世界徘徊。在这本书中，奥普斯基认为，这个

世界弥漫着反叛的气息，其正义性和真实性受到质疑。但是近来的反叛不完全

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他提出一种理论来解释反叛的多样性，内容涉及

自主、日常生活、焦虑、经验、知识和可能性。1994 年兴起的墨西哥萨帕塔

主义是对扩张的资本权力的新型反叛，占领华尔街也在此列。奥普斯基通过考

察瓦内格姆（Raoul Vaneigem）、葛塔里（Félix Guattari）、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和杜娜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等人的批判理论来理解上

述反叛。

（三）《马克思的地狱：资本的政治理论》（Marx's Inferno: The Politi-

cal Theory of Capita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

作者：威廉姆·罗伯茨（William Clare Roberts），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助理

教授。

这本书重构了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主要论点，对它进行了全新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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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即将《资本论》当作一本政治学著作。作者梳理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

与共和主义政治思想之间的联系。作者认为，《资本论》不是对古典政治经济

学的简单批判，而是仔细考察了工人运动的动机和目标。从这个角度理解，《资

本论》是一本深刻的政治学著作。作者把《资本论》置于 19 世纪社会主义的

背景下研究，说明它是如何巧妙地以但丁的《神曲·地狱》为模型的，马克思

对于无产阶级的作用就像维吉尔：把工人的解放游击队引向了现代“社会地狱”

的秘密深处。马克思以这种方式，修正了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念，以应对资本主

义的崛起。作者进而探讨了商业的本质、劳动经验、老板和经理的权力、政治

组织的可能性，以及它们对当今世界政治生活的意义。

（四）《资本主义转型：马克思主义视角》（The Transition from Capi-

talism: Marxist Perspectives. Palgrave Macmillan，2016）

作者：赛义德·瑞内玛（Saeed Rahnema），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

这本书通过与世界不同地区的顶尖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的一系列对话，

探讨了社会主义的改革和革命策略挫败的原因。受访者围绕全球化时代社会主

义的议程，说明资本主义由于其内在矛盾，不可以长久存在，后资本主义社会

秩序将是不可避免的和可以实现的。虽然受访者之间的观点有差异，但他们都

呼吁人们参与各种社会群体，动员和组织激进的社会变革，这些群体将在超越

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五）《父权制的终结：为男性而写的激进女性主义》（The End of Pa-

triarchy: Radical Feminism for Men. Spinifex Press，2016）

作者：罗伯特·詹森（Robert Jensen），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新闻系教授。

在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之际，这本书的出版显得尤为重要，它抛出

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建立和保持一种稳定的、体面的人类社群，并且与更广

大的生活世界维持可持续性的关系？詹森的回答是女性主义和对父权制的批

判。他认为，父权制的病态理念——一部分人控制、占有另一部分人——是

当代各种危机的核心，正如史蒂夫·比达尔夫（Steve Biddulph）的评论所言：

“父权制是一个有毒的、恶臭的水池，我们都在里面游泳。除非我们觉醒，否

则永远无法逃出，呼吸新鲜空气。”因此，詹森呼吁一种激进的女性主义对抗

制度性的男性统治，拒绝男性控制女性的性和生育，终结所有统治与被统治关

系中的暴力和压迫。一个公正的社会至少需要一种激进女性主义对父权体系进

行全面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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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一看到“激进”就害怕，事实上“激进”不等于“疯狂”，其含义

是直达问题的根本，认真探究产生性别歧视的制度和社会结构。在此意义上，

“激进”的意思是“深刻”。激进女性主义在人际和商业语境下批判男性对女性

的性剥削。过去，激进女性主义者揭示性骚扰和家庭暴力是父权制下男性控制

女性的必然结果。如果要减少强奸和伴侣暴力的发生，就必须推翻父权制。激

进女性主义用同样的逻辑分析了性剥削产业（例如，卖淫、色情作品、脱衣

舞），它们都是男人为了性目的买卖女性的身体。这种“男人可以用钱购买性

愉悦”的观点是父权制的产物。

詹森认为，尽管希拉里经常说要打破玻璃天花板，而且她成为总统候选

人的确是一个里程碑，但任何主流的政客或政党关于父权制的言辞都不可信。

然而，新的可能性已经开启，女性主义的任务是实现这个可能性，解除男性对

女性的控制。在父权制这个问题上，右派和左派往往持同一立场，两者都会威

胁性别平等和自由。侵犯女性生育权的势力来自保守主义，尤其是宗教保守主

义。对女性进行性剥削的是自由主义，是世俗的人和运动。保守主义者试图让

特定身份的男性（丈夫和父亲）控制女性的身体，而自由主义者则试图通过把

出卖自己身体的女性称为“性工作者”，让尽可能多的男性共享女性的身体。

在这些方面，特朗普把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父权制的“恶”展现得淋

漓尽致。未来需要更多的进步人士参加战斗，不仅批判父权制，而且批判白人

至上主义，以及向更广的生活世界发起攻击，推翻导致生态灭绝的资本主义经

济。詹森指出，进步人士的斗争方向有以下几点：保护草根阶层的生育权利，

包括支援负担不起堕胎的女性；在主流的反强暴运动中复兴激进女性主义的分

析；挑战性产业中男性对女性的性剥削；揭露资本主义对人的自我意识和民主

精神的破坏；努力阻止美国用武力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

（六）《激进主义关键词》（Keywords for Radicals. AK Press，2016）

编者：弗里奇·凯利（Kelly Fritsch）：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女性与性别研究

所博士后；克莱尔·奥康纳（Clare O’connor）：美国南加州大学博士生；A. K. 汤

普森（A. K. Thompson）：美国福德汉姆大学社会学教师。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创造了一系列词汇描述战后美国宏

大的文化和社会变迁。与会者提出可以用什么词汇来描述当前的社会变迁呢？

言辞如何塑造政治形象或激进左派呢？这本书汇集了许多学者的见解，列出了

塑造美国政治图景的关键词，它认为语言既是武器，也是斗争的场所，可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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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我们的社会和物质现实。“民主”、“占领”、“种族”、“主权”、“爱”这些词

都应该被赋予抗争的含义。它从当前的激进语境出发，探讨了每个术语在用法

上的变化，并与特定的历史发展轨迹结合起来，揭示语言的力量及其背后隐藏

的社会冲突。正如齐泽克的评语所言，“这本书为每个希望参与激进政治的人

提供了详细的认知地图”。它把关键词变成强大的武器送到革命者手中，展现

了一个新的领域。

（七）《历史和教育：参与全球阶级斗争》（History and Education: En-

gaging the Global Class War. Peter Lang Inc，2016）

作者：卡瑞·马洛特（Curry Stephenson Malott），美国西切斯特大学副

教授。

该书记述了全球阶级斗争的历史：从美国到苏联、从中国到朝鲜，以便为

共产主义的教育学作出贡献。共产主义教学的核心是争取美国土著人的自主权

和受压迫国家的自决权，强调夺取国家权力的重要性，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

资产阶级社会转变成社会主义关系和共产主义社会，保障种族、民族和语言少

数民族的自决权。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资本循环观念、社会主义国家观念、

种族与教育的政治学，反思了纯粹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的白

人沙文主义，纠正了左翼的主流观念，尤其是教育领域的左翼。

（八）《教育的批判转向：从马克思主义批判到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

义再到种族的批判理论》（The Critical Turn in Education: From Marxist 

Critique to Poststructuralist Feminism to Critical Theories of Race. Rout-

ledge，2016）

作者：艾萨克·戈特斯曼（Isaac Gottesman），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副教授。

该书详细记述了教育领域的左派的思想轨迹，追踪了从马克思主义到女

性主义再到批判的种族理论的教育学批判转向，它分析了人们必须摆脱过去包

袱的原因，但是除了坚持社会正义之外，没有进一步提出未来的清晰道路。

四、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国家体制问题

随着 21 世纪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的持续影响和政治不稳定因素的持续

增强，美国的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对于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

国家体制等问题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入。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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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构想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模式。

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教授保罗·柏克特（Paul Burkett）在《社会主义

与民主》2016 年第 2 期发表《论生态革命的审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预警

原则》A 一文，该文指出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座着火的房子，世界经济不断受

到不稳定的投机泡沫、金融市场短期逐利行为和生产活动长期停滞的冲击。公

司资本和超级富豪积累起越来越多的财富，而大多数工人却找不到体面的工

作。生产系统消耗着大量不可再生能源，人与其他物种的共生关系被破坏。同

样，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对任何改革计划都保持警觉，更不用说根本的制度变

革了。目前社会盛行这样一种想法：资本主义是一座着火的房子，但放弃它另

建一座新房子似乎是幼稚的、不明智的，只有接受资本对地球的持续掠夺才是

成熟的。即使在工人运动内部，也时常出现“资本主义没有门窗，我们无处可

逃”的论调。那些可行的改革和它们对人类发展的吸引力也萎缩成经济活动，

它们的自然和文化环境变得更加金融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柏克特通过马克思

的异化理论、共产主义、正义工具论，以及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法的预警原则来

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危机。

自由主义是一个大范畴，包括政治观念、经济观念，甚至宗教观念。资

深民权活动家伊丽莎白·马丁内斯（Elizabeth Martinez）等人认为，美国的政

治自由主义是防止社会冲突。它的结果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B 对于穷人和

工人阶级而言，它比保守主义或右翼更进步。但经济自由主义跟保守主义差别

不大。传统的自由主义是亚当·斯密创立的，主张自由贸易、自由竞争、自由

获取利润，“自由”意味着不受控制。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发生大萧条，凯

恩斯颠覆了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好政策的观念。他认为，在本质上，充分

就业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是必要的，政策和中央银行必然干预经济，以增加

就业。这一观念极大地影响了罗斯福的新政，此后政府应该增进公共福祉的观

念深入人心。但是过去 25 年的资本主义危机使企业精英把目光转向自由主义，

并与经济全球化大潮结合，新自由主义由此产生。其特点是：（1）市场规则。

把企业从任何束缚中解放出来，不管它会造成多大的社会破坏。进一步开放国

A  Paul Burkett:“On Eco-Revolutionary Prudence: Capitalism, Communism, and the Precau-
tionary Principle”， in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2016（2）， pp.73-96.

B  参见 Elizabeth Martinez and Arnoldo Garcia:“What is Neoliberalism?” http://www.corp-
watch.org/article.php?id=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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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贸易和投资。解散工会、降低工资、收回工人多年争取的权利。没有价格控

制。也就是说，资本、商品和服务完全自由流动。为了说服大众，他们提出

“不受管制的市场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好方法，将使每个人获益”。新自由主义

如同里根的“供给侧”（supply-side）和“下渗”（trickle-down）经济，但是不

会“下渗”太多。（2）消减教育和医疗等社会服务的公共预算。以削弱政府角

色的名义减少针对穷人的安全网，甚至减少公路、桥梁和饮水维护的费用。当

然，他们不会反对政府的商业津贴和税收优惠。（3）放宽管制。减少可能降低

利润的政府管制，包括环境保护和施工安全。（4）全盘私有化。把国有企业、

商品和服务卖给私人投资者，包括银行、基础工业、铁路、收费公路、电力、

学校、医院，甚至淡水。虽然他们名义上宣称私有化更有效率，但最终的结果

是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让公众为他们的需要埋单。（5）消灭“公益”或“社

群”观念，用“个体责任”取而代之。责备穷人缺少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险是

咎由自取，穷是懒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已经被财大气粗的金融机构利用了，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它已经在拉美肆虐，墨西哥的

工资收入下降 40%—50%，2 万多家中小企业破产，1000 多家国有企业被私有

化。有人称“新自由主义即拉美的新殖民主义”。

美国丹佛大学教授乔治·F. 德马丁诺（George F. DeMartino）在《重思马

克思主义》2016 年第 1 期发表《经济学家的诅咒：论经济行为者、经济理论、

多元主义和经济衍生伤害》A 一文。它首先讨论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家长情结，

他们相信自己的经验是别人下决定的可靠依据。德马丁诺提出了医学伦理学的

例子，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医生像经济学家那样是家长式的，但病人在医疗过

程中受侵害的事件屡屡发生，其后医生的“家长”地位受到挑战。在规范医生

与病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医学伦理逐步建立了四项原则：慈善、无害、病人自

主和正义。同理，经济学家作为现代经济的诊疗师，也应该走下神坛，告知公

众真实的经济状况和解决措施的可能风险；其次，德马丁诺提出把伦理学与经

济学结合起来的做法是危险的，因为当经济学家提出一种“纯粹”理论时，伦

理学是否也要介入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两者的嫁接就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专业的经济伦理学可以通过自恰的伦理逻辑，巩固经济学家的权威地位，

A  George F. DeMartino:“The Economist’s Oath: On Economic Agency, Economic Theory, 
Pluralism, and Econogenic Harm”， in Rethinking Marxism, 2016（1）， pp.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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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受外界批判。但对经济学保持伦理方面的警觉是有好处的；再次，德马丁诺

支持把多元主义纳入经济学，单一的方案会导致严重后果；最后，他探讨了

“经济衍生伤害”A（econogenic harm）的复杂性。这种伤害令人担忧，是因为：

（1）它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及他们的社群可能会同时遭受多种方式的伤害，包

括身体的、心理的、经济的、社会的和道德的伤害，甚至是自主权被侵犯。不

同的伤害都有多种构成因素。（2）它是混合的。一种伤害与其他多种伤害是相

伴生的，尤其是在经济语境下，例如失业不仅是收入的损失，还会损害健康、

自信、尊严和参政能力，引发不安全感和恐惧感。新古典经济学可以借助福利

措施弥补物质上的损失，但是无法解决经济之外的伤害。因此，德马丁诺认为

任何形式的“道德几何学”（如福利最大化）都是不恰当的，它们有把伦理问

题简单化之嫌。经济学家应该重视他们有意或无意引发的伤害，区分哪些伤害

是（不）可以接受的、（不）可以修复的、（不）可以避免的，以及如何补偿，

然后把这些情况如实告知目标群体，让他们自己决定该承受哪些伤害。德马丁

诺把上述做法当作深层经济民主的道德律令。《重思马克思主义》在同一期推

出专栏，众位学者针对德马丁诺的文章进行回应。

纽约城市大学法律系主任卡门·胡尔塔斯—诺布尔（Carmen Huertas-

Noble）在《实务法律评论》2016 年第 2 期发表《工人所有和工会所有的合作社：

纠正收入不平等的两个方法》B 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设想了一种工人所有

和工会所有的合作社。它们是民主管理和所有权共享的，它们可以纠正严重的

收入不平等和糟糕的工作环境，合作经济体现了民主的实质：自我决定和自我

管理。事实上，收入不平等不仅仅指工资差距，还包括一个人的收入对其生活

状况的影响。收入不平等导致食物短缺、居住条件恶劣、教育机会减少、看不

起病，更不用提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了。这种合作社是否能够存活下来？工人所

有的合作社已经存在多年，诺布尔举出两个成功案件：蒙德拉贡和家庭护理合

作协会，它们很好地结合了资本化策略、合作式的生态系统、各种战略联盟，

使合作经济可持续发展。现在的问题是把这种形式普及开来。左派机构应该在

国内和国际层面支持合作经济，市政府也应该给予资助合作社政策支持。

纽约大学的梅利莎·费舍尔（Melissa S. Fisher）在《全球化》杂志 2016

A  “经济衍生伤害”，是德马丁诺自创的概念，指经济学家好心办坏事引起的伤害。

B  Carmen Huertas-Noble:“Worker-owned and Unionized Worker-owned Cooperatives: Two 
Tools to Address Income Inequality”， in Clinical Law Review,2016（2）， pp.32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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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6 期上发表《构建未来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备选方案：女人亲自建立企业家

的领导力》A 一文。“女人亲自建立企业家的领导力”（WHEELS）这个组织成

立于 2013 年，是应对经济衰退对有色人种女性的冲击而设立的。它创办了女

性所有、集体运营的汽车修理店和可以互换汽车配件和服务的社区型二手市

场。WHEELS 为女性提供了学习汽车修理技术和商业头脑的途径，并使她们

了解资本主义制度和获得财富的不同方式。费舍认为，WHEELS 是一种新型

的女性主义经济正义，它是范围更大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这个运动既有传

统的民权和女权议题（如针对女性的性暴力、收入平等），也有近年备受关注

的 LGTBQ 权利、债务和大规模监禁问题。WHEELS 是在当前新自由主义盛

行的情况下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废除了经济安全网、建立监狱式国家，这些做

法增加了女性（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的负担。在这种经济气候下，在草根阶

层的失业或难以维持生计的女性中产生了一种行动主义。此外，美国黑人女性

在长期的殖民地和奴隶制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生存策略。WHEELS 的核心理

念是亲自动手集体致富。传统的经济策略不完全适用于低收入社区，大部分人

仍然贫困。相反，WHEELS 主张经济发展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即“团结经济”

（solidarity economics），它在占领华尔街之后发展壮大。它就像一个大家庭，

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所有交易都是公开的，它对所有女性开放，不管其种族、

阶级、性向如何。

五、民主模式问题

当前关于民主的热点问题是：直接民主就是真正的民主吗？代议制民主是

一个悖论吗？暴乱和社会运动与民主的理论和实践有什么关系？

纽约城市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阿斯图普洛斯（John Asimakopolos）在《巴

西政治经济学》杂志 2016 年第 2 期发表《大型社区中实行直接民主的激进提

议》B 一文，他提出只有与日常生活的经验结合，直接民主才能成为现实。通

过对现有政府体系的改造，实现一种类似于乌托邦的社会是可能的。第一个提

A  Melissa S. Fisher:“Building Alternative Feminist Economic Futures: WHEELS”， in Glo-
balizations, pp.1-4.

B  John Asimakopoulos:“A Radical Proposal for Direct Democracy in Large Societies”， in 
Brazi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6（2）， pp.430-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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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建立在“任何制度下的所有选举体系在本质上都是骗人的”。然而，只有直

接民主才可以实现本质上的平等。因此，应该效仿国家提名原则，公民进行网

络投票选举立法和司法部门成员。

代议制民主使那些掌握生产资料的人控制政治过程。结果，绝大部分公

共政策都把财团的利益置于社区和环境等公益之上。在直接代表的政治体制

中，财团的优势会被明显削弱但不会消失。那么问题来了：直接民主是什么？

它如何在当代人口众多的社会中运转？谁是它的反对者？为什么代议制民主是

虚假的？

直接民主是每个公民代表自己，直接就社群面临的问题投票。这与所有

形式的代议制民主相对立，后者是公民投票选举最能代表自己利益的议员，这

些议员在投票前不必征求每个选民的意见。现代的直接民主与包括无政府主义

在内的自由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自由社会主义就建立在直接民主的理念之

上。由此可以推断，无政府主义不意味着混乱，而是无权威。这种社会比当前

的社会更有序，但它以集体的直接统治为基础。还要纠正一个误解：无政府意

味着没有管理机构，事实上，行政“官僚”仍然存在，只不过由统治者变成民

众意志的执行者。

无政府主义只是自由社会主义的一个分支，它还包括无政府共产主义、

无政府马克思主义、工团主义、参与式经济学、互惠主义等。一位支持直接民

主的自由社会主义者认为，所有的政府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这个观点

同样适用于代议制民主，因为两者都是精英主导的，而不是为工人阶级服务

的。不可否认，这种民主比绝对的独裁更有利于工人阶级，但这个“利”跟精

英的利益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资产阶级经常利用代议制民主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缺乏直接民主的体制

中，众议院代表了精英的利益。那些掌握社会资源的人希望通过选举改造政治

结构，而这在直接民主中是不会发生的。美国的国父们不信任直接民主，因为

他们害怕那些没有土地的“乌合之众”会利用民主剥夺他们的财富。这就是罗

伯特·莫里斯和汉密尔顿支持独立战争的原因，他们希望把美国从邦联变成

“有钱人”控制的联邦，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发展商业和工业。如果民

主损害了精英的利益，最高法院就会出面叫停。如果法院无法阻止，就会出动

军队。如此说来，美国的国父是一群地产寡头。直到今天，美国政治体制的腐

败仍然是合法律的。例如，最高法院允许公司作为一个法人，无限制地投资政



146

治过程。但是公司不是真正的人，它们的背后隐藏着真正的人，这些人可以为

了自己的利益投票、捐款。最高法院实际上默许经济精英（常常是匿名的）干

扰政治结果，他们利用这种方式规避了“一人一票”原则。这种民主在本质上

与法西斯主义无异。

许多左派人士幻想的小规模自治经济是不现实的，例如原始无政府主义

者希望回到自给自足的年代，但这会饿死很多人，因为他们不具备种植或养殖

的技术。此外，小规模经济无法满足现代人的生活标准。那么，直接民主在人

口众多的社会如何可能？他提出：（1）使全球资源平等且可持续。（2）区分管

理机构与国家政府。管理机构聘用专业人士执行公意。那么，如何防止专家利

用知识操控权力呢？面对这个问题，阿斯图普洛斯把 M. 韦伯的“笼子”搬了

出来。（3）教育是民主的基础。

阿斯图普洛斯还认为，协商民主解决不了权力问题，在权力面前所有道

德说教都是无力的。对此，他提出了一个极端的做法：进行强迫投票，强制人

们参与政治。因为如果人们不投票，那么腐败就会大行其道。美国没有强制

投票，精英反而说“不投票是一种民主权利”，民众投票的人数越少他们越得

益，他们懂得参与的价值，但是可怜的民众不懂。直接民主的另一项要求是削

弱政党。政党代表了某个亚群体来对抗整体。即使左派内部也有许多党派，每

个都宣称自己是真正的工人党。党要有领导人，一旦某人成为党魁，那么这个

党将面临与代议制民主相同的问题——党魁或代表成为自私的寡头。政党在本

质上是非民主的。那么如何实现直接民主呢？阿斯图普洛斯又回到传统的斗争

方式上，例如，罢工、占领、破坏资产阶级的财物、游行、暴力抵抗警察的干

预等。

六、左翼论坛：在反叛与革命中整合力量

2016 年 5 月 20 日，一年一度的左翼论坛在纽约城市大学的约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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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群体代表、左

翼刊物编辑等在一周时间里，可选择参加大约 400 场专题讨论、工作坊、艺术

活动等。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愤怒、反叛、革命：整合我们的力量”，这个主

题体现了整合进步势力、革命阵营、知识分子和公共生活中的个体的愿望和势

头。今年的热门话题包括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2016 年美国总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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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和对未来的构想。大会发言者包括美国政治活动家美狄亚·本杰明（Medea 

Benjamin），美国新闻记者、活动家、作家、长老会牧师克里斯·赫吉斯（Chris 

Hedges），美国社会主义政治家、活动家、“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组织成员莎

玛·沙旺特（Kshama Sawant），美国医生、活动家、政治家吉尔·施泰因（Jill 

Stein），美国广播记者、专栏作家、调查记者艾米·古德曼（Amy Goodman）

和著名的心理分析哲学家、文化评论家、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斯拉沃

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

当今的左派越来越有底气地批判资本主义及其产生的妥协的日常生活。

从占领华尔街到“黑人的命也是命”，再到争取 15 美元；从环境正义到性别自

由、反对大规模监禁，再到对伯尼（Bernie）（他因衣服上印有社会主义标签

而受审查）的全国范围的支持，可以看出左派的批判力量不断壮大。激进的社

会变革的支持者比比皆是。可以从街道、办公室、校园、工厂、商店中感受到

人们旧体制的抵制和愤怒越来越强烈。然而应该警惕这种愤怒，因为它容易导

致右翼民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以及美国和遍布世界的枪支暴力。

在无情的、暴力的系统中，反叛正在发生。当人们生活在一个不人道、

充满冲突的社会中时，反叛是不可避免的。同样地，反叛既是左翼养料，也是

右翼的催化剂，它既能产生“无知的”民粹主义，也能产生积极的变革，如争

取更高的工资。未来取决于人们今天的所思所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民众应该

如何表达自己对当前社会不满，是理论批判，还是选举代言人，抑或直接发起

暴动。在分组讨论中，与会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左派确信自己比资本

主义做得更好，至少不会像后者那样对民众施加国家暴力和无休止的欺骗。他

们拒绝腐蚀政治的财团统治，它导致了经济不景气、失业和紧缩。全世界的民

众都厌恶当前财群体制的不平等：它歧视并压迫着大量人口，并且破坏环境。

他们意识到还有更好的选择。这届左翼论坛的目的就是构想这些替代方案，并

凝聚力量使之成为现实。不可否认，这项计划任重而道远。本次论坛的热点专

题包括：

（一）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

与会者首先提出，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最仇视女性的总统，特朗普主义

引起了左派的全面抵制，涉及种族、经济、对外政策、环境等各个领域。特朗

普当选表明男性至上主义在今天仍然有大批信徒，他们认为，男人天生是女人

的统治者，甚至部分女性在潜意识中也持这种观点，所以她们对特朗普的粗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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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行抱宽容态度。女性的地位发生了改变，但是正如历史学家朱迪斯·贝内特

指出的，女性地位的改变并没有转变女性作为一个整体与男性的关系，社会仍

然是“父权的”，只有具有权势的男人可以享有完全的人性，毫无限制地挖掘

他们的潜力。权力越少，发展的机会越少，有些没有权力的男性甚至比某些女

性的地位还要低，因为性别并非不平等的唯一坐标。但在这种权力体系下，女

性整体上是没有完整的、不受损害的人性的。

与会者从传统民主党、女性民主等角度探讨了桑德斯的出现对他们的影

响。伯尼·桑德斯成为总统候选人是美国政治的一个里程碑，因为他是社会主

义者，并且获得比较高的支持率，他把激进概念纳入到总统大选的政治辩论

中。截至 2016 年 5 月 8 日，桑德斯收到的小额捐款高达 1.8 亿美元，在初选

中赢得 19 个州，得到 93 万选民的支持。但是桑德斯过去没有在民主党内培植

自己的力量，他在 1979 年成为无党派人士之前是佛蒙特州 A 一个成功的进步

党——自由联盟党——的主席。1979 年以后，桑德斯一直是无党派人士，直

到 2015 年才加入民主党。

与会者认为，桑德斯如果没有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有两个原因：1. 与希

拉里相比，他没有与非裔美国人的政治领袖和社群建立联系；2. 控制主要政党

的工业巨头创造的超级代表系统不利于桑德斯。更加激进的候选人乔治·麦戈

文在 1972 年的挫败，以及 1980 年吉米·卡特在大选中被里根击败的悲剧令许

多民主党人认为，过于“普遍化”的提名制度并不利于民主党在大选的最终胜

利，民主党的亨特委员会于 1982 年建立了超级代表系统，由党内精英组成，

在提名过程中理论上不需要遵从初选结果，可以自行进行投票，防止进步党的

总统候选人获胜，保持民主党政策的稳定性。

与会者对比了美国与全球 22 个国家 B 在选举或政治系统上的差别：第

一，国家立法机构中的党派。美国国会中只有两个党，其他 22 个国家平均有

12 个；第二，左翼政党在立法机构中的年限。美国国会中没有左翼政党，其

A  佛蒙特州还有一个社会主义党——佛蒙特进步党，在佛蒙特议会中有 9 个席位，其

中 10% 是参议院席位。

B  22 个国家涵盖非洲、亚洲、南美洲、欧洲、大洋洲。非洲：纳米比亚、安哥拉、加

纳、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南非、阿尔及利亚；亚洲：日

本、印度、也门；南美洲：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欧洲：冰岛、丹麦、德国、英

国、意大利、瑞士；大洋洲：澳大利亚。



149

他 22 个国家的立法机构都有左翼，最久的存在了 84 年；第三，立法选举中

政党调用的公共经费。18 个西欧国家为政党在议会中的选举提供公共经费，

美国分文没有；第四，选举系统的多样性。美国国会中只有两个党，并且经

常关注候选人而忽略了政党，其他 22 个国家有多样的选举系统，并且更加关

注政党。11 个国家使用“政党比例列表”（Proportional Party List，简称 PPL）

系统，根据政党的投票比例决定候选人的胜负。4 个国家采用“混合成员比

例”（mixed-member proportional），大部分候选人通过 PPL 选举，个别候选人

通过特殊方法选举，例如，特定区域的候选人或者独立候选人。两个国家借

鉴了余额投票法，根据每个政党的投票量决定空余席位的分配。这种方法可

以使那些临近阈值的小政党获得议会席位。7 个国家采用“多数候选人选择”

（majority candidate selection），这种方式通常与其他形式并用，如果有必要也

可以在最后一轮投票中使用；第五，周末投票。22 个国家中超过一半把投票

日放在周末，而美国是星期二；第六，免费而平等的媒体报道。22 个国家中

有 82% 要求对各政党的候选人提供免费的媒体资源，86% 要求对候选人提供

平等的报道，美国没有这样的法令；第七，选民参与。22 个国家选民的参与

率是 68%，美国只有 54%；第八，控制全球变暖的政策。22 个国家加入了《京

都议定书》，美国没有；第九，海外军事基地。22 个国家中只有 3 个有海外军

事基地，总共 12 个基地，美国则有 606 个军事基地；第十，带薪产假。22 个

国家平均有 15 周带薪产假，美国只有 12 周（包括假期的）带薪产假或 12 周

无薪产假，并且 40% 的雇佣者没有选择的余地；第十一，女性候选人的配额。

22 个国家中 90% 规定了议会选举或（和）地方选举的性别配额，美国没有这

项规定。美国国会中 19% 的议员是女性，22 个国家的平均比例是 26% ；第

十二，全民保健医疗。22 个国家中 59% 有全民保健医疗，在美国出台新的平

价医疗法案的情况下，仍有 3500 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障；第十三，工会的密

度。美国仅有 11% 的工人是工会成员，其他 22 个国家是 31% ；第十四，普

通大学的学费。美国普通大学的学费是 13856 美元，占美国平均年薪的 51%，

其他 22 个国家中有 16 个国家的大学学费大约是 1642 美元，仅占人均年收入

的 13% ；第十五，监禁率。在美国，每 10 万人中有 716 人被监禁，比其余

22 个国家的平均率高 6 倍。

总而言之，美国的政治系统需要很大的改进，尤其在民主方面。美国需

要赋予党派更广泛的代表权，把左派政党纳入决策中，给予各政党免费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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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为它们提供公共资助，用多党制取代两党制。

此外，与会者特别提到年轻人参与政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正如柏拉图

所言：“拒绝参与政治的惩罚之一，就是被糟糕的人统治。”美国民众可以通

过政治参与决定美国的命运。移民、边境控制、枪支暴力和反恐战争对年轻

人和有色群体都有实际的影响。在“千禧之子崛起”的分会场，与会者探讨

了年轻人如何通过选举总统等政治参与影响政治议题。2016 年的总统竞选

活动使美国人的政治立场呈现两极化。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92% 的共

和党人比民主党的中间派更保守，94% 的民主党人比共和党的中间派更自

由。然而十年前，这个比率分别是 70% 和 68%。种族和宗教的少数派常常

感到威胁，尽管他们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事实上，到 2020 年，大部

分 8 岁以下的儿童都会成为少数派。政治立场进一步破坏了美国人的共存感

和对多元文化、多元信仰的宽容。2015 年，在国外出生的人口高达 450 万人，

82% 不是白人。尽管数目庞大，少数族裔的移民家庭仍然被视为异类。年轻

人有力量改变这一切，然而他们的政治参与度并不高。2008 年，一半以上的

年轻选民没有投票，2016 年参与投票的人数则更少。事实上，总统候选人及

其理念对年轻人有切身的影响，例如，教育费用和生育医疗等问题。如果不

投票，就把这些重大事项的决定权交到了别人手中。与会者认为自己有义务

宣讲和动员年轻人去投票，左翼论坛也欢迎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值得欣慰的

是，2016 年 2 月，年轻的绿党以压倒性的多数支持把美国的绿党变成一个反

资本主义政党。与会学者认为，下一步的任务是建设一个具有政治连续性和

推动社会变化的组织能力的左派，并且为年轻人在运动中彼此沟通和代际交

流提供专门空间。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独立媒体的崛起：进步左翼的观点”、

“把握黑人自由运动：全球的革命术语”、“黑人劳工和资本主义的命运”、“过

去和现在的黑人工人革命联盟：种族、阶级和革命”、“回击：来自前线——罪

犯的家人为正义而斗争”、“无产阶级仍然是革命阶级”、“现在为了未来：组织

年轻人成为独立左翼的政治力量”、“国际工人阶级：组织与斗争”、“反对希拉

里的社团议程的年轻女性”。

（二）选举舞弊与民主的真精神

美国政治分会场的学者批判了美国的选举计票制度，他们认为虽然选民

有投票权，但是目前的选举过程不是公开的，公司仍然从中操纵，掌握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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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称之为“公司极权主义”。主流和左翼媒体都忽略了由于电脑投票机的

黑客行为和秘密的党派计数，可能会出现投票反转。美国的投票计数仍然是秘

密进行的，这就为大规模的欺骗和作假打开了方便之门。所有的投票计数设备

都是由某些持有右翼立场的公司生产和调试的。有明显的司法证据表明，投票

计数偏向右派，许多选择结果都被篡改了。极右翼政客斯考特·沃克（Scott 

Walker）2014 年当选威斯康星州州长就是一例，还有俄亥俄州的选举舞弊案。

这种行径剥夺了毫不知情的民众的公民权，暗地里破坏美国的民主精神。与会

者认为，如果能够保持选举的公正，那么就可以推翻交易式的权力结构，实现

真正的民主。

受公司利益操控的美国两党政治使国会出台的政策越来越不利于经济公

平和民主实践。美国总统继续在失败的对外军事战略上浪费资源，但很少向国

会或人民负责。这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议会多党制形成鲜明对比。左派在其

他国家的议会中是一个重要的党派。最近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的

纪录片展现了左派在多党制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它们在经济平等、公共政策

和对外军事干预方面都有影响力。来自南美、中东和美国的与会者根据这一影

片讨论了政党的公共财政、行政问责、选举、性别政策、立法决策、投票登记

和出席、相关的草根组织、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机会和障碍等，并且联系了美国

的现状及左派的发展史。

“文化和日常生活”分会场讨论了伊恩·拉斯金（Ian Ruskin）的戏剧《重

新创世——托马斯·潘恩的一生》，他们认为潘恩是有远见的，因为他比其他

建国者更清楚地了解民主和独立。潘恩批判其他建国者用财富来分配投票权，

呼吁废除奴隶制和全民投票。他的“人权”概念诠释了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他

描述了男女平等的“人权”和“农业正义”的益处。他在民主、平等、养老金、

福利、教育、道德、生活方面的思想遗产被写入了《联合国宪章》。因此，他

值得今天的学者进一步研究。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罗莎·卢森堡：改革还是革命？”、“电

脑投票作弊：右翼的诡计以及如何阻止它”、“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所有事物

的私有化——如何赢回人民的”、“重新思考特权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民

众如何表达：理论、代表与暴动”、“共产主义转向：布克钦和邦联直接民主的

探索”、“新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时代的民主斗争”、“运行中民主：组织本

地的直接行动”、“如何更好地宣传我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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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恐战争的阴谋

“中东问题”分会场的与会者提出，大多数美国人（包括许多左翼人士）

都相信媒体和政府关于基地组织、伊希斯和全球反恐战争的说辞。这个小组提

出证据表明，恐怖组织是少数国家故意策划的，他们分析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

国的建立和武装迁徙，说明这些恐怖组织都是由其他国家培训和资助的。反恐

战争的全球打击行动使美国处于永久战备状态，巩固了美国本土的安全。但是

当基地组织不再构成威胁时，又炮制了“伊斯兰国”（ISIS），一个新的邪恶化

身，美国一再制造对立面的目的是延续民众对穆斯林的恐惧，继续出兵干涉中

东内政，以谋取经济和军事利益。

“9·11”事件之后，美国右翼新保守派打着保护美国人免受伊斯兰圣战

分子的伤害的幌子，发动了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这种全球性的打击的确

在短期内保证了美国的安全，然而当基地组织式微时，一个新的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ISIS）——出现了。美国新闻很少报道，ISIS 完全是由美国、北约、

以色列、土耳其和沙特部队创造和控制的。公开这条新闻会被斥责为挑起恐惧

和事端。事实上，ISIS 是美国操纵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地政局的突击队和雇佣兵，

并使法国等立场摇摆的国家“安分守己”。左翼人士质疑了大众媒体和政府大

肆宣传的观点，揭露“恐怖主义”组织背后的真正力量。格里·科尔曼（Gearóid 

Ó Colmáin）用“武装移民”（weaponized migration）来分析美国如何让欧洲服

从。吉姆·菲尔兹（Jim Fetzer）说明了左翼人士是如何获知 ISIS 纯属“美国

制造”。告密者迈克尔·斯伯雷曼（Michael Springmann）提供了一份内部资料：

中情局在美国驻吉达领事馆秘密发放签证，以便在美国本土训练执行“9·11”

和其他活动的恐怖分子。

很多质疑官方说法的人都是左翼，他们更关注法律和政治事实，而不是

意识形态的立场。然而，许多左派都回避讨论或考察布什、切尼、拉姆斯菲尔

德关于“9·11”的说法背后的含义。左翼领导层认为探究“9·11”偏离了“实

际工作”。鉴于“9·11”之后一切都变了，“实际工作”应该是通过接受官方

的虚假陈述，赋予公司、政府、军队和情报机关前所未有的权力。然而，官方

关于“9·11”的说法是荒谬的：19 个阿拉伯人拿着美工刀躲在阿富汗的洞穴里，

在一个人的指挥下胜过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然而，左翼过去完全赞同布什

的新保守主义政府的说辞。结果，穆斯林被推定为恐怖分子，受到猛烈攻击。

左翼一贯是种族主义的敌人，现在却在一种新麦卡锡主义的氛围中沉默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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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没有提出官方说法的漏洞，使伊斯兰恐惧症泛滥。

许多激进分子冒着危险公开反对穆斯林策划“9·11”的观点，他们认为，

穆斯林恐惧症导致民权破坏、错误的控告和审判、无辜的人在反恐战争中死

去，欧洲难民危机就是恶果之一。越来越多的左翼人士认为，发掘“9·11”

真相的前提是结束恐怖主义战争、削弱“伊斯兰恐惧症”、恢复民权、缩减

五角大楼庞大的预算。借助科学事实，专家们提出左翼如何揭露官方的谎

言。这将是抵抗损害公民自由的谎言的有力形式。在提问环节，听众试图推

进左翼关于“9·11”的理解，并呼吁把跨党派的“9·11”行动主义纳入左

翼议程。

联邦调查局（FBI）的“反情报计划”现在对准了各种活跃分子，许多普

通穆斯林被指控为“恐怖分子”。他们往往被判长期徒刑，许多甚至被关押在

特别的“通讯管理牢房”（狱中狱，也被称为“小关塔那摩”）。告密者是这些

圈套的关键，FBI 有超过一万名员工，他们或者打入群体内部，或者帮助那些

有签证、财务问题或身体残疾的人。因为缺少相应的资源和“9·11”之后的

伊斯兰恐惧症，阿拉伯人首先被践踏宪法权利。与会者揭露了他们的诱捕行

径，并讨论了左翼帮助穆斯林社群的方法。哈里发—迪恩·沙基尔（Taalib—

din Shakir）是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非洲裔年轻人，他讲述了自己如何被新泽

西州警察诱捕的经历。

“二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北约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欧洲策划了“短

剑计划”（Operation Gladio），对左派政治势力展开秘密战争。冷战后，特种部

队释放了炸弹客、谋杀者和“该死的”左翼分子。这些黑色行动延续到今天，

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短剑”。“9·11”之后，他们把矛头对准穆斯林。它们实

施秘密打击，然后归咎于替罪羊，这种被称为“假标志行动”（False Flags）的

恐怖主义完成了影子政府的许多目标。在煽动伊斯兰恐惧症的同时，假标志行

动强迫不知情的公众支持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新麦卡锡主义的支持下，

假标志行动威胁激进人士的批判性调查不得越过“适度异议”的界线。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全球穆斯林、本土穆斯林：应对当前

危机”、“伊斯兰国家：责任与响应”、“美国的世界统治权如何威胁世界和平”。

（四）帝国主义势力抬头

2016 年，地中海东部和中东地区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而出现严重的难民危

机。2015 年 4 月，爆发了引起国际关注的欧洲难民危机，随后难民数字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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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这次危机的主因是叙利亚战争和中东地区的不稳定。与会者深入探讨了

这场危机的根源，以及欧洲国家令人不安的排外政策和反移民政治。中东问题

分会场从希腊共产党的角度分析了冲突的原因，战争牵扯的社会和国家力量，

以及这一地区的和平和正义前景。专家讨论了美国、欧盟、俄罗斯在这一地区

的竞争，它们都想垄断市场、自然资源和交通线路，以增加利润。他们还讨论

了以色列政府的作用，以及如何从以阶级为基础的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角度解

决这些冲突。

与会学者还分析了帝国主义和国家主权的关系，以及在不同情况下如何

处理两者的冲突、如何有效地捍卫世界和平等问题。他们批评美国的对外政

策，指出美国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主权国家。它对伊拉克和乌克兰“政权

更替”的干预违反了国际法原则，也违反了美国宪法：只有人民可以自决其内

政。美国在其他国家的领土上绑架了其国民并且把他们“引渡”到秘密监狱，

甚至侵犯了法国的主权，惩罚了违反制裁伊朗政策的法国银行，好像法国在这

次案件中不是合法的仲裁者。此外，北约东扩和在俄罗斯边境驻扎重型武器越

过了俄罗斯的“红线”。结果，美国的做法严重威胁了世界和平，由于叙利亚

“政权更替”失败，美国陷入了绝境。但是，在美国一系列的行径中很少出现

和平运动。

与会者认为人们的抵抗将是很有效果的。美国把卡斯特罗和古巴妖魔化

的企图没有得逞，是因为进步力量的集体抵制。美国侵略委内瑞拉也面临同样

的抵抗。拉美问题小组提供了现在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的

第一手资料，它消除了人们对玻利瓦尔共和国的误解，并放在美国左派的语境

下说明它的重要性。马杜罗自从 2013 年当政以来，他领导的政府已经成了“政

变”的众矢之的，并且经受持续的经济和媒体危机，以及石油价格的崩溃。这

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玻利瓦尔革命在 2015 年 12 月选举中的挫败。与会者探讨

了这个现象，以及查韦斯运动如何在 12 月大选之前赢得了经济战。玻利瓦尔

革命的成就是赋予草根阶层权利，实施社会扶贫计划和加强国际合作。右翼精

英试图终结玻利瓦尔革命的进程，从而建立一个新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政

权。与会者提到，美国的委内瑞拉团结运动已经与拉美团结和反战运动一起对

抗奥巴马政府试图颠覆拉美进步政权的企图。

在中东问题上，进步力量也必须联合起来揭露和抵制美国的阴谋。中东

战地记者弗兰克·罗马诺指出，有些和平组织的成员具有不同的信仰、种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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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他们在美国一起工作，但是他们不需要前往中东。很少有人会遭遇战争

地带的恐怖，然而这种恐怖确切伴随着另一群人的一生。因此，他呼吁更多来

自草根阶层的人加入他，把真实的中东局势呈现出来。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人道主义危

机：组织我们的力量”、“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印度的工人阶级运动”、“到群众

中去：共产国际第三次会议议程”、“委内瑞拉：希望而不是威胁”、“玻利瓦尔

的委内瑞拉与政权更迭：发生了什么以及我们能够做什么”、“以色列和巴勒斯

坦和平行动”、“帝国主义的冲突：地中海东部和中东的战争与难民。欧盟和北

约的危险作用”、“右翼抬头：新法西斯主义和美国、欧洲的极右派政治”、“欧

洲难民危机：一个人为的灾难”、“难民战争”。

（五）裁军和核危机

在“在日益危险的世界中，核裁军迫在眉睫”分会场，参与讨论的学

者来自长期参与和平和裁军运动的学者和活动家。他们认为，我们生活在一

个快速变化、充满争议、复杂难解、充斥着危险的地缘政治斗争和争夺权力

与影响力的军事对抗。几乎每个月，甚至每周都可以看到美国和俄罗斯的政

治与军事关系进一步紧张的征兆，特别是在叙利亚和乌克兰；在南海和朝鲜

问题上，美国和中国也时有冲突。上述国家拥有超过 1.5 万件核武器，任何

冲突都可能引发核战争。南亚仍然是潜在的核引爆点，尤其是在克什米尔地

区。超级大国没有消减核武器带来的危险，反而进一步发展核武器项目。不

管在常规层面还是高技术层面，军事决策者把核武器当作衡量军事实力的

标志。

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学家拉马纳（M. V. Ramana）进一步探讨了加纳的例

子。加纳被西方视作一个潜在的小型核反应堆市场，而且加纳的核官员也偶尔

透露出对此种反应堆的兴趣。加纳已经从俄罗斯获得了一个具有 1000—1200

兆瓦发电能力的反应堆。据国际能源署统计，2012 年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有

超过 6.2 亿人无法用电。过去 10 年里，大部分非洲国家的政府把能源当作其

社会和经济政策的核心，并且它们与非洲发展银行、世界银行和非洲联盟就此

问题展开合作。拉马纳进一步分析了影响能源决策的各种因素，指出与核能相

关的决策不只是基于技术—经济原因，还受到大量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尤

其是人们对电的渴望。

加纳建立核电厂在技术—经济上存在两点限制：第一，与大型核电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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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它的电容量不足。第二，加纳的国内生产总值很低，建立核电厂超出了它

的承受范围。在过去 20 年里，加纳采取各项措施缓解用电危机，大约有 72%

的人口用上了电，而这一地区的平均数是 32%。但是，能源不足仍然困扰着

加纳。事实上，光能和天然气是最经济实惠的发电源。从理论上讲，扩建太

阳能发电厂在未来完全可以满足加纳所有的用电需要。尽管如此，加纳仍然

选择核能作为解决电力短缺的主要手段，这跟加纳发展核能的历史有密切关

系。加纳独立后不久便设立了原子能委员会，致力于发展民用核技术。它还

派出了大量留学生去苏联等地学习与核能项目有关的专业。但随着恩克鲁玛

被推翻，核能项目也中止了。1994 年，加纳重启了核能项目，但最终由于缺

少反应堆的原料而搁浅，直到 2015 年加纳议会才通过《核能管理法案》。拉

马纳认为，可以从这段历史得到以下启示：建立核电厂需要制度保障和稳定

的政治、国际支持，甚至是公司投资。加纳目前建立核电站的决策与其国内

的原子能委员会和俄罗斯的原子能机构有直接关系，两者共同促进了这项决

议。拉马纳认为，加纳想通过建设几个大型核电厂，一劳永逸地解决其电力

危机，这是它决意建立核电站的内因；俄罗斯原子能公司希望从核交易中牟

利则是外因。

拉马纳在会上还揭露了世界上主要的核电供应商（如法国、日本、韩国、

俄罗斯和美国）争着把反应堆卖给沙特阿拉伯、埃及、约旦、土耳其等中东国

家，某些别有用心的中东国家则利用这些反应堆秘密制造核武器，严重威胁这

一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此外，核贮水池有可能发生放射物质泄漏，污染水源和

空气，严重损害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美国反战运动的复兴”。

（六）对外贸易与全球财富共享计划

很多研究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提高了美国的就业率、增加了贸易赤

字，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其对有色族裔的不利影响：

（1）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赤字严重冲击了有色族裔，大约有 100 万有色族

裔因此失业，仅 2011 年总体损失达 100 亿美元。（2）更少高薪工作。因与中

国贸易而失业的有色族裔的前工作要好于那些不受贸易影响的工作。到海外工

作的有色人口的收入平均比留在本土的高 25.5%。（3）关上了通往中产阶级的

大门。2001 年到 2011 年，从事计算机和电子产业的 100 万人失去工作机会，

其中 369000 人是有色族裔。从事上述行业的亚裔美国人比从事无对外贸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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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同种族人多赚 47.9%，非裔美国人是 29.3%。（4）重新就业的障碍。有色

族裔在同等待遇下很难找到新工作。由于对外贸易而失去工作的有色族裔工人

的再就业率比白人少 11%（男性）和 10%（女性）。也就是说，贸易负担对少

数族群不利。（5）TPP 产生了与优先贸易政策相同的结果，即将工作机会转移

到中国和墨西哥。TPP 继续削弱美国制造业的基础，把中产阶级工作机会转向

低收入和人权糟糕的国家，例如，越南、文莱和马来西亚。（6）TPP 的政策没

有变。TPP 的支持者认为，“时代不同了”，但是，他们没有任何证据来说明

TPP 制定了组织美国制造业向海外转移的措施。（7）货币操控将继续损害有

色族裔工人的利益。TPP 的支持者很清楚：TPP 没有阻止中国或其他 TPP 成

员国（包括日本和马来西亚）利用货币政策使它们的进口商品更便宜，美国

的产品更贵，这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间接伤害了有色族裔工人及其向中产

阶级上升的渠道。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对上述问题是冷漠的，资本主义企业只考虑

如何提高利润：美国一个大型的食品链收购了一个小型的加拿大公司合并经

营，此举的目的是避税，2013 年规避了 1 亿多美元，2015 年到 2018 年规避了

约 4 亿到 10 亿美元的关税。一家德国的制造厂商正通过在海外设立分部，挑

起全球工人之间的竞争。与会者还提到经济杀手（Economic Hit Men，简称

EHM），它是一个庞大的企业帝国，是公司、银行和政府相互勾结，有钱有势

的人的突击部队。如果经济杀手无法用非暴力的强制手段维持现阶段的腐败，

那么走狗和刺客就会猛扑过来。所有的经济杀手的工具——虚假经济学、虚假

的承诺、威胁、贿赂、敲诈勒索、债务、骗术、政变、暗杀、不受约束的军事

力量——现在遍布全球，比十几年前更甚。从塞舌尔、洪都拉斯、利比亚到西

欧、土耳其、越南、美国，银行家、游说者、公司高管等把政府和公众全部纳

入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政策中。然而，可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针

对经济杀手的所有伎俩，左派可以采取相应措施把这种死亡经济变成生存经

济，也就是使所有人生活得稳定、富足。

因此，与会者提出应该建立一种有利于所有工人的世界经济，即财富共

享计划。当前，世界经济正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公司的管理层和金融精英掌握

了大部分社会财富，目前工人与首席执行官的收入比率是 1 : 354。精英拿出

一部分钱投资政治，从而影响政府决策、设立全球贸易的规则。结果，富者愈

富，穷者愈穷。下面是公司规划和财富共享计划的对比：



158

公司规划 财富共享计划

保持低工资，降低员工待遇 通过公共投资提高工资、增加就业机会

扩展不利于工人的自由贸易协定，例如，《北

美自由贸易协议》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优先服务于工人利益的贸易政策

攻击工人谈判的联盟和权益 在工作场所和政府中集体发声

消减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私有化 保障工人及其家人的经济安全

规避税赋 向亿万富翁和跨国公司收取高额所得税

推进暂时的移民计划，使工人隶属于单一的

雇佣者
对所有工人平等保护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激活资本的绝对限制”。

（七）气候变化与资本主义

与会者深入讨论了全球气候变化的成因和影响，他们认为，气候变化是

最严重的生态危机，正如奥巴马所言：气候变化是对我们时代的最大威胁。他

们不同意联合国主席潘基文的说法：“我们了解这个问题的本质，也知道解决

它的方法”，但事实是控制气候变化的努力都失败了。就此问题，论坛小组把

气候变化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讨论了它是如何被理论化的、资产阶级是如何

解决它的、从气候变化中如何获得利润，以及左派需要如何应对等。

“破坏、位移和偏差的政治生态学：一个诊断和处方”分会场的与会者讨

论了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时所产生的暴力和意识形态。他们在胡安·德富卡电

缆项目的背景下，探讨美国新的能源图景，其特色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太平洋生

态区域的公司化。加拿大海风公司旗下的胡安·德富卡电缆项目把美国和加拿

大在太平洋地区的电网连接起来，它将连通安吉利斯港和维多利亚。海风公司

自称是跨边境的生态企业，其电缆可以普及风力等新型能源、加固电力系统、

提高经济效益。它选择安吉利斯港作为门户，是因为美国边境已经有一个联邦

变电站，而且安吉利斯港是离维多利亚最近的城市。然而，曼哈顿社区学院的

E.L. 奥卡（Enrique Lanz Oca）指出，海风公司选择安吉利斯港不只是出于经

济和逻辑原因，而是因为这座城市是艾尔河项目（最大的堤坝拆除和第二大的

生态恢复项目）的策源地。安吉利斯港拆除的两个堤坝在过去几个世纪是它的

主要能源库，海风公司适时提供了崇尚绿色价值的替代方案，成功把这个地区

的风能资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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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还在联合国资助的煤炭市场应对措施的背景下，批判在贸易和补

偿经济政策下，对非洲裔、拉美裔的贫穷农民和土著社群进行暴力拆迁。许多

研究表明，气候变化最坏的结果之一是人口的被迫迁徙，目前已经有 2500 万

环境难民，预计到 2050 年这个数字将达到 2.5 亿。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气候变

化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必然结果，但利润驱动的污染排放仍然大行其道，力图解

决气候变化的政策提议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堙没了，后者主张市场是唯一可接

受的解决方案。曼哈顿社区学院的 F. 巴拉迪尼（Fabian Balardini）提出，环境

难民危机越来越难解决了，因为人们普遍接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市场优先

论”。他举出煤炭市场的例子，右翼和左翼决策者提出一系列政策规制煤炭市

场，以缓解气候变化，结果非但没有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反而通过其土地掠夺

政策把大量人口赶出居住地。

曼哈顿社区学院的 M.C. 艾丽（Matthew C. Ally）则指出，在应对气候变

化或贫富差距等问题上，小范围的进步行动比激进的全球政治更为重要，因为

人们更愿意与自己熟悉的人共同行动。这是全球社会和生态正义运动不可忽略

的一个方向。新一代的活动人士为经济和环境正义而斗争，反对战争和贫困。

他们面临下面这些值得反思的问题：为什么世界是如此不公和充满危机？人们

要实现怎样的社会？参会的乌玛尔·穆罕默德与艾丽的观点相反，他提出，“购

买绿色”等个人解决方案都会遇到死角，只有民主的激进扩展和从追逐利润到

满足人类需求的经济转型才是未来的方向。个体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不够的，最

重要的是改变社会结构。直面不公正才可以找出不公正的根源，并超越绝望的

个人主义。

鉴于气候变化对自然和人类文明的威胁，与会者向美国政府提出以下建

议：（1）立即进行社会和经济动员，恢复与人类和谐相处的安全、稳定的气候；

（2）到 2025 年，完全禁止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逐步移除大气层中的温室气

体；（3）招聘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普及碳中和能源和农业系统，开展创新性研究，

运用大规模气候调节手段，同时这样也可以解决就业问题；（4）根据宪法进行

动员，保证民用经济的正常运转；（5）以战时速度杜绝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将

此作为美国首位的对外政策。

社会主义作家 D. 辛格（Daniel Singer）说：“……忽略一项未来的激进方

案会窒息自下而上的潜在运动，并把它引向危险的方向。”“灭绝时代的希望”

小组汇集了人类学家、文化研究学者、美术史学家和生物学家，他们提出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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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物种因为气候变化和环境破坏而灭绝时，人类的未来也是黯淡的。激进政治

变革可以阻止第六次大规模物种灭绝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需要找出生

态文化的具体希望所在。与会者构想了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即建立在

平等和健康环境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和谐的社会。至于如何实现它还需

要进一步研究。除了左翼论坛，2016 年在蒙特利尔举办的世界社会论坛提出

了一条新的路径。它把美国和加拿大的不同社会运动结合起来，在环境问题上

进行区域性合作，与会者希望通过这个论坛加强世界公民社会的联系。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另一个世界是必要的：表达我们的共

同奋斗”、“生态社会主义：它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实现它？”、“巴黎气候大会

之后的气候正义与能源民主”、“后期资本主义的全球污染和掠夺：非盈利组织

提高了盈利组织的利润、保护了跨国公司的财富”、“气候动员：一条恢复民主

和阻止生态崩溃的路径”、“气候正义运动：一个运动中的运动”、“环境难民：

一条不归路”。

（八）意识、文化与日常生活

左翼论坛第一出现了来自不同性别、年龄和宗教背景的教育者、律师和

社会工作者讨论社区中的教育系统，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社区自身的教育基

金，家长和社区活动家共同努力转变学校的英才教育模式。

在“构建生育的新世界”小组讨论中，“革命母亲阵线”的 M. 威廉斯（Mai’a 

Williams）和 Ch. 马顿斯（China Martens）呼吁人们加入这个组织。它的灵感

来自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黑人酷儿女性主义，它致力于把边缘化的有色族

裔母亲置于变革的中心。左翼当前面对的种族、经济、再生产、性别和食物正

义、反暴力、反帝国主义、酷儿平权也是许多母亲要面对的。处于边缘的母亲

在面对生存威胁时努力创造一片天，当她们超越个体的狭小视野，联合起来寻

求集体行动时，美好的未来又被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流行音乐中的阶级斗争”小组讨论了阶级与美洲通俗文化之间的关系，

与会者展现了 20、21 世纪不同模式和流派的流行音乐是如何呈现阶级和阶级

斗争，产生阶级意识的。他们谈到在乡村、嘻哈、摇滚、蓝调等音乐的表演过

程中，表演者和听众对阶级有何种感觉和理解，以及性别和种族如何塑造这一

话语。

与会者还提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在左翼中处于进退两难境地，它

有时被贴上“自发主义”（spontaneist）的标签，因为它反对成立领导工人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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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来自底层的运动；有时它又被贴上前卫的标签，因为它批判下述观念：只

能在现有的职业范围内去设想一个新社会，强调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的重要性。

它需要打破这两种教条，甩掉历史的包袱。与会者就此讨论了传统概念对当今

的左翼人士和活动家的影响，如何区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上述两种标

签，以及它是否可以在过去的两种选择之外开创一条完全不同的革命之路。

“意识和心理学”分会场的学者提出，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使心理学和某些

身体机制压制人们采取激进行动的自我意识。事实上，人们经常意识不到自己

缺乏自控力，他们的想法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如果一个人挑事或

挑战这个制度，他是自找麻烦”。如果这真是一个自由的国度，那么人们将不

会因为自己的政见而受迫害，但事实上，某些人仍然因为身为社会主义者或共

产主义者而受到美国警方的监视和审查，甚至因此失业。然而，大部分人对上

述悖论视而不见，社会心理学称这种反应为“认知失调”：当认知出现矛盾而

无力解决这个矛盾时，人就会产生焦虑。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某些社会性疾

病，特别是抑郁、无力和异化，但是很少有人行动起来摆脱压迫源，因为面对

美国的国家机器的压迫，民众容易产生“双重意识”（dual consciousness）：一

方面，他们的民主意识促使他们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对影响他们生活的事物

施加影响；不正义使情绪产生波动，进而出现纠正错误的冲动；另一方面，他

们又把客观上无法改变某些事态的无力感内在化，这种内在化使他们变得焦

虑。焦虑阻碍理性思考，对引起焦虑的目标视而不见，更不会采取相应的行

动。认知失调产生迷失、迷失产生不安全感，不安全感产生恐惧和焦虑，恐惧

和焦虑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神经衰弱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神经衰

弱是一种日常状态，资本主义已经渗入人的神经中了。左派的任务就是医治这

种认知失调和神经衰弱。

隐私作为一种人类权利的完全破坏，连同严密的监视和数据征用现在成

为社会正义和革命运动的主要关注点。对于左派来说，隐私不是隐藏个人数

据，而是保持进步运动不被干扰和压制。来自世界各地的网络活动家讨论了如

何收回隐私和进行反监视斗争，他们的观点和视角各不相同，有的关注法律问

题，有的侧重说教，有的则把希望寄托于基层组织。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隐私、检测和安全，网络访问：斗争

计划”、“流行音乐中的阶级斗争”、“革命性的养育：激进照料是建设革命社群

的关键”、“教育部门的解体、重建我们的教育经费”、“美国健康医疗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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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谁？依靠谁”、“通过媒体引起社会变化：用政治上负面的信息使你获利”、

“道德经济与艺术世界”、“强奸、艺术与革命：我们如何创造一种抵抗的文化”、

“改变世界的激进作曲”、“法兰克福学派与宗教”、“发展底层教育学的成果与

挑战”、“网络：停止对女性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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