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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的话 
 

吴晓明

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介绍与研究，在我国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

在这三十多年里，这一领域的进展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各种

主要思想观点、理论学说，以及最有影响力的思潮和学派，都在一定程度上被

涉及并对之展开了相应的研究。当这样的研究被积极地推进到一定阶段时，更

为切近地了解、追踪和把握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沿和最新进展就变得

十分必要了。我们这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便是应和着这种必要性而产

生的：它意图在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能够走近前沿领域的时候，为

这种研究提供一个可以持续不断地追踪最新进展、成果和趋势的学术平台。

这份研究报告至今已有十年。从总体上看，它的形式框架主要涉及欧陆

国家马克思主义（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英语国家马克思主义（英

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原苏东国家马克思主义（俄罗斯、中东欧

国家等），亚非拉国家马克思主义（日本、拉美国家等）；除了这些国家和地区

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之外，在内容上还围绕着重大专题、理论热点和

争论、思想动向等来展开，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辅之以重要的人物、新著和论

点，以及部分激进左翼和其他地区的理论活动，从而使整个报告能够以较为充

实而整全的面貌展现出来。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过去的十年间，这份报告的基

本目的是达到了：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大规模地扩展开来之际，特别是当年

轻的学生、教师和学者迫切地需要——或者是知识的需要，或者是研究的需

要——对该领域的前沿有所了解之际，这份研究报告便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这

种需要，因而它受到欢迎和期待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该报告在成长过程中也

显露出不少缺点，虽说学界由于急切的知识需要时常能够包容这些缺点，但对

于我们来说，快速地了解并弥补不足无疑是一项持续不断的工作要求。

然而，在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正面临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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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折（这一转折的必要性和征兆已经出现），而我们的研究报

告必须能够积极地参与到这一转折进程中去。简单地说，这一重要的转折意味

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实现在思想—理论上的

深化，以及在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这两个方面说到底又是至为密切地联系

在一起的。我们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走过了不平凡的三十多年，伴随着

这一研究非常迅速的扩张过程，特别是伴随着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在深度和

广度上的展开过程，我们的研究不能不面对思想—理论上的深化和研究定向上

的中国化这一双重任务；而能否承担起这样的任务，将会成为对中国的国外马

克思主义研究的真正考验。

毫无疑问，作为学术信息平台的研究报告，固然要求将当代国外马克思

主义的前沿成果与最新进展客观地全面地报道出来，使之成为该领域学术研究

之持续而可靠的资料来源。就这个方面来说，我们先前的工作和经验是积极而

有效的，理应得到保持、提升和进一步完善。然而，当学术发展在特定阶段上

面临着重要转折时，当这样的转折将更加重要的思想理论任务托付给这一学术

的未来进程时，该领域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必须能够把握住这一转折并承担

起自身的任务。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之所以也面临同样的转折和任

务，是因为这项工作本身是为该学术总体的进程所规定并为之服务的。我们的

研究报告之所以不能自外于这一转折进程，是因为假定学术资料、信息和动态

等的报道乃是全然中性的观点早已是一种时代错误了。一方面，就像经验对象

并不能现成地被给予我们一样，任何文本或观点的择取、解释和阅读总已先行

地为某种“前理解”所指引，也就是说，为特定解释者立足其上的社会—历史

状况所规定了；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所谓中性地罗列——因而也是疏阔散宕地

罗列——资料或信息的做法，从来不能真正地有益于学术研究，尤其不能有效

地推进学术发展。因此，唯当我们的研究报告本身也积极地成为学术研究（这

种研究当由其特定的目标来定向）的一部分时，它才能够真正承担起服务于学

术整体之重大转折的时代任务。

我们所说的重大转折，一方面在于使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能够在理

论上极大地深化，而这一要求又是由该研究领域本身的发展在特定阶段上提示

和开启出来的。当分门别类的研究各树一帜时，总体上的把握就成为深化的

趋向；当各种理论观点的梳理开始时，思想史上的分辨与综合就成为深化的意

图；而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逻辑在理论上能够被描述出来时，从社会—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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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之根源处来判定其性质、定向和趋势就成为深化的要求。不仅如此，理论上

的深化还包括更为广大的区域和更加深入的问题。有些议题是经典作家未曾涉

及的，而在有些非常关键的主题上，甚至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也存在严重的分

歧。众所周知，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领袖开始抨击“梅林—普列汉诺夫正

统”，并指责其“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时，双方便在诸多主题上——尤其

是在哲学主题上——表现出冲突甚至对立。例如，对于马克思的整个理论来说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实践”概念，便出现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当普列汉诺夫把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与费尔巴哈的“实践”一词混为一谈时，卢卡奇在《历

史与阶级意识》中却构成了一种“抽象的、观念论的实践概念”。仅此一例就

能部分地表明：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及由这种研究而来的思想理

论上深化的任务，将会在怎样的领域和怎样的深度上展开。

然而，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定阶段上，思想—理论的深化又是与

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十分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

果不能积极开启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思想—理论上的深化就会局限在非常有

限的范围内，就不会得到有力的推进与展开。那么，“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

又应该如何理解呢？我们已经很熟悉的用语，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佛教

的中国化等，意指特定的思想理论或精神样态作为某种实体性的东西而被整全

地中国化。在有差别的意义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化，并不表示

研究对象能够作为这样的东西而被要求整个地中国化，这里的研究对象会依

然停留于并保持其为国外的思想资源，而所要求者乃是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

它意味着：（1）讲中国语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总体上获得它的自我主

张；（2）这样的自我主张是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并以中国的社会现实为依据的；

（3）由此而使整个研究作为重要的学术资源参与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史进程。

任何一种学术的成长都会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任何一种学术的真正

成熟都是以摆脱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为标志的。中国三十多年来的国外马

克思主义研究，虽然其初始阶段不能不处于学徒状态中，但其进展之快以及成

绩之斐然，实在可以说是罕见其俦。由此而获得的学术上的开展与积累，为当

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必要的同时又是良好的基础。当这

样的基础已然具备时，学术进展的积极动力就不再表现为单纯的量的扩张，而

是取决于这种学术能否坚定地获得它的自我主张。所谓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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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重要转折，首先便是就此而言的。只有当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真正展开之

际，才意味着讲中国语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才

意味着它能够摆脱单纯的依赖和模仿而趋于成熟，才意味着它先前仅仅是习得

的学术转变为能思的和批判的学术。

我们之所以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我主张要以中国问题为导

向并以中国的社会现实为依据，不仅是因为我们的研究者必然地处于特定的时

代状况中，而且是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时代问题总是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生活于其

中的社会现实。任何一个解释者或研究者都不可能摆脱其基本的立脚点，而任

何一种立脚点又总是为特定的社会—历史所规定的时代状况，所以黑格尔把超

越时代——“跳出罗陀斯岛”——的妄想看成是单纯的私见。讲中国语的国外

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总体上来说，要么从中国问题以及由之而来的社会现实中找

到其自我主张的真正立脚点，要么就根本没有自我主张也根本没有立脚点。或

许有人会嫌中国问题和中国现实过于狭隘而要求更为广阔的世界眼光，对此我

们的回答是：真正的世界眼光从来不是由抽象的理智所虚构出来的空疏的和无

内容的“太空”；反之，如果说中国问题及其现实依其本质必然地（“现实”一

词的题中应有之义）包含有真实的世界联系，那么，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就决不

意味着排除这种真实的联系，而只不过要求排除那种为现代性意识形态所伪造

的世界眼光罢了。唯当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能够以中国问题及其现实为

基准时，它才可能在这一领域中开辟出以其自我主张来定向的研究道路，并作

出真正的发现和独特的贡献。

因此之故，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虽然在学术领域上会保持其特定的

和独立的活动范围，但它作为一个取得了自我主张的整体，作为一种极为重要

的思想—理论资源，将强有力地参与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作为基础起作用的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实践，这种历史性实践在占有现代性成果的同时正在生

机勃勃地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另一个方面则是在此基础之上的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表现，而这种理论表现则通过思想、概念、方法等的构

建，通过学术活动而得以实现。很明显，讲中国语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在现实的基础方面分享着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就像它在理论的表现方面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研究保持着最为切近的联系一样。同样明显的是，这

样的分享和联系在通常的情况下还往往只是自发地形成的；唯有在研究定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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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化积极地开展之时，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才可能自觉地并且在总

体上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全面地贯通起来，

并由之构成我们在这一学术研究领域中坚实而强大的基础背景。这样的基础背

景不仅将成为我们的学术特质得以形成的不竭源头，而且将成为我们在学术上

取得建设性成果的真正优势。因为只有当这样的基础背景在我们的国外马克思

主义研究中实际地起作用时，思想—理论上的拓展性深化才是可能的，与不同

学派开展批判性的对话才是可能的，在研究中建构独特的方法、体系和路径才

是可能的，并因而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阐释中作出开创性贡献也才是可

能的。

总之，我国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取得了丰硕的、令人鼓舞的阶

段性成果之后，当下正面临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折。这个转折是以思想—理论

上的深化和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为要旨的，而这一转折的实现不仅将极大地提

升整个领域的研究水平，而且将实质地改变研究的基本方式和内部结构。对于

我们来说，这既是一项任务，也是一种考验。对于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报告来说，它也必须在这一转折的进程中领受任务并接受考验，因为它本来就

是该学术进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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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总报告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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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报告 *

王凤才  刘利霞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经历着曲折的发展过程。苏东剧变后，马

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被迅速边缘化；在原苏东国家意识形态与学术领域中也失

去了原有的主导地位。然而，经过短暂沉寂之后，马克思主义迅速复兴；21 世

纪以来，甚至还出现了“马克思热”。“21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至今还不到

二十年的历史，但却纷繁复杂、精彩纷呈；它与 21 世纪社会主义思潮、共产

主义思潮、激进左翼思潮、新社会运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当代世界社会、经

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一道亮丽风景线。“21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与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一起，构成了“21 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版图。

2018 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2018 年，适逢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 周年，世界

各国纷纷举行纪念活动，召开研讨会，出版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学术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基金重大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研究”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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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这些活动超越了学界范围，成为大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活动。这意味着，

在世界面临普遍危机和各种挑战的今天，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大众舆论都十分关

注马克思思想及其现实性。

（一）各种纪念活动

1. 在纪念活动方面，德国的纪念活动尤为突出

2018 年，“马克思热”在德国持续升温，政界、学界以及普通大众，纷

纷主办了或参与到各种纪念活动；马克思又一次走向前台，成为人们关注的对

象。其中，比较有规模和特色的包括：（1）在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主办了纪念

活动。在特里尔，马克思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特里尔市斥资 510 万欧

元，主办了 600 多场纪念活动——包括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纪念大会，参与者

超过 1000 人。马克思故居、特里尔城市博物馆、莱茵州博物馆联合主办了有

史以来最大的马克思展览“马克思——生活、著作、时代”，从 110 个博物馆

租借来 400 多个展品，甚至收集到 59 种语言的 247 部《共产党宣言》。（2）德

国和欧盟官方也很重视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例如，时任德国总统施泰因·迈

尔邀请了 500 多位客人座谈，讨论马克思理论对现代社会的意义。时任欧盟委

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在特里尔的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纪念大会上做开幕

辞。德国邮政局发行了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的纪念邮票。（3）德国政党方面，

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安德烈娅·纳勒斯在特里尔马克思故居重开典礼上致

辞，将马克思与拉萨尔并列称为党的创始人。这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往与马克

思保持适当距离的行事方式有很大差异。（4）德国主流媒体广泛报道纪念活动

并策划相关专题片。例如，德法公共电视台（Arte）推出《马克思及其遗产》

纪录片；德国电视二台（ZDF）推出大型文献片《马克思——德国预言家》说，

“迄今为止，马克思是最有影响力的德国思想家”；还与德法公共电视台（Arte）

联合推出《偶像马克思》专题片。此外，德国新闻周刊《焦点》（Focus）进行

了题为《马克思的〈资本论〉——重要的论文和引文》的专题报道；由 A. 维

尔（Anne Will）主持的政治脱口秀节目邀请各界人士做了一期题为《纪念马

克思诞辰 200 周年——当今资本主义具有多大的社会性？》的专题互动讨论。

（5）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卢森堡基金会和“Helle Panke”早在 2017 年就创建

了 Marx200.org 在线平台，主要收集、出版和传播与《资本论》发表 150 周年、

《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 周年、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的相关资讯，并发起在线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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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国家（例如，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的

纪念活动同样也不限于学术讨论，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大众性的普及活动

（1）意大利共产党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家多米尼克·洛苏尔多与

民众的交流会，题为“马克思诞辰 200 年后的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2）

大英图书馆主办了系列活动，并通过借阅数据表明马克思相关著作的馆藏量和

借阅量都日益增加。这就说明，在全球资本主义日益动荡、危机四伏的时代，

马克思思想对大众显示出了巨大吸引力；人们也乐于承认，马克思为解决资本

主义困境提出了某种指引。（3）美国与加拿大学者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纪念马

克思诞辰 200 周年。（4）俄罗斯《抉择》杂志向学者和青年人提出与马克思思

想遗产相关的五个问题并征集答案——问题包括：“马克思的哲学、经济理论、

社会—政治思想遗产经得起时间考验吗？”“你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

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关系？”“近十年来国外的与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有了哪些

新思想与研究，对 21 世纪社会科学与实践有什么重要意义？”“当代马克思主

义理论面临的挑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你个人的命运与事业发挥了

什么作用”？

（二）学术研讨会、论坛和讲座

1. 影响力较大的是卢森堡基金会策划和主办的“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系列活动

包括三部分：（1）参观马克思在科隆的足迹，包括报社、科隆工人协会的

成立地点、马克思故居等。（2）设立分论坛，讨论“马克思与 1848 年革命”、“全

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数字化时代与工会”、“马克思理论视域下女性主义

的批判与拓展”等议题。（3）主办了一系列工作坊，主要是研读马克思经典著述，

阐发马克思主义思想精华。（4）马克思—秋季学校还组织人们定期研读《资本论》

以及马克思的其他经典著作。（5）值得一提的是，为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卢森堡基金会与北京大学联合主办了“‘批判理论’中德学者对话会”，来自北

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参加了

对话。此外，包括弗莱堡大学在内的德国几所高校联合主办了长达三个月的纪

念活动，包括论坛、工作坊、暑期学校等。

2. 西班牙也主办了一系列研讨会

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包括：（1）“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有效性与遗产”

研讨会，围绕着“马克思思想遗产”、“马克思的有效性”、“马克思与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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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了三场主旨演讲。指出马克思最重要的历史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认识人

类社会的科学历史观，他的思想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影响深远，无论在科学

社会主义领域，还是在艺术文学领域，均留下了重要的思想遗产，对当代政治

科学和实践的影响尤为显著。（2）“今天我们和马克思一起沉思”国际研讨会，

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政治思想家对人类文明进步作

出的贡献；认为马克思不仅是一位亲历一线的政治活动家，更是一位卓著的经

济学家、经济史学家、科技史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政论家和记者；马克

思主义是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历史哲学，马克思主

义对资本主义弊端的科学诊断为工人运动的革命事业提供了政治指南，马克思

主义的当代价值在于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自 2008 年以来全球化时代涌现的种

种危机。大会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史学、文化传播学、文学、科学技术、政

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帝国主义与地缘政治、马克思主义与拉美、

生态学及人权等跨学科视角，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历史意义。（3）“当

代马克思”国际大会则以“新自由主义理性危机下的自治政府与主体性政策”

为题，对马克思思想体系、马克思对当代哲学与政治学的影响等议题进行了深

入探讨。

3. 拉美各国也主办了一系列研讨会

例如：（1）古巴共产党召开的“纪念马克思逝世 135 周年”圆桌会议；古

巴作家与艺术家联合会主办了马克思生平和思想遗产多媒体介绍会；古巴的马

蒂文化协会与马蒂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何塞·马蒂、马克思与社会主义”研

讨会。（2）委内瑞拉主办了委内瑞拉第一届“21 世纪的马克思”国际大会，

主题为“21 世纪的马克思——世界变革的挑战与玻利瓦尔革命”。大会围绕着

《共产党宣言》的有效性、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社会文化、马

克思主义方法论及其应用、马克思主义与法治国家、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

委内瑞拉依附以及食利主义模式的崩溃等议题进行了讨论。（3）墨西哥主办了

“万岁马克思”国际研讨会，围绕着马克思的生平与著作、马克思思想的丰富

性、马克思主义跨学科研究的当代意义等议题进行了探讨。（4）智利主办了“马

克思开创的 200 年”研讨会，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有效

性，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和社会学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有效

性，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中心外围与殖民主义关系的思想，

父权制、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与解放神学的关系，解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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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与马克思主义等。（6）阿根廷左翼学者阿蒂略·波隆就“当代斗争中的马克

思主义”做了主旨演讲。

（三）各种纪念著作

1. 值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之际

各种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研究相关的著作大量涌现。包括德国在内的

西方国家近期密集出版了几十本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的新书。其

中，有描述马克思生平的，有尝试对马克思哲学体系进行重新阐释的，有着重

介绍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内容覆盖了方方面面。

（1）马克思及其思想传记方面，比较重要的有：德国学者里德曼（Sven-Eric 

Liedman）的《赢得世界：马克思的生平与思想》，该书一出版就受到麦克莱伦

等学者的关注，其主体部分写于 2017 年，在翻译成英语之际，又增加了很多

内容；英国马克思学家卡弗（Terrell Carver）的《马克思》，用传记方式阐述了

马克思思想，并表达了对分配正义正被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吸纳的担忧。

（2）强调马克思思想的现实性。例如，加拿大马克思学家马斯托（Marcel-

loMusto）的《另一个马克思：早期的国际手稿》，正如这一书名表达的那样——

今日马克思并非生活于 19 世纪的古董般的马克思，而是至今仍战斗着的另一

个马克思。英国社会主义历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埃斯（Gregory Claeys）的

《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也指出，马克思不是古人，马克思主义一直富有生命

力，从 19 世纪俄国革命直到今天，虽有起伏，但从未过时。美国与加拿大学

者以《马克思 200 年》为题发表了一系列纪念文章，例如，美国纽约市立大学

威廉·泰伯（William K. Tabb）、加拿大约克大学 C. J. 阿特金斯（C. J. Atkins）

等，他们强调马克思在现代仍然很重要，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当今反对资本主义

和帝国主义的有力武器；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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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有

一系列越界行为：在空间上，它正在破坏自己的边界；在时间上，它破坏了社

会的节奏；在政治上，它造就并毁灭了国家权力；在意识形态上，它不断地制

造政治拜物教；在技术上，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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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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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比较有特色的是《与马克思对话：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一书，

它收录了 40 篇西班牙各界人士纪念马克思的文章。该书旨在通过不同意识形



7

态和不同职业经历的人们对马克思及其著作的多维解读来加深人们对商品、阶

级斗争、剩余价值、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等经典概念的认知，从而更

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关于自然与社会规律的总结和科学论断。此外，该书还收

录了不同时期、不同城市的马克思雕像照片。

（4）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期刊《我们的历史》发布了两期纪念专刊，

主题分别为“马克思与历史：1818—2018”；“关于马克思主义、反佛朗哥主义

与工人运动的研究”，议题包括“马克思对历史和历史学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

现状与问题”、“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趋势和前景”等。

此外，古巴共产党党刊《古巴社会主义》杂志也推出了纪念马克思特刊。

2. 2018 年适逢《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 周年，相关纪念活动也成为马克

思诞辰 200 周年纪念活动的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左翼学者主办的活动及其相关主张。他们不仅纷纷

主办了读书会，发表大量文章论述《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并再版

了带长篇导言的《共产党宣言》单行本。例如，（1）特别强调《共产党宣言》

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性。德国左翼学者指出，尽管当今时代的许多特征与当年

的资本主义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至今仍然

有效，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具有很强的解释力。（2）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

主义的许多预测都被证实了，譬如今天世界经济的国际化、资本主义的持续危

机等。（3）提醒人们不能只聚焦于马克思经济学方面的贡献，强调其经济学总

是政治经济学，因此不能离开阶级理论和世界政治发展来谈论马克思思想。（4）

揭示《共产党宣言》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主要在于《德意志意识形态》阐述

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支撑。（5）强调在整体视角中来理解《共产党宣言》，

这样既可以避免教条式的理解，也可以回应一些指责。

二、《资本论》的深入研究

（一）考察《资本论》的写作、演变过程

日本学者继续关注《资本论》手稿的修改轨迹和理论进展。例如，大谷

祯之介在《从“资本论”手稿读马克思的苦斗：〈资本论〉第二卷第Ⅷ稿全文

及相关资料》一书中指出，恩格斯修订稿与马克思手稿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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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显示出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二卷苦斗的思想轨迹，更没有理解马克思反

复易稿的苦心。在大谷看来，第Ⅱ稿相较于第Ⅰ稿的理论进步有以下几点：（1）

资本循环论和资本周转论的进步；（2）折旧资金挪用到积累资金的可能性问题

的解决；（3）资本与资本、资本与收入、收入与收入的交换想法的放弃；（4）

再生产图式的登场；（5）关于第 3 章课题的新观点。大谷认为，《资本论》第

二卷的第Ⅴ、Ⅶ稿主要体现了马克思与资本循环论的“格斗”，从中可以看出

马克思的战果主要是以下两点：（1）货币资本的货币功能与资本功能的明确区

分；（2）商品资本循环独立性的明确化。第Ⅷ稿第 3 章相较于第Ⅱ稿第 3 章的

变化体现如下：（1）对斯密教条的最终总结；（2）社会生产的两个部类的内容

变更；（3）放弃二重叙述方法与货币运动的全面引入。

俄罗斯学者的《〈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创始与结构》

一文，也考察了《资本论》的筹划过程；指出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不断调整

《资本论》的总体架构和核心概念；认为真正促使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

的是 1857 年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马克思确信这场危机为欧洲革命创造了条

件，并通过黑格尔“逻辑学”为 57—58 手稿寻找灵感，此时的马克思由之前

摘录经济学家的作品转向各类日报中搜集了与危机相关的资料。

由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原所长范德林登（Marcel van der Linden）和国

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秘书长、德国学者胡贝曼（Gerald Hubmann）共同主编

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个未完成的计划？》，则呈现了马克思构思《资本论》

过程以及《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编校改动细节。

（二）关于《资本论》的核心问题

例如，俄罗斯学者布兹加林分析了《资本论》提出的商品、货币、资本、

市场、剥削关系等基本范畴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特征；在此基础上对金融化、

全球化、普遍剥削等现象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解读。

（三）关注《资本论》未完成的问题

英国学者戴尔海姆和沃尔夫的《马克思的未完成体系：对作为时代挑战的

〈资本论〉的批判性阅读》一书，关注《资本论》第三卷的未完成性为今天的

理论和实践带来的挑战，认为《资本论》第三卷的出版不能离开恩格斯的工作。

（四）关于《资本论》的著作性质问题

学者提出这样一个观点：马克思从未认为《资本论》是一本经济学著作，

毋宁说它是一本通过“内在批判”方法揭示资产阶级经济学内部缺陷和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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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社会危机的著作。其中，包括马蒂克在内的社会形式学派试图将马克思从李

嘉图的遗产中分离出来，认为马克思是全新路径的开启者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最

为坚定的批判者；同时也指出，不能像恩格斯那样，从历史主义发展路径来理

解《资本论》，而应从社会形式及其变革出发来理解《资本论》。

三、经典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2018 年，国外学界对马克思的研究既有从整体思想方面进行的，也有从

某个关键概念作为切入点，也有在一种比较试验中研究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的

理论关联，与纪念马克思的活动一样，学者也极为关注马克思思想及其当代

价值。

（一）整体性研究

从整体上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这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色

之一。2018 年值得关注的有：

1. 意大利学者卡尔洛·加利（Carlo Galli）的《异端的马克思》一书

本书强调了以下几点：（1）马克思的目标是通过哲学实现人类的重生与解

放，但这种哲学是实践的、政治的、英雄主义的哲学。（2）马克思关注的对象

并非“权利”，而是劳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并非人生而有

之的权利，因为任何一种人权都未超出利己、封闭、脱离社会的人的范畴。在

马克思那里，人的自由建立在人与人的联系之上，否则便会沦为形式平等和消

极自由。（3）对马克思而言，民族问题是资产阶级问题和社会问题。例如，殖

民地为了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同时也是一场反对资本主义和国际分工的斗

争，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的殖民地人民被拖拽进现代性之中。（4）强调马

克思思想在结构上的不完整性，这种“不完整性”包含三重含义：一是“碎片

化”，即马克思的作品不少都是提纲、要点、小册子和未出版的手稿；二是试

图从马克思思想中找到工人运动失败的共同原因是不恰当的；三是由于辩证的

真理概念，马克思不愿构建哲学体系，而是一种持续发展的思想。这种“不完

整性”催生了后来对马克思思想的不同理解。例如，对马克思主义功能的不同

理解——是批评国家，还是组织国家？同时产生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如

卢森堡主义、葛兰西主义、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工团主

义、后殖民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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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班牙学者 C.R. 圣胡安（César Ruiz Sanjuán）的《马克思的历史与体

系——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一书

回顾了马克思不同时期的重要著述和理论贡献，认为近两个世纪以来的

政治思想中充斥着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曲解与误读，这种偏离与经

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演化有密切关系，它不仅阻碍了人们对

马克思思想主线的正确理解，还导致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历史、体系与辩证

法等基本概念的曲解，重读马克思将有助于弥合马克思主义各个流派与马克思

著作之间的裂痕。

（二）经典理论与关键概念研究

1. 对马克思的价值论研究

比较突出的成果是：（1）2018年8月去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萨米尔·阿

明（Samir Amin）的遗著《现代帝国主义、垄断金融资本与马克思的价值规律》

一书，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帝国主义语境中的价值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指

出价值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并且应该在全球化时代进行更新，阿明提

出了“全球化价值规律”，即价值生产已经不再限于一国范围，而是全球金融

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控制着生产和分配；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的价值生产结

构，对落后国家形成了不平等交换结构，落后国家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发

展；同时，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工资远低于发达国家，又因此成了一种超级剥削

结构。因此，阿明主张全球劳动者应该联合起来对抗资本主义，而非采取民族

主义方式对抗全球资本主义。（2）《价值论、传播与领土》则汇集了大卫·哈维、

托尼·奈格里等学者的论述。涉及的主题包括“价值与反价值”、“认知资本主

义时代的价值论危机和人体生物学的局限性”、“价值论与意识形态：社会调解

领域的物质主义批判”、“马克思与劳动：反乌托邦之路”、“图灵机、熟练劳动

力与劳动价值论”、“后资本价值”、“价值规律的危机”等九部分。该书认为“价

值论”是理解资本主义现实的核心要素，通过它可以深化人们对时代矛盾和变

革进程的认识。

2. 对其他关键概念的研究

（1）乌拉尔学派是俄罗斯比较活跃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形成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以柳布金教授为核心，力图纠正苏联正统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对马克思哲学的教条主义理解，尝试将人道主义话语带入对马克思主义

的解读，回到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马克思主义，主张辩证理解社会活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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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进行的人道主义、人类学和社会历史哲学定位，并将唯

物辩证法和其他哲学流派（人格主义、存在主义、结构—功能主义、解释学、

现象学）相结合，以此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2）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以

《抉择》杂志为阵地）是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之一，其基本特征在于：

广泛应用辩证法，包括新型辩证法理论和退化辩证法，所谓“退化”是与“进步”

相对的，包括逆行（反向）进化；用建构性方法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尤其

是“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问题。（3）探讨、发展了现代货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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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了货

币与美学、形而上学之间的历史关系批判理论。（4）分析了马克思的世界市场

理论，预测当前的全球化进程；重建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理论基础，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的国际化实际上构成了解释我们时代的国际关系的思想前提。（5）批

判的马克思主义者讨论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

会批判理论如何相融合的问题。

（三）比较视野中的马克思

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的理论关系也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的问题之

一，在这个方面比较重要的成果有：（1）《与马克思对话：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文集，收录了 40 篇西班牙各界人士纪念马克思及其经典著作的文章。

该文集分为马克思与黑格尔、马克思与亚当·斯密、马克思与萨特、马克思与

梅洛—庞蒂、马克思与德里达、马克思与伽达默尔、马克思与拉克劳、马克思

与阿本苏尔（Miguel Abensour）八个部分，它试图通过阐释马克思与其他思

想家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关联和演化关系，展开一场与马克思的哲学对

话。（2）对阿伦特与马克思思想关系的研究。例如，日本立命馆大学的百木漠

《阿伦特的马克思——劳动与极权主义》一书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盛行、“劳动至

上主义”的今天，厘清阿伦特在何种程度上“误读”了马克思、对“劳动”进

行怎样的重新思考是十分必要的。劳动的无限膨胀的确具有极权主义倾向，而

为了回避这种危险，以往的阿伦特研究认为“行动”最重要，而作者认为制造

世界的“工作”更重要。事实上，阿伦特的人类活动的三要素——劳动、工作

和行动应该保持一种三角平衡。（3）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奥拉维德大学

共同主办了主题为“卢森堡的思想与实践：意义及其政治经济遗产”的国际会

议，大会分为卢森堡思想的历史意义、卢森堡思想的内涵与影响、卢森堡经济

思想的发展和卢森堡政治思想发展四个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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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克思思想的当代价值

1. 运用马克思的理论分析数字资本主义这一新情况，并对马克思的理论

进行改造

在这个方面，值得关注的是，齐泽克分析了物联网问题。他谈到，物联

网开启的协同共享经济模式能够扬弃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交换，这意味着个

体可通过互联网发布产品，生产越来越趋向于零边际成本，这使得人们能够在

全球协同共享中分享其经济生活。按此趋势，马克思“新的生产力发展使得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变得过时”这一假设似乎得到了验证。但实际情况却是，伴随

这种协同共享模式的是一种新的私有化，这意味着国家和私营企业重新夺回了

控制权。因而，齐泽克指出，要把握这些新形式，需要改造马克思的一些概

念。例如，“一般智力”的社会维度及其私有化的可能，这意味着经典马克思

主义意义上的剥削不再可能，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多地通过法律措施、而

非经济强力进行新的剥削，这便需要一个直接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

义就出现了新的根本矛盾，即资本主义市场逻辑的“去管制”要求与呼吁加强

国家角色和管制功能之间的矛盾。在齐泽克看来，《共产党宣言》仍然具有现

实性，不过共产主义并非解决方案之名，而是问题之名，即作为生活物品的自

然的共产、生物遗传的共产、文化的共产，以及任何人都不应被排除在外的人

类普遍空间的共产问题。这些问题亟待解决，无论解决方案为何。

此外，加拿大学者凯恩·弗切尔则考察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新“网络情景”，

探究网络自恋和攻击性等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将网络活动与新自由主义及其数

据崇拜的价值体系联系起来，其中最核心的概念仍是异化和积累。

2. 唯物史观的实际运用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西广的《长期法则和马克思主义——右翼、

左翼、马克思》一书指出，唯物史观是一种长期法则，我们判断和评价右翼、

左翼乃至马克思主义都应该在这种作为长期法则的唯物史观视角下进行，从唯

物史观角度分析国际重要事件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3. 意大利学者玛菲托内（Sebastiano Maffettone）的《21 世纪的马克思》

一书勾勒了马克思在西方世界的多面性

而《资本论》所传达的思想意识，在所谓“意识形态终结”的今天，已

经不再具有现实意义了吗？该书并没有聚焦剩余价值问题，而是针对阶级斗

争、剥削和异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因为这些主题与社会正义密切相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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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着无比现实的意义。

4. 2018 年北美马克思主义主要探讨了辩证唯物主义、批判理论、资本主

义、反殖民主义与反种族主义斗争、国际工人运动等

由于世界陷入了社会、经济、政治、生态、文明等多重危机的漩涡之中，

人们迫切需要掌控局面，切断危机的源头。学者就如何解决当代资本主义困境

的问题进行了很多探索。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发展研究

（一）葛兰西研究新进展

在关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研究中，葛兰西一直是备受关注

的焦点之一。在右翼民粹主义在世界各地兴起的今天，葛兰西思想尤其是他的

“人民—民族”概念引起了学者的深入讨论。

1. 学术活动方面

意大利葛兰西基金会组织了多场研讨活动，主题包括“为什么阅读葛兰

西”、“写作者葛兰西：书信集，新闻作品与‘狱中札记’”、“霸权与民主”和“葛

兰西与 20 世纪的各种文化”、“对葛兰西‘狱中札记’的评论”和“葛兰西之

后的霸权”，等等。另外，国际葛兰西学会—意大利分会主办了题为“葛兰西

与民粹主义”的研讨会，关注的热点是“人民—民族”与民粹主义。此主题有

着很强的时代背景，体现为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现有体

制的底层民众构成民粹主义力量。

（1）重释葛兰西“民粹主义”的内涵：葛兰西的“民粹主义”并非意味着“人

民”与“外部”敌人的对立或者人民与权力机构的冲突；葛兰西的“民粹主义”

与列宁对俄国民粹派的评价有一定渊源，但有时指资产阶级模式，甚至含有保

守主义的含义；葛兰西所说的“差异化的人民”是有组织的霸权的重构中的“人

民”，它超越于政治之上；葛兰西对民俗的关注，虽有对“古老小世界”的同情，

但没有对人民的“自然纯洁”的崇拜，也没有对民粹主义的赞赏。

（2）探讨马克思、列宁的“人民”概念、葛兰西的“人民”概念与民粹

主义的思想关系。尽管马克思很少直接使用“人民”一词，但《共产党宣言》

中批判封建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时都用到了“人民”概念，

德国社会主义源于小资产阶级立场，因此，这里的“人民”也即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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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也对民粹主义持批评态度。但葛兰西的“人民”概念，指的是处于从属地

位、尚未取得霸权并正在夺取霸权的群体；“民族”则是人民的集合，与当今

的民粹主义完全不同。

（3）将葛兰西的“人民—民族”概念与拉克劳的“民粹主义”进行比较。

两者的差异在于：葛兰西主张没有知识分子与“人民—民族”的情感连接，就

无法成就“政治—历史”，但其“国家”概念脱离于“人民—民族”，在葛兰西

关于霸权的主张中，并未注入民粹主义思想；而拉克劳则用“人民”代替社会

阶级，他构建的“人民”是一种话语实践。他们的共同主张在于：认为普遍性

与特殊性都构成了对“人民”的构建。

2. 研究著作方面

学者关注了以下几个主题：

（1）出版葛兰西传记，或再版葛兰西著作。其中，《葛兰西：生命与思想》

是一本内容丰富的论文集，既包括对葛兰西的个人经历的回顾，也包括对葛兰

西思想以及一些复杂论题的梳理。《葛兰西：一部新传记》则讲述了葛兰西的

生命历程——葛兰西是众多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通过揭示意大利左派

与苏联的汇合碰撞，阐明了葛兰西思想的来源与原创性，葛兰西试图超越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严苛边界，以批判和反教条的思想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此

外，再版葛兰西的经典著作是按照不同主题进行的。例如，《论法西斯》、《过

去与现在》、《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与现代国家的笔记》、《狱中书简》、《文学

与民族生活》等。

（2）在“实践哲学”发展史中讨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在意大利，实践

哲学往往成为创新研究的关键，这与意大利“辩证革新”的民族文化传统有关。

在葛兰西思想中，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轨迹一直围绕着构建政治主体、现代民主

的属性、世界主义与民族历史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这对于理解社会现实仍然非

常重要。

（3）关注葛兰西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从前，这是一个很少被关注的领域。

意大利学者 G. 古佐内 Giuliano Guzzone 的《葛兰西与政治经济危机：从关于自

由主义的辩论到“可译性”范式》一书，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自主性等

问题的解读，并结合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关于

政治经济的笔记进行了剖析。

（4）关注葛兰西文学理论和大众文化主题。例如，意大利学者 P. 德索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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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P.Desogus）、M. 坎加诺（M.Cangiano）、M. 加托（M.Gatto）等人合编的

《葛兰西的现状：当今的文学与意识形态》对葛兰西文学理论进行了比较解析，

认为不应局限于对其生平经历的回顾，应转向政治、阐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

系。毫无疑问，葛兰西的大众文化理论为意大利的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了资源，

并对大众文化和消费现象进行了案例研究。

（5）关注葛兰西的社会个体形成思想，认为社会个体的解放与发展，是

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的出发点和基本要求。学者提出，不再是资本通过科学技

术颠覆人的功能，而是人能够占有整体的社会生产力，“生产者的自治”基于“自

由和联合劳动”的政治构建形式。

（6）关注葛兰西思想中的民族复兴与国家统一主题。众所周知，意大利

的“民族复兴运动”或国家统一，是一个复杂且充满矛盾的历史进程。葛兰西

对这一进程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国家统一推动了意大利的发展和现代化，也

使得政党之间貌合神离的联盟得以长久保存，但这不利于国家的均衡发展；而

且国家统一没有解决“南方问题”、农民问题，从而导致意大利南北方发展失

衡、地域矛盾突出。

（7）分析葛兰西的统一战线思想的时代意义。例如，巴西圣保罗州立大

学政治学教授马科斯·德尔·罗霍（Marcos Del Roio）撰写的《葛兰西视角：

统一战线的政治原则（1919—1926）》一书，聚焦于葛兰西从“工厂委员会”

（1919—1920）到被捕前（1926）这一段时期，这在葛兰西研究中较少涉及。

该书试图通过大量具体的社会历史政治文本，再现葛兰西作为革命领导人参与

共产国际并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身影与影响。作者认为，在共

产国际危机四伏的背景下，葛兰西将统一战线的政治原则灵活地运用于革命实

践，这是当时任何政治组织和理论派别都无法做到的；葛兰西对革命形势的精

准判断深刻影响了革命运动的方向与策略，并在提升无产阶级革命觉悟和道德

水平上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

（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新发展

自 2017 年冬季学期（2017—2018 年第一学期）开始，M. 萨尔（Martin 

Saar）接替霍耐特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哲学讲座教授，霍耐特本人则前往哥伦

比亚大学任教。这就意味着，霍耐特已经彻底离开了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

所。从萨尔的就职演说《在其（并反对）时代中的哲学》，以及其他年轻一代

批判理论家的著作中，可以窥见批判理论发展的新动向。与霍耐特在构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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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规范基础上去分析当代社会病理现象不同，新一代批判理论家更关注当

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以及政治危机，积极讨论难民问题、所有权问题

等。他们试图有所突破，但仍然处于霍耐特的批判的社会哲学传统之中。概括

地说，批判理论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承认理论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2018 年，霍耐特出版《承认：欧洲的观念史》一书，系统地梳理了欧洲

思想传统中对承认观念的不同理解——在法国，追求承认被视为导致“自我的

丧失”；在英国，承认被理解为一种可促进共同体福祉的积极的“自我控制”；

在德国，承认则被视为平等个体间的相互尊重，是主体达成“自我规定”的条

件。霍耐特认为黑格尔的承认理论能够对这几种理解进行融合。这样，霍耐特

对“承认”的理解就有了更多思想史的资源。

2. 法哲学和权利批判思想的继续推进

自哈贝马斯的《事实与价值》出版以来，法哲学逐渐成为批判理论的重

要研究领域之一。其中，霍耐特在继承哈贝马斯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更精细地解

析了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分析了过度法治化问题。当然，他并不否认资本

主义法治化，而是认为抽象法确立的自由仅是一种可能的自由，其真正实现

依赖于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法治化过度发展意味着将法律误认为自由的实

现，将本来应诉诸社会交往解决的问题转交给法律。德国学者门克（Christoph 

Menke）和洛伊克（Daniel Loic）对现代资本主义法律进行更为激烈的批判。

门克诉诸阿多尔诺的辩证法传统和卢曼的系统论思想，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

市民法整体扭曲了现代法的反思结构。实际上，真正的现代权利形式则是反权

利，而这种权利被误解为主体权利。因而，必须消除市民法的权利形式以确立

反权利。洛伊克则立足于社会哲学，断定资本主义法律体系阻碍了个体自我实

现所需的社会性，以至于不仅未实现自由，反而造成各种病理行为。

3.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现象全景式研究

霍耐特所率领的团队从宏观的社会到中观的市场经济领域，再到微观的

家庭与婚姻关系，结合社会哲学、美学、法学和实证社会科学对资本主义进行

全景式研究，包括五个子项目：矛盾的思想历史的规范重构；法律平等的矛盾；

儿童福祉的矛盾；平等、民主及其文化产业的矛盾；亲子关系中的平等矛盾。

该项目兼顾理论思考与现实关切，获得了学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4. 将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融合起来，推进批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17

例如，弗雷泽（Nancy Fraser）和耶给（Rahel Jaeggi）的《资本主义：批

判理论内部的对话》一书对此进行了深入论述。亚普（Anselm Jappe）的《墙

上的书写：论资本主义的解构及其批判》试图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

与自卢卡奇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结合起来，以社会批判的方式复兴马克

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5. 从各个角度对批判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与发展

例如，M. 萨尔试图为哲学与时代的关系提供一种新理解，认为它们之间

的关系是不稳固的、模糊的、偶然的，哲学既非完全臣服于，也非完全独立于

其时代，而是处于一种移动状态，如此批判和抵抗才可能。柏林自由大学社会

哲学教授罗宾·策利卡特斯（Robin Celikates）立足于批判理论传统，关注批

判理论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公民不服从、民主、移民和公民身份等问题，尤其

是公民不服从问题，深挖其中承认关系的冲突特征，将其视为一种辩证的超越

力量。此外，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M. 凯莉（Mark G E Kelly）在《保卫福柯：反

对规范政治理论》一书中，针对规范政治理论日益流行的态势，认为今天非常

有必要强调来自福柯的非规范政治的重要性。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他研究主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他研究主题也在持续展开，包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与文化批判等议题。

1.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

（1）2018 年，国际上马克思主义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多伊彻纪念奖颁给了

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副教授斋藤幸平，其著作《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资本主

义、自然与未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展示了生态问题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之间的联系。他认为，生态问题并非马克思思想的旁枝末节，而是马克思政治

经济学的重要议题；若忽视生态维度则无法全面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因而，

必须将资本主义批判与生态危机批判结合起来。在这个结合过程中，马克思的

生态思想是不可或缺的。斋藤幸平着重研究了马克思晚年关于自然科学的摘要

笔记。（2）借鉴“新实在论”关于自然与生态的思想，讨论生态问题。德国波

恩大学教授、新实在论者马库斯·加布里尔提出自然科学中潜藏着结构主义的

危险，生态问题也是如此。目前，一方面运用混合论与唯物论共同作用将人的

责任最小化，一方面推进技术介入的思想倾向越来越明显。在这个意义上，新

实在论对于推进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研究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有重要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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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意义。（3）学者非常关注现实问题，甚至积极参与生态活动。例如，关于气

候变化、塑料污染、放射性废物的排放等问题。

2.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

（1）从社会再生产和再生产劳动理论层面考察女性的境况。在马克思主

义学者眼中，社会再生产主要指性别化和种族化的生殖劳动，用来创造和维持

生产工人；如今这种再生产扩展到制度和社会层面，维持着资本主义。不过，

社会再生产同时也是反抗资本主义的场所。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关

注生殖条件和制度，并将女性个人权利扩展为一种集体的再生产正义，探讨了

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与再生产正义如何融合的问题。（2）从社会主义的女性

主义角度讨论一些现实问题，例如，权威主义的兴起对女性的影响，“me too”

运动对资本主义的挑战，女性与和平问题的关联，对女性身体的商业化，数字

控制对女性的情感劳动的监视。（3）研究社会主义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与女性

主义的复杂关系，追溯其历史源流和纷争。

3. 文化研究与文化批判

（1）重新定位了文化研究，认为文化分析越来越多地与社会冲突相联系，

文化既非社会批判家所认为的衍生品，也非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所认为的具有

自主性，文化研究必须在两者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2）关注情感要素在经

济、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例如，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阿贝托·桑塔玛利亚

（Alberto Santamaría）认为情感要素是当下经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将这一

现象命名为新自由主义文化的行动主义；认为情感泛滥导致了一种新的不稳定

和剥削形式，并探讨了艺术的去政治化现象，探究应对情感资本主义的方式，

重新强调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斗争工具的作用。

五、资本主义危机、左翼运动与社会主义前景

（一）资本主义危机

1. 资本主义市场与经济危机

（1）2008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延续至今，学者对此也在继续关注。日本宇

野派学者江原庆的《资本主义市场与恐慌理论》阐述了资本主义市场与恐慌的

关系，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往往是供需不平衡的，其不稳定性是值得研究

的。这一系统的缺陷便是经济危机，即恐慌问题——恐慌是资本主义历史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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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主要的现象之一，它牵涉到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的理论问题。作者从生产价

格论、市场价格论的重构、资本主义市场的无规律性三个方面，通过分析资

本主义市场的独特结构阐明资本主义体制的构成；从恐慌的基础和商业资本出

发，把资本主义市场的变动理解为原理层面的恐慌论，以此总览资本主义市场

面貌。（2）德国“马克思—秋季学校”讨论了“世界市场和危机”主题，认为

马克思对世界市场与危机的认识并非是偶然的，而是蕴含在资本增值的必然过

程中的。另外，俄罗斯学者也讨论了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等问题。

2. 新自由主义批判

（1）关于新自由主义文化的行动主义批判，西班牙学者阿贝托·桑塔玛

利亚（Alberto Santamaría）的研究是值得一提的。例如，在《可能的极限：政

治、文化和情感资本主义》一书中，阿贝托·桑塔玛利亚指出，目前有一种现

象——各行业都在试图让大众接受情感构成当下经济不可或缺的要素——这一

现象被命名为“新自由主义文化的行动主义”，它掩盖了一种受制于市场的主

体模式，导致了一种新的剥削形式。作者探讨了应对这一现象的态度和方式。

在《去咖啡因的高雅艺术：低成本情境主义与变革世纪中的其他艺术景象》一

书中，阿贝托·桑塔玛利亚进一步指出新自由主义及其制度在文化方面的困

境，认为当代艺术是理解这一现象的窗口。该书探讨了新自由主义文化的行动

主义艺术的去政治化趋势，强调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斗争工具的作用。

（2）在《多样性的陷阱：新自由主义如何粉碎工人阶级认同？》中，西班牙

记者、作家达尼埃尔·贝纳贝（Daniel Bernabé）探讨了在面对新自由主义行动

主义的分裂企图时，如何保持团结和清醒的问题。他指出，一个奉行右翼经济

政策的政府往往会显示某些进步特征，但它的体制改良并不能改善不平等，反

而会制造冲突；行为主义标榜个性、个人主义以及多样性，看似创造了一种相

互尊重的环境，而实际上消解了工人阶级作为集体的力量，用个人主义认同抹

杀了阶级认同，将大众推向了深渊。因此，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多样性的陷阱。

（3）有研究者通过土耳其私人安保案例的分析，探讨了新自由主义内在

的极权主义本质以及世界范围的“自由市场”的霸权，极右势力的崛起又加强

了这一趋势。

（4）在中东欧，有学者通过相关案例，探讨了中欧向西欧的归化以及依

赖的相对隐蔽性，一方面是新自由主义导致的负面结果，另一方面又是对新自

由主义的顺从。这便是一种复杂的“依赖民意”，这种复杂心理产生的关键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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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不存在更好的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东欧民粹主义、非自由主义

的兴起。

（二）右翼民粹主义与左翼运动

1. 右翼民粹主义、种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批判

除了上文提到的关于葛兰西的“人民—民族”思想与民粹主义的研究之外，

英国《历史唯物主义》杂志也将“与右翼较量”确立为 2018 年的主题。美国

学者耶米利·莫洛克的《批判理论与权威民粹主义》一书汇集了法兰克福学派

对民粹主义的批评，并考察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权威主义。值得注意的是，

学者注意到民粹主义在中东欧的兴起具有非自由主义特征，这一非自由主义的

民粹主义思潮具有两个特征：欧洲民族主义和非自由主义民主——主张强政府

和国家主权，个人被视为从属于民族文化和传统的；并且中东欧并不存在强有

力的左翼制衡右翼民粹主义。中东欧民粹主义的另一个独特特征在于，比起其

他地方，支持民粹主义的群体中年轻人的比例较大。不过，正是由于中东欧民

粹主义兴起，使得左翼开始走向前台。

2. 左翼思潮与运动

2018 年，以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为契机，左翼组织、左翼机构、左翼学

者纷纷主办研讨会或出版著作，讨论当下左翼面临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1）理论与政治实践问题一直是左翼的核心议题之一。例如，《卢森堡》

杂志有一期专门以“政治家的马克思”为题，讨论同时作为理论家与实践家的

马克思，讨论的问题大都与现实政治实践相关，包括性别问题、工会角色问

题、阶级问题以及保护地球的斗争等。再如，德国学者 M. 布里从策略方面将

马克思的理论解读为对他那个时代策略话语的介入，试图使其思想能对当下的

策略讨论有所贡献。M. 布里批判性地理解马克思，认为马克思把人权理解为

私人所有者的权利，只有工人阶级专政和全社会计划才能克服资本主义，资本

主义改革被他视为“虚假改革”，并拒绝社会主义市场因素，这是一种“强制

的策略”；与此相对的是蒲鲁东的“使可能的策略”。M. 布里重新刻画了一位

强调统一战线的社会主义者的马克思。例如，1863 年国际工人协会的演说中

的马克思，他强调 10 小时工作制是工人阶级的胜利。M. 布里认为当马克思将

政治冲突视为革命的现实政治“不可放弃的因素”时，他便会成功；相反，如

果他放弃这一因素，便会遭遇失败。这种观点实际上反映了今天左翼党的现实

处境，学者都期望左翼党能够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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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美左翼学者不仅强调激进政治，也关注统一战线问题。例如，

在《激进的牺牲》一书中，伊格尔顿从宗教和神学视角理解当代激进政治路

径，尽管他的立场是非宗教和非神学的。英国学者史密斯在《超越自由平等

主义——21 世纪的马克思与社会规范理论》一书中指出，在今天，政治解放

面临的反动力量是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实践，2008 年的危机并未让资本

主义崩溃，国家形态的变革才是唯一的出路。再如，“为左派制定新策略”是

2018 年美国左翼论坛的主题，也是全球左翼面临的艰巨任务。本届左翼论坛

的主要议题，反战战略包括环保问题、性别问题、种族和阶级平等问题、工人

权利问题和改变世界的联盟构建问题，等等。今天，限制左派发展的主要障碍

仍然是左派内部存在分裂的可能性，为此左翼学者提出，无须追求一种僵化的

共识，而应允许分歧，应包容而非压制其他声音。这样，才能建立起广泛的联

盟并在斗争中互相扶持。他们认为，今天，尽管在经济、政治、生态等方面都

面临着深刻危机，右翼势力又快速崛起，但仍然是左翼复兴的大好时机。他们

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探索有效的反对策略，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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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论坛为左

派团结与权力构建提供了空间，因此成为激进思想的聚集地。

（3）众所周知，苏东剧变后，中东欧左翼一直处于边缘化境地，但随着

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右翼政党纷纷上台执政，中东欧左翼的现状也越来越受

到关注和重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东欧复杂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环

境，并且问题丛生，如民主问题、腐败问题、民生问题等，因此中东欧左翼尽

量避免意识形态化，而是凸显其实用、具体、渐进的行动主张。左翼行动极力

表明，他们的主旨并非夺权，而是改变社会关系、人们的情感方式和人际关

系，自下而上地建构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这一方案有助于左翼运动的展开，但

同时也限制了左翼的社会影响力。将反腐议题与左翼理念结合起来将是中东欧

左翼未来社会动员的发展方向。就目前而言，中东欧左翼并未成长为可制衡民

粹主义的力量；左翼知识分子由于缺乏基金和民众的支持，也很难产生社会影

响力。因此，左翼政党也并未改善中东欧现有的政治生态。

（4）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左翼学者也力图从各自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出发讨

论左翼理论与运动。2018 年，巴西左翼学者、新依附论代表人物特奥托尼

奥·多斯·桑托斯在里约热内卢逝世，拉美各界纷纷发表悼念文章，高度评价

多斯·桑托斯对拉美本土发展理论的贡献以及批判帝国主义的精神。多斯·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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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斯主要研究领域和理论贡献在于依附论和第三世界的自主发展。巴西左翼杂

志《左边界》对西班牙政府的极端自由主义政策进行了批评，分析了当下巴西

全面危机的历史成因及影响。西班牙则主办了“战略与挑战：西班牙左翼的现

状”座谈会，从历史、路线、主体、主张、局限与困境等方面剖析了西班牙左

翼现状，探讨了“选情变化与政党格局的重构”、“政治组织的民主化探索与矛

盾困境”、“各种社会动员的出现和倒退”、“工作场所担负的角色”、“主要城市

政府改革的经验”、“加泰罗尼亚冲突的复杂性”等议题，并总结了西班牙左翼

运动发展与创新的经验教训。

（三）社会主义历史、现状、未来

1. 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经验进行回顾

例如，在《社会主义的危机、解体与重生——社会主义从“布拉格之春”

到中东欧剧变，再到亚洲的重生》一书中，意大利学者卡多皮（Giambattista 

Cadoppi）分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认为社会主义发

展是一个学习进程，因此，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实验性质，必须允许试错，并从

中吸取经验教训。由古巴哈瓦那大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多位教授共同撰写的《从

圣彼得堡到古巴社会主义：百年之后》一书旨在纪念十月革命伟大的历史意义，

认为党的领导和国家机构的组织形式在社会主义革命、国家建设和社会团结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而，应不断深化相关领域的制度建设，同时积极

应对宗教等敏感领域的问题。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所追求的真

正的人类解放。学者们也继续探讨苏联模式，认为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并未提

供反驳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对十月革命的性质进行了讨论。

2. 探讨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

加拿大学者莱布维茨（Michael A Lebowitz）提出了一种优于资本主义、

并非完全拒斥现代文明的新文明类型，即社会主义新文明类型——它主要由三

个支柱来构成：主要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生产组织主要由劳动者完成、以人

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的。新文明类型不应是苏联式的，也不应是国家资本

主义的，而应该是一种人道主义立场，不再追求生产资料扩张和国家导向，而

是将人作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心，社会财富主要用于满足劳动者自身发展

的需要，即丰富个性的发展，这应该是 21 世纪社会主义立场。也有研究者指

出，没有了国家，社会的组织机构将是一种幻想，其可行性也大打折扣。也有

研究者探讨了向社会主义新文明过渡的方案，具体实践依赖于环境、社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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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和文化四个方面的协同潜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西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

义以及拉美、非洲和南亚左翼运动在替代后资本主义文明过程中可以寻求共同

点，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整个体系进行深刻的变革，增加社会化程度，最大

限度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另外，弗雷泽和 R. 耶给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内

部的对话》一书，不仅对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如何相统一

进行了深入的论述，而且提出了参与性更强的民主社会主义。

3. 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例如，卡尔洛·加利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以外的地方都失败了，但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赞赏有加，认为中国采取的方案能创造和谐社会，可以让中

国迅速融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之中，成为一支重要的国际和平力量。他指出，

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变生产关系，尽管还有困难和问题，但在自由主义遭

遇危机的今天，必须改变欧洲中心主义视角；认为中国的成就意味着马克思的

胜利。另外，卡多皮的《社会主义的危机、解体与重生——社会主义从“布拉

格之春”到中东欧剧变，再到亚洲的重生》一书高度赞赏“市场社会主义”，

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将战略性企业置于国家控制之下，比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

西方的资本主义可靠，既避免了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又充分利用了

市场微观经济的效率。新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布鲁诺·斯特里指出不能简

单地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崛起的原因归之于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他认为，在

中国，市场在国家控制之下，私营经济能够发挥巩固公共经济的作用，尽管他

也指出了中国存在着发展失衡问题。

综上所述，2018 年同往年一样，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文本、思想、现

实三个层面，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对马克思思想、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具体分析，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纪念活动，以及《资本论》的深入研究；此外，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及

其当代价值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深发展研究，以及资本主义危机、左

翼运动与社会主义前景问题的探讨方面，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然而，自苏东

剧变以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甚至越来越严重。

例如：（1）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相关的学术活动非常热闹，但是缺乏统一的、稳

定的群众基础，在“热闹”背后显露出急躁情绪与焦虑心态；（2）文献学研究

逐渐成为马克思学研究热点，但可能陷入“有阅读、有研究、无信仰”的危险

境地；（3）过分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学等维度，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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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哲学维度有所淡化；（4）过分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理论深度有所弱化；（5）

研究视野过于宽泛，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左翼思潮研究边界不明；（6）研究队伍

老化，后继人才亟须补充；（7）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经济状况不佳，社会政治

地位堪忧。

当然，尽管他们对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不同诠释，而且某些研究

缺乏原创性和理论深度，但他们对马克思思想、马克思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热

情和迷恋，以及对 MEGA² 的编辑出版研究，值得我们钦佩、尊敬；他们结合

MEGA² 阅读马克思的方式，以及重新发现马克思、重新诠释马克思、重新塑

造马克思的激情和努力，值得我们借鉴、深思；他们强烈的现实关怀、有针对

性的历史反思、深刻的理论探索、广阔的国际视野，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大众化战略，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不过，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路向，我们要区别对待；对于国外

的“马克思热”，我们要冷静思考。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需要避免从一

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过去过分强调“经典文本”、“传统观点”到今天

过分强调 MEGA²、“新观点”；不要误解、不要曲解马克思，更不要歪解、不

要肢解马克思，而是要对马克思思想进行跨学科、多层面、整体性研究，反对

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化、虚无主义化、实用主义化，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

度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以完整的、真实的形象展现在国人面

前、展现在世人面前。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四川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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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国

周爱民

2018 年，适逢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 周年。如果

说，2008 年是德国再次萌发“马克思热”的起点，那么，2018 年则是德国“马

克思热”持续升温的“高点”。政界、学界，甚至是普通大众，纷纷主办了各

种纪念活动，隆重纪念这位世纪伟人及其经典之作。马克思再次从后台走向了

前台，成为万众瞩目的对象。本报告将首先简要介绍德国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的盛况，以及德国学者对《共产党宣言》的重新理解。其次，将围绕着当

下德国左翼所关心的经济危机、阶级问题以及民主等热点问题展开介绍；最后

将聚焦于德国批判理论的新发展。

一、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苏联解体后，西方的普遍看法是“马克思死了”，但如今谁要饶有兴趣地

参观一下马克思的故乡，便会得出另外的结论：马克思仍然活着。众所周知，

在这座保守的天主教城市中，马克思似乎早已不再是人们关注的对象了。然

而，在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的纪念活动中，似乎整个特里尔城居民都出动了，

马克思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例如，特里尔市投资了 510 万欧元，主办了 600

多场纪念活动，包括艺术展和音乐会等，马克思故居、特里尔城市博物馆、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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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州博物馆联合主办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马克思展“马克思——生活、著作、时

代”，他们从欧美 11 个国家的 110 个博物馆租借来 400 多个展品，包括马克思

在伦敦去世时所坐的沙发等，甚至收集到 59 种语言的 247 部《共产党宣言》。

就连保守的天主教都派代表参加了纪念活动，高级教士 W. 罗塞尔（Werner 

Rössel）甚至在纪念大会上引用了天主教社会学说创立者奥斯瓦尔德·冯·内

尔—布鲁宁的话：“我们所有人都站在了马克思的肩上”，他承认，教会已经彻

底意识到，在劳动与资本的古老冲突中，人在当今不再有位置。 A

不仅在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即使在整个德国，马克思受到的礼遇也可

谓空前。德国联邦政府对马克思200周年诞辰颇为重视。例如2018年5月3日，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邀请了 500 多位客人前去柏林总统府座谈马克思。在开

场引言部分，迈尔总统用很长时间说明了马克思理论对现代社会的意义。5 月

4 日晚，在特里尔的古罗马建筑康茨旦丁大厅中，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纪念大

会如期举行，有 1000 多位客人前来纪念，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

亲临大会作开幕词。德国邮政局甚至还专门发行了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的纪念

邮票。在政党层面，在 5 月 5 日特里尔马克思故居重新开展典礼上，时任德国

社会民主党主席安德烈娅·纳勒斯作了重要致辞，她在演讲中首次把马克思与

拉萨尔并列，称其为党的创始人。这与此前德国社会民主党一贯与马克思和马

克思主义保持适当距离的行事方式有很大差异。 B

除了官方的重视外，德国的主流媒体对于马克思诞辰的纪念也是热火朝

天。在马克思诞辰日前后，德国很多电视节目、报纸、杂志等主流媒体都争相

做了很多相关的专题栏目。例如，4 月 27 日，德法共同文化电视台 Arte 就推

出了 53 分钟的纪录片《马克思与他的遗产》（Karl Marx und seine Erben）。同日，

德国电视二台 ZDF 与文化电视台 Arte 联合推出 52 分钟的专题片《偶像马克

思》（Fetisch Karl Marx）。5 月 2 日，德国电视二台又单独推出长达 88 分钟的

大型文献片《马克思——德国预言家》（Karl Marx—der deutsche Prophet），称

赞马克思是“最有影响力的德国思想家——而且直到现在”C。德国的新闻周刊

《焦点》（Focus）也于马克思诞辰前一天进行了题为《马克思的〈资本论〉——

重要的论文和引文》的专题报道。连德国的政治脱口秀节目 A. 维尔（Anne 

A  https://www.vorwaerts.de/artikel/karl-marx-200-geburtstag-so-unbefangen-gefeiert.
B  http://www.sohu.com/a/257218736_768623.
C  http://www.sohu.com/a/231184816_739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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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也邀请了 O. 舒尔茨（Olaf Scholz，前汉堡市长，现任联邦财政部长和副

总理）、R. 马克思（Reinhard Marx，现任慕尼黑—弗赖辛总教区总主教及德国

主教团主席）、G. 科夫勒（Georg Kofler，企业家）、S. 瓦根克内希特（SahraWa-

genknecht，德国左翼政治家、作家和政论家）在节目中做了一期题为《纪念马

克思诞辰 200 周年：当今资本主义具有多大的社会性？》的专题互动讨论。卢

森堡基金会和“HellePanke”早在 2017 年就创建了 Marx200.org 在线平台。该

平台主要收集、出版和传播与《资本论》150 周年，《共产党宣言》170 周年，

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俄国革命 100 周年，全球动荡 50 周年等相关的活动，

同时向网民提供信息并在线发起讨论。

另外，学术纪念会与纪念著作也遍地开花。关于纪念马克思的各类峰会、

论坛及讲座目不暇接。影响力比较大的是卢森堡基金会主办的“纪念马克思诞

辰 200 周年”活动。活动第一部分是参观马克思在科隆的足迹，包括报社、科

隆工人协会的成立地点、马克思故居等；第二部分是以“马克思与 1848 年革

命”、“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数字化时代与工会”、“马克思理论视域下

女性主义的批判与拓展”等主题设立分论坛进行研讨；第三部分是研读马克思

经典著述的工作坊，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华。值得一提的是，为纪念马

克思诞辰 200 周年，卢森堡基金会与北京大学联合主办了“‘批判理论’中德

学者对话会”，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和

研究机构的学者参加了对话。

此外，汉堡社会研究中心、埃尔富特大学、卡塞尔大学、弗莱堡大学等

高校联合主办了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的大型活动，从论坛到工作坊再到暑

期学校，活动前后持续 3 个月之久。德国几乎每个大城市都会主办阅读马克思

经典的读书会。在柏林，卢森堡基金会 10 年来每年都主办马克思秋季学校，

组织对马克思著作感兴趣的人定期研读、讨论学习《资本论》与马克思的其他

经典著作。大家同步阅读，定期交流，培养阅读兴趣，不断加深对马克思思想

历程的了解。在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之际，德国近期密集出版了 20 多本与马

克思有关的新书。其中有描述马克思生平的，有尝试对马克思哲学体系进行新

的阐释的，有着重介绍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内容覆盖了方方面面。 A

马克思的“回归”与人们对当前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普遍失望有关。资

A  冯雪�、刘少华 :《马克思在德国再掀热潮》，《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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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与生态问题的凸显，使得人们普遍认为可怕的幽灵

不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对马克思的隆重纪念，也反映出当前西方社

会寻找突破目前发展困境的努力。因此，与其说是纪念马克思，不如说是与马

克思一道面对当今的挑战并寻找出路。与马克思一道并非仅仅教条地挪用马克

思的只言片语，而是再次探讨马克思思想的现实性问题，以及马克思的当今追

随者是否有能力恰如其分地把握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的内在矛盾，并且发

展出一种能够克服它的资本主义批判。

二、《共产党宣言》的现实性

《共产党宣言》（下文简称《宣言》）大概出版于 1848 年 2 月 23 日—3 月 1 日。

当时的参与者和读者没有料到这本小册子会创造世界历史。第一批有此想法的

是科隆共产主义者。1848 年大革命失败后，在缺少有效成文章程的情况下，《宣

言》被他们视作“我们的圣经”。不过，1852 年“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

连恩格斯都认为《宣言》“似乎注定从此要被遗忘”A。然而，出乎恩格斯意料的

是，在随后几十年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这本小册子反而脱颖而出，成为世界社

会主义运动中的经典文献。自出版以来，它已经成为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人

文社会科学著作，迄今已经有 200 多种文字译本，2000 多个版本。鉴于其世界

性的影响，它于 2013 年被联合国收入“世界记忆名录”中。

2018 年是《宣言》发表 170 周年。为了纪念《宣言》发表 170 周年，德

国左翼学者不仅纷纷主办了《宣言》读书会，而且发表大量文章论述其重要性

和现实性，并再版了带长篇导言的单行本。德国左翼政治家D.巴尔彻（Dietmar 

Bartsch）认为，“在当今反思自由、正义和团结，不能绕开《共产党宣言》”，

它是“当年所写的最为成功和影响最大的，并且影响的历史至今仍未结束”。 B

特里贝尔指出，“在马克思恩格斯写于 1848 年的《宣言》中，存在我们时代所

面临的急切问题的答案”C，人们只须想要在其中寻找，便能找到。他认为，尽

A  https://marx200.org/debatte/widersprueche-weiterdenken.
B  https://oxiblog.de/das-manifest-der-kommunistischen-partei-marx-engels-eines-der-folgen-

reichsten-buecher-und-ein-falscher-jahrestag/.
C  https://www.die-linke.de/disput/detail///kommunistisches-manifest-auch-heute-noch-rich-

t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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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当今时代的许多特征与当年的资本主义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多改变，但是就如

马克思恩格斯在 1872 年版的序言中所说的，“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

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例如，人的社会阶级归属是由他

们对生产工具的不同占有规定的，这个一般的基本原理至今仍然有效，因为在

德国联邦宪法中就规定“财产权是负有义务的”，私人财产权之行使应同时有

益于公共福利。这条规定显然继承了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权的行使只为增加资

本的批判。

有学者认为，《宣言》中所体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天才般的历史功绩是，

在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时期的社会形态中，就提前看到它的发展趋势和局限

性。例如，工人阶级在当时还只是社会中的少数，但是年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

预言工人阶级会成为多数，并且资本主义社会将会分裂成两大阶级。A 在其他

方面，《宣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也具有很强的解释性。例如，马克思比

所有其他经济学家要更早地理解到资本主义是动态的，无法利用静态的范畴理

解它，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

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

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

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

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鉴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许多预测是正确的，如世界经济的国际

化、资本主义的持续危机，等等，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和评

论者也都不得不承认。尽管如此，S. 斯坦尼奇（Sascha Stani�i�）还是提醒人们，

聚焦于马克思在经济方面的贡献同时也会歪曲马克思主义，因为对于马克思恩

格斯来说，经济学总是政治经济学，因此不能与阶级斗争和世界政治发展割裂

开来谈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宣言》的基本思想是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以

对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如文明的冲突论等。

在解释《宣言》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方面，T. 库钦斯基（Thomas Kuc-

zynski）认为主要有五大原因：（1）它从历史和经验的事实出发，以一种读者可

理解的方式叙述这些事实 ;（2）它将这些事实处理成现存社会关系的摹本，这

个摹本能使这些事实变得清楚明白；（3）它从过去和现在中阐述了一种令人信

A  https://solidaritaet.info/2018/09/das-kommunistische-manif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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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的发展视角；（4）它是为了实现当代党的使命而形成的，从而抓住了此时此

刻党的读者群体 ; （5）它是用动人的语言写成的，后来还成为德国的经典散文

文献。 A 在理论方面，《宣言》的广泛影响要归功于马克思恩格斯在 1845 年《德

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从 1845 年秋到 1847 年春天，马克思

恩格斯在他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发展了关于对世界的历史唯物主义

认识。尽管《宣言》没有直接详细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形态，但是从其对

资本主义发展史以及对无产阶级诞生的历史描述来看，这完全是以历史唯物主

义理论为支撑的论述。如果没有这样的理论支撑，《宣言》不会形成如此广泛

的影响。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正视当下的发展状况，指出《共产党宣言》中的很

多预言并没有实现，例如 U. 赫尔曼（Ulrike Herrmann）指出，马克思的这两

个重要判断都错了——“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

是整个世界”。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失去的比锁链更多。无产

阶级拥有了汽车、家电和房产等，另外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乐观态度相反，无产

阶级也没有获得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遭遇了滑铁卢般

的失败。 B

然而，如果放在另外的整体视角中，人们对《宣言》的某些指责可能就

不成立了。T. 库钦斯基认为这样的整体视角之所以不被人们广泛关注，一方面

是由于宣言的强大说服力，相反地引起了它不再被人们批判地掌握，与作者的

意图相反，《宣言》曾一度完全被无批判地，甚至被作为新的福音书谈论。另

一方面又导致了在 20 世纪快结束时，即 1989/1991 之后，《宣言》虽然仍被一

些资本家和其意识形态专家赞誉为对全球化的天才预测，但却被视作共产主义

政治科学和实践的基础而遭到抛弃。T. 库钦斯基认为在一种整体的视角中，《宣

言》仍然包含了大量具有爆炸性的思想，他列举了两个“爆炸物”。

第一，《宣言》中说：“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小

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

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

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现实的无产阶级

A  Thomas Kuczynski，Widersprüche Weiterdenken，in ：https://marx200.org/debatte/
widersprueche-weiterdenken.

B  Ulrike Herrmann ：https://taz.de/Debatte-Finanzkasino/!548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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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和各国的工人运动的结果出乎了马克思的判断，当代的工人有了社会福

利、罢工权、选举权，等等。总之，工人不但没有下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

下，反而上升成为市民社会的一分子。他们当今的斗争已经不再超越现存社会

了，而是在现有的框架内活动。因此，工人并非没有祖国，特别是在当今的德

国，这变得很清楚。在这个所谓的第一世界的国家，大多数工人在保卫国家经

济和福利方面，在提出移民限额和加强难民立法方面，在反对廉价工资国家等

方面，走向了列宁曾说的“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方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说，即《宣言》开篇所述的“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

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

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他据此认为，资产阶级和

无产阶级在革命地改造现存社会时可能会同归于尽，会产生一种新的社会存在

方式。

第二，在《宣言》的结尾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所有的革命运动

中，共产党人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获得怎样

的发展形式。”尽管现在的左翼党认为所有制必须置于“社会标准”的管制

之下，但是社会标准应当是怎样的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另外，这种地位

的改变仍然没有回答上述基本问题。作者认为这个“运动的基本问题”在另

一种意义上会更有趣，即我们对此问题没有答案。一方面，作者否定了用国

家所有制取代私人所有制，因为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那样，

它只不过是推到极端的私有财产，这是只有一个所有人，即国家。另一方

面，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所倡导的合作劳动制也难以为继，

因为这样的小团体不但无法与其他私人所有制抗衡，而且在与其他小团体竞

争中，它就转变成了私人所有制。面对这种情况，作者认为只有普遍革命，

换言之，只有在全球层面废除私人所有制，共产主义革命才会取得胜利。什

么是全球层面呢？作者最后指出，这是一种“世界所有制”。但是，如何不

仅在思想层面，而且在现实层面实现这种世界所有制呢？难道要用计算机武

装起来的无所不知的世界政府来管理？很明显，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然而，

作者指出，无明确的答案，恰恰说明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仍然处于议程

之中。

正是在此思路方面，齐泽克在他的德译本长篇导言中一开始就道出了相

反的担忧。首先，他基本赞同杰里米·里夫金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中所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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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认为物联网所开启的共享经济模式能够扬弃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交

换。在全球性的互联网平台上，个体免费提供他们的产品并发布它们，使它们

进入流通领域，从而使得生产越来越趋向于零边际成本。这使得人们能够以一

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在全球协同共享中分享其经济生活。齐泽克认为，如果按

此趋势的发展，马克思曾经的假设似乎又再次得到了验证，即新的生产力发展

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得过时了。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这种协同共享的发展模式被国家和私营企业重新

夺回了控制权，例如，个人的交往被脸书私有化了，软件被微软私有化了，搜

索被谷歌私有化了……齐泽克强调，为了把握这些新的私有化形式，我们应该

批判地改造马克思的一些概念。例如，由于时代发展的局限，马克思没有注意

到“一般智力”的社会维度，因此也没有设想私有化一般智力的可能性。就如

奈格里所说的，在私有化一般智力的框架中，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剥削不

再可能了。这也解释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多地通过直接的、法律的措

施，通过非经济的强力来进行新的剥削。这种新的剥削形式就是“租用”。这

就揭示了为什么直接的权威是必需的，即需要一个直接的权威来为租用的剥削

强加任意但合法的条件，这些条件不再是由市场“自发地”生产了，而是由政

府权威直接立法确立。在这种情形下，齐泽克认为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根本矛

盾，即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是去管制的、反国家的、游牧的—去中心化的，等

等；但是它的内部核心趋势，即利润变租的趋势，却又呼吁加强国家角色和管

制功能的齐全化。

因此，虽然经典马克思主义提供的解决方案在 20 世纪被证明为多数不可

行，但是《共产党宣言》仍然具有现实性，即共产主义的问题仍然存在。在

此，齐泽克认为共产主义不是解决方案的名称，而是问题本身的名称，即共产

在其所有方面：作为我们生活物品的自然的共产问题，我们生物遗传的共产问

题，我们的文化共同共产问题（“知识产权”），以及最后一个，但同样重要的，

作为任何人都不应被排除在外的人类普遍空间的共产问题。不管解决方式是什

么，都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 A

A  Slavoj Žižek, Die verspätete Aktualität des Kommunistischen Manifests, S. Fischer Ver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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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危机、阶级和民主：理解德国左翼的关键词

以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为契机，左翼或具有左翼色彩的各杂志和出版机

构纷纷或组稿发表或主办了研讨会，讨论当下左翼面临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从

这些研讨和争论中，我们可以窥见德国左翼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发展方向。下文

将简要介绍各杂志所讨论的相关主题。

理论与政治实践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议题之一，《卢森堡》

杂志 A 于 2017 年专门出版了一期讨论“政治家的马克思”，即作为改变现实的

理论家与实践家的马克思。所讨论的问题大都与现实的政治实践相关，有讨

论性别问题（Katja Kipping、Frigga Haug、Sylvia Federici），工会的角色问题

（Hans-Jürgen Urban、Stefanie Hürtgen、RalfKrämer），保护地球的斗争（Elmar 

Altvater）和政治实践中的阶级问题（Bernd Riexinger、Ariel Salleh）。当然，

也有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如 A. 黛米洛维克分析了马克思的科学概念，M. 海

因里希则分析了如何通过马克思的传记理解马克思的作品。其中，值得一提的

是 M. 布里尝试让马克思在当今的策略讨论中能有所贡献。 B 就如恩格斯在马

克思的墓前所说的那样，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者，M. 布里指出“从策略方

面阅读马克思，意味着把他解读成对他那个时代策略话语的介入”。 C 布里通

过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批判了马克思，认为马克思把人权仅仅理解成私人所有者

的权利，并且仅仅只有工人阶级政治专政和全社会的计划才能作为克服资本主

义的道路，他把资本主义中的改革称为“虚假改革”，并拒绝社会主义的市场

形式因素。布里认为，这是一种“强制的策略”，并与蒲鲁东的“使可能的策

略”对立。他在文中第二部分似乎矛盾地刻画了另一个马克思，马克思在此摇

身变成强调统一战线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在 1863 年国际工人协会的演说中，

马克思强调实行 10 小时工作制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胜利，并且强调劳动

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会取得更大的胜利。通过这样的对比，布里

指出，如果马克思把政治冲突视为革命的现实政治“不可放弃的因素”来接受

的话，他就会取得成功，相反，当他想把它们视为被消除的观点时，就会遭遇

A  Luxemburg, Gesellschaftsanalyse und linke Praxis, Berlin, H.2/3,2017.
B  Luxemburg, Gesellschaftsanalyse und linke Praxis, Berlin, H.2/3, 2017, S.22-31.
C  Luxemburg, Gesellschaftsanalyse und Linke Praxis, Berlin, H.2/3, 2017, S.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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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布里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指涉当今左翼党的现实处境，希望左翼党也像

当年的国际工人协会那样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spw”杂志 A 在其 224 卷中专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题，讨论的话题也极

为关注现实，强调不要把马克思看作顶礼膜拜的圣像，而是视为现代的思想

家。杂志编委在导论中就强调，社会民主党要在此获得一些有益的建议，“最

终能够给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什么才真正适合它的清晰评价。”B前五篇文章中

主要探讨了与“大联盟”（简称 Groko，指基民盟 / 基社盟和社民党于 2013 年

在柏林策划的大联盟计划）的关系，它被怀疑直到被拒绝。社会民主党青年左

派分子主席 J. 迪伦、M. 格隆布和 J. 罗森塔尔指出，“我们需要彻底的觉醒和

进步的社会规划”。为此，社会左翼需要与所有试图来理解时代的问题并给出

答案的进步力量联盟。在后面的 14篇文章中，从社会民主党的K.巴利到U.舍

勒纷纷研究了过去与当今马克思讨论和接受中的不同方面。这些文章清楚地表

明，当今在危机中被动摇的社会民主也需要有计划的支撑反馈。马克思对此方

面贡献得越多越好。在关于社会民主创新过程的核心观点中，D. 迈尔再次阐

述了有意通过社会民主塑造的政治。 C

在开篇文章中，D. 达特指出，在反对非正义方面，马克思的作品要比其

他理论在以下三点上更为优越：（1）马克思表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恰恰创造

了一种社会状态，它使得对资本主义的克服成为可能；（2）马克思认识到了哪

个社会阶级可以消灭非正义，即这样一个阶级，它除了拥有自己的劳动力以外

一无所有；（3）抱怨非正义毫无帮助，在理论上不充分地分析一种没有非正义

的可能世界也毫无帮助，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无力批判，马克思用对现实的批

判来替代了这种批判。令人遗憾的是，在如下关键的问题，也是当今左翼政治

实践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作者没有给出应有的分析，即尽管马克思充分分析了

使得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的成熟生产力，但是联系当今的社会现实，一个现实的

问题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另外，就如马克思当年

在国际工人协会中所称赞的，工人阶级在改善自己生活条件方面获得了很大的

改善，但是因此对于革命的需要恰恰丧失了。很明显，仅仅指涉工人在劳动

过程中的非独立性，对于革命来说是远远不够的。H. 文特详细阐述了对马克

A  spw-Zeitschrift für Sozialistische Politik und Wirtschaft, Heft.224, Dortmund, 2018.
B  spw-Zeitschrift für Sozialistische Politik und Wirtschaft, Heft.224, Dortmund, 2018，S.13.
C  spw-Zeitschrift für Sozialistische Politik und Wirtschaft, Heft.224, Dortmund, 2018，S.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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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劳动价值理论的不同批评。H.W. 辛恩简单地认为这是意识形态，P. 巴兰和 

P. 斯威齐则相反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中，它的有效性的前提被取消了。两种

批判不应被混同。奇怪的是，H. 文特并没有尝试去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进行

辩护。他想把马克思主义看作理论体系。他很明白，“体系的概念会引起一些

马克思主义者愤怒。它被与一个封闭的……理论大厦关联起来”。因此，他所

指的体系是一些显而易见的东西，即科学的世界观不同的方面能够具有一致性

地相互关联。在此，要把两个方面区分开来：一方面，对于科学政治来说，相

互矛盾的立场是值得向往的，否则专业的争论就不可能；另一方面，人们所代

表的理论应当要求一致性，否则争论就不必要了。文特要求一种本真的马克思

主义，他用这个概念假定一种一致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显然，文特的这种看

法问题重重。一致性的马克思主义不能被假定为前提，而是必须要被证明。此

外，理论命题不能仅仅具有一致性就够了，还要与现实相符合。马克思主义并

不仅仅指马克思的作品，还包括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他们之间肯定不具

有一致性。G. 菲尔贝尔特勾勒了马克思的生活和其死后的影响，他把马克思

放入了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列举了马克思所面临的一些重要的历史与理论的前

提：1780 年的工业革命，无产阶级的普遍贫困，大量的政治革命，劳工运动，

斯密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黑格尔的哲学。他还列举了对人类生存重要的问

题，认为要是没有马克思的洞见就不可能被克服，即不平等，国家以及国际的

自然生存条件的毁坏，战争和战争危险。K. 穆勒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

服务概念。他指出，这个概念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词典中都

被忽视了。他阐述了商品和服务的关系，以及通过服务所产生的价值和剩余

价值问题。其他的文章处理了辩证法（R. 佐尔格），政治伦理学（T. 梅切尔），

布莱希特关于共产党宣言的残诗（J. 法雷尔），和“人、自然，资本和解放”

（W. 杨岑）。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慕尼黑的《矛盾》哲学杂志，对 21 位男哲学家和一

位女哲学家进行了“问卷调查”。所问的问题是：（1）马克思所创立的新的理

论类型在当今是否仍然还是一种挑战？（2）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中是否

还有“基本的洞见”在当今仍然有效，或者这里最多涉及的只是这方面或那方

面人们会有兴趣的“采石场”？（3）是否马克思思想包含了“朝向未来的视角”，

它在当今被接受，在今后会被继续阐发？对于这三个主要问题，不同的哲学家

给出了不同的回答，理由也各不相同。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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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E. 阿尔特法特就认为，马克思对于那些想真正把握当今社会矛盾发展的人

来说总是一种挑战，对于那些仅仅想解释世界的人来说则不是。他认为（关于

第二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总是“独特的和现代的”，绝不仅仅是一个采石场，

他所指的是马克思对商品、劳动、价值形成的分析。W.F. 豪克在相同的方向

上给出不同的论述，他支持一种“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当然，持否定

回答的也有，主要是持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哲学家。

除了杂志之外，A. 黛米洛维克主编的《重新思考经济民主》A 也颇能反映

当今左翼所关心的问题。该书汇集了各学科、各职业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的观

点，有大学教授、科研机构的研究者，也有政党领导和其他行业的工作者等，

既有理论，也有现实案例的分析。在前言中，黛米洛维克就指出，尽管左翼中

早已有从民主向后民主过渡的说法，这种说法也存在种种问题，但是它还是反

映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一些情况。例如，工会和公民组织近年来都遭到

了削弱，警察与监督系统的加强，许多民主国家的民主程序矛盾性地导致了权

威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简言之，民主形式被保留了，但是内部却逐渐被掏空

了。文集中有直接讨论经济民主的社会转型问题，宪法的限制与可能性问题，

劳动中的性别民主，社会—生态的经济民主，印度喀拉拉邦的民主共产主义实

践，等等。

本年度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围绕着上述议题同时也召开了相当多的研讨

会。值得一提的是，在 2018 年 10 月 26 日至 28 日如期主办的马克思秋季学校

中，“世界市场和危机”成为讨论的主题，他们致力于探明的认识并非是偶然的，

而是蕴含于资本增值的必然过程中的相关论述。 B2018 年 3 月 19 日至 23 日

在法兰克福主办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周，有 60 余位参会者主要探讨了：如何在

新自由主义时代中使阶级理论现实化，如何思考阶级运动和阶级的政治代表等

问题。2018 年 4 月在科恩召开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研讨会；2018 年 4 月 21

日至 22 日，在法兰克福召开的题为“马克思在黑森”的研讨会，讨论了诸多

危机和国家理论、马克思理论的政治内涵以及对统治批判的发展、空间政治、

后殖民主义等问题。从这些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危机、阶级和民主等核心

词汇是理解当今德国左翼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共同构成了他们探索社会主义

A  Wirtschaftsdemokratie neu denken, Alex Demirovi（Hrsg.）, Münster: Westfälisches Damp-
fboot, 2018.

B  http://marxherbstschule.net/10/?page_id=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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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的“星丛”。

四、霍耐特承认理论的最新发展

2018 年，霍耐特再出力作《承认：欧洲的观念史》A。该书是他在剑桥大

学“约翰·罗伯特·西利讲座”（2017 年 5 月）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在该书中，

霍耐特首次系统地整理了承认观念在欧洲（主要是法国、英国、德国）思想传

统中的不同内涵与发展，认为黑格尔的承认理论能够融合法国与英国思想传统

中对承认的不同理解。

首先，在研究方法上霍耐特作了两个限制。与传统的观念史学科所用方

法不同，一方面，他不限于考察“承认”术语在历史上的产生及其语义变迁。

主要原因是，在各国历史中，并没有用固定的专有名词指代承认所表达的社会

现象。他指出，在法国的思想传统中，承认现象多数被表达为“自尊心”（amour 

propre），而在英国则被表达为“外在的观察者”，在德国则是“承认”（Anerk-

ennung）。另一方面，观念史的考察方式要求人们必须给出证据，证明某位思想

家确实影响了另一位思想家。这种证明往往是通过查阅著作出版时间、日记和

书信往来，甚至还要研究作者的藏书记录，以便核定该作者阅读或可能阅读了

什么。霍耐特很清楚自己所受到的学术训练主要还是哲学式论证为主，无法胜

任这种专业的历史考察。因此，他把对承认观念史的考察仅局限在一种“思想

的论辩式发展历史”方面，换言之，主要关注某种思想的不同发展方向，以及

在不同方向上所衍生出的不同含义。 B

其次，在考察承认观念史这项主要任务之外，霍耐特还提出了一项几乎

难以完成的任务，试图回答“一国的社会文化条件，是否可能会导致承认的观

念在该国中具有某种特殊的色调”C。他给出了肯定的假设，即承认的不同含义

与各自原产地文化的特殊国情相关。该假设直接影响了他对不同思想家的阐

述。由于不同承认概念的发展与某国的特殊国情相关，那么对不同思想家的论

述，就可以按照其所属国别进行分组式讨论了。每组中单个思想家的作品可被

视作某个共同文化中的“样品”。在该假设的基础上，霍耐特又进一步对国别

A  Axel Honneth, Anerkennung. Eine europäische Ideengeschichte, Suhrkamp, 2018.
B  Axel Honneth, Anerkennung. Eine europäische Ideengeschichte，Suhrkamp, 2018, S.15-17.
C  Axel Honneth, Anerkennung. Eine europäische Ideengeschichte，Suhrkamp, 2018, S.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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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了限制，主张法国、英国和德国思想传统中的承认观念可代表当今整个欧

洲对承认的理解。该判断主要依据的是其他学者如德国概念史学派代表人物柯

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以及杰罗尔德·西格尔（Jerrold Seigel）的研究

成果。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在近代市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法国、英国和德

国分别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在范式方面基本穷尽了现代欧洲

的市民社会模式。既然承认是现代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而体现现代政治文化

的市民社会只有三种典型模式，那么基于这三种模式各自发展出的对承认的理

解理应具有代表性，理应能穷尽当代欧洲政治文化中的承认观念。

最后，根据三个国家思想传统的不同，霍耐特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承认观

念，法国、英国和德国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类型。他认为，在法国的思想传统

中，一种否定的承认观占据了主流，即追求主体间的承认被视为会导致“自我

的丧失”（Selbstverlust）；在英国的思想传统中，承认行为被视为一种积极的“自

我控制”（Selbstkontrolle），它能够促进共同体福祉的发展；在德国的思想传统

中，承认则被视为平等个体间的相互尊重，是主体达成“自决”（Selbstbestim-

mung）的条件。

在重构出承认观念在这三国的不同发展后，他进一步主张黑格尔的承认

理论能够融合前两者。他根据的理由主要是这样一种考虑，即首先不考虑这些

不同观念分别由什么不同的方法所得出，而去追问“在应该涉及解释我们社会

生活形式如何被作为整体来理解时，哪一种模式提出了最够格的解释”A。他主

张黑格尔的承认理论能提供这种最够格的解释。与他早年的分析不同，他在此

更多地借鉴了所谓的“义务论新黑格尔主义”的解释路径。在此解释路径中，

相互承认是社会规范的存在论条件。简言之，社会的整合依赖社会规范的确立

与运用，当社会成员相互运用规范时，就已先相互承认对方具有评价自己行为

是否符合规范的权威了 , 并且同时相互承认对方具有共同评价与决定规范本身

是否恰当的权利。从规范运用的角度重构它的前提条件，这种论证方式明显属

于语用学的论证思路。 B 他认为，不管在法国的传统中还是在英国的传统中，

A  Axel Honneth, Anerkennung. Eine europäische Ideengeschichte，Suhrkamp, 2018, S.197.
B  详细分析参见 Titus Stahl, „Die normativen Grundlagen immanenter Kritik: Sozialon-

tologische Überlegungen zum Potenzial sozialer Praktiken“, in: Immanente Kritik heute: 
Grundlagen und Aktualität eines sozialphilosophischen Begriffs, edited by José M. Romero, 
Bielefeld: Typescript Verla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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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都已预设了这种基本的承认关系，因而黑格尔的承认范式能够充当融合的

底座。正是在解释具体的承认实践方面，英国的承认范式可以提供经验的补

充。法国的承认观念则可以补充对于追求社会承认所导致的病理行为的分析。

纵观霍耐特对承认的阐述史，从早期建立在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

基础上的承认学说 A，到《物化》中从社会本体论角度提出的“基本承认”

概念 B，再到《自由的权利》中对承认的社会制度层面强调 C，最后到《承认》

中借助义务论黑格尔主义试图融合不同思想传统中的承认观念，我们可以清晰

地看到他的理论志业。概言之，它体现在对承认理论两个重要功能的论证上：

（1）试图澄清承认在道德上的规范有效性，从而把承认视作社会批判的规范性

基础；（2）试图澄清承认的社会解释力，从而用承认的缺失与对承认的需要来

解释现实社会冲突的发生与制度的变迁。他之所以沿此方向努力澄清上述两个

方面的问题，在笔者看来，与他对批判理论的自我定位紧密相关。霍耐特曾明

确指出，批判理论传统的“家族相似性”，不在于单纯地批判资本主义，因为

仅从资本主义批判的角度，无法区分批判理论与其他思想传统的区别，西方历

史上有大量的思想家也曾从不同角度开展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例如尼采、海

德格尔等大哲。他认为，批判理论传统的身份独特性在于坚守左派黑格尔主义

传统，即致力于在社会现实中挖掘批判的标准和潜能。D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

第三代“掌门人”，他自觉地立足于该传统，不断致力于澄清当代资本主义社

会中的解放潜能，试图完善该传统的解放学说。如果三种承认观念确实如霍耐

特所说的那样可以相互补充，融为一体的话，那么，他的承认学说就可以充当

整个批判理论传统所希望建立的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

五、批判理论的新发展：后霍耐特时代？

2018 年 6 月，M. 萨尔（Martin Saar）正式接替了霍耐特的社会哲学教席，

A  这方面的解读参见王凤才：《蔑视与反抗》，重庆出版社 2008 年版。

B  Axel Honneth, Reification: A New Look at an Old Ide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47-150.

C  Axel Honneth, Das Recht der Freiheit, Berlin: Suhrkamp, 2011.
D  这方面的详细论述参见周爱民：《论批判理论的家族相似性：从内在批判的视角看》，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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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在其（并反对）时代中的哲学”作了教授就职讲座，讲稿随后发表在了《德

国哲学杂志》上。霍耐特的退休是否意味着批判理论之“后霍耐特时代”的到

来？从萨尔就职演说以及其他年轻一代批判理论家的著作中，可以窥见批判理

论发展新动向。总的来说，与霍耐特构建社会哲学的规范基础，并以此去分析

当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病理现象不同，新一代的批判理论家更为关注社会中的

政治，更为直面当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以及政治危机，例如积极参与

讨论难民问题、所有权问题，等等。然而，尽管他们试图有所突破，但尚未辟

出新路，仍然属于霍耐特所开启的批判的社会哲学传统中。所以说，批判理论

之“后霍耐特时代”尚未到来。下文将简要回顾法兰克福学派“家族内部”的

新发展动向。

自哈贝马斯出版《事实与价值》以来，法哲学逐渐成为批判理论的核心

议题。主要的代表作有 I. 毛斯的《论人民主权》A、霍耐特的《自由的权利》、

门克的《权利批判》、洛伊克的《法律主义》，等等。除了毛斯仍然坚守康德主

义传统之外，其他几位思想家都利用不同的思想资源开展了对资本主义法律体

系或温和或激进的批判。

霍耐特继承了哈贝马斯的温和批判。哈贝马斯首先从历时性角度把现代

资本主义的法治发展划分成了四个时期，第一个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形成时期，

第二个是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形成时期，第三个是民主法治国家的形成时期，

第四个是社会与民主法治国家的形成时期。他认为，资产阶级法治在前三个时

期都具有积极的功能，它是个体自由得到确立和完善的过程。哈贝马斯把批判

的矛头主要指向了最后一个阶段，认为在此阶段中，法律体系开始逐步渗入生

活世界中，造成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从而造成本来是保障自由的法律反而掣

肘了自由的发展。B 霍耐特基本继承了哈贝马斯的观点，只不过更为精细地从

共时性层面解析了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当然，霍耐特没有整体上否认资本主

义的法治化，仅认为在抽象法领域法治化的过度发展会导致社会病理行为，这

主要体现为错认了自由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在霍耐特看来，抽象法所确立的自

由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的自由，这种自由要真正实现，还需依赖广阔的社会生活

A  Ingeborg Maus, Über Volkssouveränität. Elemente einer Demokratietheorie, Berlin: 
Suhrkamp Verlag 2011.

B  Daniel Loick, “Juridification and Politics. From the Dilemma of Juridification to the Para-
doxes of Rights”,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4. 2014, pp.762-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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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法治化过度发展的结果就是法律被视作自由的真正实现，即把本来诉诸

社会交往解决的问题始终转交给法律解决。

在以门克和洛伊克为代表的权利批判中，现代资本主义法律遭到了更为

激进的批判。门克利用了阿多尔诺的辩证法传统和卢曼的系统论思想，认为当

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市民法整体扭曲了现代法自身所包含的反思结构。这种反思

结构用系统内部与外部的区分来说就是，现代法已经意识到这种区分的不可区

分，但又不得不区分，所以确立了现代权利的形式来表达这种矛盾。这种权利

被资产阶级的市民法误解为主体权利，然而真正的现代权利形式则是反权利。

门克主张，要确立这种反权利，就必须要消除市民法的权利形式。A 洛伊克利

用的则是社会哲学的视角审视当代资本主义法律体系。他认为，法律体系作为

社会的组成部分，其最终的功能在于促进社会整合，因此用社会哲学的视角去

审视法律体系仍然是一种有效的内在批判。所谓的社会哲学视角是指，“阐明

法作为一种结构性的阻碍，即阻碍了一种成功的社会性”B，这种社会性是个体

自我实现所需要的社会条件。通过社会哲学的视角，他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法律

体系并没有促进人们自由的真正实现，反而造成了个体各种病理行为。在同时

意识到权利批判可能具有的危险倾向后，洛伊克试图诉诸犹太教思想的水平的

法治思想来克服现代法中所包含的权利垂直结构。

可以预见，在批判理论今后的发展中这两条批判路径会不断朝着各自的

方向进一步深化与发展，至于他们是否最终能汇合到一起被一种更为“整全”

的批判范式所取代，我们拭目以待。

除了围绕着既定议题的多元化发展之外，批判理论家在更为宏大的问题

域也取得了重要成果。例如，霍耐特所率领的团队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现

象的研究。早在霍耐特担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时，他就继承了批判理

论的传统，如注重跨学科研究、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但也有所修正。

最主要的一个修正是，他不再把社会视为一种能够自我规定的、自发的“系

统”——借用哈贝马斯的话说——社会不仅仅是由策略行为构成的，而是同时

也由规范建构而成。因此，关键的问题不是线性地追溯策略行为的发展史，而

A  进一步的解读参见周爱民：《从“主体权利”到“权利批判”：门克的〈权利批判〉解

读》，《山东社会科学》2019 年第 5 期。

B  Daniel Loick, Juridismus: Konturen einer kritischen Theorie des Rechts, Berlin: Suhrkamp, 
2018, 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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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更为宏观地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规范矛盾现象。 A

以矛盾为线索，霍耐特所率领的新一代批判理论家们从宏观的资本主义

社会，到中观的市场经济领域，再到微观的家庭与婚姻关系，展开了对资本主

义全景式的研究。 B 简言之，该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这样一种观察：在社会现

实中，规范性原则的实现通常会导致与该原则原始意图相抵触的结果。例如，

被称为社会道德进步的法律平等，以及自由化和民主化的进程，似乎都面临着

日益增长的社会控制和公民权被剥夺的威胁，日益增长的市场化或政治上实行

同质化的威胁。霍耐特用“规范矛盾”概念描述了这种能够被观察到的事实

现象。与以往简单的进步怀疑论不同，这种概念所要表达的观点是对规范进

步的“两面性”更为辩证的处理。它不再简单地把社会问题的原因追溯为经

济或政治形势所致，规范原则本身或者是其社会的制度化过程，成为研究的

关注点。

该项目的第一步是更仔细地研究对社会道德改革的矛盾效果的反应模式，

以便得出不同的类型，它们是对规范性矛盾不同的处理形式。在第二步中，

项目尝试澄清整体上的哪种解释（是规范性理想的内在模糊性，还是制度化

的问题）可以被认为更合适。最后，针对一些政治问题给出恰当的回答，例

如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是通过重新阐释原有规范得到解决，还是把它视为追求

解放不得不忍受的阵痛。该项目结合了社会哲学、美学、法学和实证社会科

学，并从三个层面分析了这些问题，重点关注知识分子（思想史的主角）、公

共机构参与者、日常参与者，它分为以下五个子项目：矛盾的思想历史的规范

重构；法律平等矛盾；儿童福祉的矛盾；平等、民主及其文化产业的矛盾；亲

子关系中的平等矛盾。在霍耐特的带领下，以及众多教授的加盟，如 K. 君特

（Klaus Günther）、K.O. 迈瓦尔特（Kai-Olaf Maiwald）、J. 雷贲忒�（Juliane Re-

bentisch）和苏特尔吕特（Ferdinand Sutterlüty）该项目在 2015 年成功获得大众

基金会的资助，2018 年 6 月项目如期顺利结项。该项目的成果将会陆续推出，

由于它兼顾理论与现实的关切，可以预见，它将会在学界和公众舆论中引起广

泛的影响。例如，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就凭借与该话

A  http://www.ifs.uni-frankfurt.de/forschung/.
B  http://www.ifs.uni-frankfurt.de/forschung/projekte/verhandlungsformen-normativer-para-

dox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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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相关的《独异性社会》A 一书，荣获了 2019 年的莱布尼茨奖。

以霍耐特的该研究项目为理论背景来看待后霍耐特时代批判理论的发

展，我们可以断定，批判理论的发展仍然立足于传统，不过他们试图融合时

代新特征，想在前人的基础上给出更为整全和恰当的理解。其中，值得关注

的是新一代批判理论家罗宾·策利卡特斯（Robin Celikates）和 M. 萨尔（Martin 

Saar）。

罗宾·策利卡特斯目前担任柏林自由大学社会哲学教授，也是《关键时

刻》（Critical Times）B 的委托编辑。在此之前，他是阿姆斯特丹大学哲学系政

治和社会哲学副教授（2010—2019 年）和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成员（2018—

2019 年）。他同时也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成员，并主持由 NWO 资助的

研究项目“公民不服从的转变”C。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批判理论、公民不服

从、民主、移民和公民身份。早在 2009 年出版的《作为社会实践的批判：批

判理论和社会的自我理解》D 一书中，他就已立足于批判理论传统，关注批判

的社会理论的方法论问题。他批判了社会科学模型中的“普通能动者”和“专

家”，或者说“观察者”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霍耐特在该书前言中称赞

策利卡特斯在批判理论的方法论取向方面提供了规范的证明。策利卡特斯首先

分析了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学及其对社会科学家和社会

日常大众之间的“根本断裂”的假定，然后再剖析了鲁克·波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对社会实践与批判反思之间差异的有意消除。他详细比较了这两种

视角，最后认为批判理论所开创的重构批判能够超越这种非此即彼的对立。该

书与耶给的《生活形式批判》和蒂图斯·施塔尔的《内在批判》共同构成了批

判理论传统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耶给和施塔尔稍有不同的是，策利卡特斯的批判锋芒更为突出。例如

在怎样看待承认问题方面，策利卡特斯就持有一种更为激进的看法。不管是

霍耐特持有的积极的承认观点，还是巴特勒持有的消极观点，他认为两种立

A  Andreas Reckwitz, Die Gesellschaft der Singularitäten: Zum Strukturwandel der Moderne, 
Suhrkamp, 2017.

B  https://www.dukeupress.edu/critical-times.
C  https://thedisobedienceproject.wordpress.com/.
D  Robin Celikates, Kritik als soziale Praxis. Gesellschaftliche Selbstverständigung und kri-

tische Theorie, Frankfurt/New York: Campus Verlag,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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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都没能合适地阐述承认关系的冲突特征，要么冲突与承认的关系被视作外

在关系，要么被视作无关紧要。与霍耐特不同，他根据黑格尔的《精神现象

学》所阐述的承认关系认为，行动者具有冲突的能力，相互承认的关系才会

出现。 A 个体的冲突能力就是一种反思的实践，即把所遵循的规范视为反思

的对象。只有把基于反思所产生的冲突及其解决视为相互承认的本质构成，

才有可能理解相互承认是对个体自由的实现，单纯对他人品德或能力的认

可与个体间自由的实现不具有本质上的关联。对这种承认关系的制度化，

就不是如霍耐特所做的那样找寻当代社会的基本承认制度如家庭、市民社

会和国家，而是更为动态地和广泛地包容当下社会的各种冲突实践并使之制

度化。

在近几年的研究中，策利卡特斯以公民不服从为主要议题，继续深挖这

种冲突取向的承认关系问题。他认为，当今主流自由主义的解释框架中，公民

不服从作为一种关于争议的政治与民主实践，其特殊的特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

阐述，它不能被还原为伦理的或法律的理解。在这种理解中，它要么被理解为

出于个体的良心或对法治的忠诚的行动。为了更为准确地阐述它，策利卡特斯

将其置于两个极端之间，即象征性政治与真实对抗。他认为，这两个极端之间

不可抑制的紧张关系正好说明了公民不服从的政治化和民主化的潜力。B 在他

最新发表的文章中，他进一步将公民不服从视为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内部的一种

辩证的超越力量。它的变革作用在于将本来被政治领域排除出去的问题再度政

治化，并致力于全面重新配置公共空间和现存机构。因此，他认为传统把公民

不服从视为一种防御的，在现存政治秩序内部的法律活动，而把制宪权视为一

种全面的，转化的，并致力于制度化的权力是不准确的。以欧洲难民问题引发

的政治大讨论为例，他具体阐述了公民不服从如何能成为一种制宪权。 C

M. 萨尔虽然也致力于推进社会哲学的发展，但是与策利卡特斯研究路向

A  Georg W. Bertram and Robin Celikates, Towards a Conflict Theory of Recognition: On 
the Constitution of Relations of Recognition in Conflict,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13, 23:4, pp.838–861.

B  Robin Celikates, Democratizing Civil Disobedience,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2016,42 （10）:982-994.

C  Robin Celikates, Constituent Power beyond Exceptionalism: Irregular Migration, Disobe-
dience, and （Re-）Constitu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2019, 15（1）, 
6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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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不同。萨尔的博士毕业论文主要研究尼采和福柯的谱系学 A，教授资格论

文主要研究斯宾诺莎的政治理论。 B 自 2017 年秋开始，他正式接替了霍耐特

担任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哲学系社会哲学教授。在教授就职演说中，他雄心勃勃

地试图提供一种对哲学的新理解。从哲学与其时代的关系出发，他首先粗略勾

勒了传统中的几种典型观点，大致有完全依赖于传统的进步观，有完全脱离当

下时代朝向未来的“未来哲学”观，也有认为哲学只不过是当下时代意识形态

中的一种，因此要求真正的哲学应当参与时代的斗争。萨尔逐一评价并质疑了

这些观点，主张从哲学与其时代的一种不稳固的、模糊的和偶然的关系出发，

认为哲学并未完全臣服于其时代，也未完全独立于其时代，哲学可以寓居于一

种移动的位置上，在此位置上，批判和抵抗变得可能。 C

尽管萨尔没有仔细勾勒这种哲学的研究对象与主题，从他其他的论述中，

我们也可以窥见他未来的努力方向。该方向在他的《X——什么是社会哲学，

或：秩序、实践和主体》中得到了比较详尽的阐述。 D 与霍耐特对社会哲学研

究领域的强调不同，他强调社会哲学应当由对社会的不同研究视角构成。他认

为哲学研究中的社会并非是一个特定的对象，而是由一定关系集合而成的，这

些关系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三个不同层次上。他以秩序、实践和社会主体三种

形式来澄清社会的不同出场路径，并且认为在这三个层次中存在三种不同的权

力形式。秩序对应的是统治，制度化实践对应的是“正常化”（normalization），

社会主体对应的是“主体化”（subjectivation）。对这种权力的反对，会存在三

种不同的政治形式，即（激进）民主、“反抗”（resistence）和自我转化。当然，

这些只是初步勾勒了社会哲学的研究视角和主题，这些层次之间具体的关系以

及权力的具体运作机制，以及政治化的可能途径都有待具体研究。在此研究过

程中，社会哲学本身并非中立，而是与其对象保持团结，即作为整体的自治社

会，它的抵抗实践以及偏离常规的个体们。这种社会哲学会导向何处？就如作

者所说，我们拭目以待。

A  Genealogie als Kritik.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Subjekts nach Nietzsche und Foucault, 
Frankfurt/M./New York: Campus，2007.

B  Die Immanenz der Macht. Politische Theorie nach Spinoza. Berlin: Suhrkamp, 2013.
C  Martin Saar, „Philosophie in ihrer Zeit“,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2019, 67 
（1）:1-22.

D  Martin Saar, “X—What Is Social Philosophy? Or: Order, Practice, Subject”,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2018, 118 （2）: 207-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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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后霍耐特时代的批判理论目前仍然坚守传统，致力于揭露当

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机制，并努力挖掘政治与社会中存在的解放的力量。

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他们试图积极融合借鉴与融合其他思想传统的资源，试

图推陈出新，进一步使得批判理论不仅跟上时代的发展，而且有批判地介入时

代的发展。在新自由主义弊端暴露无遗但仍苟延残喘中，在民粹主义不断发展

壮大的狂躁声中，在传统左翼束手无策的尴尬处境中，或许新一代批判理论家

们立足时代的持续反思最终能够给出不同的回答。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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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国

吴  猛

2018 年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法语世界发表了大量关于马克思的研究

著作。这些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马克思的思想和生平进行全面

介绍的著作，代表性的作品包括萨米尔·阿明的《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1818—

2018）》A、希尔万·希佩尔的《多维视角下的卡尔·马克思》B 等；第二类是关

于马克思的特定思想和文本的研究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马塞多·孟戴斯

的《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C、昂利·佩纳 – 舒茨的《作为

生态学思想家的卡尔·马克思》D、让 – 皮埃尔·杜朗的《马克思的社会学》E、

让·维乌拉克的《马克思：破解哲学之谜》F、维维安·伽尔西亚的《哲学的命

运：青年黑格尔派的四种轨迹——巴枯宁、恩格斯、马克思和施蒂纳》G、达

A  Samir Amin, Le bicentenaire de la naissance de Marx （1818-2018），Editions Delga，
2018.

B  Sylvain Cypel, etc., Regards croisés sur Karl Marx , De laube, 2018.
C  Macedo Mendes, Révolution politique et révolutionsociale chez le Jeune Marx, Univ Eu-

ropéenne, 2018.
D  Henri Pena-Ruiz, Karl Marx penseur de l’écologie, Le Seuil, 2018.
E  Jean-Pierre Durand, La sociologie de Marx, La Découverte, 2018.
F  Jean Vioulac, Marx. Une démystification de la philosophie, Ellipses, 2018.
G  Vivien García, Le Sort de la philosophie: Quatre parcours de jeuneshégéliens: Bakounine, 

Engels, Marx, Stirner, Herman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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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埃尔·阿尔瓦罗的《共同体问题：马克思、滕尼斯和韦伯》A、昂格巴·阿

蒙·马尔坦的《卡尔·马克思思想中的革命实践和解放斗争的辩证法》（第

一卷）B 等。第三类是研究马克思思想与当代现实的关系的著作，代表性著作

包括比尔·保罗·包吉奥的《最后的马克思，正在生成的共产主义》C、莫里

斯·屈奇耶曼的《马克思与为未来做准备的十月十七日》D、多美尼克·汤普勒

的《弗里德里克·洛尔顿、马克思和斯宾诺莎》E 等。

另外，法语思想界的不少左翼学术刊物在 2018 年都以专辑或专栏形式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比如《形而上学与道德杂志》（Revue de métaphy-

sique et de morale）第 100 期直接以“卡尔·马克思”为主题，而《今日马克

思》（Actuel Marx）杂志 2018 年的两期刊物虽分别以“今日的剥削”和“宗教”

为主题，但仍是以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和马克思思想与宗教的关系为中心组织讨

论。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世界报》在 2018 年 3 月以整本特刊形式纪念马克思

诞辰，其主题令人印象深刻：“不可征服的马克思”。

下文将重点介绍 2018 年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三个重要方面，即马克

思社会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的关系问题研究、剥削问题研究。

一、马克思社会思想研究

马克思的社会思想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2018 年法国

思想界关于这一思想的讨论更多地以当前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为背景展开。

萨拉·巴尔瑙 – 麦耶尔（Sarah Barnaud-Meyer）在题为《在何种意义上经

济学是政治的？》一文 F 中研究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涉及的经济与

政治的关系问题。巴尔瑙 – 麦耶尔认为，在思想史上，经济学在走向科学化的

A  Daniel Alvaro, Le problème de la communauté: Marx, Tönnies, Weber, Editions 
L’Harmattan, 2018.

B  Angba Amon Martin, Praxis Révolutionnaire et Dialectique Guerre et Emancipation Chez 
Karl Marx, Tome 1, Edilivre, 2018.

C  Pier Paolo Poggio, Le dernier Marx, communismeendevenir, Editions Etérotopia, 2018.
D  Maurice Cukierman, Marx et Octobre 17 pour préparerl’avenir, Editions Delga, 2018.
E  Dominique Temple, Frédéric Lordon, Marx et Spinoza, Hélène Temple-Boyer, 2018.
F  Sarah Barnaud-Meyer, «En quel sens l’économie est-elle politique? ». Revue de métaphy-

sique et de morale 2018/4 （N°100），pp. 45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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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有一个困境，这就是，它越是试图撇清自己与政治的关系，越是具有政

治性，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所揭示的，正是这种话语内在的意识

形态特征。在巴尔瑙 – 麦耶尔看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由以出发的立足

点，是一种政治上的超越，但这种超越同时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相连的，这

正是为何马克思的批判在今天极具启发性的原因。就此而言，如何实现对于生

产力的政治占有问题对于当代人而言仍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让·罗博兰（Jean Robelin）在文章《马克思与资本主义的未来》A 中试图

从马克思思想出发探讨资本主义的未来问题。关于资本主义的未来，马克思曾

设想过多种剧情版本，不过总的来说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将越来越展现出其

自身的本质。在罗博兰看来，如果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一个由市场所中介的私

人生产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就应该越来越走向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方向，而新自

由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未来，但现实的竞争辩证法却展现出一种相反的趋势，

这就是，资本集中造成了若干大企业的垄断，并导致了国家的介入。罗博兰认

为，这一趋势表明，现实正走向马克思所断言的资本主义消亡，尤其是，国家

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使得当代社会距离传统意义上的、以高度组织化的

和透明的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更近了。

吕西安·塞夫（Lucien Sève）在题为《马克思思想中‘Aufhebung’一词

的翻译：错误的争论，真实的问题》的文章 B 中认为，马克思从黑格尔思想中

借用并改造的 “Aufhebung”一词的翻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法语思

想界人们一般将这一词翻译为“abolition”（取消，消除），而这是值得质疑的，

因为这个词还有“dépassement”（超越）的意思。但帕特里克·特赫（Patrick 

Theuret）对将该词翻译为“超越”提出批评，认为这不论在语义学上还是在

政治上都走向了修正主义。而塞夫认为，如果从马克思的《大纲》来看的话，

人们是可以找到将“Aufhebung”译为“dépassement”（超越）的根据的。从

语义学上来说，“超越”一语不会导致对于“否定性的工作”的遗忘；而从政

治上来说，将马克思的这一革命性概念降低为“取消”会导致一种对它的损害，

因为根本上来说，这一翻译问题实际上是对于现时代的理解问题——在资本主

A  Jean Robelin,«Marx et l’avenir du capitalisme».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2018/4 （N°100），pp. 467-478.

B  Lucien Sève ,«TraduireAufhebung chez Marx. Faussequerelle et vraisenjeux, ».Actuel 
Marx, N°64, pp.11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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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已经明显展露出其过时性的今天，时代所需要的不是一场老式的革命，而是

一种新型的“超越”。

吉拉尔·约尔朗（Gérard Jorland）在其文章《马克思视野中的变化和辩

证法》A 中，试图探讨马克思思想的本体论基础。在约尔朗看来，马克思的思

想发端于一个本体论洞见，这就是万物皆变。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三卷

《资本论》构成了一个彼此联系的变化系列。约尔朗认为，马克思考察变化的

基本方式是黑格尔三段论式的，而这一方式有助于说明，为何《资本论》最后

所呈现的从价值向生产费用的转变并不是一种完满状态，以及为何《资本论》

在马克思去世时无法全部出版。

二、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的关系问题

随着当代西方社会“宗教回归”现象日益突出，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的关

系问题越来越成为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关注的话题。

埃蒂安·巴里巴尔（Étienne Balibar）在题为《宗教批判、经济批判和回

归》B 的文章中，试图从生命政治的视角审视马克思思想中所涉及的宗教问题

和经济问题的内在关系。在巴里巴尔看来，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是“政治

经济”和“神学政治”的交汇，这表现在，在当代所谓“宗教回归”中，存在

某些“世俗化”形式，这些形式（无论是语言还是管理方式）都多少以重新解

释某种特定宗教传统为前提，而这种宗教回归出现的条件是，随着市场特别是

金融市场自主化程度的提高，国家权力越来越无法成为经济的控制力量，从而

经济不再被理解为一种政治机制。从外在形式来看，“宗教回归”体现了在由

国家所赋予和承认的宗教的同一性被打破以及宗教与国家形成竞争关系或宗教

将国家纳入自身内部的背景下，人们在彼此冲突的不同目标下对于各种宗教间

的同一性的认同不断增长，这种回归似乎被视为对于此前由政治对立和民间冲

突所造成的“集体主体性”的衰落的反动，但这一点只是讨论的起点而非结论，

因为这种理解并没有呈现当代社会中的宗教和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巴里巴尔

A  Gérard Jorland，«Transformation et dialectique chez Marx».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2018/4 （N°100），pp.441-454.

B  Étienne Balibar,« Critique de la religion, critique de l’économie, et retour». Actuel Marx, 
No 64, pp.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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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这里重新回到马克思将是有益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

马克思展现了一种与“唯灵论的人类学”相对立的“唯物主义的人类学”思想，

即认为是人创造了宗教，而非宗教创造了人，也即并非宗教自身确立了建构宗

教幻象的模式，而是相反，宗教在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要么是巩固某些统治模

式，要么是保护这些模式。这是一种“关系”或“联系”的人类学，而非“本质”

或“类”的人类学。这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与在迪尔凯姆那里臻于成熟的

“社会学传统”的不兼容性，因为对于后者来说，宗教乃是“社会效果”的来

源并对其产生规定作用。巴里巴尔强调，在马克思的这一视野中，人所创造的

东西也是人可以重造的东西，也就是说，人所创造的是可改变的现实，因此

这里所体现的并非人道主义人类学与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分野，而是人类学内

部的分野以及人类学所蕴含的本体论内部的分野。这种特殊的人类学的意义

往往被人们理解为社会生活的物质动因的发现，但在巴里巴尔看来，马克思

从物质原因的确立和变动出发理解人类创造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不同模式

及其在主体或承载者身上的表现形式如宗教，的确是一种重要创见，但马克

思的这种思想立场也会带来一些理论问题，比如，马克思将人类历史运动理

解为一个不断世俗化的过程，而根本上来说这是一种具有矛盾性和不稳定性

的进化论思想。不过巴里巴尔认为，马克思在劳动的独特人类学功能以及为

这些功能提供历史表达的生产关系中寻找宗教异化的根源，为某种“反—宗

教”（anti-religion）的经济分析打开了方便之门，而这正是理解马克思人类

学的当代意义的重要入口。巴里巴尔这里说的“反—宗教”不仅是指“摧毁

宗教”，而且指虽与宗教对立但却是宗教的“镜像”。对于巴里巴尔来说，要

重新将“神学政治”问题作为一个根本问题引入政治领域，就要从上述第二

个“反—宗教”的角度继承马克思的遗产。在这一视野中，巴里巴尔从马克

思的早期思想中发现了不少具有“宗教性”的内容：马克思将人作为自己生

活条件的生产者，实际上就是把人当作一种特定意义上的“创造者”，从而

这种唯物主义人类学就具有了宗教意义；不仅如此，作为人的活动的产物的

社会结构也会存在具有神学性质的东西，比如在经济越来越具有整体性的当

代“世俗化”社会中，人们可以发现金钱就具有神学或宗教性质，它在日常

生活的仪式下被交换价值的拜物教所要求，或者说作为商品价值的具体化而

被商品“肉身”的虚幻感知所要求，这种神学或宗教的东西所借助的仪式处

于传统的“宗教”领域之外，并被法律和政治机制所保障，从而使得西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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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世俗化的外表性具有“犹太性”；而无产者作为被彻底剥夺了自己所创造

的东西的生产者所具有的弥赛亚形象更是具有宗教性。从“反—宗教”的角

度来看，青年马克思正是通过宗教批判而呈现当代“世俗”社会本身所具有

的“宗教性”维度的，从这种探讨方式来看，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经济与宗教

并不是泾渭分明、彼此无关的两个领域，而是内在地具有“镜像”关系。这

里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在马克思“完成”了宗教批判之后，特别是转入政治

经济学批判之后，他的任务已不再是通过宗教批判表达自己的唯物主义人类

学，那么他的工作是否还能在经济与宗教之间建立联系呢？巴里巴尔的回答

是肯定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不再是通过“反宗教”的方式与宗

教或神学建立起联系，而是通过对于宗教和政治经济学二者的交点即“身体”

的审视而与宗教建立联系。巴里巴尔认为，无论是经济还是宗教，作为特定

人类存在方式，都要对与身体的地位和功能有关的人类学差异进行规定，根

据劳动的体力方面和脑力方面的差异以及性别差异将不同的个人进行区分和

整合，以实现人类社会的“人化”（在“人化”的同时也使人“非人化”），

同时也为具体的抵抗和解放的不同形式开辟道路。就宗教领域来说，对神圣

与禁忌进行判定是宗教得以建立的重要前提，因此在这一领域中身体是处于

神圣和禁忌话语中的“符号性的身体”。各种宗教之间的差别与其说主要在

于教义的差异，毋宁说在于对身体的使用进行规定和禁止的机制或看到和接

触身体的方式不同；而如果说各种宗教之间有某种共通性的话，那么被当作

纯洁、选择、服从、牺牲、禁欲、结合的标记的身体比虔诚的信仰和普遍性的

道德更能体现这种共通性。而就经济领域来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展现

出身体的另一种形象。表面上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似乎陷入了一种矛

盾之中，即一方面马克思展现了在资本的规定中，尤其是在资本将死劳动的法

则和尺度强加给活劳动的过程中所内在包含的矛盾以及由这种矛盾所导致的资

本主义危机，但另一方面他却由于仍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那样将劳动（或抽

象劳动、人的类劳动）作为“价值实体”，因而使资本主义危机置于由某种“看

不见的手”所建立的“前定和谐”之下，也即使这种危机将消解在“生产性的

身体”为满足使自己生存下去的需求而通过社会进行的劳动力分配中。但巴里

巴尔指出，这种观点实际上忽视了马克思围绕“生产性的身体”所作的一系列

思考。这里的关键在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所指涉的，并不是一种抽象的

或一般的劳动，而是与剩余劳动以及剩余价值的生产者紧密相连的劳动，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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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不是确定劳动的抽象“实体”以便在市场上像商品那样具有可度量性，

而是看到劳动必须能被单一化、时间化、强化和延长。提供剩余劳动的“生产

性的身体”首先是在社会层面上被规定的，因为剩余劳动与剩余价值的关系，

不能由某个劳动者个体来决定，而是只有在社会总体层面的资本有机构成中也

即死劳动和活劳动的关系中才能得到确定。不过“生产性的身体”的另外一种

存在方式也并非无关紧要的，这就是作为最小的剥削单位的个体形式，甚至一

个工人作为被剥削者的一生或异化的生产性的一生之中的每一个瞬间。如果说

上述社会和个体两个层面的“生产性的身体”主要是在“生产”层面讨论的，

那么在“再生产”层面这种身体也起着重要作用。巴里巴尔这里所说的“再生

产”，是指与生产不同但却对于生产的持续进行提供必要条件的活动，特别是

与“生产劳动”相区别的“非生产劳动”，包括社会服务和教育服务等各种“服

务”。这些服务所要求的“生产性身体”不同于生产领域，所产生的社会化效

果也异于后者。在当今信息化的“后泰罗制”劳动的组织下，生产性身体的处

境又迥异于马克思的时代，无论生产、分配的方式还是身体的使用的方式都发

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涉及人类学差异总体，一种经受苦难的、被残暴对待

的“新人”正在形成。这样，当代的经济和宗教在“身体”上就出现了交叉，

从而出现了一个特殊的“位置”，这个“位置”在“符号性的身体”和“生产

性的身体”之间的张力作用下不断出现变化，在巴里巴尔看来，对这个问题的

研究，将会形成一种新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没有“完成”

的宗教批判。

穆罕默德·阿梅尔·梅奇亚纳（Mohamed Amer Meziane）在其文章《马

克思或颠倒的物神：“宗教”人类学是如何为尘世批判划界的》A 中认为，宗教

人类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盲点，因此共产主义无神论和解放神学只是界定解

放斗争话语的“神圣霸权”的两个面向。马克思的宗教概念与异化概念之间的

内在关联制约着他的资本主义批判和国家批判，也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梅奇

亚纳将马克思的对于尘世的批判视为其人类学基础垮塌的理论结果，而人们一

直到今天仍面临着夯实这一基础的任务。

吕易·马尔提内·昂德拉德（Luis Martinez Andrade）在《今日解放神学

A  Mohamed Amer Meziane, «Marx ou le féticheinversé. Comment l’anthropologie de la “re-
ligion” délimite la critique terrestre».Actuel Marx, N° 64, pp.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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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马克思主义》A 一文中分析了当前解放神学发展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文化

背景，分析了莱奥纳多·博夫（Leonardo Boff）、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ussel）、弗朗兹·辛柯拉梅尔特（Franz Hinkelammert）等解放神学家与马克

思主义的思想关系，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解放神学思潮中占据重要位置。

米沙埃尔·洛威（Michael Löwy）在其文章《大祭司对资本主义——〈赞

美你〉：一个反体系的通谕》B 中认为，教皇方济各所发表的题为《赞美你》的

通谕体现了天主教会正在走向一个出乎人们预料的方向。在这份通谕中教皇指

责当前的商业关系和财产关系体系从结构上来说是不正常的，并认为这种体系

应当为社会不平等和生态危机负责。洛威由此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这份

通谕视为一份“生态学”文献。

吉尔贝尔·阿什卡尔（Gilbert Achcar）在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伊斯兰教：

宗教与政治》C 的文章中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能够为彻底拒绝所有原教旨主义

（包括某些伊斯兰教派的原教旨主义和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提供基

础，并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视角在今天依然富有教益，不过马克思主义传

统在宗教社会学方面是薄弱的，因此要理解当代社会中随着新自由主义转向而

出现的“宗教回归”现象，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尚需引入其他的理论资源（比如

迪尔凯姆的“失范”概念）。

三、剥削问题研究

众所周知，马克思一生都非常重视对于资本主义剥削问题的研究，特别

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深入探讨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内在机制。马

克思的这些思想在今天是否仍有意义？如何理解当代社会存在的剥削现象？

《今日马克思》就此问题组织法国学界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A  Luis Martinez Andrade, «Le marxisme dans la théologie de la libération aujourd’hui». Ac-
tuel Marx, N°64, pp.60-73.

B  Michael Löwy, «Pontifex Maximus versus Kapitalismus. Laudato si: Une encyclique an-
tisystémique».Actuel Marx, N°64, pp.74-85.

C  Gilbert Achcar, «Marxisme et islams: religion et politique».Actuel Marx, N°64, pp.102-
112.



56

埃马努埃尔·雷诺在《剥削概念：文献、问题与现实》A 一文中探讨了马

克思的“剥削”概念中仍具有现实意义的一些维度。雷诺认为，马克思的这一

概念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圣西门主义者撰写的《对圣西门学说的阐释》一书，而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构，并在《资本论》中展现了“剥

削”概念的内在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圣西门主义者们在解释社会演进问题时将

人对人的剥削作为一条主导线索，他们的工作使得关于“人对人的剥削应当终

结”这样的观念在 1848 年革命中进入了政治领域，不过在雷诺看来，正是在

马克思那里，剥削概念才不是仅仅作为一个左派政治话语中的概念，而是成为

社会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不过，“剥削”常被认为是已无法描述现时代

特征因而已经过时的语汇，比如在哲学和社会学领域这个概念往往被理解为与

一种带有不可靠的经济还原主义特征的不平等理论和结构性统治的理论联系

在一起；而在经验领域，人们也会认为当下不平等的产生和再生的形式乃至阶

级关系和社会统治的形式也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有很大差异，因而马克思的剥

削概念也似乎已不再具有有效性。雷诺不赞成完全弃用“剥削”概念，在他看

来，剥削仍是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而就剥削的形式来说，有一部分的确发生

了变化，但还有一部分并没有变化，因此一方面应当为“剥削”概念进行辩护，

另一方面也应当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分析进行辩护。如果说圣西门的门

徒们第一次将“剥削”（exploitation）的本义即在农业、工业和商业经营活动

中“开发某物”或“从某物中抽取一部分”改变为从“人”中进行抽取，从而

使这种抽取的主体从中性的“开发者”（exploitant）变为带有贬义的“剥削者”

（exploiteur）的话，那么这是与他们将人理解为总是结合在一起的人并从结合

的持续进程的视角理解历史发展规律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说，正是由于他们

将人类历史视为一个在人们彼此间的不断对抗中从家庭到城邦，再从城邦到国

家，最后再从国家到普遍联合的一个发展过程，他们才会在结合方式的变化中

寻找未来社会与过去和当下社会的根本区别，这就是，从由财产关系产生的人

对人的剥削将随着财产关系的转变而被超越。尽管马克思在剥削问题上对圣西

门主义者进行了呼应，但前者对后者的立场也进行了重要的修正，这主要体现

在，马克思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框架中理解剥削问题的。在《共产党宣言》

A  Emmanuel Renault, «Ressources, problems et actualité du concept d’exploitation». Actuel 
Marx, N°63, pp.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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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剥削与对抗联系在一起，强调过去的历史是阶级对抗和

社会的一部分剥削另一部分的历史，并且也认为人对人的剥削和财产关系密切

相关，共产主义是人们通过联合而对阶级对抗和剥削关系的超越。就像在圣

西门主义那里一样，马克思的剥削概念也是描述性的、解释性的和乌托邦的，

即，这一概念指认了过去的历史的一般特征，从经济基础的角度解释了诸多不

平等和冲突的根源，并确立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视野。不过在《共产党宣言》和

《资本论》中，剥削概念之被主题化的方式是不同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就这一概念的理论地位来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直接使用了

圣西门主义者的剥削概念，但严格意义上的剥削理论是在《资本论》中建立的。

其次，马克思分析剥削概念所使用的理论化方式是不同的，在《共产党宣言》

中主要体现为生产方式的连续性的历史理论，而在《资本论》中则主要体现为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就前者来说，剥削概念从属于更深层次的历史唯物

主义概念，意指被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劳动（即剩余劳动）直接或间接被一个或

一些统治阶级所占有，而以此出发就可以根据剥削的方式（如奴隶制、农奴制

或雇佣制）建立一种生产方式的类型学；而就后者来说，资产阶级剥削理论是

通向《资本论》中的发达资本主义理论的一把钥匙，它不再能被简单地还原为

一种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运用。最后，从对于资本主义剥削的特殊性的分

析来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公开的，封建社会的

剥削是隐蔽的，而《资本论》中关于剥削问题的分析则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

显著特点在于商品的拜物教机制和工资形式的幻象所造成的隐蔽性。当然，我

们未必一定要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关于剥削的观点视为矛盾的，因

为可以将后者视为对前者的补充性证明。但无论如何二者的差异还是明显的。

在《资本论》中，剥削概念与三个不同目标相关联：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

一种新的剥削形式为特点但剥削本身并没有消失；将剥削展现为资本主义生产

的枢轴；描述施加于工人阶级之上的剥削所产生的不同后果。就第一个方面来

说，剥削与剩余价值是两个处于同一层面的概念。就第二个方面来说，资本主

义生产不是以使用价值为目标的生产，而是受剩余价值主导的生产。就第三个

方面来说，《资本论》不仅从经济理论的视角探讨了剩余劳动的标准和利润的

来源问题，从比较历史的角度讨论了剥削形式和剥削率的变化问题，而且还从

不同社会层面（包括宏观的社会生产关系层面、与不同的机制如机器大工业相

应的权力关系层面，以及剥削经验的微观层面等）提出了一种关于作为社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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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剥削的理论。马克思从社会生产关系层面对剥削进行的分析表明，正是生

产资料私有制以及无产者被剥夺了全部私有财产这一事实，使得无产者被迫向

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换取保证自己的生存的工资。不过在雷诺看来，在

马克思那里，剥削并不是仅仅作为“生产关系”而被分析的，它还作为一种使

生产关系得以实现的“权力关系”而被分析，这涉及两个不同的社会领域：流

通（或市场）和生产（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在市场上，剥削机制来自对于

货币的依赖。无产者不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而且也被剥夺了购买生存资料或

生产资料的直接支付方式，这样剥削就表现为一种权力关系，即在市场中货币

持有者和劳动力持有者之间具有不对称关系，后者被迫进入与自己的耗费相应

的货币交换中；而在生产中，则展现了另一种权力机制，即，劳动力的耗费本

身受到规训过程（具有监视与惩罚功能的生产过程的等级制）和各种技术与组

织要素（如使得工人的谈判力量和抵抗力量弱化的机器体系以及实际建立起一

套自动剥削机制的薪酬体系）的制约。除此之外，如果从微观经验的角度来理

解剥削问题的话，被剥削的工人通过对于自己的实际处境的认识而具有一种被

控制的体验，工人以各种隐蔽的或公开的方式反抗这种控制，而这些反抗又不

断推动劳动的技术性和政治性分工的组织模式的革新。通过上述分析，雷诺认

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剥削问题的理解实际上是将一种关于利润来源

的经济学理论和一种关于结构性不平等之再生产的社会学理论结合在一起的结

果，而这也正是为什么在这一概念中蕴含着丰富理论维度的原因。针对有些当

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剥削概念的内涵进行“重新界定”、将之泛化为从他人

的活动中获取好处的做法，雷诺认为，这实际上是试图将剥削概念建立在对于

“非正义”的批判基础上，并对剥削概念做了泛化处理，即把剥削概念与所有

非正义的获利行为联系起来而非仅仅在劳动层面上理解剥削。而雷诺强调，马

克思的剥削理论不是以某种正义观为基础的，而是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为基础

的，在这一视野下，资本主义剥削是在自由而平等的交换中实现的，因此一方

面剥削所关涉到的不是“非正义”，而是“控制”（与此相关的是，马克思的剥

削理论或者资本主义批判本身所关注的就不是“正义”问题，而是“解放”问题）；

另一方面剥削问题也不能离开劳动问题而被泛化处理。正是由于马克思的剥削

理论不是着眼于对他人的非正义的工具化，而是在经济关系层面考察经济依赖

和剥削，因此这一理论不仅能够对雇佣工人被剥夺劳动产品的体验进行考察，

而且还能考察雇佣工人对于来自劳动本身的剥削、经济上的依赖性以及劳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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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中的剥削的体验。不仅如此，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实际上为关于非正义体验的

思考划定了界限。雷诺进一步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基础在马克思的剥削理

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揭示了作为可变资本的劳动力在利润的产生中所扮演的

关键角色，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对于劳动力的支配、规训和监督的必要性，因此

是不能被从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中抽取出去的。

相较于雷诺围绕马克思关于剥削思想展开的研究，斯蒂芬·阿贝尔更多

地将目光投向现实中剥削现象的变化。在《剥削概念的现实与变化：以“数字

劳动”为例》A  一文中，全面分析了近年来出现的“数字劳动”概念及其与剥

削问题的内在关系。“数字劳动”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作为范畴的数字劳

动是指对于商业类或信息类网站有所贡献的活动，以及围绕在背后保障真实世

界的日常运转的网络经济所开展的工作。就这些工作的低报酬和糟糕管理的状

况而言，它们常被与某种现代剥削形式联系在一起。在阿贝尔看来，这些剥削

现象的出现给了我们重新理解剥削概念的契机。人们通常使用的“剥削”概念，

就像那些与它相关的概念如“异化”、“物化”、“控制”、“压迫”等一样，尽管

就其核心意义来说是清楚的，但仍包含一些模糊的因素，也就是说，这一概念

仍然缺乏单义性的标准。大致说来，“剥削”的日常用法包括三层意义：第一，

劳动者获得与其需求相比很差的报酬；第二，工人获得相比较而言不公平的报

酬；第三，工人在糟糕的条件下工作。而在人们使用“剥削”一语时，这三个

方面往往彼此连带。但阿贝尔指出，在关于“数字劳动”的考察逐渐走向深入

的过程中，这种对于“剥削”的理解就显得过于抽象了。“数字劳动”概念的

出现，是与 20 世纪末以来人类社会所出现的重要变化有关，也就是说，互联

网在人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剥削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

焦点问题。一度在 20 世纪下半叶随着“非物质劳动”或“认知劳动”这样的

概念出现的关于剥削属于“过去的世界”或剥削在当今已是“边缘现象”的观念，

已无法解释当代这些新变化，而“数字劳动”概念的提出则首先旨在说明，在

互联网时代，极端现代性与野蛮剥削不仅有关，而且紧密相连。不过，在阿贝

尔看来，数字劳动与剥削的关系问题并非一种可用某种单一模型考察的问题。

最早研究数字劳动问题的学者之一替齐安纳·特拉诺娃（Tiziana Terranova）

A  Stéphane Haber, «Actualité et transformation du concept d‘exploitation. L’exemple du 
“travail numérique”». Actuel Marx, N°63, pp.70-85.



60

首先建立了考察这一领域的理论框架，从“网络奴隶”所进行的以“网络书

写”（如博客、论坛等）为主要内容的服务于网站的运行和维护的“无酬劳动”

的角度考察了当代数字劳动，这一考察的意义在于，为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提

供了原创性的诊断，对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关于西方福特制时代末

期的理解进行了发展和修正。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现代社会的人有着交流和

参与的强烈愿望，但由于协调机制和组织原则借助于国家权威和市场幻象而具

有压倒性优势，人们的这些愿望是无法满足的。哈贝马斯的这一观点在数字领

域不断发展的今天仍有其价值，因为这一发展体现了在何种意义上通过言语的

方式进行认识、交往和参与的需要是存在的，以及在何种意义上这些需要对于

迄今占据主导地位的机制和习俗来说又是颠覆性的力量并只是在等待得到满足

的有利时机，不过，“数字劳动”概念揭示了哈贝马斯所未能预见到的新历史

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由于信息和互联网领域的技术变革，上述需要较好

地得到了满足，但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同时也被统治力量所使用并最终为市场

和资本主义所掌握。如果说直到 20 世纪末，对资本主义最有用的科学技术革

新往往促进“自动机”（即减少人的干预空间的机器）的出现的话，那么在当

前，这类革新同时也推动了“异动机”（hétéromation）即需要人操作的装置的

发展，这种发展在能实现无数目标的计算机系统的推动下，使得劳动和非劳动

的边界模糊化，而这不仅意味着要有以新的方式整合起来的人员，以及符号性

的或情感性的奖励机制，更意味着与传统行业相比“数字媒体”行业具有更强

的剥削性。但从数字劳动的现实发展来看，上述关于理解框架又是不完备的。

这是由于，一方面，当今数字劳动的方式已远不止“书写劳动”或一般的言说

形式，而是包括了上网者在无意识和非自愿的操作中对于一些互联网企业的经

济行为所作的所有贡献，如为 YouTube 网站带来收益 YouTube 上的视频分享，

或最终服务于 Google 图书的商业运营 Google 上的用户验证这样的活动，就无

法在前述无酬劳动的框架内加以解释。由于互联网的普遍运用，以前曾属于生

产领域之外的人类行为被整合和改造为服务于资本的要素，从而使资本增殖所

需要的劳动分工越出了工厂和办公室的范围，不仅所谓盲目的消费（这是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社会批判的重要主题），而且许多内在地参与生活世界本身

的行为都被某些资本主义企业所组织和发展而成为参与资本主义的方式，甚至

只是简单的上网关注，都会陷入资本的逻辑中。另一方面，网民在互联网上的

活动越来越多样化，这些活动不再仅仅是无意识的无酬劳动了。比如推特和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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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所组织的一些旨在查找不良信息的活动，以及一些政客和商人为了官网的访

问量而组织的网民点击，都是一些低酬劳动；而诸如维基百科这样的网站为网

民提供的自由上传信息的机会，也事实上使人们获得了与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有

所不同的对实现参与集体生活的愿望有用的活动方式，在这里，资本对于他人

的工作与能力的隐蔽占有和自愿的表达与交流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二者共

处于同一个生态系统因而无法分离。因此，在晚近的研究中，研究者们更多地

将“数字劳动”问题与新自由主义的起源问题联系在一起，从而更多地将“数

字劳动”概念视为一种在当代情境中可以指涉更广泛现象的表达。比如克里斯

蒂安·福什（Christian Fuchs）就将数字劳动理解为一切对产生于互联网或由

互联网所支撑的装置起到维护和支持作用的被认可的社会劳动。不过福什仍将

数字劳动与物质劳动领域的剥削问题联系在一起。特雷波尔·舒尔茨（Trebor 

Scholz）尽管也认为数字劳动与剥削问题有关，但认为在不能忽视交往和参与

领域的资本主义吸纳以及工作的极端碎片化的同时，不能将这里涉及的剥削问

题模式化，也就是说，不能将之等同于传统的雇佣制下的剥削。阿贝尔在这一

问题上与舒尔茨看法接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先行设定剥削只有一种

形式，而应对具体的剥削形式进行具体的分析，探讨其独特的运行机制（事实

上，马克思本人也曾关注过传统雇佣制之外的剥削形式，比如他在《路易·波

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分析的农民阶级所受到的剥削就不同于无产阶级的剥

削）。对于“数字劳动”问题来说，不应先行将这一领域视为传统生产形式的

扩展，而应将之视为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劳动领域的具体变动的结果，这一领域

的劳动就目标、工具、强度和技能等要素来说迥异于传统劳动；如果说可以像

舒尔茨那样将这一领域的低薪活动视为首要形式的话，那么与这些活动紧密联

系的正是新自由主义化、金融化和数字化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新的剥削形式。

在阿贝尔看来，正由于这是一些新的剥削形式，那些过去曾在社会批判中扮演

过关键作用的概念都无法对之进行充分理解和把握。我们甚至不再能完全按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供的方式来展开对于这些新剥削形式的讨论，因为马

克思的讨论方式（如在工厂这样的“现代组织”框架内理解剥削问题、将工人

视为附属于被一个盲目的体系所强加给自己的机器的全职劳动者）与工业革命

所展现的特定时代的特点相一致的，如果直接借用过来讨论今天的剥削问题就

会有明显的局限性。进一步说，这些新型剥削形式之间也有着显著差异，比如

亚马逊网站的“土耳其机器人”项目的低酬外包和 99designs 网站的非连续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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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选性）付酬就十分不同。阿贝尔认为，问题的复杂性不仅在于这些剥削形式

的差异性，更在于这些新形式中有的方面可以在线性历史观下加以理解，而有

的方面则不能。比如我们固然可以从线性历史的视角将当代数字劳动的新变化

大致理解为劳动领域的“内”（劳动组织和薪酬结构）和“外”（使得产品输出

的市场）的界限已经不再明晰，但如果跳出这种视野就可以看到，一部分数字

劳动似乎使历史绕了一个“弯”，比如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出现了以平台资本

主义为特征的新型收入来源，同时数字劳动者往往是独立的、拥有一部分生产

资料的劳动者，而不再是“一无所有”者。基于这些理解，阿贝尔强调，我们

既应当注意“数字劳动”这一概念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同时也应当回到社会现

实本身考察我们试图用这一概念揭示和把握的当代变化，只有这样才能看到，

一方面，在当代社会批判中已没有任何一种范畴可以居于主导或霸权地位，各

种范畴之间（如“剥削”和“异化”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当代数

字劳动领域充满了含混性、不稳定性和碎片化，因此并不存在某种纯粹类型的

“剥削”或“剥削本身”。

在马克思关于剥削的理论在现时代的意义这一问题上，桑德罗·梅查德

拉（Sandro Mezzadra）和布莱特·内尔森（Brett Neilson）的立场介于雷诺和

阿贝尔之间。在《在抽取和剥削之间：在社会协作的组织中发生的变化》A 一

文中，试图从当下在诸如物流和金融这样的重要领域中的资本运作起基础作用

的“抽取”逻辑出发，一方面找到马克思关于剥削的思想与当前现实的联系，

另一方面又试图根据现实发展修正马克思关于剥削问题的理解。两位作者以对

当代社会斗争的分析为主线，探讨了社会协作和当前劳动者的具体而现实的体

验之间的裂隙、张力和冲突，并将之作为重新思考剥削问题的立足点。梅查德

拉和内尔森所使用的“协作”概念来自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剥削的前

提性分析，但他们认为，马克思所理解的“协作”在资本主义特定时期内有效，

而从今天来看，“协作”表现形式无论从时间的维度来看还是从空间的维度来

看都发生了变化，而与之相联的“剥削”的表现形式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如

果说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称为“剥

削”的话，那么能标志当今劳动者与资本家的主要关系特征的，就不再是这种

A  Sandro Mezzadra, Brett Neilson, «Entre extraction et exploitation: des mutations en cours 
dans l’organisation de la coopération sociale». Actuel Marx, N°63, pp. 9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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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意义上的“剥削”，而是“抽取”也即资本家获得通过组织协作而获得财

富。能突出体现这种“抽取”关系的是金融和物流两大部门。关于金融抽取的

问题，事实上马克思已有所涉及。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

不仅提到过在一些工业部门资本家靠出借给工人劳动资料获得收益，还提到过

直接向消费领域借贷以获取利息的事例，这些剥削形式与生产领域发生的剩余

价值剥削是不同的，都是所谓“资本所进行的不采取资本生产的形式的剥削”，

而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第二种剥削方式即面向家庭生活的借贷，在当代社会中

就演变为金融抽取的典型方式。如今人们在消费领域的借贷范围涉及生活的方

方面面，这种社会金融化的趋势与当代社会中劳动与社会协作的异质性构成已

成为主要的生产力有关。存在这种异质性构成的原因是，金融根本上不是与当

下的生产有关，而是与未来的生产有关，并因而与对于未来的协作的组织有

关，因此与生产性资本相比具有不同的逻辑，也就是说，在金融运作中，不再

有哪一个独特的行业或经济部门在平均利润率的计算中占据主导地位，也没有

哪一种唯一的劳动关系的规范可以成为调节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的规范。与

金融领域类似，现代物流也将异质性要素组织在一起，只不过是在空间领域实

现这一点的。一个完整的物流链可以在全球不同区域实现供货、运输和发售的

统一化运作，实现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社会协作方式。无论金融运作还是物流

运作，在它们的新型协作也即异质性要素的组织中，都展现出某种“抽取”的

力量，也就是说，二者都在不同劳动方式和要素的组织中创造出能被资本占有

的财富。如果从这种当代资本主义的“抽取”式运作的视角来看，“剥削”就

具有了非常特别的特征，这主要体现在，当代剥削很难再以会导向个体的或集

体性的日常经验或导向关于总是与剥削经验联系在一起的“剥夺”的想象的方

式对资本的某些特定运作方式进行辨识了。当代剥削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异质性

协作中，因此活劳动的鲜活的、独特的和具体的经验也即生产能力的主体性运

用，只有在社会协作的构成和联结方式被清晰呈现、因而剥削混入单个主体的

欢乐与痛苦之中的方式被清楚地观察到之后，才能呈现自身与其他能力的运用

联结和混在一起的方式，以及剥削最强烈地但同时也是最无从捉摸地进行运作

的方式，而这就要求劳动者以在此条件下所理解的受剥削、受压迫和受损害为

基础建立“阶级”的观念，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剥削的斗争。在两位作者看来，

只有从这些斗争的发展内部来看，才能重新开启关于共产主义的现实性的想象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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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桑德罗·梅查德拉和布莱特·内尔森所讨论的金融和物流是体现

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两个典型行业的话，布鲁诺·提奈尔（Bruno Tinel）、尼

古拉·彭斯 – 维尼翁（Nicolas Pons-Vignon）和米沙埃尔·拉斐尔提（Michael 

Rafferty）关于“转包”问题的研究、吉拉尔·杜梅尼尔（Gérard Duménil）和

多美尼克·莱维（Dominique Lévy）关于“经理人”问题的研究以及巴尔巴拉·高

梅（Barbara Gomes）关于数字平台的研究则可被视为对这种剥削方式本身的

细节进行的研究。

布鲁诺·提奈尔、尼古拉·彭斯 – 维尼翁和米沙埃尔·拉斐尔提在《作

为一种当代剥削形式的转包：以南非、澳大利亚和法国为例》A 一文中认为，

“转包”可被视为一种当代形式的对于剩余劳动的抽取，这种形式在公司关系

的框架内建立起经济依赖原则，从而使得绕开劳动法规进行生产成为可能，这

无论对于工人还是雇主来说都增加了许多风险。提奈尔分析了南非的林业、澳

大利亚的建筑业和法国多个行业存在的转包情况，认为转包在过去三十年内进

入了快速发展时期，而这一趋势将深刻地影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组织

形式。

吉拉尔·杜梅尼尔和多美尼克·莱维在他们的文章《“管理资本主义”中

抽取剩余劳动的途径》B 中认为，在现代发达社会特别是美国，当前抽取剩余

劳动的主要方式是对经理人支付高额工资，与此相关的是，收入不平等现象

之所以越来越严重，主要是由于工资收入不平等越来越严重。按照杜梅尼尔

和莱维的分析，这些趋势体现了当代生产方式的新变化，这就是“管理主义”

（managérialisme）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管理主义生产方式中，作为统治

阶级而存在的是经理人阶级。“管理资本主义”的兴起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所分

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方面不复存在，因此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基本原则

在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中仍然可以保留，不过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作出一

些适当修订。在杜梅尼尔和莱维看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阶级社

会的消灭的预言之所以迄今没有实现，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已经变身，也就是

A  Bruno Tinel, Nicolas Pons-Vignon, Michael Rafferty, «La sous-traitance comme forme 
contemporaine d’exploitation: les cas de l’Afrique du Sud, de l’Australie et de la France». 
Actuel Marx, N°63, pp. 32-55.

B  Gérard Duménil et Dominique Lévy, «Les canaux de l’extraction du surtravail dans le capital-
isme managerial: hauts salaires et revenus du capital». Actuel Marx, N°63, pp. 5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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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阶级社会已经转变为另一种形象。

巴尔巴拉·高梅在《作为剥削劳动力的新方式的数字平台》A 一文中对数

字平台的剥削功能进行了分析。高梅认为，近一百年来，为了保障生产行为，

签订雇佣合同都是组织劳动关系的基本契约形式，但数字平台打破了这种劳动

关系的法律框架的传统表现形式，因为它所依赖的是“自雇”工人，从而绕开

了劳动法规的约束。尽管合作平台对任何形式的从属关系持否定态度，因此它

们并不拥有支配工人的权力，而只是将两种独立用户即要求某种服务者和提供

这种服务者联系在一起的中介形式，但事实上却并没有消除劳动剥削本身，因

为这只是将工人对雇主的从属关系转变为工人对平台的从属，在这种新型从属

关系下形成了一种“自动剥削”（auto-exploitaion）装置，而后者乃是劳动剥

削在当下的变形形式。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A  Barbara Gomes, «La plateforme numérique comme nouveau mode d’exploitation de la 
force de travail». Actuel Marx, N°63, pp. 8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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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李凯旋

2018 年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为此，意大利左翼思想界组织了较为丰

富的纪念活动和研讨会。此外，由于近两年来意大利始终未走出经济发展停

滞、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困境，经济社会危机进一步引发了政治格局的巨大变

动——民粹主义强势兴起并在地方选举和全国大选中不断“攻城略地”，取代

传统中左和中右政党成为执政党。意大利激进左翼力量也备受冲击，政治生存

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在此背景下，意大利左翼学者对本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边缘

化进行了反思，汲取历史教训的同时，结合经典作家思想理论对当前新左翼的

意识形态和实践进行了批判，并将目光转向了东方以期获得有益的经验。本年

度报告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动态和颇值得关注的著述

进行介绍；其次，对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议题，即葛兰西研究的新情

况进行展现；最后，对左翼学者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危机，以及对左翼困

境的思考，进行呈现。

一、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动态

（一）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活动

2018 年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意大利的左翼学者和相关研究机构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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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为关注。总体而言，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主办了的纪念活动，规模较大，具有

一定影响力。2018 年 5 月 4—6 日，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亚平宁半岛中部城市

斯波莱托（Spoleto）主办了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的大型纪念活动，活动内

容包括以纪念为主题的研讨会、重建共产党的传统集会等。重建共产党纪念活

动主题：“马克思 2018：重建共产主义，重建欧洲”。大会发言的主要内容：“新

自由主义背景下重建共产主义的现实性”、“工业 4.0 与资本主义政纲”、“充裕

的资本，社会贫困的属性与资本主义在第三个千年的破坏性”、“妇女、移民与

新社会冲突主体”、“团结、互助与主体化：危机时代社会的瓦解与政治参与”、

“重建共产党在欧洲和意大利的作用”等。活动中穿插放映了《青年马克思》、《共

产主义的未来》等影片。 A

意大利共产党则邀请多米尼克·洛苏尔多教授，于 2018 年 4 月 7 日在中

北部城市安科纳（Ancona）进行了一场与民众的面对面交流会。会议的主题

是“马克思诞辰 200 年后的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会上洛苏尔多教授就《资

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B

此外，2018 年 11 月 18 日，意大利罗马第三大学组织了一场纪念马克思

诞辰 200 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来自罗马大学、罗马第三大学和巴里大

学，他们的发言主题有“马克思与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马克思作品中的整

体人文主义与世界文学”、“马克思作品中人的本质与性别”、“马克思与妇女的

解放”、“马克思与哲学辩证法”、“马克思与历史辩证法”、“《资本论》与领导

阶级的形成”、“金融资本全球化时代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数字资本主义全

球化时代劳动的转型”、“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教育与交流”、“马克思与阶级冲

突的政治表达”。 C

葛兰西基金会也组织了一系列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的活动，例

如：2018 年 11 月 22 日至 23 日，葛兰西基金会与意大利特莱卡尼大百科

全书文化研究所联合组织的题为“马克思在意大利：出版、诠释与影响”研讨

A  https://ilmanifesto.it/spoleto-i-comunisti-fanno-la-festa-a-marx/https://tuttoggi.info/tre-
giorni-di-dibattiti-su-marx-2018-rifondare-il-comunismo-rifondare-leuropa/451650/,last 
accessed on 13 December 2018.

B  http://www.marx21.it/index.php/storia-teoria-e-scienza/marxismo/28878-ancona-7-aprile-
2018-200-anni-dalla-nascita-di-marx, last accessed on 13 December 2018.

C  http://www.marx21.it/index.php/storia-teoria-e-scienza/marxismo/29330-roma-18-ottobre-
2018-marx-e-il-capitale-come-rapporto-sociale, last accessed on 13 Decem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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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A 以及展现意大利所出版的马克思作品展览——“马克思 200 年，卡尔的

未来”B 等活动。

（二）2018 年值得关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

卡尔洛·加利的《异端的马克思》C 是 2018 年意大利出版的众多关于马克

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较值得关注的一部。在当今欧洲左翼衰落——包括

欧洲自由主义的守夜人社会民主党和激进左翼力量，以及民粹主义和右翼强势

崛起的新政治背景下，讨论马克思及其思想具有新的意义。书中涉及的议题

有：“人民”、“双赢社会”、“虚无主义”、“幸福的退化”、“民族问题”、“权利”

和马克思思想的“不完整性”等。

在卡尔洛·加利看来，马克思对“人民”不太友好。在政治哲学中，“人

民”这一概念有其神圣性，其内在的矛盾被完全忽略：对“人民性”认知的缺乏，

对统治阶级的传统和权力的服从，使得“内在的敌人”一直存在。卡尔洛·加

利引用了马克思给妻子的信中的一段话，意在表明无产阶级在与哲学重新建立

连接之前，都处于自我迫害状态。马克思的目标是通过哲学实现人类的重生与

解放，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疑问和实践、政治与英雄主义的哲学，是能够解放

无产者的。 D

关于“幸福的退化与机器”关系，卡尔洛·加利认为，正是由于劳动所

表达的是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所以要解放劳动而非将人类从劳动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思想带有发展的印记，而不像今天的部分激进左翼着迷于退化。超越资

本主义，可以使得社会劳动通过技术进步缩减劳动时间，战胜劳动异化。E 对

马克思而言，机器没有积极或消极的作用，不过是为了应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

罢工罢了。F 但是，机器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助推因素，使得利润持续下

降。机器并不存在使人变得超级专业的效果，而可以再就业的人，能够从事多

A  MARX IN ITALIA, EDIZIONI, INTERPRETAZIONI E INFLUENZE, https://www.fon-
dazionegramsci.org/convegni-seminari/marx-in-italia/?sub=, last accessed on 13 December 
2018.

B  200 MARX IL FUTURO DI KARL, https://www.fondazionegramsci.org/convegni-
seminari/200-marx/?sub=, last accessed on 14 dicembre 2018.

C  Carlo Galli, Marx eretico, Bologna: ilMulino, 2018.
D  Carlo Galli, Marx eretico, Bologna: ilMulino, 2018, p.35.
E  Carlo Galli, Marx eretico, Bologna: ilMulino, 2018, pp.55-57.
F  Carlo Galli, Marx eretico, Bologna: ilMulino, 2018, 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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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工作：是一种全面发展的人，能够获得政治权力。 A

关于“权利”。卡尔洛·加利认为，马克思并非一个“权利”方面的哲学家，

他关注的是劳动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他的哲学的基础并不是每个人天生就拥

有所想象的权利。马克思在《论犹太人的问题》中就指出，人的自由建立在人

与人相联系的基础上，而非人与人之间的隔绝之上。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

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

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否则沦为形式平等和消

极自由的概念，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则以此为基础。而只有那些拥有资本的人

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私人拥有生产资料的权利实质上剥夺了公民权利，人权

和政治权利。 B

关于“民族问题与非欧洲民族”。卡尔洛·加利认为，对马克思而言，民

族问题本身是资产阶级问题，部分是社会问题，像爱尔兰的情况以及殖民地的

情况。这些都是为了独立的斗争，同时也是一场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决定

国际分工的斗争。而那些殖民地上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历史的人民，则通过暴力

反抗被拖拽进现代性。

关于“双赢社会”问题。卡尔洛·加利认为，自由主义者的根本错误在

于没有认识到所谓的平衡是暂时的而非永恒的。因为不存在所有人都是赢家的

社会，尤其是在存在两大对立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 C

对于“马克思主义与虚无主义”。虽然马克思与尼采一样，都有“怀疑的

思想家”之称。但是，马克思的矛盾都是通过进一步产生的矛盾而被超越。

相反，尼采的生命 / 哲学、文明 / 强权，卡尔·施密特的朋友 / 敌人，福柯历

史层面的政治思想，德里达语言层面的政治思想，都没有预见其出路，而是

陷入希望幻灭的虚无主义牢笼。马克思的矛盾是有限的否定，而虚无主义是

无限的否定。无限怀疑的作用，部分地在于使得“事件”尽可能地神秘，通

过突然的转向，以新的肯定来超越否定。在马克思那里，决定论的作用使得

超越可以科学地预测。马克思的目标是通过工业体系合理化以消除其内在的非

理性。 D

A  Carlo Galli, Marx eretico, Bologna: ilMulino, 2018, pp.92-93.
B  Carlo Galli, Marx eretico, Bologna: ilMulino, 2018, pp.126-128.
C  Carlo Galli, Marx eretico, Bologna: ilMulino, 2018, pp.42-43.
D  Carlo Galli, Marx eretico, Bologna: ilMulino, 2018, pp.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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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思想的“不完整性”。卡尔洛·加利在书中多次强调了马克

思思想在结构上的不完整性。他所谓的“不完整性”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

（1）马克思作品有碎片化的特点，即马克思的作品不少都是提纲、要点、未出

版的手稿和小册子；（2）从其思想中找到这一场或那一场工人运动失败的共同

原因，是不恰当的；（3）作为一种辩证的真理概念，使得他不愿构建出一个哲

学体系，而是一种持续发展的思想。A 这种不完整性似乎还可以视为马克思主

义模棱两可的原因：承认阶级斗争的二元性，但又承认国家在其中的“第三者”

作用，与其中一方对立。B 再譬如，对历史的主体的模糊性诠释——不清楚这

一主体是在资本主义结构出现之前就存在还是突然产生的，也不清楚它是否真

正拥有独立自主的主体性，甚至政党或运动都算不上政治行为主体。C 这种结

构的不完整催生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流派。如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功能是

批评国家，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功能是组织国家 D；同时产生了诸多“异端的”

马克思主义流派：卢森堡主义、葛兰西主义、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法兰

克福学派、工团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

在本书的最后，卡尔洛·加利称除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其他地

方都是失败的。E 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马克思理论，被一个将资产阶级排除在

政权之外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所引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妄图”不再是为各

种经济矛盾问题的综合表达体而成为解决方案，并能够创造出和谐社会。F 社

会主义不是一次性建成的，而是一个过程。在其中，一系列干预改变生产关

系，如国企的增加。G 卡尔洛·加利并非没有看到中国的问题与困难，但是在

自由主义遭遇危机的当代世界，改变欧洲中心主义视角，承认中国在东方取得

的成绩，就是马克思的胜利。

（二）其他相关著述

在《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H 中，洛苏尔多提出，共产主义运动是废除

A  Carlo Galli, Marx eretico, Bologna: ilMulino, 2018, p.16.
B  Carlo Galli, Marx eretico, Bologna: ilMulino, 2018, p.118.
C  Carlo Galli, Marx eretico, Bologna: ilMulino, 2018, p.123.
D  Carlo Galli, Marx eretico, Bologna: ilMulino, 2018, p.156.
E  Carlo Galli, Marx eretico, Bologna: ilMulino, 2018, p.145.
F  Carlo Galli, Marx eretico, Bologna: ilMulino, 2018, p.107.
G  Carlo Galli, Marx eretico, Bologna: ilMulino, 2018, p.64.
H  Domenico Losurdo, Marxismo e comunismo, Affinità Elettive Edizioni,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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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奴隶制并真正实现道德上尊重每个人的伟大历史篇章。博得斯其在新著

《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与消解》A 中，尝试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轨

迹、对后世的影响和遗产进行探讨。阿尔塔穆拉在《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朱塞

佩·塞梅拉里与人文主义社会主义的去斯大林化和 1968 年》B 中，对 20 世纪

50年代至 70年代欧洲共产主义的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的生命力，

进行回顾和解析。意大利 2018 年翻译出版了拉克劳的《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

义：与毛洛·切尔比诺的对话》。 C 拉克劳通过与切尔比诺充满激情的交锋中，

回顾了 20 世纪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学生运动，对葛兰西及其民族

的—人民的概念的探讨，并涉及左翼全盛时期的意大利共产党和工人运动、女

权运动。

《21 世纪的马克思》D 一书，指出了马克思在西方的多面性——哲学家、

经济学家、革命家等；而《资本论》所传达的思想意识，在所谓意识形态终结

的今天，已经不再具有现实意义了吗？作者马菲托内（Sebastiano Maffettone）

没有聚焦剩余价值等问题，而是针对阶级斗争、剥削和异化进行了深入探讨。

因为这些主题与社会正义密切相关，在今天有着无比现实的意义。

（三）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乃至西方的复兴？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家洛苏尔多，在 2017 年年底出版的其生前最

后一部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如何诞生，如何死亡，如何重生》在意大利左

翼学者中激起了非常热烈的讨论。

2018 年 5 月，在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之际，激进左翼力量在 21 世纪的马

克思协会官网上，对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复兴的必要性和前景进行了讨论。其

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也是颇受认可的主张来自意大利共产党，他们表达

了对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复兴的信心。F. 马林乔引用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

所写的：“每一次衰败都会引起文化与道德上的混乱。我们需要质朴、耐心的

人，直面恐惧而不绝望、遇到蠢事而不狂热。要做到理智上的悲观主义，意志

A  Giuseppe Bedeschi, Il marxismo dopo Marx. Sviluppo e dissoluzione, Le Navi, 2018.
B  Alberto Altamura, Marxismoaperto. Giuseppe Semerari e l’umanesimosocialistatradestalin

izzazione e Sessantotto, Stilo Editrice, 2018.
C  Ernesto Laclau, Mauro Cerbino, Marxismo e populismo. Conversazione con Mauro 

Cerbino, Castelvecchi, 2018.
D  Sebastiano Maffettone, Karl Marx nel XXI secolo, Roma ：Luiss University Pres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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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乐观主义”。 A 他认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当前亟须完成的任务是，协

调和组织共产主义文化的基础性重建工作，以使其能够广泛传播经典文献，并

借鉴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的经验（例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重点应侧重于整合、集中一切现有的（人力和物

力）资源，并保证工作的连贯性。他说，这项任务虽然艰巨，道路曲折，却并

不是一项没有希望的工作：“那些不屈从于帝国主义的、或由马克思主义和共

产主义思想引导的国家和人民，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舞台上的主角。中国的崛

起，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金砖国家的发展与进步，都向我们展

示着原殖民地国家走向独立和解放、协调社会各阶层关系以造福民众和无产阶

级的光辉业绩。”B因此，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涅槃重生，不仅需要意大利共产

党人在本国的实践和探索，还需要他们“在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比中，吸取

以往的教训并借鉴相关的历史经验，以复兴意大利马克思主义”C。

二、葛兰西研究的新进展

（一）相关研讨会和热点议题

1. 2018 年以葛兰西研究为主题的研讨会

葛兰西基金会 2018 年组织了多场关于葛兰西研究的研讨活动。分别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5 月 11 日、5 月 25 日、9 月 21 日与切萨那当代历史与抵

抗运动研究所、左翼之根基金会和切萨那市政府联合组织了“葛兰西：思想与

遗产”系列研讨会，具体主题有“为什么阅读葛兰西”、“写作者葛兰西：书信

A  Francesco Maringiò, Marxismo oggi in occidente: Le ragioni di una crisi e la necessità di 
una rinascita, http://www.marx21.it/index.php/storia-teoria-e-scienza/marxismo/28984-
marxismo-oggi-in-occidente-le-ragioni-di-una-crisi-e-la-necessita-di-una-rinascita, last ac-
cessed on 13 November, 2018.

B  Francesco Maringiò, Marxismo oggi in occidente: Le ragioni di una crisi e la necessità di 
una rinascita, http://www.marx21.it/index.php/storia-teoria-e-scienza/marxismo/28984-
marxismo-oggi-in-occidente-le-ragioni-di-una-crisi-e-la-necessita-di-una-rinascita, last ac-
cessed on 13 November, 2018.

C  Francesco Maringiò, Marxismo oggi in occidente: Le ragioni di una crisi e la necessità di 
una rinascita, http://www.marx21.it/index.php/storia-teoria-e-scienza/marxismo/28984-
marxismo-oggi-in-occidente-le-ragioni-di-una-crisi-e-la-necessita-di-una-rinascita, last ac-
cessed on 13 Novem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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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新闻作品与‘狱中札记’”、“霸权与民主”和“葛兰西与 20 世纪的各种文

化”。 A2018 年 4 月 20 日至 21 日、10 月 22 日至 24 日，葛兰西基金会、国际

葛兰西学会—意大利分会、意大利校际葛兰西研究中心和乌尔比诺大学人文系

联合组织了两场研讨会，分别题为“对葛兰西‘狱中札记’的评论”和“葛兰

西之后的霸权”B。

此外，罗马大学 3 月 20 日也组织了“葛兰西：活着就要抗争”，介绍法国

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C 国际葛兰西学会—意大利分会以“葛兰西与民粹主义”

为主题，于 2018 年 10 月组织了一场学术研讨会。下文将对此次研讨会的具体

内容进行介绍。

2. 值得关注的热点议题——“人民的—民族的”（popolare—nazionale）与

民粹主义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底层民众的被剥夺感日益增强，反对现有

体制的民粹主义力量在意大利社会和政治领域掀起了巨浪。这引起了意大利思

想界的极大关注。国际葛兰西学会—意大利分会以“葛兰西与民粹主义”为主

题，于 2018 年 10 月召开了一场学术研讨会。意大利学者萨尔瓦多·钦加利

（Salvatore Cingari）D 认为，葛兰西作品中的霸权概念，并非仅限于政治领域。

他指出，拉克劳在《民粹主义理性》中的“民粹主义”含义与“政治的”是重

合的，“人民”与“外部”敌人是对立的，人民与掌控权力的机构是有冲突的。

而葛兰西的“民粹主义”完全是另一码事。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对“民

粹主义”一词的使用，与列宁对俄国民粹派的评价有一定渊源；不过，葛兰西

比当代作家更为细致，有时指资产阶级模式，甚至含有保守主义的含义。对葛

兰西而言，差异化的人民是有组织的霸权的重构中的“人民”，超越于政治之

A  ANTONIO GRAMSCI, LE IDEE E L’EREDITÀ, https://www.fondazionegramsci.org/
convegni-seminari/antonio-gramsci-7/?sub=, last accessed on 13 November, 2018.

B  PER UN COMMENTO AI “QUADERNI DEL CARCERE” DI ANTONIO GRAMSCI, 
last accessed on 13 November, 2018; EGEMONIA DOPO GRAMSCI, https://www.fon-
dazionegramsci.org/convegni-seminari/egemonia-dopo-gramsci/?sub=,last accessed on 13 
November, 2018.

C  ANTONIO GRAMSCI, VIVRE C’EST RESISTER, https://www.fondazionegramsci.org/
categoria/convegni—seminari/page/4/,last accessed on 13 November, 2018.

D  发言题目“葛兰西与民粹主义”，详见 Salvatore Cingari, Gramsci e il populismo, ht-
tps://www.igsitalia.org/images/Allegati/Seminario_populismo/1-CINGARI-Gramsci-e-il-
populismo.pdf, last accessed on 3 Decem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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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如，葛兰西对民俗的关注中，虽有对“古老小世界”的同情，但没有对

人民“自然纯洁”的崇拜，也没有对民粹主义的赞赏。对抗的文化自主性，应

走向更高级的文化，并且更新后者，而非漠然置之或排斥它。

R. 莫兰提（Raul Mordenti）A 从马克思、列宁作品中的“人民”的概念阐

发探讨民粹主义。R. 莫兰提指出，马克思在自己的作品中很少直接使用“人民”

一词，但在《共产党宣言》批判封建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时

都用到了“人民”概念。莫兰提认为，马克思的“人民”，从语义学上看是贬

义词。德国社会主义完全源于小资产阶级立场，而小资产阶级就是马克思所说

的“人民”。列宁高度赞扬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对民粹主义也持批评态度。

而葛兰西的“人民”概念，用德语“volk”比用意大利文的“popolo”更贴切，

因为比后者内涵更加丰富。葛兰西的“人民”概念，指的是处于从属地位、尚

未取得霸权而正在夺取霸权的群体；而“民族”，则是人民的集合。总之，在

葛兰西那里，“人民—民族”（popolo—nazione）或“人民的—民族的”，与当

今的民粹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内涵。

P. 沃扎（Pasquale Voza）B 则对葛兰西“人民—民族”概念与拉克劳的“民

粹主义”进行了比较。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这样说过“没有这样一种激

情，即知识分子与人民—民族的情感连接，就不能成就政治—历史”C。而葛兰

西的“国家”，则是一个完全脱离与“人民—民族”的概念。从政治理论上而

言，葛兰西关于霸权的主张中，没有注入任何民粹主义思想。而拉克劳，则完

全用“人民”代替了社会阶级。拉克劳构建的“人民”是一种话语实践，具有

复杂但清晰的含义。普遍性与特殊性构成了对“人民”的构建，这一点拉克劳

与葛兰西是一致的，即“平民”（plebs）希望主导“人民”（populus）的构建，

而只有与平民融合，（普遍抽象意义上的）人民才是存在的。

A  发言题目为“《狱中札记》中的人民与民粹主义”，详见 Raul Mordenti, Popolo e pop-
ulismo nei Quaderni, https://www.igsitalia.org/images/Allegati/Seminario_populismo/2-
MORDENTI-Il-concetto-di-popolo-in-Gramsci-e-il-populismo.pdf, last accessed on 3 
December, 2018。

B  发言题目为“葛兰西与拉克劳的民粹主义”，详见 Pasquale Voza, Gramsci e il pop-
ulismo secondo Laclau, https://www.igsitalia.org/images/Allegati/Seminario_populismo/3-
VOZA-Gramsci-e-Laclau.pdf, last accessed on 3 December, 2018。

C  Pasquale Voza, Gramsci e il populismo secondo Laclau, https://www.igsitalia.org/images/
Allegati/Seminario_populismo/3-VOZA-Gramsci-e-Laclau.pdf, last accessed on 3 Decem-
ber, 2018.



75

（二）值得关注的著作

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发展过程中，意大利思想家的贡献是突出的，尤其

在“实践哲学”方面。《马克思主义与实践哲学：从拉伯里奥拉到葛兰西》A，

一书既有对实践哲学在意大利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又有对细节的呈现。从

拉伯里奥拉的著作，到葛兰西、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乔万

尼·金蒂莱（Giovanni Gentile）和拉多尔佛·蒙多尔甫（Rodolfo Mondolfo）

的思考，实践哲学往往成为创新研究的关键。这还与意大利自文艺复兴到贝

尔特朗多·斯帕文达（BertrandoSpaventa）“辩证革新”的民族文化传统有关。

在葛兰西思想中，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轨迹一直围绕着构建政治主体、现代民主

的属性、世界主义与民族历史的关系等展开，葛兰西思想研究的视野对理解现

实仍有重要价值。

《马克思与葛兰西：社会个体形成》B 一书的作者提出，社会个体的解放与

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的出发点和基本要求。在一个建筑工地，或许就

可以追踪个体形成的条件，不再是资本通过科学技术进步而对人的功能的颠

覆，而是人能够占有整体的社会生产力。正如葛兰西所写的那样，“生产者的

自治”，一种基于“自由和联合劳动”的政治构建形式。

《葛兰西：生命与思想》C是2016年的一场同名国际会议论文集，回顾了葛

兰西的痛苦经历——从家庭情感到政治承诺，从语言问题到工人问题，从撒丁

岛到欧洲大都市——及其晦涩难解的学术主题。这部论文集分为两卷，内容，

研究技巧和风格多样新颖。

《葛兰西：一部新传记》D 一书讲述了葛兰西从撒丁岛到都灵，从莫斯科到

维也纳，从罗马到都里监狱再到 1937 年病逝在医院的生命历程。涉及了众多

公共和私生活中的人物，从与舒赫特家族相交以及对茱莉亚复杂的爱慕开始，

回顾了意大利 20 世纪最伟大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一生。葛兰西是众多历史事件

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作者通过揭示意大利左派与苏联的汇合碰撞——陶里亚蒂

和波尔迪加、列宁和斯大林，阐明了葛氏思想的来源与原创性。正如陶里亚蒂

A  Marcello Mustè, Marxismo e filosofiadella praxis. Da Labriola a Gramsci, Roma: Viella, 2018.
B  Vincenzo Orsomarso, Marx e Gramsci. La formazionedell’individuosociale, Viterbo: Sette 

Città, 2018.
C  S. Dessì（eds.）, Antonio Gramsci. La vita e ilpensiero, Sassari: Delfino Carlo Editore, 2018.
D  Angelo D’Orsi, Gramsci. Una nuova biografia, Roma:Feltrinelli,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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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在“工人阶级的领袖”中所说，葛兰西试图超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严

苛边界，以批判和反教条的思想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

《大众文化在意大利：从葛兰西到乌内斯科》A，由于葛兰西的霸权与从属

性理论，大众文化研究在意大利有很好的历史积淀。但是，近年来民俗学逐渐

走向衰落。作者在本书中对世界范围内和当代媒体中大众文化进行了案例研

究，以及消费现象的思考。

无论是意大利还是世界其他地方对葛兰西的研究，都很少关注到葛兰西

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葛兰西与政治经济危机：从关于自由主义的辩论到“可

译性”的范式》B 的作者，通过对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和政治自主性等方

面，并结合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展开了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关于政

治经济笔记的剖析。

《葛兰西与民族复兴》C 是一部关于葛兰西对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中的主

导力量及国家统一影响的分析的研究。19 世纪下半叶，意大利完成了国家统

一大业。意大利人称之为“民族复兴运动”。这是一个复杂且充满矛盾的历史

进程，糅入了多种对立的因素。葛兰西曾对这一进程进行过深入研究。他认

为，所谓温和派对民主派产生了“吸引的权力”和谨慎的“霸权”。但是，行

动党（1842—1867 年）即马志尼所创建的以推动普选权为目标的民主派政党，

却不懂得反对温和派内部自发的同质性进而组织一场大型的群众运动。国家统

一，确实推动了意大利的发展和现代化，但是也使得意大利政党之间貌合神离

的联盟更加长久地得以保存，并不利于国家的均衡发展。国家统一没有解决

“南方问题”，复兴运动的领导人没能解决农民问题，进而导致意大利南北方的

发展更加失衡，地域矛盾愈发突出。

《葛兰西的现状：当今的文学与意识形态》D 是一部葛兰西作品研究文集。

编者的目的是：对葛兰西文学理论的比较解析，也不应局限于对其生平经历的

回顾，应转向政治，发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

A  Fabio Dei, Culturapopolare in Italia. Da Gramsci all’Unesco, Bologna: Il Mulino, 2018.
B  Giuliano Guzzone, Gramsci e la crisidell’economiapolitica. Dal dibattitosulliberismo al 

paradigmadella «traducibilità», Roma: Viella, 2018.
C  Rolando Fabrini, Gramsci e il Risorgimento, Roma: Sensibilialle Foglie, 2018.
D  P. Desogus, M. Cangiano, M. Gatto（eds.）, Il presente di Gramsci. Letteratura e ideolo-

giaoggi, Giulianova: Galaad Edizioni,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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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每年都会再版葛兰西的经典著作，但 2018 年的再版的主要特点是

按照不同议题再版。如西那珀斯出版社（SinapsiEditore）再版了葛兰西的系列

著作《论法西斯》A、《过去与现在》B、《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与现代国家的笔

记》C、《狱中札记》D、《文学与民族生活》E、《南方问题》F、《民族复兴》G、《历

史唯物主义与贝内德托·克罗齐》H、《知识分子与文化组织》I 等。

三、关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现状与前景问题

2017 年是十月革命 100 百周年，2018 年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而意大

利社会主义运动，温和左翼和激进左翼却在这两年遭遇了苏联解体中东欧剧变

后最大的挫折。意大利左翼学者从历史比较的视角，对近百年来世界社会主义

运动的繁荣、衰落、危机以及东方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进行了探析，并

最终试图为本国左翼走出危机寻找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一）社会主义的危机、解体与重生

卡多皮在《社会主义的危机、解体与重生——社会主义从“布拉格之春”

到中东欧剧变，再到亚洲的重生》J，对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

史进行了解析，引起了意大利学界对现实社会主义运动讨论的热潮。作者在书

中引用洛苏尔多的话——应该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学习的进程，要

注意不是“背叛”也不是“失败”K，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验性质是必要的，

A  Antonio Gramsci, Sul Fascismo, Napoli: Sinapsi Editore, 2018.
B  Antonio Gramsci, Passato e presente, Napoli: Sinapsi Editore, 2018.
C  Antonio Gramsci, Notesul Machiavelli, sullapolitica e sullostatomoderno, Napoli:Sinapsi 

Editore, 2018.
D  Antonio Gramsci, Lettere dal carcere, Napoli: Sinapsi Editore, 2018.
E  Antonio Gramsci, Letteratura e vita nazionale, Napoli: Sinapsi Editore, 2018.
F  Antonio Gramsci, Laquestionemeridionale, Napoli: Sinapsi Editore, 2018.
G  Antonio Gramsci, IlRisorgimento, Napoli: Sinapsi Editore, 2018.
H  Antonio Gramsci, Ilmaterialismostorico e la filosofia di Benedetto Croce, Napoli: Sinapsi Editore, 2018.
I  Antonio Gramsci, Gliintellettuali e l’organizzazionedellacultura, Napoli: Sinapsi Editore, 2018.
J  GiambattistaCadoppi, Crisi, crollo e rinascita del socialismo. Il socialismodalla «prima-

vera di Praga» allacadutanell’Europaorientale, allarinascita in Asia. Anteo （Cavriago）, 
Collana Strategie, 2018.

K  在意大利文原文中，“学习”（apprendimento）、“背叛”（tradimento）和“失败”（fal-
limento）的词尾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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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允许试错。从过去的错误所得习得的经验，将成为走向未来的起点。所幸

的是，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的尝试，是多样的，结果也极为

不同。因此，将之进行对比时，要突出各种尝试在某个具体地区利益驱动下的

实验阶段。卡多皮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发展过程和结果进行了

比较。从苏联到中东欧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从南斯拉夫的自我管理到中

国（还有越南和老挝）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卡多皮的核心观点是，市

场社会主义将战略性企业置于国家控制之下，要比苏联和西方的资本主义可靠

得多——“市场社会主义既避免了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又充分利用

了市场微观经济的效率”。 A

（二）资本主义危机与左翼退化

布鲁诺·斯特里是 2016 年成立的新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斯特里在

2018 年出版了《共产党的路径：在资本主义危机与左翼的退化之间》B 一书，

在意大利共产党人中引发了较大的反响。该书的内容分为三大部分。前两部分

聚焦于苏联共产主义及其衰落，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及其危机，中国的共产主

义——从胡锦涛总书记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探索与成就。第三部分，近距离聚焦

意大利左翼政治思想的衰落。温和左翼抛弃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后参与，与自

由主义、富人结合；激进左翼背叛了马克思，转向了托尼·奈格里，采取过时

的政策消解了继承自传统工人运动的政党形式，参与到自由主义者的游戏中，

最终走入了死胡同。左翼抛弃的劳动主题，获得了新右翼的关注。悖谬的是，

新右翼在这一主题上与部分激进左翼有诸多共同之处，从对自由主义和市场的

批判到思想基础——尼采、海德格尔和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

斯特里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解释了苏联衰落与解体的原因。他认为，苏

联的危机首先是生产率的危机，每一次尝试通过改革刺激生产率提高，都会与

生产结构的整体性过时相冲突。C 苏联生产体系的缺陷不在于量而在于质。造

成生产结构过时的主要原因是其政治理念所构建出专横的贸易体系，完全将马

A  Massimo Corbetti, Finalmentesitorna a parlaredell’attualità del socialismo, http://www.
marx21.it/index.php/storia-teoria-e-scienza/marxismo/29402-finalmente-si-torna-a-parlare-
dellattualita-del-socialismo, last accessed on 23 March, 2019.

B  Bruno Steri, Itineraricomunisti: tracrisi del capitalismo e involuzionedella sinistra, Roma: 
Derive Approdi, 2018.

C  Bruno Steri, Itineraricomunisti: tracrisi del capitalismo e involuzionedella sinistra, Roma: 
Derive Approdi, 2018,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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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商品价值规律丢进故纸堆了。A 斯特里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赞赏有加，但同时指出了中国发展的失衡问题，如经济与财富快速增长

的同时存在城乡发展失衡问题。中国人口的城市化具有出走的特征，但它不会

像资本主义世界那样产生贫民窟。B 中国是世界工厂的典范，也存在不受管制

的剥削问题——这重新引发了共产党所领导的阶级斗争和工会活动的兴起；正

是那些在中国的西方投资者反对扩大劳动者的权利。市场在国家控制之下，私

营经济能够发挥巩固公共经济的作用。C 如果在西方，政治服务于经济，那么

中国就是经济服务于政治。这使得中国在当前这样一个充满危机和威胁的时

代，迅速融入世界经济，并成为一支重要的和平力量。 D

斯特里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些认识并没有得到经验事实的支持。

例如，灵活性与就业之间不存在联系；私有化与发展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而且

私有化会导致产业政策瓦解；平衡预算不一定带来积极影响。 E 伪经济学的教

条本质和危机表明，选择本身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尤其当选择的唯一目的就是

将权力集中到银行、评级机构和对冲基金等机构中，同时加深不平等时。这是

一种将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群体手中的趋势。斯特里举了德国安联保险集团如

何成为 29 个工业集团资本的一部分的例子。经济集中和金融化的趋势使得列

宁对帝国主义的解读仍然是现实的。 F

斯特里非常关注技术进步在资本主义危机中的作用。技术进步并不必然

提高资本投入。一方面，新技术提高了生产力，减少了专门用于生产特定物品

的社会时间；另一方面，只有当生产新机器所需的工作量增加少于使用它所减

少的工作量时，才有利可图。或者，会围绕着技术产生金融投机泡沫：如股票

A  Bruno Steri, Itineraricomunisti: tracrisi del capitalismo e involuzionedella sinistra, Roma: 
Derive Approdi, 2018, p.29-30.

B  Bruno Steri, Itineraricomunisti: tracrisi del capitalismo e involuzionedella sinistra, Roma: 
Derive Approdi, 2018, p.45.

C  Bruno Steri, Itineraricomunisti: tracrisi del capitalismo e involuzionedella sinistra, Roma: 
Derive Approdi, 2018, pp.50-51.

D  Bruno Steri, Itineraricomunisti: tracrisi del capitalismo e involuzionedella sinistra, Roma: 
Derive Approdi, 2018, pp.43-44.

E  Bruno Steri, Itineraricomunisti: tracrisi del capitalismo e involuzionedella sinistra, Roma: 
Derive Approdi, 2018, pp.78-89.

F  Bruno Steri, Itineraricomunisti: tracrisi del capitalismo e involuzionedella sinistra, Roma: 
Derive Approdi, 2018, p.137.



80

新技术引发了 2001 年的股市危机。 A

斯特里著作的后半部，最终以意大利左翼的危机为落脚点。意大利左翼

当前处于文化和意识形态危机之中，长期深陷危机的状态，已经使其愈来愈无

足轻重。温和左翼抛弃了社会民主党的价值观，向自由主义、企业主义、美国

模式转型。温和左翼对市场的维护，表现出了其在哲学文化革新方面的贫乏与

无力。温和左翼的右转和危机，是意大利民粹主义崛起的主因。B 在温和左翼

的右转进程中，激进左翼遭遇了更显著的危机。劳动在激进左翼的政治实践层

面和理念层面丧失了中心性。根据奈格里的理论，创造价值过程的非物质化从

劳动场所向整个社会拓展。C 因此，在组织层面，政党的形式被清算。在城市

层面从底层构建民主的运动中，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作用仅仅涉及传统无产阶

级。这场运动成为众多岛屿中的一座孤岛。D 事实上，原意大利共产党在更名

易帜前，就退化成了群众组织，如工会等的利益调节者，而非具有自主性的群

众运动领导者。因此，温和左翼的危机并没有成为激进左翼的机遇，因为后者

也屈服于新自由主义对劳动的文化霸权。左派组成的选举联盟，对选民而言是

符号，而非值得信任的被选举者。E 当然，民粹主义兴起还有其他因素，如移

民问题，但左翼如果不能扭转在劳动问题上的路线，此后的局面将会变得更加

困难。 F

温和左翼和激进左翼的危机，与其在民族问题上的退却有关。斯特里以

德国宪法法院关于《里斯本条约》的判决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尽管条约在一些

事项上规定了“简化程序”，但是法院仍判定德国议会立法的强制性。一方面，

欧盟长期有社会民主—人民联盟所主导的联盟而非联邦国家；另一方面，欧洲

A  Bruno Steri, Itineraricomunisti: tracrisi del capitalismo e involuzionedella sinistra, Roma: 
Derive Approdi, 2018, p.140.

B  Bruno Steri, Itineraricomunisti: tracrisi del capitalismo e involuzionedella sinistra, Roma: 
Derive Approdi, 2018, pp.114-180.

C  Bruno Steri, Itineraricomunisti: tracrisi del capitalismo e involuzionedella sinistra, Roma: 
Derive Approdi, 2018, p.153.

D  Bruno Steri, Itineraricomunisti: tracrisi del capitalismo e involuzionedella sinistra, Roma: 
Derive Approdi, 2018, pp.196-197.

E  Bruno Steri, Itineraricomunisti: tracrisi del capitalismo e involuzionedella sinistra, Roma: 
Derive Approdi, 2018, p.206.

F  Bruno Steri, Itineraricomunisti: tracrisi del capitalismo e involuzionedella sinistra, Roma: 
Derive Approdi, 2018, pp.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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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的选举体系也决定了欧洲议会不代表欧洲人民，欧盟的合法性，在于其是

一个民族国家的联盟。欧盟在过去的发展中，所构建的经济发展机制，奖励了

一些国家，但束缚了另一些国家的主权。在激进政治领域，德国、法国和葡萄

牙激进左翼领导人赢得了权威。而意大利面临不同的情况，激进左翼在改变欧

洲方面，提出了与它们不同的计划版本。 A

斯特里也对新左翼和新右翼进行了比较分析。对奈格里为代表的新左翼

理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帝国》里充满后现代寓意的文字，令人心生愉悦，

但是并不具有任何现实性。只要用心观察柏林墙倒塌后不幸卷入了战争的南斯

拉夫人、伊拉克人、阿富汗人的境遇，就足以说明奈格里的所谓包容性的帝国

概念的不合时宜，及其在世界边缘地带的无能了。 B 奈格里理论中的“权力”，

也是同样地无效。2001 年的热那亚反全球化运动不得不与超国家权力的协调

与集中化进行艰苦斗争。对权力的批判转变为一种选择，它放弃了社会变革和

革命的战略组织。或许，这可以解释运动最后完全没有取得结果的原因——这

种反对政治反抗的理论暗示，出现得太早，老去得太快。斯特里认为，从更深

的哲学层面而言，新左翼的主要问题在于抛弃了对历史进行辩证解读的方法。

辩证法恰恰是奈格里及其所追随的作家如福柯、德勒兹等，所极力攻击的对

象。马克思和黑格尔在新左翼这里被尼采取代：超越这种永久冲突中的对立，

只能借助于突发且理性层面无法预测的“事件”和实证的论断。斯特里认为，

将尼采的“文明的不适”直接转化为历史社会性的建议，并不能发挥作用。尼

采以其特有的方式析出了每个社会形态内部都存在的焦躁不安。奈格里和哈特

试图对之进行拦截，以反对政治理性，赞美新野蛮人以及对调解和反叛的拒

绝。这与新右翼的神话非常相似。除了尼采，20 世纪下半叶的许多极右翼作

家，如斯宾格勒、荣格和海德格尔等都持有类似的观点，但都被左翼支持分子

有力地驳倒了。反过来，新右派也对批判现代性的法兰克福学派进行了再审

视。从主题角度而言，左翼和右翼的“新主义”们，都拒绝现代性，批判启蒙

主义，批判经济的首要性、巨型商业企业和科学技术；都倡导回归本土、合作

互助网和社区精神。也许会有人反驳，即便马克思主义复苏，新右翼也不会停

A  Bruno Steri, Itineraricomunisti: tracrisi del capitalismo e involuzionedella sinistra, Roma: 
Derive Approdi, 2018, pp. 102-109.

B  Bruno Steri, Itineraricomunisti: tracrisi del capitalismo e involuzionedella sinistra, Roma: 
Derive Approdi, 2018, p.144, p.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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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发展。然而，斯特里意在说明这如何如同变魔术般将以精英与人民的对立取

代了劳资之间的阶级对立，最终使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工具被抛弃。 A

斯特里在梳理了新千年前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所遭遇的挫折后，最后

试图阐明在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组织的成果和前景。重建共产党对亟待重生的左

翼而言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时要恢复工人的话语权、权利和自主权——这与左

翼的重生某种意义上互为因果和推动器。斯特里提出了三点重建共产党的原

因：（1）共产党组织的存在和活动对社会转型而言不可替代；（2）共产党向社

会开放的能力是其（革命）行进方向的必要功能；（3）群众运动是在社会中推

动变革所不可错失的机会。 B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A  Bruno Steri, Itineraricomunisti: tracrisi del capitalismo e involuzionedella sinistra, Roma: 
Derive Approdi, 2018, pp.144-167.

B  Bruno Steri, Itineraricomunisti: tracrisi del capitalismo e involuzionedella sinistra, Roma: 
Derive Approdi, 2018, 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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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贺  钦

受欧洲整体经济形势疲软的影响，2018 年的西班牙虽以 2.5％的年经济增

速位居欧盟国家前列，却创下了该国自 2014 年以来的增速新低。2018 年年中，

西班牙政府首脑在一周内上演了戏剧性更迭，原首相拉霍伊因人民党腐败案遭

到弹劾，成为自 1975 年西班牙民主转型以来首位因弹劾罢黜的政府领导人。

其继任者中左翼政党工社党总书记桑切斯的经历也并不乐观。在 2019 年 4 月

举行的提前大选和 7 月举行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中，桑切斯均未获得相应的选票

支持，上台一年却仍为看守政府首相。

2018 年，时逢千年思想家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西班牙的马克思主义力量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在传播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面对余波未

平的加泰罗尼亚独立风潮和扑朔迷离的国内外形势，西班牙的马克思主义者们

试图通过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和替代，探寻破解西班牙发展迷局的可能路径。

一、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学术活动

2018 年，西班牙共产党旗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联合西班牙各地左翼党

派、工会、文化基金会及教研机构等，围绕“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及西班牙

国内外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术交流和宣传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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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系列活动

1. 主办了“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有效性与遗产”研讨会

2018 年 6 月 28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济与社会研究部在马德里

大学主办了“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有效性与遗产”研讨会。 A

大会围绕着“马克思思想遗产”、“马克思的有效性”、“马克思与新问

题”三个主题，主办了三场主旨演讲。演讲嘉宾均为西班牙各个领域的权威

专家，他们对马克思生平及其著作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刻剖析。西班牙前

教育与科学部部长、马德里大学思想史和社会政治运动史教授梅赛德斯·卡

布雷拉（Mercedes Cabrera），马德里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恩里克·吉尔·卡

沃（Enrique Gil Calvo）及马德里自治大学政治学教授费尔南多·瓦耶斯宾

（Fernando Vallespín）就“马克思思想遗产”发表了主旨演讲。马德里大学前

校长、应用经济系荣休教授卡洛斯·贝索萨（Carlos Berzosa），西班牙社会学

家、西班牙帕斯库尔·马多兹（Pascual Madoz）国家研究奖获得者玛利亚·安

赫尔·杜兰（María Ángeles Durán Heras）和马德里大学心理学系前主任、哲

学博士佛伦西·吉梅内兹·布里约（Florencio Jiménez Burillo）就“马克思的

有效性”发表了主旨演讲。西班牙格兰纳达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何塞·贝斯塔尼

亚（José Luis Moreno Pestaña），马德里大学社会学教授塞萨·伦多列斯（César 

Rendueles）和马德里大学政治学教授、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任艾迪·桑

切兹（Eddy Sánchez）就“马克思与新问题”发表了主旨演讲。

主办方认为，马克思作为一位经典作家，其最重要的历史贡献之一就是

提出了认识人类社会的科学历史观，并为其后发展提供了一整套认识工具与理

论框架；马克思思想汇聚了广泛共识，并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被各学科、各

领域广泛接受和应用；马克思著述丰厚，影响深远，无论在科学社会主义领

域，还是在艺术文学领域，均留下了重要的思想遗产，其对当代政治科学和实

践的影响尤为显著。

主办方还回顾了 1983 年主办的纪念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活动。1983 年，

在西班牙教育与科技部、文化部等政府机构的协助下，马德里大学、马德里理

工大学、马德里自治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及巴布罗·伊格莱西亚斯基金会

等西班牙教育文化机构曾共同主办了纪念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活动，50 余位

A  https://www.ucm.es/encuentros/marx-legado-y-vigen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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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社会与意识形态及心理学等各领域的学者、教

授和文化机构负责人参与了该活动。

2.“今天我们和马克思一起沉思”国际研讨会 

2018 年 10 月 2 日至 6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公民欧洲基金会

（Foundation for a Europe of the Citizens, FEC）和“变革欧洲”组织（transform ！ 

Europe），在马德里大学共同主办了主题为“今天我们和马克思一起沉思”的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国际研讨会。

主办方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政治思想家对人

类文明进步作出的贡献，认为马克思不仅是一位亲历一线的政治活动家，更是

一位卓著的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科技史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政论家

和记者，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科学基础上的历史

哲学，他对资本主义弊端的科学诊断为工人运动的革命事业提供了政治指南，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在于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自 2008 年以来全球化时代涌

现的种种危机。大会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史学、文化传播学、文学、科学技

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帝国主义与地缘政治、马克思主义与

拉美、生态学及人权等跨学科视角，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博大精神的思想体

系及其历史意义。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前校长、社会学家巴布罗·贡萨雷斯·卡萨诺瓦（Pa-

blo González Casanova），美国社会主义及女性主义学者、罗格斯大学纽瓦克

分校哲学系主任南希·霍尔姆斯通（Nancy Holmström），拉美社会科学理事会

（CLACSO）前秘书长、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政治学教授阿蒂略·波隆

（Atilio Boron）等国际知名学者，应邀发表了主题演讲。

3. “当代马克思”国际大会

2018 年 12 月 12 日至 14 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西班牙马克思

主义研究会（FIM）经济与社会研究部与西班牙萨拉戈萨大学哲学系，在西班

牙萨拉戈萨大学共同主办了“当代马克思”国际大会。大会以“新自由主义理

性危机下的自治政府与主体性政策”研究为基础，对马克思思想体系及其新发

展、马克思对当代哲学与政治学的影响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A

A  h t tp : / /www.f im.org .es /ac t iv idad .php?id_act iv idad=1023&buscador=1&id_
seccion=18&anio=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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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马克思的 200 年：1818—2018”座谈会

2018 年 12 月 12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FIM）经济与社会研究

部与该研究会大加那利岛拉斯帕尔玛斯分部，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共同主办

了“与马克思的 200 年：1818—2018”座谈会。

会议由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保拉·加维（Paula Garvín）主持，卡洛斯· 

阿瑞纳斯（Carlos Arenas）、阿松普塔· 萨布可（Asumpta Sabuco）、霍阿金·乌

利亚斯（Joaquín Urías）和弗朗西斯科·谢拉（Francisco Sierra）先后作主题

发言。 A

5. 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 年周年

2018 年，时逢《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 周年，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学界纷

纷主办了各类纪念活动，并推出了相关学术成果。西班牙共产党认为，《共产

党宣言》是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的“X 光”，其理论贡献在于其宽广的视野和对

资本主义长期历史趋势的精准预测。早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初，《共产党宣言》

就敏锐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持久性、不稳定性；从 21 世纪以来尤

其是当前经济危机的发展看，《共产党宣言》对在当时看来遥不可及的全球化

资本主义做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准确预测，这是自 19 世纪 40 年代以来没有任

何文献能够做到的事情。 B

2018 年 9 月 26 日至 27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FIM）经济与社

会研究部与该研究会大加那利岛拉斯帕尔玛斯分部，在西班牙拉斯帕尔玛斯大

学共同主办了主题为“马克思与 21 世纪：《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 170 年”研

讨会。会议旨在探讨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在当代的有效性，试图从马克思主义

的视角提出解决当代问题的有效建议。 C

（二）“卢森堡的思想与实践：意义及其政治经济遗产”国际会议

2019 年 4 月 11 日至 12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FIM）思想部与

西班牙塞维利亚的巴勃罗·德·奥拉维德大学公共思想与实践实验室，在该大

A  h t tp : / /www.f im.org .es /ac t iv idad .php?id_act iv idad=1020&buscador=1&id_
seccion=18&anio=2018.

B  于海青：《照亮人类历史前进方向的灯塔——各国共产党隆重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

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 周年》，《红旗文稿》2018 年第 7 期。

C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1011&buscador=1&id_seccion=18 & 
anio=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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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共同主办了主题为“卢森堡的思想与实践：意义及其政治经济遗产”的国际

会议。A 为使更多的人与会，此次会议实行免费注册制，采用现场和远程两种

参会方式。大会分为卢森堡思想的历史意义、卢森堡思想的内涵与影响、卢森

堡经济思想的发展和卢森堡政治思想的发展四个分论坛。会议期间，主办方还

举办了主题为“卢森堡殉难 100 年纪念：革命者、女性与犹太人”的纪念展览。

主办方认为，关于社会阶级的思考比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大学的商业

化进程损害了其社会功能，唯有让更多的专家、学者和学生参与到卢森堡关于

经济、性别问题、阶级和国际和平主义的理论思考中，重启人类关于社会阶级

问题的讨论，才能理解当下西班牙政治经济政策的严重后果和全球社会问题的

解决之道。 B

（三）“历史唯物主义”国际研讨会 C

2019 年 6 月 28 日至 30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济与社会研究部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召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国际研讨会。会议旨在建立一个与

现时代重大问题相关联的、多元的、从容的思考框架，对近年来多极世界中的

解放运动、激进运动和社会运动进行反思与总结。主办方认为，当今世界充满

希望，但不乏威胁，尤其是近年来经济、社会、政治动荡频发，人类在不断拓

展可能性的同时，也面临着多极化进程中愈演愈烈的不平等现象和史无前例的

文明危机，随着各种力量的重生与抵抗运动的兴起，社会政治行动主义将走向

新的高潮。大会分为“法律、社会控制、法制与暴力”、“移民、种族主义与后

殖民主义”、“抵抗、战略、运动与平民政治”、“阶级、新主体与新剥削形式”、

“教育与大学”、“新文艺实践及评论”、“大众运动史与反法西斯主义”、“国家、

民族和主权”、“欧盟、经济与全球化”、“生态、地域与农村”、“经济、全球化

与金融化”及“城市与城市空间：参与及新地方自治主义”等分论坛。

“法律、社会控制、法制与暴力”分会场主要议题包括：（1）“犯罪、惩罚、

控制与国企责任”讨论组围绕资本主义积累、国企共生关系、社会伤害的产生

及社会控制机制等问题，集中探讨了当前反资本主义斗争面临的迫切任务与发

展趋势；（2）“危机、权利的削减与权威的转移”讨论组认为，紧缩政策是新

A  https://eventos.upo.es/22597/detail/i-congreso-internacional-el-pensamiento-y-la-praxis-de-
rosa-luxemburg.-significacion-y-actualidad-d.html.

B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1026. 
C  参见 https://historicalmaterialismbcn.net/es/。



88

自由主义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该政策导致了个人与集体权利的普遍倒退，与

言论、示威游行、意识形态等异见表达权相关的社会权利均出现了被权威主义

体制及其控制机构消减的显著趋势，而在地区权力重构的进程中也出现了由金

融危机引发的新民主危机，如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风波等；（3）“性别、妇

女与犯罪系统”讨论组围绕着司法与父权体系的关系、妇女在监狱中遭遇的歧

视与排斥、女性主义与刑罚废除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抵抗、战略、运动与平民政治”分会场的“马克思主义与法学”讨论组

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一些特定的法律规范有助于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生存

条件，但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如何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待法律存在的必然性与合

法性、如何建立更为公平有效的法律体系仍有待讨论。

“阶级、新主体与新剥削形式”分会场的“在邻里关系中形成阶级认同：

加泰罗尼亚与拉美经验”讨论组认为，当前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趋

于碎片化、多元化和地方化，邻里关系作为一个共同的集体空间逐渐成为塑造

阶级认同的一种新维度。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及拉美国家的经验表明，邻里

关系有利于在反新自由主义斗争中塑造社会政治主体，加强工人阶级认同。

“新文艺实践及评论”分会场的“文化政治”讨论组围绕制度内外的文化

管理经验进行了探讨，认为对文化政策的思考有利于建立制度与文化间的积极

关联。

“国家、民族和主权”分会场的“人民主权对资本主义的替代”讨论组探

讨了后资本主义危机时代建立大众化体制、发动长期解放运动、替代资本主义

并消除资本剥削与统治的可能途径。

“欧盟、经济与全球化”分会场的“金融化欧洲：债务、主权与新自由主

义”讨论组认为，欧盟体制是金融化的集中表现，高度负债（包括私债和公债）

和不利于劳工及公共部门的政策既是欧盟的制度组成，更是欧元危机的罪魁祸

首，欧洲左翼面临的问题是——如果不能提出反对欧盟的一致战略和主张，是

否还有可能从政治上解决债务束缚、紧缩和劳动不稳定等问题。

“妇女罢工与女性主义经济的关系”分会场围绕近三年世界各国的妇女罢

工（例如西班牙的“三八节”罢工），探讨了性别歧视、生育负担及性暴力等

在新自由主义危机下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问题，认为应总结妇女罢工经验，并通

过法律手段促进家庭及工作场合妇女权利的改善。

“共同体治理新途径”讨论组从跨学科视角，围绕全球及地区共同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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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民主与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治理方式和机制进行了探讨。讨论组认为在大

气、能源、森林及耕地等及地区治理层面，须依托有效的治理机构与管理模

式，才能真正实现共同体治理的进步。

此外，“大众运动史与反法西斯主义”分会场围绕“共产主义与革命”、“历

史上的社会斗争”、“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与现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抵抗、

战略、运动与平民政治”分会场探讨了“民主、民众主义与解放”、“战略思维

与思想解放”及“社会运动与政党”等议题，其中“民主、民众主义与解放”

讨论组围绕葛兰西思想、个人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民众主义的关系

进行了探讨。

（四）“战略与挑战：西班牙左翼的现状”座谈会 A

2019 年 6 月 7 日，卢森堡基金会西班牙办事处与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

会经济与社会研究部，在马德里联合召开了“战略与挑战：西班牙左翼的现状”

座谈会。

会议主要围绕着马德里大学社会学教授塞萨·伦多列斯（César Rendu-

eles）与霍尔·索拉（Jorge Sola）的电子版新著《战略与挑战：西班牙左翼的

现状》B 展开讨论。该书从西班牙左翼的历史、路线、主体、主张、局限与困

境等方面对西班牙左翼的现状进行了剖析。《战略与挑战：西班牙左翼的现状》

一书还就“选情变化与政党格局的重构”、“政治组织的民主化探索与矛盾困境”、

“各种社会动员的出现和倒退”、“工作场所担负的角色”、“主要城市政府改革

的经验”及“加泰罗尼亚冲突的复杂性”六个左翼面临的重要议题进行了探讨，

并对西班牙左翼运动发展与创新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

二、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的学术著作

2018—2019 年，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学界围绕经典理论与时代热点，出版

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其中有关“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

的论著尤为引人注目。

A  参见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1031。
B  César Rendueles, Jorge Sola, Estrategias y Desafíos, La situación de la izquierda en Es-

paña, 08.04.2019, https://es.rosalux.eu/fileadmin/user_upload/LiS-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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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马克思对话：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2018） A

《与马克思对话：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一书收录了 40 篇西班牙各界

人士纪念马克思及其经典著作的文章。该书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既有来自经济

学、社会学、新闻学、哲学、人类学、考古学、史学、文化理论、政治学和数

学等领域的学者，也包括工程师、建筑师、工会领袖、社会活动家、造型艺术

家和漫画家等职业人士。

该书旨在通过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职业经历的人士对马克思及其著作的

多维解读，加深人们对商品、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

主义等经典概念的认知，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关于自然与社会的规律总

结和科学论断。此外，该书还收录了不同时期、不同城市的马克思雕像照片。

（二）《西班牙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与政治承诺：从佛朗哥主义到今

天》（2018） B

《西班牙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与政治承诺：从佛朗哥主义到今天》一

书旨在促进西班牙民众从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视角探讨当今经济社会问

题。 C  作者何塞·戈麦斯·阿伦（José Gómez Alén）D 认为，从佛朗哥政权末

期到西班牙民主转型时期，受英法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影响，西班牙史学界

也掀起了一波创新潮流，开始使用相关理论与概念。与天主教民族主义与中世

纪圣徒情节相比，西班牙历史学家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困顿中的一股清流。直到

新自由主义霸权泛滥引发新古典主义思想和实证主义范式的回归，这一趋势才

被所谓“历史终结”的政治变革推向了边缘。当前的危机再次表明，没有马克

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就无法彻底解决当下西班牙各层面的问题。

该书在“导论：马克思与西班牙的历史学派——从佛朗哥时期到当今社

会”、“马克思主义与西班牙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讨论”、“马克思主义与历史

A  Ekosol, Dígaselo con Marx, Bicentenario del nacimiento de Karl Marx, GPS MADRID, 
2018.

B  José Gómez Alén （Editor）, Historiografía, marxismo y compromiso político en España, 
Del franquismo a la actualidad. 

C  https://www.sigloxxieditores.com/libro/historiografia-marxismo-y-compromiso-politico-
en-espana_48963/.

D  何塞·戈麦斯·阿伦（José Gómez Alén），中等教育史教授，研究方向为佛朗哥时期

的劳工冲突与工作场所，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历史研究部研究员，《我们的历

史》编委，著有《佛朗哥时期加里西亚工人委员会与劳工冲突》（199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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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关于旧制度危机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讨论”、“马克思主义与‘共和国、内战

及佛朗哥主义’的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第二共和国及西班

牙内战史”、“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派”及“后现代性与全球历史：社会动员研

究的新技术方法”等章节中，先后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西班牙旧制度危机、自

由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当代西班牙农村社会冲突与农民政治化、新政治史、

工人文化、阶级与身份认同、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佛朗哥主义研究及 21 世纪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重要问题。

（三）《工人阶级：21 世纪变革的主体？》（2018） A

来自西班牙、厄瓜多尔、美国、古巴、智利及墨西哥等国的哲学家、社

会学家、新闻记者及政治家在《工人阶级：21 世纪变革的主体？》一书中，围

绕工人阶级这一概念，从多维视角探讨了“阶级与劳动”在 21 世纪社会变革

中的历史作用及发展趋向。

该书的编者认为，自 2008 年以来，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危机持续发酵，其

社会影响表明在这一历史变革进程中，有必要从政治上打造独立的工人阶级，

但相关问题在电视辩论和选举运动中却很少被提及。“中产阶级”概念是推翻

资本主义有效的政治身份，还是消解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陷阱？该书试图通过

分析公民劳动在就业变革中的作用、印第安运动在社会抗议中的角色等问题，

对“阶级和主体”概念的历史意义进行深入探讨。

（四）《堕落的年代：21 世纪的右派与左派》（2018） B

《堕落的年代：21 世纪的右派与左派》一书认为，西方世界正处于变革之

中，随着生产体系的变革、技术的发展和金融重要性的凸显，各国社会矛盾日

益加剧，新政治主体不断涌现，地缘战略一再倒退。该书试图对主导这一时代

的各派力量进行图谱分析，探寻保守主义历史转向的深层原因，梳理当代权力

重构与抵抗运动的基本线索，阐释新的历史条件下左派与右派的理论分歧与实

践分野，预判 21 世纪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 C

该书作者埃斯特班·埃尔南德兹（Esteban Hernández），系西班牙国家新

A  José Manuel Rivas, Adrián Tarín （coords）, La clase trabajadora. ¿Sujeto de cambio en el 
Siglo XXI?, Siglo XXI de España Editores, Madrid, 2018.

B  Esteban Hernández. Ed., El Tiempo Pervertido. Derecha e izquierda en el siglo XXI, Edi-
ciones Akal, 2018.

C  https://www.akal.com/libro/el-tiempo-pervertido_49315/edicion/ebook-56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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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社埃菲社（EFE）旗下日报《机密报》（ELCONFIDENCIAL）社会部主任，

曾任职于《世界报》、《先锋报》等多家西班牙主流媒体，著有《中产阶级的终

结》和《我们、混乱与欲望的极限》等。 A

（五）《多样性的陷阱：新自由主义如何粉碎工人阶级认同？》（2018）B

当前，西班牙正面临着因公民权和代表性问题而引发的文化战争与冲突，

这一现象并未体现在经济就业领域和结构性层面，而是集中体现在一些象征性

领域。例如，同性婚姻、历史记忆、性别语言、公民教育等开始占据媒体头

条，并制造争议。

《多样性的陷阱：新自由主义如何粉碎工人阶级认同？》一书认为，在面对

行动主义引发的社会分裂时，工人阶级应保持团结和清醒，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

工人阶级应享有与其他社会群体同等的公民权，并得到体制对其历史和尊严的承

认。当前的文化冲突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它使一个奉行右翼经济政策的政府在

面对选民抛出的若干问题时，展现出了某些进步特征。该书对这一悖论提出了质

疑，认为特权体系、压迫和改良不是应对不平等的有效手段，而是制造劳资冲突

的始作俑者，如果不愿让集体的力量消解在无可救药的“身份”个人主义中，就

应拿出解决这些问题的迫切答案。当前，意识形态在某些场合俨然成为标榜个性

的幌子，行动主义试图寻找合适的语言来刻画多样性，利用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打

造一个看似相互尊重的环境。而事实上，资本主义不会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团结

所有人，它终究不是一个伟大的故事；资本主义试图夸大每个人的个性，抹杀阶

级认同，掩盖民众的痛苦，从而将大众推向历史的深渊。该书作者达尼埃尔·贝

纳贝（Daniel Bernabé） C  认为，是时候打破多样性的陷阱了。

（六）《可能的极限：政治、文化和情感资本主义》（2018）D、《去咖啡

因的高雅艺术：低成本情境主义与世纪变革中的其他艺术景象》（2019）E

《可能的极限：政治、文化和情感资本主义》一书认为，政治家、职业

A  https://www.akal.com/autor/esteban-hernandez/.
B  Daniel Bernabé, La trampa de la diversidad, Cómo el neoliberalismo fragmentó la identi-

dad de la clase trabajadora, Ediciones Akal, 2018.
C  达尼埃尔·贝纳贝（Daniel Bernabé），西班牙记者、作家。

D  Alberto Santamaría, En los límites de lo posible. Política, cultura y capitalismo afectivo, 
Akal, 2018. 

E  Alberto Santamaría, Alta cultura descafeinada, Situacionismo low cost y otras escenas del 
arte en el cambio de siglo, Siglo XXI de España Editores, Madrid,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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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人、会展经纪人、网球运动员、企业家、艺术家、银行家和许多其他行

业的人，每天都在试图说服大众接受——创造力、激情和想象力构成了当

下经济繁荣不可或缺的情感要素。该书作者阿贝托·桑塔玛利亚（Alberto 

Santamaría） A  将这一文化演进和社会动员现象命名为新自由主义文化的行动

主义，并试图阐释这一情感突变产生的原因。该书认为，这一充斥着经济浮夸

的超大情感泡究掩盖了一种产生于市场、受制于市场的主体模式，由此产生的

情感泛滥导致了一种新的不稳定和自动剥削形式。新自由主义行动主义吸纳了

情绪语义学的概念，起初这一概念旨在质疑令人窒息的资本主义模式，后逐渐

演化为一种复杂的文化阉割战略。该书分从“情感资本主义”、“人力资本与低

度公民权”、“白皮书的注释”、“创造力的大变革”、“创造力膨胀的范式”、“资

本主义无法给予的可持续幸福”、“终曲：工人文学与企业管理”、“政治边缘的

文化”等章节，探讨了人类应对情感资本主义的态度与方式。 B

阿贝托·桑塔玛利亚在《去咖啡因的高雅艺术：低成本情境主义与世纪变

革中的其他艺术景象》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新自由主义及其制度无法实现对大

众艺术、原创艺术和批判艺术的支持与宣传，新自由主义文化的行动主义尚难

以枯竭，当代艺术是理解这一历史现象的重要窗口。该书从批判的视角，探讨

了脱咖啡因的高雅艺术近几十年来发生的去政治化进程，认为这一潮流旨在恢

复和引入其他时代的异见者，却造成了当下共识的匮乏与空洞。如果说新自由

主义缺乏中心，新自由主义制度的内部和外部都在不断演化，是因为新自由主

义具有从外围甚至从反新自由主义力量中汲取养分的特质。作者试图通过分析

新自由主义文化中行动主义艺术的去政治化趋势，再次强调——文化作为意识

形态斗争解放工具的历史作用。 C

（七）《价值论、传播与领土》（2019） D

该书系米尔顿·桑托斯“传媒与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Seminario Inter-

nacional Milton Santos de comunicación y cultura urbana）支持下的课题研究成果，

A  阿贝托·桑塔玛利亚（Alberto Santamaría），哲学博士，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艺术系

艺术理论教授，著有《艺术宣传：关于艺术和意识形态的反思》（2016）。
B  https://www.akal.com/libro/en-los-limites-de-lo-posible_35661/.
C  https://www.sigloxxieditores.com/libro/alta-cultura-descafeinada_49380/.
D  Francisco Sierra Caballero （ed.）, Teoría del valor, comunicación y territorio, Siglo XXI de 

España Editores, Madrid,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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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了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托尼·奈格里（Toni Negri）、卡洛·维塞

隆（Carlo Vercellone）等学者关于价值论、数字革命和认知资本主义等问题的

重要论述。该书分为“价值与反价值”、“认知资本主义时代的价值论危机和人

体生学的局限性”、“价值论与意识形态：社会调解领域的物质主义批判”、“马

克思与劳动：反乌托邦之路”、“图灵机、熟练劳动力与劳动价值论”、“后资本

价值”、“价值规律的危机”等九部分。

该书主编弗朗西斯科·谢拉（Francisco Sierra）A  指出，该书旨在通过“价

值论”这一理解资本主义现实的核心要素，深化人们对时代矛盾和变革进程的

认识。B  该书认为，在地缘政治危机和矛盾频发的时代，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加强对物质主义的社会批判变得尤为迫切和重要。今天，是一个数字平台不断

膨胀的时代，而供养它的主体正是贫困的劳动者，资本主义通过剥削从资本积

累的过程中不断获取赖以存续的红利，金融资本的依附性限制了阶级斗争的可

能范围。

（八）《马克思的历史与体系——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理论》（2019） C

该书回顾了 19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马克思一生不同时期

的重要著述和理论贡献。 D  该书作者塞萨·鲁伊兹·圣胡安（César Ruiz 

Sanjuán）E  认为，在近两个世纪以来的政治思想中，弥漫着对马克思资本主义

批判理论的曲解与误读，这种偏离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断发

展的结果，它不仅阻碍了人们对马克思思想主线的正确理解，还导致了人们对

马克思主义中历史、体系与辩证法等基本概念的曲解。塞萨建议，重读马克思

将有助于弥合马克思主义各流派与马克思著作间延续至今的裂痕。

A  弗朗西斯科·谢拉·卡巴耶罗（Francisco Sierra Caballero），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

传媒理论教授，西班牙安达卢西亚传媒与文化研究所（INACOM）研究员，“信息、

传媒与文化”政治经济学拉丁联盟主席，传媒学会伊比利亚美洲联合会大会（CON-
FIBERCOM）主席，“传媒、政治与社会变革”跨学科研究组（COMPOLITICAS）负

责人，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传媒与文化研究部主任。

B  参见 https://www.sigloxxieditores.com/libro/teoria-del-valor-comunicacion-y-territo-
rio_50758/。

C  César Ruiz Sanjuán, Historia y sistema en Marx Hacia una teoría crítica del capitalismo, 
Siglo XXI de España Editores, Madrid, 2019.

D  https://www.sigloxxieditores.com/libro/historia-y-sistema-en-marx_49372/.
E  塞萨·鲁伊兹·圣胡安（César Ruiz Sanjuán），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哲学教授，主要研究领

域为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经典著作及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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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的学术论文

 2018 年，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学界出版了各类期刊论文，其中关于西班牙

历史及现实问题的讨论依然占据了各大期刊的重要版面，而“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也成为各期刊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

（一）西班牙共产党的理论转向

2018 年初，新当选的西共总书记恩里克·圣地亚哥（Enrique Santiago）

在西班牙共产党党报《工人世界》刊发的《西班牙共产党 20 大：行动的党与

革命的纲领》一文中，明确提出支持西共重提列宁主义和民主集中制。 A 恩里

克强调，对共产主义政党而言，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一件非

常自然的事情，但自 20 世纪 70 年代欧洲共产主义确立以来，西共却一直回避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随着苏东剧变和冷战的终结，欧洲共产主义已不复存，避

免回归一种源于政治斗争和夺取政权史、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标志的意识形

态界定毫无意义。恩里克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基于社会阶级矛盾来分析世界，

并主张以社会替代模式解决这些矛盾的政治学说，而列宁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

者通过正确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夺取政权，并将其改造为建立在新型无产阶级国

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学说。这种意识形态界定并非某些人曲解的脱

离实际或开历史倒车，也并非与西共构建“21 世纪社会主义”纲领不符。相反，

作为分析工具，马列主义能够得出符合当前发展现实的夺权策略，且这一意识

形态界定并未终结，而是在不断更新分析方法，它必将使党的运作结构与之相

适应，恢复民主集中制就是最直接的变化，这一原则也将使党的工作更富凝聚

力和效率。 B

（二）《我们的历史》发表纪念马克思专刊

2018 年，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旗下的史学电子期刊《我们的历史》

发布了两期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专刊。两期主题分别为第 5 期《马克思与

历史：1818—2018》和第 6 期《关于马克思主义、反佛朗哥主义与工人运动的

A  Enrique Santiago, “XX Congreso del PCE: un Partido para la acción, un proyecto de Revo-
lución”, 29/01/2018, http://www.mundoobrero.es/pl.php?id=7741. 

B  于海青：《西班牙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与理论战略调整及其原因》，转引自《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发展报告（2018-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64 页。



96

研究》。

第 5期《我们的历史》在发刊词《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中指出，1983年，

在马德里纪念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的重要活动中，20 世纪“西班牙历史”研

究领域的权威——法国史学家皮埃尔·维拉（Pierre Vilar）曾幽默地提出“谁

最应该惧怕马克思”这一历史拷问，他的答案是任何人都应惧怕马克思，历史

学家们除外。 A  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史学的优先关系成就了 20 世纪史学

的创新，但随着西方左翼政治的衰退和苏东剧变，马克思主义史学遭到了重

创。在史学流派不断分化和多元的时代，后现代主义、理想主义、文化主义和

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日益成为主流，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却逐渐边缘化。随着近年

来反主流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史学显现出了回归之势，今天我们不但不应

惧怕与马克思一同思考，更应坚信对马克思著作及其思想的批判性讨论是当下

不可或缺的重要练习。因此，在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之际，对马克思主义及其

批判思想进行深刻的历史总结、反思与创新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第 5 期

纪念专刊聚焦的重要议题包括“马克思对历史和历史学的最大贡献是什么”、“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现状

与问题”和“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趋势和前景”等。专题讨论包括

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何塞普·冯塔纳（Josep Fontana，1931—2018）的《马

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养成》、西班牙萨拉戈萨大学教授卡洛斯·佛卡德尔·阿

尔瓦雷斯（Carlos Forcadel Alvarez）的《衰败之后重拾马克思》、巴塞罗那大

学教授何塞·路易斯·马丁·拉莫斯（José Luis Martín Ramos）的《加泰罗尼

亚历史学与马克思主义》、西班牙国立远程教育大学的卡洛斯·马丁内斯·尚

（Carlos Martínez Shaw）教授的《马克思与历史》、巴塞罗那大学卡门·莫里内

罗（Carme Molinero）教授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回顾、贡献与可能性》、马

德里大学多明戈·普拉西多（Domingo Plácido）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古代社会

的有效性》、马德里大学胡安·特里亚斯·维哈拉诺（Juan Trías Vejarano）的《马

克思：历史科学的革命》 及墨西哥自治大学卡洛斯·安东尼奥·阿吉烈·罗哈

斯（Carlos Antonio Aguirre Rojas）的《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对 21 世纪社会科

学的贡献》等重要文章。第 6 期《我们的历史》继续刊发了一组题为“与马克

A  http://www.fim.org.es/media/2/27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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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一同思考”的纪念文章。 A

此外，为悼念 2018 年 8 月去世的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何塞普·冯塔

纳，《我们的历史》（第 6 期）还发表了相关纪念文章。2019 年出版的第 7 期

《我们的历史》发表了纪念专题——《为历史而战的何塞普·冯塔纳》。作为皮

埃尔·维拉的弟子，来自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何塞普·冯塔纳毕生致力于

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是当代西班牙把马克思主义及各种批判思想引入西班牙

语世界最为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何塞普·冯塔纳尤其关注因经济因素而导

致的社会不平等和阶级斗争问题，其研究主要集中在 19 世纪的西班牙向资本

主义过渡的阶段性历史特征、西班牙进入工业革命的滞后性及其原因、西班牙

国家财政危机、1820 年和 1868 年西班牙革命等，著有《革命的世纪：1914 年

以来的世界史》（2017）、《自由主义的时代：西班牙历史》（2015）、《未来是一

个陌生的国度：21 世纪初关于社会危机的反思》（2014）及《为了帝国的利益：

1945 年以来的世界史》（2011）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A  http://www.fim.org.es/media/2/27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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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国 *

鲁绍臣

当历史的年轮转向 2018 年时，我们发现带给现代世界巨大震撼和改变的

马克思已然诞辰 200 周年，世界各地信仰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在 2017

年以各种方式纪念他的伟大著作《资本论》出版 150 周年之后，又在 2018

年再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千年思想家”，重温他一生思想的形成、发展与

对世界的意义。而在马克思曾经长期生活、工作、战斗过的英国，相比世界

其他地方而言，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专著的出版热潮、论文发

表的数量和会议的频繁性都空前高涨。不过，与一般性的纪念与铭记不同，

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的纪念往往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以使马

克思的精神、方法和遗产真正与我们同行，为持续探索更好的世界之可能性

的人们提供思想的指引和前行的航标。下面将从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资本论》再解读；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社会批判的分歧与统一：种族、不平衡与

综合发展；国家主权与激进政治等方面展开介绍。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本论》政治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及英美

左翼对新自由主义资本逻辑的批判研究”（17YJC710056）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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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一）2018 年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各种马克思的传记如雨后春笋

般冒出

其中一本比较重要的著作便是由里德曼（Sven-Eric Liedman）撰写的《赢

得世界：马克思的生平与思想》A 一书，该书的主体部分虽然写于 2017 年，但

在翻译成英语之际，作者又增加了很多的内容，而且该书一出版就受到麦克莱

伦等学者的关注。如果说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历史学教授、剑桥大学历史和经济

中心主任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2016 年的《马克思：

伟大与幻像》主要关注的是马克思著作中“异常丰富的数据、官方报告和媒体

报道”，结果是将马克思思想视为属于 19 世纪的过时和充满缺陷的产物，忽略

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的逻辑及其前提，而不是 19 世纪生活

的实证记录。里德曼的这本传记则主要关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生平与思想，特

别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里德曼在书中反复强调马克思论著的未完

成性。他在书中采纳了最近几年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最新研究成

果，例如海因里希和克里曼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再阅读等。

但麦克莱伦等人也指出了书中的不少错误，例如《资本论》的法文版虽

然马克思本人也参与了修订，但主要的工作并不是马克思所做的，而是约瑟

夫·罗伊（joseph Roy）。该书也较少大量引证马克思本人的原话，所以有时让

读者难以辨别是马克思本人的想法，还是作者自己的理解。当然，瑕不掩瑜，

该书总体而言是部原创性与启发都很强的传记作品。

就如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在 2018 年出版的《另一个马克思：早期的

国际手稿》B 的书名所表示的那样，今日马克思并不是生活于 19 世纪的古董

般的马克思，而是仍然在战斗的另一个马克思，是该书作者马斯托（Marcel-

loMusto）另一本著作《今日马克思》所呈现出来的马克思。当然，今日马克思

虽然所应对的实证对象已然发生了变化，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及其作

A  Sven-Eric Liedman, A World to Win: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Karl Marx, Verso, London, 
2018.

B  Marcello Musto, AnotherMarx: Early Manuts to the International, Bloomsbury Academic, 
Year: 2018.



100

为实证主体的现实对象仍然没有改变，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回到马克思的著作中

去寻找今日的我们所需要的马克思。同样以马斯托的这一著作为例，该书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著为依据，对马克思关于后黑格尔哲学、劳动异化、

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工人阶级自我解放、政治组织和革命理论等方

面的思想进行了原著基础上的创新思考，由此描绘了有当代意义、令人耳目一

新，却又忠实于原著的“另一个马克思”形象。

同样也如英国社会主义历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埃斯（Gregory Claeys）

撰写的《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A 一书所表明的那样，马克思不是古人，马克

思主义一直富有生命力，从 19 世纪俄国革命延伸到当今时代，虽然偶有起伏，

但从未过时。或者说，虽然曾经有一段时期，马克思的声誉随着苏东剧变而遭

到败坏，但是随着近年来的持续不断的金融危机、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不

公正的新自由资本主义的破产，人们更是如饥似渴地努力重新理解和发现马克

思以诊断并解答这个时代的问题，他特别提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努力通过

重新阅读马克思的论著来获得启迪。这同样也意味着马克思并不是学院书斋中

的学问，其一直始终和现实的人和普通百姓的命运密切相关。因此纪念也不限

于学术与理论的纪念，就如鲁珀特·伍德芬和漫画家奥斯卡·萨拉特合作完成

的《马克思主义图画指南》B 一版再版所表明的那样，非学院理论家的大众同

样渴望了解和阅读马克思。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从理论上了解马克思，他们试图通

过马克思及其家人的生活去了解马克思不为人知的品性与真实的生活，从中发

现其思想变化的现实生活轨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由巴克尔（Jason Barker）

撰写的以马克思生平为题材的传记小说《马克思归来》C 也于 2018 年出版，作

者试图还原出活生生的、现实的马克思与其夫人的生活场景。另外，我们知

道，由卡普（Yvonne Kapp）撰写的马克思小女儿的传记《艾琳娜·马克思》D

在今年也大卖，该书用 900 页的篇幅全面地呈现其如何在父亲的影响下，从一

个柔弱的小女孩成长为一个坚强的知识分子，并领导英国工人开创新工会主义

的历程，与此同时，也从另一个视角对伦敦时期的马克思家庭生活进行了翔实

A  Gregory Claeys, Marx and Marxism, Bold Type Books，2018.
B  Rupert Woodfin, Marxism: A Graphic Guide, Icon Books Ltd.
C  Jason Barker, Marx Returns, Zero Books; Reprint, 2018.
D  Yvonne Kapp, Eleanor Marx, Verso,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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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展示。

卡弗（Terrell Carver）的《马克思》A 一书，卡弗在书中先是点评了数十

种马克思的传记，对于卡弗而言，了解马克思最为重要的文本是《1844 年手

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于马克思一生中真正出版实质性著作，卡弗认

为《资本论》的德文第 1 版和后面的版本，以及各翻译版之间有不小的出入，

但基本上都是马克思在世时修订发表的。这也表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是开放

的，这也如卡弗本人所主张的那样，在政治实践中不断调整理论与概念范畴。

因此，卡弗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讨论阶级斗争与阶级的妥协、历史与进步、民主

与共产主义 /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革命、剥削与异化。对卡弗来说，并不存

在一个完全统一的或断裂的、封闭和一成不变的马克思，因为马克思本人一直

在持续进行着艰苦的思想与理论斗争，而且这样的斗争又是和政治实践，特别

是马克思的政治实践密切相关的。但卡弗也不无遗憾地指出，今日的诸多政治

行动都不再关心异化等哲学问题，而只关心财富的分配，从而一直被资本主义

民主体制所吸纳。

（二）在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之际，英国马克思主义活动已经不再仅

限于学术讨论，而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大众性的普及活动

例如，2018 年 5 月大英图书馆就隆重主办了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的系列

纪念活动。并通过借阅数据表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论著借阅量都日益增

加，同样，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论著的馆藏量也日益增加，在全球资本主

义日益动荡和危机四伏的时代，马克思思想比任何时候都对大众显示出了巨大

的吸引力，人们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乐于承认，马克思是解决资本主义文明困

境，为新文明类型提供了丰厚思想指引的伟大思想家。

具体说来，随着特朗普的上台、欧洲极右翼的兴起、英国脱欧的到来、

中东权威国家的蔓延，土耳其强人政治的加剧，似乎蔓延全球的极端种族主

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难以避免的了。但左翼对此的反思

与应对似乎跟不上节奏。为了及时做出应对，《历史唯物主义》杂志 2018 年

的主题被确定为“与右翼较量”。在会议的组织者看来，“9·11”后，种族主

义、排外主义和极右翼的政治就日益与殖民的观念结合和巩固起来，2008 年

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和财政紧缩政策的到来也日益鼓励了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兴

A  Terrell Carver, Marx, Polity, Cambridg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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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他们聚集起来对于传统政治中的人权与平等观念进行了指责与批评，并通

过提升本土主义来反对少数族裔，法西斯主义的萌芽已经在德国、意大利和像

波兰、匈牙利这样的中欧国家出现，国际霸权对于叙利亚、利比亚等地区的介

入所产生的大量难民又日益成为西方社会弊病的替罪羊，种种纳粹主义的思潮

并借助传统的言论自由得以广泛传播。因此，会议的组织者认为，有必要重思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能够为当下的境况提供思想支持与指导，我们又如

何能重思激进左翼的条件以避免宗派主义的泛滥并真正动员一切被压迫的力量

以完成反资本主义的大业？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他们将 2018 年的主题确定为

以下几个方面：“新法西斯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危机和代议

制危机的关系”；“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与新自由资本主义、技术

专家治国论之间的关系与矛盾”；“社会民主党和中间派别在抵制和缓和极右翼

中的历史与当代地位”；“帝国主义的变化形式，以及其与资本主义危机、剥夺、

原始积累和全球种族界限的关系”等，不一而足。

另外，2018 年 5 月 5 日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召开的“马克思

200”纪念大会，有来自英国、德国、中国、古巴、印度和南非等国的多位学

者参加，该会议是由马克思纪念图书馆主办。工党的影子财政大臣麦克唐奈

（John McDonnell）这位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出席了“马克思 200”大会，并

作了题为“迈入 21 世纪：作为当代变革力量的马克思主义”的讲话。此外，

中国社科院马研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罗文东也受邀作了一

篇关于国家权力的报告。

二、《资本论》再解读

应该说，马克思从未认为自己的毕生之作《资本论》是一本经济学的著作，

如果一定要说他是一本关于经济学的著作的话，这本著作的根本特性在于毋宁

说它是一本展现资产阶级经济学内在缺陷的伟大著作，或者是一本通过“内在

批判”（Immanent Critique）的方法揭示资产阶级经济学内部的缺陷和资本主

义社会危机的伟大著作。

马蒂克（Paul Mattick）在《作为批判的理论：研究〈资本论〉的论文集》A

A  Paul Mattick, Theory as Critique: Essays on Capital, Brill, Bosto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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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中指出，在当代国外关于《资本论》的新解读中，如果说德国是新马克思

主义阅读学派、英国是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和新辩证法学派的话，英美还有一个

有相当影响力的学派，那就是社会形式学派，除了马蒂克本人之外，还有穆里

（Patrick Murray）、史密斯（Tony Smith）和普殊同（Moishe Postone）等理论

家。和新马克思主义阅读学派、开放马克思主义、新辩证法学派一样，他们都

试图将马克思从李嘉图的遗产中分离出来，而不是将马克思视为李嘉图的 2.0

版本。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是全新路径的开启者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最为坚定的

批判者。此外，马蒂克等人认为不能像恩格斯那样，从历史主义发展路径来理

解马克思，而应该从社会形式及其变革出发来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

虽然该书的一些论文以前发表过，但此次发表前重新作了修订，马蒂克

在书中主要讨论了黑格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价值的劳动理论过时了

吗？第三卷和第一卷矛盾吗？转化问题，等等。在马蒂克看来，马克思思想的

科学性不能用数字和数学模型来检测，因为就资本主义体系内部而言，其是一

个开放和可变化的系统，而不是一个封闭的实验室。因此，和罗伯茨（Michael 

Roberts）及克里曼（Andrew Kliman）不同，作者在原则上并不认同数字经济

学和经济机构提供模型可以用来检测马克思的理论。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科学

性在于马克思是从抽象性的视角来分析资本主义的，即从资本主义的几个支柱

性结构出发来理解资本主义自我生产与再生产的循环逻辑，简而言之，马克思

是从形式的有效性出发来理解资本主义的。

对于作者来说，马克思方法论的主要文本是《大纲》和《资本论》的导言。

而马克思对于黑格尔方法论的继承，主要是用其来分析已有的历史结果，特别

是分析西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模型，至于其是否会成为世界的唯一模型，或

者是否会被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取代，并不是马克思《资本论》主要讨论的

内容。

但和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关注的是社会形式的变革，而不

是范畴自身的运动，在马蒂克看来，黑格尔关注的是“连续的、有规律的理念

的神秘联结……范畴的自我发展”A。然而马克思致力用革命和政治的方式超越

构成范畴运动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结构。因此，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和

A  Paul Mattick, Marx’s Dialectic［J］//F.Moseley（ed.）Marx’s Method in Capital: A Reex-
amination［C］. Humanities Press, New Jersey, 1993: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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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目的论是非常不同的，后者是保守和肯定式的，而马克思是激进与否定式

的。马克思只在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范畴运动的规律时“卖弄起了”黑格尔

的“表达方式”。因此，《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因为第

三卷不过是第一卷的具体化，规定的多重化。

戴尔海姆和沃尔夫在《马克思的未完成体系：对作为时代挑战的〈资本论〉

的批判性阅读》A 是“政治经济学中的卢森堡国际研究”系列丛书中的一本。该

书侧重于《资本论》第三卷未完成对今日的理论与政治工作所带来的挑战，戴

尔海姆和沃尔夫认为《资本论》第三卷如果离开恩格斯的工作是不可能出版的。

他们列举了五个方面的理由，其中比较重要的理由是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所

期待的热切讨论并没有到来，整个理论界的静默让马克思很失望，当然还有健

康问题等。

另外，对于转型问题，贝洛菲奥里等人认为是个虚假的问题，原因在于

新李嘉图学派未能很好地确认价值的货币形式、动态竞争及在资本主义劳动

过程的内部所存在的对抗，即活劳动的具体述行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莫斯利

（Fred Moseley）在《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一文中，在他 2016 年出版的论著

《货币与总体性》 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马克思理论中“抽象性的两个主要

层次”：一是在第一卷和第二卷中关于剩余价值的生产；二是在第三卷中关于剩

余价值的分配。并进而分析了包含于商业资本、利息和租金的分配等诸多的具

体领域。

值得关注的还有，由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H）前所长范德林登

（Marcel van der Linden）和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秘书长、德国学

者胡贝曼（Gerald Hubmann）共同主编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个未完成

的计划？》B。这本文集的出版使得马克思构思《资本论》的思考过程，以及《资

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编校改动细节得到了更加清晰的呈现。

柯林斯（Harry Collins）《人工智能：反对人类向计算机屈服》C 一书， 认为

A  Judith Dellheim and Frieder Otto Wolf（ed）, The Unfinished System of Karl Marx: Criti-
cally Reading Capital as a Challenge for our Times, Palgrave Macmillan, Switzerland, 
2018.

B  Marcel van der Linden and Gerald Hubmann（eds）, Marx’s Capital:An Unfinish-
able Project? Brill, Leiden and Boston, 2018.

C  Harry Collins, Artifictional Intelligence: Against Humanity’s Surrender to Computers, Pol-
ity Books, Cambridg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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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最近发展，进一步激化了智力与体力劳动关系的争论。在持续的劳

动过程的讨论中，哈里·布雷弗曼 1974 年开创之作《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

以及雷特尔 1978 年的《智力与体力劳动》就已然讨论过知识与技术对劳动的

宰制情况，而今的人工智能更是成了资本积累的主要运用和依托的形式。遗憾

的是，马克思主义学界对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对于智力和体力劳动的研究而言

意味着什么还缺乏深入的研究与讨论，例如，如果说智力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意

味着同一阶级内对抗的加强，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否仍然意味着对劳动所产

生的剩余价值的剥削不再有效？人工智能本身是否就能生产剩余价值？柯林斯

看来，新观念、新思想的创造性的工作变成了当今体力劳动的一种新形式。因

此，今日剩余劳动的产生之地，已不再是生产场所，而是实验室与科研中心。

智能机械人的最新运用不仅威胁到熟练工人的职业，甚至也包括雇主本

身。因此，新的阶级斗争似乎变成了人与机械之间的斗争，即似乎在于我们如

何能够避免成为愚蠢计算机的奴隶，作者认为这并非危言耸听，例如，计算机

讲语言的能力甚至已经超过了本土的言说者。但柯林斯认为，人工智能最为

缺乏的，一是马克思关于蜜蜂与工程师的讨论中所涉及的想象力，二是计算

机缺乏身体，这使得计算机无法真正处理不确定的状况，特别是缺乏对错误

的修复能力。

对于人工智能对劳动岗位的挑战，柯林斯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因为当代

有一种非常流行的看法是，人类真正的身份认同并非种族和意识，而是一份好

工作，它丰富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成为更好的公民。而人工智能在某种

意义上反而能帮助人们实现这一目标。其实，很多评论家已经指出，柯林斯著

作的最大问题是非政治性，即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会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来

规训劳动者，种族、性别之间，又如何会因为人工智能的到来而形成新的权力

关系网络。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社会批判的分歧与统一

阿斯图普洛斯等人所编著的《21 世纪反资本：激进潜流的读本》是一本

有关反资本主义的激进政治读本，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天，在社会的意义上

想象一种非等级制和非剥削的真正独立自主个体关系的社会似乎是一场糟糕的

乌托邦设想。但矛盾之处在于，作为当代社会主要形式的资本主义却持续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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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加深的剥削关系与形式强加于当代黎民的身上，自由主义所承诺的繁荣、福

利和自由反倒成了任何一种劳动关系的遮蔽。鉴于此，对于资本主义剥削关系

的克服就不只是对雇佣劳动者有意义，而且对于整体人性的恢复都是意义无

穷的。

该书的“理论与实践”版块主要包含了霍洛威（John Holloway）的《思

考希望、思考危机》，瓜塔里的《自由的新空间》等论著。而在“阶级构成与

等级”板块，詹姆斯（Selma James）的《世界的无工资化》质疑了传统马克

思主义的只关注工资劳动被剥削的教条，在他看来，今日的情况比较特别的是

越来越多被资本排斥在价值生产过程之外的日益增多的人口，即马克思所揭示

的产业后备军已日趋扩大。此外，作为价值批判学派的一员，他主张对于马克

思的政治哲学思想的全面把握来说，就不但要反对榨取剩余价值，而且要废除

价值本身的必要性，因为价值生产赋予了劳动一种抽象的属性，即纯粹的货币

属性，这一属性在资本主义社会超越了物与劳动的有用性或审美性，从而导致

一种片面和同一化的思维产生。

亚普的《墙上的书写：论资本主义的解构及其批判》A 一书最近被译成了

英文，他和其他的价值批判学派的学者一样，试图通过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批判思想与自卢卡奇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结合起来，以社会批判的方式

复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总起来说，价值批判学派将自身与传统马

克思主义的工人解放运动区别开来。对他们而言，劳动并不是马克思的起点，

也不是终点。他早在 1993 年的《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对马克思批判理论

的再诠释》中就明确指出，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最为独特的存在，其通过本质

与表象的双重路径表达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核之一，即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其

中一个面向是通过劳动来调节的。在作者看来，不管是德国的新马克思主义阅

读学派、英国的新辩证法学派还是美国的社会形式学派，都可被归纳为奥义

（esoteric）派的马克思主义，其与世俗化（exoteric）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

斗争和工人解放运动不同，因为世俗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自身的调

节器与自我修正。奥义派的马克思主义更为重视商品形式、抽象劳动、价值形

式与货币等问题。

A  Anselm Jappe,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On the Decomposition of Capitalism and its Crit-
ics, Translated by Alastair Hemmens, Zero Books, Londo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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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奥义派的马克思主义来说，价值概念并非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也

不是劳动的中性表征，并不是物之有用性或美等构成价值，价值是无内容的量

的规定性，其主宰着个体的生命活动，使之单一化与片面化。价值的自主化与

经济的合理化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并逐步从“商品—货币—商品”的循

环转换为“货币—商品—货币”的循环系统，所有的人与物都从目的变成了

工具，将一定量的货币转变为更多的货币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的

恶”。因此，价值批判的对象并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不公，而是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其试图寻找的是与古典政治经济学范畴概念的根本性断裂

（categorical break）。因此其主旨并非是通过工会、左翼的民主政党或者民族解

放运动来实现自身的目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左翼组

织，因此不可能与其自身的存在形式发生根本性的断裂。

因此，在价值批判学派看来，价值并非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定方面，恰恰

相反，它是一种先验的形式，其是现代人交往的普遍的中介和综合原则。因

此，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只有超历史的规定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或者说经

济的优先性反过来是一种现代现象的拜物教确认，因此价值概念是应该被定义

为总体的社会形式。价值因此就不再是传统马克思所光荣宣称的劳动者是其创

造者和来源，而成了一个否定性和破坏性的存在，如果资本成功将一切形塑为

价值的话，这样的成功同样意味着摧毁。因此，价值批判学派旨在揭示价值的

黑暗一面和被遮蔽了的面孔。在价值生产体系日益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多余

人（superfluous）的今天，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功利主义和价值增殖的视角中日

益成为无用之弃物的今天，价值批判学说需要得到正视和重视。

总之，虽然价值批判学派同样将自身的理论称为就其根本而言仍然是危

机的理论，但这里的危机已然不再仅仅是经济的危机，而是人类生存的危机，

放任资本主义内在逻辑自行发展的结果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而是人类否

定性的毁灭。因此，资本主义的螺旋运动并不是向上的和带来美好生活的螺

旋，而是“减记恶性循环”（Downward Spiral），最为典型的是其将人类的一

切才智都卷入了价值生产的运动，使得生态灾难变成了价值生产的手段，摧毁

了人类文化的一切符号与精神基础。因此，庸俗版本的历史唯物主义总是盲目

地相信资本主义的生产性发展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趋势和目的论的进

步。然而，价值批判学派却从危机的视角指出，这种目的论是片面和否定性

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最终结果不是人类的彻底解放，而是崩溃与毁灭，这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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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部的破坏性逻辑与内在矛盾所注定了的。就这一点而言，资本对自身的

限度与损害比对其敌人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不

只是对于人类的拯救，也在某种意义上是防止资本主义文明走向自我毁灭的

唯一可能性。

在他们看来，劳资之间的对抗已经被铆钉在了资本积累过程的内部，其

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对抗，不可能从劳工身上找到对资本主义进行

总体批判的希望。他们的目标不是劳动的解放，而是从价值生产的劳动中解放

出来的。因此亚普对于哈特和奈格里的诸众及其抵抗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其

仍然是一种经验和直接存在的抵抗。

因此，对于亚普等人来说，虽然“政治优先”这一卡尔·施米特最为喜

欢的观念改为当代激进左翼“回归政治”的宣言，并将之作为市场的另一极对

抗和反对资本主义。但其结果往往成为资本主义的左翼并最终支持着新自由主

义的政治。在作者看来，建立在市场和普遍竞争基础上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如

果缺乏国家来维护其基本结构的话就不可能存在，因此，在最为狭隘的意义上

说，不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标的政治都是非政治的，但从最为广义的视角来

看，夺取国家政权却不改变商品经济的基本结构则同样是非政治的。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左翼政治运动的目标都是商品体系内部的再分配，

而恰恰是商品体系本身所允许的冲突与对抗，其是在拜物教和无意识的商品体

系之内的第二顺序调节机制。而对于“价值批判”的学者来说，马克思的政治

经济学批判思想包含着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更为深刻和根本的对资本主义社会

的挑战与批判。即价值、货币、商品与劳动不是中性和超历史的永恒存在，其

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否定性的内核，即资本主义的问题不仅仅是阶级、利润和

剩余价值。对于价值批判学派来说，重新将经济置于社会的内部，或者普遍的

社会民主是既不可能，又不可欲的。

总体来说，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精神宣言所说的那样，只有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不抱有希望的人们，希望才将重新降临此世。《历史

哲学论纲》补遗中，本雅明曾经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延续和发展，或者说并不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火车头”。恰好相反，批

判和革命是去启动紧急刹车的一场艰苦努力。

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一直没有停顿过，英国文化评论家、《卫报》（The 

Guardian）资深专栏作家 S. 杰弗里斯（Stuart Jeffries）的《深渊大酒店：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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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福学派发展历程》A 一书通过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历程的回顾，展示了作者对

何谓批判、如何批判进行的思考。该书用 “深渊大酒店”当作书名，主要是借

用卢卡奇的说法，卢卡奇把批判理论描绘成一个富丽堂皇、设备齐全、处在深

渊的饭店，这个大酒店的客人每日在精美的膳食或风雅的娱乐之中注视并讨论

着资本主义的灾难与深渊。“叔本华是 ‘深渊大酒店’的第一位客人。”他本人

就仿佛每天从窗台往下注视着一片资本主义摇摇欲坠的“深渊”却不采取任何

行动。

就思想史来说，该书比较完备地讨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个思想进程，

但对于批判何以可能，如何批判的问题，在这本长达 400 页的著作中仍然没有

给出任何中肯的答案，不过其对于《否定辩证法》和《启蒙辩证法》的介绍是

极其清晰又要言不烦的。对于弗洛姆与马尔库塞之间的关系亦处理得精彩适

度，而最为让人爱不释手的是对于本雅明思想，特别是其美学思想的讨论与处

理。另外，该书也提供了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从而成为

马丁·杰伊 1973 年的《辩证的想象：法兰克福学派与社会研究所史》，以及托

马斯·惠特兰 2009 年《流放中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思想史补充。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凯莉（Mark G. E. Kelly）在《保卫福柯：反对规范政

治理论》B 一书中，针对规范政治理论日益流行的态势，认为今天非常有必要

强调来自福柯的非规范政治的重要性。在凯莉看来，“规范性”理论往往将自

身的理论置于“规范”（prescription）和应当的二元对立之中，因此，其往往

通过观念的方式来引导政治行动的去向。作者并不完全直接拒斥政治哲学的规

范性转向 , 但作者认为目前的规范政治仍然停留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伦理

转向的阴影之下，从而限制了其他思考方式的可能性，而这需要我们将隐藏伦

理道德政治背后的权力斗争逻辑显现出来。

凯莉指出，当主张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规范性理论的时候，是指我们不

应该根据自由主义和分析哲学的范式来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因此我们不

能从道德规范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设想；尽管马

克思的早期思想包含一定程度上的规范性倾向，但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政治哲学

A  Stuart Jeffries, Grand Hotel Abyss: The Live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2017.

B  Mark G E Kelly, For Foucault: Against Normative Political Theory, SUNY Press, Alban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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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就本质而言是非规范的，而是唯物史观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辩证结合。总

之，马克思从来没有从道德的角度谴责过资本主义，而是将资本主义体系作为

对象来分析和研究。其次，作者认为马克思通过对唯物主义而非观念论的立

场，提供了反规范主义倾向。因此，即使是 1847 年后马克思仍然使用一些如

剥削、盗窃、抢夺、奴役等明显带有道德谴责意味的规范性术语，其也只是偶

尔情绪式的表述罢了。换言之，马克思从来没有通过资本主义的道德谴责来完

成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建构。

四、种族、不平衡与综合发展

汉查德（Michael George Hanchard）的《种族的幽灵：歧视是如何萦绕西

方民主的》A 一书，以及巴特查里亚（Gargi Bhattacharyya）的《重思种族资本

主义：再生产问题与幸存者》B 共同得出的结论，有如《金融时报》首席经济

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所说的那样，“西方的民主正在衰退”，民

主与资本主义似乎是天生一对的印象，在当今和未来的时代可能将被改写，以

自由著称的西方世界也将逐步改写其色彩。对于民主一词来说，多数人的印象

是民治（rule by the people）的表达，但人民概念自始以来就是一个政治概念，

而在西方主要表现为种族的排斥。汉查德通过政治史的梳理，表明不平等并不

是民主要消灭的现象，恰恰相反，其是民主政治的结果，因为民主的前提是“人

民”，因此，伴随西方民主的一直是奴隶制与帝国主义。巴特查里亚在书中指

出，资本主义的倾向是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造成去人性化的劳动，而种族化的

差异原则则能被用来保卫这个趋势。即由特定的人群来承担这一不幸的趋势。

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关于〈西方如何走向统治〉的争

论》C 一文中，华普利指出，阿涅瓦斯和尼三休鸠的《西方如何走向统治》在

2015 年出版后引起了诸多的争论，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以其为主题主办了一期

A  Michael George Hanchard, The Spectre of Race: How Discrimination Haunts Western De-
mocr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2018.

B  Gargi Bhattacharyya, Rethinking Racial Capitalism: Questions of Reproduction and Sur-
vival,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Lanham, MD, 2018.

C  Adam Fabry, The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of Global Capitalism: Debat-
ing How the West Came to Rul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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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讨论会。这一主题涉及资本主义起源的时间与空间这一学界持续争论的重

大问题，其不但涉及经济史、政治经济和社会学等主流学科的定性，还涉及如

何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的领域，这一话题曾经争论了几十年而没有共识，

随着 2008 年的经济危机和新自由主义紧缩浪潮、仇外主义、强制性国家的实

践，都促使这一问题重新回到学术界的视野。资本主义史甚至开始在哈佛等高

校逐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资本主义的性质及其幽灵仍然是困扰学术界的重

大问题，学术界也出版了一系列的论著。

例如保守主义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 2011 年的《西

方文明与其余世界》中，概括了西方文明所谓的六大主要优势，即竞争、科学

革命、财产权、现代医药、消费社会和工作伦理，在他看来，财产权是整个西

方社会制度的基础。吉丁和帕尼奇则在 2013 年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形成：美

帝国的政治经济》中批判性地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以及其与美帝国的

关系。而阿涅瓦斯等人的《西方如何走向统治》则通过借鉴托洛茨基的不平衡

与综合发展理论，挑战了资本主义起源的西方中心论倾向。

在华普利看来，该书直接挑战了资本主义起源的主流观点，即亚当·斯

密和 M. 韦伯的欧洲中心论及方法论的内在主义（methodological internalism），

而该书认为其对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解释是不充分的。众所周知，M. 韦伯

是通过特定的政治结构、理性的自我利益、竞争与自由市场，以及独特的文化

理性形式来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并赞赏其辛勤工作的道德价值。主流的社会

科学将这种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解释视为西北欧独特的发展过程，并且其将被

所有非欧洲的、想要变成发达社会的社会所复制。阿涅瓦斯等人认为这种欧洲

中心论与线性的人类发展观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到来似乎已经被证实。不过，

遗憾的是其不但成为资本主义起源的标准说法，还不幸地被很多马克思主义者

所信服，从最为的“过渡争论”到最近受世界体系理论和政治马克思主义影响

的诸多论著来看，皆是如此。

针对这一背景，阿涅瓦斯等人准备建构资本主义起源的全球史，而不是

地方史，并且是与主流学界的欧洲中心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体系市场扩

张主义的“外在论”（externalist），以及强调社会财产关系的政治马克思主义

的“内在论”（internalist）传统根本不同的路径。如前所述，他们主要吸收了

目前西方学术界，特别是国际关系学界的发展研究和历史社会学领域得到一

定复兴的托洛茨基主义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不平衡用来指称更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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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体量、文化和社会政治组织、物质与非物质生产等领域存在着的多种类

型的人类史规律，其是多尺度的概念，辩证地和国际结构与地缘政治纠缠在

一起。

通过这一理论，托洛茨基强调后发国家的优势地位，即在批判传统生产

方式的时候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最终完成双重批判的社会主义革

命，即无产阶级需要同时承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任务。

阿涅瓦斯在考察了全球而非仅仅是西欧的资本主义起源后提出了超越欧洲的资

本主义起源论，以及镇压、剥夺和民族间的种族压迫等与资本主义起源的密切

关系。从这点来看，似乎阿涅瓦斯等人更为接近世界体系理论的外在论，而不

是强调社会财产关系的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论。

参与讨论的其他学者对阿涅瓦斯等人的思想路径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例

如巴纳吉（Jairus Banaji）、戴维森（Neil Davidson）、迪莫克（Spencer Dim-

mock）、米德维（MladenMedved）等人在承认该书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

义起源的问题上的重要贡献，即从社会经济、军事和政治等因素来考量，并且

发现欧洲直到 16 世纪时期，仍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方面处于落后状况的事实。

不过，迪莫克等人还是认为布伦纳以来关于资本主义起源于内在的社会关系的

说法应该是有效的。但同时也强调了西欧资本主义对奴隶和其他社会形态的外

在剥夺对于形成欧洲的优势地位是极有用处的。与之不同，戴维森指出不平衡

与综合发展只适合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而不能运用于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并

用之来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巴纳吉则认为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中，商业资本发

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阿明 2018 年的《现代帝国主义、垄断金融资本与马克思的价值规律》A

一书，汇集阿明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思考，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帝国主义

语境中的价值规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可以说，该书是这位伟大学者的一部重

大遗著。阿明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价值规律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不平等

发展》等论著中，就通过运用保罗·巴兰（Paul Baran）和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的经济剩余理论，指出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石，

但也必须与时俱进，更新到价值形式的全球化时代，阿明因此在马克思的“价

A  Samir Amin, Modern Imperialism, Monopoly Finance Capital, and Marx’s Law of Value,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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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规律”基础上提出了“全球化价值规律”，即价值生产已经不再是一国范围

内的事，而是全球资本市场的规模，全球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控制着生产和

分配。

对于阿明来说，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基于价值形式的中心与边缘结构，

尽管有基于竞争的全球价值规律，但是同样存在基于中心与边缘结构的不平等

交换。因此，商品的价值生产对于阿明来说是南北半球一致的，其受规定性的

全球价格的影响，但问题在于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的价值生产结构，也就

是对落后国家的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形成了不平等的交换结构。即使

其带动边缘国家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剩余价值被发达国家掠走，其无法真

正完成将经济剩余再投资的闭环，因此就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从而必

须接受帝国主义国家所书写的贸易合同。

另外，对于工资和劳动力价值来说，阿明认为虽然劳动力价值存在一个

全球的基准线，但发展中国家同等劳动力价值的工人获得的工资远低于发达国

家，从而，全球南北国家存在的严重同工不同酬，形成了帝国主义的租金与超

级剥削结构。在阿明看来，全球的劳动者应该联合起来相互帮助，因此他反对

狭隘民族主义的第三世界理论，也反对与落后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

抗全球资本主义的做法。《现代帝国主义、垄断金融资本与马克思的价值规律》

对于了解阿明的思想和当代帝国主义的动态结构，全球资本积累和被压迫国家

的社会主义建设路径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五、国家主权与激进政治

可以说，苏东剧变以后，资本主义曾被普遍视为人类历史的终结样态，

对资本主义的反抗与政治斗争也往往被限制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但新世纪

以来，曾被认为终结了历史的资本主义被终结日益成为左翼激进思想家思考的

主题。他们或从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批判或价值形式批判的视角出发，思考不受

抽象劳动的价值生产，或者价值形式的货币捕获生命解放如何可能。或从资本

逻辑的瓦解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可能性思考社会主义的未来。或从信仰、

精神与宗教的视角，讨论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对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而

言意味着什么。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路径是以伊格尔顿为首的宗教政治转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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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的《激进的牺牲》A 一书中，伊格尔顿从宗教和神学视角理解当代激进

政治的路径，尽管他的立场是非宗教和神学的。在该书中，牺牲被界定为具有

独特含义的哲学和政治概念，其不再是反启蒙的反动宗教所鼓吹的宗教牺牲，

而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本身进行否定与挑战的政治行动。因为对于世俗界或

者自由主义的想象中，牺牲是一种惩罚或缺损，或者是一种死亡与消失。但在

伊格尔顿看来，在激进政治的视野中，牺牲恰恰是一种新生，一种脱胎换骨的

生命转换，而不是拜物教所造成的毁坏与死亡，因此牺牲是一种复归（rehabili-

tation）。

伊格尔顿具体通过“悲剧与苦难”、“殉难与道德”、“交换与额余”、“国

王与乞丐”等诸多他长期思考的主题来展开，除了与当代的诸多激进学者对话

外，伊格尔顿动用最多的思想资源是弗洛伊德的爱欲与死本能的思想。应该

说，伊格尔顿与阿甘本等人最大的不同在于其试图将牺牲理解为一种纯粹神学

与信仰的事件，而不是能和世俗世界相结合的一种激进政治。和《理性、信仰

与革命》、《论邪恶》等著作一样，伊格尔顿在该书中同样希望能借助其他思想

资源来重新诠释马克思。在他看来，就像俗人将犹太和基督教理解为一种偏

见、迷信和病态一样，俗人也往往将社会主义简单等同于“古拉格”。伊格尔

顿的结论是，如果真有上帝存在的话，其肯定不喜欢特朗普这个俗人。不过这

些都不是重点，对于伊格尔顿来说，重点在于如何思考对后期资本主义的革命

性转换。和巴迪欧等人求助于纯粹的事件与断裂不同，伊格尔顿求助于神学与

宗教资源，在他看来，神学与宗教虽然如马克思所说具有“人民的鸦片”的特

性，但是对于后期资本主义这一完全无信仰、无灵魂、无心的世界来说，神学

与宗教的资源能帮助人们与之形成断裂。

不过，许多学者指出，伊格尔顿在借用神学思想资源方面走得太远了，

以至于忘记了神学与宗教神秘化和模糊真实的统治方面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

质，每周日前往教堂进行祷告的人们根本不可能如伊格尔顿所设想的那样会想

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激进革命实践，能产生激进革命实践的是那些经验着异化

和剥削的人们，而不是教堂里做礼拜的信徒。现代资本主义的革命意义恰恰在

于用世俗化的自由、平等思想颠覆了传统宗教的等级制，因此对于神学的恢复

只会带来反动而不是革命的后果。而对于巴迪欧的借鉴亦只能达到外在化的效

A  Terry Eagleton, Radical Sacrifi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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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即“事件”仅仅是经验处境之外的存在，其代表的是历史发展过程本身的

断裂而不是辩证的转换。对于马克思而言，社会主义不但意味着可欲，更意味

着可行。巴迪欧的无中生有（ex nihilo）这一概念虽然对于冲破拜物教的意识

形态有意义，但却和资本体系本身的矛盾运动毫无关系，因此就也失去了唯物

主义的现实条件。

虽然已发表了 3 年，但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莱布维茨（Michael A Lebow-

itz）关于在现代文明基础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仍然值得我们关注，尤其

是《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 周年之际更是如此。他在《从歌达纲领到当下的社

会主义绝对命令》A 一书中，指出了一种优于资本主义、却并非完全拒斥现代

文明（如苏联模式）的新文明类型，社会主义新文明类型主要由类似铁三角的

三个支柱来构成：（1）主要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2）生产组织主要是由劳动

者，而不是由资本家来完成；（3）最为重要的是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

的。应该说，第一和第二方面的特征，使得莱布维茨与同样强调再分配和平等

正义的罗尔斯等新自由主义不同。

莱布维茨自认与罗尔斯的根本不同在于：罗尔斯关心的是资本主义内部的

危机，而他本人更为关心的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危机，后者要求有意识地终结资

本主义，去改变和挫败资本逻辑，其要求改变人们将资本逻辑视为自我证明的

自然法则的意识。但何以可能呢，作者引用了查维斯的演讲，表明新文明类型

不应是苏联式的，也不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而应该是将人放置于比机械和国

家更高的人道主义立场。作者认为这应该是 21 世纪社会主义立场，其不再追

求生产资料的扩张或国家的导向，而是将人作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心。如

果说资本逻辑的社会里劳动者从属于资本的价值增殖的话，在社会主义的逻辑

里，恰恰相反，客体的社会财富主要用于满足劳动者自身发展的需要，即丰富

个性的发展，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就是目的本身，联合起来使得每个人的自由

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

不过，许多评论家也指出，由于没有政治和国家主权的考量，如何从资

本逻辑的现代文明过渡到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明的思考仍然是抽象和乌

托邦的，而且其旨在通过工人自身的管理而无国家的教化与管理，也使得其可

A  Michael A Lebowitz, The Socialist Imperative from Gotha to Now,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N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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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大打折扣，其整个思路还是自由主义传统的将国家变成社会的一部分，而

不是将社会奠立于国家之上的思路。虽然作者也强调了一系列的社会组织机构

的重要性，但如果没有了国家，社会的组织机构将是一种幻想，当莱布维茨试

图给予国家最低的合法性，即所谓从下而上的类型时，这样的国家与霍布斯自

然状态基础上的国家又有何异？换言之，莱布维茨不明白，资本主义体系是建

立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之上的，而社会主义的体系同样也依赖于社会主义国

家的建立，试图将社会主义国家把握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部分的做法，恰恰误

入了非主权政治的幻想之中。

对于这个问题，史密斯的《超越自由平等主义——21 世纪的马克思与社

会规范理论》A 认为，如果说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政治解放面临贵族等反动力

量威胁的话，今天的反动力量则是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实践，对于任何希

望新自由主义在 2007 年的危机能够导向资本主义崩溃的人，今天无疑都会深

感失望。因为结果是信贷货币的进一步加强以及更高的剥削率，普通百姓生活

标准的日益下降，失业率日益高企。信贷奴隶是新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最为根本

的特征，失败国家也日益增多。面对这种境况，左翼的自由平等主义日益成为

主流的学术话语和标准。但史密斯要追问的话，自由的平等主义或规范性的社

会理论，例如自由、正义、权利、善等能否在 21 世纪提供足够的思想框架来

解决这些危机与问题，还是说其只是丢掉了本质如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式的陈

词滥调？

反过来，史密斯在该书中，特别是第八章中明确拒绝了各种经济还原论

的马克思主义，并且质疑认为马克思除了工具主义或功能主义的国家外，没有

在政治本体论的意义上讨论过国家的核心作用。在他看来，国家在资本主义体

系中首先至少在功能上为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基本的结构、教育、财产权的执

行，等等。其次，国家是整个生产方式以及生产方式内部政治斗争调节或完成

的中介，例如自由民的摧毁与劳动时间的延长与缩短等，无论从马克思的什么

文本中，我们都无法明确得出国家政策是根本被决定的这样的结论，马克思更

为倾向性的结论是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与互为因果性，例如《资本论》第一卷的

第八部分，马克思就集中论述了国家在资本主义的诞生史上的核心与关键作

A  Tony Smith, Beyond Liberal Egalitarianism. Marx and Normative Social Theo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ril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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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更别说《雾月十八日》和大量报刊文章中更为明确的论述，而在《资本论》

的其他章节中，马克思则对国家对资本积累与剩余价值的关键性作用进行了充

分的讨论，而对于传统政治哲学关于现代社会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的讨论，史密

斯认为对马克思而言，这不是自然和既定的，而是要将其批判性地理解为一种

政治架构，并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剩余价值的榨取之间的

分离亦表明了剩余价值这一概念本身同样是政治与经济的综合性概念。

总之，英国马克思主义仍然十分活跃，他们的思考虽然很多并非正统马

克思主义的，但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性探索方面，仍然十分值得重视。其

提供的方法与方案，也仍然值得借鉴，其仍然是 21 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不可

或缺的重要一环。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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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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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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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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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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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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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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户晓坤

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俄罗斯学界以探索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

义为立足点，围绕着关于马克思思想的生命力、资本逻辑全球化及其危机形

式、后资本主义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与替代道路等宏大主题而展开。莫斯科大

学校长 В.А. 萨多夫尼奇在以“21 世纪的马克思”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上强调，

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也不应该追求垄断性的地位和穷尽真理，但在学术研究和教

学过程中忽视这个流派也是无法容忍的。

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及其《抉择》依然是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及其辩

证法、复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思想重镇，乌拉尔学派通

过对马克思的“实践”范畴进行的人道主义、人类学和社会历史哲学定位，将

辩证法与其他哲学流派（人格主义、存在主义、结构—功能主义、解释学、现

象学）相结合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比较活跃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与

乌拉尔学派在反思苏联哲学、回到马克思的主张下，通过多年的学术积淀和路

径探索，各自形成了独特的核心学者和研究领域，有依托的组织机构和学统传

承。除此之外，当代俄罗斯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思想路向，还包括以科

索拉波夫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带有强烈斯大林主义色彩的极端派，如波

波夫等人；以卡拉—穆尔扎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以沃多拉佐夫、斯拉文

为代表的社会民主派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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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抉择》杂志向俄罗斯著名学者和青年人

征集关于马克思思想遗产五个问题：问题之一“卡尔·马克思的（a）哲学（b）

经济理论（c）社会—政治思想遗产中的哪一项最经得起时间考验”；问题之二

“你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之三“近

十年来国外的与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有了哪些新思想与研究，你认为对于 21

世纪社会科学与实践有什么重要意义”；问题之四“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挑战是什么”；问题之五“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你的个人命运与事业发挥了

什么作用”A。

科尔加诺夫将上述问题概括为“没有马克思，现代社会科学是不可能的”，

具体回应如下：

问题之一：马克思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如果马

克思的哲学观点是基于以往所有哲学发展的经验，具有极其可靠的思想基础，

那么他的经济理论研究受制于历史经验的限制，需要调整或修订。剩余价值理

论（以及其背后的价值劳动理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进步以及历史趋势

与危机分析、虚拟资本、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

展开与发展，换言之，现代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都证实了这一点。

问题之二：“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不能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真理性的反

驳，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即反资产阶级）革命

相互交织的特殊方式展开，无法同时解决发展资本主义并推翻资本主义这一复

杂情势，从而导致了革命目标的内在冲突。事实上，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是在苏

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外壳之下展开的，虽然现代化所需的物质基础得以建立，但

是却无法为社会主义提供完备的社会基础，僵化的官僚制度从底层破坏了民主

机制，其社会主义取向仅仅基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惯性。俄罗斯社会主义实践

的物质、经济和社会先决条件不足，只有工人阶级从底层展开运动，才能将群

众利益置于国家政策的首位。所有这些分析完全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论

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的悲惨经历证实了这一点。

A  详见《抉择》201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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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之三：首先，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得到深入发展，

《资本论》作为辩证法的积极贯彻在 21 世纪资本主义批判中获得了拓展和续写。

这项研究在俄罗斯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都在持续进行。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

是在世界体系的现实展开中获得发展的，将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化把握为生动

的概念体系，以理解各国社会经济系统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历

史条件（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现实基础）。最后，围绕资本主义技术—经济基

础的现代转变，展开对社会主义先决条件形成过程的研究。

问题之四：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欠发达国家如何突

破经济发展的内在条件限制、摆脱落后状态？在不过度消耗地球资源、保持生

态平衡的前提下，如何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外围国家如何摆脱在资本主义世

界经济体系中对中心国家的技术依赖、摆脱自身的边缘地位？由于大多数发达

国家工人人数的减少，如何理解“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这一概念？

问题之五：在大学里，《资本论》的辩证法深深地吸引了我，对于《资本论》

预备手稿的研究使我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潜力，作为有活力的有机体不

断与时俱进。我所从事的研究事业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之上。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О.И. 阿纳宁认为：从哲学角度将社

会历史作为人的活动的产物以及人有意识地创造历史的前景，这一基本立场在

今天比马克思的时代更加重要。不幸的是，这一把握社会进程的宏大方法论传

统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社会科学中无关宏旨的小主题处于主导地位，马克

思主义被分裂为诸多学派或宗派，关注于长久以来失去现实性的问题。主要原

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体系内部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断裂，试图在马克思思

想体系中分离出严格的、局部的经济理论，歪曲了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本质。因

此，马克思政治—经济理论遗产的个别主题在其他社会科学中发展起来，而在

经济学中却是滞后的。自马克思时代以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必须

重新思考马克思遗产中的社会政治思想，以及个别社会与整个国际社会的社会

结构变化。以前的论点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激励苏联社会

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源泉，苏联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挑战和抉择，马克

思主义对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决定性影响。然而两者之间并无直接联系，

苏联社会主义各阶段为了适应政治需要以及客观原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

了解释，但是在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并失去了向社会主义过渡

的历史视域与现实任务。马克思主义是 20 世纪以来社会思想中最具影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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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并在社会科学中获得了社会地位成为科学分析的严肃主题，但不幸的是

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世界的理解更为温和，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现代马克思主义

理论中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断裂。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分析

这些矛盾的长期动态演进及其关键性客观因素、理解社会形式和机制的可能

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挑战。我的世界观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

形成的，我从来没有后悔或抛弃它，作为它的学生，我们低估了马克思主义世

界观本身所蕴含的批判原则，以及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一块整钢”的比喻。

在今天我更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比喻为一块合金，在统一的社会哲学概念框架

中将各个理论部分联系为一个完整的综合体。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Г.С. 毕思凯的回答如下：

问题之一：马克思没有过时，因为资本主义没有崩溃，我们尚未摆脱马克

思所描述和阐释的西方欧洲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和拓

展，出现了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模式。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将社会生产力作为人

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不可避免的革命环节在于：人在创造性地改变外部

环境的同时，其自身也不断发生着深刻变革。今天大多数拥有正常思考和行动

能力的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们自己并不承认这一点。也有很多人认同

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对市场经济作用以及发展体系的分析，但是却忘记了社会

主义的目标在于扬弃资本主义制度。虽然瓦解对抗性社会关系这一主张还没有

得到实现，但马克思仍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

问题之二：马克思主义作为复杂的理论体系，建立在对人类未来现实发展

过程的预测基础上，目前最刻不容缓的任务在于延续十月革命的成就与口号，

加强国家之间的兄弟情义，即建立世界公社（虽然尚未发生），这一观念依然

得到社会激进群体的强烈支持。

问题之三：真正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个体的生命活动及其自我价值的实现，

是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过程。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现实运动，20 世纪 20 年代

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甚至超过了 30 年代、70—80 年代水平，物质—技术基础

（事实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工业经济）被建立起来。需要吸取的教训在于

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在工业发展阶段抵御敌对阶级的威胁。

问题之四：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关注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运动及其在

全球范围内的不断凸显和深化；世界中心—边缘的冲突；无产阶级的转变；无

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概念；社会主义的改造理论等。马克思基于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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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产品中对象化自己的本质力量，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

动本身。因此，根本问题在于人如何利用自由时间，能否寄希望于从财富需求

中解放出来，通过劳动获得自我实现？

问题之五：首先是苏联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普通课程，包括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哲学，这些课程的数量与质量都不差。二十大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教科书，但列宁格勒州立大学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讲座内容，不足之处在于

缺少对于替代性模式的实质性把握，目前大学的现代哲学多元化教育显然为学

生提供了各种无意义的观念。批评斯大林主义是必要的、合理的，然而更需要

对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集权特征展开严肃讨论，特别是为什么社会主义

国家突然陷入军事冲突，为什么苏联在中欧遭到抵制，不被更多的西方国家所

接受。怀疑一切是马克思始终坚持的原则，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和义务，我们对

于自身所处境遇和历史道路的重新思考已然滞后，马克思不应该受到指责。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М.И. 沃耶伊科夫的回应指出：

问题之一：恩格斯将马克思最重要的两个基本立场概括为：剩余价值理论

与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其他陈述和规定，无论在

哪一历史阶段获得什么样的意义，都无法与上述两点具有同等重要性。阶级斗

争、无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集中、平均利润率下降、社会革命理论等，都不

能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则进行孤立地研究，尽管这些理论非常重要，

但其仅仅作为上述两个立场的结果，或者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条件下来进行具体

的讨论。历史唯物主义表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形成需要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

高度发展，即已经存在于旧的（即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框架之内。根据马克思

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只能在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现代生产

的全球化趋势形成了民族国家之间的普遍交往与相互关联，社会主义成为大多

数国家现代历史进程的一个特征。在过去 100 年中马克思主义立场始终如一。

问题之二：如果严格遵守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式，就很难解释 1917 年俄国

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实践。俄国革命发生在一个落后的国

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极低。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俄国只能发生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其目的首先是克服封建主义残余。如果 1917 年的革命被认为是社

会主义的，由此产生的苏维埃是社会主义的，那么经典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被认

为是错误的，或者至少需要尝试淡化历史唯物主义。直到 1917 年，没有一个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俄国未来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



159

问题。只有列宁在 1917 年 4 月表达了“将权力移交无产阶级”的可能性和必

要性，尽管他也提出保留意见。如果我们认为俄国革命是社会主义的，那么就

不得不承认它并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来实现，或者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错误的。

承认十月革命社会主义性质的最有力论据之一在于将其分为两部分：二月资产

阶级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然而，这种分裂无论是从理论方面还是从经验

方面都将受到质疑。从理论上讲，从二月到十月的短暂时期俄国资本主义发展

不可能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先决的经济条件。根据经验研究革命，这明显

是一场革命，但包含两个阶段，从二月到十月革命局势不断紧张、扩大和深

化，并最终完成了二月革命的任务。十月革命没有解决、也无法解决社会主义

的问题，这一点在 1991 年后尤为明显。斯大林决定性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

核心立场，无法将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农民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结合起来。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应该放弃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将苏维埃社会

作为社会主义的理解。

问题之三：20 世纪许多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为社会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巨大

贡献。比如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资本主义的存在需要外国市场进行

资本积累，将剩余资本转移到非资本主义经济区（殖民地、经济落后的国家、

非资本化农业部门等）实现剩余价值。上述立场可以得出几个结论：第一，资

本主义主要内容不仅是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而且是对殖民地和落后地区的剥

削；第二，由于存在非等价交换和非均衡体系，资本主义仍然具有蓬勃发展的

空间；第三，封闭的资本主义体系无法存在（或所有国家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将导致其体系的自动崩溃；第四，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加速并推动了

资本主义的解体。卢森堡关于资本主义自我崩溃的判断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

说以及工人运动、工人政党在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受到质疑。但是如果否认

罗莎·卢森堡的公式，就不得不假设资本主义本身是顽固的，不包含导致其自

我崩溃的客观原因。因此，辩证把握资本积累理论在于，资本主义本身不是永

恒的，但需要它的掘墓者，而现代经济学很难掌握这一理论。随着经济发展，

各种社会创造性活动的数量和价值增加，同时经济因素的价值随之下降，从而

导致对市场机制调控能力的要求增加。人类活动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其中心不

是经济效率，而是社会（文化、科学、教育、人道主义等）的发展目标。这意

味着需要加强政府有意识、有目的调控和监管社会经济过程的能力。当发达西

方国家转向“知识社会”时，以创造性劳动（科学、教育、文化）为主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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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活动领域在新的社会经济科学中成功地发展起来。经济活动不仅仅局限于市

场，而是越来越涵盖广泛的人类活动领域。成本和劳动结果不仅可以用金钱来

表达，而且可以节省时间和努力，获得更多的快乐和幸福。这意味着当今越来

越接近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

问题之四：现代资本主义金融化意味着，金融部门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而

具有独立性。尽管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不放弃为市场经济辩护，更多借助国家的

作用来遏制金融危机，随着金融货币体系监管的日益严格，长远来看将推动计

划经济的发展，这是苏联的特征，理论上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如果货币不

再是商品，而是从属于国家监管，这意味着市场的主要构成要素被淘汰。现代

经济危机不是销售和过剩的危机，而是流动性过剩的危机。垄断已成为现代资

本主义转型的根本基础，大公司的股权分散而没有真正的所有者。因此，西方

发达国家企业部门对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基础正在消

失，取而代之的是技术官僚结构的治理。

问题之五：在我自己的人生和学术命运中，马克思和他的创作起了决定性

的作用。马克思教我“翻阅书籍”，教会我思考和理解我周围的世界。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莫斯科国立大学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心高级研究员 Д.Б. 贾巴罗夫的回答如下：卡尔·马克思思想的真理性是毋

庸置疑的。这一陈述不仅涉及政治和经济，也涉及其哲学、社会和政治思想。

马克思的方法论使我们能够理解社会生活的内在本质及其历史发展的趋势，运

用这一方法研究当今社会经济系统，对于寻求未来社会图景是极其重要的；社

会主义理想是对公正自由的渴望。就此而言，“现实社会主义”尽管在形成过

程中遇到困难，却构成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走上了资

本主义道路，有必要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路径；马克思主

义理论应该完成两个主要任务，一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二是分析和理解

苏联社会。学者们对第一问题进行了充分研究，就第二个问题而言，目前为止

还没有真正把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必要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如何运

作，工作的主要动机是什么，为什么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率等。我希望马克思的

思想能够在今天得到发展，他的继承者不会教条地接受他的假设，而是通过发

展马克思的思想，找到新的规则和方法来改善我们的社会。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教授大卫·科茨的回答如下。

问题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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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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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批判：马克思首先提出

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目前仍是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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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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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之二：马克思未详细描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现实社会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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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问题在于苏

联共产党的领导权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

问题之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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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之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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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哲学系副教授Р.С. 奥辛的回答如下。

问题之一：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一种理解现实的方法，马

克思主义方法（辩证法）的本质在于将现象把握为不断发展的过程，发展是通

过对立面的斗争实现新事物对旧事物的替代。辩证法旨在把握现实运动的根本

原因，而不是重构各种主观现实（话语、意见、立场）等等。马克思处于自由

竞争资本主义阶段，而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发生了一系列转变，生产技术社会化

使计划因素提高、竞争和市场要素降低。与此同时，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

主义的根本矛盾，商品—货币关系不仅渗透到劳动领域，而且渗透到个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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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道德、文化、休闲等，完全服从资本自我扩张。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没

有消失。

问题之二：真正的社会主义涉及理论与实践。苏联作为“早期”社会主义

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是独一无二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在于，社会主义

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发展是在没有资本支配的情况下进行的。主要错误是 20

世纪 60 年代通过引入市场管理方法来改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至少经历了几

个世纪的发展，任何新事物的形成并不顺利，现在我们生活在由反革命引起的

资本主义复辟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埋葬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

相比，现代俄罗斯资本主义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是失败的。

问题之三：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问题之四：面对现代公众，缺乏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基本矛盾的清晰描

述。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需要与机会主义思潮进行理论斗争。

问题之五：我对马克思的政治和经济思想感兴趣，尤其是克服社会不公正

思想。马克思主义成为我研究现代社会、理解其基本规律的方法论武器。我

在大学期间就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讨会，并公开发言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支

持者。

莫斯科国立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系副教授М.Ю. 帕夫洛夫的回答。

问题之一：几乎所有西方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都承认，

他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马克思的思想。似乎马克思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却被拒

绝，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没有，马克思的思想基础是唯物主义（物质的两

个最重要的特征是时间和空间）。

问题之二：苏联思想家一直把马克思视为理想主义者，布兹加林强烈批评

在俄罗斯共产主义的起源和意义问题上对马克思做理想主义的解释。

问题之三：目前在这个领域作出巨大贡献是以布兹加林为主导的后苏联批

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问题之四：马克思认为人的存在目的是成为一个创造者，与自然和其他人

联盟的创造者，资本主义是有历史限度的，“史前史”作为“必然王国”，个人

在其中受制于外在的强制性，“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是历史展开的

必然趋势。

问题之五：1992 年，我是莫斯科国立大学经济学院的一年级学生，我们

是苏联解体后第一批学生，但是我和同学依然选修了课程“从斯密、萨伊到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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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经济学经济理论系主任梁赞诺夫的回答如下。

问题之一：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辩证方法经受住了考验并证实

了自身的优势。

问题之二：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低估了资本主义制度改变内、外部条件的调

节潜力，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更新过程尚未充分展开就被过早地定义为瓦解的

开始。苏联时期生产方式的特点在于，它在被社会主义性质所规定（国家、生

产资料所有权、计划、社会发展目标的优先权等）的同时嵌入资本主义市场关

系系统，这种异构性因素及其运用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来实现的。历史实

践表明，国家利用市场关系本质上是“集体资本家”为社会利益服务，苏联没

有能力避免过度国有化和官僚主义的危险。

问题之三：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需要关注两方面，即全球垄断资本主义

扩张及其后果应该成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对象，需要对已发生并正在世界各地发

生的经济事件及其变化作出回应，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即以新的理论范式替

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发展而言，重要的是建立和保

持与当代思潮进行对话的能力，以及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发展“新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在 21 世纪的关键任务。

问题之四：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当代发展对全球化进行了更深入、更丰

富的分析，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作为新的系统现象，如何

影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运动，产生了哪些经济和社会后果？分析金融

资本、全球化在现代资本主义系统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影响，新技术作为革命力

量对于经济活动、社会劳动以及资本主义前景的影响。另一重要的领域是对于

后资本主义替代性道路的研究，分析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以及 20 世纪社会主

义实践经验教训，客观分析和把握阻碍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原因。

问题之五：列宁格勒州立大学经济系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学派”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我在这里接受了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论教育，使我能够在

现代性背景下对时代本质及其内在矛盾进行分析和判断。

莫斯科国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斯拉文的回答如下。

问题之一：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几乎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除了与欧洲革

命预测有关的具体问题、绝对贫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

级的消失等。被完全证实的理论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资本内部的自我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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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剩余价值作为劳动剥削机制的概念、劳动的双重性、将共产主义理解为完

成的“人的解放”，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实现、社会主义（共产

主义的第一阶段）的过渡性质等。

问题之二：需要深入理解和发展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社会主义自治理论、

现代全球资本、剥削知识分子的本质、智力劳动等。我在自己的著作中第一次

尝试呈现马克思社会理想的本质和意义，分析人类的历史及其未来，揭示国内

外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缺陷，分析苏联的性质、演变和崩溃的原因，以及列宁对

马克思思想的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苏维埃社会主义

模式的内在困境。

问题之三：关键问题在于分析工人阶级陷入被动状况的原因；充分展示现

代俄罗斯人的反抗精神；面对全球危机，左翼运动应当采取怎样的战术；第三

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条件；寻找现代革命运动的中心地带。

问题之四：我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革命理论与实践研

究。马克思的著作及思想在我个人的命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资本论》及其当代价值

马斯托·马塞洛在《〈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创始与

结构》一文中，详细梳理和分析了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筹划预备手稿的过程，

马克思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调整《资本论》研究的整体性架构、丰富并夯实核心

概念。 A 作者指出，真正促使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契机是 1857 年日

益严重的金融危机，马克思确信这场危机为推动整个欧洲新革命创造了条件，

并通过阅读黑格尔“逻辑学”为写作 1857—1858 手稿寻找灵感，与之前摘录

的经济学家作品摘要、大量记录不同，马克思从各种日报中搜集与经济危机相

关的主要事件，通过股票市场了解欧洲、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汇率波动。

马克思的“计划”分为三个部分：方法论的“导言”，处理货币和价值的“货

币章”以及关于资本生产过程和资本周转的“资本章”，同时研究了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之前的剩余价值和经济形态概念。1858 年 2 月底，马克思在给拉萨

A  МУСТО МАРЧЕЛЛО, НАПИСАНИЕ “КАПИТАЛА”: ГЕНЕЗИС И СТРУКТУРА 
МАРКСИСТСКОЙ КРИТИК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2018, 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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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的信中写道：“事情进展缓慢，因为一旦你多年来研究了一些方面，就会有

更多新的方面需要研究。”然而，没有迹象表明本次危机能够引起马克思期待

已久的革命运动，他无法完成多年来形成的工作计划，因为距离手稿中讨论主

题的最终概念相差甚远。《计划》只是一个草案，1861 年 8 月马克思再次致力

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 1863 年 6 月他写了 23 本厚厚的笔记本，包括货币转化

为资本、转化为商业资本，最重要的是关于经济学家尝试解释剩余价值的各种

理论。他的目标是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他计划工作的第一部分。这

本书出版于 1859 年，包含第一章“商品”，区分了使用成本和交换成本，以及

第二章“货币或简单流通”，马克思在导言中说：“我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

的顺序如下：资本，土地所有权，工资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两

年后，马克思的计划并没有改变：他仍然要写作六本书，每本书都聚焦于其在

1859 年列出的一个主题。

然而，从 1861 年夏天到 1862 年 3 月马克思开始致力于新篇章“资本论”，

专注于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特别是：（a）将货币转换为资本 ;（b）绝对剩余

价值；（c）相对剩余价值的研究。“计划”中所涵盖的一些主题已经具有了分

析的丰富性和准确性。在春天，马克思开始研究新的领域：剩余价值理论，计

划将其作为“资本论”第三章第五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马克思的十多本笔

记明确地解释了经济学家们如何看待剩余价值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是“所有经

济学家都有这样一个错误，即以纯粹的形式考虑剩余价值，而不是以具体的利

润和地租形式”。在笔记本 VI 中，马克思首先批评了重农主义，作为“现代政

治经济学之父”，重农主义的经济学家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奠定了基础，他

们不是“在流通领域”，而是在“生产领域”中寻找剩余价值来源，理解“只

有劳动才能创造剩余价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重农主义错误地认为“农

业生产”是“唯一的生产劳动力”，“地租”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剩余

价值被视为“自然的恩赐”。在笔记本六的后半部分集中讨论亚当·斯密，认

为斯密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在于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特殊性，区分了生产

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局限性在于他无法区分“剩余价值本身”和“它在利

润和地租中的具体形式”。

马克思在写作期间经济窘迫，他继续写了笔记本 XI、XII 和 XIII，专注

于地租理论，马克思批判性地研究了约翰·罗德伯特的思想，分析大卫·李嘉

图的学说。XIV和XV两个笔记本对经济理论家的学说进行了广泛批判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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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记本 XVII 中，马克思回到商业资本问题和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流动资本。

在笔记本 XVIII 中马克思将“第一部分 资本生产过程”划分为：（1）简介，商

品，货币；（2）货币转换为资本；（3）绝对剩余价值；（4）相对剩余价值；（5）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比率；（6）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原始积累，

韦克菲尔德殖民理论；（7）生产过程的结果；（8）剩余价值理论；（9）生产理

论和非生产性劳动。马克思并没有将自己限制在第一卷，而是制定了“第三部

分”的计划：“资本和利润”，主题分为以下几个部分：（1）将剩余价值转换为

利润，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相反；（2）利润转换为平均利润；（3）亚当·斯密

和李嘉图关于利润和生产价格的理论；（4）地租；（5）李嘉图租赁理论的历史；

（6）利润率降低的规律；（7）利润理论；（8）将利润划分为工业利润和利息；（9）

收入及其来源；（10）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货币回流运动；（11）庸俗经济学；

（12）结论，资本和雇佣劳动。在 1863 年 1 月的笔记本 XVIII 中，马克思继续

分析交易资本。他完成了笔记本 XX 和 XXI，致力于研究积累、劳动对资本的

实际从属和形式从属关系、资本和劳动的生产 , 他的观点与当时研究的主题相

关，即剩余价值。同年 5 月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研究波兰问题，收集了另外

八本笔记本中的工作笔记，总结了 18—19 世纪经济研究的理论成果。7 月中

旬致力于分析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在笔记本 XXII 中研究魁奈的《经济表》。

然后写作了 1861 年系列中的最后一个笔记。经过两年的努力，马克思在对政

治经济学主要理论家进行更深入的批判性研究后，比以往任何时刻更有决心完

成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虽然他尚未完全解决许多概念及其描述性问题，但

历史部分的完成促使他回归理论问题。

1863—1865 年是马克思新的工作阶段，致力于研究劳动的不同规定性，

为第一卷奠定基础，研究第三卷的主要部分（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以及第二

卷的原始版本（资本流通过程）。至于 1859 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中宣布的六册计划，马克思提出了一些与地租、工资相关的主题，这些主题最

初是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提出的。马克思在整个秋季专注于第一卷的写作，他

的健康状况开始迅速恶化，在经过五个月的强制休息后，1866 年 4 月中旬恢

复工作，马克思把精力集中在第一卷上。8 月开始了写作第三卷的新阶段，即

第二部分“利润转换为平均利润”以及第一部分“将剩余价值转换为利润”。

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会议，并在会上就 10 月份的现状发表

了开幕词。恢复工作后完成了第三卷第三部分“利润率趋势递减的规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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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 年 1 月到 5 月马克思致力于第二卷写作，手稿分为三章，即恩格斯 1885

年印刷版本的一部分：（1）“资本的形态变化及其循环”；（2）“资本周转”；（3）

“整个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马克思在第一卷和第三卷中提出了新的概念

及其相关理论。

1865 年 3 月 21 日编辑同意出版马克思的《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在

同年春末马克思撰写了第三卷的第四部分，题为“商业资本”。1865 年 7 月

底，马克思向恩格斯发送了一份新的报告，其中包含 3 个新的章节，完成了理

论部分（前三本）。第四本与前三本相比将是最容易写作的，因为所有主要问

题都已在前三本书中得到确认和解决。马克思始终坚持，无论手稿中的缺陷是

什么，其优点在于它的整体性，只有在充分准备好之后，才能完全实现写作目

的。1866 年初马克思重新进行第一卷的工作，1867 年 9 月 14 日《资本论》第

一卷开始发售，最终修改后目录如下：前言；商品和货币；货币转变为资本；绝

对剩余价值的产生；相对剩余价值的产生；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的产生；资本

积累的过程；第 1 部分的附录；成本表。1867 年 10 月，马克思重新回到第二

卷的研究工作，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继续研究资本。1875 年为第三卷撰写了

另一份手稿，1876 年 10 月到 1881 年初准备第二卷的新章节。一些信件表明，

马克思一直准备着修订第一卷。当今旨在用以本质性概念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人，无法绕过马克思的资本概念。

萨米尔·阿明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的主要工作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与资本主义早期的社会形态进行严格的科学分析。A 第一卷揭示了商品私人

所有者之间进行交换的社会性质（这种特征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所独有的，尽

管商品交换早先存在），即抽象价值和社会劳动的出现和支配。抽象价值的主

导地位不仅限制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再生产，而且支配着全部现代社会和政

治生活，并作为意识形态机制使社会再生产的统一性得以巩固。因此，在资产

阶级思想范围内无法触及《共产党宣言》的核心问题，即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

性和可能性问题。阿明进一步呈现了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转向研究资本主

义历史运动、关注不平等发展概念以及不同转型路径的学术路程，试图阐明

在“中心—边缘”结构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革命路径或颓废路径对于内在矛

A  АМИН САМИР，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МАНИФЕСТ, 170 ЛЕТ СПУСТЯ,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2018, 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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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挑战进行应对的可能性。并且认为，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过渡的漫长道路

上，革命性突破可能只在外围开始，那些具有先锋队意识、无法通过融入资本

主义全球化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则需要推进向社会主义性质的转变，列宁和毛

泽东实现了这一信念。

阿明认为我们的时代已然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环节：社会主义转型必然

会通过反击世界帝国主义“在一个国家”发生，不会有“世界革命”。因此，

走上这条道路的国家将面临双重挑战：面对帝国主义势力发动的持续战争（热

或冷），成功地将大多数农民联合起来，推进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宣言》

以及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对此问题发表意见。因此，需要重新思考《宣言》

中的农民问题。马克思处于欧洲尚未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大部分农民在

捍卫私有制的阵营中成为资产阶级的盟友，成为无产阶级的反对者。然而，世

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心从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转移到依附性的外围国

家，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问题的性质。尽管如此，只有社会主义先锋队能够将

大多数农民团结在一起，将反对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的目标转变为政治实践，并

在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中取得革命的成功。

Г.В. 洛巴斯托夫将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逻辑的改造和运用作为理解和

把握《资本论》当代意义的切入点。 A 我们生活在一个空间世界中，但这不仅

仅是一个几何学的抽象空间，而且是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以及马克思的方法论向

我们所揭示的世界历史展开的逻辑结构。作为在世界历史中存在的人，在某种

程度上充分占有和发展了之前的人类思想，并非无意识地被人的历史活动所复

制，也不是试图以自己的能力再创造自己的形式，而是在接受和超越前人活动

的基础上，以新的文化形式和历史现实发展自身，人既是历史活动的结果也是

前提。马克思的方法不仅是研究方法，而且是世界历史展开的形式本身，黑格

尔以纯粹逻辑的形式在历史哲学中呈现了这一变动结构的可理解性。当人思考

现实，人的历史性活动已经包含在认识形式之中，这种绝对形式的力量是改变

现实的人的力量。黑格尔认为，哲学史不仅赋予人以理论思考能力，而且是人

类发展的真实历史，这个过程的客观性体现在逻辑概念运动的普遍形式之中。

在马克思那里这种形式不仅仅存在于概念的领域，而且是现实中人的历史活动

A  ЛОБАСТОВ ГЕННАД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ПУТЬ К СВОБОД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КАПИТАЛЕ”），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18，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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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理论的意义则在于表达那个特定时代的内在本质。经验主义的解释模式

缺乏理论能力，将自由解释为工作和失业之间、善恶之间、真理和欺骗之间的

二元对立。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被证明是最严肃和最深刻的学术主题，马克

思则将这门科学建立在资本范畴逻辑结构的现实运动之中。

三、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研究

布兹加林认为，在今天思考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首先需要回答“谁以

及为什么需要马克思”？答案是那些不接受异化的、分裂的生存状况、渴望把

握当代社会发展规律的人。后现代主义从逃离“宏大叙事”到解构真理、去主

体化，在本质上却是以激进话语维护现存的异化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将自由理

解为联合活动，这意味着整个人类在进步的方向上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所

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拒绝马克思主义意味着巩固异化世界，这是极其危险

的。我们需要马克思的思想资源把握资本主义的深层矛盾及其发展形式；分析

全球化的原因；金融化、现代性和生态环境危机的本质；寻求对于资本主义文

明的替代方案。在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中寻求理解社会生活本质的思想，能够

为以下问题找到根本答案：（1）如何理解人类社会历史与生存空间中经济、社

会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尤其是如何理解俄罗斯所处的发展阶段？资本

主义的历史局限是什么，它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够而且应该成为过去？（2）是

否存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存在，是什么？是否有可能理性地筹划社会

未来的发展，而不仅仅是依靠超级计算机对未来进行预测？（3）谁在世界上

和在俄罗斯拥有真正的政治经济权力，对这一世界的真正掌控者与国家追求的

利益是否一致？从谁的角度来看，什么是“更糟”和“更好”？（4）现代社会

的内在结构是什么？为什么不平等如此深刻和不断增长，不仅在收入方面，而

且在生活质量、获得发展资源和社会财富方面？ A

当今世界正发生巨大的实质性转变：替代性社会制度的发生，地缘政治分

布的改变，对资本扩张进行生态的、社会的、人道主义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并

没有停滞不前，发展马克思主义是葆有其生机活力的必要条件，社会哲学—

A  БУЗГАЛИН АЛЕКСАНД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БУДУЩЕЕ МАРКСИЗМА И 
МАРКСИЗМ БУДУЩЕГО，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18，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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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政治经济学、21 世纪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发展方

向，其中方法论是最重要的。近几十年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

美国、欧盟国家、拉丁美洲以及中国，特别是对一般方法论和辩证法问题缺少

关注。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方法论，在哲学领域中是后现代主义，在经济

学和社会学领域是数学建模，在政治学领域中则是实证主义，上述状况是极其

危险的。后现代主义消解宏大叙事、转向对各种语境和概念的文本分析，不仅

拒绝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导致理论研究放弃了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实践任务，

即寻求通往自由王国的现实道路。马克思主义立场需要分析现象的本质、社会

发展的基本规律与内容，探索社会进程中内在固有的矛盾及其演变、进步与衰

退，特定社会制度及其现象的衰落和消亡。所有这些都表明需要创造性地开

发、发展和持续使用辩证方法。在苏联和现代俄罗斯保留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在方法学领域的成就（其创始人被认为是伊里因科夫）。

历史哲学和社会主义运动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方法论取向导致学者们回避了历史哲学中最根本的问题，即社会形态的历史演

进，研究社会经济转型与改革理论及方法在最近几十年实践中是丰富的，然而

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社会革命问题却被束之高阁。21 世纪社会主义

理论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反思得到了发展。最

后，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阶级结构、政治权力架构、意识形态与文化等社

会结构各层次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基本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新生产力与过时

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问题已被列入议事日程。今天我们

需要新的“21 世纪资本论”，它回答关于市场、货币、劳动、社会结构等的本

质问题，这些核心的经济范畴与 150 年前马克思所处时代有何不同，以及自动

化生产技术的进步是否达到了最高点。

布兹加林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经验指出，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最

大经济体之一。首先体现了国家成就在发展中的重要性，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

了巨大飞跃，为社会主义开拓了的新路径，世界各国学者正积极探索中国经

验。俄罗斯学者认为，这是市场和计划相结合、渐进转型道路的成功。但是在

中国依然存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化、商品经济的市场取向、货币

拜物教、经济利己主义、消费价值观、追求货币财富最大化、不惜一切代价进

行积累等问题。资本主义市场化的经济组织方式与社会主义发展任务之间依然

存在矛盾，后者意味着加强社会团结、提高创造性活动、激发公众热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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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价值等，消费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是苏联解体的原因

之一。这并不意味着在发展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应该放弃使用资本主义手

段，在创建新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将其作为经济激励方式之一。新的社会秩序

是在旧体系中诞生的，保留并扬弃了旧体系的积极方面，即社会主义道路占

主导地位，市场和资本在社会的控制下运作。希望未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

究和马克思主义教育获得更加深入和强大的发展动力，面向中国社会经济发

展战略与思想文化的发展需求。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强有力的方法论和

理论工具，不能成为教条主义或思想强制，而应该与其他社会思想展开创造性

对话。目前在世界各地大学和研究中心占主导地位的观念，不但与马克思主义

截然不同，而且在社会理论类型方面与其相悖。抵抗这种敌对的世界环境是极

其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力量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育的支持变得非

常重要，需要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对公众进行理论指导，发展世界社会主义

思想。

布兹加林将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基本方法概括为，广泛地运

用辩证法，包括进步辩证法和退化辩证法，所谓“退化”是与“进步”相对的

概念，包括逆行（反向）进化；以建构性方法更加细致地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思想理论，尤其是在克服异化和社会进步过程中“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

的过渡问题；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商品、市场、货币、资本、剥削

关系等基本范畴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对金融

化、全球化、普遍剥削等现象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实践

危机的客观矛盾和主观矛盾，挖掘其积极内涵；将 21 世纪社会主义视为社会

解放的曲折进程，即不仅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辩证否定，而且是对整个社会异

化体系的否定。

首先，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和理论基础方面不仅吸收了马

克思的思想，而且借鉴了列宁、卢卡奇等学者的理论，在分析进化问题、线性

发展的同时引入关于退化的辩证理论、突变理论，以及社会制度产生、发展、

变化、衰亡的辩证法。不仅关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而且研究

从“必然王国”、异化世界向“自由王国”的过渡问题，这一过程是长期曲折

的，包含改革与反改革、革命与反革命。并且具有全球性特征，不同地区和不

同国家的具体进程有所不同，整个 20 世纪的人类历史都处于这一曲折运动之

中。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之前这一进程处于上升发展阶段，尽管也有过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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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法西斯主义，欧洲、日本、拉美等国的反动政权等），同时伴有积极的

改革（西欧的社会民主转型，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等）。进入 20 世纪晚期逆向

倒退趋势日益凸显，异化、市场原教旨主义、资本霸权问题日益尖锐，但是在

中国、拉美和其他国家出现了反向趋势。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有两个

主要分支，其中之一主要关注文化问题，代表人物布拉夫卡—布兹加林娜；另

一分支重点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矛盾。尽管该学派在研究特色上具有

某些共性，但是有独立学者所构成的开放的学术群体。

巴拉什科娃总结了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理

论成就，即对马克思《资本论》基本范畴的核心要义进行当代阐释 A。布兹加

林、科尔加诺夫、沃耶伊科夫等学者致力于重新阐释市场、货币、资本等范畴

内涵。21 世纪，全球市场已经全面网络化，大型跨国资本集团全面控制了市

场领域。拟仿消费兴起，鲍德里亚将其称之为符号消费。货币已经成为伪造的

虚拟资本。剥削关系涵盖形形色色的资本霸权统治，半奴隶性的个人依赖是资

本主义剥削产业工人的“典型”途径，以各种方式攫取垄断（帝国主义国家剥

削边缘国家）利润，对创造性活动采取新的剥削形式（对人类的创造能力和共

同文化财富进行全面剥削），并最终引起了积累关系的转变。后苏联批判的

马克思主义学派将资本主义晚期或“必然王国”时期的资本积累规律把握为：

一方面资本霸权持续扩张，而另一方面劳动者的创造性活动不断进步，二者成

反比，上述趋势不仅加深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也激化了人、自然与社会

之间，人、自然与资本之间的矛盾。究其本质，这种矛盾是生产力和资本全球

霸权之间的矛盾，而资本全球霸权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已经过时。

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基于对晚期资本主义特征的辩证分析，认

为当下全球经济状况以及各国面临的经济问题在根本上并非政府和经济学家的

政策失误，而是由过去几十年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所导致的。

必须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工具分析当代经济现象产生的根源及其

原因：生产力的哪些变化将构成对新自由主义的限制，从而使金融化、反工业

化、核心国家对边缘和半边缘国家的剥削以及各种新的剥削形式（非常态）得

到控制；生产关系的哪些变化将会取代新自由主义，为生产力的发展以及 21

A  关于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思想主张，详见复旦大学首届“当代俄罗斯马

克思主义研究前沿国际论坛”论文集中的《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对当代问

题的反思》（布兹加林、巴拉什科娃著）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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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人类进步开拓空间。

基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体用关系的辩证分析，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

义学派对未来可能的发展状况进行了预测：（1）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生产

关系推动了一系列科学技术和社会人文进步，催生了新型生产力，并为向后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创造条件。（2）“黄金时代”结束，新自由化的晚期资

本主义阶段开启，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受到遏制，生产关系出现倒退，生产关

系作用于生产力，使得生产力结构发生扭曲，客观上导致再生产劳动越来越多

地被创造性活动取代，生产自动化和机器人化越来越集中于数据信息的创建、

储存、处理和传递领域，并为金融资本等行业的优先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抑

制其他领域生产力的发展。（3）信息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创造性革命”生

发的土壤日渐形成。这一进程反向作用于生产力，凸显了在晚期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之中技术、社会、人文进步的整体局限性，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

局限性，使得破解三十年前早已形成的生产关系难题更加错综复杂。（4）“资

本主义社会化新浪潮”缩小了收入差距，提升了生产关系，为新型生产力的

发展开辟广阔空间，为大规模、全面的创造性活动的发展创造条件。20 世纪

50—70 年代资本主义为解决这一历史性难题所作出的努力已经止步不前，然

而随着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来临，资本主义将再次面对这一难题，而关键在于资

本主义能否通过内生力量形成新的社会关系。

资本主义的社会化改革是深层次的，即将资本集中控制的大部分经济政

治权力和财富重新进行社会分配。这些改革措施应当强化（而非像过去几十年

那样阻碍）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内部出现的后市场和后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特

征及其过渡形态。这些新形式能够在短期内部分地解决现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与技术、人的存在、社会新发展之间的矛盾，推动人类进入后资本主义时代。

资本主义社会化改革应当有助于发展新型生产关系，从而为人在当代社会、人

与自然再生产过程中充分发挥创造性提供广阔的空间和驱动力。社会化改革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优先发展将人从再生产功能中解放出来的物质生

产技术。（2）优化社会生产结构，使之有利于群众的创造性活动，解决生态—

社会—人文（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医疗健康、科学文化、自然社会关系重构）

综合发展的问题，缩减无用行业，发展物质生产，为创造性行业的发展创造条

件。（3）保持社会上升通道畅通，持续渐进地调整现有就业结构，让更多人投

身创造性行业。切实保障起点公平，激发和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创造潜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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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文化福利的普惠性，让每一位现有的和潜在的创造主体都能够充分施展才

华。（5）扩大创造性公共福利生产的领域，加大公众监督力度，抑制集体资本

对经济的操控。上述改革并不动摇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但要求对其进行深度

调整。布兹加林认为，当今世界正在进入生产力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时期，哪种

社会体制能够率先调整现有生产关系，使之与上述转变相适应、甚至在一定程

度上有所超越，就将成为 21 世纪的领导者。 A

马克思的社会哲学遗产不是知识，而是关于社会现实的理论自觉及其理

想主义，是关于人的存在的价值判断及其衡量尺度。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伦

理方面与重商主义相反，人生的意义不是积累和消费，马克思对幸福的理解在

于斗争，不幸在于屈服。马克思对于货币的态度始终具有平等主义特征，平等

和社会正义在人类价值体系中占据首要地位。任何价值判断都不适合进行认识

论证明，其普遍有效性与约束力在我们的世界中是理所当然的。

马克思在社会哲学、一般社会学和历史类型学三个层次研究人的社会实

现，通过概念的逻辑运动从抽象上升为具体。就社会哲学而言，马克思以人

的生存方式（社会生活方式）为基础研究有机的社会现实（社会运动形式），

社会有机体具有“从自身和为自身”的多样性。一般社会学层面的分析对象

是社会作为一个组织存在的低级形式。马克思将其视为一群能够生产和创造

其自身生存条件的人的组织方式，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结构，整合和

动态。社会结构的必要元素（物质、组织、意识形态和社会）并成为任何子

系统的基础，被称为公共生活领域：（1）经济领域；（2）组织领域；（3）社会

领域；（4）精神领域。马克思的历史类型学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意义上

分析各个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在这一问题上需要反对文化类型论及其派生思

想对其思想的扭曲或简化，马克思从未剥夺人类精神的能动性，而是将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的变动结构作为社会变革的深层原因进行研究，揭示社会变革的普

遍机制。马克思的社会哲学和一般社会学思想的完整性，这构成了他学说的理

论基础。

A  БУЗГАЛИН А.В.1 , МАСЛОВ Г.А.1 , ДЖАББОРОВ Д.Б.1 , БАРАШКОВА 
О.В.1, ЯКОВЛЕВА Н.Г.1, БУЛАВКА-БУЗГАЛИНА Л.А.1, СОЦИАЛИЗАЦИЯ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ПОТЕНЦИАЛ,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ПРЕДЕЛЫ,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2018, 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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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乌拉尔学派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

第一，乌拉尔学派形成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以柳布金教授为

核心在乌拉尔地区形成了两个研究中心，乌拉尔国立大学（现为乌拉尔联邦大

学）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与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哲学与法学研究所，代表

性学者包括布尔哈诺夫、维尔什宁、维斯库诺夫、达维多夫、茹科茨基、康德

拉绍夫、科里亚科夫采夫、什哈尔金等学者。A 乌拉尔学派的思想阐释性植根

于对社会活动的辩证把握，对“实践”的人道主义、人类学和社会历史哲学定

位，学者们力图通过将唯物辩证法与其他哲学流派（人格主义、存在主义、结

构—功能主义、诠释学、现象学）相结合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纠正

苏联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倾向，回到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马克

思主义。

柳布金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内部分歧的认识论根源在于，未能把

握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矛盾之处。有必要严格区分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和

他的众多追随者和拥护者的哲学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观点的本质

区别。马克思用哲学人类学方法来分析社会，以活动论为基础阐释人、社会和

历史的本质，同时依循主—客观原则。而恩格斯主要涉及本体论、认识论和艺

术哲学（首先是文学和音乐）等传统领域，最初研究领域为科学哲学和辩证逻

辑。因此，应该在统一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范式框架内，从历史哲学视角对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进行综合解析研究。

柳布金基于马克思“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基础论断，最先

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类学和人道主义思想并使之概念化，即马克思的实践

本体论强调人的存在根本上由人与人、人与自然所形成的联系和关系所决定。

康德拉绍夫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哲学进行了存在主义人类学解读，将其哲学思想

看作完整的统一体，在这一统一体中，可以对社会再生产的客观过程进行科学

分析与存在主义分析，社会—历史存在的客观进程与具体历史条件下个体内心

世界的感性（存在）被同时反映出来。这是由于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实践、活

A  关于乌拉尔学派的介绍详见复旦大学首届“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国际论

坛”论文集中的《马克思主义乌拉尔学派要论》（康德拉绍夫著，武卉昕译）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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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看成是物质活动和心理活动的辩证统一，因此物质改造必然应当由心理（认

知的、情绪的）活动来表达。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和话语体系中存在主义分析的

目的在于，对个体知觉—情绪结构进行解释，对多样历史条件下个体自我存在

进行解释。

科里亚科夫采夫认为“实践差别原则是马克思社会哲学之基本原则”，即

强调社会实践的异化形式与创造性革命之间的根本分歧，依循这一原则，提出

作为工业无产阶级社会政治实践批判概念—方法基础的“劳动批判原则”，进

而使我们能够利用厚重的历史材料将异化劳动概念合理地解释为人类起源、私

有制、阶级和国家结构的直接前提，能动原则因此获得了发展。此外，科里亚

科夫采夫和维斯库诺夫还提出了主动精神的类型学。

乌拉尔学派将马克思主义把握为能够与其他流派思想进行综合的、开放

的理论空间。达维多夫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社会哲学思想进行理论

整合，并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矛盾之处，即马克思学说本质上是对劳动

的全面批判，但同时又将无产阶级作为向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主体，生活

于 19 世纪的马克思无法预见 21 世纪的矛盾。达维多夫坚信后资本主义社会的

社会主体无法由商品—货币关系决定，因此，社会主体并非某一阶级或社会集

团，而是个体化的人，首要的是人的创造性活动和自我价值实现。基于“个体

辩证法”，达维多夫将个体看成被改造的个人，即能够（超越自我利己存在）

通过创造性活动表现个体本质的人。同时，个体的所有存在都是相互联系的，

社会越无个性，个体就越缺少社会变革的创造力。

因此，达维多夫指出，当代社会为个体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当代社会越

来越能够满足人的一般需求，但是人却将解放出来的时间更多地使个体退化，

即在前革命的过渡发展阶段中，社会具备了保障个人基本物质需求的能力，但

一般的物质利益保障只能促使社会向人格化（有个体创造力的社会阶层）和非

人格化（无个性的，不具备创造能力的社会阶层）进一步分裂。这一分裂必

然会唤醒个体的创造力，彻底改变社会制度，并最终抛弃旧的资本主义制度

外壳。

达维多夫通过对后资本主义社会未来趋势的分析，揭示了社会发展与人

的自我实现之间的矛盾，认为不应当将这一社会状态理想化。关键问题在于，

创造性活动不仅仅是人实现自身本质力量的活动，而且是产生新的异化形式的

根源。达维多夫指出，即便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不会使人的劳动失去意义，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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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制造速度的提升会导致社会分层中“多余人”的增长，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

现实。不仅如此，人愈是摆脱手工劳动，各个领域中的竞争就会愈发激烈。因

此，后资本主义社会在本质上是对抗性的，但与阶级斗争不同，这一对抗性处

于取得一定社会成就的阶层和普通阶层（“无个性的”）之间。对社会成员的统

治取决于个体是否拥有最重要的“生产手段”——创建公共话语的声望和能力。

达维多夫进而将争取创造性自我认同的斗争视为独特的“个体秩序”：在真正

的技术时代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变得尤为关键，这一阶段的伦理挑战在于能否

创造一个孕育新型人才的、相互关联与统一的社会。西方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

是自由创意个体网络联合体的普遍观念（实质上并不普遍）是一种乌托邦。在

全球化技术危机时代，自由的创造性活动会发展为全球灾难，因此需要扩展和

重新界定国家职能，国家不但要为创造性活动的可能后果承担责任，而且还要

在创造性活动竞争日渐激烈的条件下为个体的发展负责，解决创造性活动异化

带来的后果。

在上述背景下，达维多夫洞见到了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衰落以及超人道

主义思想普及的主要原因，前者无法应对后者的挑战。第一，超人道主义保证

了个体最高价值的实现，确证其作出理性判断及为行动负责的能力，保障实现

选择的自由（意志自由）；第二，超人道主义在逻辑上缘起于自由主义的人道

主义，坚持个人主义原则会得出人的自由的必然性结论。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学

说无法为人道主义奠定基础，因此必须以人格主义对其进行补充和替代。按照

人格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人的演化是对创造性、自由以及与死亡斗争等能力

的拓展过程，但同时也是为了永恒，为了确保人类历史的连续发展而进行的斗

争（这必然意味着要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谨慎的方法来对待技术进步）。

科里亚科夫采夫与维斯库诺夫两位学者认为，哲学史不仅可以作为哲学

方法史来加以考察，而且也可以被描述为哲学方法论体系，并且划分出了西方

理性主义的前辩证法（产生于古希腊时期）流派。辩证法作为新的思维方法在

德国古典哲学以及启蒙时期的唯物主义框架中成长起来，经历了与德国唯心主

义思辨传统相结合、与唯物主义传统相结合两个阶段。后一阶段的发端与费尔

巴哈的理论活动密切相关，费尔巴哈首次在思辨层面批判黑格尔辩证法，并以

人类学（唯物主义）内容充实辩证法的思维范畴。费尔巴哈人本学哲学思想构

成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新方法范式，即唯物辩证法，但它却抛弃了社会实践，

成为脱离实践的理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人本学、社会哲学和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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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完整的统一体。

科里亚科夫采夫和维斯库诺夫两位学者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过渡性质，

即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非彻底的否定性，资本主义关系与非资本主义关系（主

要是与官僚主义的关系）紧密交织，后者服从于前者。由此，《资本论》第一

卷中的思想获得了发展：当代的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单晶体”了，它分裂为多

种经济模式，包括 20 世纪被操纵的全球市场和以社会为定向再分配体系（缓

释型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谱系的更替具有必然性，需要比“马克思—

列宁主义”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二分法更为细致的社会学概念谱系。

尽管从前的谱系坚持了正确原则，但因抽象性而显现出不足。如果当代社会确

实具有不彻底性和过渡性特点，那么简单的二元划分无法反映出由于克服结构

性危机而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模式的转变。这一转变作为社会革命的

前提，将会创造出新的国家管理市场的“社会性国家”发展模式。

康德拉绍夫发展了柳布金关于人是马克思哲学对象的基本立场，强调在

不同情况和语境中马克思关于人的普遍本质的不同界定方式：在本体论视角

下，人是超越性的、而非本能的，即不受任何自然和意识的限制；在社会哲学

视角下，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历史哲学视角下，人是历史性的存在；在存

在主义视角下，人是苦难本身，是体验自我存在并乐观地对待世界的能力。但

是，关于人的普遍本质的最基本释义是通过实践范畴所表述的哲学人类学定

义，因为从中可以推断出所有关于人的判断。历史性以本体化的方式根植于人

的实践本质中：一方面，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人为了满足需要，在改变自然界

和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地进行生产和再生产，同时不断地创造新的思想、关

系、制度、符号等。另一方面，新的需要的对象性活动形式，不断建构与之相

应的社会存在的新形式。但是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新事物转变旧事物，使

之成为自身的基础。因此，人的现实的存在以否定的方式扬弃并保留了自身先

前的发展成果，并在其内部发展过程中保持着相互关联。由于人的活动所形成

的人与现实世界的连续不断的变革过程，即社会存在的历史性本身。与此同

时，人类的历史性实践植根于日常生活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正是通过

分析封建制度日常生活的结构变化以及劳动组织变革解释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

展。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和再生产都直接浸润于日常生活中，换言之，社

会存在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物质基础正是人类个体的日常活动。

以柳布金教授为核心的乌拉尔学派致力于在人道主义和人类学的路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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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以研究哲学人类学、实践、历史现象、日常生活为目

标，通过对人的存在形式的考察，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新的异化形式；发

展唯物辩证法，尤其重视研究社会存在的历史性与现实性；关注主体与客体、

认知、人道主义、宗教批判及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范畴与方法，分析向后资本主

义社会过渡的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趋势。

第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总结近年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第

四次工业革命”，即创造性劳动的新作用与经济转型的困境，在《全球资本》

第五版的序言中提出了如下议题：（1）后期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形式出现于

30 多年前，它回应了此前由社会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一种主要类型）和“现

实社会主义”创造的生产力所带来的挑战。对寻求新社会经济制度的反应不是

渐进的革命，而是反向的社会倒退：后期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获得了胜

利（主要是在属于前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国家，即外围和半外围类型的国家

中）。（2）后期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胜利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方面是

放缓了人的发展和物质生产的进步，另一方面则是能够促进资本加速向非生产

性部门积聚的生产力率先获得了发展。获得增长的主要领域是金融、贸易和营

销、中介、商业服务和休闲娱乐等部门。（3）创造性潜力集中于这些部门引发

了生产力基本演化方向的改变。在四分之一多的世纪中，这种质变指向是：（1）

创建、存储和传递信息；（2）为消费者创造并强迫其接受新体验（营销、广告、

公关以及其他“创意服务”）。这些适于金融资本发展的生产力尽管进步缓慢，

但还是给物质生产和人的发展带来了变化。几十年后的今天，那些处于新层次

上的最发达的经济体遇到的问题似乎比 20 世纪 80 年代的情况更为严重：大规

模的创造性劳动是可能且必需的，而以金融资本为主的现代资本形式不能保

证其得到有效使用（促进劳动生产率的进步和人的发展），因而使其自身陷入

萧条。

上述情形意味着生产力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1）劳动工具的内容发生了

变化：自动化的机器人（电脑化）综合系统取代了机械机器系统（工业化工具），

其特点在于从分散的过程走向加和的过程，而且能够实现快速转换。（2）劳动

对象发生了变化：可再生的和（或）取之不尽的资源代替了不可再生的和有限

的资源（循环利用、可再生资源替代碳氢化合物，无限的信息资源替代有限的

实物资源等）。（3）劳动主体发生了变化：人从机械系统的附属物变成了创造

性活动的主体；所有这些变化皆因它们具有的共同起源而结合在一起，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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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之所以发生的深层的缘由——劳动内容的改变。生产力的新特点，乃

至社会生产的新特点就在于它越是发展，劳动中的创造性内容就会越多。当创

造性劳动普及开来，并扩展到社会生产的所有领域时，生产力就会发生质变，

就会出现生产关系转型（至少是变革）的需求。

第三，俄罗斯左翼学者始终保持对当代世界范围左翼运动的深切关注与

实践参与。2018 年 3 月 2 日至 4 日在布达佩斯举行“抵抗大会”，来自 13 个

欧洲国家（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塞

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法国、瑞典、西班牙）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主要议题包括：反对军国主义、战争和殖民政策的复兴；反对极右翼和右翼民

粹主义势力；对反社会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反击；寻求克服贫困的方法；寻求基

于环境社会主义原则、民主和文化相互丰富原则向替代方案过渡的可能性；倡

议在中欧、中东欧以及其他地区团结行动、组织协调。本次抵抗大会讨论了俄

罗斯和乌克兰状况。布兹加林强调，目前国内外政策没有任何的激进倾向，俄

罗斯将无法真正面对北约霸权，因为这种对抗至少需要左翼与维和政治社会运

动组织以及一些进步的国家政府。在中东欧地区只有通过具有组织包容性和大

规模的社会自卫运动才能“推翻”专制政权。非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包括如

下议题：（1）该地区几乎所有问题都根源在于中欧和中东欧国家没有系统性变

化，其中形成了完全变异的所有制结构，导致私有财产“寡头化”，现有体系

的变革应为更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创建广泛的公共团体，如在经济部门建立合

作社，创造就业机会，向多部门混合经济转变。（2）社会领域应改善下层的生

活条件，引入普遍的基本收入，除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对移民的迫害之

外，抵抗运动最重要的社会任务，是通过加强大众教育和自我教育使文化革命

扎根。（3）政治民主的概念应该以经济、环境和文化民主为补充，使每个人都

成为“民主”的一部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是一个非常有限的概念，在中欧和

中东欧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必须在国家宪法中宣布社会权利，保障每个人的经

济、社会和文化权利。（4）反抗资本主义的左翼政策的社会基础应该由民间社

会的工会和自我组织组成。

五、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研究

匈牙利经济学家法卡斯（Peter Farkas）撰写的文章致力于分析马克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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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市场理论，预测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作者认为，马克思首先阐述了商品交

换的逻辑和历史阶段：（1）从自然经济的简单剩余交换；（2）地域性物物交换

（定期分工）；（3）全国范围内的贸易活动到（4）国际关系，根据当时的术语，

马克思主要是指国际贸易。但是，逻辑关系并不是以第四个步骤为终点。在作

者看来，国际贸易即是交换发展的结果，在这个结果中同样包含着作为整体的

世界市场的产生，而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所有矛盾都展开了。尽管“世界市场”

在形式逻辑的序列中处于最后位置，但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角度，它是“整

体及其体系的前提”，21 世纪“世界市场”是全球资本主义“整体”的先决条件，

由技术发展和利润竞争驱动的资本集中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因此，马克思的

“世界市场”概念并不是指商品交换，而是生产和劳动分工在世界市场中的整

体性、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积累，即全球范围内生产关系（财产和阶级）的总体，

马克思“世界市场”内涵与当今的全球经济或全球化相结合。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作为主导全球的、扩张性的生产方式，必然以世界秩序和世界体系为前提和

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比社会理论领域的资产阶级学派更早也更为深刻的表明

国际贸易和生产由于资本主义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然而，在马克思、恩格斯

时代，国家权力发挥重要作用，在今天国际关系因素则具有更大影响力。马克

思没有按照最初计划完成第五卷和第六卷的《资本论》。他打算详细描述国际

贸易（“国际关系”）和“世界市场”的运作，即世界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发展。人们可以重建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理论基础，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国际化实际上构成了解释我们时代的国际关系的思想前提。

尽管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它的结构、功

能和其他特征与列宁时代截然不同。列宁的《论帝国主义》作为宝贵的历史文

献，反映了 20 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复杂图景，但却无法作为现代反资

本主义或反帝国主义的行动指南。该书第一版于 1917 年 4 月在彼得格勒出版，

二月革命后以《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专题出版。1920 年在

德国和法国再版时“新阶段”被“高阶段”一词取代，反映了列宁对资本主义

时代即将结束的更坚定的看法。列宁的写作灵感来自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霍

布森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鲁道夫·希法亭，以及布哈林的《帝国主义和世界经

济》。霍布森认为，随着垄断的扩大，利润和储蓄份额增加，导致过度储蓄和

消费不足以及出口资本、吸引外国投资和扩大帝国主义的需要。希法亭认为，

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将工业垄断资本和银行垄断资本联合为“金融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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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垄断资本的力量支配权显著增强了，布哈林试图将资本主义生产国际化这

一现实理论化。在此期间，卢森堡撰写了《资本积累论》，强调剩余价值的实

现需要处于资本主义外围或边缘的非资本主义领域。然而，列宁没有直接依循

上述理论家的任何立场，提出了自身独特的理论。霍布森认为，帝国主义并非

不可避免，可以与资本主义分开考虑。然而，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

度的必然结果；希法亭认为，既然帝国主义和垄断阶级深化了对工人阶级的剥

削，就会遭到反抗，但是列宁却认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更倾向于支持

帝国主义战争，资本出口国从剥削海外工人获得的“超级利润”被用来“贿赂”

本国工人，从而促成了“劳工贵族”的出现。与列宁产生最大分歧的是卡尔·考

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观念，这意味着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卡特尔合作与和平资

本主义的可能性。列宁还拒绝考茨基关于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的立

场，并确信这个“最高阶段”反映了“寄生”、“腐朽”资本主义的终结，是“社

会主义革命的前夕”。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强调了五个主要特征，是“20 世纪

初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国际关系的复杂图景”。问题在于，这五个标志在 21

世纪初是否有效，并且在何种程度和形式上对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是有效和相关

的。在最普遍的层面上，列宁特别关注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直接联系

是无可争议的，今天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由资本主义制度主导。然而，与列宁

的期望相反，资本主义继续得到广泛而深入的发展。

第一，寡头垄断不仅在于它们的规模和集中程度，还在于其类型和结构。

列宁时代的垄断，特别是在德国，以协会、辛迪加和卡特尔的形式出现。卡特

尔决定了经营活动的产量、价格和领土水平。今天，除石油输出国组织外，几

乎没有合法化的卡特尔。寡头垄断首先是参与世界各地竞争的跨国公司，以及

新的巨型跨国公司，如谷歌、Facebook、优步等。除了规模之外，现代银行业

和金融资本的活动性质与列宁时期大不相同，过去金融资本的活动主要是与工

商资本互相联合，今天金融资本与工业和贸易关系不大，投资银行主要使用各

种金融工具或衍生工具处理短期货币市场或一级和二级资本市场。这些银行参

与证券，债券和货币兑换交易的持续交易。根据当时德国印刷媒体发布的估

计，列宁认为证券交易所的价值会下降，但今天的证券交易所在几乎所有资本

主义国家都非常重要。但今天的证券交易所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非常重要。

除银行外，所有类型的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对冲基金和各种资本

管理公司以及投资顾问都参与管理价值数万亿美元的证券，政府也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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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工业寡头垄断，例如汽车工业，已经创建了自己的金融机构，并直接为其

产品的销售提供资金，金融资本对工业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其功能与希法亭

和列宁所写的功能截然不同。

第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国际货币体系也经历了许多变革。列宁时

代黄金与英镑的标准终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了美元的

主导地位，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采取浮动利率。

第三，资本出口与商品出口的差异。列宁认为，垄断资本主义以资本出

口为特征。国际劳动分工使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将巨大的“资

本盈余”输出到国外“落后国家”。然而列宁所指出的前（旧的）国际分工已

发生巨大变化，根据新的国际分工，欠发达国家不再仅仅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工业产品的原材料供应商和市场倾销地，现代世界的大部分生产都是在欠发达

国家进行的。为了通过许可协议最大化其利润、并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

需要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子公司和附属公司之间分配生产流程。在列宁时期主要

针对初级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高度多样化。第三世界国家跨国公司包括以下

类型：（1）初级部门的出口导向型外国直接投资；（2）面向制造业的国内外商

直接投资生产；（3）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4）第三产业（服务业）

的外国直接投资。需要重视当前外国投资模式的基本特征：首先，大量外国直

接投资流向较发达的工业国家；其次，最低水平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最不发达

的国家，拥有大量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与将外国资本视为国家发展障碍的依附理论相比，列宁在马克思之后指出了外

国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许多理论认为发达工业国家正在“去工业化”，

因此，如果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资本输出导致了出口国自身的发展停滞，那么这

只是以扩大和深化全世界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为代价的。在现代全球资本主

义中大资本的“国内市场”是全球市场。资本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以

实现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剥夺了“资本输出”

和“过剩资本”等概念的含义。

第四，垄断资本主义联盟之间的分裂。由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不断集中

和流动，寡头垄断控制着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小公司集群网络，补充了它们的垄

断地位。为了吸引这些公司进行投资，东道国政府都向其提供让步，包括降低

税收和非工会劳动协议，在今天抵制寡头公司的垄断是更复杂和困难的过程。

第五，主要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瓜分世界。21 世纪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特征



184

是超级帝国主义的存在。一方面是美国，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间的合作。从第

二次世界大战中受益最多、受损最小的美国成为世界帝国主义的领导者，虽然

在列宁的时代，英国比其他帝国更强大，但当时英国的地位与美国目前的霸权

并无相似之处。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尽管历史上存在竞争，在欧盟和北约都是统

一的，并且总体上符合美国政策，这种帝国主义之间的合作并不能证实考茨基

的超帝国主义论。尽管存在竞争，所有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权力在维护和扩大资

本规则方面是统一的，它们的战争不是针对对方，而是针对其他国家，七国集

团是帝国主义间合作的典范。如果在过去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持和扩大资本规

则而在国家层面创造了国家压制性的经济和意识形态机构，那么资本全球化已

经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这种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等

国际经济机构以及跨国银行和企业、欧洲中央银行、美国财政部、德意志联邦

银行和英格兰银行等构成了全球资本的经济机构，北约和国防协议形成了压制

性的手段。新自由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及其盟友的主流媒体构成了有组织的

意识形态控制机制。总起来说，尽管帝国主义的基本性质仍未改变，但它在很

多方面与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不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判断具有历史价值，

但不能成为我们今天的斗争指南。要反对全球资本主义向更高社会经济体系的

过渡，还需要其他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阿明具体分析和呈现了自己所提出的不平等概念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的内在矛盾与危机形式。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

与早期社会形态差异的严谨科学分析，以私人所有者之间的商品交换为起点

（这种特征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所独有的，即使之前存在交换），特别是抽象社

会劳动的出现以及抽象价值的支配权力。马克思引导我们理解无产阶级将他的

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并转变为资本积累的条件。抽象价值的

主导地位不仅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产生，它定义了现代社会和政治生活

的所有方面。在此基础上，阿明关注不平等发展的概念与不同变革过程（革命

性重组）的可能道路，认为革命从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而不是从其中心开始，

并分析了两种模型，即革命路径和颓废路径的本质。

帝国主义的特点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加速的资本积累和系统中心的生产

力发展，而在这一过程中的边缘国家受到限制，发达和不发达是同一枚硬币的

两面。阿明认为需要区分两种本质不同类型的过渡，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变为另

一种生产方式，如果这种转变无意识地发生，与整个自然变化相似，而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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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将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即“颓废路径”；如果意识形态成功地提供了全面而

真实的理想革命可能，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的，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历

史上的一个短暂阶段，列宁认为，革命性转变可能会从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或

外围，即“薄弱环节”开始，即革命路径。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仍不

知道全世界资本主义并非其所表现出来的同质化发展，被征服的东方有机会打

破僵局。发达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放弃了 19 世纪的革命传统，向社会主义过

渡将发生在“一个国家”，同时意味着孤立地反击世界帝国主义，将面临双重

挑战：（1）抵制永久战争或（2）成功地联合占大多数的农民推进社会主义新

道路。

现代世界资本积累模型的根本目的在于分析中心—边缘社会经济体系的

区别，注意这种区别是至关重要的。一般理论将着眼于社会结构的问题，以及

对现代世界至关重要的其他方面，包括社会（特别是失业、就业不足和边缘

化），以及思想政治（特别是公众意识、阶级意识、资源和人员激励、教育及

其社会问题）等。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国家而言，决定性环节是第二部门

（消费品生产）与第四部门（工业工厂的产品，在第二部门进行生产）之间的

联系，这种界定是体系中心（欧洲、北美和日本）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特征。

马克思表明，剩余价值增长率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客观（即必要）联系，

即使这个模型看似抽象，但它反映了系统的本质。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对外部

关系的抽象，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处于自给自足的体系中，而是系统中

的主要关系可以通过对外部关系的抽象来理解。

世界体系外围积累模式的社会经济发展源于出口部门的创造性活动（受

中心刺激），并对塑造市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外围收到构成不变资本（原

材料）和可变资本（食品）主要要素的商品，其成本低于系统中心。出口部门

与周边经济其他部分之间没有真正的联系，并从廉价劳动力中获得较高利润。

在这种情况下，出口部门发展所产生的国内市场相对较小。通过扩大中心市

场，整个世界体系（中心和边缘）的水平克服了消费能力与生产能力之间的矛

盾。导致体系外围的不发达国家财富两极分化以及群众边缘化。垄断资本深度

权力的新阶段，全球发展不平等正在生效。从 20 世纪中叶开始，垄断体系将

生产系统降低到分包商的地位，转而支持增加垄断租金。这种垄断力量能够摧

毁传统的左、右政党以及工会。这种权力结构，即现代边缘地区与传统帝国主

义西方中心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恰恰是极权主义的当代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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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会演进都不可避免地经历发展、扩展和衰退，资本主义在 18 世纪

完成工业革命后，其生产方式固有的社会矛盾导致一次次经济停滞又一次次被

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包括三个基本方面：短期商业周期、长波和一般的或

基本的系统性危机。短期商业周期包括交替的扩张和衰退阶段 ; 整个周期持续

数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积极的政府干预以及对借贷、利率、收入分

配、政府支出等的控制，商业周期变得更加可控。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这一经济

模式运作良好是由于以下管理机制：（1）通过向上和向下的工资压力来调节企

业之间的竞争（这种类型的监管同样适用于 1800 至 1880 年的资本主义竞争

阶段以及随后的寡头垄断资本主义阶段）；（2）主要国家社会结构相对稳定；

（3）国家控制货币供应和利率；（4）工业化中心国家与非工业化外围国家之间

的区分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通过竞争对制度进行监管让位于资本与

劳动之间的历史妥协，这构成了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基础，当周边地区开

始在工业生产中竞争时，定期的经营周期性运动循环让位于更短、更平滑但也

更不规则的循环。

阿明认为，在严格经济术语中提出的周期性分析之外，对长波的研究要

求扩展概念视域以涵盖历史唯物主义的所有方面，分析工业革命后的“长波”

（通常称为康德拉季耶夫波）及其生产、投资、价格、收入当影响因素，注

意到以下四个波：1790—1814 年扩张 1814—1848 衰退；1848—1875 年扩展

1872—1893 衰退；1893—1914 年扩张 1914—1945 衰退；1945—1968 年扩张

1968 年之后的衰退，其中每个扩张阶段都符合技术创新和政治变革的相结合

的趋势：第一次工业革命和法国革命；建设铁路网络以及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

电气化和殖民帝国主义；战后重建和欧洲和日本的现代化以及汽车文明的出

现。19 世纪末大萧条使资本集中和资本集中化进程加速，资本主义制度发生

实质性变化，1800 年至 1880 年竞争性工业资本主义让位于寡头垄断资本主义。

这些寡头集团的战略具有世界主义色彩，他们的竞争加剧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竞

争，结束了早先英国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对世界的瓜分。虽然

旧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经济停滞（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德国的工业增长加速），

但经济衰退通常伴随着公司从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金融资本对工业资本的

主导。当前的长期衰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三个因素的基础上进行的：

（1）由于凯恩斯主义政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历史妥协形成

了新的资本积累管理形式；（2）“苏维埃”是对资本主义的挑战，从而刺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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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3）试图在那些实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周边国家发展国家资本主义。

当前的经济衰退是由于上述社会模式的逐渐消耗，特别是由于全球相互依赖的

深化。自苏联体系崩溃以来，第三世界民族国家无法抵抗资本主义所主导的现

代化模式，旨在减少外围大陆资产阶级对其原依赖中介地位的作用。当前经济

衰退表现为资本过剩，解决经济衰退的方式旨在为金融资本提供有利可图的市

场，主要目标是保护资本主义价值观，即使它对经济增长不利。这种资本市场

的新霸权是以各种方式进行的，特别是浮动货币、利率、高利率等，美国国际

收支的巨额赤字迫使第三世界国家为其外债提供服务。使世界经济陷入停滞不

前的恶性循环。

与先前系统的稳定性不同，资本主义的历史充满了连续的扩张与衰退，

其中一些是短暂的，一些是长期的，一些是微不足道的，一些是深层次的。垄

断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系统性危机的不稳定性也是它的优势：经济衰退之间的扩

张阶段促进了该系统生产力超越先前阶级的加速增长。尽管资本主义不规则增

长的破坏性显著，但却在短暂历史时期内改变了人类生存的条件。然而，正是

因为它的发展呈指数增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稳定。资本主义注定要被

超越，在此期间，生产力的积累将为更好地掌握自然和社会发展创造物质和人

类的先决条件。

阿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了世界资本积累法则，帝国主义制度的中

心国家生产力积累和加速发展，与外围国家的滞后和瓦解，即发展和落后是同

一枚硬币的两面，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建立对立两极的统

一。边缘地区向社会主义过渡与民族解放没有本质区别，不可能由地方资产阶

级领导，只能由农民和工人群众领导的民主革命，中心地区抗议资本主义关系

的声音非常响亮，但是却无能为力。向社会主义过渡有可能发生在帝国主义链

条的薄弱环节，但是需要在更高层次上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

式的整体过渡。

六、社会主义作为未来文明的可能性

《社会主义作为未来文明的方案》一文认为，18 世纪后期到 19 世纪初发

生了大规模的社会转型：（1）英国工业革命建立了基于大工厂机器生产的新型

社会关系；（2）北美和法国的政治革命以人权和公民权利为基础建立了新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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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形式；（3）海地和拉丁美洲的反殖民运动；（4）英国积极推进自由主义贸易

政策；（5）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断进步，这导致了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

以上社会进化要素在世界范围的发端成为 19 世纪资本主义的标志，以私人利

益为中心的新的社会制度逐渐确立，摧毁了传统社会并将亚洲国家卷入其中，

展开了全面的“世界变革”。

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就遭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抵

抗，以革命和变革的方式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现实，包括工人和农民自组织

的合作形式，革命组织的创建以及社会改革和全面民主化的发展等。事实上，

这些尝试归结为三种方式：在现存系统中创造新的社会结构，以革命推翻现存

系统和扩大社会保障机构。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作为激进的社会科学和

政治创新，将各种方式有机地结合到一个新的范式中，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发

展潜力的科学分析，强调社会主体（特别是无产阶级）及其政治自组织的能动

性，以及基于自由人自由联合的共产主义社会愿景。目标是将科学方法与争取

普遍解放的斗争实践相结合。

20 世纪见证了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和其他集体倡议的全面实施，作为第

二次社会主义浪潮，由共产党领导的苏联和中国革命创造了以国家计划经济为

主导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有助于实现农业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确保获得

快速和集约化发展，形成了独立的全球社会政治体系。然而，从长远来看，由

于其资源效率和创新能力不足，而屈服于自由市场关系的体系。社会民主的

“第三条道路”取得了重大的社会进步，明显降低了社会不平等程度，但却无

法将其成功转化为实现社会的全面经济民主化。新自由主义改革重新获得了掠

夺性国家模式对福利国家的支配地位。

20 世纪的三次左翼运动形成了积极的经验。（1）展示了计划之下社会发

展的可能性，然而需要重视公司的独立性，其经济竞争力以及效率提高、创新

潜力不应受到限制，而应符合社会规划的目的。（2）混合经济体系可以成功地

将公共的、集体的、合作的以及私营部门结合起来，有效的社会政策和民主体

制具有社会的和人道主义的优势。这一体制的可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

否应对不断变化的价值观、提高个性化和灵活性，以及对于大型跨国经济集团

和经济部门的依赖。（3）集体和社区已成为探索新生活方式的典范，自由合作

表现出极大的吸引力和巨大潜力。然而，如果其转变为封闭的社区，成员生活

从属于集体时，这些原则就会失效。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分化，成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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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思想基础，激发了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解放运动。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作为社会科学、左翼政治实践和争取普遍解放斗

争的内在连贯性。

在 21 世纪初，人类文明的基本方面出现了转折，其规模与 18 世纪末的

转折点相似，再次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所依赖的技术基础，影

响到经济、政治、知识和国际生活领域。全球文明危机严重威胁了国家、区域

以及国际关系的稳定、安全、合法性及其与未来之间取得新平衡的转型战略，

高度竞争与合作需求之间的矛盾使公司、社会运动和民间社会组织受到挑战。

全球治理制度需要得到发展，必须从根本上创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寻找

克服第二次浪潮局限的手段，即（1）寻求发展潜力；（2）“依附型”资本积累

的前景；（3）自由与平等的关系。然而上述三点必须依赖下述条件才有可能：（4）

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和美国生活方式的主导地位；（5）转型战略的发展。

就寻求发展潜力而言，资本主义将创新作为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其先决

条件是不受限制地获取资源和保护财产权，劳动力、土地、原材料和知识被投

入市场，采取货币形式作为工资、租金、利息或价格。这种异化有积极的一

面，这使得“创造经济因素的新组合”成为可能，因此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必

须支持创新进步和竞争的能力，创造新的发展形式。就资本积累和从属关系而

言，资本主义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对投资和竞争的依赖决定了资本的主导地

位，社会关系的运动是由积累逻辑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决于有能力通过

发展政治制度来克服资本的统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先决条件在于（1）作

为原材料的自然资源价值增加；（2）将部分劳动力转变为雇佣劳动力；（3）创

建资本市场；（4）将知识和文化转化为私人资本所使用的资源。从自然、劳动

商品、发达资本市场以及知识和文化的商品形式生产这四个主要领域的相互关

联中衍生出（1）与自然的“代谢”交换；（2）个人、家庭和社区；（3）社会和

政治机构和（4）文化领域，它们被“资本”所穿透并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货

币和金融投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甚至情感”通过资本棱镜形

成社会再生产的所有领域。因此，超越资本主义文明，需要从遭受异化、压迫

和不平等的人的角度来制定后资本主义文明战略：（1）生态问题：如何恢复和

保证自然环境的稳定繁衍；（2）社会问题：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及其条

件；（3）民主与和平问题：改变社会制度、权力与财产关系以及生产方式和生

活安排，使最受压迫社会群体的成员能够自由选择生活条件。抑制国际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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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化，扩大内部监督，使弱势群体拥有自由、避免暴力；（4）文化问题：为

底部社会阶层提供知识和文化价值。

为了向新文明过渡，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成为迫切的现实问题，具体实践

依赖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协同潜力：环境、社会、民主和文化。从历史上看，当

各种运动、冲突和倡议相互作用时，促进了相互转换，导致新的社会力量的形

成。中国社会主义、西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及拉丁美洲、非洲和南亚左

翼运动在替代后资本主义文明过程中可以寻求共同点。

后期资本主义时代典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这个阶段，

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利用社会主义关系的元素以及“自由王国”的萌芽，资本

主义的生产方式就不可能向前发展。现代生产力已经到达了一个临界点，这在

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以及后来有关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著作中一直被当然地视作

发展新型社会生产的充分的物质基础。这是适应物质生产的变化并构成技术进

步主要空间的创造性劳动内容和创造性领域的发展。现有的市场、货币和资本

的形式无法保证这种潜力的充分实现，而且会把经济引向虚拟品的生产，并使

经济中无用（扭曲）部门得到扩张。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试图走向融合，

这正是对这种矛盾的反应。另一种选择是，至少要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整个

体系进行深刻的变革，增加而非降低其社会化程度，最大限度地向社会主义

过渡。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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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国家

赵司空

2018 年，匈牙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青民盟（Fidesz）领导人欧尔班

（Viktor Orbán）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第四个总理任期，加上 2015 年波兰民粹

主义政党——法律与公正党（PiS）赢得大选得以单独上台执政等一系列事

件，2018 年中东欧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便围绕着民粹主义、非自由主义、民主

等问题展开。在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背景下，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左翼的现状和

作为。

一、右翼民粹主义与非自由主义的兴起

近年来，民粹主义在中东欧的兴起被学者所关注。中东欧民粹主义具有

非自由主义的特征，而欧尔班被视为这一非自由主义思潮的最典型代表，因

此，非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潮也被冠以“欧尔班化”（Orbánization）这个称呼，

而“欧尔班化”在中东欧地区的扩大化更是成为关注的焦点。

鲍里斯·韦兹亚克（Boris Vezjak）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欧

尔班化”已经扩大到了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理由是斯洛文尼亚民主党（SDS）

的亚内兹·扬沙（Janez Janša）在 2018 年 6 月 3 日的选举中获得了 25％的选票，

是排名第二的政党的两倍。在其 25 年的政治生涯中，作为民主党的党首，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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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曾两次执掌政府，最后一次却因为街头抗议而辞职，并在同一年因为收受贿

赂而被判入狱两年。不过，韦兹亚克的重点是，欧尔班和扬沙是多年的政治朋

友并且有着相同的精神。这两人和马其顿的民族主义前总统尼古拉·格鲁埃夫

斯基（Nikola Gruevski）会面，主要讨论如何关闭巴尔干的移民通道。

韦兹亚克认为，欧尔班、扬沙和格鲁埃夫斯基预兆了一种政治趋势，即

欧尔班化。欧尔班化有两个要素特征：一是欧洲民族主义，二是“非自由主义

民主”。欧尔班的非自由主义尤其强调强政府和国家主权，在其中，个人自由

日益受到限制，最终将从属于民族文化和传统。韦兹亚克指出，非自由主义可

能代表着欧尔班化的一个关键的方面，而非自由主义也是现在斯洛文尼亚屈从

的政治路径。尽管事实上政治异见者不会被噤声，但是他们不会得到政治支

持，也没有人倾听他们的观点。既然“国家的”方案更加重要，那么异见者的

资金将会枯竭，在经济领域中，私人倡议将占据上风，但是那些“右翼的”人

将有优先权。公民社会不会被直接压制，但是他们也不再能获得基金支持。在

匈牙利，右翼的成功激进化不仅表现为排外，而且表现为反罗姆人和反犹太

人。斯洛文尼亚也加入了这个阵营，表现出排外、恐惧伊斯兰。 A

费伦茨·拉措（Ferenc Laczó）也指出，在过去十年里，民粹主义成为匈

牙利政治的主要特征，青民盟领导的国家引领了欧盟的非自由主义转向，而

这一切发生在匈牙利加入欧盟并且被认为是完成了自由民主转型之后。费伦

茨·拉措对其原因进行分析并认为，在转型期间，转型叙事强调欧洲化和追赶

西方，但是一旦转型完成，随着所期待的物质利益落空之后，这一制度化过

程就失去了信用。与此同时，后共产主义的左翼经过 1989 年之初的繁荣之后

便陷入了危机，在匈牙利尤其体现为当时的总理久尔恰尼（Ferenc Gyurcsány）

承认向公众撒谎的谈话录音被泄露，从而彻底失去民心，这使得匈牙利国内根

本没有有力的左翼制衡右翼民粹主义。除此之外，匈牙利的文化精英也很难发

挥作用，一方面，匈牙利的文化精英反对国家正在行驶的方向，但是，另一方

面大学没有足够的基金，匈牙利知识分子缺少资源和国际机会，在自己的国家

也难以获取主流媒体的支持。而很多选民并没有明确偏好的政党，他们只是对

目前的事务状况不满。这些因素共同使得匈牙利激进民粹主义获得成功。 B

A  Boris Vezjak, “Axis of Illiberalism”, in Eurozine, July 9, 2018.
B  Ferenc Laczó, “Populism in Power in Hungary: Consolidation and Ongoing Radicalization”, in 

Eurozine, March 2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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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霍利卡（Martin Horicka）则注意到，许多中东欧年轻人具有右翼

倾向而非相反。他认为传统上而言，至少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年轻人比他们的

父母更倾向于左翼。事实也表明，年长的人更加保守而年轻人则倾向于更加自

由主义，这也符合已有的研究和科学文献。在欧洲和盎格鲁 – 撒克逊世界，这

一理论很久都没有受到挑战，尽管这一理论也有瑕疵，例如年轻人似乎在社会

问题上比在经济问题上更加自由主义，但是这一理论至今仍然有效。然而，中

东欧地区的情况却正好相反，右翼政党的很多选民是年轻人。马丁·霍利卡认

为主要原因在于这一地区的社会主义过去，以至于年轻人知道社会主义是什

么，并且也知道左翼政策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变得多么极端。 A

二、民主倒退抑或发展？

透过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很多学者看到的是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挑战，

并围绕着中东欧是否出现了民主倒退而展开讨论。

赛恩·汉利（Seán Hanley）和米拉达·安娜·瓦丘多娃（Milada Anna Va-

chudova）分析了捷克的情况，主要围绕着由亿万富翁安德烈·巴比什（Andrej 

Babiš）于 2011 年创建并领导的 ANO 运动展开。他们指出，ANO 的崛起被视

为捷克通往“民粹主义民主”的关键转折，标志着捷克之前稳定的政党体制已

经结束了。他们还指出，许多观察家认为巴比什不仅是民粹主义者，而且是潜

在的权威主义领导人，他的崛起是东中欧更大范围的“民主倒退”的一部分；

还有观察者认为，通过与总统泽曼（Miloš Zeman）的配合，作为总理的巴比

什开始解除自由主义民主，就像匈牙利和波兰的政治变化一样。赛恩·汉利和

米拉达·安娜·瓦丘多娃认为，尽管 2017 年 ANO 的选举胜利没有获得如同

匈牙利青民盟在 2010 年和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在 2015 年那样的绝对议会多数，

但是有些东西不能被忽略：具有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党的崛起；传统左翼

的衰退；居于文化分裂另一端（激进右翼和社会—自由主义）一翼的少数党及

其运动的崛起。基于此，赛恩·汉利和米拉达·安娜·瓦丘多娃的观点是，经

济寡头扭曲了民主代表制并削弱了对民主的信任，但是他们自己是否能够有效

A  Martin Horicka, “Why are Young Eastern European so Right-Wing?” in American Thinker, 
October 2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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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削弱自由民主并建立起非自由主义体制还尚不清楚。 A

祖扎纳·胡达科娃（Zuzana Hudáková）通过分析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情况，

也对民主问题提出了类似的见解。她指出，尽管捷克和斯洛伐克不再是同一个

国家，但是它们却面临同样的问题：政治腐败和对政治领导人的信任危机。例

如，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由于补贴欺诈受到欧盟和捷克警察的调查，在斯

洛伐克，年轻记者［指扬·库恰克（Jan Kuciak）——引者注］及其未婚妻被

枪杀一案所引发的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佐（Robert Fico）下台和两名部长

的辞职都未能平息人们的愤怒和不满。在这两个国家，人们公开挑战政治行

为，并呼吁公共行为中的“民主”。她认为，斯洛伐克和捷克的政治危机具有

以下共同点：（1）政治腐败和相关的调查成为激起民众不满的重要导火索。（2）

提前选举似乎并不能解决目前的政治困境。（3）这两个国家政治危机的核心

都类似于 1989 年的危机。例如民众对库恰克的死亡感到愤怒，要求改变政

治，要求言论自由，终结腐败和不受惩罚，要求安保服务改革，并要求大众

和平抗议以使其声音被倾听的权利。这些要求在根本上就是民主的要求；而民

主不是一劳永逸的，民主是一种理想，它要求积极的公民和对公共事务的严格

审查。 B

安托瓦内塔·季米特洛夫（Antoaneta L. Dimitrova）分析了同样的问题，

不过其思考的方式有所不同。他认为，说中东欧出现了民主“倒退”容易误导

人，因为“倒退”暗含着在法治被破坏或制度变化之前民主已经建立起来，而

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并未完全建立起来。同时，他认为，在分析中东欧国家的

民主“倒退”时，应该扩大研究视野，将精英攫取后共产主义国家并且方便其

寻租纳入考虑范围，也应该理解公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由

精英在转型过程中塑造的，精英在政治图景中仍然保留着重要的影响。安托瓦

内塔·季米特洛夫还认为，民主“倒退”不仅仅是由非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者

所发动的坏的制度选择的阶段，相反，应该做系统的分析，将其理解为政府与

大选区之间的系统性的交互作用，前者与关键的经济利益相关联，执政数届，

后者则依赖于这些经济利益，这些系统性的交互作用导致出现了较少民主的治

A  Seán Hanley and Milada Anna Vachudova, “Understanding the Illiberal turn: Democratic 
Backsliding in the Czech Republic”, in East European Politics, vol.34, no.3, 2018.

B  Zuzana Hudáková, “Czech/o/Slovak Democracy: 30 Years in the Making”, in Eurozine, 
April 30, 2018.



195

理框架。最后，通过对政府俘获（state capture）的分析，安托瓦内塔·季米特

洛夫认为对政府及其资源的利用是民主“倒退”的核心机制。占主导地位的寻

租联盟的持续存在以不同的方式对中东欧的民主造成损害：第一，通过正式地

改变民主机制以巩固权力；第二，通过非正式地侵蚀人员配置规范和权力的民

主制衡原则；第三，通过侵蚀公民对民主的信任以及产生不同精英和不同政策

的能力。精英和大众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能已经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并逐渐

为公民所接受，这种交互作用造成了寻租和庇护，并使之成为可能。 A

丹尼尔·代亚努（Daniel Dǎianu）则从概念入手对民主进行了分析，并

进而回应当前中东欧所出现的政治现象。他指出，“自由主义”民主和“非自

由主义”民主的划分在概念和实际操作上都具有意义，但也引起困惑。因为

民主有自由主义的基因；自由主义在深层含义上体现了对一系列事实上的（de 

facto）和法律上的（de jure）价值的精神承诺和公民承诺。这些价值及相关的

政体在根本上是指权力在公民（人民）手中，决策通过制度化的制衡做出——

这被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和其他人称作抗衡

势力，它阻止权力被无限地积累。民主意味着诸权力的有效分离；它也意味着

尊重同胞公民，意味着宽容，以及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道德行为。由于对民

主的这种解释，自由主义是民主政党世界观的一个根本的和有机的基础；这个

基础存在于从右到左的民主光谱中，存在于政党政治的哲学和行为中。当保守

主义的政治哲学吸纳政治竞争的原则和民主政治体制时，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

也包含自由主义元素。进而，丹尼尔·代亚努指出，在工业化世界和民主社

会中，非自由主义的诱惑却正在上升。那么，这些诱惑只是我们所处的“特

殊时期”的暂时现象，还是有着更深的根源？通过对社会和经济趋势、新（而

非传统）威胁的紧迫性，以及失败的公共政策的考察，丹尼尔·代亚努认为，

在政策还可以被修正，公民和精英还没有丧失对民主价值的信心的范围内，

认为“自由主义民主”衰落的观点是错误的；同时，以下观点是对的，即民主

有其“自由主义内核”，它也可以被“非自由主义的”要素所驱动，而“非自

由主义”要素的大小也是可以变化的；但是，民主要想幸存，其自由主义内核

A  Antoaneta L. Dimitrova, “The Uncertain Road to Sustainable Democracy: Elite Coalitions, 
Citizen Protests and the Prospects of Democra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Ea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34, no. 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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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被保存。 A

在多数学者对中东欧出现的民主“倒退”表示担心时，罗兰·克拉克

（Roland Clark）则通过罗马尼亚的社会抗议运动看到了民主发展的迹象。2018

年 8 月 10 日，即周五，大约 12 万人聚集在布加勒斯特的胜利广场，要求执

政的社会民主党（PSD）下台，因为其解雇了一名高级检察官劳拉·科德茹

查·科维什（Laura Codruta�Kövesi），她一直在调查针对政治家的腐败指控。

罗兰·克拉克指出，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集会从 2016 年末以来就开始在布加勒

斯特出现，但是直到 2017 年 1 月新当选的社会民主党通过了一系列大赦特定

犯罪的法律之后，集会才激化并聚集到胜利广场。这些特赦法律的主要受益人

是社会民主党主席利维乌·德拉格内亚（Liviu Dragnea），他因欺诈和滥用职

权而被判缓刑；另一个是媒体大亨和亿万富翁丹·沃伊库勒斯库（Dan Voicu-

lescu），他因洗钱而被判入狱。另外，围绕着标签“rezist”而展开的网络动员

到 2017 年 2 月初所动员的全国人数超过了 50 万，他们在不同的城市上街抗议

滥用权力。罗兰·克拉克认为，街头抗议揭示了罗马尼亚社会的重要分歧，一

方是看重自由民主规范的人，另一方是当他们认为有利于国家最大利益时而

对“破坏规则”感到从容的人。尽管社会民主党现在遭到了社会抗议运动的

抨击，但是，社会民主党是以绝对多数赢得了 2016 年选举的。普遍的观点认

为，社会民主党的选民主要是退休的人、家庭主妇、失业者和受教育程度低的

人，但是社会学的选举分析则指出，社会民主党现在能够吸引很多受过高等教

育的选民的支持，这些选民主要是政府雇员或中产阶级下层的人员。罗兰·克

拉克特别提到，选民似乎很清楚主要的政治家们卷入了严重的腐败，但是他们

仍然选择投票给社会民主党，因为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由当时的总统特

莱扬·伯塞斯库（Traian Bǎsescu）监管的一系列自由主义政府运用紧缩政策，

削减了退休金和政府工资，而社会民主党则承诺增加工资。罗兰·克拉克认

为，罗马尼亚的社会抗议运动是典型的街头抗议，这些抗议者们未能持续地支

持任何领导人或政党，也没有具体的要求，除了要求政府在下台之前重建反腐

败法之外。不过，在没有机构支持的情况下，这些抗议有增无减地持续了 20

个月，这是令人吃惊的，同时也显示了抗议者对政府的愤怒。罗兰·克拉克认

A  Daniel Dǎianú, “Is Democracy Doomed to Lose its Liberal Core?” in Eurozine, August 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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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没有来自总统或反对党的重要反对者的情况下，街头抗议者成为唯一阻

止政府破坏这个国家自由民主的力量。 A

从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关于中东欧民主状况的讨论，主流观点遵从

的是西方主流的意识形态观念，但是民粹主义所揭示的民主新现象却反映了中

东欧复杂的历史、社会、政治和文化关系，值得深入研究。从具体政治生态来

看，中东欧社会的腐败问题在民粹主义运动和思潮兴起的背景下被凸显和放大

了，这些问题在转型话语中被掩盖，但是现在却被暴露出来。如果不解决好

腐败问题，不论是民主问题还是民生问题，都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与此

同时，左翼政党也并不如同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可以改善中东欧现有的政治生

态。罗马尼亚的社会民主党自 2016 年赢得选举以来已经受到了大规模社会抗

议运动的反对，而捷摩共（KSčM）则成为 ANO2011 的议会外支持力量，尽

管 ANO2011 的领导人巴比什深陷腐败和利益冲突的丑闻。 B

三、左翼激进主义：边缘化抑或复兴？

拉鲁卡·阿巴塞卡（Raluca Abǎseacǎ）和格雷格·皮奥特罗夫斯基（Grze-

gorz Piotrowski）对中东欧激进左翼的现状进行了概述。他们指出，苏东剧变

以来的中东欧普遍对左翼持敌视态度，但是近年来的右翼和民粹主义的兴起却

为研究中东欧地区的左翼提供了新的背景。从左翼本身来看，中东欧地区的左

翼批判尽量避免意识形态化，而是凸显其实用主义的、具体的和渐进的行动主

张。事实上，左翼行动竭力使世界明白，他们并不旨在夺权，而是旨在改变社

会关系，改变人们的情感方式和人际关系，旨在建构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而这

个不一样的世界是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左翼运动与国

家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努力与旧体制保持距离。通过对塞尔维亚、捷克和罗马

尼亚激进左翼的考察，拉鲁卡·阿巴塞卡和格雷格·皮奥特罗夫斯基认为以下

这点值得重视：如果说激进左翼的理念和实践，以及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

自由民主的重要挑战被限制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的历史垃圾箱里，那么在世

纪之交开始发生变化。在过去几年，学术界对左翼激进主义的兴趣日增。对

A  Roland Clark, “Marching for Liberal Democracy: The Phenomenon of Street Protests in 
Romania”, in Eurozine, August 29, 2018.

B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m/201806/201806027604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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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的不满体现在世纪之交全球正义运动的动员和反紧缩的抗议中，从

2010 年开始，关于劳动权利、再分配和社会福利的议题日益引起关注。在中

东欧，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新的争论、组织和运动形式区别于共产主义之后的市

民社会组织，这些市民社会组织发展了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态度。草根运

动的出现和中东欧激进主义者向地方层面的转向既是挑战后共产主义社会新自

由主义化的努力，也是重新思考这一地区集体行动的可能性的努力。 A

拉鲁卡·阿巴塞卡具体分析了罗马尼亚的议会外激进左翼。他认为，在

罗马尼亚，以社会和经济权力为框架的议题比以反腐败为框架的议题机会小。

与社会—经济的诉求相比，围绕着腐败议题进行的动员社会“反响”更大，并

且向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转型的方向被看作更加具有合法性，在公共领域中的

接受度也更高。拉鲁卡·阿巴塞卡指出，后共产主义的罗马尼亚花了几乎 10

年时间才接受新自由主义政策，而不是追随波兰激发的休克疗法，甚至也没有

追随渐进主义的匈牙利改革。2000 年，阿德里安·讷斯塔塞（Adrian Nǎstase）

的社会民主政府在向市场经济过渡和通过将公共资源用作私人用途而催生地方

企业家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后者则使得人们不信任政府机构并且将其

看作是腐败的。大衰退加剧了政府从社会保护中撤出，这对罗马尼亚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导致失业率的爆发和预算赤字。除了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被削

减 25％，公共养老金被削减 15％之外，政府将社会保障支出从 2.9％压缩至

2％。2010 年，议会通过一项新的劳动法，规定通过执行定期合同使工作更具

有灵活性。时任总统特莱扬·伯塞斯库经常将反腐斗争和削减公共开支，即削

减公共领域及公务员的开支的必要性联系起来，因为公务员被视为腐败的重要

来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后共产主义的议会外的激进左翼规模是很小的，他们

自己也并不倾向于与政治家进行对话，而是倾向于阶级分析或以冲突为基础的

辩论。反腐败斗争的动员情况则大不相同。2015 年和 2017 年的反腐败动员成

功获得了社会效应、群众基础和广泛的知名度。腐败问题是罗马尼亚公民社会

的一个核心主题，这个问题被反腐败动员抓住了。并且，激进左翼强调西方自

由民主的局限，而 2017 年的反腐败激进分子则强调对公民权利的诉求。例如，

公共机构的透明性、分权和进入公共领域的权利，这些诉求为他们的动员和社

A  Raluca Abǎseac�& Grzegorz Piotrowski, “Introduction: Radical Lef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onstraints and Opportunities”, in East European Politics, published online Jan 
1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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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效应都提供了机遇。不仅如此，在 2017 年的反腐败抗议中，对公民权利的

诉求和对经济的不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支持社会民主党政府和“高工资与高

退休金”的退休人员在总统府前集合，其形象和反腐败的年轻人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也制造了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议题之间的空间划分。 A

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自 1989 年以来中东欧激进左翼一直被边缘化，

但是，随着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左翼开始受到理论界的重视和关注，左翼所

持有的新自由主义批判主张也随着新自由主义弊端的日益凸显而变得不再那么

与现实相左。不过，从社会动员的影响力来看，激进左翼的社会动员仍然具有

很大局限性，其号召力远不及反腐败动员的号召力大。反腐败已经成为目前中

东欧社会动员的主要议题之一，激进左翼如何将其左翼理念与反腐败议题相结

合，这可能才是中东欧左翼在未来进行社会动员和理论建构的重要方向。

四、新自由主义批判

新自由主义批判的议题在民粹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并不突出，但是仍然有

学者关注着这一问题。

瓦尔德玛尔·库里戈夫斯基（Waldemar Kuligowski）通过分析 1989 年以

来波兰的文化杂志而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的霸权。他指出，1989 年之后文化杂

志是繁荣波兰知识生活的核心，并且具有空前绝后的发行量。然而，新自由主

义破坏了这些杂志的流行和财务生存能力。对公共补贴的依赖使这些杂志日益

衰弱。瓦尔德玛尔·库里戈夫斯基列举了一个令人深思的例子，2018 年 3 月，

《时尚》（Vogue）杂志波兰版第一期发布，巧合的是，已经存在了六十年的杂

志《波罗西亚》（Borussia）则出版了其最后一期。这个杂志是 1991 年之后由

波兰东北部马祖里亚（Masuria）地区的“波罗西亚”文化社区协会（“Borussia” 

Cultural Community Association）出版的。瓦尔德玛尔·库里戈夫斯基认为，

《时尚》取代《波罗西亚》就是全球市场取代地方性和草根性，这暴露出了中

欧对西欧核心的归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其依赖的相对不可见，即“依赖民意”

（dependence doxa），而对“依赖民意”的理解应该扩大到地缘政治叙事、新帝

A  Raluca Abséacǎ, “Between Continuities and Social Change: Extra-Parliamentary Radical 
Left in Post-Communist Romania”, in East European Politics, vol.34, no.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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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和资本的分配。在瓦尔德玛尔·库里戈夫斯基看来，1989 年以来的波

兰文化杂志的历史也可以被视为当代波兰的政治史和社会史。文化杂志提供了

讨论的平台，介绍了之前被排除在公共讨论之外的话题；文化杂志为哲学或艺

术的新思考提供了素材，并在这个意义上扮演了教育的角色。但是，自由市场

却通过容易获取的新技术，例如，电脑和视频的出现破坏了书写文字的权威。

1989 年以来，波兰人对自由市场充满了盲信，这是因为“依赖民意”不仅接

管了实践而且接管了人们的思想。尽管距离 1989 年已经超过了 25 年，但是市

场似乎还是优先的预定的模式，这体现在意识形态中，植根于以情感结构为特

征的转型。A

瓦尔德玛尔·库里戈夫斯基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复杂的情境，一方

面是新自由主义导致的负面结果，另一方面却是对新自由主义的进一步顺从。

导致这种复杂情境和心理的最关键原因是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这也从一定

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右翼民粹主义和非自由主义思潮正在中东欧（甚至全球）

兴起。

2018 年中东欧左翼及主流的社会思潮为我们展现了中东欧正在经历的问

题，尽管并没有为我们提供答案，但是问题本身也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在寻找

答案的过程中，我们将更好地理解中东欧政治和文化，也将更好地理解全球政

治及其前景。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A  Waldemar Kuligowski, “A Destabilized Community: Polish Cultural Journal Since 1989”, 
in Eurozine, July 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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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阳

20 世纪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曾经遍布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

各个领域，“大冢史学”、“望月史学”、“宇野经济学”、“市民社会派”、“现代

理论学派”等各家学派林立，精彩纷呈。但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 2010 年以后，

不仅研究马克思哲学和思想的中青年学者十分少见，甚至曾经从事马克思哲学

研究的老一辈学者也纷纷转向。例如，日本新左派代表人物内田弘已经转到对

《资本论》定理和结构的分析；以研究马克思联合思想闻名的田畑稔在 2005 年

以后再未出新作，文章也以书评或介绍为主；而当下最受中国关注的柄谷行人

虽然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但是他在日本的地位相当于公共知识分

子，并不被主流学界接受。总之，日本的马克思研究呈现向经济学领域一边倒

的态势并且愈演愈烈。

2018 年似乎出现了转机。首先，本年度最令日本马克思学界振奋的事件

是，从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斋藤幸平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具权

威的国际奖项——多伊彻纪念奖。作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位日本人以及史上最

年轻的获奖人，斋藤幸平的获奖不仅证明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国际水平，

也给“唯经济学”的研究局面打开了缺口。其次，百木漠发表了日本第一部专

门研究阿伦特和马克思哲学思想联系的学术著作。最后，马库斯·加布里尔的

新实在论在日本思想界掀起空前的研究热潮，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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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加入对哲学问题和现代性批评的讨论当中。2018 年日本马克思主义研

究学界对哲学思想的关注度高于往年。

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经济学领域，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暨

MEGA2 第 11 卷刊行 10 周年，大谷祯之介出版专著，通过梳理《资本论》第

2、3 卷的遗稿分析马克思的思想轨迹。在雷曼事件爆发 10 周年之际，青年学

者江原庆发表著作分析资本主义市场与经济危机的关系。另外，作为早年作品

《马克思经济学》（第 2 版）的附属读本，大西广的新作《用唯物史观解读国际

事件》，同时介绍自己近年来关于《资本论》数量化的研究成果。

本报告共有六个部分。其中，第一至三部分介绍马克思经济学领域的代

表性成果；第四至六部分介绍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事件和研

究。从整体上看，2018 年，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界，经济学研究与哲学研究大

致上平分秋色。不过，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

相继退休，这些学科的毕业生大多只能去经济学科谋取教职的情况下，马克思

的哲学思想面临着在大学无人可教、无人能学的窘境。由此看来，日本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复苏仍然任重而道远。

一、《资本论》手稿的修改轨迹和理论进展

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暨 MEGA2 第 11 卷刊行 10 周年，大谷祯之

介教授发表专著《从资本论手稿读马克思的苦斗：〈资本论〉第 2 卷第Ⅷ稿全

文及相关资料收录》A。大谷教授在前言里首先提到马克思的两封信。1867年 4

月，马克思写完《资本论》第 1 卷后在致齐格弗里特·迈尔的信中说：“我一

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

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B。1882 年，完成《资

本论》最后的手稿后搁笔半年的马克思给女儿燕妮的信中说：“我对迈斯纳关

于需要出《资本论》第一卷新版即第三版的通知颇为不满。本来我想一俟我重

新觉得自己有了精力，就以全部时间专门从事第2卷的收尾工作”C。为了完成

A  大谷禎之介：「資本論草稿にマルクスの苦闘を読む ：『資本論』第 2 部第 8 稿全文と

その関連資料を収録」、奈良：桜井書店、2018 年。

B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44 页。

C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2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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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 2 卷而殚精竭虑的马克思跃然纸上。大谷教授把这本关于编集、

研究《资本论》手稿的著作命名为“马克思的苦斗”，从研究者的角度详细介

绍了马克思为了《资本论》第 2 卷而苦斗的轨迹。

该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四个章节，主要讨论《资本论》对于

马克思意味着什么。第一章“马克思的遗稿是被诅咒之环吗”，介绍了《资本论》

手稿从最初的反复修改、到马克思死后的颠沛流离、最后 MEGA 编委会辗转

成立的波折命运。第二章“为变革‘现代社会’的‘资本的一般性分析’”，分

析了《资本论》的对象是“现代社会”，《资本论》的特征是对“资本的一般性

分析”，并且该特征不同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对象“资本一般”。第三

章“《资本论》与联合”提出四个命题，分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孕育着联合、

资本自身在生成否定自己的形态中成长、资本的矛盾推动联合的诞生、形成联

合的是劳动着的个人的实践行动。第四章“MEGA 编辑、刊行的现状和展望”

介绍了 MEGA 是什么，以及完结的第 2 部门和待完结的第 1、3、4 部门的情况。

第二部分也包括四个章节，主题是以《资本论》第 2、3 部手稿为对象介

绍《资本论》的创作史，即马克思是如何为《资本论》“苦斗”的。第五章“读《资

本论》第 2 卷第Ⅷ稿”，是 MEGA2 第 11 卷收录的《资本论》第 2 卷第Ⅷ稿及

附属资料的日译本。第六章是作者关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2 卷、第 3 部

手稿执笔期间”的考证和研究。第七章“为完成《资本论》第 2 卷的苦斗轨迹”

是作者根据 MEGA2 第 11 卷收录的《资本论》第 2 卷的各个草稿，分析马克

思是如何艰难奋斗的，又是如何推进对资本的研究的。该章是本书的核心，笔

者会在后面具体介绍。第八章分析的是《资本论》第Ⅱ稿第 3 章的标题“流通

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实体的诸条件”有什么含义，是第七章的补论。

第三部分收录了作者多年以来，沿着马克思的苦斗轨迹，在研究《资本

论》手稿之余的其他主要思想成果。其中包括对马克思的价值形式论、货币生

成论等研究以及若干书评。

接下来是对本书核心内容的介绍：

2008 年 3 月，作者负责的 MEGA2 第 11 卷出版了。该卷收录了 1868 年

以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 2 卷的各版草稿和残篇。作者认为，恩格斯修订

稿与马克思手稿的最大不同是，前者没有显示出马克思为《资本论》第 2 卷苦

斗的思想轨迹。

恩格斯修订稿的编辑方针是，“尽可能把我的工作限制在单纯选择各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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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方面。因此，我总是把最后的文稿作为根据，并参考了以前的文稿（中略），

我总是设法完全根据作者的精神去解决这些困难”A。在这样的方针下，恩格斯

修订稿的第一篇采自第Ⅳ—Ⅷ稿并打乱了顺序，第二篇首先采自第Ⅳ稿，然后

采自第Ⅷ稿，第三篇以第Ⅷ稿为主，中间穿插第Ⅱ稿。恩格斯的编排使分辨各

草稿的理论到达度十分困难，尤其是第Ⅷ稿和第Ⅱ稿交叉使用的第三篇。另

外，在仅采用第Ⅷ稿就足够的第 21 章“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中，恩格斯添加

了许多自己的见解，以致很难看出马克思的思路。恩格斯还把马克思的“第Ⅱ

部类的积累”分成“第Ⅱ部类的积累”、“用公式来说明积累”、“补充说明”三

节，抹煞了马克思解决积累和扩大再生产问题的思考步骤，更没有理解马克思

的苦心。

手稿的第Ⅱ稿内容最丰富，占据第 11 卷大半部分。马克思计划把第Ⅱ稿

分为三章，对第Ⅰ稿进行完全的重写。在大谷看来，第Ⅱ稿相较于第Ⅰ稿的理

论进步有以下几点：

（1）资本循环论和资本周转论的进步。第Ⅰ稿分析了资本的四种循环：a

货币资本的循环；b 包括生产资本诸要素的被买入的商品的循环；c 生产资本的

循环和 d 商品资本的循环。马克思随后认为在 b 循环中，商品中的资本也可以

称为“商品资本”，因此 b、d 都属于商品资本的循环。马克思还发现，“商品

资本”的用语只适用于表达转化为货币的商品形式中的资本，因此 b 循环应被

收进 c 循环。因此，第Ⅱ稿变成了货币资本的循环、生产资本的循环和商品资

本的循环三种形式。由此可见，马克思在第Ⅱ稿意识到把资本的运动理解成资

本不断变化的循环的重要性。第Ⅱ稿还明确意识到资本的循环运动和劳动力的

变化运动的区别以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

（2）折旧资金挪用到积累资金的可能性问题的解决。有一个困扰马克思

多年的问题：可以把固定资本的折旧资金挪用到积累资金用于扩大生产吗？这

个问题在第Ⅱ稿得到了解决：a 只要单个的资本家有权对固定资本的性质或事

业经营的种类进行部分的更新，就可以把折旧资金投入扩大生产；b 这种扩大

的生产从整体看是扩大规模的再生产，从个别资本来看则是不必经过剩余资本

向资本的转化过程，通过缩短周转时间增加价值的增值；c 即便折旧部分以这

种方法扩大了生产，但折旧资金也不能成为积累资金。

A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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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本与资本、资本与收入、收入与收入的交换想法的放弃。第Ⅰ稿

第 3 章开篇的两个条目分别是“资本和资本的交换、资本和收入的交换和不变

资本的再生产”与“收入和资本、收入和收入、资本和资本（它们之间的交换）”。

这表明，马克思认为社会总体再生产过程的运动的核心在于资本、收入相互间

的交换。这种观点模糊了资本的循环和商品间“实体的素材转换”的区别，在

这个意义上，还没有完全克服古典经济学的“无区别的混同”弊病。而到了第

Ⅱ稿第 3 章，关于“交换”的分析几乎没有了。

（4）再生产图式的登场。第Ⅱ稿分析社会总体再生产过程时，马克思第

一次使用了再生产图式。

（5）关于第 3 章课题的新观点。根据资料推测，第Ⅰ稿第 3 章是要在第 1、

2 章考察“流通和再生产”的形式的基础上，论述“流通和再生产”的“实体

的诸条件”。第Ⅱ稿第 3 章则讨论了第Ⅰ稿第 3 章中还没有明确意识到的内容：

a 资本的循环过程：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b 资本家收入

的变形：商品资本中表示剩余价值的部分→货币→资本家的个人消费手段；c

劳动者的劳动力变形：劳动力→货币→必要生活手段。本章的课题即是以商品

资本的循环为基础，全面考察以上三种循环或变形相互之间是如何发生关系，

进而形成社会总体再生产过程的。

作者接下来指出，《资本论》第 2 卷的第Ⅴ、Ⅶ稿主要体现了马克思与资

本循环论的“格斗”，从中分析出马克思获得的战果主要是以下两点：

（1）货币资本的货币功能与资本功能的明确区别。马克思在第Ⅴ—Ⅵ稿

中试图明确资本循环过程和一般商品流通的区别和联系，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

货币资本的货币功能和资本功能的区别和联系。而到了第 7 稿时马克思说：货

币能买卖劳动力，买者是生产手段的持有者——资本家，卖者是只有劳动力的

劳动者；买者和卖者的阶级关系的“定在”使得单纯的货币功能转换成资本功

能。由此可见，马克思只关注个别资本独立的循环运动本身，而不再关心货币

和资本的位置变换形式。在这里，马克思在根本上脱离了古典经济学的中立货

币观。

（2）商品资本循环独立性的明确化。在第Ⅱ稿中，商品资本的循环只是

作为资本循环三形态中的一种，还没有获得完全的独立性。而第Ⅴ稿中马克思

更正了这个错误，他指出，商品资本的循环是魁奈《经济表》的基础，魁奈没

有选择生产资本的循环是伟大的、正确的。商品资本的循环的独立性在于，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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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品资本的循环的情况下，商品才作为生产资本的前提出现。

最后，第Ⅷ稿第 3 章相较于第Ⅱ稿第 3 章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

方面：

（1）对斯密教条的最终总结。斯密认为社会总产品的价值仅分为工资、

利润、地租，这三种收入决定商品的价值。在第Ⅷ稿里，马克思把这一理论称

为“斯密教条”，批评斯密混淆了产品的总价值与产品中所包含的新创造的价

值，忽略了不变资本的价值。“斯密教条”标志着马克思对斯密批判的最终完成。

（2）社会生产的两个部类的叫法变更。在第Ⅰ、Ⅱ稿中，马克思把消费

手段生产部门称为第Ⅰ部类，把生产手段生产部门称为第Ⅱ部类；而在第Ⅷ

稿，则把生产手段生产部门称为第Ⅰ部类，把消费手段生产部门称为第Ⅱ部

类。关于颠倒称呼方式的原因，学者有很多不同的见解。

（3）放弃二重叙述方法与货币运动的全面引入。第Ⅷ稿第 3 章中，马克

思放弃了分析社会总体再生产过程时使用的“舍去货币流通的叙述”和“伴随

作为中介的货币流通的叙述”的双重叙述方法，从一开始就引入货币运动观察

再生产过程的进行。

二、资本主义市场与经济危机

2018 年是雷曼事件即美国金融危机爆发 10 周年，宇野派经济学的青年学

者江原庆发表专著《资本主义市场与恐慌理论》A，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

重新梳理了资本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恐慌（经济危机）的关系。作者指出，设

想中的市场经济是一种需求和供给的均衡，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受到特殊的

历史条件、制度条件的影响，往往表现为供需的不均衡，为此，有必要重新审

视资本主义系统的稳定性，反过来说，资本主义市场在何种状况下不稳定，是

值得探究的。资本主义市场作为资本主义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系统缺陷

就是涵盖资本主义经济整体的危机，即恐慌问题。恐慌是资本主义历史变化中

最主要的现象之一，其变化是牵涉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的理论问题，对资本主义

市场的解读理应包含恐慌论。基于上述理由，作者把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

部分从生产价格论、市场价格论的重构、资本主义市场的无规律性三个方面入

A  江原慶：『資本主義的市場と恐慌の理論』、東京：日本経済評論社、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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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有意识地与供给均衡论保持距离，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的独特结构阐明

资本主义体制的构成机制；第二部分从恐慌的基础和商业资本两个角度出发，

把资本主义市场的变动理解为原理层面的恐慌论，以此达到总览资本主义市场

整体面貌的目的。

下面具体介绍两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资本主义市场的结构。宇野弘藏的分配论指出，产业资本家为

了获取更大利润，就会在不同产业之间进行资本流动，但是，当确定的生产过

程和不确定的流通过程之间的反差成为确定以后，个别资本在不断扩大的相互

竞争中如何解决流通过程的不确定性就成为问题。市场不断变化，个别资本一

边受到这种不确定性的制约，一边不断扩大与其他资本的交易，这构成了宇野

经济学中原理论发展的土壤。但另一方面，人们一直重视流通过程的不确定性

与生产过程的确定性的区别研究，乃至出现二者被割裂开的研究倾向。市场机

制论的研究成为热门，但是市场机制中的流通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关系却被忽略

了。因此，作者从流通过程的不确定性概念入手，将其与由固定资本规定的生

产过程中的不均质性合并来理解。换言之，只有同时意识到流通过程的不确定

性和生产过程中的不均质性，资本主义市场的结构才能够显现。

作者认为，显现出来的资本主义市场结构在理论上不应被还原为市场机

制论，正如地租论不只是农业领域的问题，而应被理解为讨论生产过程中处理

生产条件差异的又一个理论领域，地租对资本主义市场产生的影响有必要加以

特殊的解释。在地租论中，生产条件的重要特征不在于再生产，而在于能够限

制地租的所有权的设定，因此，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劳动者的第三阶级——地

主，作为不能再生产的生产条件的所有者成为考察的对象。如果说资本主义市

场是个别资本间展开竞争的场所，那么包括地租论的资本主义市场理论，则应

该涉及资本家和地主的关系；此外，即便是不能再生产的生产条件，事实上也

受资本的控制。因此，考察生产条件的优劣对于地租论也同样适用，并且是分

析地主的行为及影响的基础。更进一步说，以往的地租论仅限于解析其静态的

结构，而没有追问地租与资本主义市场的关系，地租论有必要和资本积累的发

展放在一起来研究。

作者还指出，市场价值的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运行的过程中被重

新规定了，只有限制价值的价格时才有意义。并且，如果市场价值论就是对供

需均衡论的市场的理解，那是不能充分体现出市场价值论的重要性的。如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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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理论就是供需均衡论，在市场中是不会正确把握资本主义的固有性格的，换

言之，会抹杀理解资本主义特有市场的运行方式的视角。那么，站在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立场上分析市场理论，应该如何看待供给均衡论呢？作者提供的思路

是，从利润论的角度，在固有的资本主义市场中规定制约市场价格的价值形

式。就是说，首先，理解同时运转多个生产条件的社会再生产，把握市场的

“价值”等特性；其次，立足于资本主义市场中不同部门间的竞争方式，把投

资类型大致分成两种：需求差异追求和特别利润追求；最后，明确对两种投资

行动下的市场价格的限制方式，重新规定市场价值概念。

第二部分：资本主义市场与恐慌。在资本主义市场，伴随个别产业资本不

断投资，不仅部门之间的资本分配和社会性生产的组织形式发生变化，整体的

资本规模也在扩大。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言，这种扩张状态本身作为一种

有意义的变化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整体伴随着积累，在

某个时点就会发生不可避免的生产规模的急剧收缩，恐慌论就此形成，并成为

关于积累过程中的重要理论域。作者认为，把恐慌论扩充进资本主义市场原理

的分析丰富了市场恐慌理论，该种观点不仅与宇野派的恐慌论不同，也有别于

被公认为重视市场要素的商品过程论等视角。

《资本论》中关于恐慌的论述很分散。第 1 卷第 3 章提及了买卖分离引起

恐慌的可能性，第 1 卷第 23 章提及了积累过程和过剩人口的动态情况，第 2

卷第 21 章提及了扩大再生产的均衡条件及其背离，第 3 卷第 15 章提及了资本

相对于劳动人口的过剩，等等。但是这些论述之间并没有明确的联系，也很难

由此系统地析出资本主义经济中固有的恐慌概念。此后的马克思主义恐慌论研

究一直致力于恐慌成因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并形成了商品过剩说和资本过剩说

两大潮流。商品过剩说认为恐慌的原因是，市场上商品的供给相对于需求来说

过剩，进而导致利润率下降；资本过剩说则认为商品的供给过剩不过是资本过

剩积累的表现，与恐慌相关的利润率下降先于商品过剩发生。

战后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恐慌论不应该只讨论恐慌的成

因，也应该包括与资本主义历史性的关系。宇野弘藏的《恐慌论》则是代表性

作品。《恐慌论》指出，景气、恐慌、萧条三者交替进行，这种循环过程的分

析成为恐慌理论的一部分，恐慌处于循环状态下，所以无法从理论上证明恐慌

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崩溃。《恐慌论》还把恐慌论和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发展

的阶段论连接起来，例如，把 19 世纪处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阶段的英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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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 10 年周期爆发一次的经济危机称为“典型的恐慌现象”，而 19 世纪后期

以后，经济危机越来越突然和全面，则意味着资本主义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

阶段过渡。这样，恐慌论成为与积累论一样能够体现资本主义历史性变化的理

论域。

作者赞同分析恐慌论时介入历史性视角，但他同时指出，《恐慌论》在解

释资本主义历史性变化时，是将恐慌与景气、萧条并列在一起的，但是，恐慌

的变化才是经济循环中的核心和基础，恐慌是考察经济循环过程时最重要的指

标。作者还认为，比起恐慌现象的“周期性”、“全面性”、“爆发性”等特点，

逻辑先行的从景气初期到景气末期的变化才是恐慌论的首要研究对象。宇野弘

藏以后的宇野经济学认为恐慌的根本原因是相对于劳动人口的资本过剩，而资

本过剩的顶点是工资高涨，换言之，工资高涨是恐慌的深层原因。在作者看

来，工资高涨是经济景气期进入尾声的明确的转折点。而引起工资高涨的原因

是价格评价的困难和产业预备军的枯竭，换言之，价格评价困难和产业预备军

枯竭才是恐慌的根本原因。此外，宇野的恐慌论一方面认为资本过剩是恐慌的

根本原因，一方面又提出信用机构的动向也对恐慌产生重要影响。作者也认同

这种观点。他指出，伴随资本主义信用机构的作用从资金媒介向信用创造转

换，商品价值的实现场所即市场作为信用制造的基地，对恐慌的影响力提升

了，而要从理论上把握信用制造的功能，则必须明确信用货币的理论定位。

三、唯物史观的实际运用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西广近年来从京都大学调入庆应大学经济学

系，授课内容是其早前出版的教材《马克思经济学》（第 2 版）。2018 年 4 月，

大西广发表著作《长期法则和马克思主义——右翼、左翼、马克思》A，该书

由作者在庆应大学的讲课资料以及近期的大会报告组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立场，相当于《马克思经济学》（第 2 版）的副读本。该书还涉及了安倍经济

学、特朗普政权上台、中国崛起、英国脱欧等国际重要事件，从唯物史观角度

分析它们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作者指出，推动历史的原动力是生产力，上

A  大西広：『長期法則とマルクス主義——右翼、左翼、マルクス主義』、東京：花伝社、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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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建筑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进而会出现政治上的对立乃至霸权

之争……这样的历史观即是唯物史观，它是一种长期法则，我们判断和评价左

翼、右翼乃至马克思主义都应该在这种长期法则的唯物史观的视角下进行。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 1 部分的题目是“作为长期法则的自由主义和马

克思主义”，该部分由 3 个章节和书评组成。第 1 章“以国家主义为敌，以无

政府为理想”在分析西方左翼运动后指出，当下的左翼都在向国家主义倾斜，

而马克思主义最初的立场本是“国家的扬弃”，是“无政府主义”的；“二战”

以前的左翼反对国家主义和统治者，而现在的左翼则反对自由主义和全球化，

站在了国家主义的立场上。第 2 章“何谓对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马克

思主义批判？”认为，在重视供给侧这一点上，马克思派和新古典经济学派相

近，与重视需求侧的凯恩斯派有很大区别。凯恩斯派不考虑榨取和生产关系问

题，马克思主义则相反。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提出的废除政

府干预、小政府论等思路与马克思派接近。表面上看，安倍政权是新自由主义

立场，但实际上却是国家主义，安倍经济学与凯恩斯派一脉相承。第 3 章的标

题是“民主改革论的‘失败’和马克思派的经济政策论”。马克思主义派有一

个经济政策叫民主限制论。就是说，一切实质都是关于生产的决定权，生产手

段的个人所有即是指国民获得生产的决定权。这意味着形式上的私人所有，内

核却是国家或工人掌握着决定权，例如国家、工人介入价格、工资、投资、雇

用等。另外，社会民主主义更关心分配问题，因此总是表现为“大政府”立场。

这样会导致掌权者干预应该分配给每个公共事业多少资源。自由主义经济学反

对这种干预，在这方面与马克思派是一致的。

第 2 部分的标题是“右翼、左翼、马克思主义”，包括第 4、5 两个章节。

第 4 章“您是右翼还是左翼？”的主要观点是：通常情况下，主张全球范围内放

松干预的是右翼，相对的国有论者、干预论者是左翼；但作者认为应该给左翼

和右翼下一个新的定义，即站在社会弱者一方的是左翼，站在强者一方的是右

翼。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派是左翼，但是右翼和左翼都有其历史意义，对它们

从外部客观地观察和分析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第 5 章“执政党的‘马

克思主义’和在野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经济学是“执

政党的马克思经济学”，主要沿袭着国家主义的政治体制；日本和欧美的马克思

经济学其实是“在野党的马克思经济学”，以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为主流。

也就是说，每个国家里主流的马克思经济学和国家制度相呼应。但是，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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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不应是由历史解释的对象，它本是一种超越时代制约的历史理论。

第 3 部分的标题是“中美霸权更迭和全球化”，由 3 个章节和补论构成。

第 6 章的题目是“特朗普上台所意味的中美霸权更迭”。文章认为，当下的国

际纷争、国际摩擦归根结底都是由“不均等发展”引起的，美国的特朗普现象

正是“不均等发展”的体现。对于制造业衰落的美国来说，自由贸易不利于美

国，因此美国国民选择了保护贸易的特朗普。推进自由贸易的一方从前是美

国，现在则变成了中国。下一个霸权国家是中国，但一定会比美国的霸权统治

要好得多，因为这种更迭犹如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一样，是历史的进步。第

7 章讨论的是英国脱欧时的国民投票问题。作者的关注点是，在脱欧或留欧问

题上，有多少国民是在非常迷惑的状态下投票的，投票和年龄、阶级和学历是

否有关。通过数据的分类对比研究，作者认为脱欧派多是坚决投票的，而留欧

派则是怀着“次善的选择”的心情犹豫着投票的。作者以此反思代议民主制多

数者投票悖论的问题。第 8章分析了 2014年下半年香港的学生运动，文章认为，

这场运动实质上是财团和普通市民间的阶级斗争，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香港的经济地位在下降，内地向香港的人口流入导致物价上涨、贫富差距拉大，

等等，都是运动的潜在原因。最后，补论“论马克思学者的和平论和中日关系”

是作者的一篇演讲稿，讲稿提到，日本国内的右翼舆论对中国的感情比较抗拒，

原因在于中国近年来飞速的经济发展。在作者看来，日本对中国不应该对抗，

而应该“利用”，世界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东方既是事实，也对日本有利。

第 4 部分的标题是“以新古典经济学派为基础的马克思经济学”，由两个

章节构成，都以马克思经济学的最优增长论为主题，这也是作者近年来研究

《资本论》数量化的最新成果。作者指出，最优经济增长论的出现最初是为了

推导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

为，在逻辑结构上，它与现代经济学的诸多概念也存在接续的可行性。另外，

近年来出现了否定“价值”与“价格”二重体系、提倡单一体系的新解释派，

在作者看来，这种思路虽然可以解释一些现实经济现象，但在理论上却站不住

脚，因此，需要在最优经济增长论的视域下对价值与价格的区别进一步探讨。

作者指出，劳动价值论的创始者亚当·斯密不懂得极限理论，把劳动理解成

“辛苦和麻烦”即“非效用”，认为劳动投入量才是事物的真正价格即价值；但

是，劳动价值论的实质应该是在“辛苦”和“效用”之间寻求最优化行动，增

加 1 单位劳动后获得的辛苦与效用的平衡即是劳动量，投入生产的劳动量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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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价值的标准。但在现实层面，价格的制定却不取决于投入的劳动量，而在

于货币资本家对分配的抑制。根据《资本论》第 3 卷的生产价格论和级差地租

模型来计算，价格与“价值”也是相背离的。总之，马克思衡量商品有三种标

准：价值、生产价格与价格，而价格又分为纯粹的市场价格和现实的垄断价格

体系。最优经济增长模型既包括对劳动投入的最优分配进行顶层整体规划的模

型，也包括分权的市场模型。

四、多伊彻纪念奖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大阪市立大学副教授斋藤幸平的英文著作《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资本

主义、自然与未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A 获得了 2018 年多伊彻纪念奖（Deut-

scher Memorial Prize），该奖项创立于 1969 年，是为了纪念波兰社会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伊萨克·多伊彻和他的妻子塔马拉·多莱彻设立的，每年

颁发给“最佳的和最有创新性的马克思主义论述著作”，是目前国际上马克思

主义领域最具权威的奖项。斋藤幸平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日本人，同时也是

该奖项设立以来最年轻（31 岁）的获奖者。

该书认为，生态问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旁枝末节，它是马克思终其一

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系统性的重要议题。作为 MEGA 第 4 部门编辑的参

与者，作者深入研究了马克思晚年讨论自然科学的摘要笔记，同时还借鉴了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

等学者的著作，认为马克思实际上看到了嵌入资本主义的环境危机。斋藤说，

如果忽视生态维度，就不可能全面理解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后资本主

义时代的构图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批判与生态危机批判融合的基础上，而马克

思的生态学研究是不可或缺的理论参照系。

由于该书的日文版尚未出版，所以无法详细介绍书的内容。但我们可以

通过国际上知名学者对该书的评价一窥其价值和内涵。

迈克尔·哈特认为，在今天，人们益发清醒地意识到，要对抗气候变动

和全球性环境危机，就必须以资本批判作为中心课题。在这当中，许多研究者

A  Kohei Saito. 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ism,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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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活动家针对环境问题都采用了马克思主义。这本精彩的书反映了斋藤幸平为

生态资本主义批判课题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因为它呈现了马克思本人把政治经

济学批判与系统性的生态学的理论结合。

凯文·B. 安德森认为，斋藤的书在今天至关重要，因为我们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生态灾难。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理论框架，这些危机是不可能得到充分

解决的。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向我们表明，马克思给了我们比我们曾经认为

的更多的东西，我们现在可以更接近完成马克思的批判，并建立一个可持续的

生态文明世界。斋藤的书的特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了解，特别是关于

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的争论。斋藤为这场辩论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新来源：马克

思即将出版的生态学笔记本。这促成了对马克思的一种新的解释，考虑到当代

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生态危机，这种解释是及时的。

迈克尔·海因里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已经有关于生态方面的重要研究，

但斋藤幸平是第一个深入马克思的笔记本，讨论马克思的研究过程的人。斋藤

不仅对马克思的著作有很好的了解，而且他还熟悉马克思的资料来源。他提供

了一段激动人心的旅程，展示了生态问题与马克思未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项目有多么紧密的联系。

鲍勃·杰索普：在这种文献学上的复杂、取证上的无情和理论上的微妙分

析中，斋藤幸平巧妙而有说服力地追溯了马克思批判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的连

续性，以及他与昔日的哲学意识的决裂，他转变了关于技术进步的乌托邦式观

点，并日益认识到资本积累的生态局限。斋藤展示了马克思对把自然的转变和

社会实践联系起来的统一历史科学的持久承诺，他创造性地借鉴了马克思的摘

录、个人笔记、书信、手稿和出版的作品，展现了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的相互作

用的跨史学描述和对资本积累所产生的生态危害的尖锐批判。这本宏伟的著作

描绘了在马克思的理论实验室中探索其智力实验的有启发性的潜力，扩展了我

们对马克思 40 多年来的工作的理解，远远超出了其生态学方面，并为其他生

态社会主义者解读马克思提供了精准的评论。像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样，这

是一本要研究的书，而不只是一本要读的书。

值得一提的是，2019 年即将出版的日文版更换了原来的学术性标题，变

成了对大众更有吸引力的《大洪水之前：马克思与行星的物质代谢》A。这个看

A  斎藤幸平：『大洪水の前に：マルクスと惑星の物質代謝』、東京：堀之内出版、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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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难解的书名的意思是，我们要回到马克思，在大洪水到来之前解救地球这颗

行星。“大洪水”取自马克思晚年的摘要笔记，行星指代地球。作者要表达的是：

环境危机已经严峻到行星规模的地步，但资本的运动却不受任何事物左右，“死

后哪管洪水滔天”是每个资本家的口号。马克思把自然的掠夺、滥用视为与劳

动力掠夺同样重要的问题，并批评它是物质代谢的裂痕，要想修复全球物质代

谢的裂缝，必须与资本的运动对抗。

五、后现代—形而上学批判与“新实在论”

2018 年，德国波恩大学教授、新实在论者马库斯·加布里尔的成名作《为

什么世界不存在》A 日文版一经问世，瞬间在日本哲学界乃至整个思想界掀起

了讨论风暴。事实上，这并非加布里尔第一次进入日本人的视野，在 3 年前，

加布里尔其人及思想在日本的思想类杂志《Nyx》首次被介绍，同年，他与齐

泽克的合著《神话·疯癫·哄笑——论德国观念论的主体性》被翻译成日文并

出版，在当时就已经受到日本学界的极大关注。而本年度《为什么世界不存在》

的出版则使这种关注继续升温，《Nyx》《现代思想》等思想类杂志发表多篇关

于新实在论的研究论文和对谈 B，一桥大学、东洋大学等高校主办了多场专题

讨论会，加布里尔本人在 6 月来到东京和京都进行了半个月以上的新书发布和

宣传，共开展了 6 场讲座。不仅如此，日本最大的电视台 NHK 也对加布里尔

进行跟踪采访和报道，并在年底将报道内容整合成《马库斯·加布里尔——“哲

学”欲望的时代》C 一书出版。加布里尔吸引了包括西方哲学、日本哲学以及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哲学各领域学者的目光 D，因此，笔者认为，介绍这场

哲学热潮是很有必要的。

A  マルクス�ガブリエル：『なぜ世界は存在しないのか』、清水一浩訳、東京：講談社、

2018 年。

B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思想》杂志，它不仅在 2 月发表一组新实在论的专题

文章，并且还临时加刊，全书专门讨论加布里尔，内容包括采访、讲授、批评、讨

论、回应批评、新实在论的诞生、谢林及德国观念论的复兴、与海德格尔的对决、

精神哲学、艺术的意味等多个版块。『現代思想』46（14）（臨増）、2018 年 10 月。

C  丸山俊一：『マルクス � ガブリエル 欲望の時代を哲学する』、東京：NHK 出版、

2018 年。

D  笔者认为，加布里尔受到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关注，和他与齐泽克合著有一定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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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绍日本学界的讨论之前，先简单说明一下《为什么世界不存在》的

主要观点。本书包括两个基本命题，“世界不存在”的“无世界观”命题和“新

实在论”的“意义场所的存在论”命题。存在的东西必须要有这样或那样的性质，

必须在与某种意义的关联中才能存在。就是说，存在就是在某个意义场所发生

现象，“存在”和“场所”不可分割。而所谓世界，是一切意义场所的意义场所，

是其他一切意义场所都在其中发生现象的意义场所。由此推导出的问题是：这

个包含一切意义场所的意义场所的世界，其自身在哪里存在呢？如果世界存

在，那么世界就必须在某个意义场所发生现象，而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世界

不存在。

综观研究论文、访谈和研讨会，整个日本哲学界对加布里尔的共同关注

点包括：

第一，自然主义批判。加布里尔的“无世界观”直接针对“自然科学的

世界像”。因为世界不存在，所以把自然科学作为认识世界的尺度站不住脚。

意义场所是无穷的和多层次的，自然科学只是其中一个意义场所；即便是人们

日常的细微情感和无聊的幻想，在与实在的关系上也和自然科学处于同样的地

位，并且前者的意义场所在数量上占据压倒性优势。自然科学无法解释日常意

义的世界的全部。认为只有自然科学才能通向唯一实在的看法是错误的，这种

自然主义把特定的意义场所特权化了。当下流行的针对人的智能化管理和数字

化管理的世界观也属于自然主义的一种，这种世界观是虚假的。

第二，结构主义——后现代—形而上学批判。加布里尔认为，后现代的

最初目的是要批判传统西方形而上学，但最终却陷入了结构主义，“意义场所

的存在论”是对结构主义的批判。后现代的原罪要追溯到海德格尔。海德格尔

及后来的德里达一直寻找逃离形而上学的出路。他们希望通过分析人的活动性

来找到形而上学的漏洞。这意味着人类的所作所为代替现实而成为中心，进而

在不知不觉中自己构建了现实。这种被构建的现实就是结构主义。海德格尔和

德里达区分了“发现”和“制造”，并认为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发现”一切，

而我们则是“制造”一切。他们的观点和美国的实用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在这个意义上，罗蒂和德里达可以说是后现代的顶点。

形而上学就是预设了向我们显现的事物与现实中存在的事物本身的区别，

并完全去除“弄清楚现实中事物是如何存在的”这一人的认识行为。而后现代

则是原封不动地翻转形而上学的思路，主张只有向我们显现的事物才存在，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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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外的更进一步的东西包括世界或现实本身都不存在，即便存在也与人类毫无

关系。据此，后现代陷入了一种被称为“结构主义”的形而上学。在结构主义

那里，我们通过我们自身的多层言论或科学方法建构起一切事实。新实在论则

认为，我们认识的对象不只是被建构的事实，而是作为自身存在的世界。新实

在论是后现代“以后”的哲学，最重要的是它反抗了现代虚无主义，把对人生

的意义的问题重新拿回我们的手中。

第三，相对主义批判。这不是加布里尔本人的提法，而是日本青年哲学

家千叶雅也解读出来的“新实在论”的思想内核。千叶雅也的《本质主义和相

对主义对立之外的第三条道路》A，是《为什么世界不存在》日译本问世以来最

具影响力的书评之一，他提出加布里尔解决了“本质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对立”

这一困扰思想界长达半世纪的难题，在日本哲学界反响很大，引发了学者关于

“新实在论是否超越了相对主义”的激烈讨论。

千叶雅也以看富士山为例，解释本质主义和相对主义在极端纯粹化情况

下是如何对立的：A 和 B 从不同的场所看富士山。在本质主义看来，富士山是

唯一的实在，A 和 B 从不同角度看到的分别是“A 的视线中的富士山”和“B

的视线中的富士山”，不同视线中的富士山并不是实在；在自然科学看来，富

士山的实在应该用物理和数理来说明，并且只有这样才是真实的；在相对主义

看来，我们往往只是懂得从某个视线去看主观构建的富士山，但无法访问实在

的富士山。

本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对立在“后现代”思想以后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特

别是在人文学科，“一切事物都是幻想”的相对主义倾向增强了。加布里尔则

对这一难题发起了挑战：“A 的视线中的富士山”和“B 的视线中的富士山”都

是真实的，事物的实在与特定的“意义场所”不可分，“从 A 看”和“从 B 看”

形成了意义场所，因此 A 和 B 视线中的富士山不是主观的构建，每一个都是实

在。而富士山本体则是诸多实在的视线的交错，完全孤立于意义场所的富士山

本体是不存在的。就这样，加布里尔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把相对主义彻底化了。

第四，西田哲学和加布里尔研究。许多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现代哲学的

创始人西田几多郎的哲学与加布里尔的思想具有很强的亲和性，例如，自由思

A  千葉雅也：『本質主義 vs. 相対主義に対する第三の道』、『本』2018 年 2 月号、東京：

講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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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人是动物的思想等。特别是西田哲学的“场所”思想强调“存在”和“场

所”不可分割，而存在最终归向无，与意义场所的存在论很类似。

除了上述四个共同的关注点，以斋藤幸平为代表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

对以下两个方面感兴趣：

（1）后现代批判与民主主义的关系。在对谈《在多元化世界的缝隙间：检

证马库斯·加布里尔的哲学》A 中，宫崎裕助对加布里尔的后现代批判提出质

疑。他指出，德勒兹、德里达乃至福柯或康德都认为，主体的解释框架在直面

不可能中突破界限，以此可以预见裹挟主体的体制本身的变革的可能。在这个

意义上，加布里尔的后现代批判无非是指后现代思想中原本就有实在论，他理

解的后现代的内核是非常通俗化的东西。总之，加布里尔把对手当成一动不动

的稻草人，构不成对后现代的批判。对此，斋藤幸平从民主主义、社会运动的

角度对加布里尔的后现代批判给予肯定。从性别规范到殖民地统治，近代欧洲

的理性中心主义的普遍主义都是由知识的权力性构建起来的，其中包含着压抑

和排斥。后现代主义提倡要从这种压抑和排斥中解放出来，其初衷是好的。但

是，后现代认为要解构一切事物才能变革社会，这种战略过头了：一切事物都

是被建构起来的，这种观点会威胁真理和普遍性，进而导致相对主义的蔓延。

新实在论则试图把一切被解构的东西归位，重新建构以事实和普遍性为根据的

理论。在今天，具有排外性质的大众迎合主义日渐抬头，对于束手无策的左派

来说，新实在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外，后现代主义拒绝知识的历史性和

权力性，而当人们对自己所获得的知识都产生怀疑，这种自我矛盾会产生犬儒

主义，进而导致保守主义的抬头。就是说，本是开放的后现代主义最终成了自

己的反面。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批判也是非常必要的。《为什么世界不存在》

强调意义场所的多元性，正是暗含着民主主义的政治诉求，尽管加布里尔本人

并没有提及民主主义。该书在全世界范围内如此畅销，原因也在于此。

（2）自然与生态。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处理现实的自然科学与结构主义的

人文学的对立。许多学者试图通过批评人文学的结构主义来克服二者的对立，

加布里尔则提出了自然科学中潜藏着结构主义的危险。自然科学的结构主义是

一种神经细胞的结构主义，即一切事物都是人脑的反应，我们无法到达现实。

A  宮崎裕助、大河内泰樹、斎藤幸平：『多元化する世界の狭間で——マルクス � ガブ

リエルの哲学を検証する』、『現代思想』46（14）（臨増）、201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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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结构主义的背后是由粒子和神经中枢解释世界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

是说，自由科学是由唯物论和结构主义共同构成的，而这正是加布里尔反对的

原因。生态问题也是如此。布鲁诺·拉图尔提出社会和自然完全混合，因此自

然本身不存在——混合论使“守护地球”丧失了意义；拉图尔的新唯物论哲学

还认为，物是在当下被黑箱化了的时空中各种力量关系的凝结，所以现在发生

的自然灾害、气候变动等不只是人自身的问题——人本身的责任被缓和了。这

样只会导致气候工程学接管对环境的管理，技术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即便在关

于“人类纪”的讨论中，也出现了一方面运用混合论与唯物论共同作用将人的

责任最小化、一方面推进技术介入的思想倾向。在这个意义上，从不同于拉图

尔的角度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实在论，对于我们推进人与自然的问题研究以

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六、阿伦特与马克思思想联系

立命馆大学的百木漠在本年度发表专著《阿伦特的马克思——劳动与极

权主义》A。在日本，研究阿伦特的学者很少涉及马克思，对阿伦特和马克思进

行比较研究的专著更是少见，在这个意义上，百木漠的这部作品一定程度上填

补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空白。

该书主要解决两个问题：（1）从阿伦特批评马克思的角度看，《极权主义

的起源》（后文简称《起源》）到《人的状况》（后文简称《状况》）的逻辑一致；（2）

劳动和极权主义具有亲和性。作者认为，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经济乃

至出现“劳动至上主义”苗头的今天，厘清阿伦特在何种程度上“误读”了马

克思，对“劳动”进行重新思考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章的题目是“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与《人的状况》之间”。该章指出，

《起源》和《状况》两部作品表面上并没有什么关联，但是从阿伦特对马克思

的批评的角度看，两部作品是内在一致的。作者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阿伦特《起

源》以后的手稿，特别是《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一书。具体而言，马

克思正确地把握到了近代以来的劳动形式，并对劳动给予了高度评价，阿伦特

则始终反对对劳动的赞美；《状况》对劳动、工作、行动的区分在之前的手稿

A  百木漠：『アーレントのマルクス : 労働と全体主義』、京都：人文書院、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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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早就已经有所体现，从《起源》到《状况》阿伦特对劳动的立场是一致的。

第二章的题目是“阿伦特与马克思的劳动思想之比较”。文章指出，阿伦

特认为劳动只不过是作为动物的人以满足生命的必须为目的的行为，但这是对

马克思劳动思想的误读。马克思并非简单的劳动赞美者，而是严厉批评异化劳

动的思想家，他思考劳动的用意是区分异化劳动和联合的劳动，且后者才是作

为人的本质的东西应该被肯定和恢复。在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导致劳动者孤立

的立场上，阿伦特和马克思是近似的；马克思那里，作为人的本质的联合的劳

动具有丰富的含义，它兼具社会性与创造性，同时也包含了阿伦特的“工作”

和“行动”之意。因此可以说，阿伦特和马克思的劳动思想具有一定的亲和性。

然而，阿伦特反对马克思把人定义为劳动的动物，因为这会把人的一切

行为都拖进劳动的范畴中去，劳动被赋予过多的意义，这是现代社会中“庞大

化的劳动”（作者还把这种状况称为“劳动的奇美拉化”）思想出现的根源。劳

动的庞大化代表了生存之必然性的弥漫，这恰恰是极权主义的征兆，阿伦特之

所以“误读”了马克思，原因也在于此。

第三章讨论的是与劳动相关的政治和闲暇的问题。阿伦特批评马克思的劳动

解放观点，认为这与马克思对劳动的赞美相互矛盾。作者认为这也是对马克思的

误读，因为劳动者由官僚机构管理进而获得政治解放的主张不是来自马克思，而

是来自于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思想。作者进一步分析了阿伦特为什么批评劳动解

放：从劳动解放后获得的闲暇和去政治化的消费融合一体了，如同德国纳粹利用

闲暇强化国民一体化一样，这种去政治化的消费指向了极权主义。

第四章“‘社会’的根源”重新审视了阿伦特的社会概念。阿伦特非常警

惕“社会”，她认为，社会是近代以来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暧昧化而出

现的东西，私人领域本来是受自然支配的领域，但是生命—自然却跨越了原本

的私人领域扩张到了人为的世界（公共领域），这是非常危险的。换言之，阿

伦特在“社会”的背后看到了自然。作者在这里用“自然的不自然的成长”来

形容阿伦特对社会的理解。生命—自然本处于循环的运动中，自然侵占公共领

域以后，以往循环状态的自然就开始了不自然的发展，即自然的无限膨胀；与

此同时，政治也向经营生命—自然的极权主义性质的生命政治（福柯语）转变，

个体过于关心自然和自身而退出了对政治的参与，公共领域崩溃，人变得孤立

化，社会也产生了多余人。

第五章“‘多余人’的废弃”厘清了资本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逻辑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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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是本书的核心。作者在本章分析了《起源》，指出阿伦特在参考马克思

派的帝国主义论的基础上，把帝国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态。资本在自

我增值过程中会愈发不满足于国内市场，产生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为了解

决这些剩余的“多余物”，资本运动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向海外的殖民地扩张，

这就是英国、法国等海外帝国主义的做法。另一方面，德国、俄国等产业革命

相对落后的大陆帝国主义，采用了“人种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排斥其他人种

达到解决国内多余人的目的。就这样，帝国主义转变为极权主义，“多余物”

被废弃了。作者依照阿伦特的观点，重新架构了资本主义在不断积累、扩张过

程中转变为帝国主义，继而极权主义化的过程。

 第六章的标题是“‘劳动的动物’可能‘政治’吗”。作者注意到阿伦特

对劳动者的态度发生变化：阿伦特早期一直抵触劳动，认为劳动不过是被生命

必然性束缚的东西，一味劳动的人不过是“劳动的动物”，没有政治、行动的

自由；但是，《状况》里阿伦特却高度肯定了劳动运动。作者推断，阿伦特的

变化可能和 1956 年的匈牙利事件中劳动者自觉建立评议会有关。也就是说，

阿伦特对劳动运动发生改观，不是因为劳动者谋求工资的提高或劳动环境的改

善，而是看到劳动者能够积极地、自发地参与评议会制度。这表明，劳动者

从“劳动的动物”向展开政治活动的人转变。因此，作者提出，把只关心利害

的“劳动的动物”和参与超越个人利害的“公共事务”的“劳动者”做出区分，

应该可以作为重新理解阿伦特的一个方向。作者还认为，劳动者参与政治（评

议会）的现象是很难维持的，维持的可能性不在于把劳动作为消费品的生活活

动之核心的社会，关键是在于建构具有持续性世界的“工作”过程中赋予“行

动”以“不死”的性质。

终章“从‘劳动’到‘工作’”是本书的主要结论：劳动的无限膨胀具有

极权主义的倾向，而为了回避这种危险，比起通常被认为是阿伦特最重视的

“行动”，制造世界的“工作”也许更为重要。作者在这里再一次确认，阿伦特

区分了只是用来维持生命的“劳动”与制造“使用对象物”而形成世界的“工作”；

“工作”制造出持久性的东西，一方面提供了我们活动的舞台，一方面记录和

记忆了我们的活动。以往的阿伦特研究大多不够关注“工作”，事实上，阿伦

特的人类活动的三要素——劳动、工作和行动应该保持“三角形”的平衡。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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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国家

贺  钦

2018 年，时逢千年思想家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拉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在传播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面对波澜起

伏的地区形势，拉美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试图通过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和替

代，探寻破解拉美发展迷局的可能路径。

一、与马克思相关的纪念活动

 2018 年，为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古巴、乌拉圭、智利、墨西哥、

委内瑞拉、秘鲁、阿根廷、巴西及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的官方机构、左翼党

派、工会、文化基金会、大学及研究院所等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术交流和纪念

活动。

（一）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系列活动

1. 古巴主办了“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有效性与遗产”研讨会

2018 年，古巴各界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活动，以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2018 年 3 月 14 日，古巴共产党党中央第二书记何塞·拉蒙·马查

多主持召开了“纪念马克思逝世 135 周年”圆桌会议。2018 年 5 月 5 日，古

巴作家与艺术家联合会（UNEAC）主办了马克思生平和思想遗产多媒体介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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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古巴共产党党刊《古巴社会主义》杂志推出了纪念马克思特刊。

2018 年 5 月 4 日，由古巴何塞·马蒂文化协会与马蒂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了的“何塞·马蒂、马克思与社会主义”研讨会在古巴高等国际关系学院举行。

会上，马蒂青年运动组织负责人奥特加（Yusuam Palacios Ortega）指出，马蒂

和马克思给我们指引了一条共同的道路，就是通过武装斗争来争取社会正义与

全民福祉。何塞·马蒂是古巴的民族英雄、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卓越的政治

家和思想家，为古巴和拉美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与会者普遍认

为，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在大学里更加广泛和深入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教育，以取

代目前蜻蜓点水式的教学现状。会议主办方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文物，而是

一种鲜活的思想、科学和方法论，有助于人类批判性地认识世界的现象与本

质。古巴历史学院希达尔戈（Ibrahim Hidalgo）博士认为，学校开设的“古巴

历史”课程若仅仅按时间顺序把历史事件罗列出来，缺乏辩证分析，缺乏对前

因后果的探讨，会使学生丧失学习兴趣，应再次强调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国家

历史的重要性。

古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古巴《马克思进行时》（Marx Ahora）杂志主编

伊萨贝尔·莫娜尔（Isabel Monal，1931—）在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之际接受

古巴媒体采访时表示，马克思是最伟大的思想家，是迄今为止对人类历史影

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家，马克思从未离去，马克思也仍未被超越。伊萨贝尔指

出，尽管苏东剧变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带来了可怕的打击，但马克思主义

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项未竟的哲学，是不断完善、丰富和吸纳新思想的科学

体系。古巴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在于，建立了新的体系和新的民主形式，尽管

尚不完美，但却开创了新的发展道路。伊萨贝尔强调，古巴是拉美唯一由人民

主导变革并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有的拉美国家虽然建立了人民政权，但国

家的经济命脉仍不在人民手中；当前拉美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帝国主义与

各国寡头集团的勾结，尤其是苏东剧变后，帝国主义成为地球上唯一占主导的

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复兴提供了契机，但

在巴西等国，尽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水平已达到了令人羡慕的程度，但马

克思主义的政治运动却几乎是空白。伊萨贝尔认为，理论工作与争取和捍卫社

会变革的斗争密不可分，许多研究拉美问题的古巴学者也研究古巴自身的问

题，古巴当代社会还存在很多问题，但必须肯定的是古巴共产党领导的更新进

程是一种社会演进和发展跨越，并非对过去种种努力的否定。马克思主义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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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更是新社会的纲领，是对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

解释。

2. 乌拉圭大学主办了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研讨会

2018 年 5 月 3 日，乌拉圭共和国大学主办了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研

讨会。会议由乌拉圭共和国大学校长罗伯特·马卡里安（Roberto Markarian）

主持，乌拉圭前总统胡里奥·玛丽亚·桑吉内蒂（Julio María Sanguinetti）博

士和乌拉圭工会组织“全国劳工联合总会—全国劳工大会”（PIT—CNT）总书

记马塞洛·阿卜达拉（Marcelo Abdala）围绕“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及其思想

内涵”发表了主题演讲。 A

2018 年 5 月 7 日，卡米洛研究员就《马克思：资本主义的终结与共产主

义时代》 一书的主要内容及问题，在该校召开主题研讨会。2018 年 5 月 9 日，

卡米洛研究员在该校主办了“马克思与 21 世纪我们的美洲”专题讲座。秘鲁

与拉美思想研究院和 21 世纪人文研究组研究员阿尔贝托·维亚戈麦斯（Alberto 

Villagómez）与何塞·帕兹·德尔加多（José Paz Delgado）进行了评议。 B2018

年 5 月 15 日，卡米洛研究员应邀在秘鲁国立圣马科斯大学文学与人文科学系

就《我们的美洲：21 世纪人类与自然的复杂性与辩证统一》（2016） C  一书主

办了专题讲座，从去殖民化的视角探讨了拉美 21 世纪的重大挑战与历史命运。

2018 年 5 月 16 日，卡米洛研究员与该大学哲学系师生就“21 世纪暴力的本质、

复杂性与辩证法”进行了研讨。

3. 智利主办了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会议

2018 年 5 月 25 日至 26 日，由智利左翼媒体“红色工作”（Werken Rojo）

和“公民”网（El Ciudadano）等机构共同主办的“马克思开创的 200 年”研

讨会在智利圣地亚哥大学举行。大会围绕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有效

性，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和社会学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有效

性，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中心外围与殖民主义关系的思想，

A  http://www.universidad.edu.uy/prensa/renderItem/itemId/41996/refererPageId/12.
B  https://www.servindi.org/actualidad-noticias/08/05/2018/conferencia-marx-y-nuestra-

america-del-siglo-xxi.
C  Camilo Valqui Cachi, Jose Gilberto Garza Grimaldo, Jaime Salazar Adameeeee, Medardo 

Reyes Salinas, Angel Ascencio Romero Y Cyntia Raquel Rudas Murga，Nuestra América: 
Complejidad y Unidad Dialéctica de la Humanidad y la Naturaleza en el Siglo XXI, Edi-
ciones EO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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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权制、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与解放神学的关系，解放事

业与马克思主义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逾 6500 名观众通过智利媒体“公民”

网（El Ciudadano）的在线视频直播观看了活动演讲。 A

2019 年 10 月 7 日，由智利 CREA 教育与创新基金会、太阳基金会（Fun-

dación Sol）、智利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罗姆出版社（LOM）主办的第七届“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抵抗与解放：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在智利大

学举行。阿根廷左翼学者、前拉美社会科学理事会执行秘书长阿蒂略·波隆

（Atilio Boron）就“当代斗争中的马克思主义”做主旨演讲。会议围绕“马克

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挑战”和“资本再生产与反帝国主义及女性主义政治战略”

两个议题进行了圆桌研讨，托玛斯·穆里安（Tomás Moulian）、凯米·奥亚祖

（Kemy Oyarzún）和奥兰多·卡普托（Orlando Caputo）等学者还参加了纪念

拉美已故左翼学者玛尔塔·哈内克（Marta Harnecker）的研讨环节。 B

4. 墨西哥召开“万岁马克思”国际研讨会

2018 年 10 月 22 日至 24 日，由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科学与人文跨学科研

究中心主办的“万岁马克思”国际研讨会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举行。会议围

绕着马克思的生平与著作、马克思思想的丰富性、马克思主义跨学科研究的当

代意义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会议由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科学与人文跨学科研究中心的何塞·瓜达卢

佩·甘达里亚·萨尔加多（José Guadalupe Gandarilla Salgado）研究员、玛丽

亚·海德·加西亚·布拉沃（María Haydeé García Bravo）研究员和尔维拉·贡

切罗·伯克兹（Elvira Concheiro Bórquez）研究员主持。来自哥伦比亚哈维里

亚那天主教的圣地亚哥·卡斯特罗—戈麦斯（Santiago Castro—Gómez）教授、

西班牙马德里大学的蒙特塞拉特·加尔塞兰（Montserrat Galcerán）教授、古

巴哈瓦那大学的伊莎贝尔·莫纳尔（Isabel Monal）教授、哥伦比亚国立大学

的维克多·马努埃尔·蒙卡约（Victor Manuel Moncayo）教授和巴西圣保罗大

学的简·蒂贝（Jean Tible）教授分别围绕马克思与平民共和主义、资本再生

产与生活的冲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与意识的形成、马克思与哥伦比亚持续非

武装起义的悖论、“野性”马克思等议题进行了主题演讲。与会者还围绕马克

A  http://werkenrojo.cl/exitoso-seminario-karl-marx-200-anos-que-comienzan/.
B  http://www.facso.uchile.cl/agenda/157777/vii-seminario-los-marxismos-en-el-siglo-x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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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与世界资本主义、马克思与社会关系批判、马克思与可能的方向、马克思与

权力分析等议题展开了研讨。 A

5. 拉美各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2018 年 11 月 23 日至 25 日，由希腊共产党主办的第 20 次共产党和工人

党国际会议在雅典希腊共产党总部召开。来自 73 个国家的 91 个政党围绕“当

代工人阶级及其盟友、工人阶级政治先锋队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反对剥削和帝国

主义战争、争取工人和人民权利、争取和平、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任务”

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会议对 2017 年十月革命 100 周年和 2018 年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的纪念活动进行了积极评价，并向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发出《呼

吁书》，针对各类热点问题签署了 15 份《团结声明》。

与会的拉美共产党围绕着当前国际形势、斗争策略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

的有效性，先后发表了重要言论。巴西共产党强调，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显著

特征就是紧张局势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对和平构成严重威胁。世界正在经历

一场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文明危机，帝国主义国家呈现出越来越好战

的色彩。委内瑞拉共产党认为，根据委内瑞拉面临的帝国主义与委内瑞拉之间

的民族矛盾、资本和劳动的阶级矛盾这两个主要矛盾 , 共产党人的当前任务是

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充当先锋，建立一个广泛而庞大的反帝民

主阵线，为建设一个真正社会主义的民主国家而奋斗。墨西哥共产党认为，共

产党人活动的关键就是它在工人阶级中的干预和行动；工人阶级在哪里，工作

重心就在哪里；共产党人要以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需求为导向，把具体的日常

的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斗争联系起来，并根据阶级结构和垄断集中化趋

势、各工会的活动、不同领域的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倾向、工人的生活条件、

每一场斗争的效果等方面不断地改进和调整共产党自身的政策和行动。 B

此外，拉美共产党及左翼组织还在拉美各国主办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

2018 年 5 月 2 日至 6 月 5 日，阿根廷共产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主办了“马克

思诞辰 200 年后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系列研讨会。 C  2018 年 3 月 27 日，墨

A  http://www.unamglobal.unam.mx/?p=50899.
B  王喜满等：《第二十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成果、特点与影响》，转引自

《国际共运黄皮书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2018—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19 年版，第 230 页。

C  http://pca.org.ar/.



226

西哥共产党（马列主义）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

思诞辰 200 周年》纪念文章。 A2018 年 5 月 2 日，墨西哥左翼组织“农民火

炬运动”在国家大会堂主办了纪念马克思诞辰大型活动。 B  巴西圣保罗市前

市长、巴西劳工党成员费尔南多·哈达（Fernando Hadda）在庆祝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的活动中就马克思主义对巴西左翼政党的影响发表了主题演讲。

6. 委内瑞拉召开“21 世纪第一届马克思国际大会”

2018 年 5 月 1 日，委内瑞拉在首都加拉加斯革命大道主办了马克思铜像

揭幕仪式。2018 年 5 月 3 日至 5 日，委内瑞拉人民政权文化部在委内瑞拉中

央银行主办了委内瑞拉第一届“21 世纪的马克思”国际大会礼堂，大会主题

为“21 世纪的马克思：世界变革的挑战与玻利瓦尔革命”。大会围绕着《共产

党宣言》的有效性、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社会文化、马克思主

义方法论及其应用、马克思主义与法治国家、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委内瑞

拉依附及食利主义模式的崩溃等议题，进行了分组讨论。大会组委会成员包括

委内瑞拉劳工部部长内斯托·奥瓦莱斯（Néstor Ovalles）、委内瑞拉人民政权

文化部部长埃内斯托·维耶加斯（Ernesto Villegas）、委内瑞拉制宪大会国际

事务委员会主席亚当·查韦斯（Adán Chávez）、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马克思研

究所所长卡洛斯·奥耶达（Carlos Ojeda）、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大学副校长路易

斯·达米亚尼·布斯蒂罗斯（Luis Damiani Bustillos）和委内瑞拉哲学教授卡

洛斯·拉佐（Carlos Lazo），西蒙·玻利瓦尔解放者批判思想奖获得者、墨西

哥学者豪尔赫·维拉萨（Jorge Veraza）和萨尔瓦多、玻利维亚、古巴等多国

驻委内瑞拉大使出席了大会。

委内瑞拉人民政权文化部长埃尔内斯托·比列加斯（Ernesto Villegas）在

大会开幕式上指出，当下马克思的著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力，新自由主

义通过非理性的掠夺方式把人与自然置于危险之中，而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人民

所追求的、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替代发展模式；两个世纪以来，作为现实分析

工具和社会建设方案，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影响深远，当我们试图构想和建设一

A  https://pcmml.org/2018/03/27/200-anos-del-nacimiento-de-karl-marx-maestro-del-proletar-
iado-mundial/.

B  刘海霞：《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2018 年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视角》，转引自《国际共运

黄皮书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2018—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

版，第 30—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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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同的世界时，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在马克思主义的影

响下，委内瑞拉进入了政治现代化，创立了委内瑞拉共产党和民主行动党等政

治组织，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在一开始就被这些组织的部分领导人拒绝和扭曲

了；今天我们在曾受到新自由主义深刻影响的委内瑞拉中央银行举行马克思诞

辰 200 周年的纪念仪式具有十分特殊的历史意义，马克思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

家，不仅值得左翼纪念，更是一位值得他的敌人和大部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深入研究的思想家。 A  委内瑞拉中央银行行长拉蒙·洛伯（Ramón Lobo）认

为，霸权主义企图破坏委内瑞拉的国民经济，消磨人民的意志，这次大会的

召开再次表明了委内瑞拉反对霸权主义的决心；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对马克思

主义进行讨论十分必要，委内瑞拉将在国际层面上以身作则，坚持委内瑞拉

式的反资本主义斗争，坚定不移地推进查韦斯总司令和马杜罗总统领导的伟

大祖国建设。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马克思研究所所长卡洛斯·奥耶达（Carlos 

Ojeda）在发言中指出，马克思为工人阶级的觉醒和斗争做出了巨大努力和牺

牲，提出了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实现自由劳动，从而超越资本逻辑的

伟大学说；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是当前委内瑞拉人民面临的重大挑战

之一；在阶级斗争不断加剧的国际背景下，委内瑞拉举办这类会议，将使国家

变得更加强大和独立。委内瑞拉国家历史中心主席佩德罗·卡尔扎迪拉（Pedro 

Calzadilla）认为，由查韦斯总司令 1999 年开启的玻利瓦尔进程标志着世界社

会主义全面复兴阶段的开始，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揭示历史性剥削、发动社会解

放运动和深刻诠释时代变革。

7. 秘鲁大学主办了“马克思主义与 21 世纪拉美”系列专题讲座与研讨会

2018 年 5 月中上旬，墨西哥格瑞罗自治大学、秘鲁籍研究员卡米洛·瓦

奇·卡池（Camilo ValquiCachi）围绕“马克思主义与 21 世纪拉美”的主题，

在秘鲁国立圣马科斯大学文学与人文科学系主办了系列讲座和研讨会。

此外，2018 年 5 月 5 日，玻利维亚副总统、拉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

瓦罗·加西亚·利内拉（Álvaro García Linera）在大会闭幕式上致辞。会议期间，

主办方还在委内瑞拉国家美术馆举行了《共产党宣言》再版仪式，在特雷莎·卡

雷尼奥剧院的南方书店主办了《共产党宣言》展览。 B

A  https://albaciudad.org/2018/05/congreso-bicentenario-carlos-marx/.
B  http://hispanoarte.com/caracas-sera-sede-de-la-celebracion-del-bicentenario-del-natalicio-

de-karl-m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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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拉美地区其他相关研讨活动

1. 拉美社会科学理事会主办了首届批判思想世界论坛

2018 年 11 月 19 日至 23 日，拉美社会科学理事会（CLACSO）在阿根廷

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主办了“第八届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社会科学大会”暨“第

一届批判思想世界论坛”，此次会议的主题是“为动荡世界中的平等、社会正

义和民主而战”。阿根廷前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巴西前

总统迪尔玛·罗塞夫、西班牙学者伊格纳西奥·拉莫内（Ignacio Ramonet）及

葡萄牙学者博阿文图拉·德·索萨·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等

来自拉美及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政治家、人权活动家、社会运动及工会领

袖、教师、学生及青年团体等各界人士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围绕“社会民主构

建与维护”、“替代性沟通”、“公民动员”、“公立教育机构的维权”、“领导者作

用及政策干预”、“人权运动”、“妇女运动”、“反对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

主义”、“促进社会平等”及“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开展了主题演讲、圆桌

会议、工作坊等形式多样的研讨交流活动。

拉美社会科学理事会执行秘书长巴布洛·亨蒂利（Paul Gentili）在受访时

表示，拉美正处在民主回归的重要时刻，社会科学可以帮助地区各国思考如何

避免保守政府对民主、包容政策、人权运动产生的毁灭性作用，批判思想世界

论坛的召开旨在通过学界的批判思考和严谨的社会研究，使社会科学成为战胜

不平等、不公平、不正义和歧视的有效工具。 A

2. 拉美左翼第 24 届圣保罗论坛在古巴召开

成立于 1990 年的圣保罗论坛（São Paulo Forum）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最

为重要的左翼政党及组织论坛。该论坛由巴西劳工党发起，曾在巴西、墨西

哥、尼加拉瓜等拉美及加勒比国家举行。2018 年 7 月 15 日至 17 日，第 24 届

圣保罗论坛在古巴哈瓦那举行，这是古巴继 1993 年和 2001 年后第三次主办该

论坛。圣保罗论坛执行秘书长莫妮卡·瓦伦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巴西前

总统罗塞夫、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巴西劳工党主席格莱西·霍夫曼

及洪都拉斯前总统马努埃尔·塞拉亚等拉美政要均出席了论坛，来自拉美及加

勒比地区和中国、老挝、叙利亚等世界其他国家的 400 多名政党和社会运动代

A  https://www.diariocontexto.com.ar/2018/11/19/clacso-2018-foro-mundial-del-pensamiento-
crit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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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参加了会议。

此次论坛旨在加强西蒙·玻利瓦尔、何塞·马蒂、菲德尔·卡斯特罗及

乌戈·查韦斯精神指引下的地区团结与一体化，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

并向创立该左翼政党和社会运动团结阵线的巴西前总统卢拉和古巴前领导人菲

德尔·卡斯特罗表示敬意和怀念。会议还通过了最终宣言和行动计划。论坛

期间，古巴国务委员会及部长会议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和古巴共产党主席劳

尔·卡斯特罗会见了部分参会代表。

3. 玻利维亚举行的第三届“争议中的拉美”国际研讨会

2018 年 8 月 7 日至 9 日，由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分部主办

的第三届“争议中的拉美——面对保守主义复辟和帝国主义进攻的替代选择”

国际研讨会在玻利维亚圣克鲁斯市举行，来自古巴、波多黎各、委内瑞拉、阿

根廷、智利和洪都拉斯等国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的主题

为“拉美地区左翼面临的挑战”。

玻利维亚政治家、内政部前部长乌戈·莫尔迪兹（Hugo Móldiz）指出，

在拉美，斗争的法律空间正在关闭，只有通过人民动员来捍卫和加强民主。与

会者纷纷指责美帝国主义策动政变，对巴西、委内瑞拉和洪都拉斯实施领土侵

略，并操控媒体反对拉美进步政府。 A  会议宣言指出，21 世纪是地缘政治深

刻变革的时代，柏林墙倒塌后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只是世界右翼的幻想，当

前由高度集中的跨国财富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与建立多极世界的诸多倡议相冲

突；全世界正在系统性地遏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最大宪兵——唐纳德·特

朗普对各国人民发动最猛烈全球战争的种种企图，拉美正在经历历史逆流，但

大众革命的社会政治力量不会就此瓦解；我们的美洲不存在“进步周期已终结”

的问题，只存在主导或深化解放的争论；寡头和帝国主义仍然无法理解——最

激烈的低烈度战争也无法征服拉美人民，敌人的进攻恰恰有助于大众的重组与

动员。 B

A  http://www.granma.cu/mundo/2018-08-09/culmina-hoy-seminario-sobre-desafios-de-la-
izquierda-regional-09-08-2018-11-08-36.

B  https://redh-cuba.org/2018/08/declaracion-del-3er-seminario-internacional-america-latina-
en-disputa-alternativas-frente-a-la-restauracion-conservadora-y-ofensiva-imperial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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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学术著作

2018—2019 年，拉美马克思主义学界围绕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经典马

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的矛盾演化及其批判、社会主义的历史与现实等问

题，出版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其中有关“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和“资本主义

制度批判”的论著尤为引人注目。

（一）《与马克思对话》（2018） A

该书分为马克思与黑格尔、马克思与亚当·斯密、马克思与萨特、马克

思与梅洛 – 庞蒂、马克思与德里达、马克思与伽达默尔、马克思与拉克劳及马

克思与阿本苏尔八个部分。该书试图通过阐释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在哲学社会

科学领域的思想关联和演化关系，展开一场与马克思的哲学对话。

编者认为，研究马克思著作与其他相关理论之间复杂的源流关系，有助

于扩大对马克思思想的深入理解。通过这种对话，既可以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的发展，更能突出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模糊性、矛盾性和局限性。该书试图

摒弃说教的方式，旨在通过思想对话，激发读者对马克思核心思想的自主思

考，并结合现实发展重新定义和阐释相关概念及问题。 B

（二）《从圣彼得堡到古巴社会主义：百年之后》（2018） C

该书由古巴哈瓦那大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多位教授共同撰写，旨在纪念十

月革命伟大的历史意义。该书收录的 9 篇重要论述分别围绕《政治联盟在俄国

社会主义过渡阶段初期的角色》、《列宁关于非工业化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论

述》、《十月革命与苏联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论争》、《20 世纪 20 年代列宁时期

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革》、《1920—1921 年俄国工会论争及其他》、《政治领导权、

马克思主义与宗教：十月革命前后的革命挑战》、《苏联解体及其中亚困境》、《苏

东社会主义阵营：危机、经济改革与解体》及《古巴：革命与社会主义》进行

了深入探讨。

A  Luis Eduardo Gama, Diego Paredes Goicochea, Andrés Parra Ayala, Diálogos con Marx,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olombia, Bogota, 2018.

B  https://www.uneditorial.com/dialogos-con-marx-filosofia.html.
C  Jesús Pastor García Brigos, De Petrogrado al socialismo en Cuba, cien años después, Edi-

torial “José Martí”, La Habana,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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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认为，党的领导和国家机构的组织形式在社会主义革命、国家建设

和社会团结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应不断深化相关领域的制度建设，同

时积极应对宗教等敏感领域的问题，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所追求的真正的

人类解放。该书还结合萨尔瓦多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委内瑞拉玻利

瓦尔革命等拉美革命运动，回顾了地区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三）《古巴的女革命者：拉基亚和杜穆林作品中的女性主义与马克思

主义》（2018） A

该书由阿根廷女性主义活动家、作家玛贝尔·贝鲁奇（Mabel Bellucci）

和阿根廷国立滨海大学研究员伊曼纽尔·塞谟（Emmanuel Theumer）共同撰写。

该书获得了 2018 年阿根廷国家艺术基金会文学竞赛“非虚构类”作品中的二

等奖。

该书指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即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视角对家

庭劳动进行理论阐释和发展发生在革命圣地古巴。1968 年，古巴共产党员和

女性主义者伊莎贝尔·拉基亚（Isabel Larguía）和约翰·杜穆林（John Du-

moulin）通过调查研究的方式，在古巴开启了对家庭劳动的马克思主义—女性

主义理论研究。他们认为，尽管古巴法律对女性参与社会生活较为包容，但仍

然需要对相关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以促进女性的解放和进步。 B1971 年，由

伊莎贝尔·拉基亚和约翰·杜穆林共同撰写、古巴美洲之家出版的《为了科学

的女性主义》首次发表。他们的研究并不试图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著作添加

脚注，而是通过对妇女受剥削方式的深入探讨，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在

解决女性受压迫问题时存在的局限性，并试图寻求妇女解放的可能途径。该书

认为，伊莎贝尔·拉基亚（Isabel Larguía）和约翰·杜穆林（John Dumoulin）

的女性主义研究依托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背景与视角，为读者了解女性主义与

马克思主义间的复杂关系、女性主义与拉美左翼流派间的历史源流与政治纷争

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该书还呈现了手稿、讲话、理论著述、官方文件及回

忆录等大量珍贵史料，对深入了解古巴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具有重

要意义。

A  Mabel Bellucci y Emmanuel Theumer, Desde la Cuba revolucionaria Feminismo y marx-
ismo en la obra de Isabel Larguía y John Dumoulin, CLACSO, 2018. 

B  http://contrahegemoniaweb.com.ar/desde-la-cuba-revolucionaria-feminismo-y-marxismo-
en-la-obra-de-isabel-larguia-y-john-dumou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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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克思与资本主义观念方式批判》（2019） A

该书由圣保罗大学文学与人文科学学院史学理论教授豪尔赫·格雷斯潘

（Jorge Grespan）撰写。在该书中，作者提出了“资本主义观念方式”的概念，

并试图从语义学角度对“观念方式”和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基本概

念“生产方式”进行关联与辨析。

该书认为，“代表”是一种包含经济实践与现实认知的总体性概念，其在

《资本论》第三卷关于分配形式的论述中得到了最为透彻的分析。马克思关于

资本主义观念方式的批判，是通过阐释一对概念的关系而完成的，即人们熟知

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鲜为人知的“资本主义观念方式”。后者源自前者

并与其对应，但为了定义和理解前者，必须对“观念”（Representação）及其

相关概念“描述”（Apresentação）进行分析，而这两个概念在对马克思原著的

翻译中往往被忽略了。该书将德文的“Darstellung”译作“Apresentação”, 将

“Vorstellung” 译作“Representação”。该书认为，“代表”一词揭示和阐释了资

本主义的投资过程，资本的发生并非偶然，它始于商品“拜物教”，而终于“三

位一体”公式。 B

（五）《葛兰西视角：统一战线的政治原则（1919—1926）》（2019） C

该书 D 由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马科斯·德尔·罗霍（Marcos 

Del Roio）撰写，最初发表于 2005 年，2019 年修订版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对

葛兰西统一战线思想的时代意义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巴西葛兰西研究的新进

展和新成果进行了介绍。

该书聚焦葛兰西研究中一段较少涉及的年代——从工厂委员会（1919—

1920）时期到 1926 年葛兰西被捕前。作者试图通过大量具体的社会历史政治

文本，再现葛兰西作为青年革命领导人参与共产国际并创造性地发展意大利革

命统一战线理论、领导统一战线实践的历史身影与影响。该书认为，在共产国

际危机四伏的背景下，葛兰西勇于把统一战线的政治原则灵活地运用于意大利

A  Jorge Grespan, Marx e a crítica do modo de representação capitalista, Boitempo, 2019.
B  https://www.boitempoeditorial.com.br/produto/marx-e-a-critica-do-modo-de-representacao-

capitalista-863.
C  Marcos Del Roio, Os prismas de Gramscia fórmula política da frente única （1919-1926）, 

Boitempo, 2019.
D  https://www.boitempoeditorial.com.br/produto/os-prismas-de-gramsci-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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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实践，这在当时是任何政治组织和理论派别都无法做到的，他对意大利

革命形势的精准判断深刻地影响着意大利革命运动的方向与策略，并在提升无

产阶级革命觉悟和道德水平上作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

三、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期刊文章

2018 年，拉美马克思主义学界出版了各类期刊论文，其中关于拉美历史

及现实问题的讨论依然占据了各大期刊的重要版面，而“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也成为各期刊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

（一）阿根廷马克思主义理论杂志《工具》出版 2018 年纪念专刊

阿根廷马克思主义理论杂志《工具》在 2018 年 7 月推出的第 61 期杂志上

开辟了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1968 年反叛 50 周年”、“性别：绿色漩涡”

三个纪念专栏。A2018 年 8 月 13 日至 14 日，由《工具》杂志主办的第八届“批

判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研讨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专栏的重要文章包括约翰·贝拉米·福斯

特（John Bellamy Foster）的《马克思及其开放性批判》、吉列尔莫·罗恰布隆

（Guillermo Rochabrún）的《〈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价值、价格与时间》、里南·维

加·坎托（Renán Vega Cantor）的《资本主义、糖与劳动》、劳伦特·巴隆尼

安（Laurent Baronian）的《资本主义时空：苏珊·德·布伦霍夫和马克思后世

对金钱的思考》、胡利亚·埃克斯坡西多（Julia Expósito）的《资本的辩证法》、

卢卡斯·维拉森宁（Lucas Villasenín）的《21 世纪思考马克思主义的贡献：马

克思诞辰 200 周年的思考》和阿道夫·吉利（Adolfo Gilly）的《金钱与社区：

理论与历史间的幻想（向爱德华·P. 汤普森致敬）》。

“1968 年反叛 50 周年”专栏的重要文章包括约翰·霍洛威（John Hol-

loway）的《五月法国 50 周年：一个梦想的安魂曲？希望与绝望》、迈克尔·洛

威（Michael Löwy）的《1968 年 5 月的革命浪漫主义》、安娜·利贝拉（Anna 

Libera）与查尔斯·安德烈·乌德里（Charles André Udry）合著的《捷克斯洛

伐克：春季的八个月》、何塞·瓜达卢佩·甘达里拉·萨尔加多（José Guada-

lupe Gandarilla Salgado）和维克多·乌戈·帕切科（Víctor Hugo Pacheco）的《墨

A  https://herramienta.com.ar/articulo.php?id=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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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哥 1968 年的家庭氛围与悬而未决的紧张局势——半个世纪以来的解读与纪

念》等。

“性别：绿色漩涡”专栏的重要文章包括玛丽亚·宝拉·加西亚（María 

Paula García）的《女性主义还是野蛮？》、克劳迪娅·科罗尔（Claudia Korol）

的《绿潮希望》和亚历杭德拉·西里萨（Alejandra Ciriza）的《叛乱与轻浮：

年轻的女性主义者》等。

（二）悼念拉美依附论代表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

2018年 2月 27日，巴西左翼学者、“新依附论”的代表人物特奥托尼奥·多

斯·桑托斯（Theotônio dos Santos）在巴西里约逝世，享年 82 岁。多斯·桑

托斯一生撰有独著 38 本、合著 78 本，公开发表了 150 余篇学术文章，其代表

作有《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依附的新特点和拉美的

两难境地》、《依附理论：总结与观点》、《社会主义策略和战术——从马克思恩

格斯到列宁》及《新自由主义的兴衰》等。多斯·桑托斯主要研究领域和理论

贡献在于依附理论和第三世界的自主发展。他认为，依附指一国发展受他国经

济扩张的制约，导致发展滞后并受他国剥削的状态，依附包括殖民地商业—出

口依附、金融—工业依附和技术—工业依附三种形式；由于依附性必然导致深

刻的政治冲突、军事冲突和社会矛盾，因此多斯·桑托斯主张走人民革命的道

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寻求发展。

2018 年，拉美各界纷纷发表了悼念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的评论文

章，高度评价其对拉美本土发展理论的历史贡献和勇于批判帝国主义的斗争精

神。巴西左翼学者、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公共政策学教授埃米尔·萨德（Emir 

Sader）评价特奥托尼奥为巴西和拉美伟大的知识分子。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

斯合作文化中心研究员胡安·马努埃尔·卡格（Juan Manuel Karg）表示，作

为拉美依附理论的代表性知识分子，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的离世是拉

美社会科学及批判思想界的重大损失。安德烈·维耶拉（André Vieira）认为，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是代表被压迫人民的重要知识分子和历史捍卫者，

拉美社会运动为此深切悼念。阿根廷学者、世界社会论坛教育分论坛创始人之

一的巴布洛·亨第利（Pablo Gentili）认为，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是当

代拉美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A

A  https://www.telesurtv.net/news/fallece-theotnio-dos-santos-20180227-00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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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巴西左翼杂志《左边界》和《社会主义美洲》出版主题专刊

2018 年出版的巴西左翼杂志《左边界》（Margem Esquerda）第 31 期发表

了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专题。A  该专题刊登了美国人文地理学家大卫·哈

维（David Harvey）、德国已故政治学教授埃尔玛·阿尔特法特（Elmar Alt-

vater）、巴西社会学家里卡多·安徒内斯（Ricardo Antunes）纪念马克思的特稿，

并发表了由安娜卡罗来纳州贡萨尔维斯（Ana Carolina Gonçalves）和丹尼尔·曼

齐奥·贾瓦罗蒂（Daniel Manzione Giavarotti）研究员对已故马克思主义史学

家普特同（Moishe Postone）生前的一篇访谈。

2019 年出版的巴西左翼杂志《左边界》（Margem Esquerda）第 32 期，试

图通过对巴西博索纳罗政府极端自由主义政策的批判，解析当下巴西全面危机

的历史成因及影响。阿里森·莱安德罗·马斯卡洛（Alysson Leandro Mascaro）

认为价值形式、政治形式及法律形式决定了政治危机的发生与走向，并试图

从政治学角度对当下巴西与世界危机的社会形式进行深入解析。莱达·玛利

亚·保拉尼（Leda Maria Paulani）从过度积累理论出发，阐释了与世界密切

关联的巴西经济的阶段性特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乔奇姆·赫池（Joachim 

Hirsch）和维克多·沃利斯（Victor Wallis）从全球视角对当前民主危机及右翼

民粹主义崛起的历史背景、发展及影响进行了深入解析。法哲学家卡洛斯·里

维拉—卢戈（Carlos Rivera—Lugo）对当前转折困境中拉美的种种乱象进行了

深度评析。社会学家法比奥·马斯卡洛·盖里多（Fabio Mascaro Querido）对

迈克尔·洛维（Michael Löwy）和罗伯托·施瓦茨（Roberto Schwarz）两位巴

西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 B

2018 年出版的巴西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社会主义美洲》（América So-

cialista）发表了纪念德国十一月革命 100 周年和第四国际成立 80 周年专题。该

刊认为，德国十一月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在于，应在革命爆发前就建立牢固的

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干部队伍。该刊的重要文章包括米歇尔·古拉

特·达·席尔瓦（Michel Goulart da Silva）的《1979 年的尼加拉瓜：曼德尔主

义的反动面孔和西蒙·玻利瓦尔纵队》、路易斯·罗梅洛（Luís Romero）的《委

内瑞拉：社会爆炸的边缘？》、埃文德罗·科尔扎尼（Evandro Colzani）的《1968

A  https://www.boitempoeditorial.com.br/produto/margem-esquerda-n-31-832.
B  https://www.boitempoeditorial.com.br/produto/margem-esquerda-n-32-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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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巴西：反对军事独裁的学生和工人》、马里塔尼亚·卡玛格（Maritania Ca-

margo）的《德国革命 100 年》、戴维·雷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

亚历克斯·米诺鲁（Alex Minoru）的《巴西早期的托洛茨基主义》和塞尔吉·古

拉特（Serge Goulart）的《80 年前成立之初的第四国际原则》等重要文章。 A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A  https://www.marxismo.org.br/america-socialista-recorda-100-anos-da-revolucao-alema-e-
80-anos-da-4a-internac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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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论的现代转型

——从哈贝马斯到霍耐特

王才勇

从社会层面上看，肇始于欧洲的现代化进程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变化主要

在 19 世纪开始得到全面凸显。随之，其负面效应也得到了越来越明显的展现，

因而引起了文化精英的强烈关注，尤其是对人物质需求的强势倾斜，乃至人

为激发和刺激。马克思正是由于在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 19 世纪看到了如此这

般的现代化对自然人性的肢解而预见到了反抗的必要和必然，进而对资本主义

现实的反人性展开了激烈的批判。20 世纪早期，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正是传

承了这样的批判传统而诞生，以通过对当下社会的研究披露其不尽如人意的地

方，他的很多代表正是由于秉承了这么一条现代性批判思路而赢得了众多读

者。直到战后的 60 年代，这种批判还不断激发着饱受压抑的心灵寻找更合理

的社会之路。70 年代以来，尤其是苏联解体后，西方社会发生了走向均衡调

适的新变化。批判理论因此面临着如何给变化着的社会继续提供思想武器和理

论资源以使其走向更合理的境地。于此，哈贝马斯脱颖而出，以其对早期批判

理论的修正和调整实现了该理论的现代转型。90 年代后，他的学生霍耐特又

结合社会出现的新变化，使哈贝马斯努力的转型越来越臻于完善，从而使应社

会现代化产生的一种社科理论，不断随着社会的变化而焕发出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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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批判理论的现代困境

由西方推向全球的现代化最初指向的主要是人的物质生活，这种单一定

向无疑会抑制人性的其他方面，所以在西方现代化自文艺复兴时期启动以来的

整个发展过程中对其曲解，压抑人性的不满声调从未停止过，例如，卢梭在其

《论科学与艺术》中曾断言：科学的发展意味着道德的堕落。但也许在这种发

展的初期，现代化的偏执导致的压抑还没有全然表现出来，因而这样的断言一

时无法引起足够的重视。到了 19 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一方

面现代化所带有的肢解人性的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展现，另一方面改变这种

状态的要求也得到了极大的激发。马克思主义便是这种社会要求的产物。到了

20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虽然在欧洲边缘的俄国变成了现实，但

在欧洲的绝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德国遇到了来自右翼的阻力。俾斯麦政府在与

社会民主党人的抗衡中虽然也采取了一些调和阶层和阶级冲突的措施，但社会

现实总体上依然驻足在原有的现代化轨道上，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魏玛

共和国。于是，德国一批具有强烈社会使命感的人文学者在 20 年代便聚集在

一起，将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现代化对人性的肢解和摧残视为使命，进而推出

了影响深远的批判理论。

早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这批人就开始以理论为武器，对资本主义现

实中反人性的方面展开批判。直到 1947 年霍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合作出版了

《启蒙的辩证法》一书，批判理论最终以丰富的内涵开始引起广泛关注，直到

60 年代达到了影响的峰巅。聚集在该理论周围的一些知识分子，以睿智的视

野和深邃的思想将习以为常的现实中所包容的反人性方面无情地揭示出来。这

种不经意地认可的东西本来是人追求现代化过程中自己创造出的，但事实却成

了压抑人性、肢解人性的东西。现代社会中所出现的一系列冲突和问题的最终

根源在于这种压抑。对现实的这种理论批判向两次世界大战后越来越感受到

现代化之负面效应的西方人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这种理论得以在

50—60 年代赢得广泛认可，不仅左派，而且具有自由思想，乃至保守倾向的

人都对之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赞同。虽然此前尼采也对现实中的反人性方面进行

了抨击，但并没有明确将之归为社会现代化过程本身，即合理化的产物，也没

有从同是这种合理化受害者的社会大众立场出发。批判理论承续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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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将社会的不合理直接归结为社会体制本身的产物，并且对社会大众充

满同情地展开了批判。但是，他们又与卢卡奇等人不同地与苏联斯大林主义保

持了距离，认为那不是社会走向进步的方向。这种理论取向使其在西方世界得

到了广泛的接受。可是，70 年代开始，随着西方社会的自我完善渐渐呈现效

果，批判理论开始面临认可危机，这个危机主要来自三方面：

第一，批判理论在理论上有着一个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们指责资本

主义现代化进程肢解人性，没有顾及完整的人性需求；另一方面他们在指责这

种偏颇时所凭依的标尺却只是顾及了人的社会性和心理性需求，而没有顾及同

样构成人真正存在的物质需求。因而，以另一种方式同样失落了对完整人性需

求的顾及。当霍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指责启蒙理性使人

性分裂时，从他们呼唤的表面看似乎是完整的人性，但实际上只是那被压抑和

肢解出的部分，而并不是人存在的整个需求。以致到了《否定的辩证法》中，

阿多尔诺呼吁对既存现实（人性另一种追求的体现）进行彻底否定。马尔库塞

在《理性与革命》和《爱欲与文明》中推举的同样是被现实理性压抑的人性需

求，那是“单向度的人”所不具备的。而在他控诉单向的人性构建使人失落了

人性的其他需求时，往往从这一“向”走向了另一“向”。论说上虽然凭依全

面的人性需求，指向上却只见对所失落之人性方面的强调与凸显，因而，由一

方走向另一方而同样没有对完整人性的全面顾及。

进一步看，批判理论这一内在矛盾又进而昭示了对人真正存在问题上的

理论矛盾：一方面他们主张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在改善和提升人物质生活水

平方面的进步意义不能作出绝对性判断，认为恰恰在其满足人物质需求方面包

含着压抑人其他需求的特质；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具有绝对意义地宣称：真正

人性在资本主义现实中并没有得到实现，而对这绝对的人性存在并没有作具体

的论证和阐释。这样的理论矛盾必然使其在现实效力方面显现不出应有的力

量，从而流为一种虽激动人心但无从付诸实现的美好理论。与批判理论同时

代的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便对这样的理论矛盾表现出明显不满。A 到了

60—70 年代，这样的不满最终使法兰克福学派陷入认同困境。

第二，批判理论藉以对资本主义理性展开批判的核心：工具理性批判，到

A  Vgl. Karl Popper, Was ist Dialektik, in: Ernst Topitsch （Hrsg.）, Logik der Sozialwissen-
schaften, Köln 1972, S. 274.



241

了 60—70 年代开始渐渐显露与现实的脱节和不相称，这使其在理论上面临被

进一步被认可的困境。早在德国古典哲学，尤其在黑格尔那里，“理性”（Ver-

nunft）已开始被看成是事物和世界的本质所在。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M. 韦

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合理性”（Rationalität）概念，用以说明资本主义现实。

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现实中理性本身两个方面中的“实质合理性”（Substanzielle 

Rationalität）越来越萎缩，“工具合理性”（Instrumentale Rationalität）则越来

越扩展。这主要由科学技术使然，社会发展的过程主要是朝着这个方向演进。

批判理论紧紧抓住资本主义现实中工具理性凸显这个特征，从理论上对其实施

了彻底的批判。无论是在霍克海默尔，还是阿多尔诺或马尔库塞那里，资本主

义现实的工具理性特征不仅得到了彻底的披露，而且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

判。这无疑使从马克思开始的现代性批判获得了有力的承续，资本主义现实的

病症所在也由此得到了彻底的披露。这样的披露依循着一条令人激愤和思寻出

路的逻辑：使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理性本身就包含着反人性的一面。工

具理性不仅将物变成人的对象，而且也将人本身变成对象。这是一种招致异化

的物化。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西方社会而言，这样的披露显然既到位又具有强

烈的批判效果。但是，战后西方开始渐渐出现了对现实体制中压抑人性的方面

进行调适和修正的趋势，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对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展进

行了各种方式和不同程度的制衡。如果说这种修正在战后 50—60 年代还没有

显出明显的效果的话，那么到了 60—70 年代，工具理性开始慢慢趋缓。在这

样的情况下，由于批判理论将资本主义理性只是归为工具理性，阿多尔诺甚至

还将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等同，认为是资本主义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因而，

首先在德国开始出现了对批判理论的不满，例如，贝克尔（Werner Becker）就

将批判理论指责为“对人类理性和科学作出了非理性的过度评估”A。批判理论

将工具理性具体归为技术理性，这在战后西方虽然引发了一股反科学主义思

潮，但是科学和技术在战后西方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采取了一种更合乎理

性的方式，并且在不断发展着。由此，再继续将资本主义理性只是归结为工具

理性而加以批判显然会陷入认可危机。

A  Werner Becker, Die Achillesferse des Marxismus: der Widerspruch von Kapital und Arbeit, 
Hamburg 1974, S.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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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批判理论以锐利的目光披露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尽如人意、

使人性扭曲的地方。这样的披露虽然有效地开启了人重新审视社会现代化进程

的新视野，虽然激起了人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不满，但在事实上却并没有指出一

条切实可行的出路以及人能够借此作出努力的方向。这就使得他多少带有浪漫

色彩地流于一种表达美好愿望却无以付诸实施的理论，从而最终失落其本来矢

志以求的实践力量。70 年代以来，德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批判理论是批判有

余而建构不足。它将一切都推翻了，到头来人们还是不知道该如何构建那美好

的世界。由此也使批判理论自 60 年代末始陷入不被进一步认可的困境。

这个困境主要来自理论上的一个偏废：对人的存在，理性的力量作出了绝

对的定论，没有看到人的需求，乃至人的本质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境遇

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因此，当他们凭藉人对自身本来需求的记忆指责资本主

义发展并没有将此需求全面付诸实现时，虽然能引发一系列哀婉，甚至激昂的

回应，但是还没有，也不可能有让人放弃已有的而重新回到过去的效力。他们

没有看到，资本主义虽然没有做到人性需求的完满实现，但也使人性需求的某

些方面（物质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实现，进而激发了新的需求，并由此建构

起了与那种失落之间的平衡。此间，批判理论与现实之间就出现了一种错位，

正是这种错位使他在现实面前失落了转化成现实的力量，也就是说被后人指责

为没有建构性地提供一套社会理论。70 年代初，批判理论在德国的批评者马

辛克（Otwin Massing）就指责阿多尔诺没有从正面提供一个社会理论。 A  也

就是说只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说事，而没有进行政治经济学层面的构建。 B  

这使批判理论显出了空想性。

批判理论所遭际的现代危机集中体现在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当时，德

国学界出现了一股批评批判理论的潮流，批评者中有阿尔伯特（Hans Albert）、

杰伊（Martin Jay）、柏伊尔（Wilhelm Raimund Beyer）、克雷门兹（Manfred 

Clemenz）、霍赫凯珀尔（Willy Hochkeppel）等，批评的锋芒直指其理论由与

资本主义新现实的错位而招致的空想性。当时，A. 施密特和哈贝马斯等人都

起来捍卫，但由于所述困境的客观存在，传统批判理论自 70 年代以来越来越

失落响应者。

A  Vgl. Otwin Massing, Adorno und die Folgen, Neuwied/Berlin 1970, S. 9, S.43.
B  Vgl. Otwin Massing, Adorno und die Folgen, Neuwied/Berlin 1970, S. 9, S.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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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哈贝马斯对批判理论的现代转型

当时作为学生辈的哈贝马斯虽然积极参与了对批判理论的捍卫，但他没

有采取施密特的正统立场，而是清楚地明白，当时对批判理论的指责与其说在

指责其错误，不如说在提出新的期待：构建出一套具有真正现实力量的社会理

论，也就是说，使批判理论切合社会发生的新变化，从而使之焕发新的生命

力。他自己也正是沿着这样的目标，通过以“交往行为说”为标志的理论创新

实现了对批判理论的现代转型。

1956 年，哈贝马斯获得博士学位进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当霍克海默尔与

阿多尔诺的研究助理时，开始全方位研读传统批判理论的思想文献，包括一些

未出版的文献资料。由于此前业已成型的思想倾向，此间尤其受马尔库塞思想

的影响。早在博士论文（1954）中，哈贝马斯通过对海德格尔的关注深深意识

到了现代“生活世界”（Lebenswelt）中的困苦境遇以及技术是这种困苦的根

源所在。几乎同时通过阅读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又清楚地看到了当代

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Verdinglichung）特征，进而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使他看到，现代人的心灵困苦来自于生产劳动中的“合理

化”（Rationalisierung）过程，这种合理化虽然提升了劳动生产力，但同时也

使人的心灵困苦倍增。于是在其《合理化的辩证法》（1954）一文中，他一方

面依循马克思看到了合理化过程本身所具有的这个负面特质，另一方面又受启

于海德格尔将这种负面主要定格在技术上，因而不同于马克思的将合理化具体

分为三个层面，即技术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进而批评马克思没有看到技术

的负面效应。这样的观点在其紧接着的《多视角看马克思》（1955）一文中被

重复道：马克思没有看到，“技术本身，而不是技术于其中产生效用的特定经

济体制使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异化’了。” A 接触传统批判理论后，尤

其在马尔库塞的影响下开始进一步研读马克思主义，进而通过对青年马克思和

弗洛伊德的关注渐渐从海德格尔的技术观走向马克思的异化论，认为异化现象

并不是人存在本身固有的，而是特定社会关系的结果（参见哈贝马斯《有关马

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讨论文献评述》，1957）。到了《有关劳动与自由的社

A  Habermas, Arbeit, Erkenntnis, Fortschritt. Aufsätze 1954—1970, Amsterdam 1970, S.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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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笔记》（1958）一文中，哈贝马斯明确修正了他此前的海德格尔式技术观，

指出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对其政治上的错误使用是人异化的根源所在。由

此，合理化的病症、异化的根源就被指向了对技术的特定使用方式。

由此，他开始与传统批判理论有所不同地并没有将理性一概指称为工具

理性或技术理性，而是有所区分地将人类理性行为中对技术的特定使用方式视

为不幸以及异化的根源所在。这样就没有将理性一棍子打死，而是为其留有了

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空间。与此同时，他也基本意识到青年马克思和传统批

判理论基于人不变本质的不足，在其 1958 年为《费舍尔哲学辞典》所撰的“哲

学人类学”词条中明确不同意人有不变本质的说法，而是提出了有关人本质

之历史维度的思想。他写道：“人只是在一个显出社会不同的具体生活世界中，

而绝不会在‘这个’世界中生活和行为。”A 传统人类学的本体论色彩对哈贝马

斯来说潜藏着走向政治教条的危害，“这样的教条要是以价值中立的科学面貌

出现，那将更加有害。”B

由此渐渐显出了哈贝马斯两个不同于传统批判理论的定位：其一，社会的

现代化进程虽然带有着令人不喜欢的病征，但这些病征只是来自现代化本身的

某些方面，而不是所有。因此，现代性本身是可以被拯救的。他的整个理论旨

趣也就在于“使正在自我衰败的现代性能够被接受。”C 其二，现代化所招致的

心灵困苦，包括异化，是人固守于特定理念而将其普世化的结果，因为变化了

的现实已经与之不完全对应。因此，问题在于如何使二者达成一致。这就招致

了他理论上“在不放弃超验哲学普世性问题的同时，操作和论证上又采取‘解

超验化’（Detranszendentalisierung）的方法”D。 “解超验化”也就是使超验的

普世性问题与经验现实建起链接。所以在理论构建上他主张放弃对问题的终极

性阐述。 E

这样的思想定位使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尤其关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带着这样的关注，哈贝马斯从 60 年代初开始渐渐走出青年马克思的黑格尔主

A  Habermas, Kultur und Kritik, Frankfurt 1973, S. 107, S. 108.
B  Habermas, Kultur und Kritik, Frankfurt 1973, S. 107, S. 108.
C  Habermas, Die neue Unübersichtlichkeit, Frankfurt 1985, S. 202.
D  Habermas, Vorstudien und Ergänzungen zur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Frank-

furt 1995, S. 505.
E  Habermas, Vorstudien und Ergänzungen zur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Frank-

furt 1995, S.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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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立场，不再从不变而绝对的理性出发去看现实，而试图在理性和现实之间构

建起切实可行的关联。当时德国社会学界正出现一股实证主义潮流，主张实证

科学“价值中立”（Wertfreiheit）。对此哈贝马斯怀着构建理论与现实关联的胸

怀提出了异议。在他看来，即便是专注于经验的实证科学也离不开特定准则或

普世性规范的介入，实证科学或经验不可能完全中性地存在，它必然受某种先

在的普世性东西的影响。但是，在承认超验的普世性问题的同时，哈贝马斯并

没有像自己 50 年代在异化问题上那样简单地用超验的方法对待现世问题，而

是将现世问题（经验）所受到的超验性影响放在了一个可经验的界面，也就是

说将影响经验行为的超验事物（认识）并不看成是简单给定而一成不变，而是

受制于人价值取向的，包括自然科学方面的认识均如此。这使得他在 1968 年

推出了《认识与兴趣》一书。

从表面上看，哈贝马斯由此批驳了当时主张实证（经验）科学价值中立

的观点，其实，他由此推出了受启于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全新的社会实践理

论：实践并不是独立自在的，而是受到了先行理论的影响；但是理论对于实践

来说并不是客观地给定的，而是受到了主体旨趣的影响，这个旨趣并不是个人

或某个团体的，而是人作为类共有的，如对客观进程进行技术掌控的旨趣（经

验—分析科学）；在交往共同体中达成共识的旨趣（解释学）和从自然本性的

压抑中获得解放的旨趣（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批判和精神分析）。因此，指导

实践的理论或认识并不是作为绝对的标尺被用于实践，而是在人类所述旨趣的

参与下被建构的。

较之于他 1954 年《合理化的辩证法》一文中对理性三个层面的划分可以

看出，1968 年的哈贝马斯依然着力于对理性所内含的诸方面进行探寻。不同

的是，此时的哈贝马斯从参与认识建构的旨趣出发不仅明确看到了理性建构现

实的功能，而且还在此建构中将交往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即将科

学和技术方面的认识也置于交往活动的前提下。在他看来，自然科学原则并不

单纯是科学家研究的结果，而是特定科学家群体达成一致的商讨结果。因此，

与其说自然科学理论是科学家研究的对象，不如说是科学家商讨的对象。这

样，理性对现实的制约，旨趣对认识的建构就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交往行为。这

里虽然映现着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影响，但哈贝马斯并没有将参与建构认知的非

绝对性（主体性）因素简单地视为人的前判断，而是拓宽根基地视为人作为类

而共有的三种旨趣。由此在当时德国社会学界有关实证主义的论战中，哈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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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就坚决反对社会科学的工具性特质，即反对将社会现象看成是像自然现象那

样可以被人简单把握和操控的，因为社会系统并不会“重复性出现，以致可以

对之作出确凿无疑的解说”A。

由于自然科学知识也是在科学家们的特定商讨中被建构出来的，那么，

社会和人文方面的知识就更是人之间特定交往或商讨的结果。至此，哈贝马斯

1981 年《交往行为理论》的基本思想已成雏形。这个雏形在其紧接着《认识

与兴趣》后推出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中得到了鲜明体现。

70 年代开始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使他进一步看到，所谓的真实

或真理其实并不来自对象本身，而是来自人们在述说或理解中的构建，即来自

交往行为。于此，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呼之欲出。1981 年便出版了他的《交往

行为理论》一书。

与传统批判理论一样，全书所针对的是越来越走向负面的合理化问题。

不同的是，哈贝马斯并没有像霍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那样将理性简单约减为工

具理性，而只是将其视为人类理性的一个方面。因此，他的批判只是指向工具

理性，而不是整个理性。为弥补工具理性或现代化进程的不足，他将合理化

所包含的“对他者的理解”放在了重要位置上，提出了“交往合理性”（kom-

munikative Rationalität）概念，以使人与他者的理解成为可能。 B 交往合理性

不是驻足于认知，而是驻足于沟通，因而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它能克服工

具理性的弊端；而从事交往的主体是由生活世界出发达成理解和沟通的，生活

世界作为双方融通的处所因而具有了超验特质。交往所筑基的生活世界一方面

是具体的，不会走向超验；另一方面又是主体间理解所凭依的东西，因而，交

往就能使生活世界与系统间的矛盾和冲突得以平缓。生活世界在现代社会由货

币和权力而来的殖民化以及与系统的冲突就是游离出交往合理性的结果，因此

必须返归交往合理性；同时，交往合理性也给饱受非议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了出

路。自黑格尔披露了现代主义的症结在主体性之后，现代性遭到了尼采、海德

格尔、德里达、福柯等人的激烈批判。但哈贝马斯认为，这些批判只是用没有

主体的事件取代了主体性，而没有真正解决由主体性而来的弊端。交往行为便

可以真正实现对主体性的消解。

A  Habermas,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Frankfurt 1985, S. 26.
B  Vgl.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Bd. I, Frankfurt 1981, S.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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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的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实现了对批判理论的现代转型。一方

面，他坚持了传统批判理论由启蒙辩证法而来的现代性批判，看到了现代性主

要由工具理性体现出的弊端；另一方面，他又没有藉此而将理性一棍子打死，

而是进一步看到了带有弊端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对理性的不良运作，正是

这个不良使得现代化在给人带来极大物质满足的同时又使人具有了前所未有的

内心困苦。唯有理性中的交往行为可以在不损害现代化之合理进程的情况下克

服它带有的弊端。

这样的理论较之传统批判理论之所以现代是因为它切合了现时代的时代

精神，准确把握了现时代弊病的具体所在，因而能够做到对症下药地提出一套

时代切实所需，也就是说能切实转化成现实力量的理论。首先，西方社会到

了战后 60—70 年代经过前此延续近百年的各种现代性批判之后明显进入一个

后现代或现代主义后期阶段：现代化带有的人文弊端虽然使其不尽如人意，但

鉴于所带来的物质效益又显然不可逆转。于是，社会发展就进入了一个不是简

单否定现代化，而是调适与平和现代化本身所带有之矛盾的阶段，所谓使之走

向完善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批判理论的现代性批判开始有些不合时

宜。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显然提供了一套能平和现实矛盾与冲突的理论；

其次，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同时也是一个使个体不断独立化、不断自主化的过

程。这样的过程虽然解放了生产力，但同时也使许多本来不成问题的事成了问

题，如交往便是这方面问题的典型体现。可以说，现代化最使人失落的便是交

往。交往行为理论的提出不仅准确指明了现代化之人文弊端的具体所在，而且

还一针见血地点明了现代社会矛盾最终都是由交往失误导致，哪怕是自然科学

领域中的知识建构。这样的思想是传统批判理论时代不拥有的，哈贝马斯博采

众长地吸收了时代精神文化的最新成果，由之推出的交往行为理论自然就与时

代具有了准确的切合；有了这样的切合，也就拥有了转化成现实的力量。

三、霍耐特对现代批判理论的完善

哈贝马斯交往合理性概念的提出纠正了此前工具理性概念的偏废，克服

了理论与实践、个体与系统的脱离，进而为现代性的进一步展开指明了一个可

被接受的方向。但是，交往有一个何以展开、何以进行的问题。对此，哈贝马

斯走了一条语言哲学道路。在他看来，交往行为离不开对准则和规范的理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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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任何交往都是按着一定的准则和规范展开的。因而，交往与主体对准则

和规范的理解与把握相关。于此，哈贝马斯在奥斯汀和塞尔言语行为理论的启

发下，将言语交谈分为三种类型，由此引出了三种具有各自有效性要求的交往

类型。交往中如果理解出现，那么，各自的有效性要求就不会再成为话题。否

则，就要看一下，哪种有效性要求没有在交往中得到满足。而没有得到满足的

有效性要求可以通过商谈来解决，即达成共识。共识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

是有原因的。它需要有一种理想的交谈状态，即交谈双方处于绝对平等的地

位。这样的理想交谈状态既不是现实中每个言语交谈都具备的，也不是一种无

法达到的理想状态，而是一种交谈中预设的对对方的态度。基于这样的言语交

谈理论，哈贝马斯在 80 年代与阿佩尔（Karl-Otto Apel）的有关讨论中又推出

了商谈伦理的思想，试图通过去除超验性改造康德伦理学。

交往行为理论由于对战后西方社会出现的变化有了对应，有效地实现了

传统批判理论的现代转型。交往合理性的提出标明了社会批判开始不应采取简

单否定的方法，而应走交往性建构的路径。哈贝马斯凭借这些应和社会变化的

新思想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理论推上了一个新台阶，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

但是，该思想中用言语交谈的发生模式去叙说交往行为发生的具体机制却遭到

了学界的不少批评。交往行为说的成功本来是与其内蕴着的政治伦理维度分不

开的，但在具体言说其发生机制时的语言学转向却将这样的维度去除了，使本

来切合现实主体实际利益和要求的交往成了单纯语言交往。因此，维尔默和图

根哈特（Ernst Tugendhat）就对他的“商谈伦理”思想表现出了不满，指出了

其有关理想对话状态的思想是一种实际上不可能出现的空想；阿佩尔以及哈贝

马斯的几个学生还批评他“商谈伦理”思想消除了对伦理进行终极建构的可能。

所有这些批评表明：哈贝马斯将交往合理性只是诉诸对语言交往规则的批判和

反思使交往合理性之“达成共识的有效性要求”缺失了内在的规范性内涵。

就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在德国学界遭到了如此这般的批评时，作

为他学生的霍耐特（Axel Honneth）在《交往行为理论》出版后不久的 1985

年开始重读耶拿时期的黑格尔（1802—1806）。当年，哈贝马斯也是从耶拿时

期的黑格尔那里挖掘出了“交往合理性”思想。而霍耐特则带着新的问题意识

从早期黑格尔那里挖掘出了哈贝马斯并没有充分重视的主体间相互承认关系及

其内部固有的规范性内涵，从而补足性地使哈贝马斯实施的传统批判理论的现

代转型进一步臻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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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不足在于失落了对交往行为内部规范性内涵的

揭示。霍耐特深明这一点，并在耶拿时期黑格尔思想中紧紧抓住了他对交往行

为中主体间相互承认关系的阐释。黑格尔在其早期讨论自然法的文章中具有社

会哲学意味地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个体从其对自然给定性的依赖中独立出

来的过程。这样，人类共同体就必然是孤立个体的组合，而孤立个体间就必然

具有特定的伦理关系。因此，人类共同体必然是一个承认个体自由的伦理共同

体，如此个体化的人在这个共同体中必然活动在特定伦理约束的框架之中，而

不是简单完成孤立个体行为。这样，人类社会化过程就具有一种使主体间共

存的自然基础。那就是主体间的相互承认关系。早在写于 1802 年的《伦理体

系》中，黑格尔就已经受费希特的启发认为，主体间的相互承认保证了对立主

体间相互依赖的一致性和必不可少的相关性。而主体间相互承认关系的结构永

远都是一样的：承认虽然一方面使主体与他者达成了一致，另一方面也使其在

相互承认中进一步发现了自己的独特性和特殊性，进而又会与他者形成对立和

冲突。因此，冲突或斗争是人类精神伦理发展进程的核心，而相互承认则是社

会发展的必然，因为，不同主体间为了“自我持存”又必然会出现彼此由妥协

而来的承认。交往行为就是在这样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展开，进而推动社会的发

展。此间，黑格尔不同意霍布斯提出的人人反对人人的原始冲突模式，认为人

之间的冲突不可能纯粹是为了捍卫他们的肉体存在，而是指向主体间相互承认

之个性维度的，因此，主体间的冲突一开始就是一个伦理事件。霍耐特在其

1985 年开始写作，1992 年出版的《为承认而斗争》一书中紧紧抓住早期黑格

尔的这一思想，对之进行了现代阐释，进而向哈贝马斯交往行为说中注入了不

是由外在语言，而是由内在机制而来的规范性内涵。

在霍耐特看来，这个“为承认而斗争”的思想本来具有的作为社会哲学

的规范性意义由于在黑格尔那里处于意识哲学的威压下而被埋没了，即在个体

社会化和社会变迁中个体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动力特质。为了重现这样的规

范性意义必须使之由意识哲学转向以交往主体性为核心的社会哲学。由此就必

须借助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经验支持，凸现其已包含的现代社会中他者的重要意

义。于此，霍耐特进一步借助米德的社会心理学说（心灵与自我是社会的产物）

指出，自我都是在与他者的交往中成型的，因而认识和实践都离不开他者，主

体间的相互承认也就离不开交往主体的这个间性条件，即主体间必须具有某种

关联。霍耐特通过对交往主体的引入不仅将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的思想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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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了社会哲学界面，而且还进一步指出，假如相互承认关系中主体间性条件不

具备就不会出现承认，代之而起的便是蔑视。在他看来，蔑视是一种不被承认

的道德经验，这种体验是社会反抗的道德动机所在。作为承认的对立面，蔑视

与承认构成了交往行为的内在机制，即交往行为在承认与蔑视的交互作用或矛

盾运动中得以展开，这个矛盾运动进而也就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这

样，交往行为就获得了不是由外在的语言，而是由内在的机制而来的规范性内

涵，哈贝马斯的“达成共识”也就不仅是主体的要求，而且更是内在于主体行

为机制的必然。

传统批判理论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现代化）进程本身

包含着对自然人性的肢解及其招致的困苦。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当这样的合

理化在西方经受了一系列批判之后虽不可逆转但得到了调适之时，哈贝马斯的

交往行为说敏锐地看到了导致调适的是人社会化行为中被工具理性抑制的交往

合理性重又得到了弘扬，霍耐特的承认理论进一步揭示了交往行为中个体自我

认同与他者认同的动力特质。从而应合社会变化，使传统批判理论有效地转向

现代，使其在当今社会焕发出新的生机。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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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批判理论的历史与现状

王春明

在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诸多领域，德法思想在最近一个半世纪

的相互渗透乃至相互构成，早已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从而无论是出于何种

理论意图或实践意图，对德法之间的共生共荣不加注意，而仅仅满足于突出现

当代德国思想的所谓“德国性”或现当代法国思想的所谓“法国性”——严格

说来，此种对思想之国别性的过分强调，往往深刻勾连着对于语言的某种基要

主义式迷恋——，最终所导向的只能是一种对于历史的，并由此也就是对于现

实的想象。诚然，一百多年以来的德法思想发展史已经向我们清楚说明，“新

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等标签所

命名的，乃是一场又一场跨越莱茵河界限的理论运动，并且这些运动之历史轨

迹，远非“传播”、“接受”和“转化”等预设了本源主义视角的词汇所能简单

描述，换言之，其呈现出的多样化、多态化特征绝不应当被理解为对于某个在

开端时刻便已具有完备性——哪怕只是观念上的完备性——的理论原则（如现

象学“精神”、马克思主义“精神”）的表达。

德法思想总体上的这种共生共荣性，极为透彻地展现在本文所处理的基

本问题，即法国批判理论的历史与现状之中，而本文之所以选择以“法国批判

理论”而非“批判理论在法国”为题，主要目的也正在于力求避开此前提及的

本源主义立场，以彰显相对于德国批判理论而言，现当代法国的批判理论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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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不容缩减的、且在根本上促进了传统批判理论之更新的独特性。纵观法国

批判理论的历史与发展，倘若说其初期任务的确乃是在特定的理论情势下，引

介并吸收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工作，那至少最近 20 年来，其一系列的突破性

成果则表明，一方面，通过反思及调用诸多传统马克思主义及非马克思主义理

论资源，另一方面凭借对复杂社会现实的持续关注与诊断，法国批判理论在

“批判”之基础、本性与效用这些根本问题上，给出了极富启发性的理解和阐

释，而这些理解与阐释，非但不是德式批判理论工作的法式翻版，更呈示出别

样的理论视野与理论意图，且其中最为重要也最具前景的，便是重新打造一种

契合于马克思思想总体立意的社会哲学，使得一项能够真正发挥现实之用的批

判工作的理论地基得以深刻巩固。

有鉴于此，本文对于法国批判理论之历史与现状的考察，将分为三个部

分展开。第一部分的视角是纯粹历史性的，涉及特定历史情境下，法兰克福

学派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以下简称研究所）在巴黎

的活动和影响，严格讲来，这些活动及影响至多可以被回溯性地理解为法

国批判理论的“前史”。第二部分的论述将兼顾历史性与理论性，主要关注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和 80 年代法国学界对德国批判理论的引介与吸收，

以及在此过程中，德法两国之间产生的思想对话与碰撞。第三部分将处理

最近 20 年来法国批判理论的发展状况，并将着重考察上文提及的一种以社

会批判为根本立意的社会哲学的重建，在这一重建过程中，德国批判理论

的相关要素固然是必不可少的思想资源，但法国批判理论的总体视野已与前

者有所不同。

一、从法兰克福到巴黎：法国批判理论之“前史”

与新康德主义运动、现象学运动和存在主义运动不同，若以让 – 马

里·文森（Jean-Marie Vincent）1976 年出版的拓荒性专著《法兰克福学派的

批判理论》A 为标记，法国批判理论之发端可能会被认为令人遗憾地迟来了

40 多年，因为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亦即德国批判理论正式诞生不久，笼

罩在纳粹阴影下的德国政局的惨淡前景，就促使研究所之主力离开本土，先

A  Jean-Marie Vincent, La théorie critique de l’Ecole de Francfort, Paris: Galliée,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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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瑞士、法国、英国和美国建立新的根据地，而在此过程在中，巴黎起到

的救济作用举足轻重：一方面，正如马丁·杰伊在《辩证的想象：法兰克福

学派史》A 一书中所交代的那样，有赖于涂尔干弟子、时任巴黎高等师范学

院社会档案中心主任的塞莱斯坦·布格莱（Celestin Bouglé）和同属涂尔干

学派的斯特拉斯堡大学社会学教授莫里斯·哈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

等人的援助——哲学家柏格森和作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给

予的支持也不容忽视——，由霍克海默领导的研究所不仅在巴黎高等师范

学院获得了临时的据点，使得包括阿多尔诺、本雅明、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n）、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汉斯·迈尔（Hans Mayer）在

内的多名直接或间接与研究所有关的流亡人员能够在安顿之余，深入参与

到当时巴黎知识界的诸多活动之中， B 而且研究所的核心刊物《社会研究杂

志》（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也在法国出版社延续了多年（1933—

1939）的学术生命，除了前面提到的布格莱和哈布瓦克之外，如雷蒙·阿

隆（Raymond Aron）、亚历山大·科伊雷（Alexandre Koyré）、乔治·弗里德

曼（Georges Friedmann）等法国或在法的知识分子，均在《社会研究杂志》

上发表过研究成果，更不用提在巴黎获取的一手社会素材对霍克海默、弗洛

姆、马尔库塞等人合著之《权威及家庭研究》C 的重要性；然而，另一方面，

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的上述种种活动，并没有在 30 年代巴黎的思想土壤中催

生出对于研究所工作的广泛兴趣，而一项本土批判理论事业之开启更是没有被

A  Martin Jay,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
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London: Heinemann, 1973. 若无特别说明，本文第一

部分涉及的若干史实基本转述自该书。尤其参考该书 p. 30、p. 37、p. 38、pp. 50-51、
p.113、p.167、p.198、p.208。

B  比如，本雅明和马耶就对巴塔耶、米歇尔·莱里斯（Michel Leiris）、罗耶·卡由瓦

（Roger Caillois）所创之“社会学学院”（Collège de Sociologie）的一系列活动保持

密切关注。本雅明曾在书信中与阿多尔诺谈及其对该学院之政治立场的担忧，马耶

则在社会学学院系列讲座的框架下，介绍过德国浪漫主义运动时期的隐秘政治团体。

参见 Denis Hollier （ed.）, Le Collège de Sociologie 1937-1939, Paris: Gallimard, 1995; 
Marina Galletti, Alastair Brotchie （eds.）, The Sacred Conspiracy: The Internal Papers 
of the Secret Society of Acéphale and Lectures to the College of Sociology, London: Atlas 
Press, 2018。

C  Max Horkheimer, Enrich Fromm, Herbert Marcuse u.a.,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
lie. Forschungsberichte aus dem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Paris: Alcan,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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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上日程，在杰伊和其他研究者 A看来，这或许首先是因为，无论布格莱、哈

布瓦克等人如何四处奔走，都无法根本逆转法国学术机构本质上的保守性，其

次可能是因为，随着纳粹势力向法国的逐渐渗透以及战时维希政府的彻底妥

协，使得哪怕是理论上与研究所成员的进一步合作都举步维艰，再者可能是因

为，归根结底，巴黎时期研究所成员们的工作尚未分有一项能够真正打上“法

兰克福学派”标签的、总体性的“批判理论”纲领；B 总之，从某种带有目的

论意蕴的回溯眼光来看，研究所在 30 年代与巴黎的零距离接触，竟未能触发

法国批判理论的兴起，着实令人唏嘘。 C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所工作波澜不兴、法国批判理论无踪无影

的总体情境下，还是有从广义上讲隶属于研究所的个别人员凭借自身理论工

作，得到了巴黎学界的相对重视，其中的一个典型就是“更多是法国派，而非

德国派”D 的本雅明。众所周知，本雅明从 1926 年起就基本长居巴黎，一边投

身于对法国作家普鲁斯特之名著《追忆逝水年华》的翻译，一边展开其《拱廊

街计划》（Das Passagen-Werk）的研究，并且也正是在巴黎，本雅明与霍克海

默相识相知，在后者的敦促下，成为研究所正式成员的本雅明相继完成《巴

黎，19 世纪的首都》、《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论波德莱尔

A  比如 Gerhard Hoehn, Gérard Raulet, “L’Ecole de Francfort en France: biliographie cri-
tique,” Esprit, no. 17, 1978, pp. 135-147 和 Clément Rodier, “L’Ecole de Francfort en 
France et aux Etats-Unis: anatomie comparée d’une réception,” Interpretationes, no. 1, 
2015, pp. 79-93。

B  这也就是为何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法兰克福学派”和“批判理论”三

种表述之间作出区分，基本上是学界共识。

C  杰伊在其著作中引用了研究所巴黎分部时任主任保罗·霍尼希施海姆（Paul Honig-
sheim）的一段相关评述，就此问题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思路：“典型的法国知识分子要

力保自身及其家人的安全和未来，对他们来说，这些可恶的德国知识分子威胁到了

他们的生活方式，因为德国知识分子并不像他们一样，常与友人小酌共饮，而是把

双倍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他们的工作是为了上帝的荣光，或者对于非信徒而言，

工作本身就是荣光，对真正的德国学者而言，两者之间没有差别。从而，与美国学

界相对来说的同情态度不同，法国学界并未真正接纳这些德国学者。对于法国学者

而言，公开地为德国流亡者奔走，是要鼓起巨大勇气的。”（Paul Honigsheim, “Remi-
niscences of the Durkheim School,” in Kurt H. Wolff （ed.）, Emile Durkheim, 1858-1917, 
Ohio: Columbus, 1960, pp. 313-314, 转引自 Jay,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p. 38）

D  Gerhard Hoehn, Gérard Raulet, “L’Ecole de Francfort en France: biliographie critique,” p.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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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个主题》等名篇。A据统计，B自1935年起，本雅明一些作品的法译版——

若干作品由本雅明本人直接以法语撰写，如上述《巴黎，19 世纪的首都》即

为一例——就散见于各种刊物之中，其中的代表作有发表在《社会研究杂志》

上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发表在的《现代》杂志上的《历史的观

念》和《布莱希特论》C 等，而译者更是不乏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Pierre 

Klossowski）、莫里斯·德·刚蒂亚克（Mauricede Gandillac）等当时法国知识

界名流。与此同时，左翼杂志《思想》（La Pensée）（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

中的大部分文章均首先发表于该刊物之上）和《批评》（Critique）、《文学半月

刊》（Quinzaine littéraire）、《新法兰西丛刊》（NRF）等重要刊物，均专门介绍

和讨论过本雅明的作品，而且除了此前提到的巴塔耶之外，包括保罗·瓦莱里

（Paul Valéry）、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

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等法国作家都对本雅明的思想有所涉猎，

马尔罗的《艺术心理学》D 更是对后者的相关作品进行了大量参考。综合以上

史实，可以说，正如德国学者杰哈德·霍恩（Gerhard Hoehn）和法国学者热

拉尔·罗莱（Gérard Raulet）在两者合著的《法兰克福学派在法国》一文中所

总结的，“法国对本雅明的接受要远远超前于其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了解”，而且

尤为关键的是，这种接受“并没有促使法国学界将目光转移到法兰克福学派本

身之上”E，后者与本雅明在理论上的关联并没有得到澄清与深究。

同样的情形也体现在对马尔库塞的接受上。法国知识界首先透过《苏联

马克思主义》F 一书而初步了解马尔库塞，背后的语境乃是对萨特所说的“僵

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反思。应吕西安·戈尔德曼（Lucien Goldmann）的

A  关于《拱廊计划》的历史背景及其与研究所的关系，可参考本雅明：《巴黎，19 世纪

的首都》，刘北成译，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III—X 页（译者前言）。

B  见 Gerhard Hoehn, Gérard Raulet, “L’Ecole de Francforten France: biliographie critique,” 
pp. 142-143。

C  Walter Benjamin, “L’œuvre d’art à l’époque de sa reproduction mécanisée”, traduit par 
P. Klossowski, ZeitschriftfürSozialforschung, vol. 5, 1936, cahier no. 1; “Sur le concept 
d’histoire”, traduit par P. Missac, Les Temps Modernes, vol. 2, no. 25, 1947; Essais sur 
Bertolt Brecht, traduit par Paul Lave, Paris: Maspéro, 1969.

D  André Malraux, Psychologie de l’art, Paris: Gallimard, 1953.
E  Gerhard Hoehn, Gérard Raulet, “L’Ecole de Francfort en France: biliographie critique,” p. 

136.
F  Herbert Marcuse, Le marxisme soviétique, traduit par B. Cazes, Paris: Gallimard,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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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马尔库塞曾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三次来到巴黎，造成了有限范围内的

理论影响。但与其在美国的经历类似，真正使马尔库塞在法国声名鹊起的，还

是旷古烁今的“五月风暴”：1968 年的学生运动“寻觅着一位父亲，在亲历过

德国学生运动的马尔库塞那里，它找到了这样一个父亲”。A在 1968年及之后，

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乌托邦的终结》、《理性与革命》、《纯

粹宽容批判》和《哲学与革命》等著作的法译本如雨后春笋一般相继问世 B，《批

评》、《文学半月刊》、《第奥根尼》（Diogène）、《精神》（Esprit）等理论期刊上

的评论文章亦层出不穷，一时之间，马尔库塞成为知识界的现象级人物，程度

为此前的本雅明所远远不及。但相比于本雅明，马尔库塞并没有使法兰克福的

批判工作在巴黎的理论境遇有更多改善，且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当时的法

国知识界而言，和本雅明一样，马尔库塞更多是一名令人耳目一新的独立思想

家，而并非首要地是研究所或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

从而情形再明显不过。虽然研究所在巴黎度过了其极为活跃且极富理论

生产力的时期，虽然以本雅明为代表的研究所成员与诸多法国知识分子过往甚

密，但无论是刚刚起步的“批判理论”，还是尚未实质形成的“法兰克福学派”，

在当时法国的理论版图中，都只占据着十分边缘的位置，而且像霍克海默、阿

多尔诺这样的研究所核心人物的相关作品，要等到 20 世纪 60 年代乃至 70 年

代才被逐步完整翻译到法语世界，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法国对批判理论的

认识，其实开始于法兰克福学派的行政解体之后”C，而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如

本文一开始所提到的，研究所在巴黎时期的活动和影响至多只能被认定为法国

A  Gerhard Hoehn, Gérard Raulet, “L’Ecole de Francfort en France: biliographie critique,” p. 
138.

B  包括但不限于：Herbert Marcuse, Eros et civilisation, traduit par J. G. Nény et B. Fraen-
kel, Paris: Minuit, 1968; L’homme unidimensionnel, traduit par M. Witting, Paris: Minuit, 
1968; La fin de l’utopie, traduit par L. Roskopf et L. Weibel, Paris: Minuit, 1968; Raison 
et révolution, traduit par R. Castel et F. H. Gonthier, Paris: Minuit, 1968; Critique de la 
tolérance pure, traduit par L. Roskopf et L. Weibel, Paris: John Didier, 1969; Vers la libéra-
tion, traduit par J. B. Grasset, Paris: Minuit, 1969; Philosophie et révolution, traduit par C. 
Heim, Paris: Denoël, 1969。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译本更多参照的是英译本，而不是德

语原本，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马尔库塞在北美的“教父”地位（该表述引自陈良斌：《批

判理论在英美的传播与发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2017》，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19 页）。

C  Gerhard Hoehn, Gérard Raulet, “L’Ecole de Francfort en France: biliographie critique,” p.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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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论的“前史”，也就是说，带有清晰理论意识和明确理论自觉的法国批

判理论的真正历史仍未发生。

二、反思马克思主义：法国批判理论之发端

上文提到，倘若说研究所在 30 年代法国遭遇了“奇特命运”，A 亦即其巴

黎时期的历史，总体上呈现为一段“沉默的历史”，B 那此种奇特之沉默的最直

接例证，便是法国学界在相对关注研究所个别成员之工作的同时，对“批判理

论”这一总体立意基本上是陌生的，而霍克海默等研究所的纲领性文本——特

别是起到定调作用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译本缺位，又或多或少阻

碍了这种状况的改善：由米盖尔·阿本苏尔（Miguel Abensour）主持的、法国

帕耀出版社（Payot）出版的“政治批判”丛书工程，以及法国伽里玛出版社

（Gallimard）的一系列翻译工作，分别于 1973 年和 1974 年才启动，在此之后，

法语读者才能够接触到霍克海默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发端》、《传统理论与

批判理论》、《理性之蚀》，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最低限度的道德》以

及两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法译本名为《理性辩证法》）等重要作品。 C

此处必须要补充的是，从此前提及的杰伊等学者的相关述评中可以看出，

从实质上讲，这段长达 40 年的沉默的历史其实同时也是一段压制的历史，而

压制的来源，主要则是法国知识界和研究机构中多多少少具有保守性的多股力

A  Ibid.
B  Clément Rodier, “L’Ecole de Francfort en France et aux Etats-Unis: anatomie comparée 

d’une réception,” p. 81.
C  Max Horkheimer, Les débuts de la philosophie bourgeoise de l’histoire, suivi de Hegel et 

le problème de la méthaphysique, traduit par D. Authier, Paris: Payot, 1974; Théorie tra-
ditionnelle et théorie critique, traduit par C. Maillard et S. Muller, Paris: Gallimard, 1974; 
Eclipse de la raison, suivi de Raison et conservation de soi, traduit par J. Debouzy et J. 
Laizé, Paris: Payot, 1974. Theodor Adorno, Dialectique négative, traduit par Collège de 
Philosophie, Paris: Payot, 1978; Minima Moralia, traduit par E. Kaufholz et J. R. Ladmiral, 
Paris: Payot, 1980. Max Horkheimer, Theodor Adorno, La dialectique de la raison, traduit 
par E. Kaufholz, Paris: Gallimard, 1974. 需要补充的是，对于哈贝马斯作品的法译工

作也开启于这一时期（Jürgen Habermas, La technique et la science comme «idéologie», 
traduit par J. R. Ladmiral, Paris: Gallimard, 1973），而杰伊的法兰克福学派史的法译本

也是由帕耀出版社出版（Martin Jay, L’imagination dialectique. L’histoire de l’Ecole de 
Francfort et de l’Institut de Recherches sociales, Paris: Payot,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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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之前引用过的霍恩和罗莱的报告中，这一来源得到了进一步的澄清，且

两位作者尤其强调了法国马克思主义所构成的双重阻力：一方面，法共内部的

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必然无法认同法兰克福学派总体上就无产阶级能否继续承

担解放责任这一原则问题所给出的否定回答，而且与此相应的是，在前者看

来，后者对于“不可调和的主体性”的过分强调，必定包含一种绝非与法兰克

福批判理论的德国观念论根源彻底无关的观念论错误，从而“正统马克思主义

的沉默绝非偶然”；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庞大且专深的教条主义”，在 60 年

代早期和中期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如日中天的阿尔都塞主义虽然并不完全

追随法共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路线，但从根本上与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基本

立场不相兼容，况且后者对于种种实证主义的严厉批评，势必触及无论如何都

带有结构主义色彩的阿尔都塞主义的理论根基，以至于只有在 68 学潮爆发之

后，“阿尔都塞主义屏障”才逐渐崩塌，种种“别样的颠覆性潜力”A 才得到重

视，而也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和理论背景下，法国批判理论工作才真正展开了它

的历史。

从而，如同本节标题所试图指明的，在度过了漫长的“史前”时期之后，

法国批判理论之发端密切关联于法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的某种内部反思或曰自身

反思，并且在“后 68”的总体历史语境和阿尔都塞主义风雨飘摇的特定理论

语境下，这场反思首要地着力于对于理论与实践——更准确的是，马克思主义

理论和革命实践——之亲缘关系的澄清与重建。B 不过也正是在这里，必须要

指出的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和目的，哪怕是起步阶段的法国批判理论，也没有

A  Gerhard Hoehn, Gérard Raulet, “L’Ecole de Francfort en France: biliographie critique,” 
pp. 139-140. 此前提到的克莱芒·罗迪耶（Clément Rodier）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

他看来，阿多尔诺等人自 30 年代起就提出的“工人阶级已被嵌入资本主义体系”这

样的看法，以及与此相应的对于政党的批判，势必造成法共官方的抵制。（Clément 
Rodier, “L’Ecole de Francfort en France et aux Etats-Unis: anatomie comparée d’une ré-
ception,” p. 83）

B  在阿尔都塞主义所遭受的种种批评中，首要地就包括对其“理论主义”倾向的指责，

在此方面，朗西埃于 68 事件之后撰写的《关于意识形态理论：阿尔都塞的政治》一

文的结论，具有强烈的代表性：“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为了自身的

最大安宁，我们不厌其烦地唠叨着这一观点。现在，我们必须从学生们的文化革命

和意识形态反抗中学到：任何与革命实践相脱离的革命理论都会走向自身的反面。”

（Jacques Rancière, “Sur la théorie de l’idéologie politique d’Althusser,” L’homme et la 
société, no. 27, 1973, p.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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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紧随法兰克福理论亦步亦趋，甚至往往展现出对后者的原则性批判。此前

提及的让—马里·文森《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一书就展现出了此种独特

的双重性：首先要承认的是，无论是从综合性还是从深入性上来看，在对法兰

克福学派的介绍上，文森的这部著作无疑具有前文提及的拓荒意义，该书首次

详细回溯了自 20 年代末到 60 年代末的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史，并在此线索下，

着重分析了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等学派中坚力量的主要思想及其现实背景，尤

其交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以及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对学派思想

家们产生的深刻影响，提供了一幅关于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全景图；但与此同

时，正像罗迪耶在其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在法国与美国之历程的研究报告中所总

结的，早年受到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等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影响的文森，之

所以在 70 年代末，将目光转向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其根本意图乃是“重建马

克思”，A特别是重建马克思理论与实践的本有统一，遵循这一立意，文森虽然

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更新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推动“马克思主

义之自我批判”B 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但他始终认定，法兰克福批判理论表现

出对于资本主义强力的某种妥协，以及与此相应的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

的全人类解放的深层悲观。文森此后理论工作的取向和发展，或许与其对法兰

克福学派的这种根本上的保留态度并非没有关联，自 80 年代开始，以立足于

马克思之“商品拜物教”分析的《劳动批判》C 一书为代表，文森注重于拓展

一种直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实在基础，而非仅仅满足于从观念上解构启蒙理

性、工具理性的批判理论，且目前学界一般认为，这后一种批判理论遥相呼应

于德国学者罗伯特·库尔茨（Robert Kurz）和安瑟姆·雅佩（Anselm Jappe）

所推动的“价值批判”（Wertkritik）工作。由此看来，倘如霍恩和罗莱在 70

年代所言，由文森等人之工作所体现的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接受方兴未

艾”，D 那从严格意义上说，这里涉及的就绝不是简简单单的“接受”，而毋宁

A  Clément Rodier, “L’Ecole de Francfort en France et aux Etats-Unis: anatomie comparée 
d’une réception,” p. 88.

B  Jean-Marie Vincent, La théorie critique de l’Ecole de Francfort, p. 153. 
C  Jean-Marie Vincent, Critique du travail. Le faire et l’agir, Paris: PUF, 1987.
D  Gerhard Hoehn, Gérard Raulet, “L’Ecole de Francfort en France: biliographie critique,” 

p. 141. 劳莱本人也于 1978 年出版了其与保罗 – 罗兰·阿苏恩（Paul-Laurent Assoun）
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Paul-Laurent Assoun, Gérard Raulet, Marxisme et 
théorie critique, Paris: Payot,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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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带有明确自我意识的、包含着对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之批判的法国批判理论的

萌芽。 A

就理解 20 世纪 70—80 年代法国学界对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总体认知和

相对意义上的批判性态度而言，另一桩事实亦值得一提，即哈贝马斯一度引起

的广泛关注。众所周知，哈贝马斯与研究所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较为复杂，

简单将其归入法兰克福学派往往会带来思想史理解的诸多困难。具体而言，虽

然在 50 年代，哈贝马斯曾担任过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助手，并且在理论上

同时也深受马尔库塞的影响，但此后其与研究所的关系逐渐疏离，若干观点也

受到霍克海默的严厉批评，在离开法兰克福之后，也将研究视野拓展到了美国

实用主义哲学上。即使在霍克海默的邀请下，哈贝马斯于 1964 年重回研究所

做了题为“认识与兴趣”的讲座，但其在 60 年代末婉拒研究所所长一职，或

多或少也透露出个中复杂的立场关系。考虑到这一背景，当七八十年代的法国

知识界普遍将哈贝马斯视作法兰克福学派的“当前代表”，甚至于认为“在哈

贝马斯那里，批判理论纲领得到了实现”，B以为和哈贝马斯对话——法国学界

当时主要参照的哈贝马斯文本，便是《认识与兴趣》C——就是和法兰克福学

派本身对话，无疑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在哈贝马斯与法兰克福学派关系问

题上，福柯可能是当时少数具有清醒认识的法国知识分子之一：在强调自身思

想与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内在相通性，特别是与后者在启蒙问题上之共同立场

的同时，福柯不忘指出，哈贝马斯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兰克福批判传统，

而当他与哈贝马斯产生理论交锋时，更是坚定地援引了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这

A  从而，我对罗迪耶的下述看法持保留意见，即认为要是在七 80 年代，新一代法国知

识分子没有完全吸收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观点，那同时也就表明，当时法国没有发

展起批判理论（见 Clément Rodier, “L’Ecole de Francfort en France et aux Etats-Unis: 
anatomie comparée d’une réception,” p. 91）。这一观点的错误在于，一方面没有足够

重视比如文森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工作，另一方面则过于将“批判理论”限定在法兰

克福学派的理论原则和理论意识之上。就定位何为批判理论而言，过分扩张其外延

无疑会导致内涵上的空洞，但过分紧缩其内涵，则势必会陷入本文开头所说的本源

主义立场。

B  Paul-Laurent Assoun, Gérard Raulet, Marxisme et théorie critique, p. 85、p. 149.（转引

自 Clément Rodier, “L’Ecole de Francfort en France et aux Etats-Unis: anatomie comparée 
d’une réception,” p. 89）。

C  Jürgen Habermas, Connaissance et intérêt, traduit par G. Clémençon, Paris: Gallimard,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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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为自己的理论立场背书。当然，福柯的思想

路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不谋而合，或者说，其对该理论的

吸收和使用是否本质上是出于“种种策略性目的”，A 这些依旧是富有争议、有

待阐明的问题， B——从而，同样无法轻易给出断定的问题是（尤其考虑到其

与马克思主义的若即若离），福柯的工作是否可以被视为法国批判理论的一个

环节——，不过福柯的表态无论如何都反衬出，当时法国学界在对于法兰克福

学派理论形象之辨认上，普遍存在着混淆。 C

透过以上案例之回顾，可以进一步明确由文森工作所代表的早期法国批

判理论的历史意义。有别于当时法国知识界的一般情形，并与福柯在此问题上

意见一致，文森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构成有着难能可贵的正确认知，缺乏

这种认知，其在重建马克思主义、重建理论—实践统一性之立意下，所展开的

对于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批判，以及与此相应的劳动批判理论之构建，就势必

会面临理论正当性层面的危机，而且这也就势必导致，法国批判理论事业之发

展在一开始就陷入窘境，甚或如此这般之开端本身的真实性也值得怀疑。换言

之，在无法清楚辨识何为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情况下，无论对这一理论进行

批判，还是在此基础上发展一种法国批判理论，都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得到

落实。

有赖于文森打下的这一基础，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法国逐渐形成了

既对批判理论的法兰克福起源具有清晰认知——其中不乏与研究所有频繁接

触、甚或就是在新一代研究所队伍中成长起来的中青年翘楚 D——，又不断通

A  Clément Rodier, “L’Ecole de Francfort en France et aux Etats-Unis: anatomie comparée 
d’une réception,” p. 92.

B  法国学者的相关论述可参考：Alain Blanc, Jean-Marie Vincent, La postérité de l’Ecole 
de Francfort, Paris: Syllepse, 2004; Yves Cusset, Stéphane Haber （dir.）, Habermas et 
Foucault–Parcours croisés, confrontations critiques, Paris: CNRS Editions, 2006。

C  除了哈贝马斯，当时的法国知识界也一度将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错误归

入法兰克福学派（参见 Gerhard Hoehn, Gérard Raulet, “L’Ecole de Francfort en France: 
biliographie critique,” p. 141），对布洛赫不仅从未任教于法兰克福大学，而且曾严厉

批评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和霍克海默的悲观主义这些事实置若罔闻。不过，鉴于当

今海内外学界亦普遍将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阶段性代表人物，几近半世纪之

前的法国学界的这种误识，其错误性似乎也就被消解了。

D  像下文提及的克里斯特（Julia Christ）、卡迪娅·杰内尔（Katia Genel）和伊莎贝拉�

奥贝尔（Isabelle Aubert），都曾是霍耐特在法国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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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自身工作探求着批判理论之新路径的学者群，而且从总体上讲，反思传统马

克思主义，调用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并对不断变化、更新的资本主义现实

保持持续关注与诊断，是由这些工作者所合力推动的法国批判理论的基本展开

方式：截至 20 世纪末，法国批判理论的代表性著作主要包括罗莱的《马尔库

塞：解放哲学》，埃马努埃尔·雷诺（Emmanuel Renault）的《马克思和批判的

观念》和弗朗克·费舍巴哈（Franck Fischbach）的《承认：费希特和黑格尔》

等；A 新世纪以来，一批更为年轻的学者加入到了批判理论的队伍之中，典型

的有《关于劳动的批判社会学》（德语撰写）的作者亚历山大·纽曼（Alexander 

Neumann），《脆弱性和批判理论》（英语撰写）的作者爱斯泰拉·费拉莱斯

（Estelle Ferrarese），《社会不公：批判的多重路径》的作者于丽雅·克里斯特等，

并且也是在这十几年间，此前提及的如雷诺和费舍巴哈等人，分别陆续出版了

《社会苦痛：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无对象：资本主义、主体性和异化》

等力作 B，就目前看来，可以说正是凭借这些著作，法国批判理论稳固确立了

其在批判理论光谱中的特定位置，并由此展现出令人期待的前景。

三、重构社会哲学：法国批判理论之现状

一般认为，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在其第一期的发展过程中，一项重要的理

论立意乃是“社会哲学”（sozialphilosophie）之建构，后者的主要关切乃是“对

并非仅仅作为个体的，而是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人的命运进行哲学阐释”，

A  Gérard Raulet, Herbert Marcuse. Philosophie de l’émancipation, Paris: PUF, 1992; Em-
manuel Renault, Marx et l’idée de critique, Paris: PUF, 1995; Franck Fischbach, Fichte et 
Hegel. La reconnaissance, Paris: PUF, 1999. 

B  Alexander Neumann, Kritische Arbeitssoziologie, Stuttgart: Schmetterling, 2010 ; Estelle 
Ferrarese, Vulnerability and Critical Theory, Leyde: Brill, 2018 ; Julia Christ, L’injustice 
sociale, quelles voies pour la critique, Paris: PUF, 2013; Emmanuel Renault, Souffrances 
sociales. Sociologie, psychologie et politiqu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8; Franck Fisch-
bach, Sans Objet: Capitalisme, subjectivité et aliénation, Paris: Vrin, 2009. 其他较为重要

的作品还包括 Jean-Marie Vincent, Vers un nouvel anticapitalisme, Paris: Le Félin, 2003; 
Stéphane Haber, L’homme dépossédé, Paris: CNRS Editions, 2009; Katia Genel, Autorité et 
émancipation. Horkheimer et la Théorie critique, Paris: Payot, 2013 等。另外值得提及的

是在文森的支持之下创办的在线学术年刊 Variations（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
variations/），迄今已出版了 22 期，汇聚了法国批判理论的一系列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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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社会哲学一方面“要与具体科学研究、一般哲学研究、纯粹经验描述、当

代形而上学主流精神、世界观和政治考虑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则“要与社会

学研究叠合在一起”。 A 但在学派随后多年的发展中，这项由霍克海默在《社

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B 演讲中所确立下的工作路线，似乎渐渐

淡出了其他成员的视野，个中缘由可能是理论的，也可能是现实历史的。有鉴

于此，霍耐特在近些年重提批判理论的社会哲学基础，并相应地提出“社会病

理学”（sozialePathologie）概念，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早期法兰克福批判

理论事业之主旨的复兴。 C

对于理解法国批判理论近的近期发展而言，被霍耐特重新提上日程的社会哲

学，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立足点和参照点，因为不仅从上一节中末尾列举的诸多

新近成果中可以看出，法国批判理论界近 20 年以来的一大关切，便是推进一种

社会哲学，而且从像雷诺和费舍巴哈这样的扛大旗者的工作中不难发现，此项推

进工作既不是向霍克海默之原则的简单复述，也不是对于霍耐特之思路的纯粹转

嫁，而是力求更彻底地夯实社会哲学，尤其是一种契合于马克思思想总体立意之

社会哲学的地基，以期强化批判理论现实之用的理论努力，并且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努力与启动于 2003 年的、由伊莎贝拉·嘉洛（Isabelle Garo）主持的马恩著

作法译工程（GEME）及其他依托于 MEGA2 的翻译工作关系紧密。 D

A  王凤才：《如何理解批判理论的“政治理论转向”？》，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2017》，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62、265—266 页。

B  Max Horkheimer, “Die gegenwärtige Lage der Sozialphilosophie und die Aufgaben ein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Gesammelte Schriften, Bd. 3, Frankfurt: Fischer, 1988, pp. 
20-35. 

C  也正是在此视角下，霍耐特对阿多尔诺和（后期）哈贝马斯的工作路径予以了一定

程度的批评，称其中存在着一种“社会学亏空”（Axel Honneth, Emmanuel Renault, 
“Philosophie sociale et théorie sociale,” Sociologie, no. 1, vol. 9, 2018, http://journals.

openedition.org/sociologie/3410）。
D  自 2008 年以来，在 GEME 的工作框架下，历史悠久的社会出版社（Editions So-

ciales）已陆续出版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1863—1867 手稿》《政治经济学批

判序言导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与恩格

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两卷本《青年恩格斯文集》。费舍巴哈本人则是

以 MEGA2 为支撑的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新译本的译者（Karl Marx, 
Manuscrits économico-philosophiques de 1844, introduit, traduit et annoté par Franck Fis-
chbach, Paris: Vrin, 2007），而围绕着这个译本，在雷诺的组织下，包括费舍巴哈在

内的多名法国学者就该手稿的思想遗产展开了讨论，并出版了讨论文集（Emmanuel 
Renault （dir.）, Lire les Manuscrits de 1844, Paris: PUF,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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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前提到的《承认：费希特和黑格尔》这本处女作起，费舍巴哈就对霍

耐特旨在复兴社会哲学的批判理论工作保持高度关注，并试图勾勒出从费希特

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的德国近代社会哲学谱系，以之作为思考法兰克福批判理

论相关工作的思想史参照。在此方面，其代表性著作还包括问世于世纪之交的

《费希特：自然法之基础》。 A 而在 2003 年出版的力作《存在与活动：近代活动

本体论基础之探究》B 中，费舍巴哈勾勒了一幅更为宏大的理论图景，这部讨

论古希腊、中世纪及近代哲学之“活动”概念的专著，为其之后对于马克思哲

学，尤其是马克思之社会哲学的重构及阐发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在 2005

至 2015 这十年间，费舍巴哈先后出版了《人的生产：马克思和斯宾诺莎》、《无

对象：资本主义、主体性和异化》、《社会哲学宣言》、《剥夺世界：时间、空间

和资本》和《马克思的多面哲学》C 等作品，从多个角度展现了其带有重构马

克思主义社会哲学立意的批判理论工作之面貌，而在最近几年出版的两本论著

《社会的意义：合作的诸种力量》与《什么是社会主义政府？》D 中，费舍巴哈

更是将此种社会哲学的现实指向明确界定为一种合作的社会主义，以回应新自

由主义势力的不断发展以及传统左派力量的自由主义化危机。

具体而言，正如其 2005 年的同名专著所示，费舍巴哈近些年来一系列工

作的起步动作，乃是从“生产”问题入手，在提出了一种独特自然形而上学

的“斯宾诺莎的启示下”，E 重新梳理马克思的社会哲学。值得注意的是，与曾

经同样试图拉拢斯宾诺莎和马克思的阿尔都塞不同，费舍巴哈的工作不带有以

“认识论断裂”为记号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包袱，而且一反阿尔都塞在此包袱

之重压下得出的相关结论，费舍巴哈认为《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乃是“马

克思最为斯宾诺莎主义”F 的文本，且原因有三：首先，马克思在其中表达了

A  Franck Fischbach, Fichte: le fondement du droit naturel, Paris: Ellipses, 2000.
B  Franck Fischbach, L’être et l’acte: enquêtes sur les fondements de l’ontologie moderne de 

l’agir, Paris: Vrin, 2003.
C  Franck Fischbach, La production des hommes: Marx avec Spinoza, Paris: Vrin, 2005; Sans 

objet. Capitalisme, subjectivité, aliénation, Paris: Vrin, 2009; Manifeste pour une philoso-
phie social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9; La privation de monde. Temps, espace et capital, 
Paris: Vrin, 2011; Philosophies de Marx, Paris: Vrin, 2015.

D  Franck Fischbach, Le sens du social. Les puissances de la coopération, Montréal: Lux Edi-
teur, 2015; Qu’est-ce qu’un gouvernement socialiste?, Montréal: Lux Editeur, 2017. 

E  Franck Fischbach, La production des hommes: Marx avec Spinoza, p. 16.
F  Ibid.,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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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与斯宾诺莎一脉相承的自然本体论，即认为人乃是“自然的部分”（Teile 

der Natur）、自然的（有限）样式，而且此种自然本体论的核心，在于强调作

为自然之原则、从而也就是作为人这一自然部分之原则的“活动”，该活动原

则在斯宾诺莎那里展现为自然之自然化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则展现为“生产”

问题；其次，在如此这般的自然本体论的基础下，马克思与斯宾诺莎一样，都

进一步生发出了一种关系本体论，也就是说，当马克思将对人的考察嵌入到对

社会生产关系的考察时，他触及的其实是斯宾诺莎《伦理学》中所讨论的展现

在“情感”（affect）中的被动性问题；最后，仍旧是在以活动为原则的自然本

体论立意下，马克思与斯宾诺莎的工作均实质蕴涵了一种对于主体性的批判，

该批判之要义在于指出，将人理解为纯粹的，亦即剥离客观性、剥离自身之客

观表达的活动主体，乃是对于人这一自然存在之本性的颠倒的理解。总之，在

斯宾诺莎的自然哲学那里，费舍巴哈看到了重解马克思之社会哲学的契机，有

赖于这一契机，马克思的社会哲学，乃至是马克思哲学整体，将获得更为扎实

的理论奠基，并由此展现出更强有力的现实之用。

《无对象：资本主义、主体性和异化》、《剥夺世界：时间、空间和资本》、

《社会哲学宣言》三部著作从三个有所不同，但彼此补充的侧面进一步拓展

了费舍巴哈的上述工作。在第一本作品中，费舍巴哈聚焦于近代主体概念的

“无对象”维度，并在得到斯宾诺莎自然哲学之夯实的马克思社会哲学的理论

坐标系中，将此种主体性原则批判性地揭示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其所需要的

劳动者—社会生产者的核心机制，正是这种生产机制创造出了“无世界、无

对象”A 的近代主体形象。同样的主体批判思路也展现在第二部著作中，但

稍有不同的是，费舍巴哈更侧重于突出近代主体的无世界性，并着重分析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剥夺人之存在的“世界性”维度——借用海德格尔和阿伦

特的相关思路，费舍巴哈将此种剥夺称之为“去世界化”（démondanéisation/

Weltentfremdung） B——的具体展开方式，即对于同质化时间和同质化空间的

双重生产，如此这般的时间和空间可以说是从根本上去世界化了的主体经验得

以可能的形式，因为正是这样的时空形式，使得人之本质生产力被体认为一种

指向了“未来之劳动可能性的”、“能够在未来某个时刻得到现实化的劳动能

A  Franck Fischbach, Sans objet. Capitalisme, subjectivité, aliénation, p. 17.
B  Franck Fischbach, La privation de monde. Temps, espace et capital,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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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A从而也就相应地构造出了马克思意义上的没有对象性、纯粹主体性的自

由劳动者。不过，真正将这些或多或少还是隶属于思想史和问题史领域之工作

背后的总体性原则彰显出来、并试图由此为批判理论重新奠基的理论努力，严

格来说是由纲领性的《社会哲学宣言》所展现的。在这部明确提出要将社会哲

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斯宾诺莎式的社会哲学 B作为包括批判理论在内的一切

关切现实之工作的哲学基础的著作中，费舍巴哈一方面直指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批判理论的过度政治哲学化——在费舍巴哈看来，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若干

理论路线对此种政治哲学化进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则回应了霍

耐特在打造社会病理学过程中表达出的对于社会批判理论之效用的担忧，认为

社会哲学不应当由于对自身理论属性的过分思虑，C 而拒绝将辨识“社会病理

的决定能力移交给相关个体”，亦即移交给“最不受待见的社会成员”，D 并同

时援引福柯、布尔迪厄和纪尧姆·勒布朗（Guillaume LeBlanc）等现当代法国

思想家的相关工作，力求呈示出相较于霍耐特之社会病理学而言——虽然费舍

巴哈对霍式这一理论总体持赞赏态度——，在现实之用上更契合于马克思社会

哲学之原意的批判理论所应当具有的力量。 E 换言之，费舍巴哈在其《社会哲

学宣言》中所宣扬的，归根结底乃是一种旨在通过重构马克思之社会哲学而“为

致力于改变社会者之行动理由提供合法性依据”F 的更为激进的批判理论，且

此种激进性之首要表现，就是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新情势，对“批判”之基

础、本性与效用作出毫不妥协的重新界定，使得批判理论之批判力量不仅仅停

留于理论，而是真正探入到具体的、实践的社会批判中去。 G

A  Ibid., p. 75.
B  见 Franck Fischbach, Manifeste pour une philosophie sociale, pp. 13-14。
C  见 Axel Honneth, La société du mépris,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6, p. 98。
D  Franck Fischbach, Manifeste pour une philosophie sociale, pp. 156-157.
E  费舍巴哈的如下文字在此方面式提纲挈领的：“在此情况下，社会哲学承认介入并

引领社会斗争的那些人拥有独特的能力，而社会理论本身要强化的也正是这样一种

能力：社会哲学不宣称对斗争的理由提供了解释，也无意表明行动的理由是好是坏，

而是要为这些理由和斗争予以共鸣，以理论的方式对之进行表达，因为理论的要素

一方面有别于这些行动之产生、构成和初步表达的实践要素，另一方面则与该要素

密切勾连。”（ibid., p. 85）
F  Ibid., 封底。

G  由此看来，无论费舍巴哈在若干理论问题上对阿尔都塞有何种批评，其根本立意似

乎并不相悖于后者在 70 年代所宣称的“理论上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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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马克思的社会哲学是否需要借由斯宾诺莎的自然形而上学得到夯

实这样的问题上并不全然应和费舍巴哈，A 但从总体上讲，雷诺在《社会性蔑

视：承认的伦理学和政治学》、《不公正的经验：对不公正的承认和诊治》B 和在

此前提到的《社会苦痛：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等一系列著作中，展开了

一种和费舍巴哈异曲同工的批判理论工作。同样受到霍耐特之影响，但又不局

限于后者之思路，雷诺从原则上也不认为将社会病理的诊治权交还给真实承受

社会苦难的阶层，会导致批判事业之理论力量的削弱。恰恰相反，他将社会性

蔑视之受难者的经验与诉求作为批判理论事业的不可让渡的起点，亦即可以说

主张采取一条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批判路径，以期真正落实一种指向兼具

伦理意味和政治意味的社会承认。正是带着这样的根本立意，在上述三本著作

中，雷诺相继考察了社会中的蔑视现象、苦难现象和不公现象，并同时对社会

学、心理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乃至医学人类学等据称是关切社会问题的理

论工作在实质上对具体社会经验所造成的遮蔽进行了严厉批判 C，提出具有社

会哲学本性之批判理论的首要的现实之用，应当是通过由一种“非局部性”D

的、整合性的社会理论所完成的现实描述，来消除社会深层的“不可见化”

（invisibilisation）机制，最终将“通过共同呼吁、共同行动而改变生存状况的

能力交还给每个个体”。 E 不难看出，与费舍巴哈一样，雷诺的批判理论工作

一方面坚定地背靠着一种社会哲学，另一方面则保持着对于此种哲学之现实指

A  费舍巴哈在此方面的思路更多得到法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罗东（Frédéric Lor-
don）的呼应。见Frédéric Lordon, L’intérêt souverain. Essai d’anthropologie économique 
spinozist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6; Capitalisme, désir t servitude. Marx et Spinoza, 
Paris: La Fabrique, 2010; La société des affects. Pour un structuralisme des passions, Paris: 
Seuil, 2013; Imperium–Structures et affects des corps politiques, Paris: La Fabrique, 2015。

B  Emmanuel Renault, Mépris social. Ethique et politique de la reconnaisance, Bègles: Edi-
tions du Passant, 2000; L’expérience de l’injustice. Reconnaissance et clinique de l’injustic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4.

C  关于这些批判，亦可参见 Emmanuel Renault, “Théorie sociologique, théorie sociale, 
philosophie sociale: une cartographie critique,” Sociologie, no. 1, 2018, pp. 43-59。值得

注意的是，这项批判还指向了罗尔斯、哈贝马斯、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布尔迪厄和内格里（Toni Negri）的部分工作（见 Emmanuel Renault, L’expérience de 
l’injustice. Reconnaissance et clinique de l’injustice）。

D  Emmanuel Renault, “Théorie sociologique, théorie sociale, philosophie sociale: une cartog-
raphie critique,” p. 45.

E  Emmanuel Renault, Souffrances sociales. Sociologie, psychologie et politique, 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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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也就是其所应当发挥之社会功能的极为清醒的认识。

总之，由费舍巴哈和雷诺所代表的当代法国批判理论路径既不无视法兰

克福批判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也不完全以后者制定的路线和方针为准绳，而是

如本文开头所述，通过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及非马克思主义资源的深入反思和调

用，以及对于复杂社会现实的持续关注与诊断，开辟出了别样的理论格局。从

而，相对于法兰克福批判理论而言，法国批判理论既非其延续，亦非其反面，

两者之间毋宁说是呈现出了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样态，这对批判理论的整体发

展来说，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四、结语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擦肩而过，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的初现端倪，再到近二十年以来的开疆拓土，法国批判理论经历了一段极为独

特的发展历程，对早期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之认识的逐渐清晰，从法共马克思主

义理论之框架中的艰难突围，对阿尔都塞主义遗产的局部继承，以及相较于当

下法兰克福学派之理论立意而言对社会哲学更为彻底的理论推进，均是此种独

特性的明显例证。当然，鉴于德法哲学长久以来的相互吸收，尤其是德法批判

理论之间不断地交流沟通，A 这样一种独特性本身最终仍旧是需要放在批判理

论整体之发展的谱系中得以定位，以便同时规避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本源主义立

场和国别主义立场。不过无论如何，透过对于法国批判理论之历史与现状的考

察，可以基本确定的是，作为一项以深入关切现实、诊断现实、改变现实为核

心立意的理论事业，批判理论所开辟的路径，尤其是具有丰富面向的社会哲学

路径，应当会具有更为广阔的理论前景。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A  除了此前引用过的雷诺和霍耐特的对谈之外，由雷诺主编的文集《批判理论进展如

何？》（Emmanuel Renault, Yves Sintomer （dir.）, Où en est la théorie critiqu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3）也表明了这样一种沟通：该文集的作者涵盖了德法批判理论的不

同年代的代表人物，如法国方面的劳莱、斯泰方·阿贝（Stéphane Haber）、费舍巴

哈、费拉莱斯、伊夫·库塞（Yves Cusset）和德国方面的哈贝马斯、霍耐特（广义

上属于批判理论谱系的 N. 弗雷泽也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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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文化与现代传播

赵长伟

1968 年“五月风暴”之后，批判理论已经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广泛传播。

原本是批判文化工业的批判理论本身也成为一种文化工业，这真是巨大的历史

讽刺。洛文塔尔在《文学社会学回顾》一文（1981）中指出，批判理论不应该

被理解为超出这种集体“共同特性”的任何内容，《社会研究杂志》第 1 期给

批判理论做了定性：批判理论作为一种建立在共有的、批判的基本立场之上的

思想观点，它可以应用于所有文化现象，但从来没有声称要成为一种体系，而

只是包括对哲学、经济学、心理学、音乐和文学的批判性分析。A 洛文塔尔将

文学社会学看作文化社会学的一部分，文化现象特别是文学生产“在社会学家

的习语中，这属于传播领域；在人文主义者的用语中，这是文学（艺术的或者

其他的）领域”B。他指出，“文学社会学家的任务是将虚构角色的经历同它们

得以产生的特定历史风气联系起来，并因而使得文学解释学成为知识社会学的

一部分。社会学家不得不将这些主题和体裁手法的私人方程式转换为社会方程

A  Leo Löwenthal, Critical Theory and Frankfurt Thworists:Lectures, Correspondence, Con-
versations,（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V.4）,Brunswick, N.J.:Transcation Books 1989, 
p.112.

B  Leo Löwenthal, Literature and mass culture（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V.1）, 
publisher:New Brunswick（U.S.A）:Transcation Books 1984, preface, p.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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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A在洛文塔尔那里，传播只有在作为自我自身以及自我与其他人之间的对

话中所共享的真正体验中才能存在。同拉扎斯菲尔德一样，洛文塔尔也将传播

追溯到柏拉图对话录《斐德罗篇》。洛文塔尔将真正的传播等同于柏拉图对话

录中的记忆。他认为，记忆是人类特别是人文主义行为的基准点，包括学术传

承、艺术象征、宗教传统以及个人的忠诚团结的行动等等所有这些要素都是关

于记忆主题的各种变体，“我倾向于将之与真正被理解的传播相等同，依照柏

拉图将之与哲学相等同。所有这些概念——记忆、传播、哲学——指的是真正

的体验”B。

一、通俗文化与高雅艺术

通俗文化与高雅艺术是文学社会学研究中相互关联的两个维度。对于如

何对待艺术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洛文塔尔给出了一个十分形象的说法。他

说，如果说艺术是教授过程，那么大众文化则是学习过程。具体地说，对艺术

的社会学分析必须是谨慎的、补充的和有选择性的，而对大众文化的社会学分

析则必须是总括性的，因为其产品不过是个体自我在顺从被宰制的社会进程中

出现的各种症候。

第一，通俗文化与高雅艺术区分的不可消除性。通俗文化与高雅艺术都

是人的社会传播方式。正如洛文塔尔所说，人类的文化传播历史总是伴随着机

构性艺术与通俗文化相对而生，古希腊和中世纪一直延续至今无不如是。洛文

塔尔历史性地考察了自人类文明以来艺术和大众文化这两种互相对立和互相联

系的趋势。通俗文化历史悠久，它可能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通俗艺术也并不

是现代特有的现象。但是直到现代社会，伴随着中产阶级的出现以及技术和社

会变革的加剧，两个领域联系越来越密切，才引发了思想上或道德上的争论。

自 16—17 世纪的欧洲正处于农业生产方式和工业生产方式相交替时期，资产

阶级的思想和观念不断成长变化，关于高级艺术与低级艺术的关系的哲学争论

便不绝于耳。洛文塔尔通过探讨艺术（包括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

A  Leo Löwenthal, Literature and mass culture（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V.1）, Publisher: 
New Brunswick（U.S.A）: Transcation Books 1984, p.260.

B  Leo Löwenthal, Literature and mass culture（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V.1）, Publisher: 
New Brunswick（U.S.A）: ranscation Books 1984, p.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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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艺术）和通俗文化（也包括礼仪、习俗、风尚、游戏、笑话和运动等娱乐

在内）之争，为当代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研究提供了一个广泛的理论基础。“文

学是产生各种社会群体凝聚力的根本象征和价值的一种特别适合的载体，这些

社会群体大到国家和时代，小到具体社会亚群体和时间点。从这种意义上考

虑，文学包含两种强有力的文化复合体：一方面是艺术，另一方面是市场导向

的商品。”A

洛文塔尔认为，当代社会哲学中存在的关于自主个性和受人支配性的二

分法有其思想传统。而早在 18—19 世纪的人们已经密切关注到，民主的和商

业化的文明日益削弱了主体心灵的独立性。洛文塔尔“阐述了当传统地位和权

力类型受到威胁时，尤其在社会转型期间，18—19 世纪的欧洲思想家怎么发

现在资产阶级和贵族两者的行为中出现的顺从趋势”B。整个欧洲启蒙运动和阶

级社会变迁也使得思想界锐意进取，“对于创新型艺术家来说，最大罪恶是去

‘遵照’当权者所设定的应然要求，社会的最糟糕的方面是阻碍个人完整性的

诸种力量。”C因此，他强调在高雅艺术和通俗文化或大众文化之间所进行的文

化区分具有不可消除性。他将这两者区分的源起年代精确地追溯到 J. 艾迪生

（Joseph Addison）和 R. 斯提尔（Richard Steele）合办的《旁观者》（1711）和《闲

谈者》（1709）两种杂志，并认为这种区分在浪漫主义和德国古典主义达到顶峰。

其中，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第一次对音乐剧和肤浅的娱乐文学宣战，他们责难

作家所写的每一件作品都只要从受众快速理解和快活享受的立场出发即可而不

必劳心费力。其他一些有进取心的英国文人们虽然在政治上反对这些“湖畔诗

人”，但也通过《爱丁堡评论》表达了对于通俗文化商品等顺从主义中产阶级

生活方式的新兴工具对自主精神和创造性个性所造成的威胁充满恐惧。德国浪

漫主义时期歌德和席勒关于公众与私人的论述也相当突出。总之，这些艺术家

和作家肩负国家甚或人类共同体的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监护使命，自知识分

子被确立了这种分离状态，他们就陷入各种意味深长的交叉压力之中，他们害

怕公众在有价值的文化创造与仅仅提供自由的游戏的文化商品之间丧失辨别能

A  Leo Löwenthal, Literature,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ety. Publishe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1, pp.xi—xii.

B  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1922—2006），美国政治社会学家。

C  Seymour Martin Lipset/Leo Löwenthal, Culture and social character:the work of David 
Riesman reviewed, Publisher:New York: Free Pr.of Glencoe 1961, p.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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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政府的文化机构、出版社、杂志社以及公共的、私人的艺术画廊的发展迫

使个人不得不与文化供需的市场经济这种不可阻挡的社会权力和解。

洛文塔尔列出了两个领域思想争论的很多问题。例如，一方面是艺术、

洞见、精英，另一方面是通俗文化、娱乐、大众受众，这种二分法有效吗？艺

术是否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变成通俗文化？他认为在现代文明中大众媒介蔓

延，艺术与通俗文化的鸿沟有日益增大的趋势，毕竟艺术作品几乎都是由单个

的个体生产的。最佳的大众媒介也可能发展出介于民间艺术和高雅艺术之间的

艺术形式。对于艺术与通俗文化的评价标准是否一致问题，一些社会科学家假

定像亚里士多德或德国古典主义的美学理论本质上也都是产品效果的理论。但

是洛文塔尔批评说，“因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效果（‘反应’）本质上是心理数据，

然而古典美学的范畴看起来被以道德标准为指导，这种道德标准使得受众（以

及艺术家）为艺术作品的影响负责任。现代效果研究通过仅仅集中于反应者经

验的心理方面而推卸反应者任何道德的和审美的责任。”A

第二，反思社会真理的自主艺术已经被推向防御地位。洛文塔尔将艺术

分为伟大艺术和琐碎艺术，当然在这两者之间总是有中间现象，高等艺术的消

费也能转变为大众文化并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发挥作用。他认为，像欧里庇得

斯、但丁、莎士比亚或荷尔德林等人所代表的伟大艺术可作为过去时代可信赖

的来源材料，而琐碎或低级的艺术产品却主宰着当代艺术传播领域。其中，幸

福结局是与琐碎艺术不可分的，相应地，悲剧结局或开放的问题是与伟大艺术

不可分的。诚如阿多尔诺所言，“甚至在一种传说的更美好的未来，艺术不能

否认对累积起来的悲惨状况的回忆；否则它的形式将会是琐碎的”。 B 与阿多

尔诺一样，他也确信艺术已经被推向一种防御的地位。现代艺术中伟大的油画

和雕塑一方面已经成为一种大商业，另一方面却未被理解和毫无效果。因此，

从作品效果角度讲，艺术作品本身批判地表达的东西需要通过批判的辩证法来

解释。与此同时，他们反对德国现象学、后来反对美国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

义，反对缺乏理论性的和非批判的倾向和占优势的量化特征。

洛文塔尔并不将文学艺术视为意识形态，他更注重研究文学艺术所传播

A  Leo Löwenthal, Literature,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ety.Publisher:Englewood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1, pp.xx-xxi.

B  Th.W.Adorno, Aesthetic Theory.Trans.RobertHullot.Kentor,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7, p.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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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层面的真理，即艺术社会史及其接受史的真理。“艺术独自地传播人类

生活和经历中的真正优秀的东西；它是仍未实现的幸福的一种许诺。”A 他强调

指出，社会史核心问题的知识是关于显著价值和意义的知识，而不是各种观察

事实的知识。洛文塔尔的著作《文学与人的形象》把创造性作家同私人文件（例

如，回忆录、自传、日记和书信）的诸多作者进行比较，总结提炼了三个世纪

（1600—1900）的欧洲戏剧和小说等文学内容和主人公的社会角色所反映的社

会与个人的现实关系，它“开始于封建主义的垮台和专制主义政府的上升，接

着转向中产阶级成长和巩固，结束于现代极权主义的前兆。作为社会历史，它

表明了这样一个弧形，在起初向上弯曲地试探性地摸索趋向现代个体主义，上

升到在个体中的一个自信的稳定水平，并最终衰落回个体感到被技术的和社会

的力量所威胁的这一点上。轨道的每一个目标标志一个重要时期”B。对于洛文

塔尔来说，真正的文学可能连同艺术一起的根本主题将一直是人的内在自然和

外在自然相互和解的乌托邦。总之，艺术不仅仅是主体性，它扩展了我们的体

验、知识，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这是组织化的科学或哲学等思想方法所不

能提供的。一名艺术家所传播的东西不能通过其他思想方式表现出来。霍耐特

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多年主编《社会研究杂志》的洛文塔尔在其有关小说

文学的意识形态批判研究中受到这样一种信念的激励，即艺术作品像地震仪一

样具有独一无二的感知社会冲突情况的能力。”C

洛文塔尔注重分析关于艺术的双重功能，即意识形态批判功能和乌托邦

功能，它既是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又是对人的“自由与解放”之承诺。“社会

化过程——私人的、亲密的、个体的社会氛围——是通过艺术家唤起意识，不

仅为他的时代而且也为我们的时代，并由此作为一种对我们虚假意识的不断纠

正的功能。仅仅在过去 50 年间，当西方世界进入伴随极权主义上升的一种严

重危机的时候，意识到艺术的这个方面已渐渐成为一个关于知识分子议事日程

A  Leo Löwenthal, Critical Theory and Frankfurt Thworists:Lectures, Correspondence, Con-
versations,（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V.4）, Brunswick, N.J.:Transcation Books 1989, 
pp.227.

B  Leo Löwenthal, Literature and the Image of Man:sociological studies of the European dra-
ma and novel, 1600—1900,（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V.2）, Brunswick, N.J.:Transcation 
Books 1986，Introduction.

C  霍耐特：《权力的批判——批判社会理论反思的几个阶段》，童建挺译，上海人民出

版社 2012 年版，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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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问题。艺术社会学的确是一只密涅瓦的猫头鹰。如果被正确理解的话，

文学社会学应该解释什么东西作为理解社会尤其他的缺陷的最有效的钥匙看上

去最大限度地被从社会中除掉了。顺便说一下，心理分析，在显示身体和灵魂

的最密切方面的社会维度上，是一种我正在试图表达的好模型。”A真正的艺术

被洛文塔尔看做为创造性抗议社会痛苦的伟大蓄水池，它蓄积了弱势群体的抵

抗信息和未被救赎的社会幸福。像塞万提斯的作品、莎士比亚的大部分作品、

拉辛和后期易卜生和浪漫主义等这些最好的艺术作品绝不位于顺从主义的框

架之中。即使对于西班牙的 L. 德维加（Lope de Vega）、法国的高乃依和拉辛、

德国的歌德（他的某些方面）这些顺从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洛文塔尔也试图

透视他们各种作品的意识形态着色，揭示作品中通过多通道表现的抗议。在洛

文塔尔看来，关于资产阶级艺术最重要的事物是它描绘了被资产阶级社会所威

胁的个人。按本雅明，历史是由胜利者所书写的，而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反其

意而行，它给予历史失败者发言和伸张正义的权利，作品所塑造的处于社会边

缘化的各种小角色是承担乌托邦式抗议的关键载体，洛文塔尔以此作为区分是

否真正艺术的试金石。据此，洛文塔尔断定汉姆生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因为

在他作品中的小角色也是卑鄙的，绝没有反抗现实的救赎现象出现。B 洛文塔

尔十分关注被不公正地排斥在经典艺术之外的某些边缘化弱势社会群体、边缘

性处境。作品主角是边缘性群体和边缘性处境的综合。边缘性的最重要方面是

艺术家自身的社会学，艺术作品的这些作者看清了扭曲的社会，他们不是笛卡

尔主义者而是聚焦于不符合社会体系的异质事物和群体。他们关心人类代价而

成为进行批判实践的批判理论支持者。

艺术传播需要秘传技巧。在这里，洛文塔尔更多的是阐发了秘传艺术与

大众文化之间或曰高级艺术与低级艺术之间关系的政治问题在历史上从量变到

质变的飞跃。关于大众艺术这个概念的发展是一个复杂过程。按洛文塔尔的说

法，“大众”仅指一些城市文化中心的某一资产阶级阶层，这体现了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和文化工业的形成过程。他强调随着 18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A  Leo Löwenthal/Martin Jay，An Unmastered Past:The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Leo 
Löwenthal.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7, pp.169.

B  Leo Löwenthal, Critical Theory and Frankfurt Thworists:Lectures, Correspondence, Con-
versations,（Communication in society，V.4）,Brunswick, N.J.:ranscation Books 1989, 
pp.229.



275

和意识形态形式的迅猛发展，像爱情、交友、成功成才攻略、经典文学的通俗

版本、娱乐文学等各种文学类型的杂志、书籍皆已出现，以市场为导向的大众

文化在 18 世纪的英国已经成型了。对于大众文化带给现代人的消极功能，洛

文塔尔犀利地讽刺说，“大众文化中介了社会支配，它试图迫使个人遵从之并

使得个人作为一种消极而准备充分的工具与之玩耍”。A 这样，在知识分子中

间就出现了旨在提高公民趣味的伟大运动。英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如理查森（Ri-

chardson）和 O. 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纠结于他们所提供的文学是否

是艺术，纠结于他们是为市场还是为艺术本身而创作。这也难怪洛文塔尔称他

们在这一点上是十分精神分裂的。因为确如洛文塔尔所说，艺术是一种精神卫

生学，一种在伦理上很重要的休闲职业。在阿多尔诺所谓艺术越来越挤入防御

地位的处境下，像卡夫卡、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等艺术家将其理论的“不可理解

性”（inaccessibility）设为目标，在洛文塔尔看来，作为秘传艺术的传播技巧，

这体现了他们面对发行量、片酬等商业市场利润的巨大诱惑时作为艺术家的正

直意识。

第三，大众文化阻碍了真正的艺术体验。洛文塔尔致力于从文学阐释与

人文主义科学角度研究大众传播媒介，并直截了当地提出“文学本身就是传播

媒介”。作为一名文学社会学家，若想在现代传播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那

就必须拿出包括功能内容、作家态度、文化传统与社会环境作用这四个可能

的研究领域在内的研究方案。洛文塔尔认为，传播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大众

传媒、操控、广告、宣传、大众发行量等，而在于“生产的想象”（productive 

imagination）、语言的多义性，甚至沉默。因而，真正的人文主义批判必须强

调语言的非工具性和自主性，反对大众传播领域和学术界将语言作为工具而不

是目的本身。

虽然现代反犹主义与文化工业可能有着不同的政治功能或商业功能，但

在洛文塔尔和阿多尔诺看来，它们在最终关节点上却具有相同的社会构造，它

们的共同之处还在于从范式上阻塞了人们邂逅艺术时所理应产生的真正体验，

尤为重要的是，其后果表现为想象之生产力的不可避免的麻木最终导致意识的

知识增进功能转变为纯粹市场心理学。按洛文塔尔，文化产品的大量涌现不知

A  Leo Löwenthal, Critical Theory and Frankfurt Thworists:Lectures, Correspondence, Con-
versations,（Communication in society，V.4）, Brunswick, N.J.:Transcation Books 1989, 
pp.121.



276

不觉地使大众模糊了文化产品的商品特征与该产品的政治或商业宣传意图之间

的区别，它体现了社会统治与纯粹利润动机的罪恶联盟，阻碍了意识得以实现

的环境，即阿多尔诺意义上“休闲时间”真正“成为自由”的可能性；相应的

文化机构却规避任何责任，忽视文化工业所产生的重大消极影响，而满足于仅

仅谴责可能产生文化产品的技术，有鉴于此，洛文塔尔和阿多尔诺共同主张

千万不能模糊艺术与商业文化之间的明确划界。 A

反犹主义煽动文化也是一种大众文化。反犹主义作为西方文明的一种症

状现象由来已久，关于美国工人对希特勒的反应的研究揭示了反犹主义在美国

社会也是根深蒂固的。霍克海默希望《偏见研究》系列的每一本书，如同批判

理论一样，以干预实践的方式对大众进行民主的政治教育，真正起到“预防接

种”、“消防队”作用。作为《偏见研究》系列的第 1 卷《欺骗的先知：对美国

煽动者的技巧的一项研究》（与 N. 古德曼合著，1949）出版，在公开地反犹主

义煽动退潮背景下，采用心理学解释方法集中分析美国前法西斯主义者和反犹

主义煽动家（如 G. L. K. 斯密斯）利用无意识机制煽动的方法和行为的意义、

技巧和隐藏内容，为现代大众操控等社会传播研究提供了经典案例资源。洛文

塔尔和 N. 古特曼等收集和对照“二战”期间美国煽动家的演说稿、文章、宣

传册等各种材料，进行法西斯主义煽动家的类型学重建。通过社会心理学方法

对煽动家和工人受众进行分析，揭示煽动家杀害犹太人、破坏民主制度和煽动

服从意识等挑衅和破坏冲动。在关于政治煽动的研究中，洛文塔尔明确地指

出，“煽动者的本质，原则上法西斯主义领导者的本质，是尽力使自身永恒化

而且不使自身变得多余。‘我是拥有真理的唯一者’——这就是其态度”。 B

洛文塔尔自称，在文化工业批判问题上，虽然自己绝非完全不同于霍克

海默、阿多尔诺，但他不得不在大众文化与大众文化所运用的技术之间进行区

分，这在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纲领性研究中并未得到关注。他认为，大众文

化，即“文化工业”是一种商业，它不是增进有价值的新知识，而是将产品引

入市场。我们知道，阿多尔诺为了避免使人们误解“大众文化仿佛是从大众

A  Leo Löwenthal, Address upon Accepting the Th.W.Adorno Prize on 1 October 1989. New 
German Critique, No.54, Special Issue on Siegfried Kracauer （Autumn, 1991）, pp.179—
182.

B  Leo Löwenthal/Martin Jay, An Unmastered Past:The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Leo 
Löwenthal.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7, pp.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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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发成长起来的文化，是大众艺术的当代形态”，而用文化工业概念代替大

众文化概念。因为文化工业标明利润动机已经攫取和继续操纵着文化的支配

权，它制造、复制、修复、强化了非批判的、伪个体性的顺从个体及其依

赖性和附属性，从而削弱了民主社会的前提和基础。文化工业的总体后果

之一，就是“反启蒙”，正如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所说的那样，启蒙，作为

不断进步的技术对自然支配，变成了大众欺骗，变成了束缚大众自觉意识

的手段。它阻碍了自主的、独立的、能自觉作出判断的、决定性的个体的形

成发展。然而，这些都是民主社会的前提。只有在人的成熟状态中，这种社会

才能获得并发展。 A

在下面这一点上，洛文塔尔与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截然不同，他认为，

我们不能让媒体技术负责任，应该批判的是运用媒体的资本结构和政治、经济

形式。在他看来，电影、收音机和电视中的美学和认知潜能几乎没有机会得以

发挥，所谓的艺术电影、艺术广播剧和艺术电视剧等只起到了次要作用。他警

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文化政治家不要继续抛弃传播媒体的美学和认知潜能。因

此，他的建议是下面两者联系紧密从而必须双管齐下，一方面，要继续提高媒

体诸如电影、报纸和杂志等技术可能性和美学可能性；另一方面，要持续努力

分析地控制哪些东西是被廉价宣传的，哪些东西最终损害我们所有人。

洛文塔尔认为，要发展一种通俗文化的社会理论框架，应该更多地集中

于通俗文化在不同时期传播内容的转换而不是它的诸如从精英到精英、从精英

到大量受众、从大众媒介到大量受众等各种传播渠道，从而将通俗文化与高雅

艺术两者的内容及风格和社会、政治的背景与趋势综合起来进行理论假设与重

构，这样也就能够使得文化批评的关注点伴随社会、政治和技术变革而从道德

伦理标准到诸如决定论、满意、逃避、平庸和因循守旧等问题间不断转变。与

洛文塔尔一致，阿多尔诺也认为，传播问题很重要，“而且要批判性地考察传

播问题。在传播问题上，不仅要考虑提供的是什么，没有提供的又是什么；也

不仅要看接受状况如何。至于接受状况的本质差别及其把握的困难程度，只有

那些曾竭力想要确切描述听众反应的人才会有所领略。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传播

什么。”B 实际上，他更加看重的是传播的艺术教育功能而非娱乐功能。

A  阿多尔诺：《再论文化工业》，王凤才译，《云南大学学报》2012 年第 4 期。

B  方维规：《文学社会学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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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文塔尔对文学传播的效果研究旨在进行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批

判性重建。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资产阶级缺乏阶级历史意识，当时缺乏具

有政治自由主义世界观的广泛影响的“支持群体”（carrier group）。“在共和

国体制下，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尤其是社会民主党人，已经证明他们越来

越没有能力理解周遭事物的意义。由于受到程式化的马克思主义观念的误

导，他们忽略中产阶级的重要性以及在现有的爱国热情中充满分歧的各种思

想根源。他们缺少对心理层面的洞察力；他们从未意识到过于简单的参照体

系不足以解释小资产阶级向右翼阵营的转变以及纳粹教条对德国青年人的

吸引力。”A 生活于这种资产阶级革命无法真正实现的政治历史语境中，他在

1928—1931 年间所撰写的文学史研究方面的诸多论文（后来在 1971 年以《叙

事艺术与社会》为名结集出版）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跟踪描述了当时德国

资产阶级意识的分裂和衰退，试图分析德国资产阶级独特的政治进程以期进

行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批判性重建。洛文塔尔的特殊兴趣使得他十分关注文

学资料和文学影响的资料，所采用的方法论大体上是无中介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他也运用社会心理机制的中介尤其注重分析文学角色的由社会共同决定

的私人反应。《叙事艺术与社会》的主要内容包括：讨论了启蒙哲学和德国青

年运动；关于爱德华·莫里克的小论文追溯了德国伟大的诗人们的忧郁状态，

因为德国缺乏类似雨果和雪莱、拜伦这样的公众，所以他们不能从公众中获

得像在法国和英国是不言而喻的共鸣；批判地分析了 A. 巴德 B（一个历史的

失败者、德国复辟哲学的孤独身影）、F. 斯比哈根 C（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过

自觉地、独立地激进地分析的理论家）、G. 凯勒拉 D 和 C.F. 迈尔 E 的作品及其

思想。

洛文塔尔将自己归属为常规意义上的文学历史学家，他的文学分析对象

具有资产阶级历史意识的范式，他从来没有研究先锋文学，拒绝作出关于现代

文学有约束力的“社会学的”陈述。他给出两条理由：（1）艺术的认知意义和

A  克拉考尔：《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黎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45 页。

B  A. 巴德（Andreas Baader，1943—1977），德国左翼军事恐怖组织（红军派）最初领导人。

C  F. 斯比哈根（FridrichSpielhagen，1829—1911），德国小说家、文学理论家和翻译家。

D  G. 凯勒拉（Gottfried Keller，1819—1890），瑞士诗人，德语文学家，19 世纪晚期现

实主义作家。

E  C.F. 迈尔（C.F.Meyer，1825—1898），瑞士诗人，历史小说家，现实主义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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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候意义之间具有严格的区分，现代文学没有经过历史筛选和沉淀从而无法

判断哪些作品对社会环境知识在卢卡奇意义上的类型学上更有意义；（2）文学

社会学是纯粹美学沉思的补充，古典文学作品作为关于以前数世纪的社会化典

范和文化适应典范的伟大讣告具有对文学进行社会科学研究一种很难见到的特

定性质。在他看来，现代先锋文学的很多作品并没有使人们摆脱平庸的境地。

例如，洛文塔尔对以下人们的评价不置一词：卡夫卡的作品反映了现代世界

的异化，高度工业化文明的官僚政治迷宫里的混乱，被行政管控的世界，其

荒唐的戏剧批判地反映了在现代世界中真正的传播之不可能性；托马斯·曼

的作品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分裂。洛文塔尔甚至认为现代没有真正的艺术，这

一点令我们想到黑格尔的观点，即预先取消了现代艺术的基本可能性。事实

上，正如阿多尔诺《美学理论》中所说，在文化产业的庇护下，现代艺术与

意识形态正成为同一种东西，现代艺术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必须得以

重新阐释。

简言之，“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区分必须被坚持——特别是在当前形势

下，当前形势倾向于所有价值的一种相对化，倾向于一种难以置信的虚无主

义，像我自己一样的人们被调遣进看起来是完全反动的立场，因为他们倔强

地坚持自主艺术的观念并且批评大众文化作为所有人的一种更大奴役。”A

洛文塔尔艺术社会学和通俗文化社会学回顾了后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期间

的各种状况，他将大众文化与产生于工业革命过程中的中产阶级的思想联

系在一起考察。可见，这些研究恰恰是对现代性的确认和批判而与后现代性

无关。

二、后现代文化与艺术传播

美国历史短暂造成了美国人往往缺乏历史感，他们认为普遍的人性而

不是特殊的文化传统造就这个国家，并且自诩美国文化就是后期资本主义文

化。 B 根据詹姆逊的说法，后现代主义构成要素中包括无深度感、无历史感

A  Leo Löwenthal/Martin Jay, An Unmastered Past:The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Leo 
Löwenthal.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987，pp.254.

B  詹姆逊：《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严锋等译，三联书店

2013 年版，第 33—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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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它以“东拼西凑的大杂烩”来对待历史，“后现代给人一种愈趋浅薄微

弱的历史感，一方面我们跟公众‘历史’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少，而另一方面，

我们个人对‘时间’的体验也因历史感的消退而有所变化”A。美国人这种反

历史的过敏症与欧洲人对历史的过分敏感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点也为自觉承

担欧美学术交流责任的洛文塔尔深切意识和体会。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

新实用主义时期，“其中自我是消费者而不是创造者，其中历史是商品化了

的遗产而社会则（在撒切尔夫人臭名昭著的宣言中）是非实体。这并不是一

个特别欢迎种种历史通观、雄心勃勃的哲学探究或种种普遍概念的岁月，而

解构，与新实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一道，就繁荣在这个土壤之中。与此同

时，其更左翼的实践者却仍然在力图颠覆它。”B 洛文塔尔正是极力反对后现

代主义的代表。

第一，洛文塔尔思想中的后现代因素。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尤其

是阿多尔诺非常关注现代社会主体的自我弱化，他们控告不受控制的工具理性

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灾难的根源。洛文塔尔提醒说，批判理论的基本构想根源自

反对不断地主张渴望也绝望于美好社会这个背景。洛文塔尔指出，后现代主义

者将主张主体消失、质疑约束历史体验的可能性与按理性原则组织世界的可能

性作为时髦，并倾向于援引批判理论家，尤其是阿多尔诺和本雅明的后现代倾

向为自己辩护。尽管洛文塔尔本人并不承认，但他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也预示

了消费社会来临的一些端倪，因而具有后现代倾向，他对“大众偶像的胜利”

的分析就类似于波德里亚在传播的国民经济学中关于“图像张力”的分析。在

《通俗杂志中的传记》一文中，洛文塔尔指出，直到 20 世纪头 20 年，各种文

学自传中反映的英雄形象还是“生产的偶像”，而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末，形

势发生了彻底改变，所谓英雄偶像突然性的大都来自商业领域，这些具有消

费需要和嗜好的“消费—偶像”成为主题。“这恰恰反映了两种现代趋势：（1）

在全体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企业家的上升日益成为一个纯粹的虚构；（2）资产

阶级社会转向一个消费社会。人们必然地只在消费中感兴趣。这种消费—偶像

理论能够与 D. 雷斯曼（David Riesman）的类型学相一致，也和弗洛姆的‘市

A  詹姆逊：《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严锋等译，三联书店

2013 年版，第 354 页。

B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32—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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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导向的个性’相一致。”A

第二，后现代性是一种伪哲学倾向。1968 年学生运动失败后的政治真空

诞生了后现代主义思潮。按洛文塔尔的判断，后现代主义者身处绝境中，革命

躁动症压倒了理性的、明智的等待态度和批判态度。他认为，当政治真空出现

时，能够填补此种空白的理论趋势便应运而生，20 世纪出现过三次类似情况：

（1）当人们意识到资产阶级道德主义的梦想简直不能实现时，例如法国反动主

义派别、凡登布鲁克等的各种方法论趋势和青年运动的有些部分都在德国“一

战”前后得以确立。（2）德国人尤其在年轻者中间被激发的知识分子圈子早于

美国人 20 年就清醒地认识到苏联必定不能成为革命的社会变革的先锋派从而陷

入深度失望，新的、极端的虚无主义运动随之又一次开始蔓延。反之，批判理

论所体现的立场则是，社会变革和知识分子观点等所有问题不得不被重新思考。

（3）1968 年前后的学生运动失败，表明想锻造一种新的政治意志、一种所谓“无

产阶级”（如同马尔库塞，洛文塔尔也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已不复

存在）与知识分子、学生之间的同盟也失败了，连同这种观念意识形态的内在

和外在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崩塌，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引起各种理论运动，

大部分知识分子慢慢陷入危险的沼泽——一种非理性的和神话学的态度。

洛文塔尔将后现代性视为一种伪哲学倾向，并认为它将自身建立于尼采

的基础之上，这是不能证明其合法性的，因为尼采更多的是作为道德主义者而

不是作为非道德主义者。因而，值得关注的是，各种非理性的和新神话学的概

念或曰“非概念”是无思想和不负责任的选择，其完全随心所欲的主题并没

有植根于任何理性的和道德的传统。这种非理性主义认为，启蒙时代已然结

束，我们处于后历史的时代；历史、进步、自主的艺术不再有任何意义；为人

们所满足的是一种被轻率地构想出的“主体性”，所思、所写、所论等平庸琐

碎的各种主题（如恐怖、极端厌恶、恶化、激情、性行为等毫无立场的东西）

具有去政治化倾向。后现代主义将自身联系到“新内在性文学”（the literature 

of new interiority），探索所谓的新主体性。在文学领域，非理性主义和私人化

趋势蔓延，一些文学家不再关注公共社会领域反而转向私人领域。“这种对纯

粹主观的狂热崇拜——它是一种快乐主义还是悲观主义的狂热崇拜真的并没有

A  Leo Löwenthal/Martin Jay, An Unmastered Past:The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Leo 
Löwenthal.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7, pp.134.



282

关系，因为没有哪一个与社会有任何联系——狂欢地依靠纯粹主观性的各种断

裂、狂喜、精神错乱或诱惑。”A作为早期批判理论的最为长寿的代表，洛文塔

尔的历史意识使得他将后现代主义思潮同 20 世纪前叶出现的非理性主义、伪

浪漫主义思潮（之后某些代表人物成为法西斯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先驱）相

联系，并有似曾相识之感。虽然他不确定这种高度警觉是否是他本人的一种过

于夸张的自信，但他还是认为这种现象值得关注。对此，他有点道德化地评论

道，“也许这种新的非理性主义的一些代表能够被说服重新思考他们的立场并

给出这种宣传无责任感的理论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B

在后现代主义问题上，洛文塔尔着重强调人文主义立场与福柯的新实证

主义的“人的终结”主题之不协调。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者批判资本主

义和人文主义，“在其文学形式——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中，后现代主

义否定了以下几点：作者意图、文本的客观解读、文本意义的批评家反应的首

要性；在其课程中，则有对这么几点的否定：经典的存在，或作品作为一个整

体在哲学或文学上的存在，后者依靠超验的伟大掌握了权威。在通俗层面上，

如今被称为 PoMo 的后现代主义是戏仿反讽手法的信条，是什么都是后现代主

义这个观念的信条，是通俗和低俗文化崇拜的信条，也是裸露癖——在身体艺

术、行为艺术、麦当娜式的男装打扮或迈克尔·杰克逊式雌雄莫辨的外表上体

现出来——的信条；同时，它也是渎神的越界——所有这一切都想要让‘传统

的’资本主义道德吓一跳，它也的确做到了，由此引起了政治反响和一系列想

要让国家政治两极分化的文化战争。”C

后现代主义旨在消除现代社会中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僵硬的对立，而

洛文塔尔却极力维护两者相互区别的不可消除的界限以防止后现代主义因走向

文化的相对主义而使得批判弱化或者使得批判之不可能。洛文塔尔认为，在辩

证批判方面，艺术是徘徊于下面双方之间的一种现象：意识形态各种力量、幻

觉效应和被操纵的休闲时间为一方，生产性想象力与趋向解放与自由的想象动

A  Leo Löwenthal/Martin Jay, An Unmastered Past:The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Leo 
Löwenthal.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7，p.264.

B  Leo Löwenthal/Martin Jay, An Unmastered Past:The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Leo 
Löwenthal.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7，p.265.

C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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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为另一方；但在后现代主义话语中，工具性相对主义则谴责艺术与对社会规

范的批判之间、艺术与和解之间、艺术与救赎之间的任何联系，削弱艺术本身

的不可替代性，使得艺术成为文化工业模拟的无缝环境的一部分，从而丧失了

艺术应有的真正体验。当然，按伊格尔顿的观点，后现代主义派别内部分歧也

很大，对于罗蒂（Richard Rorty）和 S. 费什（Stanley Fish）等保守的后现代主

义者来说，拒绝诸如真理、同一性、总体、普遍性、基础、元叙事、集体性的

革命主体等起着神秘作用的观念就意味着与捍卫政治现状相共谋联手；而对于

如福柯和德里达等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则必须彻底清除上述这些观念才能

开始真正有效的激进计划。“为了避免这个令人不欢的结论，即一个人的生活

形式并不能从理性上被证明为合理，一个人就必须使批判这个观念本身无效，

宣布其必然为‘形而上学的’、‘超越的’、‘绝对的，或‘起基础作用的’，等等。

同样地，如果能够使系统或总体这些观念失去信用，那就实在没有什么父权制

度或‘资本主义体系’去批判了”。 A

第三，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工具性相对主义。在洛文塔尔看来，后现代主

义作为一种工具性相对主义，类似于费耶阿本德“怎么都行”这种反传统理性

主义的多元主义方法论。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理论都具有非历史主义特点，

而洛文塔尔则坚决主张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当然，亲历过法西斯主义和反犹

主义的洛文塔尔所坚持的历史主义已经不再是经典的历史主义。所谓“经典的

历史主义”，按伊格尔顿的说法，即带着它对宏大叙事的信而不疑、对终极目

的的希望、对由大小历史原因组成的等级体系和历史事件真相可被确定的现实

主义信念，以及对历史本身何为中心何为边缘的自信的区分；而这又多多少少

有些 1980 年代出现的新历史主义的特质，“历史主要不再是一个确定的因果模

式，而是一个种种偶然力量活动于其中的力场，其中种种原因和结果是要由

观察者来构建的，而不是被认为是已经给定的”。 B 当被问及有没有一丝希望

或说未来的希望何在时，洛文塔尔的回答是，他赞同本雅明在《歌德的〈亲和

力〉》的最后分析中指出的“为了那些没有希望的人的利益，我们才给出希望”，

这也是他思考整个后现代主义运动的刺激源。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你想要

A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任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39 页。

B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任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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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一种肯定者，那么你简直不能放弃一个否定者的批判的周全性。作为一个

人，你没有权利去几乎系统地教导说历史中人性的终结已经发生并且说人所拥

有改变卢卡奇所谓‘现状的恶行’的精神不会再发展。正如布洛赫将要说的，

你必须对这种‘乌托邦火花’保持真实；（当代的）形势可能需要悲伤、忧郁

和怀疑但从来不需要绝望”A。

洛文塔尔从批判理论的道德—政治立场和观点出发来批判后现代主义，

个体概念与意识形态批判处于其批判理论的核心，以“小我”（the small Ego）

与“大我”（the big Ego）之间的冲突关系，寓言式地阐释了现代社会中如何

辩证地增强个体主体的实践活动能力问题：“小我是工具性自我，是粗野地快

乐主义的主体欲望，如同阿多尔诺在谈话中表达为指向‘下一件善事’；小我

寻求自恋地证实自身为不再按团结一致来构思的社会中的一个单子。大我把这

种单子的无知揭露为一种幻觉。”B洛文塔尔指责后现代主义趋势避开了人类和

非人生活的真正苦难，以一种狡猾的和经常是滑稽的语义学完全否定了社会现

实，结果就造成了大我所揭露的幻觉在理论上和道德上的暧昧表现。后现代主

义者从本体论上抗拒社会变革，他们用幻影概念取代现实，轻率地清除批判态

度，嘲弄任何彻底的理论批判或政治变革；他们对道德—政治的漠不关心也涉

及主体自身的概念，重新宣称主体完全脆弱或成为多余而应清除，否认任何主

体间批判解释；后现代主义者终结了具有启示未来道德和政治行动功能的“史

前史”，否认了任何真正的人类历史意识。在洛文塔尔看来，“后历史”这个被

滥用的概念是古怪畸形的、无任何实质内涵，它要否认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

家所托付的犹太弥赛亚主义遗产、否认布洛赫“当下时刻”概念、否认本雅明

“停滞的辩证法”中所蕴含着的任何乌托邦希望，以及阿多尔诺所要治疗的被

伤害的生活的传统义务。

时至今日，启蒙主义关于政治正义和道德自主的话语因在社会实践中尤

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实践中远未彻底解决而依然成为显学。洛

文塔尔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现代化事业远未完成，启蒙概念、理性概

A  Leo Löwenthal/Martin Jay, An Unmastered Past:The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Leo 
Löwenthal.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7，pp.267.

B  Leo Löwenthal, Address upon Accepting the Th.W.Adorno Prize on 1 October 1989.New 
German Critique, No.54, Special Issue on Siegfried Kracauer （Autumn，1991），pp.179—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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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个体概念、历史概念、道德概念、自主艺术概念等都是成问题的。他批评

后现代建筑师建造房屋和生活空间时，更多地追求凭空想象的意义而不是功能

的意义，客观现实变得无影无踪；同样的趋势也出现在后现代文学中，其表面

的具体性是欺骗的，我们所面对的迷乱眩晕的歪曲幻影只是一种充满非理性概

念的非反思性狂欢、一种神话学中经常存在的情调。在他看来，这种后现代趋

势致使左翼知识分子迷失在每况愈下的神话学式漫谈中，与之相比，右翼的知

识分子、新保守主义分子则积极实际得多；如果知识界不能形成新的左翼，西

欧文化的、道德的和政治的未来就会很糟糕。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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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唯物主义：从哈里斯、威廉斯到玛奎特*

孙文刚

A

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1983）一书中，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指出：“在过去 10 年中，马克思理论的地理位置已经从根本上转移

了。今天，学术成果的重心似乎落在说英语的地区，而不是像战争期间和战后

的情形那样，分别落在说德语和拉丁语民族的欧洲。”A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相继陷入“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而英美等

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却空前高涨，产生并发表了大量崭新的理论成果。在这些

成果中最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称道的是“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

terialism）。就这一理论的来源而言，一般认为有两个人的贡献不可埋没：一个

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另一个是英国文化研究

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前者主要从人类学田野材料和研究方

法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社会文化体系作了划分，对马

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层建筑的公式作了重新的阐释；后者主要从文学及大众

传媒出发，通过动态和整体的考察，对社会文化现象与人的生活方式、经济、

*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科研项目计划“审美人类学视野下的陕西凤翔泥塑研究”

（17JK0080）、陕西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预研基金项目“西方审美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研究”（2016BJ-55）阶段性成果。

A  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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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等同构关系作了文化唯物主义的重新解释。然而真正将这一理论运用于艺

术和审美现象研究并对其作了进一步发展的是当代美国美学家、人类学家、审

美人类学学科的创立者雅克·玛奎特（Jacques Maquet）。我们拟以哈里斯、威

廉斯和玛奎特为代表，从这一理论的源始、具体内容、发展演变以及三人理论

的差异等方面对文化唯物主义的内涵作些论述。

一、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

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的提出得益于两位先驱人物：莱斯利·怀特（Leslie 

A.White）和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H.Steward）。哈里斯是他们的学生，曾

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主任，著有《人类学理论的兴起》、《文化·人·自

然》、《食人族和国王：文化的起源》、《文化唯物主义：为一门文化科学的斗争》、

《文化人类学》、《后现代时期的文化理论》A 等文化人类学著作。在《人类学理

论的兴起》一书中，哈里斯继承了怀特的文化进化基本规律能量说，以及斯图

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等新文化进化论思想，在该书的第 22 章：“文化唯物主义：

普遍进化论”和第 23 章：“文化唯物主义：文化生态学”中，他初步提出了文

化唯物主义理论。 B 在 1979 年出版的《文化唯物主义》中，他对文化唯物主

义的认识论、理论原则、理论范围等作了系统阐释，并以此为理论武器展开了

对他之前或同时代的诸多理论，如社会生物学和生物还原论、辩证唯物主义、

结构主义、结构马克思主义、心理的和认知的观念论、折衷主义和蒙昧主义等

的学术批评和争论。在《文化人类学》等其他后续的著作中，他进一步对前期

提出的一些重要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术语如主位文化、客位文化等作了更为

通俗的解释。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文化研究理论，也是当代西

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理论的一种发展。下面我们将主要结合他的《文化唯物主

义》一书，对其文化唯物主义的主要思想作些探讨。

A  Marvin Harris, The Rise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 New York:Crowell, 1968; Can-
nibals and Kings:The Origin of Cultures, New York:Random House, 1977; Cultural 
Materialism:The Struggle for a Science of Culture, New York:Random House, 1979;Cultur-
alAnthropology，Harper& Row Publishers, 1983;Theories of Culture in Postmodern Times, 
Altamira Press, 1999.

B  Marvin Harris, The Rise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 New York:Crowell, 1968, pp.634—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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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书第一章，哈里斯主要通过对培根的狭义归纳主义，笛卡尔的演绎

法，休谟的经验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操作主义，波普尔的

证伪理论，库恩的“范式”等的回顾和批评，引出他所要在本书中讨论的主题：

文化唯物主义的科学研究策略。第二章中，哈里斯首先从马克思恩格斯认识论

的窘境出发，开始了他对文化唯物主义认识论问题的探讨。他认为，在马克思

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建议把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

颠倒过来，集中于研究决定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他们的策略的基本目标是通

过消灭社会上产生的歪曲人类意识的幻想——例如那种认为是买和卖而不是劳

动创造了财富的幻想——而使社会生活非神秘化”A。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的研

究一反德国哲学那种从意识出发去研究的方法，而采取了从“现实中的人”、“现

实中有生命的个人”出发去研究的方法。但是，哈里斯却提出了问题：什么是

“现实”呢？如何才能区分一个现实的人和一个不现实的人呢？是不是所有的

思想都是不现实的？还是有些是不现实的？如何区分这些思想？显然，马克思

恩格斯所企图将自己的认识论建立在“现实”这一概念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这一问题凸显了马恩认识论的窘境。

哈里斯指出：“关于到底是观念还是物质实体是现实的基础的问题，恰当

地说，不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它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得不出

结果的问题。”因此，唯物主义不应该讨论“现实”和“不现实”的问题，而

应该解决两组区别：一是思想事件与行为事件之间的区别；二是主位事件与客

位事件之间的区别。B 那么什么是思想事件和行为事件？什么又是主位观点和

客位观点呢？哈里斯对两组术语分别作了界定。在他看来，所谓的行为事件

指的是“人类的行为流的活动，即所有的活着的人的、或大或小的身体运动

和由这种运动产生的环境效果”，而思想事件是“我们人类头脑中感受到的所

有思想和感觉”C。哈里斯认为，明确了思想事件和行为事件之间的区别还只

解决马克思恩格斯窘境的一半，要彻底解决这一窘境，还要引入主位观点和

客位观点这两个参照。“主位的”（emic）和“客位的”（etic）这两个词首先由

语言人类学家肯尼思·派克（K.L.Pike）在《有关人类行为结构的统一理论的

语言》一书中使用。哈里斯吸收了派克的观点，提出：“主位操作方法的特点，

A  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张海洋、王曼萍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4—35 页。

B  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张海洋、王曼萍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6 页。

C  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张海洋、王曼萍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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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提高本地提供消息的人的地位——把他的描述和分析的恰当性作为最终的判

断。...... 客位的操作方法的特点，是提高旁观者的地位——把他在描述和分析

中使用的范畴和概念作为最终的判断。”A因此，只有从事件的参与者和旁观者

两个不同角度去观察人们的行为和思想，这样才能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作出科学

的评价。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哈里斯举了他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田野调查的例子。

牛在印度是神圣的象征，印度教规定不准屠杀牛。但在喀拉拉邦，一岁以下的

公母牛的性别比率为 67∶100。很明显，小公牛的死亡率要比小母牛高出近一

倍。当他向当地农民询问公牛死因时，得到的答案是：“绝不会任意杀死或让

它们饿死”、“小公牛比较虚弱”、“小公牛经常生病”等，继续追问为什么会这

样时，他们回答说小公牛比小母牛吃得少，它只在母牛乳头旁待几分钟。谁也

不说因为在喀拉拉邦很少需要畜力，公牛就被活活饿死，母牛则得到饲养。而

在印度北部一些具有不同生态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地区，杀牛优先选择的是母牛

而不是公牛，结果导致牛性别比率为每 200 多头公牛比 100 头母牛。结合行为

事件和思想事件，以及主位观点和客位观点，哈里斯指出社会文化探索领域中

应该有四种客观的、可以在操作上下定义的范围，图示如下：

                      主位的                    客位的

行为的 Ⅰ

Ⅲ

Ⅱ

Ⅳ思想的

用圣牛的例子说明：

 Ⅰ  主位的 / 行为的：“没有小牛被饿死。”

 Ⅱ  客位的 / 行为的：“小公牛被饿死。”

 Ⅲ  主位的 / 思想的：“所有小牛都有生存权。”

 Ⅳ  客位的 / 思想的：“当饲料不足时让小公牛饿死。”B

客位观点、主位观点是文化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核心，也是唯心主义研

究策略和文化唯物主义研究策略之间的分野。哈里斯认为：“唯心主义的策略

仅从主位观点出发去探讨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的定义”，文化唯物主义则与之

A  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张海洋、王曼萍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7—38 页。

B  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张海洋、王曼萍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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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其不仅认为“一切社会文化的分析起点只不过是一种处于客位时间和空

间之间中客位人类群体的存在”，而且还认为“文化指的是社会团体成员表现

出来的习得的思想和行为的积贮”A。因此，哈里斯宣称他所提出的“文化唯物

主义”是一种有关人类社会和文化的科学的研究策略。

在阐述了文化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之后，哈里斯在《文化唯物主义》一书

的第三章又对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进行论述。这一理论原则涉及对各个社

会文化体系的各个部分之间关系，以及这些关系、部分和体系的演化的理解。

哈里斯认为，之前的人类学家克拉克·韦斯勒在《自然与美洲土著关系》中提

出的“普遍模式”、乔治·彼得·默多克在《世界民族志图集》中所列的类目，

以及 D.F. 阿伯尔和 A.K. 科恩等人在《一个社会的功能前提》的基础上拟定的

“帕森斯式的标题”等等，这些洗衣房式的清单仅仅列出社会文化体系的组成，

它们既缺乏对于其各部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判断，又缺少对主位、客位的明确区

分，因此都是有缺陷的。在此批评的基础上，哈里斯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策略

的普遍模式，将社会文化体系分为以下四个组成部分 B ：

（1）客位行为的基础结构。主要包括用于扩大或限制基本生计生产的技

能和实践活动（生产方式），以及用于扩大、限制和保持人口数量的技能和实

践活动（再生产方式）。

（2）客位行为的结构。主要包括在宿营地、住宅、公寓或其他家庭住地

内组织再生产和基本生产、交换和消费（家庭经济），以及在群队、村落、酋

邦、国家和帝国内部及相互之间组织再生产、生产、交换和消费（政治经济）。

（3）客位行为的上层建筑。包括艺术、音乐、舞蹈、文学、广告、仪式、

户外活动、游戏、业余爱好、科学。

（4）思想和主位的上层建筑。指从参与者那里得到的或由观察者推断出

来的关于行为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认识的目标、范畴、规则、计划、价值观、

人生观和信仰等。

在上述四个部分中，哈里斯认为人类首先应该在行为确保最低生计和生

儿育女使人类得到延续的需要，因此，以生产方式和再生产方式为主要内容的

客位行为的基础结构就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具有优先权；其次，每一社会都

A  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张海洋、王曼萍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5—56 页。

B  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张海洋、王曼萍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2—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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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处理组成社会的各个团体之间的和其他社会之间的安全的、有序的行为关

系。根据组织重点到底是在家庭团体还是整个社会的内外关系上，包括家庭经

济和政治经济两种，哈里斯称这部分为客位行为结构；最后，在人类言语活动

和符号对人类心理的作用下，出现了文学艺术、娱乐运动、仪式、美学、科学

等行为的上层建筑。除此之外，还有思想和主位方面的人生观、世界观、宗教

禁忌、亲属关系、政治思想、哲学美学、信仰等，这些一起构成了思想的主位

的上层建筑。加上前面行为方面的三个部分，整个社会文化体系就由客位行为

的基础结构、结构、上层建筑、思想和主位的上层建筑等四个部分组成。哈里

斯认为：“文化唯物主义所断定的社会文化体系的普遍结构依赖于生物学和心

理学的人类本性的常数，依赖于思想与行为的区别及主位与客位的区别”A。上

述各部分间的关系在遵循马克思提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

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和“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B 的大

原则的前提下，文化唯物主义的主要原则可具体表述为：“客位行为的生产方

式和再生产方式，盖然地决定客位行为的家庭经济和政治经济；客位行为的家

庭经济和政治经济又盖然地决定行为和思想的主位的上层建筑。”哈里斯将这

一基础结构决定结构，结构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简称为“基础结构决定论的

原则”C。但同时他又指出：文化唯物主义“不否认主位的、思想的、上层建筑

的和结构的组成部分有可能从客位行为的基础结构中得到某种程度的自主”D，

“结构和上层建筑在负反馈过程中显然起着维系体系的至关重要的作用”E。

哈里斯自称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本人也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的代表人物之一。客观地讲，他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确实有很多观点来源于或

者受启示于摩尔根以及马克思的著作，但其最终却将矛头指向了马克思，对其

提出了若干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有：第一，马克思提出的“生产方式”、“生产

关系”和“生产力”等概念具有致命的含混性；第二，马克思由于缺少主位和

客位的观点，并且将思想和行为现象混为一谈，因此他没有解决客观性问题。

此外，他从黑格尔学派那里继承的辩证法也被结构马克思主义推向极端。第

A  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张海洋、王曼萍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1 页。

B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91 页。

C  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张海洋、王曼萍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5 页。

D  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张海洋、王曼萍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6 页。

E  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张海洋、王曼萍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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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对文化唯物主义所谓的“再生产方式”，即用于扩大、限制和保持

人口数量的技能和实践活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未能赋予人口控制的技术发

展在文化演化中以中心作用，极大地损害了经典的和新潮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和

理论的可信性。”A 总之，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秉承了马克思的“物质决定精

神”、“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理论的原则，而且在主位和客位、行为

和思想的区分上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但由于他对基础结构的

重要性，尤其是人口再生产方式的过度强调和夸大，从而使文化唯物主义也受

到结构马克思主义等流派的批评。

二、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

几乎与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同时，甚至更早地对文化作了唯物主义研究

的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者威廉斯。在他的一系列著作，如《文化与社

会：1780—1950》（1958）、《漫长的革命》（1961）、《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

（1976）、《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文化与唯物主义》（1980）、《文化社会学》

（1983）中，威廉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将文化定义为

“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

关系作了重新的阐释，因而他的文化研究理论被称为文化唯物主义。

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邓尼斯·德沃金（Dennis Dworkin）在其《战

后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新左派和文化研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威

廉斯等人所提倡的文化研究“一方面要拒绝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文化主

义者把社会过程看作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所共同决定的复杂过程，没有哪个

是第一位的。另一方面他们则把文化看作是一个等同于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的

广义词。从这个观点出发，文化就是社会过程本身，就是经济和政治的构成部

分”B。这段论述实际上涉及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中两个重要的内容：一是关于

文化的定义。二是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重新诠释。下面我们将围绕着

这两个方面具体来对他的文化唯物主义作些论述。

关于文化的定义是威廉斯很多著作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也是其文化唯

A  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张海洋、王曼萍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3 页。

B  Dennis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
gins of Cultural Stud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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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义的理论基础。早在其《文化与社会》一书的导言中，威廉斯就对被他

称为是“英语中最为复杂的两三个词汇之一”A 的“文化”概念的演化史作了梳

理。他认为，“文化”作为人类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等历史变迁的一系列

持续的反应，其定义是不断变化的。具体来说，“文化”一词最早源自拉丁文

colere，原意有居住、栽种、保护和朝拜等；后来演变为 cultura，主要意涵指

“栽种”和“照料”B。到了 16—17 世纪，它的含义更多地跨越了原来的自然意

蕴，而用来指对人的心灵的陶冶和培养；进入 18 世纪以后文化所具有的含义

大致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文化是与人类追求完美的思想观念有着密切关联的

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第二，文化是整个社会里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第三，

文化是各个艺术的发展状态；第四，文化是一种物质、知识和精神构成的整个

生活方式。 C 威廉斯对于“文化”的概念阐释，不仅为构建其文化唯物主义理

论大厦奠定了基石，而且还被论者称为将文化研究发展到“形成马克思主义的

‘文化唯物主义’的关键时刻”D。

在《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从人类学角度进一步完善了“文化”的定义。

在他看来，有三种文化：即“理想的”文化、“文献的”文化和“社会的”文化。“理

想的”文化即把文化等同于人类自我完善的过程或某种永恒秩序或普世价值；

“文献的”文化即把文化看作是书面记录下来的智力和想象的作品的汇总，或

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或言论；“社会的”文化即把文化与社会特定的生活方式

联系起来。E 威廉斯认为三种文化定义各有其价值，但同时他又认为任何一种

定义都不完备，“‘理想的’定义试图将它描述的过程从它详细的体现和特定的

社会塑造中抽象出来——把人的理想发展看作脱离、甚至对立于他的‘动物本

性’或物质需要的满足——在我看来，这种定义无法接受。此外，只从书写和

绘制的记载中看到价值、将这个领域同人的其他社会生活截然分开的‘文献式

的’定义，同样不可取。另外，‘社会’定义将一般过程或艺术和学术总体当

作纯粹的副产品，是对社会真正利益的消极反映，在我看来同样是错误的”F。

A  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101 页。

B  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101 页。

C  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8—19 页。

D  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陈永国、马海良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6 页。

E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5, p. 57.
F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Penguin, 1965, pp.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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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威廉斯主张将文化过程视为一个既指涉人的生活方式，又反映某种思想

价值和观念的复杂整体。

1977 年，威廉斯出版另一本代表性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在该书

中他又对文化作了新的诠释，进一步揭示了文化的复杂性。他将业已或即将发

生在历史变化诸因素间的动态关系中的文化分为三种：主导文化、新兴文化、

残余文化。主导文化是指占统治地位或体现统治阶级利益的文化。残余文化指

有效地形成于过去，但一直有效地活跃在现在的文化；或者说某些无法以主导

文化的术语加以表达和确认的经验、意义和价值，却依然能在以前存留下来的

社会的文化的基础之上得以保存并被实际运用的文化。新兴文化指新兴阶级或

体现出新的意义、价值、实践、关系或关系类型的文化。A 这三种文化并不是

相继出现，而是在历史的每个阶段均存在并相互发生着复杂的纠葛。三种文化

中，主导文化往往居于霸权地位，但任何主导文化都无法囊括或穷尽所有的人

类的实践，因此，威廉斯认为，文化的发展实际上是这三种文化既互相冲突，

又相互吸收的一个复杂过程。

从威廉斯在不同著作中对文化所作的不同界定，我们可以看出文化一词

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诸如“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主导文化”、

“新兴文化”等定义中，威廉斯将“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

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形式”，以及不同阶级的价值利益、

权力关系等这些原先被传统的文化研究者认为不属于文化的因素纳入文化分析

之中，这种扩展的文化定义不仅使对亚文化、大众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研究合法

化，并为它们找到依据，而且还使文化研究开始走出传统美学的象牙塔，这对

当时以及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重新阐释是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的

另一个重要内容。威廉斯指出：“任何针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代探讨

从一开始都必定要考虑到具有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其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一前

提”B。而这一前提最早出自马克思于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中的语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

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

A  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9—132 页。

B  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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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A。在这里，马克思论述了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社会经济

结构）对竖立其上的上层建筑（包括法律、政治和意识形态形式）的决定性作

用。后来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又对这两者的关系作了更为全面的

论述：“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

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B。恩格斯既肯定了经济基础对于

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也肯定了各种形式的上层建筑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其对经

济基础的反作用。只有将马、恩的论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

建筑的关系。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后来的文化研究者作了简单比附，出

现了两种极端的错误观点：一种是一味强调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积极的决

定性作用，并将其视为各种意识形式唯一原因，上层建筑只能消极反映，因此

陷入了“机械唯物主义”或“经济决定论”的泥沼；另一种是过度强调上层建

筑的复杂性、实体性、自律性及自主价值，将其从与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中割

裂抽离出来，从而使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复杂联系变成一种绝对的二元对立。

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第二章“文化理论”中，威廉斯首先对“基础”、

“上层建筑”、“决定”等三个词的语义演变作了详细的梳理，并从文化研究的

角度对基础—上层建筑的公式作了重新的诠释。他认为，“基础”、“上层建筑”

等都是隐喻性术语。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关于“基础”一词先后有不同

的术语变体，如“所有制形式”、“生存的社会条件”、“现实基础”、“现实的根

基”、“社会的经济结构”、“经济基础”等，它不是凝固和静止的观念，相反，

“它本身就是动态的、充满内在矛盾的过程”C。与之相联系，竖立其上的“上

层建筑”也是多变的，在马、恩的前后论述中，这一术语主要有三种含义：“一

是指存在着的现实的生产关系的法律形式和政治形式；二是指特定阶级的世界

观的意识形式；三是指人们在全部活动中意识到基本的经济冲突，并对这种冲

突进行克服的过程。这三种含义把我们的注意力分别引向了（1）制度机构；（2）

各种意识形式；（3）政治实践与文化实践”D。威廉斯认为这三个领域是互相联

系的，文化分析应该与其他领域密切相连。如果把它们分割开来，按照独立的

A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91 页。

B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32 页。

C  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8 页。

D  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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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或具体的实体来对待，这样实际上就将这两者之间的抽象、整体、复杂的

关系当成了构成性过程，这种做法是机械唯物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威廉斯认为最难的问题莫过于对“决定”一

词的理解了。“经济决定论”者认为：“任何一种文化就其本身而言，都不是现

实的，也没有意义，然而它们总可以被化约为对某些先在的支配性的经济内容

或（被某种经济地位、经济状况所决定的）政治内容的直接或间接的表现”A。

而在 20 世纪中叶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研究者又结合恩格斯致布洛赫的

信对决定的观念作了许多限定，产生了一种更为激进的“多元决定论”（over-

determination）。在威廉斯看来，“实际上这类修正中的某些部分已经脱离了马克

思主义原来的重心所在，而是在试图融合其他种类的决定观念，如那些心理学

（一种修正了的弗洛伊德主义）中的、精神结构或形式结构（形式主义、结构

主义）中的决定观念”B。因此，要真正理解“决定”概念，必须对它进行探本

求原和动态考察。威廉斯指出：“决定”原为德文词汇“bestimmen”，英文翻

译为“determine”，本义为“设定边界”或“设定限度”。在具体的发展中，决

定一词还有施加作用力的含义。“这种完整的决定——由设定限度和施加作用

力共同构成的、复杂的、相互关联的过程——就存在于整个社会之中，而不是

在别的什么地方：既不存在于抽象的‘生产方式’之中，也不存在于抽象的‘心

理领域’之中”C。威廉斯认为，生产方式、上层建筑之间决定和被决定都是现

实的社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决定论”者实际上就是将这些具体的、

互相关联的决定性因素神秘化了。关于“多元决定论”，威廉斯则认为，其“承

认多种力量而不是孤立地看待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的力量；进而认定这些力量

是在各种特定的历史境遇中形成的结构”，而这一结构有着其自身的演变规律。

“作为一种分析方式，这种做法常常很有效，但由于孤立地看待结构，这种做

法就会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所有的实践和实践意识——‘实践活动……人类发展

的实践过程’——上转移开去”D。因此，任何决定或多元决定的结构都是企图

将人类活生生的、实践的和形成、建构的很不平衡的经验传统加以范畴式地客

A  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9 页。

B  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9—90 页。

C  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95 页。

D  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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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化、僵化、机械化的做法。

总之，哈里斯和威廉斯两人都对文化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并对经

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重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前提作了重新的诠释，他们的

文化唯物主义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对后来詹

姆逊、伊格尔顿等人的相关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由于两人学术背景不

同，因此他们两人的文化唯物主义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看，威廉斯关注人的整体生活方式，主要从社会

与文化、社会与日常生活经验、文化与意识形态等层面分析文化，其对这些问

题的研究带有明显的整体性、动态性、辩证性、跨学科性等特点。哈里斯则从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中获取材料，并进行具体分析，注重实证的分析和新进化论

的考察。哈里斯继承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论点，但对其辩证法持有异议，

因而他对文化进行了非辩证的唯物主义分析。第二，从两人文化研究的理论来

源及其所作的发展来看，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吸收了结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

塞的“多元结构论”，以及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等理论的合理成分，并作

了进一步的诠释和发展，其在总体上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哈里斯则继承

了语言人类学家派克的主位—客位的理论，并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意

识”的思想，将其发展为思想—行为、主位—客位的四层次的社会文化体系

论。此外，他还坚持基础决定论，坚持从人类生存的基础结构和结构等方面去

寻求文化等上层建筑发生的最终原因，体现了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的精神。第三，从两人对于文化研究的态度来看，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

是现实历史、社会实践、政治理想和理论思考互相交错，逐渐演化的结果，他

的理论既来自工人阶级、普通民众积极争取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斗争实践

之中，又务必使其有补于时、有补于世，从而能够成为指导民众政治解放运动

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武器。哈里斯虽然继承了历史唯物主义，却公开声明他

的文化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差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消灭

剥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政治学说，而他的文化唯物主义则是远离政治

的纯粹学术和文化科学研究，因此他的理论比被 P. 安德森称之为“书斋里的

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具书斋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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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玛奎特的文化唯物主义

正如哈里斯所坦陈的：“‘文化唯物主义’并不是我创造的，我只是给了它

一个‘名称’”A。实际上，很多学者曾致力于类似哈里斯、威廉斯式的文化唯

物主义研究之中，他们只是没有意识到或提到这一术语而已。这里面不仅包

括“詹姆逊、约翰·布莱克曼（John Brenkman）、阿尔伯特·丹米柯（Albert 

D’amic）、路易斯·杜帕（Louis Dupré）、卡罗·古德（Carol C. Gould）等都

已分别在建构‘文化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和研究范式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B，

而且还包括美国的审美人类学家玛奎特。在《审美人类学导论》（1971）一书

中，玛奎特说：“只有当读哈里斯的《人类学理论的兴起》（1968）时我才意识到，

这种文化模式有一个名字——‘文化唯物主义’和一位先驱——莱斯利·怀特。

我使用这种模式已经有十多年了，我已在 1962 年相当明确地指出它，这种一

致（convergence）没有被认识到。我不认为我有一个原创性的贡献”C。由此可

见，玛奎特很早就开始了文化唯物主义的建构和运用。

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和心理学家亨

利·莫里（Henry Murray）曾在《人格形成：决定性因素》一文中指出：“每个

人都在若干方面和所有其他人一样，在若干方面和某些人一样，在若干方面则

和其他人都不一样”D。“和所有人一样”指人的人类性或生物禀赋，如人人都

有生死，都要吃、喝、拉、撒、睡，并且都要通过生殖繁衍后代等等。这些方

面是超文化的、普遍的、不受文化束缚的，它基于全人类的共通性：“特殊的

神经生理学的有机组织、相似的社会要求、相同的认知活动和情感模式，以及

A  Marvin Harris, Cultural Materialism:The Struggle for a Science of Cultu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preface·x.

B  有关詹姆逊、约翰·布莱克曼、阿尔伯特·丹米柯、路易斯·杜帕、卡罗·古德等

人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建构详细参见何萍：《美国“文化的唯物主义”及其理论

走向》一文，该文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2 期。本文此

处吸收了何教授的观点，在此表示感谢。

C  Jacques Maquet, Introduction to Aesthetic Anthropology, Malibu:Undena Publications, 
1979, p.53.

D  Clyde Kluckhohn and Henry A.Murray, Personality Formation:The Determinants, In Clyde 
Kluckhohn and Henry A.Murrayed., personality in Nature, Society and Culture, New York: 
Alfred A.Knopf, 1948, pp.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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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球环境的沉思性反应”A。“和某些人一样”指的是人的文化性。那些属于

同一社会、阶层、种群、区域等的人，他们所吃的食物、所使用的语言、所依

据的民风习俗、所信仰的神灵、所遵从的禁忌等等，这些都是相同或相似的。

“文化成分指的是与所生、所长、所居社会中所有其他成员相似的行为，同时

也指同一社会制造的工艺品的类似性。”B“和其他人不一样”指的是人的独特

性。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而他们的感知、需要和行为模式都不能完全重

复，这些个体的特点以及由这些特点所组合个体特征都是唯一的。玛奎特早年

曾在哈佛师从克拉克洪等学习人类学，所以他对此观点十分认同。他将之引进

艺术和美学研究领域，认为任何艺术审美现象也都具有人类的、文化的和独特

的三个成分。它们互相联系，彼此包容，就像俄罗斯套娃那样一个套着一个。

人类成分最基本，但是它要靠文化来回应，独特部分包含在文化成分之中，所

以，只有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化成分上，才能找到阐释这三个成分间相互关系的

最佳角度。玛奎特正是在艺术和审美现象的文化分析中阐述了他的文化唯物主

义理论。他的理论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

第一，他认为所有的艺术审美现象都是文化现象，文化因素是任何艺术

审美现象中最主要的成分。而要认识到这一点，玛奎特认为就必须要和西方美

学中两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划清界限。这两种传统一个是“柏拉图主义”（Pla-

tonism），另一个是“浪漫主义”（Romanticism）。

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开始，西方就有一种强大的持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潮：

即认为艺术和美学作品来自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美的理念，理念的东西不增

不减、永恒存在，它是一切美的事物的终极根源。艺术家或美学家的任务就在

于通过自己创作的作品去揭露这个理想世界的样貌，或者是或多或少地呈现这

一完美世界之一瞥。美的理念是形而上的，因而这种思潮玛奎特又称其为“形

而上学的理想主义”（metaphysical idealism） C。柏拉图的“洞穴”隐喻说明，

理念和现实是本质上极为不同的两个世界，人们透过感觉所能把握的仅仅是永

A  Jacques Maquet,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the Visual Art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76.

B  Jacques Maquet,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the Visual Art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76.

C  Jacques Maquet,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the Visual Art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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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不变的理念所投射出来的影子，理念只能通过理智来了解，艺术家的创作只

是理念世界的幻象，它是理念的虚假呈现。柏拉图之后，在从新柏拉图主义者

普罗提诺（Plotinus）、托马斯·阿奎那、圣·奥古斯丁，一直到 19 世纪的叔

本华、黑格尔，再到 20 世纪的康定斯基等人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一脉相承的

观念：“艺术展现的是超越现象世界外观的某种理想世界”，“永恒的理念和终

极的现实，是超越感官所能感知的本体，是先验的，而且是绝对的。因此，它

们不依赖某种特定的文化。因为理念是形而上的、自给自足且不会改变的，所

以他们不会受文化差异的影响。又因为伟大的艺术是理念世界的部分反映，因

此也不受文化限制。”A 玛奎特严厉批评了“艺术不受文化因素影响”这一观念，

他认为这是一种幻想。任何对于艺术和审美现象的超验主义都与其现实建构的

情况不符，如美学中优美、庄严、崇高、理想化都与古希腊古典主义艺术的启

发分不开，印度早期的佛陀雕像的风格则与埃及文化、朵根文化等比较接近。

另一种否定或降低艺术和审美客体中的文化因素的思潮是浪漫主义。这

股在西方 18 世纪后半叶至 19 世纪前半叶出现的思潮认为：“艺术是表达特殊

个体（天才），所表现的独特性。天才不用学习而逐渐进步，他因受到启发而

创造，甚至因自身独特性所带来的内在驱策而创造。社会环境是决定芸芸众生

日常生活的主要因素，如果艺术工作者想要有杰出的表现，就应该反抗社会环

境这个障碍。他们的天赋和自发性不应受社会的束缚。浪漫主义者认为，艺术

工作者不是由神、魔鬼或缪斯（虽然这些词通常是用来当作隐喻）所启发，而

是由他们本身独具的力量所启发。……这种内在驱力是不受社会影响的，是不

受文化局限的。”B玛奎特认为，浪漫主义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人天生的独特

能力，如康德等人的“天才论”。浪漫主义将艺术创作的原因归结为极少数创

造者的某种先天能力，从而忽视了其所生活的社会文化因素和艺术经验的历史

积累，因此这种观念也是文化唯物主义所应该摒弃的。

总之，在玛奎特看来，艺术和美学发展中的柏拉图主义式的形而上观念

和浪漫主义式的“抽象的人”（Abstract man），这些都是将人（创作者）、艺术

品、审美现象等和其社会文化因素相剥离的极端观念，是不现实的。“文化是

A  Jacques Maquet,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the Visual Art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70.

B  Jacques Maquet,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the Visual Art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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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全社会——也就是说，永恒的一组男女其互补性的活动使得全部个体和集

体生活成为可能——不是一堆不相关的因素，如机构和技术、商品和法律、想

法和措施。它是一个系统。因此审美现象被认为是系统的一部分，涉及行动的

相互作用和文化体系其他部分的反应。审美人类学试图解开连接审美现象和其

他文化现象的复杂关系。”A 换言之，“它是一种厘清稍显陈旧和长期存在的‘艺

术与社会’问题的实证努力”B。因此，审美人类学不仅要研究作为文化的审美

现象其所以产生的复杂机制，而且还要研究文化体系的审美现象和其他文化现

象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前一个方面研究，我们必须将审美现象活生生地放回

它的文化中，这是审美人类学研究中的“还原法”、“语境论”或“现象学”方

法。对于后一个方面的研究，我们必须对整个文化的组成系统有个总体了解。

那么，文化体系主要有哪些要素构成呢？前述的文化唯物主义者哈里斯、威廉

斯以及其他一些文化研究者和人类学者已对此作了探讨。C 玛奎特在这方面也

有自己的独特认识。这些内容构成了玛奎特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第二个方面：

文化体系及其审美部分的模式。这个方面是玛奎特文化唯物主义的核心。

基于早年在《卢旺达不平等的前提：中非王国的政治关系研究》、《黑非洲

文明》、《非洲性：黑非洲文化统一体》、《非洲的权利和社会》D 中关于黑非洲

政治、经济、文化、文明等方面所作的田野工作和研究，玛奎特将文化看作是

一个由不同要素组成的体系，它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生产系统（systems of pro-

A  Jacques Maquet, Introduction to Aesthetic Anthropology, Malibu:Undena Publications, 
1979, p.52.

B  Jacques Maquet, Introduction to Aesthetic Anthropology, Malibu:Undena Publications, 
1979, p.52.

C  如人类学者科尼利厄斯·奥斯古德（Cornelius Osgood）在研究因加利克族（Ingalik）
文化时，已将文化细分为三个层级：“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See 
Osgood, Ingalik Material Culture, 1940;Ingalik Social Culture, 1958;Ingalik Mental Cul-
ture, 1959）。新进化论的代表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则将文化看作一个动态

的系统，将之划分为三个亚系统：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其中技术

系统起主导作用，因此它的文化学说又被称为“技术决定论”（See Leslie White, The 
Science of Culture, 1949）。

D  Jacques Maquet, The Premise of Inequality in Ruanda: A Study of Political Relations in 
a Central African Kingdo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french ed.1954］; 
Civilizations of Black Africa.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french ed.1962］; 
Africanity:The Cultural Unity of Black Africa.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french ed.1967］; Power and Society in Africa.New York: McGraw-Hill, 1971［french 
ed.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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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ction）、社会网络（societal networks）和理念构形（ideational configuration），

在每个大的层次下面又包含若干小的层次。“文化体系包含在一个不断变化的

过程中。内力‘横向’运行在每个层次上，‘纵向’穿越各层；外力（源自外界，

在相似的文化体系中）施压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之上，或施压于它的某些部

分，它们遭到文化惯性和特权阶级的保守主义的抵抗。通过各种机制，操纵和

控制它们方向的力量被纳入一种文化体系的模式中。”A这一体系模式的具体内

容如下表：B

文化体系及其审美部分的模式

第 3 层

理念构形

认知  行动导向  交流导向

心理学，技术，字母，语法，

神话学，伦理，修辞，词汇，符号系统，

物理学，仪式，……

……       ……

审美

形式系统，

风格，

……

第 2 层

社会网络

亲属关系  不平等      管理       经济 
家族，种姓，规则，交换，

血统，等级，管理对象，市场，

朝代，资产阶级，管理者，运输，

……   贵族阶级，立法机关，……

           ……    ……

艺术市场，画廊，

艺术学校，博物馆，

行会，研究院，

期刊，

……

第 1 层

生产系统

技术：

狩猎，采集，农业，畜牧，

采矿，工业，……

环境：

森林，沙漠，热带草原，矿，煤炭，石油，…… 

切割，雕刻，

冶炼，钢梁，

塑胶，并联，……

滑石，大理石，玉，

木，金，象牙，……

在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是一个由生产系统、社会网络和理念构形

三大水平分支构成的多层次体系。其中，生产系统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基

础，因为一个群体如果要想存活下去，其首先得利用技术改善环境，在生产中

不断提供食物和得到生命的庇护；中间一层是社会网络。它的作用在于解决群

体如何处理关系、分配通货和化解矛盾冲突的问题，其主要包括亲属关系、种

A  Jacques Maquet, Introduction to Aesthetic Anthropology, Malibu:Undena Publications, 
1979, p.53.

B  Jacques Maquet, Introduction to Aesthetic Anthropology, Malibu:Undena Publications, 
1979,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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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等级关系、政治管理关系、经济关系和艺术市场、设施、机构等。最顶层是

理念构形。“构形（configuration）一词指各种元素在一个系统中的整合，而理

念的（ideational）一词意指这些系统中的元素是观念（ideas），而非人际关系，

亦非物质资源间的关系。”A理念构形主要包括认知、行动导向、交流导向、审

美等组成元素。

在上面的三个层次的图表中，如果在每一层的最后一列画一条纵向的垂

直线，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文化中的审美部分，它是“把所有关于设计、融资、

生产、散播、改变与改进美感物品的元素，集合在一个单一的观念体”B。换句

话来说，文化体系的审美部分是指能激发美感的所有元素的集合体，它不仅包

括审美的理念构形，而且还包括社会网络和生产系统。审美构形既受文化体系

的审美部分内部的生产系统、社会网络等元素的影响，又受其外部的生产系

统、社会网络和其他三种理念构形的影响，而且他还会对其内部和外部的生产

系统、社会网络和理念构形发生反作用。总之，在玛奎特的审美人类学中，文

化唯物主义成为他理解人类的复杂审美现象的一条基本原则。玛奎特对艺术

审美活动的文化唯物主义阐释，其一方面有助于弥补艺术史（美学）学者长

期以来将理念构形与其文化语境割裂开来而导致的形而上学的或形式主义的

局限，另一方面还有助于我们将审美的各个部分与整个文化的其余部分联系

起来，从而在人类学整体论视野上更为全面地把握艺术审美现象复杂的生成

机制。

四、结语

如果说哈里斯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对人类的社会文化

体系的构成，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文化的差异和相似的起源、维持和变化等

作了文化唯物主义的阐释；威廉斯是从文化与人的整体生活方式之间的同构，

以及以文学和电影、广告、电视等大众文化为例展开他对社会文化现象的文化

唯物主义的批判的话；玛奎特则主要通过对艺术审美现象，以及文化体系中审

A  Jacques Maquet,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the Visual Art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80.

B  Jacques Maquet,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the Visual Art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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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部分的生成、发展和影响机制的深入分析，阐述了他的文化唯物主义。三人

以不同的学术领域为阵地践行并阐述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其不仅为分析研究

复杂文化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介入文化现象的批

判提供了重要途径。

作者单位：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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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古巴流亡者眼中的拉美马克思主义史

（1861—1991）
叶健辉

许多人认为，拉美马克思主义是美苏冷战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终结，马

克思主义在拉美也将走向终结。然而，生在冷战交锋激烈上演之地、因共产主

义革命而流亡德国的古巴人劳尔·福尔内特—贝当古（Raúl Fornet-Betancourt, 

1946—）却在冷战结束之际，挺身而出为拉美马克思主义传统一辩，写下《马

克思主义的形变——拉美马克思主义史》（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

toria del marxismoen América Latina）A一书。应该说，这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

因为拉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完全可以与西欧马克思主

义、中东欧马克思主义、亚洲马克思主义并驾齐驱，缺了拉美马克思主义，马

克思主义世界的图景将是不完整的。

福尔内特—贝当古以拉美化为主要线索将马克思主义在拉美的发展分为

七个阶段：1861—1883 年，1884—1917 年，1918/1919—1929 年，1928—1930

年，1930—1940 年，1941—1958 年，1959—1991 年。其中，1928—1930 年这

个阶段是枢纽所在，这是福尔内特—贝当古为秘鲁共产党创始人马里亚特吉专

A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该书原

文是德文，出版于 1994 年，本文引用的是 2001 年的西班牙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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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辟出的阶段，这个阶段不仅在时间上处于这段历史的中间，而且马里亚特吉

所提出的将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马里亚特吉纲领代表了拉美马克思主义的高

峰。由此，可以将 1861—1991 年这 130 年的历史分为三大阶段：马里亚特吉

之前（1861—1929 年），马里亚特吉纲领（1928—1930 年），马里亚特吉纲领

之后（1930—1991 年）。

一、马里亚特吉之前（1861—1929）

福尔内特—贝当古将 1861—1883 年定为马克思主义在拉美发展的预备

阶段。移居墨西哥的希腊人普罗蒂诺·罗达卡纳蒂（Plotino Rhodakanaty，

1828—1905）1861 年出版《社会主义宪章或傅立叶派社会主义要理问答》

（Cartilla Socialista o sea Catecismo elemental de la escuela socialista de Charles 

Fourier） A 这本具有明显基督教色彩的小书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开端。

为什么将开端定于 1861 年？福尔内特—贝当古给出了两个理由。一个是后溯

性的理由，罗达卡纳蒂代表了后来拉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将马克思主义

与其他思想相调和。另一个是罗达卡纳蒂本人的特殊性：罗达卡纳蒂曾亲历

1848 年革命，熟知欧洲社会主义。简言之，罗达卡纳蒂一方面很拉美，另一

方面很欧洲，因而成为拉美化马克思主义的开端。就理论立场而言，罗达卡

纳蒂有意识地将自己称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socialista cristiano），将耶稣

的福音呈现为激进社会主义纲领，认为“耶稣宣讲的教义与社会主义没有二

致”B。这使罗达卡纳蒂进入决定拉美大陆文化底色的基督教传统之中。而标志

着这个预备阶段结束的则是被称为“美洲使徒”的古巴诗人何塞·马蒂（José 

Martí，1853—1895）C在马克思逝世之际写的一封信：《悼念马克思》D。在信中，

A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22.

B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p.23-24.

C  关于何塞·马蒂，见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p.28-34。

D  中文见何塞·马蒂：《何塞·马蒂诗文选》，毛金里、徐世澄编译，作家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90—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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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蒂强调马克思对被压迫者的选择这一伦理立场，但不认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

理论，认为新世界只能奠定在普遍的爱这个准则之上。而马蒂之所以对马克思

有所保留，则是因为马蒂深受一度在拉美流行的、以崇尚爱的调和力量为基本

特征的克劳泽主义（Krausismo） A 的影响。

之后的 1884—1917 年则是马克思主义逐渐与其他社会主义划开距离的阶

段。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一度主宰拉美的实证主义相遇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开

端是 1884 年，因为在这一年，《共产党宣言》西班牙文版出版。从拉美化这

条主线来看，这个阶段的主要事件是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按

照福尔内特—贝当古的看法，胡安·鲍蒂斯塔·胡斯托（Juan Bautista Justo，

1865—1928）和何塞·因赫尼埃罗斯（José Ingenieros，1877—1925）这两

个阿根廷人通过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而开创了拉美实证社会主义

（socialismo positivo）传统 B。胡斯托 C 的代表作是《历史理论与实践》（1909）

和《关于历史的科学理论与阿根廷政治》（1915）。在整个拉美享有盛誉的实

证主义哲学家因赫尼埃罗斯 D 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则是 1913 年出版的《阿根

廷社会学》。两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都要求用实证主义革新或超越

马克思主义，这是拉美传统对马克思主义的校正，这种校正使马克思主义得

以在拉美生根。

十月革命之后的十年（1918/1919—1929 年）是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通过

拉美各国共产党进入拉美的阶段。十月革命之后，共产党在拉美纷纷成立，列

宁主义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定义。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成为焦点问题。这个

阶段的开端是 1918 年或 1919 年。1918 年，以维托里奥·柯都维亚（Vittorio 

A  关于克劳泽主义，参见 Katya Colmenares Lizárraga, “El krausismo”, en Enrique Dussel, 
Eduardo Mendieta y Carmen Bohórquez, eds., El pensamientofilosóficolatinoamericano, 
del Caribe y “latino” （1300-2000）: historia, corrientes, temas y filósofos, México: Siglo 
XXI, 2011, pp.203-210。

B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51.

C  关于胡斯托，见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p.51-61。

D  关于因赫尼埃罗斯，见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p.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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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ovilla，1894—1970）等人为首的阿根廷社会党激进派组建了国际社会党，

这是拉美第一个共产党，也是拉美唯一一个先于第三国际成立的共产党。1919

年如此重要的原因则是在该年 3 月第三国际正式成立。标志着这个阶段终结的

事件是：1929 年第一届拉美共产党大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 A。但同时，这

也是马克思主义同秘鲁政治家维克托尔·劳尔·阿亚·德拉托雷（Víctor Raúl 

Haya de la Torre，1895—1979） B 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对话的阶段。可以说，民

粹主义在这个时候取代了实证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对话对象。阿亚于

1924 年在墨西哥创立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该组织西文缩写为阿普拉（APRA），

故其思想也被称为阿普拉主义。关于阿亚，福尔内特—贝当古提到两部作品，

一部是 1926 年的小册子《什么是阿普拉？》（¿Qué es APRA ？），另一部是 1948

年的《历史—时—空》（Espacio—Tiempo—Histórico）。阿亚认为，需要将马克

思主义置于拉美处境之中，提出了寻找一种有别于欧洲马克思主义的“本土马

克思主义”（marxismo vernáculo）的必要性。而阿普拉主义正是马克思主义的

拉美化形式。时空是相对的，从印第安美洲出发的马克思主义跟从欧洲出发的

马克思主义是不一样的。特别重要的一点是阿亚对帝国主义的看法。阿亚认

为，列宁主义是一种欧洲马克思主义，根据列宁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

最后阶段，这一点就欧洲而言是正确的，但就拉美而言，这是错误的：帝国主

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从马列主义立场针锋相对地回应阿亚观点的是当时

古巴的共产党领导人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Julio Antonio Mella，1903—

1929）C。由于阿亚的作品题为《什么是阿普拉？》，梅利亚于 1928 年写了一部

专门批驳阿亚的作品：《什么是阿拉普？》（¿Qué es ARPA ？）。梅利亚认为，资

本主义已经国际化，美洲的特殊性没有重大意义，不足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

遍有效性。美洲印第安居民没有特别的革命潜能，将革命问题与印第安人问题

混在一起是一种历史性的错误。

A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83.

B  关于阿亚，见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p.88-96。

C  关于梅利亚，见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p.9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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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先是同傅立叶等人所代表的社会主

义一起，随着欧洲移民进入拉美。之后，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扩大，拉美

知识界开始注意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展开与实证主义、民粹主义的对

话。与实证主义的对话是马克思主义开始扎根拉美文化传统的一块里程碑，因

为实证主义在 19 世纪后半叶的拉美地位极为显赫，就仿佛在殖民地时期天主

教教义的地位一般。实证社会主义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拉美知识

界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而十月革命之后通过拉美各国共产党进入拉美的第三

国际马克思主义与当时在拉美刚刚兴起的民粹主义的对话，则标志着马克思主

义已经作为一支现实的政治力量进入拉美历史。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一

开始就受到拉美本土传统的某种校正，具有独特的宗教或伦理色彩，这是马克

思主义拉美化的表征。

二、马里亚特吉纲领（1928—1930）

福尔内特—贝当古为秘鲁共产党创始人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

iátegui，1894/1895—1930） A 独辟一章，专门讨论马里亚特吉 1928—1930 年

间著作的意义，认为马里亚特吉不单单代表了拉美马克思主义史的一个阶

段，而且代表了拉美马克思主义从重复到创造的飞跃，因为马里亚特吉开辟

了一条处境化或本色化（inculturación）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奠定了拉美化马

克思主义的基础 B。以马克思主义本色化为依归的马里亚特吉纲领（programa 

mariateguiana） C 使马里亚特吉成为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由于马里

亚特吉，第一次有了从拉美出发的、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的马克思主义。

虽然从编年史的角度看，在马里亚特吉之前，已经有为马克思主义观念辩护的

人，但在尝试发展“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或拉美化马克思主义这个意义上，

A  关于马里亚特吉，参见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p.123-166。

B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124.

C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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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亚特吉是“美洲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A。可以说，马里亚特吉是拉美马克

思主义发展史上一座异军突起的高峰，是拉美化马克思主义的开山宗师。福尔

内特—贝当古主要讨论马里亚特吉的两部作品：《秘鲁七论》（1928） B 和写于

1928—1929 年间但在 1955 年出版的遗作《为马克思主义辩护》。

福尔内特—贝当古认为，《秘鲁七论》是拉美化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化表述，

是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批判分析拉美特别是秘鲁现实的初次尝试 C。马

里亚特吉在《秘鲁七论》中对印第安人问题或土著问题的分析是这种创造性

的一个突出体现。马里亚特吉认为，土著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其根源在于

土地所有权制度，而不是一个种族问题或文化问题。或者说，土著问题是一

个经济—社会剥削问题，只有通过对经济制度的根本改造才能获得真正解

决。只有通过对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改造，才有可能满足印第安人的正当要

求。这样，拉美土著问题就与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相联系。在拉美，

具体而言在秘鲁，成为社会主义者就是成为土著主义者的一种方式。马克思

主义的国际主义与具有明显拉美色彩的土著主义并不矛盾。这一方面坚持了

马克思主义分析，但另一方面也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使土著问题

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去中心化，走向一种印第安美

洲马克思主义 D。基本上，马里亚特吉是在尝试用社会主义解决土著主义提

出的问题，可以说是在用社会主义超越土著主义，但马里亚特吉的这种社会

主义不是抽象的社会主义，而是处境化的社会主义，是印第安人得以在其中

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社会主义：只有印第安人自己才能实现解决印第安人问

题的社会主义 E。社会主义固然需要吸收最新的科学和技术成果，但同时也需

要延续古老的民族传统。拉美固有的土著传统就这样与外来的马克思主义联

A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125.

B  中译为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白凤森译，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

C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p.131-
132.

D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133.

E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p.135-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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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在一起 A。而这种印第安美洲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可能，则是因为印第安人自

印卡帝国以来的社会主义传统并不是已经死去的过去，而是印第安美洲历史特

性活生生的一部分，印第安人的社会主义传统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形

式中重生 B。或者说，印第安美洲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实现社

会主义，这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明显相左 C，因而常常被正统派指责为“民粹主

义”D。但马里亚特吉对印第安传统并不抱持玫瑰色的浪漫化态度，对印第安共

同体的辩护并不是基于抽象的正义原则或传统的情感，而是基于具体的、实际

的经济社会理由：尽管处于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印第安传统依然没有消亡，而

是展示出了发展的可能性和活力。当然，马里亚特吉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

简单地移植过来，认为漠视土著要求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是秘鲁的社会主义，甚

至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 E。另一方面，马里亚特吉并不像民粹主义者那样看好

拉美的民族资产阶级，而认为拉美的民族资产阶级缺乏民族意识，不怎么看重

民族主权，反而倾向于与帝国主义合作以获取利益，因而无力领导反帝的民族

主义革命 F。马里亚特吉坚持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要性，在此，

不能忘记马里亚特吉是秘鲁共产党主要创始人这个基本事实。总的来看，马

里亚特吉意在发展出一种“印第安美洲社会主义”，而同时期的阿亚也提出过

要发展一种“本土马克思主义”，看起来两者都注重马克思主义的拉美化，都

希望摆脱对欧洲中心主义的依附，为什么不把阿亚列为美洲第一个马克思主义

者？福尔内特—贝当古给出的理由是：阿亚是在以拉美历史时空的特殊性为基

础，从外部改造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而马里亚特

A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136.

B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p.136-
137.

C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137.

D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p.141-
144.

E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138.

F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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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则是从内部改造马克思主义，使拉美进入马克思主义之中，这种马克思主义

的本色化在肯定拉美特性的同时也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 A。

如果说马里亚特吉在《秘鲁七论》中主要讨论了一些与拉美相关的具体

问题，那么，在《为马克思主义辩护》中则集中讨论了一般性的理论问题。福

尔内特—贝当古认为该书对系统重建马里亚特吉哲学思想极为重要，因为这是

马里亚特吉公开表述其哲学立场的一次努力。从形式上讲，马里亚特吉的这本

书是对比利时人亨利·德曼（Henri De Man，1885—1953）《超越马克思主义》

（1928）一书的回应 B。德曼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科学上已经落伍，特别是在心

理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的诸多论断已经被推翻。由于这些科学上的新进展与马

克思主义的关键论点相矛盾，马克思主义无法对之加以整合。由此，德曼提出

应当超越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简单地修正马克思主义 C。这实际上意味着对马

克思主义的清算。而马里亚特吉则试图在其《为马克思主义辩护》中说明马

克思主义的有效性，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不可超越性：只要资本主义没有被推

翻，马克思主义就依然是有效的 D。

马里亚特吉为之辩护的不可超越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

义呢？马里亚特吉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 19 世纪理性主义一个简单的例子。

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或哲学唯物主义，也不是一种早已被科

学的进展超越的历史哲学。马克思只不过创造了一种历史地解释现实社会的

方法 E。对方法和理论的区分使马里亚特吉能够达到这样的观点：马克思主义

那里存在的 19 世纪科学至上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东西。作为科学理

A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p.126-
129.

B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145. 
德曼该书德文原版出版于 1926 年，题为《论社会主义心理学》（Zur Psychologie des 
Sozialismus）。

C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146.

D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147.

E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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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被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批评马克思主义那里的科

学理论跟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两回事。将马克思主义归约为一种科学理论完全是

徒劳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种群众运动的福音和方法”在历史中发挥

作用的 A。作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19世纪理性主义哲学遗产的继承者的

马克思主义是两回事。马克思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结合是一种历史的结合，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完全可能发生其他结合。马克思主义具有自我革新的能力。具

体而言，马里亚特吉认为，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1847—1922）就代

表了马克思主义与柏格森哲学这种新思潮的结合 B。但作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

并不能随意地与任何思潮结合，方法必须接受一种理念的调节，这就是指向改

变世界的必要性的革命——具体而言，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理念 C。换言

之，革命是马克思主义自我革新的指南针。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是完全开放

的，可以吸收历史中出现的任何新元素，但总是朝向意识形态上的北极星：社

会主义革命。然而，奇怪的是，马里亚特吉并没有照单全收那个时代的正统马

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福尔内特—贝当古认为，这很可能跟马里亚特吉的时

代处境相关。什么样的处境呢？由第一次欧洲大战引起的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

的危机，这个危机表现为虚无主义、怀疑主义的强烈反弹。19 世纪实证主义

和理性主义的乐观在战争中化为灰烬。马里亚特吉需要回应这种虚无主义的挑

战。也就是说，马里亚特吉为之辩护的马克思主义乃是对虚无主义挑战的回

应，是对虚无主义的克服 D。沉重的理性主义遗产使正统马克思主义无力应对

虚无主义的挑战，马里亚特吉不得不在其他地方寻找战胜虚无主义的武器。马

里亚特吉通过索雷尔在柏格森主义那里找到了这种武器 E。在柏格森主义的影

响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为一个“神话”。“神话推动人在历史中前

A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148.

B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148.

C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150.

D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155.

E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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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没有神话，人的生存就没有任何意义。”A如此，革命就从理性主义的束缚

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宗教性的信仰 B。“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言行都具有一种信

仰的味道、意志的味道，包含着英雄般的创造性的确信。对马克思主义而言，

寻找一种平庸的、消极的决定论情感是荒谬的。”C面对理性主义的危机，马克

思主义应当执行一种宗教功能 D。在《秘鲁七论》中，马里亚特吉就曾明言：“共

产主义实质上是宗教的。”E这种浓烈的意志论和神话、宗教色彩使马克思主义

不得不发生巨大的变化，按照福尔内特—贝当古的看法，马里亚特吉的马克思

主义乃是一种异端马克思主义（marxismo herético）F，拉美第一个马克思主义

者是一个异端马克思主义者！

从编年史的角度看，马里亚特吉是秘鲁共产党的创始人，是通过共产党

活动接受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而从拉美化的角度来看，马里亚特吉代表

了将拉美特性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尝试，是拉美化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开山。

马里亚特吉将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相结合的尝试实际上成了后来解放神学的先

声。从更宽广的视野来看，是第一次欧洲大战激发了马里亚特吉的印第安美洲

社会主义，马里亚特吉是 1914 年之子。实际上，十月革命也是第一次欧洲大

战的副产品。列宁也是 1914 年之子。就中国而言，《欧游心影录》的作者梁启

超也是 1914 年之子，而毛泽东自视为梁启超的传人。也许可以说，20 世纪欧

洲、美洲、亚洲马克思主义的勃兴是 1914 年现象。情况有些不同的是，拉美

马克思主义没能发展壮大，马里亚特吉本人为避免与第三国际的冲突而辞去了

党内职务 G，从此拉美马克思主义步入另一个阶段。

A  José Carlos Mariátegui, El alma matinal y otras estaciones del hombre de hoy, Lima: Em-
presa Editora Amauta, 1950, p.24.

B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159.

C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160.

D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162.

E  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白凤森译，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208 页。

F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163.

G  参见靳呈伟：《多重困境中的艰难抉择：拉美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央编

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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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里亚特吉纲领之后（1930—1991）

1930 年之后，在斯大林主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背景下，这个时期的

拉美马克思主义走向了马里亚特吉本色化马克思主义纲领的对立面，开始斯大

林化，开始亦步亦趋地模仿、移植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 A。这种理论上的跟随

和依附使拉美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创造性和对历史的敏感性。1930 年拉美一批

共产党机关刊物的发行是这个阶段开始的标志。但在拉美各国共产党之外，马

克思主义继续深入拉美社会。在 20 世纪 30 年代，马克思主义深入拉美的一个

标志是一次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公共辩论。

辩论发生于 1933 年。辩论的一方是拉美哲学“奠基人”B 之一安东尼

奥·卡索（Antonio Caso，1883—1946）。另一方是马克思主义者比森特·隆巴

多·托莱达诺（Vicente Lombardo Toledano，1894—1968）。辩论的起因是该年

召开的首届墨西哥大学大会通过了开展马克思主义大学改革的决议，使马克思

主义成为大学教育的指导原则 C。隆巴多通过《大学改革的基础》、《思想自由

的界限》等文章提出，作为社会结构一部分的大学应当执行其社会功能。大学

面临如下抉择：究竟是为既定资本主义秩序背书，还是成为现状的批判者？隆

巴多的回答是后者。而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成为教育的指针 D。卡索则通过《马

A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169.

B  关于拉美哲学的“奠基人”（Fundadores）包括哪些人有不同说法，奥拉西奥·塞

鲁蒂·古尔德伯格（Horacio Cerutti Guldberg）在《我们的美洲哲学思想两百年》

（Doscientos años de pensamiento filosófico Nuestroamericano, Bogotá: Ediciones Desde 
Abajo, 2011, p.56）一书中将墨西哥的安东尼奥·卡索（Antonio Caso）、何塞·巴

斯孔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乌拉圭的卡洛斯·巴斯·费雷拉（Carlos Vaz Fer-
reira）、阿根廷的阿莱杭德罗·科恩（Alejandro Korn）、科里奥拉诺·阿尔维里尼（Co-
riolano Alberini）、智利的恩里克·莫利纳·加门迪亚（Enrique Molina Garmendia），
秘鲁的阿莱杭德罗·德乌斯图亚（Alejandro Deústua）、巴西的拉伊蒙德·法里亚斯

（Raimundo Farías）和古巴的恩里克·何塞·巴罗纳（Enrique José Varona）等 9 人纳

入拉美哲学“奠基人”这个群体之中。

C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177.

D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p.177-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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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与当代大学》等文章指出，将马克思主义提升为大学教学的基础是

在使马克思主义占据先前由实证主义占据的位置。就形式而言，其问题是，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复杂的，无法成为大学的唯一向导。就实质而言，马克思

主义没有科学性可言，只是唯物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大杂烩，物理学的进

展已经说明了唯物主义的荒谬性。卡索坚持通过唯灵论校正马克思主义的必

要性 A。

同样是在 1933 年，阿根廷哲学家卡洛斯·阿斯特拉达（Carlos Astrada，

1894—1970）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康德学会的会议上宣读了题为《海德格尔与

马克思》的论文，开始关注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同样是在 1933

年，在马克思逝世 50 周年之际，拉美哲学另一个“奠基人”阿莱杭德罗·科

恩（Alejandro Korn，1860—1936）开设“黑格尔与马克思”课程，严肃对

待马克思本人的作品，以接近新康德学派的立场提出了“伦理社会主义”的

设想。拉美哲学另一个“奠基人”、《宇宙种族》的作者何塞·巴斯孔塞洛斯

（José Vasconcelos，1882—1959）在其 1937 年的《哲学思想史》（Historia del 

pensamiento filosófico）和 1940 年的《哲学手册》（Manual de filosofía）中将马

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哲学的一支纳入哲学史 B。

福尔内特—贝当古还特别提及阿根廷实证主义大师因赫尼埃罗斯的弟子

阿尼瓦尔·庞塞（Aníbal Ponce，1898—1938） C，将庞塞视为从学术上系统阐

发马克思主义的典范。福尔内特—贝当古认为，庞塞是拉美马克思主义史上唯

一可以与马里亚特吉相提并论的人物。但庞塞与马里亚特吉刚好相反，代表了

拉美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面向：欧洲化面向。阿根廷自多明戈·福斯蒂诺·萨

米恩托（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1811—1888）以来强烈的欧洲主义传统

使庞塞能够以“美洲的欧洲人”自居，贬低常常被视为阿根廷民族象征的高乔

A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p.190-
191.

B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p.193-
208.

C  关于庞塞，见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p.21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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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印第安人就更不要说了。庞塞的代表作有两部：1937 年的《教育与阶级斗

争》（Educación y lucha de clases）和 1938 年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无产阶

级人道主义》（Humanismo burgués y humanismo proletario）。

1941 年之后，拉美马克思主义完全进入斯大林主义的轨道。拉美马克思

主义理论上的贫困在此后达到极点，斯大林支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想象。

这个阶段的开端之所以是 1941 年，是因为纳粹德国对苏联的入侵改变了共产

国际的政治路线，决定性地开始了反法西斯主义联盟政策。这个政策转向缔造

了拉美共产党的黄金时代，一大批共产党员得以进入议会甚至成为部长。但

随着 1947 年“冷战”帷幕的拉开，这个黄金时代迅即终结。拉美共产党重新

回到反帝路线，但斯大林的革命阶段论——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再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依然有效：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历史的进步性，需要与之

合作，之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A。斯大林主义一统天下的状况一直维持到

1959 年古巴革命，可以说，马里亚特吉纲领在此时完全湮没。

但马克思主义在拉美知识界的影响在继续。阿根廷哲学家阿斯特拉达 B

重拾 1933 年康德学会会议上勾连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设想，在 1952 年的《存

在主义革命》（La Revolución Existencialista）中通过存在主义这条道路小心翼

翼地接近马克思。5 年之后，阿斯特达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成果体现

为《马克思主义与末世论》（El marxismo y las escatologías）一书。乍看起来，

这种反潮流的转向有些不可思议，但其实有着厚实的历史基础：资本主义无力

改变拉美长时间大面积的贫穷。阿斯特拉达企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认

为马克思是反形而上学的典范，是第一个与柏拉图主义真正决裂的思想家。辩

证法是科学地对待现实的方法，这种方法包含着对教条主义的根本反对：一切

事物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固定不变的。历史唯物主义蕴含

着对人及其环境在实践上的改造。这种历史的、革命的实践指向所有人的自

由。引导马克思辩证法前进的指针是人的解放及其有尊严的生活。马克思主义

A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p.225-
233.

B  关于阿斯特拉达，见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p.25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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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实践的这种普遍性对第三世界意义重大，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所陈述的社

会改造理论意味着革命，意味着对美苏对峙或东西对抗格局的超越。由此，阿

斯特拉达实际上提出了发展一种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的要求，这使阿斯特拉达

成为马克思主义再度拉美化的先声。

但实质性地改变拉美马克思主义图景的是古巴革命。可以说，古巴革命

标志着以发展拉美化马克思主义为依归的马里亚特吉纲领的重生。马克思主义

重新成为现状的批判者。

紧随古巴革命的枪声，拉美文坛发生了一次“文学爆炸”，其实，20 世纪

60 年代也是拉美“马克思主义爆炸”的年代。1960 年，马克思的《1844 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被译为西班牙文，推动了从人道主义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

1960 年，葛兰西的著作开始系统进入拉美，推动了实践哲学的发展。1960 年

萨特访问古巴引发了对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关注。阿尔都塞、马尔库

塞、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等人的作品也在此时开始传入拉美 A。就实践方面而

言，1968 年代表了 20 世纪 60 年代的高峰。福尔内特—贝当古特别提及发生

于 1968 年的两个会议。一个是古巴哈瓦那文化大会。卡斯特罗在会议闭幕式

上发表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走出僵化，成为一种革命的力量，而

不是成为伪革命的教会。另一个是哥伦比亚麦德林第二届拉美主教会议。在这

次会议上，天主教会决定选择穷人，要求拉美教会成为改变拉美的解放性力

量。天主教会的这个麦德林转折标志着与马克思主义积极对话的解放神学的

诞生 B。

就拉美化而言，格瓦拉 C（Ernesto Che Guevara）展示了格瓦拉式马克思

主义的可能性。格瓦拉的马克思主义包含两个主要特征。一个是反教条主义。

格瓦拉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本质上开放的认知过程，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以“知

A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p.271-
281.

B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p.279-
280.

C  关于格瓦拉，见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p.29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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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勇猛”（audacia intelectual）A 冲向新的问题，不能成为“冰冷的经院哲学”，

成为一种防御性的思想。这种对创造性的要求来自古巴经验，因为在古巴建设

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根本没有想到过的问题。第二个是新人思

想。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也是人在其中成为完全的主体的过程，这就是新

人思想。解放不会自动地被生产出来，共产主义不仅需要物质基础，同样需要

新人，需要人的意识的觉醒。而且这种觉醒并不只是要达到批判性的伦理意

识，同样要达到对现实的科学认知。与因赫尼埃罗斯和庞塞等阿根廷马克思主

义前辈一样，格瓦拉也肯定科学的解放作用，并不是简单的道德浪漫主义者。

与古巴经验相应的另一件大事则是依附理论的诞生。依附理论不再将拉

美的欠发达视为通向发达的过渡阶段，而是将拉美的欠发达与欧美的发达视为

一体。也就是说，拉美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太少了因而需要像当时的拉美各国

共产党那样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太多了因而需要一

场针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革命。依附理论被认为是对马列主义帝国主

义理论的补充，由此，马克思主义成为拉美解放理论的一部分 B。

1971 年，“解放神学之父”古铁雷斯（Gustavo Gutiérrez）出版《解放神学》

一书。这标志着解放范式在神学领域的系统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传

统的对话结出了重要成果，由此，解放神学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拉美的重要渠

道。1973 年，阿迪莱斯（Osvaldo Ardiles）等年轻一代哲学家群体出版了《拉

美解放哲学纲要》文集，标志着拉美解放哲学的诞生。解放哲学成为马克思主

义传播拉美的又一个重要渠道 C。

此后，马克思主义继续深入拉美。这种深入的里程碑式成果是阿根廷解

放神学家杜塞尔 D（Enrique Dussel，1934— ）关于《资本论》的三部曲：《马

A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295.

B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p.276-
278.

C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
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p.283-
287.

D  关于杜塞尔，见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ones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Plaza y 
Valdés, 2001, pp.325-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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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的理论生产》（1985）、《走向一个不为人知的马克思》（1988）和 1990 年的《晚

年马克思（1863—1882）与拉美解放》。杜塞尔认为，马克思从活劳动这个他

者出发展开的对资本的批判，不仅是一种哲学批判，也是一种伦理批判。这种

对现状的批判不能止步于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的著作远未完成，马克思本人所

留下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不够的 A，需要创造性地继续马克思的批判事业。具体

而言，这种创造性继续体现为对依附问题和民族解放问题的分析。通常认为，

依附理论强调的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之间的矛盾与马克思强调的资本与劳动之

间的矛盾是不相容的。杜塞尔指出，这两者并非不相容，实际上，依附预设了

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在资本竞争的层面上表现为依

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是垂直的剥削关系，而中心资本与外围资本之间的

关系则是水平的竞争关系。资本对劳动的剥削通过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实现，而

外围资本对中心资本的依附则表现为剩余价值从外围国家转移到中心国家。外

围国家需要打破这种剩余价值转移机制，才能实现民族解放。这使杜塞尔成为

拉美化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接续者，也可以说杜塞尔呼应了阿斯特拉达对第三世

界马克思主义的设想。然而，民族解放不是某个阶级的任务，而是由所有被压

迫阶级联合而成的人民的任务。由于这个使“人民”高于“阶级”的立场，杜

塞尔同马里亚特吉一样被视为民粹主义者。

1991 年，另一个解放神学家让—伯特兰·阿里斯蒂德（Jean-Bertrand Aris-

tide）当选为海地总统，但迅速被军方罢黜。最后，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拉美化

最重要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了拉美大学之中，20 世纪 30 年代曾经引起热

烈讨论的“社会主义教育”终于修成正果，这是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最佳见证。

大体上，这个阶段是马里亚特吉纲领湮没，之后重生的阶段。斯大林主

义一度主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想象。但古巴革命决定性地使马克思主义重新成

为批判现状的力量，马里亚特吉纲领随之获得重生。之后，由于各种马克思主

义流派的传入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爆炸”，拉美马克思主义展现了马克思主

义的丰富可能性。马里亚特吉将印第安人视为拉美特性的主要体现者而倡导印

第安美洲社会主义，这一波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对象则相当多元，但与基督教传

统的对话在其中极为醒目。

A  参恩里克·杜塞尔（一译为迪塞尔）：《马克思的〈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与依

附“概念”》，载罗纳德·奇尔科特、江时学主编：《替代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拉美透

视〉专辑》，江心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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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从 1861 年希腊移民罗达卡纳蒂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到 1991 年海地解放神

学家阿里斯蒂德当选总统，福尔内特—贝当古讲述的这 130 年的拉美马克思主

义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以基督教人道主义为轴心的拉美文化传统之

中。拉美化或本色化是这部马克思主义史的核心线索，因而，代表拉美化马克

思主义初次系统化尝试的马里亚特吉占据不同寻常的显要位置。可以说，这部

拉美马克思主义史只有两部分：马里亚特吉之前和马里亚特吉之后。马克思主

义在拉美始终受到拉美自身传统的校正。在马里亚特吉之前，胡斯托、因赫尼

埃罗斯所发展的实证社会主义是这种校正的证据。在马里亚特吉之后，阿斯特

拉达的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格瓦拉和杜塞尔的“伦理马克思主义”也是这种

校正的证据。福尔内特—贝当古以此表明，马克思主义不是拉美之外的力量所

主宰的，而是拉美人自己的事业——即使是欧洲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庞塞也跟

阿根廷自身的传统根本相关，因而，苏东事变不足以摧垮拉美马克思主义的根

本。从古巴的马蒂开始，经墨西哥的卡索、巴斯孔塞洛斯、秘鲁的阿亚和阿根

廷的科恩等人，拉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来都跟非马克思主义方面密切相关。

也就是说，单单盯着拉美各国共产党，根本找不到拉美马克思主义的真形象。

与拉美传统交融的马克思主义需要在拉美共产党之外，在依附理论那里，在解

放神学那里，在解放哲学那里，在拉美的教育体制里去寻找。马克思主义在拉

美已经本色化，不会随着美苏冷战的终结而终结，拉美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取决

于拉美人自己，这就是福尔内特—贝当古的辩护。

作者单位：浙江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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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妮丝·赫勒的审美之维

傅其林

2019 年 7 月 19 日下午，当代思想家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在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附近的巴拉顿湖游泳时，不幸身亡。5 月 12 日，是她 90

岁的生日。两个多月后，她戏剧一般离开人世，令世界瞩目。她原定于 2019

年 11 月访问澳大利亚的学术计划永远搁置了。

赫勒 1929 年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父母均为犹太人，父亲死于集

中营后，母女相依为命。大屠杀的经历对她一生的工作与思想产生了重要影

响。“二战”后，她信奉犹太复国主义，相信救赎来自锡安山，于是计划去巴

勒斯坦。但是 17—18 岁时，她改变了主意，上了布达佩斯大学，学习化学和

物理。在听卢卡奇关于谢林、黑格尔等文化哲学课程的过程中，她虽然不懂所

讲的东西，但是开始理解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即大屠杀，于是从自然科学转向

人文科学，抛弃了居里夫人的理想而跟随卢卡奇，成为一个哲学与匈牙利文学

的学生。赫勒 1947 年加入共产党，两年后被开除，1954 再被接受，但 1958

年因“错误与修正主义思想”再一次被开除。1956 年的匈牙利革命对她的生

活构成了重要影响。在卢卡奇的影响下，赫勒在 60 年代后期与 70 年代初期与

其丈夫费赫尔（Ferenc Fehér），以及马尔库什（György Mákus）、瓦伊达（Mi-

hály Vajda）、塔马斯（G.M.Tamás）、弗多尔（Géza Fodor）、拉德洛蒂（Sándor 

Rádnóti）等形成了“布达佩斯学派”，1973 年赫勒被批判犯有左倾与右倾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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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因此失业，1977 年在朋友的帮助下与丈夫费赫尔移居澳大利亚，在拉托堡

大学讲授哲学与社会学，1981 年获莱辛奖。1984 年，她应聘为纽约新社会研

究学院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生院的哲学教授，从 1988 年起为阿伦特哲学教

授，并于 1995 年获阿伦特奖，2005 年获得松宁奖，2010 年获得歌德奖。2007

年第一次访问中国，2018 年再次到四川大学参加中东欧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

国际会议，其系列演讲与大会主题发言给中外学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作为卢卡奇的学生、助手和同事，作为布达佩斯学派最重要的哲学家，

赫勒在过去五十余年中始终对美学持有浓厚的兴致，1950 年她发表的第一篇

论文就是《别林斯基的美学研究》，最近几年她还出版了最新著作《永恒的喜

剧》、《当代历史小说》等著述，她将美学置于其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历史哲

学之中，以切入当代社会的核心问题。她的美学是其哲学的基础，考察她的美

学的基本维度可以把我们引向她的思想的核心观念——多元主义的文化政治

学。本文试图从不同的维度来讨论赫勒的美学以阐发美学在其哲学和文化政治

学中的地位，诊断美学从“马克思主义复兴”到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范式的

转型。

一、社会美学之维

赫勒把美学视为一种现代文化现象，考察其社会基础。她在马克思和

M. 韦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基础上改变了康德提问的方式，正如她的老师

卢卡奇在年轻时所做的那样。为在当代人文学科中显得愈来愈重要的社会哲

学，提供了一条理解美学的路径。美学就是社会哲学的一部分。M. 韦伯关于

世俗化、合理性、文化价值分化理论以及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结构和生产力动态

发展的考察为赫勒的社会美学研究奠定了根基。

M. 韦伯作为一位新康德主义者，借助于宗教世俗化和文化分化的阐释把

康德立于哲学人类学之上的美学转变为社会人类学和社会美学。赫勒继续完成

这项工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中，赫勒以 M. 韦伯的概念阐释文艺复兴时

期的审美和艺术现象。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性人物的思考和感性牢固地根植于

犹太—基督教传统中，但这绝不是回归于古代，而是具有世俗化的特征。在世

俗化过程中，人的概念和理想成为社会的、个体的、动态的，不是纯粹依赖

于超验而是依靠世俗感性。结果，审美和艺术出现了并作为一种自律的文化



326

被人们接受。在赫勒看来，“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特征是消解教条：宗教多种

多样、丰富多彩，似乎说信仰如今不再严格了，而是‘自由的’，人们可以自

由选择。”A宗教的变化导致了神话的人性化以及人的神化。一方面，亚当、摩

西、圣母玛利亚、普罗米修斯都是活生生的形象；耶稣和苏格拉底的融合是最

抽象的同时又是最可以触摸的形式。另一方面，人能够改变自身提升到神灵的

地位，如米开朗基罗作品的人类主人公就是神圣的形象。由于世俗化，对社

会启蒙者来说，宗教激情就被审美激情所取代：“不断出现的艺术渴求在建筑、

壁画中得到表达，宗教经验转向了艺术经验，后者取代了前者。当《圣母怜子

图》（pietà）的艺术价值开始显得重要时，就不再是宗教狂热而是审美欣赏引

起中产阶级去凝神观照《圣母怜子图》。”B 世俗化促进了审美和新型社会个体

即中产阶级出现的有效性。一旦这个阶级当权，美学就是新型社会结构的必要

元素。赫勒和她已故丈夫费赫尔认为，美学作为哲学体系的相对独立的一部

分，“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它的存在关乎这种认识即资产阶级社会本质上

是充满问题的。”C不过，在文艺复兴时期，美学不是资本主义问题的象征，而

是人的本质性潜能的表达。赫勒认为，艺术是世俗世界中的对象化形式之一：

“艺术是人类的自我意识，艺术作品一直是‘自为’物种本质的载体：并且这

不止在一方面。艺术作品始终是内在性的：它把世界描述为人的世界，即人创

造的世界。” D

赫勒的美学与 M. 韦伯的文化分化的范式密切相关。在《日常生活》中，

她从哲学视角阐释了这些文化对象化。但是赫勒借助于黑格尔的主观精神、客

观精神和绝对精神的区分，以及卢卡奇的对象化范畴，把 M. 韦伯的文化分化

理论发展成为人类学—社会的区分理论。在这两本著作中，她从日常生活、

社会结构、高雅领域等人类对象化视角考察美学。用她自己的术语说，她提

出把物种—本质对象化区分为三个领域，第一是日常生活领域即自在领域，

A  Heller, Agnes. Renaissance Man. Trans. Richard E. Allen. London, Boston, Henle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p.12.

B  Heller, Agnes. Renaissance Man. Trans. Richard E. Allen. London, Boston, Henle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p.68.

C  Fehér, Ferenc and Agnes Heller. “Necessity and Irreformability of Aesthetics”, in Heller, 
Agnes and F. Fehér, Eds Reconstructing Aesthet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p.1.

D  Heller, Agnes. Everyday Life. trans.G.L.Campbell. London, Boston, Melbourne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p.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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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包括艺术、哲学、宗教、科学等在内的文化价值领域即自为领域，

第三是制度领域即自在自为领域。美学作为自为对象化领域之一部分，它

归属于整个人类学—社会领域。赫勒把美学置于社会结构之中，考察它与

其他自为对象化、日常生活领域和制度领域的关系，构建了一种作为社会美

学的“规范性美学”。

她解释了美学与自为对象化共有的五个特征：（1）提供人类生活以意义；

（2）完成两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即使社会结构合法化和使自在对象化领域去

实质化；（3）是同质的；（4）具有它的“规范和规则”；（5）吸收并体现了文

化的剩余。 A 赫勒在此明确地是从社会学视角阐释美学。的确，美学不同于

其他自为对象化，因为它具有自身的“规范与规则”，形成了相对的自律。

赫勒认为：“存在一种广泛的共识，审美的、科学的和宗教的意象在现代性过

程中分道扬镳了，人们‘审美地做事’、‘科学地做事’、‘宗教地做事’的时

候，遵循完全不同类型的规范或规则。”B 美学在重复性、发明性、直觉性等

思考或行为方面涉及日常生活领域，后者是前者的基础。艺术与日常生活不

可分离。审美地观看事物的方式的前提、原创框架不仅仅内在于日常思维的

异质性复合体之中，而且“审美经验一直呈现在那种复合体之中”。 C 不过，

美学不同于日常生活，因为它悬置了日常生活的特殊性，表达了人类自由的水

平。因而，拥护艺术与生活统一的先锋派理论在赫勒看来是充满问题的。比格

尔所认为的现代艺术始终被制度化的艺术制度理论也是如此。赫勒认为，即使

包括创造、接受、传播在内的艺术活动需要某些制度条件作为基础，在现代性

中艺术制度化形势日趋明显，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意味着艺术的制度化。赫勒明

确地表达了审美领域与其他领域的复杂关系，并由此揭示了人类的社会美学的

规范性。

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结构和生产力动力理论也奠定了赫勒美学的基础。

她目睹了现代科学与技术对艺术产生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动态特征是

由于科学与技术。在佛罗伦萨易变和威尼斯静态之间的差异，实质上在于，在

A  Heller, Agnes. The Power of Shame ：A Rationalist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5, pp.106-108.

B  Heller, Agnes. General Eth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8, p.152.
C  Heller, Agnes. Everyday Life. trans.G.L.Campbell. London, Boston, Melbourne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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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工业资本在社会占据统治地位，而在威尼斯商业资本占据支配地位。

工业资本不是保守的而是革命的，“生产不断的革命化导致了生产关系的持续

转型。它不断‘突破’发展道路中的限制”A。工业文化的普遍性导致了艺术风

格变化，艺术想象也在多种艺术技能基础上发展。大写的艺术就是这种普遍化

的结果。在现代性中，科学与技术模式变得更为强大。根据赫勒，在现代性过

程中，有两种主要的想象制度：历史想象和技术想象。科学是单一的占支配地

位的想象制度：“技术想象与思想把真理一致性理论提升到唯一统治性真理概

念的地位，因而科学也被提升到支配性的世界解说的位置。”B 在 1997 年，赫

勒指出：“技术想象是面向未来的，它偏爱问题解决的心理态度，把一致性真

理理论视为理所当然的，它随目的 / 手段的合理性运作，它把事物——人和自

然——视为客体，它信赖进化论、知识的积累，它喜新厌旧，最强调功利性和

效率。” C  技术想象对现代审美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已经渗透到许多文化之

中。现代阐释学也与这种模式相关：“对阐释实践来说，阐释对象的领域的不

断延展在某种意义上跟随着技术逻辑，因为，虽然古老的东西被解释被理解，

但是新的解释对象始终要去寻找。在某种意义上，一种解释对象总是能够被耗

尽的，只有新的解释对象才能真正推动阐释实践本身的发展。”D

赫勒对现代高雅文化或艺术的重构也类似地跟随马克思的逻辑。面对休

谟《论趣味的标准》所体现的高雅艺术的明显悖论，赫勒认识到现代性的潜力

并把这些潜力转变为她的社会美学。这些潜力之二就是技术的和社会功能主义

的特征。她认为，一方面，艺术判断是对一件艺术品在自身样式中的完美 / 不

完美的评价。“完美”在这里表示做到好、恰当、成熟。 E 赫勒认为，这种判

断被技术想象引导着。另一方面，在现代性中社会功能发生了变化。在前社会

结构安排中，人占据社会等级的区分决定其履行的功能，这样高层阶级就是高

雅文化的人，他们对艺术的判断也是由于他们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所履行的功

能。与之相反，在现代社会结构中，人在社会履行的功能决定其在社会等级中

A  Heller, Agnes. Renaissance Man. Trans. Richard E. Allen. London, Boston, Henle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p.42.

B  Heller, Agnes. A Theory of Modernity.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p.70.
C  Heller, Agnes. “The Three Log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Double Bind of Modern Imagina-

tion”,1997.www.colbud.hu/main/pubarchivel/pl/pl-Heller.pdf.
D  Heller, Agnes. A Theory of Modernity.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p.73.
E  Heller, Agnes. A Theory of Modernity.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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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知识分子就是履行为趣味提供标准功能的阶层。这种功能不是祈愿

的，因为它被知识分子获得的地位所规定。因而“好趣味本身是一种功能”。 A

某些作品被抬得很高，因为它们具有无限阐释的潜力，履行着产生意义、唤起

怀旧和亲密之情感的功能。赫勒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某些成员，她抛弃了现代

科学和技术与社会结构的否定性认识，发现有必要在重构当代美学过程中挖掘

其潜力。

赫勒从她研究和教学多年的社会学和社会哲学方面思考美学，呈现了美

学和社会的深层次关系，阐释了现代美学的规范性基础，美学在上帝缺失的世

界实质上是社会性的。她在与马克思、M. 韦伯、卢曼、哈贝马斯等人的对话

中重新阐释美学，事实上是在重构美学。当然，她的美学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

这个维度。

二、作为历史哲学的美学

赫勒也把美学置于历史哲学之中，美学从这个角度获得新的阐释。历史

哲学是赫勒核心思想之一。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中，她已经注意到文艺复

兴时期面向过去和面向未来的时间概念。后来她出版了《历史理论》（1982）、《破

碎的历史哲学》（1993）、《现代性理论》（1999）、《时间是断裂的：莎士比亚作

为历史哲学家》（2002）等著作。在阐释历史哲学的过程中，她频繁地涉及美

学的问题，当处置美学时她也诉诸历史哲学的话语。

赫勒在以往丰富的历史哲学资料上设立了她自己的历史哲学理论与话语。

她把人类历史意识区分为六个阶段，包括美学在内的每一种对象化是其历史意

识即历史性的表达。赫勒认为，历史性的首要问题就是高更的问题：“我们从

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到哪里去？”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集中于起源的

非反思的一般性（generality）意识，其表达形式是神话，在神话中时间是无限

回复的，未来、过去、现在没有分别。第二阶段是体现在特殊性中的一般性意

识，在这个阶段，古希腊悲剧、圣经、古代哲学等对象化形式被区分开来。在

第三阶段，非反思的普世性（universality）意识占支配地位，在中世纪具有普

世神话和理想的特征。第四阶段是在一般性中反映的特殊性意识，历史的理想

A  Heller, Agnes. A Theory of Modernity.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p.124.



330

时间消失了，文化的法则不断发生变化：时间是文化，艺术在现在的深度里旅

行。第五阶段是世界历史意识，第六阶段是反思的一般性意识或者后现代意

识，赫勒的美学就立足于这个阶段。

第五阶段是世界历史或反思普世性意识，赫勒把现代美学具体地聚焦于

此阶段。在这个阶段不再有复数的历史，仅仅有大写的历史。历史是一种宏

大叙事，因为它成为包含人类过去、现在、未来的普世性意识。赫勒写道，

所有的历史意识表达历史性，但是只有反思普世性意识包含着相同东西的总

体的自我反思。历史哲学就是反思的普世性的哲学。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从

最后问题出发的像基督教那样的救赎意象。这是高级现代主义的特征：“‘高

级现代主义’以未来赋予现代性的合法性。”A 与普世神话相反，这种普世性

在现实时间里理性地得以反思，因此它既不是宗教的也不是神话的，而主要是

历史哲学的。

这种历史意识对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世界历史意识不断使趣味普遍化，

并使之成为趣味判断的主题。艺术作品在它们融于时间的能力方面得到考察。

艺术被视为历史的产物。事实上，赫勒对现代美学话语的理解就是建基于这

种历史哲学之上的。她和费赫尔认为，除了康德之外，“从黑格尔到谢林、克

尔凯郭尔、卢卡奇，每一种重要的现代美学同时是一种历史哲学”。B 一方面，

美学是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的表现，是反思的普世性的历史意识。史学奠基在这

些美学体系的有机体中不是它外在的身体。资本主义充满问题的历史特征内在

于现代美学和艺术作品之中。美学始终在活动和对象化的类型等级中定位艺术

和艺术活动，这种“定位”是思想家关系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功能。青年谢林

把美学置于哲学等级最高点具有时代的因素，黑格尔把美学置于其绝对精神之

中是世界历史危机形势的经验教训的表述。因而费赫尔和赫勒认为，如果美学

作为一种史学学科要忠实于其自己的原则，那么它不得不根据既定的概念把各

种艺术组织为一个等级。结果，各种艺术的审美价值取决于美学家的哲学体

系，这种哲学体系也是一种历史哲学。根据这种美学，在某些时期，人们能够

以某些艺术样式创造出历史地再现有效物种价值的作品，而在另一些时期，在

既定的艺术样式中不能创造出这些艺术作品来。另一方面，现代哲学美学具有

A  Heller, Agnes. A Theory of Modernity.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p.8.
B  Fehér, Ferenc and Agnes Heller. “Necessity and Irreformability of Aesthetics”, in Heller, 

Agnes and F. Fehér, Eds Reconstructing Aesthet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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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的特征。它立足于历史之现在，最终为未来而无视了现在，结果它是一种

乌托邦。现代美学家如黑格尔、谢林、克尔凯郭尔、阿多尔诺、卢卡奇等把美

学视为完美未来的镜像，视为未来幸福和自由的蓄水池，即使有些人投射到过

去。由于现代美学是大写历史的再现，所以其叙述本质上是宏大的：“其设想

是总体性的宣称。”A 卢卡奇所提倡的“马克思主义复兴”仍然是内在于这种美

学范式之中。

费赫尔和赫勒不仅讨论现代美学的历史特征而且批判现代美学，揭示其

悖论。他们认为：“真正具有史学精神的美学是最够傲慢的，它足够坚信其普

遍的组织安排的原则，仅仅借助创造历史时期的等级就来形成艺术和艺术分支

的等级。” B 黑格尔把抒情诗置于其体系的最高点，认为资本主义是最适合未

来的绝对精神的；卢卡奇把史诗和戏剧抬得更高因为它们是世界形势危机的体

现；对阿多尔诺来说，抒情诗和音乐被提升到很高的位置，这是“否定辩证法”

的史学判断；克尔凯郭尔高度礼赞莫扎特的《唐璜·乔万尼》，认为它是所有

音乐的王子和模范。结果，美学是有等级的，最终具有其判断之价值和偏见或

较高的“错误率”，虽然它宣称成为人类性的：“哲学美学仍然在它自己的立场

和层次特殊性或‘艺术作品个体性’之间形成了一个距离。” C 费赫尔在另一

篇文章中说，从一种特殊的历史哲学中推出一种美学理论没有什么错误，但是

从黑格尔到卢卡奇所有代表性的艺术理论都成为经典文化的顽固的支持者：“这

些理论家草率地抛弃所有与他们严格的规定和经典不和谐的新作品，简单地从

其审美伊甸园中把这些作品驱逐出去。” D 在赫勒和费赫尔看来，从黑格尔到

阿多尔诺的美学具有“激进普遍主义”之特征。它是辉煌的，但是 1968 年之

后“激进普遍主义成为了历史”。 E

费赫尔和赫勒从历史哲学角度思考了批评哲学美学并主张没有抽象的大

A  Fehér, Ferenc and Agnes Heller. “Necessity and Irreformability of Aesthetics”, in Heller, 
Agnes and F. Fehér, Eds Reconstructing Aesthet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p.21.

B  Fehér, Ferenc and Agnes Heller. “Necessity and Irreformability of Aesthetics”, in Heller, 
Agnes and F. Fehér, Eds Reconstructing Aesthet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p.7.

C  Fehér, Ferenc and Agnes Heller. “Necessity and Irreformability of Aesthetics”, in Heller, 
Agnes and F. Fehér, Eds Reconstructing Aesthet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p.21.

D  Fehér, Ferenc. “What is Beyond Art ？”, in Agnes Heller and F. Fehér, Eds Reconstructing 
Aesthet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p.69.

E  Heller, Agnes and F. Fehér. “Introduction”, in The Grandeur and Twilight of Radical Uni-
versalism.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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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艺术而只有具体存在的艺术的归纳艺术批评。归纳艺术批评追求新颖性，是

新的永恒的回环，它在日常、时尚领域运动，其范畴也来自时尚领域。因而它

没有超越哲学美学的局限，没有避免审美判断的“错误”。尽管它具有弱点，

但是费赫尔和赫勒认为，归纳艺术批评比最重要的哲学美学为现代艺术的接受

做出了更多的事。总之，正是从历史哲学出发，费赫尔和赫勒揭示了美学的悖

论，并从后现代历史意识即反思的一般性意识方面重构美学。

赫勒从反思一般性意识来理解艺术及其艺术阐释学。她考察了文学艺术

作品尤其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历史哲学。虽然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哲学缺乏时

间范畴，但是社会哲学却不是这样。赫勒认为，各种时间概念已经存在：“作

为时间点的时间，作为社会事件的持续性和持续性意识的时间，最后作为节奏

的时间。” A 所有这些时间意识都在莎士比亚作品中得到表达，因此赫勒将莎

士比亚视为“历史哲学家”。

赫勒把对莎士比亚戏剧的解读上升到艺术理论。诗性真理是始终在现在：

无论什么时候悲剧上演时——或者我们阅读它时——它始终是现在的时间。赫

勒也把喜剧现象阐释为绝对现在。喜剧的本质是不可决定的、异质的、偶然

的：“所有喜剧经验是绝对现在时间的表达。”B 赫勒的激进阐释学也是如此，

激进阐释学意味着在日常意识的水平普遍地接近历史：阐释学和过去形成对话

关系。激进阐释学也是对话的：它是全球性责任走向过去的中介。它接近过去

不仅是为了找出以前历史行为、对象化、机制的意义、景观、价值，而是为了

发现它们和我们之间共同的东西。艺术作品作为阐释对象是无时间的，即使所

有艺术作品是历史的产物，但是，解释把无时间的对象化翻译为解释者的时间

和空间。

赫勒抛弃了卢卡奇的救赎的历史哲学，失去了对弥赛亚的浓厚兴致，也

就是说她信赖绝对的现在，这是后现代的历史意识或者本质上是偶然性的意

识：“后现代人接纳火车站上的生活。也就是说，他们接受绝对现在的生存。”C

这种意识带有去掉了本雅明救赎观念的“震惊”的特征，“这是来自宇宙—目

A  Heller, Agnes. Renaissance Man. Trans. Richard E. Allen. London, Boston, Henle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p.173.

B  Heller, Agnes. Immortal Comed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5, 
p.13.

C  Heller, Agnes. A Theory of Modernity.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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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丧失后的自觉”。 A 事实上，赫勒的后现代性理论立足于现代审美经验之

上，正如波德莱尔所宣称的，“现代性是短暂的、易逝的、偶然的，这是艺术

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B 她以同样的话语表达了美的概念：“美的概

念，如果它要设定一个世界和一个家，它既不属于柏拉图视域的崇高的高度，

也不属于狄奥尼索斯的崇高的深度。它也不属于无时间的形式领域，也不属于

历史的过去或者乌托邦的未来。古代的形而上学和现代历史主义由于把美理解

为现在世界的他者，所以也不能为这个概念留下此岸的栖息之所。”C无疑，这

不是宏大叙事的历史哲学而是破碎的历史哲学。她的这种思想对我们理解其道

德美学和政治美学也是很重要的。

三、道德美学的转型

赫勒在伦理学或者道德哲学中关注美学问题，在美学中关注伦理问题，

试图在面对激进后现代主义或高级现代主义的困境中寻找美学在伦理学中的根

基。事实上，她继承了卢卡奇的美学模式，特别是完成卢卡奇在一生中没有完

成的方案。罗伯茨认为，由于已经切断了联系美和艺术的结点，卢卡奇在 1914

年设想了美的理想的哲学基础的三重建构：形而上学的、思辨发展的和伦理的。

前两者仅仅在说明这种历史事实，即美的概念拥有哲学的家：“第三者，对这个

基础的伦理兴趣没有写。它设定了等着被修复的空白之处，阿格妮丝·赫勒用

康德确定了这个位置。”D 但是赫勒把现代性的话语模式转变为后现代性的话语

模式，建构了一种人格的伦理美学，它的特征是立足于美的交往美学。

赫勒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美学和伦理学是彼此关联的：“直到十五

世纪末期，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美和善、美和功用、善和功用也许存在着矛

A  Heller, Agnes.（1993）A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Fragments. Oxford and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3, p.6.

B  Baudelaire, Charles. Baudelaire as a Literary Critic. Trans. Lois BoeHylsop and Francis E. 
Hylsop. University park, Pen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296-
297.

C  Roberts, David. “Between Home and World: Agnes Heller’s the Concept of the Beautiful”, 
in Thesis Eleven, 1999,no. 59, 95-101.

D  Roberts, David. “Between Home and World: Agnes Heller’s the Concept of the Beautiful”, 
in Thesis Eleven, 1999,no. 59, 9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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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A尺度和美也是彼此预设的，尺度的概念包括伦理学和美学，都呈现在日

常生活中。显然，美学在文艺复兴时期诸如在古代那样具有伦理学基础。在赫

勒看来，美是日常生活的有机部分，是社会道德性、社会生活和“尺度”得

以凸显的形式之一。当这些都消褪之时，美的理想就出现了。因而，“只要城

邦的结构赋予了人们生活以某‘形式’，道德习俗赋予人类行为以某形式，美

的概念就不可能是抽象的。”B 美学和伦理学的关系也能在尽善尽美（Kaloka-

gathia）这个概念中见到。如果美和尺度占统治地位，那么爱就是日常生活的

美的一部分。因此，在文艺复兴时期美、爱和伦理学联系着现实生活，这是

赫勒道德美学的“理想范型”。赫勒始终试图为美奠定伦理的基础。据此她

批判了“审美的生活”，因为引领这种生活的人仅仅试图把他自己的日常存

在转变为“为他存在”，结果“他缺乏对他人需要的同情”C。与之相反，赫

勒的美的概念是和谐的，具有对称性互惠的特征，也就是说她对美的阐释是交

往美学。

正是从这个视角，赫勒重构了康德的美学，尤其是讨论了以《判断力批

判》为模型的文化话语。赫勒认为，康德在纯粹审美判断的推论中强调了社会

性，特别是主体经验和印象的可交往性。他也设想了羡慕和喜爱野花之美的形

式的孤独者的意象。孤独者没有沾染社会但是孤独者对野花的沉醉仍然是其道

德感的孪生情感。考虑到趣味基本上是判断感性伦理理念的能力，所以为趣味

奠基的现实教育仍然促进道德理念，陶冶道德感。虽然康德认为，罪恶也能够

是崇高的，但是道德善应该被视为是崇高的。因此赫勒认为：“各种审美判断

（不仅是趣味判断）都应该与善（和道德）有密切联系，因为它们不是严格意

义的行为，不引发严格意义的行为。这是它们间接地不是直接地具有道德意义

的原因。它们也为道德之人（为善良之人）增添了审美的维度。”D 伦理学与美

学在影像方面具有共同之处。由于男男女女形成了审美判断，所以他们就是其

A  Heller, Agnes. Renaissance Man. Trans. Richard E. Allen. London, Boston, Henley: Rout-
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p.246.

B  Heller, Agnes. Renaissance Man. Trans. Richard E. Allen. London, Boston, Henley: Rout-
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p.252.

C  Heller, Agnes. Everyday Life. trans.G.L.Campbell. London, Boston, Melbourne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p.206.

D  Heller, Agnes.（1993）A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Fragments. Oxford and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3, p.144.



335

所是。这样，他们更好地了解世界而拥有一个世界。审美判断表达了社会的社

会性，即形成了人性的世界。这个世界融合了观众和演员的态度，他们不是相

互模范而是彼此尊重。这就是本真的交往。因此康德的美学是奠基于伦理学基

础之上的。他的午餐讨论会就内在于这种模式之中。在午餐讨论会上，参与者

避免了自己的私人的德性而给我们展现了交流与人类关系。对主人和客人来说

都有设定的伦理规则。具有趣味的人不得不彼此欣赏。康德讨论了午餐讨论会

的沉默的神圣性和职责。赫勒认为，康德的午餐讨论会是人与人之间的交谈。

每个人应该为他人承担责任，这种责任涉及其人格伦理学。这是最高的感性 /

伦理的善，“一种本质的真实”。 A 虽然康德的文化话语在宏大叙事衰落中面临

经验和理论的困难，但是赫勒认识到康德美学的积极意义并将康德视为她的维

吉尔。不过，她不仅仅阐释康德的审美理论，而且集中他的所谓伦理美学的文

化话语，这种文化话语是以审美判断为范型的。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

后现代很重要的一种新型道德美学萌生了。

道德美学是她的《人格伦理学》第三部分的主题。她以通信来往之形式

分析了美的和崇高的性格。赫勒表达了以下的观念：（1）美和崇高的性格都是

人格伦理学的代表；（2）虽然美的概念和形而上学的家和艺术分离了，但是美

能够在日常生活的人格中寻找到它的新家；（3）虽然美的性格和崇高的性格具

有各自的人格，但是赫勒在美的概念下最后能够使之和谐相处。因此，我认

为，赫勒的道德美学是奠基于她对美的理解之上的。在美中也是在爱和幸福之

中。赫勒认为，美的性格是和谐的性格。“和谐”不是古希腊的雕塑式的和谐，

也不是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的普遍的个体，而是意味着开放性和自由，自由的平

衡是和谐，和谐就是美。因此，美的性格是柏拉图意义上的和谐性格，也是康

德理解力和想象力自由和谐游戏意义上的纯粹美的表现。不过，它具有道德的

基础：美是善，因为美，和谐的性格自己呈现给他者、观察者。一个人的自由

的和谐是给他人的一份礼物、一份赠品。美的性格也是存在的、历史的：它是

一种“扔”，一个偶然的个人。虽然这个人把他 / 她的偶然性转变为命运，但

是这种命运不消除偶然性。因此美的性格的和谐不是古代的而是现代的。古代

的和谐来自命令 / 服从关系。相反，赫勒的美的性格是像四重奏一样的和谐：

在四重奏里，一种乐器在其他乐器后能够占据先导的地位演奏乐章，甚至独

A  Heller, Agnes. A Theory of Modernity.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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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因此它在现代和谐心灵里发生：一种乐器能够独奏一会儿，然后其他的乐

器将接着进行。美的性格显示了自由、开放性，显示对他者的责任。这意味着

“现代性的宇宙论视野的恢复”并协调了“实践理性和自由感”。 A 与之相对，

崇高的性格是崇尚超越感性，强烈地寻求痛苦，寻求内在心理的失衡。崇高的

性格与自我和世界搏斗，他是忧郁的。他也是人格伦理学的对象化，是男人的

原型，然而美的性格是女性的原型。虽然美的和崇高的性格在人格伦理学方面

是不同的，但是他们能够和谐相爱：毕竟，忧郁的性格是非悲剧时代的悲剧性

格，他们内在的动力、激情或者哀婉不能把他们引向暴力事件，他们至少会

获得朋友们的同情的欣赏，这些朋友在没有辉煌的世界中已经维护了他们的辉

煌意义。但他们都没有过一种审美化的生活，因为他们具有道德的根基。瓦伊

达正确地说道，赫勒的人格伦理学是“在我们的选择行为中见出道德性的源泉

的伦理学”。 B 美为彼此揭示了对称性互惠。因而美的概念离去了，但美仍然存

在：性格的美呈现于日常生活之中。美拥有自己的新家；虽然在后期资本主义的

单向度中，美的性格越来越少，但是它仍然是可能的。这“可以构成为现代性

的奇迹，赫勒的神秘的想象”。 C  赫勒对美的礼赞显示了她试图颠覆后现代主

义崇高的统治地位。罗伯茨说：“美成为崇高的面纱，更准确地说是浪漫崇高

的面纱”，“崇高意味着美的永远的深渊一样的阴影，只有对崇高的迷恋最清晰

地显示出对后现代主义的浪漫的情绪。”D 利奥塔把崇高的概念普遍化：“崇高

也许是艺术感性概念特征化的唯一模式。”E 因此，赫勒人格理论学的道德美

学定位于当代文化之中同时也联系着康德早期关于美和崇高的性格是平等的

观念。

赫勒借助于尼采和康德的话语构建了伦理学和美学的关系，以避免尼采、

福柯等激进后现代主义者所迷恋的伦理学审美化和美学的非道德性。赫勒的人

A  Constantinou，Marios. “Agnes Heller’s Ecce Homo: A Neomodern Vision of Moral An-
thropology”，Thesis Eleven, Number 59, 1999, November: 29–52.

B  Vajda, Mihály. “Is Moral Philosophy Possible at All ？”, in Thesis Eleven, Number 59, 
1999,November: 73–85.

C  Constantinou，Marios. “Agnes Heller’s Ecce Homo: A Neomodern Vision of Moral An-
thropology”，Thesis Eleven, Number 59, 1999, November: 29–52.

D  Roberts, David. “Between Home and World: Agnes Heller’s the Concept of the Beautiful”, 
in Thesis Eleven, 1999, no. 59, 95-101.

E  Lyotard, Jean-François. “The Sublime and the Avant-Garde”, in The Lyotard Reader. ed. 
Andrew Benjamin. Oxford: Blackwell Ltd, 1989, 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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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伦理学“真正包含了普遍的姿态但是肯定没有包含普遍主义的解说”。 A 它

是一种后现代反思的一般性意识的对象化。并且，它是解决后现代文化和美学

的困境，克服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悖论的重要入口，因为只有在具有美的或崇

高的性格的条件下，美学才得以可能：如果没有美的和崇高的性格就没有解释

对象，因为没有解释者就没有解释对象。罪恶本质上取决于人格的选择。因而

如果青年卢卡奇思考的问题是“艺术作品存在——它们如何可能”，那么赫勒

持续的是“好人存在，他们如何可能？” B  “人格伦理学存在——它如何可能？”

她的提问方式和回答显示了其哲学和美学向后马克思主义范式的转型。

四、作为文化政治学的美学

现代美学的诞生就有其政治基础。在某种意义上，美学从来不是“纯粹

的”而是意识形态的。《审美意识形态》的作者伊格尔顿正确地说：“审美范畴

在现代欧洲占据着重要性，因为它在谈论艺术时也在谈论其他事情，那些事情

是中产阶级为政治领导权而斗争的核心事情”C，虽然审美范畴经常对这种领导

权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对赫勒来说，现代美学在文艺复兴时期作为一种自律

领域是奠基于政治学，特别是形式民主之上的。从 1381 年起，政府掌控在优

良公民手中，中产阶级的要求相对得到满足。然后，不可抵制的文艺复兴文化

的高潮随着圆屋顶的象征出现了，这种圆屋顶是拉娜（Art di Lana）委托布鲁

内勒斯基（Brunelleschi）建造的。赫勒说：“1425 年，当这个建筑被竖立在西

格洛尼亚（Sigoria）时，艺术获得了其公民权利，独立地成为有德性和价值的

形式。”D 委托一件作品的公民和接受委托的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资产阶级认识到，如果他们感到需要把他们的视野和经验对象化，就必须把艺

术家作为一个和他们平等的个体看待。他们只需给出所完成的事情的普遍的框

架性任务，具体的内容完全取决于个体艺术家自己的想象力。正是由于这种民

A  Constantinou，Marios.“Agnes Heller’s Ecce Homo: A Neomodern Vision of Moral An-
thropology”，Thesis Eleven, Number 59, 1999,November: 29–52.

B  Heller, Agnes, General Eth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8, p.7.
C  Eagleton, Terry.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90, p.3.
D  Heller, Agnes. Renaissance Man. Trans. Richard E. Allen. London, Boston, Henle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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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产生了最伟大的艺术作品。

但是不仅局限于此。在现代性中，存在一种逻辑，这种逻辑强调动态的

政治平等和民主。传统的阶层和阶级被废除，社会被原子化，人被视为偶然

之人。赫勒认为，至少原则上在各种制度中有一种平等机会来竞争职位。这

样，她解决了高雅艺术或者高雅文化的悖论。她把休谟的观念解释为：趣味的

标准不是建基于艺术作品的客观标准而是被具有好的趣味的文化精英者不断建

构的。休谟的精英主义和民主化相冲突。民主集中于平等的理念，呈现出超越

政治平等走向实质平等的趋势。在实质性民主中，所有人是平等的信条可以解

读为没有人比别人更好：“事实上，没有人的趣味比别人更好。”A 如果一个人

宣称他的趣味比别人更好，那么他就是一个精英主义者，不算一个好的民主

者。因而正是精英主义者勾画了高雅艺术和低级艺术的界限，但在一个民主的

世界，每一个人的判断都是重要的。结果，高雅艺术作为文化的第一个概念就

是被消解了：“文化的第一个概念被谩骂为不是民主的，考虑到每个人的趣味

都同样重要。”B即使高雅艺术的概念是充满问题的，但是赫勒没有废除它，因

为这个概念的废除也是站不住脚的、不公正的、不民主的，结果导致极端的相

对主义。费赫尔也同样指出：“高和低、浅和实质、深刻和空虚的区分的完全

消解是文化保守主义创造的文化障碍的虚假的超越。这种超越是合法的、激

进的，因为它认可了每个人自我创造的平等的需要、平等权利；但是更重要的

是它是一种虚假的超越，因为它把所有自我创造的行为都视为平等价值的行

为——也有潜在是专制的集体主义观点。”C 赫勒认为：“极端文化相对主义和

我们的正义感是矛盾的。”D既然每一种趣味都重要，事实上就趣味而言，多数

人不能起决定作用，因而那些区别高雅和低级艺术之人的趣味也是重要的，也

就是说信赖严格经典或者趣味标准的那些人的趣味同样是合理的。所以，高雅

艺术的礼赞和谩骂都是趣味区别的权威的特征。正如在本文第一部分所谈及

的，赫勒为了避免高雅艺术的悖论挪用了现代技术想象、功能主义特征、阐释

学的想象，重新建构了高雅艺术，最终消解了趣味的精英主义。建立于无限解

A  Heller, Agnes. A Theory of Modernity.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p.121.
B  Heller, Agnes. A Theory of Modernity.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p.122.
C  Fehér, Ferenc. “What is Beyond Art ？”, in Agnes Heller and F. Fehér, Eds Reconstructing 

Aesthet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p.72.
D  Heller, Agnes. Beyond Justice. Oxford, Boston: Basil Blackwell, 1988, 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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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之上的高雅艺术新概念在现代意义上是民主的。

不过，在现代性中也存在着极权主义国家。极权主义政治权力的观念作

为意识形态被浸入现代文化之中，也融入美学之中。极权主义政党获得权力

之后立即开始在极权主义政党的意象里形成国家，“使整个社会总体化”A , 

甚至对人类文化的需要进行专政。赫勒认为，在一个政治社会，在极权主义

社会更是如此，一切都是政治的，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如此。那就是为

什么对政治和非政治文化的分化是不可能的原因。极权主义政治学影响了文

本的解释：意义和文本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和统治者的解释相关。它强迫地

规定，这种解释始终是真实的，而且是唯一真实的解释。因此文本解释的平

等权利被禁止了。赫勒从后现代的平等和民主的视角明确地批判了这种政治

美学。

赫勒的政治美学的另一个维度是对康德的政治美学的阐释。赫勒把共和

国作为最小可能是乌托邦的政治模式，认为共和国的某些特征首先被康德所勾

勒出来了：“政治学的方式，他对‘非社会的社会性’的批评，他对共通感的

强调，他把判断力归属于政治学的位置，他关于再现和参与的融合的设想，这

尽管很模糊，包括其他的，都已经宣布了共和国的主题。”B卢森堡和阿伦特是

这种政治模式的理论家。在赫勒看来，这种模式是民主的和平等的：个人做出

选择和做出决定，独立于他作为政治或社会团体的参与成员做出的选择和决

定；它设想每个人的需要结构是唯一的；这种模式融合了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没有支配性的对称性互惠的再生产和自由人群的共同体。在

这个共同体中，自由是最高的价值，这就是民主理念的实现。

根据这种政治哲学，赫勒阐释了美学或者建构了她的政治美学。包括美

学在内的文化是现代性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因为它不仅是人类的陶冶，而

且被用来描述现代性的诺言和问题，被用来探寻治愈这个病态世界的良方。虽

然现代文化发展了官僚的意识，但是它创造了政治的理想。赫勒认为，康德的

《判断力批判》和《实用人类学》讨论的不是超验的主体而是共通感，这也是

政治哲学的呈现。作为交往的审美判断，作为社会的社会性的工具，它融合了

观众和演员的态度。它表达了与非社会的社会性相对立的人性世界，因为在这

A  Heller, Agnes. A Theory of Modernity.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B  Heller, Agnes. “The Great Republic”, in Ferenc Feher and Agnes Heller, Eastern Left— 

Western Left. Cambridge, New York: Polity Press, 1987, p.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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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世界，自由和自然都没有被工具化。康德的美学内在于存在着民主的多元主

义之中：“人性作为社会的社会性文化是关于精致的事情，它是多方面的多元

主义。”A 审美多元主义是立足于政治平等之上的。当某人断言“X 是美的”时，

这个趣味判断实质上是宣称普遍的有效性，因为它不仅对我来说是美的而且对

任何人来说也是美的。在赫勒看来，“这是多元主义，因为‘我’说着‘我们’

的话。”B 如果一个人说“X 是丑的”，那么多元主义就要求他们相互尊重彼此

的判断，避免自我主义。结果，“康德排除了趣味的悖论” C。因此，罗伯茨得

出结论：“反思判断及其愉悦的能社会化的、共享的、公共的特征为赫勒所称

的康德的超验的政治人类学，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铺设了道路。”D

康德的午餐讨论会在现代性中形成了文化话语，它也是以《判断力批判》

为范型的。它也是具有对称性互惠的多元主义的表现，因为参与者不得不具有

彼此共享的意图并确保多样性：他们使趣味精致化，深化判断力，领会新的东

西，在关注他者中进行实践。当然人们会认为康德的美学或者文化乌托邦和休

谟的一样，是精英主义的，因为不是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进入午餐讨论会

聚会，这在民主的时代是不合适的。不过，赫勒认为，康德的乌托邦是现代社

会的乌托邦，是没有等级和出生地位的社会即偶然性社会的乌托邦。换言之，

康德的精英主义不是和现代民主相对抗而是一致的。在典型的大众民主中，精

英集团仍然存在，因为有被其他人仿效却又不能成为一样的某些群体。因此，

和被斥责为非民主的休谟的趣味理论相反，康德的文化在深层意义上是民主

的：“午餐聚会的精英主义者是民主的乌托邦，因为民主没有这种或类似的知

识分子—文化精英主义者就不可能存活。没有他们，民主的现实是一个僵死的

身体政治。纯粹经验的民主本身是一种模仿，是民主理念的纯粹的影子。”E意

见交流的自由、平等和互惠性就产生于这种文化话语：“平等机会的模式、理

A  Heller, Agnes.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Fragments. Oxford and Cambridge, MA: Black-
well, 1993, p.146.

B  Heller, Agnes.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Fragments. Oxford and Cambridge, MA: Black-
well, 1993, p.149.

C  Heller, Agnes. A Theory of Modernity.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p.133.
D  Roberts, David. “Between Home and World: Agnes Heller’s the Concept of the Beautiful”, 

in Thesis Eleven, 1999, no. 59, pp. 95-101.
E  Heller, Agnes.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Fragments. Oxford and Cambridge, MA: Black-

well, 1993, p.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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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以纯粹的形式体现在对话的文化之中。”A我们把康德的美学视为他政治的乌

托邦即共和国是有道理的。赫勒在许多著作中对美的考察也是承续了康德的观

念，正如罗伯茨评价赫勒的著作《美的概念》时说：“罗蒂说，它在崇高的与

美的政治学和道德性之间界定了张力、范式的对立。一个是竭力突破社会世界

的束缚。另一个不是变革现存世界而是通过理性论辩改革现存世界，使之导向

更人性和公正的社会秩序，其最高的善就是对话。显然赫勒所立足之处是：指

向康德共和国的美的空间。”B

总之，赫勒的政治美学与社会美学、历史哲学、道德哲学密切相关，它

立足于现代性的价值范畴即民主和平等之上，批判了从现代产生的极权主义美

学。从她的美学中我们可以目睹共和国的镜像，在一个被上帝遗弃的世界中美

和对称性互惠呈现了这种镜像。赫勒美学内在的多元主义文化政治学使她的批

判理论和美学实现了从马克思主义复兴到后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嬗变。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A  Heller, Agnes. A Theory of Modernity.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p.131.
B  Roberts, David. “Between Home and World: Agnes Heller’s the Concept of the Beautiful”, 

in Thesis Eleven, 1999, no. 59, pp. 9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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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特对阶级概念的阐释 A

吕梁山

众所周知，阶级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阶级范畴

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主要著作当中，历来为广大马克思主义者所重

视。不过，对于阶级概念的确切含义，马克思并未给予明确的阐释。在《资本

论》第三卷最后一章，题目为“阶级” ，马克思写道：“首先要解答的一个问题

是：什么造就了阶级？”B 可就在这两个简短的自然段之后，出现了恩格斯的评

语：“手稿到此中断”。 C 看来，马克思本人应当是非常重视对阶级概念的阐释

的，只是由于各种原因，他未能完成这一工作。国内普遍所应用的阶级定义就

是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所说的：“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

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

（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

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

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

A  2019 年 1 月 24 日，美国威士康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赖特（Eric Ollin Right）逝世。

谨以此文纪念赖特这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B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000 页。

C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0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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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A

然而，这种阶级分析方法在当代社会受到许多人的质疑。特别是在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日益富裕、教育发展、技术变革、市场全球化和社会流动

的加快，使得现代西方社会中的等级制、阶级关系的僵化程度和阶级地位在政

治领域、经济组织和家庭关系中的影响均在减弱。因此，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

义阶级分析的价值也大大减少。1993 年，J. 帕库尔基主张，传统的造船、铁路、

采矿等重工业的衰落以及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流动的增加、受教育程度的提

高和生活方式的日益多样化，大大削弱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原有的

社会经济划分和阶级成分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正统的理论和分析基本上站不

住脚了。在学术界以外，由于苏联解体，也使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议论

纷纷。如何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所发生的这种新变化及这种变化所带

来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趋势加以正确充分地认识和理解，是

我们今天所必须研究的新课题。对于这个问题，当代西方国家的学者特别是马

克思主义者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赖特就是其中最突出

的代表人物之一。

赖特主张，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尽管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并非是衡

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唯一尺度，它依然是分析社会现实与人们之间关系的基本

方法。但他同时也认为，马克思这种阶级分析方法在有些地方不够明确和完

善，需要加以进一步澄清、修正、补充。他认为马克思对阶级的阐述大多属于

宏观理论，缺乏对阶级分析的微观精细的实证论证。他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框架内，吸收和借鉴其他当代思想家的认识方法和理论观点，对马克思主义

的许多基本概念加以澄清并重新予以阐述。赖特力图在澄清这些基本概念的基

础上，来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本质，对当代发达资

本主义社会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新的判断。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理论表达上强调概念的清晰和论证的严谨。他

们认为马克思在世时只是粗略地表达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并没有达到对

概念表述与理论论证上的清晰严谨 B。因此，他们力求通过追求概念上的清晰

和理论论证上的严谨来再现一种他们所说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分析

A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 页。

B  G.A. 科恩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被认为是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的清晰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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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赖特同样在他对阶级的表述中力求这一点。

赖特认为在任何特定的条件下，只能产生一定范围内的概念，即概念都

是要有所限定的，关键的问题是要明确对这些概念的限定是什么。而之所以没

有一个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赞同的阶级概念，就在于各自对所依据的限定的

特征不同，结果对阶级这一概念的可行适用范围就会有所不同，而大量问题有

可能恰恰是取决于对这些限定是如何阐述的。

据此，赖特主张，明确阶级概念这项任务，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抽象的

阶级理论所赋予的、对于创建更为具体的概念的限定予以明确说明。他认为有

两类限定尤其重要：（1）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历史理论中，由阶级这一概念

的解释性作用所赋予的限定；（2）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中，由抽象的阶级

概念的结构属性所赋予的各种限定，它使这一概念能够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所

强调的所有重大问题。而其中最为重要的解释有两类：其一围绕着阶级结构、

阶级形态、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之间的相互联系的解释；其二围绕着阶级和社

会重大变革之间的关系的解释。按照这一逻辑，赖特提出了对阶级概念的六项

限定。

一、阶级概念的四个构成要素及相互关系

概念限定 1 ：阶级结构对阶级形态、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加以限定。赖特

把阶级概念分成四个构成要素或四个子概念，认为这四个构成要素并非是彼此

独立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他明确表明阶级具有一种结构性存在，

这种阶级结构对于那种历史地发展起来的集体性组织（阶级形态）、个人或组

织所持有的阶级意识形态（阶级意识），或者由作为阶级成员的个人或由阶级

组织所从事的各种冲突（阶级斗争），以及这一阶级结构对阶级概念的其他几

个要素的基本限定是不可忽略的。就是说，阶级结构通常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

视为对阶级形态、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可能出现的变化范围加以限定。

赖特认为，这种主张的基本根据在于阶级“利益”和阶级“能力”。这种

主张大致如下：无论“利益”这一概念说的可能是什么，它一定包括对实现各

种目标或目的的必要资源的获得。人们在提高行为能力的过程中肯定存在一种

“客观利益”。阶级结构赋予阶级形态、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以基本限定的主

张，实质上是说阶级结构建立了一种对社会资源的使用进行分配的基本机制，



345

进而分配了人们活动的能力。在这些条件下，阶级意识，即自觉地认识到这些

机制是最重要的：被统治阶级认识到要彻底改变他们的行动能力，就必须变革

阶级结构；统治阶级认识到他们的力量的再生产有赖于阶级结构的再生产。另

一方面，阶级形态是个体有组织地联合起来以形成一种集体行动力量，这种力

量可以由阶级结构本身来潜移默化地引导。假使阶级结构决定了这些个人拥有

那些具有集中趋势的重要资源的权力，它就对这种组织起来的集体能力形成的

各种可能性加以基本限定。

为避免误解，赖特对阶级结构的解释功能这一特征附加了两点说明：第

一，阶级结构限制阶级意识和阶级形态的说法并不是说它对这两者起着独一无

二的决定作用。其他各种机制（民族、种族、性别、法律制度等）在由阶级结

构而确立的各种限定中也发挥着作用，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对阶级形态和阶

级意识变化的重要的政治上的解释深入到这些非阶级机制而不是阶级结构本

身。没有理由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形态和阶级意识变化的最重要的决定

因素是阶级结构的变化（即使会存在这种情况）。完全可能的是，制度性的、

民族的、种族的或其他各种因素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这里，赖特强调这些非阶

级机制是在阶级结构本身所施加的限定中发挥作用。

第二，上面所描绘的特征并没有提供阶级结构如何施加其限定的准确的

说明。例如，就阶级意识来说，它可能需要一种认知结构和社会心理的分析，

即主要是对人们对其能力和选择的社会决定因素加以认识的社会过程的分析。

这里，赖特假设，无论这些心理机制如何发挥作用，塑造了人们客观能力的、

在世界中发挥作用的社会真实机制给人们如何看待这些能力施加了基本限定。

就阶级形态而言，对阶级结构作用的完整阐述需要对组织动力加以分析，它是

人们发挥能力的依据，正如由阶级地位决定那样，个人的行动力量转变为集体

形式的阶级实践。无论这种过程是什么，它都受到所讨论的分配资源基本权利

的社会关系形式的限定。

对于阶级概念中的这四种构成要素相互之间的联系，赖特设计了一个“决

定模型”进行形象化表述。在这个模型中，他强调了三项因素：限制（limita-

tion）—— 一个要素对另一个要素可能的变化所给予的限定；选择（selection）——

一个要素对另一个已经确立了较宽泛幅度限制的要素的变化给予更小范围的限

定；变革（transformation）——社会成员（个人和各种组织形式）在限制和选

择的约束下使特定要素发生变化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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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特采用这个模型描述了阶级结构、阶级形态、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间

关系的一种可能的规范。在这个决定作用的模式中，阶级斗争规定了基本的变

革原则，阶级意识、阶级形态和阶级结构都是阶级斗争的对象并在阶级斗争的

过程中实现变革。然而，这种变革受到结构性的限制，阶级斗争以最直接的方

式受到阶级组织形式（阶级形态）的限定，而阶级组织形式本身则受到现存阶

级结构的限定。

赖特认为他所设计的模型的核心要点在总体上是符合马克思主义阶级理

论的逻辑的。这就意味着，创造用于描绘资本主义社会具体阶级结构的新概念

的任何尝试必须能够适合这一模型（或与之密切相关的模型）。这个新概念必

须能够标明出阶级意识、阶级形态和阶级斗争的基本的结构性决定因素。而他

对其他一些人所提出的阶级概念（如普兰查斯的生产的概念和生产劳动的概念）

的批评的立足点之一是，这些阶级概念在这个模式中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概念限定 2 ：阶级结构确立了社会变革的历史道路中社会根本性质的分界

线。这里，赖特进一步论证了阶级结构是对社会结构的其他方面可能性加以限

定的最根本的社会决定因素。阶级结构在决定各种国家、种族关系和性别关系

的可能的变化范围意义上，构成了社会的核心组织原则，各个历史时代就是根

据其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结构来加以区分。显然，赖特的这一论断与马克思的社

会历史理论相符。

赖特对于这一观点做了几点澄清：首先，对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阶

级结构可能的范围在根本上是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的这种传统马克思主

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法”观点的核心阐述，赖特认为即使在马克思

主义的传统观点中，社会划分的决定性历史界限仍然保留了阶级关系。

其次，赖特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中这一主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

基础”的关系问题上典型地采取了“功能主义”形式的解释，例如，国家的形

式常常是根据它对阶级关系的再生产所起的作用来说明。这种阶级功能主义是

没有必要的，制度安排不是自发或自动地由阶级结构本身而引起。然而，即使

抛开这种功能主义的解释，阶级仍然是首要性的。它足以证明阶级结构构成了

对各种形式的资源进行分配和配置的核心机制，从而决定着作为其基础的各社

会成员的行动能力。阶级结构是社会力量的核心决定因素。因而，即使它们并

不是决定着社会中各种制度的特定形式，它们也可能决定着哪一种社会变化可

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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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赖特强调阶级结构构成了社会变化轨迹中的分界线并非认为阶级

结构决定了社会发展的唯一途径，其中并没有那种认为所有的社会变革都毫不

动摇地朝着一个“终极的方向”发展的目的论的含义。一个特定的社会可能有

多种未来，其道路会出现走向不同方向的分叉。阶级结构的变化确定了社会发

展道路的关键转折点。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不等于说其他社会关系唯一地

取决于阶级关系。尽管阶级关系可能对各种可能变化加以限制，在这些限定中

仍有相当独立的机制可能发挥作用。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甚至可能出现某个特

定关系的最重要的形式都容纳于特定系列的阶级限定。例如，有这样一种情

况，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男性统治的制度形式的灭亡发生在由阶级结构所

决定的各种可能性的限制之中。因此，这种统治以及它所采取的特殊形式的存

在，就不能够像那样由阶级关系所解释，而应当由直接根植于性别关系的机制

来解释。

这里，赖特认为这种阶级结构决定了社会变化轨迹的定性分界线的主张，

是与另一种密切相关的主张——阶级斗争是驱动阶级结构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

一种形式的核心机制结合在一起的。就是说，如果历史的构图取决于阶级结

构，那么历史的动力就是阶级斗争。

二、阶级概念的结构属性

赖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围绕着四个基本结构属性建立起来：阶

级是相互联系的；这种关系是对抗性的；这种对抗性是基于剥削的；剥削是基

于社会生产关系的。其中每一个属性都可以视为对具体阶级概念构成过程所施

加的进一步的概念限定。

概念限定 3 ：阶级概念是一个关系概念。这里，赖特的意思是说各阶级总

是在社会关系中，尤其是在同其他阶级的关系中被界定的。正如父母与孩子的

地位，只有将他们结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有意义，而不像长者和年轻人，

可以根据个人的年龄特征来确定，阶级只有根据与其他阶级的关系才能够定

义。因此，各阶级的名称都源于它们所处的关系：封建阶级关系中的封建领主

和农奴；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种阶级关系概念与纯

粹的阶级等级概念形成鲜明对比。阶级是因某些属性在量的程度上不同而不同

（收入、地位、教育等等），而不是因他们在某个确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地位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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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这样，等级方法中阶级的名称具有一种严格的量的特征：上层阶级、上层

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下层中间阶级、下层阶级等等。当然，以关系的方法所

定义的阶级也具有等级的特征：资本家是富的，工人是贫穷的，但并不是这些

分配上的属性把它们定义为阶级的。

赖特认为，阶级之所以是一个关系概念有以下三个原因：

（1）如果阶级结构必须对阶级形态和阶级斗争做出解释，那么阶级的关

系性概念明显优于阶级的等级概念，它把握了存在社会冲突的对立集团 , 这种

对立表明这些集团彼此处于某种社会关系之中。基于阶级结构的阶级关系性定

义的前提是，这种组成对立集团的阶级关系性说明比非关系性说明要更具有解

释力。以等级性来区分的“上层”和“下层”阶级彼此不存在必然关系，因此

这种等级区分本身对于理解现实的社会冲突不能提供任何解释作用。在某个特

定的社会现在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运用等级区分的方法确定的“上层阶级”

确实与“下层阶级”存在着明确的社会关系，那么，在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

冲突中形成的对立集团就会存在结构性基础。但即使如此，决定分裂界限的仍

然是社会关系，而非纯粹的等级差别。

（2）只有阶级的关系性概念才能够满足前面所提出的第二种限定。当然，

一个人可以在一个等级的框架结构中构建社会分类理论：在某些社会中存在一

个庞大的中间阶级，在另外一些社会中阶级结构则好像金字塔，还有一些社会

可能像一个沙漏。就某些目的而言，这些基于分配的类型理论可能颇有助益。

但是它们并不能真正构成社会变化的历史轨迹分界线的基础，因此也就不能作

为历史理论的基础。

（3）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这种阶级关系能够解释等级不平等（分配

不平等）的本质特征。通常作为阶级的等级性定义的核心是收入不平等，根本

上是由某种社会关系的结构，特别是生产的社会关系来解释的。因此，根据社

会关系来定义阶级，要比以分配结果来定义阶级概念更符合决定社会发展的基

本结构。

概念限定 4 ：定义阶级的社会关系本质上是对抗性的而非对称性的。“对

抗性的”指的是用来定义阶级的那种关系内在地产生对立的利益，也就是说一

个阶级的利益的实现，必然意味着要同另一个阶级的利益的实现进行斗争。在

这里，赖特强调对抗性的利益之间的妥协并非绝不可能，只不过这种妥协必然

意味着凭借对另一阶级的利益的反对来实现某种利益。换句话说，不可能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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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妥协，而是一致。

概念限定 5 ：这些对抗性利益的客观基础是剥削。赖特认为，尽管马克思

（当然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有时利用统治和压迫来描绘阶级关系，阶级对

立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仍是剥削。剥削必须同简单的不平等区别开来。说封建

主剥削农奴，指的不仅仅是他们是富人而农奴是穷人，它所要表明的是在领主

的富有和农奴的贫穷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地主的富有是由于他们能够依靠其

阶级关系的优势占有由农奴所创造的剩余产品。由于一个阶级的享乐同另一个

阶级的贫困存在着因果关系，由社会关系所定义的阶级之间的对立就具有“客

观的”性质。

在这里，赖特提出了这样的假设，人们在其物质福利方面总是具有客观

的利益，这里物质福利被定义为他们消费的数量以及为得到这些消费而在工作

中付出的努力程度。即人们的确有一种利益需要，即减少必须付出的辛劳以获

得他们想要的消费水平。因此，一种剥削关系必然意味着，要么一些人必须付

出更多的劳动以使他人付出较少的劳动；要么在一个既定的劳动强度下，他们

必须更少地消费以使他人能够消费更多，要么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在每种情况

下人们普遍地对不受物质剥削有一种客观的利益需要，所以在没有剥削的情况

下人们会付出较少的劳动或者进行较多的消费。这是因为由剥削而产生的利益

是客观的。赖特把这种阶级之间的对抗性描述为内在的而不是偶然的。

概念限定 6 ：剥削的根本性基础存在于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在这里，赖特

吸收了其他一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阶级概念的主张。例如普兰查斯曾强

调生产关系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在定义阶级过程中的重要性；罗默则主张阶

级应当被严格地利用生产关系的财产关系因素进行定义。而在所有这些阐述

中，阶级都被定义为一个以生产为核心的关系概念。

赖特所做的这种对阶级概念的“澄清”，其目的在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

阶级关系中非常突出的“中间阶级”问题加以深入地探讨，尝试将“中间阶级”

这一意识形态概念转变成为一种理论概念。他认为，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确立

了社会变革的基本动力机制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得到了广泛支持，被认为

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一个标志，并把这一观点看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

特定阶级概念构成过程的一个理论限定。他希望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对发

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进行深入的研究，重新定义阶级，分析不同国家的

阶级分布、阶级和职业流动模式、在家庭和工作中的阶级结构和劳动分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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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平等、阶级地位及阶级意识等问题，就马克思的阶级结构概念发展出一种

令人满意的操作化形式，并利用这种操作化定义对阶级结构的一些显著特征进

行描述性的分析。

正如他本人所说：“我将要提出的对阶级一般概念的特征的阐述，既不能

被当作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权威解读，也不能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者中

占绝大多数地位的解释。虽然我确实认为下面所阐释的理论条件与马克思的一

般用法，以及与当代马克思主义争论中隐含的逻辑是一致的，我还是不去试着

证实这一声明。这些特征至少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概念的争论中的核心要

素，即使这些特征并不详尽或不无争议。”

应当指出，赖特所采用的这种阶级分析的模式，对于我们开展阶级范畴

的研究是有所裨益和启示的。近年来，我国对阶级范畴研究有待于进一步的深

化拓展。在理论层面上，缺乏“问题意识”，尚待探索、构建独立的中国社会

分层的理论模型。在研究和分析方法上，亟须改进、加强统计分析技术手段。

当然，必须指出这种描述仅仅是阶级结构分析的第一步。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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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与理性
——从阿多尔诺到维尔默 *

刘利霞

从我思故我在，到理性的自我批判，再到绝对精神，理性一直面临着自我反

思的问题。面对某些“抛弃”理性的倾向，理性的自我反思需要新的理论资源和刺

激。同时，批判理论的自我更新也要求它向新内容保持开放。模仿作为批判理论

传统资源中的关键概念，具有极丰富的内涵，除了通常认为的复制、再现这些含

义以外，它还有接受性、异质性、非同一性、非强制性、创造相似性等含义 A。

*  2018 年 9 月 13 日，德国社会哲学家、批判理论家维尔默（Albrecht Wellmer）逝世，

享年 85 岁；2019 年 8 月 6 日，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术领袖阿多尔诺（Th.W.Adorno，
1903—1969）逝世 50 周年。谨以此文纪念阿多尔诺和维尔默教授。此文已发表在

《学习与探索》2017 年第 4 期，内容有所改动。

A  模仿最初有以下几种类型：一种是古代的模仿仪式；一种是德谟克利特的观点，将

模仿看作是人对自然事物的功能的学步；一种是柏拉图的模仿说，将模仿看作是对

自然的复制；一种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模仿是一种艺术作品基于自然事物的

自由创造。前两种含义逐渐被遗忘，被保留下来的主要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模

仿学说，但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关于模仿的区别常常被忽视。柏拉图认为艺

术是对现实的模仿——是一种对外部世界的被动的、忠实的复制活动。亚里士多德

也认为艺术模仿现实，但是他认为模仿并不是忠实地复制活动，而是积极自由的创

造活动。后来关于模仿的讨论都可以归入这两种观点。到了 20 世纪，艺术理论家逐

渐放弃了模仿原则，他们不再认为艺术复制自然，而更强调艺术的表达性和创造性。

参见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3, Law, Conceppt of-Protest Movements）, ed. 
Philip P. Wiener,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3, pp.226-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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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模仿常常被简单理解为理性的对立面，这些丰富内涵便无法获得充

分阐释。重新理解模仿与理性的关系，有助于恢复模仿的那些已经被遗忘的含

义，并在此基础上，借助模仿的力量推进理性的自我反思和批判理论的自我更

新。然而，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理性的特征是普遍性、可论证性，而模仿属

于审美领域，不具有或只具有极其有限的普遍性 A。重建模仿与理性的内在联

系，其依据和可能性在哪里？在何种意义上，模仿和理性是内在关联的？本

文将从三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模仿是本雅明和阿多尔诺理论的关键

概念，他们将模仿看作是理性的构成要素，而不是对立面（第一部分）；第二，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为重新阐述模仿提供了可能，但是他没能重视模仿的作用

（第二部分）；第三，维尔默在交往理论中重构了模仿概念，并由此对交往合理

性本身进行了反思（第三部分）。

一

柏拉图认为，现实事物是对理念的模仿，艺术作品是对现实事物的模仿。

这样，艺术作品就成了对理念的模仿的模仿。这里构成了一个等级序列：理念

世界处于这个序列的最高端，它是最真实的；现实世界次之；艺术作品处于

末端，是最不真实的。“模仿位于和真理隔着两个层次的第三级”B——这意

味着，要达到真理，需要超越模仿。然而，在本雅明和阿多尔诺的理论中，

对模仿的理解却发生了变化：模仿不再是通达真理的障碍，而是真理的容身

之所，并由此与社会现实的和解状态联系起来。由于本雅明与阿多尔诺的观

点有相似之处，这一部分先从三方面阐明他们的共同观点：（1）模仿涉及的

是与自然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占有关系；（2）模仿是人的基本能力，但是在

现代衰落了；（3）模仿在艺术中的恢复。接着，再说明本雅明和阿多尔诺的两

个分歧：（1）他们对表象（semblance, Schein）这种模仿形式的看法不同，本

雅明主张消除表象，阿多尔诺主张捍卫表象；（2）他们的关注点不同，本雅明

是要区分好的模仿与坏的模仿，阿多尔诺是要阐明模仿的机制，即模仿如何与

真理联系起来。

A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 1 卷，曹卫东译，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1—42 页。

B  《柏拉图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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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雅明与阿多尔诺对模仿的理解是类似的，模仿不是将自然看作

利用和占有的对象，而是进入与自然的互动（interplay）中，前者是一种主—

客关系，而后者是一种主体—主体间的关系。在本雅明看来，“模仿的游戏

形式” （本雅明区分了两种模仿形式：游戏和表象）便是这种互动关系的体现。

本雅明用魔法师与外科医生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魔法师面对的是一个完整

的自然，他与自然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距离。而游戏模仿则像外科医生，他

打开并进入人的躯体进行干预，人不再与自然隔着一段距离，而是进入自然

中。自然不再是完整的，而是暂时的、实验性的。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雅

明不支持魔法师的工作，但并不意味着他就支持现代科学，在他看来，古

代的神秘化与现代的祛魅是同构的，因为它们都将自然当作利用和占有的

对象。

同样，阿多尔诺也认为，模仿不是将自然当作对象来描述，而是与自然

互动。这一点体现在阿多尔诺对再现（representation）与模仿的区分中。再现

也是一种主—客关系，主体再现对象，模仿则是主体与另一个主体之间的关

系。阿多尔诺认为，一个存在如果不被看作主体的话，我们就无法模仿任何

存在。用弗吕赫特勒（J.Früchtl）的话来说就是，模仿面对的是进行创造的

自然（主体），而非被创造的自然（客体） A。所以，艺术模仿的并不是作为

对象的自然，而是作为主体的自然，或者说它模仿的是“自然成为主体的方

式和过程”。由于这里的自然不是一种自在的存在，而总是一种被社会性地

组织起来的存在。所以，也可以说，艺术模仿的是“社会组织自然的方式，

或者社会观看自然的意识”。不过，阿多尔诺认为，艺术并不模仿现实（如

果艺术只是单纯模仿现实的话，就可能沦为对现实的肯定），而是模仿现实

中超越现实的方面，即自然美，在其中暗含了一种处于和解状态的自然。这

种自然是工具理性和概念思维无法把握的，只有通过艺术，它才能找到自己

的语言，从一种无言的状态中被解救出来 B。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艺术才具有

了批判性。

第二，本雅明和阿多尔诺另一个共同观点是：模仿是人的基本能力，只不

A  J.Früchtl, Mimesis: Konstelation eines Zentralbegriffs bei Adorno, Würzburg: König-
shausen und Neumann, 1986, 84–89.

B  Albrecht Wellmer.The Persistence of Modernity: Essays on Aesthetics, Ethics, and Post-
modernism［M］. David Midgley, trans. MIT Press, 1991, p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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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在现代衰落了。在《论模仿能力》里面，本雅明认为，模仿能力是人天生的

基本能力，在所有能力中，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A，孩子拥有最多的模仿能力，

这体现在他们的游戏行为中。在现代，人的模仿能力不断萎缩，人们不再拥有

完整的模仿能力，无法产生远古时期的那种相似性。但模仿并没有因此消失，

它被保存在了艺术中，尤其是电影这种艺术形式中。同样，在《启蒙辩证法》

里，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也将模仿看作人最基本、最古老的冲动。在古代，人

们通过模仿来克服对自然的恐惧——把自己扮成可怖的力量，来驯服和掌控这

些力量，这种模仿常常通过魔法仪式来进行。需要指出的是，在古代模仿中，

人把自己扮成敌对力量——意味着首先要放弃自己的主体性，服从于敌对力

量，然后才能控制和驯服自然，克服恐惧。简言之，古代的模仿是通过自我放

弃来获得自我保存，或者通过服从于自然来控制自然。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

人对自然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自然不再令人恐惧，如果还有可怖之

物的话，只不过是科学还未能解释而已。对自然的驯服过程，同时也是人的主

体性形成、壮大，最终成为现代最突出特征的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片面化

为一种主—客关系，自然成了一种可认识和利用的对象，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模

仿维度就逐渐丧失了。与本雅明类似，阿多尔诺也认为，模仿仅仅是被压制，

而不是消失了，现代艺术成了模仿的唯一保存地。本雅明和阿多尔诺对于“模

仿在现代的衰退”这一现象的理解，承载着他们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不同于

现代占支配地位的进步历史观，本雅明洞见到了野蛮与文明的辩证关系，阿多

尔诺则揭示了启蒙与神话的纠缠。对于他们来说，科学并不理所当然地就是合

理的，模仿也不代表着蒙昧和迷信。只不过在现代，科学取得支配地位，模仿

被放逐了，它们之间不是合理—不合理的关系，而是中心—边缘、支配—被支

配的关系。对于本雅明和阿多尔诺来说，正是处于边缘地位的模仿，对工具理

性发挥着重要的批判作用。

第三，既然艺术中保存了模仿的踪迹，就得出了第三个共同点——阿多

尔诺和本雅明都认为需要恢复模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想要恢复古代那种与

魔法仪式联系在一起的模仿，他们试图恢复的是一种与真理相关联的模仿。首

先，模仿是消除了魔法特征的。在《论模仿能力》里，本雅明谈到现代人通

A  Benjamin W. Selected Writings:Volume 2［M］. Rodney Livingstone and Others, trans. 
Michael W. Jennings, Howard Eiland, and Gary Smith, e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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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语言，尤其是语言的书写形式（笔迹），保留了部分模仿能力，而且这种能

力是消除了魔法特征的：“以这种方式，语言被看作最高层次的模仿行为……

在这一点上，它们已经放弃了魔法的力量”A。阿多尔诺则主张，要将模仿原则

提炼出来，上升为一种纯粹的、作为知识形式的模仿，以此将模仿与魔法仪式

中的恐怖、欺骗和控制等特征分离开来。其次，由于消除了魔法特征，模仿就

不再是知识的对立面，而是一种知识形式——这一点，对理解模仿与理性的关

系至关重要。上文已谈到，本雅明认为语言里保存了部分模仿能力。在本雅明

看来，语言分为符号和模仿两方面，模仿离不开符号，就像火焰离不开它的载

体，模仿的载体就是语言符号，它们是融合在一起的。这个观点之所以值得注

意，是因为我们通常认为符号表达与模仿是两种对立的模式，知识和真理属于

符号表达的领域，因此也是与模仿对立的。本雅明显然不认同这种对立，相反

他认为，只有模仿才能生产真理。但是本雅明并没有说明模仿如何生产真理。

阿多尔诺更是直接将模仿看作一种“知识形式”B。他认为，现代知识模式是有

缺陷的，它并不是真理或理性的全部。知识的真正目的是恢复与客体的那种

“非概念的亲密性”，发现客体自身内在的认识论，这只有通过模仿才能做到。

所以，模仿不仅不是知识的对立面，反而是通过恢复被排除的知识来补充和完

善知识。

根据以上三点可以看出，本雅明和阿多尔诺都认为模仿是与真理相联系

的，但是他们对于“何种模仿以及如何产生真理”这个问题却是有分歧的。本

雅明关心的是，哪种模仿是“好的”模仿。他区分了两种模仿：表象（semblance/

Schein）与游戏（play/Spiel）：

因此我们遇到了模仿的两极……表象与游戏，（它们的）历史作用事实上

是被第一技术和第二技术决定的。事实上，表象是一种最抽象的——但因此也

是最普遍存在的——第一技术的所有魔法程序的图式；而游戏是第二技术的所

有试验性程序的取之不尽的保存者……（游戏）会导向一种实践洞见——即，

在艺术作品中，在表象与灵韵的消失中，丧失了多少东西，在游戏空间中，就

A  BenjaminW.Selected Writings:Volume 2. Rodney Livingstone and Others, trans. Michael 
W. Jennings, Howard Eiland, and Gary Smith, e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722.

B  AdornoTW.Aesthetic Theory. Gretel Adorno and Rolf Tiedemann, ed. Robert Hullot-
Kentor, trans.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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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多少东西。在电影中，表象彻底被游戏取代。 A

在这段引文中，可以解读出三组关系：表象与游戏，第一技术与第二技

术，灵韵艺术与非灵韵艺术。表象，采用第一技术的方式来对待自然，即把自

然当作可利用的对象，对应的是灵韵艺术，灵韵乃“一种奇异的时空组织：不

管多么切近，依然显现出独一无二的距离”B，这意味着与自然保持一定的距

离。游戏，则用第二技术的方式来对待自然，与自然游戏、互动，对应的是新

的机械复制技术条件下的非灵韵艺术，比如电影。本雅明认为，灵韵和表象的

消失是一种积极现象，游戏优于表象。

阿多尔诺关心的则是模仿的机制问题，即模仿如何产生真理。阿多尔诺

认为，艺术模仿的是意识形式，并且在模仿中改变进行模仿的意识。“我”模

仿另一种意识，并不是我放弃自己，直接变成另一种意识。而是在一定的距离

之外，意识到另一种意识形式，并因此使自己原来的意识产生某种改变。现代

艺术就是对现代合理性这种意识形式的模仿。艺术保存了那些被压制之物的踪

迹，但是艺术并不等同于被压制之物，而是模仿这些东西被压制的方式，即探

求它们是如何被合理性压制的。由于现代合理性总是采取欺骗的方式，所以

艺术也要模仿这一点：去暴露合理性的裂痕和弱点。通过模仿合理性在现代社

会中的形态（工具理性为其典型），艺术使我们意识到理性中被压制的“非理

性”内容，并通过模仿改变它们的处境。由于这种模仿行为，艺术被给予了一

种审美真理的地位：当艺术愈是去反思理性的这种压制时，它就愈真。这种模

仿有两方面，从艺术创作方面来看，模仿是描述知识在艺术中沉淀的方式；从

艺术接受方面来看，模仿还描述审美经验如何影响主体。在审美经验中，观众

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作品，而是积极参与对作品的重建（通过复活作品的形式），

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意识也被改变。所以阿多尔诺写道：“不是通过长篇大论，

而是通过几乎不可理解的意识的转变，艺术实行了一种实践影响。”C

A  BenjaminW.Selected Writings:Volume 3. Edmund Jephcott, Howard Eiland, and Others, 
trans. Michael W. Jennings, Howard Eiland, e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27.

B  BenjaminW.Selected Writings:Volume 3. Edmund Jephcott, Howard Eiland, and Others, 
trans. Michael W. Jennings, Howard Eiland, e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104-105.

C  AdornoTW.Aesthetic Theory. Gretel Adorno and Rolf Tiedemann, ed. Robert Hullot-
Kentor, trans.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p.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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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阿多尔诺这里的模仿机制是与表象联系在一起的，与本雅明认为

“游戏优于表象”不同，阿多尔诺主张“捍卫表象”。因为表象可以提供一个距

离，有了这个距离，批判才得以可能。否则，游戏就会沦为一种仅仅提供愉悦

的活动，对既存的社会和文化秩序起到肯定作用 A。所以，阿多尔诺认为，游

戏依赖于表象。但是艺术的现实批判并不是采取直接否定的方式，而是通过一

种双重的表象——这种看似矛盾的方式——如实地将现实的破碎性展现出来。

总之，不管是相同点还是分歧，本雅明和阿多尔诺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模仿是对知识的完善，而不是知识的对立面；模仿产生真理，而不是遮蔽真

理；模仿是对理性的反思和扩展，而不是理性的他者。需要指出的是，本雅明

和阿多尔诺不是就模仿而谈模仿，而是通过模仿，对真理、理性概念进行反

思。在这种反思里，已经暗含着一种不一样的理性观了，只不过这一点还有待

阐明。

二

虽然本雅明和阿多尔诺都强调模仿生产真理，并且暗示了一种不一样的

真理观，但是由于这一点没有充分阐明，导致人们认为模仿只是作为理性的对

立面，发挥着否定作用。哈贝马斯就认为，本雅明、阿多尔诺的模仿概念是

模糊的，他们虽然指出了模仿拥有否定力量，但是没有提出一种规范的模仿

理论。

哈贝马斯指出，模仿被理解为理性的对立面，原因在于阿多尔诺的理性

批判是一种总体性批判 B，他错误地将工具理性等同于整个理性，于是就只有

诉诸模仿来克服工具理性的物化倾向。然而，这种总体性批判会陷入一种内在

矛盾：“……用一种反讽的方式描述了批判力量的自我毁灭过程，因为它在描

述时依然要用已被宣判死刑的批判。它用自身的武器来谴责启蒙的总体化。阿

多尔诺显然认识到了总体化批判所具有的这种内在矛盾。”C当阿多尔诺将这种

批判推向文明的源头时（启蒙与神话的纠缠），他便忽视了现代的进步成果，

A  AdornoTW.Aesthetic Theory. Gretel Adorno and Rolf Tiedemann, ed. Robert Hullot-
Kentor, trans.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p.139.

B  哈贝马斯：《 现代性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7 页。

C  哈贝马斯：《 现代性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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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现代科学的发展，民主国家的建立等。由此，哈贝马斯将阿多尔诺归到尼

采这一传统，模仿被视为理性的他者。但是，这似乎不符合第一部分所讲的阿

多尔诺关于模仿与理性相互作用的观点。这跟哈贝马斯自己的理性概念相关，

为了跟维尔默的理性观对照，这一点将在第三部说明。这里只需要指出哈贝马

斯的一个洞见：阿多尔诺虽然批判工具理性，但他却与工具理性分享了同一种

主客模式的理性观，阿多尔诺方案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仍然停留在一种意识

哲学的范式中。只有转向一种主体间的交往范式，模仿和艺术才会发挥它们的

效力。

哈贝马斯认为文化价值领域的分化——科学、道德—法律、艺术各自形

成独立的领域——是西方理性化的标志。模仿要发挥批判力量的话，首先需要

将理性化过程作为进步接受下来，否则审美方案注定走向失败。所以，与阿多

尔诺不同的是，哈贝马斯指出，模仿对工具理性的否定力量不会因价值领域的

分化而受到损坏，反而会得到加强：“文化现代性所特有的尊严在于 M. 韦伯所

说的价值领域的分化。但是，随着价值领域的分化，否定力量和在‘肯定’与

‘否定’之间亮明立场的能力，不会受到损害，反而会得到加强。”A 不过，哈

贝马斯只注意到了现代艺术的自律地位的一个方面，那就是艺术不再服务于外

在目的，而形成自己的逻辑和评价体系；却忽视了另一方面，即没有解释艺术

的自律地位形成以后，艺术和生活实践的关系如何重建的问题。如果艺术和生

活实践彻底分离，艺术同样会丧失批判力量。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哈贝马斯建构的交往合理性中，哈贝马斯的交往合

理性是一种区分了有效性要求的程序主义理性，它区分为命题真实性、规范正

当性、主观真诚性三个维度，分别对应于不同的行为、知识、论证类型 B。哈

贝马斯强调不同的有效性维度之间不能进行还原，否则会造成真理的一部分占

据了整个真理的位置，科学主义和审美主义就是这种还原的产物。哈贝马斯将

艺术和模仿归到主观真诚性这一维度。不可否认，这种主张是有道理的，因为

它承认了模仿的批判力量，并为模仿在真理中找到了一个位置，同时又没有反

对工具理性。不过，哈贝马斯并没有进一步探讨模仿是如何发挥批判力量的。

所以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哈贝马斯一边主张恢复模仿的力量，一边又将模仿

A  哈贝马斯：《 现代性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0 页。

B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 1 卷，曹卫东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17 页。



359

归为真诚性维度——这将是一个悖论。因为模仿的力量，就在于它能够超出仅

仅是真诚性的维度，去影响真理的其他维度——虽然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如

果模仿被封锁在一个维度之中，那么这种力量如何发挥作用呢？不处理这一矛

盾，模仿就会处于一个被忽视的地位。哈贝马斯的贡献在于其交往范式为重新

阐释模仿提供了可能性，他的问题则在于没有说明模仿（艺术）的自律性与模

仿的批判力量之间的关系。

三

上文已经说明，本雅明、阿多尔诺的模仿有规范内涵，并且暗示了一种

更具有包容性的理性概念。哈贝马斯主张在交往理论中重建模仿，却没有进一

步阐明，导致模仿被忽视。维尔默沿着哈贝马斯的道路推进了一步，他用交往

理论来重建模仿概念，但是他的做法与哈贝马斯不一样。在讨论他们的分歧之

前，有必要说明他们的共识在于：第一，他们都认为需要从意识哲学范式向交

往范式转变。与哈贝马斯一样，维尔默认为在意识哲学范式里，模仿只能被视

为理性的他者。为了认识到模仿和理性在语言基础中的先在的统一，我们需要

转变哲学范式。第二，都认为文化价值领域的区分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应该

区分有效性要求及其相应领域（理论—认知领域，道德实践领域与审美领域）。

第三，他们都用语言理论来建构交往理论。第四，在对模仿的看法上，他们都

认为，模仿的批判力量需要放在交往理论中才能澄清。

他们的分歧在于，关于模仿在交往合理性中的位置，他们有不同主张。

哈贝马斯将模仿归到真诚性维度，导致无法发挥模仿的批判潜能。维尔默显然

意识到这一点，他认为，真诚性并不能言尽艺术的力量，艺术与真理的所有维

度相关涉。由于维尔默将艺术看作模仿行为的精神产品和保存地，所以这一观

点也适用于模仿。下面就从“更广泛的合理性”、“艺术真实”、“交往合理性反思”

三个角度来说明维尔默对模仿的重新理解。“更广泛的合理性”概念为重新理

解模仿提供了概念基础，它将暗含在本雅明和阿多尔诺理论中的理性观明确表

达了出来；“艺术真实”说明的是模仿在真理中的位置，不再限于真诚性；“交

往合理性反思”讨论的是，如果放到一个范式选择层面，模仿能够促成对交往

范式本身的反思，这符合交往本身的开放精神。

第一，更广泛的合理性。哈贝马斯在某种程度上误解了阿多尔诺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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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将模仿与理性对立起来，而维尔默则明确强调“模仿要素和理性要素在

语言基础中的先天统一”A。这两种关于理性与模仿关系的不同观点，源于两种

不同理性观。虽然都是交往合理性，但是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预设了一种封

闭的意义体系观念，而维尔默则强调意义体系的开放性。维尔默认为在封闭

意义体系中，“语言、理论、价值体系、话语形式被看作仿佛是自足的封闭体

系——体现它们自己的有效性准则、解决问题的标准、真理的典范或实质性

标准”B。封闭意义体系的问题在于，只能在体系内部谈论合理性，一旦触及体

系边界，我们就无法界定合理性。于是，“从一个体系转移到另一个体系因此

就成了一种黑暗中的跳跃、一种决断、一种格式塔转化、一次改宗或任何你

所认为的东西。”C这就导致了在解决不同体系的沟通问题时，容易走向两个极

端：要么认为不同的语言有共同的真值结构，可以进行彻底翻译；要么认为不

同的语言完全不可通约。这样，模仿和理性当然就是对立的，即使在交往范式

中，模仿仍然是理性的他者。维尔默认为，封闭体系的观念是一种神话，他主

张一种开放的意义体系。确实，不同的意义体系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可通约

性，但是并非是相互隔绝的，意义体系之间并没有一个清晰划定的边界。实际

情形是，意义体系之间有一个模糊地带，在这里不同的语言、价值、观念相互

碰撞、对抗、融合、改变。这一模糊地带标识出了一种改变的可能性——只有

“我是可以改变的”这种可能性存在时，真正的交往才有可能，模仿和理性之

间才有真正的互动。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并不是处于边缘位置的模仿取代处于

中心位置的理性，成为一个新的中心，而是要超越这种中心—边缘模式本身，

走向一种去中心化的“视域融合”的无限可能性。结果便是，一种 “更广泛的

合理性”观念 D，它关注的是超越特定概念体系的局限，扩展语言和主体的边

界。如果说本雅明与阿多尔诺那里暗示了一种开放的理性观的话，维尔默则将

这种理性观明确表达了出来。开放的理性观念比封闭的理性观念更能解释多元

世界中出现的那些僭越、新颖、有趣的现象。模仿就是这些僭越之物的代名

A  Albrecht Wellmer.The Persistence of Modernity: Essays on Aesthetics, Ethics, and Post-
modernism［M］. David Midgley, trans. MIT Press, 1991, p.13.

B  维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应奇、罗亚玲编译，译文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24页。

C  维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应奇、罗亚玲编译，译文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4—125 页。

D  维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应奇、罗亚玲编译，译文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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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它与理性关系，从一种对立关系——要么理性压制模仿，要么模仿取代理

性，自己成为中心——转变为真正开放的交往关系。这便是阿多尔诺那里模仿

和理性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真正含义。

第二，艺术真实的角度。相比于哈贝马斯将模仿归为真诚性，维尔默则

认为在模仿行为（其保存地是艺术作品）中，不同的真理维度是交织在一起的。

模仿行为和交往行为一样，会调动参与者的所有经验，真理的不同维度的复杂

关联体现在参与者活生生的经验中，体现在参与者的态度、感知模式和解释模

式中。所以，毫不奇怪，为什么维尔默会将阿多尔诺的模仿与哈贝马斯的交往

相提并论，因为两者都要回溯到涉及真理不同维度的日常经验中。不同的地方

在于，在日常经验中真理的不同维度是非隐喻地交织在一起的，而在艺术中它

们是隐喻地交织的。这里，模仿和真理的关系需要通过维尔默 “艺术真实”这

个概念来理解。维尔默将艺术真实区分为真实Ⅰ与真实Ⅱ：真实Ⅰ指的是审美

一致性，可以理解为艺术的自律方面，也就是艺术的内在逻辑、评价体系等；

真实Ⅱ指的是艺术对现实的展现，可以理解为艺术的世界关联，也就是艺术对

现实的揭示和批判。真实Ⅰ与真实Ⅱ相互依赖，“只有凭借审美综合（真实Ⅰ）

艺术才能够展现对现实的认识，同样，反过来审美综合（真实Ⅰ）只有帮助现

实（真实Ⅱ）显现，才能成功。”A 区分真实Ⅰ与真实Ⅱ，可以帮助解决上文阿

多尔诺和哈贝马斯遗留的问题——如何处理模仿作为一个独特的、自主的领域

与其他领域的关系。维尔默认为，对于非和解的现实来说，艺术的和解只能是

一种非现实的和解，即只能是一种表象或者幻觉。艺术要为真，必须要如实

地将现实揭示为非和解的、自我对立和分裂的（真实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模仿的否定力量才能体现出来。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通过将现实展现

在和解中，即用一种非暴力的方式对分裂的现实进行审美综合（真实Ⅰ）。所

以这里是一种充满矛盾的方式：艺术通过和解表象将现实揭示为非和解的（这

也是为什么阿多尔诺主张捍卫表象），然后艺术又要否定自己的这种审美综合。

这里艺术的自律和艺术的批判功能就不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依赖的。艺

术发挥批判功能，恰恰是通过艺术的自律实现的。艺术自律与艺术功能之间的

关系问题，一直是现代审美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往的审美理论往往陷入

A  Albrecht Wellmer.The Persistence of Modernity: Essays on Aesthetics, Ethics, and Post-
modernism［M］. David Midgley, trans. MIT Press, 1991, p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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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此即彼的论争中 A。上文提到的哈贝马斯没能解决的问题——模仿如何既保

持独特性，又可以发挥对真理的其他维度的批判潜能——也可以归到这种论争

中。这里，维尔默通过区分真实Ⅰ与真实Ⅱ，阐明了艺术自律与艺术功能的依

赖关系，便避免了在它们中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回到模仿概念，模仿便不再限

于真诚性维度。从真实Ⅰ来看，模仿可以与其他行为区分开，保持自己的独特

性与自主性；从真实Ⅱ来看，模仿又可以发挥自己的否定力量，超出仅仅是真

诚性的维度，影响其他领域。而且这两方面是相互依赖的，只有在模仿保持自

己的独特性的情形下，才能发挥对现实的批判潜能；只有展开对现实的真正批

判，模仿才可以实现自己的独特性。

第三，哈贝马斯强调理性的规范建构，而维尔默更强调理性的自我超越

与反思。出于对相对主义的警惕，哈贝马斯更多关注论证的普遍性、理想的交

往情境、合理共识等问题，不符合规范的行为被视作交往的扭曲或病理。当然

一种规范理论，就“规范”二字而言，本来就包含标准、规则之意，它需要回

答“什么是好的、有价值的”这类应然问题。然而，在后形而上学这个背景下，

不仅“终极标准”不可能，连“标准”本身都需要时刻反思。如果还要坚持理

性和真理的话，就需要超越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对立，既坚持规范，又要

考虑到例外（不合规范的情形，即所谓的扭曲、失败）。规范和例外的关系问

题可以表述为：例外应该被理解为“规范的失败”、扭曲、病症，需要被治疗、

压制、排除，还是应该被理解为反思和突破既有规范的一种契机而被重视？这

也是理性与模仿的关系问题——模仿是理性的对立面，还是理性固有的构成要

素和反思？在阿多尔诺和哈贝马斯那里，已经表明对立策略是无效的，模仿和

交往是精神固有的构成性要素，只不过由于它们常常处于被压制的地位，所以

往往具有模糊性，呈现出谜一般的特征。

维尔默认为模仿和理性处于一种动态关系中。一方面模仿虽然能够经验

真理，但是它无法表述这种经验，需要借助于理性和概念 B。另一方面理性也

需要模仿提供反思动力。这基于以下原因：首先，自我反思是理性的本质特

A  Albrecht Wellmer.The Persistence of Modernity: Essays on Aesthetics, Ethics, and Post-
modernism. David Midgley, trans. MIT Press, 1991, pp.46-47.

B  当然理性也不能用概念的方式去把握模仿，因为模仿本来就是逃脱概念理解的，当

理性以为捕捉到了模仿时，模仿又悄然溜走。所以需要一个不断进行的解谜活动或

理解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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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其次，在社会批判理论中，理性的自我反思决不只限于思辨层面，这意味

着必须借助于某种似乎“外在”于它的东西，它可以是物质、客体、身体、有

限性等等——总之是理性无法把握，只能通过模仿显现的东西。没有它们，理

性就没有自我反思的动力，或者说理性的反思就只能是一种自我消耗。对于哈

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来说，也是如此，交往中的分歧和扭曲并不一定是“病理

的”，它们对已经达成的共识形成质疑，构成了继续交往的动力。彻底消除分

歧，达成终极共识，仅仅意味着交往的终结。建立在终极共识之上的真理仍然

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真理。

但模仿是如何促进理性的自我反思呢？上文已谈到，本雅明通过区分好

的模仿和坏的模仿，阿多尔诺通过说明模仿与意识的关系——在模仿行为中改

变进行模仿的意识，来说明这一点。哈贝马斯也谈到过艺术的启迪作用，但是

由于他将艺术限制在真诚性维度，所以他无法说明这种作用是如何产生的。在

维尔默这里，模仿的这种潜能是通过改变人的能力实现的。维尔默认为，作为

模仿行为保存地的现代艺术提供了一个空间，在其中真理的三个维度以一种隐

喻的方式交织在一起，这是一种不同于日常经验的审美经验，它并不直接介入

生活实践（区别于先锋派），但是它可以打开参与者的眼界，可以改变人视听

言动的方式和态度。但是这种改变，并不是改变人们的具体观点和判断，而是

提升人“采取立场”和做判断的能力，这意味着反思既有的秩序和共识，向着

新的可能性敞开。

如果将这里模仿的反思作用再往前推进，就会发现模仿在范式选择层面

也起着作用。这里借用了 A. 费拉拉（A. Ferrara）在《反思的本真性》里的观

点，他认为哈贝马斯的问题在于没有说明如何在范式间进行评估和选择，范式

选择需要一种实践智慧 A。用到维尔默这里，虽然这或许超出了维尔默明确表

达的内容，但却是其理论的逻辑结果。因为从范式内部来看，即使足够重视模

仿的作用，像哈贝马斯那样给予模仿一个“合适的”位置，但本质上仍然是让

模仿适应这个范式，这类似于规定性判断力的工作。如果放到范式选择层面，

模仿和理性的关系，则类似于反思性判断，不再是模仿服从范式，而是为了能

够容纳模仿这个独特要素，范式本身必须做出修改。这样，模仿的批判潜能就

A  Ferrara A. Reflective Authenticity: Rethinking the Project of Modern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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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范式选择的问题，或者说涉及了批判理论范式自我更新的问题。或许这里

可以反驳说，维尔默的理论仍然是一种交往理论，确实这是他与哈贝马斯的共

同点。但维尔默已经指出：扩大了的合理性优于程序合理性，暂时的共识优于

最终共识，可错的真理观念优于共识真理观念，具体情境优于理想情境。就这

些内容而言，即使没有提出新范式，至少也是对哈贝马斯交往范式的反思。在

这种反思中，模仿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正是有了这种既存范式无法理解的

要素，才可能促进对范式的反思和修正。

四、结语

重新建立模仿与理性的内在联系，并不是将模仿和理性视作两个不相干

的范畴，然后再从外部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而是致力于揭示理性与模仿的先

在的统一：理性自身就包含模仿要素；模仿总是将自己展现为理性的。这样，

我们就不用在理性和模仿（非理性）之间各执一端。那些试图“放弃”理性的

倾向，并不是由所谓的“非理性”因素造成的，问题的根源在于理性自身的萎

缩和固化，要打破这种固化则需要借助于“非理性”的力量。但是，这并非意

味着放弃理性，而是扩展理性的边界，丰富理性的内涵——这便是模仿的规范

意义。对于批判理论来说也是如此，虽然一种超越的乌托邦是一个无法企及的

目标，但是批判理论仍然需要乌托邦力量的推动，这种力量来自模仿（艺术）

所展示出来的和解图景。正如维尔默所说：“理性需要艺术来阐明它，因为没

有审美经验及其颠覆潜能，我们的道德话语就必然变得盲目，我们对世界的解

释就会变得空洞。”A

然而，仍然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其一，上述理论家都认为模仿的颠覆

力量保留在了现代艺术作品当中，都谈到艺术有一种“世界揭示”（world-

disclosure）的功能，它可以改变人们视听言动的方式，提升人们采取立场的能

力，进而促进民主生活实践。但问题在于，每一种艺术作品，无论好或坏、通

俗或严肃、高雅或大众，无一例外都揭示了一个世界，然而哪一种揭示才是

“好的”呢？或者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区分“好的”和“坏的”艺术？在文化工

A  Albrecht Wellmer. The Persistence of Modernity: Essays on Aesthetics, Ethics, and Post-
modernism. David Midgley, trans. MIT Press, 1991,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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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盛行的今天，这些问题尤为重要。当然，今天已经不能期望有明确的标准来

判定一个作品的好坏，但是似乎还有空间可以谈论一下单个作品的典范作用。

其二，在批判理论的传统中，模仿对理性的反思不是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的，

它还指向一种现实的和解状态，这意味着要求一种社会现实层面的变化。单单

从艺术方面指出这种变化的可能性是不够的，还需要对社会政治、经济组织形

式、社会阶层结构等进行大量的分析，否则艺术提供的和解图景又会成为一种

超越的乌托邦，它客观上形成了一种肯定既存秩序的作用。这两个问题都需要

进一步考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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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迪格·丹内曼采访霍耐特

 王筱 /译 *

A

哲学家霍耐特虽已是古稀之年，但他丝毫不觉疲累。他看到了批判理论

面临着的新挑战。

一个夏日早晨，霍耐特和我如约来到位于法兰克福的 Laumer 咖啡馆 A。

将访谈地点定于此地是霍耐特的建议，这里一如既往地供应着“霍克海默”早

餐。我与霍耐特相识已有半个世纪，他无疑是今天批判理论新一代最具影响力

的人物，其著作透露出，他已然从文学转向了哲学。我们俩都喜欢鲍勃·迪

伦，喜欢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喜欢卢卡奇和黑格尔。几乎没有哪个思想家如他

这般，在古稀之年甚少显露出职业病（déformationprofessionnelle B）的症状。

丹内曼：虽然思考及范畴构建同生活世界的关联总是隐而不彰，但两者切

切实实紧密相关。你出身于埃森的医生家庭，这对你有影响吗？例如说，这对

*  来源：FREITAG, die Wochenzeitung aus Berlin。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哲

学专业博士生杨潇潇作了译校工作，特此致谢！

A  Laumer 咖啡馆位于法兰克福，于 1919 年开始营业。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曾是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的聚会地点，霍克海默是这里的常客，该咖啡馆在当时也被

称为“马克思咖啡馆”。这里还有以“法兰克福学派”命名的菜单。——译者注

B  déformation professi onnelle ：按 照 职 业 习 惯 看 问 题；从 所 专 角 度 看 待

事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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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承认”的生活主题有影响吗？

霍耐特：虽然我曾经用了多年时间才明白这样一种可能的关联，但现在我

相当确信：在中学时代，我与同学之间的朋友关系深受我们互持的羞愧感和一

种独特的拘束感影响。我是医生的儿子，在自家住房里长大，而我的同学大都

出生于工人家庭——我当时就读于埃森市中心的一所文理中学，由于第一次教

育改革，这所男校得以向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阶层敞开大门。我去朋友家做客的

时候，他们会因其狭小简陋的居住状况感到羞愧，而我则羞愧于自家奢华的居

住条件，我们住在带花园的房子里，家里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房间。这种情况

几乎自然而然地强制着我对阶级关系隐秘的道德层面，而非经济层面的看法

“社会学化”，由此就连小游戏的动机中都掩藏着屈辱、被动的骄傲和反复的羞

愧。现在看来，由这些早年经历开始，我只是向着“承认”主题迈开了一小步。

丹内曼：对于卢卡奇而言，“一战”和十月革命是影响其哲学道路的关键

性事件；对于阿多尔诺，关键性事件则是奥斯维辛。你有没有类似的“大马士

革经历”A ？

霍耐特：对我产生历史性影响的事件，无论就戏剧性还是历史意义来说，

自然无法同对卢卡奇或阿多尔诺的学术发展道路产生深刻影响的事件相提并

论。我在联邦德国战后复苏期成长起来，最初无涉政治，后来在文学和摇滚乐

的影响下成为一名狂热的人文主义者。维利·勃兰特参选促使我转向政治，使

我成为社会民主党青年团团员。关键事件倒也不是“六八”运动。由于“六八”

运动的革命姿态和轻浮的傲慢——鲁尔区！我从一开始就与其保持距离。对我

而言，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才是关键事件，此事使我非常恼火，由此在后来

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兴起时，我将其视为一个世界历史性事件。无论是在“布

拉格之春”还是波兰对苏联的反抗当中，我都看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征兆，这

种征兆当时就已呈现在我眼前。但在今天看来，这两个运动在其各自国家并未

留下较大痕迹。

丹内曼：简单来说，你算是哈贝马斯主义者（Habermasianer）。你能说说

哪些哲学家使你深受启发吗？

霍耐特：在我学术研究之初，一些思想家无疑对我产生过短暂的影响，最

A  Damaskuserlebnis，大马士革经历指的是某件事使人产生深刻的自我认知，令其观念

和行为发生积极转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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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恩斯特·布洛赫和西奥多·阿多尔诺；然后是格奥尔格·卢卡奇和阿尔诺

德·盖伦（Arnold Gehlen）（尽管他是右翼保守主义者），他俩对我的影响更为

持久。我直到现在都对社会病理学，对异化和物化现象感兴趣，这要归功于卢

卡奇。我对人类学感兴趣，主要是对在文化与自然之间架起桥梁的“温和的”

自然主义感兴趣，则归功于盖伦。这之后我一直研究哈贝马斯并且对黑格尔感

兴趣。此外，这 20 年来我还深入研究了以约翰·杜威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

丹内曼：你已获得荣誉博士学位，得到国际认可，你的著作几乎被翻译成

所有世界通用语言。即便如此，有没有什么事情令你感到失望，令你对批判理

论的传统感到怀疑（丧失信心）？

霍耐特：使我偶感怀疑的是，某些人士对批判理论传统的某些作者极为狂

热的态度，尤其是对阿多尔诺和本雅明，还有那种炽热的信念，认为这些思想

家不会过时，认为他们完美无缺。从根本上说，这种对待批判理论传统的态度

在许多地方都带有一种完全“物化”的特征，就好像它是永恒真理的一个不变

法则，就好像它无须不断修正，无须历史地加以适应和调整。有时这种情况发

展更甚，导致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没有什么再被关注，这也导致人们不再密切

关注哲学和人文科学的新发展，无论涉及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还是迈

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导致人们不再持续不断地研究那些“老

内容”，无论涉及康德还是亚当·斯密。正是这种围绕着批判理论的教条主义

气息使我常常怀疑自己的传统。

丹内曼：你现在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执教，这之前你在法兰克福工作过很

多年。就批判理论的重要性或边缘化来说，两边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霍耐特：乍一看没什么重大差异，至少纽约（和法兰克福相比）是如此。

自金融危机以来，两边的学生群体对批判理论的兴趣都显著增加。多年来美国

已有大量明确以批判理论传统为自我定位的新的期刊和杂志。我在教学过程中

有这样的印象，美国学生比较不容易受教条主义影响，他们抱着更强烈的怀疑

心态去阅读文本——这里（在德国）没有一丝一毫社会革命的前景，稍微激烈

点的工人运动也毫无可能，这种情况使他们可能更加务实，更愿意改革，而且

整体上不那么顽固。

丹内曼：尽管哈贝马斯和卢卡奇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但他们都毫不妥协

地支持理性事业。你如何看待你在批判理论发展史上的作用？

霍耐特：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你无法以有理智的观察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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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自己。如果非要说说自己的独特成就，那么（我的作用）就是使批判理

论的传统更贴近黑格尔；但如果有人声称，我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为哈贝马斯

的著作添加一个尽管有趣，但却微小的脚注的话，我也绝不会感到惊讶或是

绝望。

丹内曼：在哈贝马斯 90 岁生日之际，尤尔根·考伯（Jürgen Kaubes）在

《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纪念文章。这篇文章中不再出现批判理论的概念。哈

贝马斯已然成为德国半官方哲学家。在我们这个时代，新自由资本主义已经脱

离了社会控制。如果说批判理论要想对这个时代不断积聚的问题给出一个回答

的话，难道不该回顾一下其奉行社会主义理念的、更为激进的思想根基吗？

霍耐特：正如人们此前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报刊热衷于质疑哈贝马

斯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和他一样，我也认为我与马克思主义遗产关联甚远，

我最紧要的兴趣是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的自主性对我们社会生活环境的破坏和劫

掠，我的《自由的权利》（2011）就包含大段相关内容，虽然少数人忽略了这

一点。要想根据其空间划界及其金融投机获利的特权化去更为精确地论述新资

本主义，我们所有人仍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毫无疑问，人们通常使用的“新

自由主义”这一概念并不能恰如其分地体现资本主义这些新的组织形式。

丹内曼：批判理论并未将那些重要的未来话题（数字化、人工智能、气候

灾难）适当地纳入主题，在这个意义上说，批判理论是不是已经落后于时代？

霍耐特：当然，对于这些新的巨大挑战，（批判理论）尚缺乏适当的词汇

和足够的分析，但这仅仅意味着，要去为这些领域命名。批判理论必须运用

自己的语言和工具尽快专注于这些新任务，这样才能持续把握时代的最新情

况——这从一开始就是批判理论的职责和义务。

丹内曼：你的父母已年逾 90，这很让人羡慕。所以 70 岁根本不可怕，你

对未来 20 年有什么规划？

霍耐特：未来我想着重研究工作世界的深刻变化对我们社会生活环境的影

响——因为我深信，我们的民主机会比通常人们看到的要更多地依赖于社会分

工的质量和包容性。

 “承认”是阿克塞尔·霍耐特的生活主题：我们依赖于他人的重视和尊重。

亲密关系涉及善意和关怀，只有善意和关怀才能令我们将自己理解为人。从社

会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人人拥有相同的权利，承担对应的政治责任。只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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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才能自由、平等地参与到社会当中。人们也愿意把个体的特性估值为

对公共生活的贡献。自尊心由此产生。不被重视、被贬低、被侮辱的人，便会

反抗：为承认而斗争。

鲁迪格·丹内曼（Rüdiger Dannemann）是国际卢卡奇协会主席，他在海

因茨·基姆勒（Heinz Kimmerle）教授的一次关于布洛赫的研讨会上结识了霍

耐特。

译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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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玻璃天花板的假设

——对美国、瑞典和澳大利亚的比较研究

巴克思特、赖特 *

A

/ 文 吕梁山 /译

“玻璃天花板”是分析工作领域中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的最引人注目的隐

喻之一。这种表示方法广泛地应用于大众传播媒介以及官方政府报告和学术

出版物（《堪培拉公共行政公报》1994 ；《触媒》1990 ；加兰 1991 ；斯坎杜拉

1992 ；威斯康星州玻璃天花板议案工作组 1993 ；美国劳工部 1991）。这种情形

说明虽然目前女性能够进入管理层级的第一道门槛，但在某种程度上她们会碰

到一个向更高层级晋升的无形的障碍。正如一位早期运用这一隐喻的研究者评

论的那样：玻璃天花板就是“阻止女性在公司中向特定级别提升的一个透明的

障碍。……这适用于整个女性群体，她们仅仅因为是女性而被阻止了晋升”（莫

里森等，1987，13）。

从字面含义来说，“玻璃天花板”的隐喻意味着存在着一种阻碍女性垂直

*  杰恩·巴克思特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社会学高级讲师；研究兴趣为有偿和无

偿工作、家庭、生命等方面的性别不平等；主要著作有：《阶级分析与当代澳大利亚》

（1991）、《在家工作：国内劳动力分工》（合编，1993）等。埃瑞克·欧林·赖特是威

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的发展，尤其

关注阶级分析；其著作《阶级分析比较研究》（1997）包含了阶级与性别相互影响的

大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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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无法逾越的障碍。在这个障碍下，女性能够得到晋升；在这个障碍之

上，她们就不能了。这种情形可以看作一个更普遍现象的极限情况：即相对于

男性而言，女性随着她们组织层级的提高而增强了其不利处境。在玻璃天花板

隐喻的字面用法情况下，这种增强采取的是简单阶梯函数（step function）的

形式；而在更普遍的情况下，这种不利处境的增强会在几个阶段发生并以不同

程度出现 A。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将运用“玻璃天花板”这种表达方式来讨论

这种更普遍的情况。我们的目的是要检验玻璃天花板这个术语在其宽泛意义上

是否存在 B。

因此我们所要运用的玻璃天花板隐喻并不是对结果的简单描述——只有

少得不成比例的女性处在各组织的高层——也不是简单地声称对女性的歧视在

所有管理层级的各级别当中普遍存在。它明确地说明女性相对于男性所面临的

晋升障碍随着她们向更高级别提升而系统性地增加。当然对男性来说他们晋升

的阻碍也因层级的提高而增加，但玻璃天花板的观点要说明的是女性的阻碍

要比男性大。雇主和高层管理者可能愿意让女性处于管理结构的低级别，但

是——我们的观点是——他们阻断了女性达到“真正”有权力的位置的路径。

结果，女性在更大的程度上被拒绝向更高的管理级别晋升。各种与众不同的具

体机制可能是这种阻碍的原因：保守的性别偏见、女性管理者与重要的非正式

网络相隔绝，或其他将女性置于不利地位的更巧妙的大男子主义的态度。但是

A  亚马盖特（Yamagata）等人（1997，571）所运用的“玻璃天花板”这个术语，与以

下提出的用法相一致：“作为一种隐喻，玻璃天花板传达了一个强烈的含义，当玻璃

天花板实际上用不同层级级别中个体的流动来测量时，人们发现它具有不同程度的

严重性和局限性，因此，分析家用一种轻重程度而不是二分法的方式来调查研究这

种现象。”虽然他们没有明确地把玻璃天花板定义为妇女晋升的强烈的相对不利条

件，但他们认识到玻璃天花板具有不同的严重性，这与我们的构想相一致。

B  一些读者可能反对“玻璃天花板”这种有些宽泛的表达方式，认为这种说法应局限

于以下的极端情形，这种情形是一种绝对的、被封锁的流动性，对于妇女来讲是一

种无法穿越的障碍。如果一个人采用了这种表达方式如此严谨的用法，那么一旦一

个公司越过了所谓的“天花板”提拔某个妇女，有人可能会说这种天花板不见了，

因为它不再能够表明妇女“不能晋升到更高的管理级别”。然而，少数使用“玻璃天

花板”这种表达方式的人，在面对这类极少数晋升的例子时抛弃了这种说法。由于

这一原因，玻璃天花板隐喻的社会性含义应被理解为歧视的垂直性加强。无论如何，

那些反对“玻璃天花板”这一宽泛用法的读者就会说，如果就完全封闭的流动性这

一字面意义上来说存在着玻璃天花板，这将使这种宽泛的定义进行的任何形式的检

验都令人满意。因此，如果证据是反对这种宽泛定义的玻璃天花板的存在，那么这

也将意味着这种字面定义的天花板的缺失。



375

不管是什么样的具体机制，这种玻璃天花板假设都认为女性在找工作和晋升中

所面临的相对不利处境在管理层级的高级别要比低级别更大。

这种玻璃天花板的隐喻似乎通过不经意的观察就能被证实。不用通过系

统的研究就会注意到，在底层管理者中女性所占的比例远高于在首席执行官

中女性所占的比例。来自阶级分析（赖特 1989，1997）的比较项目的数据显

示，在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的管理层级底层，大约 25％—30％的低级别管理

者是女性。与此相对照，在大多数的大公司中在高层管理人员和首席执行官中

女性至多占很小的比例。根据费尔曼（Fierman，1990）的研究，在美国顶尖

公司中 4012 个工资最高的管理者中女性只占不到 0.5％，而在财富 500 强企业

中女性和少数族裔在高级管理层中只占不到 5％。瑞斯肯和派德威克（Reskin 

and Padavic，1994，84）的报告指出：“尽管 1992 年女性在联邦政府工作职位

中占了一半，并有 86％的女性担任政府的文员工作，但她们只占管理者的四

分之一，并且只占高层管理者的十分之一。”类似的例子发生在其他一些国家：

在丹麦，女性在所有管理者和行政人员中占 14.5％，但在高层管理者中只占

1％—5％；在日本，私有企业中的相应数字分别是 7.5％和 0.3％。威斯康星州

玻璃天花板议案工作组的报告（1993，9）指出虽然威斯康星州有 47％的管理

者和 42％的中层管理者是女性，但只有 34％的顶层管理者和 18％的执行官是

女性。美国劳动部 1991 年的一项“关于玻璃天花板议案的报告”做了相似的

评论：在 1989—1991 年间对财富 1000 强的企业总部中的 94 份随机抽样的核

查中，妇女在这些公司的所有雇员中占到 37.2％，而在所有管理级别中只占

16.9％且在行政执行管理者中只占 6.6％。这种分布状况不会使任何人感到惊

讶，它们给这种女性确实面临着一个玻璃天花板的说法以相当大的可信度。

然而事情可能不像它们看起来的那样。一个简单的数据统计实例将会澄

清这一点。假设，如表 1 所展示的，存在一个有六个级别的管理层级。在所

展示的第一个示例中，在每一个级别中有 50％的男性得到晋升，而只有 25％

的女性得到晋升（也就是说，在每一层级的级别中男性晋升可能性是女性的两

倍）。歧视，至少像晋升的相对可能性所测量的那样，在各个层级级别中都是

一直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生产线主管中大约有 25％是女性，那么高

层管理者中只有 1％才会是女性。在第二个示例中，随着层级的提升，男性得

到提拔可能性的比率相对于女性来说变得更加稳定平等。提拔到生产线主管职

位的比率是 2∶1，但提拔到高层管理职位的比率就降到只有 1.16∶1。但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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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女性高层管理者的比例也显著低于女性管理者的比例，大约为

6％比 25％ A。

这两个示例在我们运用“玻璃天花板”这个术语来体现这种现象时都没

有准确地做出描述。玻璃天花板假设提出，女性与男性相比，随着她们向高层

级晋升，她们所面临的晋升阻碍的状况变得越发严峻。然而，在刚刚所探讨的

两个示例中，女性所面临的不利因素相对于男性要么是随着她们向高层级晋升

而保持不变（示例 1），要么是实际上有所减少（示例 2）。但是，在这两种示

例中，几乎没有女性高层管理者。歧视不断下降的累积效应，仍然能够随着一

个人晋升到组织高层级使“权力的性别差距”不断增加。因此，玻璃天花板的

存在不能简单地从这一单纯的事实而推断出，即处于高管理层级中女性的比例

要比低层中女性的比例更小。

表 1 假设性的例子：列举出在没有“玻璃天花板”的情况下会 

有多少女性高层管理者及性别歧视

级别人数
晋升到上一层级级别的比率

（百分比）

管理级别 男性 女性 女性所占百分比 男性 女性 比率

向上层级晋升歧视

的持续强度

高层管理者 100 1 1

级别 4 管理者 200 4 2 50 25 2∶1

级别 3 管理者 400 16 4 50 25 2∶1

级别 2 管理者 800 64 7.5 50 25 2∶1

级别 1 管理者 600 256 14 50 25 2∶1

生产线主管 3000 1024 24 50 25 2∶1

非管理者 6400 4096 42 50 25 2∶1

A  这一假设的例子与一些可用的组织——级别资料大致相符合。在由法院案件得到的

资料中，（Marshall.et al.v.Alpha Beta）这一资料是关于一个日用品连锁店中不同的管

理层级级别的性别分布（发表于 Reskin and Padavic 1994. 89），女性在食品店部门职

员中占 49.9％，在部门经理助理中占 16.8％，在部门经理中占 7.6％，在店铺经理中

占 3.1％，而男性由职员升为经理助理的相对可能性与女性相比约为 5∶1，而男性

由经理升为店铺经理的相对可能性与女性相比约为 2.4∶1，由部门经理升为店铺经

理与女性相比约为 2.5∶1，如果女性在组织的各个级别都面临强烈的晋升障碍的话，

这些障碍似乎在低层比高层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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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级别人数
晋升到下一层级级别的比率

（百分比）

管理级别 男性 女性 女性所占百分比 男性 女性 比率

向上层级晋升歧视

的下降程度

高层管理者 100 6 6

级别 4 管理者 200 14 6.5 50 43 1.16∶1

级别 3 管理者 400 36 8.3 50 40 1.25∶1

级别 2 管理者 800 98 11 50 37 1.35∶1

级别 1 管理者 600 297 15.7 50 33 1.52∶1

生产线主管 3200 1024 24 50 29 1.72∶1

非管理者 6400 4096 42 50 25 2.00∶1

要证明玻璃天花板的存在，有必要证明两件事情：（1）女性与男性相比，

其晋升或进入某一特定管理级别的可能性比率随着其向更高管理层级晋升而降

低，并且（2）这种关于晋升可能性的下降趋势是由于晋升存在着强烈的障碍，

并与其他机制形成对照。例如，如果女性不合理地自己选择进入对每个人来说

向上晋升可能性都有限的工作岗位或组织，并且如果这种现象与各层级级别的

晋升比率中的性别差异有关，那么这一过程就不应被描述为存在着玻璃天花板

（阻碍的加剧）。职位的或组织的性别隔离，甚至自我隔离（self-segregation），

可能总体反映社会中不同的形式的性别歧视，但是其中的这些机制与那些被视

为玻璃天花板的机制是不同的。

这篇文章的主要目标是要对玻璃天花板假设这种颇具影响的经验性预测

提供一个初步的探究，这种假设认为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其被提拔到高管理层

级的可能性比率会随层级级别的提高而降低。鉴于这个隐喻在公众对性别不平

等讨论中的重要性，可以预料将会有大量系统探讨玻璃天花板的内容及其变量

的定量研究。尽管有许多研究报告记录了这种权力的性别差距（格拉道夫等，

1994 ；赫尔廷，1996 ；石田，1994 ；雅克布，1992 ；扎菲，1989 ；里斯金和鲁

斯，1992 ；罗森菲尔德、范·布伦和卡列贝格，1994 ；托马斯科维奇—戴维，

1993；赖特和巴克思特，1995）和许多意图研究玻璃天花板的报告和调查（《堪

培拉公共行政公报》，1994 ；威斯康星州玻璃天花板议案工作组，1993），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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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种研究都没有说明女性和男性被提拔或进入一个特定的管理级别的概率如

何随着向上晋升而变化这种具体的经验性问题。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它

潜在地确认了关于女性在管理高层中缺少代表那些问题中的最重要的关注点。

如果情况属实，例如，晋升的性别障碍确实在某个具体的层级级别异常加剧，

那么这就为政治活动突显出一个重要的场所。而另一方面，如果女性晋升的障

碍相对于男性在各个层级的级别都同样严酷，那么这说明，政治努力或许应该

更多地集中于管理层级的底层，因为这与处于更高的管理级别相比将影响更多

女性的生活和机会。

这篇文章中所发布研究探讨了三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瑞典和

澳大利亚——按层级级别划分中权力的性别差异的变量。我们要问的中心问

题是：女性晋升到特定权力层级的级别的概率相对于男性是否随着层级的提高

而降低？这种分析的比较性设定用于两个目的：第一，这三个分析报告可以被

视为相互复制。玻璃天花板假设不是仅仅针对美国的特定假设，而是关于在组

织层级中性别歧视模式的普遍的假设。如果这个假设是有力的，可以预料在所

有这三个国家中都会发生，尽管玻璃天花板影响的模式和程度会有所不同。第

二，以前的著作（赖特和巴克思特，1995）已经阐明，通过大量的测量，瑞典

在权力上的性别差异要比美国和澳大利亚大得多。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要考察

是否在瑞典也存在更强烈的玻璃天花板效应的迹象。这个结果将不仅证实我们

先前的发现，也会对在工作场所根除性别不平等方面持有不同政治策略影响的

理解有所启示。

数 据

这篇文章的数据来自《比较阶级分析项目》（赖特，1989、1997）。两个

跨区域的调查在包含在这个项目中的最初三个国家可以找到：美国（1980、

1991），澳大利亚（1986、1993），瑞典（1980、1995）。为了这篇文章分析的

客观性，抽样严格限定在雇员（因此排除了自主经营者、失业者和丧失劳动力

的人）。由于全国性的调查在抽样时的年龄范围有所不同，我们把调查对象的

抽样年龄限定在 19 岁—65 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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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样本

国家 时间（年） 访谈法 样本数量（雇员年龄限制在 19 岁到 64 岁之间）

美国 1980 电话 1,194

美国 1991 电话 1,387

澳大利亚 1986 面对面 1,013

澳大利亚 1993 邮件 1,308

瑞典 1980 邮件 / 电话 996

瑞典 1995 邮件 / 电话 991

为了扩大样本范围，特别是对于管理层级的最高级别，我们把每个国家

中的两组数据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再检验在性别与时间之间是否有相关性（作

为一种二分法来编码以区别每个国家第一次调查和第二次调查）A。在所有这三

个国家中，这些性别与时间的相关性系数对于我们所进行的分析来说在从统计

上来讲是不重要的（其重要性程度甚至在 0.1）。因此，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分析

中不把性别与时间的相关性条件包括在内 B。

分析的策略

我们所使用的数据可以使我们把劳动力中的雇员分成六个层级级别：

0= 非管理人员（nonmanagement）

1= 管理者（supervisors）

2= 低层管理者（lower managers）

3= 中层管理者（middle managers）

4= 高层管理者（upper managers）

5= 顶层管理者（top managers）

我们把一个当前处于级别 n 的女性被提拔到 n+1 级别的概率定为 Pr（W ：

A  除了在这篇文章中所运用的模式以外，我们还用了一系列其他的模式来验证时间与

性别的相关性，特别是验证当我们将权力的各种不同的度量标准聚合为一个更为一

般性的权力变量时，这样的相关性是否存在。在所有这些模式中，时间与性别的相

关性在这三个国家从统计上来讲是不重要的。

B  由于权力职位的抽样比例在每个国家中的两个样本中是变化的，所以我们把时间作

为等式中的附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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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n+1）, 而把男性相同的晋升概率定为 Pr（M ：n → n+1）。玻璃天花板假设

预计这两种概率的比率——Pr（W ：n → n+1）/Pr（M ：n → n+1）——会随着

n 的增加而下降。如果不存在晋升可能性中的性别差异，那么这两种概率的数

值会相等，因此比率为 1。如果存在普遍的性别歧视但其强度没有随着层级级

别的提高而增加，那么这个比率就会在 n 的数值上保持不变。那么，其方法论

的问题，就是如何对这些各级别的性别提升概率做出合理的评估。

由于人们被分配到权力层级的某个职位的过程具有不同的特点，使得计

算这一概率变得很困难。这些特点包括遍及各组织层级的非标准化，在个人出

入各组织层级、先前分配规则的历史遗留问题和按性别分类的劳动力参与比率

的变化，以及在雇员素质上无法衡量的差异等方面的变量（对这些问题的进一

步的讨论参见方法附录）。这些复杂性问题将会对当前的任务在使用横截面数

据（cross—sectional data）上造成相当大的难题。由于我们知道近些年女性劳

动力参与率快速提高，而且女性在所有工作中处于管理层级的比例也在提高

（赖特，1997，第 3 章），横截面数据必定会产生对具体性别晋升概率的偏差

估计。

尽管有这些偏差，我们仍然相信这种横截面数据能够潜在地提供有关玻

璃天花板假设的提示性证据。如果实际情况是，这些估计中的可能性偏差的最

大来源往往夸大玻璃天花板的表现，如果它不能证明玻璃天花板效应存在的

话，那么数据分析就会非常有说服力。到目前为止，对于来自跨部门数据的、

与性别有关的晋升比率的估计中的最大偏差，可能产生于妇女劳动力参与比率

的快速增长和过去（对妇女）的歧视的历史遗留。因为即使不存在玻璃天花板，

要增加女性进入更高的层级的支持者也是需要时间的，劳动力参与率的快速增

长将会造成较低层级级别中女性数量比例失衡并因此产生一种玻璃天花板的假

象，即使事实上并不存在玻璃天花板。因此，尽管有这种偏差，如果我们在横

截面数据中没能看到玻璃天花板，这将构成反对玻璃天花板假设的可信的——

如果仍是不确定的——证据。那么基于这种假定，我们将利用男性和女性在权

力层级的各级别分布数据来做一个玻璃天花板假设的提示性试验。

基本模式：相邻级别模式

我们探讨玻璃天花板假设的基本模式是基于一系列逻辑回归（logistic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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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ssions），来估计处于权力层级中相邻级别的人（级别 n 和 n+1），性别独立的

变量（gender-independent variable）的比值率（odds ratios），预测一个人在两

个相邻级别中是否居于较高的那一个。

Log［Pr（n+1）/Pr（n）］=an+BnFemale, （1）

在公式中，Pr（n）代表在级别 n 中的概率，Pr（n+1）是在级别 n+1 中的概率，

下标 n 显示等式中在级别 n 与级别 n+1 之间对比的系数（为了推测这个等式，

抽样限制在两个相邻类别中的人）。那么，系数 Bn 是对于级别 n 中“权力的

性别差异”的测量。如果这个系数是负数，那么女性在两个级别中居于较高级

别的几率将会小于男性；如果系数为 0，就根本不存在性别差异；如果是正数，

就存在有利于女性的性别差异。因此，例如，当 n 等于 0，这个性别系数表示

女性与男性相比是管理者（supervisors）而不是非管理人员比值率的对数。这

个系数的反对数（anti—log）是一个女性相比男性居于较高级别类别的比值率。

如果玻璃天花板假设是正确的，并且如果这些比值率充分地绘制出晋升

概率中的性别差异，那么在某种情况下随着 n 增加，性别变量的系数应该变得

比处于 n 以下的数值在负值上更显著 A。如果玻璃天花板假设在字面上被视为

表明一种突然出现在更高层级级别的几乎无法越过的障碍，那么对于 n=0、1、

2、3 来说权力中性别差异的系数就会些许是负值，而对于 n=4 或 5 时，就会

突然跳至一个更大的负系数。如果我们放宽这个假设的含义，那么它只不过表

明这种系数在 n 处于较高级别时往往比 n 处于较低级别时更趋向于负值。

由于抽样范围小，尤其是对于处于较高组织层级级别的人来说，除非在

各级别 n 的 Bn 系数上存在巨大差异，否则将难以正式地测算这些差异的统计

A  这些可能性比值率会直接反映出女性和男性在各个层级级别的晋升机会比值率，——

这是直接验证玻璃天花板假设的关键性问题。如果四个非真实性假设是可行的：（1）
职位结构严格有序，每一个级别 n+1 的人都是从级别 n 中吸收进来的（或者是在同

一个组织或者是其他组织）。没有降级的现象也没有越级的现象。（2）男性和女性的

相对晋升机会没有随着时间而改变。（3）职位分布没有随着时间而改变。（4）男性

和女性从每一个管理层级级别离开（或退休）的比值率没有随着时间而显著地改变

并且也没有因层级级别的不同而变化。如果这些条件可行，那么系统将会达到人口

统计学上的平衡，并且各级别男性和女性的静态分布将会如实地反映特定性别晋升

的可能性。那么等式（1）中不同层级级别的可能性比值率的对照将是对玻璃天花板

的假设的一个直接的验证。正如我们在方法附录中解释的那样，这些假设是不现实

的，但是常见的偏差会夸大玻璃天花板的存在，这种消极的发现仍然具有分析性的

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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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尤其是因为回归系数之间的标准误差（the standard errors）大于初始

系数（the original coefficients）的标准误差。因此总体上，我们将更多地依靠

对系数的变化模式的观察而非对其差异的正式的统计学测算。如果它表明其中

某些模式与玻璃天花板假设相符合，我们将进行正式的测算，以建立对这些结

果的置信度 A。

对个人和工作特性的支配权

这种情况总是有可能的，即等式（1）中所测量的部分或全部的权力中的

性别差异，不是性别本身的结果而是各种与女性相关的个人和工作特性的结

果。这样的特性会有虚假地提升或降低性别系数的效果。例如，假设由于进入

权力职位中的性别歧视，而通常在权力层级的任何级别，女性都比男性更胜

任。如果性别歧视是真实的，那么这就是人们会期待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

一个女性会在各方面比男性更有资格得到晋升）。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对资

格的管控就应该提高性别在权力层级中较高级别的负系数的绝对值。即，把资

格包含在等式中要比不在等式中，权力中的性别差异将更大。这可能意味着玻

璃天花板也许不会出现在当前的等式（1）中——系数 Bn 对于高级别的 n 和

低级别的 n 来说可能是相同的——但是当把支配权加入等式（2）中，系数 Bn

对于 n 的高数值来说可能呈现出更高负值。

另一方面，有可能存在女性的特性——当保持为常数时——就会减少权

力的性别差异。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做兼职工作，而兼职工作者比全职工作者

得到晋升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不是因为性别的原因，而是因为提升兼职管理者

的组织成本 B。同样地，女性比男性更可能为政府工作，而在政府组织机构中

的高层管理者与私人公司相比成比例地减少。如果这些因素作为对照包含在等

式中，那么性别差异的程度应该减小。等式（1）中所测量到的某些明显的权

A  在验证无重叠几对范畴中，系数 Bn 的差异性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这是直截了当

的（如：级别 0 和 1 的系数 B0 与级别 2 和 3 的系数 B2 相比）把四个级别的所有抽

样对象在一个等式中通过对照来验证性别相关的显著性。为验证重叠部分的几对范

畴中系数差异的显著性（如：级别 0 和 1 的系数 B0 与级别 1 和 2 的系数 B1 相比），

我们运用了大量的逻辑回归以使我们能够验证模式中各个系数之间的等式约束。

B  尽管事实是妇女专注于从事兼职工作这一事实本身可能就是各种形式的性别歧视造

成的结果，这仍将产生一种与玻璃天花板极为不同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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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性别差异将可能是女性被分配进入具有较少管理机会的工作岗位的结果，而

不是因为她们在工作场所之中获得管理者职位存在某种性别障碍。因此，估算

第二套逻辑回归是非常重要的，其中一系列的个人和工作特性作为对照被包括

在内：

Log［Pr（n + 1）/Pr（n）］= an +Bn Female + ∑ BniXi（2）

其中Xi是表 3所列的各种成分对照 A，这些等式中的系数Bn指的是作为

工作场所权力的“纯粹性别差异”（即，样本中男性和女性的特性分布上的纯

粹性别差异）。我们对这些等式的兴趣完全是系数 Bn，而非支配权（controls）

本身。同在等式（1）中一样，玻璃天花板假设意味着这些系数将随着级别 n

的增加变得更加负值。

表 3 分析中使用的控制变量

变量 解释

形式 用于区分公有或私有部门的雇员的虚拟变量（1= 公有）

职位 三个虚拟变量：高级白领、低级白领、高级技工；省略低级技工范畴

兼职 虚拟变量，1= 每周工作少于 30 小时；0= 每周工作 30 小时或超过 30 小时

教育 在校年限

年龄 年龄

年龄平方 年龄平方

孩子 虚拟变量，1= 家里有孩子；0= 家里没有孩子

婚姻状况 虚拟变量，1= 已婚；0= 未婚

性别 虚拟变量，1= 女性；0= 男性

补充模式

除了预测处于级别 n+1 与级别 n 相比的比值率的等式以外，我们还要估

测其他两个具有细微差别的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s）。这些因变量列在表

A  表 3 所列的控制变量相当有限，因为其只包括那些在这三个国家中适用于两种调查

研究的变量。一些相关的控制变量，�如全部劳动经验，与当前雇主的工作任期以及

公司的规模，在一个或多个调查研究中被忽略不计了。我们把这些额外的控制变量

加入它们所适用的那些调查分析中，它们没有给系数基本模式带来实质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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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在分类的级别模式（the grouped—level model）中，层级的相邻级别被

归到更广的类别以增加测试性别差异系数变化的样本的规模。在总体级别模

式中（the overall-level model），我们创立五个虚拟的变量（dummy variables），

每个变量把居于或低于特定层级级别的人与在高于这个层级级别的人进行比

较。这个模式中的性别系数表明女性与男性相比在层级中处在高于或低于一个

特定截点的概率。

表 4 ：可选择性因变量

1. 相邻级别模式（基本模式）

A0 0∶1= 非管理者：管理者

A1 1∶2= 管理者：低层管理者

A2 2∶3= 低层管理者：中层管理者

A3 3∶4= 中层管理者：高层管理者

A4 4∶5= 高层管理者：顶层管理者

这一模式使相邻级别直接形成对照。

2. 分类级别模式

G0 0∶1= 非管理者：管理者

G1 1∶2，3= 管理者：低层和中层管理者

G2 1，2∶3，4= 管理者和低层管理者：中层和高层管理者

G3 2，3∶4，5= 低层和中层管理者：高层和顶层管理者

3. 总体级别模式

L0 0∶1，2，3，4，5= 非管理者：管理层级所有职位

L1 1∶2，3，4，5= 管理者：低层及其以上管理者

L2 1，2∶3，4，5= 低层管理者及其以下层级：中层及其以上管理者

L3 1，2，3∶4，5= 中层及其以下管理者：高层及其以上管理者

L4 1，2，3，4∶5= 高层及其以下管理者：顶层管理者

这一模式将居于或低于某一特定层级级别的人与居于这一层级级别以上

的人进行对照。

注意：“∶”两侧任何一侧范畴都被联合成一个单一的范畴进行两分对比。

因此，在模式 3 中，对于变量 L2 来说，1，2：3，4，5 表示级别 1 和 2 相结合，

级别 3，4 和 5 相结合。

我们估测这些附加的模式有如下三个原因：第一，由于样本量有限，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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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相邻类别模式中的回归而言，对等式中系数值抱有高度信心的情况太少。通

过在附加模式中把各个类别集中在一起，我们扩大了抽样量，并在此基础上估

算系数。第二，附加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这种假设，即我们所估测工作岗

位的六个层级级别都整齐有序地排列着，并且在各个工作岗位都是可比较的。

某些组织的级别 2 可能正好与其他组织中的级别 3 相等。通过用不同的方式将

各个类别集中在一起，我们能够消除将这些类别运用于不同的组织类型所产生

的混乱现象。第三，我们已经知道这些资料并没有严格的符合所要求的假设，

这个假设需要运用基本的模式作为玻璃天花板假设的有力证明。如果结果的基

本形式与独立变量可供选择的规范是一致的，那么这将给我们的解释增加一些

置信度。

表 5 美国、澳大利亚和瑞典的不同权力层级在权力上的 

总体性别差异（相邻类别模式）

美国 澳大利亚 瑞典

级别对照 Bn（SE） n Bn（SE） n Bn（SE） n

A0 ：0∶1 —.56※※※ 2,078 —.30※※※ 1,867 —.71※※※ 1,682

（.11） （.11） （.13）

A1 ：1∶2 .20 540 .28 568 .01 387

（.26） （.22） （.31）

A2 ：2∶3 .02 254 —.76※※※ 258 —1.06※※※ 128

（.29） （.26） （.43）

A3 ：3∶4 —.28 271 .09 248 —.20 111

（.29） （.28） （.56）

A4 ：4∶5 .31 212 —.19 159 .49 79

（.31） （.35） （.59）

注释： 对比级别形成显著的对照：美国：A1∶A2 对比显著；澳大利亚：A1∶A2，A2∶A3 对比

显著；瑞典：A0∶A1 边线显著。系数 Bn 来自逻辑回归：Log［Pr（n + 1）/Pr（n）］= 

an + BnFemale，其中，Pr（n）是在级别 n 的可能性，Pr（n + 1）是在级别 n+1 的可能性，

下标 n 表示等式中的系数是为了将级别 n 与级别 n+1 进行对照。

   ※※P ＜ .01，单尾检验。 ※※※P ＜ .005, 单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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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表 5 显示的是基本模式（相邻级别模式）的调查结果，即在权力的不同

层级级别上的权力的总体性别差异（如，性别差异不受访者属性控制）。在这

三个国家中，级别 0 和级别 1 之间存在着在统计学上权力性别的显著差异，也

就是说在每个国家，一个作为非管理者的女性（即级别 0）成为一个低层管理

者（即级别 1）的可能性要显著地低于男性。

虽然表 5 的结果证实了显著的权力性别差异的存在，但是它们并没有提

供证据证明在美国的玻璃天花板假设这个具体的预言。玻璃天花板假设指的是

等式（1）中的性别系数在更高层级级别中应该是一个负数，并且远远地小于

在低层时的数值。在美国，就权力的总体性别差异来说，没有任何一个高于低

层级的对照系数达到统计上的显著程度，甚至也没有一个比低层级对照系数更

小的负数。这些系数与这样一种看法相一致，即认为一旦女性克服障碍进入权

力结构中，她们晋升的可能性并不是显著地不同于男性，不存在向上晋升的天

花板。

在瑞典和澳大利亚，结论并不如此清晰，在这两个国家，估量权力的性

别差异的系数在对管理层级的级别 2 和 3（表 5 中的 A2 行）：低层管理者和中

层管理者进行比较时，该系数呈现负数并差异显著；澳大利亚是 –0.76，在瑞

典是 –1.06。这表明在澳大利亚层级中级别 2 或 3 的管理者中，女性处于级别

3 的可能性为男性的 46％，而在瑞典为 34％。这个系数同时也表明这种权力

上的表面上的差异在中层要高于其他级别：

A2 的对照系数与 A1（管理者和低层管理者之间的性别差异）、A3（中层

和高层管理者之间）和 A4（高层管理者和顶层管理者之间）三者的对照系数

相比是一个显著的更小的负数，而与 A0 的对照系数相比，是一个略微小的负

数，尽管在统计上并不显著。A 这种现象与这一看法一致，即认为在这两个国

家中，中等管理层级级别存在玻璃天花板。

A  运用大量的逻辑回归来验证这些系数的显著差异，我们发现在澳大利亚系数 A2 是一

个比 A1 和 A3 更小的负数，但不比 A0 更小。在瑞典，系数 A2 与其他系数没有显

著的差异，所以对性别差异系数的显著性差异进行的正规的统计性验证并没有表明

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玻璃天花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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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美国、澳大利亚和瑞典的不同权力层级的级别中实际权力 

性别差异（相邻范畴模式，受个体属性影响）

美国 澳大利亚 瑞典

级别对照 Bn（SE） n Bn（SE） n Bn（SE） n

A0 ：0∶1 —.35※※ 1,867 —.25※ 1,809 —.81※※※ 1,510

（.14） （.13） （.16）

A1 ：1∶2 .30 482 .06 558 .33 349

（.31） （.25） （.31）

A2 ：2∶3 —.35 234 —.57※ 254 —.95※ 113

（.34） （.31） （.53）

A3 ：3∶4 —.47 248 .14 243 —.27 99

（.36） （.33） （.72）

A4 ：4∶5 .37 187 —.18 154 .59 75

（.44） （.41） （.74）

注释： 围绕着不同级别形成显著的对照：瑞典：A0∶A1 对比显著。系数 Bn 来自逻辑回归：

Log［Pr（n + 1）/Pr（n）］= an + BnFemale + ∑ iBniXni，Pr（n）是在层级中级别 n 的

可能性，Pr（n + 1）是在级别 n+1 的可能性，Xni 是在表 2 中所列的各种综合性影响因

素，下标 n 表示等式中的这个系数是为了将级别 n 与级别 n+1 进行对照。

   ※P ＜ .05，单尾检验。※※p ＜ .01，单尾检验。

表 6 呈现了控制表 3 属性范围的相邻类别模式的结果。这些结果使我们

能够看到表 5 中的任何一个性别差异都要归因于这些属性在男性和女性之间的

分布。尽管这些系数有一些变化，但是基本模式与表 5 相类似。对美国来说，

唯一区别在于从表面上来说 A3 性别差异的对照系数（中层和高层管理者）与

A0 相比是一个更小的负数，尽管 A3 的系数在统计上仍不显著。而在瑞典和

澳大利亚，A2 权力的性别差异对照系数有略微减小（也就是说，这个系数在

一定程度上绝对值变小），但它们在统计上仍是显著的，并且在这两个国家中

仍是最小的系数。 A

表 7 提供了两个附加模式的结果。需要重申的是，该结果与表 5 和表 6

中讨论的相一致。所有这些回归都没有迹象表明美国存在玻璃天花板，而在瑞

典和澳大利亚，在权力结构的中等级别，女性面临着比底层更大的障碍。

A  尽管表 6 中运用的大量的逻辑回归验证，但所有系数之间的相关性对照都没有达到

统计上的显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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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这个项目中的资料不能作为玻璃天花板假设的最终检验原因有三。

第一，从横截面分布来评估相对有效可能性是有问题的，除非存在不切

实际的人口统计学假设。我们认为，由于运用这种方法的偏差，可能会夸大玻

璃天花板效应的存在，如果证明横截面分析资料中不存在天花板效应，那么这

仍暂时地与评估玻璃天花板假设相关。然而，既然运用横截面分析资料带来了

许多可能的失真情况，并且这些失真都朝着一个方向，一个玻璃天花板假设的

深入检测应基于这样的资料，即直接估测男性和女性的晋升轨迹。我们所需要

的是反映职业经历的综合集合，其涵盖大量男性与女性的样本，包括了他们曾

经工作过的组织和在这些组织中他们所处的层级的具体描述。第二，如果玻璃

天花板高度集中于组织机构中的最高层，那么依靠本文所用的分类的样本调查

资料就容易造成对这种现象的忽略，至多这种调查研究应该能够确认从组织中

的中层进入顶层的玻璃天花板效应。第三，考虑到本文中资料的限制性，相对

较小的抽样范围也使得我们很难对层级中不同级别可能性比值率进行有力的统

计学测试。我们就只能主要依赖于系数的不同模式的描述。综上所述，本文中

分析结果最多只是建议性的。这些分析结果说明了三个基本结论：

第一，与前面进行的关于性别和权力的研究相一致，这三个国家权力的

性别差异仍然存在，尽管等式中包含一系列个体属性。这种关于强烈玻璃天花

板效应的存在或缺失的结果都没有因此表明权力结构中性别歧视的缺失。

第二，至少在美国，没有证据表明存在着大量的和系统性的玻璃天花板

效应。这个结论与亚马盖特等人（1997）的发现相一致。 A 基于这里所分析的

资料，女性获得权力所面临的不利条件如果存在，那么在管理层级的低级别是

较多的，而不是在高层。如果这个结论能够在运用其他方法研究中得到证实，

这将对于在工作场所中与性别歧视作斗争具有重要意义。至少在美国，消除进

入权力层级与性别有关的障碍将会成为比移除晋升到权力机构的高层的障碍更

A  亚马盖特（Yamagata）（1997）等人自 1977 年至 1989 年发现，对于处于专业性的、

技术性的、管理性的职位的选定集合中的联邦雇员来说，如果把跨职业边界的职业

生涯轨道以及那些职业边界范围内的职业生涯轨道都考虑在内，女性联邦雇员进入

最高级别的可能性大致与男性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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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紧迫的一项工作。

第三，在瑞典和澳大利亚，确实存在着可能的玻璃天花板效应，但主要

集中于管理层级的中部，而不是高层：在这两个国家，从低级别晋升到中级别

管理者时，女性与男性相比更为不利。这些增强了的障碍似乎在瑞典尤为强

烈。当然，由于我们分析方式的偏差可能会夸大玻璃天花板效应，瑞典和澳大

利亚所存在的增强性障碍可能仅仅是由于我们测量技术人为所致。尽管如此，

考虑到其与美国的结果的对照，它们确实表明这些障碍在这两个国家可能更为

明显。

本文的分析资料没有给这几个国家之间的区别作出解释，在以前的研究

中，赖特和拜克斯特（1995）曾假设，瑞典的权力性别差异总体上大于美国，

至少部分地反映了两个国家的女性在与自由民主和社会民主政治传统中的性

别不平等进行斗争方面存在着临界差（critical differnce）。在自由民主政治中，

斗争的关键性焦点是权力平等，这使得政府制定政策以消除市场中影响个体机

会的各种形式的歧视。在社会民主政治中，中心问题是需要的满足，这使得在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制定的政策致力于商品化的服务供给（如，子女托管，老

年人托管，公共卫生等）以及对劳动力市场交易的政治性规范（如，法律授权，

合理的父母离异政策，活跃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结果在瑞典，更少的政治精

力投入致力于结束雇佣劳动中性别歧视的实践中，这将有助于解释大范围的权

力性别差异和存在于层级体系中的玻璃天花板效应。在这个问题上，澳大利亚

在某种程度上情况更为复杂。由于一场比美国更强烈的工人运动以及一个更具

有社会民主特征的工党的存在，妇女运动较少地集中于权利平等，但是它的总

体政治文化仍更多地在于自由民主而不是社会民主传统。

尽管本文的结论肯定是一种假设，但基本信息还是清晰的：关于玻璃天花

板存在的观点极易受观察性错觉的影响。妇女处于高层权力层级中比例极少，

这可能会产生一种玻璃天花板的表象——处于组织更高级别晋升的集中的结构

性阻碍——而事实上歧视或多或少地始终存在于整个组织，或者说更多集中于

低层。由于玻璃天花板这个修辞说法可能会转移层级中低级别对于机会的斗争

的政治注意力（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影响更多人们的生活），所以这种隐喻应

谨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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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玻璃天花板假设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文章中，我们经验性地利用横截面调查资料的方法来研究玻璃天花板假

设，一系列的问题使得这种方法值得怀疑。

1. 层级的非标准性。很少有组织具有像军队一样（明确的级别划分清晰

连续的晋升渠道）简单明了的内部层级结构。另外级别的数量也随着工作组织

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这不仅因为组织的规模各不相同，也因为组织内部结构设

计各不相同。即使这样做是有意义的，即我们可以认为组织的最高层和生产线

管理者在各种组织之间都能相互粗略地比较，但这两个极端的级别的不同分类

在不同规模的组织间具有相似的层级意义，这一点尚不清楚。一个小商店里的

“中层管理者”和一个跨国公司里的“中层管理者”并不具有相似的层级地位。

2. 进入或离开级别。层级中人员流动的复杂性使得对不同性别的晋升可

能性的研究变得困难。首先，进入某一级别并不是简单地从组织内部的较低级

别直接晋升而来，也不是吸收来自组织外部相同级别的人员。有组织内部与组

织之间的横向移动，也有的吸收一些人员进入中级或最高级别管理者的位置，

而这些人之前从没从事过管理层级职位。因此管理等级中的晋升过程并不像在

教育系统里各级别那样秩序分明，教育系统里的过渡的程序很少有例外，每个

进入高中的学生都完成了基础教育；每个进入大学的学生都毕业于高中，而每

个大学毕业生在进入大学之前都接受过大学的相关教育（也就是说，他们在高

中毕业以后都要进行过渡性的学习才能获得大学学位），每个研究生都毕业于

大学，很少有人在拿到哲学博士学位以后，回过头来攻读第二学士学位，等

等。其次，人员流动可以是由下至上，也可以是由上而下。尤其在组织之间流

动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例如，从一个小公司中的顶层级别进入到一个大公司

的中层级别，也许这并不罕见。最后，有些人可能自愿离开了组织也离开了管

理层级，而如果他们仍然在原岗位上继续工作的话，他们将可能进入最高管理

级别。如果妇女以这种方式自愿离开的比率高于男性，那么男性和女性在各级

别中的分布将会在没有玻璃天花板的情况下造成玻璃天花板的假象。

3. 历史传统。无论何时，男性和女性在层级级别（或者在具体的组织内

部或者在整个社会）的实际分布不仅取决于目前存在的分配规则，不管这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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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什么，也取决过去遗留下来的分配规则以及过去的不同性别的劳动力参与

率。有理由相信，与性别相关的晋升实践至少经历了近些年来的历史性变化，

当然，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也有了大幅度提高，那些看似玻璃天花板的分配形式

因此仅仅只是过去歧视现象和过去女性劳动力参与处于较低级别的“副产品”，

而不是目前的实际情况。在组织里歧视已大体上完全消除，或者至少各级别的

歧视已被消除。即便如此，也会有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低层的女性身上。直到

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历史性时间使得这些新一代女性能够晋升到她们终将达到的

最高级别。

4. 无法测量的雇员素质的差异。情况是这样的，我们能够解决所有晋升

的结构复杂性问题，但事实是在给定权力层级级别的男性和女性会有无法测量

的素质差异，这使得由不同晋升率直接得来的推论变得混乱。这些素质差异可

能导致似乎出现了玻璃天花板效应，或者导致对实际上存在的玻璃天花板的掩

盖。例如，如果情况是这样的，男性通常具有管理晋升非常重要的特定素质，

但这种个体特性通过观察性测量很难捕捉到（如，愿意为事业牺牲个人的亲密

关系），并且，如果这些特性随着其在层级中向高处晋升而越来越重要，那么

男性与女性相比这些越来越有利的晋升优势可能只反映出这种个体特性的突显

性，而不是性别歧视本身的加剧。具有这样特性的女性将与男性一样拥有同样

的晋升机会；可事实上，妇女可能很少具有这些特性，然而，性别差异，在无

法测量的个体特性方面的，同样也会掩盖玻璃天花板的存在。假定男性与女性

相比所具有的晋升率优势在各层级的级别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被挑选

出来得到晋升比男人面临更为苛刻的标准。事实上，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面

临一个更为强烈的竞争性选择过程，是因为对她们来说得到晋升更为困难。在

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预期的是相对于男性，女性管理者的平均素质应随着其

向更高层级晋升而提高得更快。如果男性的相关晋升可能性在这时候固定不

变，这种情况将与稳步晋升的女性面临相对障碍相一致。这样一个具有特定个

体素质的女性要得到晋升就比具有相同素质的男性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

考虑到以上这些复杂性问题，估测各层级级别具体性别晋升的可能性理

想资料应该完整反映工作的经历（包括所有工作和工作组织层级结构层级定位

的详细说明）——运用为足够广泛的抽样群体而做的与工作相关的个人特性的

详细清单目录，包括那些从工作岗位离开的人才能使对过去特定人群在每一层

级各个级别流动的可能性的研究成为可能。有了这样的资料，特定群体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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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们以前的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由权力结构的一个既定级别进入更高级别

的可能性才能与具有相同特性的男性群体的可能性相比，并对一定范围的个体

特性和组织特点产生影响。为所有群体和所有层级的级别做这些研究才能使对

玻璃天花板假设的合理的验证成为可能。

就我们所知，这类资料并不存在。那么另一种选择就是去研究基于某

一单个组织所有员工的雇佣记录的以时间为顺序的资料（如，亚马盖特等，

1997）。这样的资料使我们能够研究不同时期的组织内各级别具体性别的晋升

可能性。然而，使用这样的资料来验证玻璃天花板假设也会面临一些问题。第

一，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分析会使对具体组织内部玻璃天花板假设的估测只是

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而不是将其置于整个社会之中。第二，如果从组织外部

大量雇佣人员进入最低级别以上的职位，那将不可能推算出女性相对于男性被

雇佣的机会，既然没有办法估算出这种可能的平均标准（如，雇佣产生大量人

口）。第三，除非有人能够跟踪每一个人离开组织随后的工作，否则没有办法

知道一个人在离开既定的级别是否在另一组织里进入一个更高的管理级别。

译者单位：辽宁大学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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