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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与德国现代性问题

———黑格尔、海涅与马克思

［加］哈罗德·马 著　 姚　 远 译

摘要：本文考察如下努力的演化，即把 １８世纪末至 １９世纪初的德

国新文化认同纳入法国大革命所定义的一般现代性话语。黑格尔、海

涅和马克思的关键作品表明这个自始困难的计划在 １９ 世纪上半叶变

得越来越成问题。从黑格尔到海涅再到马克思，对于德国满足现代性

新标准的能力越来越忧虑，对于德国文化的造诣越来越怀疑。让德国

新文化认同与公认的法国大革命现代性联合的计划，到 １９世纪中叶的

时候破产了。而随着它的破产，该计划悖理地导致了它最初旨在预防

的结论：德国对现代性的抵抗是深层的、倔强的。

关键词：现代性　 法国大革命　 德国文化

１８世纪末德国知识分子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可谓五花八门、变动不

居。一些人对于大革命的意图和前景立即表示质疑。歌德表现出怀疑

３

　 译自 Ｈａｒｏｌｄ Ｍａｈ，“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Ｈｅｇｅｌ，Ｈｅｉｎｅ，ａｎｄ Ｍａｒｘ”，ｉｎ Ｎｅｗ Ｇｅｒｍａｎ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Ｎｏ ５０，１９９０，ｐｐ ３－２０．本译文
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１７ＢＦＸ１６１）的阶段性成果。



的保留态度；席勒对大革命缔造自由社会的能力有所疑虑。① 其他人一

开始为大革命欢呼雀跃，但随着大革命催生出战争、弑君和雅各宾派专

政，他们旋即大彻大悟。克洛卜施托克（Ｋｌｏｐｓｔｏｃｋ）最初的诗情颂扬让位

于后来的失落幻灭。② 根茨（Ｇｅｎｔｚ）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他 １７８９

年时为大革命摇旗呐喊，到了 １７９２年则把大革命批驳得体无完肤。③

但即便不是所有的德国知识分子都是一开始或者始终就对大革命

表示同情，但的确有不少人视其为崭新优越时代之开端。④ 而且，尽管

这些知识分子中有人后来对大革命的暴力和威权主义痛心疾首，但包

括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在内的一批显赫人士依然坚持自己对于大革

命初始动因的理解。在这些思想家看来，大革命是令人欢欣的、不可逆

转的历史突破。⑤

按照黑格尔的解读，大革命荡涤了那一堆乱糟糟的陈旧社会政治制

度，并使得欧洲先进的道德和政治趋势获得具体表现形式。在法国，大

革命废除了贵族特权和专断皇权，代之以社会平等与立宪代议制政府。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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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德国人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的总体点评，参见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ｒｏｚ，ＬＡｌｌｅｍａｇｎｅ ｅｔ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ａｎａｉｓｅ，Ｐａｒｉｓ：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１９４９；Ｊüｒｇｅｎ Ｖｏｓｓ，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ｕｎｄ ｄｉｅ Ｆｒａｎｚｓｉｓｃ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ｕｎｉｃｈ：Ａｒｔｅｍｉｓ 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３；Ｍａｕｒｉｃｅ
Ｂｏｕｃｈｅｒ，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ｅ １７８９ ｖｕｅ ｐａｒ ｌｅｓ ｅｃｒｉｖａｉｎｓ ａｌｌｅｍａｎｄｓ ｓ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ｓ，Ｐａｒ
ｉｓ：Ｍ．Ｄｉｄｉｅｒ，１９５４；Ｇ．Ｐ．Ｇｏｏｃｈ，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Ｆ．Ｃａｓｓ，
１９６５；Ｈｏｒｓｔ Ｇüｎｔｈｅｒ，ｅｄ．，Ｄｉｅ ｆｒａｎｚｓｉｓｃ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Ｂｅｒｉｃｈｔｅ ｕｎｄ Ｄｅｕｔｕｎｇｅ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Ｓｃｈｒｉｆｔｓｔｅｌｌｅｒ ｕ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ｋｅｒ，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Ｃｌａｓｓｉｋｅｒ 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５；
Ａｌｆｒｅｄ Ｓｔｅｍ，Ｄｅｒ Ｅｉｎｆｌｕｓｓ ｄｅｒ ｆｒａｎｚｓｉｓｃｈｅ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ｕｆ ｄａｓ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Ｇｅｉｓｔｅｓｌｅｂｅｎ，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Ｊ．Ｇ．Ｃｏｔｔａｓｃｈｅ Ｂｕｃｈ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１９２８．对歌德和席勒的论述特别参见 Ｓｔｅｒｎ
１２９－１４４；Ｇｏｏｃｈ １７５－２０７，２１４－２２９；ａｎｄ Ｄｒｏｚ １７２－１８６，２０７－３２０。
Ｇｏｏｃｈ １１９－ １２６；Ｒｕｄｏｌｆ Ｖｉｅｒｈａｕｓ，“Ｓｉｅ ｕｎｄ ｎｉｃｈｔ Ｗｉ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Ｕｒｔｅｉｌｅ üｂｅｒ ｄｅｎ
Ａｕｓｂｒｕｃｈ ｄｅｒ Ｆｒａｎｚｓｉｓｃｈｅ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 Ｖｏｓｓ，１－２．
Ｇｏｏｃｈ ９１－１０３；Ｄｒｏｚ ３７１－３９２．
参见注释 １中所援引的那些总体点评，尤其参见 Ｓｔｅｒｎ ３－１６；亦参见 Ｖｉｅｒｈａｕｓ １－１５。
关于康特，参见 Ｇｏｏｃｈ １２６－２８２；关于费希特，参见 Ｇｏｏｃｈ ２８３－２９５；关于黑格
尔，见下文。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ｒａｎｓ． Ｊ． Ｓｉｂｒｅ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Ｄｏｖ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１９５６，ｐｐ ４４６－４４７．以下引证时采用 ＰＨ加页码的缩略形式。



大革命随着拿破仑的南征北战进入中欧地区，推翻了一个油尽灯枯的

帝国以及封建特权和奴役的残渣余孽，并帮助建立起理性的法典、财产

自由和人格自由以及政府对人民的平等对待（ＰＨ ４５６）。

鉴于大革命扫除了社会平等和立宪政府的传统绊脚石，德国知识

分子会把它视为（往小的方面讲）启蒙的实现以及（往大的方面讲）无

羁理性的成就。① 或者如黑格尔在讲授历史哲学时所阐述的大革命意

义那样：“自从太阳当空、星辰环绕，还从未发生过人的存在汇聚于其

头脑亦即其思想中这样的事情，而人正是在思想的启发下建立了现实

世界”（ＰＨ ４４７）。对于黑格尔和其他德国人而言，大革命以理性的制

度取代了腐朽过时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这些德国人（以及不少当今的

评论家）认为大革命英勇地巩固了理性的社会政治形式，从而将之视

为“现代性”的决定性来临。② 虽说这些德国思想家和作家不想效仿法

国人那种粗暴的现代性建构方式，但他们衷心希望德国能通过缔造自

己的现实理性世界来追随大革命。③

要相信大革命作为现代性之突破的历史效力及其与德国的相关

性，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若是这么来理解大革命，会给德国知识分

子带来不可小觑的问题。被视为普遍理性之成就的大革命，提供了一

套各地理性国民都有义务遵循的社会政治原则的模式。④ 可德国是否

能够满足这种理性和现代性的标准，还根本不清楚。在德国没有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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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ｅｒｈａｕｓ ８－９．
比如参见 Ｍ． Ｒａｉｎｅｒ Ｌｅｐｓｉｕｓ，Ｓｏｚｉ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ｍｅ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Ｓｏｚｉａｌｓｔｒｕｋｔｕｒ ｄｅｒ
“Ｍｏｄｅｒｎｅ”ｕ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ｉｅｒｕｎｇ”，Ｓｔｕｄｉｅｎ ｚｕｍ Ｂｅｇｉｎｎ ｄｅｒ ｍｏｄｅｒｎｅｎ Ｗｅｌｔ，ｅｄ．Ｒｅｉｎ
ｈａｒ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ＫｌｅｔｔＣｏｔｔａ，１９７７，ｐ １２。该观点受到如下文章的间接批
评：Ｒｏｌｆ Ｒｅｉｃｈｈａｒｄｔ，Ｄｉｅ ｆｒａｎｚｓｉｓｃ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ｌｓ Ｍａｔａｂ ｄｅｓ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Ｓｏｎｄｅｒ
ｗｅｇｓ？，ｉｎ Ｖｏｓｓ，３２２－３２４。
Ｖｉｅｒｈａｕｓ １０－１２．
大革命的种种理性原则能够与而且实际上也与它们的实现手段分离开来；前

者被当作本质性的普遍律令，与其特殊的、“偶然的”或巧合的实现条件没有任

何必然联系。参见 Ｖｉｅｒｈａｕｓ ８。



比较的社会和政治变迁。① 拿破仑的征服促成了社会和政治改革，这

在普鲁士表现尤其显眼，可那次改革的最终结果暧昧不明，而且随之出

现了形形色色的政治反动。②

人们那时也不清楚，大革命作为社会和政治进步的尺度，对于德国

文化而言意味着什么。１８ 世纪的德国知识分子刚刚从所谓法国文化

的监管下解放出来。③ 从狂飙突进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再到唯心主

义，德国知识分子逐渐有了自主感和成就感，故而在世纪之交时的不少

德国思想家看来，德国当时是精神和理智的特权王国，是地道的诗人和

思想家民族。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 １７９９ 年写道：“纯粹为了艺术

和学识的缘故而将艺术和学识奉为神圣的东西，这是只在德国人那里

才具有的民族特性。”④

相信大革命的理性与现代性的那些德国知识分子，是这场智识活

动全盛时代的一部分，而且他们都有新的文化自主感和成就感。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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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ｅｒｈａｕｓ １２；ａｎｄ Ｊüｒｇｅｎ Ｖｏｓｓ，Ｖｏｒｗｏｒｔ，ｉｎ Ｖｏｓｓ，ｖｉｉｉ－ｉｘ．
Ｒ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Ｐｒｅｕｓｓｅｎ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ｕ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Ｅ． Ｋｌｅｔｔ，
１９７５；Ｗａｌｔｅｒ Ｓｉｍｏｎ，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ｕｓｓｉａ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ｔｈａｃａ，ＮＹ：Ｃｏｒ
ｎｅｌｌ ＵＰ，１９５５．
参见 Ｍａｄａｍｅ ｄｅ Ｓｔａｌ，Ｄｅ ＬＡｌｌｅｎａｇｎｅ，Ｐａｒｉｓ：Ｌｉｂｒａｉｒｅ ｄｅ ＦｉｒｍｉａＤｉｄｏｔ，１８７６，
ｐｐ １１２－１１３；Ｖｉｅｒｈａｕｓ ８．
转引自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Ｍｅｉｎｅｃｋｅ，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Ｐ，１９６３，ｐ ６２，并参见 ４５，５５，１４８；Ｄｒｏｚ １８３－１８５，４８３－４８５，４８７－４８８。
在《论德国》中，斯塔埃尔夫人尽其所能地固定了新的德国文化认同在欧洲其

他国民心中的形象，她反复强调德国人依其本性和传统是不切实际的民族，对

抽象钟爱有加；德国是“思想的国度”（１１），是“地道的形而上学民族”（３６３）。
亦参见 １０，８５，４０８，４６８，４８１，４８９。这种新文化认同的建构与 １９ 世纪早期的大
学改革相辅相成。参见特纳（Ｒ．Ｓｔｅｖｅｎ Ｔｕｒｎｅｒ）的如下论文：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Ｐｒｏ
ｆｅｓｓｏｒ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Ｐｒｕｓｓｉａ，１８１８ ｔｏ １８４８—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３，１９７２，ｐｐ １３７－１８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ｆｏｒ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ｉａ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ｅｄ．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Ｓｔｏｎｅ，ｖ ２，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Ｐ，１９７４，ｐｐ ４９５－５３１；Ｔｈｅ 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ｂüｒｇｅｒｔｕ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ｒｕｓ
ｓｉａ，１７７０ － １８３０：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ａ Ｃｌａｓｓ，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 ／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８，１９８０，
ｐｐ １０５－１３６．



世纪之交时德国的文化政治，有可能致使那些知识分子对德国新文化

认同的成员资格请求无效。因为反对大革命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们这

时主张，德国独一无二的文化———它特有的唯灵主义本性———（往小

的方面讲）有别于法国，（往大的方面讲）也有别于社会和政治的现代

性。① 与大革命的现代性为伍，就等于自绝于真正的德国唯灵性。那

些既支持大革命的原则又想在德国新文化认同中赢得一席之地的知识

分子，便需要证明该文化认同能与大革命的本质动因调和起来。他们

务必把德国的文化成就囊括进定义现时代意义的等式中。

本文考察如下努力的演化，即把德国新文化认同纳入法国大革命

所定义的一般现代性话语。我希望通过关注黑格尔、海涅和马克思的

关键作品，来表明这个自始困难的计划如何在 １９世纪上半叶变得更成

问题。从黑格尔到海涅，再从海涅到马克思，对于德国满足现代性新标

准的能力越来越忧虑，对于德国文化的造诣越来越怀疑。让德国文化

认同与公认的法国大革命现代性联合的计划，到 １９世纪中叶的时候破

产了。而随着它的破产，该计划悖理地导致了它最初旨在预防的结论：

德国对现代性的抵抗是深层的、倔强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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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Ｄｒｏｚ ４８３－４８７；Ｓｔａｌ ８５，４０８，４６５；Ｖｉｅｒｈａｕｓ １４．德国文化与公认的社会政治现代
性之间存在固有的敌对，这一观念在整个 １９世纪和 ２０世纪初大行其道。参见
Ｆｒｉｔｚ Ｒｉｎｇｅｒ，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ｓ：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ｙ，１８９０－１９３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Ｐ，１９６９。我在本文里讨论针对该趋
势的一股逆流，即把德国文化整合进一般现代性话语的努力。有位学者在近

作里勾勒了另一股逆流，与我讨论的正相反，他分析了 ２０ 世纪初期将现代性
诸层面（比如技术）整合进有特权的德国文化一般话语的努力，参见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Ｈｅｒｆ，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Ｗｅｉｍ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Ｒｅｉｃｈ，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Ｐ，１９８４．
德国人的这种看法，差不多是德国研究的老生常谈了。有本著作最近挑战了

这一看法，参见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Ｅｌｅｙ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Ｂｌａｃｋｂｏｕｒｎ，Ｔｈｅ Ｐｅｃｕｌｉａ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Ｐ，１９８４．本文的一大目标就是去理解 １９世纪的德国人
本身如何以及为何开始接纳埃利和布莱克本所说的一种成问题的德国史概念

化。我希望本文会表明，这样一种理论选择绝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经验

上不证自明的，而是历史大势的产物，是为免除焦虑对不同理论和文化设想的

掌控。



黑格尔：让法国与德国联合起来

黑格尔 １９世纪 ２０年代在柏林大学讲授历史哲学时提到，正是“绝

对意志”原则构成了社会平等和代议制立宪政府的这两项大革命成果

的基础和力量来源。黑格尔说绝对意志是纯形式性的；其运行不以特

殊个体或社会关怀为转移（ＰＨ ４４２）。它不受制于先前的欲望、利益、

道德、宗教、历史或政治，一味追求完全的自主性。而且在谋求自身从

一切既定制约中获得解放的时候，该意志渴望达到抽象的普遍性。无

拘无束的意求成为一条一般原则，这是它的愿望（ＰＨ ４４２－４４３）。黑格

尔的主张是，无论是大革命的成就，还是它后来沦为恐怖、专政以及持

续的政局动荡，都源自这种抽象的普遍化意志（ＰＨ ４５０－４５３）。

绝对意志原则以法国大革命的形式波澜壮阔地登上历史舞台。

但黑格尔认为这种发展并不是法国人特有的东西；绝对意志的原则

不由某个特殊民族独占。相反，它界定了更为宽泛的条件，一套一般

化的当前情势———黑格尔称之为“最后的历史阶段，亦即我们的世

界、我们的时代”（ＰＨ ４４２）。换言之，绝对意志必定也在德国得到

实现。

但黑格尔承认，德国尚未出现符合绝对意志的类似政治变动亦即

等效政治改造（ＰＨ ４４３）。为了将德国纳入绝对意志原则的统辖范围，

黑格尔便在其认为与法国大革命之政治发展等效的德国发展中寻求绝

对意志的表现。换言之，黑格尔借助一种特定的解释策略，在不同形式

的现象之间建立同质性或谋划比附关系。该策略假定同质的或相仿的

形式必然表达同样的原则或本质。

黑格尔观察到，抽象的普遍化意志在法国以大革命的形式呈现出

一种“实践效果”。但在德国，绝对意志体现为不同的外观，体现为“单

纯的宁静理论的形式”（ＰＨ ４４３）。黑格尔更进一步主张，绝对意志在

“康德哲学”那里“获得思辨的承认”（ＰＨ ４４３）；康德为德国实现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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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正是大革命在法国所完成的东西。①

黑格尔通过断言哲学形式与政治形式之间的同质性，让德国与法

国大革命联合起来：德国人在“理论抽象”中完成的东西，正是法国人

在实践中完成的东西（ＰＨ ４４４）。黑格尔通过在德国理论与法国政治

之间建立这种比附关系，隐含地为德国争取了对现代性的参与。德国

人的思维与法国人的政治就先进程度而言不相上下。这样一来黑格尔

就确立起来一种德国现代性的尺度，但正如他本人承认的那样，以一种

有关当前情势的统一愿景打通德国与法国大革命的尝试，立即带来进

一步的迫切问题：“……为何着手实现［绝对意志原则］的单单是法国

人而不是德国人？”（ＰＨ ４４３）。

为什么是法国而非德国承担绝对意志的实际兑现？为了回答这项

疑问，黑格尔诉诸宗教改革，它被许多德国知识分子视为德国特定唯灵

主义特征的源头。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路德使德国意识超脱于外部权

威，而促使它自立自强。自路德以来，德国思想被描绘为越来越注重省

思和灵魂的内心生活，亦即内在性的持久深化。黑格尔声称，这种德国

特有的强健的内在性特征，是德国接受现代性的条件。在他看来德国

正是由于宗教改革，才发展出一种广阔而稳固的唯灵性，一种内心生

活，从而能够吸纳绝对意志的发挥（ＰＨ ４４４，４４９）。因此，德国启蒙运

动中绝对意志的第一番表达完全能够与宗教相融，其实是“依神学而

运行”的（ＰＨ ４４４）。然而法国欠缺一次宗教改革，导致其唯灵性是孱

弱的、零碎的。因此，绝对意志在启蒙运动中现身的时候，便与天主教

会发生了激烈的外部冲突。法国人从未确立一般的、谐和的唯灵性；意

志沿着斗争政治的逻辑运转（ＰＨ ４４４，４４９）。与德国的情况不同，法国

不存在慰藉人心且包罗万象的内在性，无法将纯粹意志对社会制度的

敌对转为思想内部的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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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黑格尔来说，绝对意志的理念既处于康德认识论（指它的先验自我观）的中

心，也处于康德伦理学（指它的毫不妥协的善良意志观）的中心。参见 ＰＨ
３４３。



黑格尔诉诸德国的内在性来说明德国拥有理论的而非政治的现代

性，这是对德国新文化认同别出心裁的肯认。黑格尔主张，至少自宗教

改革以来，德国人成为了地道的唯灵主义民族。德国人独特的唯灵性

非但没有阻却现代性，反而使德国人不用经受大革命的极端状况也能

达到现代性。黑格尔不仅为德国文化争取对现代性的分享，还进而运

用德国文化来扫清现代性各种潜在的社会政治问题。德国文化提供了

迈向现代性的安全通道，这条路不仅能实现绝对意志，同时还免除了政

治现代性降临法国时伴随而来的血雨腥风。黑格尔接着提到，若不先

进行宗教改革，任何革命都不能获得持久的政治裨益，因为若不首先培

育内向的唯灵性，任何革命都无法建立自由的制度（ＰＨ ４５３）。唯有立

足于牢固的内在性，才能建立经久的现代性。①

黑格尔凭借这种谋划比附关系或创造同质性的策略，挽回了德国

文化在现时代的地位，甚至还视其为优先选择的现代性形式。但黑格

尔在证成德国文化认同和保障其现代性诉求的同时，也承认德国文化

仍然是现代性的不完整体现。他不能故步自封于内在性。因为倘若意

志自由局限于人类的内心生活，内在的心灵状态就可能与外部的客观

社会存在状态对峙起来。要是意志的范围限定在思维上，它就不会是

真正自由的或完全自由的。为避免思想与现实之间的这种潜在不谐

和，黑格尔在回答为何意志在法国而非德国得到实现这一问题时，最终

引出了另一项有关德国政治本性的断言。黑格尔从内在性返回政治

现实。

他接下来主张，宗教改革已经引发了某种社会和政治改革，尤其涉

及教会以及政府的宗教基础（ＰＨ ４４５）。这些发展预示着更加深远的

变化：“于是，思想的原则迄今已［在德国宗教中］得到调和；而且新教

世界还抱有这样的意识，即在早先发展的调和中，该原则为更进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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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亦参见 Ｇ．Ｗ． Ｆ． Ｈｅｇｅｌ，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ｐｉｒｉｔ，ｔｒａｎｓ． Ａ． Ｖ． Ｍｉｌｌｅｒ，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Ｐ，１９７９，ｐｐ ３２８－３６４。黑格尔在此更详尽地阐发了意志、启蒙运动、宗教、恐
怖和康德哲学之间的关联。



法权培育而准备就绪”（ＰＨ ４４５）。①

宗教改革以及德国精深唯灵性的缔造，都承诺了未来的社会政治

改善。黑格尔从法国大革命和德国内在性的同质性，推出了德国政治

的另一谐和联合。其实，若没有这一承诺，最初的比附就是不稳固的；

它有可能瓦解为思想与存在、内在性与政治现实、德国与法国的固定分

裂。在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最初的比附，还是德国的现代性诉求，都

由改革的承诺来支撑。该承诺最终保障着黑格尔得以融贯地解释德国

文化的现代性。②

海涅：重构和保留德国文化

１８３４年，持不同政见的诗人亨利希·海涅在流亡巴黎期间发表了

《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特别鉴于海涅感到保守派斯塔埃尔夫

人（Ｍａｄａｍｅ ｄｅ Ｓｔａｌ）在其先前的著作《论德国》里提供了有关德国人

的错误信息，他想通过这份作品向法国人传授德国文化。③ 但海涅的

作品还有另一个目的：它延续了黑格尔的前述计划，即让德国与法国联

合起来，将德国新文化认同整合进统一的现代性视景。尽管海涅追随

黑格尔投身这项总的事业，但时势已经今非昔比了。在黑格尔讲授历

史哲学之后的十年里，势力不断壮大的保守主义支配着德国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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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段引文对 Ｓｉｂｒｅｅ的译本做了修正。原文是：“Ｓｏ ｗａｒ ｄａｓ Ｐｒｉｎｚｉｐ ｄｅｓ Ｄｅｎｋｅｎｓ
ｓｃｈｏｎ ｓｏ ｗｅｉｔ ｖｅｒｓｈｎｔ；ａｕｃｈ ｈａｔｔｅ ｄｉｅ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ｉｓｃｈｅ Ｗｅｌｔ ｉｎ ｉｈｒ ｄａｓ Ｂｅｗｕｓｓｔｓｅｉｎ，ｄａｓｓ
ｉｎ ｄｅｒ ｆｒüｈｅｒ ｅｘｐｌｉｚｉｅｒｔｅｎ Ｖｅｒｓｈｎｕｎｇ ｄａｓ Ｐｒｉｎｚｉｐ ｚｕｒ ｗｅｉｔｅｒｅｎ Ａｕｓｂｉｌｄｕｎｇ ｄｅｓ Ｒｅｃｈｔｓ
ｖｏｒｈａｎｄｅｎ ｓｅｉ。”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Ｐｈｉｌｉｐｐ Ｒｅｃｌａｍ，
１９６１，ｐ ５９１．
有关黑格尔政治规划的详情，参见 Ｈａｒｏｌｄ Ｍａｈ，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 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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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制宪法秩序在普鲁士胎死腹中；各种自由派运动，特别是法国及其

他国家 １８３０年革命之后趁势兴起的自由派运动，遭到猛烈打压。事实

上，德国政治改革的希望日渐渺茫，致使海涅决定迁居至巴黎。因此，

他联合德国与法国的努力不能再依靠对迫近的政治改革的承诺；事

态的发展使得黑格尔的简单“保障”不再奏效。要保留对现代性的

诉求，就需要德国文化认同被转变得能够应对更加紧迫的政治时局。

为了挽救德国文化对现代性的参与，海涅这时发现他不得不重构德

国文化。

海涅首先告诉读者，眼下德国的社会和政治形势相当于大革命之

前法国的情况。德国人民依然受着威权主义的基督教和旧制度的宰

制。因此德国在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远远落后于当时的法国。① 但与

之前的黑格尔一样，海涅不觉得德国政治与法国政治之间的这种差异

意味着德国完全缺少现代性。海涅采取与黑格尔相仿的解释策略，指

出德国哲学与法国大革命之间存在着“显著雷同”（ＲＰ ２００）。

像黑格尔一样，海涅看到这种雷同在康德哲学那里表现得尤其明

显。海涅写道：随着康德发表《纯粹理性批判》，“在德国兴起了一场智

识革命，这场革命展现出与法国的物质革命极其显眼的相似，而且必定

显得……同样重要”（ＲＰ ２００）。德国的思想革命与法国的政治革命都

经过了“同样的阶段”。罗伯斯庇尔和恐怖统治推翻了既往的一切政

治权威形式并废除了君主制，而康德则批判了先前的一切认识论权威

并涤除了自然神论。欧洲的征服者拿破仑，在费希特笔下创造世界的

“自我”那里找到了他在德国的另一个自己。谢林的自然哲学以及他

最终皈依天主教和绝对专制，都对应着法国出现的复辟。法国对复辟

的颠覆以及由此达到的政局，相当于黑格尔及其追随者对保守主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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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哲学的击溃。海涅提到，黑格尔“闭合”了哲学革命的“伟大圆周运

动”（ＲＰ １９９－２４０）。

通过断言德国思想与法国政治之间存在这种同质性，诗人兼思想

家海涅便能够为德国文化争取对现代性的分享。但是对于海涅这位持

不同政见的人士而言，德国只在文化上类似于法国的政治现代性还远

远不够。毕竟他还在流亡，而且他的德国同胞还生活在不依宪法的统

治和监管之下。换言之，通过确立德国思想与法国行动之间的同质性，

海涅就触及了黑格尔当年不得不面对的那个问题：进而使德国政治与

德国现代文化步调一致。海涅遇到的难题和此前的黑格尔一样，即如

何证明德国实践将与德国理论联合起来。

海涅在此倒转了黑格尔的程序。黑格尔称，理性在历史中逐渐显

身，它在德国呈现出某些内向的唯灵主义形式，这些唯灵主义形式转而

创造出促进理性政治改革的内心取向。海涅则主张，唯灵主义或唯心

主义的取向具有固有的威权主义性质，它们使人注意不到具体的政治

事务从而隐蔽地支持暴政。他以感觉主义（亦即推崇物质、关心感官

满足）与此相对，认为感觉主义是历史的激进能动者：它让人关注实际

的政治世界（ＲＰ １４６－１４７，１６７，１７７－１８１）。

要建立起德国政治变革的可能性，海涅现在就得在德国的制度和

传统中寻出感觉主义的渊源。他主张，感觉主义在法国以启蒙运动中

那些毫不妥协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形式表现出来（ＲＰ １６８－１６９）；它在德

国则呈现出更加神秘的形式，这根源于德国过去的异教时代。它表现

为泛神论，表现为对于神圣与自然、上帝与物质的统一性的信仰（ＲＰ

１３７）。

海涅支持德国政治变革可能性的论证，与黑格尔的手法有所不同；

事实上二人似乎沿着不同的方向推进。为了维系德国政治变革的可能

性，海涅在德国的过去识别出一种激进的感觉主义，从而驳斥了黑格尔

对于德国特有唯灵性的信念。若照此推断，有人可能得出结论说海涅

也驳斥了德国的新文化认同。把德国的诗人和思想家作为唯灵性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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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容器的观念，必定在他看来是反动到无可救药的。

但海涅其实没有驳斥德国的文化认同。有别于通常对德国唯灵性

的强调，海涅在德国文化里识别出一种不同的内容，亦即感觉主义，但

他将这一新内容置入被黑格尔视为德国唯灵性之界定性表现的那些德

国文化形式里。也就是说，海涅保留了通常界定德国新文化认同的文

化形式序列。他恪守着造就德国特有文化的那些约定俗成的事项，但

他赋予那些事项崭新的实体和后果。

海涅和黑格尔一样把路德的宗教改革视为（往小的方面讲）德国

发展的一道分水岭以及（往大的方面讲）人类发展的一道分水岭。它

标志着自由方面的质的进展。但与黑格尔针锋相对的是，海涅认为宗

教改革的进步性在于路德的“感觉主义”，在于路德承认日常物质生活

的合法性。① 路德的感觉主义传承至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哲学，又通过

斯宾诺莎进入德国哲学，在谢林和黑格尔那里获得最高表达。这样一

来泛神论便栖身于德国的宗教和哲学之中。而由于黑格尔“闭合”了

哲学革命的“伟大圆周运动”，由于泛神论已在理论上臻于顶峰，海涅

认为它现在必然会汇入现实。海涅写道：“革命力量由于这些学说而

发展起来，这些革命力量一直静候某一天它们能够爆发并令世界为之

震惊钦羡”（ＲＰ ２４２）。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的结尾预言

德国革命即将来临，并警告法国人，如果他们竟敢干涉，就将和德国同

样经历血光之灾（ＲＰ ２４４）。

海涅和黑格尔一样以德国文化来比附法国大革命，以便保留德国

文化的历史合法性。德国的新文化认同———即德国人是地道的诗人和

思想家———同样参与现代性。但是鉴于黑格尔历史哲学讲座之后的十

年政治反动，海涅不再能通过简单地断言德国政治即将与德国理论同

步来保障这一雷同性。现在要主张德国文化预示着或将要引发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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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奇迹的放弃等（ＲＰ １５２－１６２）。



的政治改进，就需要重新书写德国文化的意义，亦即一种黑格尔式的

扬弃，既改造该文化，使之与当时的激进要求更加匹配，又保留其司

空见惯的界定形式。按照海涅对德国文化认同的重新书写，德国依

然因其宗教和哲学成就的日益深邃精致而独步天下、令人称许，但那

些成就不再被看作实体上唯灵主义的东西。德国文化认同的那些约

定俗成的示意符号，在其外观的唯灵性背后代表着深层的、颠覆性的

感觉主义。

海涅力求革新德国与法国大革命联合的计划，这意味着该计划自

黑格尔 １９世纪 ２０年代的讲座以来已经变得更有问题了。面对德国政

治对法国大革命理性原则的明显敌视，为德国文化争取参与现代性

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海涅在贯彻这项文化合法化计划时遇到

了棘手的困难，这一点也以另一种显著的方式表现出来。在重构德

国现代文化认同时，他忐忑不安，感到这样一项计划最终是站不住脚

的。他在进行一番自嘲时，事实上挫败了自己保留德国文化现代性

的努力。

如上所述，海涅的论证分为两步。首先，他主张从康德到黑格尔的

德国哲学发展与法国的政治发展如出一辙；这就确立了德国对现代性

的参与。其次，为了从思维转向行动，海涅主张德国思想的革命标志着

一种固有革命性的泛神论的发展顶峰。既然理论革命完成了，则现代

泛神论将汇入现实世界。可是海涅从未充分说明理论泛神论向革命行

动的这种过渡。他没有表明这在经验上或制度上如何发生，而只是断

言这种发展是泛神论意识的内部运作必然得出的一种逻辑推演。① 但

我们很难接受这番断言。它既不是逻辑上不证自明的，更不像海涅表

明的那样因其泛神论者的实际行为方式而得到证成。

泛神论者中鲜有革命者。海涅告诉我们，有些泛神论者（诸如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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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这个次序非常合理”（ＲＰ ２４２）。



漫派和歌德）在政治上是保守的或顶多在政治上是事不关己高高挂

起。而且他承认，谢林虽是德国哲学革命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泛神论者

之一，却在政治和宗教上越来越保守，终而像其他浪漫派泛神论者一样

皈依天主教（ＲＰ ２３７－２３９）。海涅痛心疾首于谢林显而易见的政治倒

退，指出不仅谢林而且康德和费希特“都得背负变节的罪名”。按海涅

的说法，他们在晚年背叛了自己的哲学（ＲＰ ２３９）。

海涅对谢林实际政治作为的长篇大论，便驳斥了自己有关泛神论

之革命潜能的论证，从而否定了德国文化分享现代性的请求。换言之，

海涅“解构”了自己正在建立的精致解释体系。当他大讲特讲泛神论

的实际后果时，他精心划定的各种对立事物（唯灵主义 ＶＳ 感觉主义、

保守主义 ＶＳ 激进主义）和雷同事物（德国与法国、思想与行动）的体

系，就开始沦落为范畴的混乱：感觉主义可能导致政治保守主义，现代

哲学配合着倒退的浪漫主义，思想驳斥行动。

因此海涅的努力目标是自相矛盾的。他既赞成一种立场，又动摇

这种立场。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这一矛盾的、自我否定

的程序唐突地导致理屈词穷：海涅突然笔锋一转。在声称德国的伟大

泛神论者往往“变节”之后，他立即插入一句“我不知道最后这句话为

何让我怅然若失，以至于我简直无法在此摆出其余有关当今谢林先生

的难堪真相”（ＲＰ ２３９）。海涅随即回到他有关德国泛神论之本质激进

主义和最终现代性的论证上来。他专断地抑制自己的疑虑，转向更令

人愉悦的想法：“咱们［别再提晚年谢林了］还是来称赞一下往昔的谢

林吧……因为往昔的谢林正与康德和费希特一样代表着我们哲学革命

的重大阶段之一，我在本书里把它们比之于法国政治革命的各阶段”

（ＲＰ ２３９）。海涅迫使自己关注泛神论更有希望的青春时代，从而延续

自己有关德国理论之固有政治激进主义的论证。他对自己的焦虑的回

答就是避而不答。

然而这些焦虑总也挥之不去。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

１８５２年第 ２版序言里，海涅实际上驳斥了其研究的中心论点。他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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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他错误地主张他眼中最激进的德国哲学流派具有实际力量。他指

出，黑格尔的激进追随者们终究无法改变现实（ＲＰ ５）。① 这样一来，连

最发达的德国泛神论形式都没有自动地将其能量汇入现实。该序言中

这一显眼的坦白，给后面文本的全部论证以致命打击，而且德国的文化

认同再次面临着偏离法国大革命现代性的风险，这一处境比在黑格尔

那里更加明显。

马克思：承认并克服德国文化

在海涅发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之后的十年，德国自由派

和激进派的业绩鲜有什么起色。１８４０ 年腓特烈·威廉四世在普鲁士

登基，最终再次掀起政治压迫的浪潮，这导致青年卡尔·马克思迁居巴

黎。马克思在这里就像当年的海涅一样重新省察德国的文化和政治状

况，拿法国大革命的那种现代性标准作为参照。马克思在巴黎发表的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表明又一个十年的政治保守主义如何使

得黑格尔和海涅曾经的希冀完全成为泡影。

与之前的黑格尔和海涅一样，马克思以法国大革命来衡量当时的

德国，发现了德国的政治缺陷。马克思直言不讳：德国是“时代错乱，

它公然违反普遍承认的公理”。② 事实上，德国的制度极其倒行逆施，

就算是废除它们也不会使德国合乎时宜：“即使我否定了 １８４３ 年的德

国制度，但是按照法国的纪年，我也不会处在 １７８９年，更不会是处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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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参见 Ｈｅｉｎｅ，“Ｌｅｓ Ａｖｅｕｘ”１１６９－１２０６。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里
对黑格尔的评价其实自相矛盾。他说黑格尔的理论是激进的甚至是潜在嗜杀

的，可在另一处却说黑格尔是温和稳健的精神（ＲＰ ２３７）。而且在另一份作品
里，他拿黑格尔的理论与充斥着政治集团竞争的奥尔良政府相提并论。这也

暗示我们，黑格尔的理论可能有不同于他所归结的革命性特征的特征。参见

Ｈｅｉｎ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 Ｋａｈｌｄｏｒｆ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ｔｏ Ｃｏｕｎｔ Ｍ．ｖ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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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焦点。”①

但马克思还是像黑格尔和海涅那样承认德国也不是与现代性完全

不沾边；他也认为现代性已在德国思想中体现出来。马克思写道：“我

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②现代政治

在德国表现为现代哲学：“我们德国人在政治上思考其他国家做过的

事情。”③

为决定德国在现代历史中的地位，马克思从黑格尔和海涅用过的

那种解释动向出发：他在法国政治和德国思想之间建构起一种同质性

或比附关系。但该手法服务于迥异的策略。黑格尔和海涅之所以建立

二者的比附关系，是为了让德国文化与法国大革命那公认的现代性联

合起来。这样德国就能名正言顺地分享现代性了。而为了维持该比附

关系，这两位思想家就主张德国现代观念是现代政治改革的预兆。德

国思想的现代性指示着德国现代政治即将来临。

然而马克思让黑格尔和海涅自相矛盾。他采纳了德国的新文化认

同，即认为德国的诗人和思想家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像黑格尔和海涅那

样赋予该认同以一种现代特征。可他接下来偏离了先前的解释样式，

拒绝走出下一步；他拒绝预言德国政治与德国理论随后的谐和一致。

而且马克思反讽地倒转了黑格尔和海涅先前的推理，通过诉诸德国思

想的现代性为他的拒绝提供正当理由：在马克思看来，德国文化的现代

性阻却了德国现代政治的可能性。

对马克思而言，德国思想与法国政治之间的比附关系不再预示着

被成全的德国政治现代性。相反，这种比附关系对马克思来说意味着

德国是无可救药的时代错乱。黑格尔和海涅不顾德国政治的落后而为

德国理论的现代性摇旗呐喊，马克思则主张德国理论之所以先进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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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德国政治的倒退。他写道：“［德国］的思维的抽象和自大总是同

它的现实的片面和低下保持同步……德国的国家学说的现状表现了现

代国家的未完成，表现了现代国家的机体本身的缺陷。”①简言之，德国

哲学正是德国人弥补糟糕现实的方式———它从思想上补偿不健全的

政治。

马克思发现德国哲学与政治处于反向关系之中：政治越是倒退，作

为补偿的理论就越是现代。而随着理论持续地发展先进的现代性，相

形之下政治就越发变成病入膏肓的时代错乱。德国文化和政治的现状

现在开始“把现代政治领域的文明缺陷同旧制度的野蛮缺陷结合在一

起”。② “我们没有同现代各国一起经历革命，却同它们一起经历复

辟。”③马克思预言：“有朝一日，德国会在还没有处于欧洲解放的水平

以前就处于欧洲瓦解的水平。”④

与黑格尔和海涅不同，马克思不相信德国哲学预示着德国的现代

政治或者力求实现德国的现代政治。相反，德国哲学的现代性完全取

决于它的反面，即政治现实的落后。前者的存在预设了后者。对 １８４３

年的马克思而言，问题不在于德国的现实能否赶上德国的理论从而与

其他国家的政治现代性相媲美。德国思想的现代性与德国倒退的政治

实践之间恶劣的共生关系杜绝了那种可能性。简言之，德国没机会达

到当前的历史水平。

马克思以为德国的新文化认同仅仅表明它是杳无希望的时代错

乱；这种认同与倒退的政治沆瀣一气，使得德国的制度依然“低于历史

水平”。⑤ 德国面临时间上的困局，它的理论恪守当前，它的政治拘泥

于过去。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最后几页，马克思事实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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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德国缺少具体历史发展的通常资源———它那林立的小邦和孱弱的

阶级不足以成为变革的担纲者。①

德国重回历史主流的唯一希望在于拒斥过去和当前，而且马克思坚

信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不得诉诸任何被视为有着德国特征的东西———既

不得诉诸德国文化，也不得诉诸德国的政治和社会。马克思在德国内部

寻找与德国文化和制度毫无瓜葛的历史担纲者。事实上，他有悖常理地

将这新的历史担纲者的特点，界定成与作为其母体的社会和文化相决

裂；它是“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

体的等级，一个特定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

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

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② 马克思通过这一番语

焉不详、有悖常理的表述，第一次号召无产者担当起历史的关键角色。

无产者作为历史担纲者的第一次体现，便是致力于德国的救赎。③

一套话语的终结

从黑格尔到海涅再到马克思的运动，并不仅仅标志着从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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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唯物主义的转换。这三位思想家都在某种意义上是唯物主义者；三

人都承认 １９世纪的德国问题是社会和政治的问题，是他们眼中的现代

社会政治制度的匮乏。其实，从黑格尔经过海涅再到马克思的运动意

味着，将德国知识分子确立和传播于世纪之交的新文化理想合法化的

特殊努力逐渐化为泡影。从黑格尔到海涅再到马克思，面对着法国大

革命那公认的现代性，德国的文化认同（即德国人是地道的诗人和哲

人）越来越站不住脚了。

黑格尔和海涅在当时的法国政治和德国思想之间建立比附关系，

以便证成德国分享现代性的请求；这样一来，德国就可以跻身于历史的

先锋派了。他们因为德国明显欠缺现代性，故而自觉建立这一比附关

系。然而尽管这种解释策略承认以德国缺失政治现代性为推导起点，

但它也否定这种缺失，断言法国政治与德国理论的当前同质性必定引

发今后德国政治的同质性发展。德国思想的现代性使得德国的现代政

治成为势所必然。因而，法国政治与德国思想之间的这一比附关系力

求矫正自身的政治前提———即推翻德国政治“落后”的既成事实。

德国明显继续抵制政治现代性，这最终动摇了那种以为德国政治

即将与德国文化步调一致的乐观信念。随着政治改革的希望破灭，以

所谓德国文化现代性为政治改革之基础的那些论调也愈发显得像是打

肿脸充胖子了。到 １９世纪 ４０ 年代中期，马克思已经不再指望德国思

想和德国现实之间的反向关系能矫正到顺应思想的现代性。１８４３ 年

时，他让联合德国文化与法国大革命的计划陷入自相矛盾。对马克思

而言，德国的思想与法国的现代性同样先进，但这不是德国现代政治的

预兆。相反，德国文化做出巨大贡献是为了淡忘德国的政治倒退；德国

的文化认同立足于对其政治前提一厢情愿的压制。德国思想与德国现

实之间的反向关系势所必然，正因为德国现实的落后，德国的思想才

现代。

马克思通过让黑格尔和海涅的解释策略自相矛盾，对其前人做出

了反讽的品评。按马克思的论述，证成德国文化现代性的那些尝试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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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表现了德国的刚愎自用。它们是力求达到历史自觉的一些语焉不

详、自欺欺人的尝试。它们承认德国反常的历史地位，继而却试图一厢

情愿地逃避这一点，亦即陷入有关即将到来的必然政治和谐的迷误，错

误地相信统一的现代性正在降临。因此，黑格尔和海涅的自觉最终重

新产生了它希望克服的条件；它对于德国文化现代性的肯认是无力的、

无所依凭的。马克思通过抨击他自己运用的解释策略，在《〈黑格尔法

哲学批判〉导言》里终结了一套流传几代人的话语，这套话语矢志不渝

地将德国文化嵌入现代性的一般体系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

思对这套话语的贡献恰是对它的宣判：他指控这套话语在促使德国时

代错乱方面助纣为虐。

（译者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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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与康德式伦理学

［美］卡　 因 著　 姚　 远 译

青年马克思的确深受黑格尔影响，但我想指出，假如我们看到亚里

士多德和康德对马克思的影响，那么就能深化对马克思早期伦理观点

的领会。马克思所运用的本质概念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

本质概念，而他所运用的普遍化概念则同康德绝对命令中包含的普遍

化概念十分接近。与此同时，马克思的任务是把这些亚里士多德式元

素和康德式元素调和起来。

说青年马克思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这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但

极少有马克思研究者会说，马克思受康德影响甚深，而我想证明这确系

实情。但这事说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马克思称为康

德主义者。他充其量是让康德思想的某些部分为己所用。与此同时，

他还摒弃了康德的很多思想。此外，他把康德的观点同其他哲学家的

观点杂糅起来，例如，亚里士多德的本质概念。不过，我希望证明，马克

思对普遍化问题的看法在很多方面类似于康德的绝对命令观念。但我

一开始就必须指出，马克思并没有照搬康德在伦理著作中———《道德

形而上学的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对绝对命令问题的讨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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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他至少摒弃了那些文本中的很多假定。康德在那些文本里主要

侧重于探讨道德属性的意义，他似乎经常假定，实现道德不会有什么实

际的困难。个人是自由的，因而就应该依道德行事。是不是要做有道

德的人，完全取决于个人。但康德在其政治作品和历史哲学作品里就

不是这样假定的。在后面这类文本中，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历史发展乃

是道德何以可能———即根据绝对命令的行动何以可能———的必要预

设。在此我们发现了马克思和康德之间的第一个相似点。马克思致力

于寻找有可能实现道德的历史行动者，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受到了康德

相关说法的影响。本文的第一部分旨在解释这一点。然而，马克思在

另一个领域也受到康德的影响，即马克思有关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这

种社会正是由上述行动者建立的。马克思这里的自由概念，类似于康

德绝对命令学说中包含的自由概念。本文第二部分将讨论这一点，而

且只有在第二部分我们才能看清，马克思究竟如何把亚里士多德和康

德最终调和起来。

一

如前所述，马克思首先关心的是解释如何能够在这个世界实现道

德。但若要理解他的观点，我们就得先澄清和试着理解几个概念，以及

这几个概念如何环环相扣。我们必须先理解马克思的本质概念、需要

概念、自由概念和法概念，接下来才谈得上理解他的普遍化概念，才会

开始看清后者如何类似于康德的绝对命令概念。一旦我们艰难地完成

这几步铺垫工作，方能开始讨论马克思真正关心的东西，即社会中如何

实现道德，而我们将在这里更真切地看到康德的影响。我们首先来探

讨马克思的本质概念。

首先，对马克思来说，本质是发展着的。例如，国家中的每个领域、

每种制度都有自己的本质，这本质按其内在的生命法则而发展。本质

的不受阻碍的发展，是其特定的自由，而且本质必须被允许按其特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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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发展。因为按马克思的观点看，“对人说来，只有是自由的实现的东

西，才是好的”。① 自由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毫无滞碍，而是指事物本

质的不受阻碍的发展。事物本质（即事物本性、事物内在固有的状态）

的实现，就是事物的善。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事物的本质表达于事物的定义中，而且在他看

来，事物臻于其理型的完满时，要比它的潜能存在状态更符合它本来的

样子。事物的本质展露于生长或发展的过程，理性或本质正是借此过

程得到落实的。这种得到实现的理型是它的目的，而目的就是事物的

善。每个事物都有一种进程、活动或功能。当事物完全践行其本来的

活动或功能时，当事物实现自己的本质时，它也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或

曰善。人类的本来活动，亦即他们的目的、他们的本质，就是根据理性

来活动。② 在某些意义上，马克思的本质概念与其说接近黑格尔不如

说更接近亚里士多德。在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看来，万物各自存在着，

并拥有它们自己的本质。在黑格尔看来，只存在一种本质，而且这本质

被等同于理念，亦即绝对或上帝。③ 对黑格尔来讲，经验事物是理念的

产物、显示，理念是它们的本质。另一方面，马克思并不像亚里士多德

那样认为事物的理性或目的一成不变。④ 在马克思看来，本质通过历

史而演变发展。亚里士多德不像马克思和黑格尔那样关注自由和本质

之间的关联。

马克思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用本质来衡量实存。我们评价任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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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现实，必须参照其理念或概念进行衡量。① 我们通过抽象和概念

来把握本质；本质是事物的理念或概念，不同于事物的感性经验实

存。② 当经验实存断绝了同其本质的联系并且不再符合它的本质，这

样一种事态便产生了道德方面的恶。马克思后来把实存不符合本质的

情况称为异化。道德方面的善是实存同本质相契的结果。③ 因此，例

如，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国家的本质来评判某个国家的道德价值。我们

可以追问某个现实的国家是否完成了国家的本质，是否符合国家的本

质，或者是否能根据国家的本质推演出来和进行辩护。④

当我们考察人的本质时，我们还须增加一个概念。在马克思看来，

人所需要的任何东西，都对人类具有本质意义，都是人的本质的一个方

面。需要的出场，表明某个实存事物对某个存在者具有本质意义，表明

假如没有这个实存事物，那个存在者就无法拥有完满的、得到实现的、

得到满足的实存。⑤ 要是这种需要被泼了冷水，要是它得不到满足，或

者要是满足它就会损及其他需要，那么实存就不符合本质，出现了异化。

如前所述，在马克思看来，本质是发展的。马克思的需要概念是理

解此发展的重要工具。需要产生于不断演化的社会条件和关系中，并在

其中发生转变。反过来讲，需要设定了一个个特定的任务，故而若要满

足需要，就得改变世界。我们循着需要和世界的这种相互改造过程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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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解，便能够描绘人类本质的发展。通过了解某个历史节点上的人感

到需要什么，通过理解这种需要的特性及其满足方法，并且通过理解须

经历怎样的特定过程方可满足这种需要，我们便能进而理解人的本质发

展到怎样的水平，以及实存发生了多大程度的转变以适应本质。这样我

们便可对情况作出道德评价。例如，通过确定某个特定社会产生的需要

有什么特性，以及能够用来满足这些需要的生产力和社会过程，我们才能

发现这些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而且我们可以比照需要可被满足或

应被满足的程度作出衡量。我们可以发现实存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本质。

再者，现存的需要不仅指向过去，也指向未来。这些需要告诉我

们，必须如何进一步改变实存以适应我们的需要和进一步实现我们的

本质。为满足某一需要而对实存进行的成功改造也会改变这种需要本

身，或者换言之，某种需要一旦得到满足，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新的需要；

这又要求我们进一步改变实存，以满足那种改变了的或崭新的需要。

人类总有某个道德目标；他们不断地改造实存以契合自己的本质。

马克思在最早期的作品里对上述需要概念一笔带过，只是到了

１８４４年的作品里才进行充分发挥。在最早期的作品里，马克思以一种

不那么具体而是比较形而上的方式提出这种需要概念。他认为，理论

一旦得到充分发展，就不可避免地转向实践。事物的本质一旦发展到

可以获得概念把握和普遍表述的阶段，就作为实践活动转而反对世界。

这里，马克思考虑的是给定历史时期中的国家本质或民族本质。一旦

这种本质充分发展，我们就把它理解为一种哲学、一种总体的世界观、

民族精神。理论一旦抵达这种学理层面，就开始对照本质来衡量一切

特殊实存物；理论批判这些特殊事物，并实际地致力于按照本质来改造

它们。马克思认为，其结果是世界的哲学化亦即按照理论被改造，以及

哲学的世界化亦即投身于世界并在其中发挥作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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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法律和本质这三者在马克思最早期的作品里有着紧密关联。

这里，马克思还没有像他后来要做的那样摒弃法律。自由以法律的形

式存在于国家中；事实上，“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法律是普遍性

的实定规范，自由（亦即本质之发展）在其中获得了不以个人专断意志

为转移的理论存在。普遍的法律体现着本质，而个人的特殊利益是非

本质性的、专断的、偶然的。遵从特殊的利益而非普遍理性的法律，无

异于非道德地、非理性地、奴颜婢膝地臣服于某个特殊对象。在马克思

看来，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被表述为有意识的国家法律。故而法

律是现实生活在意识中的反映。既然法律体现着本质，或者换言之，既

然法律是自然的，那么一旦人不再服从这些自由的规律，国家才可以强

迫人服从法律，也就像卢梭说的那样强迫人成为自由的人。一部人定

法律就好比一条自然规律。例如，它就像重力定律那样，仅当人们试图

违背或忽视这条定律时，才对人们施以外在的限制。国家的法律是自

然规律的有意识表达：它们表达了事物的本质，因而使自由成为可能。

马克思主张，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应该担当自然科学家的角色。人定

法律就像重力定律那样不是被造就或发明出来的。毋宁说，社会关系

的现实内在规律被立法者发现，并被有意识地表述为人定的法律。①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非比寻常，而且可以说迥异于康德的自然概念。

自然规律以及类似于自然规律的人定法律，并不像现象同本体相对立

那样不可避免地同自由相对立。只要满足三个条件，类似于自然规律

的人定法律也便是自由的法律，即：（１）这些法律体现着我们的本质

（而我们的本质是自然的；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２）这些法律是普遍

而理性的（不是立足于特殊利益）；（３）对象的无意识的本质规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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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识的承认，并被公开设定为普遍的规范，因而我们像康德所言的那

样不仅依照法律行事，而是依照法律的概念行事。① 马克思并不是在

混淆事实和价值。单是依照自然或我们的本质行事还不够。我们必须

认识到这个本质是什么，并在如下意义上照此行事，即让有意识的、得

到公开承认的普遍而理性的原则规定着我们的行为。但在这样做的时

候，我们的行为并不像康德理解的那样脱胎于自然之外的领域，也不同

自然相反。人类及其意识和理性，在马克思看来都是自然的一部分。②

马克思的本质概念使得从事实向价值的过渡成为可能。发现事物

的本质，就是发现事物实际是什么，而这又告诉我们那个种类的个别事

物能够变成什么样子，让我们得以看到可能的发展空间，看到事物实际

上的最充分发展。就人类而言，理性便可借此寻求实现这些可能性。

但理性为什么应当寻求这一目标呢？理性为什么应当看重这样一个目

标的价值呢？理性要实现自身就必须这样做。理性也是自然的一部

分，有着要实现的本质。假如理性不这样做，假如理性不展开自身（这

是它的自然命程），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理性遇到了挫折，是不自由

的。但这还是在说理性必须或者能够实现自身，而不仅仅是应当这样

做。橡树果是不是终而长成橡树，不涉及道德自由存在与否的问题。

但人类、理性是不是终而实现自身，则涉及这个问题。理性因其自然本

性而致力于实现自身。但这个目标不是从外面强加给它的，也不是内

在但却无意识的东西。理性因其特定的自然本性，只能有意识地、自由

地寻求自我实现。于是这里就有个应当的问题了。我们不妨说，因为

理性只能有意识地、自由地实现自身，而且有意识的、自由的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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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理性的自然本性，所以理性应当实现自身。

我们还须解释，我们何以能够声称实存符合本质。当我们掌握了

事物的客观自然本性并将其概念化为法律，我们如何表明本质和实存

相互契合？这里，马克思受到康德的影响，我们可以开始看到马克思的

本质概念和自由概念如何联系着这种普遍化概念。马克思认为，检验

实存是否符合本质的办法，是对比形式和内容。法律的内容绝不可违

背法律的形式。法律的客观内容，起源于相关事物的特殊自然本性、现

实生活。另外，马克思和康德都认为，普遍性和必然性是任何法律都须

具备的恰当形式。① 因此，法律的内容须能容纳普遍性和必然性。内

容须能被赋予一种普遍的形式而又不造成矛盾。国家及其法律必须代

表普遍的原则，而非私利或特殊利益。假如法律代表私利，亦即同其他

人相对立的特殊集团或阶级的利益，那么国家就变成维护这种私利的

单纯工具，②法律的内容就违背了法律那普遍且必然的形式。

马克思也把公开性视为法律的一种检验标准，这又同康德一致。

对康德来说，任何行动若会因预先的明令禁止而受到挫败，则被视为非

法行动。这条原则在法律领域发挥作用，正如绝对命令在道德领域发

挥作用。马克思和康德都认为，唯有普遍的东西才能承受公开性，背离

了普遍利益的特殊利益则做不到，因为形式和内容这时会发生矛盾。③

我们至少简略地叙述了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本质概念、需要概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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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化概念如何相互衔接。作好这个铺垫后，我们才能开始探讨马克

思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情，即如何在世界上实现道德。如前所述，在马克

思看来，我们必须把握特殊对象的本质，并把这本质表述为理性且普遍

的法律。这样我们便能对照本质来衡量实存，亦即对照普遍性的形式

来衡量特殊内容。然而，这在马克思看来不仅仅是个人主观分析的过

程。特殊内容的普遍化确实牵涉这一主观成分，但它肯定也是发生在

社会世界里的现实过程，该过程要达到其最高程度的发展就必须显现

在意识中。这种客观发展过程的自然本性（该过程如何发生，何以被

理解、控制和引导），正是令马克思魂牵梦绕的东西，处于马克思早期

伦理学说的核心。事实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早期政治和伦理思想的

主要目标，就是在现代世界中找出能够实现这一客观发展的行动者。

马克思首先认为要把这种行动者定位于自由报刊；继而认为要定位于

贫民；最后在 １８４３年年末，又定位于无产阶级。

马克思在寻找具备某些特征的行动者，这种行动者能以革命的方

式改造社会，因为他的自然命程亦即其本质指引着他向普遍事务迈进。

马克思在寻找这样一种行动者，他的活动和目标都是道德的，因为他能

够调和本质与实存，故而能够实现自由。

马克思在第一次尝试着定位这种行动者的时候，提出时代精神之

捕捉、表达和生产系于自由报刊。自由报刊在任何革命中都扮演着重

要角色，而革命也将在自由报刊中有所反映。自由报刊使物质斗争升

华为精神斗争。它把个别的、特殊的利益同一般的、普遍的利益联系起

来。马克思告诉我们，自由报刊是文化的强有力杠杆。它把需要同普

遍且理性的形式联系起来。革命的动力最初只是单纯的需要或利益，

但经过自由报刊的洗礼后，革命目标则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自由报

刊让我们公开地承认那些可以被普遍化的需要和利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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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借着讨论贫民权利的

契机，重新表述了自己的主张，而且在某些方面有所推进。鉴于他在后

来的文章里继续把自由报刊说成是这样一种行动者，因此我们并不清

楚他是否打算让贫民取代自由报刊作为革命的行动者。或许他在设想

贫民和自由报刊的结合。无论如何，他对贫民的观点后来将移用于无

产阶级。他提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就新的林木盗窃法草案展开辩论

时，贵族试图将自己的特殊利益确立为法律，其结果是法律的内容和法

律的形式发生矛盾。贵族的私利不能被公开采纳为普遍利益。另一方

面，马克思主张贫民的特殊利益同贵族的特殊利益有重大差别。马克

思提出，贫民捡拾枯枝的利益、需要和习惯法符合法律的形式，是能够

被普遍化的，因为贫民的需要是自然的本质需要，①因此是一切人共有

的需要。这里，形式和内容不会产生矛盾。这里，特殊和普遍、需要和

法权相互契合。

马克思在关注自由报刊和贫民的时候，都是在寻找一个群体，该群

体能把特殊同普遍联系起来，因而推动特殊利益朝向普遍利益迈进。

这样一来，哲学便可以转向实践，于是出现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

界化。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１８４３ 年）里，最终把普遍

阶级等同于无产阶级。马克思这样做的时候，比以往更加清楚地阐发

了一套革命理论，将革命的功能视为在实存中实现本质、联系特殊与普

遍以及调和内容与形式。此外，这套革命理论背后的伦理观点，在很大

程度上接近康德的观点，尤其是康德在《关于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

史的观念》里阐述的观点。

马克思开门见山地提出，哲学批判的任务是扬弃政治领域的异

化。② 在德国，哲学批判会采取特殊的形式。同西欧其他国家相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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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当时在社会层面、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都极其落后，而同时在哲学层

面又极其先进。马克思认为，必须通过实现哲学来弥合哲学与现实世

界之间的鸿沟。哲学必须转向实践。① 马克思提出，哲学批判，亦即根

据德国哲学的理想作出的批判，催生了一条“绝对命令”：推翻一切否

定“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关系。康德主张，人必须被作为自在目的来

对待，不得被仅仅当作手段。人绝不可被当作手段，除非同时被当作自

在的目的。马克思的立场似乎比这种观点更强烈。如果制度把人当作

手段，或者没有把人当作最高的目的，那么对这样的制度他一概反对。

一切把人当作手段来对待的制度，都须施以革命的改造。如果这场革

命是要实现那条把人当作自在目的来对待的绝对命令，那么理论（亦

即德国哲学的哲学理想）必须化为物质力量。而要化为物质力量，哲

学理论就必须掌握群众。② 只有当理论契合并实现群众的需要，哲学

理想才能掌握群众。理论和实践相契合，就会弥合哲学理想同世界的

鸿沟，弥合本质与实存的鸿沟。哲学将变成世界的，而世界也将变成哲

学的。或者套用马克思的说法，思想与现实相互靠拢。③ 一方面是普

遍、自由和绝对命令，另一方面是特殊需要，二者将会相辅相成。

在某种意义上说，任何革命若想取得成功，就必须让普遍利益和特

殊利益达成哪怕暂时的一致。在资产阶级革命中（马克思称之为部分

革命或政治革命），一个特殊阶级解放了自身并取得政治支配地位。

要完成这一点，资产阶级的特殊阶级利益必须表现为整个社会的一般

利益。资产阶级必须表现为社会的一般代表，反对表现为一般压迫者

的另一个阶级，于是资产阶级所谋求的解放在社会其他阶级看来似乎

是普遍地摆脱压迫者阶级。④ 然而，革命风潮一旦退去，资产阶级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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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阶级利益便不再代表一般利益，而是同其他下层阶级的利益发生

冲突。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激进革命或者普遍革命）在若干重要层

面与之有别。马克思力图主张，无产阶级的特殊阶级利益确实符合普

遍利益，或者，我们不妨说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符合绝对命令。我想马

克思的观点是这样的：无产阶级遭受深重的压迫，遭受残酷的剥夺和凌

辱，因此它的特殊阶级利益、它的自私需要乃是极其根本的需要，很难

把这些需要视为特权要求。这样的需要和利益，是人所共有的基本需

要和利益。它们是有着本质意义的需要，即对体面的衣食住行、教育、

人的正常发展等等的需要。这些需要合乎绝对命令，也就是说，绝对命

令要求满足这些需要。①

哲学是革命的头脑，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心脏。哲学通过在无产阶

级那里找到自己的物质武器而转向实践，发生世俗化。于是，随着无产

阶级在哲学那里找到自己的精神武器，世界也就发生哲学化。②

马克思此处的观点明显类似于康德的观点，尽管康德在《道德形

而上学的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里，确实明明白白地否认经验事物

（利益、需要或倾向）能够决定道德，纵使这些经验事物符合道德的

要求。③

在道德领域，至少对康德以及某些其他传统而言，一种行为要成为

道德行为就不能以自利为动因。可一旦从伦理学转到政治理论，或者

一旦考虑伦理学和历史哲学之间的关联，包括康德在内的任何严肃的

理论家，都不会想当然地假定人们的行为合乎道德。在政治理论中，我

们不能假定人们排除一己之利，或者假定人们总会依照绝对命令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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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理论的任务就是构想出某种模型来重新设计社会政治制度，或者

理解社会政治制度那不断变化的结构，以便能够对自利进行疏导，使其

至少产生秩序和安全，（假如可能的话）继而产生道德。当然，马克思

并不假定人人都是大善人。他主张，阶级利益和需要将催生这样一个

社会，其中有可能重新出现道德。

尽管康德在其伦理学著作中否弃了特殊利益，但当他转而探讨政治

理论和历史哲学的时候，便认为特殊利益对实现道德具有本质意义。他

在《论永久和平》里写道：“我们不能由道德去指望良好的宪制，而不如反

过来，由良好的宪制才能指望一个民族的良好道德教化。”他还写道：

建国的问题不论听起来是多么艰难，甚至对于一个魔鬼的民

族（只要他们有理智）也是可以解决的。这个问题是：“要安排一

群有理性者（他们为了自己的存续，均要求普遍的法律，但每个人

却暗自想要豁免于这些法律），并建立起宪制，使他们虽然在个人

的心意中彼此对抗，但却相互抑制其心意，以至于在公开的举止中

仿佛他们并无这样的恶念。”①

类似地，康德在《关于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观念》和《论永

久和平》里阐发了一套历史哲学，根据这套历史哲学，“当每个人按照

各自的心意，而且往往相互掣肘地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时，他们不知不

觉地朝着他们自己所不知道的自然目标，以之作为一项指南而前进，并

且为促成这个目标而努力。即使他们知道了这个目标，也很少将它再

放在心上。”②

这一论点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改写版，后者解释了

共同善如何脱胎于一系列自私举动。对斯密来说，市场经济中的人都

仅仅追求他们自己的私利，亦即他们自己的利润。但鉴于这个社会的

结构，亦即由于分工，谁也不是自足的，谁也生产不出自己需要的所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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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谁都得在方方面面依赖其他人（买进、卖出、求职、雇佣等）。由于一

切人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孜孜不倦的自利追逐活动通过看不见的手

（亦即无意识间）产生共同善，产生国民财富，其效率比刻意为之更高，而

若没有这种共同善、这种国民财富，谁也没机会实现个人利润。①

这种发展的关键，在康德看来是“非社会的社会性”；人们既有同

社会上的其他人联合的强烈习性，又有离群从而随心所欲的自私念想。

在虚荣、功名心、贪婪的驱使下，上述对抗推动我们去发展自己的力量

和能力。康德认为，一段时间之后，这种社会将转变为道德的社会。②

人类的最高发展，亦即人类力量和能力的完全实现，仅在拥有特定

宪制———它允许每个人有最大程度的自由，只要这自由同所有人的自

由协调一致———的社会里才做得到。康德认为，正是源自非社会的社

会性的那种对抗，会造就这样一套理想的宪制。战争会驱使我们落实

理性本会自始告诉我们的事情，即形成国际联盟，亦即形成正义合法的

国家间关系，并通过这种国际联盟最终在每个国家内部形成正义的宪

制。换言之，由各国相互冲突的特殊利益催生的战争，会引发绝对命令

本会自始要求的事情。③

鉴于各国间商贸往来的增长以及日益强化的相互依存关系，人们

开始察觉，战争甚至会殃及未参战国家的商业利益。这类国家将不得

不从中斡旋调停，进而为国际联盟铺平道路。④

在马克思看来，相互对抗的不是康德所谈的国家，而是阶级，并且

道德目的之实现须依靠单一阶级而非国际联盟。不过除此之外（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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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Ａ． Ｓｍｉｔｈ，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ｄ． Ｅ． Ｃａｎｎａｎ，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３７，
ｐ ４２３．我们将要看到，马克思并没有采用“看不见的手”模式作为自己的理想
社会，而只是用于自己的革命理论。

ＩＵＨ，ｐ １５ ａｎｄ ＫＧＳ，ＶＩＩＩ，ｐｐ．２０－２１．ＰＰ，ｐ １１１ ａｎｄ ＫＧＳ，ＶＩＩＩ，ｐ．３６５．
ＩＵＨ，ｐｐ １６－ １９ ａｎｄ ＫＧＳ，ＶＩＩＩ，ｐｐ． ２２ － ２５；ＰＰ，ｐ １１２ － １１３ ａｎｄ ＫＧＳ，ＶＩＩＩ，ｐｐ．
３６６－３６７；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ＣＪ），ｔｒａｎｓ．Ｊ．Ｈ．Ｂｅｒｎａｒｄ，Ｈａｆｎｅ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６６，
ｐｐ ２８２－２８４ ａｎｄ ＫＧＳ，Ｖ，ｐｐ．４３２－４３４．
ＩＵＨ，ｐ ２３ ａｎｄ ＫＧＳ，ＶＩＩＩ，ｐ．２８．ＰＰ，ｐ １１４ ａｎｄ ＫＧＳ，ＶＩＩＩ，ｐ．３６８．



然，许多其他差别亦除外），康德和马克思都认为，特殊利益的冲突会

导致兑现绝对命令的要求。

康德认为，有两个因素在历史中起作用，而且二者汇流向同一目

的。其一是我们自己的理性，亦即绝对命令的道德指令。其二是冲突

所造就的自然—历史运动，随着冲突愈演愈烈，我们被迫在无意识间迈

向道德本会自始要求的那些理性目的。①

在康德看来，不能把这第二个因素当作已知为历史所固有的现实

目的，而只能当作一种理念，或者他在《判断力批判》里所谓的调整性

理念，我们从来无法确认但却必须接受这理念的现实，仿佛它已经成

立，这样才能发现整个现象界之中的充足统一性，让我们的理智得以履

行自己的正当使命。② 这样一种普遍历史的理念尽管实际上无法被认

知，但却允许我们的理智活动去扶助和催促历史的进程。③ 康德认为，

人类除了凭借自己的理性缔造的东西，得不到任何幸福或完满。④

康德当然不认为历史冲突能够实际产生道德。但它能够产生合法

律性；它能迫使转入这样一种境况，在其中，至少我们的外部行为符合

我们的道德义务。是否能从这里出发迈向为了道德法则的缘故而行事

的状态，则全靠我们自己了。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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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ＵＨ，ｐｐ １８－１９ ａｎｄ ＫＧＳ，ＶＩＩＩ，２４．ＰＰ，ｐ １００ ａｎｄ ＫＧＳ，ＶＩＩＩ，ｐｐ．３５５－３５６．
ＩＵＨ，ｐ ２４ ａｎｄ ＫＧＳ，ＶＩＩＩ，２９．ＰＰ，ｐｐ． １０７ － １０８ ａｎｄ ＫＧＳ，ＶＩＩＩ，ｐ． ３６２；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ｕｒｅ Ｒｅａｓｏｎ，Ｂ３７３－Ｂ３７５，Ａ３２３，Ａ３２６－Ａ３２７，Ａ５０９－Ｂ５３７，Ａ６４４－Ｂ６７２，Ａ６４７－
Ｂ６７５，Ａ６７０－Ｂ６９９．
ＩＵＨ，ｐ ２２ ａｎｄ ＫＧＳ，ＶＩＩＩ，２７．ＰＰ，ｐ １１２ ａｎｄ ＫＧＳ，ＶＩＩＩ，ｐ．３６６．马克思那种通过改
造实存获得实现的本质的概念，的确不仅仅包含着一种调整性的理念。他的

本质概念使他能够把实现真正的现实说成一种义务和最终目的（“Ｍａｒｘ ｔｏ
Ｒｕｇｅ ｉｎ Ｓｅｐｔ １８４３”，ＭＥＣＷ，ＩＩＩ，ｐｐ．１４２－１４４ ａｎｄ ＭＥＷ，Ｉ，ｐｐ．３４４－３４６）。然而，
同康德认为的一样，这个过程是纯粹属于人的社会过程。不存在黑格尔所谓

的绝对，不存在理性的狡计，因此人类不可能预判或指引历史的发展。

ＩＵＨ，ｐ １３ ａｎｄ ＫＧＳ，ＶＩＩＩ，ｐ．１９．
“Ａｎ Ｏｌ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Ｒａｉｓｅｄ Ａｇａｉｎ”，ｉｎ 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ｐ １５１ ａｎｄ ＫＧＳ，ＶＩＩ，ｐｐ．９１－９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ｌｏｎｅ，ｔｒａｎｓ． Ｔ． Ｍ． Ｇｒｅｅｎｅ ａｎｄ Ｈ． Ｈ． Ｈｕｄｓｏｎ，
Ｈａｒｐｅｒ ＆ Ｒｏｗ，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６０，ｐｐ ８９－９０ ａｎｄ ＫＧＳ，ＶＩ，ｐｐ．９７－９８．



康德的道德学说以及他的政治学说和历史学说之间，无疑存在一

定的张力。他在自己的伦理作品里提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合

乎道德地自由行事。在自己的政治和历史作品里，他认为道德举动总

的看来只有借助历史和文化才成为可能。① 此外，正是特殊利益的冲

突把人们引向道德社会，导致个人道德的广泛可能性。可是，依着特殊

利益行事不算道德行为。

因此，马克思所使用的绝对命令概念，十分接近康德的观点，但不

是康德伦理作品里的观点，而是其政治和历史哲学作品里体现的观点。

不过，我们可能遭到如下反对意见，即我们还没提到康德和马克思的一

大根本分歧：马克思认为正是革命实现道德，而康德摒弃革命，视之为

不道德的东西。这使得他们的观点看起来很不一样。但即便在这里，

假如我们细致研读康德对革命的看法，我们会发现他与马克思的差异

出乎意料地没那么大。康德在谈到法国大革命时指出：

假如一场由坏宪制引起的暴力革命，以非法方式形成了一套

更合法的宪制，那么就不允许人们回归旧的宪制；尽管在革命爆发

期间，所有公开或隐秘地投身革命的人按理都要受到叛乱者应得

的惩罚。②

康德愿意接纳革命的成果，但他不认为革命符合道德，也不鼓励革

命，至少不鼓励自下而上的革命。康德阐发了他所谓的“公开性原

则”，认为据此可表明革命非法。公开性原则之于合法律性的作用，恰

如绝对命令之于道德的作用。若某种行为一经预先的公开揭露就将遭

到否弃，这样的行为应该一律被视为非法行为。如此说来，这条原则仅

仅是消极原则。它会告诉我们，某些行为应属非法行为，但这并不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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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ＰｒＲ，ｐ ３８ ａｎｄ ＫＧＳ，Ｖ，３６． ＩＵＨ，ｐ ２１ ａｎｄ ＫＧＳ，ＶＩＩＩ，２６． ＰＰ，ｐｐ． １１２ － １１３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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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ｓｔｉｃｅ：Ｐａｒｔ Ｉ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ｓ，ｔｒａｎｓ． Ｊ． Ｌａｄｄ，ＢｏｂｂｓＭｅｒｒｉｌｌ，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１９６５，ｐｐ ８６－８９ ａｎｄ ＫＧＳ，ＶＩ，ｐｐ．３２０－３２３．可是康德在此补充说，君
主有无可争议的权利去试着夺回因叛乱而丧失的王国。



着所有能同公开性相吻合的行为都应该是合法行为。例如，拥有足够

强大军队的强权政府，没准也能公开展示自己压迫百姓的计划，而不会

让该计划招致落空的风险。① 公开性是合法律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

条件，这条原则只会告诉我们某些行为应属非法，但不会筛选出所有应

算作非法的行为。

于是，在康德看来，公开性原则表明革命应属非法。② 但如前所

述，马克思也运用了一种公开性原则，但却用来支持革命。怎么可能出

现这种分歧呢？我想答案在于康德犯了错误，他把革命同政变混为一

谈了。他的原则会表明政变应属非法，即一小撮人图谋颠覆政权的计

划一旦提前败露，几乎肯定会遭到挫败。但是，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民

众革命，则有可能做到如下事情并从中受益，即公开“自己伺机反叛之

意的信条”。这类革命遇到的最严重障碍，往往绝不是公开性，反倒是

欠缺兑现公开性的途径。促进生活状况改善的革命，通常因其公开而

风起云涌。然而，公开性原则对康德来说是个消极原则。行为的合法

律性并不因其单纯同公开性相吻合而成立。如我们所见，强权政治力

量的不义之举也符合公开性原则，但并不合法。然而，康德在《论永久

和平》的结尾向我们提供了一种肯定性的公开性原则。他说：“所有需

要公开性（以免错失其目的）的准则”，换言之，不单只是合乎公开性的

行为、实际要求公开性的行为，“均与政治和法权协调一致”。③ 因此，

无论康德本意如何，群众革命（而非政变）也完全可以是正义的。

或许还有人提出，革命中牵扯的暴力，违背了绝不把人仅当成手段

而须将其视为自在目的这样一条绝对命令。但我们不容易从康德的作

品里推导出这种观点。康德本人似乎并不认为上述绝对命令必然排除

暴力。他确实根据这样的理由拒绝常备军，他说：“受雇杀人或被杀，

似乎要把人仅仅用作另一人（即国家）手中的机器和工具，这与我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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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人权很难吻合。”但另一方面，他似乎在紧接着的论述里赞成防御

性的国民军。①

倘若暴力未必牵扯到不正当地把他人作为手段来对待，倘若反抗

暴政的多数人革命通过了公开性原则的检验，那么我们不妨推出一种

更贴近马克思的看法，即反抗暴政的大众革命可被设想为一条普遍

法律。②

二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讨论马克思深受康德影响的第二个领域了。除

了他的革命理论，马克思还在其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将凭借无产

阶级革命而成为现实———的理论中运用了绝对命令的概念。在这方面，

我们也将能够说明马克思如何最终调和了他的亚里士多德式本质概念

和他的康德式绝对命令概念。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得解释一下马

克思的对象化概念和共同体概念。在同样创作于 １８４４ 年的《詹姆斯·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和（尤其是）《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里，我们可以明明白白地找到对象化（Ｖｅｒｇｅｇｅｎｄ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ｕｎｇ）这个重

要概念，正是这个概念让马克思得以更加清楚犀利地表述自己的诸多

观点。对象———它总是对象化的结果———是维系另一存在者的存续并

满足其本质所必需的实体。另一方面，对象化则是某个实体的力量在

对象中的表达、体现或落实。例如，马克思说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植

物的生存和成长需要太阳。反过来说，植物也是太阳的对象———在植

物的生长中，太阳将自身的生发力量变成现实、对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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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ＰＰ，ｐ ８７ ａｎｄ ＫＧＳ，ＶＩＩＩ，ｐ． ３４５． 亦 参 见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ｐｐ １１８－１１９ ａｎｄ ＫＧＳ，ＶＩ，ｐ．３４６．马克思也赞成以国民军取代常备军，参见“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ｉ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Ｃｏｍｍｕｎｅ”，（ｅｄ．）Ｈ．Ｄｒａｐｅｒ，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７１，ｐｐ ７３－７４ ａｎｄ ＭＥＷ，ＸＶＩＩＩ，ｐｐ．３３８－３４０．
康德在如下作品里似乎很接近这种立场，参见“Ｏｌ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ｐｐ １４３－１４５ ａｎｄ
ＫＧＳ，ＶＩＩ，ｐｐ．８５－８６．



对人来说，对象是人类据以满足自己本质、维系自身生存的东

西———例如，食物就是饥饿的对象。人还需要某些能够借以将自身力

量对象化的对象———例如，有待加工的原材料。人类必须加工自然、改

造自然，以便满足自己的需要。① 人类改造实存来适应自己的本质。

于是，劳动重新安排和塑造了现存的自然世界，使之成为能够满足需要

和本质之现行水准的各种对象。满足需要的对象是对象化过程的结

果、产物。对象化始于某个主体，该主体的力量、能力和观念已经历史

地发展到由该主体的社会世界———包括它的特定技术水准、生产组织

水准、文化水准等———所限定的水准。这些主观因素（这些力量、能力

和观念）要对象化，亦即得到实现和发展，就须投入工作和对象生产。

这些主观因素若不投入工作，若得不到施展，那么它们肯定不会发展，

而且事实上它们仅仅处于潜能状态。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人类能够生产

的对象的种类，来判定这些主观因素发展到怎样的水准。此外，随着新

的对象（比方说，一件工具）被发明和生产出来，为了使用该工具，会有

新的力量和能力介入、得到施展和发展。这些新的力量和能力继而又

会催生新的观念和需要，这些新的观念和需要进一步要求新的对象，也

就进一步要求有新的力量、能力和观念来生产和驾驭那些新的对象。

需要的对象催进了对象化的发展，对象化也促进了需要对象的发展。

实存受到改造，需要和本质向前发展。

须注意，马克思在其早期作品里，把整个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都看

作对象化的结果；人类的劳动不断把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改造为满足

需要的对象。马克思认为，原初的未经改造的自然不复存在，也无法满

足人的需要。②

在马克思看来，可从上述对象化概念引出一项推论，即人可以在其

对象中观察自身。人可以把他们的整个世界视为自己的产物，亦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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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ＥＰＭ，ＭＥＣＷ，ＩＩＩ，ｐ．２７２，ｐｐ．３３６－３３７ ａｎｄ ＭＥＷ，Ｅｒｇ．Ｉ，ｐｐ．５１１－５１２，５７８－５７９．
ＥＰＭ，ＭＥＣＷ，ＩＩＩ，ｐ．２７３，ｐｐ．３０３－３０５，ｐｐ．３４５－３４６ ａｎｄ ＭＥＷ，Ｅｒｇ．Ｉ，ｐｐ．５１２－５１３，
ｐｐ．５４３－５４６，ｐｐ．５８７－５８８．



类力量和观念的兑现。人发现这个世界是满足自己需要、因而也肯认

和强化自己需要的地方。① 人的实存受到改造，从而适应人的本质。

人的对象不是异己的、另外的东西，而就是人的本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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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ＥＰＭ，ＭＥＣＷ，ＩＩＩ，ｐ．２７７ ａｎｄ ＭＥＷ，Ｅｒｇ．Ｉ，ｐ．５１７．
我们现在不妨讨论一下卡门卡（Ｋａｍｅｎｋａ）提出的有趣问题。他联系事实与价
值之争指出，人们把“善”既当成一种性质又当成一种关系。假如把“善”当成

性质，那么我们就能够确立科学的或客观的伦理学。这里，“善”被视为有事实

依据可查的事物属性。但这种进路摧毁了如下幻象，即有关善的重要观念从

逻辑上意味着或要求我们追求善或支持善。另一方面，通过把“善”当成一种

关系，我们能够确立起传统的主观拥护性的伦理学概念。这里，“善”是相对我

们而言的，是某种被要求、被珍视、被谋求的东西，而摒弃善是错误的做法。卡

门卡告诉我们，假如把“善”视为关系而非性质，宣称“应当从善”的主张就毫

无客观性可言。在卡门卡看来，伦理学可以是主观拥护性的也可以是客观性

的，但不可能兼而有之。伦理学要想兼具主观拥护性和客观性，必然意味着

“善”既是性质也是关系。卡门卡认为这样一种融合是在混淆是非，将导致把

关系当作事物性质的构成要素。卡门卡提出，事物不能由它们的关系构成，因

为事物在其能够涉足各种关系之前必定已有性质。在它们能被赏识、弃绝或

追求之前，它们必定是某种东西。性质在逻辑上并不取决于关系，性质本身也

不意味着关系。参见 Ｅ． Ｋａｍｅｎｋａ，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７２，ｐｐ ８９－ ９４。与卡门卡的看法不
同，我不认为马克思采取这样的看法。古尔德已经证明，马克思在后期作品里

没有采取这样的看法。参见 Ｃ．Ｇｏｕｌｄ，Ｍａｒｘ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１９７８，ｐ．３８，ｐ．４０，ｐ．８７，ｐ．１８４（ｎｏｔｅ ２２）。甚至按照马克思
早期作品的看法，关系也不构成性质，但关系确实会改造现存的性质。尤其

是，劳动改造了自然对象的性质、我们的需要的性质、我们的感觉的性质以及

我们的意识的性质；劳动改造和实现事物的本质。这乍看之下不是一种把性

质和关系、事实和价值联系起来的不当方式。在马克思看来，我们的意识、我

们的需要和价值，在改造实存和实现本质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改造自然的

过程受到我们的需要的引导，这些需要有一部分是对既定自然对象的需要，但

劳动在满足需要的同时，既改造了自然对象也改造了我们的需要和意识。事

实和价值始终相互贯穿。只要我们去研究已经蕴含着价值的对象，以便把握

其本质和推导出规范（或者套用马克思早期的说法，推导出人定法），那么我们

就不能说我们从非道德的前提演绎出道德的结论。卡门卡似乎理解马克思要

做的事情，他认为马克思要想做到那件事就得把所有差异消融于严格的一元

论。鉴于卡门卡认为，融合性质和关系、事实和价值的唯一途径是主张关系创

造或构成性质，他认为马克思不得不采取一种经不起推敲的立场，即劳动主体和

对象、自然和人之间的全部差别皆须清除。对象必须完全由人类主体构成，因而



此外，在马克思看来，个体同其他人有着相同的关系。其他人是个

体的对象，为个体所需要。马克思试图以一种很有趣的方式，剔除“对

象”和“需要”的通常意义。把人称为对象，这意思不是说人是物或者

把人当成物来使用。对马克思而言，对象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对象是

我们本质的组成部分。说其他人或者人类是我们的对象，这意思是我

们需要他们，他们是我们本质的一部分。要是没有他们就不可能进行

任何复杂的生产，语言也将不复存在，而个体也不会发展成人。再者，

鉴于人是对象化过程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是对象。人类正是

（作为社会中的互动成员而非仅仅作为个体）通过自身力量和能力的

运用与对象化，才发展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样子。① 对象化的产物不仅

满足和发展作为生产者的个体，而且满足和发展社会中的其他人。其

他人生产的对象，使我们摆脱需要的支配，得以追求更高级的需要，进

而发展更高级的力量、能力和观念。个体需要和个体力量的发展，亦即

个体本质的发展，既有助于也依赖于类需要和类能力（亦即类本质）的

发展。因此，我们能够在其他人那里体察我们自己，体察我们的本质。

类是我们的对象化的产物，而我们是类的对象化的产物。

马克思想要社会交往成为自觉的目的性活动。只有这样，人的本

质和自由才能得到充分实现。换言之，个体必须自觉而有目的地把类

当作自己的对象或目的。马克思主张人类是一种类存在，而类存在能

够把自己的类作为其理论和实践的对象。要能把类作为理论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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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完全消溶于主体，参见 Ｋａｍｅｎｋａ，ｐｐ．９５－９９，ｐ．１１０。但马克思的立场并不就是
这样。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铿锵有力地提出，人类这种客观
存在必须同外在于自身的独立对象联系起来，参见 ＥＰＭ，ＭＥＣＷ，ＩＩＩ，ｐｐ．
３３６－３３７ ａｎｄ ＭＥＷ，Ｅｒｇ．Ｉ，ｐｐ．５７８－５７９。劳动的确起到构成作用或消融作用，但
只是借助于改造先前存在的对象性质。因此，劳动并不抹杀主客之间的全部

区分，而只是在本质上把主客统一起来。劳动克服了对象的异己性，但没有克

服全部的差别。要了解相关问题的讨论，参见笔者即将面世的著作《马克思的

方法与认识论》（Ｍａｒｘ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第一章。
ＥＰＭ，ＭＥＣＷ，ＩＩＩ，ｐｐ．２７８－２７９，ｐｐ．２９８－３００ ａｎｄ ＭＥＷ，Ｅｒｇ． Ｉ，ｐ．５１９，ｐｐ．５３７－５４０．
ＣＭ，ＭＥＣＷ，ＩＩＩ，ｐｐ．２２７－２２８ ａｎｄ ＭＥＷ，Ｅｒｇ．Ｉ，ｐｐ．４６２－４６３．



这意味着个体能够设想普遍观念或一般观念，亦即类观念。相反，动物

只能想到特殊的东西。这就通过锁定人和动物的区分标志（类和属的

区分标志）来认定人的本质。这很接近“人是理性的动物”这种亚里士

多德式的观念。另一方面，要把类作为实践的对象，意味着将类当成实

践活动的目的或目标。① 于是，要实现我们的本质，我们就必须把类作

为理论和实践的自觉对象。既然个体的本质仅仅通过为切合需要而改

造实存的集体过程———其中涉及通过劳动将力量和能力对象化———发

展起来，既然个体力量和能力的发展是类的对象化的结果，那么由此得

出的结论是：个体最高最充分的发展，取决于个体将类的发展作为自己

刻意的目标。个体在本质上仅是他们通过与他人交往而变成的样子。

类是个体自己的本质。把类的发展作为我们的目的或对象，就是要把

我们自己本质的发展作为我们的目的或对象。

此外，对象化过程要成为自觉的目的性活动，人就必须处于能够时

常顺畅满足自己需要的地位，以便使自己摆脱需要的支配。人总是有

各种需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总是必须受到需要的驱使和支配。需

要绝不决定对象化。毋宁说，我们的对象化、我们的需要以及新需要的

发展，都须由意识来决定。②

目前为止，我仅仅描述了对象化的理想形态。但对象化也有可能

出现异化。假如个体并未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对象亦即满足需要的劳

动产品，假如该产品由他人控制或由异己的市场规律控制，那么该产品

肯定无法被有意识地控制和引向类的善。该产品将单单惠及特定个

体，即它的所有者。鉴于工人需要该产品却并未控制它，工人因此将成

为该产品的奴隶。鉴于整个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都是对象化的结果，

工人将丧失整个世界，亦即整个世界将同工人相异化。③

其次，假如工人没有自觉控制生产过程亦即对象化活动，那么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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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ＥＰＭ，ＭＥＣＷ，ＩＩＩ，ｐｐ．２７５－２７７ ａｎｄ ＭＥＷ，Ｅｒｇ．Ｉ，ｐｐ．５１５－５１７．
ＥＰＭ，ＭＥＣＷ，ＩＩＩ，ｐｐ．２７６－２７７ ａｎｄ ＭＥＷ，Ｅｒｇ．Ｉ，ｐｐ．５１６－５１７．
ＥＰＭ，ＭＥＣＷ，ＩＩＩ，ｐｐ．２７２－２７３ ａｎｄ ＭＥＷ，Ｅｒｇ．Ｉ，ｐｐ．５１１－５１３．



动也就不能被自觉引向类的善。此外，这种对象化活动将不是自由的

活动。作为类的对象化的该活动本应是自在目的，却将变成惠及特定

个体的单纯手段———它将产生工资来维系那受到需要驱使的工人的基

本生计。作为单纯的手段，工作本身将成为乏味而无意义的强迫

活动。①

以上两种形式的异化，即同产品相异化以及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

异化，相当于与类相异化。无论产品还是生产活动都未刻意引向类的

福祉；类没有发展；于是个体也就没有发展。既然生产活动未受到自觉

引导，它也就不是自由的活动。在类所面对的这个世界里，找不到类的

反映和肯认。类的世界并不表现为它自己的作品和现实。它面对着一

个异己的对象。

总的说来，异化是指出现了这样一种社会现象或制度，它虽然实际

上源自社会中个体的活动和交往，但却表现出属于自己的独立、客观且

自主的生命，转而侵扰和宰制那些个体。在交换经济中，人类进行生

产，将其产品交给市场，而不以人之意志为转移的市场规律开始彰

显———任何个体都无法操控市场规律。既然人类需要这些产品却又没

有控制它们，它们便受到交换过程的支配。

再者，马克思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认为，交换扭曲了人的美德。道德

美德不再表现为人们不顾一切追求的目的，而仅仅表现为我们被迫用

来实现市场目标的手段。例如，在马克思花费一定笔墨论及的借贷关

系中，人的正常美德不再由其固有的标准来衡量，而须经受潜在信用风

险的计算。例如，可靠不再表现为独立的价值，即作为自在目的的美

德，反倒成为获得贷款的手段（对借入者而言），以及表现为确保偿还

可能性的手段（对借出者而言）。信用标准变成了道德标准，人类被当

作一个非人格的异己过程中的要素或手段。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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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ＥＰＭ，ＭＥＣＷ，ＩＩＩ，ｐｐ．２７４－２７５ ａｎｄ ＭＥＷ，Ｅｒｇ．Ｉ，ｐｐ．５１４－５１５．
ＣＭ，ＭＥＣＷ，ＩＩＩ，ｐｐ．２１４－ ２１６ ａｎｄ ＭＥＷ，Ｅｒｇ． Ｉ，ｐｐ．４４８－ ４５０；Ｎｉｃｏｍａｃｈｅａｎ Ｅｔｈｉｃｓ，
１２５８ａ，亦参见 １１５６ａ．



同样道理，在发达的交换经济中，人类的本质活动（在马克思看来

是劳动）不再寻求生产那些直接为劳动者所需的产品。劳动不再促进

实现人的本质。劳动及其产品变成了单纯用于交换工资的谋生手段。

实存未被改造成为本质的实现手段；相反，人的本质活动变成了维系底

线生存的手段。对马克思来说，一如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生产或“致富

术”指向基本需要的满足，并且维系生存当然是必需的事情。但这种

活动不是人本来的最高目的。应把这种活动视为必要的基础，人据此

得以进而投身于作为如下事情题中之意的各类活动，即善的生活———

这种生活包含着种种作为自在目的的活动———以及人的本质的最高实

现。① 把后面那几类活动转变为单纯的谋生手段，就是在本末倒置，就

是无力实现人的本质。这里还涉及另外一个问题。众所周知，亚当·

斯密主张，交换经济中的共同善是通过看不见的手在不知不觉间造就

的。没有人自觉地追求共同善。每个人都仅仅谋求他的一己之利。但

鉴于所有人彼此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相比于众人自觉谋求共

同善的情况，自利行为反倒更加有效地造就了共同善。

十分清楚的是，马克思彻底拒绝了亚当·斯密的这一模式，认为

它不宜作为社会的模式。而且马克思的拒绝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出

于道德的拒绝。仅仅造就某种善或者仅仅依照既定的道德预期行

事，并不等同于道德———早在苏格拉底那里就有这样的观点，而且亚

里士多德和康德显然也采取这种立场。一个人若要合乎道德地行

事，就必须理性地认识善的意涵，而且其行为必须出于这种理性认识

的激励。行为的做出必须是因为认识到它是善的。自私地行事并且

事后得以产生某种善，这算不上道德，无论该行为多么富有成效。道

德要求自觉的意图。②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关系应该是直接而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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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善不应通过看不见的手产生出来。不经意间满足他人需要，

这是不够的。①

马克思明确主张，共同体是能够实现人之本质的唯一社会类型，是

唯一合乎道德的社会。若要充分实现人的本质，就必须自觉地理解并

有意识地引导社会交往。我们必须自觉改造社会，使其切合人的本质。

我们在自觉满足他人需要的同时，也就自觉实现了他人的本质。在这

样一种社会里，每个人都会自觉承认和感受到其他人的力量和重要性，

人们在满足他人本质的过程中也就满足和发展了自己的本质以及属于

自己的力量和重要性。社会关系将成为合乎道德的关系。人与人的相

互关系将类似友爱的共同体，亚里士多德当年认为这对善的国家来说

是必要条件。②

因而简言之可以说，若要合乎道德，若要实存同本质相符，就必须

克服异化、特别是与类的异化。

我们还须注意，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康德的自由

概念。未异化的人当然是自主的，他们的行动当然是能够普遍化的。

他们在如下意义上是自主的，即他们不受需要的驱迫，而是对需要的满

足进行自觉规制。他们不受制于异己的市场力量，而是亲自驾驭他们

的社会交往。这样的人不受外界的支配。他们的活动不受制于特殊的

利益或个体的需要。毋宁说，他们的活动自觉指向人类本质的实现，亦

即指向满足所有人共同的需要，这些需要是能够普遍化的，满足这些需

要将是绝对命令的要求。

我们还得就需要和绝对命令的相互关系多说几句。康德至少在《实

践理性批判》里承认，倾向、利益或需要可以体现在任何准则的内容里。

然而，合乎道德的自由行为，要求我们愿意仅仅因为某一准则能够普遍

化因而是合乎理性的就加以贯彻，而不是考虑到各种利益、需要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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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目的、利益、需要或好处会在我们的准则中有所体现，这是康德

并不反对的事实。它们是意料之中的准则组成部分，总是在场的东西。

只是它们绝不可以成为决定我们意志的要素；要获得自由而合乎道德的

行为，决定我们意志的只能是准则有可能普遍化而不出现矛盾这一点。

或许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在于康德提出绝对命令要求我们追求自己的

幸福。追求幸福至少是我们的间接义务，这不是因为我们渴望幸福（固

然，我们的确渴望幸福），而是因为不可能将不追求幸福这一点普遍化。①

我想这也是马克思的看法。我们之所以追求某个对象，不是因为它满足

个体的特殊需要或特殊利益———这样就等于受到需要的驱迫和对象的

支配，就是他主性（ｈｅｔｅｒｏｎｏｍｙ）。我们追求某个对象是因为这样的做法

能够普遍化，是因为所有人全都需要该对象，是因为不可能将不追求该

对象这一点普遍化，一言以蔽之，该对象实现了类本质。②

此外，尽管对象和需要意义重大，马克思暗示我们，类活动本身才

是我们的最高目的。③ 对象是目的而非手段，活动的展开不可能没有

对象也不可能没有需要的满足，但生产对象和满足需要的活动才是最

高目的。最高目的是某种形式的活动，即自由的并且自觉实现类本质

的活动。这种活动不会是其他东西的单纯手段，而是自在的目的。这

种活动不会由外界决定。

再者，对马克思来说，需要某个对象并不就意味着他主性，因为

所需的对象就其本身而言不是他主性的。需要的对象是我们本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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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① 马克思不接受康德式的本体界概念，就此而论他的看法有

别于康德。本体界对康德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若没有本体界，则我们将

完全置身于现象界，我们的一切行动将全部由他主性的因果关系决定。

马克思拒绝本体界的概念，转而运用一种本质的概念。当不存在异化

的时候，对象就不是他主性的，就是我们本质的一部分。鉴于人类建构

并且以集体方式控制着对象世界，对象在本体论层面消溶于主体。人

类发现自身在那个世界中有所反映，并发现那个世界在本质上与自身

同一。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的活动将是自由的，而非他主性的。

马克思以下面这种方式把亚里士多德和康德联系起来。我们不是

由外界决定的，我们是自由的，因为我们不为实现某个外在目的而行

事；我们的活动，亦即类的自由活动，其本身就是目的。但这也意味着

目的就是实现类本质、类的善。我们还因为如下事情而是自由的，即为

实现类本质、类的共同需要而行事就是为普遍事物行事；这符合理性和

绝对命令。实现我们的本质等同于按照绝对命令行事。这种等同之所

以可能，是因为马克思把我们的本质理解为一种类本质。要实现我们

的本质，我们就必须自觉而有目的地为类的福祉行事。但为类的福祉

行事就是为普遍事物行事，即按照绝对命令行事。进言之，瞄准普遍事

务的行动不仅实现类本质，而且实现一个人自己的本质，而根据一个人

自己的本质行事就是要成为自由的人。

（译者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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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早期政治作品

［美］约瑟夫·奥马利 著　 姚　 远 译

在卡尔·马克思（１８１８—１８８３年）的著作里，没有哪一部阐发了其

政治思想的各个基本论题，他没有写出类似于柏拉图《理想国》、霍布

斯《利维坦》或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著作。要想弄清马克思政治学

说的要点，我们必须阅读他的许多作品，既包括早期作品，也包括后期

作品，既包括他生前发表的作品，也包括他去世后留下的手稿。“剑桥

政治思想史原著丛书”的编者，决定分两卷来向读者提供这些作品：当

前这卷囊括了《共产党宣言》（１８４８ 年 ２ 月发表）之前的文本，另一卷

由特雷尔·卡弗（Ｔｅｒｒｅｌｌ Ｃａｒｖｅｒ）博士编订，将囊括《共产党宣言》及后

续作品。

本书收录了马克思 １８４７ 年的两份短篇作品：一是《哲学的贫困》

（１８４７年 ７月发表）结论部分的节选，二是他年末发表的一次演说（不久

之后他便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联袂起草《共产党宣言》）。我们所收录

的文本，集中在 １８４３年春夏至 １８４６年秋这段时间。其中，第一份文本是

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节选），最后的文本是《德意志意识形

态》第一章。《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代表着这段肇始于《黑格尔法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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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批判》的思想历程的顶峰：马克思发展了一套复杂的见解，他本人说这是

后来理论工作的“指导原则”，其他人则称之为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社

会—政治理论（或曰“历史唯物主义”等）———下文将详细阐述这套理论。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１８４３ 年）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

思生前都没有发表。此外，本书所收 １８４３ 年至 １８４６ 年的另外六份文

本中，他只发表了三份：《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

言》，发表于他与阿诺德·卢格（Ａｒｎｏｌｄ Ｒｕｇｅ）在巴黎合办的《德法年

鉴》（１８４４年 ２月），而《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

一文》１８４４年 ８月发表于巴黎出版的激进德语报纸《前进报》。人们长

期以来都承认，这三篇论文是记录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重要文献，阐明了

他写作《共产党宣言》之前的政治原则，并且当谈论马克思对宗教、金

钱和国家的批判以及他对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呼吁时，人

们常常引用这三篇论文。

然而，这些论文虽然显眼，一旦脱离这个时期的未刊稿，本身也不能

恰当反映马克思政治思想及其“唯物主义”见解的复杂发展过程，包括这

种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坚持不懈的精湛研究（先是在政治理论和

历史领域，继而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这些研究成果记载于马克思 １８４３

年至 １８４７年的研究笔记里。其中的前五册笔记，１８４３ 年夏天写于克罗

茨纳赫，马克思在那里除了编订笔记，还创作了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这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表明了克罗茨纳赫的研究成果（而且多

多少少也体现了马克思早期在柏林大学时的历史和法学研究成果），因

为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时逐步运用了史料。这些史料尤其

涉及财产与政治制度的关系，以及财产和阶级划分的关系。① 他的政治

史研究，以及后来由此引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二者间的关联明明白白

反映在克罗茨纳赫笔记第二册的主题索引里：除了明显的政治主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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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议会、贵族、官僚政治、立宪议会、人民主权、权力的分配等等———所有

这些主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都有所论及），还有“财产及其后果”，包

括“财产同主奴的联系”、“财产作为选举能力的条件”、“占有与财产”；

以及“国家财产”、“所有者同社会的关系”、“平等与财产”。马克思对后

面这些论题愈加浓厚的兴致，也都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①

然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与其同时展开的研究，不过是一段

思想历程的开端，这终究发展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并进而发展为《共

产党宣言》。克罗茨纳赫研究的顶峰，是对 １７８９ 年法国大革命（马克

思将该事件等同于“现代国家的起源”）的关注，②其研究成果也反映

在他的《论犹太人问题》里，③这篇文章大部分写于《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之后、１８４３年秋同爱妻由克罗茨纳赫迁往巴黎之前。由于乔迁和

重新安家，编辑《德法年鉴》（当合作编辑卢格病倒之后，马克思扛起了

大部分编辑任务），以及主要因书报检查制度引起的（例如，警察在毗

邻瑞士的德国边境地区查封了八百份《德法年鉴》）与《德法年鉴》财务

困顿相关的一系列事件，马克思的研究一再被打断。

１８４４年 ４月，马克思重新捡起自己的研究，先是关注法国大革命

（他一度打算撰写国民公会史），后来阅读政治经济学文献。他的九册

“巴黎笔记”，在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ＭＥＧＡ２）里总计

三百页篇幅，摘录了萨伊（Ｊ．Ｂ．Ｓａｙ）、斯卡尔培克（Ｆ．Ｓｋａｒｂｅｋ）、斯密（Ａ．

Ｓｍｉｔｈ）、李嘉图（Ｄ．Ｒｉｃａｒｄｏ）、詹姆斯·穆勒（Ｊａｍｅｓ Ｍｉｌｌ）、麦克库洛赫

（Ｊ．Ｒ．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普雷沃（Ｇ．Ｐｒéｖｏｓｔ）、特拉西（Ｄｅｓｔｕｔｔ ｄｅ Ｔｒａｃｙ）、恩格

斯、许茨（Ｃ．Ｗ．Ｃ．Ｓｃｈüｔｚ）、李斯特（Ｆ．Ｌｉｓｔ）、奥西安德（Ｈ．Ｆ．Ｏｓｉａｎｄｅｒ）、比

雷（Ｅ．Ｂｕｒｅｔ）等人的政治经济学作品；还摘录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

学》。另外，在同一版里还有大约一百三十页的笔记材料，囊括了上述

政治经济学文献的摘录，按照“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三个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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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７２、１３６—１３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２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８年版，第 ２３８页。
尤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１８１—１８７页。



题来编排，还包括马克思本人对“自我异化”、“共产主义”、“货币”以

及作为“类本质”的人性等论题的思索。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后面这

些材料，才出现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形象：编订者遵循大卫·梁赞诺夫

（Ｄａｖｉｄ Ｒｊａｚａｎｏｖ）１９３２年首创的体例，将这些材料独立出来并重新编

排发表，即所谓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这一做法近来遭到

严厉的学术批评。① 我们从这些马克思生前没有刊行的笔记材料里，

节选出了与其政治思想有关的文本（见本书第 ７１—９６页）。

马克思的《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清

楚地反映了巴黎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以及克罗茨纳赫—巴黎时期

的法国大革命研究，他在文中使用了政治经济学资料以及历史资料，以

便揭露卢格———他曾经惺惺相惜的人———在社会—政治分析方面的肤

浅之处。② 马克思这篇论文杀青之后，他全家被迫于 １８４５ 年初迁往布

鲁塞尔，然后他继续开展政治经济学研究，其中包括 １８４５ 年 ７、８ 月与

（友人兼合作者）恩格斯一道享受曼彻斯特研究之旅。单是 ２ 月到 ６

月这段时间，马克思就做了“大约六十本书的”笔记。③ 从抵达布鲁塞

尔开始直到 １８４７年年底，他对之前未曾研究过的几乎所有重要政治经

济学家都做了阅读和摘录笔记，除了重温某些作者（例如斯密、李嘉图

和麦克库洛赫），还包括配第（Ｗ．Ｐｅｔｔｙ）、戴夫南特（Ｃ．Ｄａｖｅｎａｎｔ）、布朗

宁（Ｇ．Ｂｒｏｗｎｉｎｇ）、库珀（Ｔ． Ｃｏｏｐｅｒ）、萨德勒（Ｍ． Ｔ． Ｓａｄｌｅｒ）、图克（Ｊ． Ｈ．

Ｔｏｏｋｅ）、吉尔巴特（Ｊ．Ｗ．Ｇｉｌｂａｒｔ）、埃德蒙兹（Ｔ．Ｒ．Ｅｄｍｏｎｄｓ）、科贝特（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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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ｅｎ Ｍａｎｕｓｋｒｉｐｔｅ ａｕｓ ｄｅｍ Ｊａｈｒｅ １８４４ ｉｎ ｄｅｒ ｎｅｕｅｎ 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
（ＭＥＧＡ），Ａｒｃｈｉｖ ｆüｒ Ｓｏｚｉａｌ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 ｖｏｎ ｄｅｒ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ｂｅｒｔ
Ｓｔｉｆｔｕｎｇ ｉｎ Ｖｅｒｂｉｎｄｕｎｇ ｍｉｔ ｄｅｍ Ｉｎｓｔｉｔüｔ ｆüｒ Ｓｏｚｉａｌ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Ｂｏｎｎ，
１９８５，ｐｐ ６４７－６６３．
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３７８—３８５页。
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ｅｎ Ｒｕｂｅｌ，Ｒｕｂｅｌ ｏｎ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Ｆｉｖｅ Ｅｓｓａｙｓ，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Ｊ．Ｏ’Ｍａｌｌｅｙ ａｎｄ
Ｋ．Ａｌｇｏｚｉ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ｐ １２３．



Ｃｏｂｂｅｔｔ）、西尼尔（Ｎ．Ｗ．Ｓｅｎｉｏｒ）、汤普森（Ｗ．Ｔｈｏｍｐｓｏｎ）、阿特金森（Ｗ．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威德（Ｊ．Ｗａｄｅ）、伊登（Ｆ．Ｍ．Ｅｄｅｎ）、艾肯（Ｊ．Ａｉｋｅｎ）、约翰·斯

图亚特·穆勒（Ｊ．Ｓ．Ｍｉｌｌ）等，最显眼的则是古斯塔夫·冯·居利希（Ｇ．

ｖｏｎ Ｇüｌｉｃｈ），马克思在 １８４６年 ９月至 １８４７年 １２ 月期间从他的五卷本

《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发表于

１８３０—１８４５年）摘录了 ９００多页笔记（按照 ＭＥＧＡ２里的篇幅计算）。马

克思不限于研究政治经济学，还涉足其他历史主题，比如科技史，他这

个时期的思想发展从中获益匪浅。

还需指出，现存的马克思笔记并没有完整记录他 １８４３年以来的研

究。一些笔记遗失了，而且即便某批笔记像克罗茨纳赫研究那样很可

能保存完好，我们也知道他不是对读过的所有作者都做笔记，例如托克

维尔（Ａ．Ｄｅ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和博蒙（Ｇ．Ｄｅ Ｂａｕｍｏｎｔ），这两位思想家与汉密

尔顿（Ｔｈｏｍａｓ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一起构成了马克思早期有关美国社会和政治

性质的见解来源。①

我们之所以强调马克思所做研究的重要性，强调（尽管不完整地）

记载这些研究的笔记的重要性———这些东西的内容最终通过 ＭＥＧＡ２

的刊行而广为阅读———因为它们表明马克思所谓的“唯物主义”历史

和政治理论的实际产生过程。只消对比 １８４３ 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中的历史问题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②里的历史—政治经济学材

料，我们便可以认识到克罗茨纳赫—巴黎—布鲁塞尔—曼彻斯特的研

究，对马克思逐步发现或表述他后来毕生工作“指导原则”所发挥的作

用。他在 １８５９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说，经过一系列“研究”他

得到了“指导原则”，这无疑是指上述研究以及 １８４３—１８４７ 年的其他作

品。总而言之，他的历史（和政治）“唯物主义”，得益于他旷日持久、紧锣

密鼓的研究，以及对研究资料的思索。在细致考察那项“指导原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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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们先来说说本书所收文本反映出来的、另一相关的马克思早期思

想发展：他致力于一项宏大理论规划，其中包含关于国家的批判性论著。

如前所述，马克思早期篇幅最长的三部作品，即 １８４３ 年的《黑格尔

法哲学批判》、《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 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的《德意志意

识形态》，他在世的时候均未发表。但这三部作品马克思都曾打算出版，

而追溯一下那些出版计划，会提供其理论计划发展过程的有趣图景。

马克思一开始打算把他 １８４３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直接修订

后出版。但他事后写道，这部著作所涉论题复杂而丰富，使得修订成为

不切实际的事情；于是他转而规划写一系列小册子，每册探讨其中一个

论题要素，最后以一部综合性论著收尾。然而当这么来调整出版计划

时，马克思已经沉浸在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并得出一项结论，即政治经

济学批判应当先于计划中的政治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立足于其《巴

黎笔记》所收集的材料。马克思在笔记本 ＩＩＩ第 ＸＸＸＩＸ和第 ＸＬ 页上，

为这部规划中的著作匆匆拟就一篇《序言》。他在这篇《序言》里，说明

了他的计划调整和创作意图：

我在《德法年鉴》上曾预告要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

法学和国家学进行批判。在加工整理准备付印的时候发现，把仅

仅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在一起，十分不

妥，这样会妨碍阐述，增加理解的困难。此外，由于需要探讨的题

目丰富多样，只有采用完全是格言式的叙述，才能把全部材料压缩

在一本著作中，而这种格言式的叙述又会造成任意制造体系的外

观。因此，我打算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

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

系以及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由于这个原因，在本

著作中谈到的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联系，

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专门涉及的这些题目的范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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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这里提到，１８４３ 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把针对“思辨”

的批判同针对“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在一起，从而妨碍了这部著作

的修订工作，对此读者不妨参见本书的有关节选，例如论及君主制、主

权和财产的段落。①

在这篇《序言》里，马克思显然把他所规划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放

在对法和政治的批判之前；他想立即完成前者，继而完成后者；这种处

理顺序与他正在萌生的一种见解相吻合，即法和政治的制度扎根于

“市民社会”，亦即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主题。换言之，在完成《黑格尔法

哲学批判》一年之内，马克思就开始意识到亟须批判市民社会，亦即批

判政治经济学，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这还只是一笔带过的东

西，是次于国家批判的东西。② 但到了 １８４４ 年秋马克思就暗示读者，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法和国家（简言之，政治）批判的体系性前提。

不过，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显然有需要进一步澄清的地方，因

为在撰写前引《序言》五个月之内，他便与德国出版商列斯凯签订合同

（时间是 １８４５年 ２月 １日），打算出版两卷本的《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

判》。与此相关，马克思在一本笔记里拟就了有待在政治批判中讨论

的论题列表。该列表包括 １８４３ 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所探讨的论

题，以及他的笔记里（尤其是克罗茨纳赫笔记）所涉及的论题。③ 所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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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１３５—１３８页。
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１００、１０２页。
英译本的标题是《国家与资产阶级社会提要》，标明写作时间是 １８４５ 年 １ 月。
中译本的标题是《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４２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８年版，第 ２３８ 页），标明写作时间大约是 １８４４ 年 １１
月。中译本在注释里对这份笔记的情况作了说明，推测它与马克思的法国大

革命研究计划相关：“作者未加标题，收在马克思 １８４４—１８４７ 年的笔记本中。
草稿的基本点同马克思在 １８４３ 年夏天为自己在世界史（包括 １８ 世纪法国革
命史）方面作的《克罗茨纳赫笔记》所编的名目索引的要点是一致的。同年秋

天，马克思抵达巴黎以后，重新研究了这些问题，他打算写一本《国民公会史》。

为此他作了雅各宾党人勒瓦瑟尔回忆录的摘要。他所收集的材料（大部分我

们没有找到），有一部分用于《神圣家族》。可能是由于想写一部关于法国革命

的著作，他拟了现在这个草稿……”———译者注



划的这部两卷本著作，其第一卷大概是 １８４３ 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的修订版，第二卷大概是《巴黎笔记》政治经济学材料的修订版。但马

克思仅仅数月之前似乎已经敲定并于《巴黎笔记·序言》里宣布出来

的探讨顺序，显然被这种新规划颠倒了。总而言之，马克思的理论规划

在 １８４３年 ８月至 １８４５年 １月发生了两次改变：最开始是政治批判（即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修订版）；接下来是先政治经济学批判（即《巴

黎笔记》材料的修订版），后政治批判（进一步修订为系列小册子）；最

后是一卷本的政治批判，继之以一卷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二者合订

出版。

不过，马克思到最后没能拿出这部两卷本的著作，出版商终而解除

合同。在迁居布鲁塞尔、并继续一如既往地从事高强度政治经济学研

究之后，马克思转而决定与恩格斯以及（相对不那么紧密地）与赫斯

（Ｍｏｓｅｓ Ｈｅｓｓ）和魏德迈（Ｊｏｓｅｐｈ Ｗｅｙｄｅｍｅｙｅｒ）合作，通过批判当时的德

国哲学（即“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和德国社会主义学说，从而在理论上

奠定基础、清理门户。这部著作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显然

在 １８４５年早春便构思了它的第一章，标题是《费尔巴哈》（实际上在现

存手稿中，这章内容是靠后才写成的）。那时他在记载《国家与资产阶

级社会提要》的那本笔记里，写下了名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 １１

条笔记（或者按照通常的命名，即“提纲”）。这些笔记以高度凝练的、

甚至格言警句的形式，汇总了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阐发的“唯物主

义”、“人道主义”论题的要素，以及巴黎笔记和其他早期作品中对黑格

尔式哲学的批判。①

不过，《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才最为充分地综合了马

克思持续钻研出来的早期概念要素。② 在某些评论者看来，《德意志意

识形态》第一章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和学说发展过程的“断裂”，似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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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作品否决了他那洋溢着哲学色彩和人道主义色彩的过去，并转向一

种崭新的科学的开端；但更确切地说，它可被视为一部集大成之作，其

中保存了马克思自 １８４３ 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来的所有早期洞

见，包括哲学的、政治的、历史的和经济的洞见，凡此种种一应俱全。

《费尔巴哈章》杂糅了马克思到那时为止在政治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

和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体现了如下论点：现代雇佣劳动是人类“自

主活动”的对立面，包含着人类生产能力的异化（《巴黎笔记》）；人类必

须重新占有自身“固有的力量”（《论犹太人问题》）；现代工人阶级是

具备普遍主义性质的最卓越革命者（《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

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

一文》）；个人的普遍发展（《巴黎笔记》），“共产主义”是一种变迁过程

而非未来社会经济形式（《巴黎笔记》）；“民主制”有别于一切政治国

家形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和魏德迈（作为与出版商打交道的中间人）未能出

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他们提交给出版社的版本早已石沉大海，该版

本肯定不同于当前留下的手稿。即便出版的希望渺茫，马克思依然继

续加工《费尔巴哈章》，以批注和附释（有的让人眼前一亮）的形式在恩

格斯的先期誊清稿上添加了一些后来的思考。他还为这部作品撰写了

一篇“序言”，最终则如其后来所言，“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

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

了”。①

马克思提到的“自己弄清问题”，尤其明确定下了对政治经济学与政

治的理论探讨顺序。政治经济学（即“市民社会的解剖”）研究比政治

（即“法和国家”）研究更为根本，而且是后者的基本前提。这一结论将支

配马克思后来撰写理论代表作的计划，该代表作到 １９世纪 ５０年代末时

将采取一分为六的论著形式：依次探讨“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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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他在 １８５９年首次公布了这一庞大计划，并以

此为契机说明了其特殊的主题探讨进路（即“指导原则”）的缘起与特征；

他还暗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首次“得到了”他的指导原则。①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指导原则，包含一项概括判断，其对象是政

治生活过程和社会—经济生活过程的关系，以及一组具体判断，其对象

是社会—经济过程内部的要素和动力机制。概括判断的内容是：社

会—经济过程是人类生活的根本，而政治过程（即法和政府所固有的

制度、程序和思维模式）则是次要的、衍生出来的东西。马克思在陈述

这项概括判断时，有意识地反驳黑格尔，因为在黑格尔看来，法和国家

是自由的实现，亦即人类精神的实现。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

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

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 １８ 世纪的英

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

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②

马克思在指出以上一般立场时，并没有宣称这是原创的东西。相

反，如我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看到的那样，他承认并融入了一种

现存的历史编纂学传统，该传统的代表人物是他从 １８４３年在克罗茨纳

赫开始研究的某些英法学者。③

马克思在社会—经济过程内部，区分了两种根本的互动要素，即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人类的创造能力，人类运用生产力

以便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在运用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生产关

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亦称“交往关系”和“交往形式”）是社会关

系，人类在这些社会关系中并通过这些社会关系来运用和发展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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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能力亦即生产力。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首先，生产关系以其整

体构成了社会的社会—经济形式（即特定的市民社会形式），培育了整

个社会及其成员的生产力的运用和发展。在培育这种运用和成长时，

社会“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可被视为一种“生产力”。① 不过从比较

概括的方面来看，社会交往关系与生产力（或创造能力）是紧密关联而

又互相区别的要素。

在一套生产关系的培育下，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终而引发这套生

产关系与如今已经强化的生产力之间的冲突或“对抗”。换言之，整个

社会及其单个成员那如今已经强化的现实创造能力，开始受到曾经强

化其发展的那套社会交往形式的束缚。成长起来的生产力与原封不动

的生产关系之间发生对抗。于是到了这样一个时刻，曾尽其所能地培

育所有生产力发展的那套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完全运用和更充

分发展，或者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变成了“桎梏”。要化解该对抗就得

有一场社会革命，从中产生新的生产关系，亦即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

式，它与如今被取代的旧社会形式所酝酿的那套强固生产力相匹配。

作为该进程里次要的、衍生的要素，政治变动也登场了；事实上，这番革

命性转变所席卷的人，容易从纯粹政治的或其他“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解

释自己的经历。但其实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人的创造性精力和能力，

正在冲破、抛却、“消灭”或“取代”一整套社会—经济关系，这套关系不仅

是过时的，而且从历史的角度和人的角度看都是负面的。以上便是马克

思通过“自己弄清问题”的过程所得到的复杂“指导原则”，该过程始于他

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里臻于

顶峰，后者首次运用这一“指导原则”来特别澄清两个问题：（１）封建社会

向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过渡；（２）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正在发展着的现

实，及其资本主义体系（作为当前社会生产的“对抗”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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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意识形态》讨论了上述问题，与 １８５９年的《〈政治经济学批

判〉序言》相比，笔法没有那么简练，但更加鞭辟入里。《〈政治经济学批

判〉序言》看起来暗示着历史中的严格经济决定论，而《德意志意识形态》

则承认“政治对历史进程的真正历史干预”；①《〈政治经济学批判〉序

言》看起来暗示着过去历史革命中的意识受到严格的决定，而《德意志

意识形态》则给出了微妙的限定。② 在凡此种种的例子中，《德意志意

识形态》有助于杜绝过分简单化地解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此外，相比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对应表述，《德意志意识

形态》更加彰显出“生产力”的核心人道主义内涵，即生产力主要关乎

人的创造力和“自主活动”。③ 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明

确指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是“财产关系”，亦即获得社会承认和

准许的、涉及生产资料使用和处置的关系。整个生产关系（即社会—

经济交往形式）也是财产关系的体系（ＭＥＧＡ２ ＩＩ，２，１００）。但《德意志

意识形态》同样体现了这一观念，把历史上形形色色的社会—经济形

式描述为众多不同的财产体系。④ 总的看来我们可以说，按照《德意志

意识形态》里的相关阐述和使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指导原则实际上

是作为扎根于研究的洞见而产生的，它是用于解释社会史、经济史和政

治史（也包括同时代的事件）资料的一套假说，而不像大多数后来的

“马克思主义”流派倾向于认为的那样，是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

鉴于最近“共产主义的垮台”，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所谓“资本主

义的胜利”，当我们追问马克思是否以及如何依然是与我们相关的政

治思想家时，《德意志意识形态》学说里的一项要素特别重要。该要素

就是他的“世界市场”概念，按照他的理解，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的

顶峰框架，也是一种母体，其中孕育着用于“消灭”或取代资本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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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前提条件和能动因素。

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并在 １８４７年《哲学的贫困》里重申①）的

唯物主义指导原则，某一社会—经济形式（既是一整套生产关系，也是

财产体系），直到释放出它所能容纳和巩固的全部生产力（即得到实现

的人类创造能力），才会让位于其他社会—经济形式。正是那些生产

力从旧的生产关系里破壳而出，而旧的生产关系虽然成为那些生产力

的“桎梏”，同时也为新的生产关系打下基础。资本主义的完全发展，

即它为完全实现自身中潜藏的生产力而采取的形式，便是“世界市

场”。这就是说，“资本”发展为世界的主宰。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

自始就注定在全球体系中发展到顶峰并独霸天下：资本主义在世界范

围内的胜利，是其本性的题中之意。《德意志意识形态》所得出的这个

结论，马克思在后来的作品里又一以贯之地予以重申。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的表述是一板一眼黑格尔式的：

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

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②

《共产党宣言》里的表述则比较诗情画意：

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

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

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③

不过，资本主义的胜利既是资本主义大功告成，同时也意味着它开

始被取代；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所阐明的那样，资本主义的胜利，催

生出建构后资产阶级秩序所要求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即各种工具

和“共产主义”意识。④ 该学说将构成马克思后来规划的“世界市场”研

究专著的核心旨趣，而在世界市场中，资本主义既大功告成又开始被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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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这双重结果表现在肆虐于资本的世界体系的那些“危机”中：它们标

志着资本的世界体系之内的致命对抗，也预示着铲除该体系的革命。①

于是，参照这个文本背景，我们能够说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

初的那些事件，既没有证伪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也没有使之成为对当代

无关紧要的东西。垮台的“共产主义”，事实上尤其类似于马克思 １８４４

年所谴责的“粗陋的共产主义”。② 而资本主义的“胜利”———假如我

们所见证的确是一场胜利的话———并不出马克思早期作品中的唯物主

义指导原则所料，这种指导原则依然为我们解释当前发生的事件提供

了有力的分析视角。

现在我们来探讨马克思早期政治思想中的乌托邦主义和千禧年主

义要素。这类要素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到处都有观念体现，比如国家的

“消灭”（或消失）、分工的消灭、劳动本身的消灭和私有财产的消灭；以

及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对人性和外部自然的控制、对人类生活条件的

控制。共产主义过程将带来以上这些发展，或为之做好铺垫，而它们也

将成为后资产阶级秩序所秉持的特征。③

这类表述不单单出现在马克思的早期作品里：例如，他在《政治经

济学批判大纲》里几乎逐字逐句地重申了《巴黎笔记》和《德意志意识

形态》里的相关观点，确证了人性的“普遍性”，以及人类完全发展对人

性和外部自然的控制力。④ 而在宣布唯物主义指导原则的那个文本

里，亦即一部提供给读者的“科学”著作里，马克思把资产阶级（亦即当

今）社会描述为最后一个“对抗性的”社会形态，而“人类社会的史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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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０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５０、１８１、２２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２９５—２９７页。
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４１、１５０、２１３、
２９７—２９８、３３１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 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８７、
８９、１１６、１２１—１２２页。
试比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２７１—２７４、
３０３—３０４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０ 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４７９—
４８０页。



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① 我们所探讨的马克思早期作品里的

乌托邦主义和千禧年主义，是他后期作品依然秉持的思想特征，因此不

能视之为仅仅表达了血气方刚的理想主义热忱而一笔抹杀。

早期作品里的这些特征，其关键在于马克思的民主观。比如，就

“消灭分工”而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对马克思来说问题的关键，

显然不在于将来在人类社会—经济生产中会不会有某种分工，而在于

这种分工到底是“自然形成的”（即自发产生并由其中所涉及的人来承

担，正如在他看来属于历史惯例一样），抑或“自愿的”（即出于参与者

的慎思和选择，亦即集体的自主或自治）。“自然形成”与“自愿”的这

种对立，以及与之隐含相关的民主观，贯穿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

章，是马克思所有千禧年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表达的背景。② 他的民主

概念是所有这些思想含义的关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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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２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３３页。
例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８５—８６、１２２页。
或许最适宜在此提一下《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里常被引用的一段描述，即

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人们有可能随意徜

徉于一系列田园牧歌般的活动和抽象思想活动：打猎、捕鱼、畜牧、“批判的批

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２ 版第 １ 卷，第 ８５ 页。这段话与整个
第一章批判抨击的语境颇不相称，并清楚地让人联想起傅立叶的农业乌托邦

模式，因此对比较严厉的马克思批评者来说，正表明了马克思的天真幼稚或前

后脱节，而对许多相对抱持同情式理解的批评者和评论者来说，也造成了尴尬

或困惑。后面这些人里，有的索性置之不理，有的权当它是引人开怀的模仿或

玩笑话。现在多亏了广松涉 １９７４年版的《费尔巴哈章》（西方学界多半忽视了
这个版本），我们可以比以往更加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到底在哪些地方往恩格

斯的誊清稿中插入词句。一位评论者已借助广松版（目前新的 ＭＥＧＡ２版尚未
刊行）得出结论，这段话是恩格斯对傅立叶乌托邦（或许无意识的）引人开怀的

模仿，而马克思以讽刺或诙谐的口吻插入了“批判的批判者”，后者正是《德意

志意识形态》的主要批判对象。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该认为，马克思在这段话里

严肃表达了他有关“共产主义”或“消灭”分工的观念。参见 Ｔｅｒｒｅｌｌ Ｃａｒｖ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１１，ｎｏ，１，１９８８，ｐｐ １２９－１３６。［参见广松
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３４页。———译者注］



马克思民主概念的三个特征在此尤其相关。第一是他如何看待

“真正的”或无限的民主制；第二是他如何看待真正民主制的存在条

件；第三是他如何看待真正民主制中的制度的属性。让我们逐一考察

这几个特征。

马克思通过对照“共和制”这种政治形式，来界定真正的民主制。

对马克思而言，以美国为表率的共和制，拥有一系列民主政治安排，例

如经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亦即它拥有民主的政府形式；它

是形式上的政治民主制，但它还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原因在于各项民

主安排并没有在“物质的国家”（即市民社会，也就是社会—经济的生

活秩序）之内实施，并没有“贯穿”其中：

在一切不同于民主制的国家中，国家、法律、国家制度是统治

的东西，却并没有真正在统治，就是说，并没有物质地贯穿于其他

非政治领域的内容……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的争论始终是抽象的

国家范围内的争论。政治的共和制是抽象国家形式范围内的民主

制。因此，共和制是民主制的抽象国家形式，但在这里共和制已不

再仅仅是政治制度了①……在北美，财产等等，简言之，法和国家

的全部内容，同普鲁士的完全一样，只不过略有改变而已。因此，

那里的共和制同这里的君主制一样，都只是一种国家形式。国家

的内容都处在这些国家制度之外。②

当民主程序不再单单在政治形式性的层面运作，而是或同时在市

民社会这个社会—经济领域运作，则民主制便“不再仅仅是政治制度

了”。简言之，马克思的“真正的民主制”，是“经济民主制”：社会—经

济进程和关系的规定方式是民主程序，而不是“看不见的手”（或据称

“自由”的不加控制的市场机制）的那种“自发性”。对马克思而言，这

套市场机制是如下现象的委婉表达和理性化，即现代（即资产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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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奥马利认为这句话里的指代关系是“在真正的民主制里，民主制已不再仅仅是

政治制度了”。这对应着接下去的讨论。———译者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４１—４２页。



市民社会形式所特有的那种普遍的利己主义和特立独行，他在《论犹

太人问题》等作品里将之描绘成霍布斯式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

争。① 他在那篇文章里呼吁人们重新占有自己“固有的力量”，②这正

预示着《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的一种观念，即人们以民主的集体方式来

控制他们的生存条件，控制他们的社会—经济进程和关系。③

不过，真正的民主制要想存在，人们就必须承认他们分享共同的利

益，即把社会整体作为个人幸福所系的共同善保存下来。这种承认带

来一项任务，即不断调和与平衡“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亦即不断

努力综合普遍与特殊。现代市民社会正是由于完全欠缺这种承认和努

力，甚至欠缺“一种普遍内容的假象”，④才成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

战争”，成为政治国家及其虚幻普遍性的原子式对应物。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又谈到这一点。他与恩格斯首先

看出，“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公共利益”扎根于“个人之间的相互依

存关系”。他们指出，历史上分工在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中，造成了个人

特殊利益及其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

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

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

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⑤

马克思不满足于这种表述，以边注形式在恩格斯的誊清稿上有所

发挥：

正因为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

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

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即仍旧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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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１７４—１７５、１８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１８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 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１２１—１２２、１２８—１３０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１８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８４页。



“普遍”利益，或者说，他们本身必须在这种不一致的状况下活动，

就像在民主制中一样。另一方面，这些始终真正地同共同利益和

虚幻的共同利益相对抗的特殊利益所进行的实际斗争，使得通过

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

必要。①

故而民主制要求个人承认“真正的”共同利益，并不断努力解决共

同利益和个人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制于是成为一切政治国

家形式（包括“共和制”）的对立面，而这些政治国家的形式之所以存

在，是因为个人拒绝（或不能）承认和适当服从他们真正的共同利益。

一旦他们这样做，政治国家及其全部机构都会“消失”。人们若能参照

共同利益来界定他们的特殊利益，或者寻求他们特殊利益的同时谋求

共同利益，则马克思认为他们所组成的社会将不需要职业的统治阶级。

因此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主张：

铲除官僚政治，只有普遍利益在实际上……成为特殊利益，才

有可能；而这又只有特殊利益在实际上成为普遍利益时才有

可能。②

甚至在考察马克思民主概念的第三个特征前，我们已能得出如下

结论。在马克思的观念中，“消灭”或“取代”分工、劳动本身、政治国家

及其组成机关，并不意味着消除全部有组织的社会—经济功能划分，消

除人与人在禀赋和才能上的差别，消除人的生产性“类活动”本身，以

及消除辨认和促成共同目的及其实现手段的有章法的程序。相反，对

马克思来说“消灭”（“取代”）是指：将现存“自然的”和自发产生的资

产阶级分工形式（即雇佣劳动），以及资产阶级“政治国家”形式，改造

成符合“真正的民主制”的形式。它意味着以民主方式组织社会—经

济生活和人类集体创造力———这种组织方式是作为真正人类“自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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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８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６１页。



动”的个人创造力的展露，而且（作为社会—经济生活民主化的题中之

意）是指人们最充分地参与决定人类的集体社会—经济目的和手

段———以之取代前述“自发”的历史产物。

这种民主若要存在，社会“生产关系”———个人在其中并据之发挥

自己的创造能力（即生产力）———本身就不能再是“自发的”（即固定的

且不受人类控制的）产物。相反，它们将出自关系主体的慎思性自决

活动。

这样一来，这些生产关系为匹配持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将直

面变化和回应变化。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阐述这一点，是从

创造彼此交往形式的互相联系的个人角度。① 不过，马克思在《黑格尔

法哲学批判》里讨论人民的“国家制度”时，已经提出过该观点：

诚然，全部国家制度总是这样变化的：新的要求逐渐产生，旧

的东西瓦解，等等，但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一场真正

的革命……逐渐过渡这个范畴，首先，从历史上看是虚假的，其次，

它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要使国家制度不仅是经受变化，从而要使

这种幻想的外观最后不被暴力粉碎，要使人有意识地做他一向无

意识地被事物本性逼迫着做的事，就必须使国家制度的运动，使前

进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从而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承担者———

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这时，前进本身也就成了国家制度。②

无疑，马克思这里是在谈民主，尽管他没提这个词。现在我们只需

把“国家制度”替换为“生产关系”或“交往形式”，便可看到此处预示

着《德意志意识形态》（和 １８５９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学说：

在真正的民主制里，生产关系将不会僵化到阻碍其所施展和巩固的生

产力；因而其决不需要“被暴力粉碎”。马克思显然在憧憬后资产阶级

的社会形式，它由于免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抗之苦而在历史上绝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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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１２１—１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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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是真正的或无限的民主制度在历史上的首度实现，从而也是第一

个完全“合乎人性的”社会。

作为本文的总结，我们重申，马克思到 １８４８ 年为止的社会和政治

学说来自他在研究和反思上耗费的心血，而我们可以看到，该学说的核

心概念如今依然有相关性，且其务实或空想的程度与民主概念本身差

不多。

（译者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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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法哲学与我们时代的政治

［德］卢　 格 著　 姚　 远 译

我们的时代是政治的时代，我们的政治旨在此岸世界的自由。我

们不再为教会国家奠基，而是为尘世国家（Ｗｅｌｔｓｔａａｔ）奠基。对于政治

自由这一公共议题的兴趣，随着人类的每一次呼吸而日益增长。所谓

的物质主义兴趣，看来恰好违背了本世纪的理念。正如孩子每呼吸一

次就摄入理性和自我意识的精神氛围，当今世界的每一次物质增长也

直接就是精神增长。但我们不必继续追究这个问题；我们不必在物质

福利的幌子下谈论我们的政治面貌（Ｚｕｇ），后者是明摆着的，供每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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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ｕｇｅ，Ｈｅｇｅｌ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Ｏｕｒ Ｔｉｍｅｓ，ｉｎ Ｓｔｅｐｅｌｅｖｉｃｈ
（ｅｄ．），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 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ｓ：Ａｎ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本译
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１７ＢＦＸ１６１）的阶段性成果。感谢欧诺弥亚微信
群诸位朋友为译者解难析疑。本文对理解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１８４３）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仅次于马克思本人的相关作品。因为它
率先接受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并将之转用于法哲学领域，这必定

激励着马克思更彻底地实现自己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计划。身为青年黑格尔

派政论家的卢格（１８０２—１８８０），是马克思 １８４２ 年初至 １８４４ 年初最志同道合
的朋友，曾与他人联合创办青年黑格尔派机关刊物《哈雷年鉴》（后更名《德国

年鉴》），曾主编两卷本《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其中收录马克思《评

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等文章，曾

与马克思共同编订《德法年鉴》创刊号。



睛品鉴。连我们德意志人的生活都不再完全醉心于自然———田园牧歌

式的生活仅有一时的魅力———不再完全拘泥于家庭———家长制生活即

便不是可笑的也是乏味的———也甚少局限于市镇（Ｓｔａｄｔ）和生意（Ｇｅｗ

ｅｒｂｅ），亦即甚少停留于小市民情调（ｓｐｉｅ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眼巴巴看着“异

国他乡”上演历史好戏，这已不再足够；我们真的开始拓展我们在报纸

上对“本土”（Ｉｎｌａｎｄ）的兴趣，开始感怀国家，感怀国家制度和它的内部

自我规制。关于国内事务的学术讨论，将很快弥补（甚或限缩）我们关

于对外关系和外交事务的学术讨论，各个政治自由民族那里的情况便

是如此。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政论家向我们展示了这方面的一致风范，

他们必是有着同样的根基，方能产生这样的相同效果。我们不揣冒昧

地假定，自由民族的公共意识状况（而非纯粹的疏忽）将国内事务提升

为近乎居于独占地位的讨论话题，即便该假定可能令《奥格斯堡总汇

报》和奥地利政客们感到不悦。单纯在其他国度寻找历史、趣闻、须

知、值得赞赏和应受谴责之事，是精神的缺位，是一种迷狂（ｅｉｎｅ ｔｒａｎ

ｓｃｅｎｄｅｎｚ ｄｅｒ Ｂｅｗｕｔｓｅｉｎ），亦即一种浪漫情怀，我们可以礼貌地将这种

做法称为不自由，亦不妨不客气地称之为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堕落，因为

更亲近异乡而非自己的家园（后者是家长制精神的真正形式）、更乐于

闲扯外交事务而非妥善处理自身事务的做法，是一种道德沉沦。在开

眼看世界的时候仅仅［以事不关己的态度］盯着外国如何如何，这样的

错误我们早已避免，毕竟大革命和革命战争极力彰显了欧洲的一体性；

然而，在外交事务中仅仅重拾本土事务，并在一切外国事件中理解到那

些可能与己相关的事情，则是我们长久薄弱的美德；最后，更有兴趣进

一步理解“乏味的”本土事务而非国外事件中的“奇闻趣谈”，这一心态

还是全新的，仅仅是昨天发生的事情，而且这个昨天对大众来说还历历

在目。但当时是什么事情让本土事务不再乏味呢？

因为出现了我们不妨称为政治生活感之提升的情况，即大家开始

关心国家公民权（Ｓｔａａｔｓｂüｒｇｅｒｔｈｕｍ），其根本发展在我们看来与普鲁士

历史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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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如果真正政治生活的明媚光芒最终从这第一次破晓中喷薄而

出，旧日艺术和科学的风采就将全部付诸流水吗？我们会不会变得像

英国人那样哲思粗鄙、装腔作势，像法国人那样在形而上学层面浅尝辄

止，像北美人那样务实且平庸？那简直惨不忍睹！不过，我们大可

宽心。

作为地道政治人的希腊人，既不平庸且又精于哲思，他们比英国人

更自由，纵与北美人的自由度相比亦不遑多让，但没有沾染这两个国家

的粗鄙或狭隘习气。但假如谁担心德意志精神感觉的阴郁（或更确切

地说，粗野），竟然乞灵于宗教和政治中那种死气沉沉的精神发展的残

羹冷炙，那他不妨拿英国和北美聊以自慰。可是，当我们直面自己的意

识之时，求助于外人的事例是不对的。一旦理论精神生活完全操于我

们私人之手，我们在科学艺术中的无限天真便告一段落了。这不是说，

我们那引以为傲且一心一意信任的卓越德意志科学艺术马上就要寿终

正寝———尽管确有必要焚毁我们的亚历山大格式时代及其诸多陈腐无

用之物———这不是说，连自然科学也不得不随着旧日的法学和（我很

遗憾地说）神学一道遭到即刻抛弃。非也非也！有必要的仅仅是，那

些能够改换研究对象的历史科学在条件成熟时经受此番激变，因此我

们不难预见，条件成熟之时将是当前法学和神学消亡之日，但自然科学

却不可能改换研究对象。简言之，法学与神学的研究对象是精神的历

史实存；历史让这些实存此消彼长，故而不时地剥夺这两个受尊敬学科

的研究对象。希腊神学随着希腊诸神的消亡而消亡；希腊法学随着希

腊城邦的消亡而消亡；一个畸形的法律世界，亦即法律学术那些煎熬人

心的伟大后裔的真正天堂，随着神圣罗马帝国的消亡而消亡。但即便

是现在，借着教皇重建的教会法的运气，整个科隆混合制度或许已经几

乎湮没了我们的世俗法和我们的《拿破仑法典》———我们甚至不会说

起天主教和犹太教神学里面的黄金国度，以免我们的领袖们又想起重

建此类荣耀之物，贻害苍生数百年。唯有关于事实———正如自然事实

那样，它们支撑着我们———的知识才是自然的；一旦法学和神学必须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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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那些它们如今再也无法阻止的事实，则它们以及它们的天真也就告

一段落。这样一来，崭新的政治世界、真正的公共生活、国家中的真正

自由，将使大片的知识荒地丧失其在当前的重要意义。这一情况早该

出现在诗和其他艺术中。自然之诗、家庭精神、关于家庭或情爱的诗，

这种［文学］类型与作为其立足点的自然一样恒久，而其当下情况如何

是明摆着的。历史性的东西，也就是说，政治的情绪波动、最严格意义

上的（亦即自由及其历史构造物中的）人类精神生活、推动改造此岸世

界的志趣———这些才是当前最得贤达之士器重、最激荡群情的东西，而

借助诗文围绕自然、爱、家庭和市民场景兜圈子的小家子气做法不得人

心。从维特式的自杀到古代的事例，由爱的反复无常催生的荒唐事屡

见不鲜；而这些低级趣味背后的要求，即人生无非占有和享乐而已（这

两者始终只是底线，即便它们表现在最秀外慧中的女子身上），亦即决

不能舍弃精神和习俗的诞生地（或巢穴），也就是家庭———近来，这一

要求在我们看来十分无礼。我们感到，我们可不是在国家农垦地里当

牛作马的黑人，我们是与伦理—自由王国里面生活着的任何人———无

论他是谁———出身平等的主人；伦理—自由王国固然脱胎于家庭，却仅

仅因着自由人共同体（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ｄｅｒ Ｆｒｅｉｅｎ）的缘故而存在。

我们的历史和文学中浓墨重彩表达出来的这种耻于成为无产者的

感觉，产生于我们觉醒了的国家志向和我们的政治感，它所缔造的新生

活正遍地开花。如今，我们能在我们自己当中察觉一种新型美德，即公

共美德，以及一种新型艺术，即历史艺术（历史抒情诗和历史喜剧）；如

今，我们能在我们自己当中察觉这样一种喜剧，它区别于典型喜剧，未

摧毁共通的或自然的和小市民的精神，但它摧毁了精神的实际历史阶

段，宛若《堂吉诃德》的骑士精神———我们不妨提一提海尔维格（Ｇｅｏｒｇ

Ｈｅｒｗｅｇｈ）、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Ｈｏｆｆｍａｎ ｖｏｎ Ｆａｌｌｅｒｓｌｅｂｅｎ），还有

《对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黑格尔的末日审判的号声》（Ｄｉｅ Ｐｏｓａｕｎｅ

ｄｅｒ ｊüｎｇｓｔｅｎ Ｇｅｒｉｃｈｔｓ üｂｅｒ Ｈｅｇｅｌ，ｄｅｎ Ａｔｈｅｉｓｔｅｎ ｕｎｄ Ａｎｔｉｃｈｒｉｓｔｅｎ），以及《谢

林———基督教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

３７

黑格尔法哲学与我们时代的政治



ｏｐｈ ｉｎ Ｃｈｒｉｓｔｏ，ｏｄｅｒ ｄｉｅ Ｖｅｒｋｌｒｕｎｇ ｄｅｒ Ｗｅｌｔｗｅｉｓｈｅｉｔ ｚｕｒ Ｇｏｔｔｅｗｅｉｓｈｅｉｔ）和《从

信仰的观点评黑格尔关于宗教和艺术的学说》（Ｈｅｇｅｌｓ Ｌｅｈｒｅ ｖｏｎ ｄｅｒ Ｒｅ

ｌｉｇｉｏｎ ｕｎｄ Ｋｕｎｓｔ ｖｏｎ ｄｅｍ Ｓｔａｎｄｐｕｎｋｔｅ ｄｅｓ Ｇｌａｕｂｅｎｓ ａｕｓ ｂｅｕｒｔｈｅｉｌｔ）这两本

小册子，这些书若被视为艺术创作便是历史喜剧；最后，我们提请大家

关注历史和政治的戏剧和小说，以及菲舍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Ｖｉｓｃｈｅｒ）前不久在本报就新式绘画问题发表的言论———鉴于“不可抗

拒的情势”①，我们将在别处更详细地说明历史喜剧在当代出场的意

义———还有哲学的一种新形式，亦即自由的形式，或曰完全摆脱了经院

主义的形式。

凡此种种的新形式，在哲学和艺术中大放光彩，但在政治领域还不

明朗，公共美德的环节（即国家）本身仍待缔造。与此同时，我们不难

点出一批来自普鲁士、汉诺威和巴登的名流，他们的政治品行赢得了同

胞的肯认和后世的认可。

公共美德、历史艺术和自由哲学，这三者联袂表达了一种意识震荡

（Ｒｕｃｋ ｄｅｒ Ｂｅｗｕｔｓｅｉｎ），我们据以超脱狭隘的闭关自守（Ｅｉｎｈａｕｓｕｎｇ），

变得能够承担一种崭新的生活，即政治生活。

不难想见，像黑格尔法哲学这样的成果，必定受到这股精神运动的

实质威胁，因为它是它那个时代的产儿，它的立场来自迥异于我们的

意识。

黑格尔所处的时代不太热衷于政治，完全欠缺公共讨论和公共生

活，大家纷纷退守理论的智慧，经年累月的闲散令人忘记了如下事情，

即人们一旦皓首穷经，而不根据理论改造世界，那么他们的理论也就归

于寂灭。黑格尔刻意贬低了每套理论都必须有的这种改造世界的自

负。然而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我们德意志人尚未达成具

备国家形式的国家。黑格尔对希腊人的解读精辟透彻，且亲身经历了

大革命时代，不可能不去要求一种具备公共自决形式的国家，这种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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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超越了（王朝统揽的）家族式国家，也超越了作为市民社会的国家

（即警察国家①和官僚国家）。而他明确地把“作为市民社会的需要的

国家”（Ｎｏｔｈｓｔａａｔ ｄｅｒ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与自由国家或其现实相

区分，并提出一种前无古人的深刻国家概念，这时他其实就以隐含的、

理论的或者说抽象的方式提出了上述要求。他写道：

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

性意志的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思考自身和知道自身，并完成一

切它所知道的，而且只是完成它所知道的。国家直接存在于习俗

中，而间接存在于单个人的自我意识和他的知识和活动中。同样，

单个人的自我意识由于它具有政治情绪而在国家中，即在它自己

的本质（Ｗｅｓｅｎ）中，在它自己活动的目的和产物中，获得了自己的

实体性的自由。②

可见，公共精神以及公共的思维和实现过程就是国家；国家是本

质，自觉的主体是它的实存；但本质不仅是自觉主体活动的目的，也是

它的产物，因而自由就是自我生产的、自主的思维和意志，其直接的存

在形态是习俗，而间接经由自觉主体得以存在。

因此，若要拥有具备国家形式的国家，就得有一系列重大制度（国

民代表制、陪审团和新闻出版），这些制度在我们德意志人这里仍然难

觅踪影，而它们可以升华人的整个价值，并使公共意识完全觉醒，从而

把人提升为自身自由的创造者。无论如何，这些制度纵然在某种程度

上变质和褪色，黑格尔还是将其全部纳入自己的国家理论；他终究告诉

我们，自从解放战争和旧帝国体制崩溃之后，旧日的等级已转为全新的

要素，即政治要素，恰如他在 １８１７ 年对符腾堡王国邦等级会议的批判

那样，他对此心知肚明（第 １６卷第 ２４６页）。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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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译者注



由于德意志人经由自己的国家制度而堕入政治虚无，又由于

构成帝国等级会议较大部分的诸多小领地无力具备适当的决断和

意志，就必然产生一种沉溺于私人利益的精神，一种对民族大义和

为民族大义做牺牲的观念漠不关心、甚至抱敌视态度的精神。如

果像在英国那样，对民族大义的感情已较普遍地贯穿于国民各阶

级，那么，议会批准年度赋税的权利，相比于在私利感（Ｐｒｉｖａｔｓｉｎｎ）

中教育起来的、因为置身于政治观点之外而囿于狭隘精神和利己

追求的国民所具有的同种权利，意义将判然有别。为对付这样一

种精神而保全国家，各政府需要新的保障措施。①

随着主权和国家统一取代了无休止的邦土分裂，这时第一次有了

向国民许诺自由国家制度（即具备国家形式的国家）的可能性。黑格

尔着重强调了这一形式，并把作为政治虚无模式的旧日邦等级会议，与

作为国家制度许诺之真义的东西清楚地区分开来。他在第 ２２３ 页

写道：

立宪的许诺可以用一种或许被认为最机敏、甚至被看作最正

当的方式来履行，但这种方式恐怕正是大臣们能够想出的最奸诈

阴险的伎俩。假使新王国的诸侯们竟想彻头彻尾欺骗民众，以及

可以说想在上帝和世人面前赢得荣誉，他们本会把所谓的旧体制

还给自己的国民。之所以说到上帝面前和世间的荣誉，是因为根

据如此众多的公共舆论，尤其根据此前的历史，有人会认为民众似

乎都已涌进教堂，衷心唱起《上帝颂》。诸侯们就像马基雅维利的

当代翻版，似乎已赢得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的精明政治那样的声誉，

此二人保留了先前的统治形式，在当时也就是共和国，但共和国的

实质已经消亡，而且无可置疑地不可能再存续下去。当时罗马人

沉浸在这种现状（故步自封）和谎言中不可自拔，因此，建立合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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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君主制———何况罗马人当时还不知道这个概念———便是不

可能的事情……符腾堡的弗里德里希国王显得比那种欺人的诱惑

更高明。

可见，黑格尔对我们德意志人的困境了如指掌。然而，他 １８３１ 年

却在那本臭名昭著的、以拒绝英国政治形式且支持警察国家为己任的

《普鲁士国家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Ｐｒｅｕｓｓｉｓｃｈｅ Ｓｔａａｔｓｚｅｉｔｕｎｇ）上面写道：警

察国家“避免了特权和不义的无休止混淆，合乎理性地通过考试来选

拔官员，进而可望拥有一切关系之科学奠基的深刻内容”。我们的执

掌教法者或达官显贵们的睿智之处，就是对我们缺乏政治情操和政治

生活这一事实感到快慰———还是老一套！为了超越抽象物，就用抽象

物麻痹自己！黑格尔这篇文章显示出非凡的修辞才华；我们如今仍可

感到它的镇定作用。让我们暂时忘却国家乃是一切事情的立足点，忘

却国家的存在必须具备国家的形式，忘却国家的内容是政治情操，这样

我们就会假定英国还比我们差得很远；英国的弱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

下，而我们国家本质的总体优越性显而易见，尽管大家对于后者闻所未

闻———没错，就连黑格尔本人也无法“体会尚未就任的市镇议员是如

何玩转的”。这篇文章对英国颇有真知灼见；实际上，它仅仅讨论了英

国———在那个年代怎能探讨本土事务呢？———但遗憾的是，身处 １８３１

年柏林的黑格尔，不再有心情与讨论主题的另一面相妥协，这另一方面

就是指德意志各邦的“政治虚无”，它们只想要“私利感”，不想要具备

国家形式的国家。当黑格尔在比较中时而提到德意志、时而提到欧陆，

我们看不出来他相对于英国的封建主义粗鄙状况，大抵更青睐法国大

革命的产物。毕竟他没有阐明这一点。黑格尔敌视那种“自以为是的

桀骜不驯”；否则他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篇末化解这一进退两难的困

境，亦即主张历史性的欧陆具有更加深刻的内容，因而一旦取得与该内

容相称的现实国家之自由形式，早就把英国远远甩在身后。但那显然

意味着得到一种不同的灵魂，而且是在 １８３１年的国家杂志上援引这么

一种灵魂———然而并没有什么用。相反，黑格尔谴责了当时的理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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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尤其那些宣传煽动家，谴责了他们的应然设想和诉求。可是他谴

责那些人对国家的无知，这是不公允的，因为他们最热衷于要求终结这

种无知，而且他本人凭借其国家概念，或有意或无意地也提出了一种应

然设想和一番诉求，宛若拨云见日，令人豁然开朗。他的做法兴许是下

意识的，抑或他力求瞒天过海，而且当他站出来反对那些从“解放战

争”归来的教条理想主义者时，他也不忘尽可能掩盖甘斯（Ｅｄｕａｒｄ

Ｇａｎｓ）生前［从黑格尔学说中］引申出来的那类自由主义结果。就此而

言众所周知的是，黑格尔的逝世使得反甘斯的法哲学备课戛然而止。

黑格尔在运用自己的学说时，竟然认为诸如尚未成为且不想成为

国家的国家之类的“非现实事物”具有“合理性”，这背后的矛盾无疑是

对原则的背叛。而且一旦这些源于计算，就尤其不符合智慧或概念。

看来，连黑格尔也是玩弄手腕之人（Ｄｉｐｌｏｍａｔ）！我们德意志人不

像乍看之下那样愚钝；就连作为纯洁灵魂（ａｎｉｍａ ｃａｎｄｉｄａ）的康德，也

是玩弄手腕之人。这两位的反对意见不是大张旗鼓的，而是悄无声息

的。他们的体系都是非理性—非自由氛围中的理性—自由体系。但如

下做法甚为不妥，即误解康德和黑格尔在多大程度上深嵌于各自时代

的意识及其立场的界限中，或者当他们都不愿亮明自己实际抱持的立

场时，认为应把他们视为有着相似的伦理立场。

我们应当仔仔细细品评这两人政治立场的差异。康德有句名言：

“我明明白白思考了许多我一直没有勇气说出来的话，但未加思考的

事情我一个字都不会说。”现如今，即便此种形式的坦诚也是玩弄手腕

而非出于哲思，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事情。我们得承认，康德纵然身处弗

里德里希二世统治之下（包含前述名言的写给门德尔松的信是在 １７８６

年），其立场依然受到当时公共精神状况的深重制约；假如我们想到，

连当代人都还无法容忍一套完全公开的哲学，我们就不会指望那个年

头能够做得到。虽然康德沉默寡言，虽然弗里德里希大帝身为国君，他

们却很快沦为民众指责和中伤的对象。唯有自由的民族才能承受自由

的哲学，而假如谁想在心头保有对同时代人的尊重，谁就得承认，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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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民族竟然自由到间或比它的哲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程度。与丧失

坦诚必然相伴的，是和野蛮人为伍的感觉。然而，唯有总体的、完满的、

无拘束的思想表达才属于哲学。一切爱智之士都遵循这一点。可既然

康德是我们能够想见的最真纯的人物，他是怎么想到上述慎重准则的

呢？他在上述名言中表达的那种理论和实践的分裂、思考和言说的分

裂，至今依然属于整个德意志精神。康德不可能把这种分裂摆上台面，

因此他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意识里。他在上述信笺中谈到自重（Ｓｅｌｂ

ｓｔｂｉｌｌｉｇｕｎｇ）是道德的原则，他说：

你找不到什么理由改变你对我的看法，因为我大半辈子都在

蔑视和排除大多数通常败坏品格的言行，故而，因明知自己意图真

诚而生的那种自重一旦丧失，对我将构成莫大的摧残，尽管我确信

这样的事情决不会发生。当然我认为……

这跟康德的同时代人歌德的以下立场如出一辙：“你不该在人们

面前知无不言。”但康德身为哲人，有义务知无不言；于是，鉴于当时一

切开明人士都不得不面对的冲突，康德选择反思自己的良知。这样的

道德，这种对信念和自重的恪守，显然是仍在异己势力压迫下且尚未一

心一意、无所顾忌地追求理性之人所关心的事。此种异己势力便是不

符合黑格尔概念的国家。结果，后来到了 １７９４ 年，当时还是弗里德里

希二世统治时期，由于沃尔纳（Ｗｌｌｎｅｒ）敕令导致在康德作品中检查出

“对《圣经》和基督教某些主要教义的歪曲和贬低”，并责令他“以后不

得允许此类作品和教诲公诸于世”，康德真的找到了自己准则的用武

之地，他在答复这位基督教徒大臣时，保证“本人在授课和写作中，决

不会就宗教问题（无论自然宗教抑或天启宗教）发表任何公开意见”。

他还在一份答复的草稿中，几乎逐字逐句写下了前面提到的那条道德

准则，只是为其赋予了更为实际的意义。他写道：“违背或者否定自己

的内心确信是卑鄙的，但在诸如当下处境中保持缄默则是臣民的义务，

假如一个人必须全说真话，那也不等于有义务公开说出全部真理。”这

是一条消极准则；但如果我们也为道德赋予积极义务，那么情况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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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哲人会认为公开说出全部真理正是最高的哲学义务。而事实上，哲

学的义务若不是这个，还能是什么呢？不过在康德那里，臣民的义务和

哲人的义务存在冲突，正如《安提戈涅》里面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之间存

在冲突。简言之，沃尔纳不允许本国臣民成为哲人。“臣民”是玩弄手

腕之人，不把事情做绝，诚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

这样看来，康德依照自己名言的所作所为，绝不具有最高意义上的

伦理情操（他原原本本的最高伦理立场本该是哲学立场，而哲学就是

直言不讳），尽管我们不宜说他人品不端。他未把自己提升到不成文

法所引出的反对权概念。但他无疑从自己的顺服中，感受到作为道德

前提的自重。该立场是有限度的；仅仅主张作为良心自由的自由，是新

教狭隘性的表现，但康德立场的缺陷也是当时以及眼下德意志精神的

缺陷，它单单承认内心自重这一私德，认为公开说出全部真理并且身体

力行乃是无关道德的政治德性。如此这般的民族中，只存在循规蹈矩

的臣民，不存在国家公民，而且良心本身飘忽不定，因为它会要求人们

遵守那些甚至不认可它的总体内容（亦即它的理性）的命令。康德就

是个例子。

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持有怎样的立场呢？我们可以允许这位用更

高的国家公民伦理立场反对康德式道德的人物，仍旧止步于康德式的

自重吗？毋宁说，我们不该期待他躬身阐发政治德性吗（在他的哲学

里，政治德性恰与私德相对）？

新教的抽象内向性，令黑格尔也不免陷入幻象，他以为一个人即便

政治上不自由也能享有理论层面的自由。说到底，黑格尔的立场是理

论性的，而且他所处的时代和康德时代一样没有达成具有最高国家形

式的德意志国家。他在普鲁士独一无二的地位也促成了这种情况。黑

格尔没有经历过实际的哲学斗争，他必定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哲学和警

察国家之间的分歧，因为他从没有像康德那样遭遇过别人对其原则的

敌意，毋宁说，他受到国家本身的庇护，在任教期间随心所欲地授课。

因此不难发现，黑格尔和当局一样没有察觉他立场中的矛盾，而且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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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和当局都极力掩盖他们确实察觉的矛盾，以便按照美好的古老新教

习惯，对冲突避而不谈，让矛盾不了了之，而不是通过斗争来激发和彰

显矛盾。唯有坚决刚毅的天主教原则———它连矛盾的内心也无法容

忍，并对理论宣战———才会迫使理论对天主教国家宣战。黑格尔“既

不违背也不否定自己的信念”，因为没有谁要求他这样做，何况他的结

论乐于容忍映现（Ｓｃｈｅｉｎ），仿佛理论矛盾微不足道甚或算不上矛盾。

故而黑格尔能够在理论方面提出他的抽象主张，而他也确实是这样

做的。

如果说康德认为思考是私事，哲人是私人，哲人的本分不包括促进

政治精神以及毫无保留地让全部真理在世界上发酵———至于康德是不

是压制了什么根本的东西，或者他实际上压制了什么东西，不在此处讨

论范围内，尽管未必难以作答———那么，黑格尔至少基于足够的知识提

出，哲学在思想中把握时代，有效的哲学是时代之道的表达，但他同时

认为，这时代之道仅仅指向洞见（Ｅｉｎｓｉｃｈｔ）而不指向人的意志。此乃理

论性的立场。他以神一般的恬静去看理性缔造的万事万物，并且他看

了这一切觉得挺好，因为理性可在其全部成果或实存中得到证明。而

且令人惊讶的是，只要我们执着于事物的理性方面，便用不着再对它做

些什么；理性靠着理性来构建自己，而黑格尔依偎着一种绝对主义，它

极其理性，足以承认黑格尔体系的合理性。理性的一面明朗乐观，令人

赏心悦目，而时不时地在实存事物中确证理性乃是相当困难的事

情———就连黑格尔也在宗教哲学里面宣称这是最棘手的任务！然而我

们一旦把目光转向另一面，亦即实存事物的非理性，那么不安、不满、诉

求、实践的令人不悦的应然设想便扑面而来。这时可就得做些什么了！

理性的权利必须及于这种实存；理性必须重返自身；理论性的立场被抛

弃了；批判之道转向人的意志，虽说对事物的纯粹洞见是起点，但让事

物服从洞见的决断才是归宿。这样一来，思维的立场就不再是抽象的

或片面理论性的，而是思维与意愿的正确统一。唯有（基于理性洞见

的）意愿才是真正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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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格尔那里，须被称为自觉决断的事情正是立场的选择。他想

要秉持自己的理论本身；他致力于以抽象理论或自在纯粹洞见之道的

形式主张他的理论。但如此一来，他的理论看来又回到这样一个问题，

即把哲学从日常实践提升为精密科学，提升为受到规训并预设了纪律

的实存物，提升为可怜虫们依其禀赋并未占有的主题。理论，即科学本

身，亦即纯而又纯的科学，是当时的主要任务（这是一项宏大任务），而

黑格尔令这项任务变得对自己和他人来说困难重重，以至于人们立刻

就发现，掌握科学方法和从事哲学是多么严肃的使命，因为谁若在研究

中不够勤勉不够持恒，就在面对黑格尔的话语时暴露自己的外行和无

知，这种效果比面对康德的话语时更加明显。黑格尔本人既不敌视政

治实践，也不敌视那种以意志形式出场并落实到意志上的有效思

维———他的早期活动证实了这一点———但他毕生的志业是奠立和贯彻

纯粹洞见的体系，这使他沦于片面理论性的立场。

但正因为这种立场是而且应当是片面的，现在它就必定发展出最

迫切的矛盾；它甚至违背自己的意志而突破自己：一旦纯粹洞见得以真

正成为现实，并直面作为活的批判（Ｋｒｉｔｉｋ ｌｅｂｅｎｄｉｇ）的现实，实践冲动

（Ｐａｔｈｏｓ）就不再能被束缚住。我们已经证明，批判产生决断，因而它并

不像“思辨”那样厌恶实践应用，而是将实践应用握于自己掌心。“思

辨”在自己那里是心满意足的，它在比较精神现实和外部现实之时，不

是盯着差异而是盯着共性。黑格尔认为，精神现实与外部现实的调和

唾手可得，因为二者的区别被掩盖起来，所提出的只是二者的同一性

（亦即它们都是理性）———这与他的国家观是一脉相承的，即国家不必

为了理论的缘故而改变自己的形式，因为理论会辨认出国家的理性。

以上就是黑格尔时代的意识，它是黑格尔无力逾越的东西，根据这种意

识，事物的两个方面可以避免冲突而又不至于丧失自重。

要是黑格尔有机会站出来捍卫自己的理论，他所处的时代必定予

以反对，正如康德的下场那样。唯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超越道德：唯

有此时他才获致政治品格。实际上他必须发生此一转变。我们如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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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想象，有个像康德那样的人会把沃尔纳的要求锁在抽屉里，并仅仅劝

慰自己的良心。而为横遭攻讦的哲学进行公开辩护，乃是政治举动。

黑格尔避开的那种冲突，是晚辈哲人挥之不去的东西。哲学一旦以批

判的姿态登场（大卫·施特劳斯有筚路蓝缕之功），冲突便如影随形。

如今，谁若是止步于自重，不敢为自己的事业挺身而出，谁就不再算是

哲人。照此看来，时代风气或意识立场显然已发生根本变动。发展不

再是抽象的了，现时代乃是政治的时代，尽管要让现时代获致充分的政

治性，我们仍得做不少工作。

整个黑格尔哲学转而使自身隔绝于鲜活的历史，偏安于理论的立

场并使之绝对化，这也是其法哲学的失败之处，正是在法哲学这里，我

们必定最为痛切地体验到整体的困顿。

我们不可能从绝对意义上把握国家并使之超脱于历史，因为每种

国家概念（恰如每种特定的哲学）本来就是历史的产物。我们同样不

可能把国家制度（Ｓｔａａｔ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亦即一定的国家，作为永恒形式来

把握，因为特定的国家不过是作为精神之历史现实化样态的精神实存。

无论如何，国家的普遍本质就像一般而言精神的本质那样可被把

握到；实际上，国家的本质无非是表现为公开的（即显明的）自我实现

形式的精神本身。而现实的国家及其体制的实存，与现实的哲学（即

历史的哲学）有着同样的旨趣。因此，哲学一旦步入国家的领地以及

历史精神的领地，它与实存事物的关系便会发生改变。

在逻辑学中，或曰在有关思维辩证法的永恒过程以及规定和形式

的研究中，是没有实存的。这里的实存事物，亦即思想者及其精神，是

不紧要的，因为该个体所应从事的无非是思维本身的普遍举动或普遍

活动。简言之，这里的问题仅关乎普遍本质本身，与它的实存无关。在

自然科学里面，自然物的实存是无需关注的东西。虽说自然物及其实

际过程是研究对象，但它们只是永恒法则以及不断生灭的永恒自然活

动的永恒轮回的实例。唯有历史进入科学王国之时，实存本身才具有

相关性。历史运动不再是自然运动那样的轮回，而是随着精神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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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不断推陈出新。各个时代的精神构成和国家体制，作为实存的东

西，具有科学上的相关性。教化的成果不再是轮回的实例，而是过程中

的各个阶段，对这些历史实存的认识主要涉及它们的独特性，针对着特

定实存事物本身。

因此，黑格尔体系一旦步入现实精神的领域，就得采取历史发展的

形式，因此历史发展在此乃是对象的形式。众所周知，批判已经瞄准了

宗教哲学，迫使其采取一种历史形式（施特劳斯和施图尔就是这样做

的①）；而假如我们还须承认，历史的产生唯有经由精神与内在本性和

外在自然的斗争，因而仅当各宗教的内容被世俗发展所改变时，仅当各

宗教不再把既非艺术又非科学、既不优美又不真切的幻想作为自己的

对象时，各宗教才获得历史发展。可是，希腊宗教仍旧已经拥有一种历

史，而基督教虽同艺术和科学、国家和国家制度缠绕在一起，仍拥有旗

鼓相当的历史性。事实上，基督教进入历史的时候，以僧侣政治的形式

自成一国。基督教同艺术和科学、国家和国家制度的缠绕，就是基督教

的历史。总的说来，施特劳斯《基督教信条学》一书讨论了基督教与其

他现象的关系。但由于他把发展归因于教义学本身，他的立场仍旧是

神学的和抽象的，这与其说是指明了、不如说是回避了那番缠绕。但该

主题的性质要求施特劳斯引入世俗阐发展（他探讨了斯宾诺莎和晚近

哲学），因为基督教信条的历史发展不可能脱离世俗历史而得到确立。

黑格尔在美学中已经有效引入了历史环节，尽管他并未将此一以贯之，

于是诸多仅能从历史层面解说的艺术形式便尚未得到解说。不过，黑

格尔当年为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引入的历史过程最单薄，但由于我们所

身处的时代的张力以及黑格尔论题的性质，引入历史过程现已成为黑

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最鲜明最迫切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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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过程就是把理论同精神的历史实存关联起来；这种关联活动

就是批判。历史发展本身其实就是客观批判（参见施特劳斯《基督教

信条学》的序言）。这种把理论适用于实存的做法，在黑格尔的政治思

想中是缺位的。黑格尔当时没有完全抹杀这种适用，但有意回避了这

种适用，其结果类似于《精神现象学》：这部著作朦朦胧胧，像是图绘的

云彩，可望而不可即。黑格尔笔下的国家（他的国家制度学说）并不比

柏拉图笔下的国家更真实，而且永远不会变成这样真实的东西，因为正

如柏拉图恢复了希腊城邦，黑格尔也恢复了当前的国家；黑格尔甚至对

当前的国家直呼其名，但他从未让自己国家学说的隐微之义溢出历史

过程，因此他对政治生活和政治意识的发展没有直接影响。法国人在

这方面已有斩获；他们是彻底历史性的民族。在法国人那里，精神是鲜

活的，它依照自己的形象发展世界。故而他们对现时代的相关批判方

有如此深刻的影响，并显露出我们德意志人难以想象的敏感性。

唯有当理论秉持着各种永恒规定（人格、家庭、社会、国家，或者这

些东西的原则，亦即意志、爱、法、自由概念等）之时，理论才可能超脱

历史的批判过程。我们能够在普遍性的形式中（黑格尔会说，“在其概

念中”）把握这些规定。因此它们乃是逻辑上的或形而上学的规定；对

它们的描绘催生了伦理王国的形而上学，在这种形而上学中，若不把诸

自由形式的概念同自由形式的实存关联起来，也就是说，若没有批判的

工作，便无从讨论国家制度，或者笼统而言的自由的诸历史形式。再

者，任何当代的形而上学本身就是历史的实存；唯有其概念从历史批判

中生发而来，它才能发展为形而上学；它必须把自身的解体作为将来的

使命。因此，形而上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究竟是否先于批判抑或正好相

反，是无关宏旨之事，因为在哲学思考者的意识里，形而上学和批判始

终唇齿相依；没有批判就没有概念，而没有概念就没有概念与现实存在

的关联，亦即没有批判。

但理论的使命包括清楚地区分形而上学的操作和批判的操作、作

为目标的逻辑范畴和作为目标的历史范畴、经由普遍性形式的解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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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实存形式的解说。黑格尔法哲学为了把自己伪装成“思辨”或绝

对理论，也就是说为了不让“批判”显露出来，便把实存或历史规定提

升为逻辑规定。因此，在黑格尔那里，例如国家制度的历史形态，亦即

这种历史上的精神立场，不是历史批判的产物，也不是人类发展的产

物；黑格尔虽然明显阐述了当时的精神立场，但完全缺乏对历史事物和

形而上学事物的有意识区分。故而黑格尔致力于把世袭君主制、多数

派、两院制等东西表述为逻辑必然性，可重要的是将这些东西确立为历

史成果，并将其作为历史实存而予以解说和批判。一般而言的国家制

度及其目的可独立于精神发展而得到讨论，但现实的国家制度显然是

个历史范畴，唯有对这种实存物的批判显然才是发展的脉动（ｄｅｒ Ｐｕｌｓ

ｄｅｒ 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这就解释了黑格尔的政治形而上学的微茫影响。

理性一旦脱离当前的精神生活，就变得苍白无力；理性若将一时的历史

实存作为永恒的规定性呈现出来，就堕落为愚蠢的歪曲。正因为历史

实存不是永恒的或必然的，不是周而复始的承担者，而是自由的、单一

的规定性，可以说是精神的个体性，它们才颇为崇高；它们作为实存而

具有相关性，并凭借这种相关性，向精神揭示精神本质的崭新深度。

一旦关心各个历史教化阶段及其相应国家形式的实存———黑格尔

的政治学对此全然不感兴趣———就不会放过未来的政治；这种关切已

呈现于愈加嘹亮清澈的批判之道，并且较以往更加猛烈地沁入每一颗

抵制它的心灵。概念和现实的真正联合，不是以概念美化实存，而是神

圣的概念显化到实存之中，紧接着出现的便是这一联合的分裂。

本质与现实、理念与实在之间的这种关联，却让我们重新审视黑格

尔所谓绝对精神与国家的关系。黑格尔在宗教与国家这一近来引发热

议的主题下论及上述关系。他在第 ３３２页的长篇附释里探讨了这个问

题，可非但没有澄清这个问题，反倒把水越搅越浑。这样的混淆因何而

生？这还是要归咎于贯穿全书的那个同样的问题，即在多数场合下，宗

教的概念取代了实存的宗教，但在某些情况下，实存的宗教又取代了预

设的宗教概念，于是读者被搞得一头雾水。黑格尔法哲学没有获得他

６８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通过预设现实状况而似乎打算谋求的广泛受众，而且他很可能不想进

行明确的概念规定，以免除刨根究底的麻烦。他“回想到宗教的概

念”；他有一次说道：“宗教中的全部内容都具有主观性的形式”，“虔敬

心（Ｆｒｍｍｉｇｋｅｉｔ）一旦代替了国家，就不能容忍被规定了的东西，因而

将之毁灭”，但他还是认为宗教是被规定了的东西，是一定的“教义”和

“表象”。① 混淆由此而生。假如宗教不能容忍任何被规定了的东西，

人们怎会以为宗教能够容忍本身被规定了的教义？

要弄清问题的原委，就得后退一步。国家在黑格尔眼中是精神的

客观性和现实性，是自由的自我现实化。很好！但为何要把表现为宗

教、艺术和科学的那些精神实现形式（Ｒｅ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ｓｆｏｒｍｅｎ）置于国家和

历史的领域之外呢？有什么东西能比自由的自我现实化更崇高吗，若

没有宗教、科学和艺术，这种自我现实化能够渐次推进吗？这三者难道

不是历史的持续参与者吗？不正是它们缔造了历史吗？

黑格尔转向抽象理论的做法也可以解释该问题。当他把国家从历

史中剥离出来，并仅仅根据逻辑范畴考量国家的全部历史形式，他自始

就在周而复始地运用普遍—特殊—单一这组范畴，这样一来，他也就把

实践层面从宗教、艺术和科学中剥离出来。对他而言，这三者固然是自

由的自我现实化，但仅仅作为（理论）精神本身的要素。他将这三者系

于纯粹理论精神的层面。对真理的体验、直观和认知诚然是自在的目

的（Ｓｅｌｂｓｔｚｗｅｃｋ），但真理本身也是受到历史规定的东西；世界与真理的

新近形式相矛盾。要达到自在的目的，不宜经由抽象方式，只能联系着

外部现实已然达到的东西，故而也就是作为被规定了的有限目的和有

限现实的成果。处于理论精神要素中的自由，不是绝对的、无拘无束

的、完全的自由，而仅仅是指精神从一定的外部事物或实存中得到解放

（Ｂｅｆｒｅｉｕｎｇ）。精神必定总是转而反对这些东西，即便它们不过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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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的思想形式和发展形式，这就是批判和实践。而黑格尔回避了这

一转向。在他看来，科学并不同时是批判，艺术并不同时是对当代的阐

明和澄清，宗教在本质上是表象和教义，并不同时是实践冲动。

这不是要否认艺术和科学作为理论形式的地位；我们也不打算教

给黑格尔那些我们正是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即环节就是总体，不存在

无思维的意志，也不存在无意志的思维，一切理论本身就是实践（Ｐｒａｘ

ｉｓ），理论和实践的区别仅仅在于精神是向内转还是向外转。但我们是

在主张某些日渐获得公共意识认可的事实，即（这里权且不谈宗教的

本质）黑格尔哲学与整个德意志精神都隐匿和遮蔽了理论的实践关联

和意义。

科学并不回到逻辑，而是回到历史，而逻辑本身也被纳入历史；它

必须允许自己被作为实存来把握，因为它从属于这套哲学的发展状况。

也就是说，本身作为精神的历史形式的科学，并不在绝对形式中把握真

理；它把理念（或真理）的全部内容置入它的形式；但它既然被作为实

存来把握并因此服从于批判，历史便扬弃了它。批判是运动，既是分泌

的过程同时又是生育的过程。

该运动既在理论内部推进，又反对理论的全部素材，尤其是反对客

观的精神或生活。科学正是经由批判来处理其内容。批判是把握并消

化了该内容的对世界的理解（ｄｅｒ Ｖｅｒｓｔａｎｄ ｄｅｒ Ｗｅｌｔ），是艺术和宗教的

预设，且经由这二者发挥作用。如果这听起来有悖常理，或许我们能够

加以澄清。艺术是理念的显示；它预设了对于科学精神已然获得的内

容的理解或领会；它是实践，但它是欢乐的实践，是“理念在其反面的

映现（Ｓｃｈｅｉｎ）”。它是机智，而机智是具有美学形式的批判。机智是全

部艺术的预设；它的要素是愉悦，是应对全部实在的能力，它不把实在

看作显象（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而主要将其视为映现。艺术想要的不是显

象，或曰在（外部）时空现实中的理念，而只想要在那精神的自为存在

中的对象化，仅仅为着直观而非有限目标的对象化，因此，艺术从全部

时代采撷它的各种形态，并让既往的时代重现于当下。但因为艺术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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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了批判的环节，并把作为机智的解放亦即愉悦的印记加载于它的全

部发展，艺术恰恰是非实用性的（ｕｎ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艺术将整个当代精神

从其旧的形式中解放出来，因为它为其赋予了新的形式，并向其展示这

一形式的艺术镜像。然而，艺术的最高形式也会明确突变为精神的自

我批判；它是喜剧，是创造性的精神在单纯享受着对自己全部形态的主

宰权，但这种享受本身也是一种塑造活动。知识和艺术的关系，就是理

念（Ｉｄｅｅ）和理想（Ｉｄｅａｌ）的关系。科学和宗教的关系，就是理念和理念

之实现的关系，不是实现为理想，而是实现为现实。鉴于黑格尔体系忽

略了批判，因此，他的美学也就忽略了批判的对应物，即机智和滑稽，尽

管在谈及喜剧的时候，这位伟大的哲人将阿里斯托芬置于希腊精神的

氛围中，从而作出精妙绝伦的探讨。

宗教仅能拥有科学和艺术所赋予它的内容。作为科学的精神教

养，以及作为理想的自我形成的精神教养，就是全部的内容。这种精神

教养别无其他内容，故而黑格尔正确地觉察到，其在内容上与宗教区分

不开。但当黑格尔为宗教赋予他自己关于“绝对”的理论，他就在省思

由该抱负衍生出来的经验实存，而非宗教的纯粹本质。概念中的宗教

无非是向往理想、向往真理的实践冲动。它把理念化约为情感；它把纯

粹洞见转化为品格（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的实体，并经由这种内容的凝炼，将自

己引向实现。它的本质就是这种实践，该实践的终结时刻决不在于主

体为着自己的白日空梦（此乃抽象物）而将理念化为情感，而在于实践

否定了旧有实存并建立新的实存，从而自己呈现为真正的批判。

宗教不是日常事务，也不是为着每个人。让大家把真理（即理念、

时代精神、实体、神性）抽象地、半心半意地当成情感，这绝不是真正关

乎激情的事情。人心假如真的盈满，就会立刻溢出，每颗心中的宗教现

实势必化为宏大世界庆典、末日审判和“有规定性事物的毁灭”。如今

为宗教大声疾呼的那些人，最要惧怕的莫过于宗教的复苏觉醒，最要颂

扬的正是一般宗教实在的稀疏难见。无论如何，宗教一旦凝练为情感，

就脱离了被规定的内容界限；实践冲动在某个阶段打破沉思，继而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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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主体抛入斗争。然而，总体之中始终预设了一定的内容，并且宗教所

暂时取消的那种理论延伸的特定性，重新脱胎于宗教实践而复归。忠

实于总体的理念，并且为了理念的新形式挺身而出，甚至到了无所规定

的程度，这是宗教人士的光荣。因此，随着对公共处境做出理论规定，

随着所把握到的现实在宗教实践之后的详细发展，我们的任务就在于

继续左右那种宗教心（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ｉｔｔ），并让一切新的规定性浸润着对原

则的忠诚。试回想解放战争，或者七月革命，或者第一次法国大革命。

当时宗教自称为情怀和对一定理念的献身，但首先总的来说是涌向理

念的情感运动。后来的规定性是真切而权威的，只要它们仍旧唤起时

代的宗教心。当置身于转型时代，精神和真理不再填满人心，从理念的

堕落或者非宗教心便成为人心的巨大负担，并把人的情感凝练为在内

心中潜移默化的神性的新表现。这样看来，即便在那个时候，宗教仍未

丧失历史愤怒或历史企盼的对象。我们知道，黑格尔说“宗教一旦取

代国家，就毁灭被规定的东西”。

那么，宗教何时取代国家呢？

显然，只有当国家变得了无精神（ｇｅｉｓｔｌｏｓ），以至于理想的实践（ｄｅｒ

ｉｄｅａｌｅ Ｐｒａｘｉｓ）亦即向往理念的情怀完全与之异化，并变成它的敌人。

宗教改革的情怀就是这样取代了僧侣政治；大革命的情怀就是这样取

代了旧日的国家乱象。

那么宗教和国家的关系如今是怎样的呢？

很简单，相当于本质和实存的关系，因为真正的宗教在其自身凝聚

了时代精神的全部内容———这内容便是本质———而且它作为主观力量

或情感运动，试图将之确立于世界。此岸世界是国家及其实存；时代精

神的内容是其本质，任务在于把这本质及其运动提升为国家实存的灵

魂，而非国家实存的敌人。这就意味着，谋求把理论精神的前进与实存

事物融会贯通的那实践冲动、那对于理念的热忱、那批判的渴望，必须

被纳入国家。把科学、艺术和宗教作为外在事物甚或死敌来对待的国

家，必定突然消解（Ｕｎｔｅｒｇａｎｇ）为它所拒斥的本质运动。实存事物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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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的有序消解，是免遭这种突然消解的厄运的唯一保障；也就是说，

真正精神的阐明（该阐明就是国家），不应该任由情感中新近达成的理

念（即宗教）凝聚到爆发点，而必须使自身的组织形态便于那崭新的奋

进、那蓬勃的发展助益国家本身的内在生活。

因此，总而言之，一方面国家的历史教导我们，要让国家统治立足

于人类精神的本质运动，要承认、组织进而允许兑现那自主的理性。另

一方面，宗教的任务是仅在国家、艺术和科学中谋求自己的实定物和自

己的内容、自己的实存和自己的要素，而非宣布某种超出理性或超出国

家和现实的实定物。

人们不会认定这就是事情的本来面目；相反，人们会诉诸历史，并

宣称宗教从来就有属于它自己的内容。但这些人的风流总被雨打风吹

去。宗教比它的这些不切实际、外强中干的捍卫者们设想的要实际得

多。一旦宗教不再是自然宗教（Ｎａｔｕｒ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它就走上两条摆在它面

前的实践之路，一条是理想实践之路，即艺术教化之路，另一条是实在

实践之路，即国家建设之路。这里毋庸赘述希腊的宗教、犹太的宗教和

穆罕默德的宗教，因为其中一种宗教的艺术创造不言而喻，正如另外两

种宗教的国家建设力量不言而喻。但登上历史舞台的基督教，似乎既

不亲近国家也不亲近艺术，因为它一心建立天国。“就只是建立天国

吗？不，是在尘世建立天国。”实际上，要不是基督教化为实践冲动、不

再希求逃避尘世，基督教本来真有可能仅仅栖居于情感，栖居于精神的

内在性，实实在在逃避尘世，并且不再指望建立什么王国，哪怕只是天

上王国。那样的基督教断不至于设法危及尘世国家。但基督教当年确

实设法危及尘世国家，一心一意谋求在尘世建立天国，而且自此以后形

成了比僧侣统治的王国更加发达、更加协调的王国，这是一种神圣但也

依旧世俗的国家存在，与其他国家一样纯粹脱胎于理论，同时也将当时

的理论凝练为实践冲动。科学应运而生，反抗这庄严堂皇、支配世界的

僧侣国家；一旦科学再度化身为宗教，摆出真正的本质来对抗那已无精

神的实存，继而压制宗教本身，压制内在情感中的本质的运动，僧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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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国家存在便被打破。但宗教改革和原始基督教一样小家子气，回

避国家建设问题。宗教改革摧毁了天主教的国家感（Ｓｔａａｔｓｓｉｎｎ），但又

眼睁睁看着国家从自己那里发展而来，即便这国家只是需要的国家

（Ｎｏｔｈｓｔａａｔ），只是陷于世俗利益关系的人们的外部保障。于是就催生

了丧失国家感的国家，亦即新教的国家发展，这种国家其实不是众望所

归，而只是迫不得已，因为这是达成内在自由、亦即信仰和精神自由的

不二法门。这便成为德意志世界的理论先进性的来源，但同时也是其

理论抽象性的来源。作为纯理论的情感运动的抽象宗教，比如新教礼

仪中所表现的形态，不久就变得孱弱，并采取冷淡主义这一形式；唯有

危难关头，实际宗教心、实践冲动才能激荡于真正新教徒的胸膛，因为

新教国家只是需要的国家，它除为市民提供保障之外，与市民再无瓜

葛。人们仅仅计较自己的私事，宗教也只关心私下的情感需要、个体灵

魂的真福、私人在彼岸世界的救赎。宗教不再关乎它所创建并须推进

的共同体；对宗教而言，大同之心已然消隐；教会成为不可见的教会，国

家成为秘而不宣的国家。事实上，这一处境极其抽象，纵有各种理论运

动，也完全近似于精神荒废了自己最崇高的纽带。

政治感（ｄ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 Ｓｉｎｎ）即国家建设的情怀，虽因实在的新教

（在英格兰，我们只能说天主教的新教）而在德意志人的胸膛窒息，却

被天主教民族承续下来。他们至少不允许理论抽象物变成固定的理

念，并且首先着手将新教的精神教养所带给世界的崭新内容，提升为实

践冲动和政治教养。当前时代似乎处于“抽象的理论人”与“片面的政

治人”、亦即德国人与法国人的相互教化之中。如果说天主教妨碍了

精神自由，则新教的抽象物———其令人极其不安的顶点出现在黑格尔

那里———则妨碍了政治自由。不消说，若无政治自由，就只有抽象的精

神自由；我们固有的力量无法开出实在的发展，除非外部的紧急事态迫

使我们这样做。于是，德国力求对法国人的实践冲动择善而从，同样，

法国也在利用宗教改革的理论结果。但二者都须远远超出这种互利互

惠迄今达到的既有状况。恐有人敲打德国人，说他们理应明白：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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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伦理（Ｐｒｉｖａｔ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和利己主义宗教心，背离了政治伦理以及

国家感之宗教端倪———后两者以改天换地的方式登上法国历史舞

台———有鉴于此，德国人难望法国人之项背，倘若德国人还想着在什么

方面超越法国人，他们不妨像黑格尔那样诉诸他们的科学，而非像落后

的日耳曼人那样诉诸他们的伦理。

千百年来的历史，以及当前的世界局势，大大深化了我们对宗教与

国家关系的看法。拆分宗教和国家，无异于同时斩断二者的命脉。

因此，如果有人畏惧世界所无力抗拒的那些强大力量的运动，打算

抽身而退，不想直面历史，就基本按照孱弱的新教、冷淡的小市民情调

来考虑事情，那么他会嚷嚷道：“这种宗教只不过是狂热（Ｆａｎａｔｉｓｍｕｓ），

更糟糕的是，由于这种思维方式，宗教狂热和政治狂热聚合为一枚炸

弹，妥妥地粉碎了一切实定物的掩体。因此，法国的发展可谓‘走火入

魔’。”狂热这一概念诚然不好把握，但我们必须承认，狂热总易招致上

述粉碎过程的强有力爆发。狂热分子不顾任何道德障碍和外部障碍；

他无所顾忌地追随自己的宗教诉求（即他的实践冲动）；只要他的对手

踩上地雷，他就与其同归于尽；他的话如同高茨（Ｇｔｚ）所言：

吾之生死非我所顾，

惟愿众犬偕遭刺毙！

实践冲动在狂热状态中把自尊心提升为一股把人完全吞噬的快感

（Ｗｏｌｌｕｓｔ），而且恰如范施皮克（ｖａｎ Ｓｐｙｋ）的情况那样，在爆炸之际，一

旦此人不顾自己死活，那么他最终也会为了他自己的目的残忍地牺牲

其他人。狂热是强化了的宗教，是宗教的悲剧形态；如果说宗教给人带

来解脱的欲念（Ｌｕｓｔ），那么狂热则是因被压抑的爆发而生的快感。如

果说宗教将未获证成的实存提升为真正的实存，那么狂热若是没有其

他办法推行自己的计划，就让一切事物（甚至它本身）烟消云散。因

此，如果说宗教不尊重它的前行障碍，那么狂热对其前行障碍堪称残

忍。这样看来，宗教和狂热不是一回事；至于能否以及如何避免狂热，

倒是不难理解。只要人生遇着艰难险阻，只要有值得人们倾力捍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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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我们的历史就少不了狂热。但我们业已明白，国家制度的目的就

是采纳宗教运动，形成良序循环。

严格说来，治理国家就是指治理它的内部历史，因为我们业已最终

承认，我们理论成果的全部内容须被一再付诸实践循环，进而宗教的改

造性实践冲动须成为法定的东西。

（译者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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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与《法哲学》

［法］魏　 尔 著　 姚　 远 译

有关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详细的研

究和公允的撰述却凤毛麟角，至少就我所掌握的资料以及通晓的语言

来说（但我尚不了解俄语世界的状况）情况如此。这样的作品自始便

举步维艰。马克思与恩格斯浸润在黑格尔主义的氛围里，反复研读黑

格尔的作品，并以之为最后的哲人，他们假定其读者全都对黑格尔有所

了解，而事实上当他们的影响力臻于顶峰时，读者对黑格尔已经颇为陌

生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黑格尔的批判，不久便成为难以索解的东西，

而马克思主义者（除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等极少数例外）多半满足于重

复这些批判，不去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毫无保留

地采纳了黑格尔式体系的哪些元素，以及什么构成了他们针对黑格尔

所运用的批判原则。我曾经提到的“李卜克内西事件”，充分表明了这

种肤浅和慵懒。

我无意一揽子解决上述问题，它们极其重要也极其复杂。但我们

有必要追问，马克思的思想如何有别于黑格尔的思想。从历史上看，黑

格尔正是沾了马克思的光才变得声名显赫，而按照我们当代的认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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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说马克思是黑格尔的门徒，不如说黑格尔是马克思的先驱。或许惟

有参照黑格尔才能理解马克思，但主要是马克思直接或间接地促使黑

格尔成为经久不衰的研讨对象。

说二人的主要区别在于一个唯心主义一个唯物主义，这已是家喻

户晓的陈词滥调。当在这两个术语前加上“历史”时，这一对立的含义

才更加确切。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把如下两套有关历史和历史活动的理

论对立起来，一方告诉我们理念无所不能，另一方则在人类的外部生活

条件中找到一切变迁与进步的动力。相反，一旦从哲学观点来看，该对

立就失去确切的含义了，当我们采用传统形而上学的观点时（它区分

了唯心主义与唯实论，区分了唯物主义与唯灵论）是如此，①采用辩证

哲学的观点时（按照该观点，传统的前辩证抽象物之间彼此转化）更是

如此。就哲学范畴而论，可以说黑格尔和马克思既非唯心主义者亦非

唯物主义者，他们对二者兼收并蓄。

但就二人有关政治活动的看法而论，情况则判然有别。黑格尔和

马克思在此领域分道扬镳。黑格尔坚信，国家当局（即政府）的慎思活

动，会确保建立一种特定的工作体制，使每位公民拥有他的家庭、他的

荣誉、他的自我意识以及他的政治参与，亦即确保整体沟通，从而想方

设法杜绝社会现实与国家形式之间的隔阂，在这个意义上，单是理智就

足以实现整体调和的国家。马克思则确信，唯有革命行动，才能实现真

正合乎人性的国家里的真正合乎人性的社会。

然而，鉴于前面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论述，以及意识把握（ｌａ ｐｒｉｓｅ

ｄｅ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在马克思那里的决定性作用，以讹传讹的二人对立关系

是极其笼统草率的。黑格尔告诉我们，是实际条件迫使国家有所作为；

马克思则认为并公开宣称，纯暴力行动与进步行动南辕北辙，前者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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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的目的观或者科学的知识。之所以如此，不过是由于二人都不采

纳抽象的反思哲学，而是秉持着辩证哲学。另外，二人都认为，无意识

行动（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单纯的不满）是所有历史事件的源泉，因此

只有当行动有了眉目时才能有所意识，而只有当行动开展起来时才会

有充分的意识。再者，二人都清楚（马克思比黑格尔说得直白些），对

某一历史状况有充分的意识，意味着该历史状况必须而且将会被克

服，①恰如二人都认为不可能精确描绘要被实现的那个国家，他们只规

定了反对现状的意义，没有规定将由当前行动引发的新［社会］形式。

不过，确实马克思侧重群众（或阶级，这两个术语都可以在黑格尔那里

找到，而且马克思也在同样意义上加以使用）的作用，而黑格尔侧重政

府行动。于是，黑格尔忽视了我们时代的一大紧迫问题，即政府可以选

择力挺某个社会阶级，压制另一个社会阶级。黑格尔无疑看到了阶级

冲突的存在，但他没有赋予它足够的意义，而在后来接踵而至的政权争

夺（不单是国家内部的斗争）中，阶级冲突迅速成为举足轻重的事情。

黑格尔看走眼的理由很清楚（原因也很清楚：黑格尔亲身经历过

革命的失败，而且他与马克思各自生活的时代有经济状况上的客观差

别———当黑格尔逝世时马克思十三岁，《法哲学》出版时马克思三岁，

等等）。黑格尔专注于理论，是理论家，他不是也不想成为政治家。他

关心的是整个历史的意义和方向，不关心接下去如何采取措施推动进

步这类技术性问题。人的解放是现在出现还是几百年之后出现，是出

现在这里还是别的什么地方，是这样出现还是那样出现，这些他一概不

过问；他就满足于理解自由社会的性质（他和马克思都不可能预测自

由社会的具体形式）。马克思不相信政府官僚的善意或理智（从腓特

烈·威廉三世到腓特烈·威廉四世，普鲁士状况改变了多少，从 １８２０

年到 １８４０年，欧洲经济状况又改变了多少，在这里我们对此无需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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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下文对《共产党宣言》的讨论，包括两个方面的理论，一是哲学的实现及其

压制，二是无产阶级意识。



述）。当黑格尔看到政府官僚所面对的问题时，马克思则看到居统治

地位的政府官僚与受压迫阶级（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使用该术语）之间

的斗争；当黑格尔基于不证自明的国家利益来展开分析时，马克思则把

未来完全寄希望于一部分人的造反，这部分人已经失去了家庭、道德、

荣誉或祖国。这里需要提请读者注意，马克思和黑格尔都不曾表示要

为暴力而暴力。马克思同样要求政治行动具备有意识的引导，他称之

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精英”、“骨干”、“政党”、“领袖”。但这种崭新的

社会管理方式，将通过反对官方政府而建立起来，而不是通过难以捉摸

的国家制度转变从官方政府中发展出来，这种新管理方式注定使人与

其自身在新组织结构里和谐一致，而且尤其鉴于马克思从未发展一套

国家理论，我们是将这种新组织结构命名为“国家”抑或别的东西则在

所不问。①

另一区别在于，黑格尔认为历史的引擎是战争：一个给定的国家发

展出最新型的合乎理性的自由组织结构，与其他国家交锋，并最终胜

出。从哲学方面来看，该国的胜利是由于它是理念的担纲者，从物质方

面来看，则是由于该国能够依靠全体公民的爱国心。② 然而在马克思

看来，主要问题不在于战争（只是当列宁努力就帝国主义问题作出理

论阐发后，战争才变得重要起来），而在于国内革命，这场革命将使得

国际争斗成为可有可无的事情。③

马克思正是在阐述阶级斗争的概念时，将“激情”这个黑格尔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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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黑格尔写道：“立法权本身是国家制度的一部分，国家制度是立法权的前提，因

此，它本身是不由立法权直接规定的，但是它通过法律的不断完善、通过普通

行政事务所固有的前进运动的性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参见《法哲学原

理》，第 ２９８节）。
“这就是公民爱国心的秘密之所在：他们知道国家是他们自己的实体，因为国

家维护他们的特殊领域———它们的合法性、威信和福利”（参见《法哲学原

理》，第 ２８９节。故而平头百姓并不分有这种爱国心）。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 １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２９１页）。对黑格尔而言，扩张
主义政策同样源于社会财富不充足，亦即（势不可当的）危机。



的哲学概念，转变为一个根本的科学概念，而且是一个标示着哲学边界

的概念。马克思认为，激情是历史的真正驱动力；套用（黑格尔后来摒

弃的）《精神现象学》的语言来说，激情是在人的历史之中向人表现出

来的（即自为的）否定性，也是在历史的人之中向历史哲学家表现出来

的（即自在的）否定性。在马克思看来，这激情在每个历史阶段都获得

具体规定，在当代历史情境亦然。黑格尔认为，只有得到实现、从而通

过规定自身来理解自身的激情，才是科学上可以认识的激情，而按照

《法哲学》的看法，任何给定的当前的激情，无非是一种残留物，要被吸

纳进（在政府那里成为现实的）现代国家之历史—道德现实的自我意

识。对马克思来说，正是这一国家才是异化的国家，不仅激情是实现自

由的必要条件，而且作为激情滋生地和造反对象的具体现实形式规定

了激情的动向。他认为能够在科学上认识到，假如已经展开攻击的激

情想继续作为拥护具体自由的激情，它必须如何运用暴力。一旦确立

这一点，政治行动的主体和客体便立刻被视为社会性的东西（尽管马

克思仍然将二者置于黑格尔的国家框架内），由此能够在政治哲学的

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社会科学。

于是可以说，黑格尔那里已经具备了马克思笔下知行关系的全部

要素。当马克思将《精神现象学》所发展的否定性概念，运用到《法哲

学》所详述的基本结构上，那些要素就变成科学的概念和革命的要素。

这两种论题（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两种态度）出自同一项要求，即

通过每个人的彼此承认达到人的满足，①二者在当今依然同样可行，不

能说事件的发展支持某个而反对另一个，尽管它们都确证了赖以为源

泉的共同根基，即人类解放的必然性，不过这其实是有条件的必然性，

也就是说，仅当我们认为文明、组织和实定的自由应当存续时才有的必

然性。由人的异化、由财富（这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财产）因而由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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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亚历山大·科耶夫（Ａ．Ｋｏｊèｖｅ）著作的伟大价值，就在于将承认与满足这两个
概念作为现行黑格尔解释的中心。



引发的问题，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心知肚明，而且从他们那个时代以来，

每种反思性理论和政治实践都承认它们是根本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

不仅是黑格尔和马克思那个年代的主要任务，也是当前的主要任务，这

一点已成为我们的长期共识，但我们尚未提出一套哪怕是粗浅的政治

理论，来解说自那时起出现的一切新国家形式。

与此相似，和平演变的卫道士、革命专政的卫道士以及这两种政治

路数的批评者，无不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于激昂敏锐地捍卫自己的个人

意见、反驳他们的对手，却没见谁屈尊去严肃检讨自身原则的固有后

果。对于如何煽动或镇压革命、如何建立和维系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专

政，我们了如指掌；可是在思忖究竟走专政体系的路子还是自由民主审

议制的路子时，二者对于达成某个向往的目标而言各自的优劣是什么，

却鲜有费心追究者，至于国家制度和具体伦理（这两个术语，尤其是前

一个术语，要在黑格尔的意义上来理解）在给定民族中的作用则更少

有人问津。自由、民主、权威、法、平等之类的词语，得到众口一词的意

义肯定和衷心拥护，这个情况恰恰表明当前依然欠缺拨云见日的讨论。

补救方式是首先考察革命、演变和反动在同一个世界上（有意识）的共

存，继而对“形式上的”和“实在的”这两个术语的具体意义一窥究竟，

它们一个旨在证成，另一个旨在羞辱，但都道出了关键的现实或同样抽

象的现实环节。

前面的论述只是为了强调，比较黑格尔和马克思是件难事。那些

论述绝不试图细加阐明已经勾勒的问题，甚至不试图提示要完成这么

一个目标所要求的东西。那些论述便于我们扼要解说青年马克思从

１８４３年 ３月至 ８月创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① 我不打算细致分

析这份文本。假如我想要这么做，我就得着手比较马克思的批判和黑

格尔的理论，并且鉴于马克思对《法哲学》有细致的评注，我还得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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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要了 解 创 作 日 期 的 确 定，参 见 Ｄ． Ｒｉａｚａｎｏｖｓ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ｔｏ ｖｏｌ． Ｉ，ｐｔ． Ｉ，ｏｆ
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ｌｘｘｉ ｆｆ．



解释这部著作。这时我将有机会仔细揣摩马克思的某些反对意见，其

中有的才华横溢、经得起推敲，①有的则暴露出对该书措辞和论点的曲

解。② 我们还是把这项工作留给致力于描绘马克思思想演变的专家

吧。这里我们只关注该批判的宏大规划亦即原则。

与 １８４４年在巴黎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不同，《黑格

尔法哲学批判》本身一直没能引起热烈反响。这部手稿首次发表于马

恩研究院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 １ 卷（莫斯科，

１９２７年），但甚至在最热衷此类东西的、相对精挑细选的读者群里也不

是备受瞩目。③ 人们对它不太感兴趣，这也不难理解：该文本是未完成

稿，冗长烦琐，而且由于往往不事先解释文本便径直转入批判（马克思

假定大家对黑格尔有所了解，这在 １８４３ 年很可能还说得过去，但如今

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读起来令人挠头。此外，假如以《共产党宣言》

所表达并由马克思恩格斯在余生中所发展的那些原则来定义马克思主

义思想，则可以说马克思的思想是前马克思主义的。最后，这部手稿的

不完整，不仅在于遗失了第一页，还在于马克思多处留下空白页有待事

后填充，并断断续续地指出他认为有朝一日需要澄清或添加的东西。

不过这还没触及要害。该批判仅仅讨论并且只想讨论内部国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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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例如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对世袭君主制的推演，批判黑格尔未能体察财富（即资

本）在政治状况分析中的重要性（尽管马克思此时尚不清楚财富与资本的差

别，故而他的批判不如黑格尔的社会分析来得淋漓尽致）。

其中最重要的是没有看到，对黑格尔来说国家制度在本质上是历史性的，而且

他所描绘的国家制度类型既不代表应景的解决方案，也不代表恒久有效的模

式。

不过，请参见 Ｊ． Ｈｙｐｐｏｌｉｔｅ，“Ｍａｒｘ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ｇｅｌｉａ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Ｈｅｇｅｌ，ｅｄ．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Ｊｏｈｎ Ｏ’Ｎｅｉｌ，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６０，
ｐｐ １０６－１２５。很遗憾，我并不赞同作者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解释黑格
尔时存在原则上的差别。还有的学者低估了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因为没

有考虑到马克思间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承认该手稿不完整，例如 Ｇ．
Ｇｕｒｖｉｔｃｈ，“Ｌ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 ｄｕ ｊｅｕｎｅ Ｍａｒｘ”（《青年马克思的社会学》），ｉｎ Ｃａｈｉｅｒｓ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ｕｘ ｄ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 ４，１９４８：３ ｆｆ．



（即宪法）。① 因而，该批判没有阐述现代读者可能最看重的东西，即一

方面是马克思在社会理论上的立场，另一方面是他在历史哲学上的立

场。马克思确实计划讨论社会理论，但他没在这部手稿里贯彻该计划。

在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时候，他以为能够在纯政治层面上对黑

格尔思想作出有效批判。而且他在这个层面上的批判是否定性的，尽

管常常是有根有据的。他不仅没有从正面阐发一套国家理论，而且没

有留下任何指示以便我们确定他在国家问题上的基本见解的性质。诚

然，他谈到财产在国家中的主导地位，谈到人与公民的对立，谈到这条

贯穿国家并且阻止人与国家相调和的欲盖弥彰的断层线；他强调行政

机构掌控着国家，强调黑格尔对民主的嘲讽（就纯形式上的民主而言，

马克思同样抱持这种嘲讽态度），他还有理有据地批判黑格尔对世袭

君主制的推演。但以上论点都不及他后来的看法深刻，那些看法首次

出现在这部（未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已发表的）《〈黑格尔

法哲学批判〉导言》里。人的现实异化、丧失历史共同体参与资格的阶

级、（甚至）资本的概念———这些根本概念都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所

不具备的。该书运用了费尔巴哈式的语言；“批判”这个术语俯拾即

是，它标志着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一帮人，②而且该书的根本立

场，正是马克思后来谈到费尔巴哈“拒绝”宗教时所批判的立场：“费尔

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

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要总结一下

这番批判，我们只需把句子里费尔巴哈的名字换成马克思的名字，把

“宗教”换成“政治”。因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学说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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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１００页（“不过，这个问
题我们不准备在这里谈，而是留待批判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看法时再来阐

述”），第 １０２页（“关于这一点要在《市民社会》这一章中作进一步阐述”）。
例如，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４８、５１、５２
页，马克思在这些地方抨击黑格尔没有贯彻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５６页。



比较有限；终究唯有马克思的传记作家和黑格尔主义史的研究者才对

它提得起兴趣。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意义则判然有别。马克思不再展

开繁琐的批判，而是掷地有声地承认：黑格尔是现代国家的哲学家表

率，是现代国家的意识。问题不再是纠正某个特殊论题，或拒绝某些错

误的推演。相反，“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

时代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惟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

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德国人在政治上思考其他国家做过的事

情……现在的革命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①固然，这不是马克思第一

次如此尊崇黑格尔；《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手稿里，到处承认思想

家黑格尔准确描述了有弊病的现实。② 但如果说这部手稿常常显得举

棋不定，《〈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则亮明了自己的立场：“你们不使

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扬弃哲学。”该论点与针对纯理论批判（鲍威尔、

费尔巴哈）的另一论点相辅相成：“它［即批判］以为，不扬弃哲学，就能

够使哲学成为现实。”③马克思紧接着表述了将决定其思想发展的观

点：“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要想完全实现作为人类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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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２０５、２０７、２０８页。
例如，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６２ 页（“普
鲁士或某一现代国家”），第 ９２页（“黑格尔以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现
代的状况）为前提”），第 ９４页（“黑格尔觉得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是一
种矛盾，这是他的著作中比较深刻的地方。但是，错误在于：他满足于这种解

决办法的表面现象，并把这种表面现象当作事物的本质”），第 １０６页（“黑格尔
正是这种现代国家的解释者”），第 １３４—１３５页（“黑格尔由于自己对道德的阐
释而一再遭到人们的攻击。可是，他只不过是阐释了现代国家的和现代私法

的道德而已”），第 １４３ 页（“过错……在于黑格尔的阐述和现实的现代状
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２０６ 页。（中文版将
ａｕｆｈｅｂｅｎ、Ａｕｆｈｅｂｕｎｇ译成“消灭”，埃里克·魏尔则使用了德文原词，并加注“压
制、升华、保持”，亦即汉语学界的“扬弃”。有关此处译法的争论，参见俞吾金：

《“消灭哲学”还是“扬弃哲学”？》，载《世界哲学》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译者
注）



解放成果的革命，就得“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它表

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

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①。

后续的思想发展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发展一套技术性的革命理论，

诉诸激情，使激情受制于章法，抛弃任何闭门造车的理论，阐述来自历

史中的人的经济范畴并且阐述经济范畴与人的关系，将政治学和经济

学融会贯通，把历史尺度引入一切道德、经济和政治的范畴———所有这

一切都是因为马克思已经总体上接受了黑格尔的论题，因为马克思为

历史赋予了一种确切的含义，即在现实中而不仅在思想上实现人的解

放，因为这种总体解放与和谐尚未实现，因为人际关系依然取决于激

情、任意、机缘和暴力，因为调和工作尚未最终完成，因为斗争还在继

续，还因为存在的东西仍不合理。

马克思虽然采纳了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内容，但在什么地方、以什么

方式和在多大程度上超越黑格尔哲学，或者问得再具体些，说辩证法在

黑格尔那里“倒立着”是什么意思②———本文对此不予深究。它大致是

指：从一种哲学中提取一门科学和一套技术；努力实现某种在哲学里被

设定为纯假设必然性的东西，而且寻求要做此事可以用到和不可或缺

的概念手段与政治手段；把哲学（以及任何纯理论科学）的那种唯心主

义，转化为历史和政治的唯物主义。从哲学这么过渡到科学是正当的

吗？再者，鉴于这门科学要获得成功，必须由哲学原则来赋予有效性和

正当性，那么按照这些哲学原则，上述过渡是正当的吗？或者，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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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２０９、２１３页。
马克思说：“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

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

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

物质的东西而已……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

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

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 ２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１１２页。



这种变换反而在哲学原则与其后果之间，带来未经调和同时也不可调

和的矛盾？假如能够详细阐明（迄今为止，看起来至少还没有全面做

到）这门技术性科学，我们是否能够和必须总结出其体系根基的性质？

或者，假如这是理解的问题，难道我们不该根据这门科学所公开联系的

那种哲学的教诲，来判断该科学的虚妄主张吗？科学能够取代哲学吗？

哲学能否（在历史活动的层面上）避免被改造成科学，或避免成为激情

的理性化工具？

我们不必回答这些疑问。然而，马克思所探讨的问题并不与黑格

尔的论题相反，而事实上依赖黑格尔的论题。黑格尔为那种解放异化

之人的科学建立了全部基础。套用康德的观点来说，我们之所以把

（黑格尔的）发现看得如此清楚，很可能只是因为（马克思）已经告诉我

们要找寻什么。① 但正是黑格尔首先阐明了那些发现，这依旧毋庸置

疑。而我们不妨揣测，马克思本人很可能也在黑格尔那里找到了那些

理论发现。如果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

言》在观点上存在本质差别的话，这难道不是主要因为他对《法哲学原

理》中的社会理论有所钻研，而非他与巴黎的工人组织打交道吗？难

道不正是由于这种影响，马克思才将自己的辩证理论与当时的法国共

产主义（马克思称之为“抽象的教条概念”②）对立起来吗？无论如何，

马克思确实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宣称，他想在梳理黑格尔的宪法

理论之后转向黑格尔的社会理论。

无论我们的假说真伪如何，它既没有减损前述马克思的原创性，也

不意味着黑格尔要“负责”。黑格尔很可能不会赞同马克思的科学，但

这不妨碍它成为黑格尔哲学在历史上的一种变体。我之所以做出这些

简要评论，是因为我相信它们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黑格尔和马克思，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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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康德说：“可是，就新近许多所谓的发现而言，机灵的解释者仅仅是在获知该去

何处找寻之后，把古老的东西看通透。”参见 ｂｅｒ ｅｉｎｅ Ｅｎｔｄｅｃｋｕｎｇ，ｅｔｃ，ｉｎ Ｗｅｒｋｅ，
６：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７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６４页。



助于形成某种客观的理解，只有该理解才使得我们能在采取立场时既

不出于忠诚亦不出于痛恨、既不出于本能的偏好亦不出于难以遏制的

厌恶———总之，这种理解有别于单纯的兴致喜好，是意义更深刻的

东西。

（译者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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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议马克思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

［英］伯尔基 著　 姚　 远 译

一

对于黑格尔的全部著作，马克思其实都有许多可谈的东西，无论采

取间接方式抑或单列的附论形式。然而在马克思的作品中，可算作对

黑格尔哲学特定方面直接而系统的批判的，少到令人诧异的程度。事

实上，马克思只有两部手稿（均写于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属于该范畴。其

一是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及其人的概念的批判，这尤其涉及黑格尔

的《精神现象学》。这一批判隶属于闻名遐迩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相关解释（无可厚非地）聚焦于马克思“劳动的异化”这一实质性

概念，它正是马克思后续的老练体系的渊源。另一部手稿构成了本文

的研究主题，它写于 １８４２ 年或者 １８４３ 年，①虽是未竟之作，却有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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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译自 Ｒ．Ｎ．Ｂｅｒｋｉ，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ｘｉａｎ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Ｈｅｇｅｌ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Ｐｅｌｃｚｙｎｓｋｉ（ｅｄ．），Ｈｅｇｅｌ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ｐｐ １９９ － ２１９．本译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１７ＢＦＸ１６１）的阶段性成果。
１８４３年看来是更有可能的创作年代，至少最近的一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评论
就持这一判断。参见 Ｄ．ＭｃＬｅｌｌａｎ，Ｍａｒｘ ｂｅｆｏｒｅ Ｍａｒｘ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７０，ｐ １０６ｎ
（中译本参见［英］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李兴国等译，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版）。



观的篇幅，被命名为《黑格尔国家哲学批判》。① 无论出于何种意图、何

种目的，这是马克思主要直接反对作为政治哲学家的黑格尔的唯一著

作，其中不乏详细的论证。因此，对这部著作的考察，为我们直接比对

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某些特有政治观念，以及甚至在相关的更一般问题

方面获得指点，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我打算首先就黑格尔政治哲学做一番评论，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并

且在这样做的时候独立于马克思的批判，尽管也与后者的主要抨击思

路相呼应。我想一分为三地展开分析，这样做虽说大大简化了某些问

题，但会收到一石二鸟的功效：既有助于领会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

又使得关于这番批判的某种评估成为可能。那么，依此分析，对黑格尔

政治哲学的考察将联系其三大特征来进行。首先，黑格尔政治哲学体

现了特定的哲学观点。其次，它表述了特定的基本政治原则或政治理

想。最后，它包含着对于这套政治理想的精心转译（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ｉｏｎ）。马克思的批判以同等的锋芒指向黑格尔的上述三个方面。不

过在我看来，马克思对黑格尔式转译的批判虽然值得称赏，但他在批判

黑格尔政治原则时所预设的东西，却要遭到严重质疑。至于马克思对

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我则打算在此持保留意见。

黑格尔的哲学观点对其政治观念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对政治做出

哲学思考，其内涵不一而足，既可以指阐明概念的含义，也可以指澄清

规范性的目标，而且我们首先得根据哲学家的方法论、哲学观，去理解

政治哲学文本中有关政治的一切实质性观点。黑格尔的哲学观点直截

了当：哲学是回顾性的理性建构，是理性对自己对象的终极至上把握，

是关于每个主题所能给出的最全面、最令人心悦诚服的解释。套用这

位哲学家的简明刻板的表述即：“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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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Ｋ．Ｍａｒｘ，Ｄｉｅ Ｆｒüｈ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ｅｄ．Ｓ．Ｌａｎｄｓｈｕｔ，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９５３．本文里的马克思引文均
根据这一版本（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所收录的《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



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①从政治的角度看，该观点的意义当然在于

它着重拒绝了空想主义，亦即对遥远理想的理性主义追求。按黑格尔

的看法，政治哲学应该而且只能限于表明：现实的东西是理性的、善的

和必然的。政治哲学脱胎于理性也落脚于理性，但从未把现实远远抛

在身后。就此再谈两点。其一，尽管对黑格尔来说，哲学是回顾性的，

而且自觉扎根于实存世界，这不等于说哲学意味着（经验主义和实证

主义二分法里面）与“规范”相反的单纯“描述”。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兼

具“规范性”和“描述性”，只不过它的规范性理想表现为“客观精神”

在现实世界中的显身、具体化、建制。其二，作为进一步的限定，这并不

等于说黑格尔政治哲学是在恬不知耻地迎合现存事物，是在企图“美

化实存的东西”（这里套用海姆的著名措辞）。黑格尔哲学、尤其他的

政治哲学，意在理性地表述一定的历史时期，而且黑格尔拒绝展望未

来。他那些详细的政治建言———但其背后的原则未必如此———意在成

为仅仅适用于他那个时代的箴规。后世固然可以从中受益匪浅，但黑

格尔并不打算超越自己的时代。

黑格尔基本的实质性政治原则———他的政治哲学观点亦不例

外———源自他那套根本的形而上学。这里当然仅限于指出它的概貌。

在黑格尔看来，最终的现实就是理性，理性被视为对立面的辩证统一。

理性能调和、“扬弃”经验世界中的表面矛盾，方法是为其提供合乎理

性的解释。因此，理性不是静默、朦胧、抽象的实体，而是层次分明、结

构严整的整体，在其中“非理性”没有泯灭，反倒被接受下来，并经过合

乎理性的塑造，遵循理性本身且与理性本身共存。黑格尔在政治领域

同样坚持认为存在着合乎理性的结构，亦即经由内部分化而达成统一

的共同体。他的根本政治原则的基石，是承认在国家中，不完美总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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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Ｇｒｕｎｄｌｉｎｉｅｎ 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ｓ Ｒｅｃｈｔｓ，ｉｎ Ｓｍｔｌｉｃｈｅ Ｗｅｒｋｅ，ｅｄ．Ｇ．Ｌａｓ
ｓｏｎ，ｖｏｌ．ｖｉ，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９２１，ｐ １５（［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
务印书馆 １９６１年版，“序言”第 １２页）。



美形影相随并决定着完美。“理性本身承认，偶然性、矛盾和假象各有

自己的诚然是局限的领域和权利，于是并不企图把这些矛盾搞得平平

正正。”①他的政治哲学扬弃了不完美、矛盾，办法是将其制度化，将其

保持在与国家相分离的某个领域。在这个共同体中，国家那“合乎理

性的”、至高无上的自由倚靠着公民的“自然”自由，并且相对立的特殊

利益经过辩证“中介”而达到共同利益。在黑格尔政治哲学勾勒的理

想国家里，公民的主观特殊意识并未被共同体的客观普遍意志所碾碎，

毋宁说，二者经由国家理性亦即国家结构的中介而得到调和。如果我

们紧紧盯着细节，或许会以为该理想国家无非是古典的“立宪主义”国

家或“自由主义”国家。但我认为如下做法还是可行的：把我们的目光

放得高远些，试着洞察黑格尔政治智慧中的那些超越落伍历史形态的

一般运用和灵感。共同体应具备如此这般的合乎理性的结构———黑格

尔的这条准则，就逻辑层面抑或推而广之的政治哲学层面，都优先于任

何对特定类型结构的主张，不论什么人在什么时期对那种结构推崇

备至。

黑格尔政治哲学中却还详细阐发了上述合乎理性的结构，即给出

他心目中关于他所知的现代国家的最恰当解说。这便是《法哲学原

理》所勾勒的结构。在此不需要审视其中的各个范畴，因为后面我们

会参考马克思的批判意见对某些范畴稍作考察。

二

关于黑格尔所持的哲学观点，亦即关于政治研究者理应采取的机

制的观点，马克思不容分说地全盘否决，他给出的替代方案简直与黑格

尔的针锋相对。此处的要点涉及黑格尔哲学对现实的所谓神秘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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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以及他的泛逻辑主义。黑格尔把属人的“主语”转换为无生命的标

志亦即“谓语”，以及（反过来）把主观存在归结为无生命的抽象物———

费尔巴哈在他那纲领性的《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里面，①一马当

先地对此进行谴责，而该观点最初发轫于更知名的《基督教的本质》一

书，实为其中那些论点的更生动应用。②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

批判，碰巧成为他首次系统运用上述费尔巴哈特有分析工具的著作。

费尔巴哈的指责基本上在于对哲学本身的正面抨击。哲学（即抽

象思想）是异化，是把人类的现实力量无意识地投射到抽象物上，无论

那抽象物是黑格尔式的“理性”抑或基督教的上帝，其结果是，人在此

过程中表现为受到抽象物剥夺、决定和主宰的东西。宗教中的无生命

抽象物，即上帝，表现为现实的、强大的、有创世力量的终极“主体”，而

人表现为它的造物，表现为单纯的“谓语”。费尔巴哈的主要着眼点当

然停留于宗教层面。马克思则把此番分析应用到政治哲学中。马克思

主张：黑格尔的根本政治错误的最终缘由在于，他首先是位唯心主义哲

学家，他在自己的哲学里，让理性或“理念”成为万事万物环绕的中心。

理念是他的出发点、他的解释原则、他的能动因素。然后呢？按照马克

思的看法，其结果是现存政治制度被弄得好像该理念的流溢，最终把作

为制度创始者的人表述为谓语，表述为一种抽象物。马克思多次重申

这一谴责，并将其用于黑格尔式理念在政治领域发展时所涉及的全部

范畴。

故而，依马克思的论述，黑格尔首先从这一基本哲学理念中发展出

国家观念。于是，国家被赋予一种优先于且独立于经验中的男男女女

的本质。它是“合乎理性的单一性”，即自知“自由”的本质。我们看

到，从属于国家的那些“环节”，即家庭和市民社会这两个范畴，以神秘

的、看似不可避免的形式从国家的观念中发展出来。黑格尔哲学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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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市民社会是从国家中抽象出来的东西，是依赖国家而存在的生

活领域。在黑格尔那里，从一个范畴向另一个范畴的过渡，到处都根据

自由和必然这两个哲学范畴的普遍关系，亦即根据逻辑，而非根据那些

范畴的个别经验存在中所包含的个别经验需要。因此，黑格尔所认为

的发展的必然性，只是就他关于理念的抽象逻辑立场而言的。他的国

家哲学中便出现了这样一些规定性，其解释和证成的基础仅仅在于单

纯从外面偷偷塞进来的、因而与现实主题毫无瓜葛的术语。比较显著

的例子，就是黑格尔对国家中的单一统治者（即君主）的逻辑证成。黑

格尔笔下的“单一性”是理性本身的一个方面，是个逻辑范畴。他主

张，国家在君主本人这里达到单一性。但这在马克思看来是专断的选

择。他追问道：单一性为何就只应存在于这个点上？为何不在其他的

点上（比如立法机关）那里发展国家观念？①

不过，我们得弄清马克思论证过程的真正宗旨。马克思向黑格尔

发难，不是因为黑格尔的思辨愚不可及、天真透顶，也不是因为黑格尔

在本该运用其他分析方法的领域中肆意玩弄逻辑范畴。这个层面的批

判的要点在于，黑格尔“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必定导致非批判

地接受政治现状。我说过，黑格尔政治思想中的唯实论相当显眼，这唯

实论是指从理性的具体落实中寻找规范性的理想。但马克思的指责相

比之下激烈得多，而鉴于这样一种唯心论和这样一种非批判的保守精

神之间所谓的关联并不完全明朗，马克思的立场值得我们细细玩味。

他的批判意见认为，黑格尔把人为创制的个人或主体作为独立存在的

现实个人接受下来，没有描绘他们本来的面目，亦即经验性人类的实现

形态（亦即创造物）。这种混淆主客的做法，相当于宣称人的活动是政

治制度（例如国家）的存在的结果而非来源。

于是马克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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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把主观的东西颠倒为客观的东西，把客观的东西颠倒为

主观的东西的做法（这是因为黑格尔想给抽象的实体、观念写传

记，于是人的活动等等在他那里一定表现为其他某种东西的活动

和结果，其次是因为黑格尔想使人的本质作为某种想象中的单一

性来独自活动，而不是使人在其现实的、人的存在中活动），必然

产生这样的结果：把某种经验的存在非批判地当作观念的现实真

理性。要知道，黑格尔所谈的不是把经验的存在归结为他的真理

性，而是把真理性归结为某种经验的存在，这样一来，随便哪一种

经验的存在都可以解释为观念的实在环节了。①

有件趣事我们不应忽略，即马克思的批判不仅是人道主义的和激

进的，同时也遵循理性主义和（一定程度上改头换面的）黑格尔主义。

我们可按如下方式叙述马克思的论证。要描述的东西、要证明的

东西，是发展，亦即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而须将其表述为必

然的过程。到此为止马克思赞同黑格尔的观点。现在问题来了：你的

出发点是什么，你把这种发展视为什么东西的发展？马克思坚称，黑格

尔关心的是他那“抽象实体”的发展。然而，作为政治哲学家，黑格尔

不可能始终固守他的抽象物，而必须在某个时刻下降到政治实存的层

面。只要他从他的“理念”出发，他就得设法到达那乍看之下与该“理

念”相反、因而最终须依据该“理念”来解释的事物。要降临尘世的正

是理念，而黑格尔似乎恰好找到了它在尘世的栖身之所。但他在哪里

找到这样的栖身之所呢？在唯一可能的地方，即现存的政治制度中。

但只要你依照理想规定的要求来解说、适应这些制度，那么你就得把它

们表述为哲学“理念”的必然结果，而一旦这样来解说这些制度，你就

无法进一步推理了。最终，你把观念上的本质归于经验实存（这里即

指政治制度），这意味着你非但没有批判经验实存、将其提升至更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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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王国，反倒贬谪了理性，使理性的发展囿于经验实存。亦即从高不

可攀的思辨幻想，转而陷入难以自拔的无趣歪曲。这位唯心论哲学家

把理性庸俗化了，因为他必定始终无视现存世界的非理性。套用马克

思深邃的话来说：

黑格尔应该受到责难的地方，不在于他按现代国家本质现存

的样子描述了它，而在于他用现存的东西冒充国家本质。合乎理

性的东西是现实的，这一点正好通过不合乎理性的现实性的矛盾

得到证明，这种不合乎理性的现实性处处都同它关于自己的说明

相反，而它关于自己的说明又同它的实际情况相反。①

要注意，马克思此刻并不对黑格尔政治哲学所描述的一切实际制

度（尤其是国家）都深恶痛绝；他致力于指出，黑格尔关于实际制度的

推理（即他所尝试的推演）走火入魔。黑格尔从理性推出制度，最终推

出政治环境所塑造的人（表现为“市民”和“国家公民”）。② 马克思则

从现实的人出发，然后讨论理性，进而达到对制度的批判性理解。他的

主要关注点还不是消灭国家，而是对国家做出正确的概念化把握。确

切说来：

人始终是这一切实体性东西的本质，但这些实体性东西也表

现为人的现实普遍性，因而也就是一切人共有的东西。相反，如果

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是观念的各种规定，是作为主体的实体，

那么它们就一定会得到经验的现实性，于是市民社会的观念赖以

发展的那一批人就是市民，而其余的人则是国家公民。由于所谈

的本来只是比喻，只是把实现了的观念的意义加之于任何一种经

验的存在，所以很明显，观念的这些容器一旦成为观念的某一生命

环节的某种体现，它们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因此，在这里，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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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到处都表现为某种确定的东西、特殊的东西，而单一的东西

则在任何地方都达不到自己的真正的普遍性。①

照此看来，马克思对政治哲学家的角色定位，与黑格尔的针锋相

对：黑格尔侧重解释和证成，马克思则侧重批判。而且如我们所见，马

克思的批判概念可以说与黑格尔思想本身的基本模式内在相关。在马

克思看来，黑格尔实施了虚假的融通（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演绎出虚幻的动态

结构；而对马克思来说，融通也是少不得的，批判必须深刻地理解它的

主题，必须洞察实存形态的转化过程。马克思在此对比了庸俗的批判

和正确的批判，据之揭示重要的洞见。他声称，庸俗的批判者在判断政

治制度时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例如，他在批判宪法的时候，会要求注

意国家制度各部分间盛行的冲突。他会确认到处都有矛盾，但他无法

超出制度的层面；他将会与他的直接批判对象作斗争。马克思将之类

比于早期的基督教批判，后者通过关注“一”和“三”的直接矛盾来反驳

三位一体的概念。

相反，真正的批判揭示神圣三位一体在人们头脑中的内在形

成过程，叙述它的诞生过程。同样，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的

批判，不仅揭露这种制度中存在着的矛盾，而且解释这些矛盾，了

解这些矛盾的形成过程和这些矛盾的必然性。这种批判从这些矛

盾的本来意义上来把握矛盾。但是，这种理解不在于到处去重新

辨认逻辑概念的规定，像黑格尔所想像的那样，而在于把握特有对

象的特有逻辑。②

因此，马克思为自己定下的任务不是努力展示“概念的制度”，③而

是表明国家制度和其他政治制度的真正概念、真正起源。在《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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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哲学批判》中，该任务当然没有完结。但马克思的论述足以表明，当

时他自己大致持有的实体性政治原则的轮廓。

三

马克思的立场是，政治哲学家应该关注国家所特有的概念。乍看

之下，一般的形而上学似乎与他的目的毫无瓜葛，然而并不如此。认为

形而上学无关乎对于某个有限主题的批判研究，这本身就是一种形而

上学的观点，它能够获得一般形而上学准则的明确支持或隐含支持。

我们在此主张，马克思的立场其实得到了关于形而上学的某些纲领的

支持，这些纲领浓缩在马克思的一些段落里。评论者们每每忽视了这

些要点，着实令人痛惜；虽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面的论点粗疏模

糊，但这份文本毕竟是马克思少有的展开形而上学思辨的地方，此外，

这些论点也说明了马克思为何坚持“特有对象”的“特有逻辑”。

问题出自黑格尔的“中介”观念。按照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这个概

念具有实现辩证统一的作用：理性和其对立面的统一是“经过中介

的”，亦即具有分明的结构。这个概念在黑格尔政治哲学中的作用，是

解释国家中的各种表面对立的制度如何共处和平稳运转，例如，行政权

作为王权和立法权的中介，等级作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当局的中介。中

介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来讲，都意味着和平的协商与调节，意味着冲突

关系的合法解消。但马克思对中介概念深恶痛绝。他奚落政治里面的

中介过程，在其中，为了维系外强中干的系统，人们推延决定，不断进行

角色交换，不惜牺牲激进变革。中介是没有结果的过程；它在政治关系

里最终表现为剪不断理还乱的“不可调和的矛盾”。① 马克思把中介类

比为：有位医生试图居间调解夫妻吵架，但不期反客为主，因为后来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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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得不在医生和丈夫之间进行调解，而丈夫又不得不在医生和妻子

之间进行调解。① 中介当然假定了对立面的存在，中介的持续也取决

于对立面的维系。但对此可以采取不同的态度。马克思在另一处稍有

差别的语境里发现，黑格尔式国家存在一处缺陷：官僚政治在其中既对

抗它本身的预设，即同业公会，同时又为捍卫同业公会而斗争。② 我们

不妨用这一点说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政治原则。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社会里的中介过程之所以不能被表述为“逻

辑的思辨奥秘”，是因为“真正的极端”不可能互为中介。换言之，他超

出了黑格尔安排的实际政治细节，用自己的形而上学基本准则反对黑

格尔的形而上学。马克思认为，我们会碰到三种极端。第一，真正的极

端，亦即“本质的对立”。它们既不允许也不需要中介。它们不会彼此

渴求，也不会彼此照应。这类极端例如“极”和“非极”、“人类”和“非

人类”。第二，出自同一本质的对立存在，例如北极和南极、男人和女

人，这些仅仅是达到最高发展阶段的某一本质的分化表现。第三，本质

与它的抽象概念之间的对立，例如物质和精神的对立。但它们还是不

能互为中介，因为它们的关系不对称；例如，哲学不能通过中介过程而

与宗教相统一，但可在其虚幻现实中把握宗教。马克思指责黑格尔混

淆了上述三种极端，从而犯下三重错误：（１）试图把不同原则化约为同

一原则；（２）把对立面的尖锐化和化解矛盾的斗争视为有害的东西；

（３）企图用中介来调和它们。③ 马克思故而彻底拒斥“中介”，它要么

是不可能的（在思想领域），要么是不必要的（在生活领域），要么有切

实的危害（例如政治制度之类的抽象物对人的支配）。这里的答案不

是中介，而是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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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便是解释马克思特有的政治哲学立场的一般语境：马克思坚

信，应该把“人”———排除了更具综合性的实在———视作政治制度的运

行原则，而且他明确力求用普遍和谐的、不受矛盾困扰的共同体，取代

黑格尔那饱受内讧和矛盾摧残的“中介”国家。鉴于马克思消除了普

遍理性的整全，他也就抛弃了关于内部结构分明的国家的观念。他在

这部早期著作中的实体理想被称为“民主制”，与黑格尔的立宪君主制

形成对照。马克思主张，君主制应当仅仅是国家的形式，但却伪造国家

的内容。在君主制中，人民属于国家制度，而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属

于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扎根于人的本质。在君主制中，人民被唯一

的规定性（即政治规定性）所涵摄，而在民主制中，政治体制表现为人

民的自我规定。① 马克思认为“共和制”仅是对君主制的抽象否定，还

停留在同样的框架内。不过，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的“民主制”

概念，是否意味着政治组织形式的彻底丧失，亦即他是否期待着“国

家”的完全消灭，仍是不无疑问的。尽管近来有人按照这番思路进行

解释，②此处仍有商榷的余地。马克思清晰地区分了“政治国家”（即

与社会其他部分相分离的系统）和作为“人民的整体存在”的“国

家”。③ 他对“民主制”一词的使用，以及他的评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

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④都倾向于表明他此时尚不认为“法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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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３５）。中译本参见［以色列］阿维纳瑞：《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张东
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阿维纳瑞（ｐ ３４）和麦克莱伦（Ｍａｒｘ ｂｅｆｏｒｅ
Ｍａｒｘｉｓｍ，ｐ １１５）都认为，不能把此时的马克思称为“雅各宾派民主分子”。
Ｍａｒｘ，Ｄｉｅ Ｆｒüｈ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ｐ ９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
版，第 ９８页）。
Ｍａｒｘ，Ｄｉｅ Ｆｒüｈ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ｐ ４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
版，第 ４０页）。



身乃是异化的体现（这种立场只是到了《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里

才出现）。当马克思在后文中主张，普选制改革就是要求抽象政治国

家的解体和市民社会的解体，①他当然意指狭义的国家。

马克思在这里表现为人民主权的坚定倡导者，该人民主权不是法律

意义上的，而是更深层的政治意义上的，指相信“人民”不借助于个人主

宰者就能够而且应该形成统一的共同体，相信“人民”能够通过自觉的国

家制度定向而掌控自己的命运，相信“人民”应当全都关心讨论和决定。

黑格尔在这些问题上———它们是政治哲学的传统关注点———持有温和保

守主义的立场。马克思表现为一位时而沾染个人主义色彩的激进分子。

主权是个复杂的概念，黑格尔和马克思对主权的讨论都不够透彻。

黑格尔的论证被形而上学所拖累，问题的两个关键方面（即国家中结

构分明的统一体的必要性；作为该统一体之必然表现的君主个人）合

而为一。新近的一部黑格尔评注提出了有趣的观点，即鉴于黑格尔过

分关心共同体之内的统一和整合（简直像霍布斯那样迫切），而且他认

为唯有在单个人那里方可达成这一点，于是他谨小慎微，怕因为太过容

忍人民代表制而危及那种统一性。② 可无论如何，马克思的态度显得

有点轻慢。黑格尔从概念上阐明君主是“单一性环节”、国家主权的具

体表现（《法哲学原理》第 ２７９节）之后，紧接着解释和抛弃了关于人民

主权的各种观念。黑格尔认为，人民主权作为相对于其他民族的对外

主权，以及仅当“人民”被理解为“整体国家”时的对内主权，才是有意

义的。③ 马克思认为这第一点没什么好谈的，④他这样回应第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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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不是人民构成现实的国家。国家是抽象的东西。只有人民才是

具体的东西。”①但黑格尔继续指出，假如我们以为人民主权和君主主

权相对立，那么我们就遇到了“荒唐”且“混乱”的观念。② 马克思在此

追问：君主主权终究难道不是一种幻想吗？他紧接着区分了两种观念：

“这里讲的……是两个完全对立的主权概念，其中一个是能在君主身

上存在的主权，另一个是只能在人民身上存在的主权。这同下面的问

题是同样的：是上帝为主宰还是人为主宰。二者之中有一个是不真实

的，虽然已是现存的不真实。”③

不过，论证过程在这里陡然一转。黑格尔说：“如果没有自己的君

主，没有那种正是同君主必然而直接地联系着的整体的划分，人民就是

一群无定形的东西，他们不再是一个国家，不再具有只存在于内部定形

的整体中的任何一个规定。”④在马克思看来这一切都是同义反复。如

果共同体已经组织成为君主制且具备相关的制度，那么把这些制度从

该共同体中抽离出来，确实会使人民仅仅成为无定形的东西。⑤ 他紧

接着简笔勾勒了自己的民主制。尽管我们在此主要不是致力于批判马

克思，但也不妨稍作点评。一方面，马克思似乎正确地反驳了黑格尔将

君主制视同于发达共同体结构的想法。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似乎想当

然地以为，人民的统一与整合将在民主制中以某种方式自然而然地发

生。这样一来，他就轻率地打消了特定形式和特定制度的问题。黑格

尔所示意的东西绝不是同义反复，而有着极其实际的政治意义。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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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在描绘民主制（正如后来展望共产主义）的时候，没有提到内部规定

性，亦即那些可将共同体具体落实的制度。马克思认为民主制中的人

民是“一群无定形的东西”吗？如若不是，那么他如何解说“形式”呢？

他把民主制称为一切国家制度的“已经解开的谜”、①人民的“自由产

物”。他似乎没有充分考虑到，内部结构分明是一切共同体的必要条

件，这也正是黑格尔命题背后的根本真相。对此可做两点说明。一个

共同体，且不论它是君主制、共和制抑或马克思式的民主制，都得在内

部分化为具体的次级制度。而且它还得拥有表现为个体的“统一的意

志”。我们当然可以摆脱被狭隘理解的黑格尔立场，但要易换其支撑

性原则却不那么容易。

于是引出第二点，这里我们又要细细对比黑格尔的谨小慎微和马

克思的胸有成竹，以便阐明他们各自的政治哲学立场。这里的问题要

看国家制度与立法权的关系：二者谁先谁后？在《法哲学原理》第 ２９８

节，黑格尔以真正辩证的视角提出这一问题。由于立法权本身是国家

制度的一部分，国家制度就不由立法权规定。但是，国家制度的命运，

则通过法律的发展以及“普遍行政事务所固有的前进运动的性质”，而

得到进一步规定。② 黑格尔在“补充”里又指出：国家制度不应当由立

法权创设，但国家制度不仅“存在着”，同时也本质地“生成着”，它的前

进运动是一种“不可觉察的无形的变化”。③ 马克思首先这样来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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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立法权前提的那些法律，应该是已经制定出来的东西。① 只要我

们所关注的是现存的国家（这里谈不到起源问题），马克思就致力于揭

露黑格尔箴言中包含的矛盾。立法权既外在于又内在于国家制度。怎

样解决这个二律背反呢？这里可以有多重观察角度；我们可以说国家

制度在直接意义上外在于立法权，但在间接意义上内在于立法权，或

者，立法权能够在事实上、实质上做到它在形式上和法律上没有资格做

的事情。但这相当于一再推延那个二律背反，而不曾解决它。那个二

律背反最终表现为立法权“按照国家制度确定的［实际］作用”和“按照

国家制度确定的使命”之间的矛盾。

可以想见，马克思特别反感黑格尔的如下信念，即未来是渐次生成

的，不受有意识的规定。黑格尔允许国家制度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是无

意识的。因此，国家制度的外观就同它的本质相矛盾。外观是有意识

的，而本质是无意识的。法律所宣告的不是事物本性所必然规定的东

西，反倒成为法律的真正本性要求的对立面。有着典型意义的是，马克

思在这里给出了极具理性主义格调的评论，表现得比黑格尔更像黑格

尔，因为他批评黑格尔没有恪守自己先前表述的原则。黑格尔把国家

称为客观精神领域的理性的“自由定在”。但黑格尔笔下的国家、他所

描绘的境况，能用自由来形容吗？如我们所见，这里本该是自觉理性能

够进行自由的自我规定的地方，却仅仅由盲目的自然必然性所主宰。

这种自相矛盾的二元论如何才能维系下去呢？黑格尔想把国家说成自

由精神的实现，但他除了诉诸作为理性对立面的自然必然性，竟对那些

矛盾束手无策。这所谓的自由意志的实现，是一种无意识的、偶然的活

动，类似于黑格尔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设定的“中介”。

马克思还指出，国家制度逐渐的、不知不觉的变化，就其作为一种

解释而言在概念上是不合适的（因为它包含着未予消解的矛盾），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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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看也是虚假的。逐渐的变化只能是现存框架范围内的变化，只能

是局部的调整，同时也为了维系现状的一切基石。但真正的变化———

随着人类新需要的产生而成为势不可当的东西———要求崭新的国家制

度，唯有通过革命方可达成。因此，在黑格尔式国家中仅仅表现为无意

识过程之单一方面的东西，必须由人民本身自觉承担起来。

“要使国家制度不仅是经受变化，从而要使这种幻想的外观

最后不被暴力粉碎，要使人有意识地做他一向无意识地被事物本

性逼迫着做的事，就必须使国家制度的运动，使前进成为国家制度

的原则，从而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承担者———人民成为国家制

度的原则。这时，前进本身也就成了国家制度。”①

马克思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它是代表人民意志的立法权的产物。

在马克思看来，正确的相关提问是这样的：当现存国家形式已变成实践

中的幻想，不再表达人民的意志，人民是否有权缔造新的国家制度？他

在结束这个话题时宣布：“国家制度和立法权之间的冲突只不过是国

家制度和自身的冲突，是国家制度这一概念中的矛盾。”②

我们在此不妨再多说两句。不论我们如何认同马克思的要求，即

由人民来规定法律和国家制度，也不论我们多么愿意赞成他关于正式

变革（即革命）的周期必然性的观点，这里我们还是感觉马克思在处理

一些问题时比较草率，就某些方面而言，谨慎的黑格尔式论述仍有其优

长之处。问题不止关乎某主体缔造国家制度的“权利”，不管这主体是

“人民”、立法机关抑或其他更为明确的群体。问题同样关乎此类群体

或机构切实兑现预期目标的能力。我们这里不必强调传统主义的论

点，即国家制度绝不可能脱胎换骨，而是始终立足于现存的礼义观念，

这些礼义观念从来不能被化约到有意识的自由“意志”的层面。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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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不见得一定成立，人们很容易高估它的意义。笔者认为，即便我们承

认人民能够自由而自觉地缔造国家制度，并且这国家制度仅仅为了满

足人民的需要，共同体仍可能不会成为“自由的、自我规定的定在”。

人民的国家制度也得像君主的国家制度那样经过“设定”。一经创立，

人民的国家制度就不可避免地采取某种形式、具备某种刚性，这样，新

的需要一旦出现，只能不惜如下代价而被纳入立法，即精心处理形式和

内容之间、国家制度的“存在”和“流变”之间的矛盾。国家制度和立法

权之间的矛盾，不妨被称为“国家制度这一概念中的矛盾”，但这种所

谓的“矛盾”不限于君主制国家。而且承认矛盾未必等于消除矛盾，矛

盾的化解也不见得能以马克思建议的方式操作。法国大革命及其余波

只是一个例子（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例子），足以让我们对马克思的命

题持保留意见。

第三个问题是人民代表制。这个问题的出现涉及马克思对黑格尔

式“等级”概念的批判，我将在本文最后一部分再次讨论后面这一点。

我之所以在此谈及这个问题，是因为它承载着与黑格尔和马克思各自

政治原则相关的更广泛旨趣。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第 ３０８ 节触及

代表制问题，他认为社会的工商业部门———农业部门稍后再议———只

能通过议员来参与政治生活，并且社会任命的这些议员不是代表着个

人，而是代表着职能。国家的全体成员都应该参与讨论和决定，这一要

求在黑格尔看来并不合乎理性。“民主因素”是可取的，但不能没有

“合乎理性的形式”。黑格尔认为不宜死抱住“成为国家的成员”这种

“抽象的规定”。这里实际引出三个问题，马克思全部予以考察，但考

察结果并不都令人满意。所有人都应该参与立法吗？所有人都应该参

与任命（即选举）代表吗？选举是该依照职能还是该依照别的原则

进行？

马克思接受黑格尔的如下观点，即不宜死抱住每一个人都是国家

成员这种抽象的规定；但马克思认为，这里的错误一定程度上源于黑格

尔对国家概念的阐发方式，一定程度上源于那承载着国家和市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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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论的现代生活实际状况。马克思坚信，民主因素不仅应当成为形

式上的东西，也应成为国家的现实基础，这样，民主因素将为国家赋予

“合乎理性的形式”。① 此外：“如果指的是真正合乎理性的国家，那么

可以这样回答：‘不是全体人员都应当单个地参与国家的普遍事务的

讨论和决定’，因为‘单个人’是作为‘全体人员’，即在社会的范围内并

作为社会成员参与普遍事务的讨论和决定。不是全体人员单个地参

与，而是单个人作为全体人员参与。”②黑格尔提出的二难推理———即

要么允许市民社会通过议员来影响政治，要么允许单个人的政治参

与———在马克思看来属于同一本质的实存的对立（参见前面论及的马

克思的范畴区分）。这里所涉及的实存是“数”。这种被黑格尔视为单

纯“表面”的考虑因素，却成为反对全体人员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最好

理由。马克思主张，这个问题本身的产生，无论如何只是以抽象政治国

家作为假设的，故而它本身是个“抽象的政治问题”。马克思在此表现

出个人主义者的姿态：

或者是单个人作为全体都这样做，或者是单个人作为少数人

即作为非全体而这样做。在两种情况之下，全体性仍然只表示单

个人表面的众多性或表面的总体性。全体性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

本质的、精神的、现实的特质。全体性不是某种使单个人失去抽象

单一性的规定的东西，而只是由单一性构成的全数。一个单一体、

众多单一体、全体单一体。一个、众多、全体，———这些规定中没有

一个规定能改变主体的即单一性的本质。③

马克思接着展开概念分析，说如果我们把国家理解为人民的“普

遍事务”，那么成为国家成员就意味着关心政治问题。这样一来，不仅

５２１

散议马克思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

①

②

③

Ｍａｒｘ，Ｄｉｅ Ｆｒüｈ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ｐ １３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１４４页）。
Ｍａｒｘ，Ｄｉｅ Ｆｒüｈ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ｐ １３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１４５页）。
Ｍａｒｘ，Ｄｉｅ Ｆｒüｈ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ｐ １３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１４５页）。



各成员是国家的一部分，国家同样是各成员的一部分。“要成为某种

东西的有意识的一部分，就要有意识地掌握它的一部分，有意识地参与

它。没有这种意识，国家的成员就无异于动物。”①马克思对国家成员

资格的这种规定，当然运用了费尔巴哈著名的“人 ＝类存在（Ｇａｔｔｕｎｇ

ｓｗｅｓｅｎ）”的概念，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派

上了大用场。马克思接下来指出，这样看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全体国

家成员是否应当参与公共事务，而在于全体人员是否应当成为国家成

员。有鉴于“数”的问题，他本人似乎否定了直接参与讨论和决定的可

能性，而是着力倡导全体人员通过选举参政议政。就现代的代议制国

家制度而言，他宣称真正要关心的问题不是决定采取代议制还是直接

普选制，而是“扩大选举并尽可能普及选举，即扩大并尽可能普及选举

权和被选举权。无论在法国或在英国，这都是围绕着政治改革进行的

争论的焦点”②。选举是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唯一的现实纽带，故而只

有通过废除普选权的限制条件，市民社会（即生活在现实物质条件下

的国家成员）才能拥有十足的政治性。

现在还有个问题留待解决。国家成员应该或者可以凭什么能力参

与政治？这个问题不容小觑，因为随着时光流逝，以及有鉴于马克思所

作出的有趣但不够明晰充分的相关评论意见，黑格尔为支持基于同业

公会职能的代表制而给出的坚实论证，已经与他关于该主题的更为过

时的那些论断一起被淘汰。黑格尔论证的实质要点———大意是说国家

成员唯有通过其职业组织（即社会阶级）的成员资格，方可被视为具备

政治性———则一如既往地具有当代相关性。马克思的态度如何呢？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成员应当单个地参与或间接影响立法，此乃

现代政治国家的预设。这里的立法机关并不表现为国家成员的现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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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活的流溢或职能，而仅仅关乎市民社会的组织结构（即形式）。这

种立法机关的组织结构，直接要求社会成员把彼此视为相分离的单个

人。他们的国家成员资格是抽象的，因为在这个层面上，国家成员资格

并没有表达他们的现实生存活动。诚然，让全体人员都成为立法机关

的成员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等于令市民社会臣服于国家。市民社会通

过议员参与政治，“这正是它们分离的表现，而且正是它们的纯粹二元

性统一的表现”。如果我们把市民社会视为现实的政治社会，又当如

何呢？

如果这样，提出那种仅仅从政治国家是同市民社会分离开来

的存在这一观念中产生的要求，提出那种只是从关于政治国家的

神学观念中产生的要求，这是荒诞无稽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代

表机关的立法权就完全失去了它的意义。在这里说立法权是代

表，这是指，一切职能都有代表性，例如，鞋匠是我的代表，因为他

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这是指，作为类活动的任何特定的社会活动

都只代表类，即我固有的本质中的某种规定；这是指，每个人都是

另一个人的代表。①

马克思的评论到底所指何意，对此我们可以揣度，但很遗憾的是，

我们无从洞明。代表制属于马克思作品中未予切实正面讨论的问题之

一。马克思最接近于讨论上述引文似乎在传达的要点的地方，是在

《资本论》，涉及劳动的“社会性质”。但那里的论证显然与政治代表制

无关。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立场的核心问题似乎在于，一方

面，他看起来拒绝基于单个人和地域的代表制，因其只在假定存在着单

独的纯“政治”国家时才有意义，另一方面，他不认为“市民社会”中的

代表制必须被赋予政治形式。换言之，他似乎坚信，一旦市民社会成为

政治社会的同义词，代表就变成直接的东西，变成多种“类活动”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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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状态的表现。他不去设想多种社会职能之间可能存在的持续冲突，

以及“中介”的必要性。与黑格尔更加谨慎的表述相比，他的这一信念

看起来过于乐观。

四

下面我打算结合黑格尔时代的实际政治架构———其得到黑格尔的

证成，并遭到马克思当然的责难———简要谈谈马克思如何在更具体层

面上批判黑格尔政治哲学。在本文前一节，我或多或少着力宣扬了对

马克思批判意见中更隐秘要点的探讨。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相信，只有

那些问题———政治哲学、尤其是人民主权的未解之“谜”———才使得黑

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问题甚至在当代依然鲜活和令人振奋，无论就学

术而言抑或就意识形态而言皆如此。不过，我最终不得不相应收敛我

的评论意见。这样做的正当理由在于，一方面，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里展开的具体论证已被他后来的作品超越，另一方面，黑格尔

在这些具体问题上的立场，实际上似乎比他的一般政治原则脆弱得多。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着意于捍卫特殊类型的“分离”和“中介”，并

勾勒一种有着鲜明具体制度特征的国家结构。该国家保留了作为欧洲

社会中世纪政治框架之余迹的“等级”制度；包含着执掌政府的强大官

僚体制；以世袭君主制作为先决条件，将其视作最合乎理性的主权形

式；并且依托于土地贵族，将其作为最稳固、最具“实体性”的部门或

等级。

就这个层面而论，马克思在文中兵分两路展开批判。马克思当然

对实际的社会和国家———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号称是它们的理论表

达———采取坚决的批判态度。正是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间实际的、

物质的、世俗的分离，正是人的整体本质的多方面裂变，被黑格尔的逻

辑范畴粉饰得宛若天堂。在现时代，人表现为一种情感的、敏感的造

物，他与同胞之间有着爱的关系体验；人表现为追逐私利、自作主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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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一门心思要胜过同胞；人也表现为（仅仅在思想中）能够超越世

俗考量的理性存在。黑格尔的家庭范畴、市民社会范畴和国家范畴，正

是上述境况的反映，而马克思当然旨在准确揭露此种分裂状态的应受

谴责性和非人道性。那么，在马克思看来，只要黑格尔在讨论那预设了

普遍分离和异化“市民”的那种社会的精神，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就是正

确的。当然，这不会令黑格尔受到马克思的爱戴，因为马克思极其敌视

这种社会。马克思对破碎的人类世界的揭露，在他那经典的资本主义

批判中达到顶峰；资本主义的政治缺陷在《论犹太人问题》①（从许多

方面来讲，这是马克思写下的最为敏锐的政治短文）里面受到责难，资

本主义的心理影响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受到责难，资本主义

的剥削性则在马克思后续的全部作品中受到责难。因此，马克思《黑

格尔法哲学批判》所阐述的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非难，只有次要的、纯粹

学术考据方面的意义。

然而，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时采取的另一条路径更有趣，因为它为

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黑格尔的成见（即黑格尔是资产阶级哲学思想

盖棺定论的真正代表人物）提供了某些复杂化因素。事实上，正是马

克思本人在他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面宣称：纵然德国

的政治现状是个时代错乱，②德国人仍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③德

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

最终的表述”。④ 但事实是，在他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大部分直接抨击

９２１

散议马克思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

①

②

③

④

Ｚｕｒ Ｊｕｄｅｎｆｒａｇｅ（１８４４）．中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１６３—１９８页。
“如果想去德国的现状本身出发，即使采取惟一适当的方式，就是说采取否定

的方式，结果依然是时代错乱。即使对我国当代政治状况的否定，也已经是现

代各国的历史废旧物品堆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Ｍａｒｘ，Ｄｉｅ Ｆｒüｈ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
ｐ ２０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２００—２０１页）。
Ｍａｒｘ，Ｄｉｅ Ｆｒüｈ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ｐ ２１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２０５页）。
Ｍａｒｘ，Ｄｉｅ Ｆｒüｈ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ｐ ２１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２０６页）。



中，马克思没怎么指责黑格尔为资产阶级社会精神代言（他甚至勉为

其难地欣赏资产阶级社会），反倒着重指责黑格尔甚至没有达到与这

一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论证水平。① 为让资产阶级［社会］的碎片化

变得令人称道，黑格尔不是诉诸自己的形而上学幻想，而是运用那些

即便资产阶级意识也会摒弃的概念。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

马克思对黑格尔式中世纪情结的激烈谴责，在基调和文风上有时与

自由主义哲学家的作品似乎没有多大差别，尽管他的预设诚然远为

激进。

这里要考虑两点。首先，马克思指出，黑格尔通过等级中介职能确

立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统一体的尝试土崩瓦解了，因为他试图调和两

条对立的原则，即等级原则和代议制国家制度。② 各等级在类型上属

于中世纪的共同体，其全盛时代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具有事实上的

一致性。③ 那是民主的时代、一体性的时代。

在中世纪，政治制度是私有财产的制度，但这只是因为私有财

产的制度就是政治制度。在中世纪，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是

同一的。人是国家的现实原则，但这是不自由的人。因此，这是不

自由的民主制，是完成了的异化。抽象的反思的对立性只是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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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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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注意，恩格斯成熟时期对黑格尔的评价，比马克思本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导言》里面的评论更契合马克思的批判意见。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

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Ｌｕｄｗｉｇ 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Ｇｅｒｍ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８８８，Ｍｏｓｃｏｗ，１９５０）中宣称：“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ｐ ２２），
“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ｐ ９１）。但他清楚地指出，按照
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法哲学原理》所表述的观点是对时代错乱的政治架构的

证成（ｐ ２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４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２７１、２７３、
３１３页）。
霍切瓦尔（Ｈｏｃ̌ｅｖａｒ，Ｓｔｎｄｅ ｕｎｄ Ｒｅｐｒ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ｅｉｍ ｊｕｎｇｅｎ Ｈｅｇｅｌ ，ｐ １５）称赞马克
思第一个洞悉黑格尔政治哲学中的这种二元性。霍切瓦尔在解释黑格尔的代

表制概念时，强调其源自中世纪精神的议会，从而与马克思的批判多有重要契

合点。

Ｍａｒｘ，Ｄｉｅ Ｆｒüｈ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ｐ ８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
版，第 ９０—９１页）。



世界才有。中世纪是现实的二元论，现代是抽象的二元论。①

在现代世界，让等级复归或者令其正式融入一种基于不同物质

前提的共同体的政治制度，乃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异想天开的、不可

理喻的做法。等级制度在它不再作为中世纪传统徘徊不去的时候，

企图把人推回到他的狭小圈子里去（即便在政治层面亦然），并把他

的特殊性变为他的实体性意识。② 如果说现代社会是对“私人”、亦

即脱离了他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单个人”的最高表达，那么中世纪也

通过使人沦为特殊存在（即与他的直接规定性保持一致的动物），同

样让人与他的“普遍本质”相分离。中世纪构成了人类史上的动物

学阶段。③

第二点涉及马克思对世袭制原则的抨击，我认为马克思的文笔恰

在这里最有摧枯拉朽之功效。正是由于宣称世袭制是在哲学上“合乎

理性地”建构国家时的必然方面，黑格尔远远落后于资产阶级思想的

特有表述。后者例如霍布斯、洛克、１８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

命政治宣言的思想，都立足于出身平等和人格品质，将此二者作为政

治—社会先进性的尺度。尽管在马克思看来依然“抽象”，这套资产阶

级原则仍是完全“合乎理性的”。黑格尔当然将之采纳为一般原则，并

将之与其他举措一道适用于官僚政治的成员资格，因为他说官僚政治

任人唯贤唯能。但黑格尔还是在自己政治哲学的两处要点上坚持保留

世袭制，将其作为政治身份的基石：一处是在作为国家元首的立宪君

主，另一处是在所谓的“农业等级”。马克思觉察到这两项主张的背后

隐含着一种原始的“自然主义”，他谴责这两项主张，视其为分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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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ｘ，Ｄｉｅ Ｆｒüｈ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ｐ ５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４２—４３页）。
Ｍａｒｘ，Ｄｉｅ Ｆｒüｈ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ｐ ９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１０１—１０２页）。
Ｍａｒｘ，Ｄｉｅ Ｆｒüｈ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ｐ ９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
版，第 １０２页）。



肉体和土地的奴役。他认为，君主代表着黑格尔任意施加于国家的专

断个人意志，这看来源自黑格尔哲学观念中的“单一性”原则。黑格尔

将君主设定为“绝对的自我规定”的环节。① 马克思追问这种自我规定

的含义，并在君主的自然人身那里找到了答案。

君王世袭制是从君王的概念中产生的。据说君王是与自己的

整个类、与其他一切人特别不同的人。这么一个人与其他一切人

的最后的明确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呢？是肉体。肉体的最高功能是

生殖活动。这样，国王的最高宪政活动就是他的生殖活动，因为他

通过这种活动制造国王，从而延续自己的肉体。②

此外，

令人奇怪的是，自我意识的类的产物竟被看成是自然类的直

接产物。我凭借出生就成为人，用不着社会同意，可是我凭借特定

的出生而成为贵族或国王，这就非有普遍的同意不可。只有得到

同意才能使这一个人的出生成为国王的出生；因此，使这个人成为

国王，是大家的同意而不是出生。如果说出生不同于其他的规定，

能直接赋予人一种地位，那么人的肉体就能使人成为这种特定的

社会职能承担者。③

土地贵族之所以享有立法机关世袭成员这一政治身份，在黑格尔

看来立足于他们的独立地位，即他们拥有土地和（类似于君主的）“以

自身为基础的”意志。④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该意志其实并不以

自身为基础，而是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令马克思尤为震怒的是，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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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ｓ Ｒｅｃｈｔｓ，§ ２７５，ｐ ２２５（［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
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１年版，第 ２９２页）。
Ｍａｒｘ，Ｄｉｅ Ｆｒüｈ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ｐ ５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
版，第 ５２—５３页）。
Ｍａｒｘ，Ｄｉｅ Ｆｒüｈ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ｐ １２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１３１—１３２页）。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ｓ Ｒｅｃｈｔｓ，§ ３０５，ｐ ２５０（［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
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１年版，第 ３２４页）。



格尔进而坚信农业等级的“实体性”须得到长子继承权制度的保障，

长子继承权甚至凌驾于家庭之爱。① 马克思在此很容易就找到了批

判的靶子。他认为，上述论断意味着黑格尔政治大厦的顶端不是理

性，而是私有财产，并且这种财产对人来说在性质上比其他任何东西

都更加根本，即它意味着人格和意志自由。家庭生活本身表现为一

种死气沉沉的幻象，其地位低于粗鄙的私有财产。地产的不可转让

性表明，财产的统治占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上风。它意味着财产是我

们真切的“主语”，理性、人则又是单纯的附属物、谓语。黑格尔把长

子继承权制度描述为“防范人类弱点的保障”，这多么虚伪、多么具

有误导性！

私有财产，从而具有最抽象形式的私人任意，极端狭隘的、

非伦理的、粗陋的意志，在这里表现为政治国家的最高合题、由

任意所实现的最高外化、向人类弱点进行的最顽强、最英勇的斗

争，因为在这里私有财产的人性化、人化是人类弱点，———所有

这一切正是关于长子继承权的权力范围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急切

愿望。②

不过，尽管马克思此处的论调无疑是愤愤不平的 １９世纪自由民主

人士的论调，但我们必须注意，他所展望的绝不限于按照如下看似更为

开明的体制实施的财产“人性化”，即在保持私有的前提下自由持有财

产。③ 马克思在此得出的结论，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回荡不息：

与无依赖性的私有财产的粗陋愚昧相比，职业无保证是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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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ｓ Ｒｅｃｈｔｓ，§ ３０６，ｐ ２５０（［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
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１年版，第 ３２４—３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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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莱伦的下述观点无可厚非，即严格说来马克思此时未必是在力倡废除私

有制（Ｍａｒｘ，ｂｅｆｏｒｅ Ｍａｒｘｉｓｍ，ｐ １２５）。但就另一个层面而言，阿维纳瑞的看法也
是正确的，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面首次出现了“商品拜物教”这一著名概

念的雏形（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ｐ ３０）。



的，追逐利润是造作的（戏剧性的），占有物的可变性是应认真对

待的天命（悲剧性的），对国家财产的依赖性是合乎伦理的。总

之，在所有这些特质中我们透过所有权听到人心的跳动，这就是人

对人的依赖。①

（译者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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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国家概念与马克思的早年批判

［美］伊尔廷 著　 祁　 涛 译

１８４３年的春夏时节，青年马克思写了一部关于批判黑格尔国家哲

学的著作，这部批判著作决定性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并且影响

至今。① 虽然马克思宣称他曾经和卢格（Ｌｕｇｅ）一起全身心地接受过黑

格尔的想法，但是在波兰哲学家奇茨科乌斯基（Ａｕｇｕｓｔ Ｃｉｅｓｚｋｏｗｓｋｉ）与

费尔巴哈的影响下，青年马克思决定采取反对黑格尔的立场，并对其国

家哲学的学说展开直接的激进批判。② 这种兼具内在矛盾和争议性的

大转变不仅持续延续到马克思晚期著作里，同时也继续决定着今天马

克思主义者对黑格尔哲学的诠释。此外还意味着经过激烈摒弃了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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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译自 Ｋ．ＨＩｌｔｉｎｇ，“Ｈｅｇｅｌ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ｘｓ ｅａｒｌｙ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ｉｎ Ｚ．Ａ．Ｐｅｌｃ
ｚｙｎｓｋｉ（ｅｄ．），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
ｐｐ ９３－１１３．伊尔廷写作本文的语言是德语，该书收录的版本为英语，译者为 Ｈ．
Ｔｕｄｏｒ ａｎｄ Ｊ．Ｍ．Ｔｕｄｏｒ，本译文根据英译本翻译。译文中引用《法哲学原理》的中
译文，若无特别说明，一律引用的是范扬、张企泰译本《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

馆）；引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中译文，一律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一

版第 １卷（人民出版社）。本译文部分术语的翻译得到张寅博士的指正，特此
鸣谢。

众所周知，德拉沃尔佩（Ｇ．ｄｅｌｌａ Ｖｏｌｐｅ）和他的学派，如科莱蒂对此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Ｇ．Ｇｉａｎｎａｎｔｏｎｉ，Ｉｌ ｍａｒｘｉｓｍｏ ｄｉ Ｇａｌｖａｎｏ ｄｅｌｌａ Ｖｏｌｐｅ，Ｒｏｍｅ，１９７６，４７ｆｌｆ；Ｌ．
Ｃｏｌｌｅｔｔｉ，Ｉｌｍａｒｘｉｓｍｏ ｅ Ｈｅｇｅｌ，Ｂａｒｉ，１９７３，ｐｐ ２４ｆｆ ａｎｄ ８７ｆｆ．
我在另一本著作中有详述。见 Ｈｅｇｅｌ ｄｉｖｅｒｓｏ，Ｂａｒｉ，１９７７，ｐ ２２４ｆｆ．



尔哲学之后，马克思在何种程度与何种方式上仍然是个黑格尔主义者。

马克思批判的中心点是否定黑格尔的国家概念。马克思认为，通

过具体讨论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里有关国家理论的介绍性段落，他能

够论证黑格尔的政治哲学颠倒了主语和谓语，即黑格尔将一个独立的

实体理解并表现为一种属性，只有当一个独立实体作为自身，一个独立

存在客体的属性才表现为一种属性。根据这种解释，黑格尔寻求理解

国家作为一个对象，独立存在于所有个体生活的国家共同体，并且认可

个体仅仅是作为依赖于国家的存在。最终，黑格尔因此断定国家本身

不过是一个抽象“理念”的实存。

由于黑格尔所描述的国家理论过于符合保守的国家构想，今天自

由派甚至法西斯主义倾向的作者们都经常不假思索地接受并传播这样

的讲法。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推波助澜下，这种讲法的准确性完全没

有得到检查。此外，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评论也一样含混不清，颇为费解

地与黑格尔法哲学相关部分混为一谈。因此只有通过细致的研究才可

能确定，青年马克思在何种程度上对于黑格尔国家概念的解释与批判

是正确的。下面的研究将尝试阐明这个努力。

一

黑格尔出版于 １８２０年的《法哲学原理》第 ２５７—２７０节详细阐释了

他的国家概念。《法哲学原理》是对应于 １８１８—１８１９ 年冬季学期“自

然法与国家科学”（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讲义的扩充

版本，法学院学生卡尔·古斯塔沃·霍姆梅尔（Ｃａｒｌ Ｇｕｓｔａｖ Ｈｏｍｅｙｅｒ）

为我们逐字逐句地记录下课程的相关要点。① 现在应该清楚的是，先

去参考 １８１８—１８１９年的演讲，对于澄清黑格尔的国家概念颇为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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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我编辑的版本：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 ｉｉｂｅｒ Ｒｅｃｈｔ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１８１８－１８３１，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Ｂａｄ Ｃａｎｎｓｔａｔｔ，１９７３，ｖｏｌ １，ｐｐ ２１７－３５１．



涉及国家的段落从这句话开始：“伦理理念，是（个人）随着他自然的感

觉沉浸其中的理念，（也是）个人的单一性和特殊性的目标，使他们脱

离整体，从自身之中吸收自身，并且（它们）只会产生它作为这个心灵

的环节，把它作为目的并依赖于它，这就是国家。”①在这些介绍性的段

落中，国家被描述为从诸个人的集合建立起来的国家观念。黑格尔认

为，作为家庭成员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这些人有其自身的目的，这些目

的与他们所属的国家共同体的目标颇不一致。但是，这些私人目的仍

然将它们与国家共同体的目标联系起来，因为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协调

不同的社会利益。② 对于个人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认识到他们的私人

和个人的目的，从长远上看是与共同体的目标相结合，是共同维护了国

家共同体的目的。这就是私人目标沉浸于“伦理理念”中时，他们已被

认定为是“理念”（ｉｄｅａｌ）。③

在黑格尔的早期作品中可以很好地理解，黑格尔将国家描述为

“伦理理念”的事实。在 １７９５年的作品中，他写道：“在共和国中，人们

为了伦理理念而活；在君主国家中，他们为一个人而活。在后一个制度

里，人们依然没有一个理念；他们只是把使自己成为一个人的理念，成

为一个理念。我们在君主国家里找到的理念是理念所应该是的样子；

这里的（共和国中的）理念正是神圣性，即一种人们极少靠自己创造的

东西。”④

所以黑格尔在政治哲学背景下所说的“理念”就是政治共同体，自

由公民的共同目标是维持这一理念。黑格尔认为这样一个共同体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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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 １１４，ＰｈＲ １８１８－１８１９．目前看到的英译本并不好，括号内的内容是我补充添加
进去的。

“市民社会的几个部门必须构成在同业公会中，其利益冲突及其普遍内在联系

反过来要求了整体的监督。”§ １１３，ＰｈＲ １８１８－１８１９．
“理念”是黑格尔界定所有有限的事物的术语，其明显的独立性被吸收到更大

的统一性中，最终融入了无限整体的统一。参见黑格尔《逻辑学》，第二章“实

有”的“无限”部分。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Ｊｕｇｅｎｄ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Ｈ．Ｎｏｈｌ，Ｔｕｂｉｎｇｅｎ，１９０７，ｐ ３６６．



腊民主的现实化，以及罗马共和制的现实化：“一个人的国家或一个人

的民族之理念是催动他（作为自由公民）拼搏奋斗的无形和更高的现

实；这也是世界历史的终极目的，自由公民在他日常生活的现实显现中

理解了该目的，或者他本人参与了该目的的表现和维系。”①

黑格尔在《１８１８—１８１９年自然法讲演》第 １１４ 节发展的国家概念，

十分显著地接近他在法兰克福和耶拿时期著作中的言论，他毫不犹豫

地支持国家的共和性质。

考虑了黑格尔这些思想的准备阶段，我们可以理解黑格尔在第

１１４节第二部分所说的话：“一个自由国家的公民仅仅是人民在精神中

的环节（ｍｏｍｅｎｔｓ），并且正因如此，这样的公民产生出他们人民的‘精

神’；但是这样的‘精神’不仅是他们的行为的目的，也是他们的行为和

他们‘依赖于精神’的理解（他们把精神作为自身的基础）。”②所以，我

们毫不惊奇地看到，黑格尔关于第 １１４ 节解释性的评论中说：“国家的

法（Ｒｅｃｈｔ）是对个人的最高法律，”这不是有的人可能所认为的，是要

求个人从属于国家的利益；恰恰与之相反，公民对于法的承认是在国家

内参与政治的决策。

《１８１８—１８１９年自然法讲演》的第 １１６—１２１ 段，黑格尔面临着将

这种基于雅典民主和罗马共和国的国家概念，应用于现代国家的制度

建设的任务之中，并且展示该观念对现代国家表现出怎样的影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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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Ｊｕｇｅｎｄ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Ｈ．Ｎｏｈｌ，Ｔｕｂｉｎｇｅｎ，１９０７，ｐ ２２２．以及“自由
的共和主义者本着他自己的精神，为自己的国家消耗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自己

的国家履行了义务，却没有过于重视他的付出，去要求获得回报或补偿。他为

自己的理念和他的职责而工作”。ｐ ７０ 同样可以参考（Ｈｅｇｅｌ，Ｏ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Ｅａｒｌｙ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ｔｒａｎｓ． Ｔ．Ｍ．Ｋｎｏｘ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Ｋｒｏｎｅ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６１，
ｐ １５４）．
“鉴于这个公共劳动是他们所有人作为意识的工作，他们在其中外在化了自

己；但这个外部是自己做的；它只是他们所做的；它们已经不再活跃了；而在这

种外在性本身，作为调停人，作为代理人的存在，他们将自己看作是一个人，这

样他们的工作就是自己的思想本身。”参见 Ｊｅｎｅｎｓｅｒ Ｒｅ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１ （１８０３－
１８０４），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９３２，ｐ ２３３。



是从这样的想法中展开的：在现代国家中，自由必须以公民的自决权利

的现实化开始。

具体自由的现实化是国家，它是基于个体的个性和特殊性不仅得

到充分的发展，能够承认他的权利，可以部分地吸收普遍利益并且部分

地自觉、主动承认这种普遍利益，并且代表普遍利益开展行动；所以如

果没有特殊利益，没有特定的知识和良好的意愿，而且没有特定人格居

于其中并为了特定的利益而生活，与此同时也并愿意和有意识地诉诸

普遍利益，那么这种普遍性是不会得到实现的。（第 １１６段）

现代国家区别于古代政治共同体的最先和最重要的一点是，现代

国家中的公民有权享有私人领域。① 但是，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这些自

由的公民权利被扩大为基本的社会权利（达伦多夫）：个人不仅被保证

了对私人领域的“自身权利的承认”，在此之上，公民还被保证自身个

性和特殊性的“充分发展”。但是根据黑格尔的概念，这些私人的公民

权利必须得到政治权利的完善。由于公民的私人利益被纳入到普遍和

公共利益之中，那么在现代国家中现实的自由之理想状态是，公民应该

有意识、有考量地认识到“普遍性”（国家机关和他们的行动），这对于

自由在国家中的实现是可取的。没有这种承认，现代国家不能声称自

己实现了具体自由的制度。然而关键的因素在于，除了这种承认之外，

公民必须被赋予代表“普遍性”的权利。只有这样，黑格尔认为，国家

才能被防止分裂成两个相互对立的部分，即政治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

离。根据他的概念，如此一来，国家的统一性只有当国家机关不独立于

公民的特殊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保障，而且是在公民的许可下行动

于公共领域。反过来说，公民不限于追求私人利益，而且同时可以根据

共同体的普遍利益行事，着眼于普遍的目标。如果这些条件得到满足，

那么黑格尔确实可以说，现代国家的公民也“仅仅把国家作为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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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Ｃｆ．Ｊｅｎｅｎｓｅｒ Ｒｅ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１１ （１８０５－１８０６），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９３１，ｐ ２５１；Ｐｈａ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ｓ Ｇｅｉｓｔｅｓ，ＶＩ，Ａ，ｃ：“Ｄｃｒ Ｒｅｃｈｔｚｕｓｔａｎｄ”；ＰｈＲ １８２０，§ Ｉ２４Ｒ，§ １３８Ｒ，§ ｉ８５Ｒ，
§ ２６０ ａｎｄ § ２７９Ｒ．



精神的‘环节’产生出来”。由此，以古代政体为核心的共和主义被明

确阐述为现代自由民主法治国家的概念。

黑格尔在《１８１８—１８１９年自然法讲演》的第 １１７ 节描述了私人生

活和公共生活两个领域之间关系的内涵：仅从出于私人目的的公民利

益角度来看，国家似乎只是一个“外在的必要性”，因为公民行为依赖

于国家并受到它的影响。但是，从公民自觉的政治参与权的角度来看，

国家获得了“现实性中的自由”，只有这些私人权利和公民权利得以现

实化，才能使国家获得“真正的生机”。因为国家只能在赋予了公民权

利的条件下，才能向公民提出要求。①

有了这个国家概念，黑格尔批评了两种互不相容的片面观点，他在

１１８节第 １２条中做了进一步的说明。② 一种观点希望通过唤醒政治意

识（情绪）来实现自由，特别是一种理想型自由意识的觉醒。③ 另一种

观点认为，只有在国家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国家法规才是实现国家自由

的适当和充分的手段。④ 黑格尔试图将两方面的正当性融入他作为

“有机体”的国家概念中：国家应根据其“具体的等级”从内部构建自

身，并且“通过理念”去确定工作机构所履行的任务。⑤ 从这些活动和

利益出发，就会产生“普遍的利益和成果，以及与此相伴的普遍的政治

情绪。政治情绪和国家机关应该相互决定对方，形成“有机的”国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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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只有在这些领域（家庭，私人权利和个人福利）及其特定利益在其内部得到独

立发展的情况下，它才具有现实自由和（具有）其真正的实力。（个人）对国家

尽多少义务，同时也就享有多少被国家承认的权利。”参见《法哲学原理》第

２６１节，引文内的文字是伊尔廷改动了黑格尔原文的结果。译者注。
在 １８２０年的《法哲学原理》中，这个内容被完全抛弃被替换为第 ２６５—２６７ 节
的内容。

在这方面，正如他在 １８１８—１８１９年的讲演中其他的许多观点，黑格尔一直在攻
击他的老对手———弗里斯（Ｊａｋｏｂ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Ｆｒｉｅｓ，１７７３－１８４３）以及学生联盟里
晚期的支持者。第 １１８节表明，他对弗里斯的反对是尖锐的，而非就其内容。
黑格尔因此摆脱了当代立宪主义。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 １８１５
年郑重承诺要赋予国家一个宪法，但没有履行这一承诺。

有了这个表达，黑格尔提出了他的权力分化理论。（ＰｈＲ，１８１８－１８１９，§ １２１）



构。然后，黑格尔在接下来的三段中描述了它们的内部结构，并由此结

束本部分的讨论。

家庭和市民社会的领域合起来形成了私人生活的范围，在这里个

人追求自己的特殊和有限的目标。作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黑格尔所

说的这个领域就是“在它有限性之中的国家‘精神’”（§ １１９）。黑格尔

明显回应了青年黑格尔时期有关共和主义的理想，他解释私人存在的

有限特征是作为自由人性的一种丧失，这种自由的人性只有作为维护

政治社会的一种必要牺牲才是正当的：“看起来似乎很难让道德生活

的整体要求一部分个人自愿放弃家庭生活的约束或市民生活的需要。

这一方面是必需的，另一方面这种必须中存在着和解。”①在这个意义

上，我们也应该理解“国家的精神”（Ｇｅｉｓｔ）将一部分个人—大众—“降

格到家庭和公民社会的领域。”显然黑格尔在此并未设想国家吸收社

会的活动潜能，如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提出的那样。但是为了消除任

何这种误解，他立即补充说，国家自由“只有经由公民的特殊意志才是

具体的和实际的。”

然而不同于他早期的著作，黑格尔在《１８１８—１８１９ 年自然法讲演》

中强调，即使私人生活领域已经被公共生活的法规和法律所渗透，它们

是吸收“普遍性到其自身”。此外，长远追求私人利益有利于政治共同

体的所有成员。因此，私人领域归根结底“在普遍的目标中形成并正

当化”。即使在市民社会的机构中，个人也可以“承认并确认”作为它

们实体的普遍目的和国家共同体的结构。（§ １１９）在接下来的第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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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第 １１９节，黑格尔讨论了自己制定的“伦理悲剧”，该内容持续出现在他的
《自然法》（１８０２）中：这个等级成员的“政治虚无性”是私人拥有“和平与贸易
成果以及享受这些的彻底安全。”对青年黑格尔来说，和解在于“必要性的承认

以及伦理生活放弃其无机属性的权利，以及通过废除和牺牲自己一部分隐含

权力。”黑格尔关于牺牲和和解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是对欧里庇德斯的《复仇女

神》的重新解读。参见 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 ｚｕｒ Ｐｏｌｉｔｉｋ ｕｎｄ Ｒｅｃｈｔ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ｅｄ．ｂｙ Ｇ．Ｌａｓｓｏｎ，
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９６７，ｐ ３８３ｆ；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ｗ，ｔｒａｎｓ，ｂｙ Ｔ． Ｍ． Ｋｎｏｘ，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１９７５，
ｐｐ １０３－１０４．



节，黑格尔命名了保障国家自由实现的机构：人身和财产自由，“公共法

律”，法官、法院、自治团体和地方自治政府以及市民社会的同业公会，它

们直接为个人提供普遍的职业岗位。但是，自由的实现只有在国家机构

的组织下才能实现自由。在第 １２１段中，黑格尔试图解释这一点。

在国家机关中，国家行为以“普遍性”为终点，它既在处理公共事

务，也在监督市民社会的“特定领域”。黑格尔现在试图遵循康德的实

践理性来概述国家机关的结构和权力的分配原则。① 制定普遍准则是

立法机关的任务，“吸纳处理特定的情况”是政府的任务；剩下是基于

普遍性和特殊规范基础之上的作为单个行为的行政活动。但在这一点

上，与康德一样，黑格尔就不能将实践演绎的模式应用于国家权力的分

配。他把国家的运行中对具体情况有直接影响的那些行为，解释为

“意志的最终决定的主体性”，并将其归于“王权”———这一宪法的机

关，之前从来没有在这样的叙述中被提到过。然而，非常清楚的是，在

黑格尔分配权力的模式中，君主行为的权力完全由单一的行政行为组

成，它的执行权是在政府这里。②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黑格尔共和主义理念与当时的历史权力相冲

突的事实。如果个人造就了国家，并依赖于国家作为个人的目的

（§ １１４），那么这个国家的君主只能作为部分的国家元首存在，原则上

他可以随时被罢免；而在权力复辟的时期，欧洲国家的君主们宣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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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第 ４５节的“公共法权”一节中指出，三种国家权力的关
系就像“实践理性中推理中的三个命题：大前提，包含着那个意志的法律；小前

提包含着依法行事的命令，亦即使之归摄到那个意志之下的原则；结论，包含

着对当下案例什么是正当的所作的宣判（判决）”（《康德著作全集》第 ６ 卷，第
３２３—３２４页，张荣、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参见：Ｋａｎｔ，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ｔｒａｎｓ．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Ｊｏｈｎ Ｌａｄｄ，Ｉｎｄｉ
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 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６５，ｐ ７８．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黑格尔在第 １２２ 节的解释性注释中提到如下观点：“王权
由空洞的最终决定组成；还没有基于理性的客观决定的可能性。”这就是政府

所要做的事务。第 １２４节“统治者给王权命名”，“决定常常不重要，只有一些
应该做的决定才是重要的”（ｃｆ．Ｉｌｔｉｎｇ，Ｈｅｇｅｌ ｄｉｖｅｒｓｏ，Ｂａｒｉ，１９７７，ｐ ３ ５ｆｆ．）。



们行使了最高权力的非派生权利。黑格尔通过接受复辟国家的“君主

制原则”来规避这一冲突，①并试图通过参照历史来证明这一冲突；②

至于其余的部分，则试图在国家理念上降低君主的政治意义使其产生

“政治的虚无性”（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ｎｕｌｌｉｔｙ）。

二

１８１９年的春夏两季，黑格尔正忙于创作他的法哲学；他打算在 ９

月付印法哲学的文本。随后颁布了所谓的卡尔斯巴德法令（Ｋａｒｌｓｂａｄ

Ｄｅｃｒｅｅｓ），德国大学被施加了严格的政治管控，扩大了对科学研究的出

版前审查。１８１９—１８２０年冬，黑格尔再次讲授法哲学；直到 １８２０ 年 １０

月才正式出版。

这些事实说明了我们应当如何解释《１８１８—１８１９ 年自然法讲演》

与 １８２０年问世的《法哲学原理》之间的关系。很显然，这 １５ 个月来，

黑格尔在演讲完成和印刷之后大幅扩大了他的手稿：出版的书显示，该

书并不是 １４２段，而是 ３６０ 段。但是，它们确实与讲演的内容非常接

近；对于黑格尔来说，通常状况是用旧的手稿作为写作完整版本的基

础。在国家概念的相应部分也表现得很明显，如下表所示：

《１８１８—１８１９年自然法讲演》 《法哲学原理》

１１４节 ２５７节

２５８节

１１５节 ２５９节

１１６节 ２６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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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Ｃｆ．Ｈ．Ｏ．Ｍｃｉｓｎｅｒ，Ｄｉｅ Ｌｅｈｒｅ ｖｏｍ ｍｏｎａｒｃｈｉｓｃｈｅｎ Ｐｒｉｎｚｉｐ ｉｍ Ｚｅｉｔａｌｔｅｒｄｅｒ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ｄｅｓ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Ｂｕｎｄｅｓ，Ｂｒｅｓｌａｕ，１９１３．
“每个人都有其自己的历史，并且能意识到自己的精神”（ＰｈＲ，１８１８－ １８１９，
§ １２１Ｒ）。



续表

《１８１８—１８１９年自然法讲演》 《法哲学原理》

１１７节 ２６１节

１１８节

１１９节 ２６２节

２６３节

１２０节

２６４—２６６节

１２１节

２６７—２７３节

《１８１８—１８１９年自然法讲演》的第 １１４—１１７ 节紧密对应于 １８２０

年《法哲学原理》第 ２５７—２６１ 节，在 １８１８—１８１９ 年间黑格尔重组了接

下来的相关段落。

因此，在 １８２０年的《法哲学原理》中，国家概念是从共和主义的国家

理想开始阐述的，基本上集中在古代自由公民的政治联合。黑格尔甚至

到目前为止，依然将政治联合描绘成某种神圣的东西，如同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里的神圣心灵（ｄｉｖｉｎｅ ｍｉｎｄ）一样，是“绝对不受推动的自身

目的”（§ ２５８）；①这是“绝对神圣的原则”，具有“绝对的权威与尊严”

（§ ２５８Ｒ），并且对照世俗女神雅典娜，“民族精神”被称为自知、自欲的

神物（§ ２５７Ｒ）。② １８２０年，黑格尔将这一切明确地应用于现代国家。③

然而，在经修订过的《法哲学原理》的第 ２５８ 段，有关自由公民的

共和国的古典维度之理念，也明确表达为现代民主国家的形式，如卢梭

最先所构想的；“一旦意识被提高到普遍性的意识，此时国家在特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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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法哲学原理》第 １５２节。
范扬与张企泰译本翻译为“认识自己和希求自己的神物”，这里采用邓安庆译

本，见《法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版，第 ３８２页译者注）。
“国家是神的意志，也就是当前的、开展成为世界的现实形态和组织的地上的

精神”（《法哲学原理》第 ２７０节附释）。



我意识中具有的实体性意志的现实性”。公民因此认识到他们是政治

联合的成员，不仅作为自己的“实质”，而且是自己“活动的目的和成

果”（§ ２５７），也是他们共同创造的制度。（黑格尔将他的构想塑型于

１８１８—１８１９年的自然法讲演中）。因此，和卢梭一样，黑格尔拒绝将国

家定义为“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因为这会剥夺了公民的政

治特性：“人是被规定着过普遍生活的”。因此，他清晰地赞同了卢梭

确立的功绩“意志作为国家的原则”。（§ ２５８Ｒ）

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黑格尔摆脱了他的共和制或民主制国家理

念的政治影响。如果国家是由公民共同意志和创立的制度，那么公民

也有权自己确定国家制度。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黑格尔才会在 １８２０

年不再承认之前的政治理念，因为再这么做，他会质疑复辟时期国家的

君主原则。根据卢梭的理论，“君主的权威”———正如他所说的那

样———“无论从形式上说，或是从它的规定上说都是派生的。”

（§ ２７９Ｒ），黑格尔通过宣称卢梭的理论，不得不反对这个概念将会破

坏国家绝对神圣原则，以及其威严和绝对权威的逻辑推论（§ ２５８Ｒ），

这似乎意味着黑格尔断言了卢梭国家民主理论与他自己国家的共和概

念的不相容性。事实上，国家民主理论与复辟君主制原则的信条之间

的斗争，就是黑格尔正在寻求证明和证实的原则。现在很清晰的一点

是，当他告诉我们：“因此，唯有哲学才能思维地考察这个君主伟大之

处的问题，因为除了纯以自身为根据的无限理念的思辨方法以外，一切

其他探讨方式都会自在自为地取消君主伟大之处的本性的。”

（§ ２８１Ｒ）既然共和主义的政治联合是神圣的东西，如此理念转变成君

主权力，也有了某种神圣的意味：“最符合这个概念的理念（黑格尔有

关君主制思辨的‘实体化’），就是把君主权看成以神的权威为基础的

东西。”（§ ２７９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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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黑格尔《论符腾堡的等级》文章里，１８１７年的黑格尔甚至还说道：“理念迄今
为止都没有被思想或理性接受”“政府与君主还是基于神圣权威”（ＩＶｅｒｋｅ，ＶＩ，
ｐ ３９３）。



但是黑格尔为了能够维护自己的政治哲学与复辟意识形态的一

致，他由此拒绝了如下理念：君主的权威是被由某种事物派生出来的，

并且还将人民主权理论看作是一个“混乱的想法”（§ ２７９），黑格尔也

含蓄地怀疑了自己的国家理念，这个理念表示，公民把国家理解为他们

活动的“目的和成果”。一个拥有国家主权的君主和他自身掌管的绝

对权力，是与黑格尔原本共和制的国家理念不相关的。因此，在

１８１８—１８１９年的讲演中仍然是潜在、却又是注定了的理论冲突，到了

１８２０年的《法哲学原理》中变得更加明显。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国家部分的两个开头段落中提出的理念，

确实完全符合他在 １８１８—１８１９年讲演第 １１４节中提出的观点。但是，

这个概念的基础被 １８２０年发生转变的知识背景所瓦解。然而，黑格尔

仍然在他介绍的第二部分（§ § ２６０—２７０）中试图表明自由理念是如何

在现代国家中得以现实化。因此，黑格尔把 １８１８—１８１９ 年讲演中

（§ ２６４）几乎所有文字移植到了《法哲学原理》有关自由和政治基本权

利的两段话中（§ １１６）。但在第 ２６１节的附释中，他几乎撤销了他以前

所规定的内容。在讲演中曾认为，国家中的个人只有当有权利反对国

家的时候，他们才对这个国家负有义务（§ ２６１）。① 在《法哲学原理》的

附释中这个理念变成了：作为主体的公民权利在内容上完全从它自身

的义务转到了他之于君主和政府的义务。黑格尔自己之前的解释是，

公民的权利必须成为国家所有义务的基础，现在转变成了，主体的义务

成为所有公民权利的先决条件：“个人从他的义务说是受人制服的，但

在履行义务中，他作为公民，其人身和财产得到了保护，他的特殊福利

得到了照顾，他的实体性的本质得到了满足，他并且找到了成为这一整

体的成员的意识和自尊感；就在这样地完成义务以作为对国家的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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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只有”这词在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在这里会有所误导，尽管它出现在 １８１８—
１８１９年讲演的相应段落中。



和职务时，他保持了他的生命和生活”①（§ ２６１Ｒ）。共和主义的政治自

我意识似乎减少了主体作为‘整体中一员’时对自己的认识和自豪感，

公民参与国家的政治权利不再被提及，也就是如下观点：“个人为普遍

物而祈求，自觉为达成这一普遍物的目的而活动。”（§ ２６０）黑格尔只提

到自由的公民权和一定的“官场嗅觉与政治感觉”。（§ ３１０）

《法哲学原理》第 ２６１ 节附释与《１８１８—１８１９ 年自然法讲演》第

２６０节表述之间的不相容性，这是黑格尔在 １８１９—１８２０ 年间论证法哲

学的典型案例。到目前为止，似乎在《法哲学原理》出版后，黑格尔组

成文本中最重要的部分是 １８１９ 年 ９ 月的卡尔斯巴德法令，这体现在

《法哲学原理》的序言和附释中，顺便说一句，这些内容频繁而清晰地

出现在一个附释的最后部分。这表明黑格尔基本没有改变他在 １８１９

年 ９月付印的文本，而主要是通过删除和补充以作修正。② 因此，在第

２６２ 至第 ２７０ 节，黑格尔将国家概念看作为“具体自由的现实”

（§ ２６０），但是在第 ２６０节附释中却没有暗示这些极权国家理念，一直

到第 ２６１节也是如此。这当然不意味着在这些段落中，原先的共和主

义的“法哲学”概念的表述是没有受到歪曲的。

事实上，《法哲学原理》的部分是对《１８１８—１８１９ 年自然法讲演》

第 １１９至第 １２１节的修订，我们的结论是根据 １８２０年的《法哲学原理》

第 ２６２节和《１８１８—１８１９年自然法讲演》第 １１９ 节之间词汇用语的比

对。这两个版本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差异。１８１８—１８１９ 年，黑格尔明

确将家庭和市民社会领域与国家制度区别开来，③在 １８２０ 年，他希望

特别表明，现实的自由理念如何将社会制度与国家制度联系起来：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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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１８１８—１８１９年讲演的原句是：“主体履行义务不能直接保障作为公民的权利，
这是在说：在极权国家里，公民只有在履行义务的基础上才获得权利。”

这与《哲学全书》第二版和第三版的修订相符。见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１８２７ ａｎｄ
１８３０；Ｉｌｔｉｎｇ ｅｄｉｔｉｏｎ，Ｈｅｇｅｌ Ｒｅｃｈｔ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ｉｖ，７５５－９０３．
在 １８１８—１８１９年讲演中，国家与社会制度还没有形成联系，体现在第 １１９节附
释“国家的精神在其有限性中”以及第 １２１节“‘普遍性’被设定为相互斗争”。



在已有情况下选择自己的家庭和社会地位（§ ２６２）；但市民社会所有成

员的相互依赖已经显示出“理性在必然性中的力量”（§ ２６２）。因此，

个人在社会制度中实现其私人和公共自由权利（§ ２６４），形成国家在

“特殊领域中”的国家“制度”（§ ２６５）；但社会制度需得到统一；①在统

一的社会制度中，公民的政治情绪和公民情绪可以得到发展（§ ２６７ｆ）；

国家制度的结构是基于理性原则建构的（§ ２６９），国家目的在国家组织

的活动中完全实现（§ ２７０）。凭借这些论述，黑格尔似乎进一步展开了

他在第 ２６０节中以总纲形式宣称过的内容。毫无疑问，在这个程度上，

１８２０ 年的文本和 １８１８—１８１９ 年的早期文本都隐藏了同样的写作

意图。

然而这些意图好不容易才能被辨析出来，这些意图上的差别导致

两个版本之间的进一步差异。而在 １８１８—１８１９年，黑格尔毫无疑问地

描述了“自由总体的保证与现实”（§ １２０），在 １８２０年，他似乎在相应的

段落中试图用含混的方式掩饰他的意图：

“因此，自由总体的保证和现实在于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的制度，

公共法权，陪审团的公开审判，还有市民社会特定分支的构成，②以及

教区和省内公共生活的个人领域，如拥有管理自己利益和拥有独立权

利的同业公会，它直接提供个人一种普遍的职业机会。”（１８１８—１８１９

年讲演的内容，译者注）

“构成群众的个人本身是精神的存在物，所以本身便包含着各是

一个极端的双重要素：（ｉ）在一个方面，具有自为的认识、自为的希求的

单一性（ｉｉ）在另一个方面，认识实体、希求实体的普遍性。因而个人就

能够获得这两方面的权利，既然他们无论作为个别的人或作为实体性

的人都是现实的，这样一来，他们在这两个领域中既能直接达到前一方

面，又能间接达到后一方面。达到前一方面的手段是：在各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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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 １８１８—１８１９年讲演里以另一种立场陈述得更加清晰（《１８１８—１８１９
年自然法讲演》第 ５页）。
讲演手稿里“法条”（Ｆａｓｓｕｎｇ）一词，明显是对“宪法”（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一词的误听。



中，即在潜在于个人特殊利益的普遍物中获得自己的实体的自我意

识；达到后一方面的手段是：这些制度在同业公会的范围内给他们以

普遍目的的职业和活动机会。”（《法哲学原理》第 ２６４ 节，译文稍作

修改）

更简单但更清楚地说，１８２０年《法哲学原理》第 ２６４ 节或许可以做

如下概括：在国家内部，个人具有私人权利和公共权利；他们在家庭和

市民社会领域直接得到的私人权利；他们的公共权利有两种实现方式：

在处理其特殊利益的社会制度中，他们具有“实体的自我意识”（就这

些制度而言）；在积极从事这些活动的情况下，他们还获得了“面向普

遍目的的职业和活动”的机会。因此，显而易见的是，黑格尔在这里只

是重申他在 １８２０年《法哲学原理》第 ２６０ 节（１８１８—１８１９ 年讲演的第

１１６节）中已经说过的内容。

无论如何，现在也很清楚的是，《法哲学原理》第 ２６４ 节的写作中，

黑格尔撤回了第 ２６０条里提前表述的大部分内容。在第 ２６０ 节中，如

同 １８１８—１８１９ 年讲演中的相应段落那样，国家中“具体自由的现实”

意味着“个人为普遍物而祈求，自觉为达成这一普遍物的目的而活

动”；相反，在第 ２６４ 节中，“实现普遍目的的职业和活动机会”仅限于

市民社会的制度，其目标是“被限制的和有限的”（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ｆｉｎｉｔｅ，

§ ２６５）。相比之下，“政治情绪”只是“国家制度的产物”；但是按照黑

格尔的表述，这种观点只是“这样一种意识：我的实体性的和特殊性的

利益包含和保存在把我当做单个的人来对待的他物（这里就是国家）

的利益和目的中”（第 ２６８节）。因此这里盖棺定论了社会领域对公民

自由的限制；对他来说，国家不再是“活动的目的和成果”（§ ２５７），而

是一个“他物”（ａｎｏｔｈｅｒ）。在第 ２６０节中，仍然保留了公民参与国家政

治权利的内容，《法哲学原理》是继续了 １８１８—１８１９ 年讲演的内容。

黑格尔在讲演之后所做的论述（§ § ２６２—２７０），就悄无声息地一笔带

过了。根据黑格尔的说法，所谓“普遍生活”是公民注定要领导国家

（§ ２５７Ｒ），在随后的观点里，“普遍生活”被削弱为主体依据他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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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仅仅是去“信任”国家机构的活动了（§ ２６８）。

一旦黑格尔以这种方式限制了国家公民去参与同业公会的自治的

公共权利，他当然不能再将“国家的有机体”（§ ２６９）设想为，是从公民

自由中发展出来的了。因此，从第 ２６６节起，公民自由就被国家自由所

取代。在国家制度中实现的公民自由不是公民自己的自由，而是在国

家制度中“是自为的对象和目的”，从而形成“自由的形态”（§ ２６６）。

如果问他们的精神如何可能以国家机关的自由形态去自我实现？黑格

尔肯定会回答说，这是自由公民所构想的国家主张。但是，在复辟时期

的政治条件下，他不能认为自由公民在国家政治制度运作是“自为的

对象和目的”的，所以他必须不去处理国家在政治现实中的“精神”的

基础问题。

黑格尔确实强调，即使在这一点上，“国家的目的”是“普遍利益”

本身，“特殊利益”是包含在普遍利益之下得到实现的（§ ２７０）；这即使

在家长制的国家宪法中也是如此。在共和主义国家观念的背景下，黑

格尔应该表明公民本身是如何有权利为国家普遍目的之实现做出贡

献。相反，他自己将国家机关的理论从国家普遍目的概念中派生出来：

国家目的的概念“把自己分为国家活动领域的各种差别，这些差别形

成了现实的巩固的规定”（§ ２７０）；国家权力的结构是“概念的本性规

定的”（§ ２６９）。有了这些表述，黑格尔无疑是刻意地预设了权力分配

的理性模式，在随后的 ２７３ 节，就像他在 １８１８—１８１９ 年的讲演中所说

的那样，黑格尔延续康德的原创理论。① 但黑格尔并没有明确说明这

个模式是为了服务于一种关于国家的理性理论的目的：即国家职权的

权力是从制度上保障权利的现实性中派生出来的，并以这些术语来定

义它们。既然这一点在整个文本中显得不清不楚，黑格尔就不能成功

地将国家制度建立在自由现实性的观念的基础之上。因此，这造成了

这样一种印象：即国家目的的抽象概念导致了一种独立的存在，它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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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８１８—１８１９年自然法讲演》第 １７页。



概念自身的需要“把自己分为国家活动领域的各种差别，这对应于这

个概念的诸个环节”。

在黑格尔论述的尾声完全彰显出，国家目的与共和国自由理念的

现实相分离的可怕后果。黑格尔试图把国家理念带回到政治现实的领

域，而后者先前是被他移除出了讨论。在国家机关的活动中，国家的

“精神”就成为一个“认识自身和希求自身的精神”（§ ２７０）。黑格尔在

这里讨论的是，国家权力承担者的政治意识与市民社会成员“政治情

绪”的分离，他只是靠着“信任”来解释政治情绪：国家权力持有者会保

存市民社会的成员“实体性的和特殊的利益”（§ ２６８）。因此，黑格尔

在阐述国家概念的尾声，只提到在国家机关中活跃的人，他说：“国家

知道它希求什么”（§ ２７０）。相比之下，在国家部分论述的开端，他宣称

国家“间接存在于单个人的自我意识和他的知识和活动中”（§ ２５７）；

而且，他当然意味着全体公民，而不仅仅是担任公职的人。因此，在

１８２０年《法哲学原理》中，公民的国家已经成为公务员的国家，共和国

的国家概念已经沦为了极权的国家。

三

上述分析的结果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马克思在 １８４３ 年提出

的，关于黑格尔法哲学这一部分提出的批评性评论。但是，一旦更仔细

地考察马克思的评论，这种印象就表明是误导性的。因为马克思主要

通过参考《法哲学原理》的文本来证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批判的

正确性，所以他几乎总是在忽略黑格尔的意图和思考。此外，他似乎几

乎不了解黑格尔文本重要部分的含义。他所谴责的黑格尔的错误，后

者根本没有犯；他忽略了原本对于他的批评有利的那些缺陷。所以他

关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所得出的结论既没有公正对待黑格尔的意图，

也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保存的手稿的一开始，马克思对 １８２０ 年《法哲学原理》第 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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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展开评论。① 马克思看上去强硬地将自己明显的意图置于黑格尔文

本的分析背景之中。黑格尔希望明确指出，在市民社会的个人利益方

面，国家既是“内在目的”，也是“外在必然性和更高的权威”，马克思完

全依靠自己的想法认为，私人利益依赖于国家的普遍利益并且从属于

国家利益。马克思迫使黑格尔去承认这个观点是绝对的，在他所构想

的状态下，国家中“限制和违逆自主性的关系”是普遍的（４０４ ２４ｆ），②

他继续断言，黑格尔所说的国家必然性，是“违反事物内在本质的关

系”（４０４ ２７ｆ），事实上，黑格尔很少提到国家似乎只是在个人利益上

的“外在必然性”。③ 黑格尔同时将国家描述为私人生活领域的“内在

目的”（因为是国家保证了私人领域的存在）。在马克思的观点里，只

要国家“一方面是外在必然性，另一方面又是内在目的”（４０５ １—３），

马克思就将这种状况诊断为黑格尔思想中“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

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在任何国家里，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都只能局部

吻合。在他对黑格尔的批判中，马克思为了私人利益所采取的态度

（显然他自己都无法清楚解释），是拒绝为个人自由权利的政治保证付

出任何的代价。

马克思显然忽略了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第 ２６１ 节中，首先将市

民法作为国家所有义务的基础，然后在附释中提出履行主体的义务是

维系市民法的条件。马克思完全没有评论黑格尔两个方面的论点：一

方面，一个公民的义务必须与他享有的权利完全一致，另一方面，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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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的前四页没有保留下来。马克思明显是从那部分的最后一段，即“市民社

会”部分（§ ２５６）作为论述的起点；因为他内容开头的标题是“黑格尔的推移与
解释”。因此，丢失的四页手稿必须处理第 ２５６ 至第 ２６０ 节的内容。ＭＥＧＡ，Ｉ，
Ｉ，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ｘｘｉ，ｐ ５５３．ｆｏｏｔｎｏｔｅ．
这里的页码与行数都引自：ＭＥＧＡ，Ｉ，Ｉ．Ｔｅｘｔｕａｌ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Ｍａｒｘ
Ｅｎｇｅｌｓ ＩＶｅｒｋｅ，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５８ ａｎｄ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Ｆｒｕｈ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ｅｄ．Ｈ．Ｊ．Ｌｅｉ ｂｅ ｒ ａｎｄ Ｐ．
Ｆｕｒｔｈ，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９６２．英文本参考：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Ｈｅｇｅｌ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ｅｄ．）Ｊｏｓｅｐｈ ＯＭａｌｌｅ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７０．
黑格尔对他 １８１８—１８１９年讲演的相关段落的评论（第 １１７ 节）使得这一点非
常清楚：对于那些处于特殊性中的人，普遍性看来是一种外部需要。



尔回避了这种理论的后果。

马克思更加强调的一点是，他也在第 ２６２节的讨论中明确指出：在

这个论述的关头，黑格尔的“逻辑的泛神论”已经“暴露无遗”

（４０４ ２１ｆ），“这一节集法哲学与黑格尔全部哲学的神秘主义之大成”

（４０８ ３０—３２）。但马克思所达成的结论，只是借助第 ２６２ 节为背景，

并完全误解了黑格尔论述的意图。而黑格尔希望展示市民社会成员的

自由权利如何扩大成为参与社会制度的权利（§ § ２６２—２６４），而马克

思的判断仅仅依靠黑格尔语言风格上的形而上学口气。马克思借助黑

格尔的这句话：“生产”被认为是“变成它自己产品的产品”（４０８ １ｆ），

来作为确认黑格尔哲学品质的证据，在他看来，黑格尔呈现了由国家引

起的个人活动是抽象的“理念”活动的结果。而马克思的批评，（至少

在这一点上）是不正确的，这也揭示了马克思本人是在不充分假设的

基础上所进行的批判。

《法哲学原理》第 ２６２ 节中，同样出现在 １８１８—１８１９ 年讲演第 １１９

节，黑格尔首先从整体的角度描述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并强调了

国家自由的现实。黑格尔的理论出发点是，市民社会成员决定自己社

会地位的行为，始终取决于在现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之下，作为社

会预先存在结构的条件。从作为整体的国家角度来看，家庭和个人职

业选择的建立将被解释为，个人进入已经预先存在的社会活动部门和

社会制度的过程。黑格尔哲学语言的形而上学风格尽管如此，但是他

表述的内容没有任何神秘。然而，马克思觉得他有责任插一句嘴：“政

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

（４０７ ４０—４２）———好像黑格尔曾经对此事实产生怀疑一样。

马克思试图解释黑格尔是一个“逻辑的泛神论”的代表，他的说法

首先基于黑格尔这样的论述：“现实的理念，即精神”，精神把自身分为

家庭和市民社会这两个领域，“把自己这种有限的现实性的材料分配

给上述两个领域，把所有的个人当作群体来分配”。这里似乎确实显

得黑格尔的想法有些理念的“主体化”（４０６ ３７），同时也是普遍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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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化。事实上，这仅仅意味着一种谈论的方式（ｆａｏｎ ｄｅ ｐａｒｌｅｒ），黑

格尔正在谈论的是从国家的视角所描绘出的过程，如同它们是国家的

一种活动方式。个人“分配”到家庭和市民社会领域，具体来说意味着

个人在自我决定的基础上承担各种社会职能。正如黑格尔特别强调的

那样，这种“分配”是以“情势，任性和本身使命的亲自选择作为中介

的”。他并不是说这种中介只是一种表象，乃至是一种错觉，而是强调

了一种特定角度的观察方式。

马克思误读了这层简单的意思，并表示“这一事实，这种现实的关

系被思辨的思维归结为现象”（４０６ ２５—２７），因此成为“想象的内部活

动”（４０６ ３７—３９）。但在这里表达的所谓“思辨哲学”，只是任何事实

的描述所依赖的那种产生它的立场；就像个人的职业选择是从个人的

立场出发，都是从他的生活历程中做出的一个决定，从社会的立场

（“理念”）看来，这是一种社会功能的假设。这些过程的思辨性解释确

实旨在表明，活动的个人观察事物的方式既不是唯一可能的，也不是唯

一“真实”的描述社会事实的途径。

相比之下，马克思正是倾向于认为现实个人的视角是唯一“真实”

的视角。因此，他非常重视这一点：“事实却是这样，国家是作为家庭

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出来的”（４０８，１２—１４）。

现在，黑格尔在这部分文字中的意图确实如我们上述的分析，是为了将

国家从公民的活动中显现出来。但是，黑格尔肯定不会把它当成一个

“事实”来看待。马克思不仅没有看清黑格尔的意图，而且他还觉得有

必要去提出反对，马克思说，在黑格尔那里“经验事实在其经验的存在

中被赋予了超出其本身范围的意义”（４０８ ２３—２５）。这仅仅是这样一

种程度的反对：如果马克思是假设经验事实除了表现为经验事实，它就

没有任何其他存在的意义。但是，当批评黑格尔的思辨方法时，这种经

验主义就不足以作为恰当的论证基础。

马克思在分析中产生的误读还源于他未能考虑第 ２６２节与下述段

落之间的联系。尤为重要的是，他几乎忽略了第 ２６３ 至第 ２６８ 节的内

４５１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容，既是由于它们意义的隐晦，也由于它们内容的重要，这些内容都是

非常值得考察的。马克思没有注意到，在这些段落中，黑格尔正在指向

他在《法哲学原理》这一部分开始时所提出的目标：发展一种作为“公

民活动目的与成果的国家理念”，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国家是作

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出来的”。

（§ ２５７ｆｆ）因此，马克思完全没能理解黑格尔如何错过这一目标，在马克

思的表述中，国家的理念几乎以某种方式在独立实体中得到修正。相

反，他只是反对黑格尔借助他的逻辑学，使用他抽象的逻辑范畴来展示

家庭和市民社会向政治国家的推移；马克思说：“推移并不是从家庭的

特殊本质等等中引申出来，也不是从国家的特殊本质中引申出来，而是

从必然性和自由的普遍的相互关系中引申出来的。”（４０９ ２９—３３）他

说，黑格尔完全关心“替各个具体规定寻求适应于它们的抽象规定”。

（４０９ ３８ｆ）但这种指责肯定是不合理的。在第 ２６６节里，黑格尔确实使

用他惯常的方式，用逻辑来解释社会制度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他

并没有表明逻辑范畴的顺序，使得国家从家庭和市民社会中的推导成

为可能。①

由于受到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影响，马克思主要关注点是

所谓黑格尔的神秘主义，他几乎没有触及黑格尔所表述的政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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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社会制度中，根据黑格尔的话，国家的“精神”仍然处于“必然性”的状态

（§ ２６６）；从而形成“现象王国”。然而，国家精神也存在着作为现象王国“理想
性”，因为这些制度的“内在核心”变得“客观和现实”。因此，这种“必然性”就

变成了“自由的形态”。（这里的术语翻译采用了邓安庆译本，译者注）当推移

的必然性从社会转向政治领域，本文的表述是更为隐晦而非明确，这是基于这

样的观点：在社会制度层面的讨论和决定中仍然是在处理有限的利益和目标。

在更高的政治层面上，寻求利益的协调必须保证整体的稳定。在政治层面上，

社会利益是片面的（或“理念的”）。因此，推移到这一层面是必要的，因为社

会上的个人和团体只追求自己的利益，由此利益的协调和稳定的确保，对于公

正和持久的共同生活的秩序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当马克思认为，“任何

现实领域的纯粹理想性都只能作为科学（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存在”（４１０ ２２—２４），
他显然完全没有理解黑格尔的观点。



因此，虽然他一直指责黑格尔陷入抽象，但是应该承受这一指责的却是

他自己。马克思自己抽象了该文本的真正政治含义，草草地认为文本

是黑格尔逻辑学的应用，而不是通过黑格尔逻辑概念和模型去阐述黑

格尔所要传达的具体政治涵义，以及他也没有将《法哲学原理》做出仔

细而彻底的政治批评。然后，他多次批评黑格尔的地方，恰恰是黑格尔

所要谋求实现的东西。① 就因为如此，马克思没能根据自己标准———

也就是黑格尔的意图———去认识到这个文本真正具有缺陷的部分。他

因此赞扬黑格尔关于政治情绪的有着很好的表述（４１０ ２９ｆ．），但他毫

不关心黑格尔的文本里同时提到，政治权力的参与是政治情绪的基础。

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反对意见是“没有澄清的是家庭和民情，家庭和社

会制度的方式，与政治情绪和政治制度有关，与他们联系”（４１０ １３—

１７）。但正是黑格尔在第 ２６４ 至第 ２６６ 节中扩大这些引申部分所表达

的意图。不得不说，黑格尔在这一点上勉强超越了路德教会的权威国

家爱国主义，但他被批评没有去探索这种联系是不公正的。

在马克思详细讨论第 ２６９ 节时，马克思把这种联系转向了其对立

面。他把黑格尔的意图归结为，从理念的抽象概念中推导出国家宪法

的意图。黑格尔的确试图寻找国家目的的抽象理念之上国家权力和权

力分配，而不是从国家公民的政治自由的原则中推导出来。按照自己

意图的准则，这当然还是不充分的。当他认为立法，政府和君主权力是

以“概念的本性”来规定的（§ ２６９），即为了实现国家目的，必须由特殊

制度所代表的普遍性，特殊性和单一性的“环节”（§ ２７３），人们由此可

以合理地预计黑格尔可以说得清楚，“人是被规定着过普遍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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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在以下的反对意见中尤为明显：第 ２６８ 节包含关于政治情绪或爱国主义的
论述，是与他哲学体系的逻辑发展无关，除了黑格尔将其定义为“只是存在于

国家中的各种制度的结果，这些制度作为在国家中实际现存的合理性”，而另

一方面这些制度同样是政治情绪的客观化。黑格尔自己在 １８２４—１８２５年法哲
学讲演中已经道出了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重要的反对意见，作为他自己观点

的扩充：“爱国主义是国家制度的结果，但这种情绪也是一个原因；经由政治情

绪以及来自政治情绪，国家得到其自身的确认和保存。”



（§ ２５８Ｒ）。但是，这些黑格尔的遗漏并不足以证明黑格尔没有任何描

述这种联系的意图，他反而试图给予“政治制度与抽象理念”相应联

系，将其归因为“理念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４１５ ６—８）。在这两段

中，黑格尔并不是总体上谈论抽象思想，而是在谈论国家的观念。

马克思似乎不明白这三种政治权力是以“概念的本性”来规定的。

他借以评论道：“各种不同的权力便不是由它们‘自己的本性’规定的，

而是由另外的本性规定的。”（４１５．ｉ２ｆ）

马克思理所当然地认为，“概念的本性”与国家权力的“自身本性”

毫无关系，这种讲法一定是不正确的。康德和黑格尔通过参考实践三

段论的模型来描述权力分配是应当承认不充分的；①但不能否认，他们

打算使用这种解释模式来合理地和恰当地确定国家权力的彼此关系。

康德和黑格尔寻求建立权力分立的合理性，这并不因此与这些权力的

“本性”相异化；而正是这种确切的“自身本性”。建立权力分立的合理

性并不是错误的尝试；错误是在于尝试通过实践三段论———这种过于

简单的模型来实现这一点。

鉴于这些根本的误解，我们就不吃惊马克思在批判《法哲学原理》

这一部分结束时得出的结论是，他认为黑格尔的法哲学在总体上说

“只是逻辑学的补充”（４１９ １７ｆ），黑格尔通过使用“有机”这个术语用

于宪法（§ ２６９），在其中，国家的三种权力与实践三段论的三个命题在

某种程度上相互关联；也就是说，它们的各种功能相互补充，从而形成

一个整体。在国家的三种权力中，国家的普遍目的被表达成一种“有

机”的宪法———（为了保持自耶拿时期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以来，黑格尔

始终非常重视的想法）。通过这种解释，黑格尔力求克服自由主义中

作为相互“权力制衡”的分权观念。即使马克思也认为这是“向前迈进

的一步”（４１１ １７ｆ）。但是，由于他未能认识到这一概念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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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政府的活动并不局限于执行规定的法律，虽然“行政”这个词确实似乎暗示了

这一点。司法判决（康德）和君主（黑格尔）的政治决定都不能被理解为从法

律和政府指示中的演绎。



即实践三段论的模式，他必然很较真地如此总结道，在黑格尔的国家概

念中，黑格尔希望将宪法的“有机”本性从有机体的抽象理念中消解

掉。接着，他批评黑格尔的这个所谓的错误，而这明显是没必要的批评

（４１２ ２—２０；４１３—３４；４１４—１０；ａｎｄ ４１４ １８—４１）。

马克思自始至终开始于这样的前提：黑格尔将主语变为了谓语，马

克思仅仅满足于反驳这种关系。① 因此，他认为，在他的国家理论中，

黑格尔应该预设了权力分立，以及“前提、主体是政治制度的现实的差

别或各个不同方面。谓语是这些不同方面的规定，即有机的规定。可

是在这里理念反而变成了主体，各种差别及各种差别的现实性被看做

理念的发展，看做理念发展的结果，实则恰好相反，理念本身应当从现

实的差别中生产出来。有机的东西正是差别的理念，正是差别的理想

规定”（４１１ ２８—３６）。但这些话表明，通过陈旧的“主语和谓语”所辨

析出的内容是多么微不足道。在国家理论中，权力的划分不能简单地

假定为被给予的东西，就好像是一个经验事实。以及值得怀疑的是，把

宪法的“有机”本性称作这一“主语”的“谓语”，这样做是否会有任何

的意义。

在讨论本节最后一段，马克思继续展开分析他所理解的预设。黑

格尔试图从国家普遍的目的中推导出国家机关，《法哲学原理》第 ２７０

节中表明，国家是现实化于作为“认识自身和希求自身”的国家权力之

中。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应该从“真正的起点”开始，即从“认识自身

和希求自身”，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国家的普遍目的和三种国家权力只

不过是“虚无缥缈的幻想，成为失去本质的甚至不可能有的存在物”

（４１８ ４—７）。当黑格尔将国家目的和国家权力描述为“实体”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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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忠实地维护了费尔巴哈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１８４３ 年）开始
时提出的原则：“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成主词，将主体当成客体和原则，就是

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

（译文采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４ 年
版，第 １０２页。译者注）



形式时，并且在此基础上区分它们，他只是用国家的逻辑去证明了这一

点。但是，黑格尔的国家理论确实如马克思所要求的那样，是从政治联

合的前提出发，最终存在于国家成员“特殊利益的维持”。因为个人只

能在国家保障的基础上追求和实现他们的特殊利益，所以他认为“普

遍利益”（国家目的）是特殊利益的“本质”。这很清楚地表明，国家不

应该被看作为是与其成员特殊利益分开的事物。当马克思提出如下的

反驳：“假如出发点是现实的精神，那么‘普遍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就

是这种精神的内容，各种不同的权力是它实现自身的方式，是它的实在

的或物质的定在，而这种定在的特定性质正应从它的目的的本性中产

生出来。”（４１８ １０—１４），那么我们必须指出，黑格尔只是做了这样的

表述：“真正的精神”是从个人的“特殊目的”中开始产生的。①

由于马克思误解了所有这一切，并且得出这样的看法：我们要重新

颠倒被黑格尔所颠倒了的主语和谓语关系，他断言黑格尔应该在他停

止讨论的地方———“认识自身和希求自身”———开始进行讨论。但黑

格尔认为，这是那些活跃在国家机关中的自我意识；因为只有当“国家知

道它希求什么，知道在它的普遍性中作为被思考的东西的自己希求的对

象；因此，国家是依照已被意识到的目的和认识了的基本原理，并且是根

据那不只是自在的而且是被意识到的规律而行动的；又因为国家活动的

对象是现存的环境和关系，所以它是根据对它们的一定认识而行动的”。

（§ ２７０）。这些自我意识才是真实的。当马克思说，黑格尔的国家理论

应该从这一点开始，马克思混淆了国家制度中国家权力承担者的政治意

识与国家制度的政治意识。他没有看到黑格尔根据自己的共和主义方

式将国家权力承担者归于国家的所有公民：即政治的自我意识。以及马

克思同样没有看到，据他自己的说法是，黑格尔越来越忽视他的最初的

前提：在第 ２５７节中，国家“间接存在于单个人的自我意识中”；在第 ２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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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黑格尔的说法，国家的目的并不局限于这一点，因为个人的命运当然是

“以普遍目的为指向的”。但是黑格尔在他的表述结束之后，即在他限制公民

参与社会制度自治的政治权利后，再也没有提到这一点（§ ２６４）。



节中，国家“认识自身和希求自身”存在于公务员的自我意识之中，而公

民和主体的政治情绪则被削弱为“信任”，即他的“实体性的和特殊性的

利益被包含和保存在一个他者（在这里就是国家）的利益和目的中”

（§ ２６８，此处采用邓安庆译本）。由于他急于在《法哲学原理》的文本

上验证费尔巴哈关于黑格尔混淆主体和谓词的有关问题，所以马克思

没有看到黑格尔在 １８２０年版本中真正发展出的关键的政治缺陷。

四

早在 １８４１ 年，在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一个注释中，马克思写道：“有

关黑格尔，他一部分的学生表现出相当的无知，当他们通过寻求适应的

方式来解释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一个或另一个规定，简言之，他们只是在

道德上解释黑格尔的体系（ＭＥＧＡ，Ｉ，ｉ，６３）。这句话是针对当时黑格尔

追随者们普遍存在的观点，在黑格尔的柏林时期，黑格尔表现出愿意作

出许多与普鲁士国家复辟时代的妥协，这些调和掩盖了在当代关于法

哲学和宗教哲学论辩中黑格尔的真正观点。① 在奇茨科乌斯基的影响

下，马克思用这样的观点反对黑格尔：“这种表面上的适应的可能性本

身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于他的原则本身不充分或者哲学家对自己的原

则没有充分的理解”（ＭＥＧＡ，１，ｉ，６４）。② 像奇茨科乌斯基一样，他认

为，在黑格尔基本方法的沉思性质中，他发现了据称是黑格尔哲学根基

之处的不足。

这个结论显然不是依靠在一个无偏见论证的评价之上，对于黑格尔

大多数的追随者而言，似乎透露了黑格尔哲学“和解”（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

的部分。没有任何一点指出马克思试图让这些论证失效。恰恰相反，

他认为，将哲学工作的不足之处归因于其哲学前提的不足，是一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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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这一点，参见 Ｉｌｔｉｎｇ，Ｈｅｇｅｌ ｄｉｖｅｒｓｏ，ｐｐ ２００ｆｆ．
Ｉｌｔｉｎｇ，Ｈｅｇｅｌ ｄｉｖｅｒｓｏ，ｐｐ ２１１ｆｆ．



加哲学”的观点，取而代之的应该是解释相关议题和相关政治问题的

政治反应。而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采用了唯心主义历史概念的论

述，这可能显得有足够说服力。① 但是，令人惊奇的是，新马克思主义

的作家，如卢西奥·科莱蒂，②或哈贝马斯，③都应该采取这种唯心主

义的观念，只因为它是在马克思那里被发现的，以及它拒斥了黑格尔的

这般见解：即作为一种政治动机之决定的复辟时代政治观念。如果更

多地关注哲学论述的政治意义，那么将会更符合作为尤其是政治哲学

的马克思主义的自身形象。

如果我们的研究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在黑格尔的柏林时期，黑格尔

便计划对普鲁士复辟时期做出理论让步（尤其是在黑格尔左派那里）。

持有这样的观点，黑格尔在该时期的作品受限于政治条件可能的转变，

一旦转变出现了理论就立即做出对应的解释。④ 但是，在青年马克思

的博士论文里，马克思基于其所判定的黑格尔哲学，作出取消黑格尔哲

学前提的批判做法。黑格尔绝不是朝向过去的沉思哲学家，他同时旨

在解释 １８２０年及之后的时代。当面对复辟力量的增长时，他描绘了在

米纳发猫头鹰形象里哲学的历史作用，哲学只在黄昏降临的时候才开

始飞行，这种观点是根据时局的政治评估情况，从时间上有条件地产生

出来的。当黑格尔将哲学的任务与老鼹鼠的颠覆活动进行比较时，更

加忠实地反映了他自己的历史形象。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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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是以黑格尔的方式理解了近代哲学史，即把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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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仅证实了黑格尔的评估。更详细地说，在 １８２０ 年《法哲学

原理》中讨论国家概念时，黑格尔在许多情况下削弱和压缩了他在

１８１８—１８１９年法哲学讲座相应段落中提出的内容。这些暂时性的、有

条件的让步的确违背了他的基本概念；但他在 １８２０年发展起来的国家

概念包含了远远超出黑格尔所处时代、足以延伸到未来的政治目标。

而马克思在 １８４３年的批评中始终忽视了这一点，为了追上费尔巴哈的

风潮，他能够揭露作为泛神论代表的黑格尔哲学。但是，至少在这里所

讨论的文本中，他的解释在各方面都远离了黑格尔的意图。

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的批判成果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

哲学的关系层面———特别是在意大利———这些文本讨论具有一定的意

义。① 马克思在 １８４３年手稿中对黑格尔的批判是非政治性的方法，这

部分地负责造成了一个事实：马克思主要关心经济和社会问题，并且很

大程度上忽略了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问题。② 由于坚信于马克思对黑

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集中废除了整个政治哲学的立场，即认为德国政

治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

述”，③马克思认定自己的职责是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对分析社会和经济

进程之上。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观念倾向———即使在列宁主义—

斯大林主义范围之外———仍然存在这种对于法哲学和政治哲学问题的

忽视。

这是由于马克思激烈且过早地要求走出黑格尔的巨大阴影中，因

此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尽管如此，不成功的解放尝试在政治上是实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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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需品。当马克思明确自己要具有巨大决断力和开放视角的时候，

为了推进黑格尔所小心而审慎地捍卫的政治原则，黑格尔哲学中过度

的反思性必然要被证明是一个障碍。从奇茨科乌斯基“行动哲学”的

观点来看，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可能确实不过是“泛神论”。虽然这个批

评是在哲学意义上没有被认真而公正地对待，但在政治意义上却显得

有道理；黑格尔回归了一种形而上学语言的运用，我们比较 １８２０ 年的

《法哲学原理》和 １８１８—１８１９年讲演时，明显地可以看出，鉴于 １８２０年

的政治局势，他的法哲学从他学说的政治后果中明确的承诺里倒退，不

管这种语言使用可能会带来其他额外的哲学含义。就作为一个政治纲

领来说，如同放在当代的效用来看，黑格尔的法哲学是无用的。

但是任何一个政治纲领，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都需要建立

在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哲学基础之上。在黑格尔之后，没人在政治理

论的基础领域超越了黑格尔，因此没有人可以断言，我们远远超出了黑

格尔对该问题的认识。相反，自从黑格尔展示了收窄该问题的视域之

后，政治哲学的历史只有通过更精细的方法论分析和大量增加的经验

知识来抵消这个问题。因此，任何严肃重思政治理论的基本原则的人，

除非充分考虑了黑格尔提出的问题，否则最终一定会存在着无法实现

理论意图的风险。

（译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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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在何种意义上是反民主的

康　 翟

摘要：近代市民社会的兴起既使得主观自由原则得以确立，又带来

了个人作为市民与公民的二重化。对黑格尔而言，时代的重大问题即

在于如何在包容主观性原则的基础上克服分离重建统一。通过批判和

整合英国以及大革命以来法国的政治经验，他尝试构建一种新的国家

形式。这一国家形式处理和应对了那些形塑当今时代民主政体的基本

规划：代议制、三权分立、多数民主等，因此，回到这一形式的具体建构，

将有助于我们把握黑格尔有关民主问题的思考，并为回应和解决当代

民主实践的危机提供新的可能性。

关键词：代议制　 民主　 三权分立　 官僚政治

黑格尔写作《法哲学原理》的时期，英国和美国已经建立起了我们

今天称之为代议制民主的基本雏形。而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普鲁士以及

欧洲绝大多数国家虽仍旧处于君主专制政体，但在一个后法国大革命

的时代大背景下，旧的封建秩序已是日薄西山、行将就木。拿破仑战争

不仅使得欧洲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同样也为欧洲带去了自由、民主的理

念。１８０６年黑格尔在《德国宪制》中描绘的未经改革的贫乏的、毫无生

机的机械国家，已经变成和现代化了的巴伐利亚、符腾堡十分接近的新

型现代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即使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是他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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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哲学家”对普鲁士现状的辩护，我们也不能因此就为他贴上保守

主义的标签。更何况情况远非如此，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并不是指向某

一现存的国家，而是着眼于国家的理念。以此种国家的理念观之，当时

的普鲁士同样在应受批判之列。当黑格尔在他的现代国家理论中引入

了代议制议会时，普鲁士尚且没有发展出这种内容，与其说黑格尔在迎

合普鲁士政府，倒不如说他的学说构成了对于后者的委婉批评。晚近

以来人们对于黑格尔自由主义形象的确认，消解了长期以来笼罩在黑

格尔政治哲学之上的保守主义迷雾。但是，我们是否就能进一步将黑

格尔看作是民主的拥护者？如果不能，又是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将他视

作是民主的反对者？如何看待黑格尔在其政治哲学中对于民主的处理

和应对，正是这一问题促使我们将目光聚焦于他有关内部国家制度的

构思。我们的分析表明：首先，黑格尔并非将王权看作是任意的、专断

的权力，而是更多地强调了王权的象征性，因此，黑格尔并不是在拥护

专制的意义上反对民主。其次，他对现代民主的批判主要针对作为其

基本程序的代议制，正是这种批判的态度，促使他在同业公会、自治团

体等的基础上重构了代议制。最后，通过限制等级要素尤其是议会下

院的立法职能，官吏成为立法机关中的实际决策者。既然官吏同时掌

握了立法权与行政权，而王权只是象征性的，那么，黑格尔所构建的内

部国家制度就应该被正确地称之为官僚治国体系，但后者同时受到同

业公会等社会自治团体的制约。总之，黑格尔不仅批判了民主的程序，

同时也通过赋予官僚统治权而建构了一种精英政治的模式，基于以上

两点，我们认为黑格尔是反民主的。

一、王权的象征性

黑格尔是在君主立宪制的范围内展开对王权的讨论的，他将君主

立宪制看作是现代的成就，认为它代表着一种达到了内部划分的统一，

因而本质上是一种有机体。与此相反，古代的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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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此种统一，因而只是片面性的。作为有机体，现代国家的每一个环

节包括王权在内都构成整体，正因为如此，黑格尔要求用作为整体的现

代王权取代片面性的古代王权：“王权本身包含着整体的所有三个环

节：国家制度和法律的普遍性，作为特殊对普遍的关系的咨议，作为自

我规定的最后决断的环节，这种自我规定是其余一切东西的归宿，也是

其余一切东西的现实性的开端”①。不仅如此，黑格尔也将批判的矛头

指向封建时期的王权，他认为，孟德斯鸠关于君主制的观点正是沉浸在

封建传统中：“在这种制度中，内部国家法的关系被固定下来成为个人

和同业公会的合法私有权和各种特权。”②

在黑格尔看来，王权首先意味着主权，主权则是各种特殊权能的有

机统一，它不同于封建时代存在的各种特殊权能的简单集合。在封建

时代，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各种特殊权能和权力分散在独立的同业公会

和自治团体，每一个这样的团体都将自己拥有的权力看作是私有财产。

因此，个人不是出于义务而是出于偏好才为共同体贡献力量，而共同体

的各个部分的划分也只是机械的。并且，每一部分在保存自己的时候，

只保存和创造自己，而不同时保存和创造其他部分。相反，黑格尔构思

的立宪君主制的构成环节，相互之间处于一种有机的联系中，其中每一

个环节在保存自身时都同时保存了另一个环节以及整体。譬如说，王

权作为单一性的环节与国家制度的普遍性环节相互保障，而一旦后者

得到保障，公共自由就获得了保障。

另一方面，王权作为主权也不应当被看作是专断和任意，从而将其

与专制相混淆。在黑格尔看来，专制意味着特殊的意志本身替代了法

律，这里的特殊意志既可以是君主的意志也可以是人民的意志，因此，

不加制衡的多数民主恰恰蕴含着专制的可能性。这表明，黑格尔既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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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君主专制主义，也反对多数民主制。这两种反对的共同之处是，在这

两种制度下，法律作为调整行为的客观制度消失不见了。我们看到，法

国大革命的极端主义倾向所表现出的根本错误，正是以个人主义为取

向的多数意志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由此，人们能够脱离历史现实，依

据此种多数意志建构政治秩序，最终导致了整个国家的混乱与恐怖：

“人们根据抽象思想，从头开始建立国家制度，并希求仅仅给它以想象

的理想东西为基础。又因为这都是缺乏理念的一些抽象的东西，所以

它们把这一场尝试终于搞成最可怕和最残酷的事变。”①人们惯常站在

民主的立场上来指责黑格尔为专制主义辩护，殊不知黑格尔恰恰是在

反对专制的意义上拒斥多数民主。

黑格尔无疑提供了一种极富原创性的看待王权的方式，不仅如此，

他为王权的辩护也是独特的。依他之见，王权在现代国家中之所以是

必不可少的，乃是因为现代国家是建立在主观性原则的基础上，这种主

观性原则必须获得表达：“主观性只是作为主体才真正存在，人格只是

作为人才存在……因此，整体的这一绝对决定性环节就不是一般的个

体性，而是一个个人，即君主……它作为至上者扬弃了简单自我的一切

特殊性，制止了各执己见相持不下的争论，而以‘我要这样’来做结束，

使一切行动和现实都从此开始。”②表面上看，黑格尔的王权理论是自

相矛盾的，因为他一方面将王权理解为绝对的自我决断、“我要这样”，

另一方面又同时强调王权并非专断和任意。马克思正是从前一个方面

出发，得出了黑格尔的王权等同任意的结论：“王权观念，按照黑格尔

对它的阐发，不外是一种任意即意志决断的观念。”③马克思并非不明

白黑格尔绝不是要为王权赋予专断和任意的属性，但是，问题在于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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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并没有提供制度性设计来保障王权不蜕变为专制。马克思对黑格尔

王权理论的批判主要集中于黑格尔从观念出发推出定在的神秘主义做

法。他认为，透过黑格尔的主谓颠倒和神秘主义，所能得到的肯定的结

论无非是：王权等同于任意，王权的确立决定于出生。在这里，我们遭

遇到了黑格尔的自我理解与马克思的解读之间的分歧。如果认同后

者，那么，黑格尔似乎应当被视作是一个专制主义者，因为他将王权等

同于任意和专断。笔者认为，黑格尔的许多表述的确会让人产生上述

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从观念出发的神秘主义恰恰表明，王权只

是为了观念的目的才被设置起来，王权本身具有象征观念的意义，就这

一点而言，他并不需要赋予这一环节实际的权力。

黑格尔似乎认为，打击旧的专制主义的君主制观念与复辟时期正

统理论的唯一有效方式就是保存君主制形式，使之成为主观性与自我

规定的现代政治观念的象征：“在一个组织完善的国家中，问题仅在于

作形式上决断的顶峰和对抗激情的自然堡垒。因此要求君主具有客观

特质是不正确的。君主只用说一声‘是’，而在御笔上一点。其实，顶

峰应该是这样的，即他品质的特殊性格不是有意义的东西……在一个

有良好组织的君主制国家中，惟有法律才是客观的方面，而君主只是把

主观的东西‘我要这样’加到法律上去。”在另一处，“当国家制度巩固

的时候，他除了签署之外，更没有别的事可做。可是这个签署是重要

的，这是不可逾越的顶峰。”①既然黑格尔讨论的是国家理念或理想的

国家制度，那么，这样的国家制度显然称得上“有良好组织”、“国家制

度巩固”，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至少在黑格尔的构思中，王权

是象征性的权力。阿维纳瑞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这正是黑格尔

王权理论的独特性所在：“一方面黑格尔保持了君主制的传统形式，另

一方面通过使王权成为自我规定的象征，又剥夺了君主本人的所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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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权力。”①事实上，也正因为这一点，黑格尔才认为，君主的资格才不

与客观的特质相联系。如果要求君主具有某些理性能力，那么长子继

承制就是一种任意的制度了。相反，官员的任命以他们的客观特质为

基础，从而他们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代议制的批判与重构

站在现代民主的视角来审视代议制，代议制无疑提供了一种人民

参与国家事务、掌握国家权力的方式，从而是实现民主的必要手段。现

代国家的复杂性及其庞大的规模，使得古典形式的直接民主失去了可

行性，并使得代议制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设置。尽管现代民主经历了

漫长的发展历程，但是，这一核心要素始终没有改变，发展的一个主要

方面即在于将代议制的基础不断扩大，亦即不断取消财产、性别等方面

的限制而迈向当代的普选制。代议制在历史上起源于封建君主为了解

决征税问题而召开的等级会议，《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在引入代议制

时仍旧保留了其传统的名称。在黑格尔看来，等级会议应该是两院制，

上院由贵族成员组成，下院则通过代议制的方式确定其成员。

黑格尔对代议制的批判首先针对其原子个人基础。在他看来，如

果私人等级作为原子式的个体而不是作为同业公会、自治团体等的成

员参与政治生活，必将带来以下两重后果：（１）政治生活失去根基；（２）

政治冷漠。首先，黑格尔认为，只有个人作为特殊集团的成员，从而市

民社会以其本来的样子进入政治领域，存在于国家内部的特殊物才能

和普遍物真正地联系起来，否则，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鸿沟将无

法弥合：“以上述集团为存在形式的各种共同体进入了政治领域，即进

入最高的具体的普遍性领域的时候，竟有人想把这些共同体重新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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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个人组成的群体。因而这种想法就把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彼此分割

开来，并使政治生活悬在空中，因为按照这种想法，政治生活的基础只

是任性和意见的抽象的单一性，从而就是一种偶然性的东西，而不是自

在自为的稳固而合理的基础。”①这种政治生活失去根基的状况带来了

民众的被动地位，即只能是政策的消费者，而无法成为政策的最终制定

者。熊彼特曾经引用过历史上一位十分成功的政治家的话来说明这一

点：“实业家不了解的是，正如他们在经营石油，我在经营选票。”②事实

上，当今西方民主国家中经常出现的情形是，政治精英在成功经营选票

掌握权力之后便把竞选承诺抛诸脑后。同样，由于民众本身的分散性，

他们无法构成制约精英的力量。任期制的设置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正如卢梭曾指出的，任期制意味着：公民只有选举国会议员的时候才

是主人，而一旦选举结束，他们就成为奴隶了。

其次，黑格尔注意到，在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里，由于个人通

过投票对于结果所能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政治冷漠将势不可免。

“关于许多单个的人所进行的选举，还可以指出一点：特别是在大国

里，由于选民众多，一票的作用无足轻重，所以不可避免要有人对自己

的投票抱漠不关心的态度，而且有投票权的人虽然赞扬这种权利并对

其推崇备至，但却不去投票。这样一来，这种制度就会造成和它本身的

规定相反的结果，而选举就会被少数人、被某一党派操纵，从而被那种

正好应当加以消除的特殊的偶然的利益所操纵。”③这里，黑格尔一方

面敏锐地捕捉到了困扰当代民主政治的参与率低的难题：“自 ２０ 世纪

末以来，西方国家的公民投票率高者百分之七十，低者仅百分之五六

十。比如，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率一般只达到 ６０％—７０％，而当选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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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也只能得到 ６０％—７０％的选票。”①。另一方面，也将政治冷漠与民

主政治的自我否定联系了起来，在黑格尔看来，正是前者为党派和大资

本集团通过民主的程序操纵多数人提供了便利。当民众不珍惜自己选

票之时，往往是最容易被统治之时。

为了解决上述难题，黑格尔在同业公会、自治团体等的基础上重构

了代议制。在他看来，如果民众作为无定形的原子个人的聚合，只是临

时为了完成单一的活动才聚合并在事后没有任何进一步联系，那么，他

们就既缺乏稳定的可被清晰辨识的利益诉求，同时又因为本身的分散

而缺乏力量和权能，从而无法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施加足够的影响。相

反，当原子个人被同业公会等社会团体所取代时，代表们就不再是个别

的人和不确定群众的代表，“而是社会生活的某一重要领域的代表，是

这一领域的巨大利益的代表”。② 由此，民众得以将其所归属的社会团

体的特殊共同利益表达和整合在国家的普遍物中，从而不再处于被动

的消费政策的地位，并且他们在进入政治领域之前已经组织起来这一

事实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力量，迫使政治领域对他们的要求作出回应。

总之，建立在社会分化基础上的代议制将能够成为制约精英政治的

有效武器。按照查尔斯·泰勒的看法，黑格尔在这里试图解决的困

境及其方式与后来的托克维尔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是托克维尔

设法解决的同一个困境，只是在表达方式上不同罢了。他认为诸多

健全的组元群体共同存在于一分散的权力结构中，这对于民主政治，

关系至为重要。……这个巧合其实并不意外，因为这两位思想家同

时皆深受孟德斯鸠的影响，而且对于过去以及未来的浪潮均有深刻

而同情的了解。”③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因此得出结论，黑格尔与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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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维尔一样是民主的支持者。恰恰相反，黑格尔为精英政治设置制衡

因素，乃是为了防止其蜕变为寡头政治，足见对他而言精英政治才是

正轨。

另一方面，需要指出的是黑格尔对代议制的重构尽管起到了制衡

精英的效果，但是，他的主要目的还在于，让代议制成为沟通普遍与特

殊的中介，从而实现国家的整合和稳定。在他看来，无论代议制（议会

下院及其所代表的工商业等级）、实体等级还是普遍等级都是中介机

关：“各等级（工商业等级与实体等级———引者注）作为一种中介机关，

处于政府与分为特殊领域和特殊个人的人民这两个方面中间……各等

级所处的这种地位和组织起来的行政权有共同的中介作用。”①既然王

权根本上是象征性的，而立法权和行政权不过意味着各等级的不同职

能，那么，就无怪乎黑格尔会直接宣称：“国家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中介

体系。”②正是通过构建中介体系，黑格尔试图解决现代世界的基本问

题：普遍与特殊的分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③ 在黑格尔看来，这

种分离蕴含着对抗的可能性，从而对政治国家的存在本身构成威胁，而

一种健康的关系恰恰是各等级和政府谐和一致、相互合作。通过代议

制、官僚制等制度的中介，人民被整合为有机体国家的组成部分。这意

味着，各等级既忠实于国家和政府的意愿和主张，又保留了特殊集团和

单个人的利益，从而特殊与普遍的统一取代了对抗，在黑格尔看来，这

正是国家巩固存在的根源。

２７１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③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３２１
页。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３２２
页。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显然没有完成他的目标，因为这样一种分离是不能通过

构建中介的方式得到解决的：“真正的极端之所以不能互为中介，就因为它们

是真正的极端。但是，它们也不需要任何中介，因为它们具有互相对立的本

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１１０页）。



三、官吏治国体系及其制约

表面上看，黑格尔已经解决了他所提出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分析

恰恰表明，他对代议制的引入只是将冲突和对抗置于议会的范围内，与

其说他消除了对抗的可能性，不如说这一可能性发生了位移。这意味

着，虽然有代议制的存在，但是各等级的地位仍然是抽象的，“就是说，

对整个王权原则或君主制原则说来，（各等级）是经验普遍性的极端，

这种经验普遍性的地位对这一原则来包含着一种适应的可能性，因而

也包含着敌对的可能性”。这里，黑格尔真正担忧的是，由等级代表构

成的议会成为特殊性借以对抗普遍性的手段。于是，就需要寻求中介

使得敌对的可能性被消除，从而成为一种“合乎理性的关系”。

这种中介即是实体等级，长子继承权使得这一等级无需依赖于国

家的财产，也和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冲动无关。在黑格尔看来，拥有独

立财产的人不会受外界环境的限制，这样，他就能毫无阻碍地出来为国

家做事。因此，这一等级天然适合承担政治使命，适合参与普遍事物。

通过等级要素的自我分立，实体等级从原来的与王权相对的极端而变

身为中介环节。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是最重要的逻辑真理之一，就

是作为对立面而处于极端地位的特定环节，由于它同时又是居间者，因

而就不再是对立面，而是一种有机的环节。”这段话暴露了黑格尔解决

方法的思辨神秘主义实质。但是，等级要素的分立何以能够促使“敌

对的可能性”不再可能，从而让等级要素真正起到一种中介作用呢？

黑格尔写道：“通过这种分立，不仅能因多次的审议而更好地保证各种

决定的周密完善……而且（这正是主要的）在这种分立的情况下，等级

要素就不大会采取直接反对政府的立场。”①这里说得十分明确，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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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自我分立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消除反对政府的立场。但问题在于，

谁会持有反对政府的立场？实体等级显然不会，因为，“这个等级是为

了政治地位和政治意义按照比较确定的方式构成的。”那么，剩下的可

能性便是工商业等级，这一等级倾向于为了特殊利益而损害普遍利益。

因此，所谓消除反对政府的立场，实际意味着用议会上院的立场抵消和

压制议会下院的立场。不过，黑格尔也强调，“如果中介环节也站在第

二等级这一边，那么这个等级的意见就更有分量，因为这样一来，它的

意见就显得更加公正，而与这种意见相反的意见则被抵消了。”换言

之，代议制、等级会议同样也能够起到制约官僚政治的作用，虽然需要

受到制约的情况在黑格尔看来是较为罕见的。

在黑格尔的构思中，议会下院只是等级要素的一个部分，而等级要

素本身不过是立法权的三个构成环节之一。并且，相比于立法权的另

外两个环节———行政权与王权，等级要素在立法活动中的作用可谓是

无足轻重。“各等级对普遍福利和公众自由的保障，并不在于他们有

独到的见解，因为国家的高级官吏必然对国家的各种设施和需要的性

质有比较深刻和比较广泛的了解，而且对处理国家事务也比较精明干

练；所以，他们有等级会议，固然要经常把事情办得很好，就是不要各等

级，他们也同样能把事情办得好。”①如果说等级要素毕竟发挥了作用，

那么，这种作用不过在于补充高级官吏的见解、监督官吏的所作所为。

这也可以解释，黑格尔何以反对将官吏排除于议会之外的做法，而对有

着相反设置的英国议会表示赞许。另外，各等级存在的意义也在神秘

主义的基础上得到辩护，即需要为观念找到借以得到表现的定在。黑

格尔认为，当各等级通过代表参加对普遍事务的了解、讨论和决定时，

那些不参与国家行政的市民社会成员的形式的自由这一环节就达到了

它的权利。总之，在立法权中，各等级只是辅助性的，真正的决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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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官吏。

不仅如此，黑格尔认为确定议员资格也应该主要着眼于客观的方

面，这种客观方面作为个人的品质和情绪，“主要是他们在官府和国家

的职位上实际管理事务时所获得的和受过实践检验的情绪、技能和关

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设施和利益的知识，以及因此而发展起来并经过

锻炼的官方和国家的智能。”①依照这种观点，最适合担任议员的人显

然是有过国家官吏生涯的人。既然最适合参与立法的是曾经是官吏的

人，而现任官吏本身又是立法机关的主导部分，那么，看来立法机关的

实际意志必将取决于官吏的意志。尽管黑格尔强调立法权是一个整

体，但我们不得不说，这个整体恰恰取决于部分即行政权。黑格尔在谈

到私人等级通过选举方式产生的议员时，强调他们不会为某一个自治

团体或同业公会的特殊利益而反对普遍利益，而会在实质上维护这种

普遍利益，这里的“维护”应该理解为遵从，因为，官吏显然更好地理解

了国家的事务，问题只在于通过等级要素的自我分立、自我抵消，使这

种更好的理解不致遭受反对，从而转化为最终的决定。

既然官吏取得了立法权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又是行政权的掌握者，

那么，近代以来的分权原则就受到了挑战，黑格尔意义上的内部国家制

度似乎就蕴含着某种官僚集权主义的危险。从分权的角度来看，我们

自然会这么想问题。但是，黑格尔的独特性恰恰在于，他要尝试用一种

新的制衡模式来取代分权制的制衡原则。这种新的制衡模式强调的是

社会内部的自组织对于官僚等级的制衡。诚如阿维纳瑞所言：“经典

的分权理论对黑格尔无甚吸引力，他超出了权力在形式上的分配，而进

到社会组织领域，并要求增加自愿组织来平衡政府的权威。”②黑格尔

基于以下两点反对三权分立：首先，三权分立的原则隐含着分裂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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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一个典型的事例即是 １６４２年至 １６５１年的英国内战，它正是起因

于立法权与王权的冲突。其次，三权分立原则体现的是否定的理智的

要求和贱民观点的特征，它意味着：“把仅仅否定的东西作为出发点，

把恶的意志和对这种意志的猜疑提到首位，然后依据这个前提狡猾地

建筑一些堤坝，从效用上说，只是为了对抗一些相反的堤坝，所以需要

这些堤坝。”①不过，不能因此认为黑格尔反对权力的区分，事实上，他

认为区分是必要的，因为权力的区分根源于社会的等级划分。现代社

会无法再将一部分职能交给奴隶去从而避免在其积极成员中分工，相

反，必须涵摄重大的差异，而这必然带来分工以及社会等级划分。

总之，黑格尔一方面让官僚政治在国家中居于主宰地位，同时又十

分注重对其实现制衡与约束。在他看来，如果缺乏此种制衡与约束，国

家就会缺乏力量，并成为一架了无生气的机器。法国大革命所创立的

统治制度正是这种反面典型，黑格尔将其原因归结为：“法国缺少同业

公会和地方自治团体，即缺少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在其中交汇的集

团……但毕竟应该肯定，国家的真正力量有赖于这些自治团体。”②通

过建构一种多元主义的制衡模式，黑格尔既批判了典型的英国式的分

权制度，同时也批判了法国式的官僚集权主义。

四、结　 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了黑格尔所构建的十分精致的国家机体，

这一机体具有鲜明的反民主形象。尽管抓住了时代的最为重大的问

题，但不得不说，他的解决方式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他关于国家机体的

构思基于社会的等级分化，这种等级分化反映在政治层面，分别表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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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政治角色：立法权（实体等级与工商业等级）、行政权（普遍等

级）。考虑到王权的象征性，可以说，他的内部国家制度完全是以社会

的等级分化为基础的。然而，笔者认为，他关于等级分化的论点是颇成

问题的。首先，各个等级的分野已经被历史的发展所否定，农业等级本

身已经资本主义化了，而社会日益分化为两个对抗性的阶级；其次，现

代社会剧烈的同质化，使得人们在外观和生活格调上都在往统一发展。

此外，黑格尔的国家理论还面临着另一重困境：那些从属于社会分工的

抽象劳动者，即黑格尔称之为贱民的群体，如何能够整合在国家中？这

个问题曾令黑格尔十分苦恼。我们知道，马克思恰恰是在令黑格尔苦

恼的那个群体中发现了彻底改造社会的力量。在《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中，马克思提出了一种更为激进的反民主思路，这种思路将对民主

的批判转换为对现代国家本身的批判。因此，无论君主制还是民主制

都在被批判之列：“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的争论始终是在抽象国家范

围内的争论。政治的共和制是抽象国家形式范围内的民主制”，在另

一处，马克思写道：“君主制是这种异化的完备表现。共和制则是这种

异化在它自己领域内的否定。”①马克思的确使用了民主一词，但却绝

不是在我们今天熟知的任何一种意义上使用的。在写作《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的时期，马克思仍然被费尔巴哈的巨大阴影所笼罩，他在思考

民主时借助的概念也是来自于费尔巴哈，譬如说，他将民主制看作是国

家制度的类，而将其他形式看作是类的异化。马克思的激进民主着眼

于现代世界的根本问题而提出，无疑具有巨大的理论穿透力，但在政治

制度的设计和建构方面，黑格尔对现代民主基本原则的批判和重构似

乎更值得我们格外重视和借鉴。

（作者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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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黑格尔财产权理论的批判和超越

张 守 奎

摘要：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之间的传承关系，尚待进一步反思和清

理。但这种反思和清理应超越在纯理论哲学中旋转的做法。马克思与

黑格尔关注的“源初的”和核心的问题，首先是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

的。财产权当属这样的问题之一。因此，选择财产权为切入点，能够更

容易真正领会和切中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的本质内涵。在财产权问题

上，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是一种继承、批判和超越的关系。一方面，马

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对自由主义财产权理论的反思和批判精神，从而进

一步确证财产权不是一种自然权利。另一方面，他又不认同黑格尔把

财产权单纯地把握为自由意志外化和实现的问题，而是把它领会为一

个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经由把“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关系”本质

性地理解为“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立和分离关系，马克思揭示了私

有财产权背后隐含的有产者对无产者的统治和支配关系，并提出要实

现真正的人类解放，必须彻底扬弃私有财产制度的主张。

关键词：私有财产　 自然权利　 法权　 财产权批判

近年来，随着卢卡奇以降对马克思思想进行黑格尔主义式诠释之

８７１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政治哲学发展趋
势”（项目编号：１２﹠ ＺＤ１０６）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视域中的马克思
财产权理论及其价值研究”（编号：１３ＣＺＸ００８）的阶段性成果。



路径所显现出来的问题越发显著，学界开始重新反思和清理马克思与

黑格尔思想之间的传承关系问题。截至目前，这种反思和清理依然主

要局限于哲学领域。但马克思与黑格尔关注的“源初的”和核心的问

题，显然不限于哲学的，而更是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如果一定要

把他们面对和处理的问题，把握为从属于哲学的，那也必定不只是传统

的纯粹的理论哲学，而是“经济哲学”或“社会政治哲学”的问题。财产

权就是这样的问题之一。① 因此，相对于以纯粹理论哲学为论域而言，

选择财产权之类的问题为切入点，或许更容易真正领会和切中马克思

与黑格尔思想的本质内涵，并由此澄清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渊源。本

文的目的正在于以“财产权”为突破点，重新清理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

之间的传承和超越关系问题。

就思想史而言，虽然“私有财产”不是西方近代世界所独有的现

象，但对私有财产权正当性和合法性的“证成”（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则是近代

的事情。特别是伴随着近代市民社会的兴起以及国民财富和贫困问题

的凸显，关于私有财产权的问题便一直成为众多思想家们考察的核心

论题之一。黑格尔之前，近代思想家处理私有财产权问题的进路，主要

是以洛克为代表的基于自然法之上的“自然权利财产论”。这种对财

产权的论证路径，带有明显的神学先验论特征。黑格尔在反思和批判

近代自由主义财产权论证路径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自由意志之上的

“法权财产论”。尽管这两种路径在论证财产权起源之根据上存在着

根本性的差别，但它们服务于一个共同的主旨，即论证人类自由的根据

以及如何具体实现它的问题。换言之，它们整体上都把财产权理解为

个人发展和自由之实现的必要条件。② 马克思的财产权批判理论受惠

于自由主义与黑格尔，其理论渊源和论域内在于整个西方社会政治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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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史之传统，但它显然不属于自由主义财产权之谱系。与洛克和

黑格尔不同，马克思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财产权理论，他既没有论证“财

产权的正当性”，也没有勾勒出“财产权的具体内容”。① 在私有财产

权问题上，马克思总体上持一种批判性的态度。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关系内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

财产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关系”，以及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关

系，②由于古典自由主义者和黑格尔均没有意识到这种区分，从而他们

实际上没有认识到私有财产内在包含的“资本”本性，③只是把它单纯

地把握为个体发展人格和实现自由的必要条件。但马克思认为，“作为

资本的私有财产关系”由于受制于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逻辑的支配，其

背后必然隐含着权力、统治和剥削关系。因此，相对于个体人格的发展

和自由的实现来说，它不仅不是必要的构件，而且反倒成了障碍。

一、“自然权利财产论”及黑格尔的批判

尽管近代西方对财产权的论证方式是多样的，但以洛克为代表的

“自然权利财产论”最为典型。洛克的财产权理论在整个西方近现代

社会政治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之后的整个自由主义传统以

及代表对自由主义反思和批判的黑格尔和马克思传统，在处理财产权

问题上，一定意义上要么是洛克的“同路人”，要么在汲取洛克既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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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基础上批判性创新。洛克的财产权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把财

产权看作一种先验的自然权利，并把“劳动”看作获取财产权的正当性

根据。洛克财产权理论的特质在于，他对财产权的探讨直接指向人类

自由的根据及其如何实现的问题。换言之，论证政府的起源、目的以及

财产权理论，实际上只是洛克政治学说的一个重要的内在构成部分，这

些均服从于他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即从理论层面上解决自由的

价值问题和制度设置问题。洛克思考的重点问题是，在新兴的资本主

义市民社会（市场经济）这一新的境遇下，人如何才能真正实现自由。

这本身又内在地包含着两个方面，即“如何获得自由”以及“如何保障

和保护自由”。与此对应，他的财产权理论也内在地包含着两个层次，

即说明“财产权的起源”和解释“财产权的具体落实”。前者具体体现

为他在神学背景下依据自然法传统说明财产权是人享有的天赋权利，

以及根据自由（劳动）视角对财富转化为私有财产的解释；①后者具体

展示为以共同同意或契约的方式引入政治权力和政府，并由其制定各

种法律规定以便保证财产权和自由在公民社会中的具体实现和落实。

洛克认为，相对于政府而言，正当的财产权是在先的和目的性的，

政府则是在后的和工具性的。② 人们建立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

保护财产权，③而财产权作为自由的具体化样式表明，政府最终是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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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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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伊恩·哈里斯：《洛克的政治哲学》，载［英］斯图亚特·布朗主编：《英国哲学和

启蒙时代》，高新民、曾晓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１２４页。
伊恩·哈里斯：《洛克的政治哲学》，载［英］斯图亚特·布朗主编：《英国哲学和

启蒙时代》，高新民、曾晓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１２８页。
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７７ 页。洛
克说道：“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

护他们的财产”（第 ７７页）。“虽然人们在参加社会时放弃他们在自然状态中
所享有的平等、自由和执行权，而把它们交给社会，由立法机关按社会的利益

所要求的程度加以处理，但是这只是出于各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他的自由

和财产的动机（因为不能设想，任何理性的动物会抱着每况愈下的目的来改变

他的现状），社会或由他们组成的立法机关的权力绝不容许扩张到超出公众福

利的需要之外，而是必须保障每一个人的财产，以防止上述三种使自然状态很

不安全、很不方便的缺点”（第 ８０页）。



现人的最大程度的“政治自由”或“人的自由”服务的。这种观念缘于洛

克相信，良性的制度设计能够有利于保护每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

但在有效地设计出一套良好的制度和政府之前，必须首先解决财产权的

合法性起源问题。洛克对财产权的合法性起源问题的理解总体上采取

了两种进路，即先验的进路和社会的（经验的）进路。前者体现为他依从

基督教《圣经》传统并从预先设定的原初“自然状态”中，引申出每个人所

平等具有的各种天赋权利和所享有的“自然的自由”①。后者体现为他

借助于劳动“渗透”和“掺入”说，从社会性的进路解释财产权的起源。

洛克的财产权理论以及他的整个政治哲学思想背后有一个宗教神

学传统。② 他坚持认为，在初始的“美好的”和“完备无缺的”自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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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洛克而言，“自然的自由”与“社会的自由”、“公民的自由”对应。它指的是

在完美的自然状态下人所先天享有的各种天赋自由权利，他不受任何外在意

志的支配。这与后来在进入公民社会之后人所能够享受到的法律规定和约束

下的个人自由是不同的。

关于洛克的自然法、财产权理论乃至他的整个政治哲学的宗教神学背景，还可

参见如下文献：Ｊｅｒｅｍｙ Ｗａｌｄｒｏｎ，Ｇｏｄ，Ｌｏｃｋｅ，ａｎｄ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Ｊｅｒｅｍｙ Ｗａｌｄｒ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Ｏａｋｌｅｙ，Ｆ，Ｌｏｃｋｅ，“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ＧｏｄＡｇａ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１９９７，ｐｐ ６２４－６５１；Ｓｃｈｏｃｈｅｔ，Ｇ，
Ｇｕ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Ｆｅｎｃｅ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ｏｃｋ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２０００，ｐｐ ３６５－３９０；Ｂｒｏｗｎ，Ｖｉｖｉｅｎｎｅ，Ｔｈｅ“Ｆｉｇｕｒｅ”ｏｆ Ｇ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ｔｏ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Ａ 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Ｌｏｃｋｅｓ“Ｅｓｓａｙ”ａｎｄ“Ｔｗｏ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ｄｅａｓ，ｐｐ ８３－１００；Ｗａｒｄ，Ｗ．Ｒ １９９５．Ｄｉｖｉｎｅ Ｗｉｌｌ，“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ｉｓｍ ／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ｓｍ Ｄｅｂａｔｅ ｉｎ Ｌｏｃｋ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以及［美］迈克尔·扎科拉：《自然权利与新共和主义》，王岽兴译，吉林
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２５３—２５４页；梁晓杰：《洛克财产权利的宗
教伦理维度》，《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其中，杰里米·瓦德荣（Ｊｅｒｅｍｙ
Ｗａｌｄｒｏｎ）指出，对洛克而言，财产权理论有四个主要的“神学前提”。它们分别
是：（１）“使用资源”（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造物主创造世界，乃是为了人类的使
用。（２）“平等和非从属”（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ｏｎ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因为所有的创造物处
于同一等级或地位，我们不能为另一个人的目的而被使用，如同我们为了自己的

目的使用低级动物一样。（３）“维持生存的义务”（ｔｈｅ ｄｕｔｙ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 ｈｕｍａｎ
ｌｉｆｅ）。上帝想要我们人类尽可能地生存，并要求我们实现它的意图。（４）“劳动
的义务”（ｔｈｅ ｄｕｔｙ ｔｏ ｌａｂｏｕｒ）。上帝命令人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必须劳动。参见
Ｊｅｒｅｍｙ Ｗａｌｄｒｏｎ，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ｐ １４１－１４７．



下，人们在源于上帝的自然法的指引下，可以他们认为的任何合适的方

式去决定他们的行为和处理自己的财产和人身，而不受任何外在的他

人的意志的支配。这是因为，在洛克看来，人和世界中的其他事物均是

上帝的创造物，上帝是人和世界的创造者。因此，人类和自然都是上帝

的财产。“上帝是一个智力无边的创造者，因此，和他精工制造的手工

艺一样，他显然有理由享受《圣经》上通常给予上帝的一种称呼，‘我们

的创造者上帝，我们的创造主’”①。上帝的意志和人的理性保证了在

完美的自由和平等的自然状态下，尽管每个人从保存自身的权利出发，

但不会由此推演出对他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之伤害的自然法，因为自

然法在本质上是理性的，是上帝意志的体现。② 上帝出于人类能够自我

保存的目的，将自己的财产交给人类使用，这是人类财产的神圣来源。

由神学传统，并借助于自然状态下人所享有的各种自由的天赋自然权

利的论说，洛克实现了对财产权神圣性来源的证明，并由此确保了每个人

生来自由和平等的终极根据。但依据财产权的这种神圣起源的观点，上帝

是将世界“给人们共有的”，而不是给某一个人或任何人所独自拥有的私有

财产。换言之，上帝最初将低等造物赐给人类作为他们的共同财产，而非

将他们作为私有财产给予任何人。③ 但人类的自我保存本能，以及人易于

膨胀的主观抽象性促使人走向贪婪和狂热、爱好占有和支配的特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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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英］洛克：《政府论》上篇，瞿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７年版，第 ４６页。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５页。洛
克说道：“为了约束所有的人不侵犯他人的权利、不互相伤害，使大家都遵守旨在

维护和平和保卫全人类的自然法，自然法便在那种状态下交给每一个人去执行，

使每人都有权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以制止违反自然法为度。自然法和世界上

有关人类的一切其他法律一样，如果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人拥有执行自然法的权

力，以保护无辜和约束罪犯，那么自然法就毫无用处了。而如果有人在自然状态

中可以惩罚他人所犯的任何罪恶，那么人人就都可以这样做。因为，在那种完全

平等的状态中，根据自然，没有人享有高于别人的地位或对于别人享有管辖权，

所以任何人在执行自然法的时候所能做的事情，人人都必须有权去做。”

洛克由此批评了罗伯特·菲尔默爵士（Ｓｉｒ Ｒｏｂｅｒｔ Ｆｉｌｍｅｒ）的观点。因为菲尔默
根据君权神授的观点认为，上帝最初是把财产赐予亚当和挪亚，以及他们的嫡

传子嗣，而不是赐予人类共有的。



定了财产既不能始终处于共有状态，也不能将绝对的支配权交给主权

者，而必须通过行为者的劳动来确立个人对财产的占有和支配关系。①

劳动之所以能够成为私有占有的合法性根据，在洛克看来，主要是

因为：其一，它使原本共有的东西“脱离了自然所安置的状态”。“尽管

原来是人人所共同享有权利的东西，在有人对它施加劳动以后，就成为

他的财物了。”②“从共有的东西中取出任何一部分并使它脱离自然所

安置的状态，才开始有财产权的；若不是这样，共有的东西就毫无用处

了”③，“由于劳动使它脱离了自然原来给它安置的共同状态，就成为对

此肯费劳力的人的财产”，“只要有人对这类动物花费了这样多的劳动

去发现并追赶它，他就使它脱离原来的共有的自然状态，而开始成为了

一种财产”。④ 洛克甚至认为，即使不是个人自己亲自直接劳动，但只

要在一对象上“掺入”了劳动，或者说“我的劳动使它们脱离原来所处

的共同状态，确定了我对于它们的财产权”。“因此我的马所吃的草、

我的仆人所割的草皮以及我在同他人共同享有开采权的地方挖掘的矿

石，都成为我的财产，无须任何人的让与或同意。”⑤其二，劳动的对象

化为自然状态下的事物“添加了一些东西”，“使一切东西具有不同的

价值”。因此，他说：“谁把橡树下拾得的橡实或树林的树上摘下的苹

果果腹时，谁就确已把它们拨归己用。……劳动使它们同公共的东西

有所区别，劳动在万物之母的自然所已完成的作业上面加上一些东西

（Ｔｈａｔ ａｄｄｅｄ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ｍ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这样它们就成为他的

私有的权利了（Ｐｒｉｖａｔｅ ｒｉｇｈｔ）。”⑥因为，“正是劳动使一切东西具有不

同的价值。”其三，就劳动是一个人的生命活动自身的展现而言，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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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楠：《财产作为自然权利———洛克的自然法学说》，载《启蒙及其限制》，罗卫

东、陈正国主编，２０１２年。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１９页。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１９页。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２０页。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１９页。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１８—１９页。



的对象化实质上就是人的意志和人格的对象化。因此，我把劳动掺入

到一物体上，就等于我把我的意志和人格具象化到该物体上，它就是我

的人格和意志的体现。关于这一点洛克在论述财产权问题时并没有明

确点破，①但从《人类理智论》中他对“人格同一性”（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问题的论述上能够推定出来。②

从对后来理论家影响的思想史效应来看，洛克自然权利财产论在

理解财产权或私有财产问题身上提供的最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他把

“劳动”用来作为证成个人的财产权或私有财产正当性的根据，并进而

把财产权把握为人所天然享有的自然权利（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

之一种。之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斯密把劳动提升为政治经济学自身

的理论原则，并进而影响了黑格尔。③ 比较而言，黑格尔并不否认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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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杰里米·瓦德容因此说：“根据黑格尔的观点，为了谋求自己伦理性的发展成

为一个个体，一个人必须在外在对象中体现他的自由，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所

有者。在洛克的论述中，根本找不到类似的观点。”参见 Ｊｅｒｅｍｙ Ｗａｌｄｒｏｎ，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ｐ ２１７－２１８。
［英］洛克：《人类理解论》。Ｈｅｎｒｙ，Ａｌｌｉｓｏｎ，Ｌｏｃｋｅ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 Ｌｏｃｋｅ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１９７７以及［美］迈克尔·扎科
特：《自然权利与新共和主义》，王岽兴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８年
版，第 ３７０—３７３页。萨拜因的说法从另一个维度可以表明“人格”之于洛克财
产权理论的重要性，他说道：“不论洛克理论的渊源为何，他都认为，私有财产

权利乃是因为人通过劳动而把所谓的个人人格扩展至他所生产的物品而产生

的。通过把自己的内在能量耗费在这些物品上，个人于是把它们变成了他自

身的一部分。一般来说，这些物品的功利大小取决于耗费在它们上面的劳动

多寡，因而洛克的理论也导向了后来的古典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中的各

种劳动价值论。”参见［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卷，邓正来译，上海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 ２２３页。但这种说法不能被过分强调，因为洛克毕竟
不是黑格尔，他远没有把这个观点发挥到黑格尔那样明确。

黑格尔在早期阅读过斯密的《国富论》和弗格森的《市民社会史》，并为后者写过

一篇评论，可惜这篇评论后来遗失。时至今日，黑格尔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尚未引

起学者们的充分重视，由此导致，黑格尔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始终是一位思辨的观

念论者，而他对现实具体问题则不甚关注。但实际上，这是我们片面阅读黑格尔

造成的一个错误结果。黑格尔不仅关注现实问题，而且他早年正是从批判性地

阐释经济和政治问题出发步入学术生涯的，只不过后来随着其自身理论的成长

和完善，他把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转而以自己个性化的理论给再现出来。



劳动占有财产的合法性根据，但在他看来，仅仅凭借劳动尚不足以保证

获取财产权（所有权）的正当性。因为，“财产权”与“占有”是两种性

质不同的东西。通过劳动，可以确证和实现对某种外在物体的单纯物

理性“占有”，但这种“占有”就其特点和内在规定而言仍然具有“外在

性”。而财产权或所有权在本质上则根源于人的“内在性”，即黑格尔

所谓的具有独立人格之个体的“自由意志”。在黑格尔看来，是“意志”

而非“劳动”构成财产权的本体论根据。黑格尔不同意洛克把财产权把

握为一种先验的自然权利，他认为，财产权是不同意志行为主体间契约

关系的体现，因而是“经验的（后天的）”产物。因此，与洛克把财产权把

握为人的自然权利不同，黑格尔从意志和人格的对象化角度论证财产

权，把抽象法阶段的财产看作“人格的最初定在”和“意志的定在”。

二、黑格尔“法权财产论”的具体内容

与洛克不同，黑格尔社会政治思想的主要兴趣不在于为社会某一

具体的规范性结构做辩护，他的目标在于揭示“社会”在“个体自由发

展过程中”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①

黑格尔与洛克兴趣点上的这种差异，根源于他们所身处的时代境

遇以及所面对的问题状况不同。与洛克所身处的 １７ 世纪工业文明及

市民社会刚刚兴起相比，黑格尔身处的 １８ 世纪末和 １９ 世纪初叶的欧

洲，无论是工业文明，还是市民社会，均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这种发

展上的“实质性”，既体现为经济的进步和文化上的繁荣，也体现为政

治上一定程度的开明，更表现为在人类进入了“市民社会”中，②从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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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澳］彼得·德霍斯：《知识财产法哲学》，周林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８４页。
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市民社会对现代国家是陌生的并且规定了现代性自身”。

在“市民社会”的理解上，黑格尔的独特性表现在，他把一直被人当做国家因素

的许多方面看作是市民社会的实体性因素。他认为政治国家区别于市民社会，

但两者结合在一起便是广义上的国家。参见《法哲学原理》第 ２６７节，以及［美］约
翰·罗尔斯：《道德哲学史讲义》，张国清译，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０３年版，第 ４６５页。



人从原来的封建的和办封建的、宗法的和半宗法的、血缘的和半血缘的

狭隘共同关系摆脱出来，实现了近代意义上的个人自由和自主。① 在

黑格尔看来，这是现代性所能够给人类带来的最大成就之一。但现代

性本身也有阴暗的或者说“弊”的一面，这主要根源于现代性所内在具

有和显现的“分裂”（Ｅｎｔｚｗｅｉｕｎｇ）本性。② 黑格尔深谙这种现代性之

弊：原子化的“个人”与伦理共同体之“善”之间的分裂和矛盾关系，同

时也是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完全隔离。延伸开来看，近现代社会与

古代社会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个人从公共伦理善的共同体中脱离和

独立出去，从而摆脱了古代社会那种深度的人身依附关系，个人走向了

原子化的自主和自立。如果说，古代社会那种具有高度人身依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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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黑格尔认为，具有独立性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个体完全是近代社会或现代性的

产物。并且他认为，传统社会的那种严密的整体性已经在基督教和现代贸易

发展的双重作用下被击垮了。根据新教的教义，基督教将个体的良知看成是

至关重要的，是所有价值观的源泉和中心；而现代贸易则以各种方式促成了资

本主义所特有的、具有强烈占有欲的个人主义。黑格尔说：“主体的特殊性求

获自我满足的这种法，或者这样说也一样，主观自由的法，是划分古代和近代

的转折点和中心点。这种法就他的无限性说表达于基督教中，并成为新世界

形式的普遍而现实的原则。它的最初形态是爱浪漫的东西、个人永久得救的

目的等等，其次是道德和良心，再其次是其他各种形式。”（黑格尔：《法哲学原

理》第 １２４节附释，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６年版，第 １２６—１２７页。）现
代贸易的直接结果之一是市民社会的产生，而“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

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

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

（《法哲学原理》第 １８２节补充，第 １９７页）。
张汝沦教授认为：“与卢梭一样，黑格尔是他那个时代对现代性问题最敏感的

人。他几乎一走上哲学道路就发现，现代的特征是分裂（Ｅｎｔｚｗｅｉｕｎｇ），表现为
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信仰与理智、自由与必然、理性与感性、才智与自然、

存在与非存在、概念与存在、有限与无限的对立。而所有这些分裂，其根源恰

恰在于启蒙。启蒙本身就是精神自我分裂或者说自我异化的产物。”并且，张

教授指出：“黑格尔是第一个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对现代性进行全面反思与批判

的思想家”，“黑格尔也许是第一个看出现代性其实是一个异质性的文明形态

的人。”参见张汝沦：《政治世界的思想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２０３、
２２４、２２５页。需要指出，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 ２０ 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也提出
过类似的看法（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哲学话语》，曹卫东等

译，译林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



的共同体，只能是一种熟人社会，那么，近现代社会经过公共领域与私

人领域的高度分化之后，每个个体从本质上来说面对的都是一个陌生

人的社会：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立的自立体，古代社会中的那种伦理共同

体之“善”，失去了对每个个体自身行为的普遍性约束意义。① 黑格尔

认为，共同体的伦理之善的丢失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因为这将直接把

“社会”（伦理共同体）这一中间环节“抛离”出去，导致“个人”与“国

家”之间的敌对，最终既损害了国家也威胁到个人权利。因此，黑格尔

一生旨在调和现代个体主义（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主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与对共

同体和伦理生活的需要之间的关系问题，以致于阿贝尔·盖扎（Ａｂｅｌ

Ｇａｒｚａ Ｊｒ．）说：“贯穿黑格尔整个哲学生涯所面临的任务在于，创造一个

共同体和伦理生活的空间，但同时又保持了自由主义个体主体的合法

权利”。② 也正缘于此，黑格尔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均把带有统合性和

整体性的“社会公共领域”（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和“国家”的重

要性提高到实质性高度（ａ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③ 黑格尔

赋予伦理共同体生活（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和“国家”以绝对的普遍性，认为它们

的这种普遍性不是契约达成的产物和结果，而是在存在论上具有优越

性的理念意义上的东西。黑格尔这么做，其目的在于借助“市民社会”

及其展开过程，实现孤立性的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和解”（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

ｔｉｏｎ）④，以缝合现代性所给人类带来的各种分裂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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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列奥·斯特劳斯把现代性较之于古典的显著特征之一概括为，在自然法传统

上实现了从古代的“善”到现代的“权利”的转换，即“权利优先于善”。参见

［美］列奥·斯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 ２００６年版。
Ａｂｅｌ Ｇａｒｚａ Ｊｒ．，“Ｈｅｇｅｌ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ｗ：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Ｅｔｈ
ｉｃａｌ Ｌｉｆｅ”，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９，ｐｐ ３７５－３７６．
Ａｂｅｌ Ｇａｒｚａ Ｊｒ．，“Ｈｅｇｅｌ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ｗ：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Ｅｔｈ
ｉｃａｌ Ｌｉｆｅ”，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９，ｐ ３７６．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Ｏ．Ｈａｒｄｉｍｏｎ，Ｈｅｇｅｌ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查尔斯·泰勒对这种“和解”解释道：“‘和解’并不
单纯只是‘解开’或‘恢复原状’（ｕｎｄｏｉｎｇ）；要回复到主体与自然尚未分离的原
始状态，是不可能的。相反，我们所向往的，乃是既保有分离所得的果实，亦即自



上文的论述，既是对黑格尔阐释和批判财产权理论的时代背景之表

达，也是对他分析财产权问题的哲学基础之揭示。一言以蔽之，黑格尔

对待财产权问题的最大特点在于，他把对财产权的分析与对现代性的反

思紧密结合起来，并以一种动态的、生成着的辩证视角理解它。黑格尔

关于财产问题的论述，乃至他的全部法哲学，均是他的整个理论体系的

内在构成部分，按他本人的说法，它们都是真理实现自身过程的一个环

节。① 而“真理”在他看来乃是一个“整体”，是自由意志或绝对精神的

自我实现过程。自由意志的这种自我实现过程，明显地表现出了他的

整个逻辑学展开过程中所体现的“正题、反题与合题”的三元辩证模

式。就此而言，必须结合自由意志或绝对精神的对象化展开过程去理

解，才能真正把握他的财产权理论的实质。② 而一旦这么做，就立即显

示出黑格尔处理财产权问题的独特性。黑格尔由于把时间性和历史性

的维度纳入了考察的视角，因此，财产权在他那里就不像在洛克那里那

样，是一种单纯的对财产权正当性的论证，它同时也是对既往财产权理

论的解释性说明和批判性反思。他对洛克和康德为代表的立足于自然

法传统论证财产权正当性的做法表示不满，并进而把对这个问题的考

察推进到法权研究的视角或高度，就是证明。黑格尔把财产权问题与

法和自由的实现紧密结合起来，认为财产权为个人从自然意义上的人

（Ｍｅｎｓｃｈ）成长为法权意义上的人格（Ｐｅｒｓｏｎ），以及自由意志的现实化

和个人主观自由获得实体性的内容，所不可或缺。但另一方面，在他看

来，作为自由的“最初的定在”的财产，也有其自身历史性的限制，它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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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的理性意识，而又将此意识与统一（ｕｎｉｔｙ）调和起来，也就是与自然、社会、上
帝，甚至与命运或事物的进展历程等调和起来。”参见［加］查尔斯·泰勒：《黑格

尔与现代社会》，徐文瑞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２３页。
马克思在未完成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甚至认为，黑格尔的法哲学只

不过是对他的逻辑学的具体运用和补充（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卷，人
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２６３页）。
斯蒂尔曼甚至说：“黑格尔对财产的讨论必须被放入他那作为整体的政治哲学

语境中去理解。”参见 Ｐｅｔｅｒ Ｇ． Ｓｔｉｌｌｍａ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Ｈｅｇｅｌ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ｘ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须通过过渡和深入到市民社会、伦理生活以及政治国家中去，即在不断

扬弃和超越自身的过程中获得实体性的内容，并获取他人的“承认”。①

不过，黑格尔对财产及财产权问题的相关论述并非只是对私有财

产存在的合法性论证，尽管他确实谈到了一种绝对的占有权，并认为自

由意志通过客观化为私有财产而实现自身。黑格尔不同于先前的自由

主义者，他在财产及财产权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是双重的：一方面论证财

产及财产权之于人的人格性及自由得以被实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揭

示财产权之为人的天赋权利的荒谬。② 总体上，黑格尔思考的主髓问

题是自由问题，即自由意志如何实现自身的问题，或者说他所关注的是

“思想或意志在外部物质世界的起源”问题。他把人与外部世界之间

的原初关系，看作是一种既直接面对同时又具体对抗性的局面。但这

种局面可以被打破（即实现“和解”），人格通过宣称“外部世界属于它

自己”就能使自身从上述局面中摆脱出来。而人格宣称“外部世界属

于我的”，就意味着我把“我”的人格客观化到了外在对象身上，从而它

就是“我”的自由意志和人格的体现，它就成了我的“财产”，换句话说，

“我”享有对该外在对象的财产权。可见，财产代表着人格或自由意志

现实化过程的第一个阶段。这是自由意志现实化自身的最初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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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从“承认”视角探讨黑格尔的财产理论的文章和著作可参见：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Ｍｉｌｉｓａｖｌｊｅｖｉｃ，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ｅｇｅｌｓ Ｊｅｎａ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Ｌａｗ ｉｎ Ｂｅｌｇｒａｄ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 ２００７，ｐｐ １３３ － １５０；Ａｎｄｒｅｗ Ｃｈｉｔｔｙ，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 Ｈｅｇｅｌ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Ｍａｒｘ”，Ｅｔｈ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１３；Ｒｅｎａｔｏ Ｃｒｉｓｔ，Ｈｅｇｅｌ 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Ｌａｖａｌ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ｑｕｅ ｅ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１９９５；Ｒｏｂｅｒｔ 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Ｆｉｃｈｔｅ ａｎｄ Ｈｅｇｅｌ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ＳＵＮ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以及 Ｈｅｉｋｋｉ Ｉｋａｈｅｉｍｏ ａｎｄ Ａｒｔｏ Ｌａｉｔｉｎｅｎ ｅｄｉｔｅｄ，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Ｋｏｎｉｎｋｌｉｊｋｅ Ｂｒｉｌｌ ＮＶ，２０１１。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近年来从“承
认”的视角研究黑格尔的法哲学（包括他的财产权理论）越来越成为黑格尔哲

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时尚”，包括霍奈特（《为承认而斗争》）、查尔斯·泰勒

（《承认的政治》、《黑格尔与现代社会》）、罗伯特·Ｂ·皮平（《Ｈｅｇｅｌ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ｓ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Ｌｉｆｅ，》）等均是这一进路的代表。
就此而言，黑格尔与卢梭较为接近，但卢梭主要是从“消极的方面”看待私有财

产的，他把私有财产理解成人类史上产生不平等的根源。



一，在这一过程中，具备人格的意志拥有了一种具体的、自由的形式。

不过，对黑格尔而言，财产的存在主要并不是满足一般的欲求、欲望或

追求，尽管他承认，它很容易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最重要的现实是

“财产是自由的最初定在”，因此，它是自由得以获得实体性内容和被

现实化的首要手段。

黑格尔与自由主义在如下的观点上是一致的，即“私有财产确保

了实现个体自由的必要但不是充分条件”。① 根据这种观点，要想确认

某人对其所有物的拥有权，就必须不断地屈从于欲望和一些外在的因

素。超越这种状态，部分地是通过订立契约来实现的。但私有财产不

仅仅是用来满足现有的冲动和欲望的手段，其自身就是目的所在。也

根源于，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最初的定在”，是“意志的定在”，就此

而言，它就是人将要实现的“自由”本身。黑格尔并不满足于抽象的形

式化的自由，他把自由看作一个不断展开和实现的过程，因此，作为自

由的最初的定在的财产，也不会仅仅停留于“抽象法”阶段，而是要过

渡和深入到“伦理”领域中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中去。一旦如

此，黑格尔发现市场不会仅仅让自然状态的竞争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

平，它还会通过发展他自我实现的能力来改变个体。② 市民社会是一

个私人利益纷争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每个人是凭靠彼此间达成的承

诺和契约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权提供保障。在黑格尔看来，意识到他人

的存在，对个人超越其简单的个体特殊性至关重要。通过表明甚至共

同的财产安全也能产生出一种事先存在的社会契约，黑格尔对此作出

了阐释：因为“我不仅可以通过实物和我的主观意志占有财产，而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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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ｏｎ Ｒｏｗｅ，Ｉ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ｆｏｒ 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ｇｅｌ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ｈｔｔｐ：／ ／ ｒｏｎｒｏｗｅ． ｈｏｍｅ． ｉｎｓｉｇｈｔｂｂ．
ｃｏｍ ／ ｐａｐｅｒｓ ／ Ｈｅｇｅ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Ｆｒｅｅｄｏｍ．ｐｄｆ
普兰特：《黑格尔政治哲学中的经济和社会的整体性》，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

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编：《国外黑格尔哲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２年版，第 ２８９页。



样可以通过他人的意志，也就是在共同意志的范围内占有财产”①。黑

格尔把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权奠定在契约之上，实际上在财产权来源

和根据上就引入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认”的问题。这是一种与洛

克为代表的自然法家处理财产权起源截然不同的进路。

当然，在契约财产论上，黑格尔持一种辩证批判的态度。关于《法

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对财产权所持的态度，学术界有不同理解。一种

观点认为，如同洛克和康德等人一样，黑格尔是为了证成财产权的正当

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黑格尔对财产权总体上是持一种批判性的立

场。我认为，就《法哲学原理》而言，上述两种观点均能找到部分支撑

性文字论述的依据。但考察黑格尔对待财产权问题的态度和立场，既

要结合《法哲学原理》整个文本，又要结合他处理这个问题的时代背

景、他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以及西方思想史上关于财产权问题的整个传

统。即便限于《法哲学原理》来说，黑格尔认为，无论是在“抽象法”，还

是在“市民社会”和“伦理生活”中，财产权之于个人自由的实现都是极

为重要的；但另一方面，由于黑格尔基于对现代性分裂本性的反省去理

解财产权，因此，他把政治国家和伦理生活看作在存在论上优越于市民

社会和孤立个人的存在，这与其说是一种事实，不如说是一种考察问题

的视角高度。从这样的视角高度出发，黑格尔认为洛克和康德等人从

自然法传统去理解财产权的做法存在着诸多问题，这既体现为他们均

从一种设定的自然状态出发，把财产权理解为人所享有的天赋权利，又

体现为他们没有注意到财产权是一个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获取的果

实。黑格尔通过自由意志的辩证运动过程，把这两个方面结合了起来。

这种结合同时就是对传统财产权论证模式的批判。由此可见，黑格尔

在财产权问题上，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但总体上，他不是为了证成财产

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因为这对他而言是毋庸置疑的，根本就不需要浪

费时间去论证；他是要展示财产权之于个人实现自由的重要性，以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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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获取财产权实现个人自由的艰辛过程。有必要附带指出，那种认为

黑格尔在财产权问题上主要持一种肯定的证成其合法性态度的观点，

其理论依据往往被局限于《法哲学原理》的“抽象法”部分，并由此把黑

格尔在“抽象法”部分中讨论的财产权看作一种私法理论。

黑格尔在契约财产论上所持的辩证立场，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马

克思。与黑格尔一样，马克思在私有财产问题上也持一种历史性的辩

证立场。他一方面看到了私有财产在个人的生活和自由方面所发挥的

“积极意义”，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欧洲工业化与现代性

发展相对较高，私有财产的集中化及其为无产者所带来的破坏性程度

也较严重，因此，他主要关注的是私有财产相对于无产者的消极性的方

面，并对其主要持批判的立场。

三、马克思对黑格尔财产权理论的批判

财产权问题同样是贯穿于马克思思想发展始终的核心问题之一。

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私有财产和资本逻辑批判的过程中被充分巩固起

来的，它的巩固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对自由主义的自然权利财产论

和黑格尔的法权财产论的批判和超越。但马克思处理财产权问题的方

式有别于洛克和黑格尔，其语境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经济哲学（或宽

泛意义上的“社会政治哲学”），他把财产权问题既看作政治和法哲学

的问题，又看作经济的问题，以及经济背后的“权力支配、统治和剥削

关系”。

相比于自由主义和黑格尔，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考察显然有一个

更开阔的社会历史背景，这决定了他能够立足于整个近代西方社会政

治传统，去力图揭示和把握私有财产关系所内在包含的复杂的社会关

系本质。当然，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社会关系本质之内在复杂性的认

识和科学把握，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总体上

看，这一过程经历了从早期的法哲学和思辨哲学视角（主要继承于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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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到思想过渡时期的经济学视角，再到思想成熟时期的社会政治

哲学视角（社会关系视角）的不断深入和转换。当然，马克思对私有财

产之本质的这种把握经过了一个不断深化理解的过程。在克罗茨纳赫

时期，尤其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和《论犹太人问题》中，他主要通过对黑格尔的国家哲学，特别是黑格

尔所主张和推崇的“长子继承制”，以及“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之

间的关系问题的考察，明确了如下社会事实，即私有财产并不像在自由

主义者和黑格尔那里所表明的那样，与个人的自我发展和自由的实现

是直接同一的，实际上恰恰相反，“私有财产不是人的自然权利，……

因为它不利于人的自我实现（ｈｕｍａｎ ｓｅｌｆａｃ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以及在社会中实

现普遍的自由”①。该问题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到进一步

深化理解。为解决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马克思把私有财产问题的关

键把握为“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分离和对立关系，并揭示了私有财产

内涵的内在复杂性，他把私有财产的关系区分为“作为劳动的私有财

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

关系。这一思想为之后《共产党宣言》中的“消灭私有制”和《资本论》

中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思想做了预先的准备。

马克思认为，在“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关系”盛行的时代，私有财

产之于人的自我发展和自由的实现而言，不仅不像黑格尔和自由主义

所声称的私有财产是保障个人实现自由的必要条件，相反它构成了对

个人“人格性”（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之展开和实现的一种损害和障碍。② 因此，

扬弃或消灭“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既是实现人类解放和自由发展的

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可见，马克思对私有财产问题的处理显然

不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它就是对自由主义传统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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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Ｗａｌｌ，Ｂａｒｂａｒａ Ｅ，“Ｍａｒｘ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ｈｉｓ Ｅａｒｌ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ｏｄａｙ，ｖｏｌ ３１，１９８７．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Ｊａｎｅ Ｒａｄｉ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ｈｏｏ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３４，
１９８２，ｐｐ ９５７－１０１５．



疑和扬弃。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是黑格尔的精神继承者是有道理

的，因为正是黑格尔真正开启了以“普遍性”的高度来反思和批判自由

主义财产权理论的路子。但与黑格尔的“调适”和“反拨”的方式相比，

马克思显然要激进的多。他不仅不是要证成私有财产权，还要从根本

上证否或证伪私有财产（即“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就此而言，如果

把自由主义对私有财产的处理路径概括为“私有财产的证成路径”（总

体上而言，黑格尔依然属于这种进路），那么，马克思所代表的就是“私

有财产的批判路径”。在继承黑格尔批判精神和立足于其理论的现实

基点上①，并通过对私有财产展开政治经济学的和存在论的批判，马克

思从根本上否定了私有财产权是人的“自然权利”的可能性。因为，根

据他的看法，私有财产的存在无论是对“个人的自我人格性”的实现还

是对“人类普遍自由”的达成都是一种妨碍。② 需要指出，尽管从马克

思的观点来看，私有财产是一个历史性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市民

社会产生之前，就完全不存在“财产”或“所有”概念及其关系。而是

说，“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以及法权意义上的财产权或所有制关系，

是以具有独立性人格之个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的存在为前提的，

而这样的“个体”只有在市民社会充分发展的历史时代和社会制度

下才能逐渐生发出来。也正是这一点，本质性地把法权意义上的财

产权或所有制关系与自然权利意义上的财产权或所有制关系明确区

分开来。

进而言之，马克思以一种哲学上批判的态度对待黑格尔的法权财

产论。他一方面充分肯定黑格尔法权财产论所内在包含的历史性（否

认它是自然权利）和关系性（契约双方基于共同同意达成）维度。另一

方面他又批评黑格尔只是从自由意志去理解财产权，以及由此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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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３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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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历史性和关系性的虚妄不实。因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

克思批评性地评论说：“仅仅从对他的意志的关系来考察的物根本不

是物；物只有在交往的过程中并且不以权利（一种关系，哲学家们称之

为观念）为转移时，才成为物，即成为真正的财产。”①黑格尔认为人把

其意志体现于物内由此便构成财产权概念，但马克思认为意志的占有

尚不足以构成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因为“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

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由于社会赋

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形式，才具有私

有财产的性质”②。在马克思看来，“占有”是一种事实，是人对物的感

性对象性的排他性的支配关系，但它并不必然要求（或意味）他人（或

国家）的承认。换言之，它不必然是法权关系。占有之所以能够成为

法权关系，成为一种权利，是由于他人或社会对这种占有关系的承认，

并以法律规定的形式确证了这一占有事实关系。当然，马克思并没有

完全否定私有财产的法律意义，他对黑格尔的批判仅限于他以意志去

解释私有财产这一观念论实质。后来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马克思对

黑格尔的批判仍然遵循着这种理论进路：“没有什么比黑格尔关于土

地所有权的说法更可笑的了。他认为，人作为人格，必须使自己的意志

这个外在自然界的灵魂具有现实性，因此，他必须把这个自然界作为自

己的私有财产来占有。如果这就是‘人格’的规定，就是人作为人格的

规定，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每个人都必定是土地所有者，才能作

为人格而实现。土地的自由私有权，———一种十分现代的产物，———据

黑格尔说，不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是人作为人格对于‘自然界’的关

系，是‘人对一切物的绝对占有权’。”③因此，马克思认为，按照这种既

定的认知逻辑去理解，土地所有权肯定不是天然的或自然的东西，而是

历史和社会的产物，换言之，它不是没有前提的。“土地所有权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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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些人垄断一定量的土地，把它当作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

己私人一致的领域。”①这实际上表明，土地所有权内在地包含着双重

的维度，一是具体占有对象之物相的维度，一是权力或关系的维度。

“物相的维度”，从外观上显示土地的占有或分配的量上的不均等，少

数人多占，大多数人则少占或不占。“权力或关系的维度”，则从被物

相遮蔽了的实质层面揭示，土地所有权实际是一种对他人利益的“排

斥”关系，是对他人劳动力及其对象化结果或产物的统治、剥夺和支配

关系。而黑格尔的根本性错误就在于，他没有真正理解和把握财产权

的“权力或关系的维度”。

综上所述，在财产权问题上，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是一种继承、批

判和超越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对自由主义财产权理

论的反思和批判精神，从而进一步确证财产权不是一种自然权利（即

政治和“政治解放”的问题）。另一方面，他既不认同黑格尔在批判自

由主义财产权理论上的“调适”和“反拨”做法，又不同意黑格尔把财产

权单纯地把握为自由意志或人格外化和实现的问题（哲学和形而上学

问题），而是把它领会为一个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或“人类解放”问

题）。由此，马克思揭示了私有财产权背后隐含的有产者对无产者的

统治和支配关系，并提出要实现真正的人类解放，必须彻底扬弃私有财

产制度的主张。马克思对私有财产权批判的上述特质，在资本全球化

的今天依然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就当下的中国来说，这种时效性主要

体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当今中国所遭遇的资本逻辑的支配性之强度

尽管远比马克思时代要强烈得多，但这并非意味着私有财产和私有财

产权就是一个应该被完全随便抛弃掉的东西。恰恰相反，由于历史发

展的限制，切实地保护“个人的合法所得”的私有财产权已成为当今中

国要解决的最为迫切性的问题之一。其次，马克思的私有财产批判理

论的当代性还体现在对当今中国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启示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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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的真正生成语境是“经济哲学”或“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仅

仅是先前人们认为的“哲学人类学”或“政治哲学”。

（作者　 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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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类本质”
概念的扬弃及其哲学史意义

———以《巴黎手稿》为中心

郗　 戈　 张继栋

摘要：类本质概念是把握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思想史关系的一把钥

匙。马克思承袭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术语形式，但根本上改变了

“类本质”的概念内涵。《巴黎手稿》中“类本质”概念在不同语境下呈

现出不同的语义关联、理论内涵与逻辑线索。在异化劳动和异化交往

批判的语境下，类本质概念的内涵分别被界定为劳动实践和社会联系

（共同存在性）。《巴黎手稿》中的“类本质”概念既蕴含着实践活动的

主体性维度，又孕育着社会关系的主体间性维度。由此，“类本质”概

念就蕴含着“形而上学形式”与“历史性内容”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这

一内在矛盾推动着马克思思想的进展。因而，“类本质”这个看似最具

有费尔巴哈特色的概念，恰恰构成了马克思扬弃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走

向历史科学的关键路径。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继承接受之处同时也是

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超越之点，马克思并没有经历过一个所谓“费尔巴

哈阶段”。“类本质”概念具有重要的哲学史意义，构成了马克思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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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得以发生的关键性的中介环节。

关键词：类本质　 异化劳动　 劳动实践　 社会联系

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关键时期曾经深受费尔巴哈影响，因而马

克思究竟有没有一个“费尔巴哈阶段”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

关注的焦点。由于马克思受费尔巴哈影响较大的时期是 １８４３ 年的 ５

月费尔巴哈发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至

１８４５年春天这段时间①，因此《巴黎手稿》（包括《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和《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一书摘要》（下文简称《穆勒评注》））

自然成为了研究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思想关系的主要文本依据。“类本

质”概念是把握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思想史关系的一把钥匙，同时关于

其思想内涵和理论价值一直也存在争议。不少国内外学者认为，《巴

黎手稿》大量使用的类本质概念是马克思承袭自费尔巴哈的现成概

念，因而表明马克思仍然受费尔巴哈的决定性影响，甚至正处于“费尔

巴哈阶段”或“费尔巴哈派阶段”。而我们认为，恰恰是马克思的“类本

质”概念本身就蕴含着对费尔巴哈的超越意图和扬弃路径。我们从

《巴黎手稿》中的“类本质”概念入手，通过文本语境、语义关联和概念

涵义的考察，分析这一概念在多种语境下的不同内涵，以此来透视马克

思与费尔巴哈之间具体而复杂思想史关联。

一、“类本质”：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问题的难点

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之间思想史关系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

中一个不可逾越的问题。在恩格斯对马恩早期思想脉络的回顾中，最

著名的论述莫过于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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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谈到费尔巴哈《论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时所表述的那样，“这部书的

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像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

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

点，而这种新的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种种批判性

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①。作为马克思主义的

第二小提琴手和那次哲学革命的亲身经历者，恩格斯的这段话无疑是

真实可信的。但是其实联系上下文可知，恩格斯这番话的主要目的并

不是准确地叙述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之间错综复杂的逻辑变

化，而是描述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前黑格尔哲学解体大语境下费尔巴哈

对整整一代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要在马克思本人思想剧烈变动的

１８４４年确切地把握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仅仅依靠笼统的论述是

不够的，必须要回到文本本身。同时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马克思在这

段时间并未留下完整的关于他本人与费尔巴哈思想关系的著述，因此，

在回到文本的同时必须要深入到文本内部，理清文本内部诸多概念的

语义关联或同一概念背后不同的逻辑指向，才能够科学而又全面的对

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思想关系做出一个客观的评价。

关于马克思是否存在一个“费尔巴哈阶段”这一问题，学术界大体

分为两个阵营。一部分学者认为，“费尔巴哈阶段”是在马克思思想发

展史上客观存在的，另一部分学者则对此持否定意见。在国际上最早

明确提出马克思存在一个“费尔巴哈阶段”的学者是普列汉诺夫。普

列汉诺夫在马克思思想史的历史分期上提出的“三阶段说”认为，马克

思恩格斯“整个道路是由三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黑格尔的抽象

的自我意识，第二阶段是费尔巴哈的具体又抽象的人，第三阶段即最后

阶段是现实的人，生活在特定社会经济环境下的现实阶级社会中的

人”②。国内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曾经历了一段信奉费尔巴哈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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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时期。这主要是依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德

意志意识形态》写作目的的回忆，“当一八四五年春他（指恩格斯）也住

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

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①从前的

哲学信仰在这里主要是指费尔巴哈，“费尔巴哈阶段”的论断由此成

立。相反地，对“费尔巴哈阶段”持否定意见的学者认为，虽然马克思

曾经高度评价费尔巴哈，并把费尔巴哈的哲学概念当作自己批判的武

器，但是实际上这是马克思误读和拔高了费尔巴哈，并将自己的哲学新

发现（将人的本质视为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活动）视作费尔巴哈的成

就。由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就已经超越了费

尔巴哈，进一步推论马克思并未经历一个“费尔巴哈阶段”。

我们认为，马克思并没有经历过一个所谓“费尔巴哈阶段”。对于

思想史的研究当然要有文本依据，但是文本依据并不等于字面的“文

字”依据。如前文所述，此时的马克思正处在孕育其哲学革命的前夜，

各种逻辑进路在马克思的头脑中迅速更迭、碰撞，因此如果只是单单抓

住马克思在文本的表述形式上所采用的一些费尔巴哈的概念来判断他

与费尔巴哈真实的思想关系，难免有失偏颇。马克思确实在《〈政治经

济学批判〉序言》的文本中明确表述他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清算

了作为曾经信仰的费尔巴哈，但是倘若论者仅仅以此为依据就论断马

克思在他的思想历程中有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论据未免过于单

薄。假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被马克思清算过的思想家就可以算

作他思想发展所曾经历的一个阶段，那么作为《形态》中篇幅最长的

“圣麦克斯章”显然会比“费尔巴哈章”更有资格成为马克思哲学革命

前最重要的思想阶段。可是，就现存文本来看，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马

克思曾经也经历过一个独立的“施蒂纳阶段”。

衡量思想史上不同论者之间的互相影响，不仅仅要看他们是否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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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同一术语或概念，更要看他们之间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即这一概念

的思想内容是否一致。马克思这种善于“旧瓶装新酒”的思想家，往往

是承袭前人术语，但根本改变了术语的概念内容。费尔巴哈的标志性

概念莫过于“类本质”，而马克思虽然在《巴黎手稿》中借用了“类本

质”这一概念，但是他对“类本质”的理解恰恰是迥异于费尔巴哈的。

也就是说，马克思承袭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术语，但根本上改变了

“类本质”的概念。学界以“类本质”概念作为出发点分析马克思和费

尔巴哈之间的关系时，一个新颖的解释思路是先从《巴黎手稿》笔记本

Ｉ中所表达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开始，再进入到《穆勒评注》中关

于社会关系维度的表述。这基本准确地把握了费尔巴哈与马克思二者

之间的区别，但是这种思路在解读笔记本 Ｉ“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一

节时仍然存在着一些困难。因此，我们试图在这里从相反的方向提出

一个推论和猜想，即马克思的写作顺序和他本人当时思考的逻辑顺序

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是不自觉地先形成了社会的

历史的视野，并在这种视野下运用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异化的方法进行

写作了《巴黎手稿》。或者概括地说，马克思在写作笔记本 Ｉ的时候，他

的“类本质”概念中本来就不自觉地包含着“社会关系”与“实践活动”

两个维度，只是这两个维度还没有形成自觉的、完整的理论表述，因此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对费尔巴哈的超越恰恰在于蕴含在经他改造

过得“类本质”概念中“实践”和“社会关系”双重维度的开启。

因此，理解《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关键一点是，

虽然马克思仍然继续沿用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保留了这一概念

的自然性、感性外观与抽象形式，但同时也不断地进行着如下的思想实

验———在异化劳动批判和异化交往批判中，以劳动实践活动和社会联

系（共同存在性）不断重铸“类本质”概念的内核，从而使之成为马克思

扬弃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走向历史科学的关键路径。可见，《巴黎手稿》

中的“类本质”概念内在蕴含着承袭自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形式与马

克思独创的历史性内核之间的矛盾。这种思想的内在矛盾推动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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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一步发展。

二、“类本质”与“异化”的原初关联

“类本质”是德文词 Ｇａｔｔｕｎｇｓｅｗｓｅｎ 的中文翻译，也可以翻译成“类

存在”。在青年黑格尔派中，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使它成为一个受到

广泛关注和使用的概念。因此，在讨论马克思类本质概念时，有必要先

对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及其与异化概念的最初关联进行一番简

要梳理。

首先，“类本质”概念在费尔巴哈那里表现为一种非生成性的对象

化能力。所谓非生成性的对象化能力，是指人可以在对象物中把握

（认识、直观）其自身的本质性力量。如果一首音乐或是一副雕塑能够

让一个人从中感受到美，那么对于这个人来说，这首音乐和雕像就成为

了它的对象物，他在这个对象物中所证明的恰恰是人在其自身之中所

具有的音乐家或者雕塑家的天性。这种对象化能力不仅仅是在艺术的

审美体验之中，更为重要的是费尔巴哈将其运用到了宗教批判领域。

费尔巴哈将人与上帝的关系也理解为这样的对象化关系，人在上帝之

中所崇拜的是自己对象化了的本质性力量，“上帝只是人类的对象。

动物和星宿只是在人的意义之下，赞美上帝。所以上帝本质的特点，就

是他不是人以外的其他实体的对象，上帝是一种人类特有的对象，是一

种人类的秘密”①。

其次，费尔巴哈将这种对象化能力的基础诉诸理性与感性、思维与

感觉的联合，但是在反对黑格尔哲学的具体语境中，这种联合的重点不

可避免地偏向了感性一边。费尔巴哈将这种联合归结为法国唯物主义

与德国观念论的联合。“直观提供出与存在直接同一的实体，思维提

供出与存在异化了和分离了的间接本质。因此只有存在与本质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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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与思维结合、被动与主动结合、法国感觉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反经院

派的热情原则与德国形而上学的经院派的冷淡态度结合起来的地方，

才有生活和真理。”①最后，在费尔巴哈那里，“类本质”概念从对象性

意识出发，最终指向的是人作为单一主体的自我反思性特征。虽然费

尔巴哈试图恢复在黑格尔哲学压制下的感性原则，但是费尔巴哈的

“类本质”概念却出现了一种奇特的自我矛盾，即这种重新确立感性确

定性优先地位的努力却不得不依靠一种新的反思性哲学的重建。既然

基督教的上帝是人的本质性力量的异化，其最终证明的只是人自身的

力量，那么人的类本质就必然是人以人自身为对象的对象化过程。

“人的内在生活，是对他的类、他的本质发生关系的生活。人思维，其

实就是人跟自己本人交谈、讲话。没有外在的另一个个体，动物就不能

行使类的职能；而人，即使没有另一个人，仍旧能够行使思维、讲话这种

类的职能，因为，思维、讲话是真正的类的职能”②。在希腊哲学中，亚

里士多德同样将思维和言语视作人的本质性特征，不过对于亚里士多

德而言，这一本质性特征必然是在政治共同体之中的。而费尔巴哈虽

然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将这种关系视为其“类本质”的核心内

涵，“人的本质只是包含于团体（Ｇｅｍａｉｎｓｃｈａｆｔ）之中，包含人与人的统

一之中，但是这个统一只是建立‘自我’和‘你’的区别的实在性上

面”③，但是费尔巴哈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难以被称为“社会关系”，

“自我”和“你”的区别的实在性建立在以感性直观为基础上的、无中介

的直接性，对于费尔巴哈而言无非是他的“人学宗教”的代名词。即便

费尔巴哈在宗教那里看到的是人自身本质的确证，但这种本质的确证

因为缺乏社会历史内涵而显得苍白无力，一方面费尔巴哈承认人是文

化和历史的产物，但是另一方面，对他来说人类的历史实际上是各个宗

教依次更替的过程，而更替的动力则表现为人的本质在异化之后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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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复归，后者恰恰是非社会、非历史的，仍然是一个人、一个概念的自我

运动。恩格斯对此公允的评价到，费尔巴哈的理论“是为一切时代、一

切民族、一切情况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

都是不适用的”①。

由上可见，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虽然立足于感性、对象性意

识来颠倒黑格尔以理性、自我意识为中心的人性概念，但说到底，仍然

没有走出黑格尔式思辨认识论和抽象人性论，仍然是将存在论问题转

化为认识论问题，仅仅是反向地再生产出了黑格尔的主体形而上学。

在当时的环境下，费尔巴哈作为德国青年黑格尔派中的领军人物，

其思想不可避免地对马克思产生了一定影响。在《巴黎手稿》中许多

具体的术语和修辞上都可以明显看出费尔巴哈的色彩，“类本质”作为

费尔巴哈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出现在马克思的思

想历程之中。虽然马克思借用了费尔巴哈这一术语，但是从“类本质”

概念出场的文本语境、与其他概念的语义关联、其自身内在结构来看，

马克思的“类本质”概念在许多关键节点上都迥异于费尔巴哈的“类本

质”概念。我们试图从“类本质”与异化劳动、“类本质”与交往异化这

两个关系入手来说明这一问题。

三、“类本质”与异化劳动

青年马克思常用的批判方式是以价值悬设（或规范基础）来观照

社会现实，在 １８４４年承担着价值悬设功能的概念正是“类本质”。对

于费尔巴哈而言，“类本质”概念虽然也具有一定意义上作为价值悬设

进行现实批判的意味，但是这一批判意味并不强烈。费尔巴哈认为区

分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是宗教的形态，因此他的批判方式主要是宗教

批判，力图建立起一种能够取代基督教的、真正的人本学宗教。但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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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马克思而言，宗教批判仅仅是为社会现实的批判提供了可能性，“真

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

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

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①。任何仅仅批判意识领域、而不触

动社会现实根基的哲学都不能满足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任务，这也

是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对黑格尔的劳动观进行批判的理论出发点。

“类本质”概念也是一样，马克思的“类本质”从一开始就不同于费尔巴

哈的“类本质”概念，首先在于马克思的“类本质”概念的内核并不是费

尔巴哈所强调的对象性意识和自我反思性，而是感性的主客体对象性

活动即劳动实践。这集中表现为，《巴黎手稿》中类本质概念与异化劳

动概念的语义关联和思想联系。

分析“类本质”与异化劳动两个范畴的关系，首先要把握“类本质”

范畴与劳动实践范畴的矛盾关系。从《巴黎手稿》的整体框架来看，

“劳动（实践）”和“类本质”都是对作为“主体”的“人”的核心内涵所做

的规定，都是对人的本质、对主体性所做的一种概念规定。那么，在这

两个概念对“人”、“主体性”的双重规定中，谁是更为根本的一个规定

性呢？在两种概念规定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语义关联和逻辑结构

呢？这种关系究竟包含着怎样的理论意蕴与思想奥义呢？首先，应该

看到，在《巴黎手稿》中抽象的“类本质”是比“劳动（实践）”更为根本、

更为源始的一个主体性概念，直接规定着“人”的本质。其次，“类”、

“类本质”概念在“劳动”和“人的本质”这两个概念之间趋近、对接和

交融过程中起着桥梁式的语义和逻辑作用，是一个关键性的中介概念

和理论对接点。再次，还应该注意到“劳动（实践）”与“类本质”这对

概念之间更为微妙复杂的矛盾关系。“类本质”、“类生活”、“类意识”

和“劳动”这几个概念的结合与纠缠显示出了这样一种倾向：劳动概念

正在被吸纳、消融到“类本质”的概念之中去。由此，我们应该特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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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预先

设定了一个理想化的抽象的“类”实体，并据此用“类本质”和“本质力

量的对象化”来规定和解释劳动（实践）的本质，试图把它吸纳、统摄进

“类”概念之中去，进而又用这种“类”、“类本质”去规定人的本质。①

第二，劳动表现出的三个历史状态（劳动的“三段式”即未异化的理想

状态、异化状态和复归状态）实质上包含着这样一个前提预设即人的

本质的“三段式”———人的本质的理想状态、异化状态和复归状态，这

样，劳动的历史形态和历史演进就被“类本质”的理想原型做了抽象的

先验规定。第三，人通过劳动而诞生的历史又被规定为以人的这种抽

象本质的“自我复归”和“自我实现”为目标和终点的“历史”。生产劳

动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即“共产主义”又被抽象地规定为人的自我异

化的扬弃和“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向

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②

可见，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有意识地用“劳动”概念来“填充”

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的抽象空壳，用“类本质”概念来吸纳、包涵

“劳动”概念，并通过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相互规定、相互嫁接来扩展“类

本质”概念的内涵。这一系列做法的理论动机就在于以扩展了的“类

本质”概念来拒斥形而上学的理性、自我意识概念，重新奠定主体哲学

的理论底蕴和现实根基。虽然，从表层语义结构来看，马克思对类本质

概念之扩展意味着“类本质”概念对劳动（实践）概念的吸纳和消融；但

是，从深层次的理论动机上来看，对“类本质”概念的扩展其实质意义

还是在于，以劳动概念填充“类本质”概念的空洞内核，通过把“类本

质”概念的思想内核由抽象的“对象性意识”、僵死的“自然性”扩展、改

造为“对象性活动”、“实践”活动，来全面推进“主体哲学”领域内的现

实化和非形而上学化的理论趋向。而这种主体哲学的直接表现形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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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劳动及其扬弃的理论。① 异化劳动是理解马克思“类本质”概念最

重要也是最直接的概念。在笔记本 Ｉ 的“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一节

中，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做出了四个规定：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

动者同劳动过程相异化、劳动者同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同人相异化。

具体而言，异化劳动首先使劳动产品不属于劳动者，因此劳动者的能动

的主体能力变得敌视劳动者自身；其次，劳动丧失了确证劳动者主体能

力的属性，因此“劳动过程同劳动者相异化”也被马克思称之为劳动的

“自我异化（Ｓｅｌｂｓｔｅｎｔｆｒｅｍｄｕｎｇ）”。

在劳动的自我异化中，在能动的社会实践活动下的主体与客体的

双向生成构成了马克思“类本质”概念与费尔巴哈“类本质”概念的核

心差异之一。马克思在笔记本 Ｉ中将“类本质”概念表述为人类改造世

界的能力，“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了自己是

类存在物”、“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们通过自由自

觉的劳动活动能动的改造外部世界，满足自己的需求，并且不仅仅能够

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生产，还能够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生产。人将自

己的本质性力量对象化到劳动产品之中，并在自己的劳动产品中确证

了自己。这种双向生成的过程使马克思的“类本质”概念区别于费尔

巴哈以感性直观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类本质”概念。

相应地，社会关系视域的引入是马克思“类本质”概念对费尔巴

哈“类本质”概念构成决定性超越的另一个因素。如果马克思仅仅

是谈论人能动的改造外部世界，那么就仍然停留在了近代启蒙主义

的主体哲学的框架之内。虽然笔记成文有先后，但是思想形成却不

一定严格按照笔记的顺序。马克思在写下笔记本 Ｉ 的时候，可能已

经开始形成《穆勒评注》中交往异化的框架，并在这个框架下写出

“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同时在笔记本 Ｉ 中，已经有足够多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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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来提示这一点。首先是谋生劳动这一概念。按照马克思手稿的

写作结构来看，谋生劳动这一概念已经出现在了笔记本 Ｉ 中第七页

的结尾，只是此时马克思并没有详细的展开论述，仅仅是提到了这一

概念，“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①，而谋生

劳动这一概念的真正展开，恰恰是在笔记本 Ｉ结束之后所写作的《穆勒

评注》之中。

不仅仅在文本上，在异化劳动这一概念本身的论述中，马克思也暗

示了社会关系的解释思路。异化劳动的第二规定中对劳动的外在性有

这样的描述“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

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②。关于在劳动的自我异化

中所出现的“别人”这一指涉劳动者之外的另一主体的问题，国内已有

学者注意到。在“笔记本 Ｉ”中，既然马克思在类本质时所指向的意蕴

是指人的自由活动和其生命过程的确证，劳动异化归根结底也是劳动

的“自我异化”，那么在这里出现的这个“别人”是从何而来的呢？除此

之外，异化劳动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作为用来解释不同于一般私有制

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来源的经济事实，异化劳动的历史是什么样的？或

者简单说，劳动本身是如何变成异化劳动的呢？在笔记本 Ｉ中，马克思

对这一如此重要的问题也没有做出详细的解答。我们以为，对这些问

题可以通过引入《穆勒评注》交往异化的范畴来回答。

四、“类本质”与交往异化

笔记本 Ｉ的异化劳动理论已经蕴含着后来写作《穆勒评注》时系统

阐发的社会关系论的种子。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的第一规定直接从“当

前的经济事实”出发，笔记本 Ｉ中“工资”“地租”“利润”三节大量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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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事实为他的批判积攒了大量的经验材料，但是仅仅从这些材料出发，

仅仅依靠费尔巴哈主宾倒置的人本学方法，是不能说明作为异化和贫

困的根源的私有财产的。马克思如何扬弃异化这一问题只有借助一个

新的逻辑框架才能解决，而这个逻辑框架正是《穆勒评注》中交往异

化。从马克思理论兴趣来判断，这样的推论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对于

孤立个人的主客体关系考察并不符合马克思从大学毕业之后的关注

点。人们通常将马克思写给阿诺德·卢格的信中的一句话当作对费尔

巴哈的称赞。“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

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的强调政治”①。在马克思看来，缺少了社会关系

维度的人本主义批判却无法成为批判社会现实的有力武器。实际上，

马克思在论述异化劳动时也没忘掉在一定社会关系的框架下来理解异

化劳动。

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直接论述的对象是交换与分工，由此开

启了审视人的现实生活的社会关系维度。马克思明确地把人的交换与

“类本质”、“类生活”关联在一起：“不论是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交

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神。”②因为

“我”和“你”对彼此的私有财产有着互相的需要，“我”和“你”以交换

的形式来满足彼此存在和实现本质所必需的劳动产品，而正是这种互

相需要使人意识到他同每个人的关系正如每个人对他的关系一样，都

是作为社会总体中的一员而存在的。交换使得劳动者从出于本身需要

的简单直接生产开始转变为追求对他人劳动产品的占有，但是，并不能

说交换的产生是异化劳动的根源，因为交换只是人的需要的对象化从

完全由其自身完成转变为经过中介在他人中完成。在交换活动中最关

键的一环是谋生劳动的产生，谋生劳动是指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完全用

来交换，因此它产生了两个不可避免的后果。首先，劳动与劳动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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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本相分离，确认人的类本质的自由的劳动被谋生劳动所代替，劳动

对于劳动主体来说变成“异化和偶然的联系”，因此劳动产品与劳动者

的需要不再有直接的关系，他所从事的劳动种类完全取决于对他来说

是外在的社会需要。这样一来，对于劳动者而言，从事什么样的生产对

他来说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劳动作为劳动者的生命活动确认其类本质

的能力也就无从谈起了，劳动完全转变为维持劳动者个人生存的手段。

其次则是“交换关系”的形成，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交换关系实际上就

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关系，异化劳动在这种关系下达到了自己的顶

点。由上可见，交换是“类的行为”，但是这种私有财产的互相外化也

使得异化得以可能。与异化劳动一样，“交换”仍然被理解为人的“类

本质”的一种异化形式。

此时强调马克思“类本质”概念中社会关系的维度，并不是说马克

思《巴黎手稿》的思想已经达到了后来《德意志意识形态》思想的成熟

水平。此时的马克思思想中，新哲学的萌芽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价

值悬设是纠结在一起的。有学者甚至认为此时马克思历史观的“底

色”是“隐性唯心主义”的。诚然马克思看到了交换关系即资本主义雇

佣关系和异化劳动不可阻挡的趋势，“分工随着文明一同发展”①，甚至

批评国民经济学把这必然的历史趋势看作偶然的产物，但是马克思此

时对历史的把握仍然相当模糊甚至存在矛盾（当然这种现象也有可能

是我们今天无法看到笔记本 ＩＩ 所致，马克思在笔记本 ＩＩＩ 中对“历史”

这一唯物史观关键概念的把握与笔记本 Ｉ 相比清晰很多）。马克思此

时的头脑中一方面是劳动、需要和分工等脱胎于黑格尔“需要的体系”

和国民经济学的市民社会逻辑，另一方面是充满着批判激情和人文关

怀的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批判逻辑，两条互相矛盾的线索共同推动着马

克思的思想水平向前发展。而恰恰是这种矛盾的纠缠，使得马克思能

够在短短几个月之后以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清算为中介迅速脱胎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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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创立新世界观，实现自己的哲学革命。

再把经过《穆勒评注》丰富之后的视野重新引入笔记本 Ｉ“异化劳

动与私有财产”一节中，我们就能够从对异化劳动逻辑的基础上初步

回答前文中提到的“自我异化”中的第四规定性即“别人”问题。异化

劳动的逻辑从劳动的对象化开始，劳动的对象化是劳动者主体能力与

自然界的互相交换，在这种条件下劳动者的生产没有超过其现实需要，

因此劳动直接以其需要为限，因而异化也无从谈起。紧接着马克思的

逻辑转入《穆勒评注》之中，将原本一个个孤立的劳动者置于社会联系

或共同存在之中，这就是交换。交换是“类的行为”，但是这种私有财

产的互相外化也使得异化得以可能，马克思在这里作出了“人的交往”

与“异化的交往”的对比：如果这个交换的关系是按照“真正的人”的关

系组织起来的，那么每个人的劳动产品就是每个人互相的本质的确证；

如果是在私有制（不论是一般私有制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

彼此的本质的需求就异化为对彼此的互相奴役，类本质就异化为维持

其生存的手段。交换关系的发展引起了货币和谋生劳动的产生。谋生

劳动使得劳动与资本、与劳动自身相分离，劳动过程从人的生命的自由

自觉的确证变成维系其生存的手段，劳动者无法也无须直接“领有”其

劳动产品，而是获得交换的中介（货币），从而在其他私有者那里获得

维系其生存的物质资料。可见，异化的交换所揭示的正是构成异化劳

动之前提和要素的劳资雇佣关系，因而，在马克思的自我异化的论述中

才会出现一个“别人”。

这样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的“类本质”概念就可以分为两个方

面来理解：一方面，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包含着主体性维度；另一

方面，类本质则包含着社会关系、社会联系或共同存在性的维度，包含

着主体间性维度。就此时马克思的思想而言，个人的特殊性经由黑格

尔“需要的体系”（市民社会）所达到的“普遍性”。但是普遍性在这里

并不应该理解为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精神对自身的概念把握，相反，它

是近乎费尔巴哈意义上的即个人在每个他人、在“类”的集体中实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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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能力。但是，与费尔巴哈实质不同的是，费尔巴哈将这种个人在

共同存在中自我实现的能力理解为抽象的爱、理性和心，马克思却将之

理解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与个人间的互相肯定的统一。因此，“类本质”

概念在马克思那里不仅具有实践内涵，还具有社会交往、社会关系的

内涵。

结　 　 语

综上，《巴黎手稿》中的“类本质”概念既蕴含着实践活动的主体性

维度，又孕育着社会关系的主体间性维度。《巴黎手稿》用自由自觉的

劳动实践来界定“类本质”，是对费尔巴哈的首次超越，进而马克思对

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的决定性超越则是人的社会联系（共同

存在性）的社会历史维度的引入。应当承认，在将劳动实践范畴作为

自己的哲学基点这一点上马克思已经不同于费尔巴哈，但是费尔巴

哈同样在主客体能动关系上讲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缺乏社会关系维

度的劳动实践因其并未脱离旧哲学主客关系的范畴，实际上并未在

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上迈出多远。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青

年黑格尔派却很少关注社会关系的维度，一方面是普鲁士王国当时

的专制形势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旧哲学的视野所限。而马克思却通

过对黑格尔精神哲学和英法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获得了社会关系的视

野，也恰恰正是这个新的视野使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派中脱颖而出，

奠定了唯物史观诸多概念的基本框架，也成为他日后的研究确定了

方向。

我们认为，“类本质”概念是把握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思想史关系的

一把钥匙。马克思承袭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术语形式，但根本上改

变了“类本质”的概念内涵。《巴黎手稿》中“类本质”概念在不同语境

下呈现出不同的语义关联、理论内涵与逻辑线索。在异化劳动和异化

交往批判的语境下，“类本质”概念的内涵分别被界定为劳动实践、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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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与社会联系（共同存在性）。由此，马克思的“类本质”概念始终蕴含

着“形而上学形式”与“历史性内容”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这一内在矛

盾推动着马克思思想的进展。孙伯鍨先生所提出的青年马克思思想中

的人本主义与历史科学的“双重逻辑”，不仅运演于“类本质”与“实

践”、“经济事实”之间，而且更为深刻地表现为类本质概念的内在矛

盾。因而，“类本质”这个看似最具有费尔巴哈特色的概念，恰恰构成

了马克思扬弃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走向历史科学的关键路径。马克思

对费尔巴哈的继承接受之处同时也是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超越之点。马

克思并没有经历过一个所谓“费尔巴哈阶段”。

从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看，《巴黎手稿》中的“类本质”概念具有重

要的哲学史意义，构成了马克思哲学革命得以发生的关键性的中介环

节。① 在经济学和哲学双重语境中“双向生成”的劳动（实践）、社会联

系（共同存在性）概念代表着马克思同时从哲学内部和从哲学之外的

经验实证科学（经济学）领域开始的，对思辨形而上学尤其是其主体哲

学进行“双向突围”的强烈理论动机。在此基础上，他曾经试图以劳动

（实践）和“类本质”概念相互嫁接的结合物为理论基点来深度颠覆“认

知—反思”模式的形而上学主体结构，并建立起一种“非形而上学化的

感性活动式的主体性—主体间性结构”。然而，思想的发展证明，“类

本质”概念仅仅只能作为哲学革命的一个临时搭建的扶梯和桥梁而

已；一旦劳动（实践）和交往（社会联系）概念获得了它的全部现实内

涵，包含着某种“形而上学陷阱”的“类本质”概念就会因为过于抽象、

直观和僵死而变得完全不合时宜了。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

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类”的观念连同“类本质的异化”和对劳

动（实践）、共产主义概念的抽象规定一起，逐出了他的思想视界，因而

也就较为彻底地驱逐了形而上学式的主体性构造，同时，一个全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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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概念即在现实生产条件、社会关系下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现

实的个人”，即“实践主体”的概念由此最终诞生。

（作者　 郗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张继栋，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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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的公私对立到马克思的价值理论

张　 寅

摘要：马克思从未讨论传统政治思想中极为根本的公私对立问题。

对此，阿伦特等保守主义思想家、追随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

哈特和奈格里等后现代学者作出了各自的解读。本文试图证明这些解

读都没有彻底突破传统政治思想的境域，而《资本论》开篇的价值理论

表述了一种思考政治经济问题的新境域，公私对立在这一境域中不再

具有根本性。马克思在这里运用的一对关键概念是“可感性”与“超感

觉性”。

关键词：价值理论　 公共　 私人　 可感性　 超感觉性

传统政治思想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公共与私人的对立①，前者主要

关系到政治和军事，后者则主要关系到劳动和享乐。倘若不首先区分

公共和私人，传统政治思想就无法运作。或者说，传统政治思想必须从

一开始就划定政治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并将私人领域排除在外，不予置

问。我们在柏拉图的对话《游叙弗伦》中可以看到，如果奴隶在主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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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丧命，控告主人杀人就是可能的；那名奴隶假如不曾死亡，只是照常

做工，就是与公共领域无关的人。

然而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和《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等重要

的后期文本中，“私人”还经常出现，“公共”则几乎没有提到。为什么

马克思不关心公私对立？后人大致作了如下三种解读。

１．按照阿伦特等保守主义思想家的看法，马克思被资本主义经济

的巨大成就所迷惑，片面推崇劳动的力量，遗忘了至关重要的公共性。

因此，他的共产主义思想严重缺乏一种关于政治和国家的学说，这一点

可以部分地解释 ２０世纪东欧国家在政治上的混乱。

２．追随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同样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埋没

了公共性，把政治贬低成了经济的附庸；然而共产主义被视为一种对

政治的重申，一种要求团结群众、“改变世界”的运动。因此，这些学

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群众中发现或培养具有政治自觉性的进步

力量。

３．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哈特和奈格里等学者主张脱离公私

对立，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遇到了无法解决的

困难。他们发现当今世界正在形成一种既非公共亦非私人的“共同

体”，马克思的许多论述在这里被重新激活了，因为它们早已超出了

公私对立。

本文的目的是证明以上解读都没有彻底突破传统政治思想的境

域，而《资本论》开篇的价值理论———上述解读不谋而合地撇开了这一

价值理论的具体内容，至多借用了其中的拜物教概念———表述了一种

思考政治经济问题的新境域，公私对立在这一境域中不再具有根本性，

只是一个衍生性的问题。马克思在这里运用的一对关键概念是“可感

性”（Ｓｉｎ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与“超感觉性”（ｂｅｒｓｉｎ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前者在《１８４４ 年手

稿》中已经扮演了活跃的角色（译作“感性”），并在《资本论》中得到了

深入的阐发。下文中的“Ｇｅｍｅｉｎｓｉｎｎ”（共同感）和“Ｇｅｓｉｎｎｕｎｇ”（态度）

等术语都与“Ｓｉｎ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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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公私对立

现代认识论把可感物仅仅当作感官可以从中获取信息的东西，而

且这些信息还过于初级，有待于心智的进一步加工。在阿伦特看来，这

种观点忽视了古典的“共同感”（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ｎｓｅ，Ｇｅｍｅｉｎｓｉｎｎ）：

共同感转化为一种内在感觉是整个现代的特征；在德语中，古

老的德文词 Ｇｅｍｅｉｎｓｉｎｎ和代替它的较新表达 ｇｅｓｕｎｄｅｒ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ｖ

ｅｒｓｔａｎｄ之间的区别，暗示了这一特征。①

只有通过共同感，“所有其他严格私人性的感觉才适合于一个共

同世界”②。共同感使得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的人们体会到他们生活

在同一个世界中，而不是仅仅忙于各自的事务。因此，在阿伦特的理想

中———例如在她推崇备至的古希腊城邦里———可感性应当兼有公共的

和私人的形式。然而自笛卡尔以来，共同感就逐渐丧失了：“现在人们

共有的不是世界，而是他们的心智结构，严格说来，心智结构也不是他

们共有的，只是碰巧在每个人那里都相同的推理机能。”③在这种心智

的机能中只存在“内在感觉”，所以人们除了私人的劳动和享乐之外，

实际上无法触及公共性。在阿伦特眼里，缺乏共同感的人不成其为公

民，只是劳动动物，因此她把现代性的最终后果称为“劳动动物的胜

利”。然而，古典的公共性真的与私人性如此截然不同吗？

众所周知，即使在古希腊城邦里也只有少数人是公民。事实上，到

了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的末期，连大多数公民都被剥夺了政治动物的

地位。从阿伦特本人的角度看，这并不是或然的历史现象，而是具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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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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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性：虽然一般人都可以劳动，但是公共领域的“行动”不同于劳动，而

是“意味着去创新、去开始（因为希腊词 ａｒｃｈｅｉｎ 表示‘创始’、‘引导’，

最终意味着‘统治’），发动某件事”①。既然有“引导”（ｌｅａｄ）和“统治”

（ｒｕｌｅ），就必定有被引导者和被统治者。因此，对统治者来说清晰可感

的公共领域必须在被统治者面前表现为一个含混不清的超感觉世界，

否则被统治者就同样有能力统治了。或者说，传统政治思想在划定公

共领域的同时就区别了对公共性“有感觉”的人和对它“没感觉”的人，

后者只能停留在私人领域，而且应当接受前者的引导和统治。雅克·

朗西埃据此批判了阿伦特和列奥·施特劳斯：“‘自由’的民众［……］

在确定不移的意义上只有一件事可做：保持沉默并服从。”②

因此，阿伦特等保守主义思想家无非是把共同感设想为某种珍贵

的产品，只能由统治者享用，民众则没有资格拥有。反过来，私人事务

对于每个人自己都是可感的，所以这种可感性如同普通的产品。这种

设想被朗西埃称为“可感物的分配”（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ｉｂｌｅ）③，它

与阶级社会的产品分配具有相同的结构。换句话说，保守主义政治思

想尽管将劳动贬为私人事务，却在公私对立这一根本问题上依赖于产

品分配的隐喻。他们未曾说明这一隐喻，因而公共性显得完全不同于

私人性，但其实两者遵循同一种逻辑。

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法哲学原理》的“伦理”部分。黑格尔把人

们对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感觉统称为“态度”（Ｇｅｓｉｎｎｕｎｇ）④，并认为

“政治态度从国家机体各个不同的方面取得自己特定的内容”⑤。也就

是说，只有有能力进入“国家机体”的人———议员、官吏和君主———才

０２２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③
④
⑤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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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抱有政治态度，而不具备政治态度的人没有资格在公共领域出现。

女性一如既往地被排除在公共性之外，因为“她的伦理性的态度就在

于守家礼”①。

总之，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做法是：将公共的与私人的可感性划分

开来，前者较为罕见，后者则稀松平常，所以必须找到或培养对公共事

务“有感觉”的少数政治主体———而且这与产品分配的逻辑是同构的。

马克思也采用过类似的做法。《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手稿》在论述生产和消

费的同一性时提到，“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

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②。可见，艺术的可感性（“懂得艺

术”是“ｋｕｎｓｔｓｉｎｎｉｇｅｓ”）与它的公共性（“大众”是“Ｐｕｂｌｉｋｕｍ”）相互关

联，而且“任何其他产品”都具有这种关联。本文第 ３ 节将证明《资本

论》的价值理论包含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境域。

二、激进思想对公私对立的重释

在这个问题上，追随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奈格里等后现

代激进思想家都未能同传统政治思想彻底决裂。从本文的角度看，

《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主张是一种新的“可感物的分配”：与古代统治者

相反，现代资产阶级已经沦落为劳动动物，而要重建公共领域，必须依

靠现代工人阶级，因为它有可能、也有必要具备政治态度。卢卡奇的论

述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

第一，物化成了一种普遍现象，资产阶级和工人都是物化的受害

者。它不仅支配了物质生产，而且侵入了“心灵领域”和“伦理领域”，

以至于“雇佣劳动中产生的各种意识问题以精致的、超凡脱俗的、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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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此而更强烈的方式反复出现在统治阶级那里”①。换句话说，资产

阶级遭受的物化更为严重，因为这种物化没有表现为赤裸裸的压迫。

由于这一困境，资产阶级无法成为拥有共同感的古代统治者，只能实行

官僚统治，这“意味着使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以及与此有关的还有意

识，类似地适应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社会—经济前提”②。

人之为人就在于社会历史的总体据说应当是可感的：

马克思要求我们把“感性”、“对象”、“现实”理解为人的感性

活动。这就是说，人应当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同时是社会

历史过程的主体和客体。③

第二，与保守主义学说不同，这里的社会历史总体同时涵盖了政治

与经济，仿佛合并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然而卢卡奇并没有真正超

出传统政治思想，只是用公共性统摄了总体性，将经济政治化了，以

革命热情压倒了经济生活的自律性———或者说惰性、惯性。正如他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１９６７ 年的“新版序言”中所说，当初“这种以最

激进的方式推断马克思主义根本革命内涵的尝试失去了真正的经济

基础”④。

第三，人类必需的公共性会在自觉的工人阶级身上得到体现。卢

卡奇承认“在资本主义仍然内部完全稳定的时期，工人阶级广大群众

在意识形态上完全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是可以理解的”⑤，但他始

终认定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行与革命政党的积极介入终究会将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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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向无产阶级的立场。这种新的政治动物不像传统的统治者那样远离

劳动，也不再是少数人，却和传统的统治者一样对公共事务抱有恰当的

态度。

至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卢卡奇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陷

入双重疑难：（１）只有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所处的革命年代，政治才有

可能居于压倒性的地位。到了后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很快就像过去那样分开了，哈贝马斯等人完全接

受这一点。（２）（欧美的）工人阶级似乎很难拥有共同感。不论是在

“正常”时期还是在经济危机当中，大多数工人都只懂得计算各自的经

济利益，没法成为合格的政治主体。

哈特和奈格里试图通过“生命政治”的概念解决第一个疑难：

随着全球经济的后现代化，财富的创造愈加倾向于成为我们

所说的生命政治性的生产，这是社会生活自身的生产，经济的、政

治的和文化的东西在其中越来越相互重叠、相互渗透。①

之所以公私对立是阶级社会的常态，是因为经济生活向来并不重

要，只是为政治提供了一个相对自律的基础，如同“消极的舞台台

柱”②。可是在生命政治的时代，这种自律性再也无法保持下去了；经

济生活的诸多变化———例如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的更新、自然资源和

文化资源的开发———会直接促使人们提出政治问题，因为这些变化与

人们的共同生活密切相关。人类的欲望和需要也不再是只能通过千篇

一律的劳动来满足的东西，而是越来越富有内容，越来越兼具共同性与

个别性。哈特和奈格里认为“欲望在这里表现为生产性的空间，表现

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人类协作的实现”，而这一全新的空间“远远优

于汉娜·阿伦特关于政治空间的怀旧空想”③。

从这个角度看，对私人领域的贬斥是以劳动的单调乏味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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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经济事务在资本主义时代逐渐以丰富的生命政治形式将人类联系

起来，公共与私人就开始融合了。这意味着人类正在脱离公私对立，进

展到一个新的共同世界。对传统政治的怀旧或多或少隐含了对现代政

治经济的嫉妒。

然而，恰好也是生命政治的概念令哈特和奈格里摆脱不了上述第

二个疑难。就像过去需要政治动物一样，现在必须识别出“生命政治

动物”———称为“多众”。与生命政治相适应的劳动必须能培养人们的

共同感，所以这种劳动被限定为“非物质劳动”，它生产的是“交往、社

会关系和协作”①。学术团体、媒体工作者、情感服务人员等从事的都

是非物质劳动，因而是多众的一员。许多传统的物质劳动事实上也越

来越受到非物质性的支配，例如现代化的农业和制造业已经离不开科

学研究和信息产业。可是在被全球资本主义抛在后面的欠发达地区，

许多人受制于狭隘的、压迫性的处境，几乎没有可能成为生命政治的主

体。他们只能被排除在多众之外。因此，“可感物的分配”仍然清晰可

辨：有能力参与全球公共事务的人只能是对这些事务“有感觉”的

人———无怪乎哈特和奈格里的政治口号是“多众成为君王”。

三、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对可感性的动摇

上述学说无疑都有不容抹杀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这不应当

妨碍我们注意到它们都不曾深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即《资本论》第 １

卷第 １ 章。马克思之所以不关心公私对立，是因为他在这一章颠覆了

一个向来不言而喻的观点：私人领域对于每个人自己是可感的。我将

首先说明价值量不具有可感性，然后论证使用价值的可感性远远比看

上去要复杂。

在商品的二重性中，使用价值仿佛还是可感的，价值量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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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么也就是把那些使

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体的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

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

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①

“可以感觉到的属性”（ｓｉｎｎｌｉｃｈｅｎ Ｂｅｓｃｈａｆｆｅｎｈｅｉｔｅｎ）构成产品的使

用价值，把它们抽去之后，余下的抽象人类劳动是由价值量来衡量的，

交换价值也以此为根据。简言之，价值量和交换价值是不可感的。因

此，人们在实际的交换行为中不会考虑这两者，只会关注使用价值和价

格。或者说，价值量和交换价值的概念不是用来描述交换行为的———

许多对《资本论》的批判都据此以为这两个概念是多余的———而是要

揭示交换是什么。就实际的交换活动而言，马克思早已指出价值量必

定要隐藏自身，通过“否定的否定”才成为人们看得见的价格②。由于

经济主体一般来说感觉不到价值量，以商品的二重性为基础的所有理

论———特别是由劳动力商品的二重性所导致的生产过剩———在市场行

为中都难以进入人们的意识。我们尽管懂得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学

说，可是一旦在市场中活动，就不得不把这些学说撇在一边了。

自由主义改良派同样明白这一点，并提出了一种解决办法：既然经

济主体不会考虑总生产以及可能的危机，这些事务不就构成了资本主

义特有的公共领域吗？于是，必须有人对新的公共性采取政治态度，这

种人不能停留在市场里面，而是技术专家、（凯恩斯主义的）政府、（比

尔·盖茨式的）公益团体之类。这些政治主体致力于缓解一国的甚至

全球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可是无论如何，物的使用价值仿佛仍旧

是私人的可感物，新的政治动物至多关心基础设施、社会保险、人道主

义援助等，却不过问一般商品的有用性。

马克思在这里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在社会化的生产中，不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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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克思：《资本论》第 １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５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０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８５页。



量和交换价值是不可感的，而且由于交换与生产密切交织在一起，就连

使用价值的可感性也变得复杂了。如果说使用价值在前资本主义时代

无非意味着使用者与物之间的对象性关系，那么“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

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①。人们只是为

了将一个对象给予他人才会生产这个对象②。在生产过程中，产品的使

用价值虽然在生产者手中成形，却是作为消费者的使用价值呈现出来

的。这个产品尽管在现实中还是生产者的对象，在生产者的想象中却已

经是消费者的对象。当它从无到有获得自身的存在时，仿佛有一个将要

使用它的他者也能“感觉”到它，而直接感觉到它的生产者反倒不使用

它。因此到交换时，“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只是直接当作使用价值，而另

一个表现价值的商品只是直接当作交换价值”③。换句话说，双方手中

的物都仅仅在对方眼里才是有用的物，对于己方则不过是交换价值。

这一观点实际上改造了《１８４４ 年手稿》的异化学说。在青年马克

思眼里，劳动产品的异化意味着“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

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④，因为产品的所有权属于资本家，而这

种由私有财产支配的社会关系是与工人敌对的。《资本论》则迟至第 ５

章才开始讨论剩余价值；在第 １章，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还被存而不论，

生产者还是平等的所有者（第 ２章“交换过程”才引入所有者的契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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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克思：《资本论》第 １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４９页。
这一现象虽然在今天极为平常，但在理论史上或许是马克思首先注意到的。

例如在黑格尔看来，主体首先生产自己需要的产品，而付诸交易的产品“不再

是他的一个需要，而是一个剩余”（Ｈｅｇｅｌ，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Ｆｉｒ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ｙ ｏｆ Ｓｐｉｒｉｔ，ｐ １１８）；因此主体还保有“从交易中抽离（即退出）的可能性”，而
这相当于“自由的可能性”（Ｈｅｇｅｌ，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Ｆｉｒ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Ｓｐｉｒｉｔ，ｐ １２２）。这种“自由”很快离开了历史舞台。马克思在 １８４４ 年的《穆勒
笔记》中已经看到，“在分工的前提下，［……］人交换的已不再是他的余额，而

是他所生产的、对他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物”（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第 １７５页）。劳动力商品更是根本没有退出交易的“自由”。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 １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７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５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９０页。



产品的“异化”已经出现了，生产者的直接感觉已经被他者的“感觉”侵扰

了，尽管这种“感觉”只是生产者必要的想象。生产者不得不问自己：我

怎么知道我的东西对别人是有用的？马克思回答说：“生产者只有通过

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所以，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

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①在进行交换之前，生产者

已经在劳动，却还不能断定这一劳动的“社会性质”，还不清楚他者会如

何看待自己的产品。生产者即使事先对人们的需要有所调查，也无法完

全摆脱盲目性、试探性。这种深不可测的他者性属于一切现代社会关

系，因为社会化的生产不再是所有人都相互熟悉的小生产了。

生产者的上述疑问同时关系到产品的质和量。即使所有人都在质

的方面承认某种产品是有用的，也不意味着例如十万个这样的产品都

能找到消费者，所以生产者还是免不了焦虑。用传统哲学的术语说，

“这种产品是有用的”是关于类的判断，不足以决定个体产品的命运。

总之，不仅价值量和交换价值超出了经济主体的感觉，而且产品的

使用价值也只有通过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交换才真正得以存在，而在交

换之前，产品的有用性对于生产者自己也是捉摸不透的。由此可见，现

代性的真正后果不是公共性的丧失和“劳动动物的胜利”，而是根本动

摇了私人的可感性。在社会化的生产中，私人领域已经不再是私人的，

而是以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或“社会接触”为前提的。一旦交换不如生

产者所愿，他的生存就可能面临威胁。或者说，传统政治思想允许一般

人忙于自己的事务，同时把共同感当成贵重的产品，只能属于政治动

物；现代的社会化生产则把人们自顾自的生活变成了幻觉。因此，公私

对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丧失了根本性。

四、拜物教的物：“可感地超感觉的物”

对于任何难以掌控的运动来说，最坏的理解是被强行给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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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 １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９０页。



“原因”，一个仿佛在运动完成之前就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好像这样就

能消除运动的不确定性一样。例如艺术作品存在于开放的鉴赏行为

中，会随着鉴赏行为的不同展现出不同的艺术性，尽管作品自身的属性

是不变的。假如把艺术性变成作品自身的另一个属性，仿佛“艺术属

性”是先于鉴赏行为存在的，鉴赏就变成了考察作品的这一神秘属性。

同样，生产者可以幻想产品身上除了使用价值以外还有另一个属性：

“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①。物的“社会属性”仿佛不需要通过社会运

动就可以提前决定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

马克思由此———有别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引出了拜物教

问题：

［在商品形式中，］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地超感觉的

物或社会的物。②

“可感地超感觉的物”（ｓｉｎｎｌｉｃｈ üｂｅｒｓｉｎｎｌｉｃｈｅ ［…］Ｄｉｎｇｅ）原译“可感

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恐怕并不准确。按照原译，“可感觉”和“超感觉”

都是修饰“物”的定语，但其实只有“üｂｅｒｓｉｎｎｌｉｃｈｅ”是形容词，是修饰

“Ｄｉｎｇｅ”的定语，而“ｓｉｎｎｌｉｃｈ”是副词，是修饰“üｂｅｒｓｉｎｎｌｉｃｈｅ”的状语③。

原译意味着马克思运用了矛盾修辞法，但实际上作为商品的物单纯

是超感觉的，不过这种超感觉性本身是可感的。陷入拜物教的生产

者在交换之前就把决定社会运动的力量幻想成产品已然拥有的社会

属性。这个属性不是可感的使用价值，所以完全是超感觉的，不过这

种幻想本身对于生产者又是清晰可感的，甚至是他的信念。

纠正了译文之后，我们就能发现拜物教问题与德国观念论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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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克思：《资本论》第 １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８９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 １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８９页。
《资本论》的译者在注释中指出这个说法出自《浮士德》。歌德的原文是（梅菲

斯特讥刺浮士德说）“Ｄｕ üｂｅｒｓｉｎｎｌｉｃｈｅｒ，ｓｉｎｎｌｉｃｈｅｒ Ｆｒｅｙｅｒ”，钱春绮译作“超俗而
又入俗的情种”（歌德，《浮士德》，第 ２１８页），绿原译作“你这追逐肉欲和意淫
的能手”（《歌德文集》第 １ 卷，第 １１０ 页）。无论如何，“üｂｅｒｓｉｎｎｌｉｃｈｅｒ”和“ｓｉ
ｎｎｌｉｃｈｅｒ”在这里都是形容词，是并列的两个定语，不同于马克思的用法。



关联。最先对超感觉性本身的可感性做出探索的是《判断力批判》：

“人们可以这样来描述崇高者：它是一个（自然的）对象，其表象规定着

心灵去设想作为理念之展示的自然的不可及。”①崇高的自然对象———

诸如星空、群山———是可感觉的，不过我们由此感觉到的不是自然整

体，而是这一整体无可揣度的本性。这里就包含了拜物教的可能性：我

们可以把整个自然生生不息的无限性幻想成是由崇高的自然对象推动

的（诚然，现代人很少会这样想了）。按照第一批判，自然整体不属于

现象界，我们对它的“感觉”无非是先验幻相；可是这就把拜物教当成

了一种主观谬误。只有从第三批判出发，可感地超感觉的物才能被理

解成人们在崇高的对象面前难免产生的幻想。

如果说现代人不会对自然的崇高者抱有这种幻想———因为它们不

再让我们感到无限畏惧了———那么还有什么东西容易将我们引向神秘

呢？即使谢林也只是主张“一切崇高者或者是自然，或者是心灵体

制”②。走完最后一步的是黑格尔：崇高首先在印度、波斯、伊斯兰教和

西方表现为“泛神主义的艺术”，然后在希伯来诗里更好地表现为“对

唯一尊神的第二种否定的歌颂”③。黑格尔在论述后者时写道（这并非

他的最终观点）：

在神的面前，被创造的事物是被看作飘忽来去的，无能力的，

［……］只有实体才是有能力的。正是（造物主与被创造的事物之

间的）这种关系被艺术用作内容和形式的基础，才使艺术类型具

有真正的崇高性格。④

只有神还能给各种无法掌控的运动充当决定性的“原因”。马克思

的拜物教概念正是借用了神学的隐喻，而且是以德国观念论为背景的。

不过，马克思本人关于拜物教也有一些可疑的说法：

９２２

从传统的公私对立到马克思的价值理论

①
②
③
④

［德］康德：《著作全集》第 ５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 ２７８页。
［德］谢林：《艺术哲学》，中国社会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版，第 １２７页。
［德］黑格尔：《美学》第 ２卷，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６年版，第 ８１页。
［德］黑格尔：《美学》第 ２卷，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６年版，第 ９０—９１页。



产品交换者实际关心的问题，首先是他用自己的产品能换取

多少别人的产品，就是说，产品按什么样的比例交换。当这些比例

由于习惯而逐渐达到一定的稳固性时，它们就好像是由劳动产品

的本性产生的。①

在这里，拜物教的起因被归为交换中养成的习惯。然而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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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所以毋宁说资本主义时代总是在打破稳固的习惯。进而，越是

在人们可以遵循习惯的时期———在经济“正常”运行时期———人们越

是远离拜物教，反倒是经济危机让人们乞灵于神秘。马克思在讨论货

币危机时指出：

昨天［货币危机尚未发生时］，资产者还被繁荣所陶醉，怀着

启蒙的骄傲，宣称货币是空虚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货币。今天，

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叫嚷：只有货币才是商品！③

由此可见，诸如拜物教这样的神学幻想只有在人们的生存遭到威

胁的关头才会将人们击倒。在紧急状态的压迫下———这种压迫可以在

下层劳动者那里表现为物质性的困境，也可以在中上层那里表现为更

加“精神性的”焦虑———我们难以承受他者性的深不可测、自然整体的

变幻不定等，宁愿相信某些预先存在的“原因”。这是阶级社会政治经

济的死结。传统的公私对立不仅不能思考这一死结，而且总是把政治

动物确立为社会的“原因”或统治者。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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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克思：《资本论》第 １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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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价值形态说”的近康德阐释
———柄谷行人的《跨越性批判》评述

徐 艳 如

摘要：日本学者柄谷行人为了消除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中的主体

之主体性，倡导直接从康德的背反论中寻求与马克思辩证法的关联，柄

谷认为康德的背反论即某种关系（自身与他者）视角的辩证法，所以康

德的自在之物（自由）并非超越性实体，而是作为“自身的他者”的现实

存在。柄谷正是“他者之他者性”说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并非超越

性目标，而是与现实的异化的人的世界“一体两面”的现实存在，为此

柄谷从《资本论》中的价值形态说入手，试图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性，

进而揭示共产主义的“现实可能性”。但由于柄谷未能明确“关系”背

后的历史性本质，即产生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本身，从而其理论沦为了

形而上学的虚假预设。对柄谷的批判性解读无疑可以为我们理解马克

思的历史辩证法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关键词：视差之见 　 价值形态 　 交换方式 　 联合 　 资本的四个

界限

通行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对古典劳动价

值理论，尤其是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说的发展与完善。在这一语境下，价

值被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的人类劳动，而剩余价值则被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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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甚至许多学者断定《资本论》最大的贡

献就在于通过劳动价值论的阐述来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这种解

读只能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还原为理论的抽象，从而失去了现实历史

意义。而柄谷行人对马克思的解读则跨越了这种“古典”方法，他着力

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价值形态”的分析，即在不涉及劳动价值

说的情况下，在各种商品之间的关系体系中探索由货币经济构筑起来

的现实存在，即现实的资本运动及其以世界性的规模正在构筑着的

“社会性关系”。在其成名著作《跨域性批判：康德到马克思》一书的导

论中，柄谷明确指出：“有关马克思，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转向，是从中

期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向后期的资本论的转移。具体而言，

这便是价值形态的导入。”①柄谷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价值

形态的引入，表明马克思突破了以往黑格尔式的在逻辑上自我实现的

概念框架，在关系之间直面由差异暴露的现实向度，在某种意义上，这

是向康德立场的复归，即某种“视差之见”的辩证法。

一、视差之见：康德的背反论与马克思的价值形态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将自己所建立的认识论体系称之为哥

白尼式革命，一般流行的阐释多认为，康德此举实现了主观性哲学的转

向，或者说在批判的意义上将经验论与唯理论二者折中。“在以往形

成知识的过程，认识主体始终围绕认识对象而旋转的，引入哥白尼式的

革命原则后，这个过程完全被颠倒过来了，即认识对象开始围绕认识主

体而旋转”。② 长期以来，康德作为开拓主观性哲学的先行者而屡遭批

判，柄谷则认为，康德的哥白尼革命超越了经验论与唯理论二元对立的

独断理解，即在坚持二律背反不可消解的前提下，进入两者关系不停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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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的视角之中，从而在某种超越论式的关系结构之间构建一个基本的

批判立场。柄谷写道：“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彻底的以理性玩味

理性，他称之为‘超越论的’批判。”①在柄谷看来，物自体作为他者既

确证了主体的活动能力，又提示了主体活动的界限，所谓跨域性批判即

在作为场域的主体和他者之间移动，以一方批判另一方，它既非主观性

的反思，亦非客观性的考察，而是向以“物自体”为中心的思考转移。

在柄谷的解读中，康德的“物自体”并非先验的预设，而是凭借我们现

实经验无法消解的二律背反特征才能辨认的现实存在，“它（物自体）

仿佛我们的脸一样，其存在是毫无疑问的，但却只能作为印象（现象）

而看到”。② 因而柄谷认为，在康德那里，物自体乃是“他者”，指向超

越、指向自由，主观认识的普遍性只有以他者性的引入为前提，但这并

非是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将外部世界的规定性纳入主体内部，因为康

德的“主体”乃是世界之内与构成世界的主体，而“他者”也并非主体的

表象，而是赋予超越论批判以动机的东西，物自体作为他者无法随意内

在化也无法事先获得，而是作为世界内部展开的现实存在。可见，在柄

谷那里，康德的哥白尼转向颠覆了传统反思哲学对主体性妄想症的执

着，甚至已经触碰到现实自明的世界那一度了。由此，柄谷总结道，康

德的超越论，在作为无之运动这个意义上，其内在底色便是海德格尔的

存在论的。

正是以这种他者之他者性的“视差之见”，柄谷揭示了康德背反论

与马克思辩证法的关联。这一关联主要集中于《资本论》中关于价值

形态的论述，而与贝利对古典派之批判的相遇则是马克思引入价值形

态的契机。一方面，马克思接受了贝利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说的批

判。古典经济学把劳动视为价值实体，是构成商品价值的唯一要素，而

货币仅仅是对交换价值的表现而已；就此而论，商品应该具有购买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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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力量，而货币只是实现交换的媒介，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假象而

已；贝利对此予以了激烈地批判，他否定了商品内在的劳动价值，认为

商品价值只存在于商品之间的纯关系属性中，即商品之间只有得到交

换和流通，商品价值才能由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相对的表现出来。柄

谷认为，《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无疑受到了贝利的影响。在《资本论》

中马克思没有即刻将各商品的价值还原为劳动价值，而是试图从各种

商品之间构建一个所谓共时性的关系体系，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我

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

中的商品价值。”①然而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清楚地认识到贝利与李嘉

图同样忽视了货币的意义。古典派基于劳动价值说而将货币置于幻

象，而贝利也忽视了一个单纯的事实，即商品之间不能直接发生关系，

只有通过货币的媒介作用才能产生某种关联性。在马克思那里，货币

不仅仅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所有的商品都需要通过货币作为一般

等价物的商品之关系来体现自己的价值。“它（货币）的职能———不论

由它亲自执行，还是由它的代表执行———使它固定成为唯一的价值形

态，成为交换价值的唯一适当的存在，而与其他一切仅仅作为使用价值

的商品相对立。”②柄谷认为正是马克思所执着的货币的秘密揭示了资

本主义的新型统治结构：在资本主义交换体系中，货币在被放置在一般

等价形式的地位，其他商品则被置于相对价值形态上，因而货币获得了

能与一切商品进行等价交换的权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占据了核

心的地位。经过这样一种错置，隐瞒了货币与商品之间的非对称关系：

作为手段出现的货币越来越成为生产的目的，交换关系逐渐在人类关

系中占据支配性地位。换言之，货币所有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商品

而成为主体；而劳动力商品则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资本家所要追逐

的不过是货币的主导权，这正是货币完成自我增殖实现变体为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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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前提；而劳动者则“自由”地一无所有，只能以出售自己的劳动力

商品以满足生活的基本的“物”的需要。

综上，柄谷认为，价值形态论为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提供了绝佳的

切入点，这说明马克思突破了古典派与新古典主义相抵牾的既定立场，

而前《资本论》的马克思不论具备怎样的批判立场，仍然是处于古典政

治经济学的思考范式内的。对此，齐泽克的评述颇为精到，他说：“在

柄谷看来，马克思面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李嘉图及其劳动价值论———

相当于哲学上的理性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价值非实质纯关系简缩

（贝利———相当于哲学上的经验主义）之间的对立，他的《政治经济学

批判》也恰恰突破了视差视野。”①为了阐明马克思思想主题的这一转

变，柄谷利用索绪尔来比附马克思。针对传统语言学将单一的语言本

身作为研究对象，索绪尔则把语言作为某种共时性体系来研究，他采用

了经济学的模式、从体系的变化来理解语言的共时性变化。马克思本

人虽然不赞同拿货币与语言相比较，但柄谷认为，与此相应，马克思在

不涉及劳动价值说的情况下，排除了那种把具体商品视为“商品学”专

门研究对象的古典方法，他要追溯的是复数的体系而非单一的体系，即

促使某种物成为货币和商品的关系体系（价值形态）。具体而言，马克

思认为货币之所以能获得与任何商品进行交换的权能，乃在于货币在

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体系中被放置在相对于其他商品的等价形态的位

置上。“某个物是商品还是货币，取决于它所处的位置”②，商品与货币

的区别乃在于相对价值形态与等价形态的区别。因此在柄谷看来，马

克思在《资本论》中引入了价值形态说以后，他所追溯的已不是单纯的

商品和货币，不是单一的物，而是物所置于的关系领域，这是由货币经

济所构筑起来的现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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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本主义的内在批判与共产主义作为

“自身的他者”的现实可能性

当然，上述问题的内在意蕴绝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因此还不足以说

明马克思价值形态说跨域性批判的视野。柄谷认为，马克思价值形态

说的主要课题就在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结构，从而找到一

条走出资本主义的道路。如前所述，柄谷指出，《资本论》时期的马克

思认为，商品要具有价值形态，就必须在各种商品之间发生价值关系或

者交换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为价值形态来论述的，正是一

个商品只有被其他商品所交换才可能有其价值。”①但是，商品之间的

关系并不是单纯的交换关系，而必须有商品监护人的自主意志蕴含在

物中而彼此发生关系。“商品是被置于相对价值形态的东西（物、服

务、劳动力等），货币则是处在等价形态上的。同样，承担这些概念范

畴的‘资本家’和‘劳动者’，其规定性在于他们个人被置于哪一方”。②

在柄谷那里，一般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区别、价值等式两端商品的不

同性质问题，如果抛开了商品所有者的关系结构，都是无法理解的。换

言之，没有所有者的商品是不存在的，没有所有者的社会关系体现在其

中，商品作为单纯的物是无法彼此发生关系的。因此柄谷总结道，马克

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经济范畴不是货币或商品那样的东西，而是价

值形态，是物的外表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本

人所说：“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

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

者同总劳动的社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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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而柄谷认为《资本论》所考察的正是这种“关系结构”以及被置于

这种场域下的现实的个人是如何意志地呈现这种存在的。

具体而言，柄谷认为，相对于古典派单一的生产立场，马克思的价

值形态论有一个重大的转换，就在于他对流通过程的重视。“使《资本

论》与古典派经济学区别开来的，就是对使用价值以及流通领域的重

视，这反映在价值形态论。”①在马克思那里，某物在生产上不管消耗了

多少劳动时间量，如果不进行社会性的交换，其本身的价值也就不存

在。古典派认为商品乃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综合，然而柄谷指出

这不过是一种事后的观点而已。在马克思那里，商品在事前并不包含

交换价值，若不经过惊险的跳跃，即通过不把它当使用价值的人的手里

转到了把它当使用价值的人手里从而实现为使用价值，商品才能实现

自身的价值。简言之，马克思认为，价值虽然由是生产过程创造，然而

这种创造仅仅是潜在的形式，只有生产的商品售出，完成货币—商品—

货币的循环，商品的价值才能真正实现。可见，商品价值的实现不仅在

生产过程，更重要的在流通领域，这是商品的“致死一跃”。在马克思

那里，流通与生产交互规定，共同构成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性问

题视域。换言之，不把交换与流通作为出发点考虑进去，就不能合理地

理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界限及其必然崩溃的结局。柄谷认为，马克思的

价值形态论从商品二重性的分离，即价值概念里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的分离来探索资本逻辑的本性，这是居中而思、视差之见。而马克思之

后的“马克思主义”都丧失了这种视差透视法，即他们不是从价值体系

的差异来认识价值的实现，而是采取一种片面重视生产的单一立场，而

把交换和消费等其他领域都视为虚幻。

由此，柄谷提出用交换方式替代生产方式来考察资本主义的历史

性。他认为，交换促使传统社会形态中作为共同体基础的生产方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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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故而在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革命

作用。与马克思所区分的几种经济形态相对应，柄谷认为人类历史进

程中产生过三种交换方式，即赠与互酬制（农业共同体的内部）、掠夺

与再分配（封建国家①）、货币交换（资本主义内部）。当然，这几种交

换方式是广义上的交换诸类型，不仅体现了经济性的维度，还涵盖了政

治、情感和道德等其他方面的交换。在实际的社会构成体中，这三种交

换方式共生共存、相互渗透，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有所

不同而已。柄谷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以货币交换为主导，但并

没有排除掉其他交换方式，而是形成了以资本为主导的“资本—民

族—国家”三位一体的混合形态，它们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强化，要超越

这种三位一体的“强强联合”并非易事。为此，柄谷举例说道：“每人在

经济上自由任意地行动，如果这导致了经济上的不平等和阶级对立，就

会通过国民相互扶助的感情来消解之，并靠国家重新分配财富。在这

种情况下，如果只想打倒资本主义，则国家的管理会得到强化，或使民

族的感情得救。”②资本主义扎根于不同的“交换”原理之中，要想抵抗

资本主义统治体系，就必须同时与这三位一体的圆环抵抗。为此，柄谷

提出了第四种交换模式，即联合，这是互酬制在更高层次上的复归，

“建立在互酬原理基础上的社会在被国家的统治和货币渗透而解体以

后，在更高的层次上对曾经的互酬的、相互帮助的关系的复归。”③这种

联合主义是一种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联合体，它以每个个体的自由

契约为依据，在某种程度上与市场经济相似，但它不主张资本制那样的

利润挂帅；此外，它与原始共同体是相似的，但没有共同体那样封闭也

不是排他性的，它是自律性的、互酬的、相互扶助的。这是康德视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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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经济的联合体，是柄谷所谓的世界共和国的理想。柄谷指出，马

克思的共产主义正是这样一种联合运动，它不是理应完成的什么目标

或是应当实现的什么理想，它产生于当下的所有前提之中，作为自身的

他者，共产主义是一种扬弃现状的现实的运动。与马克思一样，柄谷拒

绝谈论未来，他坚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因而它的“世界共和

国”的理念是一种给予持续的现实批判以根据的整合性理念，是基于

现今的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的外部广泛联合的自发性交换

组织。

三、时代资本帝国的哲学政治学

基础：形而上的理论预设

那么这种世界共和国的理想何以可能？柄谷认为，在资本自我增

值的运动体系中，生产劳动虽然是资本获得利润的关键，但商品价值的

最终实现依赖于流通过程的致死一跃，即卖出，也就是说，作为总体的

劳动者的总工资如果不能消费掉他们生产的总产品，剩余价值则无法

实现。柄谷认为马克思正是在交换领域中给予了对抗资本的契机：

“对于资本来说，消费是剩余价值最终得以实现的场域，也是使之从属

于消费者意志的唯一的场域。”①众所周知，在资本的逻辑体系中，资本

家站在“资本”的位置上而处于能动地位，而出卖劳动力商品的人则处

于被动的位置。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价值形态中关系之

场域规定着主体的位置，也就是说，虽然在生产领域中资本家和劳动者

处于“主人和奴隶”的位置，但是在流通领域劳动者作为购买者而具有

唯一主体的可能性。生产与消费的分离赋予了劳动者成为主体的可能

性，也赋予了劳动者对抗资本的契机。柄谷通过对剩余价值的重新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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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发现：在资本的增值运动中，即 Ｇ－Ｗ－Ｇ′的运动过程中，资本有两个

容易遇到的危险契机，即购买劳动力商品和向劳动者出卖生产物，无论

哪个过程出现了断裂，资本都无法继续增值而无以成为资本。从这个

层面看，奈格里提倡的劳动者“不劳动”以及“不买资本主义生产物”都

是对抗资本的入口。然而柄谷在《世界史的构造》一书中明确指出：在

生产领域资本可以控制劳动者，甚至可以使他们积极地与之合作，但在

消费领域资本是无法左右作为消费者的劳动者的，资本即使有强制人

劳动的权力，却没有强制人消费的权力。流通领域的劳动者斗争就是

柄谷所谓的“拒买”运动，这是一种非暴力的合法运动，资本对此是无

能为力的。因此柄谷总结道：以往的革命运动总是基于劳动者进行政

治性的罢工和“武装起义”，这总是归于失败；而如今，对抗资本的场域

已由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革命的主体也由工人劳动者转向消费者。

但是必须明确，柄谷所谓的“消费者”是作为劳动者的消费者，这意味

着柄谷并没有将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生硬地割裂开来，而是在“位置

转换”之间寻找一种对资本进行跨域性批判的契机。柄谷认为，为了

对抗资本的无限压迫，作为消费的劳动者必须建立自己的联合，这就是

他提倡的“生产—消费合作社”，“在这种自由平等的生产者们的联合

中，不存在雇佣劳动（劳动力商品）。反过来说，只有通过生产—消费

合作社才有可能扬弃劳动力商品。”①

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告别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状态，产生了许多新生

的变化。在马克思逝世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工业国家采取了大量改革

措施来提升劳工生活的水准，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进入黄

金发展期之后，劳资关系似乎也并未出现马克思所预估的互相对抗的

情势。柄谷认为，当今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其现实的发

展并没有在马克思所目睹的那种狄更斯式的阶段上继续存在。一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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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征就在于马克思所谓的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发生了分离，经

济不再具有决定性的基础作用，而政治则获得了很大的自主性空间。

柄谷指出，马克思将市民社会视为底部的经济基础，而把国家与民族视

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视为市民社会自我异化的状态，但现实世界的

种种情形表明国家与民族具有无法还原到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独立

性。基于此，柄谷指出了他与马克思最大的不同：“马克思要阐明的，

只是由商品交换样式所形成的世界。这便是《资本论》，至于由其他交

换样式构成的世界，即国家和民族，马克思乃是将其打上引号暂时予以

悬置。在这里，我所要做的是，在考察不同的交换样式分别构成世界的

同时，观察其作为复杂的结合而存在着的社会构成体之历史变迁，进

而，找到如何扬弃之的可能性。”①针对马克思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领

会社会构成体的历史，柄谷指出，如果单从该角度出发，很难说明政治

层面，即国家和民族这样的东西。在柄谷看来，民族与国家是与经济层

次不同的、独立的东西，它们基于不同的交换原理，而不是一个单纯的

意识形态的布置，比如资本市场是基于一种依据相互协议的货币交换、

国家是基于作为掠夺和再分配的交换原理、而民族的存在则植根于和

商品交换不同的互酬制交换方式。柄谷认为，现代性是由资本—民

族—国家三者相互补充相互强化的有机整体，因而需将资本—民族—

国家看成三位一体的体系而辩证地予以把握，“当我们考察资本主义

经济的时候，必须同时考察分别建立在不同原理上的民族和国家。换

言之，对抗资本必须同时与民族和国家对抗。”②可见柄谷所要构建的

联合是不同的交换样式分别构成的世界，在这个体系结构里国家和民

族并不是被悬置的，而是同资本一样是这个体系的灵魂。

如果忽略柄谷对于康德和马克思花样繁多的比照性解释，柄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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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解读无疑具有浓厚的解构主义色彩。正如黑格尔所说，人总

是以最为极端的方式落入它反对的窠臼之中，柄谷对当今马哲阐释中

的黑格尔主义（主体性解释）的极端反抗最终仍然使得马克思主义落

入了形而上学之中。具体有以下几个具体表现：（１）物质生活的生产

方式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唯物论。我们知道，马克思对他的历史

科学有过一段经典表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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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在这段文字中，“物质生活（市

民社会）”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是一位

“唯物质论”者。应当注意的是，马克思强调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植

根于人们物质生活中的感性存在决定着人们的意识，而不是相反。在

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不是单纯的经济形式的存在，更非意指任何具体

形式的存在，而是包含着各种交往关系的感性存在形式，人与社会、社

会与交往体现为同一性，简言之，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即“社会总体”，固

然包含着柄谷所谓的交换形式，柄谷极端地以交换方式替代生产方式

试图驳斥传统的“生产方式决定论”，无异于画蛇添足，将马克思的“生

产方式”狭隘理解的结果只能是重新回到“唯物质论”的桎梏之中；（２）

剩余价值问题的意义究竟何为？马克思在生产领域探寻剩余价值产生

的可能性，并不是重新用某种价值实体为剩余价值寻求依据，而是为了

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限性，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就明确

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

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②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不存在自洽系统，而生产领

域正体现了资本自身否定自己的感性力量。为此，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明确指出了资本逻辑的四个内在界限，即第一，必要劳动是活劳动交

换能力的界限。这就是说，虽然平等交换是现代经济制度相较于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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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具有的进步，但是基于利润动机，资本一方面要尽力

控制本企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另一方面又希望资本市场上有足够购

买力的消费者，这无疑是两个自相矛盾的要求。笔者认为，柄谷所谓从

流通领域来抵抗资本渗透的观点正是体现了资本的第一个内在界限。

当然除此以外，在马克思那里，资本还包括其他三个内在界限：即剩余

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货币是生产的界限、交换价值是

使用价值生产的界限。可见，柄谷从流通领域来把握资本的限度只是

相对于马克思提出的资本的第一个内在界限而言，他的拒买和所谓消

费者联合体只是就资本内在运动的一个环节来反对资本运动的整体；

而马克思对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把握资本的四个界限无疑是针对整个

资本运动的基础，是从整体的角度来揭示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的必然

性。可以说，柄谷所提倡的消费联合体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资本运动

的本质，这种抵抗并不试图去消灭权力，而只是让权力并不那么畅通无

阻而已；这种非资本主义方式的运动理念固然刺激了人们的理论想象

力，为人们重新确立理论批判目标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但是资本对于现

代社会的统治，是不可能在不消除抽象劳动的暴力强制下被克服掉的，

柄谷所谓通过交换方式的变革来扬弃资本主义不过是一种理论幻想而

已；（３）从根本上忽视劳动生产意义只能将社会存在抽象为观念的存

在，个人成了免于此在在世的超自然的永恒观察者。柄谷的康德式解

读固然试图抵御学术界“以黑解马”而无可避免陷入的绝对精神的自

我实现，但脱离了总体性辩证法，脱离了人的感性活动，柄谷对资本主

义的批判只能重新回到“合目的论”的外部观照之中，导致共产主义原

则被架空。其陷入的理论抽象又如何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区别于现

今的知性科学，更枉论马克思的实践品质与革命精神了。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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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革命政治的哲学思想
———以战争的辩证法为视角

伍　 洋

摘要：战争与革命是列宁革命政治的主题；把战争转变为革命条

件，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阶级斗争，是这个主题的核心策略。但是列

宁如何在战争和革命之间进行辩证转化，背后的哲学思想还有反思空

间。在传统研究中，从战争矛盾到革命的可能性被作为列宁运用唯物

主义辩证法的自然结果，顺理成章。但问题是，向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理

论回溯并不能确保战争向革命转化的逻辑必然性，恰恰相反，列宁是立

足于对战争本身的深度挖掘，才得以确立行之有效的政治策略。这意

味着我们需要对战争本身的辩证法有更加充分的正面分析，直面其中

的偶然与断裂而非用理论简化其复杂性，以便更进一步认识列宁革命

政治中的哲学思想。

关键词：战争　 革命　 克劳塞维茨　 黑格尔

从 １９１４年到 １９１７年，列宁在战争环境下彻底地进行了哲学思考。

帝国主义战争的出现造成了欧洲共产主义阵营的内部分裂，使各国工

人阶级在反抗本国资产阶级和保卫祖国之间陷入选择困境。在这样的

挑战下，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意志和决心被不断逼问。如何在充斥着

偶然经验的环境中，重新建构起革命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激进政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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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成为列宁的哲学问题。巴里巴尔认为，正是战争引发了列宁的哲学

问题，而且在其整个政治时期，真正的哲学时刻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对

战争的态度①。

列宁哲学问题的特征，是思想与革命行动直接关联，一切思想后果

都在实践中立刻呈现。而采取怎样的战争态度能够确保革命策略的正

确性，列宁在马克思和黑格尔那里都无法找到现成答案。这一切取决

于列宁自己对战争这个事实对象本身的深刻分析。

列宁借用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这两大

思想资源来认识战争，并得出关于战争的辩证法思想。他在写作《哲

学笔记》的同一时期，也做了阅读《战争论》的笔记，而且在全集多处同

时提及黑格尔和克劳塞维茨。克劳塞维茨本人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

响，尤其是与其处于同一时期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列宁对克劳塞

维茨的评价很高，称赞他是军事史问题的伟大著作家，而且在“思想上

曾从黑格尔那里受到教益”。② 两位思想家分别在战争和历史发展问

题上的辩证研究，为列宁辩证分析帝国主义战争提供了思想利器。

列宁将克劳塞维茨和黑格尔的思想相互补充，综合平衡，有选择地

吸收前者的战争实践智慧和后者的历史目的论思想，从而形成自己的

一套帝国主义战争语境下的革命政治观念。两位思想家的理论资源之

所以构成列宁革命政治中思想要素，原因在于二者共同触碰到了革命

政治中的哲学问题，即理论和实践及其交互关系。本文认为，列宁注意

到了理论和实践之间交互共振的生产性关系，并自觉到维持革命政治

中这一生产性结构的重要意义。那么，一个重要的思考就是如何防止

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双向简化，即防止充满偶然性的战争被宏大的历史

逻辑吸纳，或者用战争的经验实践消解掉客观的历史逻辑。

列宁反思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是，在哲学思想的层面回应第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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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内部的分裂和叛变。面对帝国主义战争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列

宁批判第二国际的思想家们采取民族主义、经济主义、修正主义等非革

命的政治态度。正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革命政治的生产性，放弃理论

和实践这一结构所内含的矛盾转化的辩证法，单方面做纯粹理论的考

证，才会在列宁看到行动可能的地方看到阶级斗争的不可能。

一、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核心观点是：“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

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

手段的实现。”最为著名也常被列宁引用的一句话是：“战争无非是政

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①

首先，克劳塞维茨讨论了正确认识战争本身的性质。他指出，战争

内部贯穿着政治目的和暴力手段、理性主义的策略和非理性主义的激

情这两大主线。两大主线之间的关系是，政治理性是构成战争本质规

定性的内核，一切战争的发动和进程都与政治动机、政治形势密切相

关；战争中的暴力激情等非理性因素，只是战争的特色，尤其在现代世

界中并不存在脱离理性本质的纯粹非理性的战争。

人们不那么容易看清战争中政治目的和手段之间关系的原因在

于，战争具有高度的变化和多样性，关于战争的节奏、进程和表现形式

从来就没有一定之规。在极端情况下，战争会表现出异常激烈和暴力，

似乎一旦触发就不受任何控制，显得脱离政治的规范，只受自身规律支

配。但大多数时候，“战争并不是‘一次性爆炸’就能消失的极端行为，

往往有一段持续时间，是时急时缓的‘暴力脉冲’。”②这增加了战争的

复杂程度和人们把握战争性质的困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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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更关键的原因是，战争中的政治目的和手段之间存在双

向影响的互构关系。虽然政治目的是决定战争的首要因素，但是并不

能决定一切，而是必须适应各种战争手段的特殊性质。每一阶段的作

战经验本身亦会增加政治决策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影响政治预测的

未来。

针对战争的性质，克劳塞维茨做了一个理论上的总结：“战争是一

个奇怪的三位一体，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战争要素原有的爆裂性，这些

是盲目的自然冲动；二、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它们使战争成为一种

自由的精神活动；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战争因此属于纯粹的理

智行为。”它们分别对应的是人民、统帅—军队、政治家。”①

那么，针对战争内部偶然经验和政治必然相交织的复杂性质，我们

应该确立什么样的理论指导呢？

“一切战争都可看作是政治行为”②，这意味着政治应当被理解为

全面的智慧。把战争和政治分开，认为战争是脱离政治的纯粹暴力，或

者政治是避免使用暴力的狡猾计谋，这对于现实不能得出任何有益的

指导。

从否定面来看，第一，要避免走上构造关于战争的任何死板的规

则、原则甚至体系。政治家和军事统帅如果把实际发生的战争排除在

理论思考之外，或者总是期望战争按自己想从事的样子出现，那这是在

战略问题中最致命的错误。这个错误的来源是理论家们把战争的理论

构建变成搭造死板的战争原则和体系，造成了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永

远无法解决的矛盾。第二，理论家们不能只计算那些可以被计算的物

质对象，追求肯定的数值。“这些理论只考察物质因素，但整个军事行

动却始终离不开精神力量及其作用”③，而“理论一研究精神因素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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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困难”①。

由此可见，作战理论的正确性要由战争本身的核心困难来衡量。

根据克劳塞维茨的概括，战争的核心困难是：精神力量及其作用、活的

反应、一切情况的不确实性。只有直接面对这三大问题，作战理论才是

符合实践需要的理论。

根据这样的思路，从肯定面来看，建立正确的战争理论就要充分用

理性把握到战争中的精神因素和一切偶然与变量。克劳塞维茨关于精

神力量的洞见是，与理论和学术研究相比，“各种感受、总的印象和一

时的灵感更能播下智慧的种子，结下精神的果实”②。这些精神果实通

过真正的实践才能获得，比如军队作战技能的熟练和意志、勇敢精神的

锻炼，并且精神力量的原因、作用、结果不可分割地与物质力量的原因、

作用、结果融合在一起。

但是，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的精神因素无法真正被理论化系统化，

只能被呈现和领悟于经验实践中。“只能根据经验来确定战略上应该

探讨的手段和目的”③。其《战争论》因而以大量的战术分析和作战要

点为主，比如兵种比例、军队配置、行军、给养、民众战线等。至于如何

能动地使用精神要素，在宏观的历史目的论上阐述战争的政治智慧，对

此克劳塞维茨并没有能够涉及和加以穿透。

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思想

黑格尔对战争的态度来自于其历史哲学思想。

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整全，

和包含了具体环节的过程。作为内在逻辑的绝对精神，支配着这个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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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过程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赋予历史的经验表象以本质意义。所以

“历史是精神的发展，或者它的理想的实现”。① 所有纷繁复杂的历史

现象背后，必然存在一定的规律和目的，它们构成了历史的意义和方

向。恩格斯认为黑格尔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第一人，因为他第一个打

破传统的历史观念，不把历史看作一堆仅仅由历史事实构成的杂乱无

章的材料，而是看作人类理性精神为了确证自身而必然经历的外化过

程。“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

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

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②马克思

主义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回旋上升的历史目的论思想。

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历史目的论中，人的精神力量得以张扬。与

过去把人理解为完全受制于因果必然律的机械历史观念不同，黑格尔

从人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来反思人与历史的关系。他天才地洞察

到，历史中的人在理性精神的指引下，可以影响历史进程并确证自身的

自由意志，而这正是历史发展的终极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人作为

理性计划的实施主体通过活动发展精神意识，不断向更高级的历史观

念跃升和靠近。

人类精神活动的现实表现是，建立各项普遍原则，形成社会共同

体。在黑格尔那里尤指构成附带有法律、政治秩序等理性约束的“国

家”和完整意识形态，比如民族精神。当然，这条人类将理性精神外化

于现实世界的道路，是一条充满矛盾、冲突和偶然道路。为了建立最符

合普遍理性原则的国家共同体，人类社会必然经历朝代更迭和历史时

期的巨大转型。他由此描绘出一幅宏大的人类历史发展图景：历史从

东方世界经过希腊世界、罗马世界，一直发展到真正代表现代世界精神

的日耳曼世界。黑格尔坚信日耳曼民族注定是基督教原则的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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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绝对精神的完成者。

出于这样的历史目的论观念，黑格尔对战争持肯定的态度。他认

为战争是历史矛盾冲突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并认可这一破坏性形式

对于历史的推动作用。比如，当拿破仑侵入黑格尔的祖国，在耶拿战役

中大获全胜的时候，黑格尔反倒称赞拿破仑是“马背上的世界精神”。

因为法兰西的帝国战争传播了自由思想，从世界历史进步的客观角度

看，这样的战争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

但需要注意的是，黑格尔对战争有严格的伦理限定，即战争始终应

该服从于国家理性和民族精神。明确这一点才能理解黑格尔所认识的

战争本质———战争的本质只存在于世界历史发展这一客观目的，任何

对于战争偶然性和突变的运用，都应该被排除。战争在国家理性的原

则下才具有合法性，而且为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战争必须被作为一种

暂时的、“应该消失的”①特殊历史形态。否则，战争的冲突就会演变为

暴动和革命，一如法国大革命那样。黑格尔反对法国大革命，认为战争

不应该出现在国家内部，针对个体，因为一国之内的矛盾和不统一问

题，应该交给国家理性来维持普遍性和利用政治法律手段强制性解决。

战争不能破坏国内的和平状态，只能出于维护国内统一而一致对外，尤

其是当一国的理性发展与外部关系出现客观矛盾的时候。肩负对内保

持同一性、对外保持主权与独立性这一双重职能的现代政治国家，才是

战争的政治主体，规定了战争的政治目的。国家有权利和义务出于维

护民族精神和自由主权而战斗，为获得承认而发动战争。

所以，在黑格尔那里，战争的本质来自于绝对精神的历史目的论思

想，受国家共同体的政治规定，在否定的意义上发挥对外处理国际关

系，对内保持国家的伦理形态和个体在共同体中的同一性的历史作用。

任何对于战争偶然经验的运用，利用战争中的对抗关系引导出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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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都应该被杜绝。“在这里，重要的不是个人的胆量，而是在于

被编入普遍物之中”①。

三、列宁对二者的纠正和综合

通过分析归纳不难发现，克劳塞维茨和黑格尔就战争问题有一个

基本的共识，那就是政治对于战争具有优先地位，二者是目的和手段、

本质和表象的关系。比如克劳塞维茨讲战争是政治的一种继续，黑格

尔讲战争在国家理性、世界历史目的面前的作用，是将国内各要素整合

统一，积极地建构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普遍性，进而推进历史目的的进

程。此外，两位思想家都注意到战争问题中的多重辩证关系。比如，克

劳塞维茨反对死板地把战争理论体系化，指出战争中的不确定性和偶

然性可以极大地影响政治方向，而且战争中的精神要素也要从经验实

践的方向来深入，一直到社会的阶级关系、军事领导等层面上。作为辩

证法大师的黑格尔则严密论述了战争暴力如何能够转化为建构社会伦

理和国家普遍性的积极动力。

克劳塞维茨和黑格尔的不同点在于，针对辩证法内部历史目的与

冲突手段，二人侧重不同，进而导向了完全不同的实践可能性。克劳塞

维茨作为一个军事家，从战争的现实经验角度，展现了战争手段的不确

定性和偶然性所带来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对于政治目的具有生产的

意义。因而从理论趋势来看，战争不会被简化归纳入政治目的，回避偶

然，而是能够被作为一个独立的思考对象，通过整合社会阶级等经验细

节而发展出新的政治可能性。与此相反，黑格尔有意识地把战争的暂

时性和偶然性吸纳进历史目的论的逻辑体系中，尽可能避免战争的特

殊历史形态与客观的历史精神计划发生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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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同时吸收借鉴了这两个思想资源，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和平

衡。他纠正克劳塞维茨的地方是，战争的政治本质及精神要素，需要从

历史目的论的角度来阐释。这样才能更完善地表明战争在何种情况下

是政治目的的一种必要手段，具有什么特殊性和转化条件。正因为缺

少这个维度，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性质分析没有超出资本主义战争本身

的界限。他没有解释为什么战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阶

段，它与和平一样，也是资本主义生活的一种合乎规律的形式”①，以

及，既然战争是对战前政治的延续，那么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和政治分裂

如何在战争条件下继续表现出来。这些恰恰是列宁最关注的问题。克

劳塞维茨虽然提出天才洞见———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却没有进一步

渗透战争在历史中的作用。

列宁纠正黑格尔的地方则是对其历史辩证法做实践性的诠释，坚

持在大尺度概念下细究各种具体情势。比如战争中的集体行动，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难以名状的精神资源”②。如何激发起强有力的精神

力量以动员大众，这不仅需要宏观的意识形态宣传，也需要恰当的领导

人物、适时的胜利经验等小尺度上的实际效用。此二者是同等重要不

可或缺的。此外，虽然黑格尔相信历史的理性目的对战争手段有足够

的控制力，他却没有针对战争的对抗形势的持久性、尖锐程度和可能的

现实方向，以及能否引发革命反抗给出答案。这就极大地削弱了黑格

尔历史哲学思想对于现实战争的解释力度，其辩证智慧也因此显得没

有实际用处。在这里，列宁明白只有自己去思索和寻得答案。他说：

“这些我们不知道，而且谁也不可能知道。只有先进阶级———无产阶

级革命情绪的发展及其革命行动转变的经验才能告诉我们。”③

雷蒙·阿隆在《战争与和平：国际关系理论》中总结道：“无可争辩的

是，政治科学不是操作性的，不具备物理学意义上的操作性，甚至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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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意义上的操作性。”①这道出了战争与政治的某种要义。那就是，

只要我们不人为地把看似偶然非理性的战争和必然理性的政治截然二

分，那就要直面其中的断裂和空隙，而这种空隙没有既定的运算公式。

对列宁来说，察觉并明智地应对这种断裂和空隙，恰好就是“一切

社会党人的不可推诿的和最基本的任务”②。该任务包括：“向群众揭

示革命形势的存在，说明革命形势的广度和深度，唤起无产阶级的革命

意识和革命决心，帮助无产阶级转向革命行动，并建立适应革命形势需

要的、进行这方面工作的组织。”③通过综合平衡克劳塞维茨和黑格尔

的战争观点，列宁从帝国主义战争的经验现实和无产阶级的历史目的

这两个方面，综合考虑这一任务，并以实际有效的革命策略为落脚点。

当列宁独立思考“战争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即暴力的〉手段的继

续”这一辩证法原理在战争上的运用时，他不是空谈政治目的和战争

手段二者间的张力问题，而是试图借助前述两种思想资源来提出自己

关于革命政治的哲学思想。

四、列宁革命政治的哲学思想

战争与革命是列宁革命政治的主题。战争是当前帝国主义政治的

现实表现，革命则是以马恩科学社会主义为历史目标的政治行动。面

对当下战争的强大冲击和未来的革命理想，列宁从两个方面双向思考

了战争与革命的关系。第一，在战争的偶然断裂中寻找革命的可能时

机。第二，用唯物主义历史观诠释战争，强化战争的帝国主义政治本

性。根据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社

会主义的前夜。帝国主义的政治就是资本主义大国为资本扩张而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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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阿隆：《战争与和平：国际关系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７６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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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抢占世界市场的充满冲突的国际政治。从资本的矛盾本性和历

史发展规律来看，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必然内在爆破，走向灭亡。可

见，列宁用无产阶级历史观，在微观的战争经验和宏观的革命方向之间

构建起了基本的一致性。

但是，仅仅用无产阶级的历史目的论吸纳战争产生的政治可能性，

是不够的。这仍然是单方面的历史目的论还原。实际上，列宁的革命

政治中还包含两个重要环节，它们共同支撑起战争与革命之间的有效

转化。

第一个环节是战争与政治之间的转化。列宁综合平衡克劳塞维茨

和黑格尔的思想成果是提出自己的革命政治思想：首先，根据政治对于

战争的优先性，作为历史客观任务的无产阶级斗争应当从实际战争环

境中抽离出来，保持历史发展逻辑上的独立性。所以，即使在战争打乱

革命策略的环境中，无产阶级斗争仍然应该继续制造自身的影响，发挥

意识形态功能。在这一点上，列宁的政治立场已经高出其余的马克思

主义领导者。比如卢森堡，虽然在原则上仍然坚持阶级斗争的立场，却

在实际的战争问题面前，采取了用民族战争的策略。其他的第二国际

思想家亦如此。这实际上等于在战争事实面前放弃主动地制造阶级斗

争的政治话语。这也是为什么列宁认为对社会党人来说最严重的灾祸

不是革命计划被战争打乱，而是背叛自己社会主义的信仰①。

其次，根据战争对于政治的生产性，当下的世界大战应该被转化为

阶级斗争的条件，而且这种转化的可能性能够被无产阶级领导者从理

论和实践上掌握。显然，只有列宁坚持这种可能性，并成功地找到了行

动介入的方案：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是唯一正确的无产

阶级口号。他看到，无论直接回溯马克思还是黑格尔，都没有关于把战

争转变为一种阶级实践的现成主张，只有从战争与政治本身的内在断

裂中介入主体行动，打乱战争固有的逻辑和既定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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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才能利用战争中的偶然性空间，进行政治性的生产。所谓政治性

的生产，在列宁这里就是革命的可能。

第二个环节是战争态度与革命策略之间的转化。对于坚持制造

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影响和在当下寻找阶级斗争的可能条件，列宁

将这两点概括为对于战争的态度问题。而且，对于战争的态度内在

地包含政治立场，进而决定了革命策略的制定。换句话说，革命策略

的客观基础虽然是宏观的科学社会主义历史目标，但在直面现实和

转化的辩证语境中，一切都取决于主观的意志和决心，取决于对当下

时刻的解读深度。这正是革命政治的主体动力，是列宁主义革命精

神的内核。

从战争态度到革命策略，列宁有一系列的推演步骤。早在 １９１４ 年

２月，他就在民族自决问题上思考了发生在“东方”世界的战事冲突所

具有的世界意义。到这一年的 ８ 月，他已经把西方世界的相互征战和

对外扩张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对接起来，不仅把它们作为一个巨大历

史事件的两个对立面，而且以之来对应共产国际阵营内部的政治分裂。

在此之后的一系列文章中，列宁将这种观点发展为一种辨别政治立场

的标准，区分俄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大多数领袖，批判以民族主

义偷换社会主义的斗争方式①，等等。所有这些，都被列宁放在社会民

主党人“对战争的态度”这一问题上来讨论。在 １９１４ 年年底，列宁在

《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１９１４年 ９月 ２８日）》中正式提出变帝国主义

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这是第一个表明布尔什维克党对战争态度的

正式宣言。列宁提出这一口号，这来自于既有的巴黎公社的经验，也来

自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客观结果。他认为，“只有

这样的策略才会成为工人阶级适应新历史时期各种条件的真正革命的

策略。”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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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论

至此，从战争辩证法的视角，我们可以为列宁的革命策略作如下

辩护。

从第二国际支持战争的思想家到许多后世的研究者，他们只是在

一种极其普通的、经验常识的层面上理解列宁转变战争为阶级实践的

革命策略。人们或者认为这是列宁出于国内国际民族主义、爱国主义

淹没社会主义思想，不得以才提出的纯粹实用主义的设想，或者认为列

宁把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对现实进行粗暴的套用，利用社会动乱不安

来洗脑大众。这两种见解，一个持纯经验实用主义的态度，另一个持抽

象的纯观念的唯心主义态度，在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如前文所述，这

是单方面的克劳塞维茨视角或黑格尔历史目的论视角。

其实，列宁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时，他并非仅仅提出了

一个在许多人看来显而易见的观点，而是内涵着深刻的战争辩证法思

想。战争不单纯是一种灾难，也是一个过程。在这个具体战争形式复

杂多样、或隐或现的持续性过程中，资产阶级已经在隐蔽地利用战争之

于政治的双重性质，即一方面获取国际利益，另一方面整合国内矛盾，

秘密地在战争手段和政治国家的权力统治之间背地里多向操作，明面

上又相互简化。列宁看清楚了这一点，其他大部分人还浑然不觉。其

中原因，除了列宁的政治睿智，还在于他始终忠诚于无产阶级、工人大

众的立场。毕竟，退一步讲，无论战争如何多变和复杂，国家内部的工

人大众被卷入战争而且并不真正有利于自身阶级利益，尤其在全球视

野下，工人阶级只是被裹挟进了新的相互竞争、对立和消耗中，进入类

存在异化的新阶段，这是一个事实，当然也需要天才人物的洞察。如何

把握战争这一持续性过程，将其转变为阶级实践的条件，这要进一步通

过论述革命才能真正完成战争和革命之间的互构工作。前文已经提

到，战争不必然导致革命，革命也不必然产生于战争，但是战争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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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之间存在相似的内在结构。正如战争内部存在经验现实和政治目

的之间的区分和张力，革命也是由现实实践和理论指导共同组建的。

列宁通过思考战争的辩证法，看到了革命的可能性，而这是通过一系列

现实和观念转变才能获得的。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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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有关毛泽东思想之
传统文化渊源研究综述

武 文 超

摘要：本文对国外学者有关毛泽东思想之传统文化渊源研究进行

系统地梳理剖析，分别从儒学对于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影响；毛泽东人格

形成与文化背景的关系；军事思想与哲学辩证法中蕴含的传统文化底

蕴；政治思想与群众理论等方面来对国外学界研究状况展开论述。国

外毛泽东思想研究为进一步深入理解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多重维度，拓

宽了研究视域。但由于政治立场与文化背景存在巨大差异，国外学者

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有些观点并未完全符合事实，要用批判性视角来

重新审视，重新建构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视域。

关键词：国外毛泽东研究　 传统文化　 儒学　 军事　 政治

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研究是国外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领域，在毛泽

东思想的中国文化传统渊源方面也有不少分析论述。比如 ２０ 世纪六

七十年代，围绕毛泽东思想的来源问题，西方学界就发生过两次大的论

争。第一次论争双方是美国“中国学”右派的代表人物卡尔·魏特夫

和“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本杰明·史华慈。争论源于史华慈在《中国的

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毛主义”这一概念，此

著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异端”，不同于“正统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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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并指出“在党与阶级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主义在行动上的

异端意味着这个分类过程中的另一个重大举措”①。依照这一分析，毛

泽东思想具有独创性，而这种独创性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右派

学者魏特夫则不同意这种观点。在《“毛主义”的传说》中他指出，“毛主

义”只不过是一个传说，根本不存在什么“毛主义”。毛泽东的革命理论

和战略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翻版，他反对“异端论”。第二次论战发生

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中后期。继续以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

问题为争论焦点。论战一方以“左派”的理查德·费理察、安德鲁·沃尔

德尔为代表；另一方以“自由派”的史华慈、施拉姆、迈斯纳为代表。“左

派”学者的观点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不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

离，而是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一种革命发展战略。费理察在

《马列主义传统中的毛和马克思》中讲道：“我们怎样才能在其与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关系中来理解毛泽东的思想？答案就是，把它理解成为一种

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旨在中国实现马克思目标的革命发展战

略。”②他们不同意“自由派”的“异端论”。而“自由派”的学者更强调

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名义

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毛泽东的思想已经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

是马克思主义同经过改造的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两次论战争

论的核心其实是毛泽东思想是否是一种新的思想，能否归于马克思主

义理论范畴，进而引发了对毛泽东思想的来源问题的深入思考。

一、儒学传统的影响

中华传统文化之主流是儒学，儒学从先秦孔、孟、荀思想发展到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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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心学、理学之争，已构建了一套细致完备精深的理论系统。明清之际

的思想家更是大胆创新，对于实学和启蒙思想的产生均有关键影响。

学界不少学者认为儒学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最大。

罗伯特·佩恩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孔子的学说同中国农民的要求

相结合的产物。他说：“使中国革命成为现实的心理学力量早已众所

周知了，这就是孔子的学说。”①并认为“毛泽东遵循了几乎所有儒学经

典的指示”②。弗塞沃洛德·霍勒布尼奇 １９６４年对《毛泽东选集》作了

一次统计，说在文中的全部引文里面，儒学和新儒学的语录占了 ２２％，

居各种语录之首。③ 这表明毛泽东思想来源于毛泽东早年的儒学功

底。弗塞沃洛德·霍勒布尼奇还认为，中国语言所具有的独特性，使中

国文化成为与西方各派思潮不能相容的文化，因此毛泽东思想的来源

只能是中国的儒家文化。④ 将毛泽东思想之传统文化来源单方面归于

儒家，未免以偏概全。魏斐德强调心学对于毛泽东的重要影响。毛泽

东的实践论，他的“知行统一”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非常相近。⑤ 毛

泽东显然是以一种能使他完全忽视错误意识问题的方式将上述两种实

践传统（王阳明和马克思）结合在一起的。⑥ 王阳明关于实践的理论、

新康德主义、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格林对意志的尊崇等，都对毛泽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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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意志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使毛立志进行不间断的无休止的历

史变革，比马克思所主张的更极端得多”。其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毛

泽东的思想作为“雅各宾主义的变体”，在根子里含有“救世”的思想，

“就是孔子说的，君子有责任使民众获得新生”①。同时魏斐德也注意

到，王夫之对族群主义的社会学理解深深影响了一批激进知识分子和

民族主义者，包括毛泽东。② 毛泽东的爱国主义情节源自儒家传统。

王赓武指出，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这个阶段里，湖南爱国人士王夫之的文

章、《孙子兵法》的谋略或是《水浒传》中的英雄故事对毛泽东的影响都

很大。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这些思想更为进步，也更为实用。③ 有的学

者认为，毛泽东思想也具有理学之传承。岩间一雄在《毛泽东的光与

影》一书中，梳理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理论的形成与实践。他认为，

毛泽东接受其师杨昌济融合古今东西思想的影响，坚定地宣扬通过朱

子学惩治人欲，以及阳明学的理想主义的实践主义，但同时毛泽东漏掉

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观点。④ 岩间一雄指出，毛泽东在声明信仰马

克思主义之后，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当作唯一的世界观，依旧存在着无

政府倾向，更深层的信仰则是宋明理学的世界观。

然而，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毛泽东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

儒家学说进行了批判性改造。如金思恺指出，毛泽东完成了对包括儒

学在内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批判，而批判传统文化、传统思想的唯一

标准就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⑤ 王赓武指出毛

泽东对于儒家学说态度的转变。在统一战线时期，毛泽东曾毫不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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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引用过儒家的说法，并带着些许的赞赏之情。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毛泽

东开始降低孔子的名望，但直到 ５０年代末期的“百花齐放”和“反右运

动”之后，他才开始真正猛烈的攻击。① 他认为，作为中国人的毛泽东

十分清楚，新正统可以与儒教国家做个比较，后者在 １９１１年就结束了。

比起鼎盛时期的儒学，毛主义不仅仅是在当代更具进步性，而且更为重

要的是它还有助于改变世界，而这是儒学永远都不可能做到的。② 爱

德华·弗里德曼认为，出于各种复杂因素，毛泽东发动了反对儒家思想

的运动，他的目的是为了颠覆传统文化的残余。因为传统文化束缚女

性，轻视年轻人，强调和谐退让更胜于斗争和追求，这种文化认为体力

劳动者不可能有领导权。在寻求大众意识层面的过程中，文化传承阻

碍了进一步的革命化。③ 弗里德曼的观点未免太过极端，没有看到毛

泽东对于儒家传统的继承与肯定的一方面。在教育层面，恩瑞卡·皮

斯切尔认为毛泽东反对孔子的教育观点，但又继承儒家的教育手段。

他指出，毛泽东强调体力劳动对教育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种通过

体力劳动进行的教育与孔子的教育思想形成鲜明对比。因轻视劳动，

孔子遭到了猛烈的攻击。毛泽东反对孔子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而

皮斯切尔同时也指出，毛泽东另一方又继承了儒家传统，强调教育作为

一种统治手段，首先是为了选拔统治者，然后才是通过教育使得他们得

以统治人民。应当改变的是受教育者、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但教育本

身不用改变。④

关于毛泽东思想渊源与儒家的关系，学界基本可分为两类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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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肯定毛泽东思想中对于儒学的传承；二是毛泽东对于儒学进行

的批判、否定与改造。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二者同

时进行，并不矛盾，对于儒学一方面继承发扬，另一方面则进行批判

和改造。

二、人格之形成

文化背景对于毛泽东人格与思想从产生到发展再到最后的形成，

都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是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者一直非常重视

的方面。学界从时空研究角度上着手：从时间上讲即是追溯历史，强调

从幼年开始，毛泽东人格的形成离不开大的文化环境；从空间上讲，毛

泽东思想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的特性，追根溯源，他始终都是一个地道的

中国人，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终其一生都无法摆脱

其影响。

白鲁恂在《毛泽东的心理分析》一书中从心理学、历史学的角度研

究了毛泽东的生平。他认为，那些潜心研究毛泽东思想来源和主要内

容的学者并不能清楚地解释毛泽东的思维方式，他们的研究仅仅注重

了结果，却忽视了原因。而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毛泽东的人格因素在他

的政治生涯中至关重要。① 白鲁恂对于毛泽东的人格特质做了大量的

考察，试图通过这样的心理—历史研究，进而找到解释毛泽东的人格和

思想的有效途径，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他强调要回溯到儿童早期的

基本家庭关系上。米歇尔·奥克森伯格认为白鲁恂的观点也许是正确

的，对毛泽东的理解最好是基于情感而不是基于理智。② 然而，他强调

目前可用的信息尚不足以支持从心理层面对毛泽东进行完满的解释，

只能简单地描述他的思想观念和权利意识。他的本质中充满了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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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性和变化，但同时又像一块磁石，坚实稳固。① 本杰明·史华慈认为

毛泽东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他的思想及其来源有着深刻的中国文

化背景。他强调教育对于毛泽东的影响，尤其是青年时代。毛泽东早

年一直生活在“传统”中国，不仅接受了乡村的通俗文化，还接受过良

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实际上后者对于毛泽东的影响可能更为深

远。② 毛泽东成长于“传统”的中国社会，他的文化根基不可避免地带

有传统文化烙印。比如，毛泽东对美学和文学的理解完全出自中国传

统，而他的生活方式也保留有传统的习惯。③ 晚年毛泽东的反形式主

义和反制度主义可能在中国英雄（禹—夏）传统的异端诗歌中有其本

土性根源，而这些在史诗性小说中被活灵活现表达出来的东西，是毛泽

东儿童时代最爱读的文本。这些文学想象一定会与在湖南、江西和延

安的实践经验一起，融会在毛泽东的思想之中。④ 王赓武指出，毛泽东

的诗词以及他对于传统形式的恪守，是他最具有中国味道的地方。尽

管他的崇拜者们赋予他的诗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意涵。诗词所记录的

是他的一生。显然，毛泽东土生土长于中国。⑤ 王赓武强调毛泽东作

为中国人的特性。魏斐德则认为毛泽东身上的爱国情怀正是源自于传

统文化。他指出，毛泽东复兴中华的爱国思想来源于中国早期的两种

民族传统观念：一种观念来自儒家的知识精英，他们提倡个体忠诚、爱

国；另一种则在民间广泛存在，主要包括替天行道的英雄主义精神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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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反抗外族入侵的文化传统。①

从时间与空间的角度分析毛泽东的性格与思想的形成，为进一步

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维度。时间侧重于历史，空间侧重

于地理环境的影响，这在毛泽东研究中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三、军事与哲学

毛泽东性格中的战斗精神和实践中独到的军事战略思想，主要源

于古代传统文化，包括文学作品、兵家、法家甚至道家等思想。纪亚玛

指出，毛泽东从小就表现出了强烈的战斗气质。从青春期开始就逐渐

形成了这样的性格特征。在那个年龄的所有中国学生都会读《三国演

义》或是《水浒传》。但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才会受到这些书如此深刻

的影响。在很早的时候，毛泽东就表现出强烈的反叛精神。② 纪亚玛

认为他的军事学说来源于经验，并可以纳入他的哲学认识之中。毛泽东

的军事思想具有非凡的适应性，这和当时中国的现实境况、毛泽东的个

人经验以及他早期接受的理论训练密切相关，因而他能在战争中随机应

变。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基本要素很早就形成了，并在随后的过程中慢慢

丰富发展起来。③ 他一度被指责是“游击主义”（ｇｕｅｒｒｉｌｌａｉｓｍ），很可能

是遵从孙子的教诲：“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④

毛泽东从没有真正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

虽然如此，他却十分熟悉史学家所记载的那些中国军事历史，了解到伟

大的军事家孙子的某些思想。他战略中诸如欲擒故纵、上兵伐谋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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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应该出自孙子。而他的歼敌于野、一鼓作气却是受到了现代西方战

术的启发。① 米歇尔·奥克森伯格看法略有不同，认为毛泽东采取了

类似于荀子对孔子的解释：军队是权力的必要但不充分的组成部分，要

进行有效的统治，军队就必须与礼义结合起来。② 也就是说继承了荀

子的“隆礼重法”的思想。

毛泽东用实际战场证明了自己超凡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智慧，是对

中国传统文化中军事战略理论的最好的运用。纪亚玛进一步指出，战

争基本上是社会现象，而不是人性表达（个人或集体仇恨）。它不可能

摆脱它的阶级成分。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突破了儒家传统，体现出了更

多的道家思想。他甚至拒绝承认那些限制了古代战争的道德因素和社

会因素。③ 纪亚玛认为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中道家因素也发挥着作

用，毛泽东突破了儒家传统。

另一方面，在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时，学者们注意到了毛泽东哲学

辩证法思想的来源，除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学说的影响外，可能更多地

受到了传统道家、甚至佛家学说的影响。

施拉姆指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充斥着内涵丰富的矛盾，这在《矛盾

论》中已初见端倪。他对矛盾的解释更多来自阴阳学说而不是马克思

主义。④ 而且，自 １９１８年起到毛泽东生命终结，他的著作中均隐隐流

淌出古代道教辩证法的余音。⑤ １９５８ 年毛泽东在关于“不断革命”论

的指示中写道：甚至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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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突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都是

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① 此刻毛泽东已经表露出某种对人类必有

一死和万物有序的认同。② 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这种看法变得更

为显著，而且伴之以对道教经典的明确称引。“（我）赞成庄子的办

法”，他在 １９６４年写道：“死了老婆，敲盆而歌。死了人要开庆祝会，庆

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消灭。社会主义也要灭亡，不灭亡就不

行，就没有共产主义。”③老庄道家思想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具有潜

在性的影响，比起战略政策，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影响。１９６４ 年，

毛泽东重新发现了道家和佛教。他这样做的一个后果便是放弃了马克

思主义辩证法“三大范畴”中的两个，包括否定之否定。他认为，质量

互变仅仅是一种对立统一的特殊情况，而否定之否定则根本没有。④

施拉姆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对于道家包括佛家学说的不断运用。韩国

学者梁再赫在《中国古代哲学与毛泽东思想的渊源》一书中，对中国传

统哲学中的自然概念与毛泽东哲学中的自然概念进行了纵向比较研

究，认为毛泽东的自然概念不是一种单纯的本体论概念，更多的是一种

呈现辩证法色彩的概念和体现实践性的概念。⑤ 阐释了中国古代哲学

与毛泽东思想渊源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野村浩一则认为：“毛泽

东的矛盾辩证法思想的来源是古代中国的阴阳二元论，在本质上属于

中国传统思想的一种。”⑥

国外毛泽东研究学者对于毛泽东之矛盾辩证法哲学思想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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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深入挖掘其根源，最终在先秦道家、阴阳二元论，甚至佛家思想中找

到依据，说明了毛泽东思想不是单独某一种思想的传承，而是具有复杂

性和创新性、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的丰富的理论体系。

四、政治与人民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和理念，也带有深深的传统文化的印记。学界

对于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进一步追溯

其本源。

杰克·格雷认为：“毛泽东的思想与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

非常紧密，几乎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主要特征的翻版。”①史华慈也认为

“毛泽东的思想”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决不能与他的政治生活割裂开

来。② 施拉姆强调毛泽东不仅把政治权利看成革命变革的催生因素，

而且视作促成新价值的想象之所，以及决定道义是非的权威所在。在

某种程度上，他的这种政治权力观点更接近于传统中国思想，而不是马

克思或列宁。③ 米歇尔·奥克森伯格认为毛泽东为了使列宁主义和中

国传统的主导思想（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保持一致，非常重视开明领

导和组织能力，并将之作为影响政治结果的决定因素。④ 恩瑞卡·皮

斯切尔指出，自从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实

现“普遍法则”是不可能的。但在他的意识里，“被压迫者”或“人类的

绝大多数”渴望达到理想世界，这个世界中绝大多数人能够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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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毛泽东恰当地运用了儒家概念，将之表述为大同思想。但

这难道不是他年轻时代康德思想的再现吗？① 皮斯切尔将毛泽东试图

创造的理想世界比作儒家大同世界，同时认为此思想也受到康德的影

响。魏斐德也谈到，太平天国运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有着

独特的原始共产主义传统。后来的革命者如毛泽东等人，他们以此为

傲，并带有强烈的自我认同。② 施拉姆却反对此观点，认为毛泽东是儒

家英雄主义的年轻信徒，他更乐于支持曾国藩这样的儒家典范，这位击

败太平天国运动的清朝官员，而不是太平天国运动本身。③ 魏斐德和

施拉姆都注意到了湖湘文化及其代表人物对青年毛泽东政治思想产生

的巨大影响。魏斐德指出，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政治认同与他的家乡在

湖南密不可分。曾国藩非常看重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儒家道德

观念的复苏。这一时期，湖南因为积极反抗外国入侵并极力尊崇儒家

传统文化而负有盛名。１９１９ 年五四运动时期，长沙成立了船山学社，

毛泽东曾多次参加这个学社的活动。④ 王赓武直接指出传统文化对于

毛泽东的决策和政策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的观念和传统对毛泽东的

兴味和决策上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政策的

影响也极为深远。⑤ 由此可知，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形成与传统文化密

不可分，甚至部分都是文化传统的直接继承。

在毛泽东政治思想中，“人民”概念是其核心内容。国外毛泽东思

想研究界亦非常重视“群众”、“人民”概念，并展开了系统的研究。

史华慈强调作为在整个政治进程中最为积极和完全参加者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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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概念，已经成为“毛泽东思想”之本质的一部分。毛泽东在信奉共

产主义之前，把人民群众看做动态的历史发展力量。这种看法在辛亥

革命前就形成了，并没有受到改良派思想家的影响。毛泽东在中国传

统文学作品中已经触及了关于“人民”的思想，只不过他当时没有将

“人民”本身视为主要的动力。① 群众概念是毛泽东思想的本质部分，

但与西方之群众概念有别，更加强调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

大量论述了君民之间的关系。儒家主张对人民施以仁爱。毛泽东早年

便从儒家文化和通俗小说中接受了这些观念，后来又接触了外来的民

粹主义思想。② 因此，如果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确实敏锐地意识到了

“人民”所经受的欺压，那么这恰好印证了他所受到的中国文化熏陶和

他以“学者”自居的责任意识。施拉姆不同意史华慈的观点，他指出毛

泽东的“群众路线”认为普通群众可以成为制定正确政策的思想源泉，

并且认为他们能够反过来理解这种政策，而不是盲目地执行政策，这标

志着同中国传统思想的中心问题的巨大决裂。孔子曾言：“民可使由

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第八》）五四运动以来，即便毛泽东号

召保护中国遗产中仍然进步和有用的东西，但他仍力图从中国人头脑

中铲除儒家思想的这个方面。③ 施拉姆认为毛泽东恰恰想要批判儒家

思想关于人民的理念。王赓武指出，毛泽东公开承认，他在政治上更为

重视普通民众的价值观和愿望。作为一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相信

自己必须站在群众一边。因为普通群众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显然是

中国人，这种中国身份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④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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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武一方面肯定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另一方面也注意到，毛泽

东把自己和农民放在一边，他确定他是一名中国人，即使是最保守的儒

家学者也不能苛责他。因为在儒家学说里，农民是首要的生产者，他们

在中国传统的评价是很高的。① 毛泽东也是儒家思想重视农民的继

承者。

要注意的是学界存在一大批学者认为毛泽东是一位民粹主义者。

除史华慈外，永野英身认为，“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俄国民

粹主义者”，“民粹主义作为他终生不变的思想上的潜流在持续不断地

流动着”。② 施拉姆则更直接地表达了这一观点，毛泽东是一个广义上

的民粹主义者。“整个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统一体，而且是一

个强大的进步力量。”另外，“他们不但把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对世界的

伟大贡献当作反帝宣传的旗帜，而且认为它们本身就值得重视”。③ 雷

蒙德·Ｆ．怀利也指出毛泽东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致力于推翻军阀和

帝国主义，实现中国的统一和解放。此外，基本上是从民粹主义的观点

来看待统一和解放的。④ 他认为这种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情感极大

地影响了如何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作用。民族主义的当务之

急是要求国外的理论必须反映中国人民的历史文化特征。莱塞克·科

拉科夫斯基则称毛泽东的人民思想为一种“乌托邦”主义，与马克思主

义背离。他宣称：“毛主义的最后形式是一种激进的农民乌托邦，在它

中间，虽然马克思主义的习语处处可见，但是其主要的价值观念似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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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①其所谓根据，是“毛主义迷信农民是共产主义

的支柱”②。

学界用民粹主义等同于毛泽东的群众概念，未免有些牵强，并不能

够切实地理解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的观点。毛泽东的群众路

线，绝非一种简单的民粹主义，而是在传统儒家文化中“人民”观念的

根基之上，结合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条适合于中国革

命的道路，以人民为根基，其最终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同时也是儒家

传统“大同”理想的真实写照。用民粹主义生搬硬套毛泽东的群众路

线，是并未真正理解并把握毛泽东思想之精髓。

（作者　 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

２７２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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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无断裂”地扩展能否实现社会主义

———伯恩施坦有关民主道路思想的当代审视

张 晓 兰

摘要：第二国际时期，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挑

战，伯恩施坦民主道路正是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裂缝时的历史产物。

伯恩施坦将社会主义视为一种“无断裂”地民主扩展，相信资本主义可

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道路曾遭到最严厉的批判，但其呈现的

问题本身不容忽视，甚至在当代问题以不同形式再度重演，而重新审视

这一问题对于思考社会主义道路和民主问题都具有一定启示。

关键词：民主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伯恩施坦

“在我们现在的包摄和吸收了一切过去的历史、包括它的一切愚

蠢的错误的思想方法的创造中，又付出了多少的集体努力。也不应该

忽略这些错误本身，因为虽然它们是在过去被犯下的而且在那以后已

得到了纠正，但是，人们却不能保证它们在现在不会重演并再一次地需

要纠正。”①伯恩施坦民主道路问题就是如此。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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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Ａ—９１０３—１７—０４１３２９）、上海市高峰
高原计划—哲学（Ａ—９１０３—１７—０６５００７）、上海师范大学文科一般项目“当代
视域下伯恩施坦问题研究”（Ａ—０２３０—１７—００１０３７）成果。
［意］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版，第 ８页。



不断发展，社会主义运动不断陷入低谷，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逐渐放弃了

革命理想，试图像伯恩施坦一样选择通过扩展资本主义民主来实现社

会主义的“民主道路”。这种道路遭到像艾伦·伍德等一些当代西方

学者的批判，同时也激活了伯恩施坦问题，让我们再度重新审视社会主

义道路和民主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裂缝中的“民主道路”

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继离世，第二国际内部纷纷开始分割他

们所留下的“遗产”，“激进左派”陷入了忠诚和教条化的空想而无法继

续忠诚下去，“正统派”（这里主要指的是考茨基）又陷入了左右为难的

折中主义泥潭，那么偿还债务的任务也就被指定给了承认资本主义具

有强大生命力的伯恩施坦。作为历史的悲剧角色，伯恩施坦不仅承担

了来自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所有批判，而且承担了整个社会民

主党本身的一切责任，甚至成为后来所有剥夺马克思主义理论荣誉的

代名词。列宁曾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强调伯恩施坦问题的出现“不是个

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①。我们

对伯恩施坦的批判曾用尽了一切证据，甚至将其视为过去历史中最愚

蠢的错误和背离，但实际上我们不应忽视他所提出的问题本身，因为这

些问题在当代则以不同形式再度重演，甚至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视域

下的重大课题。

资本主义在 １９世纪与 ２０世纪交替时期的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理

论提出了一些挑战，很多人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危机”②。面对这一

危机，正统马克思主义通过毫不犹豫地坚持理论的有效性和新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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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 ２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版，第 ４９４页。
我们或许会想起 １８９８年 Ｍａｓａｒｙｋ所创造的原来术语是“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ｍ”，
但是在修正主义争论过程中，这个术语像拉布里奥拉即注意到的那样变成了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虚假性、暂时性，来克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裂缝。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

的“修正主义”则企图修正理论来适应实践的变化。伯恩施坦试图从

和平民主策略出发，重新将实践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内部，从

而最终克服历史发展所呈现出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裂缝。在伯恩施坦

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同于马克思所预言的不断集中，危机虽然没有

消除但爆发普遍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更不可能出现“大崩溃”状

态。“《共产党宣言》对于现代社会发展所下的预断，如果只就它对于

这一发展的一般趋势的描绘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它的许多具体结论，

首先是它对于发展所需时间的估计，则是错误的。”①资本主义的寿命

远远比马克思所预定的时间要长得多，那么发展所采取的形式也将必

然是马克思无法预料的。伯恩施坦立足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否定马

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强调社会民主党需要调整策略，走“和平长入社

会主义”的民主道路。

民主道路的选择在根本上就是对社会主义意义的不同理解。有人

将社会主义视为一种想象出来的状态，有人将其视为一种运动，也有人

认为是一种政治制度，一种理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任何关于社会

主义体系的构想，反对任何固定不变的方案，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就

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不断完成着的社会发展过程，它是以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为物质基础，以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为动力的一种运动。在伯恩

施坦看来，“如果人们把社会主义的实现理解为建立一个在一切方面

都严格执行共产主义以规则的社会，那么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声明，我觉

得这种社会还相当遥远”②，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一种制度的确立，也

不是一蹴而就的革命夺权，而是“一部分一部分的实现”。“社会主义

的到来或将要到来，不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决战的结果，而是工人阶级在

其活动的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一整批经济和政治胜利的结果。”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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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１０１页。
《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１６３页。
《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４７３页。



伯恩施坦在马克思主义“危机”时正确地提出了问题，但却给出了

错误的答案。伯恩施坦敏锐地抓住了时代和资本主义的各种变化，他

的错误并不在于提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望，而是在于其没

有认清国家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统

治利益，无论如何也不会愿意和平放弃政权。在卢森堡看来，伯恩施坦

问题并非在于其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情况而主张民主策略，

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我们在爱德华·伯恩施坦的理论中第一次看到把工人运动的这两个

要素对立起来”①，他将革命原则与民主策略相对立，强调民主策略而

放弃革命原则，从而失去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维度。如果说早期马克

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根本局限在于过高估计了资本主义的成熟程度，那

么伯恩斯坦民主道路的根本局限则在于用具体的“运动”牺牲了运动

的未来———“最终目标”。

二、政治与经济分离背后的资本主义民主

伯恩施坦强调一种民主策略，似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

渡已经转化成一个非对抗的制度改良过程。但是，难道说社会与生产

关系的转变仅仅因为我们把它叫作是一种民主的扩展，而不是从资本

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从而就没什么疑问和对抗性了吗？”②，恰恰我

们不能将其称作一种民主的扩展，而忽略生产关系中真正革命性的变

化。实际上，这种观点是要基于这样的前提，即资本主义民主与资本主

义本身存在分离，因此借助民主策略对资本主义法律和政治制度进行

调整，就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使政治层面上的自由和平等与经济层面

上的不自由和不平等之间产生一定张力，这种张力也将在一定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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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马克思所强调的阶级斗争，成为社会变革的真正动力。

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中，生产遵循市场规则和利润最大化的竞争

机制。劳动者不再受政治上财产所构成的“超经济”强制，而是受到不

断增加的市场“纯经济”因素的限制。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超经济”

身份漠不关心，并且使孤立个人从社会身份中抽离出来，成为可以随意

交换的劳动单位。社会财产关系将劳动放在独特的位置，使其单纯并

彻底地服从于经济规则，换一种方式来说也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

济与政治分离，雇佣劳动者在未剥夺资本所有权的情况下就可以享受

政治上的自由和平等。艾伦·伍德在《民主反对资本主义》中强调在

古代雅典民主中因其政治与经济还未彻底分离，所以民主仍然保持着

统一，“政治平等并不是简单同社会经济不平等同时存在，而是对之做

了实质性的修改。在这种意义上，雅典的民主并不是‘形式的’民主，

而是真实的民主”①。但资本主义民主则呈现为公民身份与阶级地位

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不仅意味着社会经济地位无法决定公民的政治

权利，而且意味着公民政治上的平等无法影响和改变其经济上的不平

等。在普选制度下，劳动与资本之间的阶级关系依然存在，这实际上也

就使得没有社会含义的“形式民主”成为了可能。“民主化的时代就这

样被转变成了公共政治伪善，或者更准确地说，口是心非的时代，从而

造成了政治讽刺作品的时代”②。因此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资本主义

的“形式民主”无法真正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的剥削。这恰恰是像

伯恩施坦一样对民主过于乐观的人们，终将无法认识到的资本主义经

济与政治分离背后的民主本质。

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在于政治与经济的分离，这就意味着政治上的

自由民主可以与经济上的剥削和不平等共存。资本主义通过把统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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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断转移为财产所有权，使得政治特权让渡于“纯经济”领域，公民

权不断贬值，最终确立“形式民主”。伯恩施坦对资本主义民主诊断的

问题并非在于强调议会民主发展和工人阶级获得一定民主权力的事

实，而是在于将这种“形式民主”视为真正的现实。伯恩施坦“把民主

解释为不存在阶级统治，解释为一种社会状况的名称，在其中任何阶级

都不能享有同整体对立的政治特权，那么我们就同问题更为接近得

多”①。他试图通过一切成员权力平等的民主来否定一切阶级特权，甚

至包括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特权”，并在此基础上否定资产阶级

的统治特权。这种民主方式通过改善工人条件和给予其一定政治权

力，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和否定了革命主体的“特权”，但最终根本

上并未否定剥削和压迫的统治。

在伯恩施坦看来，资本主义民主因素在经济上体现为工会不断摧

毁资本主义专制，确立工人对工业的管理和影响。在政治上则体现为

实行普选权，人民掌握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大的权利，不断成为国家主

人。民主被视为保护人民权利的武器，倘若一个社会是民主社会，那么

多数人则不会制定损害个人自由的制度和法律，任何对少数人的压迫

都会威胁到统治。但伯恩施坦却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民主

与剥削压迫的并存，以及单纯的“形式民主”发展并不会威胁到统治。

伯恩施坦主要强调了民主的作用，认为民主可以独立出来并不断扩展

成为新社会的要素，从资本主义民主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

定意义上使得民主将社会主义取代或包容于其下，社会主义不再意味

着传统意义上阶级特权的目标，成为了随民主不断发展将自然实现的

“乌托邦之梦”。伯恩施坦过分夸大民主的作用，放弃了“最终目标”，

不断推崇议会民主的发展，但在根本上却忽略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实

现真正民主，因为这种“形式民主”无法扩展到维持资本主义统治的经

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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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已经超出了公民权和政治民主的范围，民

主在本质上不再是取消特权或者将权力扩展到群众，而是借助自由概

念存在于特权世界。在早期自由民主向群众的扩展对于变革社会具有

重要的意义，但在经济已经超出民主范围获得独立性的条件下，所强调

的自由民主实际上已经忽略了很多内容，同时失去了很多意义。资本

主义民主无法触碰到资本主义的统治，也就意味着无法触碰到那些由

市场原则所规定的生活领域。因为经济权力已经无限地扩展到了民主

远远不能控制的程度，自由主义民主也并非是对这种无法控制程度的

限制。“究竟是因为自由主义民主超过了所有可想象的选择，还是因

为它在隐藏其他可能性的同时已经耗尽了其自身的能力，所以才使它

看起来像是历史的终结？”①倘若我们真的面临着“历史的终结”，那么

这种终结并非是资本主义民主战胜了所有竞争对手而获得胜利，而是

其简单地将竞争对手从视野中隐藏了起来，并且在根本上已经几乎达

到了自身的最终限度。

马克思正是抓住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局限性，强调这种民主本质上

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它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政治上的形式平等与经济上

的不平等可以共存。他同时指出这种民主本质上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

有制基础上，并不断为资本权力所操控。但一些人往往攻击马克思主

义将资本主义与“形式民主”相联系，对民主与资本主义一起进行拒绝

和批判，认为这将会导致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错误。人们往

往会被表面上的议会民主所迷惑，伯恩施坦甚至考茨基都难以逃脱这

种诱惑。他们往往都争辩资本主义“形式民主”本身所具有的好处，忽

视其自身的“形式性”，试图将这种自由民主从资本主义中分离出来，

不断扩展民主原则，进而寄希望于否认资本主义，似乎这是民主原则延

续和发展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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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施坦所选择的民主道路正是源于其看到了现实议会民主的发

展以及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甚至奢望同时作为目的和手段的民主

可以扩展到所有领域，扩展到一切人身上。但关键问题是他忘记了民

主本质上的阶级性，而且错误地认为从资本主义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

民主具有连续性和“无断裂性”。对于缺乏自由民主的政治形式来说，

“形式民主”毫无疑问是一种民主的发展和进步，但同样这种发展在历

史和结构上与资本主义相联系，也就意味着民主内容的减少。人们不

应该将人类解放限制在这种相互矛盾的关联之中，人类解放的范围在

根本上应该大于自由民主，不然终将错误地相信资本主义民主是最可

靠的保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由民主并非是根据人民在媒体中表达

和发表言论的范围和选票获得来衡量，在根本上是根据资本可以自由

获取利益的不同程度来衡量。剥削和统治并非是外在的可以取消的混

乱状态，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所特有的组成部分。

三、民主与社会主义

伯恩施坦强调通过民主的扩展可以“无断裂”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主是否能从资本主义分离出来，成为阶级中立性

的形式？资本主义民主的发展又是否无断裂地内在包含着新社会？我

们也不禁要问，究竟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还是社会主义是民主

的组成部分？伯恩施坦所强调的和平过渡恰恰就是在阶级中立性民主

的基础上，试图用范围更广泛的民主概念来取代社会主义的目标，或者

将社会主义包容在民主之下，但实际上民主本就应是社会主义自身所

包含的应有之义。伯恩施坦认为“说到作为世界历史性运动的自由主

义，那么社会主义不仅是时间顺序来说，而且就精神内容来说，都是它

的正统的继承者”①，社会主义坚持了自由主义保障个人自由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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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主不过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形式”①，社会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延

续和继承，那么理应采取民主政治。这种观点突出强调了自由主义与

社会主义之间的继承关系，更为重要地突出了民主本身在不同制度下

无断裂的连续性。伯恩施坦的民主道路实际上不仅模糊了民主自身带

有的阶级性，而且还抹杀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本质冲突，一定

程度上成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无批判的维护者。

马克思曾指出资产阶级统治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矛盾，人民在政治

上具有形式平等，在现实社会中则不平等，“正如基督徒在天国一律平

等，而在人世不平等一样”②。也就是说，社会主义虽然在理论上是对

自由主义原则的继承，但在实践上却最终无法真正实现。因此马克思

寄希望于无产阶级与民主的结合，强调通过摧毁资本主义来确立无产

阶级专政，最终实现真正民主。实际上与伯恩施坦相反，在马克思主义

者看来，民主本身恰恰构成了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革命内在

地包含着民主革命。马克思理论的关键并非仅仅把资本主义的“形式

民主”视为虚假物和神秘物，实际上马克思呈现了“形式民主”的局限

性，而且使得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非连续性断裂变得

清晰可见。

然而，伯恩施坦却颠倒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强调“造成一种

真正的民主———我确信，这是我们当前的最紧急和最重大的任务。这

是最近十年来的社会主义战斗给予我们的教训。这是从我对于政治的

全部知识和经验得出来的学说。在社会主义成为可能以前，我们必须

建设一个民主主义者的国家”③。民主不仅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和

必要条件，而且还成为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手段和目的。但“民主是一

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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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制度安排。因之其自身不能是目的，不管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

产生的是什么决定都是一样”①。伯恩施坦错误地将资本主义向社会

主义的过渡转化成了非革命性、无断裂的民主扩展，失去了确定性的阶

级意识，社会主义的斗争也就变成了概念化、非冲突的连续过渡。他对

于和平过渡策略的盲目轻信，似乎重要的前提在于他不仅相信民主可

以从资本主义当中分离，而且通过改革和调整资本主义的法律和政治

制度，将会在资本主义的政治平等与经济不平等之间产生一种张力。

恰恰这种张力在一定程度会取代阶级斗争而成为社会主义的主要推动

力。伯恩施坦对民主一些方面的阐释对今天仍有一定意义，而这更多

是在思考那种将民主的扩展视为“最终目标”，或者将民主视为社会主

义替代品的“新社会主义”策略。

把社会主义视为民主扩展的观点一般都很富有成效，民主成为了

当代渐进斗争的口号，甚至不断成为左翼各种解放斗争的主题。但立

足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典批判来看，我们不应对资本主义民主的

发展和效果抱有幻想，即使政治上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根本上也不

能真正摆脱资本积累的控制，那么这在根本上也就无法触动剥削本质。

像艾伦·伍德在《民主反对资本主义》这本著作中所批判的那样，资本

主义与“真正的民主”完全是相互不兼容的，民主触碰到其本身不可

触碰的领域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末日。“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

对立面；用一种含糊的民主概念，或者把变化多样的社会关系简化为

诸如‘身份’或‘差异’那样包罗万象的范畴，或者用不精确的‘公民

社会’概念取代社会主义，所有这些都等于是像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

态的神秘化投降。”②资本主义民主终将不会有“彻底的发展”和“真正

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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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来看，后马克思主义一定意义上延续了

伯恩施坦的问题域，在当代对其进一步发展，并在“激进民主”的基础

上形成“新社会主义”策略。拉克劳和墨菲也像伯恩施坦一样，将革命

道路转变成了一种民主形式向另一种民主形式的连续性过渡，强调社

会主义是通过扩展阶级中立的民主来实现，“社会主义的要求，应当被

看做民主革命的一种内在要素”①。普兰查斯也同样将剥削剔除出阶

级理论，把“民主”视为一个非决定性概念，强调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

主义民主属于不间断的连续序列，模糊和淡化了二者之间的冲突。这

些新策略的“显著特征在于民主的抽象性和独立性，在于对资产阶级

民主的‘非决定性’的强调以及对于任何特定阶级特征的缺乏，在于这

样一种信念，即认为资产阶级民主的相对独立性使其在原则上可以扩

展成为社会主义民主。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完成，而

且这一从此至彼的变动，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不间断的连续过程”②。

实际上，这种“新社会主义”策略不仅消除了不同制度间民主的本

质差异和裂缝，而且通过民主自身的独立和分离，使得民主获得了与阶

级力量不相关的崭新含义。民主不再具有本质上的阶级性，在一定程

度上阶级剥削和压迫也变得合法化和神秘化，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

关系不断掩盖和否定剥削、压迫的存在，最终导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概念化。但是，在根本上我们往往不得不承认，

从资本主义民主到社会主义民主之间并不存在连续性，并且从前者过

渡到后者也存在很大困难。艾伦·伍德对其批判性指出，“对于拉克

劳来说，正确的策略不是去强调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不是通过用社会主

义民主去挑战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从而呼吁社会主义民主，而且，

最终也不是去追求工人阶级的特殊利益，而是去淡化分裂与冲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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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现在有一种与阶级和国家的理论相配套的意识形态理论，需要用它

去支撑人民同盟，以及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扩展而建设社会主义

的策略，这些做法全都忽略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直接对立”①，最终失

去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维度。

资本主义民主的扩展从自身发展来说是重要的，但实际上法律和

政治上的民主同经济领域生产者自发组织的民主存在质的差异，前者

基础上的制度与后者基础上的原则并非一定对立，但这并非意味着所

有的社会成员和利益都可以与同一种民主相协调，一些可以同资产阶

级民主相适应，但一些则同阶级和生产关系方面的民主存在不可调和

的矛盾。伯恩施坦直接过渡的民主道路却将民主同阶级利益相脱离，

强调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以及二者的非相关性，恰恰这就掩盖了资本主

义的剥削事实。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分界点就在于阶

级利益的分野。民主在政治层面上的扩展将生产关系的本质排除之

外，似乎在不考虑生产关系的条件下，民主与资本主义是相互协调的，

但实际上社会主义民主根本上却包含着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的

转变不会因为我们把它叫做民主扩展或转变就失去对抗性，同样地民

主的彻底扩展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末日，它也不会因为我们仅仅称为民

主扩展就失去生产关系变化过程中的革命性。总结来说，社会主义并

非仅仅是民主在量上的增长，而是生产关系上的彻底变革。“社会主

义方案的一个重要障碍在于它需要的不仅是一个量的变化，不仅是选

举权的又一次扩展或者代议制对于行政权力的进一步干预，而是进行

一次史无前例的新的民主形式的质的飞跃。”②

（作者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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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
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解释

孟　 飞

摘要：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在第二国际中属于中派，在俄

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的政治理想发

生了分裂。然而，虽然对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议会民主等概念的

阐释发生了分歧，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还是不变的，他们提

出了诸如“防御性暴力”论等改良主义论断，即对现实政治的共同特征

是妥协的趋向，或者说是一种中间道路的观点。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科学总结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对奥地利马克思主

义折中主义的革命观进行了批驳，构建了完备的暴力革命框架，为之后

的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正确的通路。

关键词：十月革命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折中主义　 议会政治　

暴力革命

引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化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成型时期所处的时代不仅与 １８４８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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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５９批面上资助项目（２０１６Ｍ５９１７５１）阶段性研究成果。



欧洲革命时期不同，而且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第二国际时期也有

很大区别。当时，德国和奥地利都已建立议会民主制的共和国，两国的

社会民主党不仅支持成立共和国，也曾经参与执政。另一方面，俄国布

尔什维克已取得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在

这种形势下，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必然涉及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

政、资本主义民主制等方面的讨论。

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政治分歧尚未明

显暴露，他们都围绕在中派意识形态的社会党周围。而到了第一次世

界大战爆发和俄国革命取得胜利后，虽然总的来说仍然坚持折中主义

的思想基础，但理论上和实践上（尤其是实践层面）的分化还是比较明

显的。卡尔·伦纳的政治主张中间偏右，他支持奥地利政府的战争政

策。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和麦克斯·阿德勒站在中间偏左派立场，共

同组织了“卡尔·马克思俱乐部”。麦克斯·阿德勒在政治上更为激

进，赞赏俄国十月革命，拥护工人苏维埃，主张将“任何政治民主实质

上都是专政”写入党纲。奥托·鲍威尔也属于中间偏左的阵营，从第

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到 １９３４年他一直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公认的领袖。

他对俄国十月革命最初持反对态度，后来有明显改变。奥地利社会民

主党在其领导下建立了武装“保卫同盟”，通过了“防御性暴力”的

决议。

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右派的彻底妥协性

伦纳的政治理论站在中间偏右的立场上，他对于资产阶级的平等

和民主等概念的不断引入体现了革命意志的丧失和妥协政治的全面铺

陈。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伦纳联合库诺和伦施，为帕尔乌斯所主

办的《钟声》杂志撰稿，在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他显然代表着

右派的方针。而之后的所有论著就是对他政治理念的进一步解释和发

挥，十月革命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战争和国际》（１９１７）、《作为完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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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经济和社会化》（１９２４）、《实现的途径》（１９２９）等都表明了伦纳只

是改良主义的社会爱国主义者。

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国家将消亡的立场相反，伦纳赞成维持一个强

大的国家可以为工人阶级提供必要的服务。他的假设当然是建立在国

家内部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地位平等基础上，伦纳的想法颇为新颖，

即把国家看作工人阶级潜在的、强大的仆人。１９１６ 年，伦纳写道：“工

人阶级获得政治权力等同于从资本主义当权者手中把国家权力解放出

来。”①伦纳认为工人阶级及其领导者不仅有必要而且有能力管理国家

机器，如果社会主义没有帮助工人阶级努力获取权力，那么它的主要任

务就已经宣告失败了。伦纳详述了工人阶级参与国家管辖的紧迫性，

因为他认为国家在社会主义化过程中构成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１９２７

年，作为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伦纳谈到：国家不是阶级压迫的机关，而

是一种“维护秩序和进行调解的权力”②，国家不仅成为这个社会最有

效率的机关，它也逐渐转变为直接为工人阶级服务。从这里看出，奥地

利社会民主党淡化了国家的阶级职能，转而强调国家的社会职能。右

派突出一种所谓的“超阶级”国家，幻想国家组织不再具有阶级性，可

以代表全社会的利益。“超阶级性”便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和奥地利

社会民主党国家观的最基本特征。③

我以为，伦纳理论的失误之处在于，忽略了现代国家依然具有明显

的阶级实质，忽略了阶级矛盾及其尖锐性，并幻想资产阶级允许无产阶

级通过一般的议会活动取得对国家的政治领导。伦纳作为奥地利马克

思主义中间偏右政治观点的持有者，已经在折中主义和改良主义道路

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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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越走越远。伦纳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大力倡导“奥地利合作运动”①，

并通过自己的著作给这些政治理念完善了理论注脚。我们看出，伦纳

的改良主义使他进一步背离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原理，并且直接与资产

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右派合作。伦纳在当时代表了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

的共同诉求：避而不谈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完全拒绝革命的斗争方式，

并且认为国家和无产阶级的某些其他组织形式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

途径。

伦纳没有遵循马克思的观点，没有明确地指出国家的阶级实质，却

企图使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的萌芽日益具有超阶级的意义，也就是说，国

家资本主义是唯一备选的组织形式，一旦消除资本对国家的影响，这种

组织形式本身就会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杠杆②。虽然伦纳和奥地利社

会民主党人观察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强大趋势，但是他们都根据自己

的改良主义来篡改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他们的理论观点只会模糊

无产阶级正确地认识时代和看待资产阶级国家以及对待无产阶级革命

的态度等主要问题。伦纳竭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使工人阶级的活动走

向非革命的路径，他认为，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正在日益社会化（积

聚、集中、国家的影响等），所以打碎现在的国家机器是不可理解的。

伦纳当然反对以虚无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国家，他的主要意图就是使无

产阶级相信，国家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不可少的组织。伦纳一系列结

论的本质只不过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改良主义意识形态和遮蔽它们同资

产阶级国家合谋的倾向。

伦纳虽然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概念，但和其他渐进

主义者一样，他相信，确保阶级斗争成功的最好方式是建立全新及加强

现有工人阶级的机构，如奥地利的合作运动、工会、社会党等。伦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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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几乎所有其他著名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都抽象地在理论上主张走

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两种可能性：和平的道路和革命的道路。伦纳在他

的著作中指出，社会主义者必须准备实现后一种可能性，而首先要准备

实现第一种可能性。我们看到，真正到了那个时刻，即便有这种手段，

也是注定要失败的了。因而，要求无产阶级尊重国家的概念，这在法西

斯主义猖狂的时期就意味着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①

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中左派的改良主义倾向

１９１７年布尔什维克通过暴力革命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之

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围绕和平与暴力、民主与专政等问题展开了

激烈争论。鲍威尔在 １９２０ 年发表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

义？》中写道：“民主制是一种国家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国家的权力分

配仅仅是由社会力量因素决定的，不会由于运用物质暴力手段而朝着

有利于某一阶级的方向转移”；“民主国家的‘共同意志’仅仅是各社会

力量的合力。”②鲍威尔由此提出了“社会力量因素”论和“防御性暴

力”论。

鲍威尔认为，决定一个阶级力量大小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这个阶级

的社会力量因素；二是这个阶级所掌握的物质暴力手段。社会力量因

素包括五个方面：阶级成员的人数、阶级的组织性、阶级在生产和分配

过程中所处的地位、阶级的政治积极性以及阶级所受的教育。③ 他指

出，在专制国家，宪法赋予统治阶级的权力要远远大于其他阶级，这与

社会力量的因素是不匹配的。在一切专制制度的宪法中都存在着由暴

力维持的法律的权力分配和由社会力量因素决定的社会权力分配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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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而在民主制国家里是不存在这种矛盾的。鲍威尔的结论是：民

主制只不过是形式，它可以包括资本主义的内容，也包括农民的内容，

还包括无产阶级的内容。民主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所以上述阶级的

社会力量发展程度就决定了国家民主形式的样式。这对社会主义运动

的启示是，民主制不注定是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形式，也可以为社会主

义服务，无产阶级是被压迫还是上升为统治阶级，这取决于在社会力量

对比中和无产阶级的地位。麦克斯·阿德勒在分析国家的阶级性质

时，比鲍威尔更具体，也更精确。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理论给我

们观察国家性质提供了科学的视角，国家绝不是形而上学的概念，应该

在具体的、历史的情境中分析与说明。麦克斯·阿德勒坚持，马克思意

义上的阶级统治在任何国家形态下都有效，无产阶级的国家仍然是阶

级压迫的工具。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就是维护资本主义运行机制

不被外力侵害，他们编纂法律来为剥削行为作强制性的论证，最终依靠

法律的权威使用暴力镇压异己。“作为国家的共同体组织始终是剥削

的一种形式。”①相比资产阶级的国家统治，到了无产阶级执政的阶段，

权力分配改变了，无产阶级由于自身力量的强大而用法的强制秩序来

反对资产阶级②。“防御性暴力”论与“社会力量因素”论是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虽然暴力可以建立和维持与社会力量因素不相适应的权力

分配，但暴力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社会力量因素。暴力是由人的结构组

成的，具体来说，如果一个阶级的人数很多，它在军队中的代表就肯定

很多；如果它在生产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就可以通过罢工剥夺军

队的物质生存手段。③ 由此，鲍威尔认为，在西欧和中欧的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无产阶级可以在民主制基础上通过民主手段夺取政权。鲍威

尔还分析了欧洲和俄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认为欧洲革命极为复杂，

俄国无产阶级所走过的暴力革命道路不适合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２９２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③

Ｍａｘ Ａｄｌｅｒ，Ｄｉｅ Ｓｔａａｔｓａｕｆｆａｓｓｕｎｇ ｄｅｓ Ｍａｒｘｉｓｍｕｓ，ＭａｒｘＳｔｕｄｉｅｎ，Ｖｏｌ ４，１９２２，ｐ ８４．
殷叙彝：《社会民主主义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第 １９６页。
《鲍威尔文选》，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２４４页。



尽管鲍威尔主张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民主手段夺取政权，但他并

不否认暴力革命。在大多数国家，反动势力掌握了武装力量，资产阶级

是不允许无产阶级通过议会选举这种和平手段轻易攫取他们的政治统

治和物质利益的，资产阶级一定会用残暴的暴力统治代替民主的议会

政治。鲍威尔继而认为，在资产阶级用暴力统治来反对无产阶级的地

方，无产阶级只有用暴力（即内战）才能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如果资

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不顾社会民主党的努力，极力破坏民主制，阻止无产

阶级和平地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就只能在国内战争中夺取政权”。他

批驳改良主义彻底放弃暴力的策略，坚持认为从始至终无产阶级夺取

政权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才能实现。

但是，鲍威尔理论本质上更多地强调暴力的“防御性”，也就是说，

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使用暴力是被逼无奈下的最后手段，这直接引

导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 ２０世纪 ２０至 ３０年代的政治实践①。他在《民

主制和社会主义》（１９３４）一文中解释道：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里，

如果条件允许，无产阶级应该以议会选举的合法手段来获得统治地位，

就不需要为了摧毁资产阶级国家而动用暴力。只有当资产阶级罢黜了

民主制度，把国家全完纳入极权主义的掌控之中，采取严酷暴力的形式

镇压无产阶级，工人阶级被剥夺了一切民主斗争的手段时，“无产阶级

才能通过暴力革命求得解放”②。麦克斯·阿德勒同样认为，国家是具

体的社会条件的产物，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界定非常准确———

一种阶级压迫的、有组织的暴力。麦克斯·阿德勒和奥地利马克思主

义的绝大多数理论家（无论是偏左的还是偏右的）一样，对于社会主义

实现道路的设想存在一种“理想模式”。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中

总是潜藏着一种不彻底性，即幻想可以通过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资产

阶级社会向无产阶级社会和平的过渡。这种理想模式也存在于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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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ｐ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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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专政理论以及一切与暴力相关的社会主义理论中。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时的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具备

了完成这种过渡的客观条件，但是实际的斗争经验告诉他们，资本主义

国家在朝这一方向发展的过程中不免遭到抵抗。在民主体制完备的最

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即使凭借议会斗争的合法途径取得了政权，资产阶

级和别的反动势力不会束手就擒，他们仍旧会动用暴力来阻止无产阶

级掌权。因此，暴力斗争的手段是不能丢弃的，但它只能在万不得已时

使用（这几乎等同于鲍威尔指称的“防御性暴力”）。可见，麦克斯·阿

德勒是全面赞同和支持鲍威尔的，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和《政

治民主还是社会民主？》两书中所表述的政治理论观点基本上和鲍威

尔一致。并且，他还曾协助鲍威尔将这种思想写进奥地利社会民主党

林茨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

三、“防御性暴力”论的不可能性，

列宁对暴力革命的科学解释

十月革命前，列宁针对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在国家与革命问题上

的主张，完成了《国家与革命》（１９１７）。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又根据实

际情况对该书作了重要增补。列宁从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

专政理论形成发展的历史入手，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的

“国家学说的实质，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

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暴力革命论是与其对资本主义制度

本质的认识相联系的。列宁否认阶级社会中所谓的“一般民主”和“纯

粹民主”，民主一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有资产阶级民主，也有社会主

义民主，但绝没有超阶级的民主。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是服务于资产

阶级的，虽然工人阶级和工人组织通过这种议会民主可以获得一定的

权益，但是这种权益总是被限制在资本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工人

阶级的利益一旦超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许可的范围，资产阶级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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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产阶级的镇压是无可避免的。从这点来看，所谓的议会民主制在

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欺骗工人阶级的工具，工人政党依赖议会妥协者

的政党，是一种自毁的行动方式。反观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抛出的

“社会力量因素”论和“防御性暴力”论，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思想

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在理论上有一定的价值，但只是在

表面上承认了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真正谈到国家政权的性质时

却根本否定了阶级分析的方法。

从理论上看，鲍威尔虽然主张通过民主手段夺取政权，但他没有绝

对地排斥暴力革命。另外，鲍威尔关于民主道路的思想是他根据“社

会力量因素”提出来的。仅就这一点看，与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出入不

大，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未曾提出过像“社会力量因素”这样的概念，但

他们观察到了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的优点。马克思恩格斯

在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前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唯一道

路。他们指出，革命实践一再向无产阶级表明，资产阶级通过革命取得

的政权是决不会轻易拱手相让的，资产阶级的根本物质利益排斥工人

阶级与之共享革命果实，他们只会不断用暴力镇压工人阶级。同时，不

论资产阶级采取何种政权组织形式，他们都不会摧毁原有的国家机器，

而是使其更加完备，以镇压工人阶级的起义。由此，马克思指出，工人

阶级要想改变目前的状况，就必须（也只能）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推翻

资产阶级的统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在

７０ 年代以后，虽然他们坚持了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

器，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取代旧的国家机器。但他们明确提

出在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国家，无产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手段（即“普

选权”）夺取政权。此时，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是革命同合法斗争并

举，进而为无产阶级的最终决战积蓄力量的政治策略。

从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看，鲍威尔的“社会力量因素”同考茨基

《无产阶级专政》中的“纯粹民主”异曲同工，他们的共同标靶是列宁的

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及俄国的苏维埃政权。鲍威尔的《布尔什维主义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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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民主主义？》对“社会力量因素”的阐述显然是对列宁与布尔什

维克充满敌意的。“社会力量因素”论的实质是要说明：俄国的无产阶

级专政是俄国具体国情决定的，落后的经济和文化使俄国的专政仅仅

是少数人的专政。而在工业发达的中欧和西欧，无产阶级则不必要通

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在民主制的基础上用选

举手段夺取政权才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方面。鲍威尔的观点旋即被

列宁作为反批判的材料，他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专门就鲍威

尔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及其“社会力量因素”论进行

了尖锐的评价。列宁认为，鲍威尔的小册子是一部“道道地地的孟什

维克式的诽谤作品”，鲍威尔背叛了社会主义，并且“与克伦斯基、谢德

曼等等同流合污”。① 如果撇开鲍威尔对苏维埃政权的攻击，这里还牵

涉到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是否可以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无产阶

级服务？对此，列宁的态度非常明确，“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

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

构。”②也就是说，如何看待民主的阶级属性以及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民

主制是关键，而非暴力手段或和平手段夺取政权。无产阶级革命的实

质是：“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

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③

从社会主义的实践来看，鲍威尔把暴力作为一种“防御性”手段，

是极其危险的。“防御性暴力”论有其致命的弱点，在资产阶级国家

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很难把握动用暴力的恰当时机，同时，他们也无

法获得运用暴力的物质条件（如武器），因此在革命中必然陷入被动境

地。当他们认定资产阶级开始破坏民主制时，无产阶级才会（才能）通

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但是事实上，当资产阶级开始极权统治时，反动

势力往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无产阶级只能处于被动地位。２０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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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年代初，在法西斯主义的镇压下，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奥地

利的社会民主党相继失败，彻底证明了鲍威尔的资本主义替代方式只

是流于书面的文字说明而已①，残酷的斗争现实容不得社会主义者浪

漫主义的空想。所以，即使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在具体涉及要

不要革命的问题上是折中主义的：一方面，他们拒斥“纯粹民主”，支持

暴力革命；另一方面又对革命的前景持保留态度，最终还是滑向了第二

国际改良主义的主流意见中。列宁对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判断，与

马克思恩格斯在 １８７０年对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态度大致相当，但是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议会民主制的看法有一定的转变，他们开始正视

议会民主的积极因素。而列宁关心的主要范畴是阶级斗争，阶级对立

的政治视角是统摄此时列宁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判定的根本维度。因

此就不难理解，列宁必然会否定议会制，主张武装斗争，强调建立苏维

埃政权。所以在列宁看来，武装斗争并没有过时，它仍然是无产阶级求

得解放的根本手段。列宁坚决表示，“不用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

机器，不用新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②

结语：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瓦解及其启示

１９３０年代，社会民主党领导在法西斯势力和反动政府的强大军事

压力下，只得妥协退让，甚至束缚工人阶级的反抗。所谓“保卫同盟”③

在残酷的现实斗争中几乎是无效的。因此，奥地利社会党和工人运动

岌岌可危。１９３４年 ２月，法西斯政府向工人展开了全面进攻，社会民

主党无力挽回时局，维也纳的保卫同盟由于力量过于弱小且缺乏正确

７９２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解释

①

②
③

参见吴晓春：《奥托鲍威尔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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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 ２８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版，第 ２１９页。
根据“防御性暴力”思想，维也纳和林茨、施蒂里亚等地区的工人还成立了“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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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而宣告起义失败。① 社会民主党最终瓦解，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者四分五裂，作为一个思想流派和实践整体出现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至此覆灭了。②

关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失败，鲍威尔找到了托词：战争和思

想的分裂导致了整个学派的终结。但是中立的研究者却不认为这是合

理的解释③，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他们的政治进程是无法抵达目标

的幻想，作为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实践形态，中间道路的尝试在实

质上起着解除工人阶级思想武装、瓦解革命营垒、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

作用。国外学者精准地发觉了这一点，博托莫尔在其主编的《奥地利

马克思主义》长篇序言中认为，恰恰是鲍威尔的“缓慢革命”瓦解了社

会主义本应秉持的革命姿态和阶级斗争模型。与俄国革命相反，奥地

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规避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目标。④

其实直到 １９２６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林茨纲领”仍然对“无产阶级

专政”有明确规定：如果资产阶级通过有计划地阻碍经济生活，通过暴

力行为，通过同国外反革命力量勾结，阴谋对抗无产阶级对国家进行的

社会变革，那么工人阶级就会被迫用专政手段来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

不过显然，在这样的纲领中隐含了整个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对“暴力”和

“专政”的态度是在被迫的情况下最后诉诸的手段。⑤ 布鲁姆认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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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殷叙彝：《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１９８１年第 ３期。
到了 １９４５年，虽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重新执政，但是战后的民主社会主义实
践在经历了很多波折后还是分崩离析了。而自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他们在选
举中遭受了严重的失败。

拉宾巴赫梳理了 １９２７年至 １９３４年以鲍威尔为主导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最后
的抗争岁月，当然所谓的抗争大多是政策的或口头的，没有还原为政治。参见

Ａｎｓｏｎ Ｒａｂｉｎｂａｃｈ，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ｉ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Ｆｒｏｍ Ｒｅｄ Ｖｉｅｎｎａ ｔｏ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１９２７－１９３４，Ｃｈｉｃａｇｏ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
Ｔｏｍ Ｂｏｔｔｏ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Ｇｏｏｄｅ，（ｅｄｓ．），ＡｕｓｔｒｏＭａｒｘｉｓｍ，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ｐ ３９．
Ｋａｒｌ Ｓｔａｄｌｅｒ，Ａｕｓｔｒｉ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ｓ，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ｉａｎ ｓｏ
ｃｉａｌｉｓ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Ａｕｓｔｒｏｍａｘｉｓｍ，１９１８－１９３４，１９８５，ｐ ８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团体开始全面构建民主

社会主义方案。① 与此切近，阿拉托直接指出，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团

体中，伦纳、鲍威尔和麦克斯·阿德勒不需要仔细加以区分，因为他们

对民主的忠诚远远大于革命，最终共同遗忘了共产主义的要旨。② 格

鲁伯甚至断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几乎不存在革命的实践性，他们在

“红色维也纳时期”彻底完成了文化转向。③

总结一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对“中间道路”的解释援引了共产主

义的理念，也运用了大量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词汇，但是在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框架内，中间道路是根本不成立的。他们披上改良主义的外

衣，试图修正社会主义的理论，改造社会主义的实践，通过拼接不同的

社会改良因素来达到他所谓的“中间道路”目标。这样的非马克思主

义指针，其理论后果必然是进一步妥协退让，实践下场也只能是远离革

命，向右派的改良政治靠拢，最终被反动势力所肢解。

（作者　 东南大学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基地博士后，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讲师，南京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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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匿的对话：韦伯现代性视域中的
卢卡奇与施米特

高　 雪

摘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日趋合理化的祛魅过

程。韦伯的两个弟子———卢卡奇与施米特———在认同这一理论的基础

上，试图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积极回应其关于现代性的合理化论题。并

且，两人力求超越韦伯的现代性范畴，在反对韦伯式的自由主义道路的

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新型的政治替代方案。从反思两种政治

理论路径的视角看，无论对于左翼社会批判理论抑或右翼威权主义，面

对韦伯关于现代性的问题，仍然具有可探索、可思考的讨论空间，有助

于我们在现代化的新时代背景下重新思考结构转型和技术变迁在政治

生活中可能带来的理论效应。

关键词：现代性　 卢卡奇　 施米特　 韦伯

作为 ２０世纪早期社会学界的重要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

义社会的起源与制度模式的分析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在当代西

方学界占据着重要位置。近年来，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批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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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历史唯物主义与古典经济学理论传承关系研
究”（１５ＣＺＸ００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重大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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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探索新型政治替代方案的双重理论诉求，西方思

想家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韦伯的学术思想进行了分析与重构，

试图在技术理性化的社会生活中探寻现代自由与个体自我之间的新路

径。从某种程度上说，无论是以赛亚·伯林的价值多元论，抑或卡尔·

波普尔的“渐进的社会工程”学说，均可以看作是在自由主义谱系内部

对韦伯关于现代社会意义上的祛魅与合理化的回应。但这种回应更多

是对现代性个别环节与层次的修正、调节，并不会从根本上触动自由主

义的命脉，正如霍尔姆斯所说：“那些具体思考个人的社会性构成的人

从未想象过他们的发现会以任何方式对自由主义公民的自我理解起革

命性的影响，或者将自由主义政治摧毁。”①然而，我们无意伸张不仅被

人熟知，且更为主流的自由主义观点，而是把目光聚焦于 ２０ 世纪思想

史上另类的“反现代性”哲学理论，其中尤以卢卡奇的社会批判理论和

施米特的政治存在主义为代表。之所以选择卢卡奇和施米特，不仅是

因为二人各自在其代表性著作中提供了回应韦伯现代性论题的不同方

案，并试图将其付诸实现；并且，站在今天时代格局的背景中重审“反

现代性”的得失，有助于我们规避左翼批判理论和右翼威权主义社会

理论的实践风险，从而为当代中国社会与政治的结构转型和技术变迁

提供某些正反理论经验。有鉴于此，在以韦伯对于合理化论证为起点

的视域基础上，探寻卢卡奇和施米特在批判性、颠覆性的话语中对现代

性范畴的阐释与超越显得极为必要。本文试图统揽两位思想家关于现

代性论述的核心文本，以思想史为语境展开二者关于现代性出路的对

话空间。

一、韦伯与现代性问题的源起

在以往的研究中，卢卡奇通常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形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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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其物化理论与总体性辩证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其思想的现代

性源头却常常受到忽略。无独有偶，在对施米特的大量研究中，人们更

愿意将目光聚焦于其公法学家的身份，重视其在魏玛时期的法学著作，

殊不知在他对政治社会的法学批判背后暗藏着对现代社会深刻的经济

技术批判。这是因为，人们没有注意到韦伯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学方法

对两人产生的巨大影响。事实上，卢卡奇与施米特在 ２０世纪早期与韦

伯交往极为密切，卢卡奇是韦伯社会学家讨论组的成员之一，而施米特

则不仅亲临韦伯几次著名演讲，更是参与了 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韦伯的慕尼

黑研讨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卢卡奇与施米特学术生涯中的问题意

识———对抗现代性的合理化与祛魅过程———才确立起来。

众所周知，韦伯的理论关注点涉及多重领域，其论域庞大而复杂，

内容丰富而深刻。然而，在其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合理化作为一个重要

术语却贯穿了他学术生涯的整个思想历程。按照他的看法，资本主义

的生产过程就是建立在可量化和可计算性的基础上形成的合理化机

制，现代社会正是一种逐渐祛魅的理性化社会。在《交往行为理论》

中，哈贝马斯就曾指出，“韦伯留下来的著作都是一些断片，但合理化

理论是其中的一条主线，我们可以用它把韦伯的理论全貌建构起

来”①。的确如此，韦伯曾多次论证现代性的最根本特点就是技术占据

着统治的位置，或从宗教社会学的视角，或从经济—政治领域，强调现

代人生活在一个以技术化、程序化机制主宰的，终极价值不断隐没，生

命意义逐渐丧失的“既没有神也没有先知的时代”，一个“理性化、理知

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②。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

卢卡奇与施米特在走向韦伯理论术语的过程中，经历了从认同到超越、

从继承到批判的巨大改变，并在政治道路上提供了与韦伯截然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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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方案。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站在文化史观的立场反对

“经济决定论”，并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之所以不断扩张，其根源并不是

资本积累的问题，而“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那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精

神”①。对于韦伯而言，新教伦理赋予人们的天职观念是资本主义兴起

的真正原因，宗教教养对于破除传统主义、形成现代社会经济领域的技

术化和理性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当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渗入到资本主义

经济生活中时，一些新型的企业家依据自身的伦理素养，将天职观念视

为其创造新生活方式的正当理由，在谨慎严密的计算法则下将经济活

动系统化，将劳动分工专业化，并在日常生活的管理中形成涉及法律、

政治、科技、艺术等一整套的制度体系，这正是西方文化独特的理性主

义，也是韦伯透过资本主义精神所论证出的现代社会特有的合理化模

式。然而有意思的是，虽然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卢卡奇与施米特分别站

在各自的宗教立场（对卢卡奇来说是弥赛亚式的犹太教，而施米特则

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对韦伯的新教伦理观以及作品中展现出的非

理性的、浪漫主义的残余进行批判，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他们的早期著

作中两人都认识到了后者将现代性与新教伦理联系起来的合理性，并

接受了他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批判的真理内核。

事实上，这一判断不仅有理论逻辑为支撑，并且还有充分的文本根

据。首先，从理论发展的逻辑上看，自德意志帝国统一后，实证主义便

成为西方学术思想的主流形式，其所注重的经济技术思想和观察与分

析的方法被卢卡奇与施米特深深厌恶，并将其视作资本主义现代社会

文化危机的根源。因此，两人都试图站在新康德主义学派的立场对实

证主义进行批判，对资本主义经济与法律发展过程中不可抗拒的技术

理性化特征进行修正。其次，从文本角度来分析，我们会发现卢卡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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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在早期著作中都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技术与非人性化

的生产模式进行过分析与批判。在对现代戏剧的研究中，卢卡奇就曾

指出：“从个体的立场来看，现代劳动分工从本质上将劳动与工人的非

理性的并因此与其质性的特征相分离，将其指向客观的、以目的为导向

的标准，这种标准外在于并独立于工人的人格。资本主义的首要经济

倾向正是这种生产的客观化以及与生产者的个性相分离。在资本主义

经济进程中，作为客观抽象物的资本成为实际的生产者，当然，它与那

些事实上拥有它的人并不存在有机关系。所有者自身究竟是否有个性

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想一想合资股份公司。”①不仅如此，其另一

部代表作《心灵与形式》的核心主题也是透过客观形式与主观内容之

间的对立来阐述他对现代性的理论批判，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

在的异化现象与生活在其中的人难以逃脱的异化命运。另一方面，

１９１６年施米特在对德国诗人特奥多尔·多伊布勒的现代史诗《北极

光》进行解读与重构的过程中，借助于韦伯的现代性批判深刻地剖析

了整首诗中所蕴含的现实性问题。施米特尖锐地指出：“这个时代将

自己标榜为资本主义的、机械论的、相对主义的时代，标榜为交往的、技

术的和组织化的时代。‘企业’事实上似乎给时代贴上这样的标签，即

企业作为功能强大的工具朝向不知何种可悲或无意义的目的，在目的

之前是工具的普遍紧迫性；企业如此否定个体，以至于它不能哪怕一次

感受到自身的扬弃过程，且它并不是奠基于某个观念，而至多不过是招

徕了一些陈腐的东西；只有当一切顺滑地、没有无谓的摩擦而出现时，

它才能奏效。”并且，与卢卡奇一样，施米特也注意到了现代人的异化

问题。在他看来，“普遍的可‘工具’性（Ｍｉｔｔｅｌｂａｒｋｅｉｔ）和可计算性”产

生了物质帝国的庞大成果，生活于其中的人变成了“可怜的魔鬼”，这

就意味着“这个世代的穷人，成群的受苦者，除了作为‘踉跄着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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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子’外，什么都不是；千百万追寻自由的人，表明自己是这些精神

的孩子，将一切都代入其意识的公式而不让任何灵魂的神秘和昂扬出

场”①。毫无疑问，在韦伯之后，卢卡奇与施米特都看到了整个欧洲在

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暴露出的最尖锐的现实问题，经济技术的发展

与启蒙文化的普及将现代社会逐渐祛魅为一个灵魂丧失、价值混淆以

及物质层面和形而上学层面均遭到毁坏的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西方文明的没落与自由主义文化体系的侵袭，

卢卡奇与施米特都试图从艺术作品中寻求慰藉。对于卢卡奇而言，相

比较现代社会浪漫主义美学文化的二元分裂，中世纪的艺术家们在文

艺作品中呈现出的是融合了主观体验与客观现实的整体性的统一。虽

然他在早期作品中强调的总体性是缺乏现实意义的，但他对韦伯学术

理论中隐藏的价值中立的认识却是极为清晰的，这也就不难解释他为

何会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将后者的合理化理论颠倒，并站在马克思

主义立场上批判韦伯式的自由主义。与此相应，施米特将其对浪漫主

义文学理论的批判延伸至具体的实践政治领域中，并把浪漫主义解释

为“一种排除任何确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忠诚的‘主体的机缘论’”②。

在他看来，在自由主义宰制的现代社会中，政治的浪漫派占据着主导地

位，其形成的是“一个只有机缘的世界，一个没有实质和功能性约束、

没有固定方向、没有持续性和规定性、没有决断、没有终审法庭的世界，

它不停地遁入无限、只受机遇这只魔手摆布”③，因此，为了摆脱韦伯式

的主观伦理活动与客观合理化行动相对立而产生的非理性主义倾向，

他以哲学的头脑重新思考政治的概念，强调决断的重要性，并打开了另

一条反自由主义与现代性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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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越韦伯的现代性范畴

在韦伯的思想体系中，合理化理论背后的非理性基础是难以掩盖

的，价值中立的设准意味着其对现代性出路的消极情绪，因此，研究方

法的片面性和工具理性主导的技术社会必然会遭到卢卡奇与施米特的

共同反对。在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早期，两人逐渐意识到韦伯思想理论的

狭隘性，并认为在韦伯那里以经济—技术主义为出发点的抽象形式理

性与侧重于审美评判的特殊的具体内容是相对立的，其对现代化问题

的抽象性量化分析究其实质只是一种对社会历史事实的非理性主义和

浪漫主义的解释。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卢卡奇与施米特试图以各自的

理论方案代替韦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超越其“理性铁笼”的过程中

寻求一条摆脱现代性困境的新路径。

１９２３年，《历史与阶级意识》和《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出版，作

为卢卡奇与施米特意识形态特征最为明显的著作，它们展现了两人与

韦伯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是对《新教伦理与资

本主义精神》中现代社会合理化机制的思考。事实上，早在 １９１６ 年的

《小说理论》中，卢卡奇就在思想上转向了黑格尔哲学，并从历史哲学

的视角分析了小说的形式，指出了整体性在文艺作品结构中的重要性。

１９１８年，面对风起云涌的欧洲革命运动以及匈牙利内忧外患的革命形

势，卢卡奇加入了共产党，试图借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批判

理论为革命的胜利寻找新出路。同样，受革命影响的还有施米特，在德

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而陷入瘫痪的特殊时期，他的学术思想也

发生了新的转变。１９１８年年末，威廉帝国长时间的政治动乱和革命运

动使其统治秩序土崩瓦解，左翼极端主义者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

响企图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１９１９ 年，苏维埃共和国在慕尼黑成

立，然而一些极端主义者采取的革命行动却造成了国家的崩溃和社会

的混乱，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让施米特对布尔什维主义充满了恐惧，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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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识到社会学家和法学家们一直以来都是站在非政治化的立场讨论

政府问题，忽视了政治决断在现代社会中的首要地位。他受罗马天主

教会的指引，将其作为一支政治势力与各种理论中的“经济思维”相

抗衡。

回到文本本身，当我们将视野回溯到《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核心

篇章《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时，就会发现：卢卡奇对工具理性主导的

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分析与施米特对现代性背景下技术经济和技术政

治的批判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首先体现在对“自然是一个社会范

畴”的解读上。在卢卡奇看来，随着现实世界表面上彻底的合理化，越

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计算运用先进的技术掌握自然世界的规律，然而

这些规律只是形式上的独立的局部规律，因为它们之间缺乏具体的必

然的关联，最后只能导致“这样一种社会状况：人们在其中一方面日益

打碎了、摆脱了、扔掉了、纯‘自然的’、非理性的和实际存在的桎梏；但

另一方面，又同时在这种自己建立的、‘自己创造的’现实中，建立了一

个包围自己的第二自然，并且以同样无情的规律性和他们相对立，就像

从前非理性的自然力量所做的那样”①。本应是社会运动进程中的主

体，现在却受这些规律与预测的控制，毫无疑问，这是以计算为基础的

经济—技术主义带来的危害。同样，在《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中，

施米特也以自然的概念为依据对现代经济理性思维进行了批判。他从

韦伯新教伦理的对立面———天主教教会的视角出发，指出与近代资本

家和产业无产者不同，“天主教的政治观念反对经济思维中与事务性、

诚实和理性相等同的一切”。施米特认为，极端二元论支配了当今时

代的一切领域，其集中表现为一种经济理性主义，“一切皆按严格的计

划进行，一切皆可计算”，并且经济思维的理性和真确性在于“蕴含着

绝对的事务性，仅仅关注实实在在的东西”，“政治被看成是非事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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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①。这种表现形式的根据是自然的概念，自然在不断改造的技术和

工业世界中得到了真正的实现。对此，他描述道：“时至今日，大自然

似乎处在与机械世界对立的一极上。这个机械世界由众多的大城市组

成，其石制、铁制和玻璃结构就如同庞大的立体主义构图一样矗立在大

地的表面上。这个技术王国（Ｒｅｉｃｈ ｄｅｒ Ｔｅｃｈｎｉｋ）的对立面是未经文明

染指的大自然，野气，不开化；它是‘饱经磨难的人没有踏入的一块保

留地’。人的劳动创造了一个理性的—机械的世界，而自然状态则被

赋予了浪漫而纯洁的品质。”②由此可见，卢卡奇与施米特均指出了自

然与技术的对立，并进一步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成为一个主观

内容与客观形式相分裂的二元社会。

另一方面，从经济—技术思维蔓延到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来分析，

卢卡奇与施米特为摆脱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困境指明了新的出路。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援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

批判，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背景下的物化图景：“如果我们纵观劳动过

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

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的特性越

来越被消除。”他进一步指出：在这种合理化的现代资本社会中，“工人

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割”，“工作也被简化为一种机械性重复

的专门职能”，这种现代化的合理机制“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

里”③，导致了劳动过程的碎片化和劳动主体的自我客体化。不仅如

此，这种表面上的合理化也渗透到法学和社会学的领域，资产阶级带来

的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使整个现代社会变得虚无与空洞。有意思的

是，卢卡奇在分析法律领域的物化现象时，其对法律实证主义的批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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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是一致的，两人均将魏玛时期的法哲学家汉斯·凯尔森作为批

判的对象。虽然卢卡奇仅仅只在法律领域的物化意识中谈到凯尔森，

但如果人们注意到其在《理性的毁灭》中谈及韦伯时又一次引用凯尔

森的纯粹法学观点，就会意识到他与施米特一样，认为韦伯思想体系最

终走向非理性和神话的根源来自于凯尔森的价值无涉的实证法学理

论。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施米特批判像韦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

虽然韦伯多次在演讲中强调民族国家与政治的概念———只是将政治作

为一个规范性的概念来描述，最终形成的只能是一个“中立化和非政

治化”的世界。按照施米特的看法，随着欧洲历史的文化变迁，寻求中

立化成为人类几个世纪以来的基本动力。面对 ２０ 世纪技术领域的侵

袭，“上一代德国人”（包括韦伯在内的思想家）已经感受到了“文化衰

落感”，他们意识到“难以抗拒的技术力量表现为没有精神的东西对精

神的统治”，所以试图对技术思维进行批判，但一切都是徒劳的，因为

他们只是“在这个没有灵魂的技术时代悲叹着灵魂的无助和软弱”①，

看不到一切价值批判应立足于一个政治的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做出

决断。这也正是政治的概念对于施米特的意义：生存性的并且先于国

家的概念。所以，“要自由还是要奴役的决断并不存在于技术本身当

中，技术本身既可以是革命的，也可以是反动的，既可能为自由服务，也

可以为压迫服务，既可以用于集权，也可以用于分权”，技术的中立性

表明它无法产生任何决断，“从纯粹的技术原则和技术观点中，既不能

产生出任何政治问题，也无从产生任何政治答案”②。

在某种意义上，卢卡奇与施米特实现了对韦伯现代性范畴的升华，

两人都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支点摆脱韦伯“理性的铁笼”。卢卡奇借助

“历史”的概念指出韦伯式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停留在直观的形式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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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现代自由与个体自我之间的关联，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将无产

阶级视为解决现代性困境的真正主体；而施米特则将技术理性带来的

危机归结为政治性的问题，认为不可阻挡的技术力量消弭了政治的概

念，强调政治的决断性就是强调对技术中立化的自由主义与现代性的

批判。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存在主义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会发现韦伯的两个学生———卢卡奇与施

米特———分别从左的方面和右的方面试图调和其思想体系中的内在矛

盾，并在政治立场上走向了不同的阵营（卢卡奇移居苏联，施米特投靠

纳粹）。从“反现代性”的角度而言，虽然这两个人对资产阶级文化模

式、法律体系以及政治制度的批判存在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但他们在对

彼此的理论观点表示赞赏的同时，两人也从各自的视角出发炮轰了对

方的政治观念。在此，我们聚焦于两人“反现代性”的核心文本，试图

在他们的思想交锋中开启现代性前景的新视野。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以反对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

为出发点，认为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者们企图将“马克思主义歪曲成

资产阶级‘科学’”，导致资本主义研究方法统领下的实证主义和机会

主义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形式，从而导致物化现象的加剧，历史辩证过

程的倒退。因此，他强调恢复总体性辩证法的地位，并站在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调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二

律背反，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作为其理论任务，以实现一场摆脱

经济技术主导的现代社会背景下的意识革命。事实上，这一理论方案

已经将韦伯的技术理性化作为了主要的批判对象。在卢卡奇看来，韦

伯之所以不能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原因在于他并没有深入研究过资

本主义经济的现实问题。所以，在资本主义合理化和可计算性的基础

上，剩余价值问题和剥削问题在韦伯那里都变成了纯粹技术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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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主体的悲惨命运也只能作为生产成本来考虑。

在某种程度上，施米特应该会同意卢卡奇对韦伯的批判，因为理性

化主导的经济—技术思维也被施米特深深厌恶。但与卢卡奇不同的

是，施米特在这条批判之路上走得更极端，甚至将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

观点与无产阶级立场也一起否决。多部文本为证，施米特常常将无产

阶级和资产阶级置于同一批判范围内，认为它们均是经济理性主义的

典型代表，“近代资本家与产业无产者如同孪生兄弟，他们的世界观完

全相同。他们为经济思维并肩战斗，此时此刻，他们完全一致”。① 在

施米特看来，卢卡奇对经济—技术批判的程度还远远不够，其所强调的

“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者”只是将“社会主义”变成新的宗教，企图成为

“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合法主人，然而这也不过是继续为经济思维

而奋斗。实际上，按照施米特的看法，卢卡奇所继承的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就是一种技术主义与工业主义的联合，这种经济学“明确承认

技术的作用———人类各个经济时代的发展取决于特定的技术手段”，

并且，如果把社会纯粹建立在技术革命的基础上，它最终就会走向技术

的自我毁灭。② 除此之外，对于卢卡奇视作社会历史进程主体的无产

阶级，施米特更是将其定义为“以物质主义的方式———按照一个人在

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把社会分成若干群体，因而完全符合经济

思维”③。由此可见，对于施米特而言，这种以“技术的精确性”为表现

形式的“经济思维”不仅展现在韦伯式的自由主义中，同时也成为卢卡

奇在对抗技术中立化的过程中未能摆脱的理论困境，其提出的意识革

命仅仅只是一种不能触及根本问题的改良方式。

如前所述，卢卡奇与施米特在对待现代社会的技术理性化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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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持不留情面的批判态度。但相比较于卢卡奇，施米特则将技术思维

置于政治实践中来理解，因为在他看来，所有领域的对立最终都会转化

为政治的对立，一切技术的批判都应立足于政治的决断，而不应像马克

思主义那样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论说政治的概念。施米特认

为，随着技术理性化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已经彻底沦为了

“大众政治”，民主最终变成了一种空洞的形式，失去了其政治上的实

质性。他进一步强调，自由主义和民主本应分属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些

资产阶级思想家却将两者等同起来，这就必然形成一个拒绝任何确定

性的中立化的世界。因此，施米特主张在国家权力的基础上审视民主

制度，并认为只有在例外状态的专政统治下才能形成真正的政治统一

体。毫无疑问，这具有明显的国家社会主义倾向。

有意思的是，对于施米特的右翼威权主义，尽管卢卡奇在《理性的

毁灭》中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其观点予以辨析，但在批判自由主

义的问题上，却毫不掩盖对施米特的赞赏态度。卢卡奇指出，在面对韦

伯权力概念的发展和凯尔森“法而上学思想”（ｍｅｔａ ｊｕ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的问

题上，施米特所进行的批判“完全是正确的”，“此外，他［施米特—引者

注］还正确地重视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实际连续性并且把形式上的法权

当作社会政治生活连续性的一个部分来处理”①。不仅如此，卢卡奇也

看到了在面对德国现实的问题上施米特与韦伯的不同。在施米特眼

里，韦伯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体现在既悲痛于资本主义理性化的生活

方式对人的个性的泯灭，又激情饱满地渴望德国政治实现“西欧化”的

管理方式。卢卡奇对此表示完全赞同：“即使他［韦伯———引者注］所

盼望于德国的都实现了，也并不能使他对社会现实的基本论断起什么

决定性的改变；德国的民主化，在他心目中，可以说仅只是使帝国主义

能够更好地发生作用的一种技术性措施，仅只是德国社会结构向西欧

的民主靠拢一步，而他看得很清楚，西欧民主，就它的基本社会生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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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也同样还有‘破除魔力’等问题有待解决。”①可见，韦伯的解决出

路并不被其两名弟子认同。此外，正像施米特拒斥卢卡奇将“历史”与

“阶级意识”相结合的理论方案一样，卢卡奇也对施米特的政治方案极

为不满。在《理性的毁灭》中，卢卡奇指出施米特从政治本质论的立场

出发来考察德国历史，将韦伯所宣扬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视为德国的

退化，并批判在其充满了“花言巧语”的法权社会学背后“隐藏着的却

是这样一句极端空洞的陈词滥调：一切政治关系因而一切法律和国家

关系，归根结底，都是敌—友关系”②。不止于此，卢卡奇毫不留情地讽

刺施米特的政治论断，指出不管其哲学形式装扮怎样的历史“具体

性”、抑或运用生存主义的思维方式，其法权哲学带来的后果也只会是

“极端贫乏而空无内容的抽象性”和“非理性主义的任意武断性”的联

合。所以，在卢卡奇看来，施米特的政治理论必然走向纳粹，其解决方

案中的武断性“给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过渡”③。

卢卡奇的评判完全正确。施米特依据极端的政治存在主义，通过

把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概念予以常态化，从纯粹政治权力中创造出人类

整体的新秩序。然而遗憾的是，施米特对于政治决断的规定，始终采取

敌友划分的方法，而不是善—恶、正义—非正义的标准，这就意味着他

的政治概念是从权力意志中产生的决断观念，从而取消了道德的严肃

性，并陷入了虚无主义。此外，尽管有学者认为施米特的政治概念并不

纯粹，其对敌友的区分只是试图通过政治神学的方式挽救魏玛共和国

的危机，但施米特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认为只有一个“全权国家”才

能始终保持政治性，具备精英意识的决断者是克服现代性困境的必要

条件，权力意志与权力政治必须取代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由此，结合

其理论的内在逻辑和现实语境，也就不难理解施米特最终为什么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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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程志民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第 ４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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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程志民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第 ４３３页。



向纳粹。另一方面，施米特对卢卡奇阶级观念的批判也是站不住脚的，

他企图用纯粹的政治概念来消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并将阶

级斗争置于经济—技术的语境中。但卢卡奇的阶级概念实际是一个历

史性概念，他强调在总体性视野内主体—客体历史辩证法的内在生成

性，而施米特始终忽视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并不能理解卢卡奇的阶级与

历史概念，遑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说。然而，不得不说，当卢卡奇将

施米特定义为反马克思主义的非理性主义者时，他也未能真正超越现

代性的困境。在阶级意识理论中，由于过分克服对客体的依赖，最终只

能妨碍主体的实现，从而退缩到唯心主义。

（作者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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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手稿》中“第二自然”与
“似自然性”的张力

———兼评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

宋 一 帆

摘要：本文从第二自然的角度出发考察青年马克思在《巴黎手稿》对

于现代伦理世界的重塑。通过对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工具

主义、自然本体论、社会维度缺失三个方向上误读的批判，重新自德国古

典哲学传统内构建马克思关于第二自然与“社会化的人”的论述，由此澄

清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然史”。进而，本文考察第二自然的异化形式

“似自然性”，论述一种激进的逻辑是如何引入第二自然理论之中的。

关键词：青年马克思　 第二自然　 对象化活动　 社会化的人　 似

自然性

“多么的合适，自然赋予人双手，而他们又借此掌握了多少技

艺（ａｒｔｓ）……由工匠们之手实现出来，以满足我们的需要、保持我

们家居安全、以衣蔽体、赐予我们城邦、厅堂、房屋和庙宇……我们

用人的手在自然中建立了一个第二自然。（ｓｅｃｏ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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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此概念的若干要点。



西塞罗《论神性》（Ｄｅ Ｎａｔｕｒａ Ｄｅｏｒｕｍ）

“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

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

义。”①———马克思《巴黎手稿》

启蒙的悖论正在于，它需要将自然贬谪为失去了目的和内在规范

性的、晦暗的质料以树立主体的自由，但另一方面，自然又不断地宣布

了自身的不可褫夺性———通过人的欲望（ｄｅｓｉｒｅ）和需要（ｎｅｅｄ）继续实

施着控制。黑格尔显然是自觉地意识到了该问题，故而想方设法将人

的自发性（自由）纳入足以满足不同特殊目的的制度性统一体中，即

“第二自然”。尽管由于抽象国家作为最终目的，无法将现代所抛出了

诸原子式个体真正地在普遍性的高度上重塑，使得他们仍然如同自然

物般服膺于必然性，又一次跌入资产阶级思想的意识形态中。

但是，黑格尔对于启蒙内在缺陷的自觉，可见于马克思之间复杂的

批判性承继关系。马克思一方面阻隔浪漫主义，一方面拒绝抽象的人

本主义，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社会”概

念———对自然和历史双重维度的和解，是与人的内在自然不相抵牾的

真正的“第二自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虽然仍在沿用费尔巴哈的话

语，但在理论上已然超越了抽象的自然，如此这般的社会化思想与《德

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成熟期的文本实是一脉相承，甚至可

以被视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先导性价值观念。

在对马克思论域内“自然 ／历史”的奠基性文献正是来自第二代法

兰克福学派阿尔弗雷德·施密特（Ａｌｆｒｅｄ Ｓｃｈｍｉｄｔ）的《马克思的自然概

念》。该著作前承卢卡奇“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②的论证，将“第二自

然”的术语正式引入马克思文本，论述了社会历史与内外的自然交互

性质。文本初版于 １９６２年见证着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现实的深度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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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德］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８３页。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２０５页。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所兴起的一系列激进运动急需一套关于“自然解放”的

理论来反抗晚期资本主义深入意识领域、物质生产领域、本能领域等整

个生活世界的殖民。此时，“自然”一词本身被激进化，它充斥在整个

社会生活之中，构成了人共同生存的场域，因而它呈现为环境（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与空间（ｓｐａｃｅ）。这两个术语凭借激进自然的内涵，也打破了原

本摆设性的、被动的场所之意，成为可以自我扩张的、“生产性”的概

念。环境和空间也是面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问题：（１）生态运动：无

独有偶，《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发表同年，卡逊夫人（Ｒａｃｈｅｌ Ｃａｒｓｏｎ）以

《寂静的春天》一书在美国出版，标志着生态人文运动的正式兴起。借

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生态运动与政治斗争相互结合。至今，福斯

特仍强调《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对新陈代谢（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又译物质交

换）断裂理论的重要挖掘，使得马克思的生态理论寻得自身立论之依

据。（２）历史地理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理学在分析今日全球范围

内不平衡发展（Ｕｎｅｖ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的问题上，发现环境本身在晚期资

本主义社会已经被实质吸纳，自然就是人造的东西，却被意识形态伪装

为无前提的天然。因此，以大卫·哈维与奈尔·史密斯（Ｎｅｉｌ Ｓｍｉｔｈ）重

新参考施密特的“第二自然”论断，提出了“自然的生产”（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理论。理解当下不能简单地寄希望于“自然”的复

归，因为如此这般的“自然”很有可能是被社会生产并强化合理性的工

具。因而，必须拒绝将自然视作独立于外的自体，而将其纳入社会空间

中考察。① 但是由于文本对马克思作了一种“启蒙辩证法”式的理解，

而无法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性”，故而存在三个方向上的缺陷。

（１）工具主义指责：施密特马克思并没有真正与哲学唯物主义分

开，他仍然陷入工具主义的困境中。

（２）自然本体论：施密特受业于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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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体优先性”（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的概念，将马克思“质料对

形式的漠不关心”①理解为自然的本体论性质。

（３）社会的缺乏：施密特将《巴黎手稿》指认为自然 ／历史的同一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陷入乌托邦的幻觉，未能把握马克思如何在“社会”的高度

上统一（Ｕｎｉｆｙ）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甚至他在理解马克思的“社会”

时完全是在“似自然性”（自然必然性）的意义上，即所谓第二自然只是

一种似自然性（Ｔｈｅ Ｓｅｍｂ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一种自然的假象（Ｓｃｈｅｉｎ），是

统治着社会历史领域中人为的必然性。

一、启蒙理想的覆灭

本文考察的第一个环节，即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如何处理个体向社

会过渡的问题，该过程同时亦是自然存在向第二自然转化的过程。施

密特对马克思自然概念的考察中，未曾清晰地理解黑格尔“第二自然”

概念的用法，因此当他用该术语来评价马克思时，大多沿用的是卢卡

奇、阿多诺自身的哲学建构，而缺少马克思思想史的理解。

黑格尔观念论回应的一个根本问题即是———人如何在一个失去了

规范性与内在目的的自然中安身立命的问题。以霍布斯、洛克为代表

的近代自由主义给出了自己解决的方案———从自然共同体中抛出的原

子个人出发推演出社会的诞生。由于人不再自然地从属于政治动物，

因此失去了有机结合整体的可能性，使个体机械相加为整体。在康德

那里，将“自然”与“自由”视作最重要的一对二律背反无疑高度敏锐。

既然，第一自然是纯粹的机械必然性，无法提供关于人类社会的秩序，

那么就从主体的自由本性中诉诸“自律”来得以实现。当主体能够从

理性中发现普遍的法则时，康德看上去就不那么需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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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吴仲昉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７３
页。



然而，黑格尔对上述种种方案都是不满意的。康德关于“自律”的

设定流于空泛，成为抽象的、同质的道德法则，所以黑格尔设想将自律

置于现实的制度与伦理实在中而变得具体，于是提出用第二自然来解

决自然之失落的问题。黑格尔有感于现代以来机械论的自然观，使得

诸自然现象被打散为彼此外在的碎片，成为与人的生命根本无关的质

料。他尝试以一种祛魅了的亚里士多德自然主义（ａ ｄｉｓｅｎｃｈａｎｔｅｄ Ａｒｉｓ

ｔｏｔｅｌｉａ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①，把理性渗透在自然之中，使自然再次成为有机的

整体，让这种自然直接地内在于人类生活———它呈现为民族精神、伦理

等一系列第二自然。抽象的道德无法勾连实然和应然的对立，但是在

第二自然当中分裂是不存在的，这种自然直接地就通向自由。“通过

获得在一个规范性的社会空间中行动的能力，每个行动者都将有机的

动物实体重塑进了自我意识的主体之中，并有能力引导自身的行为规

范。这个被黑格尔称作和解。”②市民社会，作为伦理的分裂状态，个人

相互依赖却“不是作为自由、而是作为必然性而存在的”③。因此黑格

尔为了实现伦理精神的真正统一，必须促使社会向更高环节的转化，将

需要的任性提高到知识的自由中，第二自然超越了自然意志和主观意

志，而成为获得实体性与主体性统一的东西，行动目的和伦理共同体内

在一致。

但是就理论指向而言，第二自然（客观精神的体现）到头来仍是通

过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自然来体现。施密特的指认极为深刻，“马克思

的看法与之相反，不如说黑格尔的‘第二自然’本身具有适用于第一自

然的概念……盲目的必然性和盲目的偶然性相一致；黑格尔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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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自然’本身仍是第一自然。”①

正是马克思意识到了黑格尔的“第二自然”方案的内在缺陷，进而

通过 １８４３年前后《德法年鉴》法哲学批判加以完成。马克思并不认可

黑格尔用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扬弃，“他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

而是按照自身已经形成了的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已经形成了的

思想来发展自己的对象。”②没有真实的对象也就无所谓自我异化，故

而也无以奢望普遍性。

用《论犹太人问题》来回答，现代国家有若宗教般的抽象性。宗教

是将自我外化为一个抽象的上帝，人和人必须通过其中介通达彼此。

相对地，共同体必须以现代国家为中介，将人从自身的文化种族的差异

中脱离出来，摆脱种种特殊的规定性而抵达普遍性，这正是黑格尔教化

概念的原相。“正像基督是中介者，人把自己的全部神性、自己的全部

宗教束缚都加在他身上一样，国家也是中介者，人把自己的全部非神

性、自己的全部人的自由寄托在它身上。”③于是，政治解放就虚设了一

种对公共事务的普遍关照。将国家置于宗教之上，意味着必须将国家

认作是市民社会的目的，否则就不可能活出共同体的高度。但就现实

而言却意味着一种分裂，人被分裂成市民（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和公民（ｃｉｔｏｙｅｎ）

两种身份。由于宗教被驱除到私人领域，促成社会整合的意识从共同

体中消失，那么在市民社会中也就意味着纯粹是自私自利的个体。因

而，国家必须否定市民社会，“它试图压制自己的前提———市民社会及

其要素，使自己成为人的现实的、没有矛盾的类生活”④，结果是人只能

按照一种外在性的方式被扭结一处。

马克思进而鲜有地直接评述自然问题“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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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

界———固有的价值……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

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①。反过来说，如果存在一个真

正的“自然观”，那么必定是对“私有财产”、“金钱”等社会领域内“自

然的控制”诸因素的废除，进而重塑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经历过

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通向《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路径就已经

敞开———如若第二自然不考虑第一自然—物质的始基问题，否则就只

是唯灵论。因此新的方案应当建立在社会之上。

二、真正的自然史

施密特没有很好地理解马克思“历史是人的真正
獉獉

的自然史”②的说

法，他基本将自然史视作一个批判概念：“马克思在把迄今的人类社会

历史作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来看待时首先具有批判的意义……尽

管人从漫长的‘史前史’中获得了经验，即取得一切技术上的胜利，但

最终获胜的依然是自然，而不是人。”③他将“自然史”和《启蒙辩证法》

关联起来，在机械客观规律的意义上来理解，从而陷入一种鲜明的非辩

证的泥沼。然而，在马克思的理论深处纵使是自然也意味着历史生成维

度的同时在场，是在黑格尔的“有机总体”之后对传统意识形态的超越。

（一）动物的隐喻———对人之自然的重新思考

马克思在 １９６２年与恩格斯讨论达尔文的通信中提及“使人想起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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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的《现象学》，那里面把市民社会描写为‘精神动物的世界’，而达

尔文那里则把动物世界描写为市民社会”①。其实从青年马克思开始，

自然的疆场就很少奠基于形而上学问题中，而总是必须穿过自然史的

视野。当作为第二自然的社会登场时，绝非达尔文意义上一个在同质

的自然内部必然演化（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的过程，它是面向市民社会的革命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性变化，是对既定自然观念的中断。

马克思清晰地意识到，当黑格尔在研究历史科学时，他的眼中是没

有自然的。“自我意识只有当它异化其自身时，才是一种什么东西，才

有实在性。”②黑格尔将对象的实存和异化同一，而实存本质上是自我

意识向他者的投射。黑格尔将自然彻底融化在了内在自我中。

黑格尔将自然“人化”，费尔巴哈则反过来将人“自然化”，以消除

所谓唯心主义的痕迹。为了重塑共同体关系，费尔巴哈直接将这种整

合移入了人的天性，即“类本质”使每个具体的个人能够在“爱”———内

部的感性能力———的关系中紧密结合成共同体，并称其为一种“社会

存在”，但实质上无外乎是没有异己的家庭关系，远远低于市民社会的

水平（所以甚至是黑格尔的倒退）。

本文将证明，马克思自己在《巴黎手稿》中对“类本质”的具体阐释

已与费尔巴哈相去甚远。正如马克思随后所批判的“人的本质不是单

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

马克思的“类本质”更像是一个自我瓦解的概念，人的“本质”（Ｎａ

ｔｕｒｅ）就在于没有本质，只要活着就必须将自己敞开给无穷丰富的对

象，就意味着对本质的不断重塑。对于人来说，通过劳动这一延迟了的

欲望（Ｄｅｌａｙｅｄ Ｄｅｓｉｒｅ），人与自然拉开距离，从而将其重塑为自己的身

体。无机的自然仅仅是消极的意义上出现，使人不至于死亡而必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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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物质交换。这样的自然绝非人本质的体现，马克思恰恰在强调自

然和人的直接存在的异质性“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

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地存在着”①。在自然和历史之间不存在

同一。

当它在表示第二自然，反而体现出了人所能够面向对象时施予的

激情和能动性。“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

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②受动构成

了能动的前提，第一自然是第二自然的界限，如果失去了前者也就失去

对象，失去了对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现实性。当马克思在这种意义上

言说自然时，已经远离了启蒙以来征服自然的态度。

尽管运用的是费尔巴哈的术语，但马克思对于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之探讨仍然是在黑格尔的高度上。他强调自我意识是历史的真理，人

的自然就在于将历史带入整个冷漠的自在世界，同时不侵蚀对方而仅

仅是加以完善。“人的需要是历史性的，不是自然性的，创造需要和满

足需要的追求构成了历史的发展。”③当我们在处理被历史中介过的自

然世界的关系时，其实就是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人靠自然界生活早

已不是由生物学来衡量，整个历史深入人的生理结构中去，正如马克思

之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写道：“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

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

饥饿。”④

（二）反工具主义：对象化的活动

施密特在文本中对马克思的“劳动”感到无比困惑，他发现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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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强调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只能为材料赋予形式，却无法在本体层

面上触及质料。木材被塑形为桌子，却又随着时间流变而返还为木材。

“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质料的

形式。”①在人类劳动之外兀自耸立着一个大化流行、沉默无言的自然

世界，人类活动不过是这个广大自然界新陈代谢之一环。施密特将这

种质料对形式的漠不关心性，看作是主客体间的非同一性关系，用一种

阿多诺的话语称其为“否定的本体论”。于是，二元论的阴影再现（１）

占据优先性的外在自然（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２）作为人与自然同一的普

遍自然（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②。当这套二元论成立时，就结成了以“自

然”为名义的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施密特又将自然和社会的交互作用发展到极致。他认

为当马克思在设想一个美好的乌托邦图景时，持一种工具主义的立场，

通过将自然纳入生产力的领域，完完全全转化为供人享乐的基质。

“新社会只是更好地为人服务，而这无疑地使外部自然界成为牺牲

品。”③施密特意识道：“在社会现实中，否定的本体论必须让位于对自

然积极的征服。马克思如今与控制自然的培根传统再次结盟。他把资

本主义下的两个决定性概念———技术和工业化———不加保留地带入了

社会主义理论中，意味着他未能理解马克思是如何具体地对资本主义

价值形式进行批判。”④换句话说，将生产 ＝工具主义的判断，本身就来

源于资本主义的价值判断。

施密特的解读在双重意义上又陷入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控制自然”的工具主义依赖于下述两种前设，（１）技术自身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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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它作为被动之物从属于人。作为工艺学特征的技艺与自然对立，

自然（ｐｈｙｓｉｓ）以自身为原因，而技术的动力因总来自于人。（２）人的本

质被规定为理性的主体，因而能够借助工具实施有效的控制。这两种

规定，前者是工具主义的，后者是人类学的，两者共同支配了对于“技

艺之于自然”的理解。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技术是合目的的手段；技

术是人的行动”①是一种流俗之见，应当把技术看作一种解蔽方式，使

得自然从遮蔽状态走向显现。最重要的是，技术本身参与到人、自然与

世界的构成当中。

马克思在谈论“劳动”时也是同样地拒斥此般工具主义的指责。

（Ａ）以“工具与人本质的互释”反对技术实体：他不是在工艺学的

意义上界定生产劳动，任何特定的工艺都是服务于特定的人类目的而

存在，它是人与对象世界间的工具性联结。“工艺学—生产观”在主体

和对象之间建立一种线性的，单向的关系，将劳动的历史意义仅仅显现

为有用性。

但是，这未曾了解马克思的“生产”与“生产一般”的区别。生产的

首要意义不在“用”和“消费”中，而是恰恰在生产中人被赋予了历史的

目的，并且接纳现实生存之境遇。它呈现为散播性，生产本身是一种不

受控制，没有界限的过程，兀自散播，甚至很难看到它背后的主体。但

这不意味着它是外在于人的自然进程，而是内化于整个社会。“如果

有一部批判的工艺史，就会证明，１８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

个人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

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②马克思在此暗示我们不

能将工具视作是中立的、客观的、为我们所操作的东西，而是反过来技

术物体与承载他的社会一同显现着人类的内在自然。“自然物本身就

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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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诫，延长了他自然的肢体。”①人在通过劳动来构建人造物的领域时，

劳动也创作了人本身。一俟自然界被人的劳动所改变，自然界就正式

作为人身体的延伸进入社会生活领域，第二自然便被敞开。因而，任何

自然物都不是作为实体出现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而是关系之一部分，并

且最终在社会中得到确证。

（Ｂ）对象化的活动：这种工具与人本身的互释打破了人的形而上

学本质，人之自然必须开放给工具指向的对象。“质料对形式的漠不

关心”绝非否定意义上的，它是对于自然和人的生命力的真正肯定，只

有置入“对象化”概念才能理解，这是早期著作与晚期著作内在关联的

一个重要节点。正像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它必然从漠不关心的异己性

发展到现实的、敌对的异化……它的对象是一种否定的东西，自我扬弃

的东西，是一种虚无性。”②对象自然是在外的，这种外部性马克思不能

僭越，只有当对象存在时人才有其现实性，人才能与世界往来、生活。

因此，我们不能从“占有”的角度来理解对象，如此这般的关系是一维

的、单向的、理论的关系，要将“物”把握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人是参与到对象世界之塑成的主体。“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

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现

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不是主体；它是本

质力量的主体性。”③我们无法想象当动物拖着自己的肉体与自然往来

时，需要将其驳斥为“征服自然”。人也有自己的肉体，只不过不是在

第一自然上规定的，而是由社会历史发展起来的感性，感性就在劳动中

成就，这是生命力的对象化。感性的前提必须承认他者的存在，在他者

中确认自己的主体性。因而，历史中的主体性将是与整个他人和社会

共在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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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

施密特批评青年马克思仍然追求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同一性是

不恰当的。当马克思使用“自然主义＝人道主义”的公式时是在界说完
獉

成了
獉獉

的共产主义，费尔巴哈用自然主义来构建“无神论”，马克思直接

指正其为未完成，这种博爱到头来只是哲学的抽象。自然和人为应当

保持相互关联（Ｕｎｉｆｙ），却不可以相互同一（Ｉｄｅｎｔｉｔｙ）①，这里的等号恰

恰意味着差异的一度。

在《穆勒评注》部分马克思将这种“对象化”关系由劳动扩展到整

个交往领域，但同时不应望文生义地认为“交往异化”视角关注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而“异化劳动”仅仅锁定在孤立的劳动者与自然间的关

系。“（１）我在我的生产中使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对象化……

（３）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你自己认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

自己本质的补充”②上文已充分论证了社会关系总是需要通过自然这

一中介的，“交往”的引入可被视作是对象化劳动的复杂化。恰恰是在

自由自觉的人类劳动所勾连起的主体间的本质关联基础上，“我”和

“他”的生命在类的高度交汇。此时，类本质的概念不仅仅是能够和动

物区分开来的标志，同时也将共同体在第二自然的东西移入了本

性———“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③，换句话说，社会就是所有

人共在的生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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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落实在第二自然中，而不能直接地提出主体间性的思想。就理论发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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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１８４页。
［德］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１７０页。



“社会”概念是对黑格尔第二自然设想的最终实现。就普遍性而

言，“应当避免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①马克思

提出社会概念完成了对近代自由主义的纠正，人要成为共同体不能在

自然状态中寻求规定（原初契约），要让自然成为一种在社会中形成的

生活，有机地联系着所有人。

另一方面，第二自然也将第一自然充分实现。若以男女关系为例

则更加清晰。资产阶级社会将妇女限定在私有财产上，粗陋的共产主

义未尝超越这种意识形态，无非是将女性当作公共的财产来“占有”

（Ｈａｂｅｎ），当历史牢牢扼住自然时，社会就消失了，因为作为对象的女

性已不复存在。家庭的浪漫主义幻象与社会并不兼容，人在家庭内部

是学不会异己的东西的。阿维瑞纳正确地理解到“社会”概念对整个

意识形态的出离，“整个问题是要避免将家庭（或性）浪漫化，同时达到

一种将性关系的基本结构原则变成社会组织的普遍原则的解决之道。

一种可能的答案是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变。”②反过来说，真正的男女关

系以彼此为对象，在对他人的欣赏中视觉、听觉、嗅觉、爱等一系列感性

的能力都变得丰富。在社会中人的自然性被真正地实现出来，“社会

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③通过“社会”这一完善的“第

二自然”范畴，他才可能实现对于现代伦理世界重塑。当共产主义表

明自身是现实历史的辩证运动时，它提出了“人向自身的复归”，但复

归指向的是社会化的人，要求对崭新社会关系的建立，因此也远离了孤

立的、浪漫化的个体。如果撇开“社会”概念，施密特的确一语成谶，那

么青年马克思就是片面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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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似自然性：一个批判的立场

马克思的“第二自然”理论有两端，其一已由上文交代，即将“社

会”视作对象化的生产活动的产物，并且在成熟时期构建为历史唯物

主义的理论根基；其二则是将“社会”视作资本主义自我确证的一环，

从而在“自然史”中给出激进化的自然概念———当我们说历史符合自

然规律时，就意味着这个历史的发展是无法为人所左右的，统治的合理

性也是从中而来。大量的资产阶级法则、基本观念是以永恒的“自然”

面貌出现的，并且遮蔽自身“人为”与权力施用的痕迹（或者用马克思

自己的术语“假象”）为了概念上的清晰，本文将对象化活动产生的社

会称作“第二自然”，将由意识形态所规定出的“自然”必然性称作“似

自然性”。第二自然是对资本内部自然 ／历史关系的重构，而其前提必

定是对社会关系的异化形式“似自然性”之批判。

“似自然性”首先由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阐释。“人们在

其中一方面日益打碎了、摆脱了、扔掉了‘纯自然的’、非理性的和实际

存在的桎梏，但另一方面又同时在这种自己建立的、‘自己创造的’现

实中，建立了一个包围自己的第二自然，并且以同样无情的规律性和他

们相对立。”①他认为这种伪装起来的“自然”就是物化现象。其后继

者阿多诺将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解为对如此这般“自然”的破除———“这

个第二自然就是相似（ｓｅｍｂｌａｎｃｅ）的自然，它将自己呈现为意义丰富，

而相似性却是历史地生产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②西方马克思主

义传统由于同等地将这两个概念解释为“第二自然”，导致对于资本主

义的批判和洞见却深入，越避免肯定（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地谈论社会，以致错

失了本文第一章与第二章对于“社会化的人”的理解。

无疑，“似自然性”是马克思所开创的极其犀利的分析方法。在当

今左翼的历史地理学理论中被发展为一套“自然的生产”（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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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成为对马尔萨斯主义和深生态学语境下“自然极

限”说批判的理论根源。历史地理学家奈尔·史密斯（Ｎｅｉｌ Ｓｍｉｔｈ）就点

出“自然的对象总是政治的。自然很少，几乎从未，是一个无辜的范

畴。”①故而，本章就将马克思的文本与形形色色的“自然”理论置于对

话中来考察该问题。

霍布斯设定自身理论的根本基点就是“资源匮乏”（ｓｃａｒｃｉｔｙ）。

由于绝对的匮乏，使得畏死的恐惧在同等程度上笼罩着所有人，在自

然状态下人们必须为了生存先发制人、各自而战。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他从一种给予的自然推导出另一种理性发见的自然———自然法。

但就结果而言，霍布斯没有预见到这是不平衡的自然法，社会成员内

部仍然存在着资源分配不公，贫困注定降临于一部分人。当然，这也

不影响霍布斯的理论融洽，只要一个底线（生存）被守住就好过自然

状态。

国民经济学基本上也接受了这样的理论前设———由于资源的匮

乏，在一定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不断地加入，势必会带来边

际效益的减少。劳动力由此过剩造成的工人的普遍失业和贫困，无非

是整个第一自然水平上谋划的一环。大卫·哈维就为此总结道：“古

典政治经济学常常把自然稀缺性和边际利润递减作为危机和永久性贫

困的根本原因。”②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处理了两种形态的国民经济学，一方是马

尔萨斯“推崇奢侈而咒骂节约”，一方是李嘉图“推崇节约而咒骂奢

侈”，但两者却是在同一水平上对于工人的生命力进行最大程度上的

节约，工人越抽象越贫困，即意味着资本的积累越多“挥霍和节约、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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侈和困苦、富有和贫困时划等号”①。

首先，马尔萨斯认为人的有效需求总是不足的，因此资本和人口在

一段时间内会出现过剩。为此，他必须鼓励奢侈以促进消费，并且寄希

望于非生产性阶级，如官员、地主、资本家等需求的提高。在人口理论

中则存在着两种绝不动摇的“自然法”———（１）食物为生活所需要，却

只能按算数级数增长；（２）两性间动物般的情欲永无停歇，使得人口按

照几何级数增长。用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的引用即“人口比资本增

长得快是一个自然趋势。没有这种情况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贫困。人类

的普遍贫困时一个事实。第一，妇女的生理构造。第二，出生率和死亡

率”②。自然的限定就是既定社会现象的根本原因。为了解决该问题，

马尔萨斯要求上层阶级在“教化”的高度控制人口数量，并且任由下层

阶级在永恒的自然法中盲目繁衍。

人口过剩并解决不了生产过剩的问题。因为自然法出现了分裂，

一种是针对上层阶级，一种是针对下层阶级，在上层阶级的享受、教养

和消费中将找到问题的答案，而穷人被以“有限资源下的人口压力”之

名义剥削。因此，奢侈的答案仍是节约，通过一种生命政治学的口号，

完成对工人阶级贫困的合理化及需求的持续控制。

其次，李嘉图的出发点是节约。他在自身“需求—价格”铁一般的

规律中发现，消费欲望是无限的，只要生产出足够的产品即可无穷地扩

大资本。因此，财富增加的根本是资本积累。他为此提出“节约收入

以增加资本”的口号，节约的内容正是马克思《巴黎手稿》所逐一驳斥

的东西———工资、利润和地租，为了实现财富（奢侈），必须将工人下

降，剥夺他的所有对象，使他仅仅在生存的边缘得到满足。

马克思的历史贡献，正是指认这些“自然法”是实质上的“似自然

性”。“马克思并不接受生态匮乏的论点。贫困和福利缺乏以及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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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危机倾向，必然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动力来解释，而不

是以资源的稀缺性或所谓人口的‘自然法’来解释。”①理论的激进维

度正在于拒不承认这些抽象，不能把自然界的东西径直移入社会领域，

否则就只不过是合理化的统治罢了。贫困的问题必须通过社会领域加

以解决。② 匮乏的自然法到头来是社会共同体中一方对另一方的匮

乏，是另一方私有财产不断扩大化的历史进程。国民经济学默认了如

此这般的差距，径直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推演出整套体系。当它被视

作“自然”时，意味着是无需追问的。

为此，马克思的理论目标，正是要用真正的“第二自然”来替换“似

自然性”，他彻底地考察国民经济学的奠基石“私有财产”，并且力图摆

脱这一“最自然的状态”。如此，《巴黎手稿》中所谓“异化劳动”与“私

有财产”间的循环论证就可以理解了。这不是发生学的溯源，而是来

自德国古典哲学内部的批判方法。他从当下的一个“自然现象”出发，

追问其何以可能的条件，即是对“自然”的重新历史化。这种劳动非但

不是价值的来源，它是异化劳动，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兀自树立在自

己面前的对象世界也就越庞大，强加于工人身上的束缚就越沉重。但

是，创造出来的东西已经不再是自然物，而是由人所掌控———借由异化

劳动的第四重规定性，劳动将人们引入阶级利益相互对立的社会关

系中。

这一步尤为重要，尽管是以异化的形式，但生产者被允许进入了人

的社会。随后马克思将这一视角扩展到货币（剩余产品置于市场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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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１６７页。
本顿承认马克思基本上轻视自然限制（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ｉｍｉｔｓ）的问题，特别是劳动价值
理论忽略资源的稀缺性，也不重视自然的极限，因而呈现出普罗米修斯主义的

态度，所以必须给出一种绿色的马克思主义。他的方式是有选择地阅读马克

思的文本，一方面古怪地将马克思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判进行辩证化，反

过来承认自然的限制。这是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相违背的。Ｔ．
Ｂｅｎｔｏｎ，“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ｉｍｉｔ：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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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私有财产发生了同自身的异化，它以货币的量的方式外化出

来，这种被量化的东西正是交换价值。交换价值给人以一种超越了原

先异化的假象，货币的极致形式不外乎是信贷，信贷中甚至充满了所有

关于自然主义的人的浪漫想象（圣西门主义者也确实是这样认为的），

由于人和人关系的重塑，每个人内在的生命得以实现，需求、欲望、自我

实现看上去都能够在国民经济学的这一环节得到实现。但马克思将其

指认为“似自然性”———无非是以自然面貌出现的社会关系，“我扬弃

的只是我同它的个人的关系，我使它返回到自发的自然力的支配

下。”①物外化为货币，却在经济规律中再一次成为异己的力量。这种

交换的必然性 ／自然性是建立在国民经济学更根本的、对人之本质的自

然假设上，“因为贫困，由于需要”②。

从对象化的角度，马克思才得以确定共产主义—第二自然的内涵，

资本的存在越是展开，越是强大，也意味着这些由感性活动带来的异化

了的本质力量越发强大。并且，现代生产工具本身也带来了更为广泛

的社会化，对于异化的扬弃也就愈发现实。这意味在“似自然性”中蕴

含着自我瓦解，走向第二自然的力量。

因此，马克思为了开创历史流变的可能性，要求用真正的第二自然

来重构资本的逻辑。于是就有了崭新的富有和贫困概念———“富有的

人同时就是需要有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贫困是被动的纽带，

它使人感觉到需要的最大财富是别人。”③贫困绝非“占有”意义上的

多寡，它缺乏的是他人。而“富有”正意味着社会对作为整体的人的视

线。自然法上的匮乏和富有要置入社会的对象化关系中加以考察。

如果存在一种环境正义，那么不可能在“深生态学”的立场上诉诸

于外在的自然限制。只有将自然拉回到社会的空间中，辨识出资本主

义和权力关系如何持续干涉着物质存在，才可能拯救自然。同时，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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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德］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１７２页。
［德］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１７２页。
［德］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９０页。



自我救赎也建立在对欲望、身体等一系列种种内在自然应当以何种方

式“社会化”的问题之上，然后才可能思考我们依靠什么来重塑共同

生活。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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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之比较

王小莉　 金瑶梅

摘要：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普兰查斯国家理论的产生分属于两

个不同的时代，因而其分别构建的国家理论也是不同的。两种国家理

论在国家的方法论基础、职能、本质、相对自主性、变革策略等问题上存

在着明显的差异，但同时他们之间也存在某种共性。与马克思主义国

家理论比较起来，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对原有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

的解释传统进行了全面检讨，提出重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任务。

但这种重建是一个发展与背离、继承创新与曲解误读共存的过程。

关键词：普兰查斯　 马克思主义　 国家理论

国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但在马克思、恩格

斯之后，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西方没

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并且充斥着“经济决定论”、“工具主义”、“人本主

义”等解释，相关研究也显得比较沉寂。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新

激活了辩证法和主体性思想，但是政治的或者经济的等重大问题已不

是他们的学术关注点。这种情况直到 ２０ 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才有所改

变，随着斯大林主义的式微，福利国家的明显成功，左翼政党参与政府

选举的胜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对国家问题重新产生兴趣。正

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普兰查斯主张对原有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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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解释传统进行全面检讨，提出重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任务。

对此英国著名左翼政治理论家鲍勃·杰索普曾评论到，普兰查斯“是

战后国家和政治领域最重要且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理论家……他也是

第一个避开哲学和文化讨论马克思国家理论中的重大议题的西方马克

思主义者”①，“是战后唯一一名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政治理论方

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学者”。② 普兰查斯国家理论

作为创新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一个重要理论线索，将之与马克思主义

国家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与理解马克思主

义国家学说。

一、方法论：唯物史观与结构主义的差异

在理论方法上，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总的方法论基础。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马克思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研究了

国家的起源、本质、类型以及国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揭示了国家

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结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中其他具体方法的运用都是在这个总的科学方法论指导下进行的。马

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理论也可以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国家理论。

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受到结构主义和阿尔都塞哲学思想的影响，

其国家理论构建在结构主义多元决定的历史观之上。结构主义强调要

从整体性和独立性的角度研究与认识事物，目的是揭示事物内部不同

要素之间的内在结构性与有机联系。结构主义研究方法有利于克服因

对某一事物局部研究的过渡精密化而产生的狭隘性和孤立性，强调了

整体性综合研究的重要性，因而普兰查斯从整体性的角度重新研究与

６３３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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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力图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结构化，从而

为我们研究国家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但是，结构主义理论本身并不完美，致使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有明

显的不足之处。结构主义研究是从纷繁复杂的社会总体中抽出一个组

成部分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种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

会历史发展中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此外，由

于结构主义的“共时性”特征，它往往把社会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发展

历史看成是不受任何社会发展规律制约的内部发展过程，看成是一种

毫无历史联系的孤立结构。同时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完全否定了马克

思主义国家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阶级

矛盾与阶级斗争，而这一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中占有非常重

要的地位与分量，显然这种否定是有违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的。正因

此，对于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有学者就认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国

家理论对普兰查斯国家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形式方面的话，那么结

构主义对其国家理论的影响则是渗透到理论的灵魂深处。”①

二、国家职能：两项基本职能与

国家职能多元化的不同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统治阶级之所以要把

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自身利益。

国家的职能是国家本质的内在要求和具体表现，是国家在实施阶级统

治过程中所具有的职责和功能。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家一方

面具有抵御外敌和镇压国内被统治阶级的职能，同时还具有管理公共

事务的职能，且只有在这两种职能相互协调时，统治才能稳定，社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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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江红义：《国家的自主性理论的逻辑———关于马克思、波朗查斯与密里本德的

比较分析》，知识产权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第 １９９页。



才能得到发展。

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相比，普兰查斯更强调国家的社会职能，同

时普兰查斯对国家职能的理解也更加多元化。普兰查斯认为，绝不能

把国家仅仅看成是阶级压迫的暴力工具，国家不仅是社会形态各方面

的调和因素，是社会形态各个方面的矛盾集中场域，同时也是社会形态

的政治结构发生转变的场所。普兰查斯将国家放置在社会结构的整体

中进行考察，他认为社会职能是国家政治职能的基础，各种国家职能通

过国家的综括作用表现政治职能。在国家职能的表现形式上，普兰查

斯认为国家职能在阶级斗争、经济方面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表现分别

为政治职能，技术经济职能和意识形态的职能，但是这三种职能的关系

并不等同，其中国家的技术经济职能和意识形态职能受到国家的严格

政治职能的多元决定影响。

普兰查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分析，源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

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变成了“经济决定论”，历史辩证法变成

了一种庸俗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在第二国际理论家看来，资本主义

经济危机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只要耐心等待便可。但是十月革命前

欧洲工人运动的低潮与失败，从实践意义上宣布了“经济决定论”的破

产；苏联、东欧等国在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所暴露出的大量问题以及

西方社会现实的巨大冲击，使得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遭受到了严重的

挑战。面对“经济决定论”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现实危机，以卢卡

奇、柯尔施和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第二国际的“经济决

定论”进行了理论反驳。阿尔都塞试图应用多元决定论来克服经济决

定论的弊端，对资本主义进行结构分析以恢复历史辩证法的革命本性。

普兰查斯在充分借鉴阿尔都塞学说的基础之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进行了独特的分析，从而最终为其提出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问题奠定

了基础。

普兰查斯对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分析，应该说是众多国家职能理

论中的一种，但普兰查斯独辟蹊径，依据结构主义的理论观点，详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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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含义以及各种职能问题；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

社会职能，普兰查斯也主张从整体性的结构上去研究；从多元决定的历

史观出发，他反对对国家职能做出的单一解释，论证国家具有调节社会

形态各方面之间矛盾的综括作用，为理论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

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视角，对于破除国家理论中的“工具主义

国家观”以及经济决定论无疑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国家本质：统治阶级国家与

权力集团国家的区别

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

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

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①列宁也指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

级的机器，是迫使一切从属的阶级服从于一个阶级的机器。”②由此可

见，国家是阶级社会中不同于原始社会公共权力的一种“特殊的公共

权力”组织。但是，这种代表公共利益的“特殊的公共权力”只是国家

的一种表面形式，隐藏在这种形式背后的则是国家的阶级本质。这就

是说，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切国家都是阶级的国家，国家的实质是阶级专

政，而所谓的“共同体”则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③。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本质的这一分析，普兰

查斯基本持赞同态度，所不同的是，普兰查斯一方面对于“统治阶级”

的解读，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强调阶级的“经济属性”，认为只

有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才是统治阶级，而是从结构主义的角度

对“统治阶级”的概念进行了重新解读，并且他也不赞同资本主义国家

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普兰查斯认为，阶级“表示结构的整体，表

９３３

马克思主义与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之比较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２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１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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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一种生产方式或者一种社会形态的模式对承担者———他们构成社会

阶级的支持者———所产生的影响。”①在一种社会形态中，所谓的统治

阶级其实就是那些在阶级斗争等方面占有统治权力的阶级。普兰查斯

进一步分析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中，不仅存在着资产阶级和工

人阶级的基本对立阶级，而且存在着小资产阶级、农民、官僚和知识分

子等阶层。资产阶级本身也划分为不同的派别，并非铁板一块，存在着

由几个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派别所组成“权力集团”，在这些

“权力集团”中，总是存在着发挥统治作用的霸主阶级或派别，也就是

说，资产阶级的统治实际上是权力集团的统治，权力集团内部存在着矛

盾，权力集团的统治要考虑到被统治阶级的斗争。另一方面，普兰查斯

从结构主义的视角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本质的论述，并进一

步阐述了国家归根到底依旧是统治阶级的国家的结论。普兰查斯认为

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要充分发挥几个政治上占统治地位

的阶级或派别所组成“权力集团”其在政治上统一者的重要功能，资本

主义国家的这样一种功能与作用，同时也确保了资本主义国家对权力

集团以及霸主阶级或派别的相对自主性。虽然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

主性使它在表面上似乎是一种公众的共同体，但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

要方面在于维持社会形态的统一，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最高职能，且

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最高职能，从根本上讲，依然是与统治阶级的整体

政治利益相适应与相一致的，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服务于资本的总体

运行的，这一本质并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

普兰查斯对资本主义国家本质及统治阶级问题分析，正如有学者

所言：“普兰查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结构主义分析是极其

深刻的，是对马克思关于统治阶级过于简单化理解的一种补充。他的

由霸主阶级领导的权力集团的统一为人们认识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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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及国家权力提供了另一条路径。”①

四、国家相对自主性：国家·社会与

政治·经济的分别

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中，国家与社会是分离的，国家来源于社会，

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环节。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分离是马克思主义国

家理论的逻辑起点。由此，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也是马克思主义国

家理论中国家相对自主性问题分析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虽然国家

来源于社会，但是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这就

意味着尽管国家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国家并不等同于社会而是

高于社会。国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决定了尽管社会对于国家具有归根

到底的制约作用，但国家对于社会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自主性

既相对社会所有阶级（主要是针对被统治阶级）因为国家照例是‘最强

大的、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同时，这种自主性又相对于

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它必须在某些方面采取独立、甚至损害

统治阶级利益的行为。国家相对独立于社会各阶级，以一种超然的姿

态，以共同体利益的象征凌驾于社会之上，国家的自主性特征就存在于

国家这个‘机体’之上。”②

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分析，普兰查斯认为在国家内部存在的

只有政治与经济两个环节之间的关系，并借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消除了

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普兰查斯那里，

生产方式是由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各个环节构成的一套复杂整体，

其中占统治地位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环节。所不同的是，普兰查斯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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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不同环节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多元决定的关系，

而不是一种直线性的因果关系。这就意味着，在生产方式的结构整体

中政治环节具有相对于经济环节的自主性。

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普兰查斯的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具

有自己的特点，如普兰查斯将国家相对自主性产生的原因归结为经济

与政治环节的各自独立，而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那里，国家自主性产生

的原因在于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普兰查斯把国家自主性的对象定位于

统治阶级，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却将对象定位于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

个阶级；普兰查斯把国家自主性仅限于资本主义国家，而马克思主义国

家观既将国家自主性看成是一种国家基本特性，又看成是一种“例外

情形”。应该说，普兰查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相对自主性的独特分析

视角是由结构主义所具有的特点所决定，即崇尚历时性，反对共时性与

经验研究。

虽然普兰查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深刻地分析了

资本主义的国家问题，引起了人们对国家相对自主性问题的关注，但他

的理论仍然是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关于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分析框

架下进行的，而且从整体上讲，也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

述，并且存在着一些问题及不够完善的地方：第一，在分析国家的相对

自主性问题时，普兰查斯虽然认识到了政治环节相对于经济环节的相

对自主性，但不足之处在于，普兰查斯没有把他的这一理论观点贯彻到

底，却得出相对自主性是为资本主义国家所独有的结论；第二，普兰查

斯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分析也具有片面性，如他忽略了

马克思、恩格斯政治著作中关于国家基本属性的国家自主性，而将分析

的目标集中于作为“例外情形”的国家自主性，特别是波拿巴主义的分

析上，导致普兰查斯片面性地看待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相对自主性

问题，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分析只是从社会各阶

级力量的“均势”角度上进行研究的；第三，普兰查斯还将国家自主性

与国家工具论简单对立起来，认为国家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并非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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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阶级可以任意操纵的一种工具，他之所以提出国家自主性，就是为了

表明自己的国家理论与那种把国家看成是统治阶级的简单工具的观点

有所不同，从而将国家自主性置于国家工具论的对立面。事实上，在马

克思、恩格斯那里，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工具论是统一的，国家具有相对

自主性不仅没有驳倒国家是阶级统治工具的观点，反而是统治阶级实

现其阶级统治所不可缺少的手段。即使在普兰查斯那里，他也认为国

家的相对自主性归根结底有利于统治阶级，甚至是阶级统治的必要条

件。因此，普兰查斯将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工具论简单对立的做法存在

着自相矛盾之处。

五、国家变革策略：暴力革命与

“双重否定”战略的分歧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任何社会历史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发展

变化的方式可以选择两种：改革和革命。具体到社会实践的领域，在如

何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

思想，主张暴力革命，这一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理论中占据重

要地位。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普兰查斯国家

理论的重要议题。对于这一重大议题的思考，源于普兰查斯对 ２０世纪

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现状的深刻考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西方工人运动正在遭遇战略性的危机，无法彻底动摇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急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能提供一些可靠的战略依据；７０ 年代，

伴随着民主化浪潮的推进，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独裁政权相继倒台，

但其后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

相比仍有很大区别，是一种带有“专制主义”色彩的社会形态；源于法

国的“五月运动”，虽然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但要动摇

资本主义社会的根基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到底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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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呢？普兰查斯认为仅仅通过议会选举与扩大国家机器内部民主并

不是一种可靠的战略，他所描绘的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

过渡的战略，是一种双重“否定”的战略：一方面对“列宁主义模式”的

“双重政权”以及起义性总罢工战略持否定态度，也就是说否定首先通

过建立于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相对立的“苏维埃”并进而从正面进攻而

夺取政权的“列宁主义模式”；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否定西欧共

产党的官方“欧洲共产主义”者的“扩大议会民主”的战略。通过对

“列宁主义模式”和“扩大议会民主”战略的双重否定，普兰查斯认为

“民主社会主义”战略，即通过民主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无疑是西

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唯一可行的道路。普兰查斯

还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战略的选择，有三方面至关重要：第一，通过

民主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反对改良主义。第二，通过民主的

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通过人民群众的斗争改变国家内部力量的

对比关系，将“内部”斗争和“外部”斗争相结合。第三，普兰查斯认

为，通过民主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即将“内部”斗争与“外

部”斗争相结合的斗争战略，直接涉及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彻底

改造”问题。

普兰查斯“双重否定”的革命战略，具有革命性和积极性的一面，

他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改良主义；主张要将合法手段与人民群众运动相

结合，即一方面通过合法的民主手段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改造，另一方

面要发动广泛的人民群众运动，从而实现“内部”斗争和“外部”斗争的

结合。普兰查斯的这一社会主义战略，既有别于“列宁主义模式”，又

有别于“扩大议会民主”的社会主义战略。应该说，普兰查斯的“双重

否定”战略实质上是对以上两种战略的借鉴与发展。不过，我们需要

清楚地认识到虽然普兰查斯对民主社会主义进行了赋予创见性地规

划，但是这样一种规划很遗憾的是它依旧是否定性的，为了实现民主社

会主义，普兰查斯甚至将希望寄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改良，正如他自己

所言：“历史没有给予我们通向社会主义民主道路的成功经验，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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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一些需要避免的负面的案例和需要反思的错误。以现实主义的名

义，自然会说如果民主社会主义从未存在过，那是因为它是不可

能的。”①

六、总结与思考

我们知道，虽然马克思对国家的性质、职能、消亡以及对资本主义

国家、过渡时期的国家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但不少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

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国家理论，因为马克思撰写的与国家问题相关的政

治著述，或是特定历史背景狭隘特殊政治事件的描述；或是为阶级利益

的确认和阶级斗争的适当干预模式提供理论基础。如杰索普就认为，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时，提出了一些解释原则，也

提供了许多相关事态分析的有价值的实践概念。但马克思没有提供一

种与《资本论》的见识和严密性相当的系统的、连贯的资产阶级国家理

论。② 有论者（科莱蒂，Ｌ．Ｃｏｌｌｅｔｔｉ）甚至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缺少一

个真正的政治理论”，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缺乏系统性和创造性。③ 马克

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这样一种“不系统性”，这就为后人的“五花八门”不

同理解提供了可能。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代表，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

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思想宝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基本的理论倾向是反对简单地看待国家问题，反对只从经济角度分析

国家，反对传统国家理论中把国家仅仅看成是暴力机器，而主张从多角

度理解国家问题，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相当水平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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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理论研究样本。纵观普兰查斯国家理论的全部，有一个基本的态

度贯穿于始终，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点的框架下，普兰查斯一直

努力把“回归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有

机地结合在一起，即一方面不断地探索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真精

神”；另一方面又努力地实现着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现代化，试图使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不断向前发展。从这点来看，普兰查斯的国家

理论是值得肯定的，只是在这种“回归”与“推进”之中，从马克思主义

国家观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一个发展与背离、继承创

新与曲解误读共存的过程。

从发展、继承创新的角度来看，考察普兰查斯的学术思想，我们可

以看到，普兰查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认识与马克思主义的

思想认识是一脉相承的。具体到国家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

解：一方面，从普兰查斯国家理论的角度来说，其出发点是匡正学术界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解释传统中的偏差，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国家理

论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获得生命力。而从普兰查斯的具体实践来看，

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著书立说，反对“经济决定论”、“工具主义

国家理论”，力图还原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初衷。同时，对于马克思

主义经典著作中阐释不清、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运用诸多笔墨进行了

详细的分析和说明，如普兰查斯关于“国家本质”、“统治阶级”的解读，

可以说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本意，又从新的角度给予了全

新的解读；普兰查斯还认识到国家不仅是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的仅仅

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国家还是意识形态和文化统治的机器，从而强

调国家的意识形态功能。从这点来看，普兰查斯正像他的老师阿尔都

塞那样，扛起了“保卫马克思”的大旗。另一方面，从唯物史观国家理

论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需要不断认识资本主义的现状，

需要不断地开放和发展，从而实现自身国家理论的日益完善。而普

兰查斯的国家理论恰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重要流派

之一。可以说，正是普兰查斯的这样一种努力，不仅在国家理论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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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视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更是激发了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国

家理论的又一波研究热潮，这一点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尤为重要。

从背离、曲解误读的角度而言，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虽

然普兰查斯是构建国家理论的意图在于不断地探索马克思主义国家理

论的“真精神”，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现代化，但是由于两

者构建国家理论时所采用的方法论的差异，导致普兰查斯关于国家理

论的一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不相符。第一，从方法论的角度

来看，结构主义在结构观方面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不足，忽视人类有意

识、有目的活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把社会生活及其发展的

历史视为一个不受任何规律制约且毫无历史联系的一堆孤立的结构的

错误看法，特别是它把“同时态”加以绝对化，这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不相符，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也有背离之处，尤其是在历史主义和阶

级矛盾以及“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等方面。第二，在资本

主义国家相对自主性问题方面，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虽引起了学者们

对国家相对自主性问题的关注。但从整体来看，普兰查斯关于国家自

主性问题的分析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而且还存在

着一些误读之处，例如他并没有将这一理论观点坚持到底，仅仅认为相

对自主性是资本主义国家所独有；他还忽略了马克思恩格斯政治著作

中关于国家基本属性的国家自主性，而将分析的目标集中于作为“例

外情形”的国家自主性，特别是波拿巴主义的分析上等等。第三，在对

革命策略的选择上，普兰查斯强调发动人民群众通过合法的议会手段

改造国家的重要性时，他忽视了无产阶级的特殊作用，这些理论观点显

然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内容不相符。

研究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我们需要持客观的态度，他对马克思主

义国家学说的发展、继承创新，应当充分地肯定与借鉴；而他对马克思

主义国家学说的背离、曲解误读，也要保持清晰的认识。总而言之，在

研究国家问题时，我们只有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尤其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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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才能够真正深入、客观地认识普兰查斯的国家

理论，也才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科学性与指导性。

（作者　 王小莉，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外国语学院讲师；

金瑶梅，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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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经济社会学的历史唯物主义

———雷蒙·阿隆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阐释

郝 春 鹏

摘要：在雷蒙·阿隆看来，马克思总体上是一个历史哲学家。他的

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从社会学层

面对人类历史做出的总结和预测。在历史哲学问题上，阿隆与马克思

一样，既反对宿命论的历史哲学，认为这种先知式的预言抹杀了人的自

由，同时也反对新康德主义以来的历史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他认为，

人类创造着自己所不认识的历史。阿隆在马克思身上看到了自己，或

说他其实是受马克思的影响：通过对自由问题的讨论，可以发现他不及

马克思深刻，因为唯有通过对人本质的讨论才能呈现在历史宿命论与

历史相对主义之间的自由问题。

关键词：经济　 社会　 历史唯物主义　 阿隆　 马克思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基本可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概括：一方面，马克思

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结合起来形成了方法论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另一

方面，他将这种方法论应用于人类历史的生产实践上，从而诞生了历史

９４３

　 本文是 ２０１７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青年项目“雷蒙·阿隆批判的历
史哲学研究”（２０１７ＥＺＸ００１）成果。



唯物主义。历史哲学从诞生到今天，也至少经历了两种变化，第一种是

在启蒙哲人伏尔泰那里，据说他第一个用“历史哲学”（ｌ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

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命名了自己的文章，而该文其实是要给沙特莱夫人学习历史

知识时的一些指导，将繁杂无用的事件略去，用哲学的方法来学习历

史；另一种是历史整体观，这种整体观的集大成者是黑格尔，马克思也

属此类。黑格尔的体系化把历史与哲学统一起来，在历史发展的最高

阶段，不是宗教，不是艺术，而是哲学。历史与哲学的统一就是人类的

终点，它是绝对精神经过“正反合”的一整套流转后自身的实现。马克

思的历史哲学扬弃了绝对精神的运动，将这种思辨哲学重新拉回到物

质生产层面，“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种生活就是

决定历史进程的基本动力与因素，人们创造历史的前提必须是先能够

生活，而为了生活，就需要吃喝穿住用等其他东西。马克思整个历史唯

物主义的基础都建立在生产关系，亦即经济学和社会学问题之上的。

因而，在雷蒙·阿隆看来，马克思首先是一位经济社会学家。①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因而阿隆对马克思的分

析定位在马克思本人的作品上，他“不想找出一种对马克思思想的更

高超的解释”———这是马克思的后学及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工作。退一

步说，倘若解释者自己都没有读懂马克思就做“超越马克思”的解释，

“那么最好还是像作者自己理解自己那样理解作者”②，所以阿隆会把

《资本论》置于马克思思想的中心地位，“因为《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是这位年轻人在了解黑格尔甚于资本主义的那个时期里，对黑格

尔和资本主义尚在思辨过程中写下的、尚未定型的、即可说是质量平平

也可说是才气横溢的草稿”③，而马克思自己对青年时期的这些作品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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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版，第 １０９页。
［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版，第 １０８页。
［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版，第 １０８页。



度也十分谨慎，“以致不惜弃之不顾，让老鼠来批判”①。

阿隆通过马克思生前正式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

学批判》以及《共产党宣言》等几部作品，来考察其中涉及的人的异化、

劳动价值理论、私有制以及阶级斗争的问题和关联。他认为，通过这几

篇文章足以证明。

“马克思是由哲学转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中间经过社会学。他

生前一直是一个哲学家，他一直认为在各种制度的更迭中产生的，并最

终达到非对抗性社会的人类历史具有一种哲学的意义。人类是在历史

的长河中创造自己的，历史的终结同时也就是哲学的终结。哲学能确

定人类的特性，但它自己却是通过历史得到实现的。资本主义之后的、

非对抗性的制度不仅是许多社会类型中的一种类型，而且也是人类对

自己进行研究的终结。”②

马克思思想中的哲学—历史问题就是要弄清历史的进程，他不容

争辩的哲学遗产是深信人类历史的演变具有哲学意义：新的经济和社

会制度不仅是满足职业历史学家科学研究的好奇心，更是人类进步的

一个阶段。③

严格说来，马克思并没有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做明确的描述，他

总是说人类无法事先认识未来，“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

而这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

题本身的批判”④，“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

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而发现新世界”⑤。因而，马克思并非要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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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版，第 １０７页。
［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版，第 １２９页。
［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版，第 １３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５４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０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７页。



乌托邦的细致模样，而是反过来批判资本主义，“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

情的批判”，通过这种批判，反向地思考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不是”什

么。而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阿隆点出了马克思的两个关键：劳动与私

有制。

一、劳动价值理论与私有制现实的矛盾

劳动价值理论主要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中展开。资本主义的基

础是商品交换，因而，在该书第一篇第一章①，马克思首先从商品问题

切入。正是在这里，他创造性地揭示了商品的价值来源：劳动。

《资本论》（第一卷）的结构简言之，即是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资

料，以其作为自己的资本收取劳动产品所带来的新价值。这部分资本

以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混淆而使得剥削隐匿不彰。马克思在第三篇

中根据劳动创造价值的本质，揭示出在商品的生产中，价值的转移属于

原料、固定厂房等不变资本，而价值的增殖部分只能为劳动所创造。因

而，在产品的价值中，新增加的部分应当全部归劳动者所有。但资本家

通过模糊劳动的价值与劳动力价值，使二者之差成为其无偿占有的剩

余价值。如此看来，整个资本的运转始于资本家提供生产资料、劳动者

提供体力，但在生产与销售之后，资本家却不单占有了原材料成本的转

移部分价值，同时还多占了劳动者创造出的新价值。

劳动价值理论揭示隐藏着的工人工资与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不对

等，进而也揭示了资本家占有劳动工人剩余价值的本质。然而单纯从

这一点来看，仍不足以对资本主义形成彻底的批判。马克思又追溯了

在这种不平等中的私有制的历史起源，揭示整个资本家在原始积累和

资本再生产这一整套系统中，都存在着的现实的不正义的剥削与豪夺。

恩格斯曾经用三种影响的结合来解释马克思的思想，这三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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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古典政

治经济学催生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经济类作品，空想社会

主义则为马克思提供了社会理论批判和共产主义目标的设想。在空想

社会主义的创始者托马斯·莫尔那里，他借希斯拉德的口，第一次提出

了私有制的问题：“亲爱的莫尔，把我内心的感想坦率对你说吧：我觉

得，任何地方私有制存在，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么，

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①在希斯拉德看来，任何哲学家都没

有能力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一套真正公正的法律，因为恰恰相反，法

律是奠基于基本制度之上的。因此柏拉图才不肯给拒绝财产共有的人

们立法。《乌托邦》在马克思心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单希斯拉德

对私有制的批判为马克思所吸收，就连其中“羊吃人”的故事都被他引

用到了《资本论》里②，而《共产党宣言》中的口号：“共产党人可以把自

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③俨然就是希斯拉德内心感想

的翻版。

其后，私有制问题在卢梭那里进一步得到深化。卢梭通过第二篇

论文，极具天赋地揭示了私有制作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本质。

在文中，卢梭用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展现了私有制是如何被一个欺骗

者非法占有的，而这种占有最早就是以土地作为生产资料被私有的。④

在《乌托邦》和卢梭第二篇论文里，“私有制”指的是财产的私有，不是

《共产党宣言》里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Ｅｉｇｅｎｔｕｍ）。私有财产是私

有制产生的前提，而私有制和阶级相伴而生，“共产主义的特征不是要

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⑤，这是马克思恩

格斯在私有问题上的深入，因为“不消灭私有制，就不可能消灭物品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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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第 ４２页。



有的实际效用和这种效用的规定之间的对立，以及效用的规定和交换

着自由之间的对立；而私有制一旦被消灭，就无须再谈现在这样的交换

了”①。

在理论上，劳动创造价值；在现实上，私有制导致不平等。“资产

阶级是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以及国民收入的某种分配方式联系在一起

的”②，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社会矛盾和工人苦难的最终原因③，这两方

面共同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本质。“马克思的

中心思想是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一个矛盾着的、即为阶级斗争所左右

的制度来解释”。④

对劳动价值理论和私有制问题的剖析最终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

矛盾，然而，在这里还需进一步说明，为何资本主义社会所体现的矛盾，

既是资本主义毁灭的原因，同时也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因为根

据一般历史主义的看法，对某一问题的分析只适用于当下的分析对象，

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也只应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唯物主义虽

依托政治经济学，但它必须要超越这种带有相对性的历史主义。马克

思“既要根据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方式，

又要根据它的运行方式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化。”⑤

政治经济学不同于经济学，经济学考察的是具体经济影响因素，政

治经济学考察的视野更全面。其实从“经济”的本义来说，这个词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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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的“ｅｃｏｎｏｍｙ”，它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色诺芬就有一篇

同名的文章《经济论》。严格说来这个翻译并不确切，因为 ｅｃｏｎｏｍｙ 由

ｅｃｏ和 ｎｏｍｙ两部分合成，ｅｃｏ 来自古希腊语的 ｏｋｏｓ（ ），指“家”、

“家庭”，而 ｎｏｍｙ指管理，直译应为“家政”，所以色诺芬的那篇文章应

该译为《家政篇》或《齐家篇》，且全书的内容也都是在讨论家庭如何保

持收支平衡。

在今天的语境下，“经济”应当至少与国家管理关联在一起，马克

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也提到：“当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

观察某一国家的时候，我们从该国的人口，人口的阶级划分，人口在城

乡、海洋、在不同生产部门的分布，输出和输入，全年的生产和消费，商

品价格等等开始。”①看上去，经济学从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开始

是有道理的。但是仔细考察会发现，如果抛开人的阶级，那么人就是一

个抽象的概念。如果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诸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的

因素———这些因素又以交换、分工、价格等为前提。抛开这些，阶级就是

一句空话，人也只是一个抽象。因而，《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论》一

样，既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又是一门资本主义社会学，也是一部在实现共

产主义的人类史前史时期一直受到自身冲突麻烦的人类的哲学史。②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③。

《共产党宣言》里的这句话指明了阶级斗争在整个人类社会中的

贯通性。

二、矛盾推动下的社会历史

关于人类社会总体描述的哲学属于历史哲学。做出这种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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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有马克思，还有黑格尔、孔德、康德甚至还可追溯到《圣经》。历

史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整体，这要求把人类在时间与空间各方面

上统一进“世界历史”的范围内。总体的预测不仅包括其中促进的

部分，同时也要包容阻碍历史进程的、比如恶的部分。而面对这后一

部分的问题，基督教和神学家用上帝的反面撒旦来描绘，并最终以光

明战胜黑暗来结尾；世俗世界的恶则成为历史哲学家们的处理对象：

康德在“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观念”的命题四中给

出了一种解释：“大自然使人类的全部禀赋得以发展所采用的手段就

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但仅以这种对抗性终将成为人类合乎秩

序的原因为限。”①这种对抗不再是某些反面的东西，反成为“社会合

法秩序”的必要原因。因为正是凭靠这种对抗，使它转变成世界历史

继续活动和进展的力量来源。这种把恶的存在以及斗争囊括进历史的

倾向，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辩证法的活力就在于这种“否定之否

定”的对抗。

马克思同样运用了这种对抗性，他力图说明“这种对抗性是与资

本主义的基本机构分不开的，同时它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②。因而，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不但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时它

也是一切阶级社会的根本矛盾，是阶级社会更迭的动力，据此就可以预

测历史的发展。

马克思用孔德的社会学的方法，根据经济制度的差异区分了四类

历史时期，这四个时期分别由相应的生产方式所决定：即亚细亚的生产

方式、古代生产方式、封建的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这一区

分之后成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五种形态发展的雏形。除了亚细

亚的生产方式以外———阿隆认为在这第一点上，“马克思著作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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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曾经为此喋喋不休地争论过历史进程的统一性或非同一

性”①———西方历史所经历的三个阶段都以劳动者的人们的某种关系

为特征，生产者与统治者始终处于阶级差异和斗争之中。所以，社会主

义的生产方式将不允许人剥削人，不允许劳动者从属于一个既掌握生

产资料同时又掌握政治权力的阶级。

阿隆认为，马克思是社会学家这点毋庸置疑，“但他是一个特定形

式的社会学家，即经济社会学家。他深信，不了解经济制度的运行就无

法了解现代社会，忽视经济制度运行的理论就无法理解经济制度的演

变，最后，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他不把了解现状与预见未来及行为的

愿望分割开来，与今天的所谓客观的社会学相比，他既是一个预言

家，又是一个行为家和学者。总而言之，他也许有这样一个优点，即：

直言不讳地认为对现存的东西的解释和对应当存在的东西的判断是

有联系的。”②

这段话包含了阿隆对马克思的全部理解。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历

史唯物主义奠基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以及从社会学层面对人类社

会更迭做出的总结和预测。从这一点看，历史唯物主义不同于某些历

史主义，特别是那种认为历史研究只有当前适用性的历史相对主义③。

因而波普尔把马克思视为另一种历史主义，一种不同于只对当下历史

和价值做出判断的历史相对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常常与先知主义和乌

托邦主义联系在一起，以“规律”来领导历史。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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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预告并许诺了一个适合所有人的普遍历史，这种带有宿命论倾向的

历史主义其实是一种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然而阿隆并没有如波普尔

那样视历史唯物主义为历史相对主义的对立面，他本身认同马克思

“既是一个预言家，又是一个行为家和学者”。其实在马克思身上阿隆

看到了自己，或者应该说他受了马克思的影响。阿隆将自己称作“介

入的观察者”，即反对宿命论的历史哲学，认为这种先知式的预言抹杀

了人类的自由，同时他也反对新康德主义以来的历史相对主义和虚无

主义。他认为，人类创造了自己所不认识的历史，这其实与恩格斯的历

史合力论如出一辙。

三、质疑与回应

虽然阿隆从经济社会学层面解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源，但也不

能说阿隆就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他的观点与马克思主

义的后学，如萨特、梅洛—庞蒂、阿尔杜塞等人都有很大差异。① 在西

方那些人被称为左派，阿隆则是他们的反面，被称为“右派”，以“自由

主义者”自居。但是我们知道，马克思也丝毫不否认自由，并且在关于

共产主义的描述中，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

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

不单个人需自由而全面，并且人类也将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

国”。那么，阿隆与马克思的分歧并不在于是否需要自由，而是在对人

与自由的理解上。

阿隆与马克思的分歧可简单归纳以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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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预测

阿隆认为，马克思在预言人类社会的发展时未能对自然学科与社

会学科做区分。传统的历史哲学家会认为，历史与自然存在差异。比

如自然规律可以被认识，但不能被改变；而历史可以被认识，同时因为

历史的创造者是人，所以它带着人的自由，可以被改变。马克思预言了

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这似乎有一种先知特点，特别是 １８４８年以后，马克

思不再强调一种彻底的革命意志，而是强调这种革命的必然性。无产阶

级的使命只在于完成预先注定的命运。① 但是，马克思虽做出预测却又

不够明确地给出共产主义实现的时间②，因而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

定”作用似乎有所松动，以致后人会用“规定”（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ｍｅｎｔ）来取代

“决定”（ｄé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③

２．关于阶级斗争是否不可调和

在阿隆看来，马克思将任何社会中的不同阶级只区分为两类。他

指出，在《１８４８年至 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④一书中，马克思区分

了金融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

级、无产阶级，以及流氓无产阶级等。但是为何在这么多的阶级中，只

有两个集团真正代表着社会的矛盾方面呢？似乎这里意味着，所有的

阶级最终都将被归结为这两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⑤，中间阶级必然

要么升上，要么滑下。

其次，这两种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否真的不可调和呢？阿隆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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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思想的中心和独特之处在于把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转和

分析不可避免的变化结合起来。每个按照自己的利益合理地活动的

人都在为损害大家的利益，至少是为损害想保护这一制度的人的利

益而出力。这种理论是与自由派的基本论点截然相反的。自由派认

为每个为自己的利益劳动的人同时都在为集体的利益劳动。而马克

思则认为，每个为自己的利益劳动的人同时都在为使制度必要地运

转，并最终消灭这一制度而出力。”①在阿隆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

展，工人在本质上虽仍是被剥削者，但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劳动力价值也

逐渐提高，比如法国、美国当时的最低生活水平要比一个世纪前的最低

生活水平高很多，北欧一些国家也在不断采用福利措施来缓和这种

矛盾。

３．关于个人与自由问题

阿隆指出，“在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引起的人的异化和在革

命之后才能实现的总体的人之间似乎极不协调。简单地用一种所有制

形式取代另一种所有制形式怎么能把现实社会的批判与现实总体的人

的希望协调起来？”②他还认为，思想家应当谋求的是对大家都有用的

真理而不仅仅是一个阶级的真理；如果国家的决策是由一些人或少数

人做出的，那么这些决策只能符合这一部分人或那一部分人的利益，而

社会的创造应当对其他社会的人都具有价值和意义。③ 共产主义的

“合作生产者”同样有可能被当作完全奴役的负责人，而不是自由的

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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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能的回应

以上阿隆的质疑围绕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共产主义的未来以及个

人自由三个方面。其实，这三个问题的核心都在于对自由的阐释上。

阿隆是自由主义者，他的关注点也或明或暗地与此相关。但也正因为

如此，他把自由问题与人的本质问题形而上学化了，以致用了很多私有

制基础下的观念，来静止不动地看待人和自由的问题。

１．关于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区分的质疑

其实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费尔巴哈不够彻底的唯

物主义时就曾提出，“自然与历史对立”的说法好像说的是两种不相干

的事物，“好像人民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①。其

实历史的前提是人，人是历史的主体，但是人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

生活，而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

此外，阿隆判断“１９世纪初期的作家都有把政治或国家看作是经

济和社会这些基本现象之外的次要现象的倾向。马克思没有摆脱这个

普遍运动，他也认为政治或国家是在社会本身发生的现象之外的次要

现象”。② 在这一点上他的判断没错，但是不够准确，因为这种去政治

化的倾向从 １７世纪就开始了。近代政治科学建立在单子式的个人基

础上，因而古典自由主义者从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来看待政治问题，把政

治视为邪恶的代表③，在自然与政治之间存在一个社会状态，在这个状

态中，人告别了自然的野蛮进入文明社会，同时他又极大地避免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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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统治与胁迫。所以马克思在描述共产主义社会时，也要将阶级

统治的维护工具国家消灭，只是这种消灭源于阶级本身的消亡，而阶级

来源于私有制。在私有制中，人才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由此诞生出统

治与被统治的政治关系。

在《论自由》中，阿隆也引述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

表述：

“在这里，国家制度不仅自在地、不仅就其本质来说，而且就其存

在，就其现实性来说，也在不断地被引回到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

人、现实的民族，并被设定为人民自己的作品。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

它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

……正如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

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①

阿隆发现并认同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国家和政治的基础是人民，但

他却未进一步考察社会结构对人的印象。

至于对推翻私有制之后的共产主义预测，阿隆同样犯了他所批评

的波普尔的错误。共产主义从来不是终点，毋宁说是人类历史的真正

开始，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完美的，就相当于宣布人类在步入共产主义社

会之后，社会停止了前进。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乌托邦主义者，《共产

党宣言》的“三个稿本”没有留下任何等同于“共产主义是人类的终极

社会”的字句。② 所以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先知口中的天堂预言，它只

是人在重新回复本质生活的开始。

２．关于资本主义的矛盾问题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剩余价值率逐渐减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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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资本家不能维持现状，只会继续以各种手段来提高利润率。纵然在

绝对数目上劳动者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都有提高，但劳动者的工资

比例上却始终在减少。而瑞典等北欧福利国家所采取的一些缓和矛盾

的手段，无非是短期措施，只不过延长了经济危机到来的时间。倘若不

根本解决私有制，那么剥削最终导致的两极分化、资本在周转中的生产

与消费的不对等就必然会引发更大的危机。阿隆提出“资本主义若没

有反抗，是否可能自行消亡”①的问题其实恰恰是个悖论，因为资本主

义本身就意味着被压迫者的反抗，除非这个被压迫者不再是人。

３．关于共产主义与人的解放问题

阶级的划分才会出现一群人只代表自己而排斥他人的情况。所以

马克思是对的，要消灭阶级，消灭这些分割人、异化人的制度，打破阶级

体制，人与人之间才会恢复本质的共通性。

私有制问题不单在社会层面产生严重后果，将不同的人分割成不

同的阶级，它同时还将劳动者与资产阶级一起异化。在阿隆看来，人生

而自由。但是，一个自由的人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中将被改变，这种改

变就是“异化”。阿隆把人的自由当作其最根本的追求固然没错，但他

并未继续研究具有自由的人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从两方面定义了

人：一方面他将人描述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也就意味着，人

不是单一的原子个体，他是一个现实的人，他的本质依托于当前的社会

关系与社会结构，正是这些结构和关系塑造了他；另一方面，人的本质

属性是劳动，恰恰是在劳动中，人从猿变成了人。在使用劳动工具中，

人的大脑才成熟起来，实现精神上成熟的人。然而在私有制的社会中，

人的能力被束缚成谋生工具，劳动本来是人的固有属性，却因为处身资

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让劳动者对劳动产生厌恶，将本己的劳动异化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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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外在的生存压力。同样，资产阶级也不需劳动即可获得劳动产品，这

使得资产阶级同样脱离了自己的劳动本质，沦为享受的奴隶。

从上述这三个方面都可以看出，阿隆关注的人和自由问题非常重

要：人应该自由；人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他没能继续考察，在不同

的社会结构中的人是有差异的，特别是在私有制构建的结构中，人会发

生异化。倘若不能把私有制根除，即便给每一个劳动者以自由，这些劳

动者仍将生活在被剥削的状况下。因为，劳动者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一

个必要因素就是：他一无所有，但可以自由出卖自己的身体。在私有制

的结构中，给人自由就是让他继续被奴役，唯有彻底改变这种结构，才

能解放人。共产主义与其他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

了一切旧的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的基础。

五、小　 结

虽然阿隆呈现了作为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等方面的马克思，但

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思想是割裂的。正是在哲学上的思辨，才使得

马克思在经济学方面能够剖析资本主义的本质，从哲学的“异化”与

“私有制”问题来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而社会学使得这些经济理论超

越了每个制度，以一种超越具体当下的视野从整体上把握人类社会制

度的更迭。因而在马克思那里政治学并不是根本的，在人类社会发展

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社会中，没有国家、没有政治，只有“社会”。正是

这种统摄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微观和宏观视野，让马克思能够有一种

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不是历史相对主义，但也并非如通常的宿命

论。从这点看，阿隆对马克思的批评是有欠缺的，他跟波普尔一样错把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与德国历史主义相反的黑格尔式的大全历

史哲学。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区别于黑格尔，从人的“劳动”、“共产

主义之前的史前史”以及“阶级斗争”等方面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并没

有给人类的历史扣上一个严苛的盖子，他承认人的自由，并把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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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同时，历史唯物主义也不是历史

相对主义的分支，否则任何对历史的分析都只能囿于当下，不能为其他

社会制度提供助益。

从这方面看，马克思对历史的理解其实与阿隆并不矛盾，他们都是

在历史的相对主义与绝对的宿命论之间寻找人与历史的关联。阿隆也

曾说过：“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有现代社会都想建

立符合其理想的秩序，拒绝听任命运的安排。”①只是阿隆不相信取消

人类自由的历史必然性，因而把历史主体定义为人或人的自由；马克思

则认为，自由主义源自资产阶级法律形式所产生的幻觉②，这种法律根

基于私有制，而剩余价值理论能够揭示这种形式的欺骗性。因而，马克

思同样承认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但他还看到了人的本质，即背后错

综交叉的“一切社会关系”以及“劳动”的本质：前者将人还原为社会结

构关系，后者以革命性的“劳动”来揭示人的成长。

（作者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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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理解使用价值
———对鲍德里亚形而上学的批判

冉　 璐

摘要：鲍德里亚批判马克思对使用价值作出了人类学的设定，没能

揭示出使用价值的拜物教。在他看来，使用价值是对人类需求体系的

抽象，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实际上，鲍德里亚与马克思所批判的

古典政治学家们殊途同归：使得物被神秘化。在马克思那里，使用价值

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获得了自身的社会形

式。作为社会形式，使用价值通过货币、固定资本、劳动力等，在社会再

生产过程中影响或改变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正是由于

鲍德里亚将使用价值作为一个脱离历史发展关系的孤立范畴，而没有

将其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交换的总体关系中进行考察，才导致其

对马克思使用价值概念的形而上学解读。他没有看到，马克思所做的

正是消解使用价值的人类学设定，将其置于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之中，从

而揭示出使用价值对交换价值形式的特殊规定性。

关键词：使用价值 　 历史性 　 总体关系 　 货币 　 固定资本 　 劳

动力

使用价值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重要范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批判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然而，使用价值概念在马克思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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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却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系统

地论述过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则如马克思所说，使用价值作为政治经济

学的“既定前提”，只是在这门科学形成之初被给予了重视，而后逐渐

退居到这门科学的背后，成为一个隐性的前提，除去为了阐述的完整性

而加以说明外，便不再去专门讨论它①。正是这两个原因，导致了学界

对使用价值概念的普遍忽视。直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鲍德里亚对马克

思的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并将矛头直指使用价值时，才引起了学界的

重视。在对鲍德里亚的积极回应过程中，学界逐渐形成了有关马克思

使用价值概念的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

属性，是商品的物质方面，不包含任何社会形式。而另一种观点则认

为，在马克思那里，使用价值不仅是商品的自然属性，更重要的还是商

品的社会形式，是一种社会关系。其实，这两种观点正是割裂内容与形

式的典型表现。对使用价值的考察，只有将其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

的总体关系中，辩证地对待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才能揭示出使用价

值的重要意义。

一、鲍德里亚对马克思使用价值概念的批判

鲍德里亚是第一个对马克思的使用价值概念进行发难的后现代社

会理论家。他认为使用价值是马克思全部历史唯物主义物质生产方式

的基础，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隐性逻辑前提”，但

是马克思却无意识地忽视了对这个逻辑前提的研究。在鲍德里亚看

来，对马克思整个理论大厦的批判性反思应该从使用价值概念入手。

因此，在《符号政治经济学》、《生产之境》等著作中，鲍德里亚先后从不

同层面对马克思的使用价值概念作出了批判。

首先，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根本错误在于，对使用价值的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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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从而导致其没能揭示出使用价值的拜物教。在他看来，马克思将

商品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总是具体的、特殊的、以自身

的属性为条件，使用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是无法比较的；而交换价值则

是抽象的、一般的、可比较的。所以，使用价值可以独立于交换价值而

存在，并没有被卷入交换价值的等同逻辑之中，它包含了“超越市场经

济、货币以及交换价值而获得重生的期许”①。在具体的、特殊的使用

价值中，“一个人还可以设想如果个人在交换价值体系中被异化了，那

么至少他还可以在他的需要中，在使用价值中来回到他自身，成为他自

己。”②也即是说，使用价值在马克思那里被当作一个原初性的存在，它

是交换价值体系对人的异化关系的对立面。马克思期望通过回到使用

价值的特殊性、具体性，来实现主体的回归和资本主义的超越。而鲍德

里亚认为，这是对使用价值的人类学设定。正是这样一种设定，导致使

用价值逃脱了交换价值形式的“阶级的历史的决定性”，成为一个放置

于任何历史阶段都成立的“客观的、终极的内在目的”。使用价值成为

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永恒存在，马克思就是在此显示出了他的唯心主义。

与马克思相反，鲍德里亚指出：“使用价值，即有用性自身，也可以

被拜物教化为一种社会关系，就如同商品的抽象等同一样，使用价值也

是一种抽象。它是需求体系的抽象，掩盖在商品和产品所拥有的具体

目的及其内在特性这一虚假外表之下。”③被马克思当作原初性存在的

使用价值，其实从一开始就跟交换价值一样，是一个抽象的体系。但是

使用价值的抽象性却被商品所拥有的具体目的及内在特性等虚假外表

所掩盖，从而产生了使用价值的拜物教。因此，鲍德里亚认为自己比马

克思更进了一步，马克思仅仅揭示出了交换价值的拜物教，而没有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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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使用价值拜物教。其实，等价逻辑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商品的两个方

面，正是使用价值拜物教和交换价值拜物教，两者共同组成了商品拜

物教。

其次，鲍德里亚进一步揭示出了使用价值拜物教的实质：在使用价

值拜物教中，不仅物被抽象为一般的有用性，人也被抽象为一般的需求

力。一方面，物在使用价值体系中，获得了一种抽象的普遍性，有用性

成为物的一般等价物。“每一个物都被纳入一般的抽象的等价符码之

中，这一符码是物的理性、客观性及其意义”①物受到政治经济学特定

符码的规定，物的多样性、特殊性被物的有用性、功能性取代。符码的

统治正在于物的功能化，商品正是这一符码的完成形态，所有真实的或

潜在的物都归属于它。物本身已被理性化、形式化、功能化，成为理想

的政治经济学的承诺。另一方面，正如交换价值创造了抽象的社会生

产者一样，使用价值则构造了抽象的社会个体。在使用价值体系中，

“消费者从来不是作为欲望和享乐的主体存在，而总是作为抽象的社

会需求力而存在。”②使用价值体系造成了现代世界的消费殖民，个体

在经济体系中没有展现出自由的需要，而是被这一体系牵着鼻子走，成

为满足社会需要的抽象需求力。“个体不过是一种在经济视域中被思

考的主体，被经济学所反思、简化和抽象。整个意识以及道德（整个西

方人心理—形而上学的各种概念）的历史不过就是主体的政治经济学

的历史”③。在鲍德里亚看来，追求人与物之间直接的、简单的消费关

系，是一种人类学的幻觉。事实上，不仅物的使用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

关系建构的产物，人的需要也是根据政治经济学体系建构起来的。因

此，个体不过是被经济学所构造出来的抽象需求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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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里亚指出，正是由于马克思没能将使用价值也纳入等价逻辑

之中，“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成就了一个神话。”①他将个体与物的关系视

为一种人的需要与相应的物的功能之间的具体的、客观的关系。其中

物被设想为具有使用价值，它是主体与作为交换价值的产品之间抽象

的、异化的关系的对立面，而主体的真理就存在于对物的使用之中。在

鲍德里亚看来，使用价值作为与交换价值相对立的原初性存在，是马克

思唯心主义人类学的前提和基础。实际上，这个原初性设定是不存在

的，主体与产品之间异化关系的对立面是不存在的。因为使用价值和

这个异化关系一样，是被等价逻辑所控制的抽象体系，在其中主体不可

能回到他自身，成为他自己。在交换价值体系中，人不过是这些具有功

能性和服务性的物中最美丽的一个。

再次，鲍德里亚认为，使用价值体系是交换价值体系的实现和完

成，使用价值拜物教不仅增强和加深了交换价值拜物教，而且是交换价

值体系的意识形态保障。在被等价逻辑共同作用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

值之间，交换价值具有绝对的统摄作用。鲍德里亚从符号学的角度，将

使用价值与所指相连，交换价值与能指相连，认为“交换价值和能指处

于明显的支配地位。使用价值和需要只是交换价值的一种实现。……

最终，它们（使用价值和需要）不过是被交换价值和能指的游戏所产生

出来的拟真模型”②。不存在使用价值意义上的真实性与真实性原则，

而只存在被交换价值体系所直接生产出来的理想化的指涉物。所以，

使用价值和所指不过是交换价值和能指的化身，整个政治经济学领域

都通过使用价值体系而被一般化。“抽象的过程和生产的合理化，通

过作为价值和生产力体系的需要体系，而延伸到了整个消费领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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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价值成为了交换价值的实现和完成，使用价值的拜物教增强和加

深了交换价值的拜物教。

不仅如此，鲍德里亚进一步指出，“有必要看到的是使用价值体系

不仅加深了、转换了并延伸了交换价值体系，它同时还作为后者的意识

形态保障而发挥作用。”①所谓意识形态作用就是指意识形态的归化作

用，即使用价值面前人人平等。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对人而言是不平

等的，因为具体劳动表现为一种抽象的社会平均劳动。而作为使用价

值的商品，它以人的自身目的性为宗旨，体现了个体的特殊性。每个人

可以根据不同的阶级、收入或者性情来决定是否消费商品，但对商品使

用的潜在性却是一样的，每个人获得幸福和满足的可能性都是相同的。

因而使用价值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种需要的民主化，是所有人在上

帝面前所具有的世俗化的平等性。由此，“在人类学中折射出来的使

用价值使那些在交换价值中被社会分离的人们在普遍性中和解了。”②

鲍德里亚认为，正是使用价值的人类学设定，使人相信在商品的使

用中，人们可以实现自身。因此，如果交换价值只是取消了真实劳动的

过程，从而使人们看到它的抽象化，而使用价值则更过分：“它使商

品———这种在抽象形式中的非人性存在———以‘人’为目的。”③这个

跟交换价值一样的抽象体系，在商品中却表现为以人自身为目的的真

实性存在，它使得主体相信“他只有在这些物所提供的服务中才能发

现这些物；在只有他的需要的表达和满足中，即在他的使用之中，他才

能发现他自身”④。使用价值将生产和交换的体系用意识形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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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蔽起来，使得交换价值体系更加趋于自然化和普遍化。由此，“使用

价值和需要借助唯心主义的人类学逃脱了历史的逻辑，并将自身以形

式的永恒性被铭记：这就是物的有用性的永恒性，拥有需要的人对物的

占有的永恒性。”①使用价值从此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的皇冠和王权。一

方面，使用价值为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种理想的人类学基础：通过需要

对物的有用性的占有，从而获得满足；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在使用价

值中获得了自然性的地位。在这种自然性中，商品拜物教更加神秘

化了。

最后，在《生产之境》中，鲍德里亚进一步批判了被马克思当作特

殊使用价值的劳动力概念。在他看来，“使用价值根本不是超越政治

经济学的领域，它只是交换价值的地平线。对消费概念的激进反思要

从需要和生产开始。但这种批判只有当它延伸到其他商品，即劳动力

时才能达到其全部的视界。正是生产的概念，需要进行根本的批

判。”②只有当对使用价值概念的批判延伸到劳动力时，才能实现对使

用价值概念的全面解构。进而彻底否定生产本身，实现对政治经济学

的批判和超越。

鲍德里亚认为，劳动力作为特殊的使用价值，同样是政治经济学的

理论产物。马克思将使用价值与劳动力当作一个不言自明的历史存

在，而没有在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质疑这一点。即：“将生产力的解

放混同于人的解放：这就是革命的公式或政治经济学自身的公式？”③

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一样，将人的本质理解为劳

动，认为人类只有通过生产才能维持人的存在。几乎没有人对这个最

终的根据产生怀疑，马克思更是如此。而在鲍德里亚看来，这正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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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自身的逻辑，绝不是革命的公式。劳动力、生产、需要等作为政

治经济学之前提的基础概念，不过是被交换价值生产出来的，是政治经

济学符码的结果。“将劳动力看作‘具体的’社会财富的来源，是对劳

动力抽象操控的彻底表达：资本的真理在这种把人看作价值生产的

‘根据’中达到了顶点。”①将劳动力当作社会财富的来源，正是资本主

义社会形式的建构。政治经济学不仅将这样的建构当作历史的事实，

更是在理论上为其正名。事实上，不是劳动力创造了资本主义，而是资

本主义建构了劳动力。资本主义的存在就在于让人作为劳动力生产出

来，符号政治经济学正是资本主义形式的意识形态保障。

综上所述，鲍德里亚批判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人类学设定，将其作

为商品的具体的、特殊的属性。实际上，使用价值从一开始就是被等价

逻辑所渗透的抽象体系，在其中物和人分别被抽象化为有用性和需要

的等价物，形成了使用价值拜物教。使用价值拜物教不仅加深和转化

了交换价值拜物教，而且是交换价值自然化的形式，是交换价值体系的

意识形态保障。使用价值、需要、物的有用性、劳动力等都是政治经济

学符码编码的结果，是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辩护。所以，

在鲍德里亚看来，批判理论的当代建构，必须分析物的形而上学，这正

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中缺乏的内容。因为马克思也将人与物的直接

透明关系，同交换价值的抽象关系对立起来，即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

对立起来。从而陷入了政治经济学的陷阱，无法从根本上超越政治经

济学。

二、使用价值：回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

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不仅深刻地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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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而上学，而且对整个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方式的实质进行了揭露和

批判。在他看来，现代商品交换的最大特征在于形式与内容的分离，形

式成为交换的目的，内容则蜕变为形式的附属物。政治经济学是现代

商品交换形式的特殊产物，它所研究的正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

或者不如说是财富生产的特殊形式。”①构成财富内容的使用价值，“即

满足人的某种需要体系的物。这是商品的物质方面，这方面在极不相

同的生产时期可以是共同的，因此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②

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交换的总体关系，单就使用价值而言，它是满

足人的需要体系的物，其根本特性是有用性。这种有用性决定于商品

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使用价值是具

体的、特殊的，是鲍德里亚所谓的人类学存在。但在马克思看来，这样

的使用价值与财富生产的社会形式无关，处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外。

然而，“使用价值一旦由于现代生产关系而发生形态变化，或者它

本身影响现代生产关系并使之发生形态变化，它就属于政治经济学的

范围了。”③也即是说，使用价值虽然是物的自然属性，但它却被带入了

现代生产关系之中，处于关系性的形式之中。这是马克思区别于以往

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面，它解释了马克思为什么以及怎样将使用价值

纳入其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中。在马克思那里，“使用价值不仅被现代

生产关系塑形，而且会反过来影响并改变这些关系。对劳动过程的分

析，社会的生产和技术组织，固定资本的物质特性等———都是从使用价

值的立场来考察的———都以最错综复杂的方式与交换价值和价值交织

在一起。”④使用价值在现代生产关系中获得了特殊的历史规定性。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交换以人们的产品剩余为前提。使用价值是

人们生产和交换的直接目的，商品对于它的所有者和购买者都直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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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价值，是一种直接满足双方需要的物的有用性。随着生产和消费

的日益分离，交换价值逐渐成为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目的，使用价值被交

换价值“扬弃了片面性，———扬弃了只同一定的个人相联系、从而直接

为一定的个人而存在的有用性即使用价值”①，作为直接的有用性的使

用价值是片面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扬弃了使用价值的片面性，并“设

定和中介使用价值；使之成为他人的使用价值”②，使用价值成为与整

个社会相联系的社会的使用价值。由此，作为商品自然属性的使用价

值，获得了自身的社会性。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总体

关系中，使用价值获得了自身“发展了的形式”，从而反过来影响甚至

改变着这一关系。“在这种关系里，同一个东西，即内容，作为发展了

的形式，是既作为独立实际存在的外在性和对立性，又作为它们的同一

性的联系，而唯有在这种同一性的联系里，这有差别的两方面才是它们

本身那样。”③作为内容的使用价值，既是内容本身，又是发展了的形

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的总体关系中，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和统一才

成为可能，也正是在这个总体关系中，使用价值发挥着它独特的作用。

首先，使用价值是价值得以存在的前提，同时又是后者的表现形

式。一方面，使用价值包含了价值形式，是价值这种形式得以存在的前

提。没有每个人的具体劳动，就不可能有劳动的抽象形式，也就没有价

值。另一方面，在等价交换过程中，价值必须通过使用价值这种物的形

式才能表现出来，正是使用价值将价值表现为本质性的存在。从这种

表现中产生了等价形式的谜的性质，并在货币中得以完成。

商品 Ａ（麻布）与商品 Ｂ（上衣）相交换，麻布作为相对价值形式，

把自己的价值表现为一种与自己的物体和物体属性完全不同的东西，

也即是表现为上衣的使用价值。“这个表现本身就说明其中隐藏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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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社会关系。”①因为价值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使用价值由此承担

着这种社会关系。但是，等价形式却相反，“等价形式恰恰在于：商品

体例如上衣这个物本身就表现价值，因而天然具有价值形式。”②换言

之，在商品 Ａ（麻布）将商品 Ｂ（上衣）当作等价物的关系中，上衣的使

用价值直接成为它自身价值的表现，从而使得上衣仿佛天然具有了价

值形式，但是，“因为一物的属性不是由该物同他物的关系产生，而只

是在这种关系中表现出来，所以上衣似乎天然具有等价形式，天然具有

能与其他商品直接交换的属性，就像它天然具有重的属性一样。”③在

简单价值形式中，商品 Ａ＝商品 Ｂ，因为交换双方都是商品，直接是价值

和使用价值的统一，所以很难发现处于等式之后的商品 Ｂ 只是表现出

价值，而不是它天然具有的。但是，随着等式后的商品被固定为货币，

一切商品都必须与这一固定的商品进行交换，从而实现自身时，货币就

成为等价形式的最终完成形态。

货币以使用价值的物的形式出现，它的使用价值直接是它的价值

的表现形式。在这里，不是商品 Ａ的价值通过商品 Ｂ 的使用价值表现

出来，而是商品 Ａ在商品 Ｂ 上表现出来的价值关系，被商品 Ｂ 的使用

价值表现为物的自然形式。价值形式被使用价值表现为本质性的存

在。货币主义的一切错觉的根源就在于看不出“货币代表着一种社会

生产关系，却采取了具有一定属性的自然的形式”④。使用价值作为商

品的内容，在货币上获得了它发展了的形式，作为这样一种形式规定的

内容，它不仅是货币本身的价值得以依附的内容，更是其他一切商品的

价值关系得以表现的形式。

其次，在以货币为起点的资本流通中，使用价值不仅是资本借以存

在的躯体，更在特定的关系中，作为形式规定着资本。这一点尤其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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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定资本上。在马克思看来，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都是同一种形式

规定，但它们却采取了不同的存在方式。尤其是固定资本的存在形式，

最不符合资本本身的形式规定。在这里，不是形式规定内容，而是内容

作为形式规定着形式。“价值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或者说，现在表现

为资本躯体的使用价值所具有的特殊性质，本身在这里表现为规定资

本的形式和活动的东西，它赋予某一资本一种与其他资本不同的特殊

属性，使资本特殊化。”①使用价值是价值借以存在的内容，在资本这种

特殊价值形式中，使用价值以其特殊性规定着形式本身，从而成为发展

了的形式，与形式统一起来。“因此，正如我们在许多场合看到的，以

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在简单流通中，只要这种区别得到

实现，它就不属于经济的形式规定了———根本不属于经济的形式规定，

那是莫大的错误。相反，我们看到，在经济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交

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在各种不同的关系中被规定的，而且这种规定性

本身就表现为价值本身的不同的规定。”②

在简单流通中，交换的体系，从使用价值来看，是物质变换，从价值

本身来看，则是形式变换。产品同商品的关系，以及商品同货币的关

系，都直接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关系。因此，我们很容易区分出内

容与形式，从而很难将二者置于一个整体之中。而在资本流通中，“我

们看到了一系列交换活动，交换行为，其中每一次交换对别的交换来

说，都表现为一个质的环节，表现为资本的再生产和增殖的一个环

节。”③在这里，交换的系列达到了自己的顶点，这里表现出来的不再是

单纯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而是作为资本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的关系。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都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且使用价值作

为一种形式，规定着资本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从而直接影响甚至改变资

本的增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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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机器、原材料、辅助材料、基础设备等都是资本生产过程中必

不可少的要素，而这些要素又都是资本生产的结果。所以这些作为使

用价值进入生产过程的东西，其实也是资本本身，具有资本的形式。在

其中，工厂、机器等作为固定资本，最能体现出使用价值作为这样一种

形式，对资本生产的决定作用。“固定资本只是按照它作为使用价值

在生产过程中被磨损或被消费的程度而作为价值来流通。但是，它这

样被消费和必须在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形式上被再生产出来的时间，取

决于它的相对耐久程度。因而，它的耐久程度，或它损耗的快慢，———

它在资本生产的反复过程中，能够在这些过程的范围内反复执行自己

职能时间的长短，———它的使用价值的这种规定，在这里就成为决定形

式的要素，即从资本的形式方面而不是从它的物质方面来决定资本的

要素”①当资本以固定资本的形态出现时，使用价值的耐久性就成为资

本存在的形式规定，资本被束缚于使用价值上，形式本身必须返回内容

才能实现自身。

另一方面，资本能否在再生产行为中，在生产阶段上把自己确立为

价值，只有通过流通才能得到证明。因此，流通过程虽然不能使资本增

殖，却是资本增殖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在流通中，铁路、机场、码头等基

础设施，作为固定资本，同样被束缚于其使用价值的特殊性上，处于时

刻流动的资本却不得不通过被固定于一定使用价值的方式，来实现自

身。使用价值作为这样一种形式，不仅对资本的流通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甚至会由此引发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危机。我们随处可见的废

弃工厂、闲置铁路等，都是资本主义通过打破使用价值的束缚来解决危

机所采取的常用性手段。而大量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又是资本主

义为解决资本过度积累所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不

断地建设，不断被束缚，又不断打破，然后再在更大程度上建设。使用

价值在资本主义的整个生产和交换体系中，在各个不同阶段上对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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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规定。

最后，劳动力作为特殊的使用价值，是资本增殖过程中最不可或缺

的要素，它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持存具有决定性作用。资本主义社

会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而劳动力作为特殊的使用价

值，是唯一能够创造剩余价值的使用价值。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区

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条件，“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

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

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

性。”①没有每个人的具体劳动，就不可能有人类的历史。而随着资本

主义社会形式的发展，劳动逐渐被抽去其质的差异性，成为量上同一的

存在，即劳动力。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特殊社会形式的产物，它是指人

脑、神经、肌肉、手等力的单纯消耗。工人作为卖者在流通领域出卖的

正是自身的劳动力，一种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工人一旦进入生产领

域，劳动力就转化为具体劳动，成为生产社会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成

为创造剩余价值的使用价值。在这里，“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之

间的全部区别，从而劳动时间保持不变时，劳动生产率提高方面的全部

区别，———生产力的整个发展，———涉及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

值。但它会使经济关系和交换价值关系本身发生变化和变形。”②虽

然，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主导着使用价值的生产，但是资本主义的发

展，剩余价值的创造，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涉及的是使用价值，而非

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得以持存的前提，是资本主

义特有的经济形式得以存在的保证。使用价值自身的特殊性、规定性

和局限性，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是一种束缚，而资本增殖的趋势就是不

断打破这种束缚，又不断创造出新的束缚。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是

历史的必然结果，是蕴含于资本主义形式自身的内在矛盾，而非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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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理论的建构。

三、对鲍德里亚形而上学的批判

鲍德里亚的根本逻辑在于，要从根本上批判政治经济学，就必须彻

底否定构成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概念。“必须揭示隐藏于生产、生

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背后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分析中的所

有基础概念都必须加以质疑”①，不得不承认，鲍德里亚是极有魄力的。

但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连根拔起后，确立下来的却是形而上学的存在。

他将需要、使用价值、劳动等概念都否定后，取而代之的是主客之间不

定性的关系。在那里，主体不会用自己的内在目的去掌控客体，客体也

不会成为满足主体抽象目的的功能性存在，人与物都回到最本真的状

态。只有在这种关系中，“那些独特的、个性化的行为（赠与、礼物交

换）所涉及的物与商品才是真正不可比的。”②被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

所建构的交换关系遮蔽了主体间自发的、不定性的、多元的以馈赠与享

用为主的象征交换关系。只有在象征交换关系中，交换行为才是自愿

和自发的，既不受需要的驱使，也不受物品功能性的驱使。因此，在鲍

德里亚看来，只有充满无限可能性的不定性关系才是主客体之间的本

质关系。笔者以为，这是一种美好的乌托邦，建立于这一乌托邦基础之

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最终只能导向形而上学。而鲍德里亚对马克思使

用价值概念的批判正是建立在其形而上学基础上的。

第一，不是马克思对使用价值作出了人类学的设定，而是鲍德里亚

对使用价值作出了形而上学的解读。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将使用价值

设定为与交换价值对立的原初性存在，这是一种唯心主义。在他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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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价值是对人类需求体系的抽象，受等价原则操控的使用价值体系

不仅是交换价值体系的实现和完成，更是交换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保

障。正是由于马克思跟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对使用价值作出了人

类学的设定，从而无法真正实现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事实上，

这是鲍德里亚对马克思使用价值概念的误读。在马克思那里，被鲍德

里亚当作人类学设定的使用价值与财富生产的社会形式无关，是任何

生产时期所共有的东西，因而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鲍德里

亚将处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外的使用价值强加于马克思的政治

经济学批判之中，进而对马克思的使用价值概念进行批判，显然是张冠

李戴。在马克思看来，使用价值是一个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交换

总体关系中的历史性范畴。它不仅在资本主义现代生产和交换关系中

获得了自身的社会性，而且作为这样一种发展了的形式影响甚至改变

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正是由于鲍德里亚将使用价值作为一个脱离历

史发展关系的孤立范畴，而没有将其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交换的

总体关系中进行考察，才导致其对马克思使用价值概念的形而上学

解读。

第二，鲍德里亚认为使用价值是满足人的抽象需求的物的抽象有

用性，这是将交换价值的逻辑强加于使用价值之上导致的必然结果。

在马克思那里，使用价值确实表现为一种抽象，但只是表现为一种抽

象，并非它本身就是一种抽象。使用价值是作为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进

入交换过程之中的，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现代资本主义形式抽去了使

用价值的质的差异性，将其作为在价值量意义上可比的东西。但这个

可比的东西并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价值量。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将商

品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其实是不对的，交换价值只是价值的表现

形式，商品具有的是使用价值和价值两重属性。真正抽象的是价值，而

不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价值这种抽象关系的物质承担者，它只是

将这种关系表现出来，并非使用价值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

鲍德里亚将使用价值本身当作一种社会关系，从而将物本身也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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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化。在此，他与马克思所批判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殊途同归。马

克思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

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

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

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①。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是把价

值，即物受特殊社会关系所支配而获得的特殊规定性当作物的自然属

性。而鲍德里亚则将物的自然属性，直接当作社会关系本身。两者最

终都将导致物的神秘化，从而走向拜物教。其实，神秘化的不是物，不

是使用价值，而是资本主义形式。鲍德里亚将使用价值抽象化，从而认

为存在两种拜物教：使用价值拜物教和交换价值拜物教，是对这种拜物

教的合理辩护，用物的抽象性掩盖了资本主义形式的抽象统治。

第三，鲍德里亚认为使用价值体系是交换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保

障，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在更大程度上，使用价值却对交换价值

作出了规定。在货币上，使用价值确实直接是价值的表现，价值形式被

使用价值表现为自然的、本质性的存在。货币仿佛天然具有了价值这

种自然属性。其实，价值不过是资本主义特殊社会关系的凝结。古典

政治经济学家们之所以无法看到价值形式这一维度，就是因为“他们

把价值当作自然产生的事实，而不是一种来自特殊生产方式的社会建

构”②。价值并不是物的自然属性，却被使用价值表现为物的形式。在

这个层面上，可以说，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自然化形式，是交换价值

体系的意识形态保障。

但在马克思那里，使用价值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对交换价值形式

作出了规定。交换价值形式被束缚于使用价值的特殊规定性上，从而

影响甚至改变了资本增殖的整个过程。固定资本被束缚于使用价值的

特殊性上，资本的生产、流通过程都受制于使用价值；劳动力不仅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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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增殖的必要条件，更是整个资本主义形式得以产生和持存的前提和

基础。鲍德里亚将马克思的使用价值概念仅仅局限于商品交换的领

域，而没有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最典型的资本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使用

价值不仅影响甚至改变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关系。

第四，人的需要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而非马克思政治经

济学批判的理论前提。鲍德里亚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

需要的人类学设定，当作马克思政治经学批判的逻辑前提，而没有看到

在这里，马克思已经彻底地转换了逻辑，对人的需要作出了全新的规

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确实受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影

响，将需要以及需要的满足作为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前提条件和内在

动力。他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

生活，首先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①在此，需要确实被当作

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逻辑前提。但随着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

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本身考察的深入，马克思彻底实现了对古典

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反转。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个体的需要，都有赖于他人的

产品。产品的获得则是以整个社会生产方式为中介的。这决定了每个

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实现自身需要的目的，同样，每个

人也只有在为了自身的过程中才能成为他人的手段。因此，“个人首

先不是作为需要的主体发生关系，而是作为个体发生关系，只有当每个

人都超出了自身的特殊需要时，他才能进入社会的关系结构之中，才能

真正满足自身的需要。”②不是需要决定了社会的生产，相反，是社会生

产塑造着个体的需要。

鲍德里亚认为：“正是需求概念自身在一般形式中生产出了商品

体系，这一概念构造了个体的结构———也就是说，构造了一个社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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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性概念，这一个体结构在与象征交换的分裂中，通过需求、有用

性、满足和使用价值等术语，赋予自身以自为性，同时将他的欲望、他与

他者的关系以及他与物的关系合理化。”①他是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逻

辑强加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之上，而没有看到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

学的批判和超越。马克思所做的正是消解使用价值和需要的人类学设

定，将其置于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之中，论证其特殊的历史规定性，从而

纳入政治经学批判之中，揭示出人的需要被资本逻辑所建构的实质。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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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第 １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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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源流与当代视野

梁 冰 洋

摘要：无政府主义思想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昔尼克学派，其成为较

为完整的政治理论学说是在 １９ 世纪中期，主要代表人物是施蒂纳、蒲

鲁东、巴库宁和克鲁泡特金，这一时期的无政府主义主要集中反对国家

与权威，发展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原则，也可视为对启蒙理性主

义、人文主义的极端继承。学界常将这一阶段的无政府主义称为古典

无政府主义，这不仅是时间上的划分，也预示了无政府主义的新进展。

较之古典无政府主义，现代无政府主义不再将理论仅仅局限于反国家

的层面上，而是更加注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反思人类面临的问

题、探索未来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在与其他理论结合的基础上，现代无

政府主义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思想流派，如哲学无政府主义、结构主义的

无政府主义、后无政府主义等，并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西方激进左派的

参照依据。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兴起与反全球化运动、反资本主义运动

相伴随，并与当代激进思潮相互利用，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社会政治

思潮。

关键词：国外无政府主义　 古典无政府主义　 现代无政府主义　

激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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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政府主义的渊源、界分及其类别

１．无政府主义的渊源及其形成

根据 Ｄ．诺瓦克（Ｄ．Ｎｏｖａｋ）在《无政府主义在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

中的观点，无政府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这一社会政治思潮产生于

１８世纪，全面发展于 １９ 世纪，进而在 ２０ 世纪与其他理论结合获得进

一步发展，但无政府主义本身就其渊源，在诺瓦克看来，产生于古希腊。

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事务中，昔尼克学派和昔勒尼学派“表现出一种

无政府主义色彩”，因其“强调个人作为一个法律，宣称追求个人幸福

成为生活的目标，主张从政治事务中退出。昔尼克学派反对对个人组

织施加限制”①。在分析这两个学派的特点时，作者看到他们与无政府

主义的某些相似之处，例如，昔尼克学派与无政府主义对自由恋爱观持

相似的观点，昔勒尼学派反对爱国主义，并发展出一种世界主义态度。

诺瓦克同时分析了无政府主义同智者派、伊壁鸠鲁学派以及斯多葛派

的渊源：“现代无政府主义者完全同意智者派的观点：社会差异不是从

自然界而是在社会公约中获得的。”②伊壁鸠鲁学派对于国家起源以及

国家建立的目的与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颇为相像。斯多葛学派中有

关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世界主义的观点同样可以看作是无政府主义所

提倡的理想，其代表人物芝诺（３３６—２６４年）可以看作是无政府共产主

义的先驱，主张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自由社区，这完全不同于柏拉图的

共产主义式的国家，而之所以可以形成这样一个社区，是因为社会本能

使人们为了共同利益相互合作，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再需要各种强制机

构，人们遵循自己的本性便可以和平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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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中世纪和宗教改革之后，无政府主义应当放置在更为广阔

的宗教背景下进行分析，在一些宗教改革运动中，许多举措借助无政府

主义进行推广，如千禧年之说使许多人相信没有统治者的时代即将到

来，真正完整的基督教国度将在无政府状态下产生。然而还有很多运

动被误认为是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如 １３８１ 年英国农民起义的激进举

措，显然不是以无政府主义为原则展开。宗教无政府主义在这一时期

发展最为突出，主要依据基督教建立无政府社会。与此同时出现的其

他基督教派也形成了反专制的观点，例如，１６、１７ 世纪的早期教友会拒

绝遵守法律，谴责战争，并宣称每个人都有自己解释圣经的权利，这种

个人主义与平等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原则相类似。

古典无政府主义作为一个系统阐发的思想出现于 １７９３ 年戈德温

的《关于政治正义的调查以及它对一般美德与幸福的影响》中，之前从

古希腊到中世纪的无政府主义可以看作古典无政府主义的前身。戈德

温的这篇文章在“基于对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以及科学、道德和哲

学思想综合分析的基础上”①，集中阐发了古典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对

此后的无政府主义者，例如施蒂纳、克鲁泡特金、塔克等人产生了直接

影响。“古典无政府主义是在一种启蒙理性主义、人文主义话语中构

建的政治哲学”②，因此二者有着深刻联系，保罗·梅洛克林（Ｐａｕｌ

Ｍｅｌａｕｇｈｌｉｎ）将无政府主义视为启蒙的孩子。③ 启蒙哲学家认为传统国

家不仅不必要，而且阻止了有序社会的发展，一旦这些障碍被清除人类

就可以和谐友爱地生活在一起，这一观点被蒲鲁东、巴库宁等人分享。

古典无政府主义将启蒙运动中倡导的自由原则转化为一种消极的自由

和对权力的蔑视，亦可看作启蒙运动的分支。无政府主义者在对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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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则的态度上出现分歧，一方面推崇个体自由，另一面追求非个体价

值的团结模式，这一徘徊同样反映在启蒙运动的政治理论中。①

２．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关系

Ｄ．诺瓦克认为自由主义在某些方面与无政府主义有着相似之

处，在 １８ 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对理性、自

然法、自然权利以及个人自由的概念上是一致的，虽然他们强调的重

点不尽相同，法国的理性主义有些时候甚至表达了无政府主义倾向，

例如卢梭对国家自然状态的设想。无政府主义发展了早期自由主义

的自由放任原则，赫伯特·奥斯古德（Ｈｅｒｂｅｒｔ Ｌ．Ｏｓｇｏｏｄ）在《科学无

政府主义》一文中写道，“对于每一个社会问题，他们的回答都是自

由放任，即抛弃所有人为束缚……每个问题都将通过自然法来解

决”②。自由主义者认为某些社会权利的存在就像是一只“看不见的

手”，并不与自然法相抵触，他们承认最小政府对社会的治理作用，但

是无政府主义者拒绝接受这一点，他们将“自由主义的最小政府变成

了完全否认政府”。③

但是，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ｎｅｗ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对于自

由放任原则的态度已不同于早期古典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不仅

仅是国家的撤回，新自由主义也意味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更加复

杂，在更细小的层面上发生了更加密集的社会互动和道德行为的监管。

新自由主义与自由放任的古典观念无关，而是根据市场逻辑谋求建立

社会关系和个人行为的政治理性；这不是意味着减少或最小化国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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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托马斯在文中指出无政府主义者一边热衷个人独立自由，另一方面积

极鼓励社会团结，这种紧张关系同样可以看作启蒙运功政治理论的特征。Ｐａｕ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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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而是恰恰相反。”①

如果将无政府主义理解为对个人权利的支持、对社会的否定，那么

可以说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是背道而驰的，但是深入分析社会主义

的目标就可以发现二者的共同之处。Ｄ．诺瓦克在文章中指出，社会主

义主张建立一个属于所有人的社会，每个人都可以在社会中发展自身，

并使社会上其他成员从中受益。在对待私有财产、所有制的问题上，社

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都持反对态度。甚至在 １９ 世纪，“无政府主义将

自己看作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只是在 １８７２年的海牙国际协会上，

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国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比

民主的社会主义更接近无政府主义”，②之所以出此判断，是因为在社

会转型的方法上民主社会主义提倡和平，而马克思主义主张暴力革命。

当然这样的判断也只能属于一个大概的描述，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

会理论与哲学思想其内部还是有差别的。例如宗教无政府主义、个人

的无政府主义、哲学的无政府主义也都是以渐进的方式推进社会转型。

３．无政府主义的一般类别

社会无政府主义由 Ａ．哈蒙（Ａ．Ｈａｍｏｎ）提出，其依据心理特征认识

到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的一些共性。哈蒙在对不同国家的无政

府主义者进行心理特征分析时，看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基本心理特征是

“叛逆性、爱自由、个人主义……敏感、正义感、逻辑感……”③而这些特

征似也可以在社会主义那里发现。

无政府主义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例如反对权威，尤其是国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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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自由权利的追求等。但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也并非完全一

致，在对待政府职能、法律与财产以及如何建构新社会及其手段的问题

上，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持不同观点。Ｄ．诺瓦克将无政府主义大致

分为四种派别，分别是宗教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工团

主义以及无政府个人主义。而赫伯特·奥斯古德（Ｈｅｒｂｅｒｔ Ｌ．Ｏｓｇｏｏｄ）

在《科学的无政府主义》中区分了两种无政府主义，即个人主义的无政

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或团体无政府主义。

关于宗教无政府主义。Ｄ．诺瓦克认为，宗教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

是列夫·托尔斯（Ｌｅｏ Ｔｏｌｓｔｏｙ），主张消灭国家和私有财产，拒绝权威、

包括人对人的统治，并认为人类只有生活在简单的农业社会才可以保

持人的天性。宗教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人类的意志是上帝意志的唯一

反应，并且人类应该从他们的欲望中解放出来”，他们不仅拒绝国家机

构，甚至反对教堂一类的宗教机构。一些宗教团体发展出了一种反权

威的思想与实践行动，强调个人权利“他们谴责战争，拒绝服从法律或

履行誓约”。彼得·赫尔斯基（Ｐｅｔｒ·Ｃｈｅｌｃｉｃｋｙ）最系统地发展了宗教

无政府主义，对于所处时代的宗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且主张人们应

当回到基督教的早期。在基督教的法律指导下，人们可以过着一种自

然平等的生活，不需要任何的国家强制机构。“基督教只有一个国王

那就是基督本身，并且只遵循自己的法律”①，因此宗教无政府主义表

现出一种对基督教教义的肯定，在基督教国家中，“世俗权威将不再存

在，法律被爱替代，犯罪将会消失，和平成为法则”②。但是赫尔斯基也

并非否认一切世俗权力，因为上帝的法律有时候并不能被人们完全理

解，世俗世界也没有办法完全按照其规则施行，并且现实生活中的人需

要世俗权力以保证人类享有公正和平的生活。这是赫尔斯基较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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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无政府主义者的发展之处。之后的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蒲鲁东看

到上帝与人类的矛盾，“人类的本性包含着不断进步与发展，而上帝是

固定不变的。因此人类代表前进，上帝代表倒退”。巴库宁则更进一

步，“如果上帝存在，那么它就必须被废除。”与宗教无政府主义者不

同，他们都认为“宗教是国家的壁垒，它的精神是等级制度的”①，因此，

后来的大部分无政府主义者都属于无神论者。

关于无政府共产主义。Ｄ．诺瓦克指出，该名称首次在 １８８０ 瑞士的

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大会中使用。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克

鲁泡特金，继承了戈德温、蒲鲁东的大部分思想，例如在面对国家强权

与法律时，克鲁泡特金同蒲鲁东一样，认为政府制定的各种法律强迫人

们遵守，这是国家实行统治的原因。无政府共产主义采取无政府的政

治状态，按照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无政府共产主义将个

人看成社会的本质构成，但是也只有在社会中才可以全面发展，而社会

只有在其成员自由的基础上才可以受益。个人与社会的利益不是相矛

盾而是互补的，如果社会权威机构不去干扰那么人们就可以达到一种

自然地和谐状态。”②这一点与克鲁泡特金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改造吸收

有关，因此他提出“互助论”，认为互助是人类的本能，不须借助强权，

社会就可以保持和谐状态，克鲁泡特金将这种自愿组织原则发展到极

致，并根据此观点，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攻击。巴库宁也属于

无政府共产主义，其主张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建立世界联合，并认为在

革命开展的短时间内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工人占领土地、生产资

料的同时取消政府的干预，并自发地组织到协会中进行社会生产③。

在巴库宁与克鲁泡特金设想的共产公社中，每个人都可以自愿加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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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任何一个组织，由此链接的社会（有一套经济组织原则）可以抵御

战争和饥荒，因此，国家以及任何强制性的机构都没有再出现的可能。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共性，即反对私有财产以及在此

基础上建立的政权。

关于无政府工团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认为工人联合这类组织可

以成为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领导机构，主要强调工人的经济要求，主张

通过工会代替国家，因此并不一定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其代表人物是

索列尔。在对待国家问题上，索列尔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统

治一样，并不会因为统治阶层的改变而建立一个新社会，无产阶级专政

的国家依旧是一个充满阶级与私欲的社会。索列尔主张在暴力革命之

后，工会以新的经济组织原则掌握生产，这样工人与工作之间的联系不

再是以出卖劳动力为前提的剥削关系，工人的生活与生产将直接相连，

并且工人将乐于生产。当代无政府主义者伍德科克则认为这样的劳工

联合不过是一种“体面的贫困”①。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政府共产主

义与无政府工团主义都主张建立联合公社，然而在对待资产阶级的态

度上却不尽相同。

至于无政府个人主义，则认为任何的合作、联合都没有好处，施蒂

纳是这一类型的代表。施蒂纳宣称个人的绝对自由，视“我”为一切造

物主，把无当作自己的事业，认为“我”有权获得想要的一切，除“我”之

外不存在任何法，因此“我”是唯一合理的存在物，这是典型的唯我论。

除此之外施蒂纳拒绝上帝、家庭、爱等概念，并认为国家是阻碍人类自

由的障碍因此应当被废除。“至于家庭关系，这一类的无政府主义者

认为民事婚姻应当被废除”②，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看出无政府个人主义

主张取消一切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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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个人主义和宗教无政府主义基本上都坚持以渐进地和平方

式过渡到无政府社会，也可以说这一路线是无政府个人主义从基督教

那里吸收而来的①，而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则主要是以暴

力的手段夺取政权，重新建立社会。

二、作为社会政治理论的无政府主义及其发展

以上区分主要是在古典无政府主义的视域下展开，随着国际环境

的变化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动向，当今无政府主义在古典无政府主

义基础有了新的发展，结合新的学科背景与理论前沿，如实用主义、结

构主义、环境保护主义等，形成了不同的无政府主义学说。相比古典无

政府主义对国家的集中反对，现代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理论

在积极建构自身的同时，更注重对所处社会的批判与反思。

１．哲学无政府主义

塔克（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Ｒ．Ｔｕｃｋｅｒ）在蒲鲁东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哲学无政

府主义，这也可以看作是“美国人对实用主义的贡献”②，哲学无政府主

义也可以被称为个人无政府主义。但是依照塔克的观点，这种无政府

主义既反对强制性合作，也不同于个人的孤立与自私，无政府社会的建

立不能通过暴力革命完成，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用人们自愿组成的协

会代替国家。塔克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方面的，他认为无政府

主义需要一套经济原则来维持公正。之前的无政府主义者如施蒂纳、

蒲鲁东、巴库宁等，其无政府主义思想主要建立在形而上学、逻辑推理

的基础上，或是一种对未来社会的幻想，塔克认为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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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触及人们生活的根本，因此他对经济问题的处理十分看重。这些

问题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低工资、垄断、特权、失业等，塔克

认为这些问题是由国家造成的，垄断和特权引起的社会不公正使劳动

者长期处于被压迫的状态，并且常常面临失业的可能。垄断成为了合

法的抢夺，因为国家是为这个强盗服务，因此塔克认为，废除国家就可

以消除这些垄断，经济不平等的现象也随之消失。“土地、货币和银

行、贸易、专利和版权”①是造成经济不平等的四个重要因素，根据这四

方面塔克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② 无政府主义者对自由的强调同样

是塔克面临的问题，对于自由的极致追求，是否会导致犯罪同样成为自

由？那么对犯罪的惩罚应该如何处理？塔克的设想是成立陪审团，并

且惩罚并不代表控制，这就不会违反无政府主义的设想，不会出现一个

掌控社会与个人的机构。当然如果经济可以获得公正与平等那么社会

的犯罪率就可能会消除。此后艾伦·里特（Ａｌａｎ Ｒｉｔｔｅｒ）在《戈德温，蒲

鲁东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对惩罚正义性的论述》中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在

不违背无政府主义的原则下，使惩罚具有正当性的问题。蒲鲁东比戈

德温进步的地方是其提出了赔偿原则，并且注意到公共谴责的作用，这

比一般的法律惩罚更加深入人的内心世界。③ 对人道德的强调与坚守

是古典无政府主义的特征，古典无政府主义者将人的本性看作其理论

构成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本体论依据，无政府主义论述的道德

世界如何可能。这成为后无政府主义的一项思考内容。

除了塔克，哲学无政府主义者还有沃尔夫（Ｒｏｂｅｒｔ Ｐａｕｌ Ｗｏｌｆｆ）和西

蒙斯（Ａ．Ｊｏｈｎ Ｓｉｍｍｏｎｓ），沃尔夫将哲学无政府主义与那些暴力的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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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无政府主义相区别。西蒙斯与沃尔夫的主要区别在于沃尔夫是

从先验的角度，而他是从后验的角度否认国家存在的合法性。里查

德·达格（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ａｇｇｅｒ）在《哲学无政府主义及其谬误：评论文章》

中介绍了埃德蒙森（Ｅｄｍｕｎｄｓｏｎ）对哲学无政府主义做出的回应，埃德

蒙森认为怀疑国家的合法性，相信政治权威对个体造成威胁是无政府

主义的表现，面对沃尔夫对政治哲学提出的挑战，埃德蒙森从无政府主

义的三个谬误开始清除概念上的不足，分别是合法性、强迫和道德。尽

管如此，里查德认为埃德蒙森对国家合法性的论述依赖于他对法律和

行政特权的区分，而这样的区分没有办法承载他指派的任务，并且他对

哲学无政府主义的回应也只是部分正确。①

２．恐怖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Ｄ．诺瓦克在《无政府主义与个人恐怖主义》中写道，个人恐怖主义

曾经是无政府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 ２０世纪个人恐怖主义已经在

理论与实践上终止了。② 根据克鲁泡特金的观点，恐怖主义也只有在

某些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才会发生，并且在革命期间发生的暴力行为不

能算作个人恐怖主义，这样的行动反而可以教育人民，激起他们的反抗

热情。但是，诺瓦克在文中列举的例子表明，个人恐怖主义对无政府主

义的教训是弊大于利的，并且恐怖主义会导致更严厉法律的出台，因此

比暗杀行动更能够起到作用的是口头宣传与文章报刊。历史上的暗

杀、恐怖袭击表明，诛杀一个暴君并不代表废除了暴君，因为替代他的

可能更为糟糕。因此，个人恐怖主义其实背离了无政府主义，甚至最极

端的无政府主义，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社会因素的重要性，个人恐怖主

义带来的不是未来与希望，并且如果承认个人恐怖主义的正当性，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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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种“伟人历史观”的关注或承认，这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显然相

悖。“它混淆了社会制度和代表的社会系统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违

背革命旨在改变社会系统作为现有罪恶根源的无政府主义理论。”①很

多的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已经意识到，暴力行为作为社会斗争的手段

已经开始失效。

玛丽·巴顿（Ｍａｒｙ Ｓ．Ｂａｒｔｏｎ）在《无政府主义的全球战争：１８９８—

１９０４美国和国际无政府恐怖主义》中指出，现代国际恐怖主义是在早

期全球化和国家现代化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全球化不仅是通信、技术

的融合，甚至革命思想的传播也会随之加快。玛丽在文章中列举了世

界各地的无政府主义恐怖活动，以及各国采取的相应措施，例如加强对

移民和媒体的监管。同时，全球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也促使各国忽略国

家间的地域分歧，共同开展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活动，并进一步监督无

政府主义的发展动向。②

大卫·纳吉卜·派罗（Ｄａｖｉｄ Ｎａｇｕｉｂ Ｐｅｌｌｏｗ）在《总体解放》一书中

提到，无政府主义的政治与反资本主义的政治之间有密切关系，在财产

的问题上，无政府主义者与反资本主义者都认为神圣的私有财产保存

着现有等级制度。“一般致力于对弱势群体进行反压迫和正义的无政

府主义理论和运动都是反资本主义的。如果资本主义是以剥削人类和

非人类劳动和生态系统为前提的生产和社会关系，其本质上是等级制

度，那么地球和动物解放运动在逻辑上有很多理由反对。”③同时，无政

府主义与反种族主义也是兼容的，无政府主义强调平等主义，形式上的

治理与生活，可能在逻辑上适用于反资本主义的政治。并且无政府主

义很容易与反压迫的政治行为相结合，比如有关种族、性别的运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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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诺瓦克认为“无政府主义运动整体上并没有容忍恐怖主义，而是作

为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现象产生，并且压迫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已不局

限于无政府主义者”①。在反压迫、反资本主义的运动中，恐怖主义有

可能被误认为是无政府主义。② 根据索尔·纽曼（Ｓａｕｌ Ｎｅｗｍａｎ）的观

点，现如今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运动，已经不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

上的阶级斗争③，这其中涉及很多问题，例如文化自治、反帝国主义，而

这些问题不是单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解决的，无政府主义在这些

方面提供了更多的资源。

３．后结构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艾伦·安特立夫（Ａｌｌａｎ Ａｎｔｌｉｆｆ）在《无政府状态，权力和后结构主

义》中声称，托德·梅（Ｔｏｄｄ Ｍａｙ）在 １９９４ 年开始了当代理论的新转

向———后结构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也有学者将托德·梅视为后无政府

主义者。特别是在对压迫的批判中，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哲学反映了后结

构主义的思想关切。而梅之所以进行这次转向是因为他看到无政府主

义是建立在“人的本质是善的”这一谬误的基础上，并与权力的否认相联

系，而后结构的无政府主义者不会逃避权力，或者说梅是希望利用后结

构主义的理论来弥补无政府主义的缺陷。针对这一观点，索尔·纽曼在

《后无政府主义的政治》中作了回应，认为无政府主义并不否认其本体论

基础，只是如何看待的问题。在对古典无政府主义尤其是对施蒂纳的分

析中，艾伦得到了一个与梅不一样的结论，即，古典无政府主义者确实有

一个积极的权利理论，并为权力和解放提供了一种批判性理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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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后无政府主义

索尔·纽曼认为后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后无政府

主义并不是政治的具体形式，不提供改变的公式和处方，也不会用新的

名字来取代无政府主义。① 后无政府主义分享了无政府主义中反专制

的社会目标，但是，和古典无政府主义相比，后无政府主义面临更多问

题，对于权力的批判必须和现实相关，而不是在本质主义之下思考社会

与权力问题，例如对人内在理性与道德的肯定，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自愿

合作社。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不再以道德为动机，不再肯定人

的道德性，否则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的虚无主义。因此，后基础的方法

（ｐｏｓｔ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可能会为无政府主义者提供更为合适的视

角重新思考政权、主权以及普遍性问题。② 马修·亚当斯（Ｍａｔｔｈｅｗ Ｓ．

Ａｄａｍｓ）和内森（Ｎａｔｈａｎ Ｊ． Ｊｕｎ）在《政治理论与历史：无政府主义的状

况》中认为目前学界对后无政府主义的问题认识的还不够，后无政府

主义应得到更为深入的讨论。其对当前的知识和政治背景缺乏足够理

解，也缺乏相应的社会运动实践，后无政府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论理

解仅建立在对权威作品的阅读中，因此忽视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深度

和多样性。甚至后无政府主义者对权威作品的阅读过于简单，或以其

他方式歪曲其观点。这并不是说后无政府主义者是为了误导大众，但

是在当前的理论背景下对古典无政府主义做进一步的讨论是十分值得

的。马修和内森以克鲁泡特金为例，表明更诚实的阅读对理解无政府

主义更有益处。③

本杰明·泡利（Ｂｅｎｊａｎｍｉｎ Ｊ．Ｐａｕｌｉ）在《英美新无政府主义：对战后

无政府主义思想更丰富的理解》中对新无政府主义产生的背景和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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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进行了阐述，并且解释了新无政府主义被忽视的原因。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背景下，英国和美国的战后无政府主义思想家认为有必要

重新思考革命的理念，他们接受了非暴力原则，由暴力革命转向政治改

革，并且更加注重教育。较之古典的无政府主义，他们对待国家的态度

更加复杂，像科林·沃尔德（Ｃｏｌｉｎ Ｗａｒｄ）这样的战后无政府主义者也

是呼吁“福利社会”而不是“福利国家”，他们意识到无政府主义对待国

家的态度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反国家主义。①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激进

理论中的无政府主义分析

杜安·鲁塞勒（Ｄｕａｎｅ Ｒｏｕｓｓｅｌｌｅ）和埃夫伦（Ｓｕｒｅｙｙｙａ Ｅｖｒｅｎ）在《后

无政府主义》中将无政府主义看作 ２１ 世纪激进社会运动主要组织原

则背后的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与无政府主义的普遍复苏有关。

无政府主义从混乱和暴力的内涵中恢复了它作为政治哲学和社会运动

的名称，并为这些运动提供组织依据。因此，无政府主义不仅与反全球

化运动是相互的，并且也是网络激进分子以及现代激进运动的依据。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地位受到质疑，同时也受到反全球化运动的挑

战。因此鲁塞勒和埃夫伦认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和实践已

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马克思主义。②

国家是当代政治哲学的主题，而马克思与无政府主义者都关注

国家、政权、民主等问题。索尔·纽曼在《后无政府主义的政治》一

书中，面对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如何处理国家政权的问题上指出，“对

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无法通过国家解放群众，因为国家总是要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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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所以国家应该被革命毁灭。对于马克思来说，国家必须被接管并

用作革命工具———根据巴库宁的观点，这种立场只会导致国家政权

的持续存在。”①纽曼指出，马克思在对待国家的确切方式上是摇摆

不定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表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

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样的国家不过是资

产阶级作为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一个工具。但在马克思《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又可以看到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无政

府主义者借此认为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中的绝大多数，都忽视了

政治权力的自主权，特别是国家的权力。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

义者在对待国家问题上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将

国家的阶级本质视为其统治的来源，而无政府主义者则将国家视为

决定性力量无论它掌握在哪个阶级的手中。② 这也是马克思与无政

府主义者对待国家不同态度的原因，马克思看到国家背后的阶级本质，

利用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设想得以可能的

前提，而古典无政府主义者将国家视为一切邪恶力量的源泉，主张消灭

国家，没有看到阶级分化的力量，这或许是他们的设想只是幻想的

原因。

保罗·布莱克利奇在《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一文中，对无政

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做了区分，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超越不仅

在理论还在于实践，其论述主要集中在巴库宁和列宁上。在引证马克

思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中，作者对无政府主义的研究前沿做了梳理，探

讨的主要问题依然是民主形式、人性概念以及国家组织，并且将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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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与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做了区分，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

府主义者的不同奋斗目标。①

政治自治的概念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分析无政府主义的思

想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政治自治的因素，“无政府主义比马克

思主义更强调了国家政治权力的重要性和自主权。换句话说，无政府

主义认为国家本身是一个本质上不可简化于经济领域的问题，它指的

是政治领域的自主权。”②纽曼认为后马的代表人物，拉克劳和墨菲的

政治自主权观念与无政府主义有着重要的联系，正如古典无政府主义

面对的困境一样，政治层面上的很多概念，例如，权利维度、对抗等，都

不能在经济层面上得到很好的解释。因此，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

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有着很强的相似性。同时，在对待国家的问题上，也

应该看到后马克思主义与后无政府主义之间有着一些重要差别，即拉

克劳和墨菲仍在国家主权问题上讨论政治和社会运动，而后无政府主

义则是在国家之外设想一个政治空间，与此相应国家主权问题也被彻

底破坏。

在《后无政府主义政治》一书中，纽曼指出，在国家权力、运动组织、

民主作用和主体地位的问题上，一些当代的思想家如阿兰·巴迪乌，迈

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内格里，雅克·兰奇埃尔和乔治·阿甘本等人都

借鉴了一种无政府主义，即表明他们政治思想的某些方面都有一些无政

府主义因素，但这并不能指认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的否定是无

政府主义的突出特征，巴迪欧同样认为国家是激进政治的一个基本问

题，并且他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与无政府主义相似。激进政治面

临的困境或许可以从无政府主义中找到一种解决方法。除了国家的探

讨，在革命主体的问题上，纽曼从拉克劳、墨菲“人民”的概念与哈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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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多众”概念的分析中，与无政府主义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比较。①

史蒂夫·比亚斯（Ｓｔｅｖｅ Ｂｙａｓ）在《无政府主义不是通往自由之路》

一文中，通过分析现代政府职能和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取向，论证无政府

主义只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不是带来自由而是带来专制。历史

经验表明无政府主义带来的是暴政、集权主义，并且共产主义社会、社

会主义社会都不是没有政府的社会，人类的权利需要政府保证，而政府

的职能是惩罚侵犯人类权利的邪恶之徒，在以基督教为例的基础上，史

蒂夫否认在无政府社会中人们的权利会得到更好的保障。至于为什么

会有人支持无政府主义，史蒂夫认为不是因为他们希望没有政府，而是

他们不喜欢现有的制度，对于这些人而言无政府主义其实就是改变这

种状态，但无政府状态又会使整个社会将陷入混乱从而使其改变现有

制度的主张无效，因此无政府主义者的最终结局在史蒂夫看来，他们最

终会成为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②

而大多数的无政府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的未来抱有希望，当代无

政府主义者 Ａ．卡布亚所说，“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出现，正是对机器文明

固有的弊病即人的异化的一种反应”③，对无节制发展工业技术的痛恨

以及对社会和个人自由的渴望。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性可以使人们对当

前的政治、社会保持清醒的认识，进一步补充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国

家、治理概念，并且在激进政治兴起的今天成为其参考或指南。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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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大众—民主召询”
———厄内斯托·拉克劳早期民粹主义思想研究

张　 炯

摘要：“民粹主义”术语的暧昧不明使得它继续以暗示的方式被使

用，那些试图确定其内容的尝试都不免走向失败。拉克劳在《走向民

粹主义理论》一文中阐述了一条不同于既有研究的进路，他首先指出

理解民粹主义的四条基本进路之缺陷所在，继而提出一种以“大众—

民主召询”为中心的理论，试图走出阶级还原论的框架，最后分析“人

民”与“阶级”的辩证张力，以及在不同程度的张力下民粹主义可能呈

现的不同形态。拉克劳把民粹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要素，它存在于

意识形态话语接合“大众—民主召询”的具体实践中。

关键词：民粹主义　 霸权　 接合　 大众—民主召询　 人民　 阶级

厄内斯托·拉克劳（Ｅｒｎｅｓｔｏ Ｌａｃｌａｕ）通常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

旗手为学界所熟知，但他同样是一个出色的民粹主义理论家。拉克劳

对民粹主义的研究从 １９７７年的《走向民粹主义理论（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收录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一书）到 ２００５年的《论民粹主义的理性

（Ｏｎ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Ｒｅａｓｏｎ）》，其间跨度将近 ３０ 年。尽管它们都讨论了民粹

主义，但是对比来看，会发现它们的理论轨迹不尽相同。不过可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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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与发展，而且后者更是拉克劳在几十年积淀

之上的关于民粹主义的理论结晶。如今民粹主义无疑已成为学界讨论

的热点。但正如拉克劳所说，当把一项运动或一种意识形态冠以“民

粹主义”标签时，我们直觉地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却很难将这种直

觉转换成概念。① 当然，我们可以说概念的暧昧不明与它所影射的现

象有关。民粹主义确实涵盖了诸如俄国民粹派（Ｎａｒｏｄｎｉｋｓ）、美国人民

党（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ａｒｔｙ）、麦卡锡主义（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ｉｓｍ）、阿根廷庇隆主义（Ｐｅｒ

ｏｎｉｓｍ）、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主义（Ｃｈａｖｉｓｍｏ）、法国勒庞（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ｅ Ｌｅ

Ｐｅｎ）的国民阵线（Ｆｒｏ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等基于不同社会基础的、各自迥异的

社会政治现象。那么，究竟民粹主义是一种运动还是一种意识形态？

它的使用边界在哪里？拉克劳认为既有研究给出的答案并不让他满

意。对一个不成概念的术语进行讨论无疑是困难的。尽管如此，拉克

劳对民粹主义的理论思考仍然深刻。回到拉克劳对民粹主义的研究，

能帮助我们更深入理解这个“晦涩难懂且反复出现”②的术语。既然拉

克劳的民粹主义思想前后相继，那么为了更全面地把握它，我们不妨从

《走向民粹主义理论》开始，试图揭示他早年意欲走向一种怎样的民粹

主义理论。

一、理解民粹主义的四条基本进路

拉克劳在论文第一部分批判分析了当前解读民粹主义的四条基本

进路。

第一条进路将民粹主义当作某一确定社会阶级的典型表达。持有

这一观点的人会认为，俄国民粹派本质上表达了农民的意识形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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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更为准确地说，是被俄国知识分子所修饰过的赞扬农民价值的意识

形态），北美民粹主义被看作小农反抗城市生活和大商业社会的意识

形态和运动，拉美民粹主义则被看作“小资产阶级、边缘群体或民族资

产阶级动员群众局部反抗地方寡头政治和帝国主义”①的意识形态和

运动。拉克劳认为这条进路的问题在于它只是在外部寻找一个共同特

征，之后冠以“民粹主义”的头衔，只是人为地用“民粹主义”来规定或

象征这一特征的复杂性。而当有必要定义“民粹主义”时，又只能经验

主义地比较这些运动，从而确定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

第二条进路坚持理论上的虚无主义，认为民粹主义是一个毫无内

容的概念，应当根据阶级性直接分析那些所谓的“民粹主义的”运动。

但是，把民粹主义的问题还原为阶级分析就结束了吗？正如彼得·沃

思磊（Ｐｅｔｅｒ Ｗｏｒｓｌｅｙ）所说：“讨论某一类民粹主义，假设并论证那些拥

有不同特点、处在不同时空、汇聚不同文化的运动拥有某些确定的重要

属性，这些属性将证明，我们在经过分析之后将这些运动有意识地归入

‘民粹主义’的标签之下是合理的，尽管它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不同特

点。”②虽然民粹主义不足以定义一类特定政治运动的具体特性，但是

我们不能否认它构成了这类运动的某种要素，而这是单纯的理论虚无

主义立场所无法证明的。

第三条进路把“民粹主义”视为某种意识形态的特征而非某种运

动的特征。诸如对现状不满、不信任政治家、诉诸人民而非阶级、反智

主义等等，这些都可能被有着不同社会基础的运动所接受。但是拉克

劳认为，尽管这一进路能丰富我们对民粹主义诸形式的研究，但民粹主

义意识形态的特征只是以纯粹描述的方式表现出来，无法建构它们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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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整体，而且也没有讨论民粹主义要素在一个确定的社会结构中扮

演了怎样的角色。

最后拉克劳重点分析了第四条进路，即功能主义者对民粹主义的

理解。它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由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的不同

时性（ａ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ｓｍ）所导致的反常现象”①。拉克劳以吉诺·赫尔马尼

（Ｇｉｎｏ Ｇｅｒｍａｎｉ）的理论模型以及托尔夸托·迪·特拉（Ｔｏｒｃｕａｔｏ Ｄｉ

Ｔｅｌｌａ）的分析为例展开进一步讨论。

拉克劳首先分析了赫尔马尼理论中的四个概念：“示范效应（ｄｅｍ

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混合效应（ｆｕｓ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动员（ｍｏｂ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和

“一体化（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② “示范效应”意味着与先进发展阶段相一致

的习惯和心态在落后地区扩散开来，“混合效应”则意味着与先进发展

阶段相一致的意识形态和态度在落后的境遇中被重释，这一重释倾向

于巩固传统的特征。“动员”被理解为积极的团体借以实现谈判协商

的过程，“一体化”则是动员的一种形式，一来它通过现存的政治—制

度渠道发生，因此在政体上权力实现合法化，二来政治的合法性框架被

动员团体所接受。基于上述这些概念，赫尔马尼通过比较欧洲和拉美

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分析民粹主义运动是如何产生的。这一比较的

结果是，拉美地区的示范效应、混合效应和不同时性远比欧洲要强烈，

它们联合起来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后果，即不可能通过“一体化”来

实现“动员”。结果，动员以反常规的、反制度的方式发生，产生了“民

族—大众（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ｒ）”运动。而且，２０世纪那些以自由民主的衰

弱和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的兴起为特征的新历史思潮的出现，也起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拉美，“１９ 世纪欧洲的群众一体化模式不可能再

现，而那些受 ２０世纪历史思潮影响的精英们，乐于‘操纵（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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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动员的群众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因为一体化不充分，导致这些

群众的心态兼有传统与现代的特征”①。最后，赫尔马尼对民粹主义的

解释可以归结为：“群众因进入拉美政治生活的不成熟而带来的压力，

超过了政治结构所提供的吸收和参与渠道所能承载的限度。”②迪·特

拉的观点与赫尔马尼并无二致，他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政治运动。这

一政治运动得到城市工人阶级和（或）农民群众的支持，同时也受持有

反对现状的意识形态的非工人阶级的支持，这些部分的阶级属性与它

们的政治表达形式相分离。除了接受赫尔马尼的“示范效应”概念，

迪·特拉还加入了“上升期望的革命（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ｓｉｎｇ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这一说法：“大众媒体提高了受众的期望等级，特别是那些城镇居民和

受教育者的期望，这就是所谓的‘上升期望的革命’……但诸如人口膨

胀的压力、缺乏组织化能力、过分依赖国外市场和资本、不成熟的再分

配的等等导致经济发展滞后。随着期望超出了满足他们的可能性，瓶

颈也必然随之出现了。”③

拉克劳认为，迪·特拉与赫尔马尼都认为民粹主义源于传统社会

向工业社会转型中的不同时性，当大众不能自发地建立组织和阶级意

识形态时，民粹主义就构成了他们政治表达的形式。但是这一进路的

问题在于，民粹主义是否必然与社会发展的转型阶段相符合？因为太

多的历史事实表明，民粹主义的经验同时也发生在发达国家。所以这

一进路可能引出如下几个结论，它们都是经不起推敲的：第一，经济发

展水平越高，民粹主义的可能性越低；第二，克服了发展过程的不同时

性后，工业社会将不受民粹主义现象的影响；第三，今天的落后社会在

９０４

走向“大众—民主召询”

①

②

③

Ｌａｃｌａｕ，Ｅｒｎｅｓｔ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ＦａｓｃｉｓｍＰｏｐｕ
ｌ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ＮＬＢ，１９７７，ｐ １５０．
Ｌａｃｌａｕ，Ｅｒｎｅｓｔ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ＦａｓｃｉｓｍＰｏｐｕ
ｌ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ＮＬＢ，１９７７，ｐ １５０．
Ｄｉ Ｔｅｌｌａ，Ｔｏｒｃｕａｔｏ．，“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ｉｎ Ｖｅｌｉｚ，Ｃｌａｕｄｉｏ
（ｅｄ．），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Ｌｏｎｄｏｎ：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６，
ｐ ４９．



经历了民粹主义之后，都必然朝着大众反抗的更现代、更阶级的形式发

展。① 而且“传统社会”和“工业社会”在功能主义者那里仅限于对特

征的描述，没有被概念化。“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ｅ”也倒退到纯粹道德主义的意义

上被理解，意思等同于“欺骗”、“蛊惑人心”等。可见，“民粹主义从未

按它本身来定义，而只是处在与预先存在的范式相对立的位置来定

义”②。而拉克劳则认为，那些认同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要素的意义，

应该在 “结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的环节中、而不是在理想的 “范式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中寻找。

二、“大众—民主召询”：走出“阶级还原论”

我们似乎察觉到拉克劳走出过去民粹主义研究的出路，但又不免

在“阶级性”问题上踟蹰不前。因为一方面，如果我们不考虑民粹主义

运动的阶级性，那么民粹主义的诸要素只有它们自身的特性；但是另一

方面，为了研究那些相互分离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特征相统一的原理，我

们又必须把阶级矛盾视为基础结构的环节，也就是说，在结构中寻找民

粹主义意识形态要素的意义，绕不开对阶级性的考察。但是拉克劳认

为，我们之所以会陷入两难，是因为把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阶级

性和阶级存在的上层建筑形式混为一谈。而造成这一混淆原因在于我

们在透过“还原论”的视域看意识形态要素。如果每一个政治或意识

形态的要素都有必然的阶级所属，那么那个阶级也必然通过这些要素

表现出来，于是，阶级存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形式就还原为阶级自我呈

现的必要环节。所以以“还原论”来分析民粹主义，则“要么将民粹主

义还原为阶级利益的表达或阶级不成熟的表达，要么继续以无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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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暗示的方式来使用它”①，民粹主义仍停留在附属地位。所以，拉

克劳走向民粹主义理论的首要工作就是：“抛开阶级还原论者的假设，

并把阶级定义为对抗性生产关系的极点，它们在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

层面上没有必然形式。但同时又不否定生产关系（也即是阶级）在历

史进程最后阶段的决定性作用。”②其实《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

意识形态》一书的主题之一就是批判“阶级还原论”，拉克劳在该书的

导言处指出：“当无产阶级必须抛弃任何狭隘的阶级视角并作为一种

霸权力量展示自身，继而寻求一种激进的政治再定向的时候，抛弃阶级

还原论将有益于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③这一变化带来的结果就是：

意识形态的阶级特征是由它的形式而不是由它的内容给定的；意识形

态的形式则取决于意识形态接合召询的原则，所以意识形态话语的阶

级特征隐藏在具体的接合原则中；“民粹主义的”要素不存在于运动

中，也不存在于意识形态话语中（因为这些往往有阶级所属），而在于

意识形态话语所接合的“非阶级矛盾”中。

这个结果里头大有文章可作。我们不妨先从两个基本且重要的概

念谈起，即“接合（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与“召询（ｉｎｔｅｒｐｅｌｌａｔｉｏｎ）”。“接合”这

个词的意义是双重的。按照斯图亚特·霍尔（Ｓｔｕａｒｔ Ｈａｌｌ）的分析，一方

面，“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有清晰发音、清楚讲话的意思，所以“接合”有“语言表

达（ｌａｎｇｕａｇｉｎｇ）”、“表述（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的含义；另一方面，“接合”也是

一种连接形式，它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将不同的要素统一起来，经接合形

成的联系并非总是必然的、绝对的。比如“铰链式”卡车：一种车前体

和车后体可以连接，但并不是固定连接的卡车。两个构件通过一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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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联动装置连接，也可以通过这个联动装置拆开。① 所以，“接合”既

与言语有关，又表示一种把不同要素连接成一个整体的实践活动。拉

克劳使用“接合”来表达一种通过话语方式形成的关联或统一，而这种

统一或关联是没有必然所属的不同要素的接合，这就意味着这些要素

可以解开关联并以不同的话语形式再次接合。“召询”来自阿尔都塞

的意识形态召询学说，拉克劳认为：“这是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研究最

重要也最独特的贡献。所有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就是将个体召询 ／创

构为主体。”②个体作为结构的载体，通过意识形态转变为主体，也即是

说，个体生活在与他真实生存状态的关系中，仿佛他们自己就是决定这

一关系的自主原则。正是在这种想象中，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个体被意

识形态塑造为主体，阿尔都塞将这种塑造机制称为召询：“（意识形态）

在个体中征召主体（它征召所有的主体），或者说，它把个体改造为主

体（它改造所有个人），我把这一工作称为召询或招呼，就好像每天最

司空见惯的事就是警察（或其他人）在打招呼：‘喂！叫你呢！’被打招

呼的那个人转身。通过身体的 １８０度反转，他成了一个主体。为什么？

因为他认识到，那个人是在对他打招呼，那个被招呼致意的人就是

他。”③拉克劳借用“召询”概念既不是侧重意识形态的虚幻性，也不是

侧重意识形态对单个主体的作用，而是突出意识形态的召询功能对意

识形态本身的作用，所以他把作为主体的具体个体置换为意识形态的

要素。既然每一个意识形态要素都表示召询，那么意识形态也就是由

不同的召询构成。以民族主义为例，我们能说它是封建阶级的、是资产

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吗？恐怕不能，因为它本身没有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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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它的阶级内涵只产生于它与其他意识形态要素的具体接合中。

民粹主义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在它所指涉的如此多的不同内容中找到

一个共同要素，这一共同要素其实与不同意识形态的接合点暗自相关。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分析拉克劳对“阶级矛盾”和“非阶级矛盾”的

区分。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出发，会得到一种基本的对

抗形式。阶级斗争在生产方式层面发生，生产关系把阶级创构成一种

对抗关系的两极，正如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对抗。这一对抗形式表明，

所有的阶级都处在斗争关系中，生产方式是理解这一对抗的分析视角。

但是现实中也可能存在另一种对抗。例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封建

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存在的社会结构里，封建土地所有者阶级作为统治

权力集团的霸权阶级，那么被剥削的对象恐怕不止是农民，小资产阶

级、城市工人、甚至还有一部分资产阶级都可能包括进来。那么这种情

况下，虽然阶级处在斗争中，但恐怕不能说这个斗争是阶级斗争。这种

对抗中的被统治部分，不是以某个“阶级”来认同自身，而是把自己当

作对抗权力集团的那个“他者”、“局外人”或“弱势群体”等。拉克劳

认为第一种对抗属于阶级矛盾，而第二种对抗属于非阶级矛盾。前者

在意识形态层面召询的是阶级，而后者召询的是“人民”。正是在“人

民”这里，我们触碰到了民粹主义的中心。

众所周知，不管如何使用“民粹主义”术语，它们都共同指向一个

类似的基础———“人民”，它在民粹主义中的中心位置不容置疑。在

此，我们也可以为“民粹主义”定义的暧昧不明找到根源：“人民是一个

没有确定理论地位的概念，虽然它在政治话语中被频繁使用，但它概念

上的精确性只停留在纯粹暗示或隐喻的层面。”①不过拉克劳并没有把

“人民”仅仅看作一个修辞概念，它还是在社会结构里占统治地位的矛

盾的一极，这个矛盾不只是依赖于生产方式，而更多依赖于起支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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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的集合。“如果说阶级矛盾是在抽象的生产方

式层面占支配地位的矛盾，那么人民（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与权力集团（ｐｏｗｅｒ

ｂｌｏｃ）的矛盾则在社会结构层面占主导。”①生产方式层面的阶级矛盾

构成了具体的阶级斗争，它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召询是阶级召询；社会结

构层面的人民 ／权力集团矛盾则构成了具体的“大众—民主（ｐｏｐｕｌａ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斗争，它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召询则是“大众—民主召询”。

不过在“人民”这里也存在一个限制：不是所有指向“人民”的意识

形态话语都能称为“民粹主义的”。那么，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决定了

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变成“民粹主义的”话语呢？拉克劳认为这一转变

的关键在于意识形态话语接合“大众—民主召询”的形式，而民粹主义

正是“作为一种人为制造的、相对于占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对抗性观

念，存在于大众—民主召询的表达中”②。我们之所以可以把不同的政

治现象称为“民粹主义的”，不是因为那些运动有着相似的社会基础，

也不是因为那些意识形态表达了相同的阶级利益，而是因为“大众—

民主召询”是以不同于阶级斗争的、不只是简单差异的对抗形式出现

在那些意识形态话语中。这种对抗可以作为具体的民粹主义要素被我

们直觉到，所以我们往往可以直觉地指认什么是“民粹主义的”。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拉克劳在研究民粹主义的进路上首先抛开阶

级还原的论调，区分阶级与非阶级，再通过分析“人民 ／权力集团”这一

非阶级矛盾，最终走向意识形态话语所接合的“大众—民主召询”。只

有在召询是“大众—民主”的时候，只有在“大众—民主召询”被意识形

态话语接合的时候，民粹主义才会发生。不过虽然他在民粹主义研究

的具体语境里强调“大众—民主”斗争，强调“人民”，但是并没有因此

完全否定阶级斗争、阶级的维度，所以他在最后讨论“人民”与“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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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辩证关系，为的就是强调政治话语的接合是双重的。

三、“人民”与“阶级”的辩证关系

民粹主义在一个具体的意识形态接合区域发生，这个区域表现了

政治话语的双重接合。阶级矛盾的优先性决定那个话语的接合原则，

为它提供在确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具体“奇点（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ｙ）”①，但人民

矛盾的存在使它能与诸多不同的阶级话语相接合。民粹主义作为“大

众—民主召询”的一个特殊的“拐点（ｉｎｆｌｅｘｉｏｎ）”②，改变着意识形态在

接合召询实践中的趋势和速率，得以广泛出现在各阶级的意识形态中。

“人民”与“阶级”的辩证关系大体可从以下两方面把握。首先，拉

克劳认为：“不把人民接合到阶级的话语里，阶级就无法确立它的霸

权。”③阶级的霸权体现在它能把“大众—民主召询”接合到自己的话

语中，权力集团内的某部分或权力集团外的某阶级都可能通过民粹主

义，在赢获霸权的道路上产生实质性变化。对于统治阶级而言，这一接

合在于中和“人民”的矛盾，将对抗转化为简单的差异。但是当统治阶

级遭遇意识形态危机时，权力集团的某一部分无法在现存的权力集团

结构中强加霸权，于是它便会诉诸群众，激起并利用群众对国家具体形

式的对抗，然而具体的接合方式又防止革命的发生。其典型案例就是，

纳粹主义在建构民粹主义经验时诉诸种族主义。而被统治阶级为了赢

得霸权，就必须加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话语危机，并把这一意识形

态话语的接合原则下降为空洞的“隐德莱希”，换言之，使它在面对“大

众—民主召询”时力不从心。所以被统治阶级必须发展“大众—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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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询“的对抗潜能，使人民不受权力集团的同化。如果被统治阶级通

过反抗权力集团来施加它的霸权，而这一反抗又激发了潜藏在”大

众—民主召询”中的对抗，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反抗越激进，被统治阶

级就越不可能离开民粹主义来确立它的霸权。所以，“民粹主义不是

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落后表现，相反，它是这一阶级对社会剩余施加

霸权的接合力量的表现”①。以工人阶级为例，它争取霸权的斗争体现

在努力实现大众—民主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大可能的

融合。

再来看“人民”与“阶级”辩证关系的另一面：“人民与权力集团的

矛盾不能离开阶级而发展。”②如果说，阶级离开与人民的接合就不能

成为霸权阶级，那么，人民也只能在与阶级的接合中存在，为霸权而斗

争的阶级与权力集团的对抗的性质决定了民粹主义的发展程度。为更

好地解释这一层关系，拉克劳举了两类例子。第一类是极端的，即某个

阶级为了确立霸权，需要内在于“大众—民主召询”的对抗的完全发

展。所谓“完全发展”，指的是大众全力反抗国家的特定形式。如果实

现了完全发展，那么人民与权力集团矛盾的解决只可能是推翻那个对

抗人民的国家力量，也即是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中，民粹

主义的最高形式与“革命”这一阶级冲突最终且最激进的解决是一致

的。那个追求“人民 ／权力集团”矛盾完全发展、也即追求最高级和最

激进的民粹主义的社会阶级，它的阶级利益必然引导它走向“革命”。

第二类例子是：某一阶级虽然建构了民粹主义经验，但同时限制了人民

与权力集团对抗的激进发展，那么这一限制可能导向“极权（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

ａｎ）”，抑或导向“斡旋（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以法西斯主义为例，与“大众—民

主召询”相关联的具体内容（如种族主义和社团主义）阻碍了指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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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进化，但维持这些限制将迫使意识形态高度同质化，这便导致法西

斯主义出现“极权”特征。而波拿巴主义则不同，它容许各种精英的持

续存在并且肯定国家权力，所以波拿巴主义的国家在那些支持它的、相

互对立的基础之间，以及在那些甚少联合的意识形态符号之间，充分发

挥“斡旋”的力量。

结　 　 语

如果说这一时期的拉克劳还能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那

是因为他在试图走出“阶级还原论”的同时，仍然重视“阶级”的重要

性。但也不难察觉到他在阶级斗争与人民斗争之间对后者的偏溺。这

一方面是由于他对拉美政治的钟情，另一方面确实得益于他对民粹主

义的独到理解。民粹主义不是一种运动、也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

种存在于“大众—民主召询”中的意识形态要素。所以无论哪一种意

识形态话语在进行“大众—民主召询”的接合实践时，我们往往能从中

直觉到民粹主义。不过虽然此时拉克劳的民粹主义思想初见雏形，也

明显意识到民粹主义的力量，但他还未能完全实现从直觉到概念的跨

越，自然也未能穷尽民粹主义的逻辑。直到在让读者久等的《论民粹

主义的理性》里，他才算真正完成对民粹主义的研究：结构性地分析民

粹主义概念，把民粹主义视为建构社会—政治生活的合法路径来阐释

它的运行逻辑，并把“人民”作为政治主体加以构建。① 最后我们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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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拉克劳在《论民粹主义的理性》中通过分析群体理论的演进历史，最终以“认同

作用（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作为出发点，并借用索绪尔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的诸多
术语（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霸权理论和话语理论），来论证民粹主义的理性，并

指出建构“人民”这一政治主体对于激进政治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有趣的是，

我们还能通过他在结论处对齐泽克（Ｓｌａｖｏｊ ｉｅｋ）、奈格里（Ａｎｔｏｎｉｏ Ｎｅｇｒｉ）和哈
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ａｒｄｔ）、朗西埃（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ａｎｃｉèｒｅ）等人的评论，一瞥激进左翼群体
在主体问题上的众生相。具体可参见 Ｌａｃｌａｕ，Ｅｒｎｅｓｔｏ．，Ｏｎ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Ｒｅａｓｏｎ，Ｌｏｎ
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２００５。



拉克劳对民粹主义的研究倒不是说在激进左翼群体里如何标新立异，

而是说是否会对共产主义事业产生如“奇点”一般的效应，这才是需要

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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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见证民意的涌现

———朱蒂斯·巴特勒访谈

张 子 岳 译

摘要：本文是让·菲利普·卡奇尔（Ｊｅａ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Ｃａｚｉｅｒ）对朱蒂

斯·巴特勒（Ｊｕｄｉｔｈ Ｂｕｔｌｅｒ）所做的一篇访谈。访谈围绕朱蒂斯·巴特

勒所出版的新书《集会》（Ｒ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ｍｅｎｔ）展开，两人就斯宾诺莎在巴特

勒思想体系中的意义、公共空间和身体的再思考、难民与当前的资本主

义、动物伦理与生态问题和技术与媒体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对读者了解巴特勒思想的最新发展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斯宾诺莎　 公共空间　 政治　 身体　 游行

朱蒂斯·巴特勒的《集会》一书对身体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人

群与游行的政治维度进行了考察。因此，这本书重新思考了很多概念，

它们和身体与政治以及公共空间与政治主体的状况相关联。在书中，

朱蒂斯·巴特勒依据一种关系（ｒｅｌａｔｉｏｎ）和脆弱性（ｖｕｌｎéｒａｂｉｌｉｔé）的逻

辑，对社会和共同生活（ｃｏ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ｏｎ）进行了大量特别的分析，这种逻辑

使政治和生命的概念重获新生。本书超越了将政治和话语或将述行性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é）①和话语结合起来的一般方法，重新定义了政治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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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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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行性是指这样一种事实：即语言符号（陈述，句子，单词等）是表述行为的，也

就是使自己所陈述的东西现实化。述行性着重指向的是作为行动而非声言的

言语。巴特勒的这个概念源自英国哲学家约翰·兰肖·奥斯汀（Ｊ． Ｌ．
Ａｕｓｔｉｎ）———译者注。



的轮廓，提供了一个对其界限和境况的独特而发人深省的思考。这本

书扎根于近日的集体政治活动之中，它同时也是一个能够对当前时代

进行哲学思考的实例。

卡拉奇：您的书明确地引用了好几个哲学家的文本，特别是列维纳

斯和汉娜·阿伦特的文本。我觉得您的书其实也涉及了斯宾诺莎的著

作。书中的很多地方都可以和斯宾诺莎的哲学联系起来：主要关注

“关系”这一概念，以及对于“强力”（ｐｕｉｓｓａｎｃｅ）和“群众”（ｍａｓｓｅ）的反

思，身体与身体能做什么的问题，还有贯穿了您数本书的难题如“暴力

政权使人们的生活难以为继”，等等。总的来说，您的哲学工作中有哪

些部分受益于斯宾诺莎的著作？为什么您在今天使用斯宾诺莎的思

想，其思想对您在书中提出的政治和伦理问题有何价值？

巴特勒：确实，斯宾诺莎一直是我思考的背景。你可能已经发现，

在我的思考方式下，他的思想现在显得更加清晰明了。我明白，他的哲

学在我自己对政治领域的理解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他对毅力

的定义和他关于生活的哲学。我认为我也与艾提安·巴里巴尔

（Ｅｔｉｅｎｎｅ Ｂａｌｉｂａｒ）在《斯宾诺莎与政治（Ｓｐｉｎｏｚａ ｅｔ ｌａ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中所做

的早期工作相近。虽然德勒兹已经阐明了身体的行动力（ｌａ ｐｕｉｓｓａｎｃｅ

ｄ’ａｇｉｒ）的基本维度，这样一个基本维度是根植于其能够被触发

（ａｆｆｅｃｔé）的能力的。但是，由斯宾诺莎通向现代政治的概念不一定是

必须经由德勒兹的，考虑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问题不仅仅在于“努力”（ｃｏｎａｔｕｓ）上，即保存自己存在的渴望是否

根据与其他人的互动的增加或减少上。问题还在于，努力还是一种生

活在一起（ｖｉｖｒｅ ｅｎｓｅｍｂｌｅ）的渴望，这一趋势属于共同居住（ｃｏｈａｂｉｔｅｒ）

这一事实，它出现并形成了共识的基础。而这种政治原则，这个政治实

践则来自于对自我保存的欲望运作或实现。但是这样一种渴望能得以

实现的唯一条件，就是每一个人被其他人所触发（ａｆｆｅｃｔé）。因此，如果

没有这种本质上的脆弱性，就不会有保存自身存在的问题了。

卡拉奇：仍然是围绕斯宾诺莎，我觉得您的书至少反映出两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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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愤怒和喜悦。您写道：“我们只有被迫去行动我们才会行动，我们

被那些来自外部的、别处的东西，还有其他人的生活所驱使。”今天，什

么对您有着特别的影响？又是什么推动着您去出版像这样的一本

书呢？

巴特勒：当然，我十分厌恶某些人群，我们可以在右翼民粹主义的

种种形式中看到他们，他们就像出现在美国的街头一样已经在欧洲出

现。相当多的一些人都是这样，他们并不能使我感到愉悦或悲伤。但

是我认为，当我们看到民主正受到现在这样一种方式的威胁时，我们也

见证了民意在面对其自身潜在的否定性时的涌现，这着实令人欣慰。

对我来说，真正属于集会的，是那些宣称国家要为那些其声称所代表的

人民负责，致力于有效制定民主政治的民众尺度的活动，这种尺度拥有

一种力量，它可以使一个倾向于倚仗专制独裁来进行控制的政权合法

化或非法化。

这就是使我对 ２０１３年的盖齐公园（Ｇｅｚｉ Ｐａｒｋ）事件产生兴趣的诸

多原因之一，它也使我现在去观察在美国自发组织起来的游行，这些游

行的目的是为了反对特朗普政府和其摧毁基本宪法原则的方式。

卡拉奇：在您的书中，您考察了在当前的政治思想中，特别是“左

翼”政治思想中的两个核心概念：民主的概念和人民的概念。这些概

念在当前的左翼话语中被使用，在这样一种使用方式中，您认为什么似

乎应该被重新思考？

巴特勒：阿甘本（Ａｇａｍｂｅｎ）已经以一种强有力而又令人信服的方

式强调，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理念下，是由国家来决定谁将会受到

法律保护，谁又将会从这种保护中被排除。权力似乎是存在于国家一

级的，“人们”（ｌｅｓ ｇｅｎｓ）却在所谓的民主制度内，依据最高权力的运作

轮流拥有或被剥夺他们的权利。

我想要说的是，考虑这样一种权力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即：人民赞

同对其领导的权力或撤销这种赞同的权力。人民民主在这方面还没有

被完全破坏，同时我们不应该接受这样一个理论框架，其预设了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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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暴动、抵抗甚至革命，而这些都不再有什么意义。我们尤其要记

住的是，当警察和军队出现在街道上或者在网络内部工作时，他们有时

会以一种使我们平日的联盟进行变革的方式重新加入人民。对我来

说，传统联盟的这种由变革而产生动荡则是一种希望的迹象。

卡拉奇：您在这里大部分的分析都是关于对“政治空间”这一概念

的思考和对“政治空间”的重新定义。您将这个对公共空间的思考和

对政治与政治存在的诸境况及其表现的思考紧密联系起来。对你来

说，现在公共空间的概念和政治表现的局限性是什么？在其中，什么是

成问题的政治后果？

巴特勒：公共空间在很多时候已经包括了网络，社区和社交网络以

及大都市的中心和周边。因此，无论什么是公共空间，我们都不可能为

了去理解而将其简化为一个简单的图景。恰恰相反，试图指认出公共

空间始终是一个错误。越来越多的人出入公共空间，他们不仅仅是来

自于他们的私人领域，也来自不同形式的监禁、拘留，或那些交替的存

在方式。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出现在白天的阳光下，街道和广场也并不

总是接受他们，即使他们本应该被视作“人民”（ｐｅｕｐｌｅ）。示威游行并

不是始终一贯的，因为它们来自于删减版的“人民”———它们几乎就等

同于这样一些快照，即：这些快照把一个要求获得人民地位的群体放在

近景的位置上。但是，与此同时，它们却以一种否定的形式冲着那些不

能够出现的人和没有权利出现的人示意。

卡拉奇：确实如此，您的书由不同的章节组成，但是都围绕着一个

理念，就是不能够把政治存在简化为言说的可能性，即在公开场合用说

话来表达。这种存在同样包含着不可被言说的东西，比如身体，在很多

情况下身体就是一个政治存在。在这样一种视角下，您分析了身体的

述行可能性，特别是集结在公共空间里的身体。为了进行这种分析，您

重新定义了述行性（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é）这一概念，这是为了不使它被简化

为语言述行性，因为它同时也是身体的。什么样的预设是在语言的公

共使用中，被公共语言中的政治同化所调动的呢？在其中，你所与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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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又是什么样成问题的后果呢？

巴特勒：我反对那些针对“占领”（Ｏｃｃｕｐｙ）运动的攻击，因为根据

“占领”运动的宗旨，这场运动根本不表达诉求，而对这些攻击者来说，

一个真正的政治运动，就必须能够依照一种语言的方式明确表达诉求。

这种批评预设了语言的本质即语句的陈述。这意味着图像（ｉｍａｇｅ）不

再能是真正的政治的，因为即使它们能够提出一种要求，它们也不能通

过命题的形式表达出来。同样，不同类型的活动，比如戏剧或表演，都

不被视为是政治的，因为这些动作不能够以语句的形式得到表达。然

而，音乐、图像还有集会这一事实都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并且它们并不

能够以命题的形式在其内部被理解。当身体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特别

是当他们处于十分不稳定的状态、有着负债或者正在流亡时，他们本身

就是对其状态的宣讲：他们的身体就是其诉求的标志。身体本身就是

这种诉求：它们就像诉求本身一样，以一种明显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什

么样的诉求中，身体会作为一种社会的和政治的观点？鉴于这关系到

不稳定的身体，它们也特别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所以它们通

过使问题具象化来进行发问。

卡拉奇：您是哲学家，您出版书，您举办会议。您的这些活动与公

共空间和政治里存在的问题相关联，您如何看待您的这些活动？您是

否有思考您自己的情况，比如在公共空间里存在并在其中进行言说，出

版您的书，允许在公共空间里政治地存在，而这在其中是并不常见的？

巴特勒：我不确定我是否是哲学家，但是我仍然尝试回答您的问

题。有时候，我的写作有一定的政治影响，有时候我的工作局限在学术

界并且只关心学术问题。我希望我能够在不用担心政治的情况下，做

我热爱的工作；同时，我也希望我在不会成为一个职业政客的情况下，

能够以一定的方式参与政治。我明白，一些人对我工作的政治意义予

以支持，有些右翼团体想要用这一事实来指责我。由于在世界范围内

的审查都有了新的标准，写作仍然是重要的，尤其是当它涉及为一些

人———那些觉得自己被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可能性拒绝了———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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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可能性时。

卡拉奇：正如您所知，许多非法移民正努力试图穿越地中海，“无

证”的营地出现在巴黎的街道上，躲避战争或严峻的经济形势的一些

非法移民正集结在各个边境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国任由这些人

死去或将他们迫害，他们被迫以一种难以为继状态的生存着。您怎么

分析这种情况？

巴特勒：是的，我已经尝试去写一些关于这种情况的东西，特别是

关于法国和大部分欧盟国家已经准备好“任由那些难民死去”，这些人

幸运地乘小船穿过地中海，而我们却把他们丢在禁止这些乘客入境的

边境前。我相信有很多种方式使用暴力，今天我们也见证了欧洲部分

系统的“努力”以使这些人死去，而让他们入境将花费钱财，并威胁到

民族主义或我们所谓的“白人至上”。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种种族主义

和资本主义的奇特混合体，它们的结合不仅是为了摧毁难民的国际权

利，也是为了一步步抛弃他们的生命。一些欧洲国家就像美国一样，承

诺对难民进行隔离，所以有一个问题是，如何表明这种行为注定会带来

不幸———拒绝欢迎难民确实是卑鄙的。他们在计算“什么是我们所能

负担的”，而当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违反了海洋法时，他们又声称“这不

是在我们的责任，是船沉没了，这些人都死了”，这一切都证明了集体

责任感和正义的整体崩坏。

卡拉奇：您的书中有一些对身体的分析，您把它定义为一个关系性

的实体，同时它没有确定的先验同一性。我们可以在这里发现一些来

自斯宾诺莎的启发。从一开始，您全部的工作都在努力重新思考身体，

思考变为复数（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ｅｒ）的身体概念，并展示了其存在的条件。在《集

会》中，您写道：“可能不同于它历史上的处境，身体从未以一种本体论

的方式存在。”您的对于身体的分析从“脆弱性”（ｖｕｌｎéｒａｂｉｌｉｔé）概念和

“不稳定性”（ｐｒéｃａｒｉｔé）概念展开，并将其与“行动的能力”（ｃａｐａｃｉｔé ｄ’

ａｇｉｒ）概念相关联。在这里，您有很多政治的和伦理的推论，这些推论

意味着身体在关系中永远是以主动或被动的方式存在的。这个理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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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伦理和政治上的重要性？

巴特勒：我继承了来自马克思的对抽象权利的持续批判。在女权

主义者们努力维护自由生育权的过程中，马克思对她们来说具有根本

性的作用。权利的主体是被代表的主体。同样，当我们将权利的主体

思考为一个个体时，我们就预设了这个个体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形式。

我们可能会问自己，谁被公认为是权利的主体而谁又不是。以这样的

方式进行发问就表明了存在着一种先于主体的 权 力 差 示

（ｄｉｆｆéｒｅｎｔｉｅｌｌｅ）活动。每个人都没有成为一个主体的可能，并且很多人

从来都没有被认为是主体。他们认为他们可能是“人口”（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不是权利的主体，也一定不是“人民”（ｐｅｕｐｌｅ）的

一部分。

我们必须对所有的范畴保持一个动态的和批判的研究方式。我对

那种身体的本体论并不感兴趣，这种本体论通过加括号来悬置了身体

之间持存的必要联系。我不相信还存在着一种前—社会（ｐｒéｓｏｃｉａｌｅ）

的“脆弱性”。我们的脆弱性是与我们的社会依赖联系在一起的，在不

考虑社会需求的情况下理解人类生活的具体状态是不可能的。人类生

活在社会需求之中并以此为依赖。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身体，我们永远

也不能完全地单独存在或被包括在内：我们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与人群、

实践、环境、生活网络息息相关的存在，而如果没有了这些，我们自己的

存在便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斯宾诺莎的“努力”（ｃｏｎａｔｕｓ）暗示

着一种社会理论。

卡拉奇：在您的书中，您还讨论了当前的资本主义。它有什么样的

特点、机制和后果？

巴特勒：我努力去遵循那些试图区分晚期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的争论，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没有自己确定的看法。我认为，放松市场

管制，以盈利为目的往往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破坏了社会民主和我们不

同的道德义务。此外，我也明白，公共政治领域内的理性行为必须以诸

个体对自己的存在承担其所不可能承担的责任为前提条件。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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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保存自身存在的诸条件被市场和国家所破坏了，这使得他们其社

会和公共的责任决裂。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求人们要对他们自己的生

活负责。但是，当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被系统性地摧毁时，要对自己的

生活负责任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卡拉奇：您也思考了政治行为和其阻力的条件与最终目的。您坚

持认为，共同行动的理念无法避免观点的异质性（ｈéｔéｒｏｇéｎéｉｔé）。相

反，应在这种异质性中进行思考和研究。在我看来，您的政治思想可以

被定义为一种对异质关系的思想，这种思想反对所有朴素的联系以及

身份认同，并以此来加强反对“联盟”这一概念。您写道：“行为一致并

不意味着行为相符。”像这样一种理念的和这种政治行动是有其迫切

需求的，同时这种需求又是包含了差异的共同需求。对您来说，这种迫

切的需求是什么？

巴特勒：就在现在这个时刻，在美国，按照惯例，游行中聚集的很多

人都与左派有关联。但是，一些担心因为新闻自由或因无证而被驱逐

的人也参加了游行，即使他们实际上是自由的或保守的。这些联盟并

没有让多数人通过爱或者某种形式的身份来对其进行正当的支持，那

么，我们该如何去思考这些松散动荡的联盟呢？在我看来，我们常常太

过于觉得有必要辨识那些与我们结盟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坚持这种

行为，我们就有复制共产主义政治的倾向，我们将只会与那些同我们一

样的人结盟，而拒绝面向那些观点或生活方式不同于我们的人。我的

政治理念是，必须与那些我们认为是与我们不同的人建立可发展的联

盟。建立一个“多民族的”和隔代的联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把那些很

长时间不受政治影响的人或其政治理念在很多问题上都和我们的不同

人集结起来。这些复合的联盟就决定了美国民主的未来。

卡拉奇：在书中，您多次提及生态，特别是动物和动物伦理的问题。

这些东西，我已经在您之前在法国出版的书———《朝向共同居住》

（Ｖｅｒｓ ｌａ ｃｏ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ｏｎ）———中发现了。动物的问题对您的思考有什么

样的重要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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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对很多人来说，共同居住意味着与人和动物还有生物所依

赖的生活环境一起生活。当这些环境变成毒物时———土地、水、空

气———生活的可能性本身就被置于危险的境地。我们分析认为，在美

国，少数族裔经常被迫生活在剧毒的环境条件下，我们也确实明白，因

为我们对伊拉克的轰炸，我们已经破坏了土壤，导致疾病并摧毁了伊拉

克人和幸存的生物，这就是摧毁了进行农业生产并生存下去的可能性

本身。人是一种有人性的动物，我同时接受这个表达中的悖论性和必

然性。我们还必须考虑如何负责任地使用环境，这是我们作为人的义

务，这种对环境的使用意味着一部分的控制，但同时也是一个我们作为

生物要与环境共存的承诺。

卡拉奇：您在您的书中讨论了媒体，社交网络还有互联网。您的分

析表明了互联网成为公共生活和政治范围内的一个新维度是如何可能

的。按照您的观点，互联网和在线新媒体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巴特勒：我认为，没有数字化手段，当代的游行和网络就不能真正

地存在。当我们看一个游行的照片时，我们往往把重点放在聚集在街

道和广场里的身体上，但这只是可能是相机和数字通信的功劳。虽然

这些机器并不在图片中显示它们自己，但是它们规定并提供了该事件

的框架。尤其是在审查时，或警察与军队有野蛮行径的情况下，手机拍

摄的图像就能够比任何其他方式都更快、更有效地传输到全世界。在

政治上十分紧迫的是，手机和口袋相机在今天仍然无法被控制。团结

的集体日益成为本土活动的重要支持，以对抗企业的力量、新自由主义

剥夺、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同样重要的是，它拍摄的是其所经历的某

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事情，没有数码传输设备就不会有对这

一时刻的“捕获”。因此，任何事件都同时既发生在此处，也发生在别

处，这就是我们数码式的团结一致的状态。

（译者　 南开大学哲学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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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Ｕ Ｙａｎｇ　 Ｌｅｎｉｎ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ＷＵ Ｗｅｎｃｈａ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 ｉｎ Ｍａｏ ＴｓｅＴｕｎｇ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ａｎ 　 Ｃ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ｂｅ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ｕｎｂｒｏｋｅｎｌｙ”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ＭＥＮＧ Ｆｅｉ　 ＡｕｓｔｒｏＭａｒｘｉｓｔ Ｒｅｆｏｒｍｉｓｍ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ＧＡＯ Ｘｕｅ　 Ａｎ Ｏｃｃｕｌｔ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Ｌｕｋáｃ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ｍｉｔｔ ｉｎ Ｗｅｂｅｒｓ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８２４



ＳＯＮＧ Ｙｉｆａ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ｍｂ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ａ

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ｉ ａｎｄ ＪＩＮ Ｙａｏｍｅｉ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ｏｕｌａｎｔｚａ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ＨＡＯ Ｃｈｕｎｐｅ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ａｓ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ＲＡＮ Ｌｕ　 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ｓｅ Ｖａｌｕｅ

ＬＩＡＮＧ Ｂｉｎｇｙａ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ａｒ

ｃｈｉｓｍ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ｏ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Ｐｏｐｕｌａｒ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９２４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Ｈｅｇｅｌ，Ｈｅｉｎ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ｘ　 Ｈａｒｏｌｄ Ｍａ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ｅｒｍａｎｙｓ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ｔｏ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ｄｅ

ｆ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ｋｅ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Ｈｅｇｅｌ，Ｈｅｉｎ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ｘ ｓｈｏｗ ｈｏｗ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ｂｅｃａｍｅ ｅｖｅｒ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Ｆｒｏｍ Ｈｅｇｅｌ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Ｈｅｉｎｅ ｔｏ Ｍａｒｘ，ｔｈｅｒｅ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ａ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ｄｉｓｑｕｉｅｔ ｗｉｔｈ Ｇｅｒｍａｎｙ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ａ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ｋ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ｃ

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ｙ ｍｉｄ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ａｌｉｇｎｉｎｇ

Ｇｅｒｍａｎｙ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ｕｔ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

ｏｌｕｔｉｏｎ ｈａｄ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ｄ．Ａｎｄ ｉｎ ｉｔｓ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ｉｔ ｐａｒａｄｏｘｉｃａｌｌｙ ｙｉｅｌｄ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 ｉｔ ｗａ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ｔｈａｔ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ｗａｓ ｄｅｅｐｌｙ ａｎｄ ｉｎ

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ｙ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Ｇｅｒｍ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ｗｈａｔ Ｓｅｎｓｅ ｄｏｅｓ Ｈｅｇｅｌ Ａｎｔｉ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ＫＡＮＧ Ｄ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ｓｕｂ

ｊｅｃｔｉｖ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ｔｏ ｂ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ｂｒ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ｓ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Ｆｏｒ Ｈｅｇｅｌ，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ｉｓ ｈｏｗ ｔｏ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Ｂ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Ｂｒｉ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ｘ

０３４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ｈｅ 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ｎｅｗ 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ｉｓ 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ｏｄａｙｓ ｔｉｍ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ｓ，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ｄｅｍｏｃｒａ

ｃｙ，ｅｔｃ．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ｆｏｒｍ ｏｆ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ｕｓ ｔｏ ｇｒａｓｐ Ｈｅｇｅ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ｎｅｗ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ｏｗｅｒｓ；ｂｕ

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Ｍａｒｘ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ｅｇｅｌ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ｏｕｋｕ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Ｈｅｇｅｌ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ｅｘ

ａｍ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ｄ，ｂｕｔ ｓｕｃｈ ｉｎ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ｐ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Ｈｅｇｅｌ

ａｒ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ｏ ｔａｋｅ ｉｔ ａｓ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ａｎｄ Ｈｅｇｅｌ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ｍｏｒｅ ｅａｓｉ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Ｍａｒｘ ｈａｄ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ｄ Ｈｅｇｅｌ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Ｍａｒｘ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Ｈｅｇｅｌｓ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ｕ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 ｗａｓ ｎｏｔ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Ｍａｒｘ ｄｉｄ ｎｏｔ ａｇｒｅｅ ｔｈａｔ Ｈｅｇｅｌ ｓｉｍｐｌｙ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

ａｓ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ｅ ｗｉｌｌ，ｉｎｓｔｅａｄ ｈ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ｉｔ ａ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ｈｒｏｕｇｈ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１３４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ａｒｘ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ｒｕ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 ｉｓ ｈｉｄｄｅｎ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 ｃｌａｉｍ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ａ ｍｕｓｔ ｔｏ ｓｕｂ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ｆｕｌｆｉｌｌ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ｌｅｇａｌ ｐｏｗｅｒ；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

Ｍａｒｘｓ Ａｕｆｈｅｂｕｎｇ ｔｏ 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ｔｔｕｎｇｓｅｗｓｅ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ｏｎ Ｐａｒｉｓ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ＸＩＧｅ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ｄ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Ｇａｔｔｕｎｇｓｅｗｓｅｎ 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Ｍａｒｘ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ｔｔｕｎｇｓｅｗｓｅｎ ｆｒｏｍ 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ｈｅ ｔｏｔａｌ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Ｇａｔｔｕｎｇｓｅｗｓｅｎ．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 ｓｔａｇｅ”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ｒｘ． Ｉｎ Ｐａｒｉｓ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Ｇａｔｔｕｎｇｓｅｗｅｓｅｎ ｈａ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

ｔｅｘｔｓ．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Ａｌｉｅｎａｔｅｄ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Ａｌｉｅｎ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

ｓ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ｔｔｕｎｇｓｅｗｓｅｎ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ｌａｂｏｒ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ｏｎ ｂｅｉｎｇ）．Ｇａｔｔｕｎｇｓｅｗｅｓｅｎ ｉｎ Ｐａｒｉｓ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ｔｗｏ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ｎｅ ｉ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ｂｙ ｌａｂｏｒ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ｉｓ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ｂ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ｎ Ｍａｒｘ ｓ Ｇａｔｔｕｎｇｓｅｗｅｓｅｎ，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ｅｓ ａｎ ｉｎｎｅｒ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ｐｕｓｈｅｓ ａｈｅａｄ Ｍａｒｘ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ｔｔｕｎｇｓｅｗｅｓｅｎ，ｗｈｉｃｈ ｓｅｅｍｓ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２３４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ｓｙｍｂｏｌ ｏｆ 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 ｂｕｔ ｗａｓ ｔｏｔａｌｌ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Ｍａｒｘ，ｌｅａｄｓ Ｍａｒｘ ｔｏ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ｕｆｈｅｂｅｎ 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ｓ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ｔｔｕｎｇｓｅｗｓｅｎ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ｍｏ

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ａｔｔｕｎｇｓｅｗｓｅｎ；Ａｌｉｅｎａｔｅｄ ｌａｂｏｒ；Ｌａｂｏｒ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ｔｉｔｈｅ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ｔｏ Ｍａｒｘ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ａｒｘ ｎｅｖｅｒ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ｔｈｅ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ｓｏ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ｔｏ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

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ｆａｃ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ｍａｄｅ ｂ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ｔｈｉｎｋ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Ｇｅｏｒｇ Ｌｕｋáｃｓ，ａｎｄ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ａｒｄｔ ａｎｄ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Ｎｅｇｒｉ．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ｅｓｓａｙ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ａｉｌ ｔｏ ｒａｄｉｃａｌｌｙ ｇｏ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ｔ ｔｈｅ ｂｅ

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 ｎｅｗ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ｔｈｅ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

ｖａｔｅ ｌｏｓｔ ｉｔ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Ｉｎ ｄｏｉｎｇ ｓｏ，Ｍａｒｘ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ａ ｐａｉｒ ｏｆ ｋｅ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Ｓｉｎ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ａｎｄ ｂｅｒｓｉｎ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ｏｒｙ；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Ｓｉｎ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ｂｅｒｓｉｎ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３３４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Ｔｈｅ Ｎｅａｒ Ｋａｎｔ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ｍ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ｏｎ“Ｃｒｏｓｓ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ｏｆ Ｋｏｊｉｎ Ｋａｒａｔａｎｉ

ＸＵ Ｙａｎｒ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Ｋｏｊｉｎ Ｋａｒａｔａｎｉ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 ｔｏ ｓｅｅｋ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Ｍａｒｘ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Ｋａｎｔｓ ａｎｔｉｎｏｍｉｅ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Ｋａｒａｔａｎｉ

ｔｈｉｎｋｓ ｔｈａｔ Ｋａｎｔｓ ａｎｔｉｎｏｍｉｅｓ ｉｓ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ｎｅｓｅｌｆ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ｓ），ｓｏ Ｋａｎｔｓ ｔｈｉｎｇｉｎｉｔｓｅｌ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ｉｓ ｎｏｔ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ｅｎｔｉｔｙ ｂｕｔ ａｃｔｕａｌ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ｓ ｓｅｌｆｏｔｈｅｒ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Ｋａｒａｔａｎｉ ｊｕｓｔ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Ｍａｒｘ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ｆｒｅｅｄｏｍ）ｉｓ ｎｏｔ ａ ｔｒａｎ

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ｇｏａｌ ｂｕｔ ｔｈｅ ｔｗｏ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ｃｔｕａｌ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ａｌｉｅｎａｔｅｄ ｈｕｍａｎ ｗｏｒｌｄ．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Ｋａｒａｔａｎｉ ｓｔａ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ｍ

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ｅ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ｓ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Ｄｕｅ ｔｏ Ｋａｒａｔａｎｉ ｆａｉｌｓ ｔｏ ｃｌｅａｒ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 ｆａｌｓｅ ｐｒｅｓｕｐ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ｈｏｎｅｓｔ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ａｒａｔａｎｉ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ｕ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Ｍａｒｘ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ｅａｐｉｎｇ ｃｒｉｔｉｓｍ；ｆｏｒｍ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ｍｏｄｅ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ｕｎｉｏｎ；ｆｏｕｒ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４３４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Ｌｅｎｉｎ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ｏｆ Ｗａｒ

ＷＵ Ｙ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ｒ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ｔｗｏ ｔｈｅｍｅｓ ｉｎ Ｌｅｎｉｎ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ｈｉｍ ｗａｓ ｔｏ ｓｈｉｆｔ ｗａｒ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ｗａｒ ｉｎｔｏ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ｃｌａｓ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Ｉｎ ｍ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ｒｏｏｍ ｆｏｒ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ｈｏｗ ｄｉｄ Ｌｅｎｉ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ｈｉｆ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ｈｅｍｅｓ．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ｔｈｉｓ ｓｈｉｆｔ ｗａ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Ｌｅｎｉｎ ｗａｓ ｕｓ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Ｂｕ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ｓ，

ｄａｔ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ｔｏ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Ｈｅｇｅｌ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ｄｉｄ ｎｏｔ ａｓｓｕｒｅ ａｎｙ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ａｒ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ｉｔ ｗａｓ ｂｙ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ｅｐ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ｎ ｗａｒ ｉｔｓｅｌｆ ｔｈａｔ Ｌｅｎｉｎ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ｆｉｇｕｒｅｄ

ｏｕｔ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Ｔｈｉｓ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ｏｕ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ｏｆ ｗａｒ ｉｔｓｅｌｆ，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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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ｒ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ｗ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ｔｈｅｙ ｓｔ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ｆａ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Ｗｅｂｅｒｓ ｍｏ

ｄｅｒｎｉ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ｔ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ｕｓ ｔｏ ｒｅｔｈｉｎｋ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ｉｆｅ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Ｌｕｋáｃｓ，Ｓｃｈｍｉｔｔ，Ｗｅｂ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ｍｂ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Ａ Ｒｅｍａｒｋ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Ｍａｒｘ

ＳＯＮＧ Ｙｉｆ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ｅｓｓａ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ｉｓ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Ｄｅｒ Ｂｅｇｒｉｆｆ ｄｅｒ Ｎａｔｕｒ ｉｎ ｄｅｒ Ｌｅｈｒｅ ｖｏｎ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ｂｙ Ａｌ

ｆｒｅｄ Ｓｃｈｍｉｄｔ，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ｒｘ ｉ．ｅ．Ｉｎｓｔｒｕ

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ｓｕｃ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ｈｅ ｅｓｓａｙ ｗｉｌｌ ｇｉｖｅ ａ ｎｅｗ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ｈｕｍａ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Ｉ

ｄｅａｌｉｓｍ，ｔｈｕ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ａｌ Ｎａｔ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

ｒｙ）．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ｅｘ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ａｎ 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ｄ ｆｏｒｍ ｏｆ

８３４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ｓｅｃｏ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ｔｈｅ ｓｅｍｂ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ｂ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ｗｈｉｃｈ ｉｎｔｒｏ

ｄｕｃｅｓ ａ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Ｍａｒｘ．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Ｙｏｕｎｇ Ｍａｒｘ；Ｓｅｃｏ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ｈｕｍａｎ；ｔｈｅ

ｓｅｍｂ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ｏｒｙ：Ｐｏｕｌａｎｔｚａ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ｉ ａｎｄ ＪＩＮ Ｙａｏｍｅ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ｏｕｌａｎｔｚａｓ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ｔａｔｅ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ｌｕ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Ｐｏｕｌａｎｔｚａｓ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ｃｈａｎｇｅ ｓｔｒａｔｅ

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Ｐｏｕｌａｎｔｚａｓ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ｕｓ ｔｏ ｂｅ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ｏｕｌａｎｔｚａｓ；Ｍａｒｘｉｓｔ；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ａｓ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ｒ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ＡＯ Ｃｈｕｎｐ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Ａｒｏｎ ｏｐｉｎｉｏｎ，Ｍａｒｘ ｉｓ 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

ｃｏｎｏｍｙ，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

９３４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ｌｉｋｅ Ｍａｒｘ，Ａｒｏｎ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ｆａｔａｌｉｓｔｉｃ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ａ ｐｒｏｐｈｅｔｉｃ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ｒｕｂ ｏｕｔ ｆｒｅｅ

ｄｏｍ，ａｎｄ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ｍ ａｎｄ ｎｉｈｉｌｉｓｍ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ＮｅｏＫａｎｔ

ｉａｎｉｓｍ．Ｉｎ ｈｉｓ ｖｉｅｗ，ｐｅｏｐｌｅ ｃｒｅ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ｙ ｄｏ ｎｏｔ ｋｎｏｗ．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ａｒｘ Ａｒｏｎ ｓａｗ ｈｉｍｓｅｌｆ，ｏｒ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ｈｅ ｗａ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Ｍａｒｘ．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Ａｒｏｎ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ｓ ｎｏｔ ａｓ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ａｓ Ｍａｒｘ，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ｉ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ｓ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ｆａ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ｏｃｉｅｔｙ；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Ａｒｏｎ；Ｍａｒｘ

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ｓｅ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ｓ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ＲＡＮ Ｌ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ｔｈａｔ Ｍａｒｘ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ｕｓｅ ｖａｌｕｅ，ａｎｄ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ｒｅｖｅａｌ ｕｓｅ ｖａｌｕｅ 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 Ｉｎ ｈｉｓ ｖｉｅｗ，ｕｓｅ

ｖａｌｕｅ ｉｓ 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ｍ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ｉｔｓｅｌｆ．Ｉｎ ｆａｃｔ，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 ｉ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

ｏｍｉｓｔｓ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ｂｙ Ｍａｒｘ：ｍａｋｅ ｔｈｉｎｇｓ ｍｙｓｔｉｆｉｅｄ．Ｆｏｒ Ｍａｒｘ，

ｕｓｅ ｖａｌｕｅ ｉｓ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ｉｔｓ ｏｗ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ｍ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ｍ，ｕｓｅ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ｏｎｅｙ，

ｆｉｘ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ａｂｏｒ，ｅｔｃ．，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ｔ ｉｓ ｂｅ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ｕｓｅ ｖａｌｕｅ ａｓ ａｎ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ｔｈａｔ ｉｓ ｉｎ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ｎｏｔ ｔｏ ｐｌａｃｅ 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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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ｏｃｉｅ

ｔｙ，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ｈｉｓ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ｕｓｅ ｖａｌｕｅ．

Ｈｅ ｄｉｄｎｔ ｓｅｅ，ｗｈａｔ Ｍａｒｘ ｄｉｄ ｗａｓ ｔｏ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ｕｓｅ ｖａｌｕｅ，ａｎｄ ｐｕｔ 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ｕ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ｕｓｅ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ｖａｌｕ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ｕｓｅ ｖａｌｕ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ｆｉｘ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ｆｏｒｃｅ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

ＬＩＡＮＧ Ｂｉｎｇｙ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 ｃａｎ ｂｅ ｔｒａｃｅｄ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Ｇｒｅｅｋ Ｃｙｎｉｃ Ｓｃｈｏｏｌ，ａｎｄ

ｂｅｃａｍｅ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Ｓｔｉｒｎｅｒ，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Ｂａｋｕｋｎｉｎ ａｎｄ Ｋｒｏｐｏｔｋ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ｏｐｐ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ａｕ

ｔｈｏｒｉｔｙ，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ｈｅ ｌａｉｓｓｅｚ ｆａｉｒ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ｂ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ｎ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ｍ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 Ｔｈｉｓ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 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ｃａｌｌｅｄ“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ａｎａｒ

ｃｈｉｓｍ”，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ｍｅ，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 ｎｅｗ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ａｎ

ａｒｃｈｉｓｍ 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 ｉ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ｊｕｓ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ｂｕｔ ｐａｙｓ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ｆａｃｅｄ ｂｙ

ｍａｎ，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ｍ

ｂｉ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ｍｏｄｅｒｎ 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 ｆｏｒｍ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ｐｏｓｔ 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ａｎａｒ

ｃｈｉｓｍ．Ｍｏｄｅｒｎ 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ｔ

１４４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Ｌｅｆｔｉｓｔ．Ｉｔ ｂｒｏａｄｅｎ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ｏｆ

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ｉｔ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 ｉｓ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ｂｙ ａｎｔｉ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ｎ

ａｒｃ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ｅｎｄ ｔｈａ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ｍｏｄｅｒｎ 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ｒａｄ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Ｐｏｐｕｌａｒ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ｒｎｅｓｔｏ Ｌａｃｌａｕｓ Ｅａｒｌ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ｖａｇｕ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ｌｅａｄ ｔｈｅ ｔｅｒｍ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ｔｏ ｂ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ａｎ

ａｌｌｕｓｉｖｅ ｗａｙ ａｎｄ ａｎｙ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ａｓｃｅｒｔａｉｎ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ｓ ｆａｉｌｅｄ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ｙ．

Ｅｒｎｅｓｔｏ Ｌａｃｌａｕ ｓｈｏｗｅｄ ｕｓ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Ｔｈｅ

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ｌａｃｅ，Ｈｅ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ｆｌａｗ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ｂａｓ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

ｃｈｅｓ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Ｔｈｅｎ 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ｈｉｃｈ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ｐｏｐｕｌａｒ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ｃｌａｓｓ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ｈ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ｅｓ．Ｌａｃｌａｕ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ａｓ ａ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ｓｉ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ｒｔｉｃ

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ｈｅｇｅｍｏｎｙ；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ｏｐｕｌａｒ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ｃｌａｓｓ

２４４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稿约

１《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是由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

心主办的学术丛刊，现已被收录为 ＣＳＳＣＩ 来源期刊（集刊类）。本刊以关注当

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动态，加强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交流与合

作，促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为宗旨，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赐稿。

２ 本刊学术性和思想性并重，倡导从哲学、社会学、史学、政治学、经济学、

法学、伦理学、宗教学、人类学、心理学、美学和文艺批评等专业的角度展开对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３ 本刊主要栏目为：研究性论文，专题论文，论坛，书评，学术动态，笔谈，

访谈等。其中研究性论文一般限制在 １ 万—２万字，专题论文一般限制在 １ ５

万—３万字，书评一般限制在 １万字以内。

４ 本刊对于来稿的形式作如下规定：原则上只接受电子投稿；电子版稿件

请用 Ｗｏｒｄ格式，正文 ５号字体；注释和引文一律采用脚注；正文之前请附上英

文标题、中英文的摘要和关键词，作者简介，并请注明作者联系方式。

５ 本刊采用匿名审稿方式，收稿后 ３个月内将通知作者稿件的处理意见。

６ 来稿经采用发表后，将赠刊 ２本并致薄酬。

７ 凡在本刊上发表的文字不代表本刊的观点，作者文责自负。

８ 凡在本刊上发表的文字，简繁体纸质出版权和电子版权均归复旦大学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９ 编辑部联系方式和来稿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２２０ 号，复旦大学光华楼西

主楼 ２６２２室，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评论》编辑部，邮编：２００４３３　 电子信箱：ｍａｒｘｉｓｍｒｅｖｉｅｗ＠ ｆｕｄａｎ．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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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Ｒｅｖｉｅｗ（１３）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ｂｒｏａｄ，

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ｄｉ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ｅｆ Ｗｕ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Ｅｄｉ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ｅｆ Ｗａｎｇ Ｘｉｎｇｆｕ　 Ｚｏｕ Ｓｈｉｐｅｎｇ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ｂｒｏａ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Ｒｅｎｍｉｎ Ｐｒｅｓｓ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顾问：

海外：（以字母为序）

Ｔｏｎｙ Ａｎｄｒéａｎｉ［法］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Ｂｉｄｅｔ［法］

Ｉｒｉｎｇ Ｆｅｔｓｃｈｅｒ［德］ Ａｇｎｅｓ Ｈｅｌｌｅｒ［匈］

Ｆ．Ｒ．Ｊａｍｅｓｏｎ［美］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Ｌａｂｉｃａ［法］

Ｆｒａｎｃｅｔｔｅ Ｌａｚａｒｄ［法］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ｏｗｙ［法］

Ｄａｖｉｄ Ｍｃｌｅｌｌａｎ［英］ Ｊｕｅ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德］

Ｂｅｒｔｅｌｌ Ｏｌｌｍａｎ［美］ Ｊｏｈｎ Ｅ．Ｒｏｅｍｅｒ［美］

Ｊｏｈｎ 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美］

国内：（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邦佐　 　 　 　 韦建桦　 　 　 　 伍伯麟

庄福龄　 　 　 　 刘放桐　 　 　 　 李其庆

余源培　 　 　 　 杨春贵　 　 　 　 陈占安

陈先达　 　 　 　 秦绍德　 　 　 　 顾锦屏

徐崇温　 　 　 　 黄楠森　 　 　 　 陶德麟

靳辉明



主　 　 编：吴晓明

执行主编：汪行福　 邹诗鹏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东　 王德峰　 朱立元　 朱钟棣　 衣俊卿

冯　 平　 孙正聿　 孙承叔　 孙　 辉　 李瑞英

吴　 松　 吴晓明　 何　 萍　 张一兵　 张晖明

张　 雄　 余文烈　 陈学明　 陈振明　 林尚立

杨　 耕　 汪行福　 邹诗鹏　 俞可平　 袁　 新

顾海良　 梁树发　 韩庆祥　 韩　 震　 童世骏

曾枝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