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20 世纪90 年代初以来的西方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¹

陈 学 明

摘要 :本文介绍了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中马克思主义

研究的几个比较重要的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 , 比如生态马克

思主义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英美

和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虽仍有一部分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并

对它的当代意义进行阐释 , 但随着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世界影响的日益

扩大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那种否定性 !批判性研究的倾向逐渐占据上

风 ,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

关键词 :生态马克思主义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

20 世纪 80 !90 年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和东

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易帜 ,对西方左翼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

不仅原先西方的共产党 ,就是包括 /西方马克思主义 0在内的其他左翼

力量 ,也都程度不等地遭受挫折 "在这种情况下 , 20 世纪 90 年代初 ,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度陷于 /沉寂 0 "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

¹ 本文是520 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6一书的第四编的 /编首语 0 ,写作

本文时参考和吸收了参与该书编写的相关作者的相关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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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拥护者 !同情者 ,还是反对者 !低毁者 ,可能都未曾想到 ,这种 /沉寂 0

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 " 自90 年代中期起 , 在西方世界 ,特别是在法 !

英 !德 !美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掀起了一股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

义的热潮 "事实已很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像一

些西方政要和右翼学者所宣称所希望的那样 /行将销声匿迹 0, 而是

/顽强地活了下来 0,并且 /活得很好 0"即使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马

克思主义也以一种空前的影响力在 /复兴 0"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在西

方世界的主要城市接连不断地召开 ,一系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著和探

讨马克思主义的报刊杂志的相继推出 ,则是这种 /复兴 0的主要标志 "正

是在这 /复兴 0的过程中 ,原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经过短暂的沉

默之后又获得了新的发展 ,甚至还涌现了一些新的派别 "值得指出的

是 ,西方世界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复兴 0,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有所减缓 ,反而呈方兴未艾之势 "特别是随着欧美金融危机和债务

危机的爆发 ,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更是被进一步引向了深人 "

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的 /复兴 0

并不是简单地回到以前的那种研究 "当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

究 ,无论是其研究的特点 !主题 !趋势 ,还是其所提出的理论观点 ,都相

异于从前 "当然 ,我们不能把 20 世纪末 !21世纪初的西方世界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研究 ,与整个 20 世纪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割裂

开来 ,它们构成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但与此同时 , 我们也不得不指

出 ,走向21 世纪的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把 20 世纪西方世

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的西方

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史上有着

特殊的地位 "

在西方世界原先的各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中 ,苏东剧变后发展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最快 !影响最大的当属 /生态马克思主义 0 "苏东剧变 ,并没有给 /生态

马克思主义 0带来多少负面影响 ,相反 , 自20 世纪的90 年代以来 ,生态

马克思主义进人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 "无论是在理论建树方面 ,还

是在实际作用方面 ,其发展势头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阶段 " /生态

马克思主义 0在苏东剧变后的飞速发展 ,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人

们心目中的地位 , 为扫除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的各种疑虑 ,发挥了很

大的作用 "有人甚至把 /生态马克思主义 0在苏东剧变后的飞速发展

视为马克思主义获得新生的主要标志 ,把 /生态马克思主义 0当作马克

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 /生态马克思主义 0之所以在苏东剧变后

非但没有走下坡路相反还大步前进 ,这与它所探讨的主题密切相关 "

最近几十年 ,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地出现在人类面前 ,解决生态危机已

成了人类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 以生态问题作为研

究主题 ,而且由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作为出发点 ,从而比其他任

何生态主义派别都要具有吸引力的 /生态马克思主义 0, 自然获得了飞

速发展的有利条件 " /生态马克思主义 0在这一时期理论上的建树一

方面在于 ,它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角度 ,对资本主义

进行了系统批判 ,特别是 /生态帝国主义 0概念的提出 ,使这种批判与

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 ,表现在它全面推出了生态

社会主义的构想 ,这一构想比起其在 20 世纪 70 !80 年代所提出的生态

社会主义的要求 ,更为完整 !成熟 ,完全改变了以前还或多或少接受生

态运动的政治纲领和社会理想的局面 "

美国 5每月评论 6杂志主编福斯特 ,是当代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

/生态马克思主义 0理论家 "福斯特对马克思的生态理论的揭示 , 以及

以他所展示的马克思的生态理论为武器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分析 ,产生

了广泛的影响 "福斯特坚持认为只有唯物主义才能为解决生态危机提

供理论资源 ,他再三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是 :马克思的世界观 /是一种

深刻的 !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 0, 而 /这种生态观直接导源于他的唯

物主义 0"福斯 特通过分析 马克思 对马尔萨斯人 口论和 土地论 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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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对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 !对鲁道夫 #蒙特等的真正的社会

主义的批判 !对蒲鲁东 /普罗米修斯主义 0的批判 ,来说明马克思的唯

物主义的历史观也包含着深刻的生态意蕴 "福斯特认为 , 马克思的以

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基础的生态世界观主要体现在他

的 5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6和 5共产党宣言 6和 5资本论 6等著作之

中 "福斯特也正是通过剖析这些著作来揭示马克思的以唯物主义自然

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基础的生态世界观的主要内容 "在他看来 , 马

克思的 5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6把劳动异化与自然异化联系在一起

进行研究 ,这构成了马克思的生态理论的一个出发点 "福斯特强调 ,马

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一些核心理论实际上在 5共产党宣言 6中已经形

成 ,这就是 :所有生态问题都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起的 "城乡对

立的解决乃是超越人类对 自然异化的关键因素 ,而要消除城乡对立必

须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福斯特对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研究集中

于对马克思的 5资本论 6的 /新陈代谢 0理论的研究 , 在他看来 ,马克思

的 5资本论 6的 /新陈代谢 0理论完整地论述了生态危机的性质 !根源以

及解决途径 "福斯特并不满足于通过对马克思的 518科 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 6 !5共产党宣言 6 !5资本论 6等著作的研究 ,原则地说明生态与资

本主义的对立 ,而且在此基础上还依据马克思的相关论述 ,具体地阐述

了生态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究竟是如何展开的 ,也就是说 ,对资本主义如

何按照其 /内在逻辑 0破坏生态环境这一点做出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

当代美国另一位著名的 /生态马克思主义 0者奥康纳主要从 /历史

与自然 0 !/资本主义与自然 0 !/社会主义与自然 0这三个方面具体揭示

马克思理论的生态意蕴 ,具体说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内在联

系 "他认为 ,历史唯物主义从总的来说已为人们提供了正确认识人类

社会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 ,现在需要做的是将其

完善和进一步发展 ,而不是撇开它另外建立一门什么生态科学 ,凡是离

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基而另外再构建什么生态科学的努力 ,都注定

是要失败的 "奥康纳认为 ,马克思理论的生态意义首先在于它为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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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回答有关 自然危机的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 "在他看来 ,马克思

论述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相互关系所使用的方法既不同于 /辩证唯物主

义 0的 /伪科学的观点 0 ,也相异于后现代主义的 /混乱观点 0,而且要比

当今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所流行的那些方法 /更具全面性和实践

性 0"他通过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马克思的资本理论

研究生态问题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 ,资本在利用自然界的过程中既

把自然界当作 /水龙头 0又把自然界当作 /污水池 0;其二 , 工人在遭到

经济剥削的同时 , 又蒙受生物学维度上的剥削 ;其三 ,资本主义积累既

会面临内在的经济障碍 ,又会受阻于外在的自然和社会性障碍 "奥康

纳指出 ,人们只知道在马克思那里有对资本主义 /第一重矛盾 0的分

析 ,实际上还有对资本主义 /第二重矛盾 0的分析 ,尽管后者与前者相

比显得不是那么充分和系统 "马克思关于 /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 0

的理论不仅使人们看到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生产过剩的问

题 ,更存在着生产不足的问题 ,即资本主义不仅存在着 /价值与剩余价

值的生产与实践 0之间的矛盾 ,也存在着 /社会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关系

及力量 0之间的矛盾 " /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 0正从需求的角度冲击

着资本 ,而 /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 0则从成本的角度向资本发出挑

战 "他强调 ,马克思的学说的生态意蕴不仅表现于使我们能正确地认

识到资本主义与在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 ,而且还体现在帮助我们真正

把握社会主义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 "他给自己赋予的使命是在阐述

马克思的资本与生态矛盾的理论韵基础之上 ,进一步论述马克思从生

态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论证 "奥康纳认为 ,一些传统的马克思

主义者总认为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更为社会化形式的发展 0, 即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不断走向社会化 ,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向社会主义过渡 "但

实际上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 ,生产条件的 /更为社会化的供应模

式 0的发展 ,即生产条件 日益走向公共化和社会化 ,也会促使资本主义

向社会主义过渡 "

英国 /生态马克思主义 0者佩拍指出 ,尽管不能认为存在着一个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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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的生态流派 ,但无疑 , 马克思主义确实以一种虽然比较含蓄但

颇具意义的方式包含了足够的生态学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信 /由

于劳动者和自然都受阶级统治的剥削 ,从而无论是劳动者还是 自然都

能随着从阶级统治中解放出来而获取 自由 0 ,所以 ,他们必然有一个

/明确的生态立场 0 "他提出 ,当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马克思的

生态理论 "在佩拍看来 ,在马克思那里 ,生态矛盾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

第二大矛盾 ,它与资本主义的第一大矛盾即经济矛盾一样都可以用马

克思的 /抽象劳动理论 0来解释 "按照马克思基于 /抽象劳动理论 0对

资本主义的分析 , /需要不断扩大市场的资本主义必然引起过度生

产 0 ,而 /过度生产 0一方面破坏了其 自身的市场 ,另一方面则直接损害

了生态环境 "佩拍研究了马克思关于自然与环境的论述 ,认为这一理

论告诉我们为什么资本主义 /内在地对环境不友好 0 "他认为 ,按照马

克思的解释 , 资本主义存在着一种追求不断增长的动力机制 ,资本主义

要为满足日益扩展的市场提供足够多的商品 ,这种扩展是必要的 ,因为

如果消费不加以扩展的话 ,资本主义企业在竞争中就无法生存与立足 ,

而随着消费的扩展 ,对资源的使用也必然日益增长 "所以 ,在资本主义

制度下 , 自然与环境面对的是资本主义 /增加资本积累 0这一铁的规

律 ,当然 ,对资本主义制度来说 ,使利润 日益增长 !资本不断扩大是必要

的 ,但对于自然和环境来说 ,将必然是灾难 "佩拍指出 ,当今许多人都

在做关于 /绿色资本主义的梦 0 ,而马克思主义对 自然与环境的研究 ,

对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的研究 ,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成本外在化 0的

研究 ,表明这只能是一种 /梦吃 0而已 ,资本主义是根本不可能成为 /绿

色资本主义 0的 "

美国的另一位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柏格特的主旨在于重构马克思的

自然 !社会和环境危机等方面思想的内在关联 "在柏格特看来 , 马克思

对商品价值和资本的讨论 ,从理论上揭露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和把自

然还原为资本积累的条件这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 ,从而揭示了工人阶

级斗争和大众环境斗争之间具有根本性的 /亲缘关系 0 "因而 ,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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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具有重要政治实践意义的社会生态学的阶级分析模式 "柏格特把自

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不仅作为他的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并且作为研究重点 "他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 , 自然的概念是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 "柏格特指出 ,在马克思那里 ,社会

科学在研究人类资本主义生产时 ,应该突出的是人类生存的自然史与

人类史的剥离而不是二者的同一性 "但是 , 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是如

一些生态思想者们所认为的那样 ,在欢呼人类控制自然的胜利 "柏格

特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中包含有一个环境危机理论 ,并且马克

思考察了由资本主义导致的两类环境危机 :其一 , 资本积累危机 , 这类

危机源于资本生产的物质需求与受制于自然条件的原料生产规律之间

的不平衡 ;其二 , 人类社会发展的质的方面更一般性的危机 ,这类危机

源于物质和生命力量的循环出现了紊乱 ,这种紊乱主要是由资本主义

条件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工业分工造成的 "后一类危机主要着眼于作

为人类发展之条件的自然的被剥蚀 "柏格特强调指出 , 环境危机是资

本主义关系的历史危机中的内在部分 ,而这一切都是由资本主义根本

矛盾决定的 ,即为利润而生产与为人类需要而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的 ,

资本主义关系的历史危机则是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发展到顶峰时的表现

和状态 "一直以来 ,有一种观点认为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把 自然理解

为有无限的资源可资利用 , 并且主张人控制 自然的反生态的伦理观 "

柏格特认为 , 马克思不可能把人的未来发展观简单地归结为扩展和完

善资本主义的已高度发达的反生态的技术去实现 自由时间和大众消费

的增长 "事实上 , 马克思展望了一个质上丰富的 /人一 自然 0关系和

/人一人 0的关系的图景 ,这个图景是亲生态的 "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 0是苏东剧变后在西方世界另一个发展比

较迅速的马克思主义派别 "它的飞速发展同样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在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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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界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 "但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西方 /女性

主义马克思主义 0明显受到文化女性主义 !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形成了

具有明显后现代特征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西

方世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越来越产生着广泛的影响 ,在一定意义上 ,它

成了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于西方世界在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的 /复活 0,正是在后现代主义的强劲发展的

背景下实现的 , 因此这种 /复活 0不能不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 不能

不带有后现代主义的印记 "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 0在这方面表现得

最明显 "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英语系教授享尼西 , 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 0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在享尼

西看来 ,要充分理解女性主义关于如何理解妇女生活的物质性的争论 ,

必须关注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 因为它是当今西方学院派女性主义

的主流话语 "享尼西提出 ,在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 ,女性主

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与挑战相伴随 :一方面女性主义利用历史唯物

主义关于妇女受剥削与压迫的社会结构分析 ;另一方面又对马克思主

义的局限性提出挑战 ,形成了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理论框

架 ,这种理论框架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或唯

物主义女性主义等不同名称 , 这些名称表明它们不同的强调重点或使

用了不同的概念 ,但所有这些概念都表明女性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有

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享尼西尽管也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但她不赞

同后现代主义拒绝对社会进行总体的 !系统分析的观点 ,而主张唯物主

义女性主义必须既对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社会总体进行批判 , 因为妇

女的生活时刻受世界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影响 ,又强调考察妇女之间

的差异 "享尼西吸收了福柯 !拉克劳 !墨菲等人的思想 "在她看来 ,福

柯与拉克劳 !墨菲的两种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 !关于社会分析的方式

对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于阐释超越传统马克思

主义唯物主义关于主体和语言理解的立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拓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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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把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的努力 "在享尼西看

来 ,新妇女新历史具有以下内容 :第一 ,妇女的历史 ,并不是要用妇女主

体的编年史代替男性主体的编年史 , 而是把冲突 !歧义 !悲剧恢复为历

史过程的中心 ,把 /妇女 0作为新领导秩序中的关键人物;第二 ,女性主

义理论的关注点从 /性别 0转向差异 ,女性主义历史把差异当作历史过

程的中心;第三 ,把历史阅读为意识形态 ,历史作为一种文化叙述总是

对现实的干预 ;第四 ,明确女性主义历史与女性主义理论 !身份问题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观点阅读新妇女历史 "

当代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 0者英国肯特大学卢瑟福学院英语文

学系教授兰德里和英国约克大学英语文学系教授麦克林 , 合著了 5唯

物主义女性主义 6等著作 ,就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内容与特征 , 以及对

女性主义政治与学术研究之意义展开了详尽的论述 "兰德里与麦克林

在追溯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 ,对西方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的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与概括 , 同时也对 自80 !

90 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了回答 "她们高度赞赏一

些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 0者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结合起来 ,

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政治相遇 "兰德里与麦克林提出了反

对 /女性主义的商品化 0的问题 "她们认为 , /女性主义的制度化 0与

/女性主义的商品化 0密切相关 ,简单地反对 /女性主义的商品化 0是没

有用的 ,文化发展的商品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避免的 ,资本主义社

会使包括妇女在内的一切商品化了 "兰德里与麦克林根据马克思的商

品理论指出了 /女性主义的商品化 0在于其均质化与统一性 "在她们

看来 , /女性主义的商品化 0表现在很多方面 ,把女性主义或妇女研究

作为学术领域中的一个领域 !一种畅销理论或学术观点就是一个突出

的例子 "兰德里与麦克林认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使得唯物主义能够比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更相容 , 因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在后现代主

义和后结构主义影响下产生的研究女性问题的方法或思潮 "在她们看

来 ,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主要优点就在于强调了话语 !意识形态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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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接受了 /解构 0的观点等这些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立场 "兰德里

和麦克林揭示了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之间的主要

区别之所在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坚持以阶级矛盾和阶级分析为中心 ,

并尝试围绕这一主要矛盾展开对性别压迫的分析;唯物主义女性主义

则认为 ,除了阶级矛盾之外 ,还有性别意识形态内部的矛盾 ,还有浸透

于包括种族 !性行为 !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形

态中的各种矛盾 "

苏东剧变后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 0者致力于从 /女性主义马克思

主义 0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批判 "在她们所推出的众多的评析当

代资本主义的著作中 , 19% 年出版的 5资本主义的终结 ) 关于政治

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 6一书最有代表性 ,也最具影响力 "该书由美

国和澳大利亚的凯瑟琳 #吉布森与朱莉一格雷汉姆两位 /女性主义马

克思主义 0者合作撰写而成 , 以 J.K .吉布森一格雷汉姆为署名作者出

版 "在这位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 0者看来 ,当今包括一些左翼思想家

在内的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批判都是不得要领的 , 而为了实现改变这种

局面 ,改变研究资本主义的方法 "她们 自己认为所使用的方法 /吸收

了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的策略 0 ,实际上他们主

要使用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的多元决定论的方法 "

她们把全球化比喻为 /男人对女人的强奸 0.即资本主义或它的代理者

跨国公司这一 /男性 0,对并非完全资本主义的经济或领域这一 /女性 0

的强奸 "她们认为 ,按照这一 比喻 , 全球化的过程是必然的 !不可避免

的 ,作为被强奸方的资本主义的 /另类 0是无法抗拒这一过程的 , 而只

能把资本主义全球化当作一种事实接受下来 ,把通过资本流动形式推

进的全球化当作是对国家和地区的帮助接受下来 "只要把全球化语言

与强奸语言作一比较 ,就不难认清全球化的本质 , 因为在这两种语言之

间有着许多明显的联系 "她们提出作为被强奸方的 /非资本主义经

济 0不一定就是弱者 "她们在这里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论点 ,而这两个

论点才真正是她们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独特的分析 :其一 ,受害者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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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就是弱者 ,受害者有着 自己的优势 ,从而可以做出相应的反抗 ,也就

是说 , 只要非资本主义经济方不把 自己定格于 /弱者 0的角色 , 那资本

主义经济方的虚弱本质也会显示出来 ;其二 ,受害者不一定就是被动

者 ,受害者可以主动地对受害的过程进行调控 ,一方面把受害的程度降

到最低限度 ,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把受害转化为受益 ,这就是

说 ,实施资本主义全球化对非资本主义经济来说意味着灾难和死亡 ,但

只要后者握有主动权 , 其最终结果未必如此 "她们企图构建 /新的两

J胜关系范本 0"在传统的强奸范本中 , 女性作为受害者的主体地位之

所以建立起来 ,不只是因为强奸者的力量和强暴 ,而且是因为强奸范本

在它形成过程中所利用的关于女性性认同的学说 , 即把女性确认为是

/需要渗透和安慰的黑暗世界 0"从而 ,她们要推倒这一强奸范本 , 即

要对男性性认同的学说发出挑战 "由此出发 ,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经

济乃至整个资本主义机体的虚弱性做出了尖锐的抨击 "在他们看来 ,

揭露了作为强奸主体的男性和全球化主体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虚弱性以

后 ,一种替代传统的强奸范本和全球化范本的新的范本的轮廓就大致

形成了 "构成这种新的范本的大致轮廓是强调行为的双方不再是单向

的 ,而是双向的 , 即不仅仅强调男性对女性的渗透 ,资本主义经济对非

资本主义经济的渗透 , 而且强调女性对男性的作用 ,非资本主义经济对

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 "非常清楚 ,他们所要提出的新的全球化范本就

是强调全球化不仅仅有利于资本主义 ,而且为多样化的经济发展开辟

了道路 "

探讨 20 世纪后半叶 ,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世界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不能不涉及 /后马克思主义 0思潮 " /后马克思主

义 0思潮的形成与广为流传 ,既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世界获

得了更进一步的认同和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 ,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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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在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 ,遭到了空前的扭曲与损害 " /后马克思

主义 0这一称谓早在 1950 年代就已在西方学术界出现 ,经过十余年的

孕育 , 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中期以来 , /后马克思主义 0在西方终于

形成了一股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 "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立场

试图在作为政治与文化力量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祛魅中拯救马克思主

义思想中仍有价值的一些方面 "它的理论先驱一开始都是马克思主义

的拥护者 , 随着 1968 年 /五月风暴 0的结束和西方七十年代末 /马克思

主义危机 0的出现 ,部分新左派理论家开始以多种方式解构古典马克

思主义的阶级理论 ,并对意识形态的自主性进行立论和诊证 ,这一趋向

和后现代思想的一些成果的嫁接使后马克思主义以积极的理论建构姿

态呈现 "

/后马克思主义 0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从广义来说 ,它内含许

多派别 ,我们在本书其他章节中所探讨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和

代表人物都可以归人 /后马克思主义 0思潮 "这些流派和代表人物成

分复杂 !政治态度各异 !观点纷繁 ,但至少都具有下述共同特点 :对资本

主义进行猛烈的批判 ;具有与后现代主义相一致的批判精神 ;信奉后现

代主义者的 /解构 0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 0等;强调话语世界 ,把一切视

为语言的符号系统 ;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的 /修正 0"从哲学渊源上

看 ,这些流派和代表人物都以批判解释学 !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

为主要依托 "从狭义看 , /后马克思主义 0主要指的是英国新左派理论

家拉克劳与莫菲的理论 "在对 /后马克思主义 0这一术语的后继性使

用以及概念化阐释过程中 ,英国新左派理论家拉克劳与莫菲的著述最

引人注目,他们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左翼 !右翼及中间阵营中均激起了

持续不断的理论争鸣和探讨热潮 ;其影响的领域广泛涉及到哲学 !政治

学 !社会学 !文化研究 !美学 !经济学 !历史学 !人文地理学 !语言学等诸

多学科 "拉克劳与莫菲被公认为西方世界 -;-后马克思主义 0理论范式

的最典型的代表 "

拉克劳在 5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 6中通过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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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性分析着力阐述了一种意识

形态 /接合理论 0) 正是这一接合理论为拉克劳带来了最初的学术

名声 ,并确立其在 1970 年代末至 19 80 年代初作为欧洲新左派理论家

的地位 "拉克劳的接合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某一历史性意识形态包含

着异质的多种原素 ,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原素并不一定都必然地具有

阶级属性 ,其中有些原素根本是非阶级性的 !中立的 ;意识形态的统一

性不是由主体在生产关系的结构性地位所预先规定的 ,它取决于意识

形态的不同原素之间的联结方式 ,这种赋予意识形态以统一性的联结

方式就是拉克劳所指称的 /接合 0"把这一理论运用到意识形态的阶

级性的分析上 ,就得出这样的结论 :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不是预先决定

的 ,而是意识形态的不同原素在相互作用中建构起来的 ) 某种中性

的意识形态因素最终被接合进何种阶级话语之中完全取决于 /霸权斗

争 0"显然 ,这一接合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完成了一次

/逆转 0:社会力量或团体并非由客观的经济条件建构其统一性 , 然后

才形成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 ,而实际情形则正好相反 "

拉克劳与莫菲 自认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实现了 /哥白尼式革命 0 ,

而他们所说的 /哥白尼式革命 0涉及到对既定关系的颠覆 :在康德那

里 ,认识主体并不是客体的反映 ,相反 ,认识的客体倒是主体建构的结

果 , 因为 ,知识可能的条件也就是认识对象可能的条件 ;而在拉克劳与

莫菲这里 ,不是 /经济的最终决定 0赋予主体的优先地位抑或是什么

/历史规律的担保 0决定了此一主体的霸权 ,相反 ,是霸权接合实践活

动本身建构了主体的霸权身份 , 因为 ,霸权可能的条件也就是历史性的

政治主体可能的条件 "即使仍然谈论 /阶级 0, 也不是 /阶级 0决定 /霸

权 0,而是 /霸权 0决定 /阶级 0,一如他们所言 , 霸权概念比阶级更具基

础性 , 因为 , 阶级的位置性在政治主体的建构中所起的作用取决于存在

于社会既定历史时刻的霸权类型 "对霸权的这种阐述当然 /超越了葛

兰西 0,正因为这一 /超越 0,葛兰西一下子从一个反还原论的斗士变成

了还原论的残余分子 "其实 , 葛兰西并没有变 ,他始终是那个葛兰西 ,



评加 世纪90 年代初以来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真正改变的倒是拉克劳与莫菲 自己 "

援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洞见 , 既对传统马克思主义

进行深度解构 ,同时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根本性的建构 ,这是拉克劳与

莫菲在 5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 6(19 85 )一书中所要成就的事业 "在解

构的维度上 ,拉克劳与莫菲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生产力决定生产

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一消解 ,悉

数抛进了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垃圾箱 "而在建构的维度上 , 拉克劳与

莫菲引人了独特的话语理论 !阐发一种新颖的对抗观念 !论述了霸权性

的政治逻辑 ,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多元激进民主的社会主义规划 "至

此 ,他们如果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核范畴和基本命题弃置一边之后却

仍坚称是马克思主义者 ,则既不称己意又难以自圆其说 ,那么 ,他们就

干脆取后结构主义(post一stru etural ism )和后现代主义 (post一m odem ism )

的 /后 ( post) 0字 之 意 , 以此 一 /后 ( post) 0置 于 /马 克 思 主义

(M arx ism ) 0之前 , 成就 一种 奇特 的叫作 /后 马 克思 主 义 (P os t-

M arx ism ) 0的东西 "在拉克劳与莫菲这里 ,所谓的 /后马克思主义 0, 不

外乎是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简称和缩写 ,换言之 , 这种 /后马克

思主义 0也就是带 /后 0字头的马克思主义 , 即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施以

/后化(Po st ing ) 0之后的马克思主义 "

拉克劳与莫菲从来没有妄言自己那里还有很多传统马克思主义的

成分 ,但他们也从不认为自己业已把传统马克思主义清除得一干二净 ,

更不承认他们除了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之外 , 没有为 /重建一种特别

类型的解放规划 0付出真正有所成就的实实在在的努力 "他们所说的

作出的努力之一就是建立了 /后马克思主义 0的话语理论 "他们的话

语理论的基本预设是 :所有对象与行为都是有意义的 ,而意义是由特定

的规则体系历史地建构起来的 "用拉克劳与莫菲的措辞来表达就是 :

意义乃是 /接合 0的产物 ) 之所是接合 ,是因为任何意义都具有关系

性特征 ,即便是单个的语词 , 其本身也无非是能指和所指 /合成 0的关

系性结构 "接合就是把诸多原素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暂时的意义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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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 ) 接合既是差异性的连接 , 又是新认同的缔造 ,换言之 , 在对

差异性原素进行连接的过程中 ,原素原先的 /身份 0不知不觉中被篡改

了 ,而新的认同恰恰就建基于这种篡改之中 "拉克劳与莫菲在对话语

概念进行界定之前 ,先以 /社会形态与多元决定 0为题 ,对阿尔都塞主

义以及赫斯特 !辛德斯等人对阿尔都塞的批判展开了批判 ,这一 /双重

批判 0的宗旨在于既抛弃 /总体的本质主义 0同时又避免陷人 /原素的

本质主义 0 "

拉克劳与莫菲为 /重建一种特别类型的解放规划 0所作出的另一

方面的努力是提出了 /后马克思主义 /的对抗概念 "他们提出 ,哪里有

认同 ,哪里就有对抗 ;对抗伴随着主体认同的始末 "对抗的 /不可排除

性 0宛如矛盾的 /普遍性 0,然而 ,对抗不同于矛盾 , /矛盾也不必然意味

着对抗关系 0"在 5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 6中 ,他们借科莱蒂之口引出

康德关于 /现实对立 0与 /逻辑矛盾 0的区分以说明矛盾并不存在于一

切领域之中 ) 矛盾出现于命题领域 , 而对立则出现于现实的对象领

域 "然后 ,他们又说 ,对立只能描述现实的对象领域中已完成的对象性

关系 ,而在现实领域中 ,还有大量未完成的对象性关系 ) 这种独特的

关系只能用 /对抗 0来命名 "对抗既不同于矛盾也不同于对立 :对立表

示两个现实客体之间的客观关系 ;矛盾表示两个概念化客体之间的客

观关系;而对抗表示的是两个没有最终定型的对象之间的关系 "拉克

劳与莫菲的对抗理论主要是想要说明这一点 :对抗并不必然在单一点

上发生 , 也不必然源于某一内在关系 ,而是由外在的否定所构成 ,易言

之 ,主体认同并不是由必然性逻辑所规定的 ,而在建立在外在的 !偶然

性的关系中 "比如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对抗并不

必然发生在生产场所 ,并且它也不是生产关系内在所固有的 ,而是建立

在生产关系与外在于它的主体认同之间 "对抗的外在构成必然导致反

抗的共识不可能在种种反抗的内在性中去寻求 "必须从限制之外 (即

界限之外 )理解限制本身的可能性及其实现 ,或者说 ,一种非本质主义

的总体必须是在 /特殊性本身的内在逻辑之外运行的一种接合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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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劳与莫菲为 /重建一种特别类型的解放规划 0所作出的还有

一方面的努力则是建构了 /后马克思主义 0的霸权理论 "他们所说的

/霸权 0是与 /普遍性 0联系在一起的 "在他们看来 ,每一种普遍性都是

一个战场 ,谁来填充这一空位 ,谁将是这一空位的 /霸主 0 "作为空的

能指的普遍性与作为普遍性之替身的特殊性必然导出 /霸权 0概念 "

霸权是一个 /转喻 0:就像不同国家之间为了谋求霸主地位而大动干戈

一样 ,相异的特殊性为了普遍性的 /名分 0而你争我夺 " /霸权 0总是意

味着 /占有 0本来不属于 自己所有的东西 , 它多少带有超出应有的权力

界线 !向外部延展势力 !扩展控制范围之意 "他们强调 ,确立霸权 ,就是

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建构一种特别的普遍性 "普遍性的建构不是通过肯

定的方式而是通过否定的方式 ,并且 ,这种否定不是可以纳人理性调节

体系中的纯粹否定性 "正是这种构造方式的特别性成就了特别的普遍

性形态:不是差异性原素本身具有共同的肯定性内容成为共同体的聚

合剂 ,而是由于这些彼此没有内在必然联系的原素遭受到了共同的否

定(或排斥 )才形成了一种否定性认同 "拉克劳与莫菲挪用后现代主

义的资源对来 自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内部的 /霸权 0概念进行了重构 ,

/霸权 0俨然就是拉克劳与莫菲 /后马克思主义 0理论的代名词 "从多

元决定 !接合 !话语到主体认同 !对抗 !等同与差异 !普遍与特殊再到错

位 !空的能指 !异质性 ,这一系列关键词被用来从不同的角度或不同层

面来描述 !界说同一个 /霸权 0概念 "通过这么一种新型的 /概念工具 0

的锻造 ,拉克劳与莫菲不仅展示了一种富有创见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

视野 ,而且积极地将这种视野引向民主的革命性建构 "拉克劳与莫菲

致力于探寻一条把霸权与民主结合起来的道路 "在对霸权的概念化阐

释中 ,拉克劳与莫菲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极权主义和新 自由主义 "

在一定意义上 ,拉克劳与莫菲的所说的 /霸权 0就是一种 /民主形式的

主导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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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发展阶

段 ,法兰克福学派始终都是 /主角 0 "在苏东剧变后的 20 世纪 80 年代

中期以后也是如此 "苏东剧变并没有使法兰克福学派沉寂 ,包括哈贝

马斯在内的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成员认真反思苏东剧变留给马克思主义

的影响 ,继承地推进他们的研究 "比较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派

别来 ,法兰克福学派在苏东剧变后对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修正的程度

是最大的 "但这种 /修正 0并不表明法兰克福学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已放弃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 , 当然也并不表明法兰克福学派已不再

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派别 "众所周知 ,法兰克福学派是以批判理

论闻名于世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 ,从

哲学 !社会学 !美学 !文化学 !心理学 !政治学 !伦理学 !宗教学 !经济学等

视阂 ,对西方文化传统和现代工业文明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反思 ,发出

了任何现代化国家都感到震惊的呐喊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起 ,

法兰克福学派实现了批判理论的 /政治伦理转向 0 ,即主要从政治伦理

的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研究和批判 ,这使法兰克福学派进入了新

的发展阶段 , 即 /第三个发展阶段 0"如果说 ,后期哈贝马斯的话语伦

理学与协商政治理论 ,开启了批判理论的 /政治伦理转向 0;那么 , 维尔

默的政治伦理学构想 !奥菲的福利国家理论 , 则进一步推进了这个转

向;但是 , 只有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及多元正义构想 ,才标志着批判理论

的 /政治伦理转向 0最终完成 "这里着重分析霍耐特 !维尔默 !奥菲对

批判理论最新发展的贡献 ,在此基础上简要介绍一下哈贝马斯 的最新

研究 "

霍耐特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现任所长 ,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

核心人物 ,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的关键人物 "他主要提出了承认理论

及多元正义构想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 5为承认而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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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6和((正义的他者 6这两部著作中"如果说 , 5为承认而斗争 6揭示了

承认理论的规范发展目标;那么 , 5正义的他者 6则 旨在揭示程序主义

正义理论的局限性 "在 5正义的他者 6中 ,霍耐特不仅阐述了自由 !民

主 !人权 !共同体等政治哲学问题 ,而且阐述了道德关怀 !正义与情感纽

带 !承认道德等道德哲学问题 "为了论证批判理论的 /承认理论转向 0

必要性 ,霍耐特走出了重要的四步:一是对社会哲学的两条路径 ,即历

史哲学路径与人类学路径进行了梳理 ,这就为批判理论的 /承认理论

转向 0准备了理论背景 ;二是对早期批判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 ,这就

为批判理论的 /承认理论转向 0提供了理论前提;三是对福柯权力理论

进行了诊释与重构 , 从而使早期批判理论困境得到了 /系统理论解

决 0;四是对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进行了反思与重构 ,这不仅使早期批判

理论得到了 /交往理论转换 0,而且论证了从交往范式的语言理论转向

承认理论的必要性 "从一定意义上说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就是承认关

系结构理论 "在承认关系结构中 ,承认与蔑视关系 !蔑视与反抗关系居

于核心地位 "在这里 ,霍耐特试图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相互承认关系三

分法的经验依据在哪里? 二是相互承认关系的不同形式是否是人类实

践自我关系的不同阶段? 三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 /为承认而斗

争 0动力的社会体验是什么? 如果说 ,承认理论是霍耐特政治哲学 !道

德哲学思想的核心;那么 ,多元正义构想与政治伦理学就是霍耐特的承

认理论的进一步拓展 "霍耐特断言 , 承认理论的多元正义构想不仅能

够在关涉道德进步的法律承认那里接受批判的任务 ,而且总是需要对

不同承认领域之间的固定界限进行反思性检验 "所以 ,在观察社会发

展时人们至少应该谈到道德进步 ,而且应该使政治伦理学以承认原则

为取向 "这样 , 由爱 !法权 !成就三个基本领域共同确定的东西 ,今天就

应该被置于社会正义观念下理解 "

维尔默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与第三代之间的过渡性人物 ,批判

理论第二期发展与第三期发展之间的中介人物 "他试图重建批判理论

的规范基础 ,构建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理论 ,并阐发现代一后现代美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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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社群主义 0政治哲学和民主伦理学构想 "维尔默为了重建批

判理论的规范基础 ,首先 ,他重释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他提

出 ,在批判资本主义民主意义上 ,马克思并未真正解决而只是消解了黑

格尔的现代 自由制度问题 , 而韦伯的现代合理化理论中蕴含着一种深

刻的悲观主义历史哲学 ,对于韦伯无法解决的 /合理化悖论 0,霍克海

默 !阿多尔诺试图借助启蒙辩证法来解决 ,并 /试图将韦伯的某些洞见

整合进被修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其次 ,他重释 5启蒙辩证法 6,

他认为 , 5启蒙辩证法 6 /最终成为阴郁的现代性理论 0, 因为在霍克海

默和阿多诺那里 ,启蒙的本质是二难选择 ,最终必然是统治 ,不可阻挡

的进步的厄运是不可阻挡的倒退 ;最后 ,他重释哈贝马斯 ,在他看来 ,哈

贝马斯的成就是在批判理论内部做了概念修正 ,这种修正有可能避免

马克思和批判理论的理论困境 "但是 , 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并没有

为真理共识论提供证据 "他强调 ,合理性都有一个基础 :那就是活生生

的 /理性文化 0,这才是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 "维尔默在他的现代一后

现代美学中提出 :艺术美作为对自然美的模仿 ,就成为一种从沉默中解

放出来的 !获得了救赎的 !能够说话的自然图景 , 就像成为和解的人的

图景一样 ;艺术真实是仅仅表现为特殊真实的真实 ,作为特殊的东西 ,

艺术真实总是依赖于未被歪曲的现实 ;后形而上学现代性艺术 ,不可避

免地处于 /美 0这个概念的彼岸 ;承认艺术本身不可能是乌托邦视阂的

载体 ,是正确的 "维尔默在他的 /自由的社群主义 0政治哲学中明确指

出 ,新个体主义的自由概念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 ,而新共同体主义的自

由概念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 "在他看来 ,话语合理性条件不能等同于

民主话语条件 ,个体权利不能从合理性原则中引出来 "自由民主原则

和制度只能在生活中获得 "在人权概念与公民权概念之间 ,不仅存在

着不能否定的内在关联 ,而且也存在着特有的张力关系 "公民权与民

主话语之间必然存在解释学循环 :即人权承认不仅是政治自由 !民主话

语 的前提 ,而且是政治 自由 !民主话语的结果 "

奥菲是另一位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 "他继承了法兰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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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批判理论传统 ,将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同社会学的功能理论 !系统

论理论紧密结合 ,对后期资本主义国家矛盾进行了系统研究 "奥菲以

独特的 !系统化的方法来研究国家政策 "他将与国家理论相关的问题

分为八个主题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资本主义国家 ;商品化 ;商品形

式的瘫痪 ;交换机会最大化 ;行政性再商品化 ;国家政策手段 ;后期资本

主义的结构性矛盾 "奥菲考察了福利国家的矛盾 ,他认为 ,福利国家的

矛盾就是 :晚期资本主义体系不能与福利国家共存 , 又不能没有福利国

家 "尽管它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影响很可能是破坏性的 ,然而废除福利

国家所带来的影响将更是毁灭性的 "福利国家已经成为一系列无法逆

转的结果 ,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可能重回某种类似于纯粹

市场的社会 "尽管福利国家的设计旨在 /治愈 0资本主义积累所产生

的各种病症 ,但疾病的性质也迫使病人不能再使用这种 /疗程 0,生产

剥削关系与抵制 !逃避和缓和剥削的可能性同时并存 "奥菲对于福利

国家矛盾的分析既来自于对马克思的深刻洞察 , 如对内在于劳动商品

化的不平等权利的指出 ;也来自于哈贝马斯的对公共领域的界定 !合法

性危机的阐述 "奥菲得出的结论是 ,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 ,调节资本主

义积累的交换过程既占支配地位 ,又 /不断隐退 0 "后期资本主义社会

必然产生的问题就是 :防止行政权力的管理过程变成对私有交换关系

的自主性控制 ,或是使其瘫痪 ,或是以革命的方式将其推翻 "资本主义

经济越是被迫运用 /外在调节机制 0,它就越是面临防止这些侵略性机

制的内在动力以维持 自身生存的难题 "在对后期资本主义国家矛盾的

分析中 ,奥菲对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新的思考 "奥菲认为福利国

家是作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系统的矛盾而产生的 , 旨在是通过

国家的干预和管理手段来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运作 "但是福利国

家不仅无法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 ,还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矛

盾和危机 "于是 ,当代西方社会产生了新自由主义的思潮 ,试图重新返

回到不要任何国家干预和管理的市场社会中去 "奥菲认为以新自由主

义方案来替代福利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 "为此 ,他提出了替代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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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福利国家的社会主义方案 ,当然它只能是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 ,而不

是那种前苏联式的官僚化的社会主义 , 即不是一种国家主义的社会

主义 "

哈贝马斯在苏东剧变后仍然非常活跃 "虽然他不再负责法兰克福

社会研究所的工作 ,但他的理论活动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期发展仍

然是不可或缺的 "自从哈贝马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 5交往行为理

论 6中提出了以 /交往合理性 0取代 /理性 0概念之后 ,就不时出现一些

怀疑和反对的声音 "在新的历史时期 ,哈贝马斯给自己确立的任务是 :

在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上 ,从道德哲学 !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等方面 ,重

新探寻理性的实现之路 "如果说现代化过程表现为理性化 ,但其结果

却主要是目的一工具理性的实现 ,那么哈贝马斯则试图通过重建道德

哲学 !法哲学和国家哲学 ,探索一条交往合理性实现之路 "哈贝马斯试

图在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上 ,建立一种商谈伦理学 "在他看来 ,建立商

谈伦理学的关键在于确立普遍性的原则 "对这一原则 ,哈贝马斯作了

区别于经验主义 !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康德主义的解释:首先 ,在 /利益

格局和价值取向 0中发挥作用的 ,是每个参与者的实用理由和伦理理

由;其次 ,相互接受视角 ,要求的不是移情 ,而是通过解释介人到参与者

的自我理解和世界理解当中;最后 , /共 同 自愿接 受 0这一 目必须 明确

这样一个内容 :参与者提出的一切理由都必须彻底消除掉与行为动机

相关的意义 , 并在对等尊重的前提下具有一种认知意义 "哈贝马斯

1992 年出版的法哲学巨著 5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6, 提出的是一种 /程序

主义的法律范式 0 "哈贝马斯在这部著作中把法律和民主定位于 /事

实与规范之间 0"他认为 , 良好的法律总是介于事实和规范之间的 ,就

是说 ,它既具有由暴力支持的意志的特征 , 又具有理性特征 "但是 ,真

正形成良好的法律并非易事 ,它需要在不同的人们之间展开对话 "商

谈理论强调对话 "对话就必须满足一定的有效性要求 ,这些有效性要

求凝固为固定的程序 "具体到法哲学中 ,哈贝马斯认为必须从立法 !司

法 !执法等方面 ,运用交往行为理论对其程序进行重构 "哈贝马斯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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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世界公民社会 0的设想 "世界公民社会 ,按其本义来说 ,是指全世

界的人民都在一个统一的世界政府统治之下生活 "哈贝马斯承认 , 目

前 /统一的世界政府 0仍然只是一个空想 ,因此他所说的世界公民社会

是一个 /没有世界政府的公民社会 0"哈贝马斯的 /世界公民 0概念 ,显

然是来 自康德 "哈贝马斯一方面重申了康德关于世界公民社会的思

想 ,另一方面对这些设想做了改进 "哈贝马斯在这一历史时期一方面

从其交往行为理论出发 ,从道德哲学到法哲学和国家哲学 ,再到国际关

系理论 ,力图为如何构建一个新的社会提出自己的方案和提供理论依

据 ,另一方面则并没有放弃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 ,而是对当代资本主

义展开了在一定意义上比以前更激烈的抨击 "正是这一 /破 0一 /立 0

构成了他晚年思想的特点 "

五

对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讨 ,历来把重心放在欧洲大陆

而忽视英美 "确实 ,这样做有一定的缘由 , 因为长期以来 , 比起欧洲大

陆来 ,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无论从规模上还是深度上都要逊色得多 ,

一些具有国际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出自欧洲大陆而不是英美 "
但是 ,倘若时至今 日还这样做 ,就不合时宜了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 ,

特别是在苏东剧变以后 ,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空前活跃 "在当今的

英国和美国 , 活跃着一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家 ,英国有安东

尼 #吉登斯 !佩里 #安德森 !特里 #伊格尔顿 !恩内斯托 #拉克劳 ,查特

尔 #墨菲 ,美国有诺曼 #乔姆斯基 !弗里德里克 #詹姆逊 !伊曼努尔 #

沃勒斯坦 !大卫 #哈维 !朱迪 #巴特勒 !迈克 #哈特 !贝拉米 #福斯特 !

詹姆斯 #奥康纳等等 "可以说 ,无论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哪一个学术

领域 ,英美马克思主义都在主导和引领着学术话语权 ;今天最有原创性

的思想家 ,大多都属于英美马克思主义 "从一定意义上 ,我们说西方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苏东剧变后经过短暂的沉寂后出现了复兴 , 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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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英国和美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局面 "与传统国外马克思

主义 ,特别是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 ,英美马克思主义具有自己

独特的思想气质和学术旨趣 :英美马克思主义是在后现代语境下成长

起来的 , 因此它的思想致思中始终隐现着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内蕴 ;英美

马克思主义在思想谱系上大多承袭了后结构主义的传统 ,因此 ,后结构

主义的风格构成了英美马克思主义特有的风景 ;英美马克思主义思想

家大多遭遇或目睹了极权社会主义的幻灭以及新自由主义势力的恶性

膨胀 , 因此 ,在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上 ,英美马克思主义大多主张走第三

条道路以实现新的理想社会 ,从而 ,激进民主成为了英美马克思主义思

考的重心 "鉴于本书的其他章节已对一些在当今英美颇具影响的马克

思主义思想家作过评述 ,这里仅述介若干位其他章节未涉及的英美马

克思主义研究者 "

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终身教授穆泽利斯是 /后马克思主义 0的一

个不可忽视的人物 "他试图将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引人到社会学 !政

治学上去 ,提出理论化实用主义的方法来重新诊释社会的形成 !构造和

转变 ,为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维度上的拓展开辟了新的视

野 ,也为我们了解后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上的思想踪迹提

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穆泽利斯的核心工作是要克服政治或意识形态问

题上的经济还原论 ,也就是说 ,如何摆脱用经济的观点和范畴将政治或

意识形态概念化 , 同时尝试 自己对社会构成的解释 ,这种努力就是他所

谓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抉择 "虽然穆泽利斯把 自己的尝试叫做 /后马克

思主义 0,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当然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但应当与拉

克劳和墨菲等人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 "穆泽利斯不仅不主

张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拒绝 ,反而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其价值贡献 ,

比如整体论与辩证法就是它最富价值成效的两个方面 "然而在他看

来 ,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经济还原论特征却抵消了它的价值 ,因此克服

还原论 自然成了穆泽利斯运思的中心 "穆泽利斯的主要贡献不在于对

马克思主义中所隐含的经济还原论的揭示 ,而在于对各种各样的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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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类型的具体析分 "这种细致的区分打破了人们通常对马克思主义还

原论的笼统批评 "他具体分析批判了两类四种还原论类型:第一类是

还原论的唯意志主义类型 , 它包括行为者 ! 行为者 (A ! A )的还原论

和行为者 ! 结构(A ! S) 的还原论两种 ;第二类是还原论的结构主义类

型 ,它包括结构 ! 结构 (S一 S) 的还原论和结构一行为者(S ! A) 的还

原论两种 "他认为 ,这些不同类型的还原论的共同特点是从经济基础

的结构和功能中得出文化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形式和实际 ,从而忽略了

政治和文化现象的相对独立和特殊性 "穆泽利斯在析分还原论的类型

及特征之后明白 ,简单地宣称和论证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并不能摆脱社

会秩序建构上的经济还原论 "要克服经济还原论必须尝试制造新的概

念工具 ,这才是使政治学 !社会学等等走上独立性道路的不二法门 ,也

是穆泽利斯自己 /后马克思主义 0的致思重心 "他认为 , 如果马克思的

整体论逻辑能够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和文化领域 , 那么马克思主义

的概念工具可以被提高 , 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法论缺点可以被改

正 "穆泽利斯认为自己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方法论和启发的

意义上是彻底实用主义的 ,他称之为 /理论化的实用主义 0"穆泽利斯

的 /理论化的实用主义 0首先致力于建立起一种非还原论的后马克思

主义概念框架 ,然后将这套概念框架用来处理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复杂

关系 ,同时将它应用在对单个情形的经验分析中 ,通过展示这一概念框

架处理具体社会历史发展的效用来验证超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分

和经济还原论的可能 "

伊格尔顿是当今英语世界中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判

家 "尽管伊格尔顿的思想显得非常杂芜 ,但始终贯穿着一个核心主题 ,

即致力于揭示话语与权力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 "这一主题是后结构主

义思想家始终坚持的主题 , 只不过伊格尔顿在他们的基础上做了引申

与推进 "在现实生活中 ,许多人刻意去掩盖知识与权力的勾连 , 而伊格

尔顿就是要彻底暴露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这就是伊格尔顿思想的独

特性和价值性所在 "通过对文本的互读 ,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的 目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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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揭示出文本背后的深层次的东西 , 而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直指文本

背后的意识形态 ,这显然延续了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的思路 ,尽管伊格尔

顿在很多地方对后结构主义颇有微词 "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的问题上

的立场与齐泽克等人相近 ,而与主张超越意识形态的其他英国思想家

如安东尼 #吉登斯等人有别 "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高度关注 ,

是为了对后现代主义思潮抹除意识形态做法的自觉抵制 "在伊格尔顿

看来 ,意识形态不可被解构 , 也不可能被解构 ,对意识形态解构的态度

貌似激进 ,实质是对现实矛盾的刻意回避 ,就好像鸵鸟把脑袋埋在沙堆

里以躲避灾难是同样的道理 "相反 ,我们应当正视意识形态问题 ,同时

更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意识形态的恒在性 "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的问题

上坚持这样的观点 :第一 ,从意识形态的产生来源来看 ,意识形态是现

实社会关系的反映 ,它受现实物质条件的制约 "第二 ,从意识形态的功

能上来看 ,意识形态是对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及其利益的合法化 "第三 ,

从意识形态的惯用的手段来看 ,它一般通过普遍化 !自然化甚至神秘化

等手段来实现统治权力的合法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 ,意识形态是马克思

主义所讲的虚假意识 "伊格尔顿强调 ,不通过现实的物质变革而指望

通过观念的变革来改变人们的意识形态 ,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正是在

这些关键点上 ,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

念走得很近 , 因此 ,我们把伊格尔顿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

家是名副其实的 "尽管总体上讲 ,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思想坚持了马

克思主义的立场 ,他从来不认为意识形态是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 ,但受

后结构主义影响的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思想上又有自己的创见 ,这表

现在他将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话语 "伊格尔顿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

话语现象或一种符号学现象 ,实质上是强调了意识形态的物质性 , 因为

它把符号看作是物质实体 , 同时也保留了意识形态从本质上只关注意

义这一意蕴 "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话语性的强调 , 始终看到了意识形

态观念背后统治阶级用形形色色的话语策略 !话语手段扭曲事实真相

的种种企图 ,从而时时刻刻提醒人们 , 现实生活中的角角落落 ,到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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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漫着权力统治的硝烟:8

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奥尔曼主要致力于政治理论的研究 ,尤其是

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 "他是美国著名的激进左翼人士 ,

对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却持激烈批评的态度 "奥尔曼反对市场社会主

义 "他认为有些东西可以混合在一起 , 比如盐与辣椒 ,但有一些东西根

本无法混合 , 比如水与火 "而在他看来 ,市场与社会主义就好比水与火

的关系 "奥尔曼指出 ,市场这一绞肉机绝不会按照我们给它规定的路

线走 ,相反 ,我们是根据它的节奏在运动 ,最终它把我们变成碎肉 "奥

尔曼认为 ,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存在许多巫待研究的问题 :一是马克思

的国家理论 "奥尔曼指出 ,马克思曾经想系统地去研究国家理论 ,尤其

是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 ,但由于其他事务的干扰 ,使得马克思没有精力

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 ;另一个是与共产主义的未来有关的问题 "奥尔

曼认为 ,在共产主义未来的问题上 ,马克思同样没有给我们具体描述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会是一副什么模样 ;第三个问题阶级利益问题 , 以及

阶级利益在阶级意识的发展和人们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问题 "尽管这一问题很重要 ,但马克思对这一话题同样谈得很少 ;第四

个问题是辩证法的问题 "奥尔曼指出 , 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所具

有的缺陷 ,原因都 /可以追溯到对辩证法的忽略和误用 0"正如奥尔曼

自己坦言 ,他的主要工作在于探讨马克思辩证法 "在很多人把马克思

的辩证法更多看成是一种世界观 , 即回答 /世界怎么样 0的时候 ,奥尔

曼则把辩证法更多看成是马克思的方法论 "然而 ,这种方法论不是通

常意义上的正题一反题一合题的综合体 ,也不是可以用来解释和预测

一切的万能公式 ,更不是充当历史发展动力的东西 "在奥尔曼看来 ,马

克思的辩证法是一种思维方式 , 这种思维方式关注世界上的一切变化

和相互作用 "奥尔曼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研究不仅阐明了马克思的真实

意图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系统的 !理论化的关于马克思方法论的有效版

本 ,而且他通过展示马克思的方法论步骤 , 目的是想让读者在掌握马克

思的辩证法之后 ,能够将辩证法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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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哈特 ,是西方激进左翼人士 ,他的思

想可以用激进民主来概括 "同样是论述民主 ,但哈特的民主思想与哈

贝马斯的民主思想有着天壤之别 ,哈特的民主思想从属于由卢梭所开

创并由马克思等人所推进的激进民主传统 , 而哈贝马斯的民主思想从

属于洛克所开创的协商民主传统 "激进民主反对一切特权阶级和专制

政府 ,主张人民的自治 ,而且也相信人民有 自我管理的能力 ,认为实现

了人民自治的社会才是真正民主的社会 "哈特和奈格里的 5帝国 6 !

5大众 6和((共同体 6三部曲则向我们揭示了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所面

临的受控状况 ,这种受控也许是史无前例的 "在大多数人对全球化运

动歌之颂之 ,以为全球化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的时候 ,哈特和奈

格里则认为 ,全球化现象预示着一种新的统治形式的逼近 "正是哈特

和奈格里这种对时代问题诊断上的敏锐性 ,使得 5帝国 6一出来的时候

就在进步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热议 "通常我们认为美国的霸权统治是

一种帝国主义统治 ,但哈特和奈格里则不这样看 "美国的霸权统治貌

似一种类似罗马帝国的统治 ,其实远不是这样 "美国的霸权统治只是

帝国统治的象征 ,它表明帝国统治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这种帝国统治

以美国的 /君主式政治 0为先锋 !以其他主要民族国家 !跨国公司 !国际

机构等 /全球贵族政治 0为后援 , 以军事 !政治 !经济 !文化统治为维 ,将

帝国的弥天大网依次撒向全球 "这也就意味着 ,控制 !压迫 !奴役 !监督

这张弥天大网撒在了每个人的头上 "所以 ,哈特和奈格里强调 ,在帝国

的统治的态势下 , /民主的可能性晦暗不明 0, /民主的现代梦似乎确实

丢失了 0"在否定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的

基础上 ,他们对新 /帝国 0 ,即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帝国主义展开了以下

两个方面的批判 :其一 ,通过对 /主权 0转变的分析展开的批判 "他们

指出 ,与全球化进程相伴随 , 民族一国家的主权尽管仍然是有效的 ,但

已不断地衰落 "当然 ,民族一国家主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字面意义上

的 /主权 0已经衰落 "实际情况是主权已经拥有新的形式 " /新的全球

的主权形式就是我们所称的帝国 0 "也就是说 , /帝国 0就是当前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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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主权形式 ;其二 ,通过对 /生产 0转变的分析展开的批判 "在他们

看来 ,在 /新帝国 0时期的所有的经济活动 ,无论这种经济活动发生在

哪个国家和地区 ,无论这种经济活动属于哪一个工业阶段 ,都受制于信

息经济 ,也就是说 ,都受制于 /新帝国 0的占主导的经济范式 "目前不

同地域的那些不同的经济范式 ,不能仅仅视为处于不同工业发展阶段

的可以共存的不同的经济范式 , 而应当视为是一些新的全球经济中不

同的生产等级 "正因为有着这种等级上的差异 ,所以被有效地排除在

信息经济之外的那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 , 尽管他们也有着 自己的工业

生产 ,但 /发现自己处在饥饿的边缘 0 "哈特和奈格里对未来充满着革

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他们认为 , 既然全球化为帝国的出现制造了便利 ,

那么全球化同样会孕育反帝国的因素 "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法 "全球化

在制造压迫的同时也在制造反抗压迫的力量 ,反帝国的元素就在帝国

内部生长起来 "他们提出 , 反抗帝国的新革命主体已经形成 ,这就是

/大众 0 "哈特和奈格里说大众是 /从帝国中成长起来的鲜活的替代

物 0,这一力量也是实现激进民主社会的唯一有效载体 " 5共同体 6是

哈特和奈格里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在这本著作中 ,他们将马克思的洞见

与尼采 !福柯 !德勒兹 !瓜塔里等人的洞见做了一个有效的结合 "这本

著作向生活在一个共同世界中的人们展示了新的管理共同财富的理想

社会 "

在当今英美马克思主义中 ,哈维的马克思主义新地理学独树一帜 "

虽然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经典作家们对空间与地理问题给予了一定关

注 ,但地理问题完全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探讨的重点 "经典西方马克

思主义者如葛兰西等也重视空间与地理问题 ,但大抵受历史主义传统

的强势影响 ,这种探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没有突出地位 "不过 ,在列

斐伏尔 !尤其是哈维之后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成为 /西方马克思主义 0,

乃至整个当今马克思主义中的显学 "哈维是从实证主义地理学转向马

克思主义地理学的 "哈维把 自己空间角度开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称为

/历史一地理唯物主义 0 "城市化是哈维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研究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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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问题 ,哈维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 "在哈维看来 ,从理论上讲 ,

城市恰恰是最能体现社会正义的地方 ,但事实上 , 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

中最突出的矛盾也是社会正义问题 "哈维的城市化理论内容十分丰

富 "其中 ,对城市性的定义 !城市化的动因以及对城市化中的居住差异

的论述 ,尤其具有创意 "哈维通过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时空与地理的

分析揭示 ,破解了所谓后现代主义的话语模式 "哈维指出 ,与传统资本

主义资本积累方式相比 , 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发生了一些转

移 ,但并没有根本区别 "哈维不仅不承认所谓全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 ,

而且否定出现了所谓后工业社会的征兆 "哈维讨论后现代状况的主题

还是空间与地理问题 "哈维从社会生活 !社会力量资源 !启蒙运动规

划 !现代主义文化力量以及后现代艺术等各个方面 ,展开对时空体验的

描述 ,突显政治一经济与文化过程之间的联系 ,考察时间优先于空间进

而造成时空分裂的历史 ,揭示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不断突显的不平

衡的地理发展问题 "新世纪以来 , 哈维除了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其马克

思主义地理学以及历史一地理唯物主义体系外 ,更多的表现为对人类

历史及其解放问题的集中思考 , 表现为对新帝国主义及全球资本主义

的批判 "哈维提出了 /新帝国主义 0论 "他认为 , 二战以来 ,帝国主义

已向新帝国主义过渡 ,其特征是 /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 0从属于 /权力

的领土逻辑 0, /通过剥夺而呈现出来的不平衡的地理运动 ,恰恰是资

本主义稳定性的必然结果 0"

苏东剧变后 , 在西 方世界引领 马克思主 义研 究复兴 的是法 国的

/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 0 "正是这个学派组织了 19 95 年 9 月 27 日至 9

月 30 日在巴黎召开的 /国际马克思大会 0,这个会议引起了轰动 ,打响

了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西方世界复兴的 /第一炮 0,也正是这

个学派成功地举办了 /纪念 5共产党宣言 6发表 150 周年国际大会 0,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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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会议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推向了高潮 "这个学派所出版的 5当

今马克思 6等杂志在国际具有广泛的影响 "这个学派的出现是以 5马

克思主义批评辞典 6的出版为标志的 ,该辞典收人 500 多条有关马克

思主义的条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 ,该学派也因该辞典而

得名 "该学派培养和团结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才 " /马克思主

义批评学派 0是继法国以阿尔都塞为首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而

兴起的派别 ,其成员大多是阿尔都塞同时代的学生 !同学 !同事或赞成

者 "上世纪 80 年代 ,法国曾经活跃一时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存在

主义马克思主义 ,随着阿尔都塞因精神病退出理论界和萨特的去世而

悄然离开人们的视线 , /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 0就脱颖而出 " /马克思

主义批评学派 0人数众多 , 成分纷纭复杂 ,大致上可以分为三部分人 :

第一部分人是比较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派;第二部分人是阿尔都塞

派 ,其成员大多是原阿尔都塞学派的成员 ;第三部分人是 /自由派 0,他

们宣称是 / 自由马克思主义研究者 0,表示不隶属哪一个党派和组织 ,

自由研究马克思主义 ,不受任何约束 "当然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 ,

在法国热衷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 , 不仅仅是 /马克思主义批评

学派 0这些人 "我们这里除了评述 /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 0的几个代表

人物的思想之外 ,还重点研讨不属于该学派的鲍德里亚 !巴迪欧的相关

理论 "而对 /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 0中的有些代表人物 , 如巴里巴尔 ,

在其他章节已作过介绍 ,我们在这里也不再重复 "

拉比卡是法国 /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 0的主要开创者和领导人 "

拉比卡由于出身革命传统家庭 ,所以自青年时代开始 ,他就接触马克思

主义著作 ,而且一经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人生轨迹和思想都发生了

决定性的变化 "从此 ,他坚定地站在被压迫者一边 ,为改变世界而努力

奔走一生 "他认为 , 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就像公路的通行规则那样 ,在任

何意义上都是不可或缺的 "当然 , 拉比卡也反对那种盲 目服从的教条

式的马克思主义 "拉比卡认为 ,共产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

果 ,是一种像其他任何类型社会一样的社会 ;它只不过是为争取民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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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实际斗争 ,是充满斗争的创造性的实践 "对于社会主义的前途 ,

拉比卡认为 ,苏联东欧剧变之后 ,资本主义虽然在全世界取得了胜利 ,

但是 ,这个胜利也使人们更加看清它的本质 "拉比卡猛烈抨击资产阶

级的虚假民主 , 他认为 , 没有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是可以认为是民主

的 ,资本主义是一种反民主的制度 "他把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种种反

常现象称作 /民主病 0 "他认为 , /民主病 0,它的出现 ,完全是在资本主

义国家里的 ,是完全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天天口喊 /人权 0, 天天口

喊 /民主 0 ,天天口喊 / 自由 0的情况下出现的 ! 他对意识形态做出了深

入的研究 "他研究了意识形态与阶级的关系 , 提出经济权力等于意识

形态权力 ,还可加上政治权力 "统治阶级的思想不是别的 ,只不过是统

治者的物质关系的思想表述而已 "意识形态是从阶级的统治中创造出

来的思想 ,就是以统治阶级的眼睛作为自己的眼睛来证明统治的功绩 "

他批评列宁缺乏对统治思想斗争的总体考察 ,从而造成科学和意识形

态的对立变成了党性和党 !科学和党的对立 "拉比卡认为存在着共产

主义意识形态或世界观 ,其构成成分有科学和无产阶级 "科学和无产

阶级是分不开的 ,后者对于前者不是外在的关系 "他提出无产阶级不

是阶级 ,但它必将在战胜那种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固有的 !意识形态上

个人涣散的状态中成为阶级 "这就是共产党人能够并应该帮助它的东

西 "阶级意识就是阶级觉悟 "

戴克西埃是法国 /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 0中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 "

戴克西埃晚年一直与比岱在一起主编 5当今马克思 6杂志 ,长达 24 年

之久 "戴克西埃在法国是最早关注葛兰西思想和意大利共产党问题的

学者 "他指出 ,人们在理解霸权作用和司法命令作用的关系中 ,严重曲

解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的政治历史意义 :如果霸权和专政的区分只有方

法的意义而没有机能的意义 ,这就意味着霸权一承认只不过是一种社

会生活总体操纵的方式 "戴克西埃认为 , 葛兰西是唯一确定 /市民社

会 0概念的人 ,他肯定葛兰西市民社会规定为 /一个社会集团以国家伦

理内容对整个社会实施政治和文化霸权 0"他不赞同一些人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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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反民主的 0,而赞同另外一些人所

说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就是一种民主的思想 0"但他强调 ,马克思

恩格斯对民主问题既不是直接阐述的也不是孤立阐述的 ,而是与革命

问题密切相关而阐发出来的 "他认为 ,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理论包含

着 /不断革命 0的思想 ,而马克思恩格斯的 /不断革命 0思想主要是有两

层意思 :社会革命被理解为彻底的民主化以及与过去旧民主形式彻底

决裂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他对 5德意志意识形态 6中的 / 自然 0概念进

行了深人的探讨 "戴克西埃从两个方面探讨了对 / 自然 0概念的理解 "

第一方面涉及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问题以及决定论的认识价值问

题;第二方面涉及的是在共产主义消灭一切自然性的意义问题 "在他

看来 ,马克思使用 / 自然 0这个词是带有一定程度上的隐喻作用的 , 改

变了的社会物质生活 ,在它的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的两种形式下 ,而它

的发展仍可称作 / 自然的 0 "他欣赏马克思所说的:历史运动本身是对

/ 自然性 0的否定 "人的解放 ,剥削制度的废除 , 不管其形式如何都将

是剥夺社会生活的自然的全部特性 "共产主义的自由联合是对社会生

活的非自然化 "戴克西埃得出结论说 ,现代资本和金钱关系是废除前

资本主义所形成的自然属性 "就是说 ,它的特殊的生产方式大工业以

及它的特殊的社会交往方式 , 自由竞争 ,把历史变为世界历史 "然而并

不是它消灭了所有的自然性 , 只有在现代资本创造的历史前提基础上

的共产主义 ,才能消灭所有社会发展的自然性的这些特点 "他强调 ,共

产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总是与它 自己同一的自然史阶段 " /史前史 0

的终结是人的非自然化 "全面发展的个人的自由联合超越了他们的必

然 ,并让位于一种真正的个人交往 ,这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开始 :

有意识的合作的力量开始主宰世界 "

比岱在法国 /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 0中属于 / 自由马克思主义研究

者 0 "他曾任 /世界马克思大会 0主席 ,是当代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

学家和社会理论家 "比岱全部理论工作的目标是通过 /对马克思主义

历史理论进行哲学探讨 0 , /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更具现实性的基础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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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广阔的当代视野 0 "比岱的问题意识源自他对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

/当代危机 0的理解 "在比岱看来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面临着来自其内

部的两种威胁:一种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人道主义 ,另一种是将马克

思主义理解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 /经济一社会一政治 0理论框架 "

这两种自我理解都隐藏着重重矛盾 , 而这些矛盾使马克思主义的 /基

础 0受到严重破坏 "因此 ,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 ,当务之急是重建历史

唯物主义的基础 "比岱自认为对于 5资本论 6的研究工作就是重建历

史唯物主义的基础 "比岱发现了 5资本论 6在叙述中出现的种种 /叙述

断裂 0,对于比岱来说 , 5资本论 6中最重要的断裂在于市场和资本的断

裂 "比岱围绕 /元结构 0问题提出一种具有 /一般性 0的(即不拘泥于经

典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理论 "比岱将 自己

的新理论称为 /元马克思主义 0, 他为这一理论规定的任务是 ,一方面

继承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批判 , 另一方面弥补马克思

在政治哲学方面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中的不足 "根据比岱

的 /元结构 0理论 ,市场和组织本来是相互包含的 ,但民族国家以组织

化的超然形式将自身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构成力量 ,从而掩盖

了作为后者的真正的基础的 /元结构 0 "比岱提出 /元结构 0理论后 ,感

到有必要运用 自己的这一理论重新解读 5资本论 6 , 以弥补 5如何理解

<资本论> 6虽有开拓性但理论根基不稳的缺憾 ,并进一步丰富和拓展

自己的现代性理论 "在比岱的对于 5资本论 6的 /解读和重建 0中 ,最重

要 !最引人注目的工作体现在下述两个重建方向上 :其一 , 从马克思所

揭示的市场内在的矛盾走向 /元结构 0的展现 ;其二 :从马克思所揭示

的阶级结构出发走向资本主义话语批判 "比岱开始有意识地将 自己的

理论和马克思与恩格斯之后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居主流地位的 /新马

克思主义 0进行区分 "比岱从当代阶级关系和社会斗争等角度讨论了

他的 /别样的马克思主义 0和 /新马克思主义 0之间的差异 "他指出 ,他

们的 /别样的马克思主义 0认识到在 /被组织的能力 0中聚集起来的社

会力量最终将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 ,但 /新马克思主义 0还在那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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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基础阶级在联合中的主导权 "他们的 /别样的马克思主义 0从元结

构理论出发认为现代世界从整体上说并不属于阶级性民族国家的模

式 ,但 /新马克思主义 0这种 /两条腿走路 0的马克思主义 ,它建立在包

括双极的统治阶级在内的双极性元结构的基础之上 ,认为资本主义总

是以民族国家形式建立自身 "

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鲍德里亚无论是从其政治立场还是学术观点

看 ,他不属于法国 /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 0 ,甚至连这一学派的具有 / 自

由主义 0倾向的思想家也算不上 ,如果一定要对他加以 /归属 0的话 ,那

把他列人 /后马克思主义 0理论家之列或许比较合适 "尽管他对马克

思主义批评多于肯定 ,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他的影响不可

忽视 "他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影响 , 除了他对消费主义做出了富有创

意的研究之外 ,就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独特的批评和修正 "鲍德

里亚关于消费主义的基本观点是 :消费社会中主体所面对的是一个独

立的具有自我叙述能力的物体世界 ,物体系主导了主体的需要 !行为乃

至无意识层面 ,从而对商品的崇拜进一步演化为对符号价值的崇拜 "

在鲍德里亚看来 ,消费社会的到来不是人的主体性的解放 ,而是人的主

体性的进一步沦丧 ,这是比马克思所面对的时代更加病人膏育的人的

精神状况和时代状况 "在鲍德里亚看来 ,消费社会的异化状况如此全

面而且深刻.,以至于任何超越和扬弃异化的企图都流于不可能 ,在个体

既感知不到他们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也感知不到除了消费之外还有什

么样的生活方式的时代 ,超越性被终结了 "鲍德里亚将消费作为一个

社会整合的主动模式 ,也就是说作为一种 /符号的积极操控 0模式 "鲍

德里亚从政治经济学 !历史唯物主义和哲学三个方面系统地展开了对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在政治经济学层面 ,他提出以符码编码及其能指

操控的方式为基础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已经代替了以商品一物品的使用

价值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 ,他认为以

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根本

性批判 ,相反它倒是一种在更深层上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变种 ;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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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方面 ,他则根本否定人的物质需要所具有的自然必然性 , 以及人的

物质需要本身的被动性也已经丧失了 , 因而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劳动

及其解放所具有的对无产阶级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解放功能也一并是

一个幻象而已 "鲍德里亚宣布马克思革命路径已经终结 ,在他看来 , 当

马克思所预想的生产的总体性胜利失去了其中心原则之后 ,马克思的

总体革命也就失去了意义 "按照鲍德里亚对 自己提出的理论任务 , 既

然系统的总体逻辑从剥削的法则开始转向符码法则 , 那么这个社会必

须从符码运行的逻辑来加以理解 ,革命路径也必须从符码反抗中寻求 "

于是 ,鲍德里亚提出了 /象征交换 0的概念以反抗资本主义的效用的和

实利的价值观 "对鲍德里亚来说 ,象征性交换活动就是不被资产积极

符号学或资本逻辑所决定的 ,具有潜在颠覆和反叛能力的活动 "象征

交换在鲍德里亚那里就呈现为他用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价值体系和实

践方式的 /革命 0方案 ,同时也集中代表了鲍德里亚试图摆脱现代性原

则所作出的一系列异质性的活动 "鲍德里亚呼唤一种符号政治经济学

系统外的符号反叛和文化革命 "

在当今西方世界 ,特别在当今的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界 ,巴迪欧

具有特殊的地位 "他是坚持打着马克思主义大旗 , 大力弘扬辩证唯物

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哲学家 "无疑 , 他已经成了当今世界最重要的

左翼思想家 "特别指出的 , 巴迪欧 自己还认为从毛泽东的革命实践 中

获得了灵感 ,他十分崇拜毛泽东那种将行动置于理论之上的实践主义

态度 ,他曾宣告 :我就是那种毛泽东主义者 "巴迪欧思想的形成有着十

分复杂的背景 , 在理论上 , 他涉猎甚多 , 他将多个不同类型的思想缝合

在一起 ,形成了他独特的思想风格 !思想渊源 "不过总体说来 , 巴迪欧

的思想有三个主要的来源 ,即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 ,后康托尔数学集

合论 , 以及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 "如果我们要从巴迪欧的理论中找到

一个关键词 ,这个词非主体莫属 "当然 ,巴迪欧的主体理论绝非让我们

返回到笛卡尔式的沉思主体那里 ,相反 , 巴迪欧一直就是将革命中行动

者作为主体的标准形象 "作为一个在 1968 年五月风暴中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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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来说 ,在街头进行实际的政治运动 , 比书斋里鼓捣什么革命理论更

为有用 "也正因为如此 , 巴迪欧坚持 ,哲学本身不是 目的 ,而我们去研

究哲学的根本 目的在于 , 用哲学去改变整个世界 "可以说 , 1968 年的

五月风暴对巴迪欧影响十分巨大 ,那种如火如茶的革命运动的气息始

终没有在巴迪欧身上淡化过 ,他强调 ,只有在革命的运动中才能找到通

向未来社会的目标 ,而所有的理论都应该在具体的行动中来寻找 "我

们从巴迪欧的主体理论中可以理解出两层意思 :一方面 ,主体并不是像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那样认为是一个匾乏 ,一个空无的存在 ;另一方

面 ,并不是所有的个体都是主体 ,主体和事件一样都是稀缺的 ,或者说 ,

只有在事件发生之后 ,主体积极介人了事件之中 ,人们才成为主体 "巴

迪欧和马克思一样 ,坚信只有工人阶级用 自己的行动 ,才能真正地创造

历史 "在巴迪欧的所有理论中 ,他对共产主义的论述影响深远 "巴迪

欧的共产主义的概念尽管找到了巴黎公社的事件作为其论证的基底 ,

不过 ,从整体上来说 , 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和青年马克思在 51844 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 6中的共产主义一样 , 是一个从哲学上来展开的共产主义

观念 "在青年马克思那里 ,共产主义意味着对异化劳动的克服 ,同样 ,

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只是从他的抽象的集合论出发 ,将那个最终的共产

主义作为大写的一 "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区

别在于 ,一是他完全没有谈到经济因素在政治革命和历史发展中的作

用 ;二是他只将革命的注意力放在了突发性的事件之上 ,似乎只有出乎

意料的在正常秩序之外的突然事件 ,才能使主体成为主体并介人到其

中 ,而在事件之前 ,是不可能存在主体的 , 当然 ,也不会产生有效的革命

运动 "不可否认 , 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在许多方面都保留有一种乌托邦

式的成分 "

七

综上所述 ,苏东剧变后即20 世纪 80 !90 年代以后的西方世界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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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由于在特殊的历史的条件下展开的 ,从而这一研究

相比于 20 世纪的其他历史阶段来有着自身的特点 "这些特点归结起

来有 :其一 , 以政党为依托的研究转移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研究 "在 20

世纪其他历史阶段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主要是以政党为依托的研

究 "西方不少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基本上都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 "

这在法国表现得特别明显 "法国是不能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大家的地

方 ,但在苏东剧变前 ,这些马克思主义研究大家基本上都从属于某些党

派或某些政治团体 "连阿尔都塞 !萨特 !列斐伏尔这些人的原先都是共

产党的学者 ,更不要说像伽罗迪这样的理论家 "苏东剧变后 ,这种现象

顷刻改变 "20 世纪 80 !90 年代以后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基本上

成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研究 , 即使有的人仍在共产党或其他政治团体中

担任某种职务 ,但在各种探讨马克思主义场合 ,他们总是以超党派的独

立学者的面目出现 "就拿法国的 /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 0来说 , 其成员

不少根本没有政党的背景而是所谓的 / 自由派马克思主义研究者 0, 而

即使其中有的仍然是法国共产党或其他政治团体的成员 , 但他们完全

以独立的身份参加 /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 0的活动的 "其二 ,经院式的

研究转移为密切联系实际的研究 "考察一下苏东剧变之前的西方世界

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不难发现 ,其中有不少是所谓的 /经院的马克思主

义者 0 ,他们远离现实生活 , 注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考据式的研究 , 只

是关在高楼深院里啃马克思的著作 "不要说那些 /西方马克思学 0学

者如此 ,就是一些 /西方马克思主义 0理论家和其他马克思主义派别的

思想家也是这样 "尽管这种倾向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改变 ,但总

体上看 ,只是在苏东剧变后才从根本上扭转 "确实在苏东剧变后 , 已很

少再见到此类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了 "且不要说像 /生态马克思主

义 0和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 0这种本身以现实问题为指向的马克思主

义派别的思想家 ,就是类似于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派别的

理论家 ,在苏东剧变后也越来越使自己的研究面向现实 "法兰克福学

派的所谓 /政治伦理转 向 0实 际上就是向现实生活靠拢 "从 以政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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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研究转换成知识分子的独立研究 ,强调多学术角度马克思主义,并

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研究变得脱离现实 "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恰恰相

反 ,这些高声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的独立的马克

思主义研究者 ,越来越贴近生活 "其三 ,单学科的孤立研究转换为跨学

科的整体研究 "苏东剧变前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研究者往往习

惯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一组成部分从马克思主义中抽取出来 ,对马克

思主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 , 从而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变成了只是

对马克思主义某一领域有 /造诣 0的专家 "尽管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

研究者不断地提出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割裂成一门门孤立的学科 , 强

调要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整体 ,但是从总体上看大多数的研究者一

直对此置若阁闻 "苏东剧变后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打破了学科的

界限 ,注重在马克思主义有机整体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 "

偏重于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不再仅从某一学科的角度加以探

讨 , 而是强调对现实作多学科的 !综合的考察 "侧重于对马克思主义作

理论研究的 ,也突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对马克思主义做出

综合性的研究 "其四 ,争吵不休的论战式的研究转换为求同存异共同

探讨式的研究 "苏东剧变前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史就是一部争吵

和斗争史 "研究者往往为了说明自己才是 /正统 0的马克思主义者不

惜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大动干戈 "不要说在 20 世纪上半叶第

二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 !第三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与 /西方马克

思主义 0这三股思潮的 /三足鼎立 0,就是在 20 世纪下半叶 /西方马克

思主义 0内部的人本主义倾向与科学主义倾向之间的 /两刃相割 0,就

足以说明问题 "苏东剧变后 ,往 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常见的那种分

庭抗礼 !明争暗斗现象少见甚至不见了 ,而代之以推己及人 !相辅而行

的局面 "当然 ,在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派别之间 ,甚至在同一派别的各

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 ,仍然存在着分歧 ,但研究者不会围绕着这些分歧

明火执仗地争斗 "上面这些在苏东剧变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出

现的新特点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西方世界正在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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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嗅觉灵敏的西方资产阶级似乎从西方马克思主

义研究中所出现的这些新特点上预感到了什么 "美国 5基督教科学篇

言报 6发表评论说:再度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对古典 自由主义的思想体

系和体制构成的挑战 ,会比苏联共产党政权曾经构成的挑战更加令人

生畏 "

在分析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研究 ,仅仅看到上述这些特点是远远不够的 "这样很有可

能产生一种盲 目的乐观主义 "实际上 ,在上述这些特点背后隐匿着一

个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倾向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围绕着对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态度的日益严重的分化 "从表面上看 ,马克思主义研究非

常热闹 ,一派兴旺 ,但其实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各异 "当然有些

研究者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在基本认可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

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他们也在那里提出为了使马克思主义面对现

实 ,必须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 ,但显然这种推进并不是从整体上推倒马

克思主义 "但是还有些研究者 ,则在是对马克思主义作 /否定性 0 !/批

判性 0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在他们那里 ,实际上只是个批判的 !否定的

对象 "他们已从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持否定的态度 , 在这一前提下进

行他们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研究 "他们站在后现代主义等各种西方思潮

的立场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评判 "当今西方的绝大多数的 /生态马克

思主义 0理论家和一部分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 0理论家基本上属于前

者 "他们一方面挖掘和揭示马克思的生态理论和妇女理论 ,另一方面

用这些理论来分析相关现实问题 "当今英美的有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

和法国 /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 0的有些成员也属于前者 "如英国的伊

格尔顿 ,美国的奥尔曼 !哈特 ,法国的拉比卡 !戴克西埃基本上都没有放

弃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他们一方面不断地回击他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各

种否定和攻击 ,另一方面又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 ,用他们重新

阐述过的马克思主义来回答现实问题 "当然 , 以 /毛泽东主义者 0自称

的巴迪欧在这方面可能比这些人更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 "除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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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之外 ,其他的许多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显然是否定多

于肯定 ,批评多于弘扬 "对 /后马克思主义 0我们虽然在论述中 , 对其

/试图在作为政治与文化力量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祛魅中拯救马克思

主义思想中仍有价值的一些方面 0这一点做出了肯定 ,但是从总体上

来说 ,它所做的主要工作是 /援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洞

见 ,既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度解构 , 同时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根本

性的建构 0"法兰克福学派在实现 /政治伦理转向 0进人了第三个发展

阶段以后 ,实际上也与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决裂了 "无论是霍耐特的承

认理论 !维尔默的政治伦理思想 ,还是奥菲的福利国家理论 ,都很难与

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了 "至于当今英美的有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

法国 /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 0的有些成员 , 以及像鲍德里亚这样的研究

者 ,他们离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了 ,他们也已把注意力集中于对马克思

主义的批判和重建上 "必须指出的是 ,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围绕着

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 往往同他们的思想中有没有后

现代主义的成分 , 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成分的多少相关 "大凡受后现代

主义影响比较深的研究者 ,都对马克思主义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 ,而凡

是对后现代主义强烈抵制的学者 ,往往不会轻易地放弃和否定马克思

主义 "确实 ,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 目前西方世界处于 /此长彼

消 0的局面 "而且随着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世界影响的日益扩大 , 在马

克思主义研究中那种否定性 !批判性研究的倾向也大有 占上风之势 "

这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

(作者 复旦大学当代 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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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 an ds al ong wi th thre e di玉rent di m ensions) though t, hi stow an d lan-

gu ag e , w h ieh P u ts fo rw ar d to P hil o so P h ers a fu n d alllen ral tas k to P hil o so P h e rs

to deseend from Th e W orid of T hough t to Th e W orld of A etu al ity #O f

eo u rs e , M arx .5 eri ti q u e h as an in1P o rt 七It th eo re ti eal an d aetu al m eam n g at

P re sen t #

K e y w o rd s :

eri ti que , th ou沙t, histo印 , lan 四age

C o幻比roent on the StU 山es of th e W es te rn M arx ism Ph iloso P hy

C he n X u e m in g

A b stra ct :

T h is a巾 ele d ese ri b es th e m o st im p o rta n t tre n d s o f M a伪 sm re se are h

sin ee th e 19 9 0 5 in W e stem w o rl d , su eh as ee o一M a加 sm , fe mi n ism

M ~ sm ,PosteeM ~ sm , Fran kfo rt Sehool, and others in Engl and ,九n eriea ,

an d Fren eh .Al th ough som e Peo Ple ar e still adh eri n g to M ao st tren d , an d

仃y ln g to e stab lish its eo n tem P o ra ry sign ifi ean ee , wi th th e gr o wi n g im P aet o f

P o stm o d e m ism in W e st , n eg ati v e an d eri ti eal stu d ies tr e n d to 盯ad u all y o e -

eu P y th e u P P er h an d , w h ieh 15 w o rt h y o f o u r att e n ti 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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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6y w o rds :

ee o -M ~ sm , fe nnxn sm M a加 sm , P o stesM ~ sm , F ran k fo rt S eh o o l

B aek to th e Uvi n g wo ri d

) R ev o lu tio n aw tU ri ni n g o f th e b as ie th e o ry o f W e stern M a即 sm

S u n C he ng sh u

A b strsot :

T he m ost im Provem ent of the tw entieth一entU w W estern PhilosoP蹄

15 to P ro p o se th e hfe 一 o rld p ro b lem , w h ieh sets u p a mo re illlP o rt an t ar ea

aP art fro m th e tra di ti o n al P o liti cal an d ec o n o mi e mo d e o f thi n k in g , to

m eas u re the legal ity an d eorr eetn ess of Pollti es an d eeon only . H ab erma s,

L efe b vr e , an d H ell er are sP e ei止 ze d in th is area . T h is 15 th e eo n ti n u ati o n o f

M 一 st P h il o so P h y re v o lu ti o n in th e eo n teln P o rary e ra , w h ich 15 o f gre at

theo retieal and Pra etieal 51罗ifican ee fo r eri ti eism of eaP ital m etaP 场sies ! fo r

th e rebu ildi n g of th e o ne一idedness of th e tradi ti o nal Ph iloso P场 textboo k ,

an d fo r reb u il di n g o f th e H isto ri cal th e fo u n d ati o n o f M ate ri ali st sy stem .

K ey w o rd s :

L ivi n g w o rl d , d aily life , th e mi ero re v o lu ti o n , so eial id en ti ty

M arx ,5 D ePri vation and C om pe ns ation T he ory of Re Ugl on :

H eri妞ge and R efl eetion fr om Soeiology of R eligi on

Y u Zhej un

A bs tra et:

T his PaP er devotes to interp ret M arx .5 no tion o f religi o n fr om the th e-

oreti eal P eo P eeti ve of religi ous stu 衡 , fo eu sin g esP eeially o n deP ri vati on a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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