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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的话

吴晓明

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介绍与研究，在我国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
在这三十多年里，这一领域的进展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各种
主要思想观点、理论学说，以及最有影响力的思潮和学派，都在一定程度上被
涉及并对之展开了相应的研究。当这样的研究被积极地推进到一定阶段时，更
为切近地了解、追踪和把握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沿和最新进展就变得
十分必要了。我们这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便是应和着这种必要性
而产生的：它意图在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能够走近前沿领域的时候，
为这种研究提供一个可以持续不断地追踪最新进展、成果和趋势的学术平台。
这份研究报告至今已有十年。从总体上看，它的形式框架主要涉及欧陆
国家马克思主义（德国、法国、西班牙等）
，英语国家马克思主义（英国、美
国等）
，原苏东国家马克思主义（俄罗斯、中东欧国家等）
，亚非拉国家马克思
主义（日本、拉美国家等）；除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
展之外，在内容上还围绕着重大专题、理论热点和争论、思想动向等来展开，
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辅之以重要的人物、新著和论点，以及部分激进左翼和其他
地区的理论活动，从而使整个报告能够以较为充实而整全的面貌展现出来。我
们高兴地看到，在过去的十年间，这份报告的基本目的是达到了：当国外马克
思主义研究大规模地扩展开来之际，特别是当年轻的学生、教师和学者们迫切
地需要——或者是知识的需要，或者是研究的需要——对该领域的前沿有所了
解之际，这份研究报告便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这种需要，因而它受到欢迎和期
待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该报告在成长过程中也显露出不少缺点，虽说学术界
由于急切的知识需要时常能够包容这些缺点，但对于我们来说，快速地了解并
弥补不足无疑是一项持续不断的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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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正面临着一
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折（这一转折的必要性和征兆已经到处出现）
，而我们的研
究报告必须能够积极地参与到这一转折进程中去。简单地说，这一重要的转折
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实现在思想—理论
上的深化，以及在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这两个方面说到底又是至为密切地
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走过了不平凡的三十多年，伴
随着这一研究非常迅速的扩张过程，特别是伴随着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在深
度和广度上的展开过程，我们的研究不能不面对思想—理论上的深化和研究定
向上的中国化这一双重任务；而能否承担起这样的任务，将会成为对中国的国
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真正考验。
毫无疑问，作为学术信息平台的研究报告，固然要求将当代国外马克思
主义的前沿成果与最新进展客观地全面地报导出来，使之成为该领域学术研究
之持续而可靠的资料来源。就这个方面来说，我们先前的工作和经验是积极而
有效的，理应得到保持、提升和进一步完善。然而，当学术发展在特定阶段上
面临着重要转折时，当这样的转折将更加重要的思想理论任务托付给这一学术
的未来进程时，该领域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必须能够把握住这一转折并承担
起自身的任务。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之所以也面临同样的转折
和任务，是因为这项工作本身是为该学术总体的进程所规定并为之服务的。我
们的研究报告之所以不能自外于这一转折进程，是因为假定学术资料、信息和
动态等等的报导乃是全然中性的观点早已是一种时代错误了。一方面，就像经
验对象并不能现成地被给予我们一样，任何文本或观点的择取、解释和阅读总
已先行地为某种“前理解”所指引，也就是说，为特定解释者立足其上的社
会—历史状况所规定了；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所谓中性地罗列——因而也是疏
阔散宕地罗列——资料或信息的做法，从来不能真正地有益于学术研究，尤其
不能有效地推进学术发展。因此，唯当我们的研究报告本身也积极地成为学术
研究（这种研究当由其特定的目标来定向）的一部分时，它才能够真正承担起
服务于学术整体之重大转折的时代任务。
我们所说的重大转折，一方面在于使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能够在理
论上极大地深化，而这一要求又是由该研究领域本身的发展在特定阶段上提示
和开启出来的。当分门别类的研究各树一帜时，总体上的把握就成为深化的
趋向；当各种理论观点的梳理开始时，思想史上的分辨与综合就成为深化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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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而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逻辑在理论上能够被描述出来时，从社会—历
史之根源处来判定其性质、定向和趋势就成为深化的要求。不仅如此，理论上
的深化还包括更为广大的区域和更加深入的问题。有些议题是经典作家未曾涉
及的，而在有些非常关键的主题上，甚至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也存在严重的分
歧。众所周知，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领袖开始抨击“梅林－普列汉诺夫正
统”
，并指责其“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时，双方便在诸多主题上——尤其
是在哲学主题上——表现出冲突甚至对立。例如，对于马克思的整个理论来说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实践”概念，便出现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当普列汉诺夫把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与费尔巴哈的“实践”一词混为一谈时，卢卡奇在《历
史与阶级意识》中却构成了一种“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
。仅此一例
就能部分地表明：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及由这种研究而来的思想
理论上深化的任务，将会在怎样的领域和怎样的深度上展开。
然而，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定阶段上，思想—理论的深化又是与
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十分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
果不能积极开启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思想—理论上的深化就会局限在非常有
限的范围内，就不会得到有力的推进与展开。那么，
“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
又应该如何理解呢？我们已经很熟悉的用语，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佛教
的中国化等等，意指特定的思想理论或精神样态作为某种实体性的东西而被整
全地中国化。在有差别的意义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化，并不表
示研究对象能够作为这样的东西而被要求整个地中国化，这里的研究对象会依
然停留于并保持其为国外的思想资源，而所要求者乃是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
它意味着：
（1）讲中国语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总体上获得它的自我主
张；
（2）这样的自我主张是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并以中国的社会现实为依据的；
（3）由此而使整个研究作为重要的学术资源参与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史进程。
任何一种学术的成长都会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任何一种学术的真正
成熟都是以摆脱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为标志的。中国三十多年来的国外马
克思主义研究，虽然其初始阶段不能不处于学徒状态中，但其进展之快以及成
绩之斐然，却实在可以说是罕见其俦。由此而获得的学术上的开展与积累，为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必要的同时又是良好的基础。当
这样的基础已然具备时，学术进展的积极动力就不再表现为单纯的量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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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取决于这种学术能否坚定地获得它的自我主张。所谓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的重要转折，首先便是就此而言的。只有当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真正展开
之际，才意味着讲中国语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
才意味着它能够摆脱单纯的依赖和模仿而趋于成熟，才意味着它先前仅仅是习
得的学术转变为能思的和批判的学术。
我们之所以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我主张要以中国问题为导
向并以中国的社会现实为依据，不仅是因为我们的研究者必然地处于特定的时
代状况中，而且是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时代问题总是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生活于其
中的社会现实。任何一个解释者或研究者都不可能摆脱其基本的立脚点，而任
何一种立脚点又总是为特定的社会—历史所规定的时代状况，所以黑格尔把超
越时代——“跳出罗陀斯岛”——的妄想看成是单纯的私见。讲中国语的国外
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从总体上来说，要么从中国问题以及由之而来的社会现实中
找到其自我主张的真正立脚点，要么就根本没有自我主张也根本没有立脚点。
或许有人会嫌中国问题和中国现实过于狭隘而要求更为广阔的世界眼光，对此
我们的回答是：真正的世界眼光从来不是由抽象的理智所虚构出来的空疏的和
无内容的“太空”；反之，如果说中国问题及其现实依其本质必然地（
“现实”
一词的题中应有之义）包含有真实的世界联系，那么，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就决
不意味着排除这种真实的联系，而只不过要求排除那种为现代性意识形态所伪
造的世界眼光罢了。唯当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能够以中国问题及其现实
为基准时，它才可能在这一领域中开辟出以其自我主张来定向的研究道路，并
作出真正的发现和独特的贡献。
因此之故，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虽然在学术领域上会保持其特定的
和独立的活动范围，但它作为一个取得了自我主张的整体，作为一种极为重要
的思想—理论资源，将强有力地参与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作为基础起作用的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实践，这种历史性实践在占有现代性成果的同时正在生
机勃勃地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另一个方面则是在此基础之上的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表现，而这种理论表现则通过思想、概念、方法等等的
构建，通过学术活动而得以实现。很明显，讲中国语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
究在现实的基础方面分享着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就像它在理论的表现方面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研究保持着最为切近的联系一样。同样明显的是，

4

这样的分享和联系在通常的情况下还往往只是自发地形成的；唯有在研究定向
上的中国化积极地开展出来之时，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才可能自觉地并
且在总体上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全面地贯通
起来，并由之构成我们在这一学术研究领域中坚实而强大的基础背景。这样的
基础背景不仅将成为我们的学术特质得以形成的不竭源头，而且将成为我们在
学术上取得建设性成果的真正优势。因为只有当这样的基础背景在我们的国外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实际地起作用时，思想—理论上的拓展性深化才是可能的，
与不同学派开展出批判性的对话才是可能的，在研究中建构独特的方法、体系
和路径才是可能的，并因而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阐释中作出开创性贡献也
才是可能的。
总而言之，我国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取得了丰硕的、令人鼓舞
的阶段性成果之后，当下正面临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折。这个转折是以思想—
理论上的深化和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为要旨的，而这一转折的实现不仅将极大
地提升整个领域的研究水平，而且将实质地改变研究的基本方式和内部结构。
对于我们来说，这既是一项任务，也是一种考验。对于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
义研究报告》来说，它也必须在这一转折的进程中领受任务并接受考验，因为
它本来就是该学术进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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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总报告
（2017）

1

总报告 *
王凤才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经历着曲折的发展过程。苏东剧变后，马
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被迅速边缘化；在原苏东国家意识形态与学术领域中也失
去了原有的主导地位。然而，经过短暂沉寂之后，马克思主义迅速复兴；21 世
纪以来，甚至还出现了“马克思热”
。
“21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至今还不到
二十年历史，但却纷繁复杂、精彩纷呈；它与 21 世纪社会主义思潮、共产主
义思潮、激进左翼思潮、新社会运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当代世界社会、经
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21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与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一起，构成了“21 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版图。
2016 年，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MEGA2 编辑出版研究继续推进
自 1990 年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接手 MEGA2 以来，主要通
过国际合作方式积极推进 MEGA2 编辑出版工作。截至 2016 年底，MEGA2 已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00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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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编辑出版 63 卷，尚有 27 卷在编，24 卷待编。 A
MEGA2 逻辑结构与编辑出版状况（截至 2016 年底）
已出卷数
逻辑结构

计划
卷数

在编
卷数

待编
卷数

21

9

2

15

0

0

1975
—1989

1990
—2016

1975
—2016

13

9

Ⅰ：著作、文章、草稿

32

Ⅱ：
《资本论》及其准备稿

15

Ⅲ：通信（14400 封）

35

7

7

14

5

16

Ⅳ：摘录、笔记、旁注

32

6

8

13

13

6

合计

114

34

28

63

27

24

8（—4.2/4.3）7（+4.2/4.3）

据悉，德国公共科学会议（GWK）于 2015 年 10 月 30 日通过决议，将继
续资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编辑出版工作，资助
期限为 16 年。实际上，这次 MEGA2 不是作为一个继续研究计划，而是作为
一个新的研究计划，即以新的申报题目“新构想并符合 21 世纪接受习惯形式
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
，才获得了通过。G. 弗勒贝尔特指出，这次会议标
志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纂工作进入了第四个时期。前三个时期分别是：
第一个时期（MEGA1）由 D. 梁赞诺夫主持，始于 1927 年，终结于斯大林时
期 20 世纪 30 年代。第二个时期（MEGA2）从 1975 年持续到 1990 年。第三
个时期，始于 1990 年之后对 MEGA2 的拯救、重新规划和推进。那么，为什
么这次会议标志着新时期的开始呢？主要原因是这次会议确定了 MEGA2 今后
的数字化出版方向。 B
除 MEGA2 编纂出版稳步推进外，MEGA2 的研究也硕果累累。IMES 出
《马克思恩格斯年鉴》等；自 2002 年起设立“D. 梁赞
版了 MEGA2 研究系列、

A 据悉，到 2017 年底，第一部分将再编辑出版 1 卷，第四部分将再编辑出版 1 卷。然
后，第三部分剩余的 21 卷、第四部分剩余的 18 卷，将不再出版纸质版，而只出版
电子版。
B 据悉，到 2017 年底，第一部分将再编辑出版 1 卷，第四部分将再编辑出版 1 卷。然
后，第三部分剩余的 21 卷、第四部分剩余的 18 卷，将不再出版纸质版，而只出版
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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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夫奖”
，奖励在 MEGA2 编辑出版研究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青年学者。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MEGA2 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研究。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
斯关系问题，作为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一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解：
“对立
论”
、
“一致论”
、
“差异论”
、
“多变论”
。国外学者也没有摆脱这几种模式：或
者强调马克思与恩格斯、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或者强调马克思与恩格
斯、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或者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差异，认为尽
管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注点不同，但要真正创立“恩格斯主义”则是不可能的。
不过，他们的独特之处在于，立足于 MEGA2 讨论马克思与恩格斯、马克思与
马克思主义的差异，尤其是在“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和“资本主义崩溃”问
题上。最后，本年度日本 MEGA2 研究引人注目。历时 20 余年，大谷祯之介
（日本 MEGA 编委会的首任代表）的《马克思的生息资本论》A（共 4 卷）终于
问世。它是作者研究《资本论》第 3 卷第 5 篇的全部思想心得，其中尤其值得
关注的是作者对马克思手稿翻译问题的讨论，以及对马克思手稿与恩格斯编撰
版差异的比较。他自创的表记方法对马恩版手稿的区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
《资本论》
：从重新阅读到重新诠释
2017 年是《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150 周年，世界各地掀起一股阅读与重
新诠释《资本论》的风潮。笼统来看，基本有三条主线：精耕细作地解释部分
内容，得出与传统理解迥然有别的新观点；融合当代理论资源，重解《资本论》
的方法；创造性地重解《资本论》的写作意图，阐发它的批判向度。
除上文指出的大谷祯之介的新著外，德国与英国学者在第一条主线方面
亦有重要贡献。例如，在《资本的三种循环与真实差别》B 中，德国学者 A. 佩
希曼（Alexander von Pechmann）就重新讨论了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我们
知道，马克思排除了资本作为固定物或不变关系的可能性，认为资本总是从
一种形态转化为另外一种形态：从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从生产资本到商品
资本。产业资本有三种形态，因而资本循环也有三种形式，即货币资本循环
（G—W…P…W′—G′）
、生产资本循环（P…W′— G′— W…P）
、商品资
A 大谷禎之介：
『マルクスの利子生み資本論』
、桜井書店、2016 年。
B Alexander von Pechmann: Die drei Kreislaeufe des Kapitals und ihre realen Unterschiede.
I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10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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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循环（W′—G′—W…P…W′）
。这三种循环形式不是独立的，而是处于
产业资本的无限循环之中。他尝试将资本循环的三种形式当作真实的区别来
理解，由此阐明每种循环过程中所产生的真实问题。虽然每种资本循环形式
在循环运动中都以其他循环为前提，但从客观上看，每种循环在内容和目的
上都有差异。他指出，货币增殖批判应当落脚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
但是，这种批判方式又产生了下述问题，即：为什么工人阶级甘于受剥削呢？
为什么工人阶级会通过生产与再生产这种关系，从而使得并保障不断地通过
资本和货币资本循环而占有剩余价值成为可能？在过去 100 年里，正是这个
问题推动了各种有关意识形态批判的研究，即研究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或
者研究统治阶级的阐释模式对劳动者意识的影响。此外，它也推动了人们借
助于社会心理学工具（适应与自我异化的机制）解释持续的剥削事实。然而，
这种解释路径是一种外在的解释，即通过外在于经济的因素澄清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存续。与这种解释模式相反，A. 佩希曼强调更有意义的是分析资本
的其他循环形式。 A
作为新辩证法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莫斯利（Fred Moseley）在题为《货
币与总体性》B 的文章中指出，构成马克思重大理论贡献的并不是劳动价值论，
而是作为总体的货币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本论》的逻辑方法。他主张构
成马克思思想的逻辑框架，不是个别化的经验分析，例如关于剩余价值的思
想，不是仅仅从作为个体的劳动者或者具体的经验时间中得出来的，而是从总
体出发来思考的思想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不是人们传统所认为的劳动
价值论，而是以 M—C—M′的货币循环为基础的理论。因此，也并不存在所
谓的《资本论》第 1 卷和第 3 卷的冲突问题，即《资本论》第 3 卷中对生产价
格的讨论，并以其为基础对整个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分析，似乎与《资本论》
第 1 卷中以劳动时间为线索的价值分析路径存在一定的出入与张力。M. 海因
里希（Michael Heinrich）赞同莫斯利的分析，认为马克思自始至终都坚持了货
币价值论，在马克思那里并不存在从劳动价值论向货币价值论转换的问题。
在第二条主线上，本年度的代表性作品有《马克思和帕齐论表象问题（或

A Alexander von Pechmann: Die drei Kreislaeufe des Kapitals und ihre realen Unterschiede.
I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105,2016, S.116-117.
B Fred Moseley, Money and Totality , Brill,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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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资本论〉
的现象学解读）
》A 。在该文中，加拿大约克大学阿罗珠
（Christopher
《资本论》中的批判方法、科学观念和叙述模式都是现
Duarte Araujo）指出，
象学的。阿罗珠认为，虽然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用现象学对马克思进行了重
新解读，但是他们都忽略了马克思著作中的现象学维度。现象学不必嫁接到马
克思的理论上，因为马克思的批判就是其理论来源之一。马克思主义形式上是
现象学的，现象学在内容上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现
象学的表象问题作为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马克思的分析始于物在资本主
义社会中呈现自身的方式，而后他系统性地揭示了这种疏离的外在表象背后的
社会剥削关系。这种现象学路径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然化”伪装进行袪魅
的最好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任务是展现这些外在表象下的实在。在资本主
义社会，表象与实在互相倒置、劳动过程颠倒，社会劳动的生产权力与个体工
人越来越疏离，活的劳动越来越异化。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变成了永恒的关
系，即物的关系；劳动产品却被人格化。一般而言，现象学拒斥所有的自然主
义，马克思也警惕政治经济的自然化倾向，认为这种僵化的表象完全是历史的
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
第三条主线的代表性作品有罗伯茨（William Clare Roberts）
《马克思的地
《资
狱：
〈资本论〉
的政治理论》B 。在此书中，作者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出发重构了
本论》的意图。与传统理解不同，即《资本论》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展开批判
的学术著作，罗伯茨将《资本论》视为一部关于工人运动的伟大著作，它是对
工人运动的动机和目标的仔细考察。他主张，马克思的目标是将资本描述为地
狱性的存在并试图从中找到解放和自由的可能性。为此，作者首先指出《资本
论》与但丁的《地狱》之间具有相似性，因为后者对工作场所地狱般的描述，
以及对人们寻求救赎方式的勾勒，与马克思的整个思想逻辑具有相似性。同
时，罗伯茨也指出，与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不同，马克思打破了道德和伦理社
会主义的传统，恢复了一种更加古老的非支配性共和治理的贵族传统。此外，
作者还探讨了商业的本质、劳动经验、老板和经理的权力、政治组织的可能
性，以及它们对当今世界政治生活的意义。可以说，政治是马克思对抗资本主
A Christopher Duarte Araujo:
“Marx and Paci on the Question of Appearances (Or, Reading
Capital as a Phenomenology)”, in Human Studies.2016, pp.1-19.
B William Clare Roberts, Marx’s Inferno: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Capital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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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更为根本的替代性想象与路径。普拉代尔（Lucia Pradella）对于过于政治
化的解读方式提出了质疑，她在《全球化与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著作中的
新洞见》A 一书中，重新反思了奠基于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理论，试图重新恢
复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体系扩张逻辑，也就是不从民族国家，而是
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理解当今世界”
。她认为，对于马克思来说，
“国际关系和新
“联动的不平衡发展”
规律，
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是从属于上述规律的”B ，例如，
等等。剥削和失业的地缘政治学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国家间不平等交换和权力
关系的结果，相反，这一现象首先必须在资本主义发展逻辑本身来进行诠释。
地缘政治的逻辑主要来自资本主义自我矛盾的时间性结构。
除了上述对《资本论》文本进行深入全面的重释外，拉美地区还召开了
诸多纪念研讨会，从更为实际的层面探讨《资本论》的现实性与当代价值。例
如，哥伦比亚国立大学等三所高等院校于 2014 年就已开始组织国际研讨会，
第一届研讨会围绕《资本论》在 21 世纪的出版与影响、
《资本论》的各种读本，
及其所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谈论与论辩，超过 1500 人参与
此届研讨会。2016 年 10 月举行，他们举办了第三届《资本论》发表 150 周年
大会，主题是“马克思思想对于理解和分析 21 世纪的当代问题仍然有效、拉
美国家马克思主义发展”
。为纪念《资本论》出版 150 周年和该著作西班牙文
版出版 120 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于 2016 年 11 月召开了“马克思著
作”研讨会，就以下问题进行了探讨：为什么阅读和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
是有用的、必要的和有趣的？
《资本论》过时了吗？它对于理解当代社会以及
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否依然适用？它是一部经典著作，但是否已经过时或不再
有效？ C
总而言之，这些著作与会议，不仅扩大了《资本论》在青年知识分子和
整个社会中的影响，而且还进一步拓展了人们对
《资本论》
的理解。在
《资本论》
重新诠释过程中，各国学者深化了对许多问题的研究。例如，根据恩格斯编辑
A Lucia Pradella,Globalization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Insights from
Marx’s Writings, Routledge,London,2015.
B Lucia Pradella,Globalization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Insights from
Marx’s Writings, Routledge,London, 2015, p.76.
C Conversatorio y debate:¿Por qué sería útil, necesario e interesante leer y estudiar «El Capital» de Karl Marx hoy?(a propósito de la aparición del libro «Seminario El Capital» y los
150 años de su primera edición)，www.cipec.nuevaradi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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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与马克思原始手稿的关系，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差异；论证恩
格斯在“马克思—恩格斯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阐发《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
批判复兴的关系；以及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资本的限度与《资本论》的重
新诠释等，这就引导着人们重新塑造马克思形象。

三、在比较视阈中重新塑造马克思形象
德国马克思学家认为，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视阈中的“马克思”只是“部
分的马克思”
，即被片面理解甚至歪曲理解的“马克思”
，只有立足于 MEGA2
的马克思才是“完整的马克思”
，即真正的马克思。
“马克思”不仅回到了学者
的视阈，而且来到了大众的视阈；不仅回到了学术讨论会，而且来到了大学校
园。在广阔的视阈中，
“马克思”被加以重新理解。此外，围绕着“意识形态
还是科学”这个核心问题，从马克思思想的实质、特征、未来命运等方面，重
新塑造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理解的“马克思”
！
为了重新塑造马克思形象，各国学者不仅讨论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
（1）卢森堡与马克思关系
本身的问题，而且在比较视阈中讨论马克思。例如：
问题。这里分析了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与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异同，以及资
本积累理论的现实意义；
（2）凯恩斯与马克思关系问题。这里分析了凯恩斯经
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相互补充的必要性，以及凯恩斯主义在当今欧洲的适应性
问题；
（3）宗教、道德、伦理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这里考察了宗教与道
德、宗教批判与资本主义批判，以及宗教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还分
析了伦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2016 年，法国学者讨论了心理分析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例如，卡提
亚·热内尔沿用阿多尔诺的说法，将法兰克福学派中马克思思想与心理分析的
结合方式区分为“弗洛姆式”
（弗洛姆、哈贝马斯、霍耐特）和“赖希式”
（赖希、
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并认为梳理法兰克福学派与心理分析关系史的意义，
在于探讨社会批判理论在何种程度上能接受“文化之病”视角，同时又仍然能
。而这也正是理解法兰克福学派对待弗洛姆的“新
够保持自身的“解放之维”
修正主义”的态度变化的重要着眼点。对于霍耐特来说，心理分析具有一种解
释性力量，同时也具有一种规范性力量，从中既可以生发出一种主体性理论，
也可以产生一种充分的社会化理论。本图阿密关于“性的辩证化”的观念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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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菲尔斯顿（Shulamith Firestone）的《性的辩证法》一书，在该书中所谓“性
的辩证法”被解释为“性的去自然化”
。而波伏瓦之提及“欲望本体论”也不
意味着她要“回到弗洛伊德”
，相反，她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有着较多批评，这
些批评的基本点在于，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忽视了人与他人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
维度。正是基于对社会关系的强调，波伏瓦认为女人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否
定之否定”的力量，其作用类似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无产阶级。
安德雷·托塞尔在其文章《在哲学和政治上回到马克思》A 中则讨论了马
克思的哲学和政治问题在当今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界中的研究现状。托塞尔指
出，最近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首先是马克思的
一些经典作品重新译为法文，有的是重译，例如，
《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
册）
，而有的则是根据新的文献进行的翻译，如《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这些重
译工作相应的，是关于马克思哲学的争论以及关于马克思之后的哲学争论。而
这些争论就似乎再次回到了 20 世纪 60—70 年代法国思想界关于相关问题的讨
论，后者是由阿尔都塞在 1965 年发表的两本著作以及塞弗（Lucien Sève）的
著作所激发的。与阿尔都塞相反，让·维乌拉克在《马克思之后的哲学》B 一
文中认为，1845 年之后马克思并没有放弃哲学，而是通过在历史性的共同体
内重新引入对于其基础的追问，以及通过将本体论重塑为一种关于生产的超越
性科学而赋予哲学以全新的形式。
法国学者还围绕着“知识分子与霸权理论”
、
“霸权与民主”等问题，在
葛兰西研究方面取得了新进展。我们知道，在入狱之前，葛兰西关于“知识分
子”及其霸权的讨论还是在由意大利农民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特殊关系所导致
的复杂的权力系统的背景中展开的，因此对他来说，
“知识分子霸权”与“无
产阶级霸权”总体上还是有区别的。不过在 1926 年的笔记中，葛兰西体现出
将二者统一在一起的倾向。葛兰西关于教育关系中的“观念—权力”问题的讨
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作为“教—学关系”的霸权：在这个层次上，
葛兰西将所有权力所具有的引导和组织功能都理解为一种教育功能。第二个层
次是，上述“教—学关系”并非仅仅在学校中运作，除了学校之外，具有这种
权力关系的还有工会、政党、教堂、行业协会、出版社、图书馆、剧院和电台
A André Tosel,«Sur un retour de Marx en philosophie et en politique. Éléments de recension
bibliographique»，Actuel Marx ,n ˚59.
B Jean Vioulac,«La philosophie d'après Marx»，Actuel Marx , n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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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第三个层次是，这种“教—学”是一种积极的或者说“创造性的”集体工
作，在这里教师也是学生，学生也是教师，因而学校就不再仅仅是一个“符号
暴力”起作用的场所或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工具，而是一个通过“教—学”过程
“达成共识”的场所。
与法国更关注心理分析与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不同，2016 年的德国学者则
更为关注马克思主义的法哲学，其中的代表性著作就是门克的《权利批判》
。A
该书是继霍耐特《自由的权利》一书之后又一本实践哲学力作。作者指出，早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已对资产阶级的法展开了批判。马克思敏锐
地指出了资产阶级革命中一个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即“一个刚刚开始解放自
己、扫除自己各种成员之间的一切障碍、建立政治共同体的民族，竟郑重宣布
同他人以及同共同体分隔开来的利己的人是有权利的”
。人在此被分成两个部
分，一方面是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利己个人，另一方面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公
民。前者被视为真正的人，享有自然的权利，后者仅仅是服务于前者的手段。
换言之，资产阶级革命所确立的法，仅仅是保护利己个人权利的法。因此可以
明显看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出现了本末倒置的关系，即
“目的好成了手段，
手段好成了目的”
，非政治通过政治行为，成为政治的目的。用门克的话来说，
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中，政治同时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活动，去政治化同时也是
政治。然而在门克看来，马克思虽然极富洞见地指出资产阶级法这种谜一般的
特征，但并没有深入解开这样的迷。因此，该书的目的就是要完成马克思的未
竟事业。以此为出发点，门克既剖析了资产阶级法运作的矛盾形式，又结合阿
多尔诺与尼采的洞见，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强调，资产阶级法虽然是唯
物主义的，但仅仅是实证主义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坚持主张主体权利作
为法不可深入其中的既定物，从而使得资产阶级法不断陷入危机之中。为了走
出危机，门克主张一种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新法。因此，资产阶级法
与这种新法的对立就是两种唯物主义的对立。
2016 年，英语世界的学者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也别具一格，例如
尝试嫁接马克思主义与种族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诚然，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有
女性主义者开始借助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重构女性主义的主张，如艾里斯·扬 B 、
A Christoph Menke, Kritik der Rechte , Berlin: Suhrkamp,2015.
B Iris Young,
“Socialist Feminism and the Limits of Dual Systems Theory”, Socialist Review ,198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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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希·哈索克 A 等人，试图融合反性别歧视与反资本主义运动，但是这种尝试
似乎在思想与实践维度均未改变它们单打独斗的局面，即便是某个女性主义者
是反资本主义者，也鲜见她把女性主义视角融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D. 卡
姆菲尔德（David Camfield）在《批判的社会学》2016 年第 2 期发表《反种族
主义酷儿女性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B 中试图扭转这种局面。他指出，严格的
马克思主义学者与反种族主义的女性主义学者之间的对话比较少，结合两者的
跨学科研究不足，此外它们结合的理论基础没有完全被澄清，然而把马克思的
主要理论与当前反种族主义—酷儿女性主义结合起来是批判理论的有前途的趋
势之一，因为它们的观点对现时代都十分重要，并且它们在某些方面能够互
补。在对《资本论》第 1 卷和第 3 卷、
《德意志意识形态》
、
《路易·波拿巴的
雾月十八日》
、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进行诠释的基础上，他认为把马
克思与反种族主义的酷儿女性主义结合起来，能够给予我们一种社会过程的理
论，它能够保留马克思的如下洞见，即社会生产在限制社会变化中发挥主要作
用，同时也能够弥补如下方面的不足，即在理论层面说明生产如何同时被与其
相关联的其他社会关系所规定。阶级关系不可避免地紧扣着性别关系，以及与
之相伴的种族、民族和殖民主义。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中，必须
要融入性别、种族的分析，要认识到现代国家同时是资本主义并且在其核心处
是种族主义的。作者强调，反种族主义酷儿女性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能够为当
今的社会批判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在另外一篇关于《种族主义的历史唯物主
义原理》C 中，卡姆菲尔德试图直接通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种族主义。
许多反种族主义分析者认为马克思著作中没有提及种族问题，马克思主义是西
方文明的产物，带有白人中心主义色彩，他们质疑历史唯物主义是否能充分地
解释种族主义。卡姆菲尔德则明确反对这些主张。他指出，马克思虽然没有使
用“种族主义”这个术语，但他在《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和奥古斯
特·福格特》中描述了英国工人对爱尔兰工人的“种族”仇恨。他认为，种族
A Nancy Hartsock,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Developing the Ground for a Specifically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Epistemology, Metaphysics,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 Springer ,1983.
B David Camfiel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an Anti-Racist Queer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Critical Sociology, 2016(2), pp.289-306.
C David Camfield:
“Elements of a Historical-Materialist Theory of Racism”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2016(1), pp.3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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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应该是一种社会压迫关系。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
的种族概念才能把握具有特定种族主义倾向的社会特征。阶级压迫与种族主义
的结合有以下方式：阶级剥削论、国家压迫论、否定民权论、意识形态论、社
会关系压迫论。卡姆菲尔德强调，其中的社会关系压迫论最有说服力，也最有
潜力发展出一种有力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路径。种族主义与阶级剥削一样是真
实存在、同等重要。当今的种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个维度的结果：
帝国主义和利润率。
除此之外，对作为经典社会学家的马克思与韦伯关系的比较也值得一提。
M. 古尔德（Mark Gould）在《马克思、M. 韦伯和历史解放的逻辑：机器资本
主义的崛起》A 一文中指出，在解释资本主义从工厂手工业向机器时代过渡中，
马克思和韦伯的解释具有互补性，任何一方的理论都无法独立完成这种解释。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资本主义在工厂手工业阶段，劳动只是在形式上从属于资
本，并未达到实际上的从属，因此在生产过程中还保留了很多前资本主义的东
西。在此，生产的增量并非主要，如果发生也并非是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在此
阶段，生产的增量伴随着的是规模收益不变，简单的生产合作占据主导，竞争
约束尚未充分发展，因为生产的扩大并未与单位成本的减少相关。究其主要原
因是没有客观的约束条件迫使资本的积累，在机器资本主义阶段则存在着的客
观的、强迫性和竞争性的约束条件，即韦伯所说的“铁的牢笼”——这主要由
于劳动实际从属于资本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发展和与之相伴的生产率
的提高、单位成本的下降，则是缺乏的。作者由此认为，在工厂手工业阶段资
本积累的发生必定受主观的因素推动。如果在工厂手工业阶段社会与经济完全
受传统价值约束，那么资本积累将仅仅是零星分散的，无法得到系统性支撑，
因此也就不存在趋向机器资本主义的趋势。正是在此环节上，韦伯通过分析新
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资本积累的主观动机的解释，但是遗憾的是韦
伯并没有详细分析经济生产的逻辑特征。因此，作者认为他们的理论是互补
的，如果相互融合，能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提供一个满意的解释基础。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历史学教授、剑桥大学历史和经
济中心主任 G.St. 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出版的马克思传《卡尔·马克思：

A Mark Gould:
“Marx and Weber and the Logic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The Rise of Machine Capitalism”
，in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 2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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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与虚幻》A 。在此书中，作者试图重塑马克思的形象，试图展现一个“有血
有肉”的马克思。为此，G.St. 琼斯远离了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解读路径，试
图把马克思置入 19 世纪历史、政治、观念的背景中，尤其是德国的古典哲学
的脉络中，介绍马克思的所惑与所思。他所描绘的图景更为现实。G.St. 琼斯
常直呼马克思的名字“卡尔”
，仿佛身临其境参与到马克思的生活与争论中。
他侧重描写了青年马克思作为古典主义者和有抱负的诗人，并受过专业的法律
训练的经历。在介绍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时，G.St. 琼斯不仅详细勾勒了马
克思的理论创新，例如清晰地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剩余价值概念等，还
充满同情地刻画了马克思的“无疾而终”
，即无法最终解决《资本论》中的许
多理论问题，例如抽象的交换价值概念如何转变成市场中的价格？当资本主义
席卷全球时，它与前资本主义世界如何交往？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特
征？最后，作者还介绍了恩格斯对其思想的包装，使之成为当时德国社会民主
党的理论基础。总之，这部大部头的传记（700 多页）比较成功地向世人刻画
了有血有肉的马克思，同时清晰地勾勒了他的思想与 19 世纪思想状况之间的
错综复杂的关系，稍有遗憾的是，作者自身受其方法所限，未对马克思的理论
观点作一番全面的评价。

四、阶级理论与阶级问题研究进一步深入
近二十年来，关于阶级理论与阶级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国外学者研究的热
点问题。一是关于阶级结构变化与阶级概念的适应性问题。国外学者大都承认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但在阶级概念适应性方面出现了
不同看法。二是关于阶级意识与阶级斗争问题。尽管国外学者还在讨论阶级意
识与阶级斗争问题，但也有学者认为与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意识相比，阶级感
受处于支配地位。三是关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现实性问题。国外学者的基本
观点是：最近 20 年，西方世界出现了阶级分析与阶级理论的复兴，马克思的
阶级理论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性，但必须与社会结构分析、社会不平等以及女
性问题等相关研究结合起来，才具有生命力。
关于阶级结构变化问题，吉乌里奥·阿佐里尼在其文章《论新阶级：资产

A Gareth Stedman Jones, Karl Marx: Greatness and Illusion, Penguin UK,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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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跨国的和统治性的？
》A 中考察了跨国资产阶级的形成。在追问全球化
时代权力关系的变化中，阿佐里尼阐述了新近形成的跨国资产阶级形成的机
制，构成要素，以及所带来的阶级统治的变化。利用斯克莱尔（Leslie Sklair）
《跨国资产阶级》一书的洞见，阿佐里尼指出了正是当代跨越国家边界的“跨
国实践”
，而非某个国家行为，推动了跨国资产阶级这一新阶级的形成；新阶
级的构成要素包括企业要素、国家要素、技术要素和消费要素；新阶级本身
具有全球化趋势；新阶级对基础阶级形成统治。与此研究路径类似的有法国
学者比岱（Jacques Bidet）和杜梅尼尔（Gérard Duménil）和莱维（Dominique
Lévy）等人。例如，比岱就引入“管理力量”的概念讨论阶级统治。一方面，
他认为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深化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统治阶级理论；另一方面又
认为这一理论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化。主要原因是，尽管葛兰西所强调的文化霸
权确实是重要的方面，但是仍然不足以充分支撑统治阶级对复杂社会的掌控，
统治阶级对国家的成功“引导”还需要一种管理性的力量，以建立起稳定的社
会组织，即把社会建立为一个将各种机构与服务统一在一起的综合体。如果说
“资本主义统治”的核心目标在于追逐抽象财富或剩余价值的话，通过“引导”
而组织起来的“社会总体”在其各种机制中所追求的则是作为社会合作成果的
“具体财富”
。
“统治力量”和“管理力量”被视为“统治阶级”具有的两种不
同作用形式的社会力量，二者与“被统治阶级”或“大众阶级”共同构成现代
社会的“三种原初社会力量”
。比岱将这种视角下的“统治”称为“结构性的
统治”
，认为对于“统治”和“统治阶级”问题的这种理解，也能够说明当今“世
界国家”的出现，换言之，世界国家仍然以上述三种力量间的关系作为其基本
结构。不过，世界国家中的“世界统治阶级”不再进行管理了，因为“权能者”
的认知力量已被资本家的资本力量所控制，也就是说，资本力量已在事实上主
导了整个统治阶级。尽管如此，比岱并未走向彻底的悲观主义，他认为用于统
治的生产技术同时能够成为联合权能者与大众的手段，因而世界国家的发展趋
势中仍然会存在资本力量受此联合的牵制。
通过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也有学者再度讨论了统治阶级概念的内
涵。佩特鲁西阿尼认为，尽管“统治阶级”概念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们的

A Giulio Azzolini, «Sur la nouvelle classe capitaliste, transnationale et dominante?», Actuel
Marx , n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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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中都是一个核心概念，但其内涵和意义都尚未得到阐明。在佩特鲁西阿尼
看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相关论述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其实并未仅从
社会生产资料占有的角度界定统治阶级，而是同时将在“意识形态—文化”和
“国家—政治”领域中占据优势地位也视作统治阶级必备的条件。尽管在《德
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将资本主义国家政
权视为资产阶级的附属品，不过这种附属关系并非是单向度的，在诸如《路
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样的作品中，马克思明确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
政治权力拥有相当大的自主空间，从而可以相对独立于资产阶级进行运作，因
此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也有可能从属于政治权力并经受意识形态霸权的
统治。
西班牙、拉美国家的讨论更多侧重于阶级意识与阶级冲突的问题。西班
牙左翼杂志《迷宫》出版了专刊《哲学、政治与经济（2016）
》
。该刊主要论文
《从安达卢西亚看工团主义的未来》B 、
《从新自
包括《劳工冲突的理论分析》A 、
《劳工冲突的理论分析》一文从劳工冲突
由主义霸权到工人阶级的神话》C 。
的产生、组织、发展与结束等视角，提出了理解劳工冲突过程的完整理论框
架，并对阶级认同的发展、日常统治、劳动的控制与抵抗、劳动的碎片化和工
团主义等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了剖析。

五、新自由主义批判与国际新秩序分析
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新帝国主义批判，历来是国外马克思主义
者、马克思主义学者、左翼学者关注的重心之一。例如，一是关于新自由主义
的特征与命运问题。国外学者断言，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理论，而且是

A Lorenzo Hernández López ,Una aproximación teórica al conflicto laboral，http://laberinto.
uma.es/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663:lorenzo-hernandez-lopez&c
atid=151:lab46&Itemid=54.
B Varios autores, El porvenir del sindicalismo. Una mirada desde Andalucía，http://laberinto.
uma.es/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662:varios-autores&catid=151:l
ab46&Itemid=54.
C Cristopher Morales Bonilla, De la hegemonía neoliberal a la mitificación de la clase obrera，http://laberinto.uma.es/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656:cristop
her-morales-bonilla&catid=151:lab46&Itemid=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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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政治立场。因而，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命运有不同的看法。二是关于金融资
本主义的特征问题。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性质发生了
变化，只是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金融资本支配是金融资
本主义的核心特征。三是关于帝国主义理论与新帝国主义问题。例如，帝国主
义概念、理论及其现实性，尤其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
治纲领的现实意义；新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历史特征，新老帝国主义的结构
形式；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帝国主义政治的关系问题。四
是世界体系变化与国际新秩序问题。例如，世界不均衡与南北关系；资本主义
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关系；北美、西欧、日本“三角关系”终结，
“新兴国家”
崛起；中、美、俄关系对国际新秩序的决定作用。针对这些问题，各国学者从
不同角度进行了批判。
2016 年，德国学者从解释难民危机的角度展开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2016 年 3 月 14—18 日，法兰克福）的开场
F. 德佩在“马克思主义学习周”
报告中就指出，利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可以解释当今的难民问题。通过
阐述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自由劳动力储备军即相对人口过剩之间
的关系，F. 德佩认为移民与城市化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当下的难民起因，除了
局部战争的直接原因外，它的历史根源同样根植于殖民剥削与新自由主义发
展导致的新殖民关系。因此，F. 德佩强调，从根源上解决难民问题，应当思考
的是如何把亨廷顿以来所鼓吹的文化斗争再次转变为阶级斗争问题。该问题在
本届“马克思主义学习周”上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德国经济学家 E. 阿尔特法
特（ElmarAltvater）从全球资本主义的矛盾层面，探讨了难民的成因。他认为，
资本积累必然导致无产者走向贫困化，这种贫困化在全球发展落差和最终的难
民潮中达到顶峰。此外，他也指出了环境灾难所引起的难民潮。他强调，为了
在世界范围内遏制金融市场在社会经济方面对生活条件的负面影响，把金融市
场重新嵌入到制度框架中将是一个有意义的前期目标。不过，在改变社会生态
和经济所需要的可能主体方面存在着论争。E. 阿尔特法特认为，难民的困难
处境使他们的进一步政治参与不再可能。B. 马班察（Boniface Mabanza）阐述
了北方国家与非洲国家之间的新殖民关系。他认为，真正的“入侵”并非是那
些涌入欧洲的难民们，而且几个世纪以来的欧洲殖民者。当今非洲联盟虽然立
场鲜明地反对这种殖民形式的剥削，但在金融和制度方面仅是微弱地表达了这
种立场。随着更多国家如中国的参与，它们提供了更多合作的可能性，这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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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能够弱化剥削关系。
英语世界的学者也有从国际分工和劳动的角度阐发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众所周知，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基本遵循这样的固定解释模式：由于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利润率的下降，跨国公司便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迁移至所谓的第三世
界，后者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随着通信和运输技术的进步，碎片化的生产
过程和半技术或无技术的订单在第三世界中创造了朝向“世界工厂”的趋势。
在《劳动的新国际分工：全球转型与不平等发展》A 一书中，作者则重新思考
并修正了这种解释模式，认为修正后的模式能够解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资本
主义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平衡发展的本质。就如作者所说，该书的
贡献在于为此重新思考提供了一个基础，更为具体地说，它依赖于马克思的政
治经济学批判，试图论证世界各国的发展过程是世界范围内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的潜在统一体的表达。为了支撑这种理论论断，该书进行了许多案例研究，其
中包括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爱尔兰、韩国、西班牙和委内瑞拉等。罗宾
逊（William I. Robinson）在《全球资本主义与人性的危机》B 则从人性危机的
角度，猛烈批判了这种不平衡发展所带来的后果，即导致第三世界国家存在大
量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却无法被雇佣的成千上万的人口。同样从劳动视角来分析
与批判资本主义的论著还有费雷恩（David Frayne）的《拒绝工作：反思后工
作的理论与实践》C 。费雷恩强调，在当今主流政治和经济政策中，工作即提高
就业率是重中之重，在私人生活中，工作与生活也无法被清楚地分割开，人们
已经失去了发展自我、追求幸福的闲暇时间。本书的主要目标是论证：对以工
作为中心的当代社会的挑战已到来。为此，费雷恩在前四章从理论上考察了当
今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中所存在的理所当然的现实，思考了替代传统通过工作
满足需要的其他方法，探索了是否存在更为合理的和自由的分配工作和自由时
间的方式。在后几章中，他描述了不同类型的人对工作的实际反抗活动，这种
描述是建立在历时 5 年的实际走访基础上的。当然，费雷恩并非主张完全逃离

A Greig Charnock, Guido Starosta (eds.)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Global
Transforma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 ，Palgrave Macmillan UK，2016.
B William I. Robinson,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Human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C David Frayne, The Refusal of Work: Rethinking Post-Work Theory and Practice, Zed
Books, Londo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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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并非主张一种厌世主义的态度，而是主张：一种较少的以工作为中心的
生存代表了本真的自由。本书遗留的问题是，尽管存在一些反工作中心的成功
经验，但是怎样使得这种经验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政治选择仍然困难重重。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N. 弗雷泽（Nancy Fraser）的《资本与关怀的矛盾》A 。
该文的观点延续了其 2013 年出版的论文集《女性主义的机遇：从国家资本主
义到新自由主义危机》中的核心观点。她认为，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当前危机正
在改变女性主义理论的版图，女性主义应当要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
判，避免落入实质上是新自由主义衍生物的“身份政治”的窠臼中。在该文中，
她从区分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角度，再度阐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女性的
压迫，以及所导致的关怀危机。N. 弗雷泽认为，当前的关怀危机主要表现在
人们的社会能力受到不断的挤压，而这些能力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如生
殖和抚养子女，关照朋友和家庭成员，维持大家庭和更为广泛的共同体的情感
纽带等。N. 弗雷泽主张这方面的关怀危机是当今普遍危机的重要方面，因为
它根植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即一方面，社会再生产是持续资本积累的
可能性条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导向资本的无节制积累会破坏它所依赖的社会
再生产过程的稳定性。文章进一步分析了这种矛盾在资本主义不同发展时期的
具体表现。最后 N. 弗雷泽强调，要克服当今的关怀危机，不能指望具体的经
济政策，而是要试图“克服金融化资本主义贪婪地让再生产臣服于生产——但
是这次不能牺牲解放或社会保护”
，因此需要重新发明生产与再生产的区分并
且重新想象性别秩序。这种重新构想是否与资本主义相容，作者并未回答。从
另外一篇采访中能够得知的是，N. 弗雷泽持否定答案，并赞同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的积极图景，她坦诚仍然并不清楚。 B
在新帝国主义批判方面，本年度的代表性著作有《21 世纪的帝国主义》C ，
该书获得了首次保罗·A. 巴伦—保罗 M. 斯威齐纪念奖。根据该书封面所提示
的，它是对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关系的“重
要考察”
。他以诸多的数据为支撑，详细展示了当今帝国主义怎样通过转让定

A Nancy Fraser,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 and Care, in New Left Review, 2016(100),pp.99117.
B Nancy Fraser,
“Capitalism’s Crisis of Care”
，in Dissent ,2016(4), pp.30-37.
C John Smith , 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Super-Exploitation,
and Capitalism’s Final Crisis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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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或者所谓的“全球劳动力套利”的方式，剥削被压迫的国家，即产品以非常
低廉的价格在“南方”国家生产，然后以高昂的价格在发达的帝国主义北方出
售，价值增殖部分从而被记入出售国，而非生产国。书中挑战了传统的观点，
即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格低廉是因为他们的生产力水平低，作者认为工资的差
异主要受到强制压制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换言之，完全受到独立于生产力之外
的因素的影响。最后，作者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最终危机”
，他宣称：
“伴随着
帝国主义经济在当今陷入长期的滞涨或者更糟，曾经在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的
生产过剩危机将会再度死灰复燃”
，并认为“所显露的全球危机……仍然处于
早期阶段，将会持续数十年，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与革命”
。A
在应对世界体系变化与建构国际新秩序问题方面，中东欧学者们本年度
的探索非常活跃，成果也颇丰。2016 年 3 月 11—13 日，波兰的弗罗茨瓦夫
，来自白俄罗
（Wroclaw）成功举办了“中东欧社会论坛”
（CEE Social Forum）
斯、波斯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匈牙利、摩尔多瓦、俄罗斯、斯洛文尼亚、
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等十几个国家的 100 多人参加了此次论坛。论坛的主
要目的之一是在东方和南方的边缘社会中建立起强大的团结力量。论坛分析了
中东欧转型未被提及的两个问题：第一，中东欧国家的体制转变虽然在两个强
大的外在力量，即美国和欧盟的干预下发生，但改革的拥护者们并不想恢复资
本主义，尤其是以半殖民地形式恢复的资本主义；第二，在私有化过程中，工
业生产被强行拆除，低工资成为唯一的“竞争”要素，移民和生产装配线占据
经济发展的主导形式。社会论坛的参与者决定在中东欧地区和地中海地区的左
翼组织和积极分子之间建立起强大的联系，一起继续展开反体制的斗争。 B 他
们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发表了最后宣言：停止军事化！解散北约！另一个世界
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紧迫的！从这次论坛可以明显看出，中东欧国家对当
今国际新秩序的普遍不满。当然，这种不满并非是完全的敌视，而是充满了复
杂的情感，一方面中东欧国家对苏联模式不堪回首的记忆仍历历在目，因此对
资本主义的抵制并不会导致他们直接拥护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移民危机所激发
的民族主义使得既有的改革成就遭遇挑战，他们又不得不转而依赖西方的自由
A John Smith,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Super-Exploitation,
and Capitalism’s Final Crisis ，Monthly Review Press,2016, p.279.
B “Report on the 2nd CEE Social Forum held in Wroclaw 11-13 March 2016”
，http://www.
attac.hu/2016/03/report-on-the-2nd-cee-social-forum-held-in-wroc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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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理念为自身辩护，从而试图抵制保守化趋势，但当他们把目光再次投向西
方时，却发现“迷人的民主西方”自身却也危机重重。总而言之，中东欧学者
在团结一致应对共同挑战时确实有的放矢，但在寻找未来走向时却犹豫不决，
中东欧的未来仍然迷雾重重。
综上所述，
2016 年对于欧洲来说是不平常的，主要起因是移民 / 难民危机，
它在国内激起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的泛滥，在国际关系上激起了中东欧
与西欧关系的再反思，具有左翼立场的学者在此背景下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
等等。在这个大的背景下，中东欧学者也有自己的忧虑与思考：一是左翼反应
及马克思主义研究；二是公民权的再思考；三是自由民主的危机；四是国际关
系中的政治与价值反思。另外，俄罗斯学者分析了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国家
之间日益加深的矛盾，以及民族国家与全球化利益之间的矛盾，单一全球监管
调节的不可能性等问题。

六、
“现实社会主义”批判与“21 世纪社会主义”构想
苏东剧变后，关于“现实社会主义”即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批判性反思，
以及未来社会主义构想，是国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例如，德国学者，
一是对社会主义观念重新理解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批判性反思。二是考察现实
社会主义失败与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关系、现实社会主义终结与马克思的人道主
义终结的关系，以及现实社会主义失败与“历史的终结”的关系。有人认为，
现实社会主义失败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生存危机；有人认为，尽管现实社会主义
实践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之间既有很大距离又有内在关联，但现实社会主义
终结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终结；当然，现实社会主义失败也不意味着
“历史的终结”
。
对于当代俄罗斯左翼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主义除了其理论本身的旨趣，
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它已经成为理解和把握俄罗斯历史道路与社会现实的重
要视域和方法。学者们基于新的时代状况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民族历史命
运之间的内在关联，寻求对现实发展道路的具体化阐释，凸显苏联解体后俄罗
斯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特殊性而非普遍性。在为民族复兴寻求信念支
撑与具体化纲领的诉求下，近年来，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社会、经济、政
治等相对具体的社会科学领域获得了更为充分的发展。临近十月革命胜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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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百年的时空跨度为左翼知识分子反思苏联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建设的历史
经验教训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视域与阐释维度。2016 年，他们对苏联社会主义
模式进行了再思考；讨论了为国家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未来而奋斗的工人运动，
即中国、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困难与障碍，西欧劳工和共产主义运动、俄罗
斯和乌克兰改革等问题。
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国外学者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
“计算机—社会主
义”
、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以及“21 世纪社会主义”
等各种不同方案，并出现了各种不同看法。例如，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2 月，
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济与社会部，同西班牙“内容与行动”网（Contextoy
“公共空间”网联合开设了主题为“21 世纪社会主义”的网
Acción，CTXT） A 、
络论坛（la Sección del Diario Público“Espacio Público”
）
。30 位来自西班牙及
欧洲各国的左翼党员、学者、社会活动家、工会领袖和新闻记者等，就“如何
理解今天的社会主义”展开了激烈讨论。讨论的相关议题包括“谁在维护社会
主义”
、
“经济民主的进步”
、
“民粹主义的蛊惑与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
、
“求助
于社会主义的新征程”
、
“野蛮还是社会主义：如何过渡”
、
“社会主义、市场与
阶级”
“社会主义的过去与未来”
、
“社会主义的救赎：什么是 21 世纪社会主义”
、
、
“21 世纪社会主义的挑战”
、
“我们面对怎样的资本主义”
、
“灵活的资本主义、
不稳定和新城市工薪阶层：社会主义的新形式”
、
“社会主义还是改良”
、
“重塑
劳资关系”
、
“建设替代道路”
、
“社会主义的前提”
、
“社会主义宝库的内涵”
、
“社
会主义、民众主义与变革时代的神经政治学”
、
“社会主义的一词多义”
、
“社会
主义纲领的更新”
、
“过渡道路”
、
“21 世纪重建社会主义解放纲领的必要性”
、
“工
团主义与社会主义”
、
“21 世纪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等等。论坛认为，当前民
主社会主义面临严峻挑战，既无法代表第一社会集团，也无法代表日益分化的
工人阶级，第三条道路的失败使之与第三社会集团价值观的变革彻底脱离了干
系。21 世纪社会主义必须发挥国家和市场的互补性，创立更加公平与自由的
社会必须革新企业所有制，而非产品和服务的分配形式。社会主义是经济民主

A “内容与行动”网，由西班牙主流媒体的 14 名记者于 2015 年联合组建，崇尚自由、
多元及批判精神，主张新闻传播的真实性、严肃性与建设性，旨在促进新闻民主与
独立，为南欧及拉美的新兴记者、艺术家、科学家和文学家提供一个开放的交流平
台。美国著名哲学家和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受邀任其编委会荣誉主席。参见
http://ctxt.es/es/20150115/redaccion/36/?tpl=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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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同义词，应在企业内部创建“集体”资本的坚实空间。民主基础的扩大必
然要求全球化的民主化，民族国家的民主化及企业的民主化。
拉美学者对“21 世纪社会主义”也提出了许多理论反思。例如：
（1）社
会主义是否应在“美好生活”
（
“美好生活”是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社会主义的
理念，融合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等内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2）考虑到无
论是长期实行经济计划国家化（古巴）
，还是经济对私人企业（包括民族和跨
国资本）非常开放的情况下，都出现了绝大多数人口基本需求未得到满足的现
象，哪一种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可以或应该用来解释下列这些企业形式：国家企
业、混合企业（包括本国和 / 或外国资本的）
、合作企业、社区企业、公社企
业、
（规模大和 / 或小、本国和 / 或外国）私人企业，以及个体经济？（3）在
存在大量私人大庄园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否可以容
纳大规模的单一作物种植和 / 或大规模使用农药和 / 或食品转基因技术？（4）
社会主义是否可以包含（本国和 / 或外国）私人银行和私人金融部门？（5）
是否可以在国家对外贸和人民政权垄断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6）是否可
以在不严格控制汇率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7）社会主义建设是否能
在举借外债的情况下进行？如果可以，应向谁举债？举债数量或比例以多少为
宜？（8）社会主义建设是否可以用外国投资为主要支撑？如果是，投资应该
来自何处？投资数量或比例以多少为宜？（9）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向资本主
义国家游客开放的旅游有什么作用？有哪些局限性？（10）社会主义是否能在
依靠以采矿收入为基础的经济上进行建设（因为这种产业损害人类和自然的健
康和本质）？（11）社会主义是否能够在没有共同生产者自由参与的情况下建
成？或在不同特点的企业，在经济计划和管理的所有领域实现？（12）在直接
民主和主人翁民主下 A ，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否能够或应该服从人民
的意愿？（13）在社会主义中工会应起什么作用（特别是在承认私人企业存在
的情况下）
？（14）在社会主义中，有组织的社区、社会运动（包括原住民社区、
黑人社区和组织、妇女团体、同性恋团体及其他
“少数族裔”
团体）
、高等院校、
环境组织，在地方和国家经济计划和管理中应起什么作用？（15）社会主义是
否可以用“旧的资本主义武器”
（即格瓦拉曾经批判过的资本主义范畴，其中
包括对“价值法则”的无限制应用，资本、价格的关联性概念，企业间竞争，

A 直接民主和主人翁民主是委内瑞拉 21 世纪社会主义框架下参与式民主的基本特点。

22

企业对利润的追逐，把工资作为个人和企业物质刺激的主要方法）
来进行建设？
如果可以，如何、在何种程度和数量上、在什么时候实施？（16）社会主义是
否能够在以化石燃料为根基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或应该坚定地依靠清洁或
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等，这些能源甚至在当今资本主义模式下在经济上
也是可以盈利的）
。
（17）拉美的社会主义是否能够在没有创造自己的技术、依
靠资本主义大国技术的情况下进行？如果自己的技术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我们
传统的社区、教育和科技中心、社会和合作企业在推进技术发展中应发挥怎样
的作用？（18）拉美（特别是拥有大量印第安人口和 / 或黑人的国家，在这些
国家还没有把典型的社区—环境、风俗习惯整合或扩展到全社会的经济领域）
今天是否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如何通过民主的方式把社区中传统的风俗习惯整
合到全国的经济—社会环境—教育发展规划中？（19）如何通过民主方式具体
地协调和整合国家规划与非集中化、地方自主的关系？（20）社会主义能否在
拉美各个国家单独地进行建设？还是需要在经济方面进行有效协调进而实现团
结，以便使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可能？如果可以实现有效协调进而实现团结，如
何在这方面进行推进？在这个进程中，苏克雷 A 、南方银行、原住民、劳动者、
工会、社会运动、环保组织、媒体（特别是公共和社区媒体）
、文化艺术界人
士、教育和体育中心应发挥何种作用？
除了拉美学者对 21 世纪社会主义的构想与反思外，2016 年英美学界也出
版了几部著作讨论后资本主义以及替代性的社会方案。在《四个未来：资本主
义后的生活》B 一书中，P. 弗雷泽（Peter Frase）利用平等与等级制、充裕与稀
缺两组概念的四种组合，分别描述了资本主义的四种可能未来，一是共产主义
（平等与充裕）：生产力发展、人与人之间互相平等、所有人都不必为了生存而
工作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这一理想随着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来
临将不再是梦想。在这个社会里，稀缺和劳动的标准将发生质的转变，呈现
一种“后工作”
、
“后稀缺性”新世界。但现实往往是“许多有权势的人认为，
掌控权利是自己该得的”
，因此，科技的发达和自动化的实现如果缺乏共产主
义的政治，形成的就有可能是“租赁主义”
（Rentism）
（充裕与等级制）社会，
租赁主义会导致消费不足和经济停滞。作者认为要克服租赁主义的弊端，
“社

A 古巴和委内瑞拉主导的玻利瓦尔美洲联盟的共同货币名称。
B Peter Frase，Four Futures: Life After Capitalism, Vers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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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
（稀缺与平等）就可能成为非常现实的选项：即通过国家领导的大规
模行动，通过诸如普遍基本收入和市场规划等机制来改变资本主义的弊端。而
如果这一理想未能实现，就可能转变为一种“灭绝主义”
（稀缺与等级制）：在
阶级意识明显和资源稀缺的背景下，生产自动化带来的巨大危险，即在统治阶
级看来，有大量的人是多余的，毕竟穷人变得越来越多余。作者很清楚地认识
到，由于权力关系和政治的因素，纯粹依靠技术来完成解放的时代并不会直接
到来，因为建立我们想要的社会终究是个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科技问题，未
来的可能性在于我们如何创造。政治存在于虚无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诱惑间，
它是能够创造我们想要的未来的唯一力量。在赖特（Erik Olin Wright）与哈内
尔合著的《资本主义的替代性选择：民主经济的提议》A 中，两位作者分别从
不同的角度讨论有别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哈内尔主张一种不是由中央集
。在《后资本
权的有计划的“参与性经济”
。赖特则主张一种“现实的乌托邦”
主义：通向未来之路》B 一书中，梅森讨论了数字革命带来的对资本主义的实
质威胁，他认为数字革命具有这样的潜力，即能够彻底重塑我们的工作、生
产和价值，并且摧毁市场和私有制。他认为，这已经在发生了，例如互助合
作、自我管理的网络在线空间如维基百科，等等。为此，他在书中第一部分重
新梳理了资本主义前几次危机的发生与发展。利用尼古拉·康德拉捷夫的长波
理论，梅森讨论了资本主义历经四个时期的繁荣与危机。他指出，在前三次危
机中，有组织的劳动者很好地阻止了资产阶级为了应付危机而削减工资，但是
2008 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与之前则不同，它的繁荣是建立在工会组织力量被削
弱的基础上的，因此危机并未逼迫资本家努力更新技术，而是进一步地裁员与
削减福利。在第二部分中，他利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驳斥了主流的边际效用
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当今社会的矛盾是：自由、充裕的社会产品的可
能性与由垄断企业、银行和政府构成的系统之间的矛盾，后者极力争夺对权利
和信息的控制。为此，作者在最后几章提供了一些具体的应对措施和目标。
最后，德国学者对该方面的探究也值得关注，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有：
《没

A Robin Hahnel, Erik Olin Wright, Alternatives to Capitalism: Proposals for a Democratic
Economy , Verso, 2016.
B Paul Mason, Postcapitalism: A Guide to Our Future , Allen Lan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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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贪婪的财富：我们如何脱离资本主义》A 、
《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
》B 、
《21 世
纪社会主义趋势》C 。在《没有贪婪的财富：我们如何脱离资本主义》一书中，
S. 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挑战了大部分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资
本主义在过去的发展中已经证明，它能够创造巨大的财富，所有的阶层最终都
能从中获益，它在将来也会继续如此。她认为，事实情况并非如此，通过大
量的数据分析，她把资本主义界定为“经济封建主义”
，并主张用其他的经济
模式替代它，如合作企业、公共福利企业等。在《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
》中，
W．施特雷克继续阐发了之前出版的《被购买的时间：民主资本主义延迟的危
机》D 中的一些观点，他指出了资本主义危机的三大特征：经济增长率持续下
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总体债务不断上升；经济不平等；并认为资本主义与民
主渐行渐远，并成为了自己的敌人，主要表现是对劳动力、土地、货币的全面
商品化，它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五大系统性失序：停滞；寡头性再分配；掠
夺公共领域；腐败；全球无政府状态。在《21 世纪社会主义趋势》一书中，
M. 波
卡罗（Mimmo Porcaro）坚持认为，对社会主义理解的根基必须奠定在资本主
义社会的经济再生产条件之上。不过，作者关于社会主义的主张与 H. 迪特里
希不同，社会主义并非仅仅代表了一种“等价经济”
（Äquivalenzökonomie）；
也与哈特和奈格里的主张不同，他并不主张要告别民族国家和传统的国家和人
民主权观念；显然也不同于霍耐特的“社会主义理念”
，与霍耐特主张社会主
义理念是对法国大革命理念中内在矛盾的克服不同，M. 波卡罗认为社会主义
首先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克服。他论述的出发点
是：生产的社会化形式与占有的私人形式之间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之间的矛盾关系。总的说来，本书的核心是尝试分析当今社会组织的矛盾，
并在此基础上展示社会主义介入的出发点。

A Sahra Wagenknecht, Reichtum ohne Gier. Wie wir uns vor dem Kapitalismus retten , Campus Verlag, Frankfurt/New York 2016.
B Wolfgang Streeck, HowWill Capitalism End? Essays on a Failing System ，Verso，2016.
C Mimmo Porcaro. Tendenzen des Sozialismus im 21. Jahrhundert . Beitraege zur kritischen
Transformationsforschung Bd.4, VSA, Hamburg 2015.
D Wolfgang Streeck, Gekaufte Zeit, Die vertagte Krise des demokratischen Kapitalismus.
Berlin ：Suhrkamp,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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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国
周爱民

从总体上看，2016 年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本延续了近年来的讨论主题。
2016 年，德国处于多事之秋，如难民问题尖锐化、右翼势力崛起、民粹主义
膨胀等，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却持续进行。这些问题被视为老
问题的新变种，即资本主义剥削中的反弹现象。不过，在资本主义批判的基调
中，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即对未来社会的积极构想。与左翼学者往往多数
只给出诊断而不给出药方不同，2016 年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继续批判资本主
义的扭曲发展时，还给出了未来社会的积极构想。因此，本报告在讨论德国马
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上，在继续关注资本主义批判的同时，也将勾勒未来社会
的构想。

一、学术与实践活动中的马克思
（一）MEGA2 编辑出版新动向
德国公共科学会议（GWK）于 2015 年 10 月 30 日通过决议，决定继续
资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编纂工作，资助期限
为 16 年。就如 G. 弗勒贝尔特（Georg Fülberth）所言，得到这样资助并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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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当然。 A 一方面，人文科学的资助金额是短缺的，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
申请者必须相互竞争有限的名额。所谓的长期研究计划越来越处于这种不利
主张的压力之下，即它阻碍了那些声称能够带来创新的新申请者。例如，一
个典型的案例就是格林词典的编纂项目，它虽然作为一个享有声望的研究计
划不可撼动，但是继续编纂计划还是遭到否定，无法继续获得资助。MEGA2
的编纂出版尤其受到质疑：它进展缓慢、耗时耗力，随着现今数字化的发展，
人们甚至怀疑它的印刷出版是否还有意义。实际上，这次 MEGA2 不是作为
一个继续研究计划，而是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计划，即以新的申报题目“新构
想并符合 21 世纪接受习惯形式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才获得了通过。
G. 弗勒贝尔特认为，这次会议标志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纂工作
进 入 了 第 四 个 时 期。 前 三 个 时 期 分 别 是：第 一 个 时 期（MEGA 1） 由 D. 梁
赞诺夫主持，始于 1927 年，终结于斯大林时期 20 世纪 30 年代。第二个时
期（MEGA2）从 1975 年持续到 1990 年。第三个时期，始于 1990 年之后对
MEGA2 的拯救、重新规划和推进。那么，为什么这次会议标志着新时期的开
始呢？主要原因是这次会议确定了 MEGA2 今后的数字化出版方向。
众所周知，MEGA2 由四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包括所有马克思恩格斯生
前发表的（
《资本论》除外）著作、文章、草稿。截至 2016 年底，计划中的
32 卷已有 22 卷出版，所缺卷数已经拟定出版。其中，包括恩格斯的《英国工
人阶级状况》
、
《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第二部分包括《资本
论》及其准备稿 15 卷，2012 年已经出齐。其中，有些可在网上查阅。 B 第三
部分主要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和寄给他们的全部书信。截至 2016 年底，计
划中的 35 卷仅仅出版了 14 卷。其中，前 13 卷涵盖了从开始到 1865 年 12 月
的时间段，之后的很长时间段目前仍付之阙如；接下来的第 30 卷涵盖了 1889
年 10 月 1 日到 1890 年 11 月 30 日之间的书信往来。剩余的 21 卷不再印刷出版，
而只出电子版。第四部分主要包括摘录、笔记、旁注，至今只出版了计划出版

A Georg Fülberth，Neues von der MEGA, in: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105,
2016, S.106.
B http ：//telota.bbaw.de/mega。主要包括：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资本论》
（1863—
《资本论》第 1 卷，1867 年汉堡版；
《资本论》第 2 卷手稿
1865 年经济学手稿）；
1868—1881 ；恩格斯 1884/1885 年编辑的《资本论》第 2 卷、1885 年版《资本论》
第 2 卷；1894 年版《资本论》第 3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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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卷中的 14 卷，剩余的大部分卷次也都将只出电子版。在将来，不仅这些即
将出版的电子版卷数对公众开放，之前的出版物将会被扫描成电子版上传到网
上，也对公众开放。

（二）马克思的革命概念
自 2008 年起，
“马克思—秋季学校”已走过了八个年头。为了承接与深
化之前的讨论主题，
“马克思—秋季学校”第九期（2016 年 11 月 4—6 日）讨
论的主题是马克思的革命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为了准备纪念俄国
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的“理论预热”
。参与这次讨论的学者有 R. 莫尔（Renate
、N. 拉科维茨（Nadja Rakowitz）和 C. 弗林斯（Christian Frings）
。在马
Mohl）
克思那里，革命概念包含着两个紧密相关的方面：
（1）马克思早年在《
〈黑格
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的、并贯穿其一生的绝对命令，即“必须推翻那
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该命
（2）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一种至
令被视为社会转型和革命的目的。
少是科学意义上的革命概念被鲜明地提了出来。因此，克服资本主义的革命要
求和对资本主义关系作出科学描述的要求在马克思那里是密不可分的。这两个
方面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有效地融合。一方面，该著作与资产阶级对资本主
义社会的自我理解（包括当时的经济学理论）分道扬镳；另一方面它试图解释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可变性和从这种生产关系中产生出来另一个社会的必然
性，当然首先要规定它的内在矛盾、动力、危机性。
然而，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统一的革命概念。马克思同样处理了政治革
命、科技革命，也研究了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今年的秋季学校主要处理马克
思走向政治—经济革命的阶段。以 1848 年革命为中心，马克思对革命问题的
讨论可以被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 1848 年以前——在 1848 年以前的文
本中，马克思阐发了政治革命的概念，同时也区分了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
革命。第二时期是 1848 年革命时期——在 1848 年革命时期的文本中，马克思
主要讨论了席卷全世界的革命发展和时代断裂问题。第三时期是政治经济学批
判时期——在这些文本中，马克思在科学地界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寻
找革命的可能性。 A
除了讨论这些文本之外，法国的 A. 比恩鲍姆（Antonia Birnbaum）做了

A 选读的文本可在该网站下载：http://marxherbstschule.net/10/?page_id=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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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政治的马克思，以及对抗与共产主义的一致性》的演讲；美国的 M. 罗
特以《否认有机的—自然的过程或者革命的过程》为题，阐述了 B. 布莱希特
的革命概念。

（三）资本主义与移民问题
有 50 多人参与的
“马克思主义学习周”
（2016 年 3 月 14—18 日，法兰克福）
讨论了时下最为棘手的欧洲难民危机问题。许多学术报告主要分析了今天和历
史上的难民潮起因，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和移民的普遍关联，以及阶级的重要性
等。在开场报告中，德国政治学家 F. 德佩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与自由劳动力储备军即相对人口过剩之间的关系，指出移民与城市化是历
史发展的结果。他强调，在与当下难民起因的斗争中——它的历史根源同样根
植于殖民剥削和当今的新殖民关系，必须在当地的社会革命中建立起符合人的
尊严的生存条件。在这里，F. 德佩提出了一个得到广泛讨论的问题，即如何能
把亨廷顿以来所鼓吹的文化斗争再次转变为阶级斗争。德国经济学家 E. 阿尔
特法特（Elmar Altvater）讨论了全球资本主义矛盾和移民问题。他认为，资本
积累必然导致无产者走向贫困化，这种贫困化在全球发展落差和最终的难民潮
中达到顶峰。此外，他也指出了环境灾难所引起的难民潮。他强调，为了在世
界范围内遏制金融市场在社会经济方面对生活条件的负面影响，把金融市场重
新嵌入到制度框架中将是一个有意义的前期目标。不过，在改变社会生态和经
济所需要的可能主体方面存在着论争。E. 阿尔特法特认为，难民的困难处境
使进一步的政治参与不再可能。J. 哈代（Jane Hardy）的报告首先描绘了 19 至
20 世纪的欧洲移民运动。从 1870 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总共有 500 万左
右欧洲人迁徙到北美与南美洲等地，其中有大量贫穷与流离失所的小农。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移民潮发生逆向流动。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重振需
要大量劳动力，英国、法国和荷兰从它们曾经的殖民地地区招募了大量劳工，
而其他国家则从紧邻欧洲的南部边缘地区，如土耳其和北非招募工人。截至
1973 年，移民劳动力占据法国和德国整个国家劳动力的 10%。移民工人作为
廉价劳动力与当地工人之间的矛盾早已存在，并非最近才发生。J. 哈代指出，
针对社会的断裂，只有通过工会组织好诸多移民，并且在共同的罢工中，阶级
团结才能建立起来。
另外，值得一提的报告，是关于难民起因和对之斗争的讨论。B. 马班察
（Boniface Mabanza）阐述了北方国家与非洲国家之间的新殖民关系，例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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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适应方案、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他认为，真正的“入侵”并非是那些涌
入欧洲的难民们，而且几个世纪以来的欧洲殖民者。当今非洲联盟虽然立场鲜
明地反对这种殖民形式的剥削，但在金融和制度方面仅是微弱地表达了这种立
场。随着更多国家如中国的参与，它们提供了更多合作的可能性。这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弱化剥削关系。 A 在小组讨论环节中，以《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第
105 期中“资本主义与移民”一栏中的文章为基础，与会者分为三个小组分别
讨论了“政治经济学和移民”
、
“难民的起因”
、
“作为阶级问题的移民”问题。

（四）反对种族主义运动
2016 年 3 月 13 日，德国巴登— 符腾堡州、莱茵兰— 法拉茨州和萨克森—
安哈尔特州举行了州议会选举，出人意料的是，
“德国另一种选择党”
（简称
AfD）在该三州的选举中均斩获两位数的战果，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票
甚至超过 24%，位列该州第二。此后有超过 17000 人签名支持
“反对种族主义”
运动的呼吁。2016 年 4 月 23 日，来自左翼组织、反种族主义活跃分子和工会
成员等超过 600 人，参加了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反对“德国另一种选择党”运动
的行动大会。会议主题是讨论如何让这场运动有效地转化为实际行动，这已经
不再是关于“什么是 AfD ？
”的问题了，而是更多地关于怎样反对它。德国社
会学家 A. 肯佩尔（Andreas Kemper）与黑森州穆斯林核心小组成员 S. 巴尔坎
（Said Barkan）
、被纳粹政权迫害者联盟代表 C. 克尔特（Cornalie Kerth）
、
“我
的权利就是你的权利联盟”代表 S. 乌拉（Samee Ullah）
，在周末晚上的开场讲
坛中宣称“这被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发展”
。S. 乌拉和 S. 巴尔坎的出席，不仅是
政治上的联盟伙伴出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德国另一种选择党”崛
起威胁的少数派代表。S. 乌拉指出了一些反对难民们参与的特殊困难。例如，
国家层面的歧视、难民营无法上网，以及常常缺少组织交流的可能性。S. 巴
尔坎清楚阐述了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与其他歧视形式的关联，并强调核心小组
反对种族主义，同时反对性别歧视、反对反穆斯林主义。
在德国五金工会全权代表 M. 埃哈特和黑森州博物馆总部董事会成员 O. 阿
克佐伊致辞后，周末开始了行动会议的积极筹办事宜。在各种工作坊中，参与
者们讨论了开展运动的核心因素，如如何在柏林的众议院选举前夕有效组织

A 参见 Boniface Mabanza Bambu，Fluchtursachen bekämpfen ：Was ist damit gemeint?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105, 2016, S.6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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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行动”
。在此，
“封锁占领”
（Blockupy）和干预主义左翼提出了他们的支
持。大会上也成立了专门工作小组，例如，收集“德国另一种选择党”全体成
员和工作人员信息小组、创作该运动和同盟成员能够被广泛知晓的公众材料的
工作组。另外，专门研究所谓的“固定餐桌斗争者”
（Stammtischkämpfer）的
工作坊也得到了积极的响应。上述想法和做法是基于这个事实，即“德国另一
种选择党”
是社会力量关系向右翼偏移的表达，它首先发生在所有的社会领域，
然后发生在大多数人直接的周围环境中。针对这个事实，一个训练模式将会被
发展，它主要帮助人们克服在反对右翼立场时的失语状态。在此，
“固定餐桌”
象征性地为游乐场提供长凳，为超市提供收银台或者为银婚纪念日提供咖啡
桌。该工作坊的第二阶段主要涉及与“德国另一种选择党”正面遭遇的各个领
域。例如，学生在“脸书”
（Facebook）上有组织地交流，在社区内部利用已
有的社区活动进行网络化组织等等。大会之后，运动的组织者很快落实建立了
自己的网站。 A

二、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
众所周知，在《资本论》第 2 卷中，马克思集中考察了资本的流通过程，
以及由此产生的区分与规定性。马克思的论述是从三种不同形态的资本循环开
始的：货币（G）
、生产（P）和商品（W）
。马克思排除了资本作为固定物或不
变关系的可能性，他认为资本总是从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从货币资本
到生产资本，从生产资本到商品资本。产业资本有三种形态，因而资本循环也
有三种形式，即货币资本循环（G—W…P…W′—G′）
、生产资本循环（P…
、商品资本循环（W′—G′—W…P…W′）
。这三种循
W′— G′—W…P）
环形式不是独立的，而是处于产业资本的无限循环之中。资本构成了生产与流
通的统一体，它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化被马克思称为“资本的形态变
化”
（Metamorphosendes Kapitals）
。这种论述的关键视角不是追溯生产过程中
资本形成的起源，而是生产仅仅构成了资本在其循环中的一个阶段或形态。虽
然马克思区分了生产过程中“资本的真实形态变化”和“流通的形式形态变化”
，
但它们是资本在其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全部阶段。即便如此，马克思仍然区分

A https://www.aufstehen-gegen-rassismu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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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循环的三种类型：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在该卷第一篇中，马克
思详细分析了每种形式的资本循环过程，不过他又总结性地认为这三种循环的
特征仅仅是一种形式的区分，因为每一种循环都预设并包含了其他循环，
“整
个区分仅仅是形式的，或者同时是作为主观的，为观察者而存在的区分。
”A
在 MEGA2 中，编辑指出马克思曾经详细解释了这三种资本循环并多次重新撰
写，但最终并未形成定稿。由此产生的问题是，马克思为什么如此耗费精力，
最后却只指出它们的区分仅仅是形式的和主观的？在这些形式的区分中，它们
的真实的和客观的差别又存在何处？
在《资本的三种循环与真实差别》B 一文中，A. 佩希曼尝试把资本循环的
三种形式当作真实的区别来理解，由此阐明每种循环过程中所产生的真实问
题。虽然每种资本循环形式在循环运动中都以其他循环为前提，但从客观上
看，每种循环在内容和目的上都有差异。在货币资本中，循环的目的是价值增
，在
殖（G…G′）
，在生产资本中则是重新生产被使用过的生产资本（P…P）
商品资本中是更新被消费的商品（W′…W′）
。因而，A. 佩希曼认为，根据
资本流通中存在的这些真实差别包含的不同问题、困难和危机现象，能够解释
人们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同视角及其不同理解。
首先，货币资本循环过程是货币—商品……生产……商品′—货币′，
用字母表示就是 G—W…P…W′—G′ -etc. 与其他两种循环形式相比，该循
环的特征是：
（1）赚取货币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明显的推动力量，因为循环
的出发点和终结点都是货币；
（2）生产过程仅仅是作为预付价值增殖的工具；
（3）在 G…G′过程，货币中的价值增殖似乎成为独立的价值形式，似乎货币
资本能够“钱生钱”
，而生产过程仅仅是“为了生钱目的而存在的必要麻烦”
。
货币资本循环中所呈现出的“钱生钱”的假象，被某些资产阶级理论家视为真
实的过程。例如重商主义就遵循货币资本逻辑，主张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增加
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财富。这种价值增加的根源不是来自于生产领域，而是源自
于商品流通领域，即商业交易。若将这种思维运用到国际贸易中去，就是一国
要在国际贸易中增加国内货币财富，就必须使得贸易的最终结果是出口额大于
进口额，只有这样才会赚取更多的货币财富。虽然重商主义只盛行于 17、18
A Marx-Engels-Werke, Band24, Der Zirkulationsprozess des Kapitals, Berlin 1971, S.105.
B Alexander von Pechmann: Die drei Kreislaeufe des Kapitals und ihre realen Unterschiede.
I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105,2016.

34

世纪，但它在当代也找到了代表，即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一些人认为金融服
务业本身就能创造社会财富，因此金融服务业能够使得货币资本不断地增殖。
相比商品交易，金融交易被认为更具优势，因为它省去了必要的现实交易麻
烦，这里资本的运动呈现为纯粹的“钱生钱”形式。在《资本论》第 2 卷中，
马克思仅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观点，并未批判金融资本的问题；但在《资本论》
第 3 卷中则处理了生息资本问题。货币资本的逻辑不仅受到金融市场和其理论
家们的追捧，而且也被那些对之进行批判的人不自觉地追随着。例如，有一种
批判就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指责货币资本“钱生钱”的目的。在此批判框架中，
追逐利润被视作狭义上的金融业或者广义上的资本主义的主要推动力量。但由
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其他功能就被忽略了，资本主义就被等同于发财致富
的体系。
A. 佩希曼认为更重要的是，根据马克思对货币资本流通过程的分析而产
生的批判方式。根据该分析，货币资本的增殖目的并非能够直接地实现，它必
须通过一系列中介环节，即货币形式的资本必须转化为作为劳动力和生产工具
的生产资本，因为剩余价值只有在生产过程中才会形成。因此，货币资本的增
殖仅仅是对未支付报酬的剩余劳动的占有，也就是说，资本的价值增殖通过剥
削劳动而发生。因此，对货币增殖的批判应当最终落脚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方式又产生了下述问题，即：为什么工人阶级甘于受
剥削呢？为什么工人阶级会有生产与再生产这种关系，从而使得并保障不断地
通过资本和货币资本循环而占有剩余价值成为可能？在过去 100 年里，正是这
个问题推动了有关意识形态批判的研究，即研究占支配地位的权力关系或者研
究统治阶级的阐释模式对劳动者意识的影响。此外，它也推动了人们借助于社
会心理学工具（适应与自我异化的机制）解释持续的剥削事实。然而，这种解
释路径是一种外在的解释，即通过外在于经济的因素澄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存续。与这种解释模式相反，A. 佩希曼强调更有意义的是分析资本的其他循
环形式。 A
其次，生产资本循环是资本的第二种变化形态。与货币资本不同，生产
资本并非从作为抽象一般的价值形式的货币开始，而是从生产要素的材料具体

A Alexander von Pechmann: Die drei Kreislaeufe des Kapitals und ihre realen Unterschiede.
I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105,2016, S.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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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即劳动力（Ak）和生产资料（Pm）开始。它们之所以是生产资本，是
因为一方面劳动力具有商品的形式，它由资本家通过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方式购
买而来，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以一定方式和程度是既定的，劳动过程同时也是增
殖过程。生产资本的功能在于它在生产过程中能够被使用，随着产品的生产，
生产要素被消耗掉。因此，生产资本循环就在于借助流通领域，即出卖作为商
品的产品（W′—G′）并且重新购买生产要素（G—W）
，重新生产在其开始
的生产形态中的资本。显而易见，这种形态变化的目的是更新生产资本，用公
式表示就是：P…W′—G′—W…P。
应该强调的是，在此描述中，马克思所关注的是生产资本循环的资本主
义特征。流通和货币在此构成了中间环节和中心，它促成了生产资本的再生
产。从中也可以看出，生产资本的形态变化（W′—G′—W）同时构成了整
个社会商品流通（W—G—W）的一部分。在第一个形态变化中，生产的商品
在转化为货币资本（W′—G′）时必须证明是对社会有用的使用价值。在第
二个形态变化中，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G—W）一方面构成了作为工人劳动
收入的工资形式，另一方面把生产资料的产品转化成了货币形式（W′—G′）
。
在这里，A. 佩希曼考察了生产资本循环受到阻碍的情况：一种情况是生产的产
品无法寻找到相应的或者足够的购买者，这就构成了马克思所谓的
“生产过剩”
或“消费不足”；另一种情况是第二阶段的货币没有转化成生产资本，而是转
化成为生息资本。这两种情况之所以应当受到特别关注，主要原因在于，它们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被排除在外，仅仅被当作市场过程要么被垄断要么被
工会扭曲的结果。此外，揭示生产资本循环过程，也能够从经济角度回答为什
么工人会再生产剥削的条件，即“提供与保证工作岗位，是作为生产力和生活
再生产的保障”
。A
最后，商品资本循环开始于出卖所生产的商品（W′）
，完成于对商品的
更新，该循环的公式是：W′—G′—W…P…W′。很明显，这个循环的意义
和目的就是再生产消费产品。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循环的目的同时掺杂着
其他目的，因为商品并非仅具有使用价值，也具有价值，它同时也是剩余价值
的载体。所以，商品一方面是满足购买者需求的物，另一方面对销售者来说它

A Alexander von Pechmann: Die drei Kreislaeufe des Kapitals und ihre realen Unterschiede.
I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105,2016, S.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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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表现在商品形式中的增殖资本。在此，马克思强调两点：
（1）这里不是价值
应当增殖，而是开始于以商品形式体现的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循环的结束也
是体现在商品形式中的已经增殖的资本（W′…W′）
。
（2）商品资本包括流
通和生产领域，运动的目的在于资本更新为商品形式，即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
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形式。
在这里，A. 佩希曼强调商品转化为货币的重要性，因为它关系到之后所
有环节是否能够顺利进行。转化是否成功，关键在于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是否能
被生产者和销售者唤醒。诸多因素构成了对消费欲望的刺激，它包括商品作为
使用价值的有用性、商品的美学吸引力，以及新产品的创新等。商品被如此地
塑造，它不仅是为满足购买者的特定需求，同时也展现为一种吸引人的生活方
式，消费者通过购买能够参与其中的生活方式。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对此进行
过系统研究，A. 佩希曼认为 W.F. 豪克的《商品美学批判》填补了这方面的不
“美学使用价值承诺”
足。A 在 W.F. 豪克那里，商品作为有用的物已转化成具有
的物，美学的假象在当今比商品本身的存在更为重要。不过，尽管 W.F. 豪克
的商品美学批判充满许多真知灼见，但他把制造假象的动力诉之于资本家赚取
利润的欲望则过于简单，从而错过了对价值形态转化的分析。这种被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所中介的需求结构，被新的心理分析思想所研究，如拉康、德勒兹、
瓜塔利等人。他们不是从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视角，而是从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分
析作为象征秩序的商品，探求与此相关联的心理结构，阐发“欲望辩证法”等
解释模型。
通过以上分析，A. 佩希曼强调，不能依靠一个维度去确定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本质，而是要从多重维度理解资本的本质，
“在固定的区分中同时把握
统一性，并且与之相反，也要把握这种统一性的必然区分。
”B 某种相同的生产
方式既包括在经济人效用和利润最大化的意义上的经济维度，也包括在政治经
济语境中的生产和社会维度，还有需求满足的心理维度。与资本循环相应的
是，它们不仅是形式的差异同时也是真实的差异，伴随着这种差异形成了有关
什么是资本主义不同的感知和理论构想。

A Wolfgang Fritz Haug:Kritikder Warenaesthetik , Frankfurt/Main,1972.
B Alexander von Pechmann: Die drei Kreislaeufe des Kapitals und ihre realen Unterschiede.
I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105,2016, S.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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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完善与发展
，该
2011 年霍耐特出版了大部头著作《自由的权利——民主伦理大纲》
书虽然旨在复兴黑格尔主义传统的伦理学，但也激起了人们对马克思法哲学
批判的兴趣。2015 年，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批判理论家 Ch. 门克（Christoph
，该书是继霍耐特《自由的权利》
Menke）又出版了一部大部头著作《权利批判》
之后又一部实践哲学力作。与传统实践哲学不同，该书并未直接探讨自由权
利、社会正义、国家主权等重要议题，而是通过分析整个资产阶级传统中关于
权利的理解与批判，试图阐发出一种新的权利学说。 A 从表面看来，这似乎是
一本不合时宜的书。难道世界不仍然充满着对权利的无视和践踏吗？相比批判
各种公民权利，捍卫各种权利不是更迫切吗？面对当今频发的人道主义灾难、
难民危机等，通过国家间合作，坚决贯彻各项已成文的人权规范不正是当务之
急吗？现实的世界似乎不是权利的过度使用或误用，而是权利的缺少。该书并
不否认这一直觉判断，它旨在探明这种缺少本身恰恰是资产阶级的权利形式导
致的，
“自由主义无法理解，正是资产阶级的权利形式把政治贬低为警治并产
生了社会的‘事实不平等’
，也无法理解它是怎样做到的。
”B 面对现实权利的
缺乏，自由主义只能以善良意图对之进行指责。Ch. 门克认为这种批判是外在
的，它只是把现存的要求与合理的要求相比较，并未阐明资产阶级的权利形式
怎样产生了该结果。借鉴马克思的批判方法，即真正的批判要表明它所批判的
事物的内在起源，Ch. 门克主张对资产阶级的权利形式之谱系学分析不仅能够
揭示它内在的矛盾，而且能够使得一种新的权利成为可能。
Ch. 门克指出，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已经强调资产阶级
对权利的主张是神秘的。这具体体现在，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对个体权利的
宣称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此行为中诞生了一个反对传统统治秩序的政治共同
体；另一方面这种政治上所主张的权利授予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非政治个体，
。资产阶
这使得政治共同体服务于“脱离了他人与共同体的自私自利的个人”

A 德语中的“Recht”可以译为法（law）与权利（right）
，在《权利批判》中，当作者
用 Recht 指代法（law）时，他常用定冠词“das Recht”
，用它指代权利（right）时，
则用不定冠词“ein Recht”或复数“Rechte”
。
B Christoph Menke, Kritikder Rechte , Berlin: Suhrkamp,2015, S.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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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对平等权利的主张之神秘性就在于，
“赋予非政治的人以权利的政治行为，
并因此是政治的自我剥夺。
”A 马克思认为这种神秘性很容易被揭穿，解决办
法就是“政治革命就是资产阶级社会革命”
。很明显，马克思是从资产阶级革
命的后果去解释它的谜一般的特性，即资产阶级社会从政治中解放出来，政
治沦为服务它的工具。Ch. 门克认为这种从后果角度的解释过于简单，因为问
题的关键首先不在于它为什么降低政治，而是在于它怎样通过主张权利做到
的，如果不理解它怎样做到的，那么我们便无法在内容、目的和效果方面理
解资产阶级对平等权利的主张。事实上，权利的“如何”优先于它的“什么”
、
“为什么”和“为什么目的”
。这个“如何”的处理方式就是权利的形式。该
书就是通过对现代权利形式的分析，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马克思曾经所进行的
法哲学批判。
Ch. 门克主张，现代法所确立的平等权利是一种特殊的和完全新型的规范
机制，是“一种本体论变革”
。他区分了三种形式的法，雅典法、罗马法、现
代法。前两种法在对法的功能界定方面虽有很大不同，但在对权利的理解上是
相同的，
“在雅典法和罗马法中，合法的权利诉求是一个正义诉求，因为它要
求某种‘正义的东西’
（Gerechtes）：要求一种通过人与人之间正义的分配和平
衡而确定的占有。
”B 正义的分配与某个人在共同体中的伦理地位相关，这种地
位的差别决定了分配的差异。然而，在现代法中，权利的要求并不涉及某种正
义的东西，而是“涉及先于或外在于法的东西：涉及实施某个行为的权利或自
由，它独立于法或先于法而存在”C 。就是说，现代法所确立的内容与法本身不
相关，这些内容是纯粹的自然因素，是人们自由实施个人行为或满足个体不同
欲望的要求。当然，这些自然的事实并非本身就具有规范性，而是在一定的外
在限制条件下，才能成为合法的权利诉求。这个外在的限制条件，就是相互不
影响各自自由的任意行为，
“权利诉求的规范力量不再源自于内容，即它是什
”D 这种外在的限定所遵循的原则就是康德
么，而是源自于何种程度或者多少。
所界定的：
“任何一个行动都是合法的，当它或者按其准则每个人的任性的自

A Christoph Menke, Kritikder Rechte , Berlin: Suhrkamp,2015, S.8.
B Christoph Menke, Kritikder Rechte, Berlin: Suhrkamp,2015, S.57.
C Christoph Menke, Kritikder Rechte , Berlin: Suhrkamp,2015, S.57.
D Christoph Menke, Kritikder Rechte, Berlin: Suhrkamp,2015, S.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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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都能够根据一个普遍法则与任何人的自由共存。
”A 任何行为只要符合这种
外在的限定就是合法的，至于它本身则可不受任何内在规范的约束。对于法来
说，它们是完全不受规定的。由此，现代的权利诉求使得规范性与事实性紧密
糅合在一起，这种权利诉求对他人来说是一种具有规范约束力的要求，但这种
规范性恰恰在于产生先于规范或外在于规范的事实性，简言之，现代“权利产
生的形式就是合法化自然的东西”B 。
该书第一章除了界定现代法与雅典法、罗马法的区别之外，也具体分析
了现代法的形式化过程。现代法通过两种方式使得对权利的要求合法化：
“使
能够”
（Ermöglichung）和“允许”
（Erlaubnis）
。前者涉及为什么使用权利，
涉及法与使用权利的行为之间的关系，法使得自然的要求能够实现。后者涉及
为什么要遵守法律义务，涉及法与法律上所确定的权利的理由之间的关系，法
允许意欲自然的癖好。权利的现代形式的实施就是对这种自然东西的合法化过
程。权利的现代理论在 19 世纪形成了两种基本设想，这两种对立的设想直到
20 世纪仍然被广泛地讨论：一是利益理论，一是意志或任意理论。利益理论主
要阐明了权利的“使能够”方面，即所有权利主要在于使得自然追求得到平等
实现，这种最基本的追求就是利益。与之相对，意志理论强调所有权利在于保
障自然追求的领域。不过，虽然这两个方面相互补充，但也相互对立。使利益
的实现成为可能，预设法规定了自然的欲求，而允许任意则预设自然的欲求对
法来说是无规定的。 C Ch. 门克认为，它们相互补充构成了现代法的整体，同
时又相互对立。这种矛盾的关系构成了权利的现代形式。
该书第二章从概念层面进一步分析现代法，认为权利的现代形式扭曲了
作为自我反思的现代法，它是法的自我反思的障碍。首先，借助卢曼对法的
形式的分析，Ch. 门克澄清了现代法立法过程中的神秘性。现代法的“合法律
性”
（Legalität）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主性，即法的设立是自主的，它不
依赖于伦理或自然法，法自己产生它的规范性，不需要考虑政治伦理或者自然
理性；另一方面自主的法是有关权利的法，合法化的过程不是从无创造有，而
是从既定的事实，从先于法存在的东西出发使之合法化的过程。由此可见，法

A 《康德著作全集》第 6 卷，张荣、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38
页。
（译文有改动）
B Christoph Menke, Kritikder Rechte , Berlin: Suhrkamp,2015, S.63.
C Christoph Menke, Kritikder Rechte , Berlin: Suhrkamp,2015, S.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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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性也就预设了它不能处置的事实性。立法的同时也是对法的限定，创
立和限制是合法律性的一体两面，
“近代的合法律性理念的神秘性在于，怎样
一起思考立法（主权）的自主性与对先于法的东西的（材料）的考虑。
”A 利用
卢曼对法的形式的分析，Ch. 门克从理论角度阐释了广义的法所包含的内在漏
洞。任何法都包含了两种意义上的区分，一种是区分法与不法（Unrecht）
，另
一种是区分法与“无法”
（Nichtrecht）
。前者的区分如伦理学中的“善”与“恶”
的区分一样，是属于法本身之内的区分，只有存在这种区分，才会存在法。后
一种区分借鉴的是系统论学说，即任何系统都存在与之相区分的世界，该世界
构成了系统的“环境”
（Umwelt）
。法与无法的区分，就是作为法的系统与该
系统之外的世界的区分，通过这种区分，法与无法能够自我指涉。当然，这两
种区分不是完全分离的。外部世界通过法与不法的区分而建立起来。法与无法
的区分不是在法中区分了法与不法，由此这种区分不是无法转化成法的东西，
而是无法被带入法之中，但法又不能对之作出法与不法的区分，所以它是作为
法的他者而存在，是“无法”
，既不是法，又不是不法。其次，Ch. 门克指出
广义上法的漏洞在传统法中是不存在的，因为该漏洞被传统的目的论或客观理
性弥合了，但现代法并未外在地弥合该漏洞，而是使之成为反思的对象，现
代法的自我反思就是“这样的步骤，在此法只有如此自我指涉才会出现在法
中……即它在与无法的区分中自我指涉或指涉作为法的他者的无法”B 。现代法
的这种自我反思过程，又被称为“形式的物质化”
，即无法作为自然的东西在
法中起到了作用，因为法不能够对之作出任何规定，但是法又必须使其自身与
之区分开来，否定它法则不能够自我指涉。最后，权利的现代形式就是现代法
自我反思的产物，是现代法自我反思的形式，是它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但是权
利的现代形式实际存在的形态，即资产阶级法，却是这种自我反思的障碍，它
并未显现本质，而是歪曲了本质。由于资产阶级法的基本规定是主观权利，资
产阶级法是现代法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存在形式，因此主观权利的基础是法的
现代自我反思。资产阶级的主观权利理论之所以是错误的法，是因为它既预设
了法的自我反思同时又扭曲了这种自我反思。这个错误在于它是一种实证主
义，即把法中作为无法的材料视为“既定物”
（Gegebenen）
。与之相对的是辩

A Christoph Menke, Kritikder Rechte , Berlin: Suhrkamp,2015, S.107.
B Christoph Menke, Kritikder Rechte, Berlin: Suhrkamp,2015, S.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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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唯物主义，即客体的优先性并非体现在它被视为最终的既定物，而是被视为
处于中介中，被视为彻底无规定性，作为“否定的力量”
。 A 以此为基础的法
就是与资产阶级法相对立的另一种法。
该书第三章进一步详细分析了资产阶级法的内在矛盾。首先通过考察耶
利内克、萨维尼、M. 韦伯等对资产阶级个人权利的论述，阐明了资产阶级个
人权利的许可原则并非没有添加任何能力和权力。主张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认
为，法律仅仅是保障存在于法之前的个体的“物理”能力，这些能力是由自然
赋予个体的，法律未添加任何能力。然而理论上并非如此，这些能力是现代资
产阶级立法本身的产物，是法本身赋予了个体可以实现自身的任意自由。不是
先有外在于法或前于法存在的主体性，然而再通过立法赋予主体性以权利，而
是现代法产生了主体性，并使得主观的权利得以可能。所以，赋予个体以主观
权利，同时是一种政治行为和私有化行为。政治行为是因为它判断何为法，私
有化行为是因为它使得法仅仅成为保障实现私人意志的工具。对于私人意志本
身，它不做任何内在的规范约束。它的唯一规范性源自于对私人意志的外在限
定，即使得它们能相互不阻碍地共存。其次，Ch. 门克指出，对保障主观意志
的实现，资产阶级法有着不同的理解。一方面，保障主观意志的实现被视为保
障权利主体对自身意志的占有，这种占有构成了所有权的根据；另一方面主观
意志的实现总是实现某种具体的目的，而目的的实现就需要具体的工具，因此
主观意志需要私有财产以保障它的实现。但是作为工具的财产已超越了私人领
域，它是社会的产物，因此它需要占有一定的社会产品，它就需要一定的社会
权利。资产阶级法的批判就表现为这两种具体形态的斗争，前者表现为自由主
义，后者表现为社会主义。它们的批判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因为它们相互指
责对方并非是自由的实现，而是社会统治的产物。主张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一
方指责主张社会权利的社会主义会造成主体的常态化；而主张社会权利的社会
主义一方则会指责对方背后隐藏的是剥削和压迫。双方为权利的正当解释而进
行的斗争，也是政治斗争，是为争夺唯一解释权的斗争，它构成了资产阶级法
的政治。这种斗争的过程，是资产阶级法的内在转化过程，作者用如下的示意
图简要地介绍了这种斗争的过程 B ：

A Christoph Menke, Kritikder Rechte , Berlin: Suhrkamp,2015, S.170.
B Christoph Menke, Kritikder Rechte , Berlin: Suhrkamp,2015, S.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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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相互批判能够使各自意识到自身的缺陷，但这种批判并不能超越资
产阶级法，因为这种批判存在结构性的限制，即相互无法理解各自如何相互对
立，以及各自转化为一种社会统治。借助于马克思的批判方法，Ch. 门克认为
这种结果是资产阶级法的基础造成的，这个基础就是作为一种实证主义的主观
权利的形式。
该书最后一章进一步指出了资产阶级法内在矛盾的根源，并且借助辩证
唯物主义简要勾勒了另一种新的权利学说。Ch. 门克认为，主观权利形式的悖
论根源于资产阶级政治的困境，它在当今体现为福利国家宪法的危机。这种危
机使得政治与社会的关系被重新提出：一方面建立主观权利的政治行动在于保
障资产阶级社会成为自主的联合体，但由于社会必然内在滋生权力统治，又需
要持续地政治干预；另一方面政治干预仅在于保障主观权利的形式，它又再次
产生自主的社会联合体，由于它内在滋生权力统治的倾向又需要持续地政治干
预。由此可看出，以基本权利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政治是必然的，但同时又是无
力的，它总是引发它欲解决的问题。 A 通过重新解读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
中阐述的奴隶起义，Ch. 门克指出主观权利的形式是现代奴隶起义的产物，该
过程能够说明起义的奴隶为什么要求平等的权利，不过它也能指向另外一种可
能形成新的权利诉求。这种新的权利形成奴隶起义中另外一种辩证的要求，该
要求并非只主张权利只在于考虑奴隶的“无力”
，即平等尊重所有人的意志，
以此作为权利的最终根据，而是主张既要提供参与的权利，也要保障不参与的
无力。

A Christoph Menke, Kritikder Rechte , Berlin: Suhrkamp,2015, S.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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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文的简要勾勒，可以看出，Ch. 门克利用辩证唯物主义尝试批判资
产阶级的主观权利形式，并试图给出另外一种权利学说的探索，无疑拓展与深
化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理论，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四、德国左翼思潮变迁：从“改革的另外选择”到转型之争
在
《马克思主义创新》
杂志总第 107 期中，当今德国左翼广泛讨论的
“转型”
（Transformation）问题得到了专门的探讨。在转型研究之前，
“改革的另外选择”
（Reformalternative）问题曾在德国左翼中盛行了一段时间。左翼思潮为什么会
发生这样的转变，这两者之间的差异究竟是什么？这期的四篇文章对此展开了
深入地讨论。
1988 年，时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马克思主义研究所（IMSF）所长的 H. 荣
格（Heinz Jung）与 J. 胡弗施密特（Jörg Huffschmid）共同出版了《改革的另
外选择：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辩护》一书。 A 该书出版的历史背景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代表戈尔巴乔夫改革方案和欧洲共产主义立场的德国共产党革
新派，与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的民主德国立场以及“共产主义正统”所代表的
力量之间产生了激烈争论。该书试图以所谓的“改革的另外选择”构想来调停
这场争论，它主要是对 20 世纪末共产主义政治的理论与实践的不足进行批判
性反思。当时的现实情况是，在 70 年代危机之后资本主义逐步走向稳定，而
现实社会主义危机不但没有缓解，反而越来越严重，西欧的共产党也逐步走
向衰落。70 年代以后，新社会运动集中关注基层民主、生态问题、核心力量、
性别关系。工人运动的传统政党一开始便忽略这些新兴议题，他们的资本主义
分析总是被框定在下述基本信念中，即 1917 年之后的世界已经处于向社会主
义过渡时期，因而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革命也被长期低估。
“改革的另外选择”不仅脱离了教条的“时期概念”
，即资本主义处于向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中对改革与革命的区分。他
们认为，传统观点低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高估了现实社会主义的魅力。
与此相反，人们必须准备适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长期共存，就是说在发达

A Jörg Huffschmid/Heinz Jung, Reformalternative. Ein marxistisches Plädoyer . Arbeitsmaterialiendes IMSF28, Frankfurt/Main,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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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不会过渡到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的改革框架内，尖锐
的人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在“改革的另外选择”讨论中，H. 荣格与 J. 胡弗
施密特坚持法兰克福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他们强调，在现
代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
“一种在政治层面的社会和经济管制机制已经形
成。
”A 资本主义的具体形态将是政治和社会斗争的结果。因此，资本积累的速
度和方向直到物质的结构都成为政治讨论的对象。在此基础上，他们阐发了适
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变化了的纲领，它的贯彻不再是依赖抽象的资本逻辑，而
是依赖政治力量关系。于是，他们作出了这样的区分：一方面是（作为理想型）
私人垄断、激进市场权威和反中央集权；另一方面是中央集权—改革的变种。
全球问题的逐步扩大（和平 / 战争、环境）
、社会主义前景的绝望，使得必须
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解决问题。现在重要的是：
“制定纲领和政治行动的精力
首先以资本主义内部改革式的改变为目标：另一种经济和社会政治、引入环境
友好型的生产与再生产形式、妇女的真正平等和社会所有领域中的民主。
”B
在“改革的另外选择”中，
“不是涉及与资本主义的断裂，而是涉及在国
家垄断资本主义中贯彻以和平为导向和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
”C 因此，在当今
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中有关民主和社会福利进步的可能性问题得到了肯定的回
答，
“只有在这条道路上，当今通向广泛的社会福利进步和社会主义的道路才
是敞开的。
”D 这种观点是对传统共产主义反垄断导向的批判，J. 胡弗施密特迟
些时候更为明确地表述了这种批判。他认为，以前的反垄断纲领是一种还原主
义的表达，它想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垄断资本的存在和策略上。 E 它
忽略了具体的改革，相对于具体的社会问题和社会运动的另外选择，独立化并
绝对化了权力问题，
“它试图在权力问题已经不是议事日程的时代考虑权力问

A Jörg Huffschmid/Heinz Jung, Reformalternative. Ein marxistisches Plädoyer . Arbeitsmaterialiendes IMSF28, Frankfurt/Main,1988, S.33.
B Jörg Huffschmid, Reformalternative- Noch ein Abschied von noch einer Illusion? In: Huffschmid/Jung: Reformalternative, Nachdruck von 2010, S.157-173.
C Jörg Huffschmid/Heinz Jung, Reformalternative. Ein marxistisches Plädoyer . Arbeitsmaterialiendes IMSF28, Frankfurt/Main,1988, S.9.
D Jörg Huffschmid/Heinz Jung, Reformalternative. Ein marxistisches Plädoyer . Arbeitsmaterialiendes IMSF28, Frankfurt/Main,1988, S.9.
E Jürgen Reusch/Jörg Goldberg, Reformalternative und Transformationsdebatte,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107,2016, S.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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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A 沿此思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理论，即相信质的断裂的马克思
列宁主义理论，被推延到了不确定的未来。不过，他们并未放弃这个思想，而
是强调他们所勾勒的改革有着独立和继续存在的必要性，不仅是工具功能。
然而，他们所期待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并未实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以至成为“普遍的和唯一的重要的社会系统”B 。
当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尝试所带来的希望——资本主义的替代性选择不仅是理
论上可以设想的，而且在实践上是存在的和可以贯彻的——迅速失效了。不
过，正如 F. 德佩指出的那样，他们所依赖的基本假设，即资本主义将长期处
于稳定的阶段能够应付各种挑战，已经很难成立了。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
如下事实已经越来越明显，即资本主义已经过渡到滞胀阶段，并处于多重危机
之中。换言之，
“自 20 世纪最后 15 年以来，稳定资本主义的措施为资本主义
大危机做好了准备，该危机……开创了时代的变革。
”C 在此背景下，改革与革
命的关系问题又被提上议程，它们似乎又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J. 胡弗施密
特在反思早期“改革的另外选择”的不足时指出，
“马克思主义创新讨论中大
部分巨大缺陷和错误发展……，其中就包括该事实，即它对专一性（阶级问题
用它规定了传统的思维出发点）的反应是用另一种专一性替代。阶级问题和政
治权力斗争被告别了，被类的概念和公民社会话语所取代。
”D 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
“改革的另外选择”已然无法回答社会主义的替代性选择究竟怎样完成的
问题了。
目前，德国左翼党纲领上明确写着：
“社会变化的关键问题是所有权问题。
经济权力也意味着政治权力。只要大企业的决策是以利润预期而非共同的福祉
为导向，那么政治就是压榨的……民主社会要求，必须遏制并克服那些导致贫
穷、剥削、破坏自然、军事装备和战争的经济权力……我们欲求民主的彻底革
新，它能扩展到经济决策领域中，以及整个所有权形式服从于解放的、福利的

A Jörg Huffschmid, Antimonopolistische Strategie- eine tragfähige Orientierung kommunistischer Politik heute ?Vorläufige Thesen . In: Z1, März,1990, S.78.
B Jörg Huffschmid, Reformalternative- Noch ein Abschied von noch einer Illusion? In: Huffschmid/Jung: Reformalternative, Nachdruck von 2010, S.162.
C Frank Deppe, Reformalternative heute, in: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107,2016, S.37.
D Frank Deppe, Reformalternative heute, in: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107,2016, S.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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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态的标准。左翼党“在社会重组的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为了 21 世纪民
主社会主义而战斗”
。那么，怎样具体地界定这个“转型过程”
？由罗莎·卢森
堡基金会资助的“社会分析研究所”开始的“转型研究”就是对该问题的回答。
该研究所的前任所长 M. 布里指出，近年来，
“转型”概念已经成为左翼政党
的“新的元叙事”
，它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主旋律”
， A 也因此备受争议。
“转型”概念与“改革的另外选择”有所联系，又有重大区别。尽管对“转
型”概念的具体理解目前尚无定论。M. 布里特别强调，
“转型”意味着资本主
义内部的一个激进的改革战略，它同时指示超越资本主义，也包括推向社会主
义变化的深刻的断裂。他认为，这种转型思想既远离了传统的寄希望于激进的
革命断裂，寄希望于“作为消除剥削、压迫、异化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也
与系统的适应战略相距甚远。D. 克莱因（Dieter Klein）在“双重转型”概念
中阐述了这个基本思想。D. 克莱因认为，转型概念指涉非常不同的社会过程，
一方面指涉东欧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另一方面指涉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
过渡。与此相对，一个长期的“第二大转型”应当迈向“与自然协调一致的团
。不
结和正义的社会。
”B 这种转型也可以被视为“民主的、绿色的社会主义”
过，这种大转型并非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直接的下一幕剧。下一幕剧或者说很多
下一幕剧是资本主义系统内部的许多改革，是诸多小的转型。这个大转型以诸
多小转型为前提。后者仍然囿于资本主义之内，这些转型的必然性一方面是源
自于近期的世界经济危机，另一方面是源自于自然生活基础遭受的威胁以及对
全球能源获取的调整要求，它们迟早要突破并超越资本主义的界限。这两种转
型并非是分离的，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在资本主义内部的转型中，即向
社会管制的公民的、绿色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中，能够迈入第二次大转型，在
资本主义框架中的转型越加包括了超越资本主义的趋势。这是双重转型构想
的基本思想。
”C 因此，这个概念指体系的断裂和内在于资本主义的改变。很明

A Brie, Michael（Hrsg.）: Futuring. Perspektiven der Transformation im Kapitalismus über
ihn hinaus , Münster,2014, S.8.
B Dieter Klein, Doppelte Transformation. In: Brie, Michael（Hrsg.）: Futuring. Perspektiven
der Transformation im Kapitalismus über ihn hinaus , Münster,2014, S.102.
C Brie, Michael/ Candeias, Mario/Klein, Dieter: Gegügt es Euch,“im Herrschenden System
mitzutanzen, statt es aktiv zu verändern”? Die Transformationsforscher Michael Brie,
Mario Candeias und Dieter Klein befragt. In: Michael Brie（Hrsg.）: Lasst uns über Alternativen reden . Beiträge zur kritischen Transformationsforschung 3, Hamburg, S.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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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这是为了克服传统马克思主义路线中改革与革命的对立。
M. 坎德亚斯（Mario Candeias ）则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首先意
指所有社会关系的改变。……不同的社会组织和阶级派别围绕具体的战略方
案，在相互争论中形成新的社会集团。
”A 在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包括已
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相互竞争的战略方案有四种：
（1）独裁的新自由主义和严
格的财政紧缩方案，由金融资本和资本集团掌控，它们基本建立在石化能源载
体的基础上；
（2）绿色资本主义，非石化能源领域的资本集团承载，包括工会
和联盟 90/ 绿党；
（3）社会—自由的“绿色新政”
（Green New Deal）和更多的
公共投资和金融市场管制，主要是为了国内市场的资本利益；
（4）绿色社会主
义，经济民主和“绿色—社会主义再生产经济”
，倡导者主体是“马赛克左翼”
。
这些不是对未来社会应当是怎样的具体情景的展望，而是尝试对经验趋势的规
定。不过，M. 赞德（Michael Zander）指出，已有的文献并没有就转型的具体
过程展开进一步的经验分析，而且怎样利用数据库和统计方法去识别这个转型
趋势也未得到相应的澄清。K. 施泰尼茨也指出，在转型分析中，新自由主义
全球化的后果得到了充分地论述，但“这些后果出现方面的概率并没有得到充
分地评估。
”B
除了对转型概念、转型过程的分析外，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的转型研究
还从政治和社会学方面回答了应当怎样去贯彻左翼所希望的转型。一些学者认
为传统的阶级概念不再适用，因为传统的产业工业工人队伍不断地萎缩，已经
“当今的
无法充当转型的主体，在当今“缺少一个明确固定的转型的主体”C 。
转型只能作为劳动、经济、科学、公共领域和政治的多元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合
作行动才是可设想的。
”D 但对具体的合作模式，德国左翼学者也存在着一定的
分歧。D. 克莱因援引了“马赛克左翼”概念，就像马赛克由诸多部分组成一
样，转型的主体应当由诸多不同的群体和组织构成，进而形成完全不同的统一

A Candeias 2014，304f，Szenarien greener Transformation. In M. Brie（Hrsg.）
，Futuring,
Muenster.
B Steinitz，K. ：Überlegungenzueinerkritischenlinken Transformationsforschung. In M.Brie
（Hrsg.）
，Lasst uns uber Alternativen redden. Hamburg, 2015.
C Rolf Reißig: Tranformation—ein spezifischer Typ sozialen Wandels. Ein analytischer und
sozialtheoretischer Entwurf. In: Michael Brie（Hrsg.）: Futuring, Münster, S.82.
D Rolf Reißig: Tranformation—ein spezifischer Typ sozialen Wandels. Ein analytischer und
sozialtheoretischer Entwurf. In: Michael Brie（Hrsg.）: Futuring, Münster, S.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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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该整体“除了工会之外，还包括全球批判运动、广泛的非政府组织、各
种不同的社会自我救助组织，尤其是文化左翼中的批判人士，即科学家、学者
和其他人”
，他们“相互包容和相互接受的新文化”
，必须“是这种联盟的关键
资源”
。
“马赛克左翼”虽然描述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但它与其他政党的界限
却并没有得到充分地阐述。此外，在合作方面，D. 克莱因希望通过“红—红—
绿联盟”
（即社会民主党、左翼党、绿党联盟）改变社会力量关系，以朝向左
翼方向发展，但是社会民主党和绿党为什么要改变自身，这种改变的动力来自
何处？ D. 克莱因并未阐述清楚。
另外一些学者如 M. 布里和 C. 希尔德布兰特（Cornelia Hildebrandt）则仍
然强调阶级分析的必要性，特别反对 M. 维斯特（Michael Vester）的劳动组阶
层理论。他们认为，即使工人之间也存在一定“水平差异”
，
“一部分成功地提
高了收入、教育、地位和社会保障，他们拥有受全球欢迎的技能，工作在繁荣
的德国出口工业核心领域，或者工作在更高的公共服务领域。而另外一些人则
为提高工资和工作条件、为微薄的社会福利而斗争……还有一部分则是服务业
无产阶级。
”A 不关注这些，人们会错失系统的社会和阶级结构分析。M. 布里
和 C. 希尔德布兰特指出，现在的大部分左翼来自于社会中产阶层，因此要训
练“来自底层的眼光”才能联合社会底层。在选举中，社会底层往往弃权或者
选举所谓的右翼政党，而中产阶层在政治上也是不可靠的，他们往往会选择自
由民主党、德国的另一种选择党和绿党。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左翼政党很
少出现在转型研究的文献中，而已有政党政治的选择显得颇为有限。K. 基平
（Katja Kipping）和 B. 利辛格尔（Bernd Riexinger）谈论了“所有红绿联盟观
念的最终失败，即在现存框架中的整容式改变”
，社会民主党和绿党“与之前
相比已经远离了社会正义，这些政党中再也没有左翼阵营了”B 。他们一方面寄
希望于有待新创造的“团结阵营”
，另一方面寄希望于“SPD 和绿党的基本的
方向转变”
。
除了这些政治实践层面的讨论之外，
“转型研究”有待展开的还有哲学层

A Brie, M./ Hildebrandt, C.: Solidarische Mitte-Unten-Bündnisse.Luxemburg 2/2015, http://
www.zeitschrift-luxemburg.de/solidarische-mitte-unten-buendnisse/.
B Kipping, K./Riexinger, B.: Revolution für soziale Gerechtigkeitund Demokratie! https://
www.die-linke.de/nc/die-linke/nachrichten/detail/artikel/revolution-fuer-soziale-gerechtigkeit-und-demokra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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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探索，因为“对转型展开辩论的焦点在于强调渐进式改革，并假定它具有
导向深远改革的潜能”A 。能否从哲学层面上阐明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可能
直接决定转型研究的成败。

五、资本主义危机诊断与社会主义构想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重新成为热点。它已超出学院
派狭小的圈子，成为媒体报道、公众讲坛的主题，甚至成为街谈巷议的主题。
与此相应，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也成为学界、左翼政党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在
《没有贪婪
2016 年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关这两个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
《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
》C 、
《21 世纪社会
的财富：我们如何脱离资本主义》B 、
主义趋势》D 。这些著作不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支撑，而且也充分利用了
当今的实证研究数据，并且它们的语言表达简明流畅，具有广泛的可读性，已
在学界和公众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没有贪婪的财富：我们如何脱离资本主义》
的作者 S. 瓦根克内希特
（Sahra
，曾是德国左翼党（die Linke）主席。该书指出，就如我们在 21
Wagenknecht）
世纪经历的市场资本主义仅仅是以利润为导向的，它的参与者们对财富贪得无
厌、具有无限的破坏力，因此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应当被废除。该书想要说服
所有那些在当今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和政治系统中并未受益反而受害的人们，但
这并非易事。因为对资本主义的如下辩护已被大部分人所接受：资本主义在过
去的发展中已经证明，它能够创造巨大的财富，所有的阶层最终都能从中获
益，它在将来也会继续如此。这种观念在大众中已经根深蒂固，甚至造成了许
多人放弃去反思当今社会体制的意义了。 E 与此观念相反，作者认为这完全是

A 乌尔里希·布兰德：
《作为一种新批判性教条的“转型”
》
，刘琦编译，
《国外理论动
态》2016 年第 11 期。
B Sahra Wagenknecht, Reichtum ohne Gier. Wie wir uns vor dem Kapitalismus retten , Campus Verlag, Frankfurt/New York, 2016.
C Wolfgang Streeck, HowWill Capitalism End ? Essaysona Failing System ，Verso，2016.
D Mimmo Porcaro. Tendenzen des Sozialismus im 21. Jahrhundert . Beitraege zur kritischen
Transformationsforschung Bd.4, VSA, Hamburg, 2015.
E Sahra Wagenknecht, Reichtum ohne Gier. Wie wir uns vor dem Kapitalismus retten , Campus Verlag, Frankfurt/New York, 2016，S.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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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假象。建立在对世界经济体制的数据材料分析和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和
社会科学家所提出的命题的基础上，S. 瓦根克内希特强调：
“下述承诺是空洞
不可信的，即 20 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盛行的主要原因可归功于它的繁荣承诺。
个人是否能够在收入和财产的金字塔顶端谋得一块令人向往的一隅之地，已经
远不是由能力和自身的努力所决定的，而是仍然由出身决定。
”A 她把这种关系
表述为“经济封建主义”
，该书的大部分内容就是对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分析。
这种关系在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越来越显露出来，如下的问题就越来越紧
迫：为了将来更好地生活，我们当今仍需资本主义吗？或者正是这种经济形式
阻碍了我们对更好生活的追求？人们真得必须依赖利润动机的刺激，才能改善
技术以至于技术生产才能不再毁坏我们的地球和我们的生活基础吗？或者恰恰
相反，正是利润导向的增长逻辑束缚了我们的双手？ B S. 瓦根克内希特主张，
资本主义对于科技进步和社会福利并非是必要的，它理应被废除。必要的不如
说是从当今资本主义到未来能惠及所有人的社会转型。
当然，她同时也强调不能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资本主义所有制必
须被废除，但是应当保留市场经济结构，因为“当大量需求方竞争稀缺资源，
并且有许多供货方提供产品时，市场是一种能产生有效分配的技术”C 。这种建
立在市场基础上并能走向有动力的创新型经济的、同时提高所有人的福利并能
保障生态环境的所有制形式是什么呢？这种替代性的所有制形式是该书最后一
章分析的重点。S. 瓦根克内希特介绍了四种基本的企业类型：合伙企业、合作
企业、公共企业、公共福利企业。这四种企业类型并非需要人们新创造出来，
有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得到了部分发展或尚未实现发展。这四种企业类型背后
共同的理念是：企业的发展必须被置于共同决定的框架中。在公司的政策中，
每个职员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发展市场空白、改善现有产品和试
验新想法等方面，它们的民主结构使得充分利用社会的创造性潜力成为可能。
“没有任何其他的机制能够很好地动员达到，
S. 瓦根克内希特认为，这样的成就

A Sahra Wagenknecht, Reichtum ohne Gier. Wie wir uns vor dem Kapitalismus retten , Campus Verlag, Frankfurt/New York, 2016，S.12.
B Sahra Wagenknecht,Reichtum ohne Gier. Wie wir uns vor dem Kapitalismus retten , Campus Verlag, Frankfurt/New York, 2016，S.19.
C Sahra Wagenknecht, Reichtum ohne Gier. Wie wir uns vor dem Kapitalismus retten, Campus Verlag, Frankfurt/New York, 2016，S.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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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许多生产者自由地竞争和对新进入者的持续市场开放”才能达到。 A 这种
替代性经济是一种小型的、地区的和民族的生产的统一体。企业的未来也不是
全球性的寡头垄断的集团，不是国家集权的经济政治。由此，作者基本勾勒了
自己对当今资本主义向未来社会秩序转型的理解。
W. 施特雷克，曾是马克斯·普朗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2014 年出版了《被
购买的时间：民主资本主义延迟的危机》B ，在德国学术界和公众中产生了广泛
的影响。2016 年，他再次出版论文集《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
》
，其中多篇文
章的观点已引起了广泛影响。例如，作为书名的第一篇论文曾以德文发表于
2015 年，它的出版立即引起广泛关注。为此，北威州罗萨卢森堡基金会、社
会科学高校社团、莱茵地区社会主义论坛，邀请 W. 施特雷克与 S. 瓦根克内希
特二人，于 2016 年 1 月 27 日在科隆大学，围绕“资本主义走向终结了吗？
”
展开学术对话。超过主办方的预料，容纳 500 人的阶梯大教室竟然无法容纳前
来倾听的观众，主办方不得不拒绝超出数百人入内。下面将简要介绍 W. 施特
雷克的主要观点。
1. 资本主义危机的三大特征。资本主义如今处于关键情形之下：20 世
纪 70 年代中期德国结束了战后的宽松政策，开启了漫长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失
序，最新的表现是 2008 年的经济危机。连续性的严重危机前所未有，通过全
球经济的相互联系，它传播得更加广泛与迅速。危机的特征突出呈现在三个方
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总体债务不断上升；经济不平等。
W. 施特雷克指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其所需要的合法性前提条件，主要源自
于稳定的经济增长、健全的通货和些许的社会公平，即将资本主义的收益部分
地转移到那些没有资本的人手中。从此视角来看，最使人感到警惕的是上述危
机的三个趋势可能增强。大量的证据表明，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衰落
的原因之一，不平等既会阻碍生产的进步又会削弱消费需求；低增长反过来又
会通过分配冲突加剧而恶化不平等，使得富人对穷人让步的成本更加高昂，而
且他们会前所未有地强调严格遵守管理自由市场的马太效应。然而，这个看起
来是不良趋势的恶性循环会一直继续下去吗？是否存在可以打破这一循环的反
A Sahra Wagenknecht，Reichtum ohne Gier. Wie wir uns vor dem Kapitalismus retten , Campus Verlag, Frankfurt/New York, 2016，S.161.
B Wolfgang, Streeck, Gekaufte Zeit, Die vertagte Krisedes demokratischen Kapitalismus.
Berlin ：Suhrkamp,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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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力？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危机并非是新东西，事实上为了长期的健
康状态，危机是必要的。他们所讨论的是周期运动或随机冲击，在这之后资本
主义经济可以迈向一个新的均衡。但如今状况则是一个逐渐衰落的持续进程，
而且当今前所未有的低增长、高度不平等和日益上升的债务并不一定是可持续
的，综合起来会诱发体系层面的危机。
2. 资本主义与民主渐行渐远。资本主义和民主长期被视作是敌对的，只
有在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和民主似乎是相互联合的，因为经济进步使得作为大
多数的工人阶级接受了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机制，这反过来使得民主自由与市
场和获得利润不可分离，甚至前者依赖于后者的存在。然而，对资本主义经济
和民主政体相容性的怀疑再次回归。在政治上，普遍的感觉是政治并不能在生
活中产生作用，政治被视为陷入僵局、无能和腐败，一群自我封闭和服务自我
的政治阶层统一地宣称对他们和他们的政策没有替代方案的存在。结果是：日
益减少的选举投票率和选民波动、平民主义反抗政党的出现和普遍的政府不稳
定。 A 从经济上看，近十几年新自由主义主导了各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它主张
增长是源自于市场不受到再分配的政治扭曲的影响。制度保护市场经济免于民
主的干预大幅度提升，贸易工会在很多国家减少甚至被废除。在欧洲，诸如制
定工资和财政的国家经济政策被一些跨国机构管理，这有效地带来欧洲资本主
义的去民主化。 B 精英也对民主政府及其是否能根据市场要求重新塑造社会的
合适性产生怀疑。就当前而言，新自由主义主流的政治乌托邦是“符合市场的
民主”
，即没有纠正市场的权力和支持从底层到高层的与动机相融合的再分配。
精英对平民民主施加压力，实现经济的中立化有增无减，在欧洲这表现为政治
经济决策权继续进行重新配置，即转移到一些诸如欧洲银行和政府领导人首脑
会议的跨国制度。 C
3. 资本主义成为自身的敌人。为了确定资本主义是否仍能存活，作者将
其界定为现代社会，该社会再生产的获得仅仅是个体为了追求资本和利润最大

A Wolfgang Streeck,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Essays on a Failing System . London & New
York, 2016, p.52.
B Wolfgang Streeck,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Essays on a Failing System. London & New
York, 2016, pp.53-55.
C Wolfgang Streeck,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Essays on a Failing System . London & New
York, 2016, pp.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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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非预期的副效应，是通过劳动进程将私有的资本和商品化的劳动力结合来
完成曼德费尔原则，即将个人的恶转变为公共的收益。正是在此意义上，作者
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不能被继续维持。随着资本主义衰落进程，必然会激起政治
抗议和集体干预的多重尝试。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不再有什么反对派的情形
下会处于危机中？作者的回答是没有反对派事实上对资本主义有害无益。内部
的多样性和组织原则的多元性会带来社会体系的兴盛。资本主义也从反对利润
和市场的运动中获益。在凯恩斯主义和福特主义中，资本主义或多或少的忠诚
的反对派确保并稳定了总体的需求，尤其是在衰退时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资本主义挫败反对派或许事实上是惨胜（Pyrrhic Victory）
，因为那些反对力量
虽然有时造成不便，但事实上却支撑了资本主义。 A
胜利的资本主义可以成为自己糟糕的敌人吗？为了探讨这一可能性，作
者转向了波兰尼关于市场扩张的社会限制的观念，它基于三种虚拟商品概念之
上：劳工、土地（或自然）和货币。虚拟商品被界定为这样一种资源，在其中
供给规律只能部分和尴尬地适用。虚拟商品只能在十分限定的条件下被视作商
品，因为完全的商品化会摧毁它或者使它去稳定性。然而，市场的本质倾向是
超越其原有的领域，即物质商品的交换，扩展到其他的生活领域，无论这些领
域是否适合商品化。除非受到约束性制度的控制，市场的扩张处于抑制和削弱
自身的永久风险之中，并且顺带削弱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体系。 B W. 施
特雷克指出，事实上，如今的市场扩张都已经达到关键性的门槛，保护上述三
种领域免于市场化的制度性保护已经在诸多方面被腐蚀。例如，带来 2008 年
全球经济衰退的是货币的过度商品化。就自然而言，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原则
和自然资源的有限供给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就劳工的商品化而言，已经达到了
一个关键点，国际竞争下的劳工市场的去管制已经取消了通常对工作时间的限
制，就业对人口日益增多的一部分而言是危险的。工作渗透到家庭压力中，劳
工市场的压力使得人力资本需要不断提升，全球流动性使得雇主可以随时更换
不顺从的地方劳工，转而雇佣顺从的移民。阶级和社会团结降低和相应地围绕
着族群多样性的政治冲突使得社会反抗运动不断削弱，即使在传统的自由国
A Wolfgang Streeck,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Essays on a Failing System . London & New
York, 2016, pp.60-61.
B Wolfgang Streeck,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Essays on a Failing System . London & New
York, 2016, 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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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诸如荷兰、瑞典和挪威也是如此。 A 就虚拟商品而言，资本积累或许已到
极限。在表面上，商品和服务的消费继续增长，但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
已经与物质需求本身脱离，如今的消费并不在于使用物品本身的价值，而是它
们的象征价值，这也是为什么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去进行营销、产品设计等。 B
4. 资本主义五大系统性失序。资本主义由于摧毁了自身的反对派而正在
走向终结。为了解释该过程，W. 施特雷克指出了当今先进资本主义的五大系
统性失序，它们都源于资本主义传统制度和政治限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削
弱了。它们分别是：停滞；寡头性再分配；掠夺公共领域；腐败；全球无政府状
态。
（1）当前的停滞理论十分接近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消费
不足理论。就像凯恩斯指出的那样，收入集中在顶层会减损有效需求，会刺激
资本的拥有者在实体经济以外寻求投机性的利润机会。这事实上也或许是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原因之一。对资本家和它的维持者来说，
低增长将会使他们没有额外资源去解决分配冲突和缓和不满。随着增长衰落和
风险增加，生存斗争将会变得更加艰巨。然而，目前并没有试图恢复对商品化
的保护性限制，这些限制因为全球化而已经变得过时，如今人们探讨的新方式
是掠夺自然、延长工作时间、鼓励所谓的创造性金融，以试图维持利润的增加
和资本积累的继续。 C（2）并没有迹象表明，朝向更大经济不平等的长期趋势
在何时会被打破。不平等会压低增长，但当下中央银行为了恢复增长所提供
的“来的容易的货币”
（easy money）
（对资本来说来的容易，但是对劳工来说
并非如此）只会进一步加剧不平等，因为它会扩大金融领域并带来投机性而非
生产性的投资。再分配到顶层因而成为寡头性的，不是服务于经济进步的集体
利益。
（3）通过资金不足和私有化来掠夺公共领域。这体现为双重转移，即从
税收国家到债务国家，最后到紧缩国家。转移的原因首先在于全球资本市场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为偷税等提供的可能性。甚至在 2008 年之前，通过降
低支出而不是提高税收来解决财政危机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寡头经济与普通

A Wolfgang Streeck,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Essays on a Failing System . London & New
York, 2016, pp.62-63.
B Wolfgang Streeck,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Essays on a Failing System . London & New
York, 2016, pp.64-65.
C Wolfgang Streeck,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Essays on a Failing System . London & New
York, 2016, pp.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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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脱离，富人不再被预期需要为以穷人为代价的最大化财富获取进行补偿。
这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根本张力：现今经济社会中生产的社会性质与生产手段
私有性质的对立。
（4）腐败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第四个失序。 A（5）最后一个失
序是全球无政府。全球资本主义需要一个中心可以控制边缘，并提供可靠的货
币机制。在 1920 年之前，英国扮演了该角色，随后美国在 20 世纪 30—70 年
代接过了这一角色。然而，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步入无政府阶段，美国已经
不能维持战后的角色，多极世界秩序正在形成。
在《21 世纪社会主义趋势》一书中，M. 波卡罗（Mimmo Porcaro）坚持
认为，对社会主义理解的根基必须奠定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再生产条件之
上。不过，作者关于社会主义的主张与 H. 迪特里希不同，社会主义并非仅仅
代表了一种“等价经济”
（Äquivalenzökonomie）
；也与哈特和奈格里的主张不同，
他并不主张要告别民族国家和传统的国家与人民主权观念；显然也不同于霍耐
特的“社会主义理念”——与霍耐特主张社会主义理念是对法国大革命理念中
内在矛盾的克服不同——M. 波卡罗认为社会主义首先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克服。他论述的出发点是：生产的社会化形式与占
有的私人形式之间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总的说
来，本书的核心是尝试分析当今社会组织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展示社会主义
介入的出发点。
虽然 M. 波卡罗较多地把社会主义问题转移到了经济领域，但他也反对这
个立场，即把市场组织原则教条地解释为社会秩序的无所不在的支架，
“以我
的理解来看，共产主义是政治运动，它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扩大合作式的共同
劳动。社会主义是一个社会系统，它在历史发展的可能的形式中实现这种合
作。
”B 社会主义将在原则上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者被引入，但它只有参与当今
实际的资本主义论争才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伴随着竞争的加剧，M. 波卡罗把
。 C 因为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
垄断寡头的资本增长理解成“无中央集权的集中”

A Wolfgang Streeck,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Essays on a Failing System. London & New
York,2016, pp.69-70.
B Mimmo Porcaro. Tendenzen des Sozialismus im 21. Jahrhundert . Beitraege zur kritischen
Transformationsforschung Bd.4, VSA, Hamburg，2015, S.22.
C Mimmo Porcaro. Tendenzen des Sozialismus im 21. Jahrhundert . Beitraege zur kritischen
Transformationsforschung Bd.4, VSA, Hamburg，2015, S.23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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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沿着通过直接组织的方式，把整个创造价值的企业链条置于一个有组织的
中央集权式的大企业之下，而是借助于“市场与网络机制”来调节大企业与小
企业之间的关系。作者强调，这种策略绝不是寡头政治权力的丧失，而仅仅是
它的“形式转化”
。与之相应，有三个关键的方面可以回答 20 世纪 70 年代以
来工业利润的降低，即金融化、生产过程的碎片化和全球化。此外，从这三个
过程出发，作者还强调了“无市场的商品化”趋势，即在解释当今资本主义社
会中竞争和价格形成机制时，新古典主义市场模型的失灵。当然，不论是对市
场失灵的“左翼自由主义”分析的变种，还是波兰尼所阐述的市场活动的“嵌
入”
（Einbettung）与“去嵌入”的二元对立，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批判市场绝
对是不够的。作者认为，要更多地根据马克思的论述，把市场视为“资本的形
态变化”
，因此要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建立于其上的社会关系当作批判的中
心。
“仅仅把市场重新置入社会的控制之下是不够的，还要将社会建立在资本
主义的社会关系之上，并主要建立在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雇佣劳动的基础
之上”；社会主义的策略是“计划生产和对最重要资源的使用，……把寡头之间
深藏的政治斗争转化为一种透明的政治—经济关系、当作公共讨论的对象”A 。
这种时代诊断至少暗含了对政治地位的突出强调，不过 M. 波卡罗在之后
的论证过程中也指出，在危机时主张“重返国家”是走入歧途的做法。虽然在
经济繁荣时期，国家的压迫功能退居在貌似前政治的交换关系之后；但在经济
危机时期，为了“a）镇压或者中立化阶级斗争，b）使用那些为资本积累服务
的社会财富（体现为税收）
，c）在具体区域中准备为资本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
施和公共产品（首先是科学）
，d）管理公共货币体系并保障私人货币……”
，
国家的压迫功能会在“与暴力垄断相关联的国家公共领域和领土范围”内被使
用。尽管如此，人们不得不承认在新自由主义时期，传统的国家功能被进一步
，作为对“有约束力的法律”的替
私有化，特别是“统治向治理的部分转型”
代，合同和软规范在私有化传统国家功能的策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作者也指
出，这种自我组织的管理结构在社会主义情境中可以成为“反映社会需求的宝
贵的信息来源，并可成为未来规划的关键资源。
”B
A Mimmo Porcaro. Tendenzen des Sozialismus im 21. Jahrhundert . Beitraege zur kritischen
Transformationsforschung Bd.4, VSA, Hamburg，2015, S.41.
B Mimmo Porcaro. Tendenzen des Sozialismus im 21. Jahrhundert . Beitraege zur kritischen
Transformationsforschung Bd.4, VSA, Hamburg，2015, S.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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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 萨洛蒙（David Salomon）看来，作者在该书中对待全球化的态度
“当商品运输
是值得商榷的。 A M. 波卡罗在该书中指出全球化并非不可逆转。
和分散成本下降比生产成本要快时”
，它是“可能的并且是有益的”；但是当其
他的空间解决方式，如建立广阔的大陆生产空间也能够带来相似的经济利益，
并且能够降低全球化生产的不安全性时，那么全球化就能变为一种倒退的发
，因为国外直接投资的增
展。 B 一般认为的“全球化”不是“完全的全球化”
长和超越民族国家空间的跨国集团，首先涉及的是北美、欧洲和日本。全球化
也没有走向克服民族国家之路，而是在国家之间新的等级秩序中促进某些民族
国家脱颖而出。作者描述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竞争所存在的完全阴暗的画面，
在其中就包含资本主义国家和一种新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之间日益增长的竞
争。在此，作者虽然区分了社会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但是认为社会主义运动
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合作是可能的。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A David Salomon, Sozialismusund Gegenwartskapitalismus,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107,2016, S.216.
B Mimmo Porcaro. Tendenzen des Sozialismus im 21. Jahrhundert . Beitraege zur kritischen
Transformationsforschung Bd.4, VSA, Hamburg，2015, S.62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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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国
吴

猛

2016 年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本年度法国学界围绕多个
主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研究。作为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风向标的《今
日马克思》杂志在 2016 年分别选取了“心理分析：另一种唯物主义”以及“一
个全球统治阶级？
”两个讨论主题。而从发表的著作来看，研究主题主要包括：
（1）劳动哲学，代表性成果有《马克思与劳动规律：资本的生命政治身体》A
和《与卡尔·马克思一起思考劳动》B ；
（2）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思考，代表性
（3）马克思主义与宗
著作有《我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
》C 和《发现马克思》D ；
教，如《爱因斯坦，马克思与先知穆罕默德》E 和《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的基督
（4）新自由主义研究，如《心理政治学：新自由主义与权力的新技
教意义》F ；
A Jacques Bidet，Marx et la Loi travail: Le corps biopolitique du Capital ，Les Editions sociales（14 novembre 2016）.
B Pierre-Yves Gomez，Penser le travail avec Karl Marx ，Nouvelle Cité（25 août 2016）.
C Alain Badiou，Qu'est-ce que j'entends par marxisme ?: Une conférence donnée le 18 avril
2016 au séminaire Lectures de Marx à l'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la rue d'Ulm ，Les
Editions sociales（20 octobre 2016）.
D Découvrir Marx ，Lucien Sève（Postface）, Florian Gulli（Commentaires）
，Jean Quétier（Commentaires）
，Les Editions sociales（15 septembre 2016）.
E Bachir Ousseini，Einstein, Marx et le Prophète Mohamed ，Du Net（11 août 2016）.
F Jean Borella，Marxisme et sens chretien de l’histoire ，Editions L'Harmattan（1 ju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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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A 、
《法兰西的新自由主义：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B 、
《市场的颜色：美
《新自由主义：一个宏大叙事》D ；
（5）马克思
国的种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C 、
主义与政治，如《民主国家的终结：普兰查斯或一种为了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
《马克思主义的光与政党的阴影》F 、
《重读革命》G ；
（6）葛兰西研究，如
义》E 、
《意识形态的力量或回
《葛兰西研究：对资本主义被动革命所做的连续批判》H 、
到葛兰西》I 。
在上述研究主题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比较重要的著作，如《认识与自由：
《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思
马克思、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的社会人类学》J 、
《马克思、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命运与非洲》L 、
《蒲鲁东及其全集》M 以
想》K 、
及《进化：马克思的证据》N 等等。
本报告将通过下面四个部分概述近期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所取得的重
A Byung-Chul Han，Psychopolitique: Le néolibéralisme et les nouvelles techniques de pouvoir CIRCE（20 octobre 2016）.
B François Denord，Le néo-libéralisme à la française: Histoire d'une idéologie politique Agone（10 octobre 2016）.
C Sylvie Laurent，La couleur du marché: Racisme et néolibéralisme aux Etats-Unis Seuil（3
octobre 2016）.
D Jacques Bidet，Le néolibéralisme: Un autre grand récit ，Les Prairies Ordinaires（18 mars
2016）.
E Jean-Numa Ducange, Keucheyan Razmig，La fin de l'Etat démocratique . Nicos Poulantzas, un marxisme pour le XXIe siècle ，PUF（21 septembre 2016）.
F Bernard Foutrier,La Lumière du marxisme et l’ombre du Parti , Editions L’Harmattan（1
avril 2016）.
G Jean-Claude Milner, Relire la Révolution , Editions Verdier（3 octobre 2016）.
H André Tosel, Etudier Gramsci: Pour une critique continue de la révolution passive
capitaliste ,Editions Kimé（19 mai 2016）.
I Le pouvoir de l’idéologie ou le retour de Gramsci /s/dir V. Sirapian/ Sigest; Édition : revue
Europe et Orient（4 décembre 2015）.
J Francis Farrugia, Connaissance et Libération: La socio-anthropologie de Marx, Freud et
Marcuse , Editions L’Harmattan（1 décembre 2016）.
K Nikos Foufas,La critique de l’aliénation chez le jeune Marx ,Editions L’Harmattan（1 mai
2016）.
L Benjamin Diomand Aikpa,Marx, la mondialisation, le destin du capitalisme et l’Afrique ,
Editions L’Harmattan（1 avril 2016）.
M Eugène Pelletan, Proudhon et ses œuvres completes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5 mars 2016）.
N Suing Guillaume, Evolution: la Preuve par Marx. Depasser la Légende Noire de Lyssenko
Delga（7 mar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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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展。

一、马克思思想中的哲学与政治
米沙埃尔·康特在其文章《卡尔·马克思在形而上学中对于政治的埋
葬》A 中认为，在马克思的形而上学中，特别是在其哲学人类学中，我们可以
找到一些对于他何以既没有发展出一种政治理论，也没有在其社会理论中为关
于政治问题的思考留出足够的理论空间这一问题进行解释的线索。在康特看
来，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而同时又将黑格尔哲学的一些关键概念整
合入一种哲学人类学，这是理解马克思与政治问题的关系的关键。康特将马克
思的形而上学称为类存在物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作为黑格尔、费尔巴哈
和赫斯的综合，无法为解决个体和类的紧张关系留下空间。
让·维乌拉克在题为《马克思之后的哲学》B 一文中认为，1845 年之后马
克思并没有放弃哲学，而是通过在历史性的共同体内重新引入对于其基础的追
问，以及通过将本体论重塑为一种关于生产的超越性科学而赋予哲学以全新
的形式。鉴于“基础”问题曾是形而上学在建立第一推动者时已将其实体化
者，马克思对于基础的这种重新追问的独特性应受到足够关注。马克思关于基
础问题的重新思考要求我们承认，所有似乎被直接给予人的东西事实上都是人
所创造的，而与此同时，这一思考又迫使我们承认，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生产本
身就是与哲学家共同体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功能。在维乌拉克看来，马克思不仅
克服了胡塞尔所批判的那些哲学家的素朴性，而且克服了哲学的“乏味的空洞
性”
，迫使哲学不得不直面和探讨全部社会领域以建立理论探讨的基础性的支
撑结构，并对自己的社会立场和主体化的特殊方式进行批判，因此马克思之后
的哲学已无法再具有像以前那样的形态了，而是普遍对意识形态抱有一种怀疑
态度。
安德雷·托塞尔在其文章《在哲学和政治上回到马克思》C 中则讨论了马

A Michael Quante, «L’enterrement du politique dans la métaphysique de Karl Marx», Actuel
Marx , n57.
B Jean Vioulac, «La philosophie d'après Marx»，Actuel Marx , n57.
C André Tosel, «Sur un retour de Marx en philosophie et en politique. Éléments de recension
bibliographique»，Actuel Marx , n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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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的哲学和政治问题在当今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界中的研究现状。托塞尔指
出，最近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首先是马克思的
一些经典作品重新译为法文，有的是重译，例如，
《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
册）
，而有的则是根据新的文献进行了翻译，如《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这些重
译工作相应的，是关于马克思哲学的争论以及关于马克思之后的哲学争论。而
这些争论就似乎再次回到了 20 世纪 60—70 年代法国思想界关于相关问题的讨
论，后者是由阿尔都塞在 1965 年发表的两本著作以及塞弗（Lucien Sève）的
著作所激发的。如果说阿尔都塞的作品的目标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引介的
话，那么作为阿尔都塞的对立面的塞弗要做的则是对前者的工作进行质疑，其
著名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哲学？
》
。在这些“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之外，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探讨的还有许多年青一代的学者，具有代表性的包括雷
。后两者的研究超出
诺（Emmanuel Renault）和费什巴赫（Franck Fischbach）
了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框架，显示出具有多方面的创造性，并
有着新的思考起点，例如，雷诺是通过在实用主义导向下的解释的多元性的阅
读方式重新解释马克思，而费什巴赫则试图用新社会哲学将马克思的问题意识
和范畴进行重构。而就马克思思想中的“政治”来说，有一些学者如伽罗（I.
Goro）和杜康日（J.N. Ducange）则试图对马克思思想中的政治问题进行重新
思考。

二、统治阶级问题
斯提法诺·佩特鲁西阿尼在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的统治阶级概
念》A 一文中试图探讨与马克思思想中的“统治阶级”概念的内涵以及这一概
念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引起的争论。佩特鲁西阿尼认为，尽管“统治阶级”概
念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文本中都是一个核心概念，但其内涵和意义都
尚未得到阐明。人们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阶级”并非由个体的收
入水平，也不是由他们的活动方式所决定的，而是由他们与社会生产资料的关
系所决定的，不过在佩特鲁西阿尼看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相关论述

A Stefano Petruccinani, «Le concept de classe dominante dans la théorie politique marxiste»,
Actuel Marx , n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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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其实并不是仅仅从对于社会生产资料的占有的角度而对统
治阶级进行界定，而是将同时在“意识形态—文化”和“国家—政治”领域中
占据优势地位也视为统治阶级之为统治阶级的条件。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德
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都将资本主义国家政权视为资产阶级的附
属品，不过这种附属关系并非单向度的，在诸如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这样的作品中，马克思明确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治权力拥有相当大的自主
空间，从而可以相对独立于资产阶级进行运作，因此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
也有可能从属于政治权力并经受意识形态霸权的统治。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
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权力有可能自主运作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谈论的其实就只
是一个“管理阶级”
（la classe dirigeante）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的“统治阶级”
概念在今天是否仍有意义呢？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思想家们在关于这一问题的
回答中给出了各种各样的、有时甚至是彼此矛盾的回答，不过佩特鲁西阿尼认
为，葛兰西关于权力的运作方式的研究使得这一问题的研究获得了关键性的推
进。葛兰西从“强制性”和“一致同意”两个方面理解管理阶级的权力，因此
这种权力是一种“霸权”
，而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这种霸权就是兼具“引导性”
和“统治性”的权力。除此之外，葛兰西还探讨了这种霸权的形成和加强的方
式，认为在“广义的国家”中源自市民社会的私人组织也通过知识分子参与的
形式帮助构建管理阶级由以建立其霸权的基础。而正是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出
发，阿尔都塞提出了其“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理论。不论对于葛兰西还是阿尔
都塞来说，关键的问题在于不能被国家领域的
“公共性”
和市民社会的
“私人性”
之间的差别所迷惑。佩特鲁西阿尼指出，当代发展了的现实情境与葛兰西和阿
尔都塞的时代又已有所不同，因此，如何在这个“多元民主”时代重新思考马
克思主义的统治阶级理论，就成为摆在马克思主义者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佩特鲁西阿尼将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的工作视为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
尝试。米利班德审视现代“自由民主政治”的起点是将经过民众投票选举而具
有的政治权力和相对不受选举政治的影响而进行运作的“国家机器”进行区分，
前者根本上说仅是形式上的权力，而真正进行“控制”的乃是后者，因而真正
控制权力网络的力量其实并不依赖于选举政治。不过佩特鲁西阿尼同时指出，
随着世界进入“新自由主义”时代，
“世界国家”兴起，跨国资产阶级与政治
权力的关系比民族国家时代更加复杂，统治阶级和政治机制之间的关系已经发
生了重大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统治阶级理论又一次面临着重大挑战，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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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比岱（Jacques Bidet）
、杜梅尼尔（Gérard Duménil）和莱维（Dominique
Lévy）要求重建统治阶级理论的深层原因。
比岱在其文章《统治阶级的概念：从民族国家到世界国家》A 中提出了他
对于“统治阶级”概念的“改造方案”
。在比岱看来，对统治阶级这一问题进
行考察的前提，是对民族国家和世界国家进行区分。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中，如
果将“统治阶级”理解为“资产阶级”
，马上就会遇到一个问题：与传统马克
思主义关于统治阶级既“统治社会”又“管理国家”不同的是，生产和交换的
所有者事实上并不必然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因而我们应当关注的，除了在
市场中对财产进行掌控的社会力量之外，还应当有组织的推动力量，而这种力
量并非仅存在于企业中，而是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岱一方面认为葛
兰西的霸权概念深化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统治阶级理论，但另一方面又认为这
，所需要的不仅是
一理论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因为对于一个国家的“引导”
压迫性的力量和文化性的力量，还需要管理性的力量，以建立起一个社会“组
织”
，即把社会建立为一个将各种机构与服务统一在一起的综合体。如果说
“资
本主义统治”的核心目标在于追逐抽象财富或剩余价值的话，通过“引导”而
组织起来的“社会总体”在其各种机制中所追求的则是作为社会合作成果的“具
体财富”
。比岱就这样将“统治力量”和“管理力量”区分开来。如果说统治
力量是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的话，那么掌握管理力量的则是比岱所称的“权
能者”
。比岱按照古尔德索普（John Goldthorpe）所提出的标准，将对某种为
社会所认可的、旨在管理生产的“社会—技术过程”或对人本身进行照管（如
教育、医疗等）的权能（conpétance）予以引导和鉴定的受雇佣者称为权能者
（conpétent）
。比岱拒绝将权能者视为“中产阶级”
，因为“权能者”概念所强
调的并非某种“中间”性，而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划分。同时，
比岱也不认为自己的理论将“高层阶级”划分为了统治者和管理者两部分，因
为一方面资本家阶级有其自己的“管理团队”
，另一方面“权能者”也参与统
治。因此事实上比岱将“统治力量”和“管理力量”视为“统治阶级”的两种
具有不同作用形式的社会力量，二者与“被统治阶级”或“大众阶级”共同构
成现代社会的“三种原初社会力量”
。比岱将这种视角下的“统治”称为“结

A Jacques Bidet, «Le concept de classe dominante, de l’État-nation à l’État-monde», Actuel
Marx, n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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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性的统治”
，认为对于“统治”和“统治阶级”问题的这种理解能与当代新
自由主义背景下的新变化即“世界国家”的出现适当地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
世界国家仍然以上述三种力量间的关系作为其基本结构。不过，世界国家中的
“世界统治阶级”不再进行管理了，因为“权能者”的认知力量已被资本家的
资本力量所控制，也就是说，资本力量已在事实上主导了整个统治阶级。但比
岱还认为，正是由于统治力量运用于生产的技术同时将为权能者和大众阶级提
供联合的手段，因而资本力量受到这种联合的控制将是世界国家发展的趋势。
热拉尔·杜梅尼尔和多梅尼克·莱维在题为《全世界上层阶级，在帝国
主义旗帜下联合起来！
》A 的文章中，试图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中讨论统治阶级
的问题。在杜梅尼尔和莱维看来，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的新自由主
义推动了金融全球化过程，而正是这一过程塑造了当代阶级统治的国际网络。
在阶级统治出现的这一变化中，国家力量并未退出，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对这种
国际化的统治力量提供保护和强化。杜梅尼尔和莱维对当代世界范围内的对生
产资料的统治和占有的机制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不能脱
离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同时他们认为，这种大背景所体现的：一方面是金融
机构的表面扩张，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自身所发生的内在变化。杜梅尼尔和莱
维将资本主义在 20 世纪发生的根本变化称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经营主
义生产方式的转变”
。所谓“经营主义”
（cadriste）
，是指经营者而非所有者在
生产中发挥核心作用。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组成统治阶级；
而在新的生产方式下，经营者组成新的统治阶级。资本家与经营者被杜梅尼尔
和莱维称为“上层阶级”
。在金融全球化尚未形成时，金融机构的经营者是作
为金融资本家的代理人存在的，并未事实上构成一个阶级，而从资本归大金融
公司所有以及管理人员为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服务这两个方面说，此时的生产关
系无疑是资本主义的。随着全球金融化形成，资本家与经营者的新自由主义联
盟被大众阶级和经营者的社会民主联盟所取代。
威廉姆·罗宾逊在《范式转变的时刻：跨国资本的兴起与关于世界统治阶
级的争论》B 一文中提出了改变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和统治阶级的研究范式问题。
A Gérard Duménil et Dominique Lévy, «Classe supérieures de tous les pays unissez-vous
sous une bannière impériale!», Actuel Marx , n60.
B William I. Robinson, «L’heure d’un changement de paradigme: la montée du capital transnational et le débat sur la classe dominante mondialisée», Actuel Marx , n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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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宾逊看来，在以往大多数的相关研究中，
“国家中心主义”成为人们自觉
或不自觉使用的核心范式，这一范式对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阶级结构的
把握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 21 世纪的世界发展了。全球资本主义已进入一个
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上世界资本主义持续不断地发生变化，其突出表现是跨国
资本的兴起，以及与之相应的全球统一生产体系和金融体系的建立。而与这些
变动同时出现的，是试图将自己的阶级权力运用于“跨国国家机器”之上的“跨
国资产阶级”
。跨国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新型全球统治阶级，不断尝试建立一种
全球霸权阵营，以维护该集团自身的统治，而这一集团之外的大部分人则通过
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方式被排斥在这一统治之外或被压抑。在这一矛盾之中，
全球资本主义遇到了自己的危机。大众反抗正以各种形式、在世界各个角度出
现，并对跨国资产阶级形成了真正的挑战。
吉乌里奥·阿佐里尼在其文章《论新阶级：资产阶级的，跨国的和统治性
的？
》A 中追问的问题是，在全球化时代中权力关系在何种程度上发生了变化？
关于这一问题，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们给出了多种答案。在阿佐里尼看来，斯克
莱尔（Leslie Sklair）在《跨国资产阶级》一书中对于跨国资产阶级统治问题
的研究最具启发性。阿佐里尼将斯克莱尔的讨论重点归纳为：正是当代跨越国
家边界的“跨国实践”而非某种国家行为推动了跨国资产阶级这一新阶级的形
成；新阶级的构成要素包括企业要素、国家要素、技术要素和消费要素；新阶
级本身具有全球化趋势；新阶级对基础阶级形成统治。阿佐里尼针对斯克莱尔
的研究提出四个问题：
“全球阶级”是单数的还是复数的？新统治阶级的成员
是谁？当前的统治阶级真的能被理解为跨国阶级还是它其实只是
“大西洋地区”
的统治阶级？跨国资产阶级是一个统治阶级还是一个引导阶级？关于第一个问
题，阿佐里尼认为，鉴于全球化过程事实上涉及诸多社会阶级，因而不能将
“全球阶级”仅仅理解为“跨国资产阶级”
。关于第二个问题，在阿佐里尼看来，
斯克莱尔没有将所谓“精英”
（即政府官员、职业政治家、国家公务员或国际
组织雇员、知识分子等）视为“跨国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而事实上这些精
英与资产阶级是无法分离的。关于第三个问题，阿佐里尼指出，当前的“跨国
资产阶级”其实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只能被视为根本上是“西方化”而非“全

A Giulio Azzolini, «Sur la nouvelle classe capitaliste, transnationale et dominante?», Actuel
Marx , n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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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的新阶级。关于第四个问题，阿佐里尼认为，从目前的跨国资产阶级来
看，其主要功能体现为政治—机制引导，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经济统治，
因此更应被理解为一个“引导阶级”而非“统治阶级”
。

三、葛兰西研究新进展
罗曼·德桑德尔和让—克劳德·仓卡利尼在《
“思想发展的节奏”：意大利
葛兰西研究的新进展》A 一文中梳理了当今意大利思想界的葛兰西研究的现状。
引人注目的是，在该文中德桑德尔和仓卡利尼介绍了“国家版”
《葛兰西全集》
的出版情况：
“国家版”计划于 1990 年开始构想，从 1996 年起开始付诸实施，
并已于 2007 年出版了《翻译笔记》两卷。
“国家版”
《葛兰西全集》的编纂所
催生出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对《狱中札记》所做的政治语义学的解读工作。尽
管后者并不属于“国家版”编纂工作的一部分，但与这一工作的进展密不可分。
部分参与
“国家版”
编纂工作的学者于 2000 年 10 月至 2003 年 7 月间在意大利
“国
（Le Parole di
际葛兰西协会”举办讨论班，其成果结集出版《葛兰西的语词》

Gramsci ）一书。讨论班的参加者们感到有必要编一本关于《狱中札记》的小
辞典，以在不改动文本、但对文本进行严格的重新阅读的前提下对该著中的概
念予以确切而清晰的解释，而这就要对《狱中札记》获得那些“大概念”的“路
线图”进行描绘，这就是说，不是把葛兰西的概念视为以一种一蹴而就的方式
所获得者，而是将其视为通过若干独特的道路而得到的成果。除此之外，李古
奥里（Guido Liguori）和福萨（Pasquale Voza）主编的《葛兰西辞典（1926—
》
（Dizionario Gramsciano ）是从政治语义学的角度对葛兰西思想进行解
1937）
读的另一重要作品。在与“国家版”相关的工作中，一部分意大利学者特别是
弗朗西奥尼（G. Francioni）所做的文献学研究对于理解葛兰西思想的重要意义。
另外，德桑德尔和仓卡利尼还对新近发现的相关历史文献进行了讨论，在这些
文献中，苏联时期的部分档案材料对于理解葛兰西早期的思想历程以及他在狱
中与意大利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联系提供了重要史料。德桑德尔和仓卡利尼还
特别介绍了一些意大利学者将《狱中札记》放在具体政治情景中所做的研究，

A Romain Descendre et Jean-Claude Zancarini, «
“Le rythme de la pensée en développement”
：Le renouveau des études Gramsciennes en Italie», Actuel Marx , n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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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工作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葛兰西的独特而富有创造性的思想。
法比奥·弗洛西尼在文章《霸权：一个谱系学的探讨》A 中，对葛兰西“霸
权”理论的来历和演进进行了梳理。今天人们在谈及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这
一《狱中札记》中最重要的和最具现实性的成果时，总是习惯性地将之解释为
“复杂”社会中的权力理论，也就是无论从社会的或私人的角度来看，还是从
政治的或公共的角度来看都同时处于高度组织化和差异化的社会条件中的权力
理论。这种理解产生自 20 世纪 60 年代，它清晰而明了，在今天已经成为许多
人所共同接受的看法。弗洛西尼试图对这一理解进行挑战，在他看来，霸权理
论是对“民主”社会中的政治斗争进行的解释。但问题在于，
“民主”一词显
然无法成为葛兰西著作中的重要概念，因为葛兰西“霸权”理论的目标并不是
引导与以专制和缺少“市民社会”为特征的“东方”社会相对立的“西方”民
主社会中的政治斗争。但在弗洛西尼看来，事实上“民主”问题对于葛兰西来
说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因为身处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的他不得不具体地提
出一种从共产主义出发的策略性视野以和法西斯主义对抗。而要说明这个问
题，就不能将目光仅仅停留在《狱中札记》上，还应考察葛兰西在《狱中札记》
之前的作品，这就是说，要考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葛兰西就已经逐渐意识
到并着手进行的对于如何在意大利和欧洲的变化了的环境中进行政治斗争所进
行的思考。弗洛西尼认为，如果我们将《狱中札记》中所使用的霸权概念的含
义理解为“政治斗争和国家生活中的文化优势”的话，那么这一思想事实上在
葛兰西入狱之前的写作中就已经形成了，确切地说，在葛兰西将列宁的
“霸权”
概念（意为“工农联盟”
）
“翻译”为意大利文并为意大利共产党制定新的策略
路线时就已经形成了。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观点：要基于欧洲
国家的上层建筑的复杂性、通过革命行动最大限度地对其进行“抵抗”；对于
面对相对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意大利）的工人阶级来说，必须建立一个
范围更广的斗争阵线，将农民群众整合入自己的阵营。葛兰西注意到，在西欧
和中欧国家中开展革命运动愈加困难，而这与复杂的、各部分彼此勾连的上层
建筑所形成的强大的阻碍有着直接关系。具体说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
仅出现了无产者阶层，还出现了一个上层的工人贵族阶层以及附属于其上的工
会官僚机构，而这就使得资本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出现了一种延缓或组织大众运

A Fabio Frosini，«Hégémonie ：une approche génétique»，Actuel Marx , n57.

68

动的复杂局面。而在 1926 年，葛兰西进一步认为，在像意大利、波兰、西班
牙和葡萄牙这样的资本主义“外围”国家中，尽管国家力量并不像发达国家那
么强大，但在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有一个“中间阶级”
，这个
阶级经常通过对无产阶级施加意识形态影响同时影响农民大众的方式引导政
治。1924—1926 年，葛兰西的这一思想得到了丰富：一方面，关于意识形态
的“复杂性”的来源，葛兰西将之理解为在紧急关头能将被分配到政治上层建
筑的不同领域中的各种要素统一起来的、具有压迫性的国家机器本身；另一方
面，葛兰西对工人贵族与“中间阶层”作了区分，后者不再作为工人阶级的一
部分，而是作为一种对无产阶级政党、尤其是农民大众具有影响力的自主的政
治力量而出现。葛兰西的修正了的“中间阶级”概念的内涵主要是指小资产阶
级，而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一阶级和农民的联系对于意大利来说具有重要意
义，因为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比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力量要弱，从而前者只有成
功控制和统治了农民才能真正掌权，而无产阶级则要为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争
取到农民并将之置于自己的政治引导之下而斗争。
《狱中札记》正式提出的“霸
权理论”正是这些思考的延续。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葛兰西所面对的是两个问
题：
（1）葛兰西将法西斯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权力体系中引入的某种不连续性的
力量；
（2）这一力量又使另一些具有长期连续性的因素得以出现。而在这两个
视角中，农民大众的政治取向问题都至关重要——也就是说，按照葛兰西的看
法，法西斯主义在控制政治权力中心之后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将资本主义的
全部力量组织在一起，建立起一种更具攻击性和整合性的“自由主义政治”
，
而这样一来，在大众阶级中就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反动，即庞大的农业人口就开
始与上层政治出现分离，而此时小资产阶级就开始趁机与农民阶级建立联系。
葛兰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的。葛兰西在 1926 年提出
。所谓“知识分子阵
两个新概念：
“知识分子阵营”和“作为大众的知识分子”
营”
，是相对“农业阵营”而言的，意即知识分子虽然是一个不断变动的但被
农业阵营所抗拒的阵营；而“作为大众的知识分子”
，则是指需要在这个阵营
引入“某种组织性因素”
，尽管前者主要指的是意大利南方的情况，而后者则
是指全国的情况，但葛兰西仍然认为，二者具有一种内在张力，而正是这种张
力可以被视为意大利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的联系陷于“瘫痪”这一状况的根源。
葛兰西由此开始思考知识分子的作用。葛兰西发现，社会各阶级统一在一起的
关键在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分子功能”
。不过，如果以此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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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的立足点的话，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哪怕是“归根结底”的意义
上的决定作用）就不能再作为讨论问题的前提了。葛兰西对于知识分子的功能
思考并未取消“决定”概念，但将其移至政治或组织的维度，而在这一维度上，
不同层面之间的彼此外在性消失了。如果这一观念可以看做葛兰西所谓“实践
哲学”的萌芽的话，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出“霸权理论”和“实践哲学”是不可
分割的。在入狱之前，葛兰西关于“知识分子”及其霸权的讨论还是在由意大
利农民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特殊关系所导致的复杂的权力系统的背景中展开
的，因此对他来说，
“知识分子霸权”与“无产阶级霸权”总体上还是有区别的。
不过在 1926 年的笔记中，葛兰西体现出将二者统一在一起的倾向。此时他已
经意识到，对于瓦解南方的甚至全国的农村社会阵营这一任务来说，共产党与
“左翼知识分子阶层”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
。知识分子这一概
对农民施加“霸权”
，一个中间性的环节是“民主知识分子”
念的引入，拓展了葛兰西对于权力问题的分析。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于对社会各
个层面的各种居于从属性地位的条件的存在具有合法性，这不仅体现在文化生
产上，更体现在这种文化生产所带来的对于大众所进行的组织上。具有组织功
能的“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已经呼之欲出了：
尽管葛兰西是在《狱中札记》第四个笔记本第 38 节提出“霸权”概念的，但
随着 1929 年 2 月在撰写
《狱中札记》
之初重新定义了的知识分子概念的提出，
“霸
权”就作为一个阶级通过自己的知识分子而将其他居于从属地位的民众纳入自
身的规划之中的能力而隐含在“知识分子”概念中了。通过“霸权”概念的谱
系学研究，弗洛西尼认为，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并不是《狱中札记》中突然出现
的概念，而是以葛兰西被捕之前的思考为基础并作为后者的深化的理论成果。
达尼埃尔·弗朗德吉在题为《在葛兰西对于权力的概念化中的教—学关
系和统一性学校》A 的文章中，试图探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关于教育问题
的思想。在弗朗德吉看来，对于教育的反思在葛兰西的工作中绝非一个可有可
无的工作，因为葛兰西所探讨的教育问题其实是一种“教—学关系”
，而这种
关系的基本的而非唯一的工具即学校是受到葛兰西特别关注的对象。在《狱中
札记》中，葛兰西对意大利传统教育中的学校及其方向和功能进行了批判，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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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对 1922 年担任墨索里尼教育部长的哲学家杰恩提尔（Giovanni Gentile）
的教育改革方案提出了批判，而这些批判旨在提出一种与之相对的“统一性学
校”方案。弗朗德吉指出，葛兰西对于教育问题的探讨与葛兰西的总体思想是
内在相关的，即与其关于文化、知识分子和霸权等思想直接相关。弗朗德吉将
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的作用理解为与资产阶级的守成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蒙昧主
义相对抗，为了和通过掌权而对各从属性群体进行建构，葛兰西之所以谈论教
育问题，远非仅仅对这个领域进行说明，而是旨在进一步深化对于权力特别是
霸权概念的阐述。弗朗德吉认为，尽管当代读者经常会在葛兰西关于教育问题
的讨论中碰到一些含混性的地方，而这些含混性很多是由于我们今天的阅读常
常受到各种符号统治理论的强烈影响，不过这些讨论留下了一些将霸权理论和
实践哲学联系在一起的线索。在此语境中，统一性学校就被理解为一种使得新
型“历史性阵营”得以出现的场所，以及在建构革命规划中通过对“知识分子
阵营”进行瓦解而建构起农民大众的凝聚力的机制。因而作为其他文化组织的
补充，学校的任务就在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将广大人民群众
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并达到特定的道德水准。弗朗德吉基于 20 世纪 60 年代
兴起的“批判的教育社会学”
，将葛兰西所讨论的学校中的“教—学关系”理
解为权力运作的实践形式，而这种实践形式首先是与葛兰西所理解的“哲学工
作”密切关联的。对于葛兰西来说，哲学工作不能被理解为建立自洽概念的个
体性的“职业性”工作，相反，哲学应被理解为以改变群众的精神世界和达至
历史性的真实之物或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普遍性为目标的“文化斗争”
，而
作为个体的哲学家的具有历史性的个体性依赖于自身与其所欲改变的文化中心
之间的积极关系。这种文化中心支配着哲学家并迫使后者进行连续性的自我批
判，从而在此意义上扮演着“教师”的角色。这种“教—学关系”显然隐含着
语言和言语的问题。在葛兰西看来，这里的语言从根本上说是一个“集体名
词”
，因为所有的语言都是一种文化或哲学，其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作为“积极
而具有集体性”的关系解决“自发的”哲学家和“职业的”哲学家之间的复杂
关系。这种文化中心与哲学家的关系可以被称为“观念—权力”关系。弗朗德
吉将葛兰西关于教育关系中的“观念—权力”问题的讨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
个层次是，作为“教—学关系”的霸权：在这个层次上，葛兰西将所有权力所
具有的引导和组织功能都理解为一种教育功能。第二个层次是，上述“教—学
关系”并非仅仅在学校中运作，除了学校之外，具有这种权力关系的还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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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政党、教堂、行业协会、出版社、图书馆、剧院和电台等。第三个层次
是，这种“教—学”是一种积极的或者说“创造性的”集体工作，在这里教
师也是学生，学生也是教师，因而学校就不再仅仅是一个“符号暴力”起作
用的场所或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工具，而是一个通过“教—学”过程“达成共
识”的场所，而这样霸权理论就不仅与 M. 韦伯式的和布尔迪厄式的符号统治
理论区分开来，而且也同阿尔都塞的相关思想有所区别。弗朗德吉认为，葛
兰西之所以提出学校问题，其背景就在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意大利的“霸
权危机”和“组织危机”
，即统治阶级只掌握纯粹的强制性权力，而失去了其
“共识”维度，或者说，只“统治”而不“引导”
。在葛兰西那里，
“学校问题”
只是这种“霸权危机”的一种体现：资产阶级已无法确立其智力上和道德上
的引导作用，因而作为“组织的具体体现”的学校在工业发展中采取了混乱
。杰
的形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夺权这一“最病态的现象”
恩提尔的学校改革方案的目标是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实现其“整体性
的雄心”
，即国家应当成为教育的组织者和最高教育者，而教育过程则不应当
是实证的和现实的知识的传播过程，而应当是精神的内在统一过程的一个环
节，与之相应的教学内容是以绘画、歌唱、民间创作和体力劳动为基础，以
激发孩子的“自发性”为主要目标的“发现教学法”
。而葛兰西所提出的学校
改革方案与杰恩提尔针锋相对：这个方案要求建立面向全体人民、以“新的、
广义的而非传统的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文化的建构为目标并将体力劳动能力
的发展与智力能力的发展统一在一起的“统一性”公立学校。葛兰西“统一
性”学校设想有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积极的集体关系”原则，第
二个原则是“理论—实践原则”
。前者与哲学活动有关，旨在每个人身上发展
出尚未分化的一般文化，培养深刻思考、在生活中寻找方向的能力；后者与
劳动有关，即培养人们在各种文化有机体中进行具有“统一性”的活动的能力。
不过后者其实并非外在于前者的独立原则，而是对于前者的具体化：所有的
活动都同时是智力性的活动，因而整全性的教学组织（即哲学教育）能够推
动这种实践的实现。在弗朗德吉看来，葛兰西的这一思想触及了实践哲学的
核心问题，因为作为“积极的集体劳动”的“教—学关系”
，为考察个人介入
集体发展的可能性的条件，即对不同社会的各种建设性的文化中介进行改变、
调整甚至变革的能力提供了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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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理分析与马克思主义
卡提亚·热内尔在题为《法兰克福学派与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论心理
分析与社会理论的多众结合方式》A 的文章中探讨了法兰克福学派与弗洛伊德
的心理分析学说的关系史。
热内尔指出，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提出来之后，就有一些思想家
致力于将这一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这些思想家包括赖希、弗洛姆和马
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或与该学派有密切关系者，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
说，心理分析一开始就是居于“批判理论”中心的一个问题：霍克海默于 1930
年在社会哲学的框架下所展开的一个跨学科研究规划，就是与弗洛姆的心理
分析紧密相连的；而对于阿多尔诺的思想来说，心理分析也继续扮演着重要角
色，特别是在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遗产进行的改造工作中占据中心地位；马尔
库塞 20 世纪 50 年代作品中的心理分析同样有着类似的作用。如果说相对而言，
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和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一样，或多或少都对心理
分析有所批判的话，他们对马克思和心理分析的对话关系的理解却有着很大的
差别。热内尔沿用阿多尔诺在 1935 年写给本雅明的信中的说法，将法兰克福
学派中马克思思想与心理分析的结合方式区分为“弗洛姆式”的和“赖希式”的。
阿多尔诺本人站在弗洛姆的对立面，将后者视为“新修正主义”
，对后者之将
家庭作为心理学和社会的中介予以批评，认为能胜任这一中介的应是商品和拜
物教。热内尔认为，在这里体现了一种对立，即把家庭视为一种国家的“权力
之镜”及其权威的永久载体的观点与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或意识与无意识间
的对立予以打破这一立场之间的对立，而这体现了对于马克思的两种解读方式
或两种历史观念。
不过，热内尔对法兰克福学派与心理分析的关系史所做的梳理表明，在
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历程中，思想家们对于弗洛姆的“新修正主义”的态度其
实是比较复杂的，而这是由心理分析对于社会批判理论的意义所决定的。事实
上，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开始，霍克海默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与作为弗洛伊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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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 psychanalyse et théorie de la société»，Actuel Marx ，n59.

73

马克思主义者的弗洛姆之间的思想合作，就是基于对心理分析的共同的批判性
理解。在阿多尔诺的影响下，霍克海默重新评价了弗洛伊德的欲望理论，从这
一理论之客观地体现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家庭的衰落”来理解其意义；而弗洛
姆同样也与弗洛伊德关于冲动的升华和压抑等理论拉开距离，他对当代社会中
自由所引起的焦虑以及在此问题上个人和集体的责任等问题进行了追问。弗洛
姆拒绝将个体视为本质性的社会的对立面，而是试图探讨现代人的结构特征，
即探讨社会进程中的心理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要素，以厘清人走向其自由
的、给予其敌人以专制权力反面的原因。对于弗洛姆来说，心理学的关键问题
在于个体与世界之间的特殊联系方式问题，而非自我的本能需求的满足或剥夺
问题，因此他着力讨论的是个体的社会化进程。由于弗洛姆的着眼点仍在于马
克思式的“改变世界的可能性”问题，因而他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视为不
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改变的，因此问题在于对“人的要素”及其内在的活
力进行分析，为塑造人的新的特性做准备。
对弗洛姆的这种“新修正主义”进行严厉批评的阿多尔诺，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就曾将对于心理分析的理解运用于自己对康德的先验哲学进行的分析
中（无意识内在于理性中却不会产生非理性内容）
，随后又将心理分析运用于
对于现实的“阐释”中，而这种“阐释”是通过弗洛伊德的方式加以界定的，
即并非通过某种主体性的方式对现实进行说明，而是通过符号去把握现实中潜
在的意义，即通过形象的建构、摧毁源自现实中诸孤立要素的图像而把握现实
中的非意向性内容。从这一立场出发，阿多尔诺反对弗洛姆将弗洛伊德“社会
学化”的倾向，而认为应当将弗洛伊德视为一个思考个体以实现对社会现实进
行恰当批判的思想家。
在阿多尔诺看来，弗洛伊德所揭示的，正是反映了劳动的社会分工的“劳
动的精神分工”使个人成为一种功能性的存在物这一事实，即存在者们被不可
逾越的深渊所分裂和原子化这一事实，因此心理分析将导致对于自己所提出的
概念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将揭示，弗洛姆所强调的人的特性，其实是经验世界
中将遵从规则的无意识现象的本质性和某一特定社会的某种产品的历史性结合
起来的物化过程的产物，是个体所遭受的一系列痛苦和打击的结果，而这一揭
示将使得一种对于“戕害生命”的社会过程的批判得以可能。霍克海默和马尔
库塞在这一问题上赞同阿多尔诺。例如，马尔库塞也认为，弗洛伊德的
“个体”
概念内在包含着一种具有击碎物化的可能性的“社会理论”
，而当弗洛姆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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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社会学”的意义上使用这些概念时，就失去了其批判性力量；不仅如此，
马尔库塞也像阿多尔诺那样，对弗洛姆的“新修正主义”之将现实文化中的“人
的潜能”之展现作为目标进行了批判。
但从哈贝马斯开始，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对于弗洛姆的“新修正主
义”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中的理性理论和《否定
辩证法》的主题总体上持批评态度，他不仅肯定而且延续了弗洛姆的“新修正
主义”
。哈贝马斯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解释为变形了的和受到压抑的、并
且可以通过意识加以矫正的交往，认为弗洛伊德在解释残缺和变形的文本时发
现了自我与外界的关系。而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学术领袖的霍耐特则延续
了哈贝马斯对待“新修正主义”的态度。对于霍耐特来说，心理分析具有一种
解释性力量，同时也具有一种规范性力量，从中既可以生发出一种主体性理
论，也可以产生一种充分的社会化理论。霍耐特沿用了弗洛姆的术语，将作为
心理结构的人的性格视为相互作用的结果。按照霍耐特的说法，心理分析所
要做的，并不仅仅在于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忽视的内容，而主要在于建立
一种主体性理论，这一理论并不将主体的理性力量作为自己的前设，而是为
无意识联系的力量腾出地盘，以便使人类避免演员的意识、融合的欲望和服
从的幻觉。
热内尔在认同霍耐特的这种说法的同时，认为心理分析还揭示了社会的
不合理方面以及历史中的消极或悖理之处，而这些问题将引导人们对马克思主
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本身的框架进行追问。热内尔认为，梳理法兰克
福学派与心理分析的关系史的意义，在于探讨社会批判理论在何种程度上能接
受“文化之病”的视角，同时又仍然能够保持自身的“解放之维”
，而这也正
是理解法兰克福学派对待弗洛姆的“新修正主义”的态度变化的重要着眼点。
在他看来，当代法兰克福学派在这一问题上出现的态度变化，并非仅仅是理论
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该学派的思想家们对于当代社会所出现的新变化进行审
视的结果。
艾蒂安·巴里巴尔在其文章《文辞争讼与最终效力》A 中探讨了心理分析
中的“争讼”
（instance）概念。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拉康和阿尔都
塞在其著作中都曾使用过“instance”这个概念，对于这个概念的使用，是法

A Étienne Balibar, «L’instance de la letter et la dernière instance», Actuel Marx ，n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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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哲学中所谓“结构主义时刻”的标志，对于二者的共同的学生们产生了强烈
影响。但巴里巴尔指出，由于这个法语概念所指涉的是一个由
“行动”
“要求”
、
、
“坚持”
、
“效力”
、
“层级”等含义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因此在这一概念的翻
译中，特别是在英文的翻译中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巴里巴尔认为，拉康是在发
表于 1957 年的《无意识中的文辞争讼与弗洛伊德以后的理性》
（« L’instance de

la letter dans l’inconscient et la raison depuis Freud »）一文中首次使用“instance”
（
“能指的争讼”
）
。
一词的 A ，在那里拉康主要谈的是“instance du significant”
在英文译本中这个概念被译为“agency”
，这一翻译所强调的显然是“文辞”
在建立主体于其中进行无意识的思考的空间时所包含的效力或力量，而忽视了
该词所暗含的思想和符号都必须向其臣服的、凸显了欲望的不可毁灭性的“重
复之强制”的对于“能指链”的“坚持”这一观念。在巴里巴尔看来，这种误
译显然对于英语世界的读者恰当理解拉康的“instance”概念造成了障碍。而
对于阿尔都塞来讲同样如此。阿尔都塞发表于 1962 年的文章《矛盾与多元决
定》
（后收入《保卫马克思》一书）中的“instance”一词被英文版译者直接译
为英文的“instance”
，巴里巴尔认为这一译法显然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英文中
，但阿尔都塞的原文“dernière instance”
（归根
instance 的基本含义是“情况”
结底）中的“instance”是在其援引自拉康思想、但经过改造的“多元决定论”
语境中对于恩格斯的“经济因素归根结底起决定作用”这一判断的改述，这一
改述所要强调的恰好是，诸如意识形态这样的上层建筑是不能被“还原”为经
济基础的，后者仅从因果性的角度来看具有“优先性”
，所以这里所强调的是
功能性的“效力”
，而非黑格尔的“最终环节”意义上的“情况”
。
巴里巴尔指出，这一点在《读〈资本论〉
》中表现得更加明显：阿尔都
，从而“dernière
塞在该著中进一步将“因果性”概念发展为“结构因果性”
（最终效力）意味着“对效力或效力的痕迹进行分配”
。在巴里巴尔
instance”
看来，英译者对于拉康和阿尔都塞对于“instance”一词的翻译都不能令人满意，
其原因在于未能在二者的思想大背景中理解这个概念。拉康所使用的这一概念
无疑来自弗洛伊德，但其基本用法受到来自索绪尔语言学的强烈影响，所指向
的是“如语言般具有结构”的无意识。对于阿尔都塞来说，关键在于通过将马

A 但巴里巴尔显然搞错了，因为事实上拉康至少在 1953 年就开始使用这一概念了，如
在其《罗马报告》中就出现了“instance”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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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范畴特别是“矛盾”概念运用于弗洛伊德所带来的解释框架
而对之进行改造。巴里巴尔从词源学上分析了该词的本义与当代英语、法语和
德语中各对应词的用法，认为尽管存在着种种变化和差别，但该词所表达的核
心观念始终是“站在法庭前一再表达自己的诉求并产生了或多或少无法改变的
效果”
。在巴里巴尔看来，拉康和阿尔都塞对于“instance”一词的不同使用，
是对于弗洛伊德著作中多义的“Instanz”一词的不同方向的借用。按照巴里巴
尔的考察，弗洛伊德对“Instanz”一词的使用分为两个阶段：从《释梦》到 30
年代初，弗洛伊德在“审查”的意义上使用该词，意指欲望的表现（例如，梦）
所受到的以“同意”或“禁止”为目标的审视，或者“自我”所受到的以内部
评判或惩罚为目标的“分割”；而从 1931 年的《心理分析新论》开始，弗洛伊
德改变了对该词的用法，使该词成为同时包含“代理人”和“挑战”两层含义
的矛盾统一体，即“自我”发现自己处于来自多方的不同要求之下，一方面是
来自“本我”的欲望之满足的无限要求，另一方面是由“超我”所表达的道德
要求或对力比多的抑制。巴里巴尔认为，拉康和阿尔都塞分别从“冲突”和“结
构”的角度借用了弗洛伊德的“Instanz”
，看似方向相悖，却为他们的学生们
将“instance”的两层含义重新统一在一起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在阿尔都塞
那里，特别是在弗洛伊德的“多元决定”的观念影响下，与结构性力量有关的
各种“instance”
，能够内在地既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斗争”相关也与弗洛
伊德意义上的“力量关系”相关，从而能够成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框架
的支撑点。
纪 尧 姆· 西 贝 尔 坦— 布 朗 在《 一 门 面 对 法 西 斯 主 义 神 话 的“ 性 科
学”
》A 一文中，试图重新反思赖希的著作《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的意义和
价值。赖希的这一著作是心理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相遇的最初成果之一，而其背
景则是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在西贝尔坦—布朗看来，该书所体现出的两大思潮
的对话，不仅体现了赖希看到二者彼此弥补对方理论“盲区”的可能性，更体
现出赖希希望通过融合二者的概念体系为对抗法西斯主义提供思想武器的现实
关怀。西贝尔坦—布朗同意巴里巴尔的说法，认为赖希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可
以被视为心理分析在特殊的历史现实中的自我改造，即在现实权力运作方式不

A Guillaume Sibertin-Blanc, «Une Scientia sexualis face à la mystique fasciste», Actuel
Marx ，n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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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与心理分析的理论，特别是其关于无意识的话语不相一致，甚至出现了一种
操纵和利用无意识的社会秩序的情况下的理论转向；同时赖希的工作对于马克
思主义也具有重要性，即说明了何以在那个时代贫困化的工人并没有生成革命
的阶级意识，反倒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对于赖希来说，要讨论
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基础问题，首先要与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中的观念
论”划清界限，也就是要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如下教条：将群众对于自身的利益
的意识或对于被等同于产生意识形态或作为意识形态的前提的、作为生产与交
换的结构的社会关系的生存条件的意识直接与进行阶级斗争的政治能力联系在
一起。而这就意味着，在赖希那里，意识形态要素从一开始就被思考为一种异
质性内容，即不是将意识形态理解为经济理性的表达或由这种理性所规定的利
益的表达，而是将之理解为其非理性的他者，而理性在这一非理性领域中推动
了阶级斗争，并试图将之理性化。按照赖希的看法，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我们
才有可能对一种意识形态之成为物质性的力量的动力进行分析，而正是这种力
量使得群众运动和阶级条件之间产生距离，因而资本主义机制无法被划归为某
一个阶级如资产阶级的意志所掌控的工具，需要做的工作乃是对主体性的超个
体形式的物质化过程进行分析。
，
西贝尔坦—布朗强调，赖希所探讨的并非抽象的“异质性”或“非理性”
而是具体的、由法西斯主义所推动的关于自然和生命的意识形态，即国家主义
和种族主义的综合。关于国家主义，赖希的看法是，
“小资产阶级的国家主义
与贫困群众之间的一致性”不在于将家庭中的专制情感移向继承了“全能父权”
特征的另一个形象，而在于将父亲的权威与母亲的身体结合在一起，而这就是
“属于自己的祖国”这种“神秘情感”
。而种族主义则是这种国家主义的另一面：
“德国母亲”是家庭生活的保卫者，是引导民族走向其顶点的力量之源，但她
却总是受到犹太人的侵犯……这样，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就内在地统一在一
起。赖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因素体现在，他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承担着在专
制性结构之外实现解放这一使命的无产阶级的性经验问题。无产阶级在法西斯
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固然会有一部分人接受资产阶级的性道德，而进入“资产
阶级化”的过程，但还是会有另一部分人坚持群众的性经验和性风尚，而正是
这种坚持，对法西斯主义的专制秩序形成了“致命威胁”
。赖希的这些观点显
然涉及后来福柯所详述的“生命政治”问题，不过福柯在其《性经验史》中事
实上对赖希的自然主义总体上持批评态度：福柯一方面批评赖希将性压抑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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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某种社会机制，另一方面批评赖希为性设定了某种作为法则的主导性力量。
而这样福柯就将赖希的工作归结为一种新的“性科学”话语的建构。如果说在
20 世纪 30 年代对于法西斯主义的心理学基础进行的反思中，并非只有心理分
析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这一条道路，而且还有巴塔耶的《法西斯主义心理学结
构》一书所代表的不同于赖希的另一条思考路径的话，那么福柯显然对巴塔耶
的讨论更加倾心。西贝尔坦—布朗为赖希进行了辩护，认为赖希的“自然主义”
表述根本上来说应当被视为一种“叙述策略”
，其所揭示的“规范”其实只是
“反常的规范”
，其根本落脚点在于培育新型的性主体，而这也正是赖希晚年所
从事的主要事业，因此赖希的工作与福柯和巴塔耶的方向并不形成冲突，而毋
宁说根本上是一致的。
乌尔亚·本图阿密在题为《性的辩证化：性别研究中的唯物主义的和心理
分析的探讨》A 的文章中，通过对朱迪特·巴特勒和西蒙·德·波伏娃等女性
主义者的著作进行分析，试图揭示在性别研究中将性“辩证化”的趋势，以及
在此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重建唯物主义和深化“性的社会关系”的无意识理论
的尝试。在本图阿密看来，将性问题辩证化就意味着将心理分析的成果进行政
治化意义上的历史化处理，而这也就意味着要反过来对这种概念的生产的抽象
化和去背景化进行批判。本图阿密关于“性的辩证化”的观念来自菲尔斯顿
（Shulamith Firestone）的《性的辩证法》一书，在该书中所谓“性的辩证法”
被解释为“性的去自然化”
，即解构性的自然差别，在菲尔斯顿那里，就是在
社会关系的变动这一视域中理解性别差别问题。在本图阿密看来，菲尔斯顿所
做的工作其实只是她所揭示的“性的辩证法”这一趋势的一个方面，而巴特勒
和波伏娃的研究则揭示了其另外两个方面。对于巴特勒来说，人们会对特定时
空条件下的霸权规范予以肯定，这种肯定是与对于性与性经验的二元分野的混
乱状况的无意识否定相应的，这种肯定性的话语实践本身就可以同时具有某种
颠覆形式。在一种行为范式中颠覆这种范式之所以是可能的，是由于上述话语
实践在给定的历史背景中总是会表现为某种“重复性行为”
，它一方面成为沉
淀于集体意识中的应受指责的意义；另一方面在被谈论、被提及和被“呼召”
中进行自我言说从而抹平伤痕、消除侮辱，因而人就有可能通过自我肯定的政

A Hourya Bentouhami, «Dialectiser le sexe. Réélaborations materialists et psychanalystes
dans lès approaches de genre», Actuel Marx ，n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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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环节完成集体心理重塑，从而颠覆统治性范式、实现“辩证回归”
。
而对于波伏娃来说，性的辩证法更体现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波伏娃所
理解的“社会关系”概念显然与历史唯物主义有关，但同时又有着明显的心理
分析学的痕迹，例如，在谈到女人所受到的压迫时，她认为不能像恩格斯所做
的那样将这种压迫仅仅归因于私有财产，而是应将通过工具进行的占有放在一
种“欲望本体论”的基础之上来理解。而波伏娃之提及“欲望本体论”也不意
味着她要“回到弗洛伊德”
，相反，她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有着较多批评，这些
批评的基本点在于，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忽视了人与他人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维
度。正是基于对社会关系的强调，波伏娃认为女人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否定
之否定”的力量，其作用类似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无产阶级。本图阿密认为波
伏娃的理论更能揭示“性的辩证法”的内在力量，但同时也有着明显的缺陷，
特别是，由于波伏娃忽视了阶级与生物学的关系，因此她在当代种族问题中的
性别关系问题面前保持沉默。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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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贺

钦

西班牙经济自 2014 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后，2016 年继续保持回升势头，人
均工资逐步恢复至 2008 年经济危机前水平、失业率不断下降、新增企业数量
不断刷新经济危机以来的新高。在 2015 年 12 月的议会选举中，西班牙两大传
统政党——执政党人民党（PP）和最大在野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得
票率均出现大幅度下滑，左翼党“我们能”党（PODEMOS）和右翼党公民
党（CIUDADANOS）等新兴政党迅速崛起。由于政府组阁数月难产，根据宪
法有关规定，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于 2016 年 5 月 3 日解散了西班牙议会。
2016 年 6 月 26 日，西班牙重新举行了议会选举，执政党人民党以 33% 得票
率再次胜选，但仍未达到绝对多数。目前，西班牙暂由人民党看守政府主政。
2016 年，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家们依然活跃。一方面，各种
有关论坛、研讨会、研修班及发布会等活动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各种研究成
果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既有对经典理论的回顾与致敬，又有对时代热点的回
应与反思，值得认真关注和深入研读。

一、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的学术活动
2016 年，西班牙共产党旗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联合西班牙各地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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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工会、文化基金会及教研机构等，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术交流和讨论
活动。

（一）马克思主义研修班、讨论会
2016 年，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学界开设了各种马克思主义继续教育研修班，
主要涉及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理论、帝国主义论、资本主义经济批判等马克思
主义经典理论的回顾与阐发。

“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理论”继续教育研修班
1.
（FIM）
经济与社会部、
2016 年 2 月 15 日至 25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马德里大学（UCM）欧洲—地中海大学研究所（Euro-Mediterranean University
，联合举办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理论”第三期继续教育
Institute，EMUI）
研修班——
“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阶级”
。课程共计 30 小时，可在线注册，
（1）马德里大学政治思想史与社会运动史
费用为 30 欧元。 A 课程主要包括：
教授胡安·特里亚斯（Juan Trías）讲授的“社会阶级、政治权利和马克思主
（2）
“战斗中的可口可乐”组织成员胡安·卡洛斯·阿森霍（Juan Carlos
义”；
、
“战斗中的沃达丰”组织成员贝阿特里兹·莫里诺（Beatriz Molino）
Asenjo）
和“空中客车 8 人”成员何塞·阿卡萨（José Alcazar）主讲的“工人运动与
工团主义的现状”；
（3）工程师、劳工社会学家、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前主任何
塞·达尼埃尔·拉卡耶（José Daniel Lacalle）主讲的“今日西班牙的工人阶级”
；
（4）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URJC）博士艾娃·帕罗莫（Eva Palomo）
主讲的“性、性别与阶级”；
（5）西班牙国立远程教育大学教授安东尼奥·加
西亚·圣德马斯（Antonio Garcia Santesmases）主讲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
论”；
（6）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科学委员会成员卡洛斯·贡萨雷斯·贝纳
瓦（Carlos González Penalva）讲授的“马克思主义、权利与当代宪政主义”；
（7）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员圣地亚哥·阿门西亚（Santiago Armensilla）主
讲的“作为革命主体的国家”；
（8）塞维亚大学企业组织学教授哈维尔·纳瓦
斯古埃斯（Javier Navascués）讲授的“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角色”
。
“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理论”第四期继续教育
2016 年 5 月 8 日至 20 日，
（1）马
研修班开设“法兰克福学派与社会批判理论”课。 B 该课程主要包括：
A www.ucm.es/emui/llp.
B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23&buscador=1&id_seccion
=18&a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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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大学社会科学与法学教授拉蒙·雷耶斯（Román Reyes）主讲的导论；
（2）西班牙国立远程教育大学（UNED）哲学教授弗朗切斯科·J. 马丁内兹
（Francisco J. Martínez）主讲的“法兰克福学派与社会批判理论”；
（3）哲学
教授胡安·何塞·桑切斯（Juan José Sánchez）主讲的“霍克海默：唯物主义、
批判理论与启蒙辩证法”；
（4）马德里大学政治科学与社会学教授马里奥·多
明戈斯（Mario Domínguez）主讲的“资本危机与抽象劳动”；
（5）马德里大
学哲学教授霍迪·麦索（Jordi Maiso）主讲的“今日批判理论”；
（6）西班牙
科学研究高级委员会（CSIC）哲学所研究员何塞·安东尼奥·扎莫拉（José
（7）西班牙
Antonio Zamora）主讲的“启蒙辩证法：灾难现代性的传说史”；
国立远程教育大学哲学教授卡洛斯·戈麦斯（Carlos Gómez）主讲的“哈贝
马斯的伦理学与批判理论：从观念哲学批判到道德观念维护”；
（8）马德里大
学欧洲—地中海研究所拉蒙·J. 索利亚·布拉纳（Ramón J. Soria Braña）主
讲的结论部分。
“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理论”第五期继续
2016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6 日，
教育研修班——“当前挑战下的唯物主义”
。共有来自西班牙 9 所大学和西
班牙科学研究高级委员会的 32 位教授及学者授课。主要课程包括：
（1）马
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
（2）拉美的马克思主义；
（3）中东地区的马克思主义；
（4）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5）世界体系论与马克思主义
地缘政治学的中心—外围结构；
（6）对经济危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7）马克
思主义与生态学；
（8）文学、马克思主义与文化。 A

“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局限性”讲座
2.
2016 年 10 月 24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济与社会部在马德里大
学历史图书馆，召开 2016—2017 年学术课程开幕式。2016 年 11 月 15 日，马
德里大学社会学教授塞萨尔·冷杜埃莱斯（César Rendueles） B 做“历史唯物
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局限性”
（el materialismo histórico y los límites de las ciencias

A http://www.fim.org.es/base_imagen.php?path=/media/2/2275.jpg.
B 塞萨尔·冷杜埃莱斯（César Rendueles，1975— ）
，哲学博士，社会学家，散文家，
主持马德里美术社团文化项目（2003—2012）
，批判文化专栏作家，著有《数字乌托
邦时代的政治变革》
（2013）
、
《资本主义流氓：从文学看资本主义的个人史》
（2015）
、
《历史唯物主义的辩护》
，曾发表《
〈资本论〉文选》
、
《历史唯物主义文选》等马克思
论文献汇编及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等思想家精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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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es）讲座。 A

“为什么今天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会议
3.
2016 年 11 月 3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济与社会部在马德里大学
信息科学系，召开了题为“为什么今天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会议，即西班牙
共产党党校开幕式，西班牙众议院议员、左翼联盟（IU）协调员、西班牙共
产党党员阿尔贝托·加尔松（Alberto Garzón） B 做主题演讲。 C
2016 年 11 月 7 日，西班牙共产党党校将举办为期 10 个月的培训，组织
党员重点学习西班牙共产党的历史、政治路线、组织原则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
作，并对当代世界、欧洲及西班牙的资本主义展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分析。左
翼联盟领袖及代表、西班牙共产党领导委员会成员出席了会议。

“纪念《帝国主义论》发表 100 周年：危机与世界地缘政治的重构”
4.
暑期班 D
2016 年 7 月 11 日至 15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济与社会部与欧
，在马德里大学联合举办暑
洲左翼党（el Partido de la Izquierda europea，PIE）
期班“纪念《帝国主义论》发表 100 周年：危机与世界地缘政治的重构”
，分
析后经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的重组。课程特邀英国拉夫堡大学政治地理学教授
大卫·斯拉特（David Slater）等西班牙国内外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地缘政治理论
家和欧洲左翼党副主席梅特·莫拉（Maite Mola）等政党领袖主讲。
课程主要议题包括“如何改进当今的世界体系”
、
“转型框架下的新帝国
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
、
“全球化世界的国家边界”
、
“变动世界中的新旧冲突”
、
“资本主义变革下的世界经济重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的
角色”
、
“面向外围的西方重组”
、
“世界中的中国：霸权崛起？
”
、
“克里米亚后
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的社会冲突”
、
“半外围国家及地区的挑战”
、
“后冷战时期
世界体系中的拉美”
、
“纠结的现代性与多元欧洲”等。

A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33&buscador=1&id_seccion
=18&anio=.
B 阿尔贝托·加尔松（Alberto Garzón，1985— ）
，西班牙政治家，被左翼联盟推举为
2015 年西班牙大选首相候选人。
C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34&buscador=1&id_seccion
=18&anio=.
D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24&buscador=1&id_seccion
=18&anio=.

84

（二）文化、性别与阶级的跨学科研究
“第三文化与科学政策：跨学科的挑战”暑期班
1.
2016 年 9 月 5 日至 7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济与社会部与马德
里自治大学，在科罗拉文化中心，联合举办“第三文化与科学政策：跨学科的
挑战”暑期班。 A 1967 年，英国作家史诺（C.P. Snow）提出，科学与人文“两
种文化”存在紧张关系，
“如何打破两种文化的分野”成为学界迫切解决的问
题。西班牙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科·费尔南德兹·布伊（Francisco Fernández
Buey）认为，人文学家需要科学文化，不能单凭文字传统产生态度，而科学
家亦需要人文养成，例如历史哲学、方法论、道德和去本体论等能帮助科学家
更为合理地解决人类文明危机中的种种难题。在技术时代，试图通过强迫普通
民众听取专家意见以解决“两种文化”问题的做法，无异于技术官僚的独裁，
只有倡导跨学科的开放、交互与融合，才能真正克服“两种文化”的冲突，开
辟通往第三文化的道路。
课程分为第三文化与跨学科研究、争论中的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的
经验分析、跨学科研究的实践、科学技术政策五部分，主要议题涉及：
（1）跨
学科研究与范式的变革；
（2）生态完整性与全球治理；
（3）跨学科研究中的人
类学；
（4）历史、生态学和后旅游时代的老手艺人；
（5）包容性经济：不同经济
范式间的桥梁；
（6）社会运动与公民社会的跨学科研究；
（7）跨学科设备的发展；
（8）可持续农场系统的跨学科经验；
（9）弗朗西斯科·费尔南德兹·布伊论第
三文化及方法论问题；
（10）健康不平等：跨学科分析与系统阐释；
（11）厄瓜多
尔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与祖先的智慧：走向知识经济社会；
（12）大数据时代的
科技政策等。

2. 跨学科讨论“性、性别与阶级”问题
2016 年 3 月 10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妇女部与西班牙萨拉曼卡大
学历史系，联合召开了跨学科研讨会“性、性别与阶级”B 。
萨拉曼卡大学古代历史教授胡安娜·罗德里格兹·科尔特斯（Juana Ro、学生替代组织葛兰西文化研究组（Grupo de Estudios Culturadriguez Cortes）
A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31&buscador=1&id_seccion
=18&anio=.
B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16&buscador=1&id_seccion
=19&a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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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Antonio Gramsci de Colectivo Estudiantil Alternativo）古斯塔沃·H. 桑切兹
（Gustavo Hernández Sánchez）
、萨拉曼卡大学当代史学教授何塞菲娜·C. 布斯
蒂约（Josefina Cuesta Bustillo）
、西班牙女性主义党成员莉迪亚·法贡（Lidia
Falcón）博士、性别跨学科研究硕士阿尔巴·卡沃·圣胡安（Alba Calvo San、十三朵玫瑰女性主义组织（Colectivo Feminista 13 Rosas）成员弗吉尼
juán）
亚·卡雷拉（Virginia Carrera）
、萨拉曼卡大学道德哲学教授马丽亚·T.L. 德拉
维耶哈（María Teresa López de la Vieja）参加了座谈会。
此外，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平等协会（Unidad de Igualdad de la USAL）等
高校学术及社会群体代表也参加了研讨。

（三）拉美变革与 21 世纪社会主义
“统治阶级的进攻与拉美的变革进程”研讨会
1.
2016 年 4 月 1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济与社会部，在马德里大
学劳动关系学校举办“统治阶级的进攻与拉美的变革进程”研讨会。 A 美洲
玻利瓦尔联盟（ALBA） B 国家驻西班牙大使馆和欧洲左翼党（PIE）参加了研
讨会。该会是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围绕“拉美的新左翼和老左翼”进行的
系列研讨会之一。
会议认为，今天帝国主义的矛盾仍在不断加深，面对帝国主义的进攻，
尤其是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等左翼进步政府，应积极思考并调整相关战略
对策，拉美人民应在争取解放的进程中自主决定经济发展模式，以抗衡资本主
义霸权。会议提出，应根据当今世界新的劳资关系、新的剥削形式、新的资本
主义统治方式重新定义时代特征和趋势；应加强对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特征、形
式和路径的研究，以避免形式上的政府却没有建设新社会实际权力的矛盾；应
关注和比较欧洲与拉美不同的地区一体化模式；应加强对资本统治工具——大
众传媒的研究；应重新定义社会政治变革进程中的民主，着力提升人民参与民
主的质量。
A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18&buscador=1&id_seccion
=18&anio=.
B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ianza Bolivariana para los Pueblos de Nuestra América，ALBA）
，
由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和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于 2004 年倡导建立的拉美左翼
国家团结互助组织，现有安提瓜和巴布达、玻利维亚、古巴、多米尼克、厄瓜多尔、
尼加拉瓜、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委内瑞拉、圣基茨和尼维斯、格林纳达、圣卢
西亚十一个成员国。参见 http://www.portalalb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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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社会主义”公开讨论 A
2.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2 月，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济与社会部，
“公共空间”网，
会同西班牙“内容与行动”网（Contexto y Acción，CTXT） B 、
联合开设了主题为“21 世纪社会主义”的网络论坛（la Sección del Diario Pú）
。讨论由西班牙经济学家、西班牙工人委员会
（CCOO）
blico“Espacio Público”
总书记助理布鲁诺·埃斯特拉达（Bruno Estrada）策划，由“我们赢得马德里”
（Ganemos Madrid）组织发言人安娜·芭巴（Ana Barba）
、马德里大学政治学
教授埃迪·桑切斯（Eddy Sánchez）主持。
论坛期间，30 位来自西班牙及欧洲各国的左翼党员、学者、社会活动家、
工会领袖和新闻记者等，就“如何理解今天的社会主义”展开了激烈讨论。讨
、
“民粹主义的蛊
论的相关议题包括“谁在维护社会主义”
、
“经济民主的进步”
惑与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
、
“求助于社会主义的新征程”
、
“野蛮还是社会主义：
如何过渡”
、
“社会主义、市场与阶级”
、
“社会主义的过去与未来”
、
“社会主义
的救赎：什么是 21 世纪社会主义”
、
“21 世纪社会主义的挑战”
、
“我们面对怎
样的资本主义”
、
“灵活的资本主义、不稳定和新城市工薪阶层：社会主义的新
形式”
、
“社会主义还是改良”
、
“重塑劳资关系”
、
“建设替代道路”
、
“社会主义
的前提”
、
“社会主义宝库的内涵”
、
“社会主义、民众主义与变革时代的神经政
治学”
、
“社会主义的一词多义”
、
“社会主义纲领的更新”
、
“过渡道路”
、
“21
世纪重建社会主义解放纲领的必要性”
、
“工团主义与社会主义”
、
“21 世纪社
会主义的可能性”等。
论坛认为，当前民主社会主义面临严峻挑战，既无法代表第一社会集团，
又无法代表日益分化的工人阶级，第三条道路的失败使之与第三社会集团价
值观的变革彻底脱离了干系。21 世纪社会主义必须发挥国家和市场的互补性，
创立更加公平与自由的社会必须革新企业所有制，而非产品和服务的分配形
式。社会主义是经济民主化的同义词，应在企业内部创建“集体”资本的坚实

A http://www.espacio-publico.com/el-socialismo-de-este-siglo#comment-5566-.
B “内容与行动”网，由西班牙主流媒体的 14 名记者于 2015 年联合组建，崇尚自由、
多元及批判精神，主张新闻传播的真实性、严肃性与建设性，旨在促进新闻民主与
独立，为南欧及拉美的新兴记者、艺术家、科学家和文学家提供一个开放的交流平
台。美国著名哲学家和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受邀任其编委会荣誉主席。参见
http://ctxt.es/es/20150115/redaccion/36/?tpl=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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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民主基础的扩大必然要求全球化的民主化，民族国家的民主化及企业的
民主化。近期的美国大选表明，经济、政治和社会冲突的中心仍然处于经济民
主化和政治私有化的两极间。经济民主化具有很强的再分配潜力，但 21 世纪
社会主义的挑战在于为千百万劳动者重建与民主公民权相关的集体观念，民
主对劳动者而言，是发动集体变革，重夺大庄园主和资本家文化霸权的有力
工具。
论坛认为，今天社会主义的意义在于为人类社会应对地缘政治转型、社
会组织与劳动形式变革提供战略思维。经济全球化扩张不仅强化了民族认同的
表达，更通过 20 世纪社会主义的战略发展深化了国家的主体权力。

（四）左翼运动的挑战与前景探讨
“西班牙当代社会变革中的 21 世纪左翼”会议
1.
2016 年 6 月 2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济与社会部与《工人世界》
（Mundo Obrero）编辑部，在马德里大学信息科学系召开了“西班牙当代社会
变革中的 21 世纪左翼”会议。 A 该会即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全球资本
主义重组中的左翼”系列学术活动的开篇之作，试图分析后危机时代左翼运动
面临的挑战和全球资本主义的重组。
会议特邀西班牙左翼联盟（IU）前总协调员、西班牙共产党前总书记胡
里奥·安吉塔（Julio Anguita）
，加利西亚替代议会运动发言人（parlamentario de
、阿诺瓦民族主义全国运动（nacional de
Alternativa Galega de Esquerda，AGE）
Anova Irmandade Nacionalista）发言人胡塞·贝拉斯（Xosé Manuel Beiras）等
左翼政治家，就西班牙不同传统左翼如何在未来大选中实现合作，进行了交
流。会议由马德里大学政治学教授、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任埃迪·桑
切斯主持，马德里大学信息科学系历史学教授米尔塔·纽涅兹（Mirta Núnez）
也做了相关演讲。

、欧盟危机、极右
“从希腊说不（Oxi griego）到英国脱欧（Brexit）
2.
翼崛起与欧洲左翼的替代”论坛
2016 年 11 月 28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济与社会部，在马德里
大学劳动学校召开“从希腊说不（Oxi griego）到英国脱欧（Brexit）
、欧盟危机、

A Conferencia，
“La Izquierda del siglo XXI ante las transformaciones de la sociedad española contemporánea”
，https://m.youtube.com/watch?v=S5I0jJmTc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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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右翼崛起与欧洲左翼的替代”论坛。 A 论坛特邀法国共产党领导委员会成
员让·弗朗斯瓦·高（Jean François Gau）
、欧洲左翼党副主席梅特·莫拉、德
国左翼党主席国际部迪特马尔·舒尔茨（Dietmar Schultz）出席会议。

3. 召开“巴西、拉美与左翼”论坛
2016 年 12 月 13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济与社会部召开“巴
西、拉美与左翼”论坛，邀请巴西劳工党政治家塔尔索·F.H. 热诺（Tarso
Fernando Herz Genro） B 围绕巴西、拉美及左翼的现状、挑战与前景，发表了
主旨演讲。 C

“法国劳工法与黑夜站立运动”论坛
4.
2016 年 4 月 28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济与社会部与欧洲左翼
党，在马德里大学政治与社会学系联合召开“法国劳工法与黑夜站立运动”
（el
Movimiento Nuit Debout）论坛，声援法国“黑夜站立”运动 D 及反劳动法抗
（el Movimiento contra droit du travail）代表
议浪潮。 E 法国“反劳动法运动”
安娜·萨博瑞特（Anne Sabourit）和“黑夜站立”运动代表赛欧·柏雷（Théo
Poulat）出席了活动。

“传媒与资本主义危机——民主替代”研讨会
5.
2016 年 7 月 8 日至 9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传媒与文化部，在马
德里大学举行“传媒与资本主义危机——民主替代”研讨会。 F 会议旨在促
A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38&buscador=1&id_seccion
=18&anio=.
B 塔尔索·F.H. 热诺（Tarso Fernando Herz Genro，1947— ）
，巴西律师，记者，巴
西劳动党政治家，现任巴西南大河州州长，曾任阿雷格里港市市长、巴西前总统卢
拉政府内阁成员、巴西教育部长、巴西总统机构关系部及巴西司法部部长，在法律、
政治和文学等方面出版过多部著作。
C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40&buscador=1&id_seccion
=18&anio=.
D “黑夜站立”
（Nuit Debout）运动：2016 年 3 月 31 日，法国七大工会联合发起反对劳
动法改革大游行，进而引发了法国巴黎共和国广场的“黑夜站立”运动。其后近一
个月，每晚在该广场自发集会数百至数千人，分组讨论各种社会问题，表达替代诉
求。
“黑夜站立”运动，逐渐蔓延至全法 50 多个城市，并在欧洲多国引发效仿风潮。
一些西方媒体认为，
“黑夜站立”标志着法国新社会运动的兴起。
E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20&buscador=1&id_seccion
=18&anio=.
F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30&buscador=1&id_seccion
=18&a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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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民众对通信技术及大众传媒民主化的思考和贡献，使两者成为服务大众的应
用科学，信息学及传播学相关学者、教授和社会运动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办方认为，当今时代是一个转型与建设新乌托邦的时代，西班牙
与欧盟正处在一个民主代表模式、社会协调机制和经济发展模式急剧变革的
时期，迫切呼唤为公民文化服务、为公民自主发展服务的思想意识和新闻媒
体，呼唤更为包容、解放和平衡的替代道路；而替代道路的探索，需要建立
适应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社会批判理论，进而抢占数字网络和信息
系统。

“西班牙共产党节”系列学术活动
6.
“西班牙共产党节”期间，西班牙马克思主义
2016 年 9 月 16 日至 18 日，
研究会政治部，在西班牙马德里多洛斯·伊巴露丽（Dolores Ibárruri）公园，
举行了系列研讨、座谈、展映和发布活动。

二、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的学术著作
2016 年，西班牙左翼出版了一系列反映时代热点与思想争锋的优秀作品。

（一）
《跨国公司、西班牙资本主义和欧洲外围：西班牙经济技术依附
的原因及结果》
（2016）
作为 2017 年首发成果，
《跨国公司、西班牙资本主义和欧洲外围：西班牙
经济技术依附的原因及结果》A 一书，是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欧洲左翼
党合作研究、与西班牙社会科学著名出版社卡塔拉塔（Los Libros de la Catarata）
联合出版的著作。该书从经济危机入手，阐释了西班牙经济在欧盟的外围处境
和造成这一从属地位的历史成因。该书试图超越时局因素和经济学的传统视
角，阐释西班牙经济依附的历史原因在于生产的国际化与技术变革，论述外国
资本通过跨国公司在西班牙工业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该书认为，在这一进程
中最难察觉的问题在于——相对于欧盟其他国家，西班牙技术的高度依附性和
国家科技体系的滞后性，是对其经济最为不利的长远影响因素。该书进一步指
出，西班牙工业技术变革中最主要的两个弊端是缺乏创新突破和大规模引进外
A Eduardo Sánchez Iglesias，Empresas transnacionales, capitalismo español y periferia
europea. Causas y consecuencias de la dependencia tecnológica de la economía española ，
Editorial Los Libros de la Catarata, diciembr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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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技术，并剖析了上述两方面对西班牙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外围特征的影响和塑
造。该书是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近年来推出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西班牙
马德里大学前校长、经济学荣誉教授卡洛斯·贝佐萨（Carlos Berzosa）教授
为该书作序。

（二）
《全球资本主义矛盾、资本循环与替代》
（2016）
2016 年，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版社推出了“纪念哈维尔·马丁内
兹·贝纳多（Javier Martínez Peinado）
”书系之一的《全球资本主义矛盾、资
本循环与替代》A 。
逝世于 2013 年的哈维尔·马丁内兹·贝纳多教授，系西班牙巴塞罗那大
学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著有《全球资本主义》
（2011） B 。哈维尔教授积
极致力于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并参与筹办了 2007 年首届和 2009
年第二届西班牙马拉加大学发展经济学论坛。

（三）
《汤普森，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历史》
（2016）
2016 年 11 月 17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济与社会部，召开了新
“五一”基金会、21 世纪出
书《汤普森，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历史》C 推荐会。
版社等机构代表和马德里大学、瓦伦西亚大学等教授出席了会议。
该书认为，历史学家汤普森的著作对创新历史概念、理论及方法论贡献
显著。汤普森有关工人阶级建设的研究表明，
“工人阶级”不仅是经济结构的
被动产物，还应发挥和体现工人的主观能动性，例如从工人日常生活的视角，
研究大众文化，维护弱势群体；总之，工人的个人及群体经历是建立阶级概念
的决定因素，汤普森尤为重视从社会底层观察历史。
该书回顾了汤普森提出的若干历史范畴、工具和命题，探讨了经济危机
的影响、世界各国社会公民权面临的挑战、政治代议制危机等问题，强调了汤
普森关于“理解历史即从底层、从工人主体、从人民群众的集体行为出发”的
观点。

A Javier Martínez Peinado，Conflictos en el capitalismo global, ciclo del capital y alternativas ，EditorialF.I.M，2016.
B Javier Martinez Peinado, El Capitalismo Global, Icaria Editorial S.A,7 Feb. 2011.
C José Babiano，Francisco Erice，Julián Sanz（eds.）
，E. P. Thompson ，Marxismo e Historia social ，SIGLO XXI DE ESPAÑA，Madrid，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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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共识的破裂——西班牙转型时期（1975—1982）的激进左翼》
（2016）
2016 年 12 月 19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历史部与西班牙 21 世纪出
版社（Siglo XXI de España Editores）共同召开座谈会，联合推介西班牙当代
史博士贡萨雷（Gonzalo Wilhelmi）的新书《共识的破裂——西班牙转型时期
、西班牙
（1975—1982）的激进左翼》A 。西班牙共产党费利佩（Felipe Alcaraz）
劳动者党（PTE）胡安·瓦伦西亚（Juan Valencia）
，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阿莱汉德罗·桑切兹（Alejandro Sánchez）参会。 B
该书认为，随着佛朗哥在 1975 年离世，西班牙共产党及革命左翼领导的
工厂、社区、大学和街道动员，使佛朗哥主义在西班牙街头消失殆尽，各种马
克思主义、绝对自由主义、工人自治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基督教徒为独裁者盖上
了的墓碑。反资本主义组织在社会运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例如从力量最强大
的工人、市民、学生、女性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到更为小众的同性恋解放运
动、残疾人群体、生态主义人士、普通囚犯等。这些运动虽建立了不同的政治
纲领，但也包含着许多共同的价值因素，例如反对独裁、减少贫困及不平等、
打破妇女对男性的从属地位、通过创造就业缓解失业危机、倡导不同民族权利
平等、尊重不同民族的区域自治权等。该书认为，
“共识破裂”的历史就是面
对折磨、牢狱甚至死亡的千万男女为终结独裁统治而创造的历史，左翼党员试
图通过不同于周边国家的民主转型道路拯救祖国。

（五）
《我们是战斗中的可口可乐—— 一部集体自传》
（2016）
2016 年 4 月 30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济与社会部召开新书《我
们是战斗中的可口可乐——一部集体自传》C 发布令。
该书是 2016 年 4 月 9 日西班牙共产党二十大第一阶段期间推出的。该书
是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历时一年多，以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富恩拉夫拉
达镇可口可乐公司工人为主角创作的新书。该书由红羊出版社（la Oveja Roja

A Gonzalo Wilhelmi, Romper el consenso. La izquierda radical en la Transición española
(1975-1982) ，SIGLO XXI DE ESPAÑA，Madrid，2016.
B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41.
C Auditorio Marcelino Camacho, CCOO. c/ Lope de Vega 40. Madrid，Somos Cocacola en
Lucha. Una AutobiografíA Colectiva ，LA OVEJA ROJA，Madrid, 2016.（http://www.
laovejaroja.es/cocacolaenluch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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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A 出品，旨在分析今日西班牙工人阶级及劳工冲突的特点和构成。该
书采用集体自传而非第三方转述的表达形式，旨在建立代表当代工人文化新表
达的工人叙事体，为西班牙当代工人运动的动员、战斗和传播提供工具。
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主任埃迪·S. 伊格莱西亚（Eddy Sánchez Igle表示，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旨在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扩大马克
sias）
思主义在学术界和社会运动领域的影响，进而服务社会变革。

（六）
《工业文明解体进程中的左翼》
（2016）
《工业文明解体进程中的左翼》B 一书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增长之路能否
回归、充分就业能否实现、福利国家能否维持、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等。
该书认为，资本主义危机仍将徘徊不前，其运行机制将不断侵蚀我们的
文明模式，当代文明正面临无可挽回的颓势；在此背景下，左翼的绝大部分政
治和社会纲领将变得不可行，左派力量应重新思考危机下的战略、纲领和行
动，只有极少数社会运动意识到这一问题的迫切和严峻，而留给人民阻止这场
文明灾难的时间已非常有限。该书号召左翼积极开展替代运动，以阻止人类文
明的堕落，捍卫更简单、更本土、更公平的文明模式。

（七）
《剪辑视频的独裁、音乐产业与预制梦想》
（2015）
2016 年 4 月 6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济与社会部，在马德里大
学劳动关系学校举行了“全球青年阶级斗争中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产业”研讨会，
并推介了新书《剪辑视频的独裁、音乐产业与预制梦想》
。 C 该书作者琼·E.
I. 马丁内兹 D 出席了会议，作家达尼埃尔·贝纳贝（Daniel Bernabé）主持了推
介会。
该书从跨学科视角，通过对娱乐圈热点事件的剖析，尤其是明星、文化

A http://www.laovejaroja.es/principal.htm.
B Manuel Casal Lodeiro, La izquierda ante el colapso de la civilización industrial , la Oveja
Roja Editorial,2016.
C Jon E. Illescas Martinez, La Dictadura del Videoclip. Industria musical y sueños prefabricados , El Viejo Topo, Madrid，2015.
D 琼·E.I. 马丁内兹（Jon E. I.llescas Martinez，1982）
，社会学与传播学博士，造型艺
术家，笔名琼·胡安玛（Jon Juanma）
。琼发表过多部有关大众文化、地缘政治、艺
术、传媒和经济等内容的出版物，并被译成葡萄牙文和意大利文。2008 年底，琼
发起合作复制主义（Sociorreproduccionismo）运动，主张通过复制艺术品的展览和
交易，让普通大众享受物美价廉的艺术作品，从而实现造型艺术民主化与社会化的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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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毒贩、高层政治与全球资本主义间不可告人的隐秘关系，揭示了通俗文
化背后的阶级矛盾和利益冲突。作者认为，流行音乐大企业的所有制和运行模
式表明，统治精英通过垄断通俗文化的传播，控制了青年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的再生产，进而巩固了既有权力格局。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剪辑视频逐渐超过
书籍、电影、视频游戏和电视节目，成为各国青年人消费最多的文化产品。据
研究，YouTube 网播放最多的 500 个视频，是内容最匮乏但却长期霸屏的视频
片段，且已成为百万青年人日常必看的内容。此外，该书还列举了 20 位最重
要的娱乐明星通向权力巅峰的争议人生。作者还分析了流行音乐未来面临审查
的种种可能。
该书语言幽默，特色鲜明，论证严谨，旨在启发大众批判地看待通俗文
化产业，呼吁民众、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一同关注和干预上述文化现象对年轻
人的负面影响，进而争取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三、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的学术论文
2016 年，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学界出版了各种期刊论文，尤以网络电子期
刊为主。

（一）
《迷宫》杂志出版专刊《哲学、政治与经济（2016）
》A
《迷宫》
出版了专刊
《哲学、政治与经济
（2016）
》
。
2016 年，西班牙左翼杂志
《从安达卢西亚看工团主义的未
该刊主要论文包括《劳工冲突的理论分析》B 、
《从新自由主义霸权到工人阶级的神话》D 。
来》C 、
《劳工冲突的理论分析》一文从劳工冲突的产生、组织、发展与结束等视
角，提出了理解劳工冲突过程的完整理论框架，并对阶级认同的发展、日常统
A http://laberinto.uma.es/.
B Lorenzo Hernández López,Una aproximación teórica al conflicto laboral，http://laberinto.
uma.es/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663:lorenzo-hernandez-lopez&c
atid=151:lab46&Itemid=54.
C Varios autores, El porvenir del sindicalismo. Una mirada desde Andalucía，http://laberinto.
uma.es/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662:varios-autores&catid=151:l
ab46&Itemid=54.
D Cristopher Morales Bonilla, De la hegemonía neoliberal a la mitificación de la clase obrera，http://laberinto.uma.es/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656:cristop
her-morales-bonilla&catid=151:lab46&Itemid=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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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劳动的控制与抵抗、劳动的碎片化和工团主义等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了剖
析。该文认为，劳工冲突涉及工薪阶层、工会、企业主、雇主及国家在内的各
主体、集体及个人间的关系，各种生产实践和法律、协议及企业规定等规范，
既是构成和调节劳动关系及劳动过程（生产节奏、安全措施、劳动流程）的主
要依据，也是劳工冲突的主要指向。
《从安达卢西亚看工团主义的未来》一文从工会组织现状出发，结合工人
运动与抗议、劳工冲突协调与谈判资源、工团主义的现象与本质等问题，总结
了安达卢西亚省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主张恢复和改善工人政策，加强
工人运动的群众基础。该文认为，工团主义没有完备的模式和纲领，具体行动
应取决于工人运动的现实环境。
《从新自由主义霸权到工人阶级的神话》一文主张提出针对新文化霸权的
文化战略。该文指出，新文化霸权旨在通过特定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尤其是文
化产业、技术、广告、媒体和时尚圈这五大领域的融合与发展，使特定文化贴
上了创意产业的标签，进而否定其他形式的文化存在。

（二）
《社会经济指标》系列报告揭示西班牙劳工市场现状和挑战
2016—2017 年，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布了《社会经济指标》之《从
《2017 年
国家统计报告看西班牙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动向（2014—2016）
》A 、
《2016 年底西班牙劳动力市场》C 、
《从劳动力市场看西
2 月西班牙劳工冲突》B 、
班牙青年劳工的处境》D 等系列电子报告，揭示了西班牙劳工改革及劳工市场
的现状、问题与前景。
《从国家统计报告看西班牙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动向（2014—2016）
》一
文指出，大学生群体是西班牙就业人口中竞争力最强的群体之一，但其就业现
状并不乐观。根据 2014 年西班牙国家统计研究所发布的“西班牙 2010 届大学

A José Daniel Lacalle, IND-143. Aproximación al Mercado Laboral de los Titulados Universitarios a partir de Informes del INE（2014-2016）
，FIM,2016, http://www.fim.org.es/
media/2/2383.pdf,2017.
B Javier Chamorro,IND-144. Conflictividad Laboral en Febrero 2017,FIM,2017, http://www.
fim.org.es/media/2/2391.pdf.
C José Daniel Lacalle, IND-145. El Mercado Laboral a Finales de 2016，FIM，2017，
http://www.fim.org.es/media/2/2393.pdf.
D José Daniel Lacalle, IND-146. los Jóvenes Trabajadores Españoles. el Mercado de Trabajo
a Partir de la Epa16tiv, FIM,2017, http://www.fim.org.es/media/2/239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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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毕业四年就业调查”
，大学毕业生是西班牙最具人力资本价值、花费最
多教育成本的群体，从数量上占全国劳动力人口的 28.4%，但其中有 29.2% 的
大学生处于失业或待业状态，如考虑就业不足，这一比例则高达 35.9%。
《2017
年 2 月西班牙劳工冲突》汇总了西班牙近年来重要的劳工事件及相关数据。该
文指出，公共教育领域的总罢工得到了众多社会政治组织的声援，旨在废除
《改善教育质量组织法》
（la LOMCE）
，提高公共教育质量和资源公平。
《2016
年底西班牙劳动力市场》一文指出，自 2015 年底，西班牙劳动力人口的年龄
上限持续上升，2012 年后西班牙经济活动人口数量开始下降，但自 2013 年底
西班牙失业率停止增长，并不断减少，这表明西班牙就业状况已有所改善。
《从
劳动力市场看西班牙青年劳工的处境》一文指出，与其他年龄段的劳动力人口
相比，西班牙 30 岁以下劳动力市场是重灾区，就业率最低，工作不稳定性最
高，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最低，未来不排除青年劳工市场会有轻微调整，但改
善空间不大。

（三）
《我们的历史》杂志专题讨论
《我们的历史》
（Nuestra
2016 年，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历史分部建立了
Historia）杂志网站主页 A ，供读者参阅下载。创立于 2014 年的电子杂志《我
们的历史》
，旨在打破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分散格局和边缘化处境，促进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班牙的研究、出版和讨论。杂志的命名，意在纪念 20 世
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及其刊物《我们的
历史》
。杂志为半年刊，由特稿、专题、访谈、综述、书评、消息等内容组成，
先后推出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文献的专栏“我们的经典著作”
、
“我们
的历史文献”
、
“民主记忆”等，宣传和译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解放思想。除
历史话题，该杂志同样关注现实。2016 年，
《我们的历史》共出版了两期杂志，
“苏共二十大和去斯大林化的开始”C 两个
分别讨论了“人民阵线的春天”B 、
历史话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A www.revistanuestrahistoria.com.
B https://revistanuestrahistoria.com/numero-1/.
C https://revistanuestrahistoria.com/numer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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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国
鲁绍臣

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不同，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认为资
本主义面临着自身难以彻底克服的危机，但又总是能够调整和应对危机。作为
一种经济的组织形式，资本主义的关键特征在于能够“改变”
，资本主义的“改
变”与“创新”意味着持续地变化和不稳定。当今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导致发
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众都共同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并加剧了民族主
义、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的再度复兴。目前的国际体系基本格局和全球治理模
式开始受到了各个国家的民族主义的挑战，在大体保存合作趋势的同时亦存在
着分离趋势，全球治理中各国关系越来越受到国内势力尤其是保守主义的阻
碍。全球治理出现了寡头以及僭主政治回归的迹象，合法性危机以及对于治理
权威的有效性的质疑，又进一步推动了这种趋向。从全球层面看，当前全球治
理的主要难题是恐怖主义、蔓延的不平等以及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全球性的
腐败以及反腐败、经济低迷等成为世界的新常态。
总体说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再诠释与分析、对
当代资本主义新特征，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经济危机的变化有着敏锐洞察、分
析和批判，对于全球治理的分析，以及公平、正义、平等的社会构建具有重要
的借鉴意义。因而，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将从六个方
面作些简要介绍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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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的限度与《资本论》重新诠释
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具有全球性影响的三大会议之一，
《历史唯物主义》
2016 年年会决定将讨论的主题设定为资本自身的限制，以探讨资本主义自身
难以克服的矛盾与危机，以及资本持续对人与非人的世界所造成的破坏与压
榨，从而进一步将时间自由度中的资本研究转向空间视域中的资本与当代世界
的分析与探讨。与此同时，组织者认为不必将资本的限制局限于宏观层面的国
家、自然与资本自身，而是尽可能策略化地分析如何应对和操作，特别是对于
当前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解放政治来说其意味着什么。同时认真分析反精
英的民粹主义运动与资本主义限度之间的逻辑必然性。会议分了众多的主题，
参与者也持续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和前几年一样，不乏在政治活动和理论界都
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参会。
例如，K.B. 安德森（Kevin B. Anderson）就在本届年会中明确提出要“重
思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在他看来，在 1945—1975 年间，各种
各样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兴起并在全球范围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左翼人士，
后来反人道主义的理论又在阿尔都塞的引领下风行一时，后结构主义同样坚持
了这一点，从而不管是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还是基于抽象普遍性的人道主义
都受到了强烈的批评与质疑。对于安德森来说，这些批评部分是有效的，特别
是对于萨特和弗洛姆这种激进的人道主义者来说更是如此。然而，对于法农、
杜娜叶夫斯卡娅等具有政治经济学背景的学者来说则未必有效。他们不但拒绝
基于抽象普遍的人性假定基础上的人道主义，而且主动将种族和殖民主义等设
定为自身考虑的主要对象以及辩证法的基点，以思考代替资本主义的现实可能
性，并提供了一个基于哲学之上的反资本主义及其可能的目标与路径。
与之不同安图内斯（Ricardo Antunes）等人则根据会议主题的设定，直
接以“马克思、服务部分的流通和价值”为主题讨论了今日资本主义劳动价
值论的有效性，在他看来，对于个别的资本来说，资本不需要活劳动和死劳
动的互动仍然能够存活，但对于总资本来说，却又不能不通过活劳动来存活。
D. 艾登（Delal Aydin）在题为“不可承受性：人类生活对于资本的限度及其
去价值化”的发言中认为，在资本的关系中，人类生活的地位远不如其他的
存在，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人类生活日益被去价值化和物化，从而

98

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人类生活越来越不可忍受，从而会爆发革命来推
翻其统治。R. 贝洛菲尔（Riccardo Bellofiore）在《社会化的历险》一文中，
对马克思的“社会化”这一重要范畴作了深入分析与研究。在他看来，这一
社会化的过程意味着价值的货币化，并且社会化也意味着抽象劳动存在且只
能存在于商品的货币流通之中，不然就可能用非商品和货币的方法来理解资
本，因为就其根本来说，劳动从一开始就已经被社会化了。从这个角度来看，
生产从开始就已经是抽象和社会化的了。他提醒说，绝对不能将资本主义的
生产二元化为具体而真实的生产，以及神秘抽象的流通中的货币。但对于作
者来说，生产中的货币仅仅是观念中的货币，其总是与真实的流通中的货币
形成对抗与矛盾。
作为英国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第二大马克思主义年会，2016 年 6 月底至 7
月初由英国工人党主办的以“改变世界的观念”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节和往年
一样吸引了众多参与者。他们认为始发于 2008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远未结束，
全球仍然处于极其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帝国主义战争和持续增长的难民危机仍
然看不到尽头，这意味着反危机的斗争必须也一定会持续下去。该年会除了深
入讨论了资本主义与经济危机，环境变迁，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与制度安排
等公共议题外，还讨论了种族主义与战争，对他们来说，
“世界不可能再回到
过去，但一个无剥削与压迫的世界仍然值得争取。
”
与“历史唯物主义”年会和马克思主义节强烈的现实关怀不同，马克思
与哲学学会的年会显得非常的学术。2016 年年会的主题是“黑格尔与马克思”
。
这一次会议是与英国黑格尔协会在牛津大学合办，时间为 2016 年的 9 月 1—2
日，发言者主要有苏塞克斯大学的 A. 奇蒂（Andrew Chitty）
，他主要讨论的是
黑格尔与马克思关于人性团结的思考。其他的学者则讨论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
家庭与性别关系、黑格尔与马克思对精神生活的要求、马克思对黑格尔权利主
体的再黑格尔化、抽象自我与观念主义的国家：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暴力主权
必然性的思考。另外，他们还在 2016 年 6 月主办了一场关于“早期马克思的
共和主义思想”的会议。这些会议的举办，吸引了众多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
者参与和讨论。
在《资本论》第 1 卷出版 150 周年之际，一股重新诠释《资本论》的风
潮正在兴起。例如，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历史学教授、剑桥大学历史和经济中心
主任 G.St. 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就出版了一部关于马克思的传记《卡

99

尔·马克思：伟大与虚幻》A 。和一般的传记作品不同，该书作为当代关于马克
思的权威传记，试图远离政治意识形态来客观研究马克思本人的社会经济和哲
学思想。她肯定了马克思终其一生，特别是在《资本论》中首次描绘了由世界
市场的出现及现代工业释放的空前生产力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所带来的巨
大转变，强调了资本主义创造新的需求以及满足需求方式的内在倾向，以及资
本主义对所有传承下来的文化习俗和信念的颠覆，特别是在文化与精神领域，
马克思深刻洞见到了资本主义对所有边界的无视，无论这种边界是神圣的还是
世俗的：它打乱了所有神圣的等级秩序，无论这种等级是存在于统治者与被统
治者，男人与女人或者父母与儿女之间；它将一切都转化成可出卖的物品。不
过遗憾的是，由于历史专业偏见的缘故，作者认为《资本论》一书的真正价值
在于它记录了英格兰工人阶层实际日常生活，马克思的功劳仅仅在于综合了
“异常丰富的数据、官方报告和媒体报道”来说明许多生活在当时工业化程度
最高的国家的人过着多么艰难的日子。
在《资本论》的重新解读中，政治学家罗伯茨（William Clare Roberts）
的阐释路径和方法都可谓独树一帜。可以说，就《资本论》的诠释来说，除了
恩格斯之外，很少有人从政治哲学视角分析，但在《马克思的地狱：
〈资本论〉
的政治理论》B 一书中，罗伯茨从政治哲学角度重新考察了《资本论》这部伟
大作品的诠释方式，这是继克里夫之后坚持从政治哲学视角阅读和诠释《资本
论》及马克思思想的著作。
与传统理解不同，罗伯茨不再仅仅将《资本论》理解为对古典政治经济
学展开批判的学术著作，而是将《资本论》看作一部关于工人运动及其动机与
目的的伟大著作，马克思的目标是将资本描述为地狱性的存在并试图从中找到
解放和自由的可能性，他首先提出《资本论》第 1 卷的行文组织与但丁的《神
曲·地狱》之间具有相似性，即后者对工作场所向生活地狱的滑落以及人们寻
求救赎方式的描述与马克思的整个思想逻辑具有相似性。同时，与以往的空想
社会主义不同，马克思打破了道德和伦理社会主义的传统，他恢复了一种更加
古老的非支配性共和治理的贵族传统，政治是马克思对对抗资本主义的更为根
本的替代性想象。
A Gareth Stedman Jones,Karl Marx: Greatness and Illusion, Penguin UK,2016.
B William Clare Roberts, Marx’s Inferno: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Capital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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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样的诠释路径并不是无可怀疑的。在哈维看来，虽然罗伯茨批
评马克思的注意力过多地被放在经济上，或多或少地忽略了政治问题，但却不
能通过忽略经济来纠正这一问题。罗伯茨将《资本论》过度政治化的结果是忽
略了生产与实现价值的“矛盾统一”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罗伯茨对马克
思政治思想的诠释，还存在着有意无意地忽视马克思的雅各宾元素。哈维认
为，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中，统治以及公开面对如何治理人民的
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例如，马克思也许从布兰奇那里吸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想
法。这不是一个容易面对的问题，但完全避免它和马克思的联系只不过是掩耳
盗铃。

二、货币、财富与视角转换
如何理解财富问题，一直是自古典政治经济学到传统马克思主义，再到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今日马克思主义都不得不思考、又始终未能达成一致的问
题。今日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主张则是完全摆脱传统的实体主义的财富观，
试图从货币和抽象的视角来重新界定财富。在《财富的误测》A 一书中，穆里
集中了自己多年来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与诠释，考察了历史唯物主义
关于社会形态，特别是关于劳动与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的思想，作者的基本判
断是不存在一般的劳动与财富，也不存在一般的生产，财富总是已然在诸多的
方面包容着特定的社会形态特征与目的，马克思对历史的动态结构，特别是对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性进行了极为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从而构成了马克思
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差异，作者在探讨马克思关于商
品、价值、货币、剩余价值、工资劳动和资本等方面思想的过程中，作者得到
结论说，财富的误测思想确立了马克思在批判的社会理论中最为独特的贡献，
并呼吁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将更多的精力聚焦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与社会目的
研究。
作为新辩证法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莫斯利（Fred Moseley）在题为《货
币与总体性》B 这部具有影响力的论著中指出，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就已然看到

A Patrick Murray, The Mismeasure of Wealth ,Brill,2016.
B Fred Moseley,Money and Totality , Brill,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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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他的论著的各种矛盾与冲突诠释，这个现象今天仍然没有得到改变。在他
看来，构成马克思重大理论贡献的并不是劳动价值论，而是作为总体的货币理
论，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本论》的逻辑方法，在他看来，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
的思想也主要是从总体出发来思考的思想，而不仅仅是从劳动者，特别是个体
劳动者或经验化的时间出来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更不
是建立在实体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而是以 M—C—M′的货币循环为
基础的理论，这构建了马克思思想的逻辑框架。据此，莫斯利认为西方学者批
评马克思的所谓转型问题根本就不存在，马克思也并非不能解释所谓固定资本
与可变资本的投入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也不存在所谓《资本论》第 1 卷和第
3 卷的冲突问题，即从 19 世纪直到今天，马克思的批评者拒绝他的理论的理
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3 卷中讨论了生产价格，并以其为基础分析了整个
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与体系，然而，马克思似乎在《资本论》第 1 卷中讨论的
是以劳动时间为线索的价值分析路径，以及其相互之间存在的表现主义与实体
主义张力。
在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看来，在转型问题讨论了近百年的今天，
对马克思的一切再思考似乎都不再可能，但莫斯利通过结合方法论、宏观经济
和货币方法，彻底解决了困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谓转型问题，其关于
货币的宏观分析为重新解读《资本论》开辟了新的视野。应该说，这是一部以
文本为依据的开拓性著作，他也证明了在马克思那里并不存在从劳动价值论向
货币价值论转换的问题，马克思自始至终都坚持了货币价值论。史密斯（Tony
Smith）认为，这是一部对马克思学术研究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著。
同样，拉帕维萨（Costas Lapavitsas）在《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A 一书中，
同样对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作了极为开创式的分析与研究，从而引发了英语学
界巨大阅读兴趣，该书的涉及领域极为广泛，包括了市场与货币、金融与企
业、权力与货币、资本主义的金融化、金融与利润甚至货币与艺术等主题。不
过尽管内容与主题丰富，这些主题之间仍然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与连贯性。可
以说，该书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分析货币与金融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当代资本
主义的主要特征，对于拉帕维萨来说，用马克思的视角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及
其与古典经济的异同，不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是传播来说，都是极为重

A Costas Lapavitsas,Marxist Monetary Theory ,Bril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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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其对金融化的资本主义也会起到应有的分析与批判作用。
他们的分析从哲学视角来看，主要来自于对黑格尔和马克思关系的再认
识。对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逐步达成了一个共识，
即马克思存在青年时期与黑格尔之间的继承与批判关系，以及成熟时期的继承
与批判关系，两者之间哪个时期的马克思做得更为成功是一直有争议的，西方
马克思主义者通常试图从青年马克思的视角来探讨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
系，但今天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则逐步开始清理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
与黑格尔之间复杂而又有质的区别性所在。作为这个潮流中的一员，意大利的
菲内利一直深受英国学者的喜爱，他的重要论著《失败的弑父》A 也于近日被
译成英文并在英语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菲内利在书中的基本观点是青年马
克思也曾试图反叛和批判他的哲学导师黑格尔，但早期从费尔巴哈那里来的基
于原初主义和精神人类学的批判是一次失败的弑父行为，只有到了成熟时期的
马克思才重新回到原初场景，并通过政治经济的分析与批判完成了对黑格尔的
批判，并且形成了一套关于社会和现代性的形式规定性的分析与批判。
在作者看来，青年马克思主要依托人类学的原子个体来批判资本主义，
而对人与人之间交往和沟通方式缺乏足够的重视，但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则不
同，他重建了个体，并远离了自由和自律的个体观，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解也不
再是直接和裸露的，而是以剧中人和面具的形态出现，其总是某种生产关系和
交往关系的人格承担者，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资本这一纯粹量的财富形式只要
求量的无限增殖而不管生产与流通的循环，生命因此也日益被量化以确实其资
本量的积累得到确保。菲内利进一步认为，青年马克思的批判路径将导致观念
主义的实践哲学倾向，即旨在通过否定和否定的否定方式完成历史的进步与转
换，最终实现原初性的完满，完成主体与自然界、他者，以及自身的和解与统
一。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作者认为这一路径存在将一切思考的视角还原到
劳动问题上的缺陷，并认为其是人之本质和真正的实在，它代表了一种实在论
式的反自然主义，或者说是一种基于人的劳动的自然史观。菲内利认为，与青
年时期不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思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是作为总体性的资本
及其原则，也就是资本试图普遍化和吸纳整个世界，从而彻底改变了一切先在
的文明与实在，将一切变成其积累的产物，并基于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展开了历

A Roberto Finelli, A Failed Parricide , Bril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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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唯物主义式的未来社会可能性探讨，并最终基于生产方式的变动结构完成了
对黑格尔观念论辩证法的批判。

三、劳动、剥削与新政治经济学批判
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基于劳动人类学的资本主义批判视野的话，
传统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则一直始终保持着从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出发对资本
主义展开批判的传统。这一传统在英国也仍然保持着活力与批判性。其中，斯
塔洛斯塔（Guido Starosta）在英语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影响力这两年也日益增加，
他在 2015 年曾经撰写过题为《马克思的〈资本论〉
、方法和革命主体》的论文，
探讨了革命主体的社会与历史规定性，并从方法论的视角分析了马克思从青年
时期到《大纲》与《资本论》的发展与转换，即马克思存在一个从早期的批判
主要是从异化主体的内在规定性出发，和晚期的活劳动出发来展开资本主义批
判的一致性和发展，从而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将工人阶级建构为革命主体的学术
与政治使命。
在 2016 年新编写的《劳动的新的国际分工：全球转型与不平等发展》A 一
书中，作者则通过进一步细化讨论国际分工的新变化，重新从马克思的价值理
论出发来探讨国际分工中的剥削与压榨，并与基于民族国家视角的分析路径形
成了根本的差异，并且主张发展的不平衡是世界范围内的生产与相对剩余价值
生产的不平衡造成的，他们的实体主义的倾向并非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构想，因
为他们在书中还具体分析了巴西、爱尔兰、韩国等案例。应该说，其思考的路
径仍然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偏向生产和实体的路径，是否能真正解释新自由主义
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当今现实，仍然是值得思考和怀疑的。
同样，从劳动视角来分析与批判资本主义的论著仍然众多，例如，费雷
恩（David Frayne）就在《拒绝工作：反思后工作的理论与实践》B 一书中指出，
对于工资劳动和其他形式的人类活动的区分是马克思主义批判劳动理论领域最
为常见的区分，但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今天是否仍然还可以找到这样一个空间
A Greig Charnock, Guido Starosta (eds.) ,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Global
Transforma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6.
B David Frayne,The Refusal of Work: Rethinking Post-Work Theory and Practice, Zed Books,
London,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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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从事非资本和商品的劳动与生产是值得怀疑的，或者说在什么程度上其将成
为替代资本的潜力与未来是值得怀疑的。面对这样的质疑，费雷恩转而从宏观
的批判与抵抗转向了微观的抵制与抗争，分析了微观领域存在对资本主义式劳
动的新抵抗力量及其可能性。
就日常生活和现象的层面来说，乔纳森·克拉里在《24/7 ：后期资本主
义与睡眠的终结》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并不只是将劳动产品商品化，还倾
向于对人的自然睡眠进行挤压、缩减乃至取消：
“由于睡眠本质上不能带来效
益，而且人不得不睡觉是内在决定的，这给生产、流通和消费造成的损失难以
估量，所以睡眠将永远与 7 天 24 小时全年无休（24/7）的资本主义体制要求
背道而驰。
”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商品化过程会扩展到原本人们视为神圣和不
可用于交换的一切领域，除了睡眠被日益缩短而商品化外，注意力、潜力等生
命状态，同样也被商品化了。例如，斯蒂格勒在《象征性贫困》第三章中就精
。维
妙地指出，
“消费者被他所消费的东西消磨、消化、消灭，被吸血鬼化了”
尔诺在《诸众的语法》一书中同样指出，
“对后福特主义时代的大众而言，劳
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之间缺乏本质上的差异”
。而资本主义全面商品化的深入，
为一切极端组织反世俗化的运动提供了批评和反叛的理由。
与劳动和政治经济有关的政治日益得到英国左翼的重视，迪安（Jodi
Dean）在《人群与政党》A 一书中进一步对认同与身份政治提出了质疑，认为
其是新自由主义分散劳工阶层注意力的阴谋，但作者认为当代的劳工政治已经
失去了传统政党组织的形式，对于当今的劳工政治来说，他们更喜欢的口号是
“每个人都是自足的个体”
，而这恰恰同样也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主体性，从而
只能形成松散的人群而不是政党。作者试图借助交往和信息资本主义的一些新
特征，重新论证新型劳工政党的组织和团结的可能性与路径，并试图坚持只有
通过失去一定个体性的方式，我们才能在政党的情感结构中重新发现个体性。
总之，政党是劳工能够回应资本主义罪行的最佳方式，也是劳工能真正和资本
进行断裂的唯一途径。可以说，该书是默斯托主编的《工人联合！
》之后，关
于新技术条件下劳工政治何以可能和必要的一部重要著作。
“分享经济”的诞生是最近几年全球政治经济领域的热点话题，意味着劳
动力市场正经历着惊人的转变。从知名学者到麦肯锡（McKinsey）咨询师们

A Jodi Dean, Crowds and Party, Verso, London & New York,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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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在未来十到二十年，自由职业者、独立承包人或者为多个
雇主工作的人的数量将会显著增加。与此同时，分享经济也正在从由低技能的
零工劳动者的“草根经济”向代表着未来发展方向的更高端专业人士组成的“达
人经济”发展。对于资本来说，
“分享经济”有巨大的优势：能够重新利用未
尽其用的资本，不仅模糊了个人和专业人士的界限，也使长期工作和临时工作
之间的界限淡化，同时能够刺激消费、提升生产力、催化个人创新创业，还有
助于降低碳排放和资源的消耗；有助于建设强关联社区；通过再分配利用物品，
可以降低成本；有利于人们越来越独立，越来越变通，去除“中心化”形成的
依赖和进阶障碍；有助于参与式民主发展；有利于加速提升全球城市的可持续
性消费和生产，等等。
同样，
“分享经济”的鼻祖之一，热布卡（Zipcar）汽车租赁公司的创始人、
畅销书《共享经济：重构未来商业新模式》的作者罗宾·蔡斯（Robin Chase）
在题为《共享经济：大众和平台如何构建协作经济，并再造资本主义》A 一书
中，将“分享经济”视为“集体经济”的新模式，指出分享经济的实质是共享
经济，其优势体现在能让大企业和个人之间有一个融合，让更多的资源得到更
好的利用，即集体的“非竞争的合作经济”将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他
看来，在合作模式中，组织性的创造潜力被释放出来，同时将地方化、专业化
和习俗化的个体组织起来，释放了合作经济的潜力。
但另一方面，
“分享经济”同样意味着新的矛盾、对抗和撕裂，分享经济
是走向新的奴役和剥削，还是走向新的增长与繁荣？因此成了国外智库重点争
论的话题：福鲁哈尔（Rana Foroohar）在《制造者与索取者：金融的崛起与美
国商业的衰落》B 一书中指出，分享经济有变成新农奴制的风险，也有创造更
可持续、更强劲的增长的可能，最终的关键不在于“分享经济”本身，而在于
我们是选择达尔文主义，还是选择温和的资本主义。而实际的情况是：劳动者
所分到的蛋糕在西方的“分享经济”体系中一直在缩减，还在继续缩减，增长
停滞和两极分化的政治并未因为“分享经济”时代的到来而改观。

A Robin Chase,Peers Inc: How People and Platforms Are Inventing the Collaborative Economy and Reinventing Capitalism, Public A ffairs, 2015.
B Rana Foroohar,Makers and Takers: The Rise of Finance and the Fall of American Business, Crown Business,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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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公正的待遇：
“优步经济”和赤裸的资本主义如何压榨美国工人》A
一书中，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高级研究员 St. 希尔（Steven
。这些工作没
“分享经济”的实质是“零工经济”
（gig economy）
Hill）指出，
有未来，只是为自己赚取零花钱；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将发现自己的境况日益如
履薄冰。希尔在书中警告道：
“分享经济”将会毁灭人类过去 100 年在劳动力
市场上取得的八小时工作制的成绩；同时也会导致劳动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
障，它使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松散：对雇主来说，雇佣和解雇工人就像
开关水龙头一样容易。在希尔看来，过去的雇佣关系就像婚姻关系，需要双方
互相扶持；但现在，雇佣关系成为“一夜情”
，就像社交软件 Tinder 能为人们
提供的一样。
除了工作时间临时工化外，
“分享经济”在西方的实践还意味着劳动者收
入待遇遭到削弱，例如，跑腿兔（Task Rabbit）就一直为沃尔格林（Walgreens）
和沃尔玛（Walmart）等多个超级零售商提供工资低廉的临时工，同时也对原
有的劳动者形成了巨大压力。与此同时，分享经济还意味着过度的兼职化，也
会日益增加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因此，这种经营理念据称是“解放劳动力”令
其“不受拘束”
、
“成为自己的 CEO”的实质，是将劳动者自我雇佣于日益碎
片化的工作和报酬之中。
就资本主义定性而言，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在《直面资本主义：
、
“契约”和
陷入困境的经济系统的真正解决方案》B 一书中强调“私有财产”
“法治”是资本主义的三个核心概念，其意味着人们有权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
并且可以自由地与他人就产品、服务和财产缔结契约关系，契约被尊重并且受
到法律的保护，和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同，法治被提升到了极为重要和核心的地
位。在作者看来，虽然任何国家都会宣称自己是法制国家，但是非资本主义的
国家往往没有健全的司法系统，并且特权政治、腐败和低效到处蔓延。资本主
义也意味着一部分人通过货币、财产、设备和货物的形式拥有资本，资本的所
有者有权自由地开展经营、获取银行贷款并且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允许其在规
模经济中获取超额利润。早期的资本主义坚信“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目前
A Steven Hill，Raw Deal: How the “Uber Economy” and Runaway Capitalism Are Screwing
American Workers, St. Martin’ s Press,2015.
B Philip Kotler, Confronting Capitalism: Real Solutions for a Troubled Economic System ，
AMACOM，2015.

107

作为资本主义头号代表的美国却日益增加了“看得见的手”的部分。资本主义
的文化追求“开明自利”
（enlightened self interest）的文化精神，甚至是纯粹
自利的精神。
就资本主义运行新机制来说，面对分享经济的新问题，英国左翼的主要
结论是“分享经济”等新型的资本组织方式并不代表着“自由职业”时代的到来，
更意味着资本对劳动奴役的进一步加深，昔日繁荣的中产阶级也将日益迈向令
人不安的未来，这种“分享面包屑”式的经济模式——“自由职业”社会——
不过是现代经济日益衰落的摇摇欲坠的冰山一角。
资本主义自身的界限、危机与全球经济的景气指数近年持续在低谷徘徊
是“分享经济”诞生的真正原因：民众开始寻求更多生存开支的来源与赚取外
快的机会，在此基础上，智能联网与行动装置等新兴技术的导入，打造出“共
享经济”
（sharing economy）这一新型的资本组织与营利浪潮。

四、全球资本主义与新帝国主义
可以说，全球化一方面是跨国资本和富国剥削奴役第三世界的手段，但
随着全球化，超级大国将日益失去操纵性的地位，而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也
将日益服从于全球市场的竞争规律。新自由主义时代最为重要的动态变化是
生产全球化及生产移转至低工资国家，也就是所称的“全球劳动套利”
（global
。这种剥削是一种超级剥削，同样会造成北半球发达国家底层
labor arbitrage）
民众的抗议与反抗，这是为什么最近几年发达国家底层百姓的民族主义和民粹
主义日益兴盛的主要原因。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呈现出一种地缘经济的全球整合
阶段，即经济强制和超经济强制的相互叠加而不是相互替代，剩余价值的榨取
总是和不自由的劳动、奴隶、帮派和资源战争相互交织在一起。当今日益扩大
的贫富差距导致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众都共同反对全球化和开放，以
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复兴。就具体样态来说，左翼的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经
济学批判的视角，展开了多层次的诊断。
应该说，自卢森堡以来，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剥削与依赖，就成为非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研究领域，这一传统在当代英
国马克思主义内部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作为研究帝国主义和全球化运动的左翼
学者、政治经济学家史密斯（John Smith）在 2016 年 1 月的新书《21 世纪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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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A 中，认为新自由主义时代最为重要的动态变化是生产全球化及生产
转移至低工资国家，也就是所称的“全球劳动套利”
，通过生产“外包”
（outsourcing）或者引进移民劳工的方式，以廉价的国外劳工取代本国工人。虽然这
是民族国家间，也就是北半球资本家对南半球活劳动的剥削，这种剥削亦是一
种超级剥削，同样会造成北半球发达国家底层民众的抗议与反抗，这是为什么
最近几年发达国家底层百姓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日益兴盛的主要原因。
罗宾逊（William I. Robinson）同样在《全球资本主义与人性的危机》B 一
书中谈到了全球人口过剩的问题，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存在大量被剥夺了
生产资料却没有被雇佣可能性的成千上万的人口。这是一种新的双重性剥夺，
因此，这种全球化的生产在带来发达国家大量失业的同时，也带来了发展中
国家的贫困化，即其增加剩余价值的方式是不人道的“第三种形式”：
“将工人
”如希金博特姆（Andy Higginbottom）所指出
工资压低至其劳动力价值以下。
的那样：
“这并非因为南方工人阶级产出了较少的价值，而是因为他们愈发遭
受压迫与剥削。
”C 其带来了全球化过程中一极的“财富积累”和另一极的“贫
困、劳动折磨、奴役、无知和心理屈辱之积累”
。同样，哈鲁图涅（Harry Ha在
《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扩张中的历史与时间》D 中指出，
rootunian）
就全球范围来说，虽然商品化和市场已经成为元结构，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却并未遍及一切领域和空间，即从属的形式远未完成从形式从属向实质从属的
转换，全球的生产方式呈现出了一种从属形式的杂交性和共存性。
M. 冬巴在《马克思的时间之桥及其他路径》E 一文中，同样认为资本在扩
张过程中，虽然会遭遇一系列性别、宗教、族群、种族差异的多样性光谱，但

A John Smith,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Super-Exploitation,
and Capitalism’s Final Crisis ，Monthly Review Press,2016.
B William I. Robinson,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Human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C Andy Higginbottom, The System of Accumulation in South Africa: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and Capital, Économies et Sociétés 45, No.2(2011):268. See John Smith,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Super-Exploitation, and Capitalism’s Final Crisis ，
Monthly Review Press,2016.
D Harry Harootunian,Marx After Marx: History and Time in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5.
E Massimiliano Tomba,
“Marx’ s Temporal Bridges and Other Pathway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Volume 23,Issue 4,2015,pp.7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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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非但不会被这些差异所抵制，反而能够利用这些差异来形成差异化的工资
和分类化的工人阶级而谋利。这些差异并不属于前资本主义的独特现象，而是
被资本统摄和重组后的新机制。因此，形式从属（formal subsumption）和实
质从属（real subsumption）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物质生产和非物
质生产之间就不是界限分明、相互替代的两个阶段，而是如哈鲁图涅所说的那
样，形式从属、绝对剩余价值、物质生产与发达资本主义之间是共存关系，并
且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个阶段。资本为了掌控他们，往往先行摧毁他们的
独立样态。资本通过重组和重塑这些差异而使之永恒化，并从中获取利润。资
本往往利用父权结构关系和种族歧视，甚至有意识地对其进行强化。
在 M. 冬巴看来，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不能完全离开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而存在，高科技的生产不仅可以和粗暴式的剥削相协调，甚至还要以后者为基
础。可以用机器来完全代替劳动力是资产阶级的迷梦，马克思虽然在《大纲》
中作过一定的设想，但在 19 世纪 60 年代之后，当他充分研究了不同资本之间
的竞争关系之后，他不再持类似的幻想。他认为，伴随资本全球化的是工资的
差异化和对工人团结的挫败，通过地缘政治视域中的绝对价值生产，实现了从
一国的阶级政治向全球化的民族国家政治的转变。因此资本主义是个多种剥削
形式共存的复杂体系，从这个视角来看，马克思是后殖民研究的先驱。
雅索普（Bob Jessop）在《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斑杂化、世界市场、
和谐共存和生态统治》A 一文中，从制度主义和调节比较主义的双重视角出发，
阐述了斑杂资本主义的替代概念，认为其可以通过唯物主义的形式分析和历史
制度主义的世界市场视角，来阐述制度和时空修复可以产生时间性、偏差性、
不稳定的资本关系。潘尼奇和金丁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如何变得更
好》B 一文中，批评了以列宁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将当代资本主义理解为
从竞争性的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的线性发展观，在作者看来，只有将竞
争性的分析和阶级剥削的双重视角结合起来思考，才能理解当代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国家既非如普朗查斯所理解的纯粹阶级统治的工具或者阶级权力的浓
缩，也非米利班德所理解的与阶级权力无关的另一种权力。而是依靠资本积累
A Bob Jessop,
“Capitalist Diversity and Variety: Variegation, the World Market, Compossibility and Ecological Dominance”
，Capital & Class ,February 2014,Vol.38,pp.45-58.
B Leo Panitch and Sam Gindin,“Marxist Theory and Strategy: Getting Somewhere Bette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15, Vol.23,Issue 2, pp.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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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从中抽取利税以维持自身的存在，国家总是处于阶级力量的对立之中，但却
不能被等同于阶级权力。每个国家在维持竞争和不平等的统治关系的法律和秩
序的时候，都会因为历史和文化的不同而形式上各有差异。
在《文本中的帝国主义：以法国为例》A 一文中，塞尔法蒂（Claude Serfati）认为传统的帝国主义理论总是将帝国主义理解为通过垄断公司的资本输
出，特别是工业和金融的合并垄断金融资本，而其统治方式是垄断企业及其
各自所属国家间的竞争。在作者看来，当代的帝国主义处于一种老的尚未消
失、新的已经到来的叠加阶段。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呈现出一种地缘经济的全
球整合阶段，即经济强制和超经济强制的相互叠加而不是相互替代，剩余价
值的榨取总是和不自由的劳动、奴隶、帮派和资源战争相互交织在一起，即
榨取相对剩余价值的资本和资本的原始积累之间并非是时间上的线性关系，
而是空间上的共存关系，即资本的原始积累并未成为历史，而是当下资本增
殖的关键性环节之一。因此作者主张必须将不平衡发展理论整合进马克思的
帝国主义理论之中。资本也只有通过整合各种社会关系，才能在世界体系的
意义上形成国家和资本之间的等级结构关系。因此暴力和金融资本之间并非
是水火不容的关系，而是相互支持的体系，高新技术的生产过程和低端的生
产之间在全球价值链的意义上也是相互依存的等级关系。
普拉代尔（Lucia Pradella）对于过于政治化的解读方式提出了质疑，她在
《全球化与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著作中的新洞见》B 一书中，重新反思了奠
基于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理论，试图重新恢复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
体系扩张逻辑，也就是不从民族国家，而是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理解当今世界”
。
她认为，对于马克思来说，
“国际关系和新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是从属于上述
“联动的不平衡发展”规律，等等。剥削和失业的地缘政治
规律的”C ，例如，
学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国家间不平等交换和权力关系的结果，相反，这一现象
首先必须在资本主义发展逻辑本身来进行诠释。地缘政治的逻辑主要来自资本

A Claude Serfati,
“Imperialism in Contex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15, Vol.23, Issue 2,
pp.52-93.
B Lucia Pradella,Globalization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Insights from
Marx’s Writings, Routledge,London, 2015.
C Lucia Pradella,Globalization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Insights from
Marx’s Writings, Routledge,London, 2015, 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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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自我矛盾的时间性结构。
我们在此可以看到早先的帝国主义理论不同于新帝国主义理论，例如，
布哈林认为“资本主义的战争只是资本竞争的一种表现方式”A 。由于竞争并不
会停止，因此资本主义总是表现为一系列的战争。与此不同，柯林尼科斯认
为，
“应当将帝国主义理解为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的双重逻辑的交织，从而避
免将帝国主义的竞争理解为经济还原论”B ，即不能只考虑经济精英的因素，政
治精英的意图和利益同样对全球政治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为贸易和投资
总是和关税征收、贸易补贴、军事力量等民族国家事务密切相关。斯托克斯
（Doug Stokes）则提出了国家和跨国家的双重逻辑。因此，当代世界并非考茨
基的超级帝国主义理论一片永久和平的图景，而是民族资本之间的竞争、冲
突、对抗将一直重塑资本主义的发达阶段。
在《全球帝国主义和大危机：资本主义不确定的未来》C 一书中，E. 斯克
雷潘蒂（Ernesto Screpanti）认为帝国主义从未消失，也并非转变成了波澜不
惊的全球化，不过今日之帝国主义也不同于现代早期的帝国主义。作者提出了
“全球帝国主义”
（global imperialism）这一概念，认为今日之跨国公司已经逐
渐脱离民族国家的框架而在全球的层次上追逐利润，即今日之公司不再是依赖
于民族国家的政治一致性来完成资本的积累，或者依靠民族国家的扩张来完成
世界市场的占领，今日帝国主义反过来视民族国家为障碍，试图迫使政府服从
自己的意志，摧毁资本流动的障碍。但与此同时，和考茨基不一样，作者认为
军事力量继续在帝国的策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期镇压和控制边缘地区的
劳动者，但这无论如何已经变成次要的了。当前的全球征服，重点仍然是着眼
于全球市场的自然化，这一没有君王的新帝国变得日益有效，即通过竞争的方
式完成资本积累。殖民帝国主义的结束使得富裕国家的工人贵族逐渐消失，没
有一个国家可以完整获得全部的国内社会霸权，但却仍然扮演着社会宪兵（social gendarme）的角色，即确保立法、司法和控制劳动的条件，并为日益增长
的剥削作准备。因此，和以哈耶克、诺齐克、弗里德曼等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
的新自由主义无政府、纯市场的全球治理乌托邦不同，作者认为民族国家的角
A Nikolai Bukharin,Imperialism and World Economy ,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29,p.54.
B Alex Callinicos,Imperialism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Cambridge,Polity,2009,p.72.
C Ernesto Screpanti,Global imperialism and the great crisis: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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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仍然十分重要，即需要某个民族国家来承担起全球治理的领头人的责任，需
要世界银行提供世界性的货币，还需要增长驱动的合作，而这些都不是市场本
身能够解决的。但作者认为，这些变化也意味着民族国家不可能只服务于本国
公司，而只能更多地服务于跨国公司，或者说这是一种无主权的全球治理，而
不是无政府的全球治理。
总的说来，作者认可了马克思自由贸易的实质就是资本的自由，就是对
阻碍资本进步性的民族障碍的移除，所有这一切的主体推动力量是跨国公司，
它迫使各国政府为跨国资本主义提供服务。但这带来的并不会是历史的终结或
超帝国主义的永久和平，而是更为清晰的对抗，这一对抗被作者理解为两大阶
级的对抗。不过作者并不认为当下已经实现了纯粹和完全的世界市场体系，美
国还在发挥全球治理中心的作用，德国政府和美国之间形成微弱的竞争性，并
试图通过欧元区来对抗美国。作者的结论是，全球化一方面是跨国资本和富国
剥削奴役第三世界的手段，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展开，超级大国将日益失去操
纵性的地位，而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也将日益服从于全球市场的竞争规律。沃
勒斯坦中心边缘的概念也将随着中国、印度的崛起而变得模糊。
罗宾逊（William I.Robinson）在《全球资本主义及其人性的危机》A 中，
认为自己遵循马克思关于全球资本主义过度积累与国家权力相矛盾的思想，探
讨了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应对策略。罗宾逊也回应了此前诸多马克思主
义者对他本人的批评，即将民族国家视为逐渐消退或者与全球资本主义毫不
相关的存在，例如，以 P. 凯莫克（Paul Cammack）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罗宾逊
代表了一种“国家终结论”
（the end of the state）
，或者说“国家消亡论”
（the
，民族国家注定在某个点上要离开历史舞台，并且主
demise of national states）
张资本的超领土化特征或超民族的空间，形成了跨民族的资本和资产阶级，并
且跨民族的资产阶级对地方和基于领土的国家不再感兴趣。或者如卡罗尔所批
评的那样，罗宾逊等人持民族国家和全球资本抽象的二元论，或者是将其视为
相互排斥的存在。但罗宾逊否认了上述指责，认为自己的观点主张恰恰是认为
全球资本主义起源于民族国家间的矛盾与竞争，并且仍然还嵌入在民族国家之
内，同时，全球化总是表现为地方性的社会结构和进程，全球化和民族国家是

A William I. Robinson,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Human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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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渗透和互相构成的。

五、民粹主义复兴与后全球化时代
目前，自由主义在全球受到挑战，全球各主要民主政体受到各个国家的
民族、民粹主义以及反对现政权的腐败丑闻和政府无能的民众运动所挑战，这
种挑战激化了国内矛盾，现有的地区以及全球治理机制对此乏力应对，现有的
全球治理模式和机制造就的不平等以及工业社会和原料供应国之间的剥削和反
剥削关系，贸易的保护主义，金融危机的阴云笼罩世界，
“伊斯兰国”以武力
以及极端宗教主义挑战现有的权威体系。
“民粹主义”
（populism）在历史上又被称为“平民主义”或“大众主义”
，
其遵循大众逻辑，试图用人数的优势来战胜理性能力的优势。全球民粹主义日
益高涨，成为当今全球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无论是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当选，还是英国退出欧盟的公投决定、法国右翼国民阵线的
崛起以及北欧诸国右翼政党的抬头，都可以视为当代民粹主义重新抬头的征兆
或标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民粹主义的兴起标志着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终
结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结束，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菲利普·史蒂芬斯（Philip
Stephens）说：当前全球秩序——1945 年建立起来并在冷战结束后扩大的基于
规则的自由制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全球化正在撤退。但事实上，它
又恰恰是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贫富分化的结果，民粹主义的根基是草根。
》A 的
D. 格罗斯（Daniel Gros）在题为《全球化真得助长了民粹主义吗？
文章中，探讨了当今民粹主义的势力兴起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根据格罗斯的
判断，民粹主义正在全球兴起，而民粹主义本身很难划分为左翼还是右翼，其
既可以是左翼，也可以是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的共同特点是都反对中间党
派和现有的政治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说，民粹主义并不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
而是民众根据当时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而产生的流行心理状态和观点，它
反对任何的普世价值，其在价值观上有“空心化”的特征，其通常是以打倒共
同的“敌人”作为团结自身的依据，即没有固定的立场使得其可以依附于任何

A Daniel Gros，
“Is Globalization Really Fueling Populism?”
，http://yaleglobal.yale.edu/
content/globalization-really-fueling-popu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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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有利的集团和价值体系，因此其也是某种犬儒主义的化身。对美国而言，
左翼和右翼都会互相指责对方是民粹主义，例如，右翼会认为左翼的“占领华
尔街”与“桑德斯旋风”是民粹主义，而左翼则会认为茶党运动和特朗普现象
是民粹主义的表现。
民粹主义兴起的主流解释是因为贸易自由化所导致的失业和收入减少，
但格罗斯认为失业情况和贸易自由化无关，而主要与教育的阶层化有关，学历
与收入和职业稳定性之间呈高正相关性。因此，信息化时代的民粹主义与全球
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密切相关，它是劳动力两极化和大规模的失业
局面造成的。失业的人越多，社会的新贫困化越严重，民粹主义就越有市场。
从这个视角来看，由于“全球化”强化了底层民众与精英（学历）阶层、本
国民众与外来移民的矛盾，因此民粹主义一定会坚决反对全球化的进程。凯
斯·穆德（Cas Mudde）则认为民粹主义的兴起与经济危机和移民问题密切相
关。美国马凯特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D. 斯万克（Duane Swank）认为社会福利
减少是民粹主义兴起的主要原因，在社会福利水平较高的国家，民粹主义就没
有太大的市场，因此民粹主义的兴衰可视为政治经济状况的晴雨表，也可视为
某个国家贸易自由化和移民问题解决得如何的标尺。格罗斯则认为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在欧洲的部分国家，例如，奥地利和德国，民粹主义主要与文化和
信仰焦虑相关，它表明了人们对维护自身文化认同的迫切渴求，即使没有经济
全球化，文化和人口变化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民粹主义。而在南欧国家，则主
要是与经济和切身利益受损密切相关。穆德则认为民粹主义都是左翼的，它是
欧洲左翼政党衰落的替代物。
英国哲学家 R. 史古顿（Roger Scruton）曾从三个方面来界定极端主义的内
涵：
（1）它将政治意念推到极端，无视这可能引发的不幸严重后果，因此有时
它是主观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2）除了自己的观念之外，认为其他所有的
意见都是偏颇的；
（3）主张采取无视他人生命、自由及人权的手段达至政治目
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洛奇赤（Milton Rokeach）和极端主义研究专家威觉士
（Laird Wilcox）同样认为，极端主义的问题并非在于它所主张的内容，而是其
激烈的表达方式，即它主要的特点是教条、偏见及不宽容的方式及态度，而非
其思想内容。因此，其最为基本的定义是：
“对现存社会的组织和运作方式怀有
强烈的不满，对现存社会制度抱有彻底的否定态度，急切地希望对社会进行根
本性的急剧和即时的改变。
”为了目标的实现可以不择手段地激化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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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的兴起意味着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全球化在带来全球交融的同
时，也带来了全球的对抗，英国的《金融时报》A 社评指出，全球化在 2016 年
将继续遭遇民族主义的挑战。例如，此前积极参加法国地方选举的极右翼党
派“国民阵线”领导人 M. 勒庞（Marine Le Pen）就屡次表示，国际政治日益
让民族主义者与全球主义者对立起来。确实，众多的学者指出，今天的全球化
在世界各地正遭遇新一轮复兴的民族主义力量的挑战，而民族主义复兴的主体
不再是上一轮的第三世界，而恰恰是发达世界。对全球主义者来说，新的一年
里，最艰巨的政治挑战之一将是捍卫全球化成果。
对于全球化的支持者来说，全球化带来了经济和政治上的收益，这些收
益包括全球贸易和国际投资增加，促进了繁荣并扩大了普通人的选择。全球化
促进了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的交融，也为共同解读一些只有通过国际协议才能
有效解决的共同问题，如气候变化、难民问题提供了前提。对于复兴的民族主
义者来说，他们深感本国公民因全球贸易而受苦，希望恢复关税和贸易保护，
将外国人和外族人驱逐出去，甚至提出要沿着墨西哥边境建造一堵巨大的城
墙，禁止所有穆斯林进入美国之类的主张。对于民族主义复兴的应对之策，作
者认为关键在于解决不平等问题，包括技术、教育和国际贸易的不平等，出台
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以提高民众对边境安全和移民程序的信心，同时继续从道
德和经济方面强调移民所带来的益处和活力。
全球化和民族主义之争的结果是后全球化时代来临。所谓后全球化时代，
就是在第一轮全球化所主张的
“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跨国界自由流动”
之后，向限制这些流动的方向转变。如果说全球化时代意味着无论是国际经济
秩序还是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都积极促进这些流动，以及以促进自由贸易为特
征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的话，在后全球化时代，其扩张的步
伐受到了阻碍，但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消失，这意味着国际社会开始对全球化
的未来持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怀疑态度。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员吉迪恩·拉
赫曼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对于全球化的疑虑弥漫于从中国到美国、从德国
到巴西、从俄罗斯到日本的政府、媒体和公众之中，原本被理解为进步、开放
和繁荣的全球化被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称为“新病态”
（new
。后全球化的到来和移民政治密切相关。换言之，难民危机对欧洲
abnormal）

A 参见《青年参考》2016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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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的挑战将要比想象的更为深刻，全球化所带来的移民会影响全球化的
世俗化主张，即原本的宗教与现代政治分离的境况，可能会被穆斯林人口在欧
洲的迅速增长所改变。
民粹主义的兴起反映了相当一部分欧洲民众的不安全感，有可能成为动摇
欧洲及全球政局的一股力量。总体来看，导致人们转向民粹主义政党的主要压
力来自就业形势不乐观和劳动收入的下降。有关研究显示，在主要发达经济体
中，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份额一直在下降。而造成劳动收入下降的根本原
因一直是社会辩论的主要议题。有人认为，这种变化是技术变革的结果，机械
化生产导致工作岗位减少。技术变革为新的共享经济模式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破坏传统商业模式，而贸易一体化又使工人们需要面对全球范围的激烈竞争。
也有人强调，部分国家资本匮乏，缺乏资金对实体经济进行投资，影响了生产
率，并引起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减少，因此导致了劳动收入所占份额的降低。

六、资本主义的危机、终结与替代性选择
在“历史的终结”口号被提出以前，
“资本主义终结论”一直是马克思主
义阵营最耳熟能详的口号，但苏东剧变之后，人们被告知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
义标志着“历史的终结”
，
“资本主义的终结”变成一种迂腐守旧的陈词滥调。
然而有趣的是，如今看来，资本主义“历史的终结”却再次被响亮地提出，有
些左翼人士从经济危机角度、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从生态危机视角重新提出了资
本主义终结的可能性。因此，虽然面对危机与挑战，资本主义有能力决定自身
处境，但这并不妨碍对其终结的可能性及其多样性进行研究。这也是为什么作
为日本有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宇野（Kozo Uno）
，2016 年又有一部题为《资
本主义经济政治的类型》A 作品被译成英文的原因。他在书中区分了三个层面
的资本主义，并且认为在黑格尔辩证法意义上的纯粹资本主义理论和具体经验
与历史细节层面上的资本主义之间并非绝对二元分离的，而是有一个中端的连
接状态，并进而从国家层面上区分了商业主义、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三种不同
类型的资本主义。
对于标准的资本主义及其现实的多样可能的研究，沙伊克（Anwar Shai-

A Kozo Uno,The Types of Economic Policies under Capitalism , Brill,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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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所著的《资本主义：竞争、冲突与危机》A 是一本重要著作。在他看来，如
果资本主义是标准化的公平竞争、完美的产出和消费，那么其将不存在任何的
危机和矛盾。但在标准的模型和不完美的真实状态之间总是存在重大的出入。
在他看来，研究当代社会绝对不能以标准化的模型为出发点，人也绝不会是标
准化的理性个体。他在书中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的总根源是相对利润的存
在：其表面上不会带来总财富存量增加，即仅仅是一方的损失会被另一方的收
益所抵消，但在作者看来，相对利润恰恰反过来会导致总财富的降低，从而导
致社会总财富的日益减少，一个社会的健康与否，就看相对利润导致的总财富
减少与绝对利润增加之间的比例关系，而这一关系取决于阶级之间的冲突与斗
争，也会反过来进一步影响冲突与斗争。
早在 2013 年，范德林登（Marcel van der Linden）等就在《超越马克思》
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已经证明了其比马克思所预期的有多大的弹性和多样
性，与此同时，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概念建立在排除的基础上，换言之，只有纯
粹的双重自由的工人阶级才有能力创造价值，从一个战略性的视角来看，全球
工人阶级人口并不占主导，全球的劳动力史表明，奴隶和非自由的工人是资本
主义经济的本质性构成，因此，现实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对象绝不只是纯粹的
工人阶级，更包括广大的非工人阶级人口。同样，由 W. 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撰写的《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关于失败体系的文集》B 也引起了学
界的注意，但其过于乐观的估计同样遭到了诸多学者的批评与质疑。
另一部讨论资本主义终结的重要著作是 P. 弗雷泽
（Peter Frase）
所撰写的
《四
个未来：资本主义之后的生活》C 。他在书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的三种可能未来，
先是“共产主义”
（Communism）：生产力发展、人与人之间互相平等、所有人
都不必为了生存而工作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这一理想随着人工
智能和机械人的来临将不再是梦想。在这个社会里，稀缺和劳动的标准将发
生质的转变，呈现一种“后—工作”
（post-work）
、
“后稀缺性”
（post scarcity）
新世界。但现实往往是“许多有权势的人认为，掌控权利是自己该得的”
，因
此，科技的发达和自动化的实现如果缺乏共产主义的政治，形成的就有可能是
“租赁主义”
（Rentism）：租赁主义会导致消费不足和经济停滞。作者认为要克
A Anwar Shaikh,Capitalism: Competition, Conflict, Cris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B Wolfgang Streeck,How Will Capitalism End? Essays on a Failing System, Verso,2016.
C Peter Frase, Four Futures: Life After Capitalism, Verso,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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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租赁主义的弊端，社会主义就可能成为非常现实的选项：通过国家领导的大
规模行动，通过诸如普遍基本收入和市场规划等机制来改变资本主义的弊端。
而如果这一理想未能实现，就可能转变为一种“灭绝主义”
（Exterminism）：在
阶级意识明显和资源稀缺的背景下，生产自动化带来的巨大危险，即在统治阶
级看来，有大量的人是多余的，毕竟穷人变得越来越多余。作者很清楚地认识
到，由于权力关系和政治的因素，纯粹依靠技术来完成解放的时代并不会直接
到来，因为建立我们想要的社会终究是个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个科技问题，
未来的可能性在于我们如何创造。政治存在于虚无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诱惑
间，它是能够创造我们想要的未来的唯一力量。
J.B. 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在《马克思和地球：一个反批评》A 中
回应了他很早以前提出的马克思生态思想基础，特别是关于自然的普遍新陈代
谢、新的新陈代谢、现代系统的新陈代谢问题，在他看来，生态关系是马克思
对资本主义展开批评的重要侧面，其可以说内在地包含在马克思关于价值的讨
论之中。J.B. 福斯特在书中继续坚持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过现代意义上的
生态这一概念，但已经深入分析了社会生态的物质变化过程，并将劳动过程确
立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和物质变换过程。在他们看来，以化石为燃料的
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资本主义依靠日益野蛮地
掠夺其生存环境的时代必然导致这一制度本身的终结：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应该与包含其他物种在内的自然界共同发展，这需要与资本主义进行历史性的
决裂。
这一主张在最近出版的另外两本著作里也得到了应和，它们分别是 I. 安
格斯（Ian Angus）的《面对人类》B ，A. 马尔姆的《化石资本》C 。当然，在
2014 年娜奥米·克莱恩的《这改变了一切》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们共
同的主张是，为了解决气候危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全新的
政治经济学秩序体系。这一体系的根本特征是人们不分阶层地齐心协力地调节
生产并协调好生产与资源、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因此，以安格斯为代表的当

A John Bellamy Foster, Marx and the Earth , Brill,2016.
B Ian Angus, Facing the Anthropocene: Fossil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Earth Syste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6.
C Andreas Malm, Fossil Capital: The Rise of Steam-Power and the Roots of Global Warming,
Verso,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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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马克思主义主张并不存在单一的环境问题，所有环境问题都是政治和社会制
度的问题，因此它是非常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受资本逻辑的驱动，资本主义
为追求价值增殖，就大量采用化石燃料来形成产业的集聚，化石燃料也因此成
为资本主义制度下价值创造的必备物资，
“化石资本”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
纯粹从技术可能性上来说，已经存在使得新能源完全可以在生产、运输、
住宅系统等各个领域取代化石燃料的可能性；从发展方面来说，其也可以部分
解决深度停滞、就业危机以及金融投机活动泛滥等问题的困扰。然而，这与资
本主义的制度是直接冲突的，因为这意味着全球化石燃料类股票的大幅度贬
值，进而影响到全球范围内很多正在进行或计划进行的新的化石燃料项目。结
论很明显，不改变资本主义的制度这一能源转换的根本矛盾，就不可能真正对
化石燃料进行积极的压制，人类也因此可能走向自身的终结，相较而言，资本
主义的终结是最好的结果。
在资本主义研究方面，国家资本主义是近期较为热点的话题，一般认为
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是以增长和发展为目标，后
者是以利润和增殖为目标，前者会持续扶持特定企业或行业以完成国民财富
增长的可能。早在 2012 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N. 弗格森（Niall Ferguson）就
发表了《我们都是国家资本主义者》一文，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
最好扬弃。J. 科兰兹克（Joshua Kurlantzick）的新书《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主
义回归何以就是世界转型》A 一书中，更是将不同于西方的东方现代性的发展
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J. 科兰兹克等人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新型的资本
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其共同特点是：一方面鼓励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另一方
面又通过国家和政府的方式控制和扶持一些核心支柱产业，其是区别于传统自
由资本主义的新模式，并对后者形成了终结性的挑战。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
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国家职能的深度发挥表明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已然终
结，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到来。
除了国家资本主义概念，民主资本主义是这几年一直被部分国外马克思
主义者讨论的热点话题。赖特（Erik Olin Wright）等人认为，如果对于社会主
义理解不再是将其简单置于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是将其与资本主义和国家主

A Joshua Kurlantzick, State Capitalism: How the Return of Statism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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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同时进行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与资本主义存在诸多共同性与差异性，
总的说来，两者的关键性差异在于生产资料是否归整个社会共同所有，其权力
是否植根于公民社会中动员人们参与各种合作性、志愿性的集体活动的力量。
针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替代性选择，他提出了“社会民主”
（social democ。他和哈内尔在
《资本主义的替代性选择：民主经济的提议》A 中进一步深
racy）
入阐发了“参与性经济”
（participatory economics）对于克服和替代资本主义
的重要性，并认为其是社会主义的“现实的乌托邦”
（real utopian）
。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不同，今日的资本主义日益金
融化，对这一金融化的资本主义格局展开深入研究，越来越成为马克思主义学
者的首要理论任务。就实际情况而言，虽然 2008 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带来了马
克思《资本论》及其金融理论的复兴与研究热潮，但真正从虚拟资本的视角展
开深入研究的并不多，
（Robert Guttmann）
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他在
《金
R. 古特曼
融导向的资本主义》B 始终坚持认为虚拟资本的真实内涵是货币的虚拟化及其
对产业和价值生产的远离，其是超过剩余价值的所有权凭证，带来了全球劳动
者阶层沉重的债务负担和奴役。古特曼的基本判断是，现代资本主义并不是一
个价值生产导向的社会，而是一个金融和生息资本导向的社会。
卡拉瑟斯（Carruthers）在《新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和制度化基础》C 一文中
指出，
“金融化”的根本特征就是在“改变”
，它包括制度的改变、生产方式的
改变和交换方式的改变，亦包括财产所有权的占有方式的改变。但在科特勒看
来，资本主义在促进繁荣的同时，也埋下了危机的深重祸根，他认为资本主义
存在包括持续的贫困；机器取代人；高额负债；公共政策的富人化；急剧上升的
环境成本；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等等在内的自身难以解决的 14 个难题：
（1）几乎
（2）日益加剧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
（3）不能
难以真正解决持续的贫困问题；
为数以万计的劳动者支付最低工资报酬（living wage）；
（4）自动化的增加导致
失业人群的增多；
（5）不能向商业征收全部的社会花费；
（6）在无规章的时候，

A Robin Hahnel, Erik Olin Wright, Alternatives to Capitalism: Proposals for a Democratic
Economy ,Verso, 2016.
B Robert Guttmann, Finance-Led Capitalism: Shadow Banking, Re-Regulation,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 Markets, Palgrave Macmillan US, 2016.
C Carruthers, B. G.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the New Capital，379-398, 2015.
ism . Socio-Economic Review,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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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肆剥削环境和自然资源；
（7）导致商品沟通和经济的不稳定性；
（8）以公共
和共同体为代价来强调个体和自利的正当性；
（9）鼓励债务消费，从而导致金
融驱动而不是生产者驱动的经济；
（10）政治与商业的合谋使得经济利益被置
于公民利益之上；
（11）喜好短期盈利而对长期的规划缺乏兴趣；
（12）需要一
系列配套的质量监督、安全生产等方面监管措施；
（13）过于狭隘化地关注国
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
（14）市场平等本身不能带来社会价值和幸福。
在《今日金融资本主义》A 一书中，薛内斯（François Chesnais）对当代
资本的主要特征做了极为丰富的分析与批判，其中主要包括全球化和金融化的
本质，并据此分析了马克思关于生产集中化与全球化生产、生息资本与虚拟资
本的异同，薛内斯进一步分析了金融全球化与生产性全球化之间的复杂变动关
系。特别是由生产性的全球化所带来的跨国公司与全球寡头，以及由之造成的
过度生产与利润下降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关系，在作者看来，为了确保利润，跨
国公司一定会走向过度剥削自然或金融化与虚拟化，并因此造成全球性的环境
与经济危机。薛内斯的分析引起了《历史唯物主义》和有关学者的兴趣，一篇
评论文章中，诺非尔德赞扬该书值得一读，特别是其关于金融系统如何通过对
当前和未来的世界经济索取的方式得到超前的巨大积累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分析
与研究，并根据金融资本的索取总是高于世界经济所能提供的产出这一点，指
明了金融资本主义为何一定会带来贫富分化和社会的两极分化。但与列宁等将
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完全分割和对立起来不同，薛内斯看到了金融资本和产业
资本之间的矛盾与斗争的复杂性。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A François Chesnais, Finance Capital Today , Bril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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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是一个多事之年，从英国脱欧到难民危机，从巴黎恐袭到气候恶
化，全球右翼和帝国主义势力抬头，女性和穆斯林等少数族裔受到比往年更多
的歧视。因而，美国和加拿大左翼学者的任务仍然艰巨，他们要认识并解决经
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生态领域的全球性危机，在这一过程中，左翼力量的联
合、年轻人参与进步运动是至关重要的。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依旧是
他们开展斗争的有力武器，他们最为关注的问题有新自由主义、资本、反恐战
争、教育、人权、民主和阶级斗争等。下面将从两个方面介绍 2016 年美国
（包
括加拿大）左翼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理论和实践关注。

一、马克思著作研究
马克思著作始终是当代左翼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最为重要的思想理论资
源。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于马克思本人著作的不断解读和重新发掘，为他们
深入观察、理解和批判当下社会所出现的种种新的状况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
支撑。
马克思的理论在当今社会仍然有指导力和解释力，当前的社会现象也为
马克思的理论提供了新的素材。由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发表了大量种族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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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和性别歧视言论，所以 2016 年国外学者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与民权、人权
的跨学科研究。当然，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些观点有待讨论和商榷。加
拿大曼尼托巴大学 D. 卡姆菲尔德（David Camﬁeld）在《批判的社会学》2016
年第 2 期发表《反种族主义—酷儿女性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A ，对《资本论》
第 1 卷和第 3 卷、
《德意志意识形态》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
《关于
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进行诠释。他认为把马克思的主要理论与当前反种族
主义—酷儿女性主义结合起来是批判理论的有前途的趋势之一，因为它们的观
点对现时代都十分重要，并且它们在某些方面都有各自的局限。然而近年来，
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与反种族主义的女性主义学者之间的对话比较少，结
合两者的跨学科研究不足，此外它们结合的理论基础没有完全被澄清，这篇
文章试图弥补这一空白。反种族主义—酷儿女性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据反
种族主义—酷儿女性主义所提供的范围更广的社会现实，重新思考了历史唯
物主义观念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同时，马克思的批判唯物主义及其对
历史特异性和社会形式的关注也改进了反种族主义—酷儿女性主义的研究成
果。卡姆菲尔德认为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其著作透露出来的许
多想法都未成形，一些矛盾没有解决。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解不同，他
认为马克思没有打算构建一种“无所不包”的世界观，
“最好的马克思”提供
给人们的是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核心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
的实践活动，即劳动。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比深深影响了反种族主义—酷儿女性主义的语言理想
主义和尼采主义更为可取，它承认人类的生理需求，但又不认为人类的社会
活动受生理决定。如何满足生物需求是一个社会组织问题，而不是生物必然
性问题。这与近期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结论相同：人类的身体是社会的和历史
的，父权制、种族主义和异性恋主义左右了生物决定论。马克思的理论不像
解构主义那样把社会理解为语言，社会变革与语言变化的方式完全不同。语
言的变化往往是无意识的，按照解构主义的观点，历史只能生成，而不能变
革；历史进程的观察者或参与者只是事件的通量。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像尼采

A David Camfield,“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an Anti-Racist Queer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Critical Sociology, 2016（2）
，pp.289-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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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福柯）那样把权力—知识当作历史的中心，个体只是权力—知识的
产物和客体，后者在遇到“行为者”的能动性时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马克
思的社会本体论避免了这些问题，它与所有关于社会制度的压迫关系的研究
都不冲突。马克思特别强调社会物质现象的历史特征，并用一种批判的方法
发现产生它们的条件。这种态度在当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有某些关
于殖民的理论倾向于把某些思想、行动和社会构造一般化，实际上它们是特
定历史语境下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例如，把东方主义当作古代的自然产物，
而不是完全现代的现象。
在一个阶级社会中，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是社会生产及由此产生的阶级
斗争。正如柯尔施所言，
“把社会的生活过程的一切现象溯源自于经济”
，但马
克思对经济的理解完全不同于当代人。它的着眼点不是技术或市场，而是社会
关系。对生产资料所有者和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统治阶级成员之间的
关系是重点。马克思把社会生产领域的发展当作历史变迁的动力，他用经济基
础和上层建筑来表示生产与其他社会领域之间的关系，卡姆菲尔德提出，这种
表示是可有可无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对复杂社会进行开放式历史考察的方
法，而不是一种关于社会革命的总体理论。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只涉及阶级斗
争，但是作为一种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同样适用于反种族主义、反性别歧视的
斗争，马克思关于阶级关系的研究同样适用于所有统治形式。在阶级出现的最
初历史阶段，国家权力和阶级压迫是纠缠在一起的，性别和种族压迫如同阶级
压迫一样真实。性别和种族压迫都可以追溯到生产关系的压迫，但是简单地用
阶级解释前两者也是不对的：阶级斗争的双方在物质资料上是绝对对立的，性
别歧视的双方有时可以共享物质资料。
卡姆菲尔德在《历史唯物主义》2016 年第 1 期发表《种族主义的历史
唯物主义原理》A ，进一步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去理解种族主义。许多反种族
主义分析者认为马克思著作中没有提及种族问题，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的
产物，带有白人中心主义色彩，他们质疑历史唯物主义是否能充分地解释种
族主义。卡姆菲尔德的回答是肯定的，他提出，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种族
主义”这个术语，但他在《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

A David Camfield,“Elements of a Historical-Materialist Theory of Racism”
，in Historical
，pp.3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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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中描述了英国工人对爱尔兰工人的“种族”仇恨。事实上，种族主义应
该是一种社会压迫关系，而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种
族概念才能把握具有特定种族主义倾向的社会的特征。阶级压迫与种族主义
的结合有以下方式：阶级剥削论、国家压迫论、否定民权论、意识形态论、
社会关系压迫论。卡姆菲尔德认为社会关系压迫论最有说服力，也最有潜力
发展出一种有力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路径。种族主义与阶级剥削一样是真实
存在、同等重要的。根据艾里斯·扬的观点，马克思没有区分“剥削”和“压
迫”概念，她认为剥削是压迫的一种形式。卡姆菲尔德则认为剥削和压迫不
是从属关系，而是并列关系：不是所有受剥削阶级的成员都受到压迫，例如
发达国家的高收入的白种男性工人承受着剥削和异化，但没有受到压迫。他
由此重新界定了“压迫”：来自于社会实践的系统性伤害，强加给与一般生
产关系没有直接联系的群体；种族压迫是基于被认为天生的、不可改变的差
异基础上的集体性迫害。种族主义有多种形式，不存在一种普遍的种族主义
模式，但种族主义可以脱离种族歧视者而存在，没有主观意图的非个体实
践也可以再生产种族压迫。对于受压迫者来说，种族主义既是一种主体经
验，又是社会过程的客观事件，它既造成精神损害，又分化、削弱工人的力
量。当今的种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个维度的结果：帝国主义和利
润率。
由于社会地理位置的缘故，居于此地的人们被种族化，他们遭受种族压
迫仅仅因为他们的祖国在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中处于劣势。帝国主义在全球范
围内再生产着就业歧视、暴力、病态、贫困、污染和不等价交换，虽然明确的
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不存在，但是帝国主义仍然维持着财富和经济权力的不
平等分配结构，这种结构是在漫长的种族压迫历史中形成的。在种族压迫的历
史中还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组织生产的，20 世纪大量劳工被从非洲
和亚洲输送到帝国主义国家从事无偿劳动，与现在欠发达国家劳工向发达国家
迁移，从事低廉的、高度危险的有偿劳动是一脉相承的。除了帝国主义和提高
利润率的需要，另一种维护种族压迫的力量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无关，尽管
它们是纠结在一起的，它就是种族特权，或葛兰西所谓的“霸权”
。它可以解
释白种工人在工作竞争中对非白种工人施加伤害。激进左派在现实运动中应该
从这三个层面对抗种族主义。
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副教授、社会学 D. 范森凡斯特（David Fasenfest）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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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的社会学》2016 年第 6 期发表《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人权》A 一文，批评
特朗普像德国纳粹一样对穆斯林实施严密监控和管制，美国这样一个由移民建
立的国家现在却把逃避中东战火的难民挡在门外。人权包括工作权、自由表达
文化差异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自决权、受教育权、获得食物和
水源的权利，以及社会安全保障权。世界正在遭遇大范围的人权危机：恶劣对
待少数族群和女性、剥削童工、人口买卖、污染清洁用水、反对本国政府的外
国势力摧毁当地人的居所等。这些是资本主义面临的严重问题，也是理论家需
要研究的重要问题。然而，学界对“马克思是否在其著作中支持人权、他是否
考虑过上述问题”看法不一。范森凡斯特认为，马克思很少谈论人权，当时的
人权概念还不成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人权的理解不统一。然而，当资本主义
出现人权危机时，人权话语又必然要和马克思主义相遇。
“马克思不支持人权”
的佐证是马克思对鲍威尔《犹太人问题》的回应，马克思拒绝使用个体的人权
和鲍威尔的宗教个人的政治解放观念。他指出，政治自由不能保证个体自由。
自由权是人类分裂而不是团结的表达；财产权是自利的表达。人类解放不是参
与商业的自由和权利，而是自由脱离商业的结果。政治解放可以是人类解放的
第一步，但决不是后者的保障。在一个阶级对立的社会中，人权是不会真正实
现的。资本主义的法律是不可能保障人权的。这给全球化时代重新思考人权提
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除了对现实的关切，国外学者还对马克思著作进行了比较研究。加拿大
约克大学 Ch. 阿罗珠（Christopher Duarte Araujo）在《人学》
（2016）文集上
发表《马克思和帕齐论表象问题（或对〈资本论〉的现象学解读）
》B ，这篇文
章提出《资本论》中的批判方法、科学观念和叙述模式都是现象学的（由恩
佐·帕齐在《科学的功能和人的意义》首次阐释）
。Ch. 阿罗珠认为，虽然现
象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用现象学对马克思进行了重新解读，但是他们都忽略了马
克思著作中的现象学维度。现象学不必嫁接到马克思的理论上，因为马克思的
批判就是其理论来源之一。马克思主义形式上是现象学的，现象学在内容上则
是马克思主义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现象学的表象问题作为其政治经
A David Fasenfest,“Marx, Marxism and Human Rights”
，in Critical Sociology , 2016（6）
，
pp.777-779.
B Christopher Duarte Araujo,“Marx and Paci on the Question of Appearances（Or, Reading
Capital as a Phenomenology）
”
，in Human Studies, 2016, pp.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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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批判的核心。马克思的分析始于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呈现自身的方式，而
后他系统性地揭示了这种疏离的外在表象背后的社会剥削关系。这种现象学路
径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然化”伪装进行袪魅的最好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批
判任务是展现这些外在表象下的实在，例如，现象生活的物质本质。在资本主
义社会，表象与实在互相倒置、劳动过程颠倒，社会劳动的生产权力与个体工
人越来越疏离，活的劳动越来越异化。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变成了永恒的关
系，即物的关系；劳动产品却被人格化。一般而言，现象学拒斥所有的自然主
义，马克思也警惕政治经济的自然化倾向，认为这种僵化的表象完全是历史的
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
马克思的经济批判是一种科学批判，不仅在黑格尔的现象学意义上，而
且在胡塞尔的意义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都宣称自己
是一门关于意识形式和人类经验结构的科学，当然马克思的《资本论》也不例
外。
《资本论》开篇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
为‘庞大的商品堆积’
，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
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
”马克思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单个形式，而
且考察了其最初表象。作为使用价值，商品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毫不神秘的；
但作为一种社会符号，它的根本“秘密”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批判和分析进行
解码。顺着商品的线索，马克思找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并且提出了
实际的行动方案。
美国哈弗福德学院教授 M. 古尔德（Mark Gould）在《古典社会学》杂志
2016 年第 4 期发表《马克思、M. 韦伯和历史解放的逻辑：机器资本主义的崛
起》A 一文。该文提出马克思和 M.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论述是互补的。马
克思所描述的制造业的第一阶段特征，是资本控制劳动并且保留了前资本主义
的生产过程。结果，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带来了生产的增殖，对竞争的约束没
有完全发展起来，公司形式是简单的，这种经济结构与许多传统和理性价值相
符合。机器资本主义的竞争限制（
“铁的牢笼”
）是不存在的，如果资本积累出
现在制造业的第一阶段，它必然是由主观地驱动的。M. 韦伯解释这种主观动
机的本质，他关于新教伦理能力和推动资本积累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系统地

A Mark Gould,“Marx and Weber and the Logic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The Rise of Machine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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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提出了经济生产逻辑的特征，但是 M. 韦伯没有对其进行深入论述。新教伦理
成为资本主义的精神，当它贯穿制造业的第一阶段时，它有条不紊地刺激着资
本积累。马克思和 M. 韦伯都没有充分解释机器资本主义的出现。马克思忽略
了第一阶段制造业中的资本积累的主观动机的必要性，而 M. 韦伯没有充分说
明制造业的本质，以及被资本主义精神主观理性化的经济生产结构。然而，他
们的论述是互补的，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则可以充分解释这一发展过程。作
者通过对第一阶段制造业的资本积累的描述，提出了马克思和 M. 韦伯在分析
经济和社会结构时关于价值约束作用的理解，以及他们理论中的历史解释的普
遍逻辑。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 K.J. 斯召（Karsten J. Struhl）在《科学与社会》
2016 年第 1 期发表《马克思和人的本质：历史的、跨历史的和人类繁荣》A 一
文。该文指出，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忽视人的本质观念，他们认为对于马克思来
说，人的本质不存在或者仅存在作为一种历史概念的人的本质。他们的依据是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 6 条规定：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
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还有一段经常被引用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
段落：
“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
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
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
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
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斯召的解读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个体的特性，
而是一种社会和集体现象。人的本质是由生产方式通过阶级关系和其他各种社
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机制决定的，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生产方式改变，人
的本质也会随之改变。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直言：
“整个历史也无非是
”
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斯召认为，深入阅读马克思就会发现，马克思既论述了一种跨历史的人
的本质概念，又论述了一种历史的人的本质概念。这两个概念是不同层次的，
跨历史概念指社会活动采用的一般形式，即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到的

A Karsten J. Struhl,“Marx and Human Nature: The Historical, the Trans-Historical, and Human Flourishing”
，in Science ＆ Society , 2016（1）
，pp.7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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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变化的“人类本性”；历史概念指特定历史时代中的人的社会性和个体性
的特殊表现。跨历史概念解释了人为什么在特定历史中具有特殊本质，它为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构想中隐含的人类繁荣提供了基础。S. 塞耶斯（Sean
Sayers）主张共产主义的基础在于人的本质的历史概念，他认为，资本主义否
定的需要和能力将在社会主义实现，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具体来说，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那么，马克思是如何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需要
和能力中得出人类繁荣的理想呢？社会主义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是自我实现的
积极形式，那么怎样的自我实现才是积极的呢？斯召反对塞耶斯的观点，他认
为马克思赋予跨历史的人的本质概念一些特征：如果人根据自己的能力自由工
作，那么他应该具有除物质刺激之外的工作动力，例如，展示创新的能力或从
工作中获得巨大快乐。如果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
么人还应该是利他的。这些能力是很难从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的，事实上，它
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并且与资本相对立。它们是跨历史的人的本质的一部
分，它们的满足将带来整个人类的繁荣与自我实现。
美国独立研究者 J. 金凯德（Jim Kincaid）在《历史唯物主义》2016 年第
《用明斯基解读马克思：资本过剩与当前危机》A 一文。该文指出，
H. 明
3 期发表
斯基是一个激进凯恩斯主义者，他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左，但是 J. 金
凯德认为可以借助他的“金融动荡”
（financial instability）理论，说明马克思
关于 19 世纪金融和生产部门之间关系的分析，为什么可以解读当前高度金融
化的资本主义，以及 2008 年以来的危机。发达经济体在生产部门拥有很高的
实际利润和滞后的投资率。来自股东的压力使公司策略倾向于股票市场评级和
并购业务，而忽略生产投资。避税和公司的储备现金累积导致了马克思所谓的
“借贷资本”的全球过剩，个体和国际经济的贫富差距更是火上浇油，最终结
果是金融体制的高利润、低利率、资产市场的周期性繁荣和萧条、家庭和政府
债务的大幅度增加、借贷资本过剩导致的动荡和停滞。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中正确预言了由生产力进步带来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然而 J. 金凯德认为在
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中，利润率概念往往是机械的、抽象的，他提出在范围更广
的资本主义精打细算的背景下分析利润率变化的成因和影响。他还指出，马克

A Jim Kincaid,“Marx after Minsky: Capital Surplus and the Current Crisis”
，in Historical
，pp.10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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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者经常脱离《资本论》第 2 卷关于流通过程的分析来理解《资本论》第
3 卷关于利润率的部分，明斯基近期的著作十分强调资本流通及其相应的金融
动荡模式，正好是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借鉴材料。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 D. 莱伯曼（David Laibman）在《科学与社会》
《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对话：一种双向学习路径》A
2016 年第 3 期发表题为
的读书笔记，比较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阶级、剥削、权力、国家和
挑战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组织形式方面的观点。对于无政府主义，莱伯曼关
注两点：一是无政府主义社会理论的核心本质，以及巴枯宁、马拉泰斯塔等
人所展示的无政府主义；二是集中的和分散的或联邦的组织形式的复杂问题。
巴枯宁不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犯有抽象个人主义的错误，他只是尽力
区分左翼无政府主义传统与“无政府主义的资本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他
的无政府主义的实质是根据社会现实所呈现的异化的、表面的形式来对抗剥
削；剥削和压迫是同一回事；工人和农民都是革命主体；国家和官员的权力来
源是不可见的；阶级权力和国家权力合并在一起；组织、等级和领导力是同等
的和可疑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共同主题是联合与政治问题，
区别在于后者要考虑是否进行联合和建立政治组织，前者考虑的则是如何进
行联合和政治动员。
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教授 R. 艾格利士（Ron Eglash）在《科技文化》
2016 年第 1 期发表《论马克思和制造商：从历史视角看生成正义》B 一文。该
文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
“生成正义”依赖于从集权国家寻找价值。
许多新的社会运动——点对点经济、制造商行动、社区农业、酷儿生态——都
走相反路线，保持它们的非异化形式，保证底层和高层的自由流通。与马克思
主义不同，他认为不存在一种关于底层和高层、非异化的价值流通的一般理
论。该文通过对马克思著作及其本土文化进行历史比较，探讨“生成正义”概
念。艾格利士认为，马克思的下述结论是不准确的：当本土文化具有非异化的
生产形式时，只有集权化的价值析取可以提供高品质生活所需的生产力。相
反，本土文化现在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互惠经济”模式，它强化了开放源的
A David Laibman,“Marxist-Anarchist Dialog: A Two-Way Learning Curve”
，in Science and
Society , 2016（3）, pp.414-418.
B Ron Eglash,“Of Marx and Makers: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Generative Justice”
，in
Revista Teknokultura , 2016（1）, pp.245-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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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生产、农业生态和民权的修复途径。把非异化的生态价值、言论自由、性
倾向自由、精神自由和其他一切“表达”价值纳入马克思的非异化劳动价值观
念中，就可以得到关于生成正义的广阔历史图景。
美国贡萨格大学的 T. 威德尔（Timothy Weidel）在《伦理理论与道德实践》
2016 年第 4 期发表《意识形态与自我欺骗的危害：为什么我们应该消除贫困》A
一文，该文借助马克思的“类存在”观念，试图解释为什么常人会具有帮助穷
人的道德感？它提出贫穷不仅伤害了穷人，而且损害了所有人。消除贫困来自
于一种“自私”的愿望：避免粗糙的个人主义和自我欺骗的伤害，因此每个人
都应该为消除全球贫困而努力。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沿袭跨学科的批判和反思传统，积极介入社会现
实，参与进步的社会运动，他们的研究成果给人们带来思考和启发。纽约社会
研究新学院教授 N. 弗雷泽（Nancy Fraser）在《异议》杂志 2016 年第 4 期发表《资
本主义的关怀危机》B 一文，延续其最新著作《女性主义的机遇：从国家资本
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危机》中的观点，后者认为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与资本主义
纠缠不断，女性主义应该着力把新自由主义从女性解放的神坛上赶下来。此
外，它还探讨了女性主义把人们从无情的剥削中解放出来的方式。在这篇文章
中，N. 弗雷泽继续推进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说明性别正义必须成为任何争取
平等社会的斗争的核心。她提出社会再生产是维系社会的基础，它一方面涉及
代际之间的联系：抚育儿童、照顾老人；另一方面又涉及朋友、家庭、邻里和
社群之间的联系。过去，社会再生产的责任主要在女性身上，资本主义加剧了
这种分工，把社会再生产局限在私人领域，事实上，它是一项公共事务，与公
共机构和公民社会有密切而直接的关系，甚至它的某些部分已经被商品化了。
N. 弗雷泽认为，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分裂是资本主义压迫女性的主要
制度基础，也是女性主义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资本主义认为社会再生
N. 弗雷泽提出，资本主义正在遭遇“关怀危机”
A Timothy Weidel,“Ideology and Harms of Self-Deception: Why We should Act to End Poverty”
，in Ethic Theory Moral Practice , 2016（4）
，pp.945-960.
B Nancy Fraser,“Capitalism’ s Crisis of Care”
，in Dissent , 2016（4）
，pp.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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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力都是无限的，所以用长时间的、繁重的工作压榨社会再生产能力，结果
破坏了社会联系的纽带，导致“关怀危机”
。资本主义经历了三种形式：自由
资本主义、国家计划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资本主义。大部分学者用国
家与市场的关系来区分它们，忽视了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关系。N. 弗雷泽提
议用社会再生产的组织形式来把握资本主义的历史，也就是说，多少“关怀工
作”被商品化？国家或公司资助了多少？多少留给了家庭、邻里或公民社会？
她的回答是：自由资本主义把社会再生产私人化，国家计划资本主义把它部分
社会化，金融资本主义逐步把它商品化，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把再生产从属于生
产，因此社会再生产（如何规划家庭和社群生活）是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核
心，即使被马克思恩格斯否定的空想社会主义也不例外。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A
Spivak）在《哲学与社会评论》2016 年第 4—5 期发表《文化多元主义？
一文，剖析了近年来盛行于美国学术界、教育界和政治界的文化多元主义的
局限和盲区。这篇文章分析了文化多元主义的意识形态生成，认为它是一种
全球主义的经济认识论，实际上是一种殖民主义的策略：没有把握真正的文
化异质性，仅仅简单地把不同文化叠加在一起；如同资本主义的自由概念一
样，不断修改发展的概念，保持非主流文化的可承受的欠发达状态，而不必
考虑主体的形成过程，只是承认当前的状态就可以了。因此，文化多元主义
不像通常理解的那样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是民主的。就文化生成而言，
“文
化的”不适合修饰“多元主义”
，因为两者的结合撕裂了文化与人性的必然
联系。某个活的文化代表了它自己或者人类的本性。文化与多元主义的关系
应该是自由与平等的问题：我的文化（自由）和其他所有文化（平等）
。事实
上，鲜活的文化是不可能对接的。文章还指出，即使在经济和政治全球化的
时代，人们也不可能同时完全参与到两个或多个国家的公民社会中。一个人
具有双重公民认同，例如，印度裔美国人，那么他只能在美国投票。斯皮瓦
克提醒不能把庞大的底层选民一般化，相对于文化多元主义，语言多元主义
更可取。
美国克瑞顿大学副教授 J. 舒勒（Jeanne Schuler）在《国际哲学季刊》

A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Cultural Pluralism”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pp.448-455.
20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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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 2 期发表《未竟的事业：黑格尔和马克思论启蒙》A 一文。该文分别
考察了马克思和黑格尔关于启蒙的评论，并讨论了霍克海默关于工具理性的论
述。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把启蒙理解为一个失败的解放计划。对于黑格尔来说，
启蒙的失败在于他所谓的“纯粹识见”的意识形式。对于马克思来说，启蒙的
失败在于使纯粹识见永存的商业实践。
“纯粹识见”虽然战胜了迷信，但它把
人类活动当作是纯粹主观的，滑入了怀疑论的泥沼。
“纯粹识见”把所有事物
都归结为“效用”
。效用是一个把自己的虚无强加于物的伪观念，执行着恐怖
的暴力。马克思也把效用当作骗子，它为“什么使商品具有价值”这个问题提
供了虚假的答案，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剥削。舒勒随后讨论了霍克
海默对工具理性的批判。
美国格林内尔学院教授 J. 米汉（Johanna Meehan）在《哲学与社会评论》
2016 年第 1 期发表《女性主义和重思我们的自我模式》B 一文。该文提出，人
们的自主、自由、解放、性别和批判观念都依赖对自我本质及其与他者、社会
机构、实践的关系的理解。米汉认为女性主义受到两种不充分的自我模式的阻
碍，一种是“内在到外在”模式，它认为自我的主体性来自于内在的某种特质，
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康德；另一种是“外在到内在”模式，它强调自我之外的
构建和内化过程，这种观点源自于马克思。巴特勒主张一种“外在到内在”模
式，她把自我的来源确定为语言和心理反应，但她没有阐明语言是如何变成自
我的；S. 本哈比在“外在到内在”和“内在到外在”模式之间摇摆，她既像巴
特勒那样把主体性的来源确定为语言，又承认情感和具象化经验的重要，她对
语言的论述更倚重哈贝马斯，而不是索绪尔。 C 但她也遭遇了与巴特勒相同的
困境。米汉认为，两种模式都没有重视权力在主体性构建和捍卫自主与批判能
力中的作用，由于两种模式的内在局限性，它们都不能描述自我的内在发生，
没有解释清楚外在是如何变成内在的，或者内在是怎样与外在互动的。因此，
米汉提出“呈现”
（emergence）概念，来解释权力如何在互主体层面塑造和构

A Jeanne Schuler，
“A Brilliant Failure in Advance: Hegel and Marx Assess the Enlightenment”
，in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016（2）.
B Johanna Meehan,“Feminism and Rethinking Our Models of the Self”
，in Philosophy and
，pp.1-31.
Social Criticism, 2016（1）
C 哈贝马斯认为，语言的含义不是由语言规则本身规定的，而是由互主体的协商形
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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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我们的主体性，从而阐释自我的本质和发展。生命体的活动产生了他们的身
份，
“呈现”是这些生命体在成为自身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它可以有说服力
地解释一个婴儿是如何学习语言、文化等社会技能的，成为自我的过程既不是
先天存在的本能，也不是外部施压的结果。自我形成是一个人在一定环境下行
为和改变的能力。自我既不是源自于内在力量，也不是源自于外在力量，而是
来自于自身的活动。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何种建设性的交互作用使儿童成长为
具有社会和道德能力的成年人？
西方学界对克尔凯郭尔和马克思的比较研究很少，除了洛维特（Karl
（1941）无意间填补了这一空白，鉴于此，
Löwith）的著作《从黑格尔到尼采》
美国叶史瓦大学教授 J. 阿路西（Jamie Aroosi）在《哲学与社会评论》2016 年
第 1 期上发表《资本主义文化的成因：深入思考克尔凯郭尔与马克思的联系》A
一文。阿路西首先概述了人们对克尔凯郭尔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的通常理解：克
尔凯郭尔是一个纯粹内省的思想家，为了个人的自我发展可以脱离物质现实；
对他误会最深的要数阿多尔诺，后者把他当作一个拜物教徒，认为他的哲学是
完全禁欲的；齐泽克对他的评论也带着同样的色彩。而这些理解会阻断克尔凯
郭尔与其同代人马克思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实质性对话。而后，他研究了克
尔凯郭尔的早期著作，说明克尔凯郭尔使用了与马克思相同的术语解释经济
生活：克尔凯郭尔把经济生活当作他希望培育的真实生活方式的对立面，这与
马克思的思路相同；他们都批判了德国观念论，克尔凯郭尔从伦理学和宗教角
度，马克思则从社会和政治角度；克尔凯郭尔对“本真性”
（authenticity）的看
法也与马克思相似。最后，阿路西说明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都使用黑格尔的术
语进行批判，他们的“本真性”观念意思相近，这也要归因于黑格尔。阿路西
接下来大篇幅地对比了克尔凯郭尔和马克思各自对黑格尔的理解。
（2016）发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R. 伯曼（Russell A. Berman）在《目标》
表《哀悼、团结和“贯穿式悲伤”：巴特勒是如何误读巴黎的》B 一文，该文是
对巴特勒在巴黎恐怖袭击之后发表的一篇题为《哀悼成为律令》的文章的回应。
巴特勒在她的文章中描述了两种现象并评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对袭击死难者
A Jamie Aroosi,“The Causes of Bourgeois Culture: Kierkegaard’ s Relation to Marx Considered”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 2016（1）
，pp.71-92.
B Russell A. Berman,“Mourning, Solidarity, and‘Transversal Grief’: How Judith Butler
Misreads Paris”
，in Telos, 2016, pp.195-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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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哀悼过程和国家反恐措施的扩张。她认为国家借助人们对死者的悲悼合法地
扩大警察权力，在此意义上，哀悼变成了律令。伯曼提出她对哀悼的论述有明
显缺陷，而且严重误会了巴黎当局的反应。他认为，哀悼有许多不同的伦理维
度：履行对逝者的义务、自我疗愈的义务、在慰问和重建的过程中对他人和社
群的义务。然而，巴特勒只从工具论角度看待哀悼，认为它只不过是一种带有
宣传目的的作秀。她马上把袭击发生后公众的反应政治化，认为这种反应只是
建立警察国家的一种伎俩，所有关于伊斯兰的讨论都是“伊斯兰恐惧症”
。而
且她提到在哀悼恐袭遇难者时也应该哀悼中东由于战火无辜死去的穆斯林。伯
曼把巴特勒的反应归因于泛滥的“政治正确”和她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及其对法
国政府的不信任，他认为就这一点而言，巴特勒更倾向于新自由主义。这里需
要澄清一点，巴特勒在《哀悼成为律令》这篇短文中提到“没有宵禁，但是公
共服务被削减了，并且一切示威游行都不被允许。即使是悼念逝者的集会，严
格意义上，也是不法的。我去了共和国广场的一个集会，警方通知所有人必须
解散，但几乎没有人听命。对我来说，那是令人怀抱希望的短暂时刻”
。由此
可以看出，巴特勒撰文的主要目的是对巴黎政府的行动保持警觉，而不是对悼
念者进行谴责。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 I. 威瑞索瓦（Inna Viriasova）在《目标》
（2016）
发表《C. 施密特的政治总体化：
“完全非政治”的决断》A 一文，对 C. 施密特
《政治的概念》
（1932）进行解读，他考察了 C. 施密特的写作背景，虽然 C. 施
密特最早把“政治”理论化，但却不是这个概念的创造者。在 C. 施密特之前，
席勒和 F. 施莱格尔在 18 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使用这个概念了，但他们都把它
与国家观念联系在一起。20 世纪初，
“一战”的惨状、魏玛共和国民主的失败
促使 C. 施密特从“政治—法律”角度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他认为，政治不
是一个特定的领域，也不隶属于其他领域，它有自己的原则和标准，即敌友的
划分或最大限度的团结或分裂，政治分歧与其他分歧的区别在于强烈的程度。
他把政治理解为贯穿人类生活的总体性，政治是无法逃避的，因为它扎根在人
类本性中，因此任何非政治的决断其实都是政治决断。I. 威瑞索瓦接下来阐释
了对完全非政治的否定是如何成为政治总体的前提的。

A Inna Viriasova,“The Political Totalization of Carl Schmitt: Deciding on‘the Absolutely
Unpolitical’
”
，in Telos ,2016, pp.8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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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的著作
（一）
《古典思想的二律背反：马克思和涂尔干》
（The Antinomies of
Classical Thought: Marx and Durkheim. Routledge，2016）
作者：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这本书挑战了人们对社会学思想的两大创始人的普遍看法。作者详细地、
系统地展示了马克思和涂尔干是如何分别提出社会学唯物主义和观念论的基本
框架的。虽然最近关于马克思的解读都认为其著作的核心是异化和主体性，但
作者提出马克思后期对异化的关注，使他避免了把主体性概念化。相比之下，
作者提出这种客体主义理论只在涂尔干早期著作中出现，在其后期作品中，他
阐述了一种观念论理论，即把宗教生活当作研究世俗社会制度的分析模型。

（二）
《反叛的幽灵：起义智慧与底层（民众）的哲学》
（Specters of
Revolt: On the Intellect of Insurrection and Philosophy from Below. Repeater Books/Random House，2016）
，美国伊利诺
作者：理查德·希尔曼—奥普斯基（Richard Gilman-Opalsky）
伊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1994 年，德里达在
1848 年，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思考马克思的幽灵如何在后冷战世界徘徊。在这本书中，奥普斯基认为，这个
世界弥漫着反叛的气息，其正义性和真实性受到质疑。但是近来的反叛不完全
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他提出一种理论来解释反叛的多样性，内容涉及
自主、日常生活、焦虑、经验、知识和可能性。1994 年兴起的墨西哥萨帕塔
主义是对扩张的资本权力的新型反叛，占领华尔街也在此列。奥普斯基通过考
察瓦内格姆（Raoul Vaneigem）
、葛塔里（Félix Guattari）
、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和杜娜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等人的批判理论来理解上
述反叛。

（三）
《马克思的地狱：资本的政治理论》
（Marx's Inferno: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Capita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
作者：威廉姆·罗伯茨（William Clare Roberts）
，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助理
教授。
这本书重构了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主要论点，对它进行了全新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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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即将《资本论》当作一本政治学著作。作者梳理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
与共和主义政治思想之间的联系。作者认为，
《资本论》不是对古典政治经济
学的简单批判，而是仔细考察了工人运动的动机和目标。从这个角度理解，
《资
本论》是一本深刻的政治学著作。作者把《资本论》置于 19 世纪社会主义的
背景下研究，说明它是如何巧妙地以但丁的《神曲·地狱》为模型的，马克思
对于无产阶级的作用就像维吉尔：把工人的解放游击队引向了现代“社会地狱”
的秘密深处。马克思以这种方式，修正了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念，以应对资本主
义的崛起。作者进而探讨了商业的本质、劳动经验、老板和经理的权力、政治
组织的可能性，以及它们对当今世界政治生活的意义。

（四）
《资本主义转型：马克思主义视角》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Marxist Perspectives. Palgrave Macmillan，2016）
作者：赛义德·瑞内玛（Saeed Rahnema）
，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
这本书通过与世界不同地区的顶尖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的一系列对话，
探讨了社会主义的改革和革命策略挫败的原因。受访者围绕全球化时代社会主
义的议程，说明资本主义由于其内在矛盾，不可以长久存在，后资本主义社会
秩序将是不可避免的和可以实现的。虽然受访者之间的观点有差异，但他们都
呼吁人们参与各种社会群体，动员和组织激进的社会变革，这些群体将在超越
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五）
《父权制的终结：为男性而写的激进女性主义》
（The End of Patriarchy: Radical Feminism for Men. Spinifex Press，2016）
作者：罗伯特·詹森（Robert Jensen）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新闻系教授。
在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之际，这本书的出版显得尤为重要，它抛出
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建立和保持一种稳定的、体面的人类社群，并且与更广
大的生活世界维持可持续性的关系？詹森的回答是女性主义和对父权制的批
判。他认为，父权制的病态理念—— 一部分人控制、占有另一部分人——是
当代各种危机的核心，正如史蒂夫·比达尔夫（Steve Biddulph）的评论所言：
“父权制是一个有毒的、恶臭的水池，我们都在里面游泳。除非我们觉醒，否
则永远无法逃出，呼吸新鲜空气。
”因此，詹森呼吁一种激进的女性主义对抗
制度性的男性统治，拒绝男性控制女性的性和生育，终结所有统治与被统治关
系中的暴力和压迫。一个公正的社会至少需要一种激进女性主义对父权体系进
行全面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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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一看到“激进”就害怕，事实上“激进”不等于“疯狂”
，其含义
是直达问题的根本，认真探究产生性别歧视的制度和社会结构。在此意义上，
“激进”的意思是“深刻”
。激进女性主义在人际和商业语境下批判男性对女性
的性剥削。过去，激进女性主义者揭示性骚扰和家庭暴力是父权制下男性控制
女性的必然结果。如果要减少强奸和伴侣暴力的发生，就必须推翻父权制。激
进女性主义用同样的逻辑分析了性剥削产业（例如，卖淫、色情作品、脱衣
舞）
，它们都是男人为了性目的买卖女性的身体。这种“男人可以用钱购买性
愉悦”的观点是父权制的产物。
詹森认为，尽管希拉里经常说要打破玻璃天花板，而且她成为总统候选
人的确是一个里程碑，但任何主流的政客或政党关于父权制的言辞都不可信。
然而，新的可能性已经开启，女性主义的任务是实现这个可能性，解除男性对
女性的控制。在父权制这个问题上，右派和左派往往持同一立场，两者都会威
胁性别平等和自由。侵犯女性生育权的势力来自保守主义，尤其是宗教保守主
义。对女性进行性剥削的是自由主义，是世俗的人和运动。保守主义者试图让
特定身份的男性（丈夫和父亲）控制女性的身体，而自由主义者则试图通过把
出卖自己身体的女性称为“性工作者”
，让尽可能多的男性共享女性的身体。
在这些方面，特朗普把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父权制的“恶”展现得淋
漓尽致。未来需要更多的进步人士参加战斗，不仅批判父权制，而且批判白人
至上主义，以及向更广的生活世界发起攻击，推翻导致生态灭绝的资本主义经
济。詹森指出，进步人士的斗争方向有以下几点：保护草根阶层的生育权利，
包括支援负担不起堕胎的女性；在主流的反强暴运动中复兴激进女性主义的分
析；挑战性产业中男性对女性的性剥削；揭露资本主义对人的自我意识和民主
精神的破坏；努力阻止美国用武力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

（六）
《激进主义关键词》
（Keywords for Radicals. AK Press，2016）
编者：弗里奇·凯利（Kelly Fritsch）：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女性与性别研究
所博士后；克莱尔·奥康纳（Clare O’
：美国南加州大学博士生；
connor）
A. K. 汤
普森（A. K. Thompson）
：美国福德汉姆大学社会学教师。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创造了一系列词汇描述战后美国宏
大的文化和社会变迁。与会者提出可以用什么词汇来描述当前的社会变迁呢？
言辞如何塑造政治形象或激进左派呢？这本书汇集了许多学者的见解，列出了
塑造美国政治图景的关键词，它认为语言既是武器，也是斗争的场所，可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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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我们的社会和物质现实。
“民主”
、
“占领”
、
“种族”
、
“主权”
、
“爱”这些词
都应该被赋予抗争的含义。它从当前的激进语境出发，探讨了每个术语在用法
上的变化，并与特定的历史发展轨迹结合起来，揭示语言的力量及其背后隐藏
的社会冲突。正如齐泽克的评语所言，
“这本书为每个希望参与激进政治的人
提供了详细的认知地图”
。它把关键词变成强大的武器送到革命者手中，展现
了一个新的领域。

（七）
《历史和教育：参与全球阶级斗争》
（History and Education: Engaging the Global Class War. Peter Lang Inc，2016）
作者：卡瑞·马洛特（Curry Stephenson Malott）
，美国西切斯特大学副
教授。
该书记述了全球阶级斗争的历史：从美国到苏联、从中国到朝鲜，以便为
共产主义的教育学作出贡献。共产主义教学的核心是争取美国土著人的自主权
和受压迫国家的自决权，强调夺取国家权力的重要性，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
资产阶级社会转变成社会主义关系和共产主义社会，保障种族、民族和语言少
数民族的自决权。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资本循环观念、社会主义国家观念、
种族与教育的政治学，反思了纯粹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的白
人沙文主义，纠正了左翼的主流观念，尤其是教育领域的左翼。

（八）
《教育的批判转向：从马克思主义批判到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
义再到种族的批判理论》
（The Critical Turn in Education: From Marxist
Critique to Poststructuralist Feminism to Critical Theories of Race. Routledge，2016）
作者：艾萨克·戈特斯曼
（Isaac Gottesman）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副教授。
该书详细记述了教育领域的左派的思想轨迹，追踪了从马克思主义到女
性主义再到批判的种族理论的教育学批判转向，它分析了人们必须摆脱过去包
袱的原因，但是除了坚持社会正义之外，没有进一步提出未来的清晰道路。

四、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国家体制问题
随着 21 世纪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的持续影响和政治不稳定因素的持续
增强，美国的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对于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
国家体制等问题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入。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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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构想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模式。
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教授保罗·柏克特（Paul Burkett）在《社会主义
与民主》2016 年第 2 期发表《论生态革命的审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预警
原则》A 一文，该文指出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座着火的房子，世界经济不断受
到不稳定的投机泡沫、金融市场短期逐利行为和生产活动长期停滞的冲击。公
司资本和超级富豪积累起越来越多的财富，而大多数工人却找不到体面的工
作。生产系统消耗着大量不可再生能源，人与其他物种的共生关系被破坏。同
样，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对任何改革计划都保持警觉，更不用说根本的制度变
革了。目前社会盛行这样一种想法：资本主义是一座着火的房子，但放弃它另
建一座新房子似乎是幼稚的、不明智的，只有接受资本对地球的持续掠夺才是
成熟的。即使在工人运动内部，也时常出现“资本主义没有门窗，我们无处可
逃”的论调。那些可行的改革和它们对人类发展的吸引力也萎缩成经济活动，
它们的自然和文化环境变得更加金融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柏克特通过马克思
的异化理论、共产主义、正义工具论，以及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法的预警原则来
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危机。
自由主义是一个大范畴，包括政治观念、经济观念，甚至宗教观念。资
深民权活动家伊丽莎白·马丁内斯（Elizabeth Martinez）等人认为，美国的政
治自由主义是防止社会冲突。它的结果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B 对于穷人和
工人阶级而言，它比保守主义或右翼更进步。但经济自由主义跟保守主义差别
不大。传统的自由主义是亚当·斯密创立的，主张自由贸易、自由竞争、自由
获取利润，
“自由”意味着不受控制。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发生大萧条，凯
恩斯颠覆了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好政策的观念。他认为，在本质上，充分
就业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是必要的，政策和中央银行必然干预经济，以增加
就业。这一观念极大地影响了罗斯福的新政，此后政府应该增进公共福祉的观
念深入人心。但是过去 25 年的资本主义危机使企业精英把目光转向自由主义，
并与经济全球化大潮结合，新自由主义由此产生。其特点是：
（1）市场规则。
把企业从任何束缚中解放出来，不管它会造成多大的社会破坏。进一步开放国
A Paul Burkett:
“On Eco-Revolutionary Prudence: Capitalism, Communism, and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 2016（2）
，pp.73-96.
B 参见 Elizabeth Martinez and Arnoldo Garcia:
“What is Neoliberalism?”http://www.corpwatch.org/article.php?id=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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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贸易和投资。解散工会、降低工资、收回工人多年争取的权利。没有价格控
制。也就是说，资本、商品和服务完全自由流动。为了说服大众，他们提出
“不受管制的市场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好方法，将使每个人获益”
。新自由主义
如同里根的“供给侧”
（supply-side）和“下渗”
（trickle-down）经济，但是不
会“下渗”太多。
（2）消减教育和医疗等社会服务的公共预算。以削弱政府角
色的名义减少针对穷人的安全网，甚至减少公路、桥梁和饮水维护的费用。当
然，他们不会反对政府的商业津贴和税收优惠。
（3）放宽管制。减少可能降低
利润的政府管制，包括环境保护和施工安全。
（4）全盘私有化。把国有企业、
商品和服务卖给私人投资者，包括银行、基础工业、铁路、收费公路、电力、
学校、医院，甚至淡水。虽然他们名义上宣称私有化更有效率，但最终的结果
是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让公众为他们的需要埋单。
（5）消灭“公益”或“社
群”观念，用“个体责任”取而代之。责备穷人缺少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险是
咎由自取，穷是懒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已经被财大气粗的金融机构利用了，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它已经在拉美肆虐，墨西哥的
工资收入下降 40%—50%，2 万多家中小企业破产，1000 多家国有企业被私有
化。有人称“新自由主义即拉美的新殖民主义”
。
美国丹佛大学教授乔治·F. 德马丁诺（George F. DeMartino）在《重思马
克思主义》2016 年第 1 期发表《经济学家的诅咒：论经济行为者、经济理论、
多元主义和经济衍生伤害》A 一文。它首先讨论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家长情结，
他们相信自己的经验是别人下决定的可靠依据。德马丁诺提出了医学伦理学的
例子，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医生像经济学家那样是家长式的，但病人在医疗过
程中受侵害的事件屡屡发生，其后医生的“家长”地位受到挑战。在规范医生
与病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医学伦理逐步建立了四项原则：慈善、无害、病人自
主和正义。同理，经济学家作为现代经济的诊疗师，也应该走下神坛，告知公
众真实的经济状况和解决措施的可能风险；其次，德马丁诺提出把伦理学与经
济学结合起来的做法是危险的，因为当经济学家提出一种“纯粹”理论时，伦
理学是否也要介入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两者的嫁接就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专业的经济伦理学可以通过自恰的伦理逻辑，巩固经济学家的权威地位，

A George F. DeMartino:
“The Economist’ s Oath: On Economic Agency, Economic Theory,
，pp.47-56.
Pluralism, and Econogenic Harm”
，in Rethinking Marxism, 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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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受外界批判。但对经济学保持伦理方面的警觉是有好处的；再次，德马丁诺
支持把多元主义纳入经济学，单一的方案会导致严重后果；最后，他探讨了
“经济衍生伤害”A（econogenic harm）的复杂性。这种伤害令人担忧，是因为：
（1）它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及他们的社群可能会同时遭受多种方式的伤害，包
括身体的、心理的、经济的、社会的和道德的伤害，甚至是自主权被侵犯。不
同的伤害都有多种构成因素。
（2）它是混合的。一种伤害与其他多种伤害是相
伴生的，尤其是在经济语境下，例如失业不仅是收入的损失，还会损害健康、
自信、尊严和参政能力，引发不安全感和恐惧感。新古典经济学可以借助福利
措施弥补物质上的损失，但是无法解决经济之外的伤害。因此，德马丁诺认为
任何形式的“道德几何学”
（如福利最大化）都是不恰当的，它们有把伦理问
题简单化之嫌。经济学家应该重视他们有意或无意引发的伤害，区分哪些伤害
（不）可以避免的，以及如何补偿，
是（不）可以接受的、
（不）可以修复的、
然后把这些情况如实告知目标群体，让他们自己决定该承受哪些伤害。德马丁
诺把上述做法当作深层经济民主的道德律令。
《重思马克思主义》在同一期推
出专栏，众位学者针对德马丁诺的文章进行回应。
纽约城市大学法律系主任卡门·胡尔塔斯— 诺布尔（Carmen HuertasNoble）在《实务法律评论》2016 年第 2 期发表《工人所有和工会所有的合作社：
纠正收入不平等的两个方法》B 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设想了一种工人所有
和工会所有的合作社。它们是民主管理和所有权共享的，它们可以纠正严重的
收入不平等和糟糕的工作环境，合作经济体现了民主的实质：自我决定和自我
管理。事实上，收入不平等不仅仅指工资差距，还包括一个人的收入对其生活
状况的影响。收入不平等导致食物短缺、居住条件恶劣、教育机会减少、看不
起病，更不用提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了。这种合作社是否能够存活下来？工人所
有的合作社已经存在多年，诺布尔举出两个成功案件：蒙德拉贡和家庭护理合
作协会，它们很好地结合了资本化策略、合作式的生态系统、各种战略联盟，
使合作经济可持续发展。现在的问题是把这种形式普及开来。左派机构应该在
国内和国际层面支持合作经济，市政府也应该给予资助合作社政策支持。
纽约大学的梅利莎·费舍尔（Melissa S. Fisher）在《全球化》杂志 2016
A “经济衍生伤害”
，是德马丁诺自创的概念，指经济学家好心办坏事引起的伤害。
B Carmen Huertas-Noble:
“Worker-owned and Unionized Worker-owned Cooperatives: Two
Tools to Address Income Inequality”
，in Clinical Law Review ,2016（2）
，pp.32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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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6 期上发表《构建未来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备选方案：女人亲自建立企业家
“女人亲自建立企业家的领导力”
（WHEELS）这个组织成
的领导力》A 一文。
立于 2013 年，是应对经济衰退对有色人种女性的冲击而设立的。它创办了女
性所有、集体运营的汽车修理店和可以互换汽车配件和服务的社区型二手市
场。WHEELS 为女性提供了学习汽车修理技术和商业头脑的途径，并使她们
了解资本主义制度和获得财富的不同方式。费舍认为，WHEELS 是一种新型
的女性主义经济正义，它是范围更大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这个运动既有传
统的民权和女权议题（如针对女性的性暴力、收入平等）
，也有近年备受关注
的 LGTBQ 权利、债务和大规模监禁问题。WHEELS 是在当前新自由主义盛
行的情况下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废除了经济安全网、建立监狱式国家，这些做
法增加了女性（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的负担。在这种经济气候下，在草根阶
层的失业或难以维持生计的女性中产生了一种行动主义。此外，美国黑人女性
在长期的殖民地和奴隶制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生存策略。WHEELS 的核心理
念是亲自动手集体致富。传统的经济策略不完全适用于低收入社区，大部分人
仍然贫困。相反，WHEELS 主张经济发展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即“团结经济”
（solidarity economics）
，它在占领华尔街之后发展壮大。它就像一个大家庭，
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所有交易都是公开的，它对所有女性开放，不管其种族、
阶级、性向如何。

五、民主模式问题
当前关于民主的热点问题是：直接民主就是真正的民主吗？代议制民主是
一个悖论吗？暴乱和社会运动与民主的理论和实践有什么关系？
纽约城市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阿斯图普洛斯（John Asimakopolos）在《巴
西政治经济学》杂志 2016 年第 2 期发表《大型社区中实行直接民主的激进提
议》B 一文，他提出只有与日常生活的经验结合，直接民主才能成为现实。通
过对现有政府体系的改造，实现一种类似于乌托邦的社会是可能的。第一个提
A Melissa S. Fisher:
“Building Alternative Feminist Economic Futures: WHEELS”
，in Globalizations , pp.1-4.
B John Asimakopoulos:
“A Radical Proposal for Direct Democracy in Large Societies”
，in
，pp.430-447.
Brazi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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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建立在“任何制度下的所有选举体系在本质上都是骗人的”
。然而，只有直
接民主才可以实现本质上的平等。因此，应该效仿国家提名原则，公民进行网
络投票选举立法和司法部门成员。
代议制民主使那些掌握生产资料的人控制政治过程。结果，绝大部分公
共政策都把财团的利益置于社区和环境等公益之上。在直接代表的政治体制
中，财团的优势会被明显削弱但不会消失。那么问题来了：直接民主是什么？
它如何在当代人口众多的社会中运转？谁是它的反对者？为什么代议制民主是
虚假的？
直接民主是每个公民代表自己，直接就社群面临的问题投票。这与所有
形式的代议制民主相对立，后者是公民投票选举最能代表自己利益的议员，这
些议员在投票前不必征求每个选民的意见。现代的直接民主与包括无政府主义
在内的自由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自由社会主义就建立在直接民主的理念之
上。由此可以推断，无政府主义不意味着混乱，而是无权威。这种社会比当前
的社会更有序，但它以集体的直接统治为基础。还要纠正一个误解：无政府意
味着没有管理机构，事实上，行政“官僚”仍然存在，只不过由统治者变成民
众意志的执行者。
无政府主义只是自由社会主义的一个分支，它还包括无政府共产主义、
无政府马克思主义、工团主义、参与式经济学、互惠主义等。一位支持直接民
主的自由社会主义者认为，所有的政府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这个观点
同样适用于代议制民主，因为两者都是精英主导的，而不是为工人阶级服务
的。不可否认，这种民主比绝对的独裁更有利于工人阶级，但这个“利”跟精
英的利益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资产阶级经常利用代议制民主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缺乏直接民主的体制
中，众议院代表了精英的利益。那些掌握社会资源的人希望通过选举改造政治
结构，而这在直接民主中是不会发生的。美国的国父们不信任直接民主，因为
他们害怕那些没有土地的“乌合之众”会利用民主剥夺他们的财富。这就是罗
伯特·莫里斯和汉密尔顿支持独立战争的原因，他们希望把美国从邦联变成
“有钱人”控制的联邦，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发展商业和工业。如果民
主损害了精英的利益，最高法院就会出面叫停。如果法院无法阻止，就会出动
军队。如此说来，美国的国父是一群地产寡头。直到今天，美国政治体制的腐
败仍然是合法律的。例如，最高法院允许公司作为一个法人，无限制地投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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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过程。但是公司不是真正的人，它们的背后隐藏着真正的人，这些人可以为
了自己的利益投票、捐款。最高法院实际上默许经济精英（常常是匿名的）干
扰政治结果，他们利用这种方式规避了“一人一票”原则。这种民主在本质上
与法西斯主义无异。
许多左派人士幻想的小规模自治经济是不现实的，例如原始无政府主义
者希望回到自给自足的年代，但这会饿死很多人，因为他们不具备种植或养殖
的技术。此外，小规模经济无法满足现代人的生活标准。那么，直接民主在人
口众多的社会如何可能？他提出：
（1）使全球资源平等且可持续。
（2）区分管
理机构与国家政府。管理机构聘用专业人士执行公意。那么，如何防止专家利
用知识操控权力呢？面对这个问题，阿斯图普洛斯把 M. 韦伯的“笼子”搬了
出来。
（3）教育是民主的基础。
阿斯图普洛斯还认为，协商民主解决不了权力问题，在权力面前所有道
德说教都是无力的。对此，他提出了一个极端的做法：进行强迫投票，强制人
们参与政治。因为如果人们不投票，那么腐败就会大行其道。美国没有强制
投票，精英反而说“不投票是一种民主权利”
，民众投票的人数越少他们越得
益，他们懂得参与的价值，但是可怜的民众不懂。直接民主的另一项要求是削
弱政党。政党代表了某个亚群体来对抗整体。即使左派内部也有许多党派，每
个都宣称自己是真正的工人党。党要有领导人，一旦某人成为党魁，那么这个
党将面临与代议制民主相同的问题——党魁或代表成为自私的寡头。政党在本
质上是非民主的。那么如何实现直接民主呢？阿斯图普洛斯又回到传统的斗争
方式上，例如，罢工、占领、破坏资产阶级的财物、游行、暴力抵抗警察的干
预等。

六、左翼论坛：在反叛与革命中整合力量
2016 年 5 月 20 日，一年一度的左翼论坛在纽约城市大学的约翰·杰伊刑
事司法学院召开，来自全球的左翼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行动群体代表、左
翼刊物编辑等在一周时间里，可选择参加大约 400 场专题讨论、工作坊、艺术
，这个主
活动等。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愤怒、反叛、革命：整合我们的力量”
题体现了整合进步势力、革命阵营、知识分子和公共生活中的个体的愿望和势
头。今年的热门话题包括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
、2016 年美国总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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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和对未来的构想。大会发言者包括美国政治活动家美狄亚·本杰明（Medea
，美国新闻记者、活动家、作家、长老会牧师克里斯·赫吉斯
（Chris
Benjamin）
，美国社会主义政治家、活动家、
“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组织成员莎
Hedges）
玛·沙旺特（Kshama Sawant）
，美国医生、活动家、政治家吉尔·施泰因（Jill
，美国广播记者、专栏作家、调查记者艾米·古德曼（Amy Goodman）
Stein）
和著名的心理分析哲学家、文化评论家、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斯拉沃
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
。
当今的左派越来越有底气地批判资本主义及其产生的妥协的日常生活。
从占领华尔街到“黑人的命也是命”
，再到争取 15 美元；从环境正义到性别自
由、反对大规模监禁，再到对伯尼（Bernie）
（他因衣服上印有社会主义标签
而受审查）的全国范围的支持，可以看出左派的批判力量不断壮大。激进的社
会变革的支持者比比皆是。可以从街道、办公室、校园、工厂、商店中感受到
人们旧体制的抵制和愤怒越来越强烈。然而应该警惕这种愤怒，因为它容易导
致右翼民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以及美国和遍布世界的枪支暴力。
在无情的、暴力的系统中，反叛正在发生。当人们生活在一个不人道、
充满冲突的社会中时，反叛是不可避免的。同样地，反叛既是左翼养料，也是
右翼的催化剂，它既能产生“无知的”民粹主义，也能产生积极的变革，如争
取更高的工资。未来取决于人们今天的所思所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民众应该
如何表达自己对当前社会不满，是理论批判，还是选举代言人，抑或直接发起
暴动。在分组讨论中，与会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左派确信自己比资本
主义做得更好，至少不会像后者那样对民众施加国家暴力和无休止的欺骗。他
们拒绝腐蚀政治的财团统治，它导致了经济不景气、失业和紧缩。全世界的民
众都厌恶当前财群体制的不平等：它歧视并压迫着大量人口，并且破坏环境。
他们意识到还有更好的选择。这届左翼论坛的目的就是构想这些替代方案，并
凝聚力量使之成为现实。不可否认，这项计划任重而道远。本次论坛的热点专
题包括：

（一）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
与会者首先提出，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最仇视女性的总统，特朗普主义
引起了左派的全面抵制，涉及种族、经济、对外政策、环境等各个领域。特朗
普当选表明男性至上主义在今天仍然有大批信徒，他们认为，男人天生是女人
的统治者，甚至部分女性在潜意识中也持这种观点，所以她们对特朗普的粗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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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行抱宽容态度。女性的地位发生了改变，但是正如历史学家朱迪斯·贝内特
指出的，女性地位的改变并没有转变女性作为一个整体与男性的关系，社会仍
然是“父权的”
，只有具有权势的男人可以享有完全的人性，毫无限制地挖掘
他们的潜力。权力越少，发展的机会越少，有些没有权力的男性甚至比某些女
性的地位还要低，因为性别并非不平等的唯一坐标。但在这种权力体系下，女
性整体上是没有完整的、不受损害的人性的。
与会者从传统民主党、女性民主等角度探讨了桑德斯的出现对他们的影
响。伯尼·桑德斯成为总统候选人是美国政治的一个里程碑，因为他是社会主
义者，并且获得比较高的支持率，他把激进概念纳入到总统大选的政治辩论
中。截至 2016 年 5 月 8 日，桑德斯收到的小额捐款高达 1.8 亿美元，在初选
中赢得 19 个州，得到 93 万选民的支持。但是桑德斯过去没有在民主党内培植
自己的力量，他在 1979 年成为无党派人士之前是佛蒙特州 A 一个成功的进步
党——自由联盟党——的主席。1979 年以后，桑德斯一直是无党派人士，直
到 2015 年才加入民主党。
与会者认为，桑德斯如果没有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有两个原因：1. 与希
拉里相比，他没有与非裔美国人的政治领袖和社群建立联系；2. 控制主要政党
的工业巨头创造的超级代表系统不利于桑德斯。更加激进的候选人乔治·麦戈
文在 1972 年的挫败，以及 1980 年吉米·卡特在大选中被里根击败的悲剧令许
多民主党人认为，过于“普遍化”的提名制度并不利于民主党在大选的最终胜
利，民主党的亨特委员会于 1982 年建立了超级代表系统，由党内精英组成，
在提名过程中理论上不需要遵从初选结果，可以自行进行投票，防止进步党的
总统候选人获胜，保持民主党政策的稳定性。
与会者对比了美国与全球 22 个国家 B 在选举或政治系统上的差别：第
一，国家立法机构中的党派。美国国会中只有两个党，其他 22 个国家平均有
12 个；第二，左翼政党在立法机构中的年限。美国国会中没有左翼政党，其

A 佛蒙特州还有一个社会主义党——佛蒙特进步党，在佛蒙特议会中有 9 个席位，其
中 10% 是参议院席位。
B 22 个国家涵盖非洲、亚洲、南美洲、欧洲、大洋洲。非洲：纳米比亚、安哥拉、加
纳、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南非、阿尔及利亚；亚洲：日
本、印度、也门；南美洲：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欧洲：冰岛、丹麦、德国、英
国、意大利、瑞士；大洋洲：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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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22 个国家的立法机构都有左翼，最久的存在了 84 年；第三，立法选举中
政党调用的公共经费。18 个西欧国家为政党在议会中的选举提供公共经费，
美国分文没有；第四，选举系统的多样性。美国国会中只有两个党，并且经
常关注候选人而忽略了政党，其他 22 个国家有多样的选举系统，并且更加关
注政党。11 个国家使用“政党比例列表”
（Proportional Party List，简称 PPL）
系统，根据政党的投票比例决定候选人的胜负。4 个国家采用“混合成员比
例”
（mixed-member proportional）
，大部分候选人通过 PPL 选举，个别候选人
通过特殊方法选举，例如，特定区域的候选人或者独立候选人。两个国家借
鉴了余额投票法，根据每个政党的投票量决定空余席位的分配。这种方法可
以使那些临近阈值的小政党获得议会席位。7 个国家采用“多数候选人选择”
（majority candidate selection）
，这种方式通常与其他形式并用，如果有必要也
可以在最后一轮投票中使用；第五，周末投票。22 个国家中超过一半把投票
日放在周末，而美国是星期二；第六，免费而平等的媒体报道。22 个国家中
有 82% 要求对各政党的候选人提供免费的媒体资源，86% 要求对候选人提供
平等的报道，美国没有这样的法令；第七，选民参与。22 个国家选民的参与
率是 68%，美国只有 54%；第八，控制全球变暖的政策。22 个国家加入了
《京
都议定书》
，美国没有；第九，海外军事基地。22 个国家中只有 3 个有海外军
事基地，总共 12 个基地，美国则有 606 个军事基地；第十，带薪产假。22 个
国家平均有 15 周带薪产假，美国只有 12 周（包括假期的）带薪产假或 12 周
无薪产假，并且 40% 的雇佣者没有选择的余地；第十一，女性候选人的配额。
22 个国家中 90% 规定了议会选举或（和）地方选举的性别配额，美国没有这
项规定。美国国会中 19% 的议员是女性，22 个国家的平均比例是 26% ；第
十二，全民保健医疗。22 个国家中 59% 有全民保健医疗，在美国出台新的平
价医疗法案的情况下，仍有 3500 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障；第十三，工会的密
度。美国仅有 11% 的工人是工会成员，其他 22 个国家是 31% ；第十四，普
通大学的学费。美国普通大学的学费是 13856 美元，占美国平均年薪的 51%，
其他 22 个国家中有 16 个国家的大学学费大约是 1642 美元，仅占人均年收入
的 13% ；第十五，监禁率。在美国，每 10 万人中有 716 人被监禁，比其余
22 个国家的平均率高 6 倍。
总而言之，美国的政治系统需要很大的改进，尤其在民主方面。美国需
要赋予党派更广泛的代表权，把左派政党纳入决策中，给予各政党免费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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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为它们提供公共资助，用多党制取代两党制。
此外，与会者特别提到年轻人参与政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正如柏拉图
所言：
“拒绝参与政治的惩罚之一，就是被糟糕的人统治。
”美国民众可以通
过政治参与决定美国的命运。移民、边境控制、枪支暴力和反恐战争对年轻
人和有色群体都有实际的影响。在“千禧之子崛起”的分会场，与会者探讨
了年轻人如何通过选举总统等政治参与影响政治议题。2016 年的总统竞选
活动使美国人的政治立场呈现两极化。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92% 的共
和党人比民主党的中间派更保守，94% 的民主党人比共和党的中间派更自
由。然而十年前，这个比率分别是 70% 和 68%。种族和宗教的少数派常常
感到威胁，尽管他们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事实上，到 2020 年，大部
分 8 岁以下的儿童都会成为少数派。政治立场进一步破坏了美国人的共存感
和对多元文化、多元信仰的宽容。2015 年，在国外出生的人口高达 450 万人，
82% 不是白人。尽管数目庞大，少数族裔的移民家庭仍然被视为异类。年轻
人有力量改变这一切，然而他们的政治参与度并不高。2008 年，一半以上的
年轻选民没有投票，2016 年参与投票的人数则更少。事实上，总统候选人及
其理念对年轻人有切身的影响，例如，教育费用和生育医疗等问题。如果不
投票，就把这些重大事项的决定权交到了别人手中。与会者认为自己有义务
宣讲和动员年轻人去投票，左翼论坛也欢迎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值得欣慰的
是，2016 年 2 月，年轻的绿党以压倒性的多数支持把美国的绿党变成一个反
资本主义政党。与会学者认为，下一步的任务是建设一个具有政治连续性和
推动社会变化的组织能力的左派，并且为年轻人在运动中彼此沟通和代际交
流提供专门空间。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
“独立媒体的崛起：进步左翼的观点”
、
“把握黑人自由运动：全球的革命术语”
、
“黑人劳工和资本主义的命运”
、
“过
去和现在的黑人工人革命联盟：种族、阶级和革命”
、
“回击：来自前线——罪
犯的家人为正义而斗争”
、
“无产阶级仍然是革命阶级”
、
“现在为了未来：组织
年轻人成为独立左翼的政治力量”
、
“国际工人阶级：组织与斗争”
、
“反对希拉
里的社团议程的年轻女性”
。

（二）选举舞弊与民主的真精神
美国政治分会场的学者批判了美国的选举计票制度，他们认为虽然选民
有投票权，但是目前的选举过程不是公开的，公司仍然从中操纵，掌握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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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称之为“公司极权主义”
。主流和左翼媒体都忽略了由于电脑投票机的
黑客行为和秘密的党派计数，可能会出现投票反转。美国的投票计数仍然是秘
密进行的，这就为大规模的欺骗和作假打开了方便之门。所有的投票计数设备
都是由某些持有右翼立场的公司生产和调试的。有明显的司法证据表明，投票
计数偏向右派，许多选择结果都被篡改了。极右翼政客斯考特·沃克（Scott
Walker）2014 年当选威斯康星州州长就是一例，还有俄亥俄州的选举舞弊案。
这种行径剥夺了毫不知情的民众的公民权，暗地里破坏美国的民主精神。与会
者认为，如果能够保持选举的公正，那么就可以推翻交易式的权力结构，实现
真正的民主。
受公司利益操控的美国两党政治使国会出台的政策越来越不利于经济公
平和民主实践。美国总统继续在失败的对外军事战略上浪费资源，但很少向国
会或人民负责。这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议会多党制形成鲜明对比。左派在其
他国家的议会中是一个重要的党派。最近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的
纪录片展现了左派在多党制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它们在经济平等、公共政策
和对外军事干预方面都有影响力。来自南美、中东和美国的与会者根据这一影
片讨论了政党的公共财政、行政问责、选举、性别政策、立法决策、投票登记
和出席、相关的草根组织、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机会和障碍等，并且联系了美国
的现状及左派的发展史。
“文化和日常生活”分会场讨论了伊恩·拉斯金（Ian Ruskin）的戏剧《重
新创世——托马斯·潘恩的一生》
，他们认为潘恩是有远见的，因为他比其他
建国者更清楚地了解民主和独立。潘恩批判其他建国者用财富来分配投票权，
呼吁废除奴隶制和全民投票。他的“人权”概念诠释了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他
描述了男女平等的“人权”和“农业正义”的益处。他在民主、平等、养老金、
福利、教育、道德、生活方面的思想遗产被写入了《联合国宪章》
。因此，他
值得今天的学者进一步研究。
“罗莎·卢森堡：改革还是革命？
”
、
“电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
脑投票作弊：右翼的诡计以及如何阻止它”
、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所有事物
的私有化——如何赢回人民的”
、
“重新思考特权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
“民
众如何表达：理论、代表与暴动”
、
“共产主义转向：布克钦和邦联直接民主的
探索”
、
“新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时代的民主斗争”
、
“运行中民主：组织本
地的直接行动”
、
“如何更好地宣传我们的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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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恐战争的阴谋
“中东问题”分会场的与会者提出，大多数美国人（包括许多左翼人士）
都相信媒体和政府关于基地组织、伊希斯和全球反恐战争的说辞。这个小组提
出证据表明，恐怖组织是少数国家故意策划的，他们分析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
国的建立和武装迁徙，说明这些恐怖组织都是由其他国家培训和资助的。反恐
战争的全球打击行动使美国处于永久战备状态，巩固了美国本土的安全。但是
当基地组织不再构成威胁时，又炮制了“伊斯兰国”
（ISIS）
，一个新的邪恶化
身，美国一再制造对立面的目的是延续民众对穆斯林的恐惧，继续出兵干涉中
东内政，以谋取经济和军事利益。
“9·11”事件之后，美国右翼新保守派打着保护美国人免受伊斯兰圣战
分子的伤害的幌子，发动了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这种全球性的打击的确
在短期内保证了美国的安全，然而当基地组织式微时，一个新的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ISIS）——出现了。美国新闻很少报道，ISIS 完全是由美国、北约、
以色列、土耳其和沙特部队创造和控制的。公开这条新闻会被斥责为挑起恐惧
和事端。事实上，
ISIS 是美国操纵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地政局的突击队和雇佣兵，
并使法国等立场摇摆的国家“安分守己”
。左翼人士质疑了大众媒体和政府大
肆宣传的观点，揭露“恐怖主义”组织背后的真正力量。格里·科尔曼（Gearóid
（weaponized migration）来分析美国如何让欧洲服
Ó Colmáin）用“武装移民”
从。吉姆·菲尔兹（Jim Fetzer）说明了左翼人士是如何获知 ISIS 纯属“美国
制造”
。告密者迈克尔·斯伯雷曼（Michael Springmann）提供了一份内部资料：
中情局在美国驻吉达领事馆秘密发放签证，以便在美国本土训练执行“9·11”
和其他活动的恐怖分子。
很多质疑官方说法的人都是左翼，他们更关注法律和政治事实，而不是
意识形态的立场。然而，许多左派都回避讨论或考察布什、切尼、拉姆斯菲尔
德关于“9·11”的说法背后的含义。左翼领导层认为探究“9·11”偏离了“实
际工作”
。鉴于“9·11”之后一切都变了，
“实际工作”应该是通过接受官方
的虚假陈述，赋予公司、政府、军队和情报机关前所未有的权力。然而，官方
关于“9·11”的说法是荒谬的：
19 个阿拉伯人拿着美工刀躲在阿富汗的洞穴里，
在一个人的指挥下胜过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然而，左翼过去完全赞同布什
的新保守主义政府的说辞。结果，穆斯林被推定为恐怖分子，受到猛烈攻击。
左翼一贯是种族主义的敌人，现在却在一种新麦卡锡主义的氛围中沉默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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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没有提出官方说法的漏洞，使伊斯兰恐惧症泛滥。
许多激进分子冒着危险公开反对穆斯林策划“9·11”的观点，他们认为，
穆斯林恐惧症导致民权破坏、错误的控告和审判、无辜的人在反恐战争中死
去，欧洲难民危机就是恶果之一。越来越多的左翼人士认为，发掘“9·11”
真相的前提是结束恐怖主义战争、削弱“伊斯兰恐惧症”
、恢复民权、缩减
五角大楼庞大的预算。借助科学事实，专家们提出左翼如何揭露官方的谎
言。这将是抵抗损害公民自由的谎言的有力形式。在提问环节，听众试图推
进左翼关于“9·11”的理解，并呼吁把跨党派的“9·11”行动主义纳入左
翼议程。
联邦调查局（FBI）的“反情报计划”现在对准了各种活跃分子，许多普
通穆斯林被指控为“恐怖分子”
。他们往往被判长期徒刑，许多甚至被关押在
特别的“通讯管理牢房”
（狱中狱，也被称为“小关塔那摩”
）
。告密者是这些
圈套的关键，FBI 有超过一万名员工，他们或者打入群体内部，或者帮助那些
有签证、财务问题或身体残疾的人。因为缺少相应的资源和“9·11”之后的
伊斯兰恐惧症，阿拉伯人首先被践踏宪法权利。与会者揭露了他们的诱捕行
径，并讨论了左翼帮助穆斯林社群的方法。哈里发—迪恩·沙基尔（Taalib—
din Shakir）是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非洲裔年轻人，他讲述了自己如何被新泽
西州警察诱捕的经历。
“二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北约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欧洲策划了“短
剑计划”
（Operation Gladio）
，对左派政治势力展开秘密战争。冷战后，特种部
队释放了炸弹客、谋杀者和“该死的”左翼分子。这些黑色行动延续到今天，
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短剑”
。
“9·11”之后，他们把矛头对准穆斯林。它们实
施秘密打击，然后归咎于替罪羊，这种被称为“假标志行动”
（False Flags）的
恐怖主义完成了影子政府的许多目标。在煽动伊斯兰恐惧症的同时，假标志行
动强迫不知情的公众支持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新麦卡锡主义的支持下，
假标志行动威胁激进人士的批判性调查不得越过“适度异议”的界线。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
“全球穆斯林、本土穆斯林：应对当前
危机”
、
“伊斯兰国家：责任与响应”
、
“美国的世界统治权如何威胁世界和平”
。

（四）帝国主义势力抬头
2016 年，地中海东部和中东地区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而出现严重的难民危
机。2015 年 4 月，爆发了引起国际关注的欧洲难民危机，随后难民数字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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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这次危机的主因是叙利亚战争和中东地区的不稳定。与会者深入探讨了
这场危机的根源，以及欧洲国家令人不安的排外政策和反移民政治。中东问题
分会场从希腊共产党的角度分析了冲突的原因，战争牵扯的社会和国家力量，
以及这一地区的和平和正义前景。专家讨论了美国、欧盟、俄罗斯在这一地区
的竞争，它们都想垄断市场、自然资源和交通线路，以增加利润。他们还讨论
了以色列政府的作用，以及如何从以阶级为基础的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角度解
决这些冲突。
与会学者还分析了帝国主义和国家主权的关系，以及在不同情况下如何
处理两者的冲突、如何有效地捍卫世界和平等问题。他们批评美国的对外政
策，指出美国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主权国家。它对伊拉克和乌克兰“政权
更替”的干预违反了国际法原则，也违反了美国宪法：只有人民可以自决其内
政。美国在其他国家的领土上绑架了其国民并且把他们“引渡”到秘密监狱，
甚至侵犯了法国的主权，惩罚了违反制裁伊朗政策的法国银行，好像法国在这
次案件中不是合法的仲裁者。此外，北约东扩和在俄罗斯边境驻扎重型武器越
过了俄罗斯的“红线”
。结果，美国的做法严重威胁了世界和平，由于叙利亚
“政权更替”失败，美国陷入了绝境。但是，在美国一系列的行径中很少出现
和平运动。
与会者认为人们的抵抗将是很有效果的。美国把卡斯特罗和古巴妖魔化
的企图没有得逞，是因为进步力量的集体抵制。美国侵略委内瑞拉也面临同样
的抵抗。拉美问题小组提供了现在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的
第一手资料，它消除了人们对玻利瓦尔共和国的误解，并放在美国左派的语境
下说明它的重要性。马杜罗自从 2013 年当政以来，他领导的政府已经成了
“政
变”的众矢之的，并且经受持续的经济和媒体危机，以及石油价格的崩溃。这
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玻利瓦尔革命在 2015 年 12 月选举中的挫败。与会者探讨
了这个现象，以及查韦斯运动如何在 12 月大选之前赢得了经济战。玻利瓦尔
革命的成就是赋予草根阶层权利，实施社会扶贫计划和加强国际合作。右翼精
英试图终结玻利瓦尔革命的进程，从而建立一个新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政
权。与会者提到，美国的委内瑞拉团结运动已经与拉美团结和反战运动一起对
抗奥巴马政府试图颠覆拉美进步政权的企图。
在中东问题上，进步力量也必须联合起来揭露和抵制美国的阴谋。中东
战地记者弗兰克·罗马诺指出，有些和平组织的成员具有不同的信仰、种族和

154

文化，他们在美国一起工作，但是他们不需要前往中东。很少有人会遭遇战争
地带的恐怖，然而这种恐怖确切伴随着另一群人的一生。因此，他呼吁更多来
自草根阶层的人加入他，把真实的中东局势呈现出来。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
“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人道主义危
机：组织我们的力量”
、
“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印度的工人阶级运动”
、
“到群众
中去：共产国际第三次会议议程”
、
“委内瑞拉：希望而不是威胁”
、
“玻利瓦尔
的委内瑞拉与政权更迭：发生了什么以及我们能够做什么”
、
“以色列和巴勒斯
坦和平行动”
、
“帝国主义的冲突：地中海东部和中东的战争与难民。欧盟和北
约的危险作用”
、
“右翼抬头：新法西斯主义和美国、欧洲的极右派政治”
、
“欧
洲难民危机：一个人为的灾难”
、
“难民战争”
。

（五）裁军和核危机
在“在日益危险的世界中，核裁军迫在眉睫”分会场，参与讨论的学
者来自长期参与和平和裁军运动的学者和活动家。他们认为，我们生活在一
个快速变化、充满争议、复杂难解、充斥着危险的地缘政治斗争和争夺权力
与影响力的军事对抗。几乎每个月，甚至每周都可以看到美国和俄罗斯的政
治与军事关系进一步紧张的征兆，特别是在叙利亚和乌克兰；在南海和朝鲜
问题上，美国和中国也时有冲突。上述国家拥有超过 1.5 万件核武器，任何
冲突都可能引发核战争。南亚仍然是潜在的核引爆点，尤其是在克什米尔地
区。超级大国没有消减核武器带来的危险，反而进一步发展核武器项目。不
管在常规层面还是高技术层面，军事决策者把核武器当作衡量军事实力的
标志。
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学家拉马纳（M. V. Ramana）进一步探讨了加纳的例
子。加纳被西方视作一个潜在的小型核反应堆市场，而且加纳的核官员也偶尔
透露出对此种反应堆的兴趣。加纳已经从俄罗斯获得了一个具有 1000—1200
兆瓦发电能力的反应堆。据国际能源署统计，2012 年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有
超过 6.2 亿人无法用电。过去 10 年里，大部分非洲国家的政府把能源当作其
社会和经济政策的核心，并且它们与非洲发展银行、世界银行和非洲联盟就此
问题展开合作。拉马纳进一步分析了影响能源决策的各种因素，指出与核能相
关的决策不只是基于技术—经济原因，还受到大量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尤
其是人们对电的渴望。
加纳建立核电厂在技术—经济上存在两点限制：第一，与大型核电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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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它的电容量不足。第二，加纳的国内生产总值很低，建立核电厂超出了它
的承受范围。在过去 20 年里，加纳采取各项措施缓解用电危机，大约有 72%
的人口用上了电，而这一地区的平均数是 32%。但是，能源不足仍然困扰着
加纳。事实上，光能和天然气是最经济实惠的发电源。从理论上讲，扩建太
阳能发电厂在未来完全可以满足加纳所有的用电需要。尽管如此，加纳仍然
选择核能作为解决电力短缺的主要手段，这跟加纳发展核能的历史有密切关
系。加纳独立后不久便设立了原子能委员会，致力于发展民用核技术。它还
派出了大量留学生去苏联等地学习与核能项目有关的专业。但随着恩克鲁玛
被推翻，核能项目也中止了。1994 年，加纳重启了核能项目，但最终由于缺
少反应堆的原料而搁浅，直到 2015 年加纳议会才通过《核能管理法案》
。拉
马纳认为，可以从这段历史得到以下启示：建立核电厂需要制度保障和稳定
的政治、国际支持，甚至是公司投资。加纳目前建立核电站的决策与其国内
的原子能委员会和俄罗斯的原子能机构有直接关系，两者共同促进了这项决
议。拉马纳认为，加纳想通过建设几个大型核电厂，一劳永逸地解决其电力
危机，这是它决意建立核电站的内因；俄罗斯原子能公司希望从核交易中牟
利则是外因。
拉马纳在会上还揭露了世界上主要的核电供应商（如法国、日本、韩国、
俄罗斯和美国）争着把反应堆卖给沙特阿拉伯、埃及、约旦、土耳其等中东国
家，某些别有用心的中东国家则利用这些反应堆秘密制造核武器，严重威胁这
一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此外，核贮水池有可能发生放射物质泄漏，污染水源和
空气，严重损害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
“美国反战运动的复兴”
。

（六）对外贸易与全球财富共享计划
很多研究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提高了美国的就业率、增加了贸易赤
字，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其对有色族裔的不利影响：
（1）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赤字严重冲击了有色族裔，大约有 100 万有色族
（2）更少高薪工作。因与中
裔因此失业，仅 2011 年总体损失达 100 亿美元。
国贸易而失业的有色族裔的前工作要好于那些不受贸易影响的工作。到海外工
作的有色人口的收入平均比留在本土的高 25.5%。
（3）关上了通往中产阶级的
大门。2001 年到 2011 年，从事计算机和电子产业的 100 万人失去工作机会，
其中 369000 人是有色族裔。从事上述行业的亚裔美国人比从事无对外贸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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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同种族人多赚 47.9%，非裔美国人是 29.3%。
（4）重新就业的障碍。有色
族裔在同等待遇下很难找到新工作。由于对外贸易而失去工作的有色族裔工人
的再就业率比白人少 11%（男性）和 10%（女性）
。也就是说，贸易负担对少
数族群不利。
（5）TPP 产生了与优先贸易政策相同的结果，即将工作机会转移
到中国和墨西哥。TPP 继续削弱美国制造业的基础，把中产阶级工作机会转向
低收入和人权糟糕的国家，例如，越南、文莱和马来西亚。
（6）TPP 的政策没
有变。TPP 的支持者认为，
“时代不同了”
，但是，他们没有任何证据来说明
（7）货币操控将继续损害有
TPP 制定了组织美国制造业向海外转移的措施。
色族裔工人的利益。TPP 的支持者很清楚：TPP 没有阻止中国或其他 TPP 成
员国（包括日本和马来西亚）利用货币政策使它们的进口商品更便宜，美国
的产品更贵，这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间接伤害了有色族裔工人及其向中产
阶级上升的渠道。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对上述问题是冷漠的，资本主义企业只考虑
如何提高利润：美国一个大型的食品链收购了一个小型的加拿大公司合并经
营，此举的目的是避税，2013 年规避了 1 亿多美元，2015 年到 2018 年规避了
约 4 亿到 10 亿美元的关税。一家德国的制造厂商正通过在海外设立分部，挑
起全球工人之间的竞争。与会者还提到经济杀手（Economic Hit Men，简称
，它是一个庞大的企业帝国，是公司、银行和政府相互勾结，有钱有势
EHM）
的人的突击部队。如果经济杀手无法用非暴力的强制手段维持现阶段的腐败，
那么走狗和刺客就会猛扑过来。所有的经济杀手的工具——虚假经济学、虚假
的承诺、威胁、贿赂、敲诈勒索、债务、骗术、政变、暗杀、不受约束的军事
力量——现在遍布全球，比十几年前更甚。从塞舌尔、洪都拉斯、利比亚到西
欧、土耳其、越南、美国，银行家、游说者、公司高管等把政府和公众全部纳
入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政策中。然而，可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针
对经济杀手的所有伎俩，左派可以采取相应措施把这种死亡经济变成生存经
济，也就是使所有人生活得稳定、富足。
因此，与会者提出应该建立一种有利于所有工人的世界经济，即财富共
享计划。当前，世界经济正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公司的管理层和金融精英掌握
了大部分社会财富，目前工人与首席执行官的收入比率是 1 : 354。精英拿出
一部分钱投资政治，从而影响政府决策、设立全球贸易的规则。结果，富者愈
富，穷者愈穷。下面是公司规划和财富共享计划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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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规划
保持低工资，降低员工待遇

财富共享计划
通过公共投资提高工资、增加就业机会

扩展不利于工人的自由贸易协定，例如，
《北
优先服务于工人利益的贸易政策
美自由贸易协议》
和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攻击工人谈判的联盟和权益

在工作场所和政府中集体发声

消减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私有化

保障工人及其家人的经济安全

规避税赋

向亿万富翁和跨国公司收取高额所得税

推进暂时的移民计划，使工人隶属于单一的
对所有工人平等保护
雇佣者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
“激活资本的绝对限制”
。

（七）气候变化与资本主义
与会者深入讨论了全球气候变化的成因和影响，他们认为，气候变化是
最严重的生态危机，正如奥巴马所言：气候变化是对我们时代的最大威胁。他
们不同意联合国主席潘基文的说法：
“我们了解这个问题的本质，也知道解决
它的方法”
，但事实是控制气候变化的努力都失败了。就此问题，论坛小组把
气候变化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讨论了它是如何被理论化的、资产阶级是如何
解决它的、从气候变化中如何获得利润，以及左派需要如何应对等。
“破坏、位移和偏差的政治生态学：一个诊断和处方”分会场的与会者讨
论了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时所产生的暴力和意识形态。他们在胡安·德富卡电
缆项目的背景下，探讨美国新的能源图景，其特色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太平洋生
态区域的公司化。加拿大海风公司旗下的胡安·德富卡电缆项目把美国和加拿
大在太平洋地区的电网连接起来，它将连通安吉利斯港和维多利亚。海风公司
自称是跨边境的生态企业，其电缆可以普及风力等新型能源、加固电力系统、
提高经济效益。它选择安吉利斯港作为门户，是因为美国边境已经有一个联邦
变电站，而且安吉利斯港是离维多利亚最近的城市。然而，曼哈顿社区学院的
E.L. 奥卡（Enrique Lanz Oca）指出，海风公司选择安吉利斯港不只是出于经
济和逻辑原因，而是因为这座城市是艾尔河项目（最大的堤坝拆除和第二大的
生态恢复项目）的策源地。安吉利斯港拆除的两个堤坝在过去几个世纪是它的
主要能源库，海风公司适时提供了崇尚绿色价值的替代方案，成功把这个地区
的风能资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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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还在联合国资助的煤炭市场应对措施的背景下，批判在贸易和补
偿经济政策下，对非洲裔、拉美裔的贫穷农民和土著社群进行暴力拆迁。许多
研究表明，气候变化最坏的结果之一是人口的被迫迁徙，目前已经有 2500 万
环境难民，预计到 2050 年这个数字将达到 2.5 亿。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气候变
化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必然结果，但利润驱动的污染排放仍然大行其道，力图解
决气候变化的政策提议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堙没了，后者主张市场是唯一可接
受的解决方案。曼哈顿社区学院的 F. 巴拉迪尼（Fabian Balardini）提出，环境
难民危机越来越难解决了，因为人们普遍接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市场优先
论”
。他举出煤炭市场的例子，右翼和左翼决策者提出一系列政策规制煤炭市
场，以缓解气候变化，结果非但没有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反而通过其土地掠夺
政策把大量人口赶出居住地。
曼哈顿社区学院的 M.C. 艾丽（Matthew C. Ally）则指出，在应对气候变
化或贫富差距等问题上，小范围的进步行动比激进的全球政治更为重要，因为
人们更愿意与自己熟悉的人共同行动。这是全球社会和生态正义运动不可忽略
的一个方向。新一代的活动人士为经济和环境正义而斗争，反对战争和贫困。
他们面临下面这些值得反思的问题：为什么世界是如此不公和充满危机？人们
要实现怎样的社会？参会的乌玛尔·穆罕默德与艾丽的观点相反，他提出，
“购
买绿色”等个人解决方案都会遇到死角，只有民主的激进扩展和从追逐利润到
满足人类需求的经济转型才是未来的方向。个体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不够的，最
重要的是改变社会结构。直面不公正才可以找出不公正的根源，并超越绝望的
个人主义。
鉴于气候变化对自然和人类文明的威胁，与会者向美国政府提出以下建
议：
（1）立即进行社会和经济动员，恢复与人类和谐相处的安全、稳定的气候；
（2）到 2025 年，完全禁止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逐步移除大气层中的温室气
体；
（3）招聘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普及碳中和能源和农业系统，开展创新性研究，
运用大规模气候调节手段，同时这样也可以解决就业问题；
（4）根据宪法进行
动员，保证民用经济的正常运转；
（5）以战时速度杜绝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将
此作为美国首位的对外政策。
社会主义作家 D. 辛格（Daniel Singer）说：
“……忽略一项未来的激进方
案会窒息自下而上的潜在运动，并把它引向危险的方向。
”
“灭绝时代的希望”
小组汇集了人类学家、文化研究学者、美术史学家和生物学家，他们提出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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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物种因为气候变化和环境破坏而灭绝时，人类的未来也是黯淡的。激进政治
变革可以阻止第六次大规模物种灭绝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需要找出生
态文化的具体希望所在。与会者构想了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即建立在
平等和健康环境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和谐的社会。至于如何实现它还需
要进一步研究。除了左翼论坛，2016 年在蒙特利尔举办的世界社会论坛提出
了一条新的路径。它把美国和加拿大的不同社会运动结合起来，在环境问题上
进行区域性合作，与会者希望通过这个论坛加强世界公民社会的联系。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
“另一个世界是必要的：表达我们的共
同奋斗”
、
“生态社会主义：它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实现它？
”
、
“巴黎气候大会
之后的气候正义与能源民主”
、
“后期资本主义的全球污染和掠夺：非盈利组织
提高了盈利组织的利润、保护了跨国公司的财富”
、
“气候动员：一条恢复民主
、
“环境难民：
和阻止生态崩溃的路径”
、
“气候正义运动：一个运动中的运动”
一条不归路”
。

（八）意识、文化与日常生活
左翼论坛第一出现了来自不同性别、年龄和宗教背景的教育者、律师和
社会工作者讨论社区中的教育系统，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社区自身的教育基
金，家长和社区活动家共同努力转变学校的英才教育模式。
在“构建生育的新世界”小组讨论中，
“革命母亲阵线”的 M. 威廉斯（Mai’
a
Williams）和 Ch. 马顿斯（China Martens）呼吁人们加入这个组织。它的灵感
来自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黑人酷儿女性主义，它致力于把边缘化的有色族
裔母亲置于变革的中心。左翼当前面对的种族、经济、再生产、性别和食物正
义、反暴力、反帝国主义、酷儿平权也是许多母亲要面对的。处于边缘的母亲
在面对生存威胁时努力创造一片天，当她们超越个体的狭小视野，联合起来寻
求集体行动时，美好的未来又被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流行音乐中的阶级斗争”小组讨论了阶级与美洲通俗文化之间的关系，
与会者展现了 20、21 世纪不同模式和流派的流行音乐是如何呈现阶级和阶级
斗争，产生阶级意识的。他们谈到在乡村、嘻哈、摇滚、蓝调等音乐的表演过
程中，表演者和听众对阶级有何种感觉和理解，以及性别和种族如何塑造这一
话语。
与会者还提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在左翼中处于进退两难境地，它
有时被贴上
“自发主义”
（spontaneist）
的标签，因为它反对成立领导工人的政党，

160

强调来自底层的运动；有时它又被贴上前卫的标签，因为它批判下述观念：只
能在现有的职业范围内去设想一个新社会，强调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的重要性。
它需要打破这两种教条，甩掉历史的包袱。与会者就此讨论了传统概念对当今
的左翼人士和活动家的影响，如何区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上述两种标
签，以及它是否可以在过去的两种选择之外开创一条完全不同的革命之路。
“意识和心理学”分会场的学者提出，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使心理学和某些
身体机制压制人们采取激进行动的自我意识。事实上，人们经常意识不到自己
缺乏自控力，他们的想法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如果一个人挑事或
挑战这个制度，他是自找麻烦”
。如果这真是一个自由的国度，那么人们将不
会因为自己的政见而受迫害，但事实上，某些人仍然因为身为社会主义者或共
产主义者而受到美国警方的监视和审查，甚至因此失业。然而，大部分人对上
述悖论视而不见，社会心理学称这种反应为“认知失调”：当认知出现矛盾而
无力解决这个矛盾时，人就会产生焦虑。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某些社会性疾
病，特别是抑郁、无力和异化，但是很少有人行动起来摆脱压迫源，因为面对
美国的国家机器的压迫，民众容易产生“双重意识”
（dual consciousness）：一
方面，他们的民主意识促使他们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对影响他们生活的事物
施加影响；不正义使情绪产生波动，进而出现纠正错误的冲动；另一方面，他
们又把客观上无法改变某些事态的无力感内在化，这种内在化使他们变得焦
虑。焦虑阻碍理性思考，对引起焦虑的目标视而不见，更不会采取相应的行
动。认知失调产生迷失、迷失产生不安全感，不安全感产生恐惧和焦虑，恐惧
和焦虑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神经衰弱症”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神经衰
弱是一种日常状态，资本主义已经渗入人的神经中了。左派的任务就是医治这
种认知失调和神经衰弱。
隐私作为一种人类权利的完全破坏，连同严密的监视和数据征用现在成
为社会正义和革命运动的主要关注点。对于左派来说，隐私不是隐藏个人数
据，而是保持进步运动不被干扰和压制。来自世界各地的网络活动家讨论了如
何收回隐私和进行反监视斗争，他们的观点和视角各不相同，有的关注法律问
题，有的侧重说教，有的则把希望寄托于基层组织。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
“隐私、检测和安全，网络访问：斗争
计划”
、
“流行音乐中的阶级斗争”
、
“革命性的养育：激进照料是建设革命社群
的关键”
、
“教育部门的解体、重建我们的教育经费”
、
“美国健康医疗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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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谁？依靠谁”
、
“通过媒体引起社会变化：用政治上负面的信息使你获利”
、
“道德经济与艺术世界”
、
“强奸、艺术与革命：我们如何创造一种抵抗的文化”
、
“改变世界的激进作曲”
、
“法兰克福学派与宗教”
、
“发展底层教育学的成果与
挑战”
、
“网络：停止对女性的战争”
。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问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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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户晓坤

对于当代俄罗斯左翼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主义除了其理论本身的旨趣，
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它已经成为理解和把握俄罗斯历史道路与社会现实的重
要视域和方法。学者们基于新的时代状况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民族历史命
运之间的内在关联，寻求对现实发展道路的具体化阐释，凸显苏联解体后俄罗
斯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特殊性而非普遍性。在为民族复兴寻求信念支
撑与具体化纲领的诉求下，近年来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社会、经济、政治
等相对具体的社会科学领域获得了更为充分的发展。临近“十月革命”胜利
100 周年，百年的时空跨度为左翼知识分子反思苏联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建设的
历史经验教训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视域与阐释维度。

一、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的学术活动与著作
（一）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有关的学术活动
2016 年 4 月 6—8 日，召开了题为“西方文学中的俄国 1917 年革命”国
“革
、
际学术会议。会议涉及：
“俄国革命在西方的文学自觉”
“革命美学与政治”
、
命：图像和判断”
、
“西方的革命运动”等主题。2016 年 4 月 28—29 日，俄罗
斯科学院哲学史研究所举办了“战争与和平的哲学：纪念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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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包括一系列主题报告：卡拉—穆尔扎的《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
70 周年”
俄罗斯哲学：纪念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 70 周年》
；赫鲁斯达廖夫的《人本主义：
世界和平的实质》
；舍甫琴科的《西方反对俄罗斯历史记忆的信息化战争：伟大
的卫国战争》
。2016 年 6 月 14—15 日，举办了“伟大的卫国战争——苏联人
民历史中的英雄和悲惨一页”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从文学、艺术、历史、经济
等领域全方面反思卫国战争的意义。此外，围绕着纪念卫国战争胜利而举办的
大型国际科学实践会议还包括：
“不断变化世界中的公民个体：从抵抗到创造性
活动”
、
“伟大的卫国战争：俄罗斯与世界历史和历史的记忆”
、
“伟大的卫国战
争：跨学科的反思”等。
2016 年 4 月 22 日，召开了第六届“列宁在当代世界”国际会议。波波夫
在报告《列宁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中指出，每一个国家政权都需要稳定
的政权组织形式，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和实质意味着最广泛、普
遍的民主政治，构成了经由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发展到共产主义的现实路径。
普罗托波波夫在报告《列宁与黑格尔辩证法》中指出，就实践与抽象概念之间
的本质区别而言，更重要的不是其理论学说而是它的实际应用，就此而言，列
宁的思想具有政治实践意义。列宁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发展了黑格尔辩证法从抽
象到具体的现实路径，将社会存在及其历史发展作为抽象概念的辩证基础，俄
罗斯的未来将取决于对列宁现实的、革命的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卡尔波夫在
报告《第一次俄国革命 1905—1907 年前夕社会民主党人的土地问题》中通过
对历史事件的分析，认为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的土地问题被庸俗化了。列宁分析
了俄国土地变革的实质和经济基础，并具体剖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土地问
题上各种观点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就土地国有化问题上各派主张的实质与错
误。就经济而言必须实行土地国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将所有的土地收归国
有，列宁的土地国有化思想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会议报告还包括：奥戈罗德
尼科夫的《关于人类存在的自由与意义》；卡泽诺夫的《列宁主义——帝国主
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秋利金的《列宁新型政党理论的急迫性》；杰格捷列娃
的《列宁的国家自决权原则》；格拉西莫夫的《列宁关于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
思想》
。
2016 年 12 月 18—19 日，国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协会、俄罗斯社
会主义科学家联盟等机构举办了“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突破”国际
会议。会议的主题旨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发展极限与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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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具体表现方式，即当代“集体资本主义”与
“新殖民主义”及其限度。与会学者认为，金融资本主义危机及其潜在的连
续性是毋庸置疑的，一些国家突破日益加深的社会不平等与资本主义威胁，
转向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改革，因此需要加强研究社会主义对于全球资本
主义的突破路径，为一些国家建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提供理论支撑与经验
借鉴，揭示社会主义未来的可能模式与不同国家工人运动所存在的现实困
境，发展全球社会主义批判理论。具体地说，会议涉及如下主题：
（1）新
自由主义的危机与美国法西斯主义的加强；
（2）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国
家之间的矛盾加深；
（3）民族国家与全球化利益之间的矛盾，单一全球监
管调节的不可能性；
（4）资本主义：本质、趋势和矛盾，现代资本主义研究
的方法问题，全球资本主义的水平和趋势，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极限；
（5）
为国家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未来而奋斗的工人运动，即中国、古巴等社会主
义国家的困难与障碍，西欧劳工和共产主义运动、俄罗斯和乌克兰改革等。
季亚琴科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当代共产主义运动》报告中指出，列宁
将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将民族解放作为反对帝国主义斗争
的民众基础而批判国际主义，这一立场在今天需要重新审视，共产主义工
人运动必须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才能够获得真正的革命性，因而左翼阵营
需要确立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只有通过反对资本主义及其财产私有
制，才能够在根本上瓦解帝国主义。
2016 年 5 月 14 日，在莫斯科举办了“社会主义：理论、实践、21 世纪发
展趋势”国际科学与实践会议。会议的主题报告包括：布拉吉谢夫的《社会主
义更新：俄罗斯形成与发展的条件、主要特征》；苏比达的《21 世纪社会主义
发展的前提与必然趋势》；舍韦卢哈的《社会主义创新发展问题的建议》；索科
洛夫的《作为俄罗斯民族意识的社会主义复兴》；普罗斯库林的《社会主义在
现代世界实践的多种方案》；多布罗霍托夫的《美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复兴》；兹
米耶夫斯基的《人类文明的社会主义或毁灭：不是口号，而是科学合理的方
案》
；卢德涅夫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要素财产形式的确立：现代化的解决方案》
；
加古诺夫的《普及教育作为俄罗斯社会主义复兴的前提条件与综合系统》；博
伊科的《创新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科学基础与数学解释》
；科斯京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科学研究机构》；卡泽尔斯基的《21 世纪国民经济与社
会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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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有关的学术著作
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包括：科马罗夫的《唯物主义和工人阶级》；索
洛波夫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博尔希的《俄罗斯的真理的哲学：20 世纪的
经验》
；沃伊的《哲学和全球危机》
；巴兰金的《卡尔·马克思和 21 世纪〈资本
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错了吗？
》；沃耶伊科夫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与学者
们的辩论》；泽罗夫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俄罗斯：21 世纪的视角》；戈
卢比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Ю. 伊万诺夫的《新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
的解释》；H.H. 札尔达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体系中的利益范畴》；B.C. 格
里岑科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和后工业理论》；M. 戈尔布诺夫的《黑格尔——辩
证的马克思主义奠基人》
；A. 茨韦特科夫的《马克思主义是方法》等。
有关社会主义著作包括：M.M. 达列耶夫的《伦理学史：社会主义（道德
和经济）
》；B.T. 梁赞诺夫的《
（非）现实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对
世界经济和俄罗斯的后果》
；И. Г. 拉韦雷契娃的《俄罗斯的选择：革新的社会
主义还是崩溃？
》；А. Д. 戈拉多夫斯基的《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什么是保守主
义？西欧和俄罗斯的社会主义》；Л.C. 别利亚耶夫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因素》；A. 科拉斯诺夫的《共产主义和哲学》；H. 皮利片科的《21 世纪苏维埃
社会主义的宣言》；A.Д. 阿吉莫夫等人的《共产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A. 瓦
；
谢尔曼的《为什么资本主义不如社会主义》
；卡拉—穆尔扎的《反苏维埃的方式》
Ю. 瓦季莫夫的
《21 世纪社会主义的正义》
；
《发达社会主义时期》
；
A. 舍布洛夫的
论文集《东欧国家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特点和结果》等。
有关俄国革命与列宁研究著作包括：A. 瓦西里耶夫娜的《世界革命时
期（1917 年 2—10 月）
》；B. 加林的《1917 年：历史的推动力（纪念俄国革命
一百周年）
》；E.A. 西科尔斯基的《革命的日子（1903—1920）：事实、解释和
思考》
；A.A. 布勃利科夫的《俄国革命：亲历者和参与者的印象和思考（1917—
》
；
И. Ф. 纳日温的《革命笔记》
；
П. 巴拉耶夫的《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
1918）
关于俄国革命的真理》
；
И. Л. 索罗涅维奇的《革命的神话》
；
A.B. 舒宾、H.B. 斯
达利科夫的《1917——俄罗斯革命的秘密》；B.E. 尚巴洛夫、E.H. 恰夫其泽的
《列·托洛茨基：世界革命的秘密》
；С.И. 阿尼奇科娃的《列宁的秘密：编辑的
回忆（1917—1926）
》
；Г.A. 苏巴托维奇的《列宁个性的秘密：人民的拯救者还
是帝国的毁灭者》；B. 洛吉诺夫的《列宁在 1917 年：在可能的边缘》；А. И. 苏
别达的《关于列宁：21 世纪社会主义及俄罗斯与人类发展的最高目标》；B.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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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的《普京反对列宁》等。
有关苏联研究著作包括：A. 奥斯特罗斯基的《苏联解体的方式：权力的
、
《苏维埃文明》
、
《苏联的遗产
秘密》；卡拉—穆尔扎的《苏联的解体：谁之罪》
以及为什么我们需要》；H.A. 若马尔托维奇的《卫国战争时期哈萨克斯坦的工
业合作社：1941—1945》；M.A. 科热维娜的《苏联解体：历史—法学问题》；戴
维·科茨的《俄罗斯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道路：苏联体系的灭亡和新的俄罗
斯》
；M. 谢利维诺夫的《卫国战争的历史》
；B.A. 安东诺夫的《卫国战争笔记》
；
；B. 科
A.И. 卢申、A.П. 伊萨耶夫的《20 世纪 60—80 年代的苏联国家和社会》
日诺夫的《斯大林镇压的事实》；B. 库兹涅契夫斯基的《斯大林和苏联政治史
中的“俄国问题”：1931—1935》；B. 梅金斯基的《苏联的战争和神话：1939—
；Ю. И. 戈拉乔夫的《斯大林、领袖和导师》等。
1945》
其中，最为重要的著作如下：
1. 沃耶伊科夫在《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与学者们的辩论》一书中讨论了近
年来俄罗斯现代社会科学领域争议性的问题，对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
研究及其学术实践进行了总结。 A 沃耶伊科夫认为，当今俄罗斯知识分子基本
可以划分为三种思潮：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复制；苏联意识形态保守主义的残
余；寻求民族解放的斯拉夫主义。但就俄罗斯独特社会历史境遇与民族文化状
况而言，其中任何单一思想资源都无法在根本上解决当下的困境，因此需要将
西方思想的成就、苏联经验以及民族国家认同综合为新的思想基础。本书包括
五章内容：
“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了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列
宁的遗产及其与托洛茨基的争论、新马克思主义及其创始人；
“1917 年革命：
理解的悖论”
涉及资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条件与历史分期、国家资本主义与苏联、
民族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产生的必然性、斯大林主义与极权主义；
“自由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讨论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市场与伦理价值观、无政府
主义与欧洲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的移入与经济效益的冲突；
“经济理论：经济
改革与工人”涉及俄罗斯政治经济命运、市场经济转型、社会与劳工问题与征
程；
“俄罗斯：过去与未来的现代化”重要涉及俄罗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与
冲突。
《马克思主义与多重理性》一书旨在研究和发展马克思的“内在批判”
2.

A Воейков М.И. За критический марксизм. Полемика с учеными. URSS.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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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A 作者在梳理西方哲学思想史的基础上引入了纯粹理性主义的多重性概
念，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成熟的前提条件和思想过程，即马克思、恩格斯经
由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学说所完成的辩证法革命。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不仅强调构
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之砖，同时也揭示了何处以及为什么仍未完成，为我
们提示了重要的研究领域。这本专著总结了发达工业社会理论在苏联和西方国
家的不同模式或图景。
《马克思主义：社会和政治理论导论》一书力图克服苏联教科书的影响，
3.
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 B 作者认为，在今天亟待对社会、政治和经济
秩序展开批判性分析，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克服苏联马
克思主义以及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科学以及人文教育中定性研究的
影响，首先需要立足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的还原与阐释。本书共分八章内
容：第一章“经典马克思主义”涉及生产方式、资本主义、阶级、国家、革命、
列宁主义等基本问题；第二章“东欧修正主义”主要涉及科夫斯基、市场社会
主义、布达佩斯学派、苏联的 60 年代等；第三章“1968 年”涉及战后的变化、
凯恩斯主义、消费与反叛、异化、毛泽东思想、民主与群众运动、意识形态融
合、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分析、景观社会、新托洛茨基主义；第四章“作为世界
体系的资本主义”
涉及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殖民资本主义、资本过度积累、
资本主义和市场、新自由主义；第五章“什么是苏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和非
正式东欧马克思主义的苏联经验分析”涉及俄国革命的期望与现实、左翼对列
宁的批判、扩展苏联体制、俄罗斯新资本主义；第六章“从阶级到政党”涉及
历史与阶级意识、知识分子和革命等问题；第七章“资本主义、所有制与社会
主义”涉及所有权问题、垄断资本主义、改良主义及其失败等问题；第八章“马
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涉及国家以及国家的形成、帝国和国家、列宁联邦制、
反犹太主义、新的民族主义、伊斯兰恐惧症等。
《历史哲学视域中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人类以及俄罗斯历史上的本质与地
4.
（马克思所使用的概念）的起源、性质和
位》C 一书探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

A Коряковцев А., Вискунов С.Марксизм и полифония разумов. URSS.2016.
B Б. Ю. Кагарлицкий: Марксизм: Введение в социальную и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теорию.
Москва: URSS: Ленанд,2016.
C Семенов Ю.И.Политарный (“азиатский”)способ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Сущность и место в
истори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и России. Философск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URS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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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问题。作者梳理并分析了 20 世纪 20—30 年代、60—70 年代在马克思主
义哲学和历史学领域围绕中国的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所展开的关于亚细亚生产
方式的两场争论。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反亚细亚生产方式”之间争论的核
心在于，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是否具有普遍性，除了作为第一
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古代亚细亚生产方式（存在于公元前 4000 年到前 2000 年的
东方国家）之外，在人类历史上是否存在着其他类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两场
辩论试图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解释具体国家的现实历史运动，体现了
历史线性发展图式与历史多元论之间的对立。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形成与本
质（亚非地区传统社会结构类型之一）
，作者认为在俄罗斯历史上存在两个阶
段，15 世纪末到 16 世纪初形成了以农奴制为基础的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建制，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形成了非亚细亚生产方式。作者并未仅仅局限
于苏联时期非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起源，分析了 20 世纪 90 年代民主革命以及当
前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性质。
5. 巴兰金的《卡尔·马克思和 21 世纪〈资本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错了
吗？
》一书讨论了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当代意义。 A 巴兰金指出，卡尔·马克
思批判性反思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学说，宣布工人阶级积极
争取自身权力的历史必然性，将经济与政治有机地连接起来，成为无产阶级革
命的先知者。在 19 世纪后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只是加剧了欧洲和俄罗斯
的革命高潮及其影响力。苏联时代马克思主义普及的高峰期是在卫国战争胜利
后。在 21 世纪不仅在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恢复了对马克思学说的兴趣。
6.《21 世纪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与俄罗斯的经验评价》一书中专门探讨了
社会主义在苏联时期的矛盾与经验，在此基础上对 21 世纪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及其现实图景进行理论分析。 B 作者将自己归于当代批判的马克思主义阵营，
坚持马克思的方法论立场，建议放弃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乌托邦的观念，同时
拒绝右翼学者对十月革命社会主义性质以及苏联实现发达社会生产力标准的否
定，认为苏联实现了建立在劳动者自我管理基础上的公有制与社会化劳动。并

A Баландин Р.К.Карл Маркс и Капитал в XXI веке. В чем ошибался родоначальник
марксизма? URSS.2016.
B Эпштейн Д.Б.Социализм ХХI века: Вопросы теории и оценки опыта СССР.
URSS.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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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指出，对于苏联某些判断，如“国家资本主义”
、
“党—国官僚统治”
、
“国家
领导阶层与工人阶级之间存在对抗性矛盾”等是值得商榷和讨论的。在第一部
分“什么是社会主义”中，作者要求在历史性反思和变革苏联时期对社会主义
认识的基础上，以国家公有制形式及其社会生产的民主化重新定位并回答什么
是社会主义及其所存在的社会主义不同模式。将 20 世纪 30 到 80 年代苏联称
为“早期社会主义”
，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模式在 20 世纪出现和发展的
现实条件，批评了否认苏联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国家公有制的观点，并表明社会
生产的民主化程度是社会主义模式固有的特点，这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大多
数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存在的。作者批判了苏联社会主义党—国官僚主义对劳动
者阶级的剥削这一观点，认为其机构组织体系有助于维护对工人行动的统一指
挥，但在本质上党和政府权力的目的在于实现工人阶级利益。实践证明，尽管
苏联实施专政统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垄断地位，其作为某种消极的政
治民主形式对苏联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进一步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诉求的
历史内容与具体化结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俄罗斯学界重视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研究。
2016 年再版了罗森塔尔的《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一书。 A 罗
森塔尔是苏联时期著名的辩证法、社会哲学、俄罗斯哲学史研究学者。他重视
对社会矛盾及其冲突的研究，坚持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的辩证法原则分析复杂的社会现实系统，先后出版了
《唯物辩证法》
（1937）
《马
、
克思主义辩证方法》
（1951）
、
《辩证逻辑原则》
（1960）
、
《列宁的理论概念及其
现代发展》
（1961）
《列宁帝国主义与革命辩证法》
、
（1976）等著作。
《马克思〈资
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一书在苏联时期比较具有代表性，从客观方面和主观
方面对《资本论》中所贯彻的辩证法展开了研究。罗森塔尔反对将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的研究工作仅仅理解为放弃哲学而转向政治经济学，
认为《资本论》所揭示的不仅是经济规律，而且从哲学意义上揭示了社会发展
道路的一般规律，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来的百年历史证明了资本主义向社
会主义转化的过渡性质。本书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客观发展的辩证法
及其在辩证法规律和范畴中的再现；第二部分即主观思想及其客观真理的运动
形式的辩证法。
《辩证法与唯物主义：逻辑综合》一书与刚刚出版的《辩证逻辑》

A Розенталь М.М. Диалектика “Капитала” К.Маркса. URSS.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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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连贯的整体 A ，总结了哲学与科学历史和现实的统一的分析结论，澄清
了辩证法在哲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辩证法理论发展的历史以及对
它的一般逻辑、结构的阐释。著作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哲学、历史与
辩证逻辑的本质”
；第二部分“作为唯物主义理论基础的辩证法”
。
《黑格尔、马克思、
2016 年出版了苏联时期哲学家温斯坦（1885—1938）
列宁：辩证思维的发展阶段》一书，旨在研究上述三位哲学家辩证思想的共性
与差异及其辩证思想发展的三个决定性的历史阶段。 B 第一部分论述了作为革
命逻辑的辩证法，包括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意义以及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
黑格尔思想的阐释；第二部分专门研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包括辩证法
与唯物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抽象与具体、终极的规律性；第三部分“作
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辩证法”
。
“无产阶级革命与无限性的逻辑”一章探讨了垄断
资产阶级作为垂死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专
政与革命策略、社会主义文明与机会主义模式，
“经济学与辩证法”一章探讨
了民粹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的现实性与经济学的浪漫主义、土地问题
与修正主义等。温斯坦认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消解矛盾的现实性而寻求有限
的、僵化的形式上的一致性，这种思维方式自发地贯穿了整个科学思想史。黑
格尔的革命性恰恰在于反对并克服教条主义，辩证法作为自觉推动克服僵化科
学传统的思维形式，是真正的科学的方法。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思想的合理内
核与革命倾向，并使之获得了坚实的唯物主义根基，为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共产
主义运动寻求现实的道路。温斯坦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恰恰建立在形而上学
思维方式的基础上，遮蔽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内在对立，其无法构成解决俄国
道路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列宁辩证法的运用体现
在对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性质以及俄国现实条件的本质把握，是将黑格
尔辩证法运用到俄国现实的范例。
专著《网络（网状）社会：建构的可能策略与必要性》中综合了生物学与
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网状结构理论的社会组织形式 C 。本书研究从集中

A Солопов Е.Ф.Диалектика и материализм: Логика синтеза.URSS.2016.
B Вайнштейн И.Я.Гегель, Маркс, Ленин: Этапы развития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URSS.2016.
C Олескин А.В. Сетевое обществ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и возможные стратегии построения.
URSS.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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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分散的、基于社会合作的、去中心化的网状结构在人类社会各领域中的前景
及其在经济与政治领域中的推进与影响。网状结构相对于其他类型——基于隶
属关系的权力集中与竞争战胜合作的（准）市场关系。作者认为，活生生的自
然为网状结构的设计员的创造性运用与改造提供了重要的社会组织（范式）
。
全书包括：网络结构及其在人类社会的具体化；网络结构、经济与社会主义；
网络结构、政治、公民社会与精英；网络场景现实化的道路与向网络社会经济
结构的转型。

二、历史唯物主义当代阐释
在《对马克思历史观的再思考》一文中，斯莱文试图重新确立马克思历
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立场。A 斯莱文指出，全球革命链条席卷了阿拉伯、美国、
欧洲和俄罗斯，出现大规模抗议运动，对于现代世界的危机迫切需要马克思主
义作出科学解释与回应，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恰恰表现在无力应对历史—现
实中各种变化。至少存在两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伪科学诠释，其中之一是将马
克思主义作为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或未来必然达到的世界图景；另一种则是向着
实证主义与保守主义的退却，上述两种倾向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形而
上学（非辩证）或抽象观念的基础上。斯莱文认为，需要澄清马克思历史唯物
主义基本立场，即人类历史是活动的人追求自己目的的结果 ，每一代人在前
人活动的基础上开始自己创造历史的活动，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构成了人类
历史的纵向联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类历史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必
然趋势，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解放程度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形态变更而
不断增强。马克思所提出的建设性结论，标志着科学共产主义的开端，只有通
过“人类解放”这一历史性的活动才能真正消除宗教、社会和国家矛盾的根源。
在重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的基础上，斯莱文讨论了文明类型
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问题。就历史的进步方向，马克思主义者与以汤因比、
斯宾格勒、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的现代“文明论”展开了积极的争论，文明
类型及其冲突也成为当代俄罗斯学者寻求民族复兴道路所关注的重要领域。在
斯莱文看来，与抽象的文明类型论不同，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

A Б. Славин.Ещё раз о марксистском понимании истории.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16.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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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发展的科学，即将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作为思维的现实性、真理性的基础。
物质生产方式决定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人类历史展现为不同类型社会经济
形态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斯莱文认为，维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需要在根本上批判
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企图以自然范畴或规律作出对人类社会历史的
解释范式。达尔文主义被马尔萨斯运用于经济领域解释人与自身再生产条件之
间的对立冲突，将生存竞争的自然法则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内在规律。列宁批
评波格丹诺夫和谢尔盖·苏沃洛夫试图以自然主义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错误。由于缺乏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立场的坚持，导致机会主义的政治
倾向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蔓延，引导欧洲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派，其本质在
于放弃了辩证法，代替以客观主义和进化论立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完全
否定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历史性运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西方社会民主党派代表伯恩斯坦与考茨基的基本立
场与方法论基础恰恰是实证主义的，他们拒绝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分析和把握
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运动与未来趋势。伯恩斯坦对资产阶级社会采取纯粹
进化论的解释，他认为工人阶级更倾向于与资产阶级合作而不是斗争，许多马
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在实践中实现，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危机将消失、
“无产
阶级贫困化”被克服、小资产阶级兴起、工人和社会民主党派将在政治中发挥
作用，等等。因此他否定以灾变的或革命的形式通过消灭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
主义。伯恩斯坦主张，放弃革命而通过民主改革现有国家机构的方式或途径来
解决社会和阶级矛盾。伯恩斯坦深信，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而并非科学，因
此“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不正确的，应该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建立社
会民主党的民族国家。
斯莱文认为，工人阶级坚持国际主义是至关重要的，而且需要通过实践
中的创造性运动对抗资本逻辑全球化的后果。我们看到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社
会、民族和种族冲突不断升级，中小型企业的历史命运受到跨国公司以及国际
垄断资本的摧毁，
“新俄罗斯”经济体濒临破产的边缘，无法承受与国际寡头
资本的竞争。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伯恩斯坦所诉之于的中小企业或小资产
阶级在垄断资本帝国之下，既无法生存，更无法承担其社会改良的重任。卡
尔·考茨基尖锐地公开批评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订，并转向了与其相同
的立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放弃一贯的国际主义，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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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以及布尔什维克政策的第一个批评家。在社会历史与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问
题上，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的共同立场在于：首先，他们放弃了唯物辩证法的基
本立场，取而代之实证主义哲学。这并非巧合，因为两者都认同并接受了达尔
文的进化论，将社会生活等同于自然现象。罗莎·卢森堡以最激进的方式批评
伯恩斯坦与考茨基的政治立场，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处
地位的问题。罗莎·卢森堡批评伯恩斯坦，指出其历史进化论以及从资产阶级
社会自然过渡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空想社会主义而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社
会主义。批判考茨基的意见，罗莎·卢森堡认为，考茨基常常忘记了历史是由
为美好生活而斗争的人民群众所创造，强调历史的辩证法是通过人的活动将不
可能变为可能。斯莱文认为，明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方法论，
需要驱逐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自然主义与实证主义倾向。历史的辩证法意味
着，工人阶级在人类社会及其政党斗争中开始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自觉的、主体
性角色，从而开辟人类发展的新时代。
历史唯物主义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文明类型理论是近年来学界比较重视
的研究领域，尤其对于分析俄罗斯独特的发展道路与文明样式而言具有比较意
义。布兹加林认为，文明形态理论与马克思社会哲学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学术争
论，而且是方法论范式的冲突，即新自由主义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
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非西方国家需要通过理论方法建构探索新文明的类型，舍甫
琴科基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深入探讨了广泛运用于分析历史进程的文明
形态与历史道路问题。 A 舍甫琴科指出，通过世界体系理论实现历史阶段与文
明形态相结合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是极其必要的，寻求在马克思
主义的框架下找到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的方法，能够更加深刻地揭示 21 世纪
历史进程的复杂性逻辑，从而克服对马克思历史道路单线发的解释模式。现代
文明作为具有普适性的意识形态，就本质而言，意味着西欧文化的民族发展的
高度，即欧洲中心主义。对于俄罗斯所形成的独特的历史道路以及欧亚主义而
言，外部附加或接合的方式并不能够使其完成向现代文明形态转型，反而会导
致与本土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沃勒斯坦、阿明与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对马
克思历史阶段理论形成了必要的丰富和补充，尤其对于解释特殊民族国家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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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道路与现实状况。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了中心和边缘的区分系统，中心是
一系列紧密互动的欧洲国家，与外围国家建立了贸易和金融联系、国际（国家
间）
的社会分工，边缘对于中心而言成为必要的存在，他们并没有追赶与升级，
外围资本主义是依赖和欠发达的资本主义，没有独立的发展潜力，陷入到发展
的恶性循环。对于俄罗斯而言，承认其无法成为西方文明的特异性，首先需要
完成现代化的任务，积极去除资本主义社会将主要基于创造性活动。然后，我
们可以谈论后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能自上而下建设社会主
义，而只能通过民主和公民社会的内部发展来实现。
。A
H. 兹洛宾讨论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历史过程的两重“逻辑”
长期以来学者们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
础，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争议，理想主义者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的社会经
济结构与社会发展规律作为自然必然性的规律。然而马克思相当严格地使用术
，因为它关系到社会发展以及人作为历史主体的承担。将“自
语“历史性的”
然历史”解释为“自然的”是错误，因为它排除了人在历史中的存在，人被社
会经济结构的强制性逻辑所规定，剥夺了人的独特性、利益、愿望、文化和心
理，等等。事实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自然必然性的
客观规律与独立的个体意志之间的辩证。这意味着需要有一个具体的、历史的
社会分析方法论，对不同历史阶段人类活动的社会、政治和精神及其心态等进
行分析，从而克服历史文化中个人的现实发展与活动方式的抽象化倾向。这一
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表现为历史哲学：
（1）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
过程，不依赖于人的意志和意识；
（2）人作为创造自己的历史主体（历史无非
是人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
。因此，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建立在人的物质生产
活动的基础上，在自然历史进程中，人类活动从客观上依赖于先前人类的活动
及其结果作为既得性的生产力。社会历史进程的内在规律建立在人类创造性活
动的连续性的基础上。
H. 兹洛宾最后指出，现代文明标志着人类历史内在逻辑的危机。以社会
发展为中心意味着人类历史主体意识的形成，即克服社会发展的自发性，然而
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个人的利益、价值观和人类理想，全球化进程自我解体的性
质潜在地植根于关于人类历史这一假设之中，即人作为创造性活动的主体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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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自然的支配地位，同时也割裂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的连续性。
现代文明在经济、环境、人口、道德等领域的危机日益加剧，俄罗斯面临再次
成为世界体系中“最薄弱环节”的危险，因此需要有意识地寻求克服全球危机
的路径，成为当今迫切之现实。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复兴
布兹加林在《
〈资本论〉与 21 世纪的问题》中探讨当代资本主义新矛盾
与新趋势，总结了近年来左翼学者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领域研究中所取得的成
果。 A 布兹加林指出，针对后期资本主义所发生的一系列转变，如商品生产与
消费；货币的本质；劳动的新形式；知识经济；周期性；金融资本；政府的作用；
等等。
《资本论》研究的关键内容发生了变化，学者们或者在苏联政治经济学
的框架内研究帝国主义的当代形式，或者基于后苏联空间提出一系列新范畴，
包括苏联解体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不否认针对后期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当代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回应，但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所贯
彻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并未获得阐释与适用。戴维·哈维基于现代资
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研究空间理论，其目的在于展示资本全球化进程中所建立的
“中心和外围”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些关系决定资本的空间运动。安德烈·高
兹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变化，知识资本主义的概念着重于人类知识的普
遍权力。一方面，资本深化了对劳动的剥削，它不仅在工作场所而且在闲暇时
间的活动；另一方面，在知识生产领域形成共产主义社会关系的先决条件。沃
尔夫冈·弗里茨·豪格认为，重点并非单纯的知识和信息生产，现代资本主义
生产力变化导致了新的剥削形式出现，即“高科技资本主义”
。上述研究提示
出了后期资本主义劳动—资本关系的新形式与新矛盾，生产力以及公共生活领
域的深刻转变。然而上述努力普遍缺乏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辩证的方法论，需
要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层次，反映现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状态与
动态演变。
布兹加林认为，当今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导
“话语”
，重新阐释 19 世纪的伟大思想家的方法论遗产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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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苏联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思想遗产体现在伊利延科夫对
《资本论》的研究中，对马克思方法论系统化创新是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
的主要方向。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呈现后期资本主义在商品、
货币、资本、再生产关系等方面所发生的一系列转变以及内在可能与发展，在
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参照马克思分析劳动从属于资本的
方法，揭示后期资本主义特殊类型生产关系形成的社会和经济机制，从而发现
后期资本主义的具体矛盾及其内在限制。对于全球资本主义当代状态的研究，
其方法论问题上最重要和最困难的，在于如何把握其内在趋势的、质的转化，
即后期资本主义社会非线性的矛盾运动以及辩证过程，其主要特征在于社会时
空的网络化以及人类协同的社会创造性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网络市场、虚拟
货币、创造性工人等成为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和结构新原则，这必然会导致
“双重没落”
：商品、货币和资本的虚拟形式及其拜物教。
布兹加林认为，现代社会科学领域中占据优势的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
个人主义方法论和新自由主义立场，导致了经济帝国主义。20 世纪以来，人
类已进入非线性（社会时间）和不均匀时代（社会空间）转型，
“必然王国”
向“自由王国”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衰落与社会主义复兴过程同
步展开。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理论扩张与实践发展的负面影响充分暴露出来，
导致了社会生活与人道主义研究的没落与匮乏。因此，重新回到了马克思政治
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基础上，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通过建立
《资本论》
新的范畴体系把握全球资本主义的当代状况，即资本的全球霸权和它的极限。
布兹加林梳理了从马克思到列宁、罗莎·卢森堡等学者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资
本主义历史进程以及内在矛盾的思想史与社会史。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当代资
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主要变化：20 世纪 70 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
了显著的社会结构性调整，劳动力向服务行业溢出，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与跨
国资本同步发展，从而导致产业资本国家对出口以及廉价劳动力的依赖，信息
技术革命为金融资本市场的全球扩张创建了前提条件。与这一过程同步展开的
是市场化原则的扩张，资本在广度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和深度
（人类社会生活、
文化、自然、情感等各方面渗透）上的霸权主义。在总体上构成了“后期资本
主义”的独特表象，即新自由主义的全面胜利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我否定要
素的生成与积累之间的张力，
“后期资本主义”
越来越依赖于它的对立面而存在。
布兹加林将商品生产与价值体系作为《资本论》的基本范畴，主张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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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商品和货币的新性质的研究，指出资本逻辑驱动下的商品化和市场化进程，
在根本上依循其自身的内在准则重新塑造社会价值系统。创造性的活劳动本身
作为社会必要活动，然而劳动活动的市场化使其成为被资本吸收的对象，现代
化进程使技术、土地以及货币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和扩张，并不断破坏自我
价值而重塑价值体系。因此不理解商品生产和价值体系的变化就不能完全理解
现代资本主义及其社会关系的演变。社会化与网络组织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自
我分离和原子化趋势、企业操纵和政府监管的冲突、创意活动与拟仿市场的发
展，上述相互矛盾的趋势破坏并瓦解了使用价值本身，限制了其功能发挥。货
币的市场化导致其供应量超出商品流通的需要，虚拟金融资本的扩张与积累超
出了实体经济承受的范围。货币供应量作为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转变，成为有
意识地控制和操纵经济系统的工具，资本主义的经济系统越来越依赖国家权力
的调节功能。后期资本主义调节重心向货币和资本市场转移，金融资本获得统
治权力，发挥了资本扩张的积极作用，通过金融领域的创新转移并消除实体经
济部门资本过度积累的矛盾。货币体系作为虚拟资本的运作的产物，货币价值
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在生产系统中被释放出来。
在商品与货币性质的基础上，布兹加林讨论了全球经济中资本—劳动的
关系演进：相对于中心而言，处于边缘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处于典型欧洲
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其雇佣关系表现为半人身依附关系；工业无产阶级作为外
围或半边缘国家的“古典”雇佣形式；利用垄断地位向周边国家转移过剩资本
投资；金融资本对于实体经济拥有实际上的霸权；对创造性活动的剥削形成并
建构着新的劳资关系。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而言，重要的特征在于劳动和资本之
间的斗争。进入 20 世纪中叶，两者之间的妥协导致资本收入减少以及劳动所
得份额的增加，然而这种妥协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对于后期资本主义而言，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扩张导致再次出现强资本弱劳动的状况。资本对劳动的
剥削方式不仅仅体现为占有剩余劳动和延长工作时间，而是形成了通过知识劳
动或者创意劳动的新的剥削和占有形式，人力资本从属于商品关系，资本诉之
于对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寄生性吸纳，深入改造并重塑文化、艺术、教育、社会
等等领域，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体现了人类被整合到整个商业化系统中。
在“经济帝国主义”方法论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推动下，市场作为“无形”
的手以及对于“资本”无批判的自然主义倾向，成为保守的力量。
布兹加林在总结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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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学的当代分析体系。基于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概念与假设，确定
了全球化的矛盾体系，包括众所周知的（全球不平等——全球市场与国家、国
家调控在社会领域之间的矛盾）框架，也包括新的分析维度，如全球资本组织
的集中和扩散、社会化进程的网络化、碎片化与原子化，即全球化的矛盾过程
与结构，上述矛盾的后果是一系列全球暴力关系与张力，如非对称战争、政治
和意识形态的操纵、强化剥夺性积累、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与未来、经济制
度的萌芽等。布兹加林认为，当今迫切的现实问题在于，解剖后期资本主义的
特质与俄罗斯的突变性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具有矛盾的特
殊性，即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残余与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共生，揭示这些
具体现象的政治和经济内容。后期资本主义的现象表现为社会分化程度高、资
本倾向于炫耀性消费而非积累等，典型的半边缘经济体呈现出“现实社会主
义”国家官僚主义与产业资本主义模式的微妙结合，在国家和资本之间的关系
方面倾向于非经济的强制性手段，使俄罗斯经济体系陷入资本积累能源依赖性
陷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发展为解决俄罗斯的双重困境提供了优先
发展战略。其核心理念在于推动“必然王国”以非线性的发展路径向“自由王
国”转变，将教育作为新经济体系优先发展的动力，即提高人的素质以及创造
力，在此基础上，使国家通过社会改良主义的方式形成良性的经济系统，以达
到“北欧”或“中心”模式国家的发展水平。
皮科吉在《皮凯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一
文中对马克思与皮凯蒂的资本观及其理论体系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两位学者
基于不同的理论前提与研究方法分析了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对于人类未来所
造成的可能性后果，马克思更感兴趣的是实践的理论，而皮凯蒂更感兴趣的
则是实践本身。 A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证实了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衰落与崩
溃，认为其不可持续的最重要原因在于不可避免的、体系内部的自我瓦解与自
我摧毁，即平均利润率不断降低的趋势。皮凯蒂在《21 世纪资本论》中却认为，
马克思基于古典主义经济学作出的判断还为时过早，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的
哲学演绎与皮凯蒂依据经验主义所作出的结论表面上是相悖的。
皮科吉认为，关于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一直以来是存在争议的，首先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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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来自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内部批判。现代经济理论自亚当·斯密开始主要针
对工业资本主义短期或中期的可持续性，马克思提供了一个长时段历史分析
的替代方案，以非经济学方法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进行分析。司徒卢
威、布尔加科夫和杜冈—巴拉诺维斯基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马克思的这一
判断，并同样反对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将其作为资本主义自动崩溃
论的理论基础。然而卢森堡从未将资本主义的自我解体作为历史必然规律，而
是强调资本主义体系依赖于非资本主义市场的存在，这表明存在着一个自然极
限或终点，在缺乏非资本主义市场的前提下资本主义体系必然走向崩溃。但
是，杜冈—巴拉诺维斯基反对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并认为资本积累会
无限制地持续下去。希法亭、考茨基、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拒绝历史必然性的
简单结论。而现代经济理论与经验事实对马克思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挑战表
现在三个方面：
（1）平均利润率增长速度上升，生产力提高，更少的工人生产
出更多的产品。
（2）平均利润率是无法预测的，因为它取决于具体的经济条
件，如法国经济未能在 2014—2015 年间实现持续增长，其部分原因在于欧盟
内部采取紧缩措施，而非通过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3）劳动价值论是错误
的，因为在实践中投资者总是迅速地转向新的机遇与新的需求。和马克思的利
润率下降规律相反，置盐理论认为，除非实际工资率有足够的提升，否则资本
家引进技术创新不会降低一般利润率，基本行业技术创新会提高一般利润率，
而非基本品行业技术创新对一般利润率水平没有影响。直观地说，只要劳动者
增加工资的努力失败，资产阶级便能够提高利润率。技术创新必然降低生产成
本，促使其他成本下降和利润增长，雇主有经济诱因维持甚至降低工人的工资
水平。置盐理论有时被作为新李嘉图主义，即利润率下降可能仅仅是由于增加
了工资。类似观点体现在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中，在皮凯蒂看来，马
克思的观点是很难理解的，因为它没有明确地给出一个严谨的数学模型和数据
分析。
皮科吉指出，马克思这一论断的确没有建立明确可行的前提假设，尽管
他的准备性笔记和著作庞大，但表达方式却比较零碎，无法呈现严谨的理论体
系。在皮凯蒂看来，马克思的分析适合于缺乏结构性增长（对于资本积累是必
要的）的情况，但是马克思本人对于通过不断提高生产力的结构性增长概念知
之甚少。他建议，恢复并展开对马克思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的实证基础的
争论。皮凯蒂的著作影响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流派。皮凯蒂作为当代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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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善于运用数学方法和数据分析，而马克思只是偶尔使用数学方法。就事
实而言，平均利润率降低趋势并未得到经济数据的支撑，皮凯蒂认为这一点对
于马克思的论断而言可能是致命的，现代经济学拒绝马克思所依循的德国古典
哲学的批判立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要求解释经济现象，而且追求
改变现实，即在实践中改变世界的革命性理论。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内部瓦
解趋势的判断，是基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解决方案，平均利润率下降
趋势理论就具有了重要的破坏意义，它意味着资本主义所追求的长期稳定性的
内在基础是不稳定的；由于平均利润率下降是劳动价值论的明显后果，从而也
损害了劳动价值论本身，与资本主义的劳动伦理和社会公正原则背道而驰。马
克思对人类的未来的乐观主义恰恰是基于对资本主义未来前景的悲观情绪。皮
凯蒂与之相反，并不怀疑资本主义缺乏足够的利润空间，现代工业社会甚至比
人们预期的更加繁荣，资本主义体系征候的原因反而在于它太成功了。马克思
与皮凯蒂相同的立场在于，拒绝将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文明的最高福祉，资
本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财富分配不均衡与不公平。马克思基于道德与经济的双
重立场批判生产过程中资本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并以利润形式剥夺活
劳动来实现资本积累。与马克思不同，皮凯蒂不对生产过程做道德评价，皮凯
蒂通过对长期以来欧美财富收入数据的研究表明，市场永远解决不了不平等问
题，市场机制越完善，资本收益率就越会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贫富差距不但
没有减少，反而迅速增加，从而增加了社会阶层之间关系的紧张与对抗，最终
会导致反民主的金融和政治寡头，破坏个人自由和现代民主社会基础。
皮科吉进一步指出，皮凯蒂和马克思在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上
具有不同立场。皮凯蒂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将财富分配重新置于经济
学的研究核心，通过数据分析和理论框架揭示了长期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动态过
程，财富分配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力量联合作
用的产物，它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
预见基于必然性逻辑，这意味着马克思是过于乐观甚至错误的。皮科吉在比较
皮凯蒂与马克思思想异同的基础上，转向了卢梭的问题。马克思和皮凯蒂之间
观点的本质区别在于对人类福祉的判断，这一主题存在于整个西方传统，贯穿
全部西方文明。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卢梭把自由作为人类行动的根基，康
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直接或间接地回应了卢梭的问题。马克思揭示出，在资本
主义条件下只有通过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才能够真正实现人类的福祉。皮凯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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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马克思、黑格尔，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几乎没有可行性的过渡路
径，在实践中人类的福祉要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或者必须完全放弃，皮
凯蒂和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愿景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四、20 世纪初俄国思想史研究
俄罗斯学界近年来比较重视对 20 世纪俄国思想史的研究，原因在于 20
世纪初沙皇俄国对于探索社会秩序的现代化尝试与俄罗斯当下状况具有历史
的相似性：沙皇俄国在改革后走上了赶超发展的现代化之路，而苏联解体后俄
罗斯正试图进入后工业文明发展阶段，努力构建符合当今社会经济、政治与文
化现实的现代化制度。在 20 世纪初俄国政治斗争的各方势力以及知识分子阶
层的思想主张与现实策略错综复杂且充满了矛盾冲突，虽然十月革命表面上作
为一切思想冲突的历史终结，然而苏联解体后被遮蔽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暴露出
来，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矛盾、政治话语斗争具有惊人相似
性，学者们认为，需要回到俄罗斯思想的精神传统与历史真理中寻找根源。
在《澄清概念：俄罗斯思想在 20 世纪初的政治与道德话语争论》一文
中，朱可夫基于沙皇俄国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过渡的复杂历史境遇，对俄国
1905 年革命前后左、中、右派的政治理论及其道德准则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比
较。 A 朱可夫认为，俄罗斯文化的形而上学性质决定了自身政治实践的伦理向
度，20 世纪早期哲学家与政治学家发起了关于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国家民族政
治责任问题上的讨论；俄国思想家试图给革命以道德评价，澄清“爱国主义”
、
“自由主义”
、
“民族主义”
、
“自由”
、
“民主”的概念。俄罗斯知识阶层依循历
史真理的准则，反对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话语中抽象的自由精神和道德原则。
政治和思想斗争的基本道德问题集中在“俄罗斯的命运”以及历史选择这一核
心主题上。
朱可夫首先讨论了在俄罗斯政治伦理问题上历史真理与政治真理之间的
哲学辩论。20 世纪初俄国在激进的社会动荡与冲突中走上了君主立宪之路，
其中发挥作用的反对势力包括右翼自由主义与左翼社会民主主义。1906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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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立宪派采取了和平重建的方式，推动尼古拉二世政府公布了宪法基本法、成
立国家杜马立法议会与实行多党制。然而历史真理与政治真理是背离的，历史
的吊诡在于，中间派的改革方案虽然在政策文件中规定了俄罗斯社会的民主性
质，但就实施而言缺乏政治活动的手段。俄罗斯需要用几代人的时间实现政治
生活中的道德重建以及社会关系的协调和解，即将现代公民国家融入民族文化
（以国家主义为核心）以及精神思想、政治传统中。俄罗斯民族历史性实践在
精神和政治层面的内在对立尚未解决，对于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传统主义
与现代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古老俄罗斯和现代元素之间的分裂而言，
必然要追溯到 20 世纪初的思想冲突。
俄罗斯人生活在政治、道德和形而上层面，俄国思想家正是基于上述三
个维度为俄国革命制定指定方向。朱可夫强调在基本道德和政治概念的历史语
境与民族精神中澄清其思想作品的重要性，20 世纪 20 年代的俄罗斯侨民在流
亡欧洲期间并未放弃革命的诉求，在社会革命和内战的废墟上与布尔什维克争
夺社会思想的话语权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别尔嘉耶夫、伊林、克拉柯夫、米留
可夫、司徒卢威等著名作家和“俄罗斯流亡者”在思想争论中不但没有失去清
晰度和紧迫感，而且还承担起对特殊道德意义上的历史罪责、民族精神和政治
责任的反思重任。朱可夫着重研究了米留可夫与司徒卢威从自由主义向保守主
义中间路线的思想转变，认为这一转变恰恰源自于他们对俄罗斯历史传统以及
文化精神的深刻洞察。
作为“俄罗斯侨民”的米留可夫在流亡期间试图再次寻求中间道路，既
反对复辟沙皇君主制，要求放弃旧有的政治立场，并以民主俄国的方法取代
旧有的统治阶级习惯和方法；同时认为不可能从外部反对布尔什维克，但是
苏维埃政权内部具有不稳定性，因此可以通过社会民主党的联合加剧俄国内
部斗争的心理基础，进而从内部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治斗争现象背后更为深
刻的情感基础在于俄罗斯民族情感与国家认同。米留可夫的国族意识力图建
立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内在统一，因为民族感情不仅不违背国家的生
活，相反本身就是其发展的结果和因素，与此同时，米留可夫要求区分国家
和民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边界，避免情绪性的爱国主义以及沙文主义
民族主义。司徒卢威一直是完美的自由文化理念倡导者，坚持合法的马克思
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基于俄罗斯传统文化与“个人生活”理念阐述自由
思想，寻求自由文化与俄罗斯宗教传统价值观的融合。司徒卢威主张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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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和爱国主义合成在智力和政治经验之中，放弃欧洲基督教文化的抽象的
普遍性，转向拥护斯托雷平改革。在解放运动阵营为俄罗斯国家的宪政体制
战斗，司徒卢威已经在 1906 年完全意识到国家和民族文化最大的危险成为
“右翼的敌人”和“左翼的敌人”
。在俄罗斯侨民中的左翼和右翼继续展开的
意识形态斗争中，就何谓真正的爱国者这一问题形成了两个标准：政治上的
权宜之计和政治道德准则。政治上权宜之计的核心在于：什么样的内外政策
与俄罗斯的民族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政治道德准则则回答另一个问题，即
政治与精神文化领域以及公共生活的具体行动所应遵循的内在真理是什么？
俄罗斯文明的内在气质构成了民族国家结构和社会参与者选择政治行为与政
权类型的思想基础，任何一种选择都背负着历史、俄罗斯、社会、人与神的
道德责任。在流亡者看来，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经验、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塑
造了政治行为的道德和伦理内容。
朱可夫在 20 世纪初俄国思想家的困顿中，深刻揭示了俄国政治生活与社
会现实之间的内在冲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意味着建立新型资
本主义关系的系统化经济体制，同时要求社会关系的组织原则与政治制度重
组。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价值观的此消彼长形成了 20 世纪初政府权力与社会
生活之间的张力，公民意识的觉醒；经济、医疗、科研、慈善、工业、教育等
社会领域的进步；文艺形式、妇女运动和妇女组织的发展，构成了俄罗斯社会
生活内部的自我组织经验，即个人学习如何对社会负责以及创造自我价值，旨
在超越国家的传统主义以及宗法道德的约束。在 20 世纪初俄罗斯政治文化的
内部结构冲突是非均衡的，即社会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和政治文化特质的道德
观念的差异性与矛盾性，尤其是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和政府行为之间的不协调
关系。政府活动趋向于保守主义和保护政策，与社会活力的释放产生了冲突。
立宪政府充满了对社会失去控制的恐惧，渴望保持传统主义社会结构导致了对
社会力量的制约。改革后的俄罗斯政治文化在其道德观念和社会关系的主体政
治行为要求个人的政治活动依循于对传统的、习惯性的社会秩序与道德判断的
服务、责任、忠诚。
初期“激进主义政治文化”形成了与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相对抗的不同社
会力量和政治运动。在政治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背景下，1905 年俄国第一次
杜马议会试图解决上述尖锐矛盾，旨在超越右翼与亲政府的激进左派之间的
斗争。司徒卢威基于“政治自由”立场反对简单地革除一切，而倡导依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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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历史和文化传统通过君主立宪制来实现政治自由。执政精英和新的社会政
治力量表现出不同的政治道德与行为模式，关于不同道德准则与政治主题的
争论构成了 20 世纪初俄罗斯政治文化状态的基本特征。然而，统治精英出于
自我保护以及对革命的恐惧，竭力维护现存社会秩序，导致其改革的政治行
为失信于普遍的道德法则，阻碍了自身与社会进步力量之间的合作，逃避现
实，道德腐败。斯托雷平改革只是在特殊政治时刻的道德技巧上与司徒卢威
的政治自由在某种意义重合，作为统治阶层在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作为适度
的宽松，其保守的社会道德原则拒绝接受革命党人的政治行为。对于俄罗斯
贵族和知识阶层而言，俄罗斯古典基督教文化及其传统的道德理想是尽责、
无私、正直、诚实、社会服务。统治官僚和公众人物进入公共生活，则需要
重新树立正义、义务、责任、荣誉、良心、团结等道德与法律的自我控制原
则。然而上述原则受到政治局势的压力，往往会变成它的反面，企图保留或
夺取政权。
朱可夫认为，20 世纪初知识分子所追寻的问题在于，如何确定政治现
象、政治立场以及政治行为模式是可能的？如何为政治生活确立坚实的道德
基础？他们深刻地意识到，在政治道德包含明确的（意识形态）或隐藏的（直
观）前提，即在文化确定性或宗教认同中的道德理想和价值信念，其构成了
政治行为的历史真理。在 20 世纪初的反动政策和左翼革命形成一个悲剧性
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着两个方面冲突：首先，激进的自由主义使追求立宪
的中间派失去了存在的历史根基和现实基础；其次，激进的政治力量缺少道
德的约束与反思，激进的自由主义联合布尔什维主义释放了破坏性和反动
性。从浪漫的民粹主义到布尔什维主义这一表述敏锐地刻画了布尔什维克的
政治斗争的道德和伦理原则，揭示民粹主义的历史蜕变，这是一个悲剧性的
转变，即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道德与基督教伦理之间的对立，使革命失去了对
道德反思和政治伦理的理解，释放的最可怕结果变成了骚乱的暴徒，在这种
“黑”与“红”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司徒卢威认为，俄罗斯政
情况下，
治伦理的核心问题在于，需要依循历史的真理，而非抽象的政治真理，这种
道德和政治选择，一旦触犯，所有革命的根基都是极其不稳固和危险的。而
今天，因为我们相信，澄清 20 世纪早期的俄罗斯历史的戏剧性事件，通过
对政治运动背后的道德与观念的话语分析，才有可能克服历史真理与政治真
理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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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再思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对于苏联时期社会主义模式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矛盾分析以及根源解
剖，仍然是当代俄罗斯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
《光与影（20 世纪 60 年代的“解冻”的矛盾与潜力）
》一文采取独特的分
析视角重新确立了苏联“发达社会主义”历史分期的标准，对苏联“解冻”时
期的社会状况及其内在矛盾进行了深入研究。 A 布兹加林认为，虽然后苏联时
代已经远离“发达社会主义”
，然而人们对其性质、矛盾和潜力具有更大的兴
趣。与实践相悖的是，苏联公民最怀念的先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停滞”时期，
因为这一阶段处于相对平静和舒适的生活。
“发达社会主义”的内容和形式在
“解冻”和“停滞”的不同阶段上存在显著差异。必须重新为“发达社会主义”
历史分期的演变确立系统的标准，即把握住导致社会主义“突变”的关键性矛
盾：一方面试图非线性地进入自由王国，通过创造活动实现社会主义的团结和
斗争；另一方面却被异化关系所阻碍（教育、艺术、社会工作、科学领域创造
性活动的发展与常规工业劳动的统治）
。
“发达社会主义”第一阶段发端于上述
根本矛盾的两极对立，即 20 世纪 20 年代的苏联，一方面社会热情激增，在文
化、教育、社会工作、基层公民协会产生了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
和极权独裁
（上层官僚主义与底层市民化的冲突以及极为不利的外部条件）
“新
。
经济政策”无法解决上述矛盾导致了第二阶段两极的形成，20 世纪 30—50 年
代以及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在困境中呈现出两个相反的倾向：一是对任
何异议、政治自由的暴力镇压；二是英雄主义情绪高涨和社会创造力活跃。
“解
冻”恰恰是企图解决这一矛盾，推动政治和经济改革与社会、文化、科学和技
术创新水平的内在融合与统一协调。
在布兹加林看来，
“解冻”时期所取得的成就，首先在于社会、科学以及
文化领域公民意识的觉醒、革命情绪与自由思想的复兴，部分地恢复公民的创
造性活动的社会空间。出现了自上而下的对党和国家专政权力的限制，尤其是
对特权阶层利益的限制，物质基础、科学技术、不同形式的社会自组织、文化

A Александр Бузгалин.Советский полдень: свет и тени (Заметки о потенциале и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х «оттепели»1960-х)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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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获得了加速度发展。
“全民国家”的政治改革将国家职能交给社会组织，
吸引公民直接地经常地参加公共事务和社会活动，把生产工作和国家事务管
理结合起来，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以及不同形式的社会自组织的加速度发展。
尽管改革具有矛盾性和局限性，
“解冻”对于苏联社会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其
通过释放群众追求“自由王国”的意愿来促进社会主义现实运动的充分展开。
1950—1960 年苏联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技术基础发展，带来了苏联历史上乃至
世界范围经济增长速度的最高成就，被认为最成功的第八个五年计划（1965—
1970 年）恰恰得益于“解冻”所产生的惯性，这一时期在经济体制上实行“权
力下放”
，即对国家经济结构实行分权制度和非官僚主义化，通过经济结构的
调整，大量资源转移到了公众设施建设，解决了民众诸多迫切的现实生活问
题。
“解冻”主要成就在于关注文化的优先发展、公众的创造性活动对国家事
务以及社会管理的参与，为苏联的精神复苏创造了前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
迅速增长的公众情绪，即劳动的、创造的热情所推动的实际解放进程。在苏
联文化解放趋势的推动下，新的价值观开始形成，即普遍的集体道德和艺术
理想，重塑了“现实社会主义”新的、自由的、创造性的新人的社会理想形
式，使民主、法治、人权等成为现实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然而同样重要的
是，解冻时期的反面教训，这一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整体框架上仍然保
持独裁统治，专制条件下的这种实践在各个领域强化了意识形态控制；资源
在国内仍集中在特权阶层手中，解冻所释放的社会创造活力的萌芽最终转变
为异化的、反常的形式，转向效率下滑和质变，
“短缺经济”成为嵌入苏维埃
制度基础的一颗定时炸弹。所有这一切最终导致了 50 年代后期文化、科学技
术、社会创造力等所有元素危机。这种改革制度的失败作为转折点，标志着
“停滞”时期的开始。
布兹加林于历史与逻辑内在统一的维度，分析了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内在
矛盾的展开过程。布兹加林将苏联模式称为“突变”社会主义，由于一系列
内、外因素的矛盾运动导致了以“现实社会主义”为开端向不同方向发展的
非线性历史进程。
“现实社会主义”作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从“必
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初级社会发展形式，其一方面在科学、教育、
艺术等领域解放了人的社会创造性，社会革命所激发的个体主体性创造活力
使超越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社会公正、苏联文化精神处于萌芽状态；另一
方面由于极权统治与官僚主义在现实中对群众社会创造性与新事物萌芽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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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与排挤，致使其偏离了最初的发展轨迹。因此，关于“现实社会主义”演
变的分期可以根据这一根本性矛盾的辩证运动进行分析和界定。20 世纪 20
年代的苏联作为“现实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矛盾尖锐化的开端，强大的
社会热情带来了文化、教育、社会工作的巨大成就，基层民主运动取得了进
步与发展，与此同时，
“斯大林主义”极权独裁统治终结了列宁试图解决苏联
体制内在矛盾的努力，限制了建立新社会关系的趋势，顶层的官僚化和底层
的解放运动以及极为不利的外部条件，成为这一阶段苏联的现实矛盾与张力。
“新经济政策”无法解决上述矛盾导致了第二阶段两极困境的形成，即 20 世
纪 30—50 年代，包括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呈现出两极强烈对立倾向：
一方面暴力镇压，压制政治自由与异议；另一方面则是在革命的乌托邦理想
与英雄主义驱动下底层民众社会创造力最大程度发挥的现实过程。
“解冻”企
图再一次解决苏联体制的根本性矛盾，然而却治标不治本，无法为社会、文
化、科学和技术创造力提供适当的政治制度与经济组织形式。然而“解冻”
时期的历史经验却是不能被忽视的，在限制官僚主义的方向上进行了有限范
围内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
布兹加林娜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文艺批评理论产生的社会现实
基础以及历史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揭示了苏联体制社会与文化二重性矛盾所
导致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 A 由于苏联体制的过渡性质使社会与人的存在
向两个相反状态发展：一方面，个体的创造性从现实权力的异化中被释放出来
（通过社会创造活动）
，即人的解放趋势；另一方面，个人主体性被宗法专制传
统的异化形式，即为斯大林主义所压制。个体解放与专制压制的紧密交织形
成了苏联社会现实的独特张力，构成了苏联历史与文化的主题特色与悲剧性。
1917 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瓦解了社会等级制度以及宗法传统，通过社会制度
的基础性变革确立了个体存在的主体性原则，这是一个一经展开就不可逆转的
个体社会化存在形式的淬炼过程。个人作为历史主体参与到对抗各种异化力量
的现实解放斗争中，然而宗法专制传统在苏联时期以官僚主义的形式被恢复与
发展，个人只能作为党和国家的工具和手段而存在。苏联时期文化精神的内在
矛盾表现为思想和艺术的多样性（往往相互冲突的）
，社会现实的尖锐矛盾是

A Людмила Булавка-Бузгалина .Разотчуждение как конкретно-всеобщая основа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СССР.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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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其文化艺术双重性质的前提。
在布兹加林娜看来，1917 年“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意味着新类型社会
的诞生，是世界历史矛盾总爆发的一种表现，重塑人的社会存在形式构成苏
联文化的根本核心，社会创造力的本质是个人的自我确立以及新的社会关系
的建立，克服外部权力对于（国家、市场力量以及宗法意识等）人的支配，
因此它是人的异化以及异化的积极扬弃。从事创造性活动的革命性的个人，
是与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相适应的主体存在，在群众的社会创造性之外不可
能确立真正的主体性。然而这一具有外生性的精神文化产生于世界革命运动
的实践，与苏联现实的解放趋势产生了矛盾冲突。20 世纪 20 年代俄罗斯人
口的 80％以上是文盲，缺乏革命主体的文化潜力意味着，社会创造的历史性
实践处于现实的矛盾和对立之中，往往会导致社会悲剧性的后果。社会创造
性活动客观上释放个人力量，变成了随意性与热情冲动。20 世纪 20 年代社
会与文化创造力的释放，使苏联解放趋势中的精神文化成为特殊形式的乌托
邦理想，可以将其定义为通过特殊的社会创造性活动扬弃异化的具体的、历
史的观念形式，即“物化”在特定艺术现象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方法，
要求艺术家以社会主义精神将艺术阐释中的现实性、具体历史性革命进程与
重塑个体意识充分结合起来。
布兹加林娜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意味着对现实以及对个体自
我意识的双重否定，即对于保守的、敌对因素的根本改造以及对个体自我革命
精神的重塑。它的功能在于，一方面反映阶级矛盾斗争，另一方面展现从“必
然王国”转向“自由王国”的新（无产阶级）文化精神，作为在特殊条件下反
抗精神的载体承担着对其他思想体系的引领、改造以及激励功能。然而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被称为“官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内在包含着艺术标准和意识形
态标准的对立。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他的政治忠诚度与社会服务精神，艺
术创造的活力和范围被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所束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
承载着解决现实矛盾的功能，即重塑个体的特定社会角色。苏联文化是从社会
（革命）实践中产生的，其本质在于克服具体的、历史的异化形式，从现实矛
盾的发展出发，这一艺术逻辑强调艺术家对生活真实过程的艺术再现，然而却
只是被局限在苏联体制乌托邦理想的范围内，这与苏联文化本身所承载的具体
的现实运动原则是相悖的，苏联文化功能的多样性以及内在冲突恰恰是由于文
化、历史主题与主体性原则之间的结合。此外，苏联文化本身是理想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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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现实的矛盾形式，然而历史表明其危险性不在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却在于这一矛盾并未得到解决，并以文学艺术的理想化形式被掩饰和遮蔽了。
苏联文化寻求突破“必然王国”的制约转向现实的“自由王国”
，其本身的内
在诉求是毋庸置疑的。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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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国家
赵司空

2016 年对于欧洲而言是不平常的，主要起因是移民 / 难民危机，它在国
内激起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的泛滥，在国际关系上激起了中东欧与西欧
关系的再反思，具有左翼立场的学者在此背景下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等等。
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本报告从四个方面搜集资料，以展现中东欧学者的忧虑与
思考：一是左翼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二是公民权的再思考，三是自由民主
的危机，四是国际关系中的政治与价值思考。

一、左翼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6 年似乎是欧洲右翼崛起的年份，当学者们批判民粹主义和保守的民
族主义思潮的时候，左翼的反应如何？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状况如何？在这部
分，本报告将对中东欧的左翼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行介绍分析。

（一）波兰左翼的声音
波兰左翼的发声仍然离不开对法律与公正党的批评，但又不仅限于此。
波兰杂志《政治批判》
（Krytyka Polityczna ）的创始人和负责人斯瓦沃密·斯
拉克斯基（Sławomir Sierakowski）认为，波兰极右翼变得强大，有三个方面
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很长时间以来，主流政党之间的差别消失了，而选民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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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找差别，因为他们想要做出选择。于是，在主流与非主流之间，他们宁愿
选择非主流，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投极右翼的票。另一个原因是左翼的长期危
机。在欧洲没有成功的左翼政党，即便有，左翼政党也被迫实行右翼的政策。
所以人们看到，即便他们投票给左翼，即便左翼政党获胜，他们也不可能有左
翼政治。当选民投左翼的票而最终收获的只是失望后，他们就会投票给极右翼
或民粹主义者。第三个原因是现在正在发展的难民危机。哪里有难民，哪里就
会有加倍的右翼。欧洲非常富裕，但是他们并不想与人分享。斯瓦沃密·斯拉
克斯基引用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Amos Oz）的话，即人们来到这个世界
主要是作为右翼，这是他们的本性。只有通过社会化努力，人们才能变成左
翼。除此之外，波兰左翼陷入困境，还因为他们以后共产主义为基础，其形象
只是旧事物的化身，尽管它比当时的波兰共产党更民主、更好，但它仍然还不
是真正的左翼运动。斯瓦沃密·斯拉克斯基认为，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
代加入共产党的波兰人并不是真正的左翼，他们有不同的动机，或者为权力，
或者为影响力，但不是为了左翼理想。理性的辩论或情感的诉求无法自动改变
人们的观念，只有共同的经历才可以，因此，如果想要拯救左翼政治，就必须
和社会原子化作斗争，通过社会化的努力，创造人们之间的纽带。与此同时，
不信任和犬儒主义是需要克服的两大障碍。 A

（二）匈牙利左翼的资本主义批判
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布达佩斯罗兰大学（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ät）教
授托马什·克劳斯（Tamás Krausz）详细表达了他的资本主义批判立场及观点，
关键有二：一是坚持不动摇的资本主义批判立场，二是寻求建立以纪律为基础
的劳工组织，以此作为资本主义批判的可能力量。 B
首 先， 托 马 什· 克 劳 斯 分 析 匈 牙 利 右 翼 力 量 崛 起 的 现 状。 认 为 自
1989/1991 年政治体制转变以来，匈牙利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政治体制经历了几
次变形，但总的趋势却是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出现。以匈牙利为例，即便反对
党也不能被称作左翼政党，而先前的左翼政党为了获得选举胜利，正在考虑与
极右翼政党联合。2010 年匈牙利政治右翼以 2/3 的大多数当选，政治右翼占
A Interview:
“Kaczyński started a war against liberal democracy”
，in Krytyka Polityczna ,
January 17,2016.
B“
‘The Solution Must Hurt Capital’: an Interview with Tamás Krausz”
，in Left East , October 2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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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过 80% 的议会席位，剩下的 20% 的议会成员属于极右翼政党“更好的匈
牙利运动”
（Jobbik）
。托马什·克劳斯说，
“更好的匈牙利运动”正在转变为
披着羊皮的狼。在议会，这个政党已经放弃了它的反犹言论并为即将到来的
2018 年大选做准备。匈牙利社会党（Magyar Szocialista Párt）和从中分离出来
的两个小党“在一起”
（Együtt）和久尔恰尼（Ferenc Gyurcsány）领导的“民
主联盟”
（Demokratikus Koalició）正在考虑与“更好的匈牙利运动”形成可能
的联盟以对欧尔班领导下的青民盟和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s）联
盟施压。
其次，分析了右翼政府对社会运动的压制。托马什·克劳斯指责欧尔班
政府建立起了极权主义体制，获取了真正的权力，并通过集中的权力对所有的
电子媒体进行实际的控制，以及对整个匈牙利社会进行意识形态的重塑，窒息
了几乎所有的政治或社会抗议，1989 年之后的匈牙利政治体制明确地向左翼
关闭了。欧尔班的极权主义体制坚持排外的移民政策，但这一点却受到了匈牙
利国内多数人的支持。不过，托马什·克劳斯却认为，欧尔班的移民政策是
“民族的自我保护”
（national self-protection）
，将移民作为替罪羊，系统性地隐
瞒和模糊北约在使这些人变成难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反共产主义言论和意识
形态教化比以前更加严重。托马什·克劳斯强调，欧尔班政权不能通过古典的
议会选举方式打败，只有通过群众社会运动，即民变才可能驱逐这个政权。但
是匈牙利的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拒绝承认这一点。在这一背景下，匈牙
利的公民社会状况也堪忧。最开始，匈牙利和东欧的反体制左翼对公民社会运
动寄予厚望，将其看作反资本主义的新的基础。匈牙利知识分子当初认为，与
斯大林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复归不同，应该发展一种社会替代，它将建立在社会
的自我组织，建立在将公民社会作为一种反权力力量的基础之上，这就是第三
种可能的概念。
再次，分析了匈牙利反资本主义和反体制的组织发生的严重分裂状况。
其中一个分流是匈牙利联合左翼（Hungarian United Left）
，它团结诸如 Attac
匈牙利（Attac Hungary）
、匈牙利社会论坛（Foundation Hungarian Social Forum）和其他一些小的社团，例如以布达佩斯一个地区命名的 Franzensstadt 工
人休闲协会（the workers’ leisure association of Franzensstadt）
。匈牙利联合左翼
的多数创始人和参与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这个网络不致力于建立政
党，而是关注为社会较底层提供保护。第二个重要的分流是左翼绿党（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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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匈牙利工人党 2006（Hungarian Workers Party 2006）和绿色左翼组
Left）
织的联合。左翼绿党参加了 2010 年和 2014 年的选举，但甚至未能提供一份完
整的候选人名单。同样，在基层委员会选举中，它也很少能够推出自己的候选
人。第三个阵营是反体制的左翼，由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
集团（anarcho-communist groups）组成，他们彼此之间竞争。这些组织既攻击
国家，也攻击任何传统的政治组织形式。这个阵营将左翼理念作为政治亚文
化，并将自己看作是反法西斯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所有这些组织都与这一地
区的反资本主义传统紧密相关，希望通过社会的自我组织斩断与资本主义的关
联。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甚至追溯到 1905 年、1917 年
和 1989—1991 年的俄国和苏联，追溯到努力使国家财产社会化的自组织的工
人委员会。但在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和资本主义在东欧复归的压力下，几乎不
可能与这些激进的公民社会实验之间再建立起强有力的联系。甚至在 2016 年，
在 1956 年事件 60 年之际，匈牙利政府花了大力气否认 1956 年的记忆。宣传
运动利用大学会议的平台传播青民盟的“民族理解”
（national understanding）
纲领和使现有体制合法化的信息，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与此同时，1956
年的工人委员会传统自 1989 年以来要么被彻底隐瞒，要么被彻底篡改。这更
说明 25 年后劳工和工会运动的极度软弱。
最后，指出反对资本主义的希望在于劳工组织重新发挥作用，再次建立
起反资本主义的“组织中心”
。这个组织中心正如列宁曾经提出的建立类似网
络的组织（network-like organisation）
，它应该是以纪律为基础的组织，政治革
命应该从这个“组织中心”开始。今天欧洲的资本主义剥削以不同的方式被组
织起来，危机呈现不同的结构；因此，
“组织中心”也需要呈现出与列宁时代
不同的样式。托马什·克劳斯强调，没有劳工运动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是不可能
的。在资本和国家有效地将社会运动与工作场所隔离开来的情况下，将工作领
域组织起来的全面努力异常重要。但是今天反体制的组织甚至不接触年轻工
人，甚至也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资本主义的劳工组织瓦解了工人阶级有组织的
抵抗，工人阶级意识正在被该体制的管理结构所统治。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为
“组织中心”创造前提条件，最坏的事情就是不同集团之间的无谓攻击。问题
的核心是阻止利润生产，即人们必须占领工作场所而不是华尔街。工人必须选
出他们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必须自下而上地集中起来。我们可以从革命历史
和马克思、卢森堡、列宁、葛兰西及其他人的著作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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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道主义精神出发，托马什·克劳斯认为对资本主义体制的任何辩解
都是不可接受的，但是他已经学会了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体制是如何深植于人
们的思维方式中。许多朋友和同志通过远离国家社会主义，也抛弃了所有进步
的文化的社会主义传统。他不赞成这种宗派的错误。认为可以用来动员反对
资本主义的传统越全面越好。1989 年之后发生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所有的事情，
都从理论上、方法论上和政治观点上证明，值得一贯地坚持具有反斯大林主义
和反资本主义信息的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通过对波兰左翼和匈牙利左翼思想的介绍，我认为以下三点值得注意：第
一，波兰左翼是 1989 年前后出生的新生一代，他们没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
生活体验，他们的左翼观点主要来自资本主义的波兰及其他国家的事实。而且
他们具有良好的知识背景，知道如何更好地利用现代媒体表达观点和诉求，这
使他们成为具有影响力的新一代左翼力量。第二，匈牙利左翼则仍然以老一辈
知识分子为主，他们不仅有着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生活体验，而且有着系统的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背景，但他们的资本主义批判决不能简单地归于其思想
的保守，相反，我们则应该从中看到一种更加成熟的比较，这种比较有对苏联
模式社会主义和现有资本主义的辩证批判，也有对理想社会的期许。至于如何
通达这种理想社会，除了批判之外，我们也看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老一代左
翼的深刻影响。第三，不论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出发，还是从其他更新派的理
论寻找资源，新一代和老一代左翼都寄希望于一种社会化的努力。

（三）第二届中东欧社会论坛宣言
第二届“中东欧社会论坛”
（CEE Social Forum）于 2016 年 3 月 11—13
日在波兰弗罗茨瓦夫（Wroclaw）举办。该论坛由来自白俄罗斯、波斯尼亚、
保加利亚、希腊、匈牙利、摩尔多瓦、俄罗斯、斯洛文尼亚、突尼斯、土耳
其、乌克兰和美国等十几个国家的 100 多人参加。论坛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东
方和南方的边缘社会中建立起强大的团结力量。
这次论坛分析了中东欧转型未被提及的两个问题：第一，中东欧国家的体
制转变是在两个强大的外在力量，即美国和欧盟的干预下发生的。绝大多数人
想要改革，但绝不想要恢复资本主义，尤其是以半殖民地形式恢复的资本主
义。资本主义的干预以预先计划的方式实现了，并且影响了社会的所有方面，
即生产能力、机构、社会组织和地方权力机构。第二，工业和生产能力以私有
化和关闭工厂的形式被强行拆除，中东欧国家的独立基础消失了。由于毫无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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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所以低工资成为唯一的“竞争”要素，移民和生产装配线占据主导。社会
论坛的参与者决定在中东欧地区和地中海地区的左翼组织和积极分子之间建立
起强大的联系，一起继续展开反体制的斗争。 A
2016 年 4 月 19 日第二届中东欧社会论坛发表了最后宣言：停止军事化！
解散北约！另一个世界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紧迫的！该宣言包括八个方面
的内容：第一，该论坛具有鲜明的反资本主义特征，并将在此方向上合作。第
二，该论坛的全体参与者一致要求解散北约，停止军事化。第三，致力于在中
东欧国家和南欧国家之间建立强有力的合作。第四，对处于北约压力下的乌克
兰表示特别的支持，与进行反紧缩斗争的希腊人保持团结，支持北非，支持土
耳其反战斗士的斗争。第五，中东欧国家的体制转型受到美国和欧盟的干预，
对此进行谴责。第六，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统治下，南欧和中东欧边缘国
家的人们遭受了重大损失，包括生活质量、经济、文化、社会和环境。工业萎
缩，失业和贫穷剧增，中东欧和南欧一样，成为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的边
缘国家。在转型期间，中东欧国家甚至非常先进的技术和经济合作都中断了。
同时，与会者也意识到，前社会主义者的努力也有软弱之处，甚至错误，有些
是在不发达和军事斗争的历史境遇下产生出来的。第七，在当下危机中，欧洲
危险的极右翼和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力量都在复苏和加强。这是盛行的资本主义
和帝国主义的结果。西方意识形态成功地对中东欧进行了洗脑，这一地区的许
多人都错误地认为当前的战争是文明或宗教之间的战争，因为新自由主义经济
正与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全球结构性危机的舞台上联手，占支配地
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生存逻辑就是一种新形式的法西斯主义。这种新形式的法
西斯主义在“文明的冲突”的概念下被创造出来，其目的是将受害者看作威
胁，看作“人权政策”
（human rights policies）和“保护政策的权利”
（Right to
protect policies）的威胁。第八，包括接下来要做的具体事宜。 B
中东欧社会论坛的意义既不可以夸大，也不可以缩小。一方面，作为一
次论坛，它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力仍然是有限的，而且，论坛的影响范围主要
还是局限于学者，对决策和普通百姓生活的影响非常有限。但另一方面，此次
A “Report on the 2nd CEE Social Forum held in Wroclaw 11-13 March 2016”
，http://www.
attac.hu/2016/03/report-on-the-2nd-cee-social-forum-held-in-wroclaw/.
B “Final Declaration of Social Forum in Wroclaw”
，http://www.attac.hu/2016/04/finaldeclaration-of-social-forum-in-wroc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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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从资本主义批判的视角对移民危机、东西方融合、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
现象进行分析，为当前欧洲的政治与理论谱系提供了新的要素。除此之外，中
东欧社会论坛具有实践的意义，如果能够与欧洲左翼理论结合，形成左翼理论
和实践的创新，无疑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四）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
在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欧洲各国右翼政党粉墨登台的
2016 年，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似乎会更加边缘化？事实却是，在捷克，有
两位学者组织了一个不大却专业的团队，梳理着捷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文献。
这两位学者是伊万·兰达（Ivan Landa）和让·梅拉瓦尔特（Jan Mervart）
，
都来自捷克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他们正在做一个项目，整理和翻译捷克马克
思主义史上的一些重要文本。他们准备出版一个综合英语卷，不仅包括科西
克（Karel Kosík）早期出版物的修订翻译版（包括《具体的辩证法》
）
，而且
包括一些新翻译的文本，占整卷的将近一半。同时，他们也开始着手科西克
文集的捷克语版的工作，包括七卷。三卷已经完成，一卷是科西克论 1848 年
捷克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政治活动和思想的随笔，一卷包括他论 1956—1967 年
的文化与政治的随笔，最后一卷是出版于 1963 年的《具体的辩证法》的修订
版，以及同时期的哲学随笔。除了科西克的著作之外，目前的进展是出版一卷
关于罗伯特·卡利沃达（Robert Kalivoda）的思想，包括他论述马克思主义人
类学、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以及论述乌托邦和解放的最重要的文本。在
此基础上，他们开始了一个相关的项目，即和乔·格里姆·芬博格（Joe Grim
Feinberg）以及其他主要以布拉格为中心的左翼知识分子一起创立了一份理论
，它将批判性地复兴和更新中东
杂志，杂志的名字是《矛盾》
（Contradictions ）
欧的激进思想传统。
让·梅拉瓦尔特指出，1989 年之后捷克马克思主义陷入低潮，但是这种
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有一些过去曾是新秩序的热情支持者的知识分子开始对新
秩序的发展越来越持怀疑态度，年青一代知识分子开始与资本主义的当代批判
建立起联系。马克思主义对于他们而言不再是诅咒；它开始成为不可压制的知
识分子的冲动。即便从学术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也变成了思想史的相关
部分。在这种氛围下，伊万·兰达和让·梅拉瓦尔特认为他们的项目不仅具有
合法性，而且受到许多学者和知识分子的欢迎。让·梅拉瓦尔特说，将马克思
主义作为一种批判理论的传统总是很重要，但过高评价与过低评价都不对。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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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和斯洛伐克的思想家既不是天才，也不是边缘者，但他们需要被研究和批判
地重估。不这样做，我们不知道去哪里寻找他们、发展他们和批判他们。同
时，也需要将捷克和斯洛伐克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放置在一个更广的国际化背景
下考察。仅仅与波兰、匈牙利、德国、南斯拉夫和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相比较，
我们可以看出其原创性，也可以看出其局限性。 A
捷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呈现出一个有趣的现象，首先，主持捷克马
克思主义翻译和梳理工作的是年轻学者，而且他们组织起来的团队也非常年
轻。年轻的、具有良好专业素养的人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这成为一种新
的现象。其次，以上所介绍的两位青年学者都来自捷克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而
且他们的经费支持也多来自捷克科学院，从资助层面来看，这也是东欧马克思
主义研究的一个新现象。最后，以上介绍的项目主要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史，从
历史文献的角度梳理捷克马克思主义史上的重要人物及思想，这种研究是具有
很强的文献价值的，而理论价值自然也可以从中发掘。

二、公民权的再思考
中东欧学者对公民权的思考与此次难民危机相关，本报告从两个视角进
行介绍，一个是国界与公民权，另一个则是普遍公民权。

（一）国界与公民权 B
保加利亚学者伊万洛·蒂切夫（Ivaylo Ditchev）指出，在 2015 年难民危
机之前，当欧盟国家开始构筑围墙，加强国界控制时，无国界世界的乌托邦幻
想就开始消失了。伴随着强烈的不安全感，人们倾向于回到过去，抓住过时的
国界。
伊万洛·蒂切夫认为，国界与正义的观念密切相关。在民主政体中，正
义是由法律和国家程序保证的；但是如今，我们受到实际上违反这些法律和程
序的更高的正义观念的激励，似乎承认人民跨越国界的权利。不过，在今天的
发达世界，国界充当过滤器的作用，只允许人们以个人的名义通过，群体则被
排斥在外。2015 年欧洲移民危机便是例证。使自由主义者震惊的不是如此大
A James Robertson，
“On Czech Marxism: An interview with Ivan Landa and Jan Mervart”
，
in Left East , September 6,2016.
B Ivaylo Ditchev,
“Borders are back in fashion”
，in Eurozine ,2016-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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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移民数量，甚至不是穆斯林的宗教或肤色，而是难民以群体的形式涌入。跨
越国界的群体制造了恐慌，因为他们不是被看作易于融入的温驯的个体，而是
被看作破坏规则的入侵者。如果极右翼通过构筑围墙，甚至射击来阻止他们，
那么自由主义者的策略则应该将涌入的群体分散成个人，分别对待他们的需
求，将他们安置在不同的地点。这样一来，问题不再是关于主体的权利，而是
关于如何管理客体。事实也正是如此，当世界进入加速流动的时代，越来越多
的移民正在挑战跨越国界的个体模式。民主进入了地理时代。在 19 世纪的欧
洲，人们相信他们可以改变所出生的社会阶级，当社会流动不仅是个体性的，
也是整个阶级性的时，这便导致了社会剧变。如今，地理的不平等不再被看作
理所当然的；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们不必被束缚在埋葬他们祖先的土地上。这
种流动的形式变得越集体化，自由主义国界机制就陷入越深的危机。今天的大
规模的迁徙运动如同 19 世纪的社会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伊万洛·蒂切夫认为，需要创造出更加复杂的公民权理
念。作为对未来的预期，他认为移民的流动的“政治组织”
，连带他们的习俗
和首领，早晚都将被看作理所当然的，即便现在这个理念可能听起来像非常令
人痛恨的“多元文化主义”概念。

（二）被伤害的普遍公民权 A
保加利亚学者伊万·克拉斯特夫（Ivan Krastev）引用匈牙利哲学家、前
异见者嘎什帕·米克罗什·托马什（Gáspár Miklós Tamás）在十年前提出的观
点，即欧盟所植根的理念——启蒙需要普遍的公民权，并指出普遍的公民权
需要以下二者中的一个：要么穷且功能失调的国家必须变成值得成为公民的地
方，要么欧洲将其国界向所有人开放。如今，世界上有很多失败的国家，没有
人想成为它们的公民。所以欧洲内的真正争论不是欧盟是否应该使国界更难
进入——显然应该加强国界；问题是当我们使国界更难进入时，我们是否应该
感觉道德上正确，并且我们应该如何最好地帮助世界上那些最容易受到伤害
的人。
伊万·克拉斯特夫说，全球化使世界变成一个村庄，但是这个村庄生活
在全球比较的独裁之下。人们不再和邻居比较生活，而是和地球上最富足的居
民比较。以尼日利亚为例，1981 年密歇根大学所做的第一次世界价值观调查

A Ivan Krastev，
“Utopian dreams beyond the border”
，in Eurozine ,2016-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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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Values Survey）显示，尼日利亚人民的幸福感不是由物质上的富足决定
的，当时的尼日利亚人和西德人一样幸福。但是 35 年之后的今天，情况却变
化了。尼日利亚人有了电视、网络，年轻人看到了欧洲人是怎么生活的，欧洲
的学校和医院是怎么样的，于是，尼日利亚很多地方人们的幸福感可以根据
GDP 来预期。
在这个紧密相连，由全球比较独裁统治的世界里，移民成为一种新的革
命，这不是由意识形态家所描绘的图景所驱动的，而是由 Google 地图所驱动
的。这种新的革命不需要意识形态、政治运动或政治领导者。对越来越多的移
民而言，变化的理念意味着改变你所生活的国家，而不是改变你所生活下的政
府。然而，移民革命则激起了欧洲的反革命。欧洲焦虑这些移民会损害欧洲的
福利模式和传统文化，担心他们会毁灭欧洲的自由主义社会。害怕伊斯兰教、
恐怖主义、日益上升的犯罪，以及对不熟悉之物的普遍焦虑构成了欧洲道德恐
慌的核心。中东欧几乎一致地对移民充满敌意。现在，德国人也不再对敞开国
门政策抱幻想了，许多中欧人庆贺西欧的这种变化，认为这是东欧不讲情面的
现实主义对西欧伪善的道德主义的胜利。然而，东欧与西欧对待移民问题的趋
同态度并不能弥补二者之间的隔阂，彼此的偏见不是减少而是扩大了。因此，
难民危机所产生的问题并不是团结的缺乏，而是以民族的、种族的和宗教的为
幌子的团结损伤了我们作为人的义务。根据伊万·克拉斯特夫在文章开篇所提
到的普遍公民权的两个条件，可见，对作为人的义务的损害，也是对普遍公民
权的伤害。
公民权之所以会在难民危机背景下成为中东欧知识分子的关注点，这与
他们自身的历史遭遇有关。在经历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背景下，他们曾经渴
望与西欧的融合，渴望同样作为欧洲人的权利，而这个权利是他们当时作为东
欧人所不拥有的。于是，公民权便在两个层面具有特殊的含义：一是人类学意
义上的人道主义的含义，二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正义的含义。如今，在苏联模
式社会主义垮塌超过 25 年之后，在东欧许多国家已经加入欧盟之后，在东欧
已经习惯于拥有他们曾经渴望的公民权之后，来自地中海沿岸的难民却揭开了
他们历史的伤疤，并在事实上揭开了东欧人在过去 20 多年里所拥有的“不完
全”的公民权的伤疤。这种“不完全”一方面因为东欧在西欧人眼里的劣势地
位并未根本改变，另一方面则因为西欧面临新的更加汹涌的难民危机，很可能
将关闭国界，做出更加保守的举动，甚至在东欧内部也已经出现了强烈的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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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倾向。在这种背景下，对公民权的思考绝不是抽象的政治哲学术语的辞藻
堆砌，而是对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关切。

三、自由民主的危机
许多中东欧学者将 1989 年看作开启自由民主之门的契机，然而，此次难
民危机则在更广泛的程度上威胁着自由民主制度，因为变得保守的不仅是中东
欧，甚至包括西欧传统的自由民主国家。批评声最多的来自波兰和匈牙利，其
中，匈牙利学者对欧尔班（Orbán Viktor）政府的批评是由来已久，波兰则由
于法律与公正党（PiS）在 2015 年的议会选举中获胜而激起了许多批评的声音。

（一）被损害的自由民主进程
法律与公正党坚持排外的民族主义政策，被看作是民粹主义政党。波兰
学者亚当·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说，现在波兰面临的危险现象
是民族主义的排外群体宣称需要捍卫“传统价值观”以抵抗“现代性”的无名
的力量，同样也需要捍卫“地方的”价值观以抵抗外来价值观，这种排外的民
族主义因为法律与公正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获胜而得到加强。亚当·扎加耶夫斯
基甚至担心，现在波兰还有机制保证个人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仍然存在，但
是慢慢地，这个国家的本质却在发生变化。 A 斯特凡·斯维德（Stefan Szwed）
也认为，法律与公正党的保守主义政府使波兰蒙羞，在好不容易战胜了欧洲的
东—西之分，而被划入令人尊重的北欧一部分之后，波兰又由于亲普京而重新
被划到了东方。波兰人想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如何兑现一个民主政
体，现在都成为一个问题。许多波兰人投票支持法律与公正党，是因为他们受
到强调社会正义的竞选纲领的影响，或者因为他们对公民纲领党（PO）的丑
闻感到厌恶，与此同时，政治市场上提供的选择却极为有限，以至于守护正义
是伴随着超—保守的社会价值观而来的。斯特凡·斯维德认为，在波兰获得自
由超过 25 年后，现在正在面临着关于民主资格的一次真正的检验。 B
匈牙利学者嘎波·霍尔莫伊（Gábor Halmai）则指出，欧尔班政府阻碍
了匈牙利自由民主的进程。他认为，匈牙利青民盟（Fidesz）的宪法反革命
A Adam Zagajewski，
“The closing of an open society”
，in Eurozine ,2016-03-01.
B Stefan Szwed，
“The curious case of Poland’ s political self-harm”
，in Eurozine , 2016-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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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tional counter-revolution）倒转了匈牙利在 1989 年开始的民主化进程。
1989 年圆桌会议之后开启的宪法改革并未成功，到 2010 年，多数选民不仅对
政府不满，而且对转型不满。2010 年选举获胜的青民盟则直接反对所有精英，
包括那些设计了 1989 年宪法体系的精英。自青民盟执政以来，匈牙利宪法法
院的权力其实被剥夺了，2011 年的基本法取消了议会权力的制度共识与制约
的所有可能性，普通司法和宪法法院的独立性都被取消了，匈牙利也滑向了非
自由主义的民主。究其原因，嘎波·霍尔莫伊认为还是因为经济发展乏力和社
会融合处于低水平。 A

（二）自由主义共识的死亡
波兰学者帕维尔·马捷斯基（Pawel Marczewski）认为，自由主义的共识
在中东欧已经死亡了。在 1989—2004 年间，加入北约和欧盟是主要的政治目
标，东欧国家普遍接受一种“自由主义的共识”
。当时，尽管有些人可能并不
是自由主义者，但他们也支持“自由主义的共识”
，不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渐进
的价值观，而是因为他们希望中东欧国家能被看作西欧的稳定的伙伴。事实
上，1989 年之后，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因为和平的体制变化而受到
赞扬，尤其是在南斯拉夫战争爆发之后。但是，
“自由主义的共识”的主要目
标实现之后，国内被压制的政治声音便表达出来，当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在
2005 年获得了第一次选举胜利时，保加利亚学者伊万·克拉斯特夫就将之称
作“自由主义共识的奇怪死亡”
。一旦不再需要自由主义的共识，那么公民参
与和政治游行便取而代之。问题在于，公民所表达的需求和价值观并不必然符
合进步自由主义。其中，年轻的抗议者不仅高度怀疑官方的政治机构，而且怀
疑媒体，认为他们只知道捍卫他们自己狭隘的利益。而且，尽管抗议者普遍不
愿意做出任何政治宣言，但很多抗议者队伍都有极右组织加入。帕维尔·马捷
斯基的言外之意显然是，这些极右组织是有自己的政治目的的，他们可以利用
抗议者的势力。
帕维尔·马捷斯基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法律与公正党的获胜只是源自于
不民主的共产主义体制的遗产，相反，应该严肃对待以下事实，即在年龄介于
19—29 岁之间的年轻选民中，超过 60% 的人投了右翼和极右翼政党的票。这

A Gábor Halmai，
“The decline of liberal democracy in Europe’s midst”
，in Eurozine , 2016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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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中，最年长的出生于 1986 年，在铁幕倒下后的时代长大，他们没有在不
民主的共产主义体制下生活的体验，但他们却有强烈的感受，觉得在政治上
不存在，在经济上被边缘化。有分析认为，这些年轻选民的政治倾向是不稳
定的，但是帕维尔·马捷斯基却认为，如果这些年轻选民真的怀疑当权机构，
而被民族主义观念所吸引，那么就应该质疑，政治精英关于进步自由主义的
承诺是否在年轻人中产生了实质性的共鸣。更为重要的是，年轻波兰人转向
更加激进的政治，这可能是更广泛的国际趋势的一部分。帕维尔·马捷斯基
引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研究，即大西洋两岸均出现了
有趣的选举模式，年轻人正以不同于前辈的方式进行投票。这种分裂不那么
基于收入、教育或性别，而是因为年轻人有着不同的生活。他们的过去不同，
因此他们对未来的期待也不同。其中，社会不公正、巨大的不平等，以及对
精英的不信任，共同塑造了年轻人对未来的期待。由此观之，年轻波兰人的
政治选择并不是中东欧未能成功地创造一个可持续的自由主义共识的结果，
而是对全球民主的一个警示。 A

（三）民粹主义与自由民主的冲突与交织
波兰学者马图斯·佛科斯基（Mateusz Falkowski）指出，在欧洲，尤其是
近几年的波兰和匈牙利出现了议会政治日益与街头抗议政治交织在一起的现
象，这也体现了民粹主义与自由民主冲突与交织的新形式。
马图斯·佛科斯基分析，作为公民，我们有两种方式来影响当权者，一
种是体制的方式，另一种是非体制的方式。体制的方式包括参与选举和公投，
或者参与政党和社会组织。非体制的方式则通过抗议和社会运动来表达对政府
政策的不满。1989 年之后的最初十年，波兰社会还积极参与街头抗议和游行，
但是之后这种热情便下降了。但在过去几年，波兰又目睹了
“抗议的公民社会”
的复归。例如反对降低入学年龄、反对斯摩棱斯克总统飞机失事、女性主义的
抗议活动，等等。参与游行不仅是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一种交流形式，即不仅是
对政府政策的一种回应，也是政府与其（潜在的或明确的）选民之间的一种沟
通方式。近年来，游行变得制度化，越来越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组织努力将其
支持者的愤怒和支持疏导到这种特殊的行动方式中。议会政治越来越强地和街
头抗议政治交织在一起。通过街头抗议动员支持者并不限于反对党、执政党，

A Pawel Marczewski，
“Poland’ s turn to the Right”
，in Eurozine , 2016-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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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匈牙利的青民盟、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都在寻求同样的战略。在波兰和匈
牙利正在上演两种表达民主方式的冲突，一种更加民粹主义，另一种则更加自
由主义。与此同时，二者又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A

（四）
“迷人的民主西方”的祛魅 B
克罗地亚学者杜布拉夫卡·伍格勒斯琪（Dubravka Ugrešic）说，自柏林墙
倒塌之后，东方和西方之间并没有展开真正的对话，两边之间的复杂关系转化
成了权力、偏见和幻觉等问题，以前“迷人的民主西方”不再有吸引力。在过
去 25 年，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以前南斯拉夫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
“南斯拉夫主义”和“铁托主义”时期，南斯拉夫人的生活过得更好。但自 1991
年南斯拉夫解体以来，充斥着争吵、民族主义和仇恨，人们也并没有比以前更
加富裕。克罗地亚有 420 万人，大约 40 万人没有工作，120 万人退休，巴尔干
国家的教育体系、医疗体系都变得更加糟糕，工人的权利几乎不存在，吃的只
是廉价的甘蓝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说人们现在更富裕了。更甚者，日
益增长的压抑感不完全由贫穷所致，还包括之前价值体系的崩溃，而所谓的民
主则使烂人上台掌权。几乎在所有巴尔干国家，媒体只负责使人们在政治上无
知、消极、害怕和愚蠢，严肃的公共论坛的缺乏则导致民主思想的缺乏。
过去 25 年给东欧带来了什么？杜布拉夫卡·伍格勒斯琪认为，不论有
没有战争，后共产主义的转型都像是组织完好的大窃取。在所谓的私有化时
期，共产主义的财产被那些有权力的人所攫取，而这些大窃贼却受到教会的
祝福。政治领导人为这种窃取创造出了意识形态的辩护。克罗地亚 1991 年获
得独立，当权者已经花了 25 年的时间来说服普通百姓他们曾经而且仍然是对
的，其方法就是不断重复共产主义压制和铁托独裁与剥削的故事。如今，为了
尊重欧洲民主的“高标准”
，东欧人不仅目睹而且容忍着某种法西斯主义的复
活。这种变化不仅出现在巴尔干，而且也出现在中欧其他国家，例如匈牙利、
斯洛伐克甚至波兰。在 1989 年的波兰，人们情愿牺牲很多东西来变成像西欧
那样的国家，但是现在这种西欧幻觉已经消失。东欧人努力被西欧所接受，但
是西欧人对这些欧盟新成员国的看法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例如，以杜布
拉夫卡·伍格勒斯琪所居住的荷兰为例，克罗地亚对于荷兰人来说，除了旅游

A Mateusz Falkowski，
“Marching democracy”
，in Eurozine ,2016-04-28.
B Lukasz Pawlowski，Dubravka Ugrešic，
“The great theft”
，in Eurozine ，2016-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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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之外，根本就不存在。对于普通西方人而言，没有什么观念的改变。普
通的荷兰百姓认为罗马尼亚人只不过是街头手风琴艺人，保加利亚人只不过是
佣人、打扫公寓的人。与此同时，这些街头手风琴艺人和佣人对荷兰问题也漠
不关心，他们觉得柏林墙倒塌之后，他们变成了受害者。他们只不过将荷兰看
作赚钱的好地方。这种漠不关心在柏林墙倒塌之初存在，现在仍然存在。事实
上，共产主义时期或战争时期的巴尔干更能引起西欧的兴趣。现在，将东西欧
人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作为共同遗产的欧洲文化，而毋宁是金钱。对于这些处
于权力结构之外的其余人而言，恐怕是由恐惧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拥有共同的
对贫穷的恐惧，对移民的恐惧。
尽管如此，杜布拉夫卡·伍格勒斯琪并不认为会有大的变革发生，也不
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因为当权者会努力维持现状，对于普通人而言，恐
惧也会阻止他们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所以人们只会去解决一些小问题，进行一
些修修补补。然而，她仍然认为，欧洲人应该开始建构一套共同的价值观。
由此可见，中东欧学者对自由民主的态度是复杂的，从中我们可以归纳
出以下三个特征：首先，由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经历，害怕回到过去的心理
使很多中东欧学者希望保持并巩固自由民主。其次，移民危机所激发的民族保
守主义使自由民主受到威胁，一方面是由于中东欧国内保守主义政党上台，推
行非自由民主的政党策略；另一方面也由于西欧也开始变得日趋保守。最后，
自由民主受到威胁并不简单地归于外在原因，也与自由民主制度自身出现问题
有关，尤其体现在曾经作为东欧榜样的西欧自身也开始陷入困境。过去 20 多
年的东西欧融合并不成功，这也促使许多中东欧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他们曾经的
榜样，结果却是“迷人的民主西方”不再有吸引力。世界本来复杂，而此次难
民危机则更加激发了这种复杂性，使曾经以自由民主且富裕安宁为标志的西欧
也陷入了困境。在这种情境下，已有的任何一种单一性的价值观或制度都将是
不充分的，历史需要新的理论突破，实践正在催生新的理论，这种新的理论必
将是多元的。

四、国际关系中的政治与价值思考
分析 2016 年中东欧思想状况，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Donald Trump）
当选是两个无法回避的大事件，同时，由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逐渐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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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形成影响，所以在整个国际关系变迁的大背景下，也开始有学者关注中国正
在和将要扮演的角色。

（一）英国脱欧带来的担忧 A
波兰杂志 Res Publica Nowa 的编辑马茨耶·库兹姆斯基（Maciej Kuziemski）说，波兰的意见领袖很少就任何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他们却一致认为
英国的脱欧是最坏的情况，它预示了一个不确定时代的来临以及国际秩序的衰
退。不论公投的最终结果如何，这次公投已经是一个不仅改变欧盟未来的游
戏，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改变协商民主未来的游戏：政客、民意调查公司、媒
体，都失败了，让步于民粹主义和非理性。
罗马尼亚杂志 Dilema veche 的主编斯维拉·沃尼斯库（Sever Voinescu）说，
英国脱欧公投对罗马尼亚来说是一个很令人震惊的事情，几乎所有的罗马尼亚
人都期待一个积极的结果。对于亲欧洲立场的罗马尼亚人而言，英国的脱欧带
来了很多忧虑。首先，一个虚弱的欧洲将会为罗马尼亚国内的腐败和持老派共
产主义态度的政治领导人提供良好的环境。斯维拉·沃尼斯库认为，罗马尼亚
以欧洲为榜样的转型还未完成，而已经完成的实质性进步还不是不可逆转的。
他们仍然需要在罗马尼亚看到有力的欧盟转型力量，否则就没有理由保持乐
观。其次，斯维拉·沃尼斯库担心没有英国的欧盟将更容易靠近俄罗斯，而这
对于罗马尼亚而言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这将会使罗马尼亚这些国家缺乏安全
和稳定。
波兰杂志 New Eastern Europe 的主编亚当·赖卡特（Adam Reichardt）说，
英国脱欧之后，波兰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有将近 100 万的波兰人生活和工作
在英国，他们的前途会如何？他们会被强制遣返吗？如果是这样，那会对波兰
的经济和就业带来什么影响？还有一个担心便是生活在英国的波兰人所面临的
仇视是否会增加。另外，波兰以东，并且表达了加入欧洲意愿的国家，例如乌
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担心英国脱欧将会彻底关闭欧盟东扩的大门。当
几百万想要加入欧盟的东欧人倍感失望时，甚至可能向普京及其欧亚经济联盟
计划敞开大门。
从中东欧学者对英国脱欧的反应来看，他们仍然希望维持一个强大的欧

A “After Brexit: Shock and disbelief，How the UK referendum result is being received across
Europe”
，in Eurozine ,2016-06-27.

206

盟，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地缘政治的考虑，很多中东欧人仍然认为
强大的欧盟有利于中东欧的安全；二是经济发展的考虑，有英国在的欧盟可能
更有利于欧盟经济的发展，而作为欧洲较为落后的地区，中东欧仍然需要来自
欧盟的支持；三是民主政治的考虑，尽管英国脱欧并不必然导致中东欧国家放
弃民主政治，但是却有学者担心被削弱后的欧盟将无力顾及中东欧国内反自由
民主力量的崛起。尽管中东欧国家的发展情况各异，但作为发展最好的国家之
一的波兰，和发展最不好的国家之一的罗马尼亚，都具有同样的担忧，可见中
东欧国家对欧盟的心理期许仍然是很强大的。

（二）特朗普当选对中东欧的影响
特朗普的当选，同样也撩拨了中东欧人的神经。在移民危机所带来的东
西方的隔阂加深，国内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泛滥的情境下，中东欧学者是
如何看待特朗普的当选的呢？
诺拉·迪沃策格（Nora Diószegi）和科托什·梅策（Ketts Mérce）分析了
匈牙利的反应。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是最早（甚至早于普京）祝贺特朗普获胜的
人之一，几分钟后，匈牙利外交部长也表示祝贺。据分析者说，通过正式站在
特朗普一边，欧尔班可能被给予“完全的行动自由”
（free rein）
，而特朗普的
获胜也可能结束华盛顿对匈牙利政府决策的批评。让·布里切克（Jan Blíek）
分析了捷克的反应。特朗普获胜之初，捷克政治代表们主要担心特朗普的当权
会影响北约内部的军事合作。例如捷克现任财政部长安德烈·巴比什（Andrej
Babiš）对特朗普的当选表示怀疑。但是特朗普的竞选讲话使其冷静下来。重
要的是，安德烈·巴比什在很多问题上都赞成特朗普，例如在美国和墨西哥边
境建围墙、特朗普强硬的反移民政治以及降低税收。安德烈·巴比什希望特
朗普能够在移民危机上支援欧洲。捷克总统泽曼（Zeman）因为相似的理由支
持特朗普。阿丽娜·克勒穆帕斯卡（Alena Krempaská）分析了斯洛伐克的反
应，认为斯洛伐克的反应并不多但斯洛伐克的反对党民粹主义者对其结果很高
兴，并表示祝贺，主流政党则谨慎表态。米斯拉夫·马拉诺维奇（Mislav Mar分析了克罗地亚的反应。克罗地亚新总理及其内阁成员对特朗普的当选
janovi）
表示祝贺，但克罗地亚大多数政治评论员则强调克林顿更有利于克罗地亚的外
交政治。以民粹主义言论著称的萨格勒布（Zagreb）市长对特朗普的当选表示
公开支持。亚当·奥斯托斯基（Adam Ostolski）分析了波兰的反应，即波兰考
虑的是一些军事方面的变化，但从更大的视域来看，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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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治危机的扩大，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们有一个共同特性，即资本主义现
有形式的合法性危机。旧的资本主义形式已经死亡或即将死亡，而新的还未诞
生。我们必须以新的、富有生机和创造性的方式来学习如何应用旧的概念，例
如左派、建制或民粹主义。这才是今天最有意思也最困难的任务。 A
可见，根据中东欧学者的分析，对特朗普当选表示欢迎的往往自身也持
有保守的民族主义政治倾向，但从更大的视域来看，正如波兰学者亚当·奥斯
托斯基的分析所指出的，特朗普的当选、英国脱欧和法国政治危机，或许也包
括中东欧的反应，应该放在一起来观察，它们共同体现了资本主义现有形式的
合法性危机，而新的资本主义形式和新的理论还未诞生。

（三）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新角色
过去数年，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积极作为，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将
中国与中亚、欧洲相连，成为俄罗斯和欧盟之外的另一支力量，逐渐对东欧形
成影响，这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
“波兰东方政策”会议（conference on Polish Eastern Policy）项目主任亚
当·巴尔采（Adam Balcer）认为，如果欧盟想要在全球事务中保持影响力，
就必须积极应对新的丝绸之路（new Silk Road）
，必须超越俄罗斯和苏联来看
待欧亚大陆，形成主要与中国、土耳其和伊朗相关的东方政策。亚当·巴尔采
指出，在 2013 年就很明显了，即后苏联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模式开始下
滑。此次经济危机从那时开始影响俄罗斯和前苏联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在俄
罗斯的影响逐渐扩大到整个后苏联地区，尤其是中亚。中国在中亚扩大影响的
主要工具便是“新丝绸之路”计划。新丝绸之路的概念是用交通走廊连接中国
和欧盟，这是交通网络，例如铁路（包括高铁）和公路，也是更强大的能源基
础设施和通讯网络的建设或现代化。新丝绸之路取消了旧的后苏联范式。新丝
绸之路不仅有其政治和经济的背景，而且从文化和历史角度来看也很重要。新
丝绸之路的规划植根于中亚，并和大草原文化紧密相关。在这个意义上，在中
亚大陆，俄罗斯是新来者。而在历史上，中国则早与中亚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例如元朝的忽必烈时期。通过新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亚建立起了密切的经济往
来，中国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影响也日益扩大，而俄罗斯经济条件的恶化将为中

A “What does Trump’ s victory mean for East-Central Europe?”in Krytyka Polityczna , November 1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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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司和资金在中亚、高加索和东欧提供更多的空间。 A
对于目前的中东欧而言，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仍然是英国、欧盟和美国，
以及由于地缘政治而对其产生影响的俄罗斯，但随着欧洲经济的下滑和难民危
机的冲击，资本主义原有的结构性矛盾将越来越突出，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将
越来越显示出不一样的力量。不过从目前来看，中东欧国家对中国的关注还处
于起步阶段，关注的领域也主要是经济方面，至于政治与文化方面的影响，可
能会随着欧洲局势进一步变化而在未来数年引起中东欧的关注。
2016 年是不平静的一年，而且可以预见这种不平静在未来数年仍会延续。
自 1989 年之后，中东欧逐渐淡出了理论家的视野，而这一地区的主要任务也
是向西方看齐，努力成为欧盟的合格成员。然而，20 多年的融合并不成功，
加之此次难民危机的影响，中东欧再次思考与西方的关系，思考曾经的社会主
义遗产。这种新的反思也必然会对左翼理论产生影响，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
我们将继续关注。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A Adam Balcer，
“A new Eurasian paradigm”
，in Eurozine ,2016-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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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利军

面对 2017 年《资本论》出版 150 周年和 2018 年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1）日本
2016 年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非常活跃。最为突出的两个事件就是：
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学会，即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学会召开了以《资本论》为主
题的大会，设立了 18 个分会场，与会学者上百名；
（2）一桥大学的岩佐茂和
平子友长于 2016 年 2 月创办了“日本马克思研究会”
（marx society of japan）
，
为研究马克思的基础理论和哲学思想提供自由交流的平台，是日本屈指可数的
以“马克思”为专门研究对象的重要学会。
与此同时，日本左派对安倍经济学的批评仍在继续。日本的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者尽管都明确反对安倍政权，但对安倍经济学的“异次元货币宽松”政
策的态度并不一致。特别是当下欧洲的反紧缩主义日益高涨，也给日本国内带
来一定的冲击。如何赋予马克思金融理论的当代内涵、从理论上把握资本主义
的发展现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另外，日本马克
思主义哲学领域的两个领军人物——柄谷行人和内田弘分别发表长篇文章《D
的研究》
、
《
〈资本论〉与〈纯粹理性批判〉——马克思对康德哲学的吸收》
，两
篇文章从不同角度着手，不约而同地推进了马克思和康德的理论传承关系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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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资本论》及其相关研究
（一）从《资本论》读书会到日本马克思研究会
2016 年 2 月，日本马克思研究会正式成立。马克思研究会的前身是十年
前一桥大学的岩佐茂创办的“
《资本论》读书会”
（经典阅读）
。从 2013 年开
始，读书会定期开展研讨会，为学会的真正设立做准备。截至 2016 年底，已
经进行了《资本论》读书会共 157 回，定例研讨会 16 回。研究会的主要活动
包括每年一次年度大会、每年三次定例研讨会和发行年度集刊，本年度的研究
成果发表于《NYX3》的特辑《从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
。马克思研究会和侧
重政治经济学的经济理论学会不同，其特点是以 MEGA 的最新文献为依据推
进马克思思想研究。马克思经济学学者久留间鲛造的生前作品《马克思经济学
词典》
、日本 MEGA 编辑委员会进行的 MEGA 编辑以及同国外 MEGA 研究专
家们的广泛交流，共同构成了支撑马克思研究会顺利发展的坚实后盾。

（二）
《资本论》与 MEGA2 编辑出版
日本 MEGA2 编辑委员会自从 1998 年正式加入新 MEGA 编辑工作，已经
取得多项进展。2005 年 11 月，MEGA2 第 2 部分第 12 卷收录《资本论》第 2
卷的恩格斯编辑原稿，此为日本 MEGA 编委会的第一阶段成果；2008 年，大
谷祯之介与国外学者共同编辑的第 2 部分第 11 卷和 MEGA 编委会其他成员编
辑的第 2 部分第 13 卷同时出版，此为第二阶段成果；2012 年，第 2 部分第 4
卷第 3 分册即 1863—1867 年间马克思准备《资本论》第 2 卷和第 3 卷的草稿
内容公开发表，此为第三阶段成果。至此，从 1976 年开始的 MEGA2 第 2 部
分共 15 卷 23 分册的编辑内容全部完结，日本学者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
MEGA2 第 2 部分即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的编辑完成以后，MEGA2 编辑
的工作重心向第 3 部分（书信）
、第 4 部分（摘要笔记）转移。其中，由于
MEGA1 未曾收录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摘要笔记，因此，第 4 部分的编辑整理
就显得尤为重要。日本 MEGA 编委会承担第 4 部分的编辑任务包括第 17 卷
（1863 年 5—6 月的马克思摘要笔记）
、第 18 卷（1864 年 2 月—1868 年 9 月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摘要笔记）
、第 19 卷（1868 年 9 月—1869 年 9 月的马克思
摘要笔记）
。1863—1869 年间，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全三卷的最初草稿，
继而发行了《资本论》第 1 卷，写作了第 2 卷的第 2 稿，可以说是《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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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国际 MEGA 编委会把这一阶段的摘要笔记的整理工
作交给日本，足以说明对日本学者研究能力的高度肯定。
2016 年度日本 MEGA 编委会的工作进展情况是，第 4 部分第 18 卷的印
刷原稿基本完成，东北组负责的第 4 部分第 14 卷
（1857 年 10 月—1858 年 2 月，
以马克思摘录 1857 年经济危机的相关报纸为主题）预计在明年公开发表。此
外，编委会推选平子友长为新一任代表，并以马克思研究会的青年会员为核心
培养后继力量。
另外，本年度日本 MEGA2 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日本马克思经济
学家、日本 MEGA 编委会的首任代表大谷祯之介的著作《马克思的生息资本
《马克思的生息资本论》共 2014 页，凝结了大谷
论》A（共 4 卷）的公开发表。
耗时 20 余年研究《资本论》第 3 卷第 5 篇的全部思想心得。特别要提到的是，
书籍的中间部分介绍了马克思手稿的翻译问题以及手稿和恩格斯版的不同之
处。大谷祯之介指出，这部分内容采用的表记方法是自创的，查阅马克思的手
稿页数非常高效。正文、随记、摘要的区分一目了然，比 MEGA 更加清晰地
再现了马克思手稿。而对马恩版手稿作出区分，对于根据恩格斯版本去研究手
稿的学者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也就是说，学者们往往根据恩格斯版《资
本论》
第 3 卷第 5 篇去研究马克思的信用论，并且，把标题为
“信用和虚拟资本”
的恩格斯版第 3 卷第 25 章理解成第 25—35 章的总论，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的主流观点。这种理解造成的结果是，过于重视第 25 章，并把第 25—35 章解
读成信用制度论亦即银行制度论。但是，
《马克思的生息资本论》把第 25 章和
第 27 章理解为概论，从根本上批判第 25—35 章都是信用制度论的思考方式。
根据小西一雄的整理 B ，大谷祯之介的具体观点是：第一，马克思经济学圈一
直争论的信用制度和银行信用论问题，马克思在恩格斯版《资本论》第 3 卷第
25—35 章部分中并不想讨论。第二，马克思在恩格斯版第 25—27 章部分中关
于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论述，只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的特征
所必要的少数几点”C 。第三，马克思最想讨论的是恩格斯版第 28 章以后的内

A 大谷禎之介：
『マルクスの利子生み資本論』
、桜井書店、2016 年。
B 参考小西一雄：
「大谷禎之介著『マルクスの利子生み資本論』全 4 巻を読む」
、
『経
2016 年；
済 254 号』
、新日本出版社、
「資本主義の「金融化」と『資本論』草稿研究」
、
『ニュクス３号』
、堀之内出版、2016 年。
C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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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即草稿的（1）银行学派部分；
（2）银行资本的构成部分、
“货币请求权的
堆积”
（3）货币资本积累和现实资本积累部分。其中特别重视（3）
；
。此外，
《马
克思的生息资本论》的副标题分别是第 1 卷“生息资本”
、第 2 卷“信用制度
概论”
、第 3、
“信用制度下的生息资本”
，这些标题分别照应了恩格斯版
《资
4卷
本论》第 3 卷第一草稿的主要内容，即恩格斯版《资本论》第 3 卷第 21—24
章论述的是“生息资本”
、第 25—27 章论述的是“信用制度概论”
、第 28—35
章以前文为基础，论述了“信用制度下的生息资本”
。在此基础上，大谷祯之
介最终得出结论：
“信用制度下的生息资本”是有别于货币资本 geldkapital 的
moneyed capital 论，这才是马克思的真实用意。以往对信用制度和银行信用的
研究由于受到恩格斯版的误导，未能理解“货币资本积累和现实资本积累”的
正确含义。

（三）
《资本论》和生态学
近年来，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2016 年，日本马克思研究会的成员发表合著《马克思和生态学》A ，可谓是日
本马克思主义在该领域的最新力作。作品在标题上和内容上有意地呼应清华大
学韩立新教授的《生态学和马克思》并作出区分。和侧重早期马克思思想的《生
态学和马克思》不同，
《马克思和生态学》以马克思晚期的经济学批判为主题，
批判在资本逻辑主导经济生活的当下，物质代谢被扰乱、分裂，进而环境和人
的健康状况遭到破坏的事态。该合著一经出版，在日本学界反响很大。不仅有
哲学、法学、经济学、经营学等多领域的学者发表书评 B ，9 月，著名的环境
经济学家寺西俊一、大森正之还为此专门举办了评论会。
全书由四章构成。第一章“马克思和生态学”的主题是回归经典阅读马
克思的生态学。论文《马克思生态学的意义和射程》从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代
谢及扰乱的视角考察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生活逻辑重视正常的物质代谢，而
资本逻辑扰乱物质代谢，工业化进一步被异化，进而必然破坏环境和人的健
康。然而，从两种逻辑的抗争中会产生基于生活逻辑的、出于“社会性考量”
的环保系统。作者认为，
“社会性考量”也属于马克思的思考范畴，被异化了

A 岩佐茂など ：
『マルクスとエコロジーーー資本主義批判としての物質代謝論』
、堀
之内出版、2016 年。
B 《周刊评论人》评者：松本润一郎、
《周刊评论人》评者：涩谷谦次郎、
《图书报》评者：
山口拓美、
《季论 21》评者：浅川雅巳、
《市民的科学》评者：荻原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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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业化的扬弃路径，应该到马克思的农业思想和“农业和工业的新的、更高
层次的综合、结合”观点中寻找答案。论文《马克思和自然的普遍的物质代谢
的断裂》的作者是美国社会学家 J.B. 福斯特，他一方面反驳以往左派对其代
表作品《马克思的生态学》的质疑，另一方面进一步阐述了物质代谢论、辩证
法和唯物主义的关系以及物质代谢论的当代意义。马克思的物质代谢龟裂论绝
非过时，当下整个地球系统的“大龟裂”正是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和自然之
间的物质代谢被彻底破坏的结果。论文《马克思关于人的可持续发展的设想》
主要论述马克思是如何设想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的。马克思重视资本主义社
会中包含自然在内的劳动对象条件的异化形式，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劳动者
的完全脱商品化和新的共同所有，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设想的相关概念大多包
含了人的可持续发展这个生态学观点。
第二章“经济学批判和生态学”包括三篇文章，主要论述马克思的经济
《经济学批判体系下的物质代谢论的意
学批判是如何具体展开生态学观点的。
义》认为，以往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的研究者们很少关注物质代谢概念，
因为他们更关心经济形式规定的方式或承担者，而把作为素材的物质代谢的世
界视为不证自明的前提。但是，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核心首先是物像的经济形
式规定和素材世界的物质代谢的结合。因此必须重审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中物
质代谢概念的价值。
《资本的弹性和生态危机》一文从素材维度和价值维度的
对立论述资本的弹性。所谓资本的弹性，指的是劳动力、机械设备、自然等素
材维度对资本的影响幅度，它通过节约可变资本、不变资本或提高剩余价值等
形式表现为价值维度。认识素材维度的弹性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资源的合理有
效利用，同时也会加剧资本积累以及由此导致的素材的过度使用。人和自然通
过自我修复能力尽可能给资本的价值增殖减少阻碍，在这个过程中生态危机进
一步加深了。
《何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然的无偿性”？
》一文着眼于马克
思文本中鲜有人涉及的“无偿的自然力”概念，论述了“无偿性”和在马克思
的资本主义批判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物像化、形式规定等概念的关系及意义。并
进一步明确了“无偿性”在马克思的生态学视角下，与资本主义批判的关系和
位置。资本非但没有忽视自然，而是以“自然的无偿性”为中介积极地介入自
然，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物质代谢的扰乱。
第三章“MEGA2 和生态学”主要从 MEGA2 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发掘马克
思的生态学思想。论文《
〈弗腊斯摘要〉和“物质代谢论”的新射程》刻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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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作为“生态学思想家”的马克思画
像。作者认为，马克思在 1868 年初阅读了同时代的德国农学家卡尔·弗腊斯
的作品并做了笔记，这表明《资本论》第 1 卷第 1 版刊行以后，马克思的生态
学思想进一步深化，并且投入到真正的自然科学研究当中。
《马克思和发达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社会物质代谢的持续破坏》一文从尚未出版的马克思的众
多摘要笔记中挖掘生态学思想。文章指出，尽管马克思在 1868 年以后对自然
科学研究的涉猎范围十分广泛，但是结合当时围绕自然资源有限性展开的数次
争论，可以推测，比起“资本主义的占有原则”和“利润率的倾向向下规律”
，
晚年的马克思更关心生态学问题。
第四章“当代生态危机和马克思”把马克思的生态学观点运用到当今的
生态问题上。文章《马克思〈资本论〉的技术论的射程》指出，日本“3·11”
大地震以后，马克思经济学家们对物质代谢论的关注明显增多，但是，随之兴
起的“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论的理论基础尚不充分。阅读马克思经济学批判中
的技术论，就会认识到，原子能技术的彻底改造，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引起的
技术学无休止地“合理化”生产过程的结果。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
和 21 世纪的粮食危机》一文分析 21 世纪的粮食危机，从理论和实证上驳斥了
批判马克思思想的“过少生产说”
。文章认为，
“过少生产说”注重的是“自然
的稀少性”
、
“自然的占有”以及自然是如何限制资本积累的。然而，
《资本论》
中的马克思的生态学批判囊括了价值和使用价值之矛盾的多重性，单一的“过
少生产说”无法解释 21 世纪复杂的粮食危机和经济危机。

二、马克思经济学和安倍经济学评价：马克思金融
理论的现实意义
2016 年 11 月，安倍晋三的经济顾问、安倍经济学第一支箭 A“货币宽松”
的政策提倡者滨田宏一接受日本经济新闻报采访时表示，自己曾经主张“通货
紧缩是通货供给量过少引起的金融现象”
，但现在的想法已经发生改变。采访
一经报道，在日本引起广泛的关注。许多人认为，滨田宏一的采访表明他主动

A 安倍政府上台后为重振日本经济实施的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即货币宽松、积
极财政和结构改革，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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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了安倍经济学是错误的。尽管日本马克思经济学者们尚未来得及对这一事
态作出回应，但是考虑到安倍政府实施“异次元货币宽松”政策以后，学者们
的态度出现分化，各执一词，因此，这篇报道应该会给日本的马克思经济学领
域带来一定的冲击。从马克思金融理论的现实意义上看，学者们对安倍经济学
的立场大致分为三种。
第一种立场对安倍经济学持支持态度，代表人物是松尾匡。今年，松尾
匡发表了《这项经济政策能拯救民主主义：战胜安倍政权的提案》
、
《日本在野
党无法取胜为哪般？反紧缩时代的世界性标语》等作品，在明确反对安倍政权
的同时，呼吁日本左派应当支持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箭和第二支箭，即“日本
银行提供大量资金，以供政府进行公共支出”
。松尾匡强调，
“货币宽松和政府
支出的结合”和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西班牙的 PODEMOS 党、希腊的激进
左翼联盟、欧洲的 ETUC、美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等全球标准的左派政
策是一致的。8 月，松尾匡联合其他经济学家成立了“每个人的经济政策研究
会”
，该协会对引起全球贫富差距的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和相对温和的中间政
策提出质疑，主张效仿欧洲的左派潮流，呼吁政府由一定的国家干预体制转变
为“基准政府”和大量公共支出的“大政府”
。另外，松尾匡还提议，经济效
果和费用要透明化、数字化，以此打消民众对经济萧条的担忧，从向战争“暴
走”的安倍政府手中夺回政权。松尾匡的观点在日本左派运动（主要指除日本
共产党以外的左派）中占据一定的影响力。
第二种立场与松尾匡对安倍经济学的评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共产
党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态度。2016 年，他们公开发表的主要作品
有共产党机关刊物《经济》2 月刊特辑《如何看 2016 年的日本经济》
、6 月
刊特辑《安倍经济学：破绽与转变》以及专著《安倍经济学的崩溃》
、
《异次
元货币宽松缘何失策》等。这些作品从安倍经济学的“涓滴”政策、消费税
增加税、
“异次元货币宽松”政策等方面，总结了安倍经济学扩大贫富差距、
加深经济萧条的负面影响；还从金融政策的基础理论、日本央行相关人员的
口述、国际金融政策等角度全面批判了“异次元货币宽松”政策（主要指日
本央行未能如期实现通胀 2% 的目标）失败的危害。其中，代表人物之一的
建部正义把现代日本经济归纳为“三重苦”结构，即财政危机引发金融危机、
进而导致实体经济的停滞、最终又加深财政危机。他还指出，当下金融资本
的本质是赌场（casino）型金融资本，收益来源严重向非生产层面的金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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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倾斜。这会导致 21 世纪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时，发达国家中财政政策和金
融政策发挥作用的余地十分有限。此外，中央银行推行的金融政策不同于向
公共事业支出的财政政策，它无法直接创造企业的投资需要和个人的消费需
要。日本共产党内的马克思经济学家们还认为，日本当前通货紧缩的原因是
工资控制制度，因此仅凭中央银行制定通货膨胀目标是无法解决通货紧缩
的。解决的途径应该是，修改个人所得税和法人税，强化富裕阶层的课税，
解决大企业的留存盈余问题，创造促进个人消费的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增长
模式。
第三种立场的代表人物是小西一雄，他对“异次元货币宽松”政策的
态度和日本共产党人相似，但在解读方法上却独辟蹊径，通过研究马克思的
“过期”的
MEGA 手稿展开自己的理论。2016 年，小西一雄发表的论文包括《
日本资本主义》
、
《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金融化”
》
、
《资本主义的“金融化”
、其
结构和意义》
。这些文章延续了其代表作品《资本主义的成熟与转换：现代的
“金融化”不是金融宽松政策的产物，其根源是
信用和恐慌》A 中的主要观点，
现实资本积累停滞导致的货币的积累。另外，必须在和业已成熟的日本实体经
济的关系中去理解管理通货制度下的货币宽松政策和银行信用的膨胀问题。总
之，小西一雄和以松尾匡为首的通货复涨派不同，他把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原
因归结为实体经济中设备型投资的结构性减退，而非货币宽松政策的半途而
废。他强调，特别是当前的日本经济，引领经济繁荣的主导产业和新兴市场早
已不复存在，国内市场完全成熟了。具体说来，国内的三大产业即汽车、电机
等输出产业和依赖公共事业的建筑产业构成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经济增长
结构，然而到了 90 年代初期，以经济泡沫的崩溃为界，这种结构发生了改变。
小泉纯一郎推行的结构改革，特别是管制放松政策又进一步加速了国内市场的
冷清，大型企业增收无望，便通过降低工资、削减社会保障等手段维持收益，
致使国民生活更加恶化。但是，面对新自由主义的涓滴政策，小西一雄的对策
与第二种立场不同，他否定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经济模式，提倡以服务行
业的“体面工作”
（decent work）为核心的温和的“稳定收益”原则。他强调，
这种原则并非把管制经济活动的权力交给市场，而是使市场相对化，表现了马
克思的联合论思想。

A 小西一雄：
『資本主義の成熟と転換：現代の信用と恐慌』、桜井書店、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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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宇野经济学派的集大成
2016 年可谓是宇野经济学派的丰收年。首先，宇野经济学派所在的马克
思经济学现代课题研究会（SGCIME）公开出版《全球资本主义和阶段论》A 。
该书的出版标志着研究会历经十余年共同著作的“马克思经济学的当代课题”
系列丛书（共 10 册）全部完成。其次，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宇野宏藏的接
班人伊藤诚发表新作《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和现代世界》B 。两部作品的共同意
识是，都效仿宇野宏藏的方法论，把阐明资本主义历史性理论根据的
《资本论》
提纯为经济学上的原理论，进而把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和世界市场的变化把握
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历史性的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分析“一战”以后的世界经
济和日本资本主义的现状，考察现代社会的危机。
马克思经济学现代课题研究会的主题是，从理论上阐明战后资本主义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发生的全球范围的变化，即全球资本主义。研究会认为，
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主导的资本积累制度的衰退和转化是战后资本主
义发生改变的最大原因，而全球资本主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主要
表现为企业、金融、信息的全球化和政府职能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在《全球
资本主义和阶段论》中，学者们主要根据宇野经济学派的“三阶段论”
，即经
济学原理论、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论和作为目标的现状分析这种三者结合的研
究方法，去说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定位。第一章“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定位
的阐明和阶段论的方法”明确指出，应该从“美式和平阶段”的“变异”角度
去理解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说，
“全球资本主义”实质上是“美式和平”
时期曾促进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战后资本积累制度在 20 世纪 60 年代衰退以后，
进而重组、改造的结果。全球资本主义起因于全球规模的资本积累制度，其缺
陷可能导致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但是，全球资本主义又是新阶段
的萌芽期，它的发展蕴含着新的替代制度、替代组织的可能性。
伊藤诚认为，现在的资本主义已经从战后经济高度发展的长期利好局面
转变为危机和重组并存的长期停滞局面，标志是新自由主义式的全球资本主
A 河村哲二など ：
『グローバル資本主義と段階論ーーマルクス経済学の現代的課題』
、
御茶の水書房、2016 年。
B 伊藤誠：
『マルクス経済学の方法と現代世界』、桜井書店、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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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新自由主义政策取代了战后资本主义的首要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新古典
微观经济学的政策理念，即自由竞争的市场才能带来合理有效的经济秩序的思
想愈发盛行。资本主义企业从各种社会规则和限制中解放出来，展开多国籍
的、全球性的投资经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获得了显著的发展。伊藤诚从宇野
三阶段论的第三阶段“现状分析”角度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变化，把
上述特征归纳为“逆流的资本主义”
。其用意是分析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国
家美国、西欧和日本，这一时期发生种种变化的历史意义是什么。19 世纪末
的经济大萧条以后，世界资本主义转变为以金融资本为主导资本的帝国主义阶
段，由国家经济政策管制经济的一面被强化。特别是“一战”以后的资本主义，
经过与法西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式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持续抗争，到了“二战”
以后的冷战阶段走向了凯恩斯主义的雇佣政策和福祉国家路线。然而，现有的
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论的现状分析往往只从资本积累的角度去考察，这显
然是不充分的。应该把国家之间的战争、对抗社会主义的政策、帝国主义阶段
论等都纳入到考察范畴中。
伊藤诚还提出，有必要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式全球资本主义
的转换结构。具体说来，资本主义为对抗社会主义而迈向社会民主主义的福祉
国家主义的倾向大幅反转，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来的强化国家经济职能的倾向
正在逆转，社会对市场约束的放松乃至废除已经被公认为恢复资本活力的重要
途径。这种向新自由主义的逆流不应该被简单归结为经济政策的设想的改变。
伊藤诚还强调，20 世纪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尤其重视通过改变国家职能来
实现劳动者阶级的普遍利益，21 世纪的社会改革也必须推动国家职能改革的
实现。就是说，激活相互扶助的多样化的地域共同体形式，尊重地域通货、格
莱珉银行等尝试，成立劳动者同盟，发展劳动力商品化的废止方案，在此基础
上探寻符合各个地域特性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伊藤诚最后总结，不论是
21 世纪的社会改革，还是考察现代资本主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宇野宏
藏的世界史发展阶段论以及现状分析方法都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四、马克思和康德的思想联系
（一）柄谷行人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5 月，柄谷行人在杂志《At-Plus ：思想和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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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28 期陆续连载了长篇文章《D 的研究》A 。
《D 的研究》可谓是柄谷行人
的著作《世界史的构造》的续作之一。具体说来，
2010 年，柄谷行人发表了《世
界史的构造》综合以往的所有研究并加以体系化，提出从四种“交换方式”的
类型考察社会构成体的历史，即交换方式 A 定居社会开始以后的互酬交换、B
国家阶段的掠夺与保护的交换、C 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和未来社会的、超
越 B、C 并在更高层次上恢复 A 的 D。由于《世界史的构造》里每一种交换方
式的论述都不够充分，因此，柄谷行人于 2012 年出版《哲学的起源》重点介
绍交换方式 A，2014 年出版的《帝国的构造》重点介绍交换方式 B，本年度
完结的连载文章《D 的研究》主要展开交换方式 D。相信不久以后《D 的研究》
便会集结成书正式出版。
柄谷行人在序言里指出，康德之前的思想家构想未来社会（D）的图景时，
尽管也曾回溯到古代社会寻找线索，但是，他们往往全盘否定定居社会（A）
，
对前定居社会大加赞美。例如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就认为定居的农
耕的生活方式使人立即变得不平等，只有定居之前的“原始状态”才是自足和
完善的。这种认识的缺陷是，在强大的资本奴役（C）和暴力统治（B）的压
迫下，超越不平等，重现个体的、游动的“原始状态”是不现实的。康德同样
关注古代社会，但是，康德否认定居生活以后人立即失去平等，在人的原始状
态向不平等社会的转化过程中，他对定居以后游牧民和农民的分裂、抗争颇感
兴趣。游牧民和农民的对抗表明，因定居而丧失的游动性通过游牧民的形式得
到恢复，并和定居带来的不平等相抗衡。康德的认识提供了跨越不平等社会的
一条思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可以把古代定居社会作为参照，即 D 应该是在
更高层次上恢复 A 的东西。可以说，康德后来提出的“永久和平”
“世界联邦”
、
等思想实质上正是对古代定居社会的某种程度的回归。
柄谷行人还认为，康德对古代历史作出如此“臆测”是因为受到了《圣经》
的影响。
《圣经》里，伊甸园隐喻了游动的、完满的原始状态，离开伊甸园的
该隐和亚伯代表农民和游牧民的对立，神接受亚伯的贡品意味着神希望人是游
动性的。需要注意的是，康德虽然根据《圣经》推测人类历史，但是，他拒绝
把游动性的回归总结为神的意志，恰恰相反，康德参考《圣经》的同时也对人

A 柄谷行人：
「D の研究」
、
『At プラス : 思想と活動』
（23）~（28）
、2015 年２月 ~2016
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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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起源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考察和分析，这表明，他以“自然”为主体，从
自然史的角度去解读“神的意志”
。换言之，康德思考的是，看似目的论的东
西应该如何在自然史的过程中生成，如何在机械因果律下实现。柄谷行人进一
步强调，康德划分了机械的因果世界（现象界）和目的论世界（物自体）并在《判
断力批判》里思考二者交集的可能。一些后继者如谢林、黑格尔等因此把包括
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史理解为由低级向高级的、精神的自我实现过程，把康德
牢牢地规定在目的论者的座椅之上。这是对康德的误读。康德的三大批判要讲
的是：目的论是假象，但我们要容许并应该把自然对象假定成看似目的论的东
西去理解。在这个观点上，康德可以说是最具先驱性的思想家。
马克思无意识中继承了康德的思想。马克思也非常关心古代定居社会，
他设想在远古的氏族社会产生过“原始共产主义”
，这种原始共产主义恢复了
人的原始状态的游动性，能够抑制定居带来的不平等；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上恢
复原始共产主义，可以发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非常接近宗教的、疑似
目的论的历史观点。但同时，马克思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扬弃资本主义经济
和制度的现实的运动——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点，而非应当确立的某种状况或理
想——目的论观点。这和康德的“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
则去行动”A 不谋而合。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柄谷行人从《跨越性批判》开始
就一直坚持用康德解读马克思，把康德和马克思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内田弘
如果说柄谷行人只是提示了马克思和康德连接的可能性，在内田弘那里，
马克思对康德哲学的继承则是非常主动和明确的。2016 年 3 月，内田弘发表
长文《
〈资本论〉与〈纯粹理性批判〉——马克思对康德哲学的吸收》B ，该篇
论文是内田弘多年来从事《资本论》形成史研究后提炼出来的重要结论。内田
弘从用语、方法论、结构、问题意识等多重角度发掘《资本论》和《纯粹理性
批判》的共通之处，并最终断定，
“在哲学史上《资本论》首要批判性继承的
就是《纯粹理性批判》
”C 。康德和马克思这两部著作的主要共通点如下：

A 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8 页。
B 内田弘：
「
『資本論』と『純粋理性批判』：マルクスのカント哲学摂取」
、
『社会科学
年報』
（50）
、2016 年。
C 内田弘：
「
『資本論』と『純粋理性批判』：マルクスのカント哲学摂取」
、
『社会科学
年報』
（50）
、2016 年、50 ペー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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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与“集合”
。康德认为，集合知识的各个要素，联合起来使之成
1.
为某种内容，乃是综合。因此，康德的先验分析论要叙述的就是“要素是集合
的函数”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头也使用了“要素”和“集合”术语，
“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集合’
，单个商
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要素形式”A 。商品既是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要素
也是集合。一个商品作为要素被更高层次的作为集合的商品所囊括，作为集合
的商品又作为要素被更高一级的作为集合的商品所囊括。
“要素＝集合的函数”
也是《资本论》体系的构成原则。内田弘强调，在《纯粹理性批判》和《资本
论》两部著作中，
“要素”与“要素形式”使用的单词分别是：Element 和 El“集合”与“商品集中”使用的单词分别是：Sammelt 和 Warensementarform，
ammlung。相同的词根意味着马克思直接接受了康德的用法，但由于一些译者
，把 Warensammlung
把《资本论》的 Elementarform 翻译成“成素”或“元素”
翻译成“集聚”或“堆积”等词语，造成了一定的误导，因此才难于从中发现
马克思和康德的理论渊源。
“同一对象，两个方面”的分析方法。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 2
2.
版“序言”里指出，感觉是不可靠的，因此在分析某一事物时，要从经验和理
性两个方面去考察。这种分析方法也是哥白尼“地动说”的观察方法，观察角
度必须旋转变换，地面上的观察者既是固定的中心轴，又是旋转的被观察的对
象。康德的先验分析论确立起来的正是从“天动说”到“地动说”的“视角的
旋回”方法。马克思继承了这种分析方法，他在《资本论》第 1 卷第 1 章指出
商品具有二重性，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既是感觉的存在，又是形而上
学的存在。这种“视角的旋回”也是马克思进行经济学批判的方法。
“同一对象，两个方面”也是《纯粹理性批判》全书的构
3. 体系编成法。
成原则。
《纯粹理性批判》的大致框架是：
I 先验要素论
1 先验感性论
2 先验逻辑
①先验分析论
②先验辩证论

A 该处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7 页的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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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先验方法论
如上所示，
《纯粹理性批判》被分解为要素论和方法论两个要素，要素论
被分解为感性论和逻辑论两个要素，逻辑论被分解为分析论和辩证论两个要
素，辩证论和方法论连接。
《纯粹理性批判》是“I
［1 → 2（①→②）
］→ II”的“三
重要素分析体系”
。
《资本论》继承了三重要素分析的方法。和《纯粹理性批判》
对先验要素论和先验方法论的要素分析相对应的是，使用术语“价值”论述资
本的第 1、2 卷和使用术语“生产价格”论述资本的第 3 卷；和对先验要素论
进行先验感性论和先验逻辑论的要素分析相对应的是，
《资本论》对“单数资本”
的第 1 卷和“复数资本”的第 2 卷的要素分析；和先验逻辑论被二分为先验分
析论和先验辩证论相对应的是，
《资本论》第 1 卷第 1 篇“商品和货币”和后
面内容的要素分析；和《纯粹理性批判》的结尾先验分析论相对应的是，
《资
本论》第 3 卷的最后 5 章。
“假象”一词贯穿了《纯粹理性批判》的全篇，从目录到结尾
4. 假象论。
共出现 99 次。当主客关系所发生的事象被归为对象自身的属性时，假象就会
产生。康德批判这种理性的假象。
《资本论》吸收了康德的“假象”观点，
《资
本论》
第 1 卷出现
“假象”
一词共计 26 次，贯通第 1 卷的哲学的基本概念不是
“物
像化”
，而是“假象”
。马克思理解的商品世界就是假象充斥整个经验事实的世
界。但是，马克思又认为康德对“假象”的批判是不彻底的。康德用来把握真
理的认识装置即先验演绎也会陷入假象。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是作为基于“价
值的现象学”的“假象的逻辑学”展开的。
“范畴”
。康德认为，人只能通过范畴去判断感觉所接受的内容，认识对
5.
象的显现必须通过范畴来实现。但是，马克思认为，先验逻辑学也可能变成
“假象的逻辑学”
，对待“范畴”的态度必须审慎。
《资本论》第 1 卷“商品的
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里提到，
“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
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关系。……
这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A 。只有对经济学范畴进行批判
性的分析，现代资本主义作为认识对象才会显现。另外，马克思的价值形式论
和康德范畴表中量、质、关系、模态这四种范畴类型都是可以对应的。
6. 理性推论和价值论。康德的理性推论指的是：知性是一定的规则统一经

A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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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能力，理性是用一定的原理统一知性的能力，理性把知性从经验中分析出
来的各个规则统一为一般性原理。理性推论是康德批判经验论的论据。理性推
论有三种类型，分别是先验谬误推理、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和纯粹理性的理
想。马克思的价值论继承了康德的理性推论。首先，先验谬误推理对应了《资
本论》中舍去具体的使用价值后生成的“价值”概念。其次，从思辨理性出发，
可以推论出最高存在者的存在，也就是说，第二种理性推论“纯粹理性的二律
背反”在纯粹理性的理想那里被扬弃了。而商品间的二律背反带来的后果是价
值形式的一般等价形式——货币，货币就是商品世界里的“神”
。

五、马克思入门书的相继发表
2018 年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在此之前，马克思入门书的相继发表构
成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色之一。2016 年发表的入门书籍主要包括佐佐
木隆治的《卡尔·马克思》A ，渡边宪正、平子友长、后藤道夫、箕轮明子合著
，松
的《超越资本主义的马克思理论入门》B ，铃木直的《马克思思想的核心》
尾匡、桥本贵彦的《今天起学习马克思经济学》
，的场昭弘、佐藤优的《复权
的马克思》等。其中，前两部作品的共同点在于：首先，都是围绕近年来颇受
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心话题“物像化论”展开叙述的；其次，都有意识地
把马克思自身的思想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经常混淆的恩格斯理论区分开，
自觉地贯彻马克思自身的思想体系，把马克思思想内化于他们的理论当中。
佐佐木隆治的《卡尔·马克思》参考马克思研究的最新成果，描述了马
克思从早期到晚期始终致力于社会变革的斗争经历。全书分为三章。第一章以
传记的口吻介绍了文学青年马克思批判性继承了黑格尔左派，确立“新唯物主
义”的理论框架的过程。马克思“把现实中的各种关系为什么以及如何存在”
归结为人的相互之间的特定关系，这种视角是对“只要理念正确，就能改变社
会”的尖锐批判。第二章介绍了开展经济学批判的马克思是如何推进理论的，
以及《资本论》的简单概括。作者指出，商品和货币为什么及如何存在是马克
思进行经济学批判的首要目的，这也是《资本论》的核心所在，但是却被传统

A 佐々木隆治：
『カール·マルクス』
、ちくま新書、2016 年。
B 渡辺憲正など ：
『本主義を超えるマルクス理論入門』
、大月書店、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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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教科书忽视了。因此，作者从私有劳动这一特殊的劳动形式
出发解释商品之力和货币之力，进而揭示削弱物像之力的首要任务是克服私有
劳动。第三章以“物质代谢”概念为核心叙述了马克思晚年雄心勃勃的改革构
想。作者认为，根据最新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绝不仅
是为了寻求削弱物像之力的改良道路，他的真正指向是物像逻辑之外的生态、
共同体、性等具体的物质代谢的逻辑，以及工人阶级的同盟。
《超越资本主义的马克思理论入门》是唯物主义研究协会的会员历经七年
商讨后共同完成的，其中包含了很多批判资本主义的独到观点。全书分为两个
部分。第一部分把马克思的理论大致分成革命论、经济学批判、唯物主义三大
主题，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主要介绍马克思理论的当代
意义，即马克思思想是如何与“超越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文章指出，马
克思的物像化论作为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基础，能够从理论上解释新自由主义的
激化问题，进而提出限制物像化的具体路径。相对而言，以往对马克思思想
的通俗解释过于片面和表面，以致在面对现实问题时无法发挥马克思理论的
威力。

六、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学术活动
（一）经济理论学会第 64 届年会
经济理论学会是日本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并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者的学术组织，其年度学术大会一般在秋季举行。2016 年度的会议与
往年一样，于 10 月 15—16 日，在日本福岛大学召开。本次年会是经济理论
学会的第 64 届年会，主题为“值此 21 世纪的世界与迎来马克思的《资本论》
。来自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东北大学、一桥大学、名古屋大
150 周年之际”
学、庆应义塾大学、立命馆大学、立教大学、法政大学、明治大学、中央大
学、横滨国立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同志社大学、驹泽大学、广岛大学、佐贺
大学、福岛大学、埼玉大学、爱知大学、静冈大学、新潟大学、日本学术振兴
会等 50 多所大学和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研究生们出席了会议。
进入 21 世纪后，经济理论学会从所谓“地球的大地壳变动与结构转换”
或“全球资本主义”等新型世界秩序出发，以资本积累与恐慌、危机，以及
生产集中地的转变为切入点，积极对这一现状进行理论性的解释。有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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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 2008 年的“次贷危机与全球化资本主义”
、2009 年的“2008 年世
界恐慌与资本主义的未来”
、2011 年的“全球化下的经济金融危机与国家”
、
“大震灾、原子能发电问题与政治经济学的课题”
，以及 2013 年的
“如
2012 年的
何把握全球经济的地壳变动”等主题的设置情况就可以看出。当然不止此类现
状分析，经济理论学会在本次年会上指出，
“近两年多以来，作为知识生产源
的大学如今被推上社会对抗关系的第一线，我们即使面对学术存立之基被人铲
除的可能性，也仍旧高举政治经济学这一学术旗帜，于 2014 和 2015 两年分别
将主题设置为‘作为对抗轴的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与政治经济学
的课题’
，从理论的内部出发勇敢面对”
。
如同以上所讲，近十年以来，经济理论学会一直站立于动荡的时代之中，
面对着时代的考验。如今的 2017 年是《资本论》出版 150 周年，而接下来的
2018 年即将迎来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在此时期“社会对于马克思主义学术
的关心程度有可能大大提高”
。对于“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当代诸多经济
学流派之根基”的经济理论学会来说，这是个前所未有的良好时机。因此，学
会将 2016 年的会议主题设置为“值此 21 世纪的世界与迎来马克思的《资本论》
，而其专场讨论会的所涉领域包括环境、性别、震灾等，具体
150 周年之际”
说来甚至包含地球环境与移民·难民、民族·宗教与恐怖主义·新战争以及新
的社会运动等全球性综合问题。由此提供诸多出发点，吸引更广阔研究领域中
的学者。
第 64 届年会共设 18 个专场讨论会。大会第一天上午进行了 6 个专场的
讨论，其中第 1 专场讨论会为特设讨论会，探讨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主题为
“资本主义的原理性解析”
。会上由来自专修大学的新田滋、立命馆大学的松尾
匡以及庆应义塾大学的大西广分别以“宇野派原理论与新古典派微观经济学”
、
“投下劳动价值分析的意义”与“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为主题发表了演讲。第
。其余 4 个专场讨论会
6 专场讨论会为英文专场，主题是“政治经济学原理”
的主题分别为“思考派政治经济学的拓展”
、
“劳动的理论与现代”
、
“
《资本论》
与 MEGA”
、
“雷曼危机以后的 21 世纪世界资本主义之问”
。下午进行了大会
主题的讨论，来自山口大学的植村高久、明治大学的饭田和人、北海学园大学
的大屋定晴分别发表了题为“全球性资本主义在世界史中的位置——关于马克
思的历史认识与阶段论”
、
“全球性资本主义的资本与雇佣劳动——关于新自由
主义下的资本积累与格差社会”以及“全球性资本主义与对抗运动——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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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理论同各运动派伦理的对话”的演讲。
大会第二天上午进行了 6 个专场的讨论，其中第 7 专场讨论会为特设讨
论会，主题为“福岛核泄漏的五年后所见”
。本场特设讨论会上，来自大阪市
立大学的除本理史与立命馆大学的藤冈惇等发表了题为“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危
害与政治经济学的课题”与“设想军事攻击之时核电站的防卫成本——以福岛
第一核电站事件为例”的演讲。第 12 专场讨论会为英文专场，主题是“资本
积累与结构改革”
。其余专场讨论会的主题分别为“J.R. 康蒙斯的古典派·边
际理论批判的现代意义与界限”
、
“数理马克思经济学”
、
“劳动市场与恐慌论”
、
“韩国资本主义的构造与动态”
。当日下午同样进行了 6 个专场的讨论，其中
第 13 专场讨论会为特设讨论会，主题为“核灾害防御计划与福岛避难”
。来自
宫城学院女子大学的田中史郎等学者发表了报告，并就此主题进行了严谨的讨
论。第 18 专场讨论会为英文专场，主题是“世界经济与发展中经济体”
。其余
、
“
《资本论》与
4 个专场讨论会的主题分别为“调节学派与地域·福利政策”
现代”
、
“经济学说史”
、
“世界与韩国的理论·实证性分析”
。A
本次年会与往年一样，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探讨以及经济领域的
学术研究。自日本“3·11”大地震以来，经济理论学会持续关注震灾状况与
核电站泄漏事故，时间虽已过去数年，学会对此次事件的关注度依旧不减，在
本次的第 64 届年会中安排了两场有关于此的特设讨论会。此外，本次年会的
专场讨论会从数量上看在历年之中虽然不算最多，但涉及领域广，参与范围
大。的确体现出学会所期待的抓住良机之意。

（二）全国唯物主义研究协会第 39 届年会
2016 年 10 月 22 日、23 日两天，日本全国唯物主义研究协会第 39 届年
会于立教大学池袋校区举行。来自一桥大学、东京农工大学、东京家政大学、
群马大学、日本福祉大学、法政大学、桃山学院大学、福冈大学、相模女子大
学、名古屋艺术大学、千叶大学、北海学园大学、大东文化大学、神户大学、
立命馆大学、横滨国立大学、金泽大学、琉球大学、东京经济大学、三重短期
大学、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等 21 所大学的专家学者以及研究生们出席了会议。
本次年会安排与以往稍有差异，并未按照往年的习惯设置北欧社会研究
分会及性别分会，只保留了环境思想分会。此外，还加设了比较社会研究分

A 经济理论学会主页：http://www.jspe.gr.jp，2017 年 2 月 19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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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各分会的报告内容包括“关于脱近代的思考”
、
“转移的劳动市场与丹麦的
生涯学习战略”
、
“瑞典劳动运动与消极劳动市场政策——收入保障政策下的高
位安定化”等主题，受到了较多关注。下午召开了全体大会与研讨会，主题为
“民粹主义 vs. 知性？——考问政治世界的分歧点”
。来自金泽大学的杉田真衣
森和法政大学的铃木宗德分别发表了题为《窥析众人生活支柱》
、
《左派民粹主
义与不服从的认识》的研究报告。第二天上午为个人自由发表时间，分为 4 个
会场，由学者们进行各自领域的研究报告。下午则同往年一样，进行了 3 个
专场讨论会，2016 年的主题分别是“战后冲绳的思想”
、
“年轻人与政治教育”
和“
‘批判实在论 critical realism’的特征与意义”
。A
除了会议的主题和地点区别外，无论从会议的形式，还是从会议的规模
来看，本届年会与往届没有太大区别。

（三）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第 40 届研究大会
2016 年 9 月 17、
18 日，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第 40 届年会在驹泽大学举行。
本届年会包含两个共同研讨会与 7 个专场讨论会。其中，第一日上午进行了 3
个专场讨论会，主题分别为“针对学术教育的国家统治”
、
“劳动运动的战略性
课题”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诸问题”
。当天下午进行的第一场共同研讨会的主
题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走近性别问题”
，来自御茶水女子大学的足立真理
子等发表了题为“资本主义与性别——中川理论的成果与女性主义的现在”等
报告，参与专场讨论会的学者们进行了热烈讨论。会议第二天上午进行了 4 个
专场讨论会，主题分别为“文化、艺术与现代社会”
、
“MEGA 研究的可能性”
、
“当代世界的新潮流”
、
“社会运动与劳动论”
。当天下午则进行了本届年会的第
二场共同研讨会，主题为“志愿组织与劳动组合运动”
。会上，来自一桥大学
的富泽贤治等学者发表了题为“社会性共享经济与非营利协同运动”等报告。 B
从本届年会的大会主题、专场讨论会主题及会议相关研究报告来看，本
次会议仍旧重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相关专场讨论会的设置比重也较
大。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诸问题”和“MEGA 研究的可能性”等，会上
有学者做了“关于非物质财富的生产”与“马克思的物质代谢论与地租理论的
发展”等报告。此外，本次会议更加注重将学术与时代和生活接轨，例如“文
A 日本全国唯物论研究协会主页：
http://www.zenkokuyuiken.jp/，2017 年 2 月 20 日访问。
B 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主页：http://kisoken.org/wordpress00/?cat=3，2017 年 2 月 20 日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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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艺术与现代社会”与“当代世界的新潮流”这两个专场讨论会，参与者来
自社会各界，分会场上发表的“从阶级斗争看英国脱欧”与“伊斯兰国家分析”
等内容也与现实世界局势息息相关。本次各个专场讨论会的演讲，都使得大会
的现实意义得以深化。

七、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的著述
（一）学术著作
关于 2016 年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出版的著作情况，可以从日本国立国会
图书馆的书籍检索系统中得到相关数据。其中，笔者分别以“马克思”
、
“恩格
斯”
、
“资本主义”
、
“社会主义”
、
“资本论”等关键词检索有关著作 A ，从检索
结果的数量与相关内容可以看出，本年度的研究著作在内容方面仍旧关注马克
思主义研究与现实政治、经济等各领域的结合。此外还能够发现，日本的马克
思主义学者们非常注重以马克思主义视角看待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状况。如
《探索平稳发展的中国：
“新常态”政治经济的动摇》
、
《苏联解体与社会主义：
临近俄国十月革命 100 周年之际》
、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制度与社
会体制》等。
总体来说，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队伍和成果数量比较稳定，近年
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每年大约有四五十部，从马克思主
义学者的学术群体所公布的会员人数来看，无论是经济理论学会，还是全国唯
物主义研究协会和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等相关学术群体的会员人数，均无较大
变化。

（二）杂志文章
《前卫》作为日本共产党中央的机关杂志，在宣传日本共产党的理念、
1.
方针和政策的同时，也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杂志在 2016 年度全年 12 期及一期增刊内的关注点包括“
‘安倍经济学’能否
重建财政？
”
、
“安倍经济学的本质与框架——超金融缓和之下的大资本利益与
国民掠夺”
、
“
‘非常事态’借口之下的新修宪阴谋——其源流与陷阱”
、
“战争

A 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中输入相关检索词的做法，尚缺乏科学性、严谨性和准确性，
难免有疏漏之处，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现马克思主义相关著述的发展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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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废除、立宪主义复苏与安倍修宪”
、
“参议院选举后的修宪情况与修宪讨论”
、
“
‘经济征兵制’追问下的政治与社会”
、
“矫正格差，建立公正社会”
、
“在日本
共产党的跃进之中开启新政治”
、
“谋求女性平等参与政治、公共活动”
、
“反
抗战争的思想——思考战争与民主主义、立宪主义”
、
“全球化资本主义为何
物——产生巨额利润的结构”
、
“民主主义的危机与小选区制”
、
“现代史与斯大
林”等诸多课题。由此可以看出，作为日本最大的左翼政党机关杂志，2016
年度的主要内容依旧延续了以往批评政府各项不作为的主旨，从专业角度对安
倍经济学提出质疑，同时也从 2016 年参议院选举等热门话题出发对修宪问题
进行了讨论。这些主题的设置与本年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A
《经济》是由日本共产党所属新日本出版社主办和编辑的日本最专业的
2.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杂志，在 2016 年度主要关注的焦点包括“贫困、格差与《资
、
“3·11 追
本论》
”
、
“中国经济状况”
、
“安保法制废除运动与日本民主主义”
问日本社会转变”
“变革时代与《资本论》——马克思经济学的推进 2016”
、
“安
、
倍经济学的破产与转变”
、
“老后不安——医疗、陪护、养老金之困”
、
“
‘电力
自由化’与能源政策”
、
“安倍‘教育再生’之目的”
、
“最低工资与劳动时间的
缩短——实现的课题”
、
“东京聚集与‘地方消亡论’
”
、
“不正、格差与企业社
会责任”
、
“国民生活实态与变革的条件”等特辑，以及“暴跌的原油价格——
供给过剩是最大原因”
、
“强化投机资本增殖力的安倍经济学”
、
“再读《唯物主
义与经验批判论》所感”
、
“中产阶级的衰退与美国总统选举”
、
“参议院选举后
的安倍修宪势力与战略性对决”
、
“谋求地方·地域发展的公共政策为何物”等
论文。2016 年关注的主题中，对日本经济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对安倍晋三经
济政策的批判仍是重点。 B
《社会主义》是日本社会主义学会的月刊。1951 年 6 月，由山川均、大
3.
内兵卫和向坂逸郎等人发起建立社会主义学会，同时创办了《社会主义》月刊，
当年旨在强化日本的工会组织与原日本社会党及隶属于社会党的工会组织“日
本总评”的联系。社会主义协会的理论，吸收了战前无产阶级正当时代的“劳
农派”
，与战后走在世界最前沿提倡和平革命论。他们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
发展而计划的阶级斗争，创造出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必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

A 参照『前衛』
（2016 年第 1—12 期）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
B 参照『経済』
（2016 年第 1—12 期）
，新日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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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随着时代的推移，当下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期。在此局面
下，社会主义协会仍旧坚持理论性并实践性地不断进行调查、研究、讨论，旨
在重建并统一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结束当前社会主义者七零八散的局面。因
此，他们也以此为目标展开普及活动。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社会主义协会的发展
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其主办的《社会主义》杂志仍坚持出版。
2016 年度共发行 12 期，除 9 月号包含两个特辑专题外，其余每期都设定
一个特辑专题。本年度的热点基本同其他杂志和学会保持一致，主要关注马克
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研究发展，对当下执政党在政治经济领域不合理政策的批
判，以及社会热点问题等。特辑主题包括“世界与日本的经济、政治、劳动”
、
“以提高工资水平为目的的 2016 春季生活斗争”
、
“新安保法制的本质与斗争的
强化”
、
“安倍政权社会保障改革之验证”
、
“临时国会课题之验证”
、
“从参议院
、
“
《资本论》与
选举斗争思考未来课题”
、
“探索以产业区分的秋季斗争课题”
现代”
、
“反抗安倍政权的政治反动”等。 A
（季刊）是日本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学会，即经济理论学会
4.《经济理论》
的机关志，2016 年度同往年一样，出版共 4 期。每期的特辑主题分别为“日
本资本主义的当下局面”
、
“资本主义的未来与政治经济学的课题”
、
“价值论研
究的意义与可能性”
、
“女性主义经济学的最前沿”
。
《经济理论》杂志每年只出
版 4 期，刊面也不大。内容分为“特辑论文”
、
“一般论文”
、
“书评”和“书评
回复”等，近来几期杂志中偶尔增加“海外学界动向”栏目，以报告国际经济
学发展状况，如 2016 年 1 月刊中的“参与世界政治经济学会第 10 次大会”
，
以及 7 月刊中的“第 24 次国际女性主义经济学会报告记录”
。
《经济理论》杂
志虽然发刊数量不多，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从理
论角度对于世界经济、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日本资本主义等新趋
势，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B
除了以上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刊物以外，日本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研究、
大众化和普及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本共产党长期坚持不懈地对马克思
主义进行研究与传播，其机关报《赤旗》
、机关杂志《前卫》
、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杂志《经济》
，以及日本共产党主办的《女性广场》
、
《学习月刊》
、
《议会与

A 参照『社会主義』
（2016 年第 1—12 期）
，社会主义协会编。
B 参照『経済理論』
（2016 年第 1—4 号）
，经济理论学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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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体》等刊物，也同往年一样发挥着重要的宣传作用。

八、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关注点
从上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2016 年度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
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反对执政党修宪举动
2016 年 7 月 11 日拂晓，日本第 24 届参议院改选结果揭晓，执政的自民
党和公明党联合政府获得了改选半数 121 席中的 69 席，支持修宪的在野党大
阪维新会获得 7 席，加之支持修宪的在野党“珍视日本之心党”等修宪派未改
选的议席，共占据了参议院 242 席中的 164 席，改宪势力占议席总数的三分之
二（162 席）以上。同时，在众议院中执政两党共占据了 475 席中的 325 席，
也超过了三分之二。一直以来令国人和日本周边各国担心的修改现行宪法问题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峻，尽管正式修改宪法仍面临诸多困难，然而若说之前
自民党各种修改宪法的举动是造势，那么现在则完全有条件将之付诸实践。
本次选举举行之前，在野党将选举视为“为阻止执政党获得修改宪法所
需三分之二以上议席而背水一战”
，而且为了应对此次选举，主要在野党进行
了空前的联合作战。2016 年 2 月 19 日，民主党、维新党、共产党、社民党和
生活党 5 个主要在野党党首举行会谈，一致同意在国会和未来的大选中开展合
作。3 月 14 日，民主党和维新党合并成立民进党，社民党也曾提出与民主党
合并的想法，为了应对此次选举，主要在野党在 32 个一人选区共同推举候选
人，而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则极力避免谈及修改宪法，努力将选民的注意力
吸引到安倍的经济政策上来。为什么在野党会提出如此悲壮的口号？为什么长
期以来让中国和周边国家忧心的日本欲修改宪法问题在此次选举后变得空前引
人瞩目？
在野党的担心反映了长期以来日本政治生活中最大的斗争焦点之一，即
修宪与护宪的争论。
“二战”后，在以美军为首的占领军总部的主导下，日本
制定了其后被称为《和平宪法》的新宪法，其中第 9 条规定：
“
（1）日本国民
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
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2）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
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简而言之，日本作为“二战”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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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侵略国家之一，在被同盟国打败后，不再拥有对外发动战争的权利，只有在
遭受侵略的情况下，才有采取军事行动进行还击的权利。而本条款正是修宪派
与护宪派斗争的焦点。护宪派认为，该宪法对于确保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
重要意义。修宪派则认为，这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压制，日本应该重新成为一
个具有交战权的正常国家。
关于修宪的必要条件，
《宪法》第九十六条规定：
“宪法的修订须经各议院
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由国会动议，向国民提出，并得其承认。此种承
认，须在特别国民投票或国会规定选举时进行的投票中，获半数以上赞成。宪
法的修订在经过前项承认后，天皇立即以国民的名义，作为本宪法的组成部分
公布。
”简而言之，修改宪法需要三个条件：获得众参两院三分之二以上议员
的支持；由国民进行公投，且要获得过半数以上同意；天皇签署生效。第一和
第二步是最难以实现的，现在第一步已经达成，而在日本社会日益右倾化的大
背景下，一旦进行国民公投，能否保证反对修改宪法的国民超过半数，令人
担忧。
长期以来，左翼政党和学者一直对日本社会右倾化持强烈的批评立场，
对阻止日本政治右倾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坚决反对执政的自民党长期以来
欲修改和平宪法和扩大集体自卫权的各种举措。名古屋大学教授爱敬浩二在
《参议院选举后的改宪情势与改宪讨论》一文中指出，
“所谓可能发起战争的国
家，并非观其是否发动战争，而是应该关注其是否是为保护本国权益而不惜行
使武力，并在平时就开始着手准备的国家。战后日本拒绝的正是这种国家存在
方式”A ，并以此强调日本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出发点。此外，他还提出，安倍
政权关于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设置、特定秘密保护法的制定、武器输出三原则
的废除、教科书审查的强化，以及关于媒体的压制等，都是以强制手段实施的
产物。 B 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在本年度关于参议院选举及改宪情况的成果非
常丰富，为确保日本的和平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
“天皇退位”事件引发的讨论
日本明仁天皇于 2016 年 8 月 8 日下午，通过 NHK 电视台发表了一份电
视谈话，正式向日本国民和世界表明其希望“生前退位”的心愿。日本自明治

A 爱敬浩二，
「参院選後の改憲情勢と改憲論議」
，
『前衛』
，2016 年 10 月号。
B 爱敬浩二，
「参院選後の改憲情勢と改憲論議」
，
『前衛』
，2016 年 10 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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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以来的近 200 年历史中，从未有过天皇提出“生前退位”
，且在现今的日
本皇室法典《皇室典范》中，也没有规定天皇可以提前退位。而战后制定的日
本国宪法规定，天皇不能过问国政，只作为国家的象征。因此，明仁天皇希望
“生前退位”的愿望，就涉及必须修改包括《皇室典范》在内的相关法律的问
题。也因此引起了日本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的讨论。天皇制作为产生于封建时
期，并推动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罪恶之源，虽然在“二战”之后被保存了
下来，但日本国内的左翼群体却从未放弃其废除天皇制的主张。2016 年的“天
皇退位”再次引起了各界对于天皇乃至天皇制的专注，其中来自左翼群体的声
音自然不能被忽略。
“二战”结束后，日本在美国主导之下进行了诸项改革，涉及政治、经济、
教育等众多方面。在其中的政治改革方面，最重要的一点即改革天皇制。自
此，日本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天皇成为象征。尤其是现任明仁天皇，其在政
治方面一贯谨言慎行，从未招致任何内政、外交上的麻烦。不仅如此，明仁天
皇崇尚和平、反省战争、坚持不参拜靖国神社的姿态更是进一步帮他获得不少
好感。不仅限于日本国内，即便是在同日本历史恩怨颇深的东亚各国，多数民
众对这位天皇并不反感。正是在这一主流观点之中，左翼学者们为我们提供
了另外一种视角。筑波大学名誉教授千本秀树是研究天皇制的资深学者，他
在《明仁天皇主动推进象征天皇制的重整》一文中提到，
“常听闻明仁天皇的
和平或民主主义言论，是被众人当作对抗可能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安倍政权的
自由主义旗帜。这可能仅仅是误解。
”A 千本教授在文章中指出，在 2015 年访
问帕劳共和国时天皇并未反省“二战”时期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与同化政策，反
而声称日美战争期间“日军帮助贵国国民疏散至安全地区，顾虑贵国国民的安
全”B ，完全以施恩的姿态面对曾受到日本危害的国家。明仁天皇在 2016 年访
问菲律宾之际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他在致辞中提到，
“由于日美两国间的激
。 C 对此，千本教授指出，当年发动战争
烈战斗，造成了贵国大量民众伤亡”
的是日本，以“日美两国间的战斗”来模糊战争的始作俑者，完全看不到天皇
作为侵略当事者的反省与谢罪。

A 千本秀树，
「明仁天皇自身による象徴天皇制の再編強化」
，
『現代の理論』
，2016 年
秋号。
B 2015 年 4 月 8 日，明仁天皇在帕劳共和国举办的晚宴上的致辞。
C 2016 年 1 月 27 日，明仁天皇在菲律宾总统举办的晚宴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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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日本是安倍以一强之势呈压倒性局面，但作为首相他仍旧无力统
合所有国民。
“如今的日本政治仍旧在通向改革的道路上踌躇不前，与资本统
治的强大力量相配合的，正是明仁天皇能够统合反战派、自由主义派、保守
派，乃至部分右翼的力量。无视这种统合力量的自由主义派便将明仁天皇视为
反对安倍的己方同伴。殊不知安倍首相能够维持多数、发动强权即是通过政治
诈术实现的，而立于其上的正是强大的天皇。
”A 日本天皇存在于今天，更多被
等同于日本人的精神支柱，因此容易被幻象遮住天皇制本身的封建性。左翼学
者提出的观点的确值得我们警醒与深思。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
国外中国研究界主流学者不再从社会主义 / 资本主义的传统模式认识中
国，而更多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认为中国是“二战”后东亚地区曾经出
现的威权政治与经济发展国家中的一员，且以这种发展方式为主要内容的“中
国模式”所取得的成就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并将对西方价值
观形成挑战。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国外智库和学术界对中国的认识表现为中
国是一个特别的国家，
“特殊性”的认识倾向较强。如今，对中国持“普遍性”
认识的人增多，而持“特殊性”认识的人减少。多数人认为，中国的发展理论
是威权政治 + 市场经济的“威权发展主义体制”
。在近现代世界史上，这种体
制曾在多个国家出现过，中国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中国是世界或者东亚威权
主义国家的一员，并不是苏联东欧式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与大多
数威权主义国家一样，将走向民主化。国外大多数学者对中国政治发展的长期
前景持有强烈的不稳定认识，倾向于认为难以为继。但是，同时也有人认为中
国的政治体制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在短期内不会出现变动，在现有基础上发展
为“新威权主义”
、
“弹性威权主义”或者“软威权主义”的可能性较大，但认
为中国政治发展的终极目标仍是民主化。
在日本，这种观点也比较常见。在日本的中国研究界，威权政治 + 市场
经济的“威权发展主义体制”已经成为日本学界从理论层面对中国认识的共识。
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中国政治问题专家国分良成认为，中国将会在 21 世纪 20

A 千本秀树，
「明仁天皇自身による象徴天皇制の再編強化」
，2016 年
，
『現代の理論』
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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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末，通过渐进式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实现民主化。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加茂具
树在《现代中国民意机关的政治作用》一文中提出，中国将逐步发展为经济上
具有活力、公民具有一定自由度的“新威权主义”
。
马克思主义学者仍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角度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且多持批判态度，认为中国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不再属于社会主义的
范畴，而是走向了资本主义道路。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中国仍属于社会主义的
范畴，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的巨大试验，是摆脱了苏联和东欧传统社
会主义模式的追赶型社会主义，是“后社会主义”等。
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仍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角度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但多认为中国已经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共产党统治下
的某种资本主义。代表性观点有：
“国家资本主义”
、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新
国家资本主义”
、
“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
“资本主义特色的社会主义”
、
“国家
主导型资本主义”
、
“下层的资本主义”等。
日本也不例外，代表性学者有庆应义塾大学学者大西广，他指出，日本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体系是“国家资本
主义”
。大西认为，
“无论是原苏联，还是东欧国家都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社
会主义。当前的中国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资本主义，无论是在毛泽东时代，还
是之后的改革开放时代，都是由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进行。在没有获得社会主义
的经济基础时，需由国家主导进行资本主义的建设”
。A 加藤弘之、久保亨认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既不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也不是北欧的社会民主
主义，也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B
然而，日本仍有少数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持有强烈
的期盼。他们在研究中很重视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的关联和
比较，将中国置于世界社会主义以及全球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分析。
如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前委员长不破哲三在《21 世纪的世界与社会主
义》一书中指出，21 世纪是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真正决出胜负的一
个世纪，资本主义还会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但会越来越徒劳。他对中国的

A 『現場からの中国論

社会主義に向かう資本主義』
，大西広（著）
，大月書店，2009
年 07 月，212—214 ページ。
B 『進化する中国の資本主義』
，加藤弘之、久保亨，岩波書店，2009 年 02 月，202 ペ
ー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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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建设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指出作为社会主义的尝试，苏联的霸权主义
以及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失败，中国引入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的巨大试
验。作为冷战后的社会主义大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摸索和尝试能否成功对 21
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将至关重要。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伊藤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的构成主要有“土地国有”
、
“以生产资料公有为主体与经营管理的多
样化”
、
“协商型的劳资关系”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未来发展的经济基础是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将市场经济作为补充，中国的经济体制将在 21 世纪史
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青山学院大学教授中兼和津次指出，
“在海外，至少在
日本，像伊藤诚那样真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感兴趣的人较少”
。日本最大的
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会——经济理论学会的前任会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柴垣
和夫也曾指出，
“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并不认可，只有少数学者对其充满兴趣。
”苏东剧变不仅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
而且对日本学界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导致主
流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缺乏认同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内的日本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缺
乏认可呢？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1）苏东剧变结束了“二战”后的冷战格
局，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其由盛转衰的重要
标志。对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反省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思考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
界的主流，对包括中国在内仅有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尽
管此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政治上保持了共产党执政，但政治上威权、经济上
发展的威权发展主义取代社会主义成为中国研究的主要理论认识。
（2）日本社
会结构的变化是导致日本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缺乏认同的另一重要原
因。
“二战”结束后，日本社会由于各种原因不断右倾化。自从 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日本社会意识形态右倾化更加明显。在政界，执政党通过各种相关法
案架空战后和平宪法，直至今日欲将修宪付诸实践。日本社会党的力量不断萎
缩，濒临消亡，左翼政治力量的影响力逐步弱小。在学界，由于日本民族主义
的抬头，社会意识形态和政界的右倾化，左翼学者的力量和声音也越来越弱
化，从而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者也大幅减少。
（3）中日邦交正常化
后，中日关系的曲折发展和中国的不断强大也促使日本学界对中国研究心态出
现变化，影响了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知。虽然中日关系开始升温，
日本对中国的研究重点从政治领域转向了经济领域，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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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摩擦不断和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日本对中国的警惕心与日俱增。日
本对中国研究的心理从古代的尊敬到近代的轻视的趋势发生变化，成为今天的
担心和警惕。这一背景也深刻影响了日本学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认识，尤
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
从以上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以及由大学教授和学会、科研机构
学者组织和参与的学术活动内容来看，本年度仍旧重视将马克思主义同当代政
治、经济问题相结合，从科学视角出发予以解决。其中内容涉及领域包含社会
保障、公共医疗、社会贫富差距、工人权利与工会运动、公共环境、性别平
等、社会右倾化、教育等广大普通国民所关注的方方面面。由此不难看出日本
左翼政治力量，尤其是左翼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实现日本社会良好治理方面起
到的积极作用。正是这种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对弱势群体和社会不
公平的关注增加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和生命力。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中央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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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国家
袁东振

2016 年，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马
克思主义研究，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当前世界和拉美重大现实问题展开。

一、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学术活动
2016 年该地区举办的各种形式的研讨会和论坛，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
要形式，体现了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动态。

（一）纪念《资本论》发表 150 周年系列国际研讨会
在马克思《资本论》发表 150 周年之际，哥伦比亚和阿根廷都召开了相
关纪念研讨会。
1. 哥伦比亚。1867 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 1 卷出版。为纪念其发表
150 周年，哥伦比亚国立大学等 3 所高等院校联合于 2014—2016 年连续举办
三届国际研讨会。
“第一届《资本论》发表 150 周年暨马克思思想在 21 世纪
仍然有效研讨会”2014 年 11 月举行，会期 3 天，参会人数超过 1500 人，国
内外学者围绕《资本论》在 21 世纪的出版与影响、
《资本论》的各种读本，
“第二届《资本论》发表 150 周
及其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发言、辩论和讨论。
年暨马克思思想在 21 世纪仍然有效以及《资本论》中的资本—劳动关系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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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2015 年 11 月举行，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希腊、墨西哥和美国学者参
会。会议主题报告和发言涉及：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挑战，21 世纪马克思思
想的有效性，马克思的价值金融理论、虚拟资本与金融，马克思的方法与哲
学，马克思与政治经济批判以及《资本论》中的劳资关系，马克思的历史观
与社会观。
第三届《资本论》发表 150 周年大会 2016 年 10 月举行，主题是“马克
思思想对于理解和分析 21 世纪的当代问题仍然有效、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发
展”
。与会者就美洲的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经济等主题举行多次研讨和讲
座。会议组织者提出，研讨会的总目标是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为
在哥伦比亚特殊社会条件下重新解释马克思著作中的思想做出贡献。特殊目标
是通过持续的辩论进程，推动对马克思主义根源问题的研究；推动高等院校在
研究方法及社会理论构建方面取得学术进步；巩固 2014 年以来在马克思主义
研究、教学和课程、研究方面所建立起来的基地，扩大所取得的成果，建立协
调机构 A 。
会议认为，研讨会的主题对于分析国家—民族、内部与地缘政治的持续
紧张状态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会议认为，当今世界处于危机和矛盾状态，这
可以用马克思及其思想来加以论证和说明。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重新出现了批
评思想，这些思想建立在像《资本论》这样的顶级著作中所体现的批评理论—
具体化方法论基础上。在这种现实形势下，鉴于《资本论》所代表的价值及其
在许多方面对人类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像哥伦比亚这样的国家来说，由于该
著作所具有的首创和推动意义，纪念《资本论》的发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会议组织者认为，通过学术研究以及研讨会的形式纪念《资本论》发表，通过
学术界、知识界、学者、马克思主义活动家和研究者的各种论坛，通过辩论、
仔细的思索、提出问题、批判性的学术等方式，可以推动高等院校在社会中承
担知识创造者和传播者的作用 B 。
2. 阿根廷。为纪念《资本论》出版 150 周年和该著作西班牙文版出版 120
周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 2016 年 11 月召开“马克思著作研讨会”
，
A III Seminario Internacional El Capital 150 Aniversario, https://www.udistrital.edu.co/novedades/particularnews.
B III Seminario Internacional El Capital 150 Aniversario，publicado：2016-10-03，https://
www.udistrital.edu.co/novedades/particularNew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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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下问题进行辩论：为什么阅读和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有用的、必要
的和有趣的？
《资本论》过时了吗？它对于理解当代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的危机
是否依然适用？它是一部经典著作，但是否已经过时或不再有效 A ？

（二）第九届“马克思活着”国际研讨会 B
第九届
“马克思活着”
国际研讨会于 2016 年 3 月由哥伦比亚国立大学主办，
主题是“现实资本主义的战争与和平”
，来自哥伦比亚、阿根廷、古巴等国的
学者参会。阿根廷知名左翼学者博隆（Atilio Borón）应邀在研讨会开幕式做
“当前资本主义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讲演。研讨会发言所涉及内容有：战争与
革命的时代——从 1914—1917 年到今天，异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战争问题，
世界之巅的战争与和平——1996—2016 年尼泊尔武装冲突与和平谈判，战争、
经济与世界地缘政治，马克思主义、战争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经济舞台
上的战争，奥巴马时代的终结：左翼视角的评估，战争与人权——文明进程的
悖论，资本主义与气候战，资本积累与全球气候变化，中东形势背景下的巴勒
斯坦事业，社会主义与野蛮：叙利亚内战解读，从马克思的“关于犹太人问题”
看伊斯兰国，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化，城市与社会的冲突性：来自马克思主义的
解读，金融化与发生在拉美的掠夺：对美洲大陆争取和平斗争意义的思考，当
代资本主义的超级剥削：
“后冲突论”观点，新自由主义政府的变化——政治
经济、战争与和平，马克思主义与“后冲突”
，哥伦比亚的和平进程，资本主
义秩序中持久战争的度量，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中的暴力逻辑。

（三）第四届马克思主义研讨会 C
2016 年 10 月主题为“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第四届马克思主义研讨会
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除智利学者和劳工组织领导人外，还有来自德国、巴
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的学者与会。会议讨论的核心问题和发言涉及以
下内容：
（1）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讨论重点是“对柯伦泰和特里斯坦思想

A Conversatorio y debate:¿Por qué sería útil, necesario e interesante leer y estudiar «El Capital» de Karl Marx hoy?（a propósito de la aparición del libro «Seminario El Capital» y los
，www.cipec.nuevaradio.org.
150 años de su primera edición）
B Programación IX Seminario Internacional Marx Vive,http://www.espaciocritico.com/
node/224.
C Cuarto Seminario de Marxismo en Chile: Los Marxismos en el siglo XXI, http://www.
periodico-solidaridad.cl/2016/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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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道德与革命的批判性检视”A 。
（2）拉美的马克思主义与欣克莱默特的贡
（3）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问题，涉及异
献，重点研讨欣克莱默特的批判思想 B 。
化与拜物教范畴的适用性问题，资本的权利：加深对资本主义社会法律形式的
理解，学术的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的马克思主义。
（4）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涉及社会主义与自由：关于自由人社会的思想，拉美 21 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
成就与局限性，21 世纪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与区别。
（5）依附论的
挑战与评估，涉及世界性的个体、土地收益与拉美资本积累的特殊民族形式，
对依附论的批评，马克思主义依附论的核心要点，依附论与世界经济。
（6）依
附论的概念、解释与有效性，涉及拉美社会思想中超级剥削的概念，次帝国主
义与帝国主义资本，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分析依附论的贡献与理论后果，对依
附论及其基本命题的思考。
（7）价值论的问题与观点，涉及价值—劳动理论的
命题与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作为政治经济批判的价值理论，资本、劳动者阶级
与革命的主观性，以马克思著作为基础的认识，从价值批判到主体批判，对后
发资本主义时期政治代理人的思考。
（8）国家、权力和民主，涉及对结构性去
公民化进程的抵抗与后过渡时期的社会政治化因素，抵制国家改革以及在资本
危机背景下围绕公共资金的争论：劳动者面临的挑战，国家与人民的权力，文
化与霸权：葛兰西和汤普森的思考 C ，拉美国家体制的特殊性，对梅尔卡多著
（9）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与帝国主义的
作的解读 D ，对人民自治权力的反思。

A 米哈伊洛夫娜（Alejandra KolantayMijáilovna Kollontái，1872—1952）
，俄共党员、政
治家和女性主义者，1923 年后任苏联驻挪威、瑞典和墨西哥大使，是历史上第一位
女大使。主要著作有《新女性》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爱情问题》
。弗洛拉·特里斯坦
（Flora Tristan，1803—1844）
，法国社会主义作家和活动家，早期女性主义历史理论
的重要奠基者，认为女性的进步与工人阶级的进步有直接关联。
B 欣克莱默特（Franz Josef Hinkelammert，1931— ）
，德国经济学家和解放神学家、
资本主义神学理论批判者。曾在智利和哥斯达黎加任教和从事研究，出版过批评新
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批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和哈耶克、哲学家波普尔的著作，是
“后现代思想”的批判者。著有《德国神学与拉美解放神学》
、
《人类的祭祀与西方社
会》
、
《主体的呼声》
、
《全球化风暴》等。
C 汤普森
（Edward Palmer Thompson，
，英国历史学家、作家、社会主义者、
1924—1993）
和平运动倡导者。著有《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
D 勒内·梅尔卡多（René Zavaleta Mercado，1938—1984）
，玻利维亚政治家、社会学
家和哲学家。曾任矿业和石油部部长，出任过驻乌拉圭和智利的使节，曾任拉美社
会科学院墨西哥分院院长。著有《民族国家与牧师的人民》
、
《民族思想的成长》
、
《拉
美的双重权力》
，
《玻利维亚的民族与人民》
、
《今日玻利维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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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涉及世界体系论作为分析框架的前景，帝国主义、国家与战争产
业，欧洲向何处去：没有尽头的紧缩、联盟的危机与反资本主义斗争的选择。
（10）当前拉美形势，重点讨论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和智利的形势。

（四）
“马克思主义与拉美政治（1960—1980）
”研讨会
“马克思主义与拉美政治（1960—1980）
”研讨会在拉美社
2016 年 11 月，
会科学院墨西哥分院召开，来自墨西哥、阿根廷等国的学者参会。研讨会围绕
拉美一系列的特殊案例展开（尽管这些事例间有相互关联性）
，探讨范围包括
20 世纪 50 年代末古巴革命、60 年代新左翼出现，70 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危机
以及 80 年代围绕民主问题的讨论；试图从内部视角考察拉美政治和人文传统，
形成对 20 世纪 60—80 年代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发展周期的具体印象；从历史
多重世俗性（Temporalidades múltiples）的核心视角分析这一周期，对其理论、
历史和政治效应进行反思。
会议组织者认为，这次研讨会的核心是历史世俗性问题，该问题是对这
一时期一系列具有自身特点的事件进行辩论的关键因素；对苏联以及拉美主流
共产主义的政治批评集中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这一时期拉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
学各种理论不断涌现，与结构主义兴盛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有密切联
系，其结果是出现了对世俗性问题的多元研究：对历史时代所有线性概念的批
评，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批评，被作为进行多元化反思的出发点，这些
反思成为世俗多样性产生的起点，构成理论分析和政治行动成为可能的条件。
研 讨 会 有 四 个 主 题。1. 总 论。 内 容 包 括：世 俗 性 的 多 元 化 —— 编 年 史
学、哲学和政治的评估，布劳德尔的“长周期”和作为“模范人民”的马克思
主义 A ，阿尔都塞超级决定论与线性时间批判，时代性错误、自主与同时性问
题等。2. 新左翼。内容包括：断裂与连续性，国际主义与本地条件，马克思主
义的时代与革命问题——对阶段主义的批判与历史时代的同步性问题，关于批
评的问题。3. 人类学与历史编年学。内容包括：
“从被统治阶级的历史到关于生
产方式的争论；生产方式、经济社会的构成、发展与依附。4. 多重的世俗性是
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读物中的关键。内容包括：阿里克和波坦迭罗思想研究 B ，
A 布劳德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
，法国历史学家。著有《文明与资本主义》
等，强调重大社会经济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是世界体系理论的奠基者之一。
B 阿里克（José María Aricó，
，阿根廷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波坦迭罗（Juan
1931—1991）
Carlos Portantiero，1934—2007）
，阿根廷社会学家，以研究葛兰西著作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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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同步现象——经济与政治、中心与外围；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批评 A 。

（五）阿根廷马克思主义研讨会
1.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系列研讨活动。该大学举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系
列研讨活动 B 。2016 年 4 月举办“从马克思社会理论到拉美的批判理论”暨纪
念列宁《帝国主义论》发表 100 周年研讨会，重点讨论《帝国主义论》中的主
要论题以及对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2016 年 6 月举办“格瓦拉主
义与社会科学”研讨会，讨论的问题有：格瓦拉的辩证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的社
会学，格瓦拉主义的政治设想，关于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对陌生马克思主义的研
究。2016 年 6 月举办“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今日阿根廷马克思主义”研讨会，
主办者希望，在新自由主义和极右派全面进攻面前，对阿根廷马克思主义的历
史和观点进行讨论。
“马克思主义的持续性”系列研讨会。2016 年 8—9 月阿根廷圣马丁大
2.
学连续举办 5 次“马克思主义的持续性”系列研讨会，研讨会在每周四举办。
“经典定义：作为表面现象的意识形态”
；
“
‘科学性’的
5 次研讨会主题分别是：
定义：作为知识的意识形态”；
“辩证性的定义：意识形态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
评理论”
；
“当代的定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犬儒主义”
；
“相互对立的定义：作为大
师语言的意识形态”
。会议举办者提出，系列研讨的目的是对“意识形态”概
念进行研讨，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地位，以及其定义的难度与蕴
含的风险进行思考。一方面，这个概念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当它不成为马克
思思想逻辑的系统因素却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特定阶段的本质概念的时候；与此
同时，它成为有多重含义且不一定能够调和的概念，从“错误意识”到一个政
党的思想体系，再到拜物教问题，一个词承担着多重不同的含义。但不管怎
样，就这一概念构成的整体而言还是存在一定风险，由于主观意识和条件之间
存在差距，似乎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能力和知识分布的不同，这必然会造成被压
迫者的弱势，产生只对压迫者有利的结果 C 。
A Seminario“Temporalidades múltiples: marxismo y política en América Latina（1960—
”
，http://www.flacso.edu.mx/agenda/Temporalidades-multiples-marxismo-y-politi1980）
ca-en-America-Latina.
B Cátedra Che Guevara: Colectivo Amauta,http://amauta.lahaine.org/index.ohp?autman.
C Tercer encuentro del Círculo de Estudio “Persistencias del Marxismo III ：Ideología”
，
http://noticias.unsam.edu.ar/evento/tercer-encuentro-del-circulo-de-estudio-persistenciasdel-marxismo-iii-ideolo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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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委内瑞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大会
2016 年 7 月，委内瑞拉国家计划学院和中央银行联合主办“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大会”
。除委内瑞拉学者和官员外，有来自巴西、阿根廷的
学者与会。会议组织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概念，对于打破迄今为止
将资本主义神话为“自然和非历史性”的模式的立场具有重要意义，坚信只有
从马克思主义概念和战斗性的政治态度出发，才能思考、设计、评估和保卫向
社会主义模式新选择过渡的革命性转变；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理论，从这
一理论出发开展实践。会议分三场大会、数场论坛和多场报告。三场大会的主
题分别是：面对资本主义真实性的过渡选择、拉美的过渡问题、过渡的政治背
景。各场论坛的主题分别是：拉美异端思想的膨胀、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
主义、委内瑞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衰亡、委内瑞拉自我管理的经验。大会安
排了 10 多场报告和发言，主题包括：资本主义模式的衰亡、积累过程与超越
资本主义的建议，劳动者阶级的作用、人民的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中体制的
作用，社会主义如何解释社区经济的作用，拉美社会变革进程中社会组织的作
用，过渡进程的宏观经济，马克思主义及其对拉美经济分析的适用性，马克思
主义与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社区经济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无产阶
级民主与中产阶级民主，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的要素。
会议的最后宣言认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既不是自发的，也不是突然的；
在这一过程中，看似矛盾地既蕴含着试图被取代的资本主义的特征，又蕴含着
试图建立的社会主义的特点。在拉美和委内瑞拉，没有其他选择，或自下而上
地、从人民和劳动者开始扩大社会主义的建设，或者依附性资本主义在劳动阶
级面前展现威力 A 。资本主义争夺霸权和扩张，摧毁了它自己曾经建立起来的
合法性和体制性。革命者不仅要宣称自己是革命者，还要成为实践者，需要在
日常生活中实施革命的原则。
大会的组织者认为，本届大会为就人民政权、社会运动的不同经验展开
对话提供了空间，验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多样性和多元性；社区经济体制是委
内瑞拉替代资本主义经济选择的发明创造；未来我们面临着为向社会主义过渡
奠定物质基础的挑战。会议组织者宣布将举行第二次会议，并建议从本次会议

A Declaración final，I Encuentro Venezolano de Economía Política Marxista，https://encuentrovenezolanomarxista.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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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议题出发，继续深入地展开研究，整合研究力量，加强研究人员、社
区、社会运动和人民组织的联系，加强与拉美国家研究机构的联系。

二、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相关的著作
2016 年拉美国家出版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著作，其中包括：

（一）
《卡尔·马克思，我们的同志》
该书 2016 年由阿根廷工具出版社出版，作者阿尔多·卡萨斯 A 。
《工具杂
志》2016 年第 59 期对该书作了介绍和评论，认为该书的贡献是分析了马克思
主义的多样性问题。作者指出，自马克思逝世以后陆续出现了一系列的马克
思主义，有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托洛斯基的马克思主
义、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有苏联马克思主义、中
国马克思主义、中东欧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拉美国家马克思主
义；有经院式的马克思主义、机能马克思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功能马克思
主义、结构马克思主义、历史马克思主义，以及分析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发展
进程中，出现了经济或人文马克思主义、生产或文化马克思主义、宿命或主观
马克思主义、教条或异端马克思主义、正统或异端马克思主义、冷漠的马克思
主义和热情的马克思主义。此外还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激情的”马
克思主义、马里亚特吉的马克思主义与拉美现实相结合的“梅斯蒂索社会主
义”
、帕索里尼的“内部马克思主义”
（它通常被作为异端或魅力经验论的组
成部分）B 。萨特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创造世界的哲学”和“我们时代不可超
越的思想境界”
；洛伊提出了“浪漫马克思主义”C ，要求纠正其中的一些错误，
重新重视马里亚特吉等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思想，认为这些人的思想
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因素。最近，有学者分析 19、20 和 21 世纪马克思主
义的差异性，甚至还提出“18 世纪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的命题。
此外，2016 年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著作还有：
《资本主义国家的形
A Aldo Casas: Karl Marx, Nuestro Compañero，Buenos Aires: Herramienta,2016.
B 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1922—1975）
，意大利作家、诗人、导演。曾参加意
大利共产党，后被开除，但一直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
C 迈克尔·洛伊（Michael Löwy，1938— ）
，法裔巴西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和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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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与本质》A 、
《阿根廷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传统与文化》
（再版）等 B 。

（二）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科学与乌托邦》
该著作 2016 年 4 月由阿根廷工具出版社和集体出版社联合出版 C ，作者佩
特鲁塞利（Ariel Petruccelli）是阿根廷 Comahue 国立大学教授，曾出版过《历
史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论》
、
《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与争论》
、
《处于十字路口
的马克思主义》
。作者在该著作中提出，需要以道德层面的尺度，就什么是社
会主义，以及为什么社会主义是理想的做出合理性解释和论证。科学与道德，
或者科学与乌托邦，是必须的两个方面，是任何追求“理性”的、解放性政治
纲领中相互不可调和的两个尺度。作者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以及马克思
主义传统中的科学与乌托邦的关系问题，试图就现实马克思主义中道德观问题
的重要性展开争论。2016 年 10 月 18 日在 Comahue 国立大学举行了该著作推
介会及研讨会。

（三）
《拉美的新马克思主义：翻译家、编者、知识分子何塞·阿里克》D
这是一部研究和介绍拉美知名马克思主义学者阿里克的著作，2015 年 10
月由 21 世纪出版社出版。阿里克是阿根廷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青少年时期
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拉美社会主义文化的缔造者。他的社会主义思
想深受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影响，并逐渐与马列主义拉开了距离，转
向了民主社会主义。他作为一名编辑和译者，从 70 年代起就推动建立了《过
去与现实》杂志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机构，在拉美和阿根廷马克思主义思想史
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主张重新思考和用西班牙语传播马克思本人以及其他社会
主义主要思想家（如葛兰西和马里亚特吉等人）的思想和著作。阿里克后被
开除出阿根廷共产党。1976 年军事政变后流亡墨西哥，领导“社会主义思想
图书馆”的工作，从事编辑工作，取得巨大成就和影响。他首次把马克思本
人以及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翻译成西班牙语。他是拉美社会科学院

A Antoine Artous et al., Naturaleza y forma del Estado capitalista, Buenos Aires: Herramienta,2016.
B Néstor Kohan，
“Tradición y cultura crítica en el marxismo argentino”
，Centro de Investigación en Pensamiento Crítico，http://cipec.nuevaradio.org.
C Ariel Petruccelli，Ciencia y utopía. En Marx y en la tradición marxista，http://www.herramienta.com.ar/content/ciencia-y-utopia-en-marx-y-en-la-tradicion-marxista.
D Martín Cortés，Un nuevo marxismo para América Latina ：José Aricó: traductor, editor,
intelectual, http://www.sigloxxieditores.com.ar/fichaLib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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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CSO）教授，受拉美和欧洲多所大学邀请，通过演说和会议传播马克思
主义思想。主要著作有《马里亚特吉与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的根源》
、
《马克思
和拉美》
、
《葛兰西在拉美的历程》
、
《拉美社会主义随笔》
、
《阿根廷的葛兰西主
义者》
。
该书作者科尔特斯（Martín Cortés）从阿里克的著作和作为编辑和翻译家
的轨迹出发，对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发展问题进行研究。他指出，在谈到“拉
美国家马克思主义”时，就是阐述一个问题，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第一，马
克思主义作为从 19 世纪欧洲经验产生出来的一般理论，在多大程度上会对思
考其他地区的现实有效？第二，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拉美人民运动之间
的历史性割裂？作者力图揭示重要政治和文化著作的潜力和影响力，不仅在文
献方面做出描述，还展示了阿里克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对拉美国家独特性的思
索，认为阿里克脱离了外围国家是进步的障碍的宿命论观点；不仅分析了理论
传统中作品的异质性战略和旁支著作的适应性，甚至从马克思被遗忘的初稿
和零碎作品中去寻找关键性的思想和作品。作者还分析了阿里克鲜为人知的
一面，认为阿里克的著作为一些政治理论的再塑造做出了贡献，如国家、民
主、政治主体和霸权等。有评论认为，
“从预定的围绕社会主义的辩论视角出
发，本书对研究和思考拉美左翼历史以及马克思主义更新的人具有重要参考
价值”A 。
2016 年 9 月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举行该著作发布会，出席会议的有阿
根廷、秘鲁和墨西哥等国家的学者。

（四）
《拉美的印第安主义与社会主义》
该著作的第三版 2016 年由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出版 B 。作者萨拉蒂诺
（Al、
berto Saladino García）是墨西哥州立自治大学教授，还著有《拉美启蒙哲学》
《拉美哲学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
《关于拉美科学史理论的若干问题》；参与编
写《19 世纪拉美的思想》
、
《墨西哥哲学史：墨西哥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2016
年 9 月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举行该书发布会。该著作从印第安人的历史出
发，研究了自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拉美后就一直存在的印第安人问题，并把马
A Un nuevo Marxismo para América Latina : José Aricó: Traductor, Editor, Intelectual, http://
www.sigloxxieditores.com.ar/fichaLibro.
B Presentación de libro Indigenismo y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http://www.hch.org.
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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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的研究应用于拉美的现实知识。作者从隆巴多、阿尔塞和马里亚特吉
三位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不同视角 A ，分析研究了拉美印第安人，
继续将其视为说一种语言（un dialecto）的人，它属于一个民族（种族）
，或者
将其定义为穿“某种特色服装”的人，或者将其作为劳动者阶级的组成部分，
甚至将其作为革命者。

三、拉美马克思主义研究关注点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
义的研究。
不少拉美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依然是认识当代社会的正确方法和工具，
是理解资本主义的基本思想，因为它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基础上。马克
思主义不仅适用于分析外围国家，如拉美，也适用于分析美国和欧洲。
“马克思
《工具
主义是正确理解当代世界的唯一理论，其他理论则不能对此做出解释”B 。
杂志》和巴西《马克思主义批评》
（2016 年第 42 期和第 43 期）等拉美国家马克
《工具杂志》
思主义研究的主要期刊，发表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成果。
第 59 期发表《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最新研究》
（作者 Facundo Martín）一文，
对工具出版社 2016 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与本质》
（Antoine Artous 主
编）一书做了介绍。这本书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视角研究资本主义国家问
题，在拉美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主义批评》第 43 期发表一批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论文。其中包括《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 3 卷和马克思
的〈资本论〉原稿》
（作者 Michael Heinrich）
，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危机观》
（作
者 Danilo Enrico Martuscelli）
，
《复杂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马克思主义辩论史》
（作
者 Gastón Caligaris）
《
，马克思主义对互联网问题的研究》
（作者 Christian Fuchs）
等。

A 隆巴多（Vicente Lombardo Toledano，1894—1968）
，墨西哥政治家和哲学家，具有
马克思主义倾向。阿尔塞（José Antonio Arze y Arze，
，玻利维亚政治家、
1904—1955）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社会学家。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1894—1930）
，
秘鲁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秘鲁共产党创始人。
B Atilio Borón: el marxismo en nuestra América Latina de hoy, http://pulsodelospueblos.com/
atilio-boron-el-marxismo-en-nuestra-america-latina-de-h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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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方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占重要地
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是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各种研讨会的重要主题（详
见本报告第一部分）
，也是相关研究期刊发文的重点。
《马克思主义批评》杂志
第 42 期发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主要文章有：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社
会阶级》
（作者 Fabien Tarrit）
，
《葛兰西和关于民主的狱中札记：理论的批评》
（作者 Luciana Aliaga）
，
《对修正主义双重批判的狱中札记》
（作者 Anita Helena
，
《马克思主义和战争文化》
（作者 Danilo Enrico Martuscelli）
，
《马
Schlesener ）
克思主义社会学视角的公民文化》
（作者 Jerzy J. Wiatr）等。
《工具杂志》第
（作者 Miguel
59 期发表《对卡萨斯〈我们的同志卡尔·马克思〉一书评述》
，重点分析了马
，介绍了卡萨斯的上述著作（工具出版社 2016 年版）
Mazzeo）
克思主义的多样性问题（对此书的介绍见本报告第二部分）
。

（二）马克思主义拉美化进程研究
2016 年在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研究方面发表了若干著作，如《拉
《今日拉美马克思主义》B ，以及《马克思与拉美的
美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A 、
马克思主义》C 。本报告主要介绍第三部著作的主要观点。

1. 多元性是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
作者罗梅罗认为，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具有多元性，他试图通过分析马克
思恩格斯思想的一些基本面，通过对拉美主要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思想的分析，
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拉美的影响和发展。他认为，拉美出现了大量马克思主义，
而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各种马克思主义间不尽相同，有时还相互竞争和相互
批判。在很多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被不同社会阶层作为追求自由的理论工具。
但他强调，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它也是进行特定社会政治—社会控制的手段。

2. 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历程
罗梅罗重点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与拉美的关系，探讨了马克思主
义在拉美的本土化发展过程。

A Antonio Olivé，La recepción del pensamiento de Karl Marx en América Latina，https://
kmarx.wordpress.com/2016/01/18/.
B Atilio Borón: el marxismo en nuestra América Latina de hoy，http://pulsodelospueblos.
com，13 deseptiembre,2016.
C Ramiro Hernández Romero，Marx y 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Do Rebelión，
http://www.sul-sur.com/20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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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的欧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
义）产生于 19 世纪中叶，马恩是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一思想首次对
“资本主义”进行系统和激烈批判。在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刚刚站住脚的时候，
马恩奠定了理解他们所处社会的理论基础，建立了争取社会斗争和社会解放的
理论原则，并投身于这个时代的革命斗争中。马恩的著作不仅在欧洲，在世界
其他地区也立即产生了影响。然而作者强调，即使在欧洲，其著作和观点的影
响在革命者和研究者中依然有限，在拉美国家的影响更是如此。马恩涉及拉美
的文献和研究不多，他们的思想当时有鲜明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这可在他们
当时对美国—墨西哥战争，以及对玻利瓦尔的评价中看出来。马克思主义在拉
美的最初印记是在 19 世纪末期，即在马克思逝世后不久。当时出现了若干政
治和理论上相互碰撞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各种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他们的
马克思主义之间发生了直接的对立。拉美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是通过欧洲移民带
入的，
1895 年布斯托斯（Juan B. Bustos）完成了《资本论》的西班牙文版翻译，
并创建了阿根廷社会党，此前《共产党宣言》西班牙文版已在拉美出版。进入
拉美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国际中占支配地位的马克思主
义，这是拉美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拉美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具有欧洲中
心论特点，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改良和渐进的马克思主义，同时是对欧洲中
心主义的模仿”
。一直在 20 世纪 20 年代之前，拉美基本是照搬照抄第二国际
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
第二，去欧洲中心论的出现。1917 年俄国革命胜利在拉美产生巨大影响，
推动了拉美共产党的建立。虽然拉美各国共产党内欧洲中心主义盛行，但一些革
命者开始从拉美的现实出发，寻求革命的道路。梅亚（Julio Antonio Mella）即是
其中之一。梅亚是古巴共产党党员，曾是墨西哥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后与该
党在斗争策略上产生分歧而发生对抗。在这场对抗中，欧洲中心主义和斯大林
主义都把梅亚视为对团结的威胁。罗梅罗认为，梅亚是革命民族主义的理论家
之一，他的思想带有拉美本土特色，因此被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视为“暧昧主义”
（eufemismo）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梅亚思想的本源性是，开始把印第安人问题看
作是阶级问题。这一立场此后被秘鲁共产党创始人马里亚特吉在玻利维亚和秘鲁
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发挥。当时在共产国际影响下，拉美国家的共产党只承认拉美
半殖民地的特点，坚持欧洲中心主义立场，对印第安人漠不关心或重视不够，或
无动于衷。但这一时期，马里亚特吉、庞塞等人开始对欧洲中心主义和俄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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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持批判态度 A 。隆巴多等人虽也反对欧洲中心论，但同情俄国中心论。
。这一时期最深刻的理论表现是马
20 年代中期到 30 年代是“革命时期”
里亚特吉的著作。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者把拉美的革命同时定义为具有社
会主义、民主和反帝的特点。马里亚特吉开创性地从拉美历史的视角分析拉美
的问题，完全脱离欧洲中心主义。马里亚特吉用新的术语解释拉美的问题，在
某种程度上将马克思主义拉美化。他提出拉美需要一种新理论，需要通过马克
思主义的拉美化指导实践。他从秘鲁面临的主要问题出发对该国国情进行解
释，认为秘鲁国情与以欧洲为中心和以俄国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他
从秘鲁落后和工业刚刚起步，几乎还不存在工业人口，印第安人占多数的特殊
国情出发，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他远离和超越了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对欧洲中
心论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均持
批评态度，提出更新的、更接近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
所谓“异国情调”
（exotismo）现象，它把拉美的特殊性绝对化，把它的文化、
历史和社会结构绝对化，过度夸大其影响，
“用‘印第安美洲’的特殊性来裁
判马克思主义自身，将其作为专门属于欧洲的教条”
。典型例子是德拉托雷领
导的秘鲁阿普拉主义，它主张马克思主义要适应美洲当时面临的各种问题。
第三，20 世纪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的苏联化。从 30 年代中期到 1959 年
是斯大林主义时期。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苏联式的解释在拉美占主导地位，
斯大林定义的革命阶段论将拉美定义为民族民主革命的阶段。拉美自身的马克
思主义传统随着 30 年代斯大林化的进程而中断。拉美很多共产党赞成斯大林
化，俄国中心主义风行一时。然而，在与第三国际有密切联系的历史性马克
思主义和俄国中心论面前，出现了像阿根廷共产党总书记科多维亚（Vittorio
Codovilla）这样的战斗者，他不赞成该党内俄国中心论的立场，他代表了与次
大陆特殊条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多样化。萨尔瓦多共
产党、墨西哥共产党（以 Aníbal Ponce 为代表）内部也有一种与斯大林主义相
对立的批判潮流，甚至不惜与党的领导人决裂。然而，斯大林主义所代表的俄
国中心主义占据上风，并维持了很多年。即使在 1948 年冷战开始后，俄国中
心主义依然占支配地位。在斯大林去世以后，拉美的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改变其
亲苏联的倾向。

A 庞塞（Aníbal Ponce，1898—1938）
，阿根廷共产党员，作家、心理学家和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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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的新时期。1959 年古巴革命后是革命的新时
期，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试图以激进方式认识本地区的问题。古巴革命既开始
了革命的新时期，也开创了推动马克思主义革新的新条件。拉美国家马克思主
义重新提出和强调过去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观点，马里亚特吉和梅亚反对俄
国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的思想被应用于新的历史环境中。从古巴革命中出现的
最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是格瓦拉，他的思想发展成格瓦拉主义的运动。古巴革命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革新，对新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古巴革
命后拉美出现了大量游击队组织，有些游击队坚持斗争多年。这一时期拉美国
家马克思主义的革新也出现在大学。一大批拉美知识分子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
社会科学。在古巴革命影响下，一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还积极投入到社会斗
争的实践中。
第五，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重回欧洲中心论。20 世纪 70 年代拉美国家马
克思主义进入新进程。这一时期，反革命力量在不少拉美国家取得支配地位，
智利发生政变，左翼政权被推翻，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变革更加困难。这一
时期，世界大国的政治进程出现转变和重组，美国和英国保守势力上台执政，
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欧洲共产党实行改良主义，政策右倾化。拉美也出
现类似变化。从 70 年代开始，在拉美可以找到与欧洲共产主义类似的思想和
表达，如委内瑞拉共产党领导人佩特科夫（Teodoro Petkoff）的著作《通向左
翼的历程》
，表述了与欧洲共产主义极为类似的观点。这种表述又重新回到了
欧洲中心论的立场，在拉美社会活动家和党员中产生混乱，造成“顺从主义”
（conformismo）抬头。许多左翼党员和积极分子立场倒退，接受了各种以“后
主义”
命名的保守主义哲学思想。他们毫无根据地认为不存在历史和革命主体，
沉浸于后现代主义对所谓“重大事件”的分析。这一时期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放
弃马克思主义，大肆鼓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存在。

（三）资本主义批判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历来是该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特点。阿根廷布
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教授博隆认为，
“资本主义已经显示出，它没有能力面对
和解决其自身所产生出来的问题和挑战”A 。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重要期

A Atilio Borón: el marxismo en nuestra América Latina de hoy，http://pulsodelospueblos.
com/atilio-boron-el-marxismo-en-nuestra-america-latina-de-h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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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阿根廷《工具杂志》
（2016 年出版第 58 期和第 59 期）第 58 期发表一组论
文，对当前资本主义及其危机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资本主义与气候战》
（作者
《面对
Renán Vega Cantor）一文认为，气候变暖只是症状，病根是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战争需要反抗和建立自主》
（作者 Rafael Sandoval Álvarez）一文提
出，过去 15 年间，资本主义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对土地、文化、历史、
自然资源、能源、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公共安全的掠夺和私有
化，因此“应该开展反对资本主义剥夺和控制的斗争”；
《当前资本主义的进程
与文明人类社会的前景》
（作者 François Chesnais）一文则分析了资本主义发
展的局限性 A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拉美国家许多研讨会的主题，例如，智
利第四届马克思主义研讨会将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与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作为
主题之一。哥伦比亚第九届“马克思活着”国际研讨会的主题是“现实资本主
义的战争与和平”
，涉及当代资本主义的超级剥削、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化、拉
美人民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等问题。委内瑞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次
大会”的主题是“面对资本主义真实性的过渡选择”和“资本主义模式的衰亡
与超越资本主义”；会议指出，尽管资本主义经济的方式有所改变，但其仍处
于危机之中。和新自由主义一样，资本主义并没有新的东西。资本主义争夺霸
权和扩张，摧毁了它自己曾经建立起来的合法性和体制性 B 。

（四）世界与拉美现实问题研究
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期刊，发表了大量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
成果。
《马克思主义批评》第 52 期设置关于“当前巴西政治危机”专栏，对当
前巴西政治发展的困境、左翼执政党面临的治理危机等进行研究和分析。该杂
志第 53 期发表《处于危机中的欧洲》
（作者 Marcello Musto）
、
《关于拉美民众
主义的初步争论》
（作者 André Kaysel Velasco）
，其分析的问题均涉及当前世
界和拉美热点和现实问题。
《工具杂志》2016 年发表不少关于当前拉美和阿根
廷重大现实问题的成果，重点研究了 2015 年底阿根廷“左”
、
“右”政权更迭
后政府政策的变化与影响。
拉美国家一些重要研讨会将当前拉美和世界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
A François Chesnais ，El curso actual del capitalismo y las perspectivas para la sociedad humana civilizada ，Revista Herramienta N°58, http://www.herramienta.com.ar.
B Declaración final，I Encuentro Venezolano de Economía Política Marxista，https://encuentrovenezolanomarxista.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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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2015 年以后，始于世纪之交的拉美左翼执政周期趋于退潮，委内
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等左翼执政党陷于前所未有的执政困境。
左翼执政周期退潮、拉美左翼面临的新挑战成为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研
究关注的热点问题，举办了多次相关研讨活动。2016 年 11 月，哥伦比亚国立
大学举办“拉美向左转是否终结”国际研讨会。除了本国代表外，来自巴西、
乌拉圭、厄瓜多尔、古巴、智利、墨西哥、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的代表参加了
会议 A ；研讨会对拉美左翼执政周期和新自由主义回潮等问题进行讨论，对在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背景下拉美国家社会运动、人民运动、劳动者组织面临的挑
战进行思考；研讨会涉及当前拉美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如拉美的政
治选择、21 世纪的新自由主义、左翼执政周期对拉美政治与社会抵抗的影响、
拉美进步主义与进步政府的意义、厄瓜多尔与委内瑞拉的革命变革、巴西各阶
级协议的危机与替代性选择、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家建设与美好生活理念、美国
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后美国对拉美的政策、拉美人民的抵抗与争取共同福利的
斗争，等等。此外，在智利召开的第四届马克思主义研讨会将
“欧洲向何处去”
作为重要内容，并把拉美当前形势纳入会议日程，重点讨论处于重大变革进程
中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委内瑞拉等国家的形势及面临的危机。

四、拉美“21 世纪社会主义”反思
进入新世纪，拉美出现“21 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并在短期
内取得明显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社会主义在拉美乃至世界的影响力。随
着国际经济危机影响持续发酵，近年来拉美经济增速减缓，一些左翼执政国家
甚至陷入衰退，致使社会矛盾加剧，左翼执政党面临的困难增多，委内瑞拉、
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左翼执政党的“21 世纪社会主义”实践探索遇到新挑战，
实施难度加大。在这种形势下，围绕拉美“21 世纪社会主义”的争论趋于激
烈。一些左翼学者和政党继续论证其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肯定其在政治和社
会发展方面的成就。与此同时，右翼学者和媒体加大对拉美“21 世纪社会主
义”攻击和批判力度，渲染“拉美左翼正在遭遇最黑暗的时刻”
，
“21 世纪社
A Seminario Internacional América Latina en Disputa ¿Cierre del giro a la Izquierda? http://
www.elcapital150aniversario.net/vigencia-del-marxismo-en-el-siglo-xxi-conferencia-deconsuelo-ahum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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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在选举中失去影响”A ，并“在拉美沉没和退潮”B ；宣称“21 世纪社会
“不应再犯 21 世纪社会主义的错误”D ，
主义是拉美最大的不幸和灾难”C ，强调
渲染“21 世纪社会主义”最终会滑入“军事独裁”E 。
在众多研究成果中，巴西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教授洛佩斯的研究有一定
代表性和较强理论性，立场也相对客观。他分析研究了古巴、委内瑞拉、厄瓜
多尔、玻利维亚社会主义的特点，对这些国家目前面临的挑战进行解读，并提
出了对拉美社会主义的若干思考 F 。

（一）拉美“21 世纪社会主义”的特点
洛佩斯认为拉美“21 世纪社会主义”有以下 8 个特点：生产资料社会
化，而不是经济全面国有化；承认国家对经济的主导作用；宣称用新国家取代
旧的资本主义国家；强调人民主权不可让渡和不可剥夺；强调保护社会环境；
尊重政党和媒体多样化，
（按照罗德里格斯和弗莱雷的思想）发展问题导向的
教育 G ；委内瑞拉还建立民兵组织，作为国家常规武装力量的补充。

（二）拉美“21 世纪社会主义”面临挑战
通过对上述国家目前的问题和挑战的具体描述，洛佩斯认为拉美“21 世
纪社会主义”面临严重挑战。古巴处于继续实施“革命和党的社会经济政治纲
领”的复杂进程中，这一进程面临着诸多问题、挑战和威胁；委内瑞拉面临严
重经济和政治危机，生活用品短缺，物价高涨，反对派控制了议会并试图改
变左翼政府的基本政策；厄瓜多尔科雷亚总统不再追求连选连任，社会各界对
政府政策的批评越来越多；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总统在 2016 年修宪公投中失利，
A Adriana Cassis，deterioro electoral del Socialismo del Siglo XXI，http://www.eldiario.
com.co/seccion/OPINION/fracas.
B Nicolás Márquez，La noche más negra de la izquierda latinoamericana. Por.http://www.
cubademocraciayvida.org/web/article.
C Carlos Raúl Hernández，Desastre del Socialismo del Siglo XXI pudo ser peor para Latinoamérica https://es.panampost.com/editor/2016/05/30/.
D Leonard Quinde Allieri,No repitamos nunca más los errores del Socialismo del Siglo XXI，
http://es.panampost.com/leonard-quinde/2016/05/22/.
E Carlos Sánchez Berzaín，Dictadura militar, fase final del Socialismo del Siglo XXI，18 de
septiembre de 2016，http://www.diariolasamericas.com/america-latina.
F Sirio López Velasco ：Problemas y desafíos económicos del socialismo en la A. Latina del
siglo XXI: Cuba, Venezuela, Ecuador y Bolivia，http://www.alainet.org/es/articulo/179852.
G 罗德里格斯（Simón Rodríguez）
，19 世纪委内瑞拉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保罗·弗莱
雷（Paulo Freire，
，巴西著名教育家、哲学家。著有《被压迫者教育学》
。
1921—1997）

256

政府政策遭到越来越多的非议。

（三）对拉美社会主义的反思
洛佩斯在对拉美“21 世纪社会主义”特点、挑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
提出问题的方式，对拉美社会主义提出 20 点理论反思。
（1）社会主义是否应在“美好生活”
（
“美好生活”是玻利维亚和厄瓜多
尔社会主义的理念，融合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等内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2）考虑到无论是长期实行经济计划国家化（古巴）
，还是经济对私人企业（包
括民族和跨国资本）非常开放的情况下，都出现了绝大多数人口基本需求未
得到满足的现象，哪一种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可以或应该用来解释下列这些企
业形式：国家企业、混合企业（包括本国和 / 或外国资本的）
、合作企业、社
区企业、公社企业、
（规模大和 / 或小、本国和 / 或外国）私人企业，以及个
体经济？（3）在存在大量私人大庄园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主义是否可以容纳大规模的单一作物种植和 / 或大规模使用农药和 / 或食品转
基因技术？（4）社会主义是否可以包含（本国和 / 或外国）私人银行和私人
金融部门？（5）是否可以在国家对外贸和人民政权垄断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
义？（6）是否可以在不严格控制汇率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7）社会
主义建设是否能在举借外债的情况下进行？如果可以，应向谁举债？举债数量
或比例以多少为宜？（8）社会主义建设是否可以用外国投资为主要支撑？如
果是，投资应该来自何处？投资数量或比例以多少为宜？（9）在社会主义经
济中，向资本主义国家游客开放的旅游有什么作用？有哪些局限性？（10）社
会主义是否能在依靠以采矿收入为基础的经济上进行建设（因为这种产业损害
人类和自然的健康和本质）？（11）社会主义是否能在没有共同生产者自由参
与的情况下建成？或在不同特点的企业，在经济计划和管理的所有领域实现？
（12）在直接民主和主人翁民主下 A ，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否能够或应
该服从人民的意愿？（13）在社会主义中，工会应起什么作用（特别是在承认
私人企业存在的情况下）
？（14）在社会主义中，有组织的社区、社会运动（包
括原住民社区、黑人社区和组织、妇女群体、同性恋群体及其他“少数族裔”
群体）
、高等院校、环境组织，在地方和国家经济计划和管理中应起什么作用？

A 直接民主和主人翁民主是委内瑞拉“21 世纪社会主义”框架下参与式民主的基本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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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社会主义是否可以用“旧的资本主义武器”
（即格瓦拉曾经批判过的资本
主义范畴，其中包括对“价值法则”的无限制应用，资本、价格的关联性概
念，企业间竞争，企业对利润的追逐，把工资作为个人和企业物质刺激的主要
方法）
来进行建设？如果可以，如何、在何种程度和数量上、在什么时候实施？
（16）社会主义是否能在以化石燃料为根基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或应该坚
定地依靠清洁或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等，这些能源甚至在当今资本主义
模式下在经济上也是可盈利的）
。
（17）拉美的社会主义是否能在没有创造自己
的技术、依靠资本主义大国技术的情况下进行？如果自己的技术是必不可少
的，那么我们传统的社区、教育和科技中心、社会和合作企业在推进技术发展
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18）拉美（特别是拥有大量印第安人口和 / 或黑人的
国家，在这些国家还没有把典型的社区—环境、风俗习惯整合或扩展到全社会
的经济领域）今天是否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如何通过民主的方式把社区中传统
的风俗习惯整合到全国的经济—社会环境—教育发展规划中？（19）如何通过
民主方式具体地协调和整合国家规划与非集中化、地方自主的关系？（20）社
会主义能否在拉美各个国家单独地进行建设？还是需要在经济方面进行有效协
调进而实现团结，以便使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可能？如果可以实现有效协调进而
实现团结，如何在这方面进行推进？在这个进程中，苏克雷 A 、南方银行、原
住民、劳动者、工会、社会运动、环保组织、媒体（特别是公共和社区媒体）
、
文化艺术界人士、教育和体育中心应发挥何种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

A 古巴和委内瑞拉主导的玻利瓦尔美洲联盟的共同货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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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论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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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
王凤才

“法兰克福学派”因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而得名，以批判理论闻名于
世；但这三者之间并不是完全对应的，而是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换言之，
社会研究所是法兰克福学派大本营，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标志性贡献；但
并非社会研究所所有成员都属于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并非社会研究所所有
理论成果都属于批判理论。例如，在格律贝格时期，既没有法兰克福学派，也
没有批判理论；但他奉行的超党派学术立场、跨学科研究方法，为法兰克福学
派真正创始人、批判理论真正奠基人霍克海默继承和发展。法兰克福学派并非
铁板一块、批判理论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存在着众多差异、矛盾甚至对立。尽
管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内部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总体上都属于“老批判理
论”
，体现着批判理论第一期发展。尽管第二代批判理论家内部有着三条不同
的研究路径，但与“老批判理论”相比，基本上都属于“新批判理论”
，体现
着批判理论第二期发展。尽管第三代批判理论家有着不同的学术路向，但总体
上属于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标志着批判理论最新发展阶段（
“后批判理论”
）
、
体现着批判理论最新发展趋向（
“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
”
）
。批判理论的
“政治伦理转向”
，是笔者长期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及其最新发展而做出
的基本判断，已经得到了学界同仁的认同（尤其是得到了霍耐特的认同）
。要
想理解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
，首先要弄清楚“批判理论三期发展”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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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理论第一期发展（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初到 60 年代末，以霍克海默、阿多尔
诺、马尔库塞、洛文塔尔、波洛克等人为代表）致力于批判理论构建与工业
文明批判；批判理论第二期发展（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到 80 年代中期，以前
期哈贝马斯 A 、A. 施密特、F.v. 弗里德堡等人为代表）致力于批判理论重建与
现代性批判；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今，以后期哈贝
马斯、霍耐特、维尔默、奥菲等人为代表）
，完成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
向”
。概言之，
“批判理论三期发展”意味着：从古典理性主义到感性浪漫主义
再到理性现实主义；从激进乐观主义到激进悲观主义再到保守乐观主义；从欣
赏、信奉到怀疑、批判再到超越、重建马克思主义；从文化主体哲学到语言交
往哲学再到政治道德哲学（
“政治伦理学”
）
；从“老批判理论”到“新批判理论”
再到“后批判理论”
。
“后批判理论”标志着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阶段，它不再
属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而是已经进入到与当代实践哲学主流话语对
话的语境之中。

一、批判理论第一期发展：从社会哲学到批判理论
关于“社会哲学”
（social philosophy/Sozial philosophie）
，大致有三条不同
的理解路向：B
第一，本体论路向（典型形式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旨在从
最抽象层面解决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辩证唯物主义是该哲学的核心，由此而
派生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其社会哲学。当代西方许多哲学流派，在一些根本问
题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深刻分歧，但在将哲学当作关于实在的认识形式
问题上，则是一致的。它们对于社会哲学的理解，基本上也属于本体论路向。
第二，认识论路向（典型代表是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认为，社会哲学
探讨各种不同的关于理想的社会制度或社会本质的观点；有时也提出一些关于
A 关于哈贝马斯思想发展，学界有不同分期法，这是由于研究角度不同而导致的。笔
者将之分为前期和后期：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到 80 年代中期，称为前期哈贝马斯，
致力于批判理论重建和现代性批判；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今，称为后期哈贝马斯，
完成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
。
（参见王凤才：
《蔑视与反抗——霍耐特承认理
论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
》
，重庆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1 页。
）
B 苏国勋：
《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
（第十卷：社会哲学）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版，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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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或理想社会是由什么构成的设想；通常也关心关于各种政治意识形态
的价值及其特征的评价，以此作为赞扬（有时仅仅是修辞学上的）某种社会措
施或社会计划有价值的理由。这一路向理解的社会哲学类似于政治哲学、道德
哲学。
第三，社会理论路向（典型代表是社会科学家而非专业哲学家）认为，
应该用“社会理论”概念取代“社会哲学”概念，并强调社会理论不能归属于
任何一门特殊学科；相反，它涵盖了所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因而，社会
哲学问题亦即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一般理论问题，它是对社会现象进行的哲
学反思。
在霍克海默看来，社会哲学的最终目标是，对并非仅仅作为个体的、而
是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人的命运进行哲学阐释。因此，它主要关心那些只有
处于人类社会生活关系中才能理解的现象，即国家、法律、经济、宗教，简言
之，社会哲学从根本上关心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A 就是说，社会
哲学意味着要对人类文明进行反思、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对人类命运进行关
注。霍克海默关于社会哲学的这种广义理解，尽管并不为社会研究所成员完全
认同，但即使在批判理论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也贯穿了其基本精神。
那么，什么是批判理论呢？这需要从“批判”一词谈起。根据杜登德语通
用辞典（Duden Deutsches Universal Wörterbuch）的说法，
“批判”一词源自于古
希腊的“Κριτικη”，是指“评判的艺术”
（Kunst der Beurteilung）
，主要被用于政
治实践和法律诉讼中；后来被扩展到生活习俗、社会制度、文学艺术、文献编
纂等领域。在这里，我们首先讨论“批判”
（critique/Kritik）的四种模式。 B
第一，文化批判模式（评判的艺术 / 批评的艺术）
。在这里，批判既可以
做肯定性理解——评判（包括表扬在内）
，譬如：文学评论、文学批评意义上
的批判，就包括表扬在内；也可以做否定性理解——批评，主要是对某些事
（crisis/
物、理论、立场、观点的不认可、否定。从词源学上说，批判与“危机”

A Max Horkheimer，Gesammelte Schriften ，Bd3, Hg. von Alfred Schmidt, Frankfurt/M.:
Fischer 1988,S.20.
B 关于批判的四种模式，是笔者近来思考的结果。不过，关于批判的理解，则受到了
国内外学者的启发。譬如，德国《批判理论杂志》编辑出版人 G. 施威蓬豪伊塞尔
（Gerhard Schweppenhäuser）关于批判与危机关系的考察，以及谢永康副教授关于批
判与拯救关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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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se）紧密相关。因而，任何批判都是为了拯救。
第二，内在批判模式（纯粹理性批判 / 形而上学批判）
。我们知道，康德
开创了理性批判传统，甚至将批判视为理性的代名词。所谓纯粹理性批判，从
肯定意义上理解，是指人们如何有效地认识对象并为这种认识提供某种先验基
础；从否定意义上理解，它表明某些理性要求是虚妄的。因而，纯粹理性批判
就是纯粹理性的自我认识。黑格尔坚持内在批判模式，将批判等同于否定，但
他并未将批判贯彻到底，从而导致了非批判的结果。在《否定辩证法》中，阿
多尔诺断定，黑格尔的“肯定辩证法”最终服务于形而上学的目的。
第三，社会现实批判模式（政治经济学批判 + 意识形态批判）
。众所周知，
马克思的批判源自于黑格尔，即马克思对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的批判，包含着
对黑格尔辩证方法的某种程度的坚持，以至于在阿多尔诺视阈里，马克思辩证
法与黑格尔辩证法并没有根本不同，都是将否定之否定视为肯定的“肯定辩证
法”
。不过，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结合起来，构造了一种
社会现实批判模式。这毕竟不同于黑格尔，仅仅局限在未能贯彻到底的形而上
学内在批判模式。
第四，形而上学批判与社会现实批判相结合模式。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
论家，例如，阿多尔诺将对传统哲学同一性逻辑的批判、对社会现实的合理化
原则的批判结合起来，将卢卡奇的物化批判与 M. 韦伯的合理化批判结合起来，
既坚持形而上学的内在批判，又赋予批判以强烈的现实意义，构造了一种形而
上学批判与社会现实批判相结合的模式。
当然，上述关于批判模式的划分，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批判的复杂性，
以及批判究竟是什么？并不表明这种划分囊括了一切批判，没有任何例外；也
不表明这种划分已经无懈可击，完全能够自洽。实际上，为了揭示什么是批判
理论，除考察批判的复杂性外，还要考察什么是“理论”？这需要从“理论”
（theory/Theorie）与“实践”
（practice/Praxis）关系谈起。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
系，我们归结为以下四种理解：
第一，理论与实践“异中有同”
。在古希腊，实践一词，从广义上说，一
般是指有生命物的行为方式。亚里士多德第一次将实践提升为一个哲学概念。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将人的行为分为三类，即“理论”
（θεωρία）
“生产”
、
（παράγουν）
、
“实践”
（πρακτική）
。在他看来，生产的目的在于它产生的结果，
本身并不构成目的；与生产不同，实践的目的不在自身之外，而在自身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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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本身就是目的。在理论沉思中，人独自面对真理；与理论不同，实践活动
总是在人际之间展开。不过，在本身就是目的这一点上，理论与实践又是相同
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将理论视为最高的实践。简言之，在古希
腊，理论是对永恒东西的观察和凝视；而实践的最根本的规定性在于：
（1）它
本身就是目的；
（2）它不是人维持生命的生物活动和生产活动，不是人与自然
之间的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政治伦理行为。 A 当然，也包括以可变东西为
对象的行为。
第二，理论主义取向（用理论“吞噬”实践）
。在《后形而上学思维：哲
学文集》
（1988）中，哈贝马斯说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强大的理论
概念。阿多尔诺认为，尽管康德区分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但其理论理性是
指纯粹理性，而其实践理性则将去实践化与去对象化结合在一起。
“理性的存
在者”不是根据质料而是根据形式包含着意志的决定根据，这就是康德的实践
“形式主义”
。这种理论主义倾向，与主体主义取向联系在一起。
第三，实践主义取向（使理论“屈从于”实践）
。在这里，或片面强调实
践第一性；或制造实践神话。就前者而言，尽管柯尔施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
题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但在具体论述中有突出实践的嫌疑；至于
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则更加明显，尽管他对实践有独特的理解；阿尔都塞强调
理论也是一种实践，即理论实践，表面似乎是抬高理论，但实际上暗含着使理
论屈从于实践的倾向。就后者而言，美国实用主义以及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对于实践的片面强调，几乎达到了神话的程度。阿多尔诺的这种说法，对于理
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有启发意义，但却未必完全正确，需要具体地分析。
第四，理论与实践“有差异的统一”
（理论与实践相互独立又不绝对分离，
而是有差异的统一）
。例如，阿多尔诺既反对实践第一性，强调理论批判的重
要性；又将理论批判视为一种实践形式，目前甚至是唯一合理的形式——作为
一种批判行为，它只能以理论的方式介入实践，否则就像大学生运动那样，变
成一种“行动主义”
（Aktionismus）
、
“实践主义”
（Praktizismus）
、
“伪—行动”
（pseudo-Aktivität）
。B

A 关于古希腊实践概念的详细分析，参见张汝伦：
《作为第一哲学的实践哲学及其实践概
念》
，
《复旦学报》2005 年第 5 期。
B 详见哈贝马斯：
《后形而上学思维》
，以及谢永康：
《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拯救》关于理
论与实践关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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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主要是为了揭示“批判理论”
（critical theory/kritische Theorie）的内涵。所谓批判理论，从广义讲，是指人们对（包括理性在
内的）文明历史、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性反思而形成的思想观点、理论学说，既
包括古希腊传统的评判的艺术 / 批评的艺术在内的文化批判模式，又包括康德
传统的纯粹理性批判 / 形而上学批判的内在批判模式，更包括马克思传统的政
治经济学批判 + 意识形态批判的社会现实批判模式。从狭义讲，特指法兰克
福学派“以辩证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社会哲学理论，即形而上学
批判与社会现实批判相结合模式。这里的“批判理论”
，指的是法兰克福学派
批判理论。
概括地说，批判理论第一期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确立了社会哲学研究方向，确定了批判理论基本纲领。C. 格律
贝格 A 领导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致力于社会主义史与工人运动史研究，
对批判理论构建并没有什么实质性贡献；当然，他为社会研究所规定的超党派
学术立场、跨学科研究方法，成为社会研究所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并为法兰
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真正奠基人霍克海默以及所有批判理论家所继承。然而，
早在《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
（1931）B 就职演说中，霍克海默
就力图改变 C. 格律贝格“重史轻论”的学术路向，并将社会哲学确立为社会
研究所的研究方向。他认为，社会哲学既不是一种阐释具体社会生活意义的价
值哲学，又不是各种实证社会科学成果的综合，而是关于个体与社会关系、文
化的意义、共同体形成的基础、社会生活的整体结构的思想。
“社会哲学的最
终目标是，对并非仅仅是作为个体的，而是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人的命运进行哲
学阐释。因此，社会哲学主要关心那些只有处于人类社会生活关系中才能理解
的现象，即国家、法律、经济、宗教，简言之，社会哲学从根本上关心人类的
“前言”中，
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C 。到《社会研究杂志》创刊号（1932）
霍克海默又强调社会哲学研究要与具体科学研究、一般哲学研究、纯粹经验描

A C. 格律贝格（Carl Grünberg，1861—1940）
，又译格律恩堡，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之父，
维也纳大学政治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第一任所长（1924—1929）
。
B 霍克海默：
《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
，王凤才译，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1 年第 5 期。
C 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 Bd3, Hg. von Alfred Schmidt, Frankfurt/M.:
Fischer 1988,S.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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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当代形而上学主流精神、世界观和政治考虑区分开来，但要与社会学研究
叠合在一起，通过对历史、现实和未来进行跨学科研究，揭示整个社会、个人
心理与文化变化之间的关系，从而在总体上把握整个人类文明。
事实上，霍克海默不仅为社会研究所确立了社会哲学研究方向，还与马
尔库塞一起确定了批判理论基本纲领。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
（霍克海默，
、
《哲学与批判理论》
（霍克海默、马尔库塞，1937）中，他们认为，
“批
1937）
判理论”
（kritische Theorie）并非在观念论的纯粹理性批判意义上使用的，而
是在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批判意义上使用的。这意味着，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
不是康德意义上的纯粹理性批判理论，而是青年马克思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批
判理论，因而又称为“批判的社会理论”
、
“批判的马克思主义”
。
例如，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霍克海默从各个方面阐述了批判
理论与传统理论之间的对立：
（1）从理论基础看，传统理论是以笛卡尔的《方
法谈》
（即《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来追求真理的方法》
，1637）奠立的科学方法
论为基础的，它只研究命题之间以及命题与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把理
论视为外在于社会历史的；而批判理论则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
的，它关注包括人在内的社会整体，并对之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2）从
理论性质看，传统理论是超然物外的知识论，是缺乏批判维度和超越维度的顺
从主义；而批判理论则是批判社会的激进思想，是具有批判维度和超越维度的
批判主义。
（3）从理论目标看，传统理论仅仅是在认同、顺从、肯定社会现实
中追求知识的增长；而批判理论则在批判、反叛、否定社会现实中追求社会的
公正合理，以求得人的解放和人的幸福。 A
第二，系统阐发了否定辩证法，试图为早期批判理论奠定规范基础。早
期批判理论到底有没有规范基础？如果有，它是什么？如果没有，又意味着什
么？这个问题历来是有争议的，不过有一点倒是很明确：尽管早期社会研究所
核心成员 B 的观点有所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赞同否定辩证
法。从这个角度看，是否可以将否定辩证法视为早期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为

A Vgl. Max Horkheimer, 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 Frankfurt/M.:Suhrkamp2005,
S.205-259.
B 从与批判理论关系角度看，笔者将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洛文塔尔、波
洛克等人视为早期社会研究所核心成员，而将 W. 本雅明、弗洛姆、诺伊曼、基希海
默等人视为早期社会研究所外围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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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否定辩证法”是什么？
众所周知，传统辩证法（不论柏拉图、黑格尔，还是马克思）都认为矛
盾双方存在着对立统一关系，认为否定是包含着肯定因素的辩证的否定，否定
之否定就是肯定。但在阿多尔诺看来，矛盾就意味着非同一；否定辩证法是一
以贯之的非同一性意识。因而，
“否定辩证法”
（Negative Dialektik）摈斥“否
定之否定”这个传统辩证法图式，它应该摆脱同一性的还原主义传统，用非同
一性原则代替同一性。
“改变概念性的方向，使之转向非同一物，这是否定辩
证法的关键”A 。他认为，任何概念都不能与自身对象完全同一，因为概念本身
已经包含了非概念的东西，即否定自身的非同一的东西。因而，否定辩证法必
须努力“通过概念而摆脱概念”B ，从根本上清除对概念的崇拜。这样，否定辩
证法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就是黑格尔与传统相一致宣布他们不感兴趣的东西，
即非概念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特殊的东西。阿多尔诺从这种否定辩证法出
发，对一切体系哲学、二元论哲学、本体论哲学在内的传统同一性哲学，尤其
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
（Fundamental ontologie）进
行了内在批判；并严厉批判了基础主义和形式主义、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主
体主义和客观主义。当然，
“对本体论的批判，并不想走向另一种本体论，即
“反
使非本体论的本体论”
。 C 因而，否定辩证法既非方法又非实在，而是一种
体系”D 。
那么，这样一种否定辩证法能否成为早期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呢？笔者
认为，否定辩证法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共同思想，最早肇始于
《哲学的现实性》
（马尔库塞，1941）
、
《启蒙辩证法》
（霍克
（1931）一文 E ，经过《理性与革命》
海默、阿多尔诺，1947）
，最终完成于《否定辩证法》
（阿多尔诺，1966）
。因
而，否定辩证法是阿多尔诺对批判理论的最大贡献。事实上，自从《理性之

A
B
C
D
E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M.:Suhrkamp1975,S.24.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M.:Suhrkamp1975,S.27.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M.:Suhrkamp1975,S.140.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M.:Suhrkamp1975,S.10.
该文是阿多尔诺于 1931 年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就职演说。在该文中，他不仅力图避免
普遍性概念，还极力清除自我满足的精神总体性观念，并提出了否定性、辩证的否
定等概念，强调哲学应该严格排斥所有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论问题，认为哲学问题集
中在具体的内在于历史的复杂性中。由此可以断定，该文应该被视为“否定辩证法”
的萌芽。王凤才译文载《国外社会科学》2013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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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
（霍克海默，1946 ；即德文版《工具理性批判》
，1967）
、
《启蒙辩证法》
以来，早期批判理论家就将“理性”局限于“工具理性”
，并对工具理性进
行了严厉批判，这就放弃了将理性作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的可能。不过，
《否定辩证法》使之极端化而已。就是说，否定辩证法以非同一性为理论基
础，以反概念、反体系、反传统为基本特征，以“被规定的否定”
（bestimmte Negation）为核心，最终陷入了“瓦解的逻辑”A 。从这个意义上说，否
定辩证法不仅不是、反而解构了早期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并由此成为后现
代主义的理论渊源之一。 B 这样说来，哈贝马斯、霍耐特、S. 本哈比（Seyla
Benhabib）等人的看法就是有根据的。他们认为，早期批判理论的缺陷之一，
就是规范基础缺乏理论论证，或者说根本缺乏规范基础。于是，批判理论的
规范基础问题，就成为阿多尔诺之后批判理论家急于解决的问题，哈贝马斯
是如此，维尔默也不例外。
第三，全方位批判现代工业文明，使批判理论系统化并加以运用。
（1）启蒙理性批判。
《启蒙辩证法》的核心问题就是试图阐释：为什么在
科学技术进步、工业文明发展似乎可以给人们带来幸福的时候，在理性之光普
照世界大地的时候，
“人们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完善状态，而是深深地陷入了
野蛮状态？
”C 在这里，霍克海默、阿多尔诺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主线，以神话与
启蒙关系为核心，对启蒙理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们不仅揭示了“神话已经
是启蒙，启蒙倒退为神话”的过程；而且阐明了启蒙精神的实现过程，就是进
步与倒退相交织、文明与野蛮相伴生的过程。因此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断定，
启蒙精神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
那么，启蒙理性批判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批判？哈贝马斯说，
《启蒙辩
证法》
“没有充分注意到文化现代性的本质特征……根本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才
能摆脱目的理性的神话暴力”D 。所以，启蒙理性批判是一种带有悲观主义色彩
的文化批判。但霍耐特指出，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阿多尔诺从自

A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M.:Suhrkamp1975,S.148.
B 参见王凤才：
《阿多尔诺：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先驱》
，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2 年第 5 期。
C Max Horkheimer/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Frankfurt/
M.:Fischer1988,S.1.
D 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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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史而非社会史出发重构欧洲文明过程。 A 因而，启蒙理性批判并不是一种纯
粹的文化批判，而是一种自然支配模型批判，一种开放的社会批判，其中贯穿
着病理学诊断。维尔默认为，
《启蒙辩证法》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它试图把两
个互不相容的传统，即启蒙理性批判传统与资本主义批判传统融合在一起。 B
在笔者看来，所谓启蒙理性，就是一种以征服、支配自然为出发点，以
科学知识万能、技术理性至上为特征，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以历史进步为
目标的文明乐观主义。简言之，启蒙理性的核心价值就是，技术理性主义、个
体中心主义、文明进步主义。因而，对启蒙理性批判需要从三个方面加以分
析：其一，这个批判直接针对启蒙理性，但实际指向工业文明，甚至整个人类
文明史。不过，需要纠正一个流传甚广的误读，即法兰克福学派否定科学技
术、否定理性，甚至否定文明本身。事实上，他们只是想矫正科学技术滥用、
工具理性膨胀带来的工业文明弊端。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情绪化
和片面化倾向。其二，需要纠正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即法兰克福学派只是致
力于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不太注重经济分析。事实上，尽管早期批判理论确
实是以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为核心，但并没有忽视、反而比较重视经济学分
析。按照霍耐特的理解，在早期批判理论的历史哲学框架中，经济学解释模
型、社会心理学解释模型、文化理论解释模型是相互补充的。 C 其三，这个批
判核心在于对技术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文明进步主义的批判。尽管它是
带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悲观主义文化批判，但这种批判性反思是发人深省
的，实际上是对工具理性霸权、价值理性被贬抑的强烈抗议。这种批判立场，
上承卢梭等人的浪漫主义、尼采等人的非理性主义、卢卡奇等人的早期西方马
克思主义，下续福柯等人的后现代主义。因而可以说，无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
发展史上，还是在现当代西方哲学史上，它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2）文化工业批判。早期批判理论家对大众文化 / 文化工业的态度有所
不同，但否定性批判倾向占据支配地位，这在阿多尔诺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A Axel Honneth,Kritik der Macht.Reflexionsstufen einer kritischen Gesellschaftstheorie ，
Frankfurt/M.:Suhrkamp1989,S.49.
B Albrecht Wellmer, Zur Dialektik von Moderne und Postmoderne .Vernunftkritik nach Adorno ，Frankfurt/M.:Suhrkamp1985, S.10.
C Axel Honneth,Die zerrissene Welt des Sozialen.Sozialphilosophische Aufsätze ，Frankfurt/
M.:Suhrkamp1999,S.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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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蒙辩证法》第二部分，即《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中，阿多
尔诺指出，一切文化工业都是相似的，无论从微观角度还是宏观角度看，文化
工业都表现出齐一性，从而使个性成为虚假的；文化工业产品作为一种特殊商
品，只注重经济效益，并导致人格异化；文化工业通过广告诱导消费者，并通
过娱乐活动或不断地向消费者许诺公开欺骗消费者。总之，
“整个世界都经过
了文化工业的过滤”A 。
到《再论文化工业》
（1963）B 中，尽管阿多尔诺有限度地承认文化工业的
作用，但仍然像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中一样，强调必须用“文
化工业”
（Kulturindustrie）代替“大众文化”
（Massenkultur）概念，因为文化
工业并不是从大众自身中自发成长起来的、服务于大众的通俗文化，也不是大
众艺术的当代形态，而是为大众消费量身定制的、并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消费
本身的文化工业产品；是技术化、标准化、商品化的娱乐工业体系；具有重复
性、齐一性、欺骗性、辩护性、强制性特征；本质上是为了经济利益（即利润）
人为制造出来的。因而，它试图通过人为刺激的虚假消费满足给人们带来虚假
幸福，最终成为一种消除人的反叛意识、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从而
阻碍了个性形成发展和人的解放。由此可见，阿多尔诺对文化工业的态度总体
上是否定的。尽管这种批判有过激和片面之嫌，但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无疑是阿
多尔诺对批判理论的又一重要贡献。不仅是对西方文化危机振聋发聩的反思，
而且对当代文化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3）压抑性文明批判。像霍克海默、阿多尔诺一样，马尔库塞也对工业
文明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在《爱欲与文明》
（1955）
、
《单向度的人》
（1964）
等著作中指出，文明产生于“基本压抑”
（basic repression）
，即为了维持文明
延续而不得不对性本能进行的必要压抑；工业文明产生于“额外压抑”
（sur，即为了使文明永续而对性本能进行的附加压抑。这样，工业文
plusrepression）
明就是一种压抑性文明，而发达工业文明则是压抑性文明的顶峰。因为随着科
学技术进步，文明不断发展；但文明发展必然伴随着沉重的代价。就是说，文
明发展并没有给人们带来自由和幸福，而是带来了全面压抑和精神痛苦。可悲
的是，人们在物质享受的虚假满足中，丧失了痛苦意识而充满了幸福意识，心
A Max Horkheimer/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Frankfurt/
M.:Fischer1988,S.134.
B 阿多尔诺：
《再论文化工业》
，王凤才译，
《云南大学学报》201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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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情愿地成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然而，尽管“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升华
了的奴隶，但他们仍然是奴隶”A 。
与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悲观态度不同，马尔库塞试图在改造弗洛伊德
压抑性文明论基础上重建非压抑性文明。为了重建非压抑性文明，必须重建新
文明观念，确立新文明目标。为此目的：一是要超越现实原则，重建现实原则
与快乐原则的关系，协调感性力量与理性力量的关系；二是要将工作转变为游
戏，消除一切异化劳动和异化现象；三是要将性欲转变为爱欲，重建爱欲与文
明的关系，通过性文化革命改变现存社会秩序，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
的和谐，实现非压抑性升华。当然，重建非压抑性文明并不意味着回归原始自
然状态，而是寄希望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可见，马尔库塞对待未来文明的态
度是相对乐观的，但最终没有摆脱悲观主义结局：
“批判的社会理论并不拥有
能够消除当代与未来之间鸿沟的概念；它不承诺任何东西，不显示任何效果，
它保留的只是否定。因而，它想忠诚于那些自身生活毫无希望，正在和将要献
身于大拒绝的人们。
”B
尽管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文明的批判有过激之嫌，但他不仅揭示了发达
工业社会的某些新特点，而且提出了某些令人深思的问题与合理的见解。正如
李小兵所说，作为反潮流的思想家，马尔库塞的思想是偏激的，其思想中的空
想成分俯拾皆是；但他捍卫知识价值、艺术价值、精神价值、人的价值。
“马
尔库塞的思想，表现出他作为当代思想家的独创个性：不是社会现实的建设者
和辩护者，也不是人类原初精神家园的追忆者和眷恋者（像他的先师海德格尔
那样）
。毋宁说，马尔库塞是一位面向未来的预言家。
”C 我们认为，从根本上
说，马尔库塞的非压抑性文明论是一种爱欲解放论。尽管马尔库塞极力反对将
它理解为性解放论，但它对性解放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它试图通
过性文化革命反叛现存社会秩序也具有空想性。不过，马尔库塞的非压抑性文
明论，以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压抑性文明批判为核心，以重建非压抑性文明、实

A Herbert Marcuse,Der eindimensionale Mensch, München: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 Co. KG,1998,S.53.
B Herbert Marcuse,Der eindimensionale Mensch, München: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 Co. KG,1998,S.268.
C 参见马尔库塞：
《审美之维》
，李小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译序”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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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人的爱欲解放为目标，尤其是重建感性与理性关系、爱欲与文明关系、人与
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的构想，对于克服工业文明弊端，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
精神融合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批判理论第二期发展：从批判理论到新批判理论
概括地说，批判理论第二期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早期批判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对早期批判理论进行批判性反
思，这是阿多尔诺之后的批判理论家首先要做的事情，哈贝马斯可谓开风气之
先。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一次学术访谈中，当霍耐特等人问道“早期批判理
论的不足之处在哪里”时，哈贝马斯回答说，早期批判理论的缺陷体主要体现
在：一是局限于工具理性批判，而没有对复杂的社会现实进行经验分析，由此
陷入了抽象的文化哲学批判之中，从而使批判理论缺乏规范基础。二是未能扬
弃黑格尔的理性概念，不能真正把握理性的含义。三是未能认真对待资产阶级
民主，不能客观地评价“后期资本主义”
（Spätkapitalismus） A 社会福利政策所
取得的成就。总之，早期批判理论仍然以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为根据，始终未跳
出主体哲学窠臼。然而，运用主体哲学范式反思现代文明问题已经进入了死胡
同。所以，需要转变哲学范式：从侧重主体与客体关系、崇尚主体性的“主体
哲学”
，转向侧重语言与世界关系、崇尚主体间性的“语言哲学”
，从传统批判
理论转向交往行为理论。
第二，创立交往行为理论，重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早期批判理论家
试图修正马克思的某些预测，但并没有打算彻底告别马克思。当然，流亡经历
肯定影响了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就像德国政治哲学家 H. 杜比尔
（Helmut
Dubiel）所说，20 世纪 30 年代，他们还从历史哲学角度对理性抱有部分信任；
但到了《启蒙辩证法》中，这种信任就消失殆尽：他们反对将理性作为意识
形态批判的有效基础，认为意识形态批判应该让位于总体性批判。哈贝马斯
认为，
《启蒙辩证法》更多地应归功于尼采，因为在《美学理论》
（阿多尔诺，
1970）之前，尼采第一个使审美现代性概念化，并将意识形态批判转向了谱系
A 在西方学界，
“Spätkapitalismus”概念为阿多尔诺、曼德尔、哈贝马斯、詹姆逊等人
使用，国内学界一般译成“晚期资本主义”
。笔者以为，结合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际情
况，以及他们使用这个概念的语境，译成“后期资本主义”或许更恰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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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批判。因而可以说，
“尼采的知识批判与道德批判也预设了霍克海默、阿多
尔诺用工具理性批判形式所阐述的思想。
”A 在启蒙传统中，启蒙理性总是被理
解为神话的对立面，但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强调启蒙与神话的共谋关系，并告
诫人们不要对启蒙的拯救力量抱有任何希望。这样，
“他们就从早先对实证主
义科学观的批判，转变为对被工具理性同化的整个科学的不满；并从元伦理道
德阐释的批判，转向对道德怀疑主义的赞同。
”B 当然，哈贝马斯的这种解读，
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在哈贝马斯看来，从 M. 韦伯、卢卡奇一直到早期批判理论，现代性概念
的立足点就是“被总体管理的社会”
（totale verwaltete Sozial）与“被伤害的个
体主体”
（verletzte individuelle Subjekt）之间的对立。但霍克海默、阿多尔诺
把 M. 韦伯的“铁的牢笼”主题重新解释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
学语言，并将现代性批判还原为工具理性批判。因而，他们只是对工具理性进
行了内在批判，但没有说明这种内在批判的根据何在，从而没有为批判理论奠
定坚实的规范基础。为了重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从 20 世纪 60 年代哈贝马
斯就开始酝酿交往行为理论，至 80 年代初得以完成，从而实现了批判理论的
“语言哲学转向”
。在哈贝马斯那里，所谓“交往行为”
（kommunikatives Han，就是指至少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通过语言或其他媒介所
deln）
达到的相互理解和协调一致行为，实质上是主体之间以语言或其他符号为媒介
通过没有任何强制的诚实对话而达到共识、和谐的行为。交往行为的有效性要
求，即“真实性”
（Wahrheit）
“正当性”
、
（Richtigkeit）
“真诚性”
、
（Wahrhaftigkeit）
，
是交往合理性得以重建的前提条件。交往行为理论作为哈贝马斯理论的核心，
主要是探讨交往合理性问题。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交往行为理论就是交往
合理性理论。哈贝马斯相信，交往合理性理论可以摆脱主体哲学前提，能够对
黑格尔的“伦理”
（Sittlichkeit）进行重建；并可以从中归纳出一种新古典主义
的现代性概念，即交往合理性概念，以便作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
第三，现代性话语的批判与重建。与某些后现代理论家试图“告别现代
性”不同，哈贝马斯把现代性视为一项未完成的规划，认为现代性还要继续发
展，但是必须用政治意志和政治意识加以引导，因而需要对现代性话语进行批

A 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41 页。
B 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8—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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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与重建。
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1985）中，哈贝马斯将笛卡尔确立的主体性原
则视为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同时断定这个原则使现代世界进步与异化并存。所
以，关于现代性的最初探讨中就包含着对现代性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
说，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
（1795）是现代性审美批判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
因为在那里，席勒批判了异化劳动、官僚政治，以及远离日常生活问题的知性
科学，强调艺术是通过教化使人达到真正政治自由的中介。18 世纪末，黑格
尔首先提出了现代性的自我批判与自我确证问题，创立了启蒙辩证法原则。而
一旦有了这个原则，现代性自我确证问题就能做到万变不离其宗。所以说，尽
管黑格尔不是第一位现代哲学家，但“却是第一个意识到现代性问题，并清楚
阐释现代性概念的哲学家”A 。在黑格尔之后，现代性话语出现了三个视角，即
黑格尔左派、黑格尔右派和尼采。
然而，无论黑格尔还是嫡传左派或右派，都未曾想对现代性成就提出过严
肃质疑。只有尼采试图打破西方理性主义框架，认定人们对现代性已经无可奈
何，因而放弃了对主体理性的再修正，并放弃了启蒙辩证法原则。换言之，尼
采依靠超越理性视阈的激进的理性批判，最终建立起权力理论的现代性概念。
哈贝马斯指出，随着尼采进入现代性话语，整个讨论局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从此以后，现代性话语不再坚持解放内涵，并在两个方向上被发扬光大：
一是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二是从巴塔耶到福柯。
“如果说尼采打开了后现代的
大门；那么海德格尔与巴塔耶则在尼采基础上开辟了两条通往后现代的路径。
”B
在“尼采讲座”
（1939—1946）中，海德格尔继承了黑格尔以来构成现代
性话语的主题动机，但却独创性地将现代主体统治落实到形而上学历史中，贯
穿于现代时间意识中。如果说尼采曾经希望通过瓦格纳歌剧回到古希腊悲剧
中“未来的过去”；那么海德格尔也希望从尼采权力意志形而上学回到前苏格
拉底。然而，海德格尔在拒绝主体哲学本体论化的过程中，仍然拘泥于主体哲
学的提问方式，因而，除了抽象否定之外，海德格尔也没有给出打破主体哲
学牢笼的途径，最终还在否定意义上坚持了主体哲学的基础主义。譬如，
《存
在与时间》
（1927）就流露出空洞抉择的决定论倾向。哈贝马斯认为，在《存

A 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1 页。
B 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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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时间》中，尽管海德格尔通过对“此在”
（Dasein）的生存论分析为走出
主体哲学框架做出了许多努力，但没有从交往行为理论角度回答“此在为谁”
的问题；尽管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走出主体哲学的努力失败了，但没有意识到
这是追寻存在意义问题的必然结果。在后期海德格尔那里，出现了从基础本
体论到“思”
（Denken）的转向。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放弃了形而上学提
出的自我确证要求；二是拒绝了存在本体论的自由概念；三是否定了还原到第
一原则的基础主义思想。哈贝马斯说，这本来可以作为走出主体哲学死胡同
的出路，但是海德格尔断然拒绝这种做法。当然，后期海德格尔用“事件”
（Ereignis）取代“此在”
，
“超越了尼采的形而上学分析，而且事实上也脱离
了现代性话语”A 。
德里达沿着海德格尔的路径，试图与胡塞尔的“在场形而上学”划清界限。
在《声音与现象》
（1967）中，德里达反对胡塞尔的意义理论，并揭露现象学
的形而上学特征。他说，胡塞尔放任自己被西方形而上学基本观念所蒙蔽，即
理想的自我认同的意义只能由活生生的在场加以保证。在《文字学》
（1967）中，
德里达把“文字学”称为形而上学批判的科学导言，因为它深入到了模仿声音
的文字的根源之中。哈贝马斯指出，尽管可以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与阿多尔诺
的否定辩证法视为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回答，但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与海德格
尔的形而上学批判一样不能令人满意；而德里达试图颠覆逻辑学优于修辞学的
传统，让修辞学成为逻辑学的基础，并解构哲学与文学、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差
异，这固然受到了罗蒂的追捧，但却是一种错误的诉求。哈贝马斯说，尽管德
里达摆脱了后期海德格尔的隐喻学，并超越了海德格尔试图颠覆的基础主义，
从而他的语音中心论批判可以被视为超越本源哲学过程的关键一环，但是德里
达最终未能摆脱海德格尔的束缚，因而也未能走出主体哲学窠臼。
哈贝马斯指出，巴塔耶与海德格尔一样都致力于打破现代性牢笼，并试
图打开西方理性的封闭空间，但与后者有着不同的人生取向和政治选择，这主
要是基于两种不同的体验：超现实主义审美体验和左翼激进主义政治体验。
“他
们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原因在于巴塔耶在攻击理性时并没有触及认知合
理性的基础，即科学技术客观化的本体论前提，而是关注伦理合理性的基础。
虽然巴塔耶给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指出的方向与海德格尔的方向相似，但他选择

A 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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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途径来告别现代性。
”A 就是说，巴塔耶继承了萨德（De
Sade）的黑色写作风格，并试图继承尼采作为意识形态批判家留下的遗产，从
而表现出与尼采的亲缘性，主要表现在对审美自由概念，以及超人自我的捍
卫。因而，哈贝马斯断言，尽管巴塔耶与青年卢卡奇、早期批判理论有相似之
处，但他所思考的问题根本不是物化理论，而是关于排挤的历史哲学，关于不
断剥夺神圣的治外法权的历史哲学，最终是用人类学来扬弃经济学的消极的形
而上学世界观。
诚然，作为“纯粹历史学家”
、哲学家的福柯与作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
的巴塔耶根本不属于同一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人，但巴塔耶反对启蒙的性话语非
自然化，并试图恢复性放纵、宗教放纵的色情意义，这深深地吸引了福柯。所
以说，尼采的理性批判主题是经过巴塔耶而非经过海德格尔传给了福柯。福柯
在《词与物》
（1966）中指出，现代性的特征在于主体具有自相矛盾的、人类
中心的知识型。在尼采的影响下，福柯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就力图将历史
学与人文科学对立起来。哈贝马斯说，
“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想沿着解构形而上
学的思路把尼采的理性批判纲领推向前进，福柯则想通过解构历史学实现这一
目的。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用超越哲学的思想来超越哲学，福柯则用以反科学形
式出现的历史学来超越人文科学。
”B 但是，福柯一直没有弄清楚话语与实践
的关系。直到 70 年代初，他才力图将知识考古学与权力谱系学区分开来，在
方法论上告别解释学，并试图抛弃现代性的在场时间意识，从而把普遍历史推
向了终结。这样，福柯就遇到了三个难题：一是没有认识到人文科学考古学与
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批判之间的亲缘性；二是福柯与结构主义之间的亲缘性是
成问题的；三是仅用知识考古学手段研究人文科学的发生，最终陷入了尴尬境
地。总之，福柯无法用从主体哲学中获得的权力概念，消除他所批判的主体哲
学的种种困境。
综上所述，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经过尼采到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或巴塔
耶和福柯，对现代性的批判最终都没有摆脱主体哲学窠臼，没有走出主体理
性批判模式。但主体理性以及自我意识结构只是理性的一个侧面，而非全部
理性。

A 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48 页。
B 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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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揭露现代文明危机根源，寻找通往未来文明之路。在这里，哈贝
马斯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
（1）划分后期资本主义危机类型：一是经济危机，
即以利润率下降为特征的经济系统的持续性危机；二是合理性危机，即由合
理性欠缺所导致的政治系统的产出危机，它是一种被转嫁的系统危机；三是合
法化危机，即由合法性欠缺所导致的政治系统的投入危机，它是一种直接认
同危机；四是动因危机，即由合作动机欠缺所导致的文化系统的产出危机。 A
（2）揭露现代文明危机根源。他指出，自 19 世纪最后 25 年以来，后期资本
主义社会出现了两个巨大变化：一是国家强化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二是科
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并变成了意识形态。这两个变化使得交往合理性与工
具理性的关系发生紊乱，从而导致了“生活世界殖民化”
（Kolonialisierung der
，即作为现代文明系统的市场经济系统和官僚政治系统，借助于
Lebenswelt）
货币媒介和权力媒介侵蚀了原本属于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
域，从而导致生活世界意义和价值丧失；同时，由于现代技术进步服务于生产
力发展，放逐了早期市民社会的自由、平等、正义这些价值观念，从而使文化
世界荒芜，最终导致了文明危机。
（3）寻找摆脱文明危机的途径、通往未来文
明之路。他认为，既然后期资本主义文明危机根源于生活世界殖民化，那么摆
脱文明危机的途径，就在于对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克服。为此目的，必须重新协
调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平衡工具理性与交往合理性的关系，重建交往合理
性。所谓“交往合理性”
（kommunikative Rationalität）就是交往主体以语言或
其他符号为媒介，通过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诚实对话，达到相互理解、获得共识
为目的的理性。因此，交往合理性本质上是对话性的。只有重建交往合理性，
才能实现社会合理化。所谓“社会合理化”
（soziale Rationalisierung）
，就是借
助于普通语用学改变社会舆论结构，创造理想言谈情境，使所有对某一情境不
满的人，自由地进入讨论该问题的话语结构中，经过协商达成普遍共识；在此
基础上，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协调一致。
由此可见，像早期批判理论家一样，哈贝马斯也对现代工业文明进行了
批判，不仅区分了文明危机类型，而且揭露了文明危机根源，但在摆脱文明危
机的途径、通往未来文明之路问题上，哈贝马斯与早期批判理论家是不同的：

A Vgl. Jürgen Habermas，Legitimationsprobleme im Spätkapitalismus, Frankfurt/M.:
Suhrkamp1973, S.7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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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对工业文明只是激进地批判，没有找到摆脱文明危机的途
径，也没有指出通往未来文明之路——要么在早期资本主义文明的认同中自我
安慰（霍克海默）
，要么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否定中自我折磨（阿多尔诺）
，
马尔库塞则在非压抑文明性文明的憧憬中自我陶醉；而哈贝马斯对现代工业文
明则表现出辩护倾向，并试图在现代工业文明校正中重建后期资本主义文明。
他主张用理解、宽容、和解的态度处理不同信仰、不同价值观、不同生活方
式、不同文化传统、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因为只有话语民主才是社会交往、
文化交流的行为准则，是建立理想、公正、稳定社会秩序的前提条件，是社会
文明合理性的基础，是社会合理化的根本标志，是未来文明的发展方向。

三、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从新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
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实现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
。
所谓“转向”
，一是指研究思路、基本观点转变。例如，康德的“哥白尼
式革命”
，近代哲学的“主体主义转向”；二是指研究领域、研究侧重点转变。
例如，这里所说的“政治伦理转向”
。它意味着，在这之前，政治伦理向度在
批判理论中至多处于边缘地位；在这之后，政治伦理向度在批判理论中处于核
心地位。从这个角度看，早期批判理论中确实存在着政治伦理向度，但它只处
于边缘地位而非核心地位。这有两层意思：一是该向度为社会研究所外围人员
所拥有；二是该向度在社会研究所核心成员那里只处于边缘地位。
尽管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哈贝马斯就讨论了政治哲学、道德哲学问
题。例如，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1962）中，不仅讨论了公共领域的历
史形成与构想，而且分析了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及其转型，并试图在新的理论
框架下考察政治公共领域及其功能转型等问题 A ；在《理论与实践》中，分析
了古典政治学说与现代社会哲学的关系、自然法与政治革命的关系，以及黑格
尔的政治哲学等问题；到《后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
（1973）中，讨论了
道德发展与自我认同等问题，尤其考察了后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问题。然
而，所有这些在前期哈贝马斯视阈中都处于边缘地位。创立交往行为理论、试
图为批判理论奠定规范基础，才是前期哈贝马斯工作重心之所在。应该说，批

A Jürgen Habermas,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Frankfurt/M.:Suhrkamp1990,S.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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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始于后期哈贝马斯；维尔默、奥菲进一步推进了这
个转向；霍耐特则最终完成了这个转向。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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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往行为理论，即交往合理性理论是话语伦理学的理论基
础，话语伦理学是交往行为理论在伦理学领域的拓展。因而，理解交往行为就
成为理解话语伦理学的前提。在哈贝马斯那里，交往行为的三个有效性要求，
即断言的真实性、规范的正当性、表达的真诚性，是重建交往合理性的前提。
交往合理性与工具理性本质上是不同的，它不仅注重交往行为的有效性要求，
而且遵守道德规范要求。这样，交往合理性就不仅是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概念
之一，而且是话语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如果说，交往合理性理论是话语伦理学的基础；那么，U 原则与 D 原则
就是话语伦理学基本原则。在《后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中，当讨论“实
践问题的真诚性”时，哈贝马斯就指出，
“规范有效性要求的基础，不是缔约
双方的非理性意志行为，而是由合理性动机诱发的对规范的承认。所以，规范
的认知要素并不局限于规范行为期待的命题内涵；毋宁说，规范有效性要求本
身在假定意义上是认知的，这种规范有效性要求是通过话语来兑现的，即存在
于参与者通过论证获得的共识中”
。 A 就是说，由于所有参与者原则上都有机
会参与实际协商，因而这种话语意志形成的理性就在于：被提高为规范的行为
期待，在没有欺骗情况下使被确定下来的共同利益具有正当性。到《道德意识
与交往行为》
（1983）
、
《话语伦理学解说》
（1991）中，哈贝马斯又详细阐发了
（Universalisierungsprinzip）
，是
U 原则和 D 原则。U 原则，即“普遍化原则”
指“每个有效规范都必须满足这些条件，即对该规范的普遍遵守所产生的预期
效果与附带效果，对每个具体的人的利益满足来说，能够为所有参与者非强制
“话语伦理原则”
（Diskursethischer Grundsatz）
，是指
“每
地接受”B 。D 原则，即
个有效规范都将会得到所有参与者的赞同，只要他们能参与实践话语。
”C

A Jürgen Habermas, Legitimationsprobleme im Spätkapitalismus, Frankfurt/M.:
Suhrkamp1973, S.144.
B Jürgen Habermas,Moralbewußtsein und Kommunikatives Handeln, Frankfurt/M.:
Suhrkamp1983, S.131.
C Jürgen Habermas,Moralbewußtsein und Kommunikatives Handeln, Frankfurt/M.:
Suhrkamp1983, S.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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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903 年 G.E. 摩尔提出“元伦理学”
（meta-ethics）与“规范伦理学”
（normative ethics）的划分，就宣告了元伦理学时代的到来。从此以后，元伦
理学就成为与规范伦理学相对立的当代西方最重要的伦理学说。在当代西方元
伦理学中，尽管 R.M. 黑尔（Richard Mervyn Hare）力图将普遍主义与规定主
义结合起来，创立一种普遍的规定主义伦理学，使事实、逻辑、价值统一起
来，从而使元伦理学从非认知主义、反规范主义转向认知主义、价值规范科
学，但从总体上看，当代西方元伦理学，如 G.E. 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
的价值论直觉主义、S.W.D. 罗斯（Sir William David Ross）的义务论直觉主义、
C.L. 斯蒂文逊（Charles Leslie Stevenson）的情感主义、S.E. 图尔敏（Stephen
Edelston Toulmin）的规定主义，或多或少都与道德怀疑主义有牵连——或者
本身就是道德怀疑主义，或者最终滑向了道德怀疑主义。在这种背景下，哈贝
马斯的话语伦理学强调实践话语普遍化、话语伦理普遍性、道德规范有效性，
可以被视为继罗尔斯的《正义论》
（1971）之后，道德普遍主义的又一次高扬。
尽管有些西方学者，如 A. 阿雷托（Andrew Arato）将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
归结为政治伦理学未必完全正确，但是话语伦理学成为后期哈贝马斯的政治哲
学，即协商政治理论的一个基准点，则是确定无疑的。
协商政治理论作为话语理论的拓展和运用，主要体现在《事实与价值》
、
《包容他者》
、
《后民族结构》等著作中。
《事实与价值：关于法权的和民主法治国家的话语理论》
（1992）
，作为
后期哈贝马斯最重要的法哲学著作，对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贡献
在于：
（1）将交往行为理论当作法权话语理论的基础，揭示触及交往行为理论
基础的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张力，并试图澄清常常被人忽视的“交往行为理论的
多元主义特质”A 。在这里，哈贝马斯不仅讨论了作为事实与价值之社会媒介范
畴的法权，而且讨论了社会学的法权构想与哲学的正义构想。他指出，法权话
语理论就是要重构现代道德实践的自我理解，以便保护自己的规范内核既能够
抵制科学主义的还原，又能够抵制审美主义的同化。
（2）用话语伦理学阐发法权话语理论的内容，揭示法权本身蕴含着的事

A Jürgen Habermas,Faktizität und Geltung.Beiträg zur Diskurstheorie des Rechts unddes demokratischen Rechtsstaats, Frankfurt/M.:Suhrkamp1992,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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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与价值之间的张力，并重新阐释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关系。在这里，哈贝
马斯在法权话语理论框架中，不仅讨论了法权体系和法治国家原则，而且讨论
了法权的不确定性与判决的合理性，以及宪法判决的作用与合法性问题，尤其
是重新阐释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复杂关系。哈贝马斯指出，道德规范与法
律规范都是用来调节人际关系冲突的，它们都应平等地保护所有参与者及其自
主性，但两者的调节对象和外延是不同的：前者保护个体的人格完整，后者保
护法权共同体成员的人格完整。但在后形而上学论证基础上，道德规范与法律
规范应该协调一致。
（3）在澄清“协商政治”
（deliberative Politik）内涵的基础上，从社会学
视角检视对复杂的社会权力循环过程进行法治国家调节的条件，并从合法性视
角讨论话语民主理论，最终提出程序主义的法权模型。 A 在这里，哈贝马斯讨
论了经验民主模型、规范民主模型，以及程序民主概念，并讨论了公民社会与
政治公共领域的作用。他指出，在复杂的社会中，要在素不相识的人们之间建
立具有道德法则性质的相互尊重关系，法律仍然是唯一的媒介。
当然，对于社会秩序建构这个“霍布斯难题”
，无法用个别行为者合理抉
择的偶然聚合做出满意解释。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康德的道德义务论获得了话
语理论理解。由此，契约模型就为话语模型所取代：法权共同体是通过协商达
成的共识构成的而非通过社会契约构成的。这样，哈贝马斯就将话语伦理学的
普遍化原则发展成为话语民主理论的协商原则。所谓“协商原则”
（deliberativer
，是指“只有那些所有可能的相关者（作为合理协商参与者）都可
Grundsatz）
能同意的行为规范才是有效的”B 。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提出了超越自由主义
与共和主义的程序主义法权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富有生机的公民社会与健全
的政治公共领域必须能够承担相当部分的规范期待。
作为后期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文集，
《包容他者：政治理论研
（1997）
的核心问题是，在今天，共和主义的普遍内涵究竟带来了什么后果？
究》
在这里，哈贝马斯试图从多元主义社会、跨民族国家、世界公民社会三个视角

A Vgl. Jürgen Habermas,Faktizität und Geltung.Beiträg zur Diskurstheorie des Rechts unddes
demokratischen Rechtsstaats, Frankfurt/M.:Suhrkamp1992,S.10.
B Vgl. Jürgen Habermas,Faktizität und Geltung.Beiträg zur Diskurstheorie des Rechts unddes
demokratischen Rechtsstaats, Frankfurt/M.:Suhrkamp1992,S.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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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论述。 A 该文集对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贡献在于：
（1）进一步阐发“对差异十分敏感的道德普遍主义”
，它要求“每个人相
互之间都平等尊重，这种尊重就是对他者的包容，而且是对他者的他性的包
容，在包容过程中既不同化他者，也不利用他者”B 。因而“包容他者”意味着，
道德共同体对所有人开放，包括那些陌生人或想保持陌生的人；要求平等尊重
每个人，包括他者的人格或特殊性；要求所有人都团结起来，共同为他者承担
义务。
（2）与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相比，话语理论更适合把握道德直觉观念。
哈贝马斯高度评价罗尔斯的《正义论》
，认为它是当代实践哲学里程碑式的著
作，因为它恢复了长期以来备受压抑的道德问题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地位。但
是，哈贝马斯怀疑罗尔斯是否始终如一地以最有说服力的方式运用自己的直觉
观念。因而，在肯定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基础上，哈贝马斯批评罗尔斯的政治自
由主义，并力图将它与自己的康德式的共和主义区分开来。哈贝马斯认为，与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相比，他自己的话语理论更适合把握他们共同关注的道
德直觉观念。
（3）进一步拓展了公民认同与民族认同观念，并探讨在全球范围内以及
一国范围内的人权承认问题。哈贝马斯指出，在整个世界已经成为“风险共
同体”
（Risikogemeinschaft）的背景下，公民认同与民族认同问题越来越迫切；
国际人权承认问题日益凸显；主流政治文化压制少数民族文化的倾向遭到了抵
制。因而，承认政治应当能够保障不同亚文化、不同生活方式在一个法治国家
内平等共处，即使没有共同体的权利与生存保障，承认政治也应该能够贯彻
下来。
（4）在论述三种民主规范模式的基础上，再次论述法治国家与民主的内
在关联，进一步完善协商政治理论。在哈贝马斯看来，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
主要分歧在于：对民主进程作用的理解不同，从而导致了对公民地位、法律观
念、政治意志形成过程的不同理解。他认为，实际上，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各
有优缺点，而自己的协商政治理论吸收了两者的优点，将民主程序与规范内涵
融合起来。就是说，这种程序主义的民主理论在协商、自我理解话语与正义话
A Vgl. Jürgen Habermas, Die Einbeziehung des Anderen,Frankfurt /M.:Suhrkamp 1997,
“Vorwort”.
B 哈贝马斯：
《包容他者》
，曹卫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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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之间建立起了内在关联。这样，协商政治理论作为民主与法治国家的基本观
念，就有助于揭示人民主权与人权同源同宗这一事实。
《后民族结构：政治文集》
（1998）作为后期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文集，围
绕着“在超越民族界限的情况下，社会福利国家的民主如何能够持续和发展？
”
这个核心问题，表达了他对当前德国政治与国际政治等问题的看法。 A 因而，
该文集对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贡献在于：
（1）从不同视角讨论了民族
结构，分析了从文化民族概念到民族国家概念的转变，认为“德国的政治统一
可以被描述为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民族统一体的过时的完成……在民族国家
中，语言共同体必须与法权共同体一致。因为，每个民族似乎从一开始就有政
（2）探讨了民主合法性与社会正义的关系。他指出，
“没有社
治独立权利”B 。
会正义就没有民主合法性”
，这是保守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哈贝马斯
既不认同保守主义，又对超越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不
抱任何希望，至少对“超越左和右”的乌托邦设计持怀疑态度。因为在他看来，
革命派与保守派之间存在着角色互换的可能。
（3）
在欧盟实现联邦制的基础上，
在未来可以建立一种既能够保持差异性，又能够实现社会均衡的新世界秩序。
“对每个社会的和文化的暴力驯化来说，欧洲既要保护自己不受后殖民主义侵
蚀，又不退回到欧洲中心主义之中。
”C 就是说，即使对关于人权的文化间性话
语，也能够保持这种充分“解中心化的”
（dezentrierte）视角。
第二，维尔默的政治伦理学与奥菲的福利国家危机理论，进一步推进了批
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
。毫无疑问，维尔默（Albrecht Wellmer）与第一代批
判理论家，尤其是与第二代批判理论家有着直接的学术传承关系。尽管一般将
维尔默划归为第三代批判理论家，但实际上，他是介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与
第三代之间的过渡性人物，是批判理论第二期发展与第三期发展之间的中介人
物，在批判理论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可以说，维尔默的政治伦理学
介于批判理论与后批判理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
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它对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做出了重要贡献。
（1）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重建：政治伦理学的理论背景。正如前面所说，

A Vgl. Jürgen Habermas, Die Postnationale Konstellation,Frankfurt/M.:Suhrkamp 1998,
“Vorwort”.
B Jürgen Habermas, Die Postnationale Konstellation, Frankfurt/M.:Suhrkamp1998,S.23.
C Jürgen Habermas, Die Postnationale Konstellation, Frankfurt/M.:Suhrkamp1998,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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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S. 本哈比、霍耐特等人认为，早期批判理论的缺陷之一，就是缺
乏对规范基础的理论论证，或者说根本缺乏规范基础。那么，早期批判理论到
底有没有规范基础？这历来是有争议的问题。实际上，从霍克海默等人的启蒙
辩证法，到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再到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理论，都是构
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的尝试。为了阐发政治伦理学，维尔默首先必须解决
“规范基础”这个前提性问题。笔者认为，在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重建问题上，
维尔默与哈贝马斯有四个共同点：一是都认为早期批判理论只是致力于纯粹批
判——或者是悲观主义文化批判，或者是启蒙理性批判与资本主义批判的结
合，从而缺乏规范基础。二是都认为早期批判理论仍然处在主体哲学框架中，
沉溺于工具理性批判，从而不能正确对待现代性。三是都认为现代性哲学话语
需要引入新的思维范式，用语言交往哲学代替主体哲学。四是都强调维特根斯
坦语言哲学在重建现代性哲学话语中的作用。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
哈贝马斯试图用交往合理性重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而维尔默则试图用“多
元的、公共的合理性”重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但从总体上看，维尔默并没
有跳出哈贝马斯的思维框架。
（2）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理论：政治伦理学的理论视阈。在现代性与后现代
性关系问题上，哈贝马斯作为“最后一个现代主义者”
，坚决捍卫现代性，强
烈批评后现代主义。他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规划：现代性还要继续发
展；但他并非一味赞同现代性，而是认为现代性的发展，需要用政治意志与政
治意识加以引导。与哈贝马斯不同，维尔默试图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寻找
某种平衡。一方面，在后形而上学现代性语境中，维尔默划分了主体理性批
判形式，论述了“理性的他者”；并断定现代性的政治道德基础已经被毁坏了，
“以至于决胜局变成了玩火的游戏”A 。这表明，他对现代性的不信任，以及对
后现代性的同情。另一方面，他又反对理性批判夸大了的怀疑主义，并指出后
现代性的局限性；并以詹克斯 B 的建筑美学为例，阐发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辩
证法。维尔默指出，
“后现代性，正确地理解，或许是一个规划；而后现代主
义，就它确实不仅是一个纯粹的模型、倒退的表达或新的意识形态而言，最好

A Albrecht Wellmer, Revolution und Interpretation., Van Gorcum1998, S.10.
B 詹克斯（Charles Alexander Jencks，1939— ）
，美国后现代建筑理论家，后现代主
义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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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理解为寻找记录变革痕迹并使这个规划的轮廓更加凸现出来的尝试。
”A 简
言之，后现代主义不过是后形而上学现代主义，是主体理性批判的最高形式，
“后现代可以理解为对启蒙理性的极端批判，同时它也是对现代性批判的自我
超越”B 。然而，捍卫形而上学终结概念，并不意味着告别理性与现代性，而是
理性批判与现代性批判的自我肯定。
笔者认为，就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理论而言，维尔默与哈贝马斯也有两个
共同点：一是都对现代性哲学话语进行批判性反思；二是都看到了后现代主义
的两面性。在维尔默那里，现代主体理性批判被划分为三种模式：一是以弗洛
伊德为代表的总体化理性的心理学批判；二是以尼采、霍克海默、阿多尔诺、
福柯为代表的工具理性的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批判；三是以后期维特根斯坦
为代表的自明理性及其意义——构成主体的语言哲学批判。维尔默说，前两种
批判形式尽管功不可没，但总体上没有摆脱主体哲学框架；只有第三种批判形
式才真正突破了主体哲学限制，为重建后形而上学理性观和后形而上学主体概
念提供了出路。在这个问题上，维尔默与霍耐特有所不同：后者将现代主体性
批判分为心理学批判与语言哲学批判两条路径。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
这足以说明，第三代批判理论家都受到了哈贝马斯的较大影响，就是试图用当
代语言哲学的成就避免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工具理性批判的片面性，重建现代性
的哲学话语。当然，与哈贝马斯基本否定后现代性、试图拯救现代性不同，维
尔默与霍耐特试图协调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因而可以说，维尔默是介于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批判理论家。
（3）共同体主义政治哲学：政治伦理学的理论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在讨论现代自由的两种模式，即（消极的）个体自由与（积极的）
共同体自由基础上，阐发了自由平等与合理性原则、自由民主与政治合法性问
题，并分析了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以及自由与民主之间的相互交织。
众所周知，在现代政治哲学中，自由主义（或个体主义）与社群主义（或
共同体主义）对自由的理解构成了现代自由的两种模式，即（消极的）个体自
由与（积极的）共同体自由。维尔默说，如果现代世界自由包括（消极的）个
A Albrecht Wellmer, Zur Dialektik von Moderne und Postmoderne, Frankfurt/
M.:Suhrkamp1985, S.109.
B 维尔默：
《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
，钦文译，商务印
书馆 2003 年版，
“中文版前言”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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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自由与（积极的）共同体自由之间的二元论，那么普遍自由概念就内含着个
体主义与共同体主义之间的张力。与自由主义者不同，维尔默不是强调个体自
由，而是强调共同体自由；与社群主义者也有所不同，维尔默并不完全否定个
体自由，而是主张对个体自由进行共同体主义阐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尔
默自称为“共同体主义者”
，或“自由的社群主义者”——与桑德尔的“社群
的自由主义”不同。
在维尔默看来，尽管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存在着根本差异，即对待欧美
自由民主社会的态度不同，但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共同的价值取向内部的不
一致，即它们强调同一传统内部的不同方面：自由主义强调自由的基本权利及
其非欺骗性；社群主义更喜欢与美国早期“公民共和主义”
，即与共同体的民
主自治传统联系在一起。这样，它们之间的不一致就可以这样来描述：自由主
义的兴趣在于自由的基本权利。对自由主义来说，个体的自由权利构成自由民
主传统的规范内核；而社群主义则试图证明，只有在共同体的生活方式中，自
由的基本权利才能获得合法意义。因而，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仍然是自由
民主社会内部之争，其根本差异仅仅在于善与正义的优先性问题。事实上，自
由与民主无论如何都能够联结成自由民主的政治共同体。
其二，在阐发人权普遍主义与公民权特殊主义基础上，讨论了人权与政
治自由的关系，以及公民权、人民主权与民主合法性问题。
维尔默指出，在人权与公民权之间，不仅存在着内在关联，而且存在着
特有的张力关系。因而，人权不能化约为公民权，但人权可以作为公民权。这
样，人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张力关系，就作为公民权阐释与对这些阐释进行道德
批判之间的张力关系出现。换言之，自由民主主义者借助于普遍主义道德理
解，将作为公民权的人权承认为道德的或以道德为基础的法律诉求。这样，在
法律体系中发生的人权侵犯，同时就被描述为对公民权的侵犯，如果有关法律
体系容许这样的侵犯的话。正是在这种语境中，维尔默乐观地肯定，在非西方
社会也有可能实现人权，尽管很难给出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不过，一方面，
若将对文化认同破坏、宗教认同破坏，以及对传统的破坏描述为伤害，也许是
没有问题的；另一方面，如果完全没有这样的伤害，那就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
形成广泛的自由民主共识。
在维尔默视阈里，公民权与民主话语的双重关系不可避免地存在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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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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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话语的结果。因而，通过公民权与民主话语的解释学循环，可以回到民主
法律体系的内在关联中。这种内在关联，对民主法权共同体来说是结构性的。
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民主话语只能进行双重解码。就是说，民主合法性原则
的两个层面能够相互阐发：一方面，民主合法性原则作为正义原则，要求所有
参与者都有可能实际参与民主话语；另一方面，民主合法性原则作为平等的参
与权和交往权，包括参与民主话语要求。
（4）普遍主义伦理学重构：政治伦理学的理论前奏。这包括两个部分：
其一，在重构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基础上，论述从形式主义伦理学向话
语伦理学过渡的必要性。维尔默指出，对康德的伦理学重构来说，大致有三种
可能的选择：第一种方案承认，不同的“理性的存在者”能够期待以完全不同
的行为方式成为普遍的（道德普遍主义）；第二种方案试图论证“最低限度伦理
学”
（阿多尔诺）；第三种方案是对康德的道德原则进行话语伦理学拓展（哈贝
马斯、阿佩尔）
。他认为，只有第三种方案才能被看作是为康德的实践理性恢
复名誉的尝试，它既无条件地捍卫道德规范的可辩护性，又无条件地捍卫道德
“应当”的合理内涵。因而，像哈贝马斯、阿佩尔一样，维尔默也看到了从形
式主义伦理学向话语伦理学过渡与从主体哲学向语言哲学过渡的内在关联；但
是，这个关联使得康德的伦理学需要用对话式理解的普遍主义加以重新规定。
为此目的，维尔默区分了“对话的伦理学”
（dialogische Ethik）与“对话
伦理学”
（Ethik des Dialog）：在前者那里，对话原则代替道德原则；在后者那
里，对话原则处于道德原则的核心位置。按照维尔默的理解，康德对内在性的
思考，尽管不是关于“对话的伦理学”的思考，但也许是关于“对话伦理学”
的拓展。
“就康德的伦理学所要求的情境阐释与对话阐释关系而言，对自我的
需要视角与价值视角进行交往理解是可能的。因为拒绝对话的标准，在矛盾的
要求、需要或情境阐释相互抵触情况下，在康德意义上是非普遍的。但在这个
意义上引出的‘对话原则’
（Dialogprinzip）
，主要并不涉及准则普遍性问题，
而主要涉及情境阐释与自我理解恰当性问题；尤其是在涉及他人的需要视角与
价值视角的正确理解时起作用。
”A 维尔默认为，就话语伦理学在“准康德主
义”框架中发挥的作用而言，哈贝马斯、阿佩尔的“话语伦理学一方面还是康
德的，另一方面还不够康德的”——这就是维尔默对话语伦理学与康德的伦理

A Albrecht Wellmer, Ethik und Dialog, Frankfurt/M.:Suhrkamp1986, S.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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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关系的基本界定。由此可见，维尔默的基本立场倾向于康德的伦理学而批评
话语伦理学。
其二，在批评话语伦理学的两个前提，即真理共识论和最终论证要求的
基础上，对话语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尤其是 U 原则进行了重构。维尔默将 U
原则不是视为合法性原则而是视为道德原则，并认为 U 原则是对绝对命令的
话语伦理学重述。他认为，如果将 U 原则理解为合法性原则，就会产生下述
困难，即 U 原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能够非强制地承认”普遍遵守一个规
范，对每个具体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因而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即在这个意
义上，所有人能够承认一个规范意味着什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维尔默对 U
原则进行了重新解读：
（U1）一个规范，如果为所有利益相同的参与者普遍遵
守，那这个规范就是有效的；
（U2）一个规范，如果能够为所有利益相同的参
与者非强制地承认，那这个规范就存在于所有参与者的共同利益中；
（U3）在
，如果相应的行
，
（在道德上）是被正确地（禁止的）
S h 情境中被做的（事情）
为方式被理解为普遍的，并考虑到每个具体的、利益相同的参与者能够非强制
地承认其预期后果的话；
（U4）在 S h 情境中被做的（事情）
，
（在道德上）是
被正确地（禁止的）
，如果所有利益相同的参与者能够（非强制地）期待，相
应的行为方式（考虑到它对每个具体的、利益相同的参与者来说的预期后果）
成为普遍的。由此可见，在这个问题上，维尔默的阐释与哈贝马斯的阐释是相
似的：通过有效性标准，道德规范有效性的意义被理解为以语言为中介的主体
间性的普遍结构。因而，U 原则作为对绝对命令的话语伦理学重述，现在似乎
可以被说成是，如果一个行为被理解成普遍的，对所有参与者来说是可承认
的，那么它就是正确的。
（5）民主伦理学构想：政治伦理学的理论核心。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在讨论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关系时，维尔默做出了三个区分：首
先，
“是”与“应当”的区分。他指出，尽管“是”与“应当”的区分以规则
与规范存在为前提，但对规则与规范的承认内含着“是”与“应当”的区分。
这个区分是伦理学的前提，
“欧洲道德哲学，就是从个体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两
个维度对这两个问题的加工处理。
”A 黑格尔哲学则是为重新统一这两个相互分

A Albrecht Wellmer, Endspiele. Die unversöhnliche Moderne, Frankfurt/M.:Suhrkamp
1999,S.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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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领域所进行的最后的伟大尝试。然而，即使不是在马克思那里，但也许是在
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仍然重复着“将是还原为应当、将应当还原为是”的错误。
其次，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区分表明，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对立将成为有效
的或失效的；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对立是结构性的；法律规范通常与外部认可
的法律威胁联系在一起。不过，维尔默对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区分，并没有
注意到传统社会的具体伦理。在向后传统道德过渡中，道德的去习俗化意味着
法律的习俗化，即在某种程度上，法律规范被自由支配，即使屈从于道德规
范限制。再次，在谈到道德原则与民主合法性原则区分时，维尔默指出，道德
成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审判机关；道德论证逻辑是通过普遍主义道德原则确定
的；若道德话语不同维度能够获得共识，那么道德冲突一般都可以得到解决；
道德规范论证问题具有应用问题的特征。
其二，在谈到法哲学与伦理学关系时，维尔默说，
“为了阐明道德原则与
”A 他指出，在将
法律原则如何相关联，我想直接引用它们之间的一致与差异。
它们表述为规范的普遍化原则时，法权学说与伦理学说是一致的。其结构性一
致就在于，它们固有的共识原则或对话原则最终都被压抑了。在这个意义上，
康德的形式法概念就直接反映了绝对命令范畴的形式主义特征。他说，在最坏
的意义上，法权学说与伦理学说之所以是“形式主义的”
，是因为康德使实践
理性概念中固有的“程序形式主义”
，在关键点上停留于逻辑语义学的形式主
义。
“通过对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关于自然法的接受与批判的概述表明，关
于自然法的合理内核问题，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B
其三，民主伦理是如何可能的？这是政治伦理学的核心问题。维尔默指
出，后期黑格尔曾经试图为现代社会构建普遍的“民主伦理”
（demokratische
，并将它作为伦理的立足点；但他并没有说明，民主伦理形式如何
Sittlichkeit）
对待传统的、前现代社会的伦理实质？就是说，黑格尔（包括马克思在内）并
没有真正解决作为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之中介的民主伦理问题；相反，托克维
尔试图解决如何构建民主伦理的问题。维尔默认为，民主伦理是如何可能的？
这是政治伦理学的核心问题。
“民主伦理概念并不规定美好生活的某些内容，
A Albrecht Wellmer, Endspiele. Die unversöhnliche Moderne, Frankfurt/M.:Suhrkamp
1999,S.107.
B Albrecht Wellmer, Endspiele. Die unversöhnliche Moderne , Frankfurt/M.:Suhrkamp
1999,S.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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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规定相互修正的善的概念之平等的、交往的、多样的共生形式。
”A 然而，
民主伦理概念的悖谬性似乎在于，它不是被“实体性地”
、而是被“形式性地”
，
（即“程序性地”
）规定的。因而，根本不存在民主话语的伦理实体，因为民主
话语条件规定着民主伦理内核。这样，在公民共和主义意义上，民主伦理与公
民德性再次聚合为实体的整体是不可能的。
在维尔默看来，民主伦理构想的目标是建立世界公民社会。所谓“世界
公民社会”
（Weltzivilgesellschaft）标志着人权与公民权之间差异的扬弃，标志
着现代世界和平的文化多元主义条件，标志着从人权的幻想概念向纯粹道德的
或纯粹经济学的状态过渡，但是并不意味着民主政治终结，而是作为新的情况
下现代民主需要进一步发展的生存条件。由此可见，维尔默的民主伦理概念试
图将托克维尔与黑格尔融合在一起、将个体主义与共同体主义整合在一起。
（6）艺术崇高与审美救赎：政治伦理学的理论向往。这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在继承与超越康德美学、阿多尔诺美学的基础上，围绕着“真实、
表象、和解之间内在关联”这个核心问题，阐发了自然美与艺术美、艺术真实
与审美体验、艺术与崇高之间的关系，提出美是“和解”的乌托邦、美是神圣
功能与世俗功能的统一、只有审美综合（
“真实Ⅰ”
）才是对现实（
“真实Ⅱ”
）
的艺术认知、审美体验是某种精神可能性，并论述了审美表象辩证法，主张将
崇高嫁接到艺术中，因而认为崇高是艺术的基本结构，断言艺术崇高是对“和
解”的彻底否定、崇高意味着审美的强化等。
其二，从现代艺术的二律背反出发，对现代—后现代艺术进行了批判性
反思。维尔默认为，现代艺术的二律背反结构，一开始就存在于图像与符号、
非概念综合与概念综合的分离中，即使在发达的工具理性条件下，它也与现代
艺术一起成为自我意识。因而，尽管功能主义曾经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缺
陷在于，它是一种与技术理性至上精神一致的、形式化的、简化了的机械主
义，它没有对功能与目的关系进行恰当反思；只有从这个反思出发，人们才能
有效地进行生产和建造，而且只有这样，粗俗的功能主义才能持续地服务于现
代化进程。
其三，在更广阔视野中对现代—后现代美学进行了批判性反思。维尔默

A Albrecht Wellmer, Endspiele. Die unversöhnliche Moderne , Frankfurt/M.:Suhrkamp
1999,S.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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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尽管利奥塔的崇高美学与阿多尔诺的否定美学之间存在着某些不一致，
但在他们那里，理性批判与语言批判的深层逻辑的共同性，表现为同一性思维
批判与表现符号批判之间的结构同质性。此外，阿多尔诺关于“真实、表象、
和解之间内在关联”的描述，即否定美学概念又出现在 K.H. 伯勒尔 A 的突发
性美学、H.R. 姚斯 B 的接受美学中。在维尔默看来，技术可以被区分为两类：
一是以人的需要、人的自主性、交往合理性为取向的技术；二是着眼于资本利
用的行政管理技术或政治操纵技术。因而，与 20 世纪初不同，在这里出现了
生产美学对实用美学的让位。实用美学关系到体现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可理解的
目的关系的审美质量。
其四，大众艺术批判与审美乌托邦向往。维尔默既肯定阿多尔诺对文化
工业批判的合法性，也指出他忽视了大众艺术隐藏着民主潜能与审美想象力；
既肯定 W. 本雅明关于机械复制艺术暗示着现代大众艺术潜能的分析，也指出
他对大众艺术评价不同于阿多尔诺的根本动机在于审美政治化。总之，维尔默
对审美乌托邦怀着深深的向往，但对通俗艺术也并非完全否定，而是适度地
肯定。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奥菲（Claus Offe）的政治
社会学思想，尤其是福利国家危机理论也对推进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
做出了重要贡献。奥菲的福利国家危机理论，既受到了美国社会学家、经济学
家 J.R. 奥康纳尔（J.R.O′ Conner）的国家财政危机论的影响，更受到了哈贝
马斯的合法化危机论的影响；反过来，奥菲关于国家批判的系统分析，又影响
了哈贝马斯的“系统—生活世界”理论。奥菲强调，福利国家必须在维持、促
进资本积累的同时，保障民主合法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资本主义系统，
即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的正常运转。然而，这样，福利国家的
矛盾就使得经济危机倾向可能在财政危机中达到顶峰，或者说，资本主义的根
本危机在于国家中。在他看来，福利国家的矛盾就在于：
“后期资本主义系统
既不能够与福利国家共存，又不能够没有福利国家”C 。就是说，尽管福利国家
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影响很可能是破坏性的，但废除福利国家所带来的影响将是
A K.H. 伯勒尔（Karl Heinz Bohrer，1935— ）
，德国文学评论家，美学家。
B H.R. 姚斯（Hans Robert Jauss，1921—1997）
，德国美学家，接受美学理论创始人。
C Claus Offe,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4，
p.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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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性的。
第三，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多元正义构想，以及民主伦理学，标志着批
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最终完成。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批
判理论第三期发展关键人物，霍耐特（Axel Honneth）最终完成了批判理论的
“政治伦理转向”
，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对传统批判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阐明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A
必要性。为了避免早期批判理论社会规范的缺失，又防止 F.v. 弗里德堡经验情
结的误区，霍耐特从梳理社会哲学的两条路径（即历史哲学路径与人类学路
径）出发，对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的传统批判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其一，
早期批判理论试图把哲学的时代诊断与经验的社会分析融合在一起，但从一开
始就陷入了困境：从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的社会性缺失，到《启蒙辩证法》的支
配自然批判的历史哲学模型的局限性，直至后期阿多尔诺批判理论对社会性的
最终排斥。其二，尽管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批判理论的两个最有影响的分
支（即福柯的权力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可以被视为早期批判理论
历史哲学模型所导致困境的两种不同的解决方式，但他们试图通过告别劳动范
式来解决早期批判理论困境并不成功，即使交往行为理论也没有为批判理论奠
定规范基础。其三，批判理论规范基础只能到人类学中去寻找。为此，必须走
规范研究与经验性研究相结合之路。即必须走出交往范式的狭义理解，从语
言理论转向承认理论。
“交往范式不能理解为语言理论……而只能理解为承认
理论。
”B
（2）从社会冲突两种模式（即“为自我保护而斗争”与“为承认而斗争”
）
出发，霍耐特借助于 G.H. 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社会心理学对青年
黑格尔的承认学说进行重构，从而使黑格尔的承认观念实现了自然主义转化，
以此阐明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可能性；并以承认与蔑视关系、蔑视与
反抗关系为核心，建构了承认理论基本框架。在霍耐特视阈中：三种主体间性
、法律承认或法权（Recht）
、社会尊重或
承认形式，即情感关怀或爱（Liebe）
团结（Solidarität）
，分别对应自信（Selbstvertrauen）
、自尊（Selbstachtung）
、
A Nancy Fraser/Axel Honneth,Umverteilung oder Anerkennung? Eine politisch-philosophische Kontroverse, Frankfurt/M.:Suhrkamp2003,S.148.
B Axel Honneth,Kritik der Macht.Reflexionsstufen einer kritischen Gesellschaftstheorie ,
Frankfurt/M.:Suhrkamp1989,S.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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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豪（Selbstschätzung）三种实践自我关系；个体认同遭遇的三种蔑视形式，
即强暴（Vergewaltigung）
、剥夺权利（Entrechtung）
、侮辱（Entwürdigung）
，
摧毁了个体基本自信、伤害了个体道德自尊、剥夺了个体自豪感；蔑视体验
（Erfahrung der Missachtung）是社会反抗的道德动机，因而必须在社会冲突中
重建道德规范，并将人际关系道德重建视为承认理论目标。
（3）阐明承认与再分配、承认与正义、承认与道德的关系，提出以一元
道德为基础的多元正义构想，并试图建构以正义与关怀为核心的“政治伦理
学”
。其一，在进一步拓展承认理论的过程中，霍耐特首先将黑格尔法哲学重
构为规范正义理论；通过分析再分配与承认关系，断定分配冲突是承认斗争的
特殊形式，并考虑到文化承认作为第四种承认形式的可能性；针对 N. 弗雷泽
的指责，霍耐特强调自己的承认理论并非“文化主义一元论”
，而是“道德一
元论”A 。其二，在此基础上，试图建构以一元道德为基础的多元正义构想。霍
耐特多元正义构想的三个核心命题在于：从多元的社会正义构想出发是正确
的；社会承认关系质量应该成为社会正义构想立足点；社会理论命题，而非道
德心理学被描述为获得社会正义规定性的关键。其三，在与当代实践哲学对话
的语境中，明确提出了“政治伦理学”
（politische Ethik）概念，并围绕着承认
与正义关系、承认与道德关系，阐发了自由、民主、人权、共同体、正义、关
怀等问题，而且试图建构以正义（平等对待）与关怀（道德关怀）为核心的“政
治伦理学”
。笔者认为，强调“后现代伦理学与话语伦理学基本一致”
，是霍耐
特的政治伦理学立足点；论证“平等对待与道德关怀存在相互包容关系”
，是
霍耐特的政治伦理学核心；断定“承认道德介于康德传统与亚里士多德传统之
间”
，是霍耐特的政治伦理学定位；断言“形式伦理是人格完整的主体间性条
件”
，是霍耐特的政治伦理学目标。
（4）建构以自由与正义为主线的民主伦理学。近年来，霍耐特又出版了
一系列著作：不仅对批判理论做了进一步的批判性反思，如《阿多尔诺：否
定辩证法》
（合著，2006）
、
《批判理论关键词》
（合著，2006）
、
《理性的病理
学：批判理论的历史与现状》
（2007）
、
《批判的创新：与霍耐特谈话》
（合著，
2009）；而且进一步发展了承认理论及其多元正义构想，如《正义与交往自由：

A Nancy Fraser/ Axel Honneth,Umverteilung oder Anerkennung? Eine politisch- philosophische Kontroverse, Frankfurt/M.:Suhrkamp2003,S.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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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黑格尔结论的思考》
（合著，
《厌恶、傲慢、仇恨：敌对情绪现象学》
、
（合
2007）
著，2007）
、
《从个人到个人：人际关系的道德性》
（2008）
、
《我们中的自我：承
认理论研究》
（2010）
；并试图构建民主伦理学，如
《自由的权利：民主伦理大纲》
（2011）
。
《我们中的自我：承认理论研究》包括霍耐特近年来已经发表和未发表的
14 篇论文或讲演稿，主要有四部分内容：其一，进一步拓展和重构黑格尔的承
认学说，强调《精神现象学》
（1805—1807）
、
《法哲学原理》
（1820）对承认理
论的重要性，这与在《为承认而斗争：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
（1992）中强调
黑格尔的《伦理体系》
（1802—1803）
、
《思辨哲学体系》
（1803—1804）
、
《耶拿
实在哲学》
（1805—1806）等“前精神现象学”著作明显不同；其二，进一步
阐发劳动与承认、承认与正义的关系，强调道德与权力的内在关联；其三，重
新规定社会化与个体化、社会再生产与个体认同形成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哲
学规范问题的解决必须包容经验追求；其四，从心理分析视角进一步拓展承认
理论，既涉及心理分析的承认理论修正，又分析了“我们中的自我：作为群体
驱动力的承认”等问题。总之，该书是霍耐特对承认理论的进一步思考，不仅
修正、深化了早年的某些观点，而且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并试图为正义理论
提供一个新的文本。
在《自由的权利：民主伦理大纲》中，霍耐特试图以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
为范本，在社会分析形式中阐发社会正义原则，并致力于阐发民主伦理学。
从基本结构看，该书包括三个部分：其一，
“自由的权利”历史回顾。在
这里，霍耐特主要阐发“消极自由及其契约结构”
、
“反思自由及其正义构想”
、
“社会自由及其伦理学说”
。其二，
“自由的可能性”
，从“此在基础”
“局限性”
、
、
“病理学”三个层面阐发“法律自由”与“道德自由”
。其三，
“自由的现实性”
，
“市场经济行为中的
讨论“个人关系中的‘我们’
”
（友谊、私密关系、家庭）；
‘我们’
”
（市场与道德、消费领域、劳动市场）
“民主意志形成中的‘我们’
；
”
（民
主公共领域、民主法权国家、政治文化展望）
。A
霍耐特认为，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占支配地位的康德、洛克自由主
义传统的正义理论，属于“制度遗忘的正义理论”
（institutionenvergessene Ge-

A Axel Honneth, Das Recht der Freiheit. Grundriß einer demokratischen Sittlichkeit, Frankfurt/M.:Suhrkamp2011, S.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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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它具有道德理性但却缺乏社会现实性。新黑格尔主义
rechtigkeitstheorie）
试图按照黑格尔意图来建构正义理论，以及社群主义者 M. 沃尔泽、A. 麦金泰
尔等人试图超越纯粹的规范正义理论，并重新接近社会分析的努力，离与黑格
尔的《法哲学原理》的意图尚有很大距离：黑格尔的思路是将道德理性与社会
现实结合起来。诚然，在今天简单复活黑格尔意图和思路是不可能的。尽管如
此，再次运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的意图，重构一种从当代社会结构前提
出发的正义理论，即作为社会分析的正义理论，还是有意义的。 A
应该说，
《自由的权利》在霍耐特思想发展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其学术地位足以和《为承认而斗争》相媲美。如果说，
《为承认而斗争》标志
着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框架基本形成；
《正义的他者：实践哲学文集》
（2000）
、
《再
分配或承认？哲学—政治论争》
（2003）等标志着霍耐特的承认理论进一步完
《自由的权利》则意味着霍
善与多元正义构想和政治伦理学初步建构；那么，
耐特的民主伦理学基本形成。到此为止，霍耐特的思想体系已臻完善，足以和
哈贝马斯相比肩——在哈贝马斯那里，有交往行为理论、话语伦理学、协商政
治理论；在霍耐特这里，则有承认理论、多元正义构想、民主伦理学。正是借
助于此，霍耐特就最终完成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
，对批判理论第三
期发展做出了决定性贡献；标志着批判理论最新发展阶段，即从批判理论转向
后批判理论；体现着批判理论最新发展趋向，即从语言交往哲学转向政治道德
哲学（
“政治伦理学”
）；并已经进入到与当代实践哲学主流话语对话语境之中，
成为当代最重要的实践哲学家之一。然而，尽管霍耐特徘徊于批判理论与后批
判理论、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但最终从前者走向
了后者。因此，与其将霍耐特为批判理论家，倒不如称为后批判理论家。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A Vgl, Axel Honneth, Das Recht der Freiheit. Grundriß einer demokratischen Sittlichkeit,
Suhrkamp Verlag,Berlin 2011,S.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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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体性衰落到非人崛起 *
——战后法国批判思想发展脉络
蓝

江

巴迪欧宣布“二战”之后的法国哲学是整个哲学史上的第三个辉煌年代。
这个年代起始于萨特，不过萨特使用了德国观念论的概念和范畴，并与后来法
国哲学的主要概念有较大差距。尽管如此，萨特思考的问题确定了后来法国哲
学的方向，他对自我主体的思考、关于潜在的生命经历和装置的二分，奠定了
后来法国批判思想发展的两个不同潮流，这两个潮流汇聚的理论结果是福柯的
生命政治学。生命政治学生产着正常人的身体，而隔离着不正常的人。对于眼
下法国思想家能够想到的超越生命政治学的方案在于非人化，或者说走向人的
身体与技术的合成，让我们成为合成的赛博格，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走出生
命政治学的人类纪。

一、主体性的余晖
（L’Aventure de la phi2012 年，在巴迪欧为他的文集《法国哲学的历险》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生命政治学批判研究”
（16BZX016）
和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重 大 项 目“ 当 前 主 要 社 会 思 潮 新 发 展 动 态 及 其 批 判 研 究 ”
（16ZDA10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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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ophie François ）撰写的序言中，认为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三个辉煌的哲学
时代，第一个时代是公元前 5 世纪到公元前 3 世纪的古希腊，在这个时期，曾
闪耀着埃利亚学派、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等智慧的群星，他们为西方世界开创了一个理性智慧的黎明；第二个时代是从
18 世纪到 19 世纪初期，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德国古典观念论时代，
这个时代虽然时间极短，但是哲学思想的创造性和魅力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巅
峰；最后一个时代，就是巴迪欧宣称的法国哲学的时代，按照巴迪欧的说法：
20 世纪下半叶是法国哲学的时代，我们所看到的整个过程，完全可以媲美于
古希腊和启蒙时期的德国。
从 1943 年出版的萨特的巨著《存在与虚无》到 90 年代出版的德勒兹的《什
么是哲学？
》
，法国哲学的时代在这两部著作之间风起云涌，包括巴什拉、梅
洛—庞蒂、列维—施特劳斯、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和拉康，当然还有萨特
和德勒兹，或许还有我自己，如果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个法国哲学时代的话，那
么我的立场或许是法国哲学最后的代表。 A
巴迪欧的法国哲学时代的说法，尽管没有得到一致的肯定，但是，的确
在“二战”之后的法国哲学和思想界，风起云涌，诞生了新的一批颇有建树，
也极富创造力的思想家。虽然现在将从 20 世纪 40 年代直到今天的时代称之为
法国哲学的时代似乎还有点为时过早，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当代哲学中，除去
那些仍然将自己囚禁在学院的书斋和工作室里，以禁欲式的方式从事学术研究
的新经院哲学之外，萨特、列维—施特劳斯、梅洛—庞蒂、米歇尔·亨利、福
柯、罗兰·巴特、拉康、阿尔都塞、布尔迪厄、巴塔耶、布朗肖、克洛索夫
斯基、德勒兹、德里达、鲍德里亚、利奥塔、拉图尔、巴迪欧、朗西埃、让—
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
、昆汀·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
、特里斯
坦·加西亚（Tristan Garcia）等一代又一代法国思想家，日益引导着世界思想
发展的潮流，而且即便是在法国哲学圈子之外的学者，如斯洛文尼亚的齐泽
克；意大利的阿甘本、奈格里、罗伯托·埃斯波西托；德国的彼得·斯洛特戴
克；英国的格拉厄姆·哈曼、克里奇雷；加拿大的马苏米等人都直言不讳地认
为自己受惠于当代法国思想的影响。的确，这是一个法国思想拥有着巨大影响
和魅力的时代，从欧洲到美国，从东亚到拉美，从中东到黑非洲，这些法国思

A Alain Badiou, L’Aventure de la philosophie François , Paris: Fabrique,2012, p.9.

297

想家为全世界带来了无可比拟的思想养料，并在全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
生根发芽。我们不用惊奇，非洲学者会熟稔于德勒兹的块茎和游牧思想，而拉
美学者和伊朗学者仍然将福柯作为他们最亲近的西方思想家，从现实层面来
说，从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当代世界的确迎来了一个法国时代。
不过，我们还需要注意巴迪欧这段文字中的一个重要信息，即不仅新
的法国哲学时代来临了，而且这个法国哲学时代降临的标志是萨特，尤其是
1943 年萨特《存在与虚无》的出版。为什么萨特会构成一个转折性的标志？
究竟是什么让萨特成为一个法国哲学时代的开端？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我们
需要首先弄清两个问题？首先，萨特是否是法国哲学中最富有原创性的思想
家？其次，对于巴迪欧来说，一个全新的哲学时代意味着什么？同时，是什么
构成了两个哲学时代之间的转折点？
对于第一个哲学的回答，或许在不同人那里，理解上判若云泥。不过，
我们可以认为，萨特思想的根源恰恰在于德国，尤其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
象学，甚至他那种自由选择的主体性，更深刻的渊源来自于丹麦的克尔凯廓
尔。换句话说，尽管不可否认，萨特是在法国抵抗运动和知识分子政治参与中
成长为思想家的，但是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萨特的知识谱系恰恰是在德国思想
的荫庇下滋养成长的。正如大卫·谢尔曼（David Sherman）指出的，
“萨特对
信仰及其随后的自为存在、为他存在、
‘境况’
、自由和责任的分析，以及生存
性心理分析都全部依赖于他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现象学和存在论的升华。
”A 显
然，
《自我的超越性》
（La Transcendance de l'égo）
以及 1939 年的
《情感》
1936 年的
（Des Emotions）都是在胡塞尔现象学影响下的作品，而《存在与虚无》中的
许多概念也直接受惠于胡塞尔与海德格尔。
与此同时，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同时代人，萨特与霍克海默、阿多尔诺、
马尔库塞等人都有不少的交集。尤其是在《存在与虚无》出版之后，萨特与法
兰克福学派的诸多理论家之间进行了交流和互动，而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萨特的
哲学并不代表前进的潮流，而是倒退到古老的德国观念论的传统当中，而德国
观念论对萨特本人的影响，最具体的体现就是萨特对主体概念的理解。如阿多
尔诺在《否定辩证法》
（Negative Dialectics）曾说：
“萨特哲学在其巅峰时期是

A David Sherman, Sartre and Adorno: The Dialectics of Subjectivity , New York: State Uinversity of New York,Pres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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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一种古老的主体的自由行动的观念论范畴来架构的。他的生存主义仿佛是
费希特的哲学，所有客观性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萨特哲学中的非理性让
他成为最顽固的启蒙精神的使徒。绝对选择自由的概念就如同绝对自我概念一
样虚无缥缈。
”A 而另一位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马尔库塞专门用一篇文章《生
存主义：对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的评论》来清算萨特这种带有古老德国观念
论色彩的生存主义：

萨特脱离于具体的历史背景来孤立地谈主体的“超越性”
，将这种“超越
性”作为自由的前提条件，并设定了主体的存在论形式，这种超验自由恰恰成
为奴役的标志……人类自由恰恰是对萨特想要实现的超验自由的否定。在《存
在与虚无》中，这种否定仅仅表现为“欲望态度”
（attitude désirante）
：它是“自
为”
（pour-soi）的失却，是对“真实血肉之躯”的物化，而这个“血肉之躯”
（corps
vécu comme chair）意味着新自由和幸福的观念。 B

可以看出，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后来与萨特分道扬镳的梅洛—庞蒂
和米歇尔·亨利，都认为萨特太过执着于一个过时观念：超验主体。这个超越
性的自我或主体性实际上被萨特拔高到超越一切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活生生的
“血肉之躯”
。不过，萨特并不是对这些批判意见无动于衷，在萨特自己看来，
他晚期的《辩证理性批判》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就是萨特本人试
图对这些批判做出的回应。不过，萨特仍然坚持主体性的概念，在《辩证理性
批判》中，萨特只不过用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体性，取代了《存在与虚无》中的
个体主体性。萨特 1961 年在罗马的一次讲座，就被萨特命名为《什么是主体
性？
》
，而这个时期，萨特刚刚出版了他的《辩证理性批判》的第 1 卷，然而，
他坚持他的主体性的立场，即“主体性仅仅是我们特有的存在，即我们必须成
为我们的存在，而不是被动地去存在”C 。
在这个意义上，萨特属于上一个时代，即巴迪欧所命名的 19 世纪的德国

A Theodor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 E.B. Ashton trans. New York: Continuum,2007, p.50.
B Herbert Marcuse, Studies in Critique Philosophy , Jris De Bres trans. Boston: Beacon
Press,1972, pp.183-184.
C Jean-Paul Sartre, What is Subjectivity? David Broder & Trista Selous trans. London: Verso,2016, p.37.

299

观念论时代，他的主要范畴和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对康德、费希特、黑
格尔，甚至胡塞尔的哲学。以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说，萨特犹如塞万提斯笔下
的堂·吉诃德，在一个并非骑士的年代里，和他的桑丘（这个桑丘或许是梅
洛—庞蒂，或是加缪，甚至或是阿尔都塞或巴迪欧）去挑战巨大的风车，主体
性就是他手中的长枪，而这杆长枪刺向的是虚幻的客体性的魅影。随后的法国
哲学时代，实际上是桑丘们的时代，他们不再执着于一个超越历史的概念，身
体、肉体、欲望、力比多，而不是主体性，成为后来法国哲学的主导性概念。
然而萨特坚持以主体性的长枪一骑绝尘，在与空气的搏斗中为后人留下千古绝
唱。然而就在萨特施展他那屠龙绝技的时候，一帮年轻的知识分子却换上了新
式的自动化武器，开辟了全新的战争，他们背后留下萨特一个人扮演独角戏的
舞台，让他自己在舞台独白：
“选择还是不选择，这是一个问题！
”
不过，萨特的确站在一个关键的分界点上，这或许也是巴迪欧为什么将
“最后一个主体性哲学家”萨特放在新的哲学时代的起点处。在萨特的时代，
爆发了最惨无人道的世界大战，大战结束之后，冷战旋即开始。此外，流亡法
国的俄裔知识分子科耶夫成功地在巴黎高师举办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讲
座，主奴辩证法受到萨特在内的知识分子的追捧。高师校长伊波利特翻译了法
文版的《精神现象学》
，尽管此译本饱受诟病，但这个添加伊波利特校长“苦
难意识”私货的译本却反而成为法国式黑格尔主义的文本依据。此后在法国掀
起的阿尔及利亚反战运动以及最高潮的 1968 年“五月风暴”
，都是萨特在“二
战”之后面对的真实的情境，尽管萨特非常喜欢用“情境”
（situation）一词，
但是他的主体性武器却被情境所抛弃，尽管萨特仍然积极参与到学生运动，并
主动担当被查封的《人民事业报》的主编，以示知识分子不妥协的姿态。但
是萨特仍然被梅洛 —庞蒂、列斐伏尔等人称为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虚无主义
者，其根本原因恰恰是他在一个大量使用火器战斗的时代挥舞着主体性的冷兵
器，在长空中留下了寂寞的主体性的余晖。

二、断裂的征候：生命体验与装置
让我们回到前文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如果萨特代表着一个古典哲学范
式，为什么新的法国哲学的时代必须以萨特为起点？实际上，这个问题，可以
转化为另一个问题，一个时代的开端是以一个连续性的起点为开端，还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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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继续行进下去的断裂为开端？假如我们将历史看成是一个连续性的绵延过
程，在这个绵延和连续过程中，或许有若干个重要点，而这些重要的点构成变
化，但实际上并不会影响到历史的连续性的前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自然
地将上一个阶段（德国古典观念论或观念论）与新的阶段（当代法国哲学）看
成是一个连续性的发展历程，而萨特处在这个连续性的发展历程的转折点上。
显然，萨特并非如此，他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属于一个观念论范式，受到了现象
学传统的洗礼，但是他同时以法国的政治和斗争实践为基底，在思想上，萨特
并不是新航向的开拓者，他更像是上一个阶段的收尾人，在某个点上静候着他
慢慢地被历史过程所取代。这种线性的连续历史观显然并不适合我们解释萨特
和法国当代哲学的情况，也就是说，萨特的起点问题并不能在线性历史观的层
面上来理解，而是需要从法国本土的思想酝酿来把握萨特的历史价值。
在巴迪欧的《小万神殿》中，曾经对萨特有如下的评价：
“在我看来，马克
思主义试图在理论上进行更新的政治性主体，从来就不是萨特所说的造反主体，
即便在造反之前，萨特的主体也业已存在。……在政治性主体中，在新型政党建
立的过程中，的确有一种连续性原则，但这个原则不是萨特的系列、融合或制
度。这是在萨特总体化的实践集合之外的不可还原为其他东西的原则。这个原则
不再建基于个体实践。
”A 我们可以将巴迪欧的这个评价归结为以下几个要点：
1. 萨特的主体是一种先于政治的主体，也就是说，萨特在具体的历史情
境，在政治斗争的实践中构建了一种外在于政治活动的主体。同样，在哲学
上，萨特的主体概念是外在于历史框架的。这意味着萨特的思维范式已经远离
了法国具体的背景。
2. 存在着一个不可化约的总体原则，这个原则是实在的，而萨特根本没
有考虑到这个原则的存在。不过，巴迪欧强调的是，尽管萨特利用的是一个古
老的主体性的长矛，但实际上，萨特本身的话语确实是在一种新型的总体原则
下进行的，而这个总体原则是无法还原为萨特自己的旧式概念的。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萨特的矛是旧的，但是他所立足的世界，以及
他制造长矛的手段却是新的。萨特的概念和范畴还停留在德国观念论的阶段，
但是萨特的真实问题阈却是法国式的。这是一个一仆二主式的形象，在这个形
象中，萨特既是骑在马上手握长矛的堂·吉诃德，也是立足于大地，用现实原

A 阿兰·巴迪欧：
《小万神殿》
，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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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来思考的桑丘，这也或许是为什么堂·吉诃德以极其荒谬的过时的行动，却
仍然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行进下去的原因所在，桑丘的原则帮助堂·吉诃德可以
继续他那看起来貌似脱离于大地的游侠经历。同样，萨特的故事也在于，他尽
管手执主体性的长矛，但他所立足的大地永远是法国式的，他与后来兴起的结
构主义者进行了论战，但是萨特可能并没有注意到的是，他自己或许也处在结
构主义勾画的地界之内。
用拉康的心理分析来理解，真正的断裂点从来不是表现为一种连续过渡的
范畴，相反，它代表着一种“症候”
（symptôme）
，拉康说：
“症候首先是一个假
定言说的主体的沉默症。如果他开始说话，显然就治愈了其沉默症。但这并没
告诉我们为什么他开始说话。
”A 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具有症候特征的人来说，
他想说的东西与他真实所依赖的背景存在着断裂，他真实所思与其再现性表述
之间出现了裂痕，无法表现为一个连贯的统一体。萨特的地位正是如此。如
果，萨特如同胡塞尔一样，他的思想背景与其言说保持了严格的连贯的关系，
那么萨特不过是现象学在法国发展的一个注脚而已。但是萨特的价值是，他所
言说的主体性和他所基于的立场之间不是连贯的（正如巴迪欧所指出的那样）
，
他所处的时代，他所依赖的问题框架，与他使用的概念和术语之间存在着巨大
断裂，萨特是被撕裂的形象，他将自己作为一个症候呈现在战后法国思想家的
断裂点上，他站在当下，使用的却是过去的甲胄。这就好比今天的音乐创作者
站在摇滚乐的背景下，使用了古老的华阴老腔式的工具。也就是在这个意义
上，萨特不是过去，他不是德国古典观念论和现象学的同路人，他虽然没有言
说后来法国哲学经常使用的概念，但他问题带入的方式却是法国式的，他参与
政治，抵抗戴高乐政府的形式都是法国式的。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当德
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成员劝说学生回到课堂上，萨特却和学生与青年一起战
斗在街头，尽管萨特还在言说他的主体性，但是这种主体性已经是一种掩饰萨
特真正沉默的东西的符码，而萨特那个内在涌动的灵魂却一直从未被道出。
倘若如此，作为法国哲学时代开启者的萨特所未能说出的东西究竟是什
么？这一点我们已经无法做出简单的回答。不过，尽管萨特和结构主义的代表
人物列维—施特劳斯之间发生了一场巨大的争论，但是这场争论的结果并不像

A Jacques Lacan, Les quatre concepts fondamentaux de la psychanalyse , Paris: Seuil,1973,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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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崛起对最后的主体性哲学家
萨特的彻底取代。相反，尽管列维—施特劳斯的攻势凌厉，甚至有些咄咄逼人，
因为列维—施特劳斯坚持将萨特的主体性视为现代的神话话语，在《野性的思
维》中，他批评道：
“实际上，萨特成为他的‘我思’的俘虏，笛卡尔的‘我
思’能够达到普遍性，而始终以保持心理性和个体性为前提。萨特只不过通过
‘我思’社会化，用一座牢狱替换另一座牢狱。
”A 在列维—施特劳斯看来，萨特
那种神话学的“我思”和“自为”的概念，实际上成为预先设定的概念牢笼，
而强行将这个辔头套在现实社会的具体的人身上。然而，萨特对于这个批评并
没有采取针锋相对的反驳，而是以十分温和的态度重新思考他的立场，在 1969
年的一次访谈中，萨特谈到某种不能言说的东西与自我主体之间的特殊关系：

在我最新的一本谈福楼拜的书中，用我所谓“亲身经历”
（vécu）来取代
。在这里，我要谈论的
了之前的自我意识观念（尽管我仍然会使用意识一词）
不是前意识的警觉，也不是无意识，更不是意识，而是个体本身及其财富和意
识“永恒流溢着”
（overflowed）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们总是借助“遗忘”
（forgetfulness）来玩弄自我决定把戏。 B

与早年那个坚持“自为自我”和“自由意志”的萨特相比，借助“亲身经历”
（尽管这个概念萨特本人仍然不满意）
，反思了那种超越性自我的立场。在这个
时期，萨特关注点毋宁是“个体本身及其财富和意识永恒充盈着的领域”
，这
个表述虽然还有太多模糊不清的地方，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萨特已经关注的
是一种被财富和意识等多种关系架构出来的“自我”
，这种“自我”不过是一
种骗局或把戏，而人们往往遗忘了这一点。在这段文字中，
“遗忘”是一个非
常关键的词汇。遗忘是对活生生体验丰富性的遗忘，也就是对那些在真实经历
流溢的生命的遗忘。在萨特看来，由于遗忘，我们不得不将我们的生命经验还
原为抽象的“自我决定”
。
萨特以这种方式回应了结构主义的攻击，也就是说，萨特认为，列维—施
特劳斯的攻击是不得要领的。自我是一种处于活生生亲身经历的自我，是带有

A 列维—施特劳斯：
《野性的思维》
，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28 页。
B Jean-Paul Sartre,“Itinerary of a Thought”, in New Left Review,58（Nov.-Dec.1969）,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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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丰富性的自我，但这个自我被遗忘了，被还原为一种基于整体架构的“自
我决定”
，一个鲜活生命被抽空之后的自我的干瘪躯壳。而列维—施特劳斯攻
击的恰恰是这个躯壳，所谓的神话也只是话语和符号的虚假的自我躯壳，而在
被再现出来的情境中，这个被人为塞入了虚假填充物的躯壳仿佛复苏了，实际
上，这个躯壳不过是如同行尸走肉的僵尸一般，它没有充盈和活生生的灵魂，
它是在一个巨大的话语框架上被扯动的牵线傀儡而已。
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福柯的影子。尽管，萨特不可能出现福柯式的
表述，但如果沿着萨特晚年的这个思路走下去，我们一定会通向福柯。因为，
在这次题为“思想的旅程”的访谈中，萨特明显具有了两种自我的区分，即再
现式自我和生命性自我。
首先我们来看看再现式自我。它属于处于话语连续性的构造下生成的大
写自我，这种大写自我的价值并不在于保存活生生的生命体验，而是走向一种
与象征和话语的衔接和建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强调
的主题，即存在一种“话语构型”
（discursive formation）
，这种话语构型并不
是在历史中通过累积的方式形成的，而是表现了共时性的结构：
“它们连续出
现的次序，它们的同时性中的对应关系，在共同空间中可以被确定的位置，相
互作用，被链接和等计划的转换。
”A 这种散布性的话语结构后来被福柯命名为
“装置”
（dispositif）
。也就是说，除了话语构型这种装置决定了我们在现实生
活中可以言说什么，可以思考什么，也存在着其他的装置，如凝视的装置，决
定了我们本身的能见度，以及我们自己能看见什么。我们整个社会体现为一个
巨大的装置，我们所有的自我决定的行为，都附着在这个装置之上。但是，这
个巨大的装置并不是一个僵死的框架，相反它成为一个将所有生命和对象变成
可以操纵的僵尸傀儡，我们所有人都在这个装置之下被再现为一个“主体”或
“自我”
，而这个僵尸化的“自我”正是我们在今天必须要去面对的状况。
其次，必须承认，我们并非只能被动的接受这种装置的控制。阿甘本曾
指出：
“当装置越让自己的权力侵蚀和弥散在所有生活领域当中，治理就会发
现自己越不得不面对那些逃逸的元素。
”B 而这些逃逸的元素，就是游牧在规范

A 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
，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
版，第 47 页。
B Giorgio Agamben, What is an Apparatus? Divid Kishik & Stefan Pedatella 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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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装置之外的生命体验。德勒兹和迦塔利设想了在巨大的统治机制下的逃逸
可能性，正如他们所说：
“在这个意义上，游牧没有地点，没有路径，没有陆
地，甚至它们只有表象。如果游牧可以被称之为脱域化的话，这正是因为之后
它也不会再辖域化，也不会留下任何沉淀。
”A 游牧是最纯粹的生命，这种生命
符合萨特的亲身经历，它是对遗忘之后的还原性的自身身份的逃逸。这就是新
的二分，要么我们沦为巨大装置下的傀儡，要么接受游牧的命运。对此，迦塔
利曾说：
“要么我们，甚至我们最私密的存在都接受权力等级化，要么我们同
意随着欲望的逃逸线运动，各处预先设定的装置，用于统治的赘余信息，以及
限制性的意指关系……”B
由此可见，在萨特的词语与位置的二分法下面，恰恰是当代法国思想发
展的两条进路，一条是从结构主义语义学走向实证性的装置研究，福柯将这一
机制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我们今天重新反思现代性的途径。而在另一边，对
国家机器、话语装置，甚至物体系（鲍德里亚）的逃逸，是我们面对这个时间，
避免遗忘，避免让自己成为巨大装置的僵尸傀儡，我们面对的是德勒兹和迦塔
利等人的游牧生命的路径。而这两条路径的断裂性症候全部起源自于萨特，也
正是在这个症候之下，在法国哲学中，我们看到了以欲望和力比多为主题的生
命体验的潮流，以及话语构型、实证性、物体系为核心的装置研究，两条路径
并行不悖，共同构成了法国左翼思想和反抗政治事件的双刃。

三、生命政治学与非人
作为思想症候的萨特裂变出来的两条法国哲学思想路径的一个结果是生
命政治学研究。尽管生命政治学一直都是福柯比较关心的话题，从早期的《规
训与惩罚》开始，福柯已经开始思考一种新型思考政治学的方式的出现，相对
于传统社会中的惩罚机制，生命政治学更多地依赖于福柯提出的“规训”机制。
福柯谈到，从 17 世纪开始，各个国家都试图打造出“理想的士兵”
，这些士兵
最直接的符号就是强壮的体魄和勇敢的气质，而在 18 世纪的时候，各国政府
显然通过规训的方式得到了这样理想化的士兵：
A Gilles Deleuze, Fe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Brian Mussmi trans. London: Bloombury,2014, pp.444-445.
B Felix Guattari, Lignes de fuite: Pour un autre monde de possibles , Paris: L’
aube,2014, 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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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8 世纪后期，士兵变成了可以创造出来的事物。用一堆不成形的泥、
一个不合格的人体，就可以造出这种所需要的机器。体态可以逐步矫正。一种
精心计算的强制力慢慢通过人体的各个部位，控制着人体，使之变得柔韧敏
捷。这种强制不知不觉地成为习惯性动作。总之，人们“改造了农民”
，使之
具有了“军人气派”
。新兵逐渐习惯了昂首挺胸，收腹垂臂，笔直站立。 A

福柯这段文字的意义在于，现代军事中的士兵的身体并不是自然的素质，
而是被一种体制生产出来。尽管在这个时期福柯尚未使用后来的生命政治学或
“生命权力”一词，相反，他用了更为通俗的“身体政治学”
（anatomo-politique）
来描述这种规训的手段。一种被生产的身体，是身体政治学的核心范畴。关键
在于，为什么要生产出士兵的身体？同时又是什么让士兵可以主动接受对他们
自己身体的生产？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军事行动需要一种秩序，也就是说，当军令下达，
士兵能够按照将军的命令来执行任务。在这个方面，既需要士兵有足够的体能
和身体条件来完成任务，也需要士兵顺从驯服，不至于在军事行动中违抗军
令。而作为身体生产的规训可以同时完成这两个任务，即一方面通过演操和队
列，让士兵可以遵守命令，服从纪律，成为“被驯服”的肉体；另一方面，这
种肉体不仅是“驯服”的，也是有能力的身体。在福柯那里，纪律上的服从，
身体素质上的胜任都始终服务于一个标准，即能够在军事行动中担当任务，保
障整个军事战略的实施和完成。
同样的程序也被应用到监狱之中。相对于古代社会的惩罚机制，现代社
会的监狱已经不再是惩罚与肉体的比例关系，古代的罪行往往需要用同等程度
的肉体惩罚来衡量。在中国古代刑罚中，死刑的类型就包括了腰斩、斩首、绞
刑、火刑、车裂、凌迟等多种方式，据不完全统计，唐律规定的死刑达到两百
多种，而选择如何处死，与罪行的程度有一种对应关系，福柯将之称为“死亡
政治学”
（thanato-politique）
。在福柯看来，现代人文主义的兴起，让惩罚的观
念逐渐弱化，最终让位于人的罪行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失范，可以通过改造的
方式，让犯罪的人重归正轨。这就是现代监狱的诞生，监狱的目的不再纯粹是

A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154—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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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罪行的惩罚，它还兼任着对人的身体和灵魂的改造，而改造的方式，与军队
上生产士兵的方式一致，即纪律和身体的规训，也通过这个方式，让那些桀骜
不驯的奸恶之徒，可以重新返回到规范性的正规上来，一旦他们接受规范的规
训，意味着他们重新被生产为一个正常的人。也正是在这个逻辑上，现代监狱
的惩罚不是终生的，他们相信在规训手段下，一旦洗心革面，成为正常人，便
可以重新回到社会。
不过，
《规训与惩罚》一书最值得关注的是福柯在书的第四部分将军队和
监狱中的这种规训模式拓展至整个现代社会范围内，在其中，由于规训体制的
运作，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监狱”
，因为在现代的规范体制下，所有
的人都是“过失犯”
。这里的“过失犯”的概念，意味着每个人需要生产自己
的身体，让自己尽可能地服从于社会的规范。在这个意义上，福柯进一步深化
了萨特之前那个命题，并在全新的基础上定义了主体性。因为，决定一个人在
世界上能否生存的关键就在于规范，正如皮埃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
在对福柯的规范概念解释的时候指出的，
“实际上，从规范的角度定义可能经
验的范围，就是把它们定位成规范化社会中的主体，而规范化的社会为其提供
了运作规范。这并不是指，主体严格服从于这些规范，或者主体根据先于自己
而存在的天赋和自主原则，在规范作用下做出顺从或是反叛的姿态，而是相反
地，在构成主体性的领域的同时，主体性自身就已经倾向于这些规范了。
”A 马
舍雷的解释进一步澄清了福柯意义上的规范实际上并不存在主体服不服从的问
题，在规训的机制下，个体将自己生产为符合规范的身体，这样，由于符合规
范，个体才成为主体性，也就是说主体性是后于规范机制而出现的范畴，相
反，在规训的生产机制之前，个体不存在选择顺从或反叛的主体性姿态，主体
性只有顺从于规范的主体性。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不断地从事着规范机制的生产，而在生产机制
下面，所有人必须选择在规范之下成为一个主体。这个主体从来就不是自然权
利的产物，
“它”的出现在根本上依赖于微观权力的规范体制。换句话说，只
有符合规范，我们才能被贴上“正常人”的标签，才能在人口统计学中被统计
为一个正常的个体，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独立的自由的，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体

A 皮埃尔·马舍雷：
《从康吉莱姆到福柯：规范的力量》
，刘冰菁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96—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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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都是这种现代规范的产物，我们被天生地塑造为一个主体，在我们以为
自己拥有自由意志的地方，实际上已经成为依附于当代正常规范体制的孤立个
体，我们与其他个体的关系都是被冷冰冰地还原为同样的“自我”的概念，而
我们彼此间的联系，只有在一些共同性的规范和尺度下才有意义，例如，说价
值、年龄、学历、收入、颜值等等，在我们看起来拥有自由选择的地方，实际
上我们都在重复着同样的模式，我们在一个现代性的气泡中不断生产着自己，
让我们自己更正常，更符合标准，我们不断地锻炼身体、做瑜伽、购物、泡温
泉、买房、做美容手术等等，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我们自我选择的行为，背后
都有一个巨大的规范力量在引导着我们一步步坠入彀中，我们在自我生产的喜
悦中沦为现代资本主义的装置的同谋，一旦我们生产着我们自己的身体，甚至
在不远的将来，可以生产我们自己的健康状况和基因传承，我们将我们自己生
产为权力治理行为所针对的人口。一旦规范化的人口概念出现，一旦产生现代
意义的人口统计学，
“生命政治”
（biopolitique）便呼之欲出了，
“这是新的实体：
复杂的实体，按照人头计数的实体……这就是‘人口’的概念。生命政治学与
人口有关，人口作为政治问题，同时作为科学和政治问题，作为生物学问题和
政治问题，我认为是从这时开始的。
”A
现在，我们或许可以回来回答前面的第二个问题了。士兵在面对规训机
制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可能选择不服从，拒绝接受规训，拒绝大写的强制性
规范，也拒绝变成被统计数字化的“人口”？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现代规范
机制下，也建立了对应的排斥机制和隔离机制，也就是说，一旦建立标准和规
范，我们便可以将所有的对象分成符合规范的对象（这类对象被视为正常人）
，
而另一部分被视为失范对象（这些人是病态的，或者被称为不正常的人）
。从
福柯的老师康吉莱姆（Canguilhem）开始，就思考了正常与病态之间的规范区
分，尽管康吉莱姆对正常与病态的思考仅限于生理学领域，但是他的结论，即
“疾病的特征就在于这一事实，即它是对环境的容忍度降低”
，随后他又指出：
“人只有在感到不仅是正常的——即适应了环境及其要求——也是标准的，能
够适应新的生命标准时候，才会感到处于健康之中——这就是健康本身。
”B 康
吉莱姆显然是按适应环境和生命标准的双重标准来定义健康和病态的，这个双

A 米歇尔·福柯：
《必须保卫社会》
，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1—232 页。
B 乔治·康吉莱姆：
《正常与病态》
，李春译，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49—1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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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标准，建立了现代的病理学。
福柯显然将康吉莱姆的生理学上的结论演绎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
就是说，在现代社会的规范体制下，我们有一个正常人与不正常人的区分体
制。对于正常人，是那些适应于生活环境和政治体制，即服从于规范与标准的
人，他们已经被架构在巨大的“人口”概念之下。而对于不正常的人，并不是
意味着他们可以向德勒兹和迦塔利所描述的那样，可以无拘无束地游牧在体制
之外。福柯以黑色的笔调对疯癫、监狱犯人、不正常性态的人研究，所面对的
就是这些被体制所隔离的不正常的人的谱系学。换句话说，这些不正常的人迎
来的绝不是解放，而是隔离和监禁。福柯说，对于那些不正常的人的隔离制度
“这里不是一种排斥，而是一种检疫隔离。他们不是要驱逐，相反是建立、固
定、给定他一个位置，指定场所，确定在场、被区分控制的在场。
”A 被隔离的
不正常的人，需要重新完成自我的生产，如果不能完成自我生产，就必须被永
远隔离，比较典型的例子有伤寒玛丽 B 。换言之，成为不正常的人，拒绝规范
的规训，并不是帮助我们实现超越生命政治学的途径，相反，现代规范或规训
的生命权力，就是以隔离和生产不正常的人为前提的。在上面的问题中，兵营
的士兵之所以接受规训式的纪律和身体生产，前提是如果是不正常的人，命运
会更为悲惨，为了避免成为被隔离的不正常的人，每一个士兵都必须努力完成
训练，必须接受纪律的规训，这种生命政治的身体生产，本身就是以隔离为必
要条件的，唯有如此，正常人不断的自我生产才能成为可能，所有的正常人为
了避免自己被生命政治的机制所淘汰，就不得不按照新的规范来不断地生产自
己，这同时是两个方面的生产，既是身体生产，也是意识性生产，生命政治学
同时在身体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完成对现代社会的治理，正常与不正常的人都概
莫能外。
生命政治是否只能是一个悲剧式的结局？我们是否还具有超越生命政治
的可能性？对于这样问题的回答，在今天不会有太明确的答案。其原因是，我
们并不能具体把握在正常和不正常的二元分割之下，是否还存在其他可能性。
实际上，理论家们已经开始从事这些方面的思考。利奥塔是比较早对生命政治
的未来可能性进行思考的法国思想家，在 20 世纪末，他就已经提出了非人的
A 米歇尔·福柯：
《不正常的人》
，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5 页。
B 伤寒玛丽的例子参看笔者的《赤裸生命与被生产的肉身：生命政治学的理论发凡》
，
《南京社会科学》2016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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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简言之，在当代生命政治之下，我们的身体已经毫无例外地作为社会人
工技术的产物，我们的选项不可能是退回到一个前现代的状态当中，去拥抱所
谓纯粹自然的身体，这种纯自然的身体只能在乌托邦的语境中存在，一旦出现
在现实中，它毫无例外地会被现有体制所规范化，如果不能被规范化，就将面
临被消灭的命运。而人猿泰山和金刚正好代表两种前现代身体，不羁于现代生
命政治体制的可能性，但泰山的命运是被体制所驯化，而金刚的命运是被消
灭。所以，我们唯一的可能性在于未来，也就是说，尽管现代数字技术、生命
技术、医学促成了生命政治体制在当代的实现，但是我们不能像一些带有前
现代乡愁的思想家那样（尤其是海德格尔）去拒斥科学技术在今天的广泛应
用。实际上，我们今天的问题是，科技融合了我们的身体，将我们锻造为一种
更适合于治理的对象，但是，这实际上是科学技术不够发达的表现，我们可以
展望的是，科技本身创造的可能性，至少可以打破眼下社会中的藩篱。利奥塔
说：
“技术—科学问题可以表述为：保证为独立于地球生命状态之外的硬件提供
，也就
这种软件。
”A 利奥塔将这种思维称之为“无身体思维”或“非人思维”
是说，生命政治治理的着眼点是一种规范的身体，即便是排斥不正常的人，也
必须以身体为根本，我们今后的路径正是走向这种身体—技术的合成状态，这
是我们眼下能够设想的超越正常和不正常二元对立的唯一途径。与之相呼应，
唐娜·哈拉维（Danna Haraway）提出了著名的合成性的赛博格（Cyborg）概
念，哈拉维说：
“赛博格是一种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
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一种科幻小说式的生物。
”B 在哈拉维的理解中，20 世
纪的生产已经把我们毫无例外地都变成了赛博格，当我们在出生后被注射各种
疫苗，当我们用手术来改造我们身体上的各个部位和器官，实际上我们早就远
离了所谓的自然身体。与其去拥抱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自然身体，不如我们考
虑将我们身体合成一种喀迈拉（Chimera）式的怪物，或许，这种新型的合成
身体，会帮助我们打破所谓的正常和不正常的二元逻辑，我们或许在非人的
边界上，重塑一个体系、生命政治，或者以人类纪为代表的生命政治学，必
须在新的地质纪元下重构，哈拉维在 2016 年新书《与麻烦共存》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中，使用了拉夫克拉夫特（Lovecraft）小说中的一个形象克苏鲁
A 弗朗索瓦·利奥塔：
《非人》
，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14 页。
B 唐娜·哈拉维：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
，陈静译，河南大学出版
社 2016 年版，第 3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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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thulu）作为未来超越生命政治的一种可能，那是一个各种各样身体合成
的赛博格的纪元，她命名为克苏鲁纪（Chthulucene）
。我们或许可以用哈拉维
的话来结束：

未完成的克苏鲁纪必须收集人类纪的残渣，以及资本纪的灭绝论，像一
个疯狂的园丁一样将它们嚼烂、撕碎，为一个可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去创造
更狂热的合成物吧！ A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A Donna Haraway，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16,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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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论在英美的传播与发展
陈良斌

批判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可以追溯至宗教改革与启蒙运
动，凡反对宗教神权的理论皆可视为批判理论；狭义上，批判理论则特指 20
世纪早期由“法兰克福学派”所开创的一种独特的社会哲学理论。这里所考
察的是狭义上的批判理论。自 1930 年霍克海默执掌社会研究所开始，一大批
左派思想家云集在法兰克福大学，从而开创了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
眼中的“我们世纪中第一个真正的现代哲学学派”A 。尽管“法兰克福学派”这
个名称迟至 20 世纪 60 年代才由其成员为了标识群体的独特性而发明出来，但
其理论特性早在霍克海默上任之时就已被明确提出——批判理论区别于传统理
论之处就在于其目标是“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
。 B 除了明确的解放政治旨
趣，批判理论的核心议题还包括以跨学科研究方法进行资本主义批判、现代性
批判、文化批判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 30 年间，尤其是在英美世界中，批判理论已经
逐步从早期霍克海默规划的理论图景扩展成更为广阔宏大的学术视野，并涉及
A Agnes Heller, The Frankfurt School, in Jeffrey T. Nealon and Caren Irr, Rethinking the
Frankfurt School: Alternative Legacies of Cultural Critique ,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2, p.213.
B 霍克海默：
《批判理论》
，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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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学科和领域中的概念、范式与方法，例如，文化研究、现代性批判、后殖
民问题、女性主义、种族、民族、政治等等。显然，在这种理论的扩容和变迁
中，
“经典批判理论模型已经难以被辨识，它已经成为一种氛围性的存在。鉴
于此，批判理论这个术语在这个国家（美国。——笔者注）将具有更为广阔的
含义：它不仅包含着法兰克福学派，也包含着其他不同对立理论的线索。
”A 正
如彼得·何亨达（Peter Uwe Hohendah）所指出的那样，
“批判理论术语在今天
的广泛运用反映了这样一种面向混合范式与模型的理论趋向，不再去计较传统
界线与概念逻辑，更强调情境方面的理论，即嵌入到特定的文化实践中去”B ，
因而使得今天的英美批判理论研究展现出更加丰富的鲜明特色。

一、晨边高地的“流浪者”与批判理论的传入
批判理论最先传入英美，应追溯到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西迁至纽约
时期。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纳粹势力崛起，德国已经开始动荡，这就促
使霍克海默、波洛克等社会研究所管理层开始未雨绸缪。作为应对方案，研究
所首先在日内瓦开设分部，然后陆续在巴黎和伦敦建立分部，将人员和资金分
批迁出德国。1933 年纳粹党上台不久，社会研究所就因成员大部分是犹太人
而被警方查封。由此，社会研究所开启了向西流亡的岁月。随着欧洲法西斯主
义势力日渐膨胀，出于对社会研究所的未来考虑，霍克海默在先后派出波洛
克的研究助手古姆佩茨（Julian Gumperz）和弗洛姆等人对美国进行考察之后，
亲自动身前往纽约进行实地考察。在此期间，由于古姆佩茨出色的人际交往和
斡旋能力，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路易斯·洛文（Lewis Lorwin）
、罗伯
特·林德（Robert Lynd）等人的通力合作，霍克海默最终成功地收到了哥伦比
亚大学的邀请，从而在曼哈顿的晨边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西 117 大道
428 号为社会研究所获得了一处办公建筑。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氛围偏向保守，显然与社会研
究所激进的研究取向并不一致。社会研究所之所以被接纳，据托马斯·惠特
A Peter Uwe Hohendah, Reappraisals: Shifting Alignments in Postwar Critical Theory , Ithaca/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p.3.
B Peter Uwe Hohendah, Reappraisals: Shifting Alignments in Postwar Critical Theory , Ithaca/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p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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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Thomas Wheatland）的考证，一方面是得益于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方面德语
的语言障碍，使得古姆佩茨的前期沟通和霍克海默所展示的研究成果的英文摘
要，有意掩饰了社会研究所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左翼倾向；另一方面则是
由于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研究在走下坡路，受到当时新兴
的芝加哥大学的巨大挑战，很多学者认为加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最有希望
的策略就是组建一个社会学定量研究方法的机构，通过定量研究不仅为社会
学研究提供科学确定性，也为其他社会科学的学术训练提供便利，但 1929—
1933 年的经济大萧条使得这个建议最终流产。 A 此时，社会研究所的到来无
疑给哥伦比亚大学振兴社会学带来了希望，而社会研究所在美期间所开展的经
验性研究与定量分析显然是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方面的影响。当然，社会研究
所与哥伦比亚大学之间的合作无疑是一种双赢的关系。在此期间，社会研究所
也见证了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的鼎盛时期，涌现出了日后成名的社会学家保
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和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等人。
其中，拉扎斯菲尔德与社会研究所，特别是与阿多尔诺的合作（当然，两人之
间矛盾重重）
，使双方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进驻晨边高地之后，霍克海默为了迎合哥伦比亚大学的期望，集研究所
众人之力在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完成了最早由弗洛姆倡议的
“权威与家庭研究”
。
霍克海默在该书第一部分的“导论”中着眼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威关系的变化，
指出自法西斯主义兴起以来，由家庭所维系的权威被外在于家庭的社会力量替
代。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则由弗洛姆和马尔库塞担纲撰写。这项经验性研究的
形成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霍克海默所倡导的“欧洲思想”与“美国研究方法”的
一种有机结合。然而，正当社会研究所在哥伦比亚大学重整旗鼓之时，受到当
时经济形势的影响，波洛克在基金会资产运作的投资中失败，加上资金前期开
支过大，研究所陷入了财政困难之中。对此，霍克海默试图将研究所挂靠大学
但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同时让研究所成员在大学里担任教职，来缓解薪酬紧
张的现实，可惜与哥伦比亚大学多次谈判均无果而终。此后，霍克海默曾试图
借助弗洛姆的影响力，向芝加哥大学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资金支持，无奈也
被驳回。与此同时，霍克海默前往洛杉矶，与加州大学建立联系，并在西海岸

A Thomas Wheatl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in Exile ,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9, pp.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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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起社会研究所分部，阿多尔诺与马尔库塞也曾先后来到这里工作，后来成就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名著《启蒙辩证法》便是在这里修订完成的。
自 1939 年开始，在资金困难的阴云笼罩之下，霍克海默与波洛克开始逐
步精减研究所成员及其薪酬，首当其冲的就是弗洛姆。由于弗洛姆与霍克海
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在学术立场上的差异，更兼他与霍克海默之间的嫌隙
在当时不断升级，因此弗洛姆被通知停薪，这直接导致他从此与社会研究所分
道扬镳。弗洛姆出走后，到美国政府因二战而设立的战略情报服务办公室（中
央情报局前身）任职。此后，研究所法律顾问诺伊曼（Franz Neumann）
、马尔
库塞、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
、魏特夫（Karl Wittfogel）等人均淡出研
究所，并相继在战略情报服务办公室以及其他部门谋得职位。
“二战”结束后，
弗洛姆、马尔库塞、基希海默等人还继续为美国政府工作了一段时间，并最终
都在美国的大学里找到了终身教职。
最后，社会研究所竟只剩下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这两个核心成员在苦苦
支撑。到了 1944 年，原先西 117 大道的办公建筑也被美国海军部征用，研究
所纽约总部就此搬往清晨小道（Morning Drive）附近的一座建筑中。从 1946
年开始，社会研究所与哥伦比亚大学完全脱离了关系。尽管哥伦比亚大学在战
后依然想重新与其合作，却被霍克海默委婉地回绝。因为他深知一方面由于思
想立场的差异性以及战后美国反对左翼思想的麦卡锡主义开始兴起；另一方面
则是源自于其内在的资金危机，社会研究所与哥伦比亚大学任何一个院系建立
起进一步的联系都是根本不可能的。既然在纽约始终是扮演着一种“流浪者”
的角色，霍克海默只得另谋出路，他在 1948 年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赴
欧洲考察，特地回到法兰克福大学进行了实地探视，发现法兰克福反而能够提
供更好的保障条件。此后，研究所在法兰克福重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于是，
社会研究所就此结束了北美的流浪岁月，于 1950 年 2 月返乡重建。1951 年，
社会研究所在法兰克福重新开张，由此开启了全新时期。

二、传播史的分期与思想史的承续
20 世纪 60 年代，新左派运动和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此时的马尔库塞凭借
自身的思想魅力和大众传媒的广泛传播，对这场世界性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力。1973 年，M. 杰伊（Martin Jay）出版《辩证的想象：法兰克福学派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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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的历史（1923—1950）
》
，更是掀起一场批判理论的讨论热潮，这在批判
理论传播史上具有着里程碑的意义。此后，批判理论在英美世界的传播与发展
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正如彼得·何亨达所言，
“很难对于这种改变给出一个
确切的日期，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无论是批判理论的范围还是侧重点都发生
了改变，而这与当时的西德并不一致。
”A
英美世界对批判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批判理论（特别是在英
美阶段）的传播史和思想史予以考察和梳理。托马斯·惠特兰的研究特别具有
代表性，其专著《流亡中的法兰克福学派》全面考察了整个法兰克福社会研
究所在美国的流亡岁月，并明确将其划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哥伦比亚
大学时期。社会研究所在纳粹势力上台之后执行全面反犹政策，霍克海默被迫
率领全所成员从法兰克福，途经日内瓦、巴黎等地陆续迁至位于曼哈顿晨边高
地的哥伦比亚大学，建立起社会研究所的纽约分部。第二个阶段是纽约争鸣时
期。以霍克海默等为首的批判理论与纽约知识圈尽管在美学与大众文化等方面
能获得一定的共识，但由于冷战的阴云特别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以及
实用主义等核心议题上的严重分歧，最终分道扬镳。第三个阶段是战后社会学
时期。早期社会研究所确立的社会哲学方向被美国的经验性研究所包围，使得
研究开始迎合美国社会学研究的口味，例如，弗洛姆。但这一同化的过程对于
研究所的其他成员来说并不是一件易事。幸亏“霍克海默—圈子”与其他欧陆
社会学家的努力，美国社会学开始不断地认同欧陆所流行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
路径以及其他理论工具。相应地，德国的社会学研究也受到了美国研究方法的
影响。第四个阶段是“霍克海默—圈子”与美国新左派的关系。尽管社会研究
所与新左派在某些基本立场上是相近的，但很多成员与新左派之间在很多问题
上却意见相左。例如，马尔库塞是学生运动最热情的支持者，但霍克海默、阿
多尔诺等人对此却持反对意见。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始终提醒人们社会理
论的重要性以及极权主义的危险。最后，惠特兰对于流行观点——认为社会研
究所核心成员在美期间处于一种学术上的自我隔离状态——提出质疑，认为尽
管社会研究所核心成员与美国学术界和公共知识界存在着矛盾，但很显然保持
了紧密的联系，他强调美国流亡生涯既对批判理论家本身也对美国学界产生了

A Peter Uwe Hohendah, Reappraisals: Shifting Alignments in Postwar Critical Theory , Ithaca/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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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影响。 A
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在《再访法兰克福学派》一书中也对法兰
克福学派在北美的思想发展过程提出了理论分期。他认为，从总体上看，批判
理论在北美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分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20 世纪 80 年代
和 20 世纪末至今。70 年代最初的一波是经历了新左派和学生运动的起落，当
然受到了马尔库塞著作在此间十年的广泛影响。由于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诸如
阿多尔诺、马尔库塞、本雅明等人对文化理论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80 年代
伴随着新出现的文化研究领域，一种融合了上述思想家视野的学术努力开始崛
起。这些作品都可以吸纳到詹姆逊所标签的“文化转向”之中。尽管质疑者知
道转向文化政治所表征的高度还无法实现对原先运动政治的飞跃。特别是文化
政治中的“认同政治”存在着一个主要缺陷，这也是文化研究运动走向政治性
的必然结果，就是自我边缘化和无法再与具有其他身份和政治利益的群体进行
结盟。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文化左派代表人物开始寻求将法兰克福学派否定
性的历史哲学与后结构主义进行和解。正如《启蒙辩证法》所揭示的那样，两
种思潮都同意将现代性叙事作为一种衰退的故事。在早期批判理论的视野中，
现代性代表了工具理性的大规模胜利：将人和物降低至纯粹的“物的支配”
，
这在极权主义过程中达到了极致。而在后结构主义领袖福柯那里，现代性被理
解为规训社会的胜利，他其实提供了一种并列的叙事。 B
在《支配话语：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后现代主义》C 中，本·阿格尔（Ben
Agger）追踪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思想史线索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趋
势。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左派的权利，主要围绕着法兰克福学
派的产生背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危机以及后现代主义问题展开；第二部分则
是全书的重点，以“回到法兰克福”为题，重点讨论马尔库塞的理论，例如，
他以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的嫁接，著名的单向度的观点和美学政治，同时对马尔
库塞和哈贝马斯在研究、权威以及新科学等方面的观点进行了比较；第三部分

A Thomas Wheatl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in Exile ,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9, pp. xix- xx.
B Richard Wolin, The Frankfurt School Revisited: and Other Essay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
New York/London: Routledge,2006, p. X.
C Ben Agger, The Discourse of Domination: from the Frankfurt School to Postmodernism ,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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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了超越意识形态的终结，主要对批判理论、科学主义与经验主义展开分
析，并对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趋向是超越意识形态还是另一版本的批判理论进行
学术定位。
戴洛·谢科特（Darrow Schecter）则站在整个左派史的角度来重新定位法
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地位，他把马克思至今的左派思想史划分为六个阶段：
首先从马克思开始谈起，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时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时
期是其中的第三个阶段，然后到工团主义、议会共产主义、自由社会主义与无
政府主义时期，再到超现实主义与情境主义到 1968 革命，最后到日常批判与
全球反资本主义时期。他认为，自从批判理论诞生以来，左派思想就陷入了
一种现实的困境，
“如果左派政治还有未来的话，那么必须依赖于思想家和行
动家使用日常生活批判和生命权力来重新阐明政治经济学和资本批判之间的关
系。这就要求劳动过程中对外在自然的转化，与艺术创造过程中内在人类本质
的转化，达成一种协调一致。
”A 在其另一本专著《 21 世纪的批判理论》B 中，
谢科特则继续从其思想史发展角度全面梳理了批判理论最新发展进程，特别是
追溯了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思想一直到德里达、德勒兹、解构主义与后结构主
义等当代思想之间的思想线索，主要总结了辩证法、去自然化与社会差异，批
判理论与中介的非同一性（Mediated Non-identity）
，批判理论与政治理论以及
超越综合马克思—弗洛伊德的新路径等理论主题作为批判理论的最新方向，并
指出批判理论的理论弊端在于，与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过程所带来的社会变迁
及社会冲突不相适应，因此批判理论需要从新社会运动、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
的现实需求出发进行一种理论重组。
不过，在《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一书中，道格拉斯·凯尔
纳（Douglas Kellner）指出，
“法兰克福学派”这个称谓具有一定的误导性，
这是因为社会研究所这个学术群体很多重要的成果都是在美国流亡期间做出
的，同时研究所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松散，很少具有一种稳定的集体关系，相
互之间的差异甚至超过了相同之处。当然，社会研究所发展出的批判理论无疑
是它对那个时代的巨大贡献。凯尔纳认为批判理论始于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
A Darrow Schecter, The History of the Left from Marx to the Pres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 New York/London: Continuum,2007, p.219.
B Darrow Schecter, Critical Theo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New York/London: Bloomsbur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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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现代性的批判，然后在回应 20 世纪历史的变迁过程中渐渐远离了正统马克
思主义的立场。在此意义上，凯尔纳将批判理论视作对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所陷入危机的一系列反应。在遭遇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后现代批判时，凯尔纳
将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的持续相关性乃至后来关系的退化都进行了反思和
解读。 A

三、北美的“教父”
：马尔库塞与弗洛姆
相对于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这两位灵魂式的人物在批判理论发展史上具
有不可撼动的地位，马尔库塞对北美思想的发展乃至整个新左派运动则影响至
深，已然成为 20 世纪 60 年代的“克里斯玛”
。凯尔纳曾经指出，
“不像他的同
代人，马尔库塞激情地拥抱新左派和学生革命。虽然他从未声称要成为领袖，
或为这些运动代言，但很显然 20 世纪 60 年代的各种斗争都极度地欢迎他，并
使他的思想焕发新的光彩。
”B 因此，美国批判理论研究对于马尔库塞的高度关
注就在情理之中了。
凯尔纳是较早关注马尔库塞的知名学者之一，他曾历时 16 年主持了劳
特里奇（Routledge）公司出版的大型文库《马尔库塞选集》
（Herbert Marcuse
，将马尔库塞的思想分成了六卷：第 1 卷《技术、战争与法
Collected Papers）
西斯主义》
（Technology，War and Fascism，1998）
、第 2 卷《走向一种社会批
判理论》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2001）
、第 3 卷《新左派与 20
世纪 60 年代》
（The New Left and the 1960s，
、第 4 卷《艺术与解放》
（Art
2004）
、第 5 卷《哲学、心理分析与解放》
（Philosophy，Psyand Liberation，2006）
、第 6 卷《马克思主义、革命与乌托邦》
choanalysis and Emancipation，2010）
（Marxism，Revolution and Utopia，2014）
。
在《马尔库塞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中，凯尔纳系统地探讨了马尔库塞
的思想源头（与马克思、海德格尔的关系）
、思想历程、法西斯主义批判、苏
联马克思主义批判、激进政治与新左派、解放与乌托邦以及三部代表作《理性
与革命》
、
《爱欲与文明》
、
《单向度的人》的主题，并将马尔库塞一生划分成三
A Douglas Kellner, Critical Theory, Marxism and Modernity, Cambridge/Oxford: Polity,1989,
pp.1-2.
B 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 London: Macmillan,1984,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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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早年的海德格尔式马克思主义者阶段（1928—1933）
、正统批判理
论阶段（1933—1941）以及“二战”后阶段。凯尔纳认为马尔库塞是在马克思
主义处于危机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注入了至关重要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思
维；为马克思主义增加了众多版本所缺乏的文化维度，以及在哲学思辨维度上
的那种敢于设想的精神和激进的选择；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既致力于
哲学与政治的统一，又主张去修复社会主义思想的乌托邦维度——极少数的人
之一。某种意义上，马尔库塞的理论可以被视为“浪漫的反资本主义”的最新
阶段。与此同时，尽管凯尔纳也指出了马尔库塞理论中存在着模棱两可之处，
不过，他仍然认为马尔库塞的思想就像布洛赫所指称的“未竟的遗产”
，值得
今天的人们去吸收和超越。因此，今日批判理论就像马尔库塞本人对马克思主
义所做的那样，必须占有其思想遗产并最终超越他的位置。 A 除此以外，凯尔
，论述其有
纳还主编了一部马尔库塞的专题文集《马尔库塞对于教育的挑战》
关教育的思想。 B
对马尔库塞近乎疯狂的崇拜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迅速退潮。据 J. 阿
布罗梅特和 M. 柯布（John Abromeit & W. Mark Cobb）的考证，美国右派始终
在致力于丑化马尔库塞，其始作俑者就是时任加州州长的罗纳德·里根。此
后学界兴起一波反马尔库塞的浪潮，比较著名的是 A. 布鲁姆（Allan Bloom）
的著作《封闭美国心灵》
（1987） C ，甫一出版就在美国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其
矛头直指马尔库塞。1990 年，R. 金波（Roger Kimball）更是将马尔库塞作为
政治腐败与高等教育的恶意形象而进行攻击 D 。一时之间，马尔库塞的公众形
象一落千丈。当然，也有不少左翼学者奋起反击，例如，M. 斯古曼（Morton
Schoolman）在其《想象的目击者：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E 一书中就将马
A 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 London: Macmillan,1984,
pp.366-375.
B Douglas Kellner, Marcuse’s Challenge to Education, New York/Toronto/Plymouth: Rowman & Littlefield,2009.
C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Higher Education Has FailedDemocracy and Impoverished the Souls of Today’s Student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87.
D Roger Kimball, Tenured Radicals: How Politics Has Corrupted Our Higher Education , New
York: Harper & Row,1990.
E Morton Schoolman, The Imaginary Witness: The Critical Theory of Herbert Marcuse ,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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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库塞思想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批判性阐释，并有争议地提出 M. 韦伯是马尔库
塞最重要的理论先导。B. 卡茨（Barry Katz）出版了一部侧重于马尔库塞美学
向度的思想传记——《马尔库塞与艺术解放》A 。在这里，卡茨还提供了马尔库
塞在二战中服务于美国战略事务部的一些细节讨论。此后，T. 卢克斯（Timothy
J. Lukes）的《飞入内在性》B 与 C. 埃尔福特（C. Fred Alford）的《科学与自
然的报复：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C 相继问世，提供了对于马尔库塞美学思想
的研讨以及他与哈贝马斯在自然与科学方面的批判性阐释。1988 年，一本由
、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等人主编的题
R. 皮平（Robert Pippin）
为《马尔库塞：批判理论与乌托邦的承诺》D 文集问世，而文集作者皆是一时
之选，例如，哈贝马斯、马丁·杰伊、奥菲（Claus Offe）
、A. 施密特（Alfred
Schmidt）等人。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一个重要的学术事件就是 1994 年约
翰·伯金纳（John Bokina）与蒂莫西·卢克斯主编的文集《马尔库塞：从新左
派到下一代左派》E 的出版。这部文集是在后现代话语的强烈冲击以及 1989 年
苏东剧变所带来的巨大变局的背景之下，开始重新检视马尔库塞的思想。在这
里，本·阿格尔、凯尔纳、芬伯格等人围绕着马尔库塞与后现代性、女性运
动、赛博空间等话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而马尔库塞重新获得公众的关注
是缘于 1996 年的一部由 P. 朱迪莱能（Paul A. Juutilainen）执导的纪录片《赫
伯特的河马：马尔库塞与伊甸园革命》
（Herbert’s Hippopotamus: Marcuse and
，该片在欧美获得大量奖项，广受好评。该片通过大量
Revolution in Paradise）
的档案、访谈、旁白与情景再现，不仅展示了马尔库塞的一生，而且也刻画了
学生运动和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社会面貌。此后的 1998 年注定是一个不平
凡的年份，因为它不仅是 1968 运动的 30 周年、
《共产党宣言》的 150 周年，
也是社会研究所成立 75 周年，更是马尔库塞的百年诞辰。这一年，在法兰克

A Barry Katz,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Art of Liberation , London/New York: Verso,1982.
B Timothy J. Lukes, The Flight into Inwardness: An Exposition and Critique of Herbert Marcuse’s Theory of Liberative Aesthetics , Selinsgrove: Susquehanna University Press,1985.
C C. Fred Alford, Science and the Revenge of Nature: Marcuse and Habermas ,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es of Florida,1985.
D Robert Pippin, Andrew Feenberg & Charles P. Webel, Marcuse: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Promise of Utopia , South Hadley: Bergin & Garvey,1988.
E John Bokina, Timothy J. Lukes, Marcuse: From the New Left to the Next Left ,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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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里约热内卢、罗马、日内瓦和伯克利举行了至少五场大型会议来纪念和追
思马尔库塞的作品。进入 21 世纪，马尔库塞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Ch. 瑞兹
（Charles Reitz）的《艺术、异化与人性：批判性地神会马尔库塞》全景式地展
现了马尔库塞的教育理论。阿布罗梅特和柯布主编的劳特里奇系列之《马尔库
塞：批判读本》更是云集 16 位著名学者，在 21 世纪的新背景下就马尔库塞的
批判理论进行再评估。 A
1950 年社会研究所回迁法兰克福之后，依然有不少学者选择留在北美，
除了马尔库塞以外，还有一位早已成名的教父级人物便是弗洛姆。需要指出的
是，弗洛姆属于社会研究所在北美成名较早的学者，虽然就其社会影响力而言
与 20 世纪 60 年代如日中天的马尔库塞无法比肩，但是他利用社会心理学介入
批判理论研究，采用弗洛伊德的学说切中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病态，尤其是两次
世界大战之后人们无助的精神处境，从而被尊为“心理分析社会学”的奠基人，
在英美批判理论研究中获得了持续的影响力。
众所周知，弗洛姆的理论基调在于人本主义，尽管他是以独特的心理分
析的框架来展示。K. 德金（Kieran Durkin）在《弗洛姆的激进人本主义》B 一
书中指出，弗洛姆的激进人本主义采取类似布洛赫、克拉科夫斯基以及南斯
拉夫实践派的方式，力图修复早期马克思所关注的个体与伦理，主要抓住主
体经验作为社会变迁中的关键因素。而 L. 维尔特（Lawrence Wilde）的《弗
洛姆与团结的追求》C 一书与德金的观点在立场上比较相似。两本书都对弗洛
姆思想进行正面评价，并且都关涉他的本质主义与规范主义伦理学。但是德
金更多的是从神学、人类学与心理学视角来探讨有关激进人本主义作为一个
思想体系的问题，而维尔特则关注弗洛姆的观点与政治思想及其实践的关联。
R. 芬克（Rainer Funk）的专著《成为人的勇气》D 是较早研究弗洛姆的专著
之一，与德金的著作一样，都是从弗洛姆的生平出发，以整体性的视角对其
思想体系做出全面的介绍，可谓弗洛姆研究的基础教科书，并且对弗洛姆思

A John Abromeit & W. Mark Cobb, Herbert Marcuse: A Critical Reader , New York/London:
Routledge,2004, pp.3-6.
B Kieran Durkin, The Radical Humanism of Erich Fromm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4.
C Lawrence Wilde, Erich Fromm and the Quest for Solidarity , New York: Palgrave,2004.
D Rainer Funk, Erich Fromm: The Courage to Be Human , New York: Continuum,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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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犹太背景做出了特殊的强调。丹尼尔·伯特森（Daniel Burston）的《弗
洛姆的遗产》A 也是以全景式思想传记的手法，主要从弗洛姆早期的方法论视
角、临床贡献、生存主义、社会性格、常态病理、同行评价、心理分析史的
贡献、与马尔库塞的论战等多个方面来展现弗洛姆的思想，其侧重点是依照
心理分析的角度来把握其思想的走向，而非人本主义。A. 汤普森（Annette
Thompson）的《弗洛姆：人的状况的探索者》B 则是一本立足社会心理学来介
绍弗洛姆的短小精悍的导论。葛哈德·科耐普（Gerhard P. Knapp）在《生存
的艺术：弗洛姆的生活与作品》C 一书中展现了弗洛姆生活中的另一面，那就
是对马尔库塞与阿多尔诺具有更强的依赖关系。劳伦斯·弗莱德曼的《弗洛
姆的生活：爱的预言者》D 则是力图以弗洛姆个性的探讨来阐释其理论中潜在
的心理学倾向基础。 E

四、文化研究与现代性批判
文化研究与现代性批判始终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两个重要研究方向，启蒙
辩证法的反思与文化工业的批判彰显了批判理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内在逻辑反
思的深刻性，其重要性表现在直接引领起此后整个一代西方社会理论的研究方
向。因此，英美批判理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对早期批判理论在文化研究与现
代性批判包括后现代性批判这条路径上的丰富和深化。
其中，堪称美国文化研究旗手的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被誉为“今天
英语世界中最重要的文化批评者”
。 F 他的思想涉猎广泛，从建筑学到科幻、从
19 世纪小说到电影、从哲学到先锋艺术，到处都充满了有力和深邃的批判智慧。
A Daniel Burston, The Legacy of Erich Fromm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B Annette Thompson, Erich Fromm: Explorer of the Human Condition ,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2009.
C Gerhard P. Knapp, The Art of Living: Erich Fromm’s Life and Works , New York: Peter
Lang,1993.
D Lawrence Friedman, The Lives of Erich Fromm: Love’s Prophet , New York: 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
E Kieran Durkin, The Radical Humanism of Erich Fromm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4, pp.6-9.
F Adam Roberts, Fredric Jameson (Routledge critical thinkers) ,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2000,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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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逊文化研究的两个主要领域是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他最初的著作《萨
特：风格的起源》是在耶鲁大学时期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这个时候，詹姆逊
就已经展现出复杂的文学理论写作风格，并试图反对当时占据支配地位的文学
批评模式。詹姆逊所有的著作都构成他批判性地反对文学批评的霸权形式和英
美流行的思想模式，并力图建立起更为批判性和反向的社会、文化与政治话语。
有意思的是，他此后的著作也像他最初研究的萨特一样，都广泛涉足美学、哲
学、政治学、历史和艺术，从日常生活到政治事件，无所不包。1971 年出版的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辩证法传统介绍进英美世界。然
后从 1972 年《语言的牢笼》开始回归法国理论，运用法国结构主义与俄罗斯形
式主义方法分析语言与文本。在介绍完德、法思想家的批判理论之后，詹姆逊
开始专注于在批判理论与文学理论中发展自身的风格。从《政治无意识》到《单
一的现代性》与《理论的意识形态》
，詹姆逊的焦点已经从对文本多向度的垂直
强调转向视角的强调，从文本如何进入历史序列到历史又如何进入并帮助构成
文本等。这种转向同时也显示出詹姆逊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对于文
本的历史向度与政治阅读的强调，从而使他的批判实践从象牙塔中开始转入历
史的变迁中。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詹姆逊出版了众多的多元化的理论探讨
和文化研究的著作，尤其是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阐释，如奠定他声名的《后
现代主义，或后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
。凯尔纳对他的评价是“一个兼具综合性
与折衷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
，他在致力于保存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同时，也分析文化文本多元性的政治与乌托邦环节。 A
英国文化研究的底蕴深厚，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伯明翰学派”B 就曾
与法兰克福学派齐名于世。除了伯明翰学派之外，英国文化研究领域中一位
不可或缺的领军人物就是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2011 年出版的《马克
思为什么是对的》在全球的畅销，使得伊格尔顿再次成为媒体的焦点，甚至

A Douglas Kellner, Sean Homer, Fredric Jameson: a Critical Reader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4, pp. xiii-xviii.
B 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先后
云集了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
E.
P. 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理查德·约
翰逊（Richard Johnson）
、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等思想家，以马克思主义为理
论传统，在文化研究领域，尤其是大众文化、非主流文化、媒介问题等方面产生了
世界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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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种文化事件，而其本人也再次表明了其马克思主义者的鲜明立场。伊
格尔顿进入文化理论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1983 年出版的《文学
理论引论》一书奠定了他在文学批评乃至文化研究领域的声名，此时马克思
主义思想与批判理论构成了他的理论基础。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他广
泛参与和接触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并拒绝简单地回归到传统左翼的语
言风格，并呼吁应当克服传统的政治倾向和话语的局限，因为此时《新左派
评论》的读者群在日益萎缩。此后，伊格尔顿的理论风格发生重大转变：从
20 世纪 70 年代写作《批评与意识形态》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明显转变为
后期著作中所显现的本雅明式折衷主义风格。一部分是由于个人理论风格的
转变，当然也缘于整个西方左派在政治上退却的大环境，使得通过建构性的
社会主义参与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从总体上看，面对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流行，
伊格尔顿不仅批判地参与进这场思潮中，而且保持了他早期形成的理论风格
和批判立场。他的研究广泛涉及自然、文化与意识形态，身体、主体性与历
《文化》B 中，伊格尔顿将文化直接作为一种社会
史。 A 在 2016 年出版的新书
无意识，并回顾了文化作为美学、作为对宗教的替代、作为对工业资本主义
的乌托邦式批判，比较分析了革命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认同政治的兴
起的内在原因。
M. 波斯特（Mark Poster）始终专注于文化、媒介与现代性的关系研究。
他的《文化史与后现代性》一书专门提出在后现代性的冲击下文化史研究的问
题。他认为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社会史”研究到 80 年代迅速被“文化史”
研究所替代，这种文化转向明显受到了后结构主义与女性主义、反殖民话语的
影响。文化史与思想史、社会史的不同在于，它将高雅文化—通俗文化、生
产—消费、现实—虚构三对关系作为起点。文化史研究的视野必然会涉及话语
分析、解构、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而关联到的理论资源有后殖民主义、贱
、酷儿理论、女性主义研究等。但波斯特认为这里
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
最有前景的方面还是主体建构的问题。文化史可能会被理解成为主体建构的研
究，涉及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个体才能关联到身份的型塑与特征、在政治构造
的稳定或破坏过程中进行自我建构及其所起的作用，以及上述过程与性别、种

A David Alderson, Terry Eagleton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4, pp.5-7.
B Terry Eagleton, Culture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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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阶级的关系。文化史的真正人物不是过去痛苦的工人和被牺牲的女人，进
而使得所有人来记住这个体制的邪恶；相反，是通过这些作为主体的人来描述
这种机制，去揭示自由的个体如何去指定他人和群体作为不自由的人而被排斥
在外，进而深刻地阐发出现代自由已经只能通过这种排斥才成为可能。因此，
波斯特指出文化史家有助于批判理论的地方在于，他们揭示了不是某些群体被
错误地排斥在国家之外，而是排斥本身是如何产生的。这样，就为我们树立了
一个合适的解放目标：所有人都应当与这种排斥作斗争。 A
此外，还有大量这方面的研究，例如，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在《后现代性的起源》B 中提出与詹姆逊相似的观点，即后现代主义是后期
资本主义的寄生物，并非后期资本主义的主导力量。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C 以专题的形式总结从浮士德、
马克思一直到纽约现代主义的文化史和社会史，最终落实到《共产党宣言》
的名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上去理解整个现代性的轨迹。斯蒂
文·贝斯特（Steven Best）与道格拉斯·凯尔纳的《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
质疑》D 则是系统地介绍了从福柯到当代女性主义的后现代理论群像，尤其
提出了后现代理论与批判理论的关系问题，并主张在后现代性的冲击下，重
建一种多向度、多视角的批判理论。

五、女性主义、身体体验与酷儿理论
20 世纪 90 年代以降，英美的女性主义思潮方兴未艾。那么，女性主义与
批判理论结合的侧重点是通过探讨女性被压迫的想象力来激发她们的解放潜
能。N. 弗雷泽对女性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进行了理论总结，并对其实质和存
在进行了深度剖析。她认为，新一波女性主义浪潮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女

A Mark Poster, Cultura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ty: Disciplinary Readings and Challenge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 pp.3-12.
B 参见佩里·安德森：
《后现代性的起源》
，紫辰、合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C 参见马歇尔·伯曼：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张辑、徐大建译，商务印书
馆 2003 年版。
D 参见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
《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
，张志斌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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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义加入其他激进主义思潮去打破社会民主的想象所遮蔽的性别非正义和技
术化政治，揭示了资本主义深层次的大男子主义，并力图改变其根植的社会土
壤。但是，由于乌托邦能量渐渐削弱，这一波女性主义渐渐堕入认同政治之
中。
（2）这种改革的动力已经变成一种引人注目的差异政治想象。从“再分配
到承认”
，这场运动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文化政治上。
（3）当下正在展开的第
三阶段，可以看到复兴的女性主义又开始加入到其他解放势力中，致力于将市
场置于民主监控之下，从而更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结构性存在的大男子主义，系
统分析男性统治和民主正义的性别修正。
在《女性主义的命运：从女性解放到认同政治再到反资本主义》一书中，
N. 弗雷泽对于女性主义运动的变迁进行了详尽探讨。首先，她勾勒了女性主
义与新左派联合对福利国家进行批判。在这里，女性主义不仅关注后者的大男
子主义，而且也批判其官僚组织和再分配过程中的性别排斥。进而，女性主义
从主流的社会民主转向新社会运动。然后，N. 弗雷泽分析了此后的女性主义
想象的变化，即从平等政治开始转向认同政治；并且，她力图去诊断此时新自
由主义上升期中女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困境。由于受到忽视政治经济学倾向的
影响，人们常用“为承认而斗争”批评风光不再的“为再分配而斗争”
，但当
新自由主义发生危机后，女性激进主义再度复兴。在“后威斯特伐利亚”转向
下，N. 弗雷泽主张女性解放斗争应当与其他两种社会力量关联：一股是坚决扩
展市场影响力，另一股是致力于保卫社会不受市场影响。鉴于女性主义与市场
化的致命性联络，N. 弗雷泽敦促女性主义者迅速打破不合时宜的联盟，然后
在解放与社会保护之间锻造出一个有原则的新联盟。 A
受福柯的影响，近年来的批判理论与社会哲学开始将身体主题化，将身
体或与身体相关的话语作为文本进行分析，艾利斯·扬（Iris Marion Young）
就是一个典型。她认为，
“女性研究的学问由于引领着批判理论对社会化身
”B“身体体验”
（Body Experi体做出更为系统的反思，应该得到更多的赞扬。
ence）是艾利斯·扬的女性研究的关键范畴。因为很多女性主义的反思开始于
这样的社会历史事实，即女性与男性的身体差异已经被解释为结构性不平等、
A Nancy Fraser, Fortunes of Feminism: From State-Managed Capitalism to Neoliberal Crisis ,
London/New York: Verso,2013, pp.1-2.
B Iris Marion Young, On Female Body Experience:“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 ,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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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质询和社会身份关联下的身体可塑性。对此，艾利斯·扬认为当前道德
哲学与政治哲学的首要任务是将具体的“在世之在”
（Being-in-the-world）通
过性别与性的差异形式表达出来。她指出，如果离开了具体的地点和交往，那
就不存在情境。相反，作为有生命的身体始终与社会历史意义相关联，它并不
是某些先在于或潜在于政治、经济关系或文化意义之上的原始物质。
艾利斯·扬坦言其研究受到了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现象学的影
响，她认为英美哲学家和批判理论家早已与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结盟。至于
她个人的原因，是由于法国的生存主义现象学方法立足于主体的体验构成。而
旨在表达具体的“在世之在”的反思性询问，能够捕捉到那些能够推动社会批
判和政治组织的感觉。这种对身体体验的现象学式描述能成为女性主义的社会
批判和转型的重要资源。因此它与心理分析、解构主义、形而上学理论一起为
女性主义哲学做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 A
D. 康奈尔（Drucilla Cornell）独树一帜地提出一种伦理女性主义，这是
由于女性主义对伦理想象提出了无尽的挑战。康奈尔认为女性主义者就是要
呼吁所有人都需对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行再想象，这包括了必要的伦理诉求，
尤其是扩展我们的道德敏感性。当然，女性主义的核心主张是女性需要被当
作自由的人来对待。回归到罗尔斯意义上的“无知之幕”
，这项权利是应该作
为原初条件包含在人们的道德共同体当中。进而，这种关于性别差异的平等
评价不能被用作否认应有的政治和法律承认，因为这为基本的生存和生活提
供了基本的意义来源。她认为一个被承认为政治自由的人就能够代表她自身
去提出她的主张和计划，而不需要诉诸她的地位和义务。一个公平的社会就
会继续强化这种作为自由良知的承认，而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性应当是由自
己来宣布。如果女性身体成为她个性的否定物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将其废
止。这种废除必须是从道德共同体的原初状态中排斥出去。当然，康奈尔并
不是通过性别自由替代社会平等，而是通过重新定义社会平等更好地服务于
自由。她所辩护的女性主义在政治规划的核心中，是促使性别自由与社会平
等两者获得协调。 B
A Iris Marion Young, On Female Body Experience:“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 ,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pp.5-9.
B Drucilla Cornell, At the Heart of Freedom: Feminism, Sex, and Equality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 pp.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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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巴特勒（Judith Butler）是酷儿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酷儿理论不仅是
一种理论，也是一种社会运动。巴特勒颠覆了女性主义最基本的特征，也就
是性别（Gender）与性（Sex）之间的区别。按照通常的理解，性指涉的是男
女之间的生物差异，而性别则标明了区分男女的文化差异。巴特勒承认性别是
一种文化的建构，但她认为性其实也是一样。在此意义上，她比传统女性主义
更进一步地强调性别特征的社会性建构。最终，她挑战的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
区分。女性主义建构了女性这一主体，甚至将其作为追求解放斗争的载体。于
是，它就试图联合多种异质性群体。但是，巴特勒所要批判的是她所指称的
“代议政治”
（Representational Politics）
。她认为，现代政治运动中的大多数代
议政治是存在问题的，它倾向于将每个个体的独特性同质化。因而，巴特勒倡
导新的政治模式实验来摆脱代议制的束缚。这种挑战还导致巴特勒对同性婚姻
进行批判。她指出，这种同性婚姻的需求会加强现有的以男权为中心的权力体
制以及它对同性恋者的压迫。进而，它会增强国家对性行为规制的束缚，以及
对两个或多个个体之间的合法关系的定义。同性恋者在希望被“包容”进婚姻
的同时，事实上在将自身从正常的社会关系中疏离出来。所以，巴特勒指出不
存在某种可以不制造排斥的代议制政治。
“政治正确”地为同性恋者追求婚姻
并不是通向婚姻的正确道路，而是应当为这种婚姻寻求非特殊的市民权利或财
政权利。 A

六、协商民主与“解中心化的民主”
哈贝马斯作为批判理论的第二代学术领袖，对英美的影响十分广泛，其
交往理论和协商民主皆是为了重申现代性未竟规划的解放政治。在哈贝马斯那
里，解放被理解成人民主权的本真实践，而前提就是主体间性的交往与协商。
J. 博曼（James Bohman）和 M. 沃伦（Mark Warren）等拥有批判理论背景的政
治学者力图在哈贝马斯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更为本真的
“后—权威的民主模型”
（Post-sovereignty Models of Democracy）
，这种模型不再捆绑在民众或集体公民
认同的传统之上。民主的核心不再是集体意志，而是使制度、政府、精英为多

A Razmig Keucheyan, The Left Hemisphere: Mapping Critical Theory Today , London/New
York: Verso,2013, pp.196-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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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的声音负责。这些声音的聚集不再是缘于文化或历史，而是由于问题、利
益或诱因。这种模型提供了包含在多元化的草根力量参与全球运动之中的“解
中心化的民主”
（Decentered Democracy）概念，
“解中心化的民主”将民主化
的声音置于一个大量不对等的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之中。A 比较典型的是，
J. 博
曼在强调认同和协商民主理念之后，在 2007 年出版的《跨国家民主》中提出
一个全新概念——“跨国家民主”
（Transnational Democracy）
。按照他的提法，
这种能够在各种制度和共同体中实现的民主，不仅是民主的，而且是实现“最
小民主”
（Democratic Minimum）和人类政治共同体成员权利唯一可行的方式。
在这里，J. 博曼将欧盟作为一个跨国家民主层面上政治整合的成功典型。他认
为这种跨国家民主首先是对不能在传统民主观念中得以陈述的政治统治潜能的
回应。这种民主理论在目前转型期的任务是：在道德和政治层面上贯彻广泛的
世界大同主义，所以它需要对目前的政治体制进行重组，从而吸纳多元化的人
民力量。在这里，他论证了跨国家民主首先在吸纳新兴民主力量的前提、实践
与制度边界上具有可行性，同时它能满足最小民主；最后，一旦实现了这种最
小民主，跨国家民主就会成为一种对由政治权威所执掌的规范权力进行广泛监
督和实现人权的可靠途径。相对于政治上的世界大同主义，跨国家民主强调以
人性繁荣为目标的体制和共同体的多元性。 B
艾利斯·扬则将当代民主理论划分为两种范式：聚合式（Aggregative）
和协商式。她认为聚合模型是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候选人和政治党派会全
力去满足最大多数市民的癖好；而市民则作为个体成为候选人或党派所在的
利益集团的一分子，努力去赢得竞争而满足自身的癖好。相对而言，协商模
型则以讨论为基础，它主张所有受到决策影响的人都应当参与进这场讨论之
中。在协商过程中，个体应当对于某些问题而达成一致，论据将会被提出并
被其他论据所挑战，最终建议被完善，意见被统一。在艾利斯·扬看来，协
商模型应该优于聚合模型，是因为它是基于我们应当坚持的那些规则，即政
治平等、合理性与公共性。所有这些规则都应当与包容这个协商民主最重
要的规范相锚定。同时，政治平等、合理性和公共性不能脱离人们的协商
A Simone Chambers, The Politics of Critical Theory , in Fred Rush,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ritical Theory ,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p.234.
B James Bohman, Democracy across Borders: From Dêmos to Dêmoi, Cambridge/London:
The MIT Press,2007, pp.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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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在协商过程中，利益和癖好必须在什么是善的基础上进行评估。但
是，这个模型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会倾向于特权的辩论。那些因为叙事技巧问
题而被大家忽略的人群或被蔑视的群体就会被结构性地排斥在协商之外，艾
利斯·扬称之为“内部排斥”
（Internal Exclusion）
。内部排斥比外部排斥更
为微妙，因为外部排斥更为明显从而容易被纠正。艾利斯·扬认为，必须采
取一种去特权的辩论方式来作为协商话语的基本形式，但她并不是想终结辩
论，而是想加入不同的声音。她细致地提出了三种沟通模式（问候、修辞和
叙述）能够有效地改善协商中的辩论，并丰富协商民主的内涵。只有被边缘
化者和被剥夺者受到更认真的对待和应有的尊重，支配性氛围才会在根本上
得到改变。 A
像哈贝马斯一样，S. 本哈比（Seyla Benhabib）的代议制民主模型是“双
轨”的——正式的合法性制度以及公共空间非正式的协商。另外，它也是双重
的，协商可以在伦理与道德问题上徘徊。协商可以是关于不同的事情，她与罗
尔斯的差异是协商中对于介绍进入对话的话题或原因是没有限制的。当然，只
有一部分话题和争议会向可能的共识开放，进一步说，只有那些人们争议的部
分才需要达成共识。对哈贝马斯与 S. 本哈比来说，只有那些被最广泛理解的
正义原则才需要仰仗共识。在这里，S. 本哈比对任何在道德和伦理之间作出
快速和硬性的区分行为都表示质疑。S. 本哈比发展出一种程序化模型，认为
只要设置不违反平等主义的互惠原则、自愿的自我归属原则以及结盟与退出自
由原则，那么他们就可以与普遍主义的代议制民主模型相容。
在 S. 钱伯斯（Simone Chambers）看来，S. 本哈比的理论特点是认为认同
和集体规范都是在代议制框架下建构的，因此称她为“结构主义者”和“建
构主义者”
。他认为 S. 本哈比的“流动建构主义”
（Fluid Constructionism）在
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对于合法性问题来说，共识是一种规
制的理想；但它们作为所有现存的共识性理解，通常受到自身偏见的影响。因
而，它们是不可靠的和可以矫正的。协商从来不会结束，而是一种持续的建构
过程。S. 钱伯斯指出，与早期批判理论家以及哈贝马斯相比，S. 本哈比等人
作为新一代批判理论家在政治内容上更加充分。首先，他们更为关注具体的他

A Ann Ferguson and Mechthild Nagel, Dancing with Iris: the Philosophy of Iris Marion
Young ,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pp.17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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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他者。他们还进入更加世俗意义上特定的案例。同
时，他们不会羞于向制度改革提供建议，所以他们能够更加接近扩大和提高民
主程序和条件。其次，这些理论更加政治化，也使他们陈述和思考政治性时更
接近现实。因此，斗争和争论、多元主义与差异恰恰不是通往社会主义的阶
梯，而是我们公共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 A

七、差异政治、多元主义与后殖民理论
全球化进程中不同的文明、国家、民族、种族相互碰撞和融合，由此产
生的多元化议题始终是今天时代的焦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元主义、差
异政治、承认政治、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共同编织了崭新的政治想象，将批
判理论在英美世界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N. 弗雷泽的多元主义正义论是在与他人的对话过程中不断丰富与完善的。
首先，在与艾利斯·扬的对话中，她吸收了艾利斯·扬的理论的“差异”范畴，
而“差异”则是后结构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但在强调差异政治的重要
性之后，N. 弗雷泽又陷入了不平等和分配不公问题的困扰之中。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N. 弗雷泽回到马克思的经济基础概念，将再分配的公平正义问题提
到与承认差异性相同的高度，同时也将艾利斯·扬的五种压迫形式整合为两种
形式，即根植于经济秩序的不平等和认同秩序中制度化的（文化）蔑视，从而
提出一种“再分配与承认”并重的“视角二元主义”
（Perspectival Dualism）
。
此后，N. 弗雷泽又与霍耐特就再分配与承认问题进行了论战。在此过程中，
将这种二元正义论充分地表达出来，并以此批评霍耐特的承认一元论。霍耐特
则正确地识别出他们共同的任务都是在社会历史分析框架下为现实中的社会冲
突提供更为丰富的规范性阐释。值得注意的是，N. 弗雷泽的理论核心依然是
延续了批判理论的解放政治，不仅要定义解放的目标——美好生活，而且探讨
如何去实现它。N. 弗雷泽的实现之路是通过公共对话的中介，即民主辩论和
充分地平等参与来实现它。在这里，N. 弗雷泽发展出了第三个向度——代表
权。这样，她的二元正义论进一步扩展为再分配、承认与代表权并存的三维正

A Simone Chambers, The Politics of Critical Theory , in Fred Rush,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ritical Theory ,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pp.24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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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模型。 A
S. 本哈比试图在协商民主模型下完成多元主义的特殊性原则和民主平等
的普遍性原则的融合。在《全球化时代中文化平等与多元性主张》一书中，
S. 本
哈比认为，当代社会正在被认同政治重新标记。于是，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
等所确立的普遍性原则与民族、种族、宗教、性别与语言的特殊性之间产生
了一种张力，认同政治的新形式正在增加这种张力并将其复杂化。面对詹姆
斯·塔利（James Tully）意义上的“奇怪的多元性”
（Strange Multiplicity）的挑战，
S. 本哈比认为现行的规范主义主张显得有些草率和不成熟，作为对比，她提
出一种程序性协商民主模型，允许在公共空间中最大程度的文化竞争。在维护
政体层面的宪政民主和法律普遍性原则的前提下，她提倡一定程度上的法律多
元主义，并通过地区和本地议会与协商民主路径相容的方式，在制度层面上实
现权力共享。大多数民主理论家欢迎和支持为承认而斗争或差异 / 认同运动，
是因为它们支持民主包容、更大的社会政治正义以及文化流动性。然而，S. 本
哈比认为两者在内在逻辑上其实是不相容的，由于多元性的内在复杂性和文化
间的竞争性，为承认而斗争就会扩大对话过程中的排他性和文化安排中存在的
等级性。因此，民主的包容过程以及文化间的对话必须祛除相互排斥性。她认
为民主平等和协商实践与文化实验是相容的，并且与容纳文化多元主义之后的
新法律与制度设计相容。道德和政治的普遍主义只要适当地表达和阐释，就能
够与特定的差异性是相互融合。 B
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某种意义上是多元主义的变体，本质上都是强调差
异性的特殊主义，而民族解放运动以后遗留的殖民问题以及后殖民问题更是离
不开对差异性的多元化探讨。Th. 麦卡锡（Thomas McCarthy）在《种族、帝
国与人类发展理念》中指出，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是现代世界秩序甫一形成就
具有的基本特征。它们通常一起出现，殖民政权通常会种族式管理，而种族主
义信条和实践通常在殖民环境中兴盛。它们也同时与发展的主题捆绑在一起。
种族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生物性建构，它包含了一系列因素的堆积。种族的表
征与分类都是由权力关系来中介，种族的身体则象征着文化与心理的差异，并
A Terry Lovell,（Mis)recognition, Social Inequality and Social Justice: Nancy Fraser and
Pierre Bourdieu ,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2007, pp.1-3.
B Seyla Benhabib, The Claims of Culture: Equal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Global Era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 pp.viii-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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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着不平等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的语法。因此，Th. 麦卡锡所要探讨的就是不
发达问题背后除了经济、社会原因之外，还有种族、文化和心理这些潜在要
素，它们同样会直接影响地区的发展和人们的贫困。具体来说，Th. 麦卡锡所
阐发的分析框架源自哈贝马斯改造康德的道德理论所提出的话语伦理学以及
法律与民主的话语理论。在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平等参与的话语伦理原则能
够影响到人们共同治理生活的规范结构。他希望以此来解构欧洲中心主义和
白人至上论。因为他的理论方法既是解构的也是重构的：它包含了一种纠正
发展意识形态中所内嵌的现代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客观特征的努力。他提
出的发展理论不同于其他的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是因为它
开始于全球现代化无法摆脱的现实和用于捕捉它们的发展理念。关于现实与
理念的解释和评价完全是竞争性的，而且是置于现代性竞争的全球性话语之
中，它们不仅可能来自边缘，也可能来自中心。 A 除了种族与帝国主义方面
的应用研究，麦卡锡对英美批判理论研究的另一大贡献则是将哈贝马斯著作
广泛地译介到英美学界中来，并将哈贝马斯的理论与美国实用主义的阐发相
结合。
G. 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闻名于运用当代文化与批判理论来挑战殖
民主义的遗产，特别是人们阅读思考文学与文化的方式。她的批判理论具有广
泛的理论渊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全球
化理论。斯皮瓦克与萨义德（Edward Said）
、霍米·巴巴（Homi Bhabha）等
人齐名，她的思想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已经在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和批判理
论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她敢于挑战西方主流文化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哲学理
论，关注那些被主流边缘化的人以及文本，例如，新移民、工人阶级、女人与
后殖民群体。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关于“贱民”
（Subaltern）的研究。她不
停地质疑西方理论模型，她认为第三世界女人的日常生活是如此的复杂和非系
统化，以至于她们无法直接使用西方批判理论的词汇来了解和表达。对于斯皮
瓦克而言，这种发生在知识层面的伦理危机凸显了那些特权知识分子为被压迫
群体发声的风险，因为这种风险包含第三世界女人的声音、生活与斗争将会被
西方理论的技术性话语所埋没。斯皮瓦克指出，传统学科的学术路径会限制我

A Thomas McCarthy, Race, Empire, and the Idea of Human Development ,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p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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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思考整个世界的社会、政治与经济领域。在不了解第三世界被压迫女人的真
实情况以前，研究者必须首先放下西方知识系统的优越性，因为它在无形中是
为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服务的。 A
霍米·巴巴是后殖民批判理论中最富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一系
列概念，成为当代后殖民理论的核心范畴，例如，杂合（hybridity）
、戏仿
（mimicry）
、差异（difference）
、矛盾（ambivalence）等。这些概念都描述了
殖民地人民抵抗殖民者权力的方式，强调当下的境况是处在一个激烈的文化
差异和复杂的全球化网络的矛盾组合之中。霍米·巴巴不是将殖民主义视为
过去的陈年旧事，而是指出当下的历史和文化如何被不断地侵扰，并要求西
方人必须转变自身对跨文化关系的理解。殖民者的权威和理念从来不会像表
面上那样结束了，因为它被焦虑所标识，这正是促使被殖民者奋起反抗的原
因。为了论证这种焦虑，霍米·巴巴回顾了殖民的历史。地球上 85% 的土
地曾经处在那几个欧洲殖民势力的掌控之下，这种控制的结果不是简单的
统治。伴随着暴力和统治，我们能发现五百年的殖民史是一段复杂多样的
文化交往与沟通的时期。高压殖民统治的过程一定伴随着反殖民主体的革
命行动。但是霍米·巴巴的反殖民主体研究并不同于其他的革命研究。他
的独特性体现在：首先，他提供了阅读殖民文本与后殖民文本的概念语汇。
其次，通过这些概念语汇，霍米·巴巴论证了西方是被它的双重性所困扰，
尤其是作为他者的东方。这种双重性迫使西方去解释自身的身份，并合法
化他的自我形象，进而发现当遭遇其他文明形式时，西方文明并不是独一
无二的。最后，当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走到一起时，就会存在一种文化意义
的谈判。霍米·巴巴不仅探讨了在这个过程中，语言是如何改变建构身份
的方式，而且揭示了殖民主义不仅仅包括了暴力和统治关系，更包含着殖
民者和被殖民者相互依赖的复杂关系。在“9·11”事件之后，霍米·巴巴
更加强调殖民战争和新殖 民战争、反全球化运动与广泛的文化碰撞所标识
的世界复杂性。 B

A Stephen Morton,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Routledge Critical Thinkers) ,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2003, pp.1-8.
B David Huddart, Homi K. Bhabha (Routledge Critical Thinkers) ,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2006, p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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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后福特主义、数码技术与身体产业
毋庸置疑，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数码技术已经成为后福特主义社会的
一个重要向度，但是批判理论似乎仍未找到充分的手段来对数码技术问题进行
有效的反思和回应。在《批判理论与数码》一书中，D. 贝瑞（David M. Berry）
力图通过批判理论描述电脑应用所带来的全方位挑战。他指出，电脑应用已经
成为社会总体性的一部分，批判理论当年所面对的文化工业已经被今天的数码
工业所替代。因为整个社会已经越来越电脑化，物化的世界越来越智能化、数
码化，并日益被电脑化提升的网络及其主客体所殖民。而数码世界创造出越来
越多的不稳定的非嵌入性知识、信息和处理能力，也构成了电脑化批判路径的
重要背景。网络社交软件（推特、脸书等）
、智能手机的流行直接改变了人们
的日常生活中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这种工具理性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需要我们提出质疑和批判的知识与方法。在这里，D. 贝瑞认同阿多尔诺
的观点，认为必须从知识的批判入手来实现社会的批判。为此，他提出从以下
十对范畴介入来建构批判理论框架：
（1）线性—超文本性；
（2）叙事—数据库；
（3）永恒性—瞬时性；
（4）束缚—解脱；
（5）个体—社会；
（6）深层—表层；
（7）聚焦—离散；
（8）近距离阅读—远距离阅读；
（9）固定—进程；
（10）数码
（虚拟）—真实（实体）
。他认为这样的分析框架对于从理论与实证角度进行图
绘和批判数码社会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 A
M. 波斯特在《信息愉悦：数码机器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中提出，人机一
体化（Humachine）不仅在全球政治文化关系中影响巨大，而且能够切实影响
到地方空间中个体的自我建构。他认为人机关系新形式直接关系到身份问题，
涉及美学、伦理学与心理学。在这些领域中，数码技术的创新成为新兴文化形
式的中介。M. 波斯特尤其提到了网络身份盗窃的犯罪行为已经成为身份安全
性的一个悖谬性问题。当个体的身份像轿车、钱包和信用卡那样被盗窃，那么
一系列的问题就会出现，我们必须被迫为既是作为主体又是作为客体的身份建
构进行解释。而美国文化是将身份作为主体性的基础，并上升为个体的中心和

A David M. Berry,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Digital , New York/London: Bloomsbury,2014,
pp.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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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性的内核。一旦身份被盗窃，那整个建立其上的文化与社会关系就势必会
受到巨大的威胁和挑战。由于这种盗窃越来越猖獗，M. 波斯特认为必须在个
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内部对身份的本质进行一种改变。他建议分成两步来实现上
述目标：
（1）直接在福柯式的权力技术框架内，对身份建构实施变更。
（2）在
此过程中需要对信息机器或媒介（即波斯特所指称的“信息模式”
）的角色进
行解释。这种解释的双重策略允许身份能够作为历史过程出现。不过，M. 波
斯特担心在文化社会层面上，信息媒介的身份关系已经彻底取代了从前个体作
为理性、自主和核心的形象。而现代性中的身份已经表现为两个截然相反的向
度，成为笛卡尔式二元论的身心关系。 A
如果说 M. 波斯特所揭示的是后福特主义社会内部关于身份的困扰，那么
B. 阿格尔则对外在的身体问题表示了更大的忧虑。毫无疑问，身体的健康问
题在当前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B. 阿格尔认为，资本主义使我们陷
入病态，同时又通过产业化和商品化的方式来医治我们，诸如减肥套餐、健身
俱乐部甚至整形手术等产业链，异化已经全面影响到了我们的身体。从前，福
特主义之前以及福特主义之下的身体是在残酷的条件下劳动，而现在，后福特
主义之下的身体不再需要充分劳动，但却被挤压在办公室的格子间、写字台和
轿车座椅中。基于加工食品和高果糖浆的饮食导致大量冠状动脉疾病、高血
压、肥胖、关节韧带萎缩等疾病，而这些都是应用到农业综合企业中的福特主
义的恶果。实证主义指出，我们在年度体检中使用大量身体的指标来测量，就
可以从外在客观地研究身体。但这些指标，例如，身体质量指数（BMI）通常
都是定量的。BMI 其实有意地忽略了肌肉发达的人，它通过对那些久坐的人
进行奖励而歧视了运动员。所谓的营养主义则是通过检测食物的化学和营养成
分，然后增强那些已经被加工过的食物。但是鲜有证据表明那些加工食品一旦
被增强之后，是与那些原始未加工过的食品同等地健康。健康的主流指标围绕
着体重展开，这些都是基于可接受的女性化和男性化的标准。尽管鲜有证据表
明肥胖症能够致死，但肥胖却是大量久坐人群选择高脂肪美式快餐的副作用之
一。一个鼓励锻炼的国家会降低有偿劳动和生产性消费中所花的时间。为了
变得健康，人必须变得适应，但是适应的人群如果被他们的身体和食物所异

A Mark Poster, Information Please: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igital Machin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6, pp.8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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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也会变得不健康。最后，相应于其主编的学术杂志《快速资本主义》
（Fast
（Slow Modernity）使我们饱受
Capitalism） A ，阿格尔提出了一种“慢现代性”
折磨的现代生活减速下来，回归自然的节奏和自身的心律。 B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A 《快速资本主义》是一份具有政治意图的学术杂志，该杂志侧重于介绍和评论 21 世
纪信息与交往技术在自我、社会与文化上的影响，分析迄今为止特定的社会制度，
比如工作和家庭、教育和娱乐，是如何在一个加速的后福特主义阶段去影响个体的
个性与社会关系，并主张在民主的方式下去形塑新科技和社会结构。它沟通人文与
社会科学，鼓励跨学科的作品。
B Ben Agger, Body Problems: Running and Living Long in a Fast-Food Society ,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2011, pp.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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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论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孙一洲

日本左翼传统对于马克思主义或其他流派的研究源远流长，各种立场都
可以上溯到明治钦定宪法的颁布。20 世纪 90 年代也曾有一波对西方左翼理论
的译介高潮，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日本经济萧条，另一方面是因为 68 年之后
的一代学者逐渐成熟，从而成为学界的顶梁柱。德里达、克里斯蒂娃都开始被
系统地介绍。不过，对于批判理论的了解要早得多。20 世纪 60 年代，不少在
欧洲的日本留学生亲身参与过欧洲的学潮，日后也都陆续成长为日本学界的耆
宿。到了 90 年代，今村仁司、三岛宪一等左翼学者对马克思、本雅明、阿多
尔诺等的交叉研究重新唤起了这些理论的生命力。马克思与本雅明的著作被重
译，此前译文中的空疏错漏也一一得到修正。日本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
之所以走向深入，一方面是批判理论家全集编辑出版工作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学界“原文主义”的严格要求，造就了一批精通德语的学
者，圈内交流时可以直接借助于原文展开，研究几乎不会滞后于研究对象。近
年来，藤野宽对霍耐特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从总体上看，近年来日本出版的
哲学类书籍，无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有很不错的口碑。因此，在介绍这些哲
学类研究成果时，不得不选取一些批判理论框架下各主要领域中较为突出的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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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史研究——深井智朗主编
《蒂利希与法兰克福学派——亡命·神学·政治》A
本书是现任东洋英和女子大学教授的深井智朗，在其担任金城学院教授
时编修的书籍。按照标题所示，这是阐释流亡期间神学家保罗·蒂利希和法兰
克福学派诸学者之间交流和对立的一本著作。深井智朗本人曾在奥格斯堡和慕
尼黑留学，当时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神学。在他 1992—1996 年留学期间，不
仅接受了当时著名的神学教授君特·温茨（Gunther Wenz，现为慕尼黑大学神
学系终身教授）的“文本中心主义”的教学思想，同时对于弗里德里希·格
拉夫教授（Friedrich Wilhelm Graf，现为慕尼黑大学神学系教授）的“神学史”
（Theologiegeschichte）思想影响甚重。这种神学历史主义主张神学也必须和历
史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结合来进行研究，是一种近乎跨学科的神学研究
方法。
在这两位教授的指导下，深井智朗对于“神学历史主义”有很深的造诣。
对于 19 世纪末期到 20 世纪前期的神学家，一般采取直接解读文本的文本中心
论的研究方法。但是，像本书这样秉持“神学历史主义”却没有在这样近代的
历史话语下失效，反而更焕发出一定的活力。在本书之前，深井智朗的上一本
集大成之作是《论 19 世纪的德国新教主义神学思想在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社会
功能》
。其中摘抄部分后又被岩波书店于 2012 年编辑成《论魏玛政治之神圣精
神——兼论德意志民族主义与新教思想》
。如果关注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神学
因素，这也是不可错过的文本。
而本书的主旨则是，在神学史这一研究框架下研究德国神学对于法兰克
福学派有着什么影响。保罗·蒂利希（1886—1965）
，这位著名的基督教存在
主义哲学家，同时又作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在受到纳粹德国的政
治迫害后不得已流亡美国。美国对他打开大门的 1933 年，法兰克福学派因其
社会主义倾向也开始受到学界的系统性清洗和迫害。因此在此之后法兰克福学
派的代表性人物也多有流亡北美，例如阿多尔诺。蒂利希本人的存在主义倾

A 深井智朗監修 .「ティリッヒとフランクフルト学派—亡命·神学·政治」[M]. 法政
大学出版局，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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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在他和同时代的基督教改革人物卡尔·巴特、路德宗新约学家鲁道夫·布
鲁特曼齐名时便已经不言自明了。至于他和法兰克福学派产生交流，甚至擦出
火花，这些已经在马丁·杰伊于 1973 年出版的著作《辩证的想象——法兰克
福学派与社会研究所的历史（1923—1950）
》中有着详细的描述，于此不再赘
述了。但是，随着今年大批未公开资料的发掘，特别是私人书信往来，不仅神
学家，连哲学家都对这一段已经被发掘过的往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本书就包
含未发掘史料的片段，在“文本层面上”而言，对于哲学史和神学史感兴趣的
读者是很值得一读的。
按照章节来看，本书将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人物与蒂利希的交流一一对
应，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主要人物均有独立的章节来介
绍其与蒂利希的分合，加之编纂者在开篇提出的 45 页的序文，可以说内容十
分充实。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章节，编纂者主要引用了慕尼黑大学的格拉
夫教授为首的团队主编的《近代神学史》中的相关研究报告。其中包括在日本
初次公开的资料。弗洛姆一章主要由圣学院的心理学教授竹渕香織负责编纂，
总编深井在旁辅助，也包含了弗洛姆和蒂利希的往来信函等第一手内容。由于
本章内含信件书简，之后也被译成德语，再度介绍回德国发表。最后一章主要
集中于马尔库塞和蒂利希的关系，主要译介了格拉夫教授和克里斯福森教授的
研究成果。
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的活动得益于这些在纳粹政权前期即已经
赴美的前辈提携。在这些人中，蒂利希是美国神学界最为认可的人物，在赴美
早期，蒂利希就被纽约协和神学院所录用。当中诚然有莱茵霍尔德·尼布尔盛
情邀请的成分，但蒂利希的声名和尼布尔的基督教现实主义倾向，不得不说对
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有着冲击。即使神学，也不能摆脱世俗政治和经济的影
响，更不用说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的神学家对这种影响半推半就，深深影响到
了神学的存在形态。因此，尼布尔和蒂利希对于神学在当下的位置进行了重新
思考。同时，在这个基础上也和法兰克福学派进行了积极的沟通与辩论。
蒂利希和阿多尔诺的书信来往尤其吊人胃口。只要对阿多尔诺稍有了解，
就应该知道，赴美之前阿多尔诺尚不隶属于社会研究所。阿多尔诺为了蒂利希
改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而其教授资格论文也是由蒂利希指导并推荐
的。蒂利希欣赏阿多尔诺的才能，不仅聘请他成为助手，更进一步让他担任非
正式讲师，最终使阿多尔诺能够在法兰克福大学有立足之地。虽然可以从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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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诺一贯的文体上看出，他癖好用隐喻，其文脉十分难以捉摸，文字也偏向晦
涩。而蒂利希虽然身为神学家，却癖好使用存在主义的简单明快的文风来进行
叙事。两人之间风格迥异，那么蒂利希是在完全理解了阿多尔诺的文字基础上
才帮助他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的吗？这又未必了。因为大量直接证据表明，阿多
尔诺和蒂利希保持了通信和对话的习惯。在这些书信文本中，文字和提喻的使
用并不夸张，阿多尔诺的排词遣字要直接得多。
实际上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设立了学术沙龙之后，蒂利希也是沙龙的常
客。当时他和阿多尔诺之间经常发生辩论，不仅有时候辩论得面红耳赤，最后
还多以文字作结。本书中所提及的 1943 年蒂利希对阿多尔诺问题的回复《宗
教社会主义思维中的人与社会》
，以及对于阿多尔诺对这一辛辣的回应的反应
（1944 年 2 月）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提携了众多新锐神学研究者，例如本书中担任
翻译的小柳敦史和宫崎直美两位，就是“神学历史主义”视角影响下的新一代
神学学者。我们对他们今后的学术作品也拭目以待。

二、本雅明研究
（一）社会研究所国际顾问三岛宪一的《尼采之后》A
作为日本法兰克福学派研究者中的代表性人物，三岛宪一获得过柏林自
由大学的名誉博士称号。虽然已经在 2004 年退休，但这几年一直有着笔耕，
尤其是对他在 1978 年写就的《尼采》一书的反复批判性回顾。2010 年他再版
了关于本雅明的《本雅明——破坏、收集和记忆》
，由此被大阪大学授予人文
科学博士称号。
三岛宪一的研究生涯主要围绕着尼采和本雅明展开。从 1978 年他的代表
作《尼采》出版后，三岛出版了四本关于尼采的专著，以及与他人合作共同编
纂的几本综合性读物。本书主要是对《尼采》这本书的一个回答。
首先，本书采取了平行的叙述模式，在介绍尼采的同时没有采取单一叙
述，而是拓展开去引入本雅明、海德格尔、德里亚和哈贝马斯对尼采概念的研
究和解读。但本书最为重要的意义并不在此，而在于他借由尼采研究的现在状

A 三島憲一 .「ニーチェ以後──思想史の呪縛を越えて」
［M］. 岩波書店，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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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对日本的思想界开展的批评。
尼采的主要观念之一是他的虚无主义。从虚无主义的思潮在日本渗透之
后，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才在西谷启治身上发展到一个小高峰——此时西谷启
治已经将其绝对无的本位主义思想发展到极致——但是自从 90 年代冷战结束
后，这种原本就是伪原子化的话语就成为一种半爱国式的话语，成为一种偏重
全体主义的话语：比起个体，全体更重要；比起人权，德行更重要。这样的一
种话语是不是源自于对尼采的误解，非但不是采取了恶平等的立场，而是完全
将其转化为一个阶级社会来看待，通过甄别而不是反复造成差异，通过口号而
不是理性的社会契约来达成团结和维护国体，这些是尼采 90 年代在日本思想
界被利用的诸多侧面。
不过西欧的现状也未必值得羡慕。学院宗派主义古而有之，部分甚至到
了今日已经几乎成为党同伐异和自我满足的小群体；学派组成沙龙和俱乐部自
我沉浸在祥和的气氛中，大学和学会已经成为思想家之间互相吹捧和自我满足
的小天地。不仅是哲学界，这股风潮蔓延在女性主义研究、文化研究和后殖民
主义研究等各种新兴学科之中。这一方面代表思想界的科层化，另一方面，又
带来了诸多弊端。这就需要当事者自己去清楚地判断，而三岛宪一教授则始终
坚持学界应率先展开自我批判。
本书最后一章“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的欧洲”非常值得关注。因为众所周
知的原因，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相互对立长达十数年，但在 2001 年第二次伊
拉克战争后竟然携手发表了共同宣言。这种“世界性民主”
（cosmopolitan democracy）的实践是否代表他们已经发现了以上这个学界的弊端呢？无论如何，
这次携手也被学界称为康德和尼采的握手。普遍理性和解构启蒙的融合，是否
正如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的联合声明那样，是今后学界的一股新风呢？

（二）田崎英明的《论无能者的共同体》
田崎英明老师在日本是一位典型的“叫好不叫座”的学者。自从他的处
女作《梦之劳动与劳动之梦》详细解读了法国的结社运动以来，他多有涉猎性
史和平权史等文学和美学论点。这一点倒是和现今的左派理论多有相通之处，
实际上都是一种以解构近代社会的安定结构为目的，研究其“亚文化”的诞生
和展开的研究者。
但在生活中，他却是实践多于理论，参与多于言说的一种人格。这也就
导致了他的论述和小田亮有着某种“民间哲学家”的气质，与现今理论建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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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些格格不入。但是这种气质不正是如今科层制学界所缺乏的“回归到社会
中去”的参与精神吗？这充分表明，田崎英明实际上是在以一个社会为基础来
写作学术著作。正是因此，田崎英明首先是一位“博论家”
。不仅在于他选题
新颖，而且在于他论述手法的多变和巧妙。通过阅读可以知道，他同时也是一
个文献收集和资料收集的专家，将这些旁征博引收录到自己的文章中去。这种
“博论家”的文体，一面如此受到固有经验的影响，另一面又反而要去促使作
者本人反复进行实践与求证。
至于田崎英明“叫好不叫座”也是日本学界生存现状的一个写照。自从
他博士毕业以后，虽然导师和教授都对其赞赏有加，博士论文也是好评如潮，
但是他却一直没有得到固定教职，而是四处漂泊，辗转于各个大学的研究生院
成为临时讲师。在此期间，他的婚姻也受到了挫折。这对于博士毕业并且构筑
了家庭的“人生赢家”而言，无异于“人生中最大的失败”
。但是有鉴于此，
在这种“失败者”的氛围里，他注意倾听他们的声音。特别是他从硕士时代就
开始研究的本雅明，更是注重这种受挫折、受打压者的侧面。对于田崎英明来
说，本雅明从《暴力批判》开始，到遗稿《论历史的概念》为止，始终存在一
种一以贯之的概念，那就是被历史和社会排除在外的“外部”
。这种“法外”
、
“社会外”的边缘概念，之后又被德里达在《法之力》
、阿甘本在《神圣人》中
继承和发展，直到现在都是一种强而有力的言说。田崎英明在这个基础上，经
过数年的失败生活，终于在本书付梓之时“得以过上了在某大学敬陪末座的安
稳生活”
，也同时总结出了《论无能者的共同体》一书。
先不说本书的标题能与本雅明产生很强的共鸣，其开篇的论文《Impo“为善者——
tenz—中断》中提出了本书的核心论点，其直白也令人感到震惊。
尤其完全善——乃是彻底之无能（Adynamia/Impotenz）
（也因此，能力突出的
人会因自己的不完整而倍感耻辱）
。其实政治不就是无能者的共同体吗？因此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社会是有能力者的共同体”A 。在此，我们可以知道，
田崎英明想要提出的问题是，存在到底“显现”到何种程度？这种象征着完全、
结束的“水位”
、
“吃水线”
，就是无法追根溯源、无法探求其源头的、绝对的、
带有完成意义的、无法从外部加以干涉的“绝对律己之物”
。本来，按照马尔
库塞单向度人这个概念，就已经隐含了一种包括的、完整的、
“无法干涉的”

A 田崎英明 .「無能な者たちの共同体」[M]. 未来社，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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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自洽式的意识形态，针对表现 / 被表现、言说 / 被言说、意义 / 被代
表的这一组背反，我们无权干涉其背后所隐藏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它已经
是自洽的和自我完成的。这就和阿伦特在《论人的境况》中所指出的一样，构
成公共空间所需要的“行为”
（action）
、
“承认”
（afﬁrmation）是暗合的。这是
因为，公共空间由其政治性而得以成立，正如霍耐特在之后所总结的那样，政
治空间就是一种通过“在场”的完成性和自律性体现出的相互承认而得以成立
的空间，这种生成空间又会反过来保障言说与理念的表现自由。
然而，为什么又要把这个场域的参加者认定为“无能者——无用的人”呢？
这正是因为，经过本雅明的批判，在阿伦特和霍耐特之后，田崎英明又把它更
推进一步，认定这种“不可追溯性”正是体现了在场者的“无用”之处。
“无”
是什么呢？
“无”就是在政治场域中的能力的缺席。这种能力的缺席，导致了
、
“公开地”
、
“言
我们无法对权力的所在追根溯源，只能够在这个“公共场合”
说政治”
。这就是说，我们“无法隐藏我们的能力”
，因为“从来就没有过这种
能力 / 权力”
。因此，
“有—有用”代表了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潜藏着对
权力提出溯源的能力的状态”
，而必然促使其对实践这一能力产生一种催促。
最为简单明快而最为有效的实践 / 质询手段又是什么呢？无须赘言，这就是劳
动。劳动是通过消费自身内部的自然生命力将外部自然转化为价值的一种由外
而内的实践形式。也就是说，劳动通过创造维持生命的价值，这个价值对于公
共场所而言，毋庸置疑是“有用”的，这也就是说，劳动首先通过创造维持“有
用”的私产，从而进一步构成了“有用”的集合，就是公产。因此，田崎英明
才会总结道：
“社会就是无处安放的存在者的集合体。就是光和暗，昼与夜划
分出的人类共同体。这就是说，这种存在形态是我们不为人知的一面，是从他
人的视野里被遮蔽的一面。
”A
劳动创造的是“有用”的主体，而这主体又是以用自身的“有用”消费
其他客体而得以保存的。因此劳动是一个内化的过程。采用更传统的说法的
话，劳动就是保存自我的过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主体借此保存的“生命”
，
又是何种生命呢？通过引介阿甘本，田崎英明告诉我们，这种保存的过程，并
非保存了“bios”
（公共生命）
，而是保存了“zoe”
（赤裸生命）
。这是因为，通
过“无用”保存下来的赤裸生命“不在”这个公共场域中出现，从而得以循环

A 田崎英明 .「無能な者たちの共同体」[M]. 未来社，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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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保存自身；一旦将其表现为公共生命，那么它就是速朽的。正所谓“通
过在公众场域中保存自我得到永存的欲望，个体相互啃食对方的身体，进化成
为一个巨大的身体。这个巨大的身体在某种意义上，类似霍布斯笔下的利维
坦，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身体，巨大的有机体。这个身体是一种可能性的身体 /
潜在的身体，是不可以被损害的。但是个体的生命是容易被毁损，被伤害，难
以得到永生的。利维坦在此登场，作为有限的 / 可以被损害的身体的替代品，
也就是说，它正是一个“有用的 / 可能的身体”A 。
如果我们把这种“有用的 / 可能的身体”视为可以在公共场域进行交换
的“资本”
，而把“无用的 / 内向的 / 既定的身体”视为内化倾向的“劳动”
，
这是不是意味着，劳动交换资本的实质，正是这种“个体向公共的转化”
、
“无
用向有用的转变”呢？这种社会机制是否是强制性地将赤裸生命转化为不朽
的、公共的、单一的公共生命，从而使得赤裸生命无所抵抗地暴露在社会场
（homo sacer）了呢？这种状态呈现在当今的公共场域里，
域下，成为“神圣人”
其具体的体现就是“快乐”这种生命的完结形态。因为“快乐是不能被运动
所生成的”B 。是“和连续时间无关的”C ，换句话说，就是无法被中断，无法
被开始，无法被追根溯源的一种终极的“无用”
。正可谓“无用者享受其完
全的无用性，而这无用性的生发正在于本雅明所谓的‘当下’
（Jetsztzeit）之
到来”D 。
之后田崎英明还是集中于本雅明的概念——例外状态——这也在阿甘本
的著作里多有提及。从此出发，是否可以寻找到一种批判理论，从社会内部将
其形成的理论基础和法律合意状态断绝呢？这在本书的“法之彼岸”一章中多
有论述。但是全篇一以贯之的却还是本雅明——阿伦特一脉的“当下的劳动 /
工作 / 行为”的概念结合。社会概念是不可置疑的吗？我们如何脱却这个巨大
化的不朽身体？如何将 techne/polis 的概念分离，从而达到向高度同质化的身
体发起挑战？这些命题都是真正值得本雅明研究者展开的题目。田崎英明的这
本《无用者的共同体》
，不仅贯彻了作者一直以来的本雅明研究，也是探讨了
今日公共场域与私人身体的对抗的一本难得的好书。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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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崎英明 .「無能な者たちの共同体」
［M］. 未来社，p.11.
田崎英明 .「無能な者たちの共同体」
［M］. 未来社，p.12.
田崎英明 .「無能な者たちの共同体」
［M］. 未来社，p.17.
田崎英明 .「無能な者たちの共同体」
［M］. 未来社，p.17.

三、霍耐特研究——藤野宽的《
“承认”的哲学——
被他者承认是怎么一回事》A
一桥大学的藤野宽教授在 2015—2016 年撰写了一系列针对霍耐特的《社
会主义理念》
、
《承认理论》的讲义，作为他退休前的最终讲义。这些讲义中的
大部分精华内容，已经被收入了 2016 年在青土社出版的新作《
“承认”的哲
学——被他者承认是怎么一回事》中。不过就他的最后两次讲义，针对“自由”
与“社会”
、
“社会”和“博爱”的概念展开了辨析，并由此提出，霍耐特的见
解是由交流消解社会障碍，推导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理念。
霍耐特的这部著作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总结了原始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
理念的概念范围，以及它和法国大革命的理念如何相互影响。其次总结了实现
共产主义的尝试和 19 世纪社会现实对共产主义内实造成的影响和歪曲。第三
点提出如何在当下重构社会主义的理念，以及如何重新实践的方法论。实际
上，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开展的理论性批判著作。 B
在阅读霍耐特的《社会主义理念》时，有见识的读者很难不联想到维勒
贝克，联想到法国的近代和法国近代的终结。如果说，法国的近代是从 1789
年大革命开始的，那么维勒贝克给我们描绘的 2022 年（
《臣服》
）的图景是否
就是彻底否定了大革命，甚至是给我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从而将整个历史
转变到我们所不能理解的、彻底隔绝的时代中去呢？
这种隔绝，看上去十分真实，或许明天就会发生，但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我们不得不回顾大革命给我们带来的遗产，那就是自由、平等、博爱。回过头
来看社会主义者对现今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大多忽略了博
爱，直接集中在“自由不能促进平等”的说法下。这个批判，在霍耐特看来正
是有问题的。由于资本主义主张私有财产保护，因为“得到认可”
“得到帮助”
、
才是一个人在面对社会时的正确姿态，而若过分主张平等是很难以达到的。然
而，博爱精神正是帮助构建有利于个人自我发展的社会的一个基础。在德语

A 藤野寛 .「承認」の哲学他者に認められるとはどういうことか［M］. 青土社，
2016.
B Axel Honneth. Die Idee des Sozialismus. Versuch einer Akutualisierung ，Suhrkamp 2015，
S.11-119.

347

里，博爱被译作 Brüderlichkeit，实际上有一种兄弟情义、连带互助的意思。如
果没有情义上的承认，没有由承认而来的互助，那么人如何得到自身的承认和
确证？这就要联系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无处不在的“评定”
和“判断”了。
现今，即使在大学校园里，没有判断和评定，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恐
怕都是寸步难行的。症结就在于，如果没有好的评分，学生就没法毕业；如果
没有好的口碑，老师开一节课恐怕都会落入“没人选课”的窘境。可见，公正
的评价是社会的一个侧面，但并非社会的全部侧面。正如延迟毕业的学生会受
人接济，而怀才不遇的万年讲师也总有人理解。这就是“博爱”在社会中发挥
的作用。我们既不能如过往的社会主义思潮那样一味否定“竞争”
，也不能过
小评价“博爱”的作用。如何让它们在同一个社会平台上共存呢？
必须要注意的是，社会并不一定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贫困和匮乏也
不一定就是社会主义所总结出来的底层无产者悲剧的根源。社会主义思想的
限制是，将个人悲剧和自我意识相结合，如果将这种导致悲剧性的欲望清洗
掉，那么就可以自然地达到富足。这种思考彻底地排除了他者的存在，同时
也导致将社会问题扁平化、简单化了。这实际上是一种反多样性而行的思考
老方式。
与此相比，霍耐特的看法却不同。现在我们可以知道，经过政治实践，
政治体现为一种民主形式下的全民合意。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不可能抛弃人与
人之间的交流，去追寻一种康德式的纯粹主体；不能认为不需要与此相对的其
他主体的存在，就能够达到道德律的合一。莱维纳斯也讲到过绝对他者，但这
个绝对他者难道是不能被主体所理解的吗？肯定不然。现在看来，这种绝对他
者也只是他人的代称，而整个批判性理论到了今天，已经不可避免地承担了对
现实社会的责任，更加不能离开资本主义这个巨大的绝对他者来谈论社会革
命了。
“竞争”是万恶之源，所以为了消除个体的差异，必然需要一种消除“竞
争”达到终极“平等”的社会体系。这是至今为止我们可以在社会主义理论家
的文本中反复发现的内容。无论是阿多尔诺还是霍克海默，甚至是早期霍耐
特，还是以这个话语为中心进行叙述的。但是实际上这一套话语已经在当下逐
渐失效了。当下所关注的要点是沟通和交流。通过沟通和交流，可以使得一直
被符号代表的无产阶级显现出其除了阶级属性和经济属性以外的社会属性，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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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们常说的多样性。而承认多样性却是需要比承认阶级属性和经济属性以
外更为艰难的斗争的，并且需要意识到，这不是为一个群体做辩护，而是彻头
彻尾为了个体而进行辩护。到了如今，似乎我们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话语似
乎就是一个类似德国浪漫派话语一般的，带有遮蔽性的话语——这阻碍了对于
承认和正当评价所作的斗争的进路，从而将个人受到评价从而和社会无缝交流
的道路阻绝了。
回顾法国大革命。今日，很少有人不知道法国三色旗所代表的含义，那
就是自由、平等和博爱。在自由和平等的定义还是很模糊暧昧的情况下，人们
居然能够为了这三个类似“画饼充饥”一样的口号而奋斗，这在当时一定也是
非常不可思议的。但是过了三百多年，现在，人们已经接受了这一由规范组成
的事实。这就是一种规范性现实。这样一种事实，将会反过来支撑着这个口号
的实现。黑格尔本人也说过，历史就是人类自由实现的进程。这样看来，这里
的自由概念似乎就是包摄了与人交流的“博爱”概念。
从藤野对霍耐特的解读中可以看出，他已经批判左派在集体化概念上犯
的错误以及对个人化的恐惧。因为在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范畴里，自由主义
者（尤其是老自由主义）只追寻自由，而社会主义者自身却犯了只追逐平等的
错误，对于博爱这个可以构建社会并且摇动其建构的概念，却置之不理了。那
么，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否也由于偏重某些固定
观念，而导致了批判失效——成为某种游离的、超越性质的批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霍耐特对哈贝马斯那种“对资本主义社会嗤之以鼻”
的态度是反对的。他认为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傲慢。在民主的政体下，可能有
“好”
、
“不好”
，但也会有“更好”
。这个评价标准是随着政治参与者的多元化
而更显得多元化的，而不是单纯地被一种指导思想所取代。这是因为资本主义
的原则其实并不仅仅在于“效果”
（Effizienz）
，而且也能够体现在“承认 / 评
价”
，这也就是说，其实资本主义的进程，导致重视交流和互动的民主主义兴
起，是有其必然性的，而社会主义学者不能忽视这一种结合。毕竟社会主义的
大原则也是在于承认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而今天对于民主选举形式竟然嗤
之以“少数精英支配”的学界，其批判姿态本身究竟是不是正确的呢？这种超
越性的批判，对于在这一意识形态下生活的市民，又能够有多大的影响呢？或
者，换句话说，某一种“意识形态”是否可以做到充盈自身所提倡的道德律呢？
这也是当下霍耐特留给我们的一个问题。毋宁说，这个问题从阿多尔诺开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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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提起，只是长久被忽略了而已。
当然，读到这里，我们也不得不对这个结论本身产生怀疑。最大的问题
就是，作为追求实践的社会主义理论，当下的社会主义理论——包括霍耐特本
人在《社会主义理念》中追求的这样一种理念——其对现实有多大的反映？诚
然，霍耐特在这里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将作为社会主义根基的马克思主
义在当下的问题总结成以下三个。
第一是经济还原论的问题，第二是单一革命主体（无产阶级论）的问题，
第三就是科学历史观念（其实质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问题。当然，这三个
问题是相互关联的。正如老生常谈的那样，生产力发展和劳动阶级的阶级意识
日益提高，才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这三者产生了一种相互担保的关联方式。
然而，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经济还原论——或者说生产力至上论——实际上
既非科学也不是空想，所以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其实是一回事——这
都是理论对现实的僭越。当然，这种僭越也不仅仅见于社会主义，在今日的资
本主义经济学中也是比比皆是。经济学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为科学，而
社会主义者又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信赖它？答案显然是两者皆非。
为什么要把人类的解放集中于生产力上？因为如上所述，这种“生产力
的解放”是“科学的”
、
“客观的”
、
“实际上提高了劳动阶级的阶级意识的”
。
那么经济独立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影响到人类关系？这种研究目前仍然处在拟
似科学的境地。因此霍耐特大胆地提出，如果我们摒弃“唯经济论”
，在人
类的解放这个终极目标上导入多个方法和手段，是否能够更好地达到目的呢？
譬如说，在现代的社会关系中，除了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等也是起到了关键
作用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决定论”从这个方面而言是忽略了社会
中普遍存在的“承认”这个行为的。在社会功能分化到如此程度的今天，为
什么不“使社会斗争社会化”
、
“为承认而斗争”呢？这种斗争相对于经济斗
争来说是否更为有效，在社会这个场域里更加凸显其可行性，其潜在的能量
更大呢？
霍耐特在这里写到，政治 / 家庭 / 经济（民主 / 女权 / 工作评价）的关系
斗争——不仅是为了达到目的的妥协，而是采取斗争的形式——是可以在这
三个目前没有在社会中相互关联的领域中，达到跨领域打通之目的的。从这
一点出发，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未来社会主义的斗争方向——“进步”的方
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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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本土批判理论研究
《大杉栄与同道们——
“近代思想”创刊 100 年》A
在日本发生了幸德秋水谋逆案、幸德秋水本人被判处死刑、无政府主义
思想进入寒冬时代以后，日本无政府主义的旗手、思想家大杉栄等人创办了
《近代思想》
。在大正针对文明开化的进一步发掘的背后，隐藏着对无理革命和
个人化的压抑。大杉栄等人不甘于受政府压制而蛰伏待机，反而想要创造机
会，迎难而上。当然，这本杂志的历程注定不平凡，在连续遭到两次查禁后，
仅仅过了五年，这本杂志出版了 27 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经过查证可以知道，在查禁的过程中，该杂志分前期与后期两个阶段。
前期是 1912 年到 1914 年 9 月的所谓一战前的参战前阶段。此一阶段，20 期
月刊没有遭到查禁，顺利得以发行。不过在此之后，不仅《近代思想》
，连同
其续刊《平民新闻》
（1914 年 10 月至 1915 年 3 月共发行 4 期）也遭到了查禁。
后期近代思想虽然在 1915 年 10 月得以复刊，但仅仅出版 4 期就在 1916 年 1
月宣告被查禁了。
正如复刊并非无缘无故一样，遭到查禁的原因也可能显而易见。在后期
《近代思想》中，第一期的卷首语是大杉栄本人所写，第三期由荒畑寒村所作，
都是十分稳健的文章。不过，在第二期和第四期之中（尤其是在第四期，最后
一期的刊首语中）
，大杉栄表露出了对现政权明显的挑衅态度。
“我刊自 11 月
与 12 月，连续收到有碍社会秩序的警告，故遭到废刊。不过想起之前《平民
新闻》之废刊，数位同志忠告本人，须得写些可以被发表的文章方可。虽是一
片好意，但本人实难以接受，甚至认为此些人等非我同志也。虽则本人著述多
有荒诞不经之处，但凡本人之友人同志，必能理解本人此举是何用意（略）本
人在言论发表上绝无妥协，故此两次废刊，对本人而言实在耻莫大焉。然则受
到查禁，究竟是本人言论之错误，或是政府行为之错误？（略）若真为本人之
友人同志，则非不能使本杂志存续，而使政府无能禁止其发行为最终胜利，奋
斗不息为可……”
如今日本言论自由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读者难以想象当时的情景。在

A 「大杉栄と仲間たち」編集委員会 . 大杉栄と仲間たち——「近代思想」創刊 100 年
［M］. ぱる出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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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德秋水大逆事件发生之后，政府管制言论、检阅报章虽然常见，但是却绝非
正当。因此，大杉栄对劝说他放弃激进立场的友人感到愤怒，
“非我友也”
。因
为言论自由本来就是一种不言自明的权利。不过，我们看到这第二篇刊首语，
不禁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了。
“耻莫大焉”
、
“绝无妥协”
、
“我之错还
是政府之错”
，为什么要创作稳健的复刊号，而提出激进的第二号呢？可以看
出，大杉栄其实是一个轻形式、重实质的人物——他在鼓吹社会运动的兴起。
也就是说，这本杂志是一本无政府运动的行动杂志。当时，日本的无政府主义
思潮还没有兴起，因此大杉栄在痛苦却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精神状态下创作了这
样的一本思想杂志。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身为杂志，收入的来源是相对单一，也相对容易
揣测的。在大正时代，杂志的主要收入来源，除了订费，就是广告了。这也解
释了为什么这样一本无政府主义行动杂志，却在创刊号刊载了《明治天皇御
，第三期和第四期连续登载了《乃木将
传》
，第二期刊载了《乃木希典将军传》
军与日本新闻》
的广告。既然已经有了大义名分，想必查禁也会变得困难了吧。
与此同时，在第十期突然登场的狮王牙刷、牙膏的广告十分令人瞩目。
这不仅是因为其是传统的商业广告，更因为，从这一期开始，狮王广告连续刊
载，直到第二次废刊为止。经过查证，原来狮王公司的创始人小林富次郎是在
大杉栄的顺天中学学生时代，在地方的教会接济过他的一位基督徒。但是小林
在 1910 年已经去世，这两人之间有何联系还要期待后人的发掘。其他商业广
告也层出不穷，不过在三越百货店的广告刊载后，广告日益式微，也成为刊物
没落的一个侧面原因。
按照作者的看法，前期的《近代思想》到了第十期，由于各种原因，大
杉栄认为其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再加之此时，大杉栄开始和伊藤野枝同居，放
弃了和神近市子的婚外恋，开始考虑下一本刊物，因此，前期 20 期，后期仅
仅出版了 4 期，其内容就被更激进的《劳动运动》等替代了。
进入了现代，对于《近代思想》的反思，思想界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例如，本书中收录了梅森直之的文章，就提到，如果他在《近代思想》里选择
一篇最好的文章，他必然选择《门锁工厂》
。他是这样说的：
“这是一种在国家
暴力偏重论的时代里高呼废除国家另选治体的呼声，也是在劳动神圣万能的年
代里宣布劳动不过是生产自我束缚的锁链的宣言。
《门锁工厂》是日本左翼思
想史中，一篇彻头彻尾反进步反时代，且带有语言性质的文章。
”
（
《超越门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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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
）为什么这么说呢？梅森给出了他的解释，
“社会主义的斗争场域已经从
国家层面转移到了主体层面了。
”这也就是说，大杉栄在近百年前做出了预言
性质的宣告，到了今天终于被以梅森为代表的新左翼思想家们所理解和接受
了。梅森们在当下这个语境里，切身体会到了这种无政府主义宣言对于现实的
力量。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和运动在当下对我们产生的启发。
但是也有不同侧面的思考。同样在本书中，田中光在《三种愉快体验〈近
代思想〉的读书法》中提到，大杉栄不仅会提到黑暗和冰冷的死亡（特别是亲
属）
，同时也会提到人们的“生”
。大杉栄著名的论文《生之扩充》就是一个极
好的例子。这就是一种在“激进的生”和“有限的死”之间产生激烈碰撞与对
比的思想路径。
从以上本书收录的对于《近代思想》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虽然本刊物在
前期与后期之间，其主旨和意趣都有大幅度的激进化和变动，不过其间夹杂着
第二次《平民新闻》的被禁、筹措资金的艰难、演讲会上的挫折（大杉栄本人
有口吃的问题）
等等，其实是作者本人一个变容的历程。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
大正期间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和同时代的一般左翼、共产主义活动不同，确实
有着愈挫愈勇的一面。在本书中收录了《从〈近代思想〉看大杉栄和堺利彦的
距离》
，就准确地指出，大杉栄不仅在启蒙方面，也在社会活动方面展现了积
极的一面，我们不能将《近代思想》看作简单的运动刊物，而应该将其视作为
大杉栄的活动平台和社会活动准备阶段的热身。毕竟，大正年代期间宣传手法
多样，不需要拘泥于刊物和报纸。因此大杉栄就平行进行了艺术和经济方面的
动员和运动。这也是有助于我们理解无政府主义动员原理的一篇研究成果。
近年，对于日本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回顾，使得我们更多着眼于幸德秋水、
堺利彦和大杉栄这样的烈士和杰出人物，却对他们的运动手段和方法方式产生
了理解上的空白。本书不可谓不及时，填补了这个方面的认识空缺，是近年较
为完整的思想史著作。

作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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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1980—2008）*A
王凤才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来，中国学者从翻译与研究两个维度，对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进行了系统介绍和批判性反思，并揭示它对当代中国的
启示意义。不仅法兰克福学派主要著作被译成中文，而且有数十部批判理论研
究专著和数百篇论文；不仅有众多研究生以批判理论研究为学位论文题目，而
且涌现出不少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专家。以下从四个方面讨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
理论的中国研究范式。

一、批判理论研究范式
（一）宏观研究
根据目前掌握资料，最早介绍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有：
《法兰克福学派述
评》
（徐崇温，1980）
、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
（江天骥，1981）
、

* 该文原为“批判—理论—批判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法兰克福，2008）而撰写，
原题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3.2 万字左右）
；后来，以“法
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中国研究范式”
（1.2 万字左右）收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论丛》
（第 1 辑）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为了这个“批判理论专题研究”的完整性，
今稍作修改再次收录。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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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代的产儿到时代的弃子：法兰克福学派述评》
（翁寒松，1986）
。不过，
这只是一般性介绍，缺乏深入研究。而《法兰克福学派研究》
（欧力同、张伟
著，1990）一书，对批判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和评价。
《第三条道路：
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理论研究》
（李忠尚，1994）
、
《
“西方马克思主
义”的文化哲学思想研究》
（郑一明，1998）等，基本上也属于宏观研究。此
外，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
（P. 安德森，中译本 1981）
、
《西方马克思主义》
（徐
崇温，1982）
、
《
“新马克思主义”析要》
（李忠尚，1987）
、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
义》
（P. 安德森，中译本 1989）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
、
（俞吾金、陈学明，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
、
（陈学明，
《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
、
（陈学明，
1990）
1991）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
、
（俞吾金、陈学明，
2001）
、
《追寻马克思：走进西方马克思主义》
（王凤才，
）
2002，以下简称《流派新编》
、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逻辑》
（张一兵等，2003）
、
《20 世纪的文化
2003）
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
（衣俊卿等，2003）
、
《哲学与文化价值批判：
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
（王雨辰，2004）
、
《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当
代阐释》
（张秀琴，2005）等著作，也都涉及批判理论宏观研究。

（二）专题研究
1. 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文艺理论研究。如《现代审美哲学新探索：法兰克
福学派美学述评》
（王才勇，1990）
、
《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论稿》
（朱立元，
《否定的美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艺理论与文化批评》
、
（杨小滨，
1997）
1999）等，
主要阐述了本雅明、马尔库塞、阿多尔诺等人的美学思想。此外，还有《
“西
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冯宪光，1998）等著作。
（陈
2. 法兰克福学派科技哲学研究。如《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
“批判的科学哲学”
、科
振明，1992）一书，着重考察了该学派的批判理性观、
学技术观、
“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等。
（陈学明，1996）分析
3. 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研究。如《文化工业》
了本雅明、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对待文化工业的不同态度，并强调这一批判对
当代中国的启示意义；
《批判的意义——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文化与意识形态
研究》
（傅永军等，1997）考察了法兰克福学派与意识形态批判的关系，并主
张从意识形态批判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
《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
（赵
勇，2005）揭示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整合与颠覆”的主题，以及否
定性话语与肯定性话语模式；
《流行的代价：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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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战生，
将大众文化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结合起来，分析了其理论得失。
2005）
此外，
《文化工业与现代性》
（单世联，2001）等著作也涉及上述问题。
4. 现代性与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如《控制与反抗——社会批判理论与当
代资本主义》
（傅永军，1998）一书，分析了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现代性与
后现代性的关系，并以批判的眼光考量批判理论的未来；尽管《现代性现象
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
（俞吾金等，2002）以下简称《现代性
现象学》
）一书不是专门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但有许多篇幅论述本雅
明、阿多尔诺、哈贝马斯、维尔默的现代性理论。尤其是，通过“现代性
现象学”分析，使现代性问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澄明 A ；此外，还较早地对
维尔默的现代性理论进行了阐释；
《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
（傅永军，
2007）一书考察了该学派三种形态（解放的、反思的、重建的）现代性理论，
并探讨了西方现代性话语的普适性问题。此外，
《批判与反思：法兰克福学
派当代资本主义理论辨析》
（任皑，1998）等也涉及上述问题。
（王凤才，2004）
5. 文明论研究。如《批判与重建：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
一书在明确界定文明论的基础上，并将文明论划分为乐观主义文明论和悲观主
义文明论；尤其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主义文明论进行了阐释和分析，并强
调生态文明是未来文明发展方向，和谐发展是通向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 B 。此
外，有不少以个别人物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将放在个案研究中分析。

（三）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主要对象，以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为界，之前主要是马尔库塞
和弗洛姆——他们曾经风靡一时；之后主要是本雅明、阿多尔诺，尤其是哈贝
马斯。先是本雅明受到了极大欢迎，尽管对其系统研究至今仍很缺乏，但对其
著作翻译却异常的活跃；尽管阿多尔诺研究始终不温不火，但 21 世纪初以来
明显升温，甚至出现了一定的“热度”；当然，哈贝马斯的“霸主”地位，无
人能比；近几年霍耐特研究风头正劲，霍克海默研究则一直冷清。
需要指出的是，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末，有数十部法兰克福学派著作，
以及国外学者介绍和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如《法兰克福学

A 参见俞吾金等：
《现代性现象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 2002 年版，
“导论”第 26—42 页。
B 参见王凤才：
《批判与重建——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
版，第 2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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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Th. 博托摩尔，1984）、《当代影响最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法兰
克福学派的起源和意义》（P. 斯莱特，1990）、
《法兰克福学派史》（M. 杰伊，
1996）等。

二、关于第一代代表人物研究
（一）霍克海默研究
冷冷清清。总体说来，中国的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研究比较冷清，
迄今未见有专著出版；仅发表了如《启蒙精神的毁灭：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
蒙观评析》
（王凤才，2004）
、
《论霍克海默的审美教育观及当代价值》
（徐文泽，
等论文。当然，在
《流派新编》
等著作中也有关于霍克海默的介绍和研究。
2007）
此外，有《走出启蒙的神话：霍克海默的社会批判理论》
（方晶刚）等博士学
位论文。目前，只有《批判理论》
、
《启蒙辩证法》
，以及《霍克海默传》有中
译本。
《霍克海默集》缓解了中文研究资料的不足。不过，不少图书馆存有霍
克海默德文版全集。

（二）阿多尔诺研究
不温不火。据我所知，最早对阿多尔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进行专门研究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否定辩证法”初析》一文（朱庆祚等，
。直到 1990 年，除几篇译文外，只有《评法兰克福学派对辩证法的新
1983）
解》
（欧力同，1990）一文。当然，
《法兰克福学派的宗师：阿多尔诺》
（1988）
中译本，对阿多尔诺传播起了促进作用。不过，整个 80 年代，中国学界对阿
多尔诺处于总体介绍与初步研究阶段。进入 90 年代以后，学者们围绕着否定
辩证法、文化批判理论、艺术社会学、美学等问题，发表了 10 多篇论文。如
《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研究》
（王凤才，1991）
、
《阿多尔诺美学思想管窥》
（王
柯平，1997）等，不仅拓宽了阿多尔诺研究领域，而且有某种程度的深化。
此外，这个阶段，
《否定辩证法》
、
《美学理论》被译成中文。
21 世纪初以来，阿多尔诺研究明显升温，甚至出现了一定“热度”：1. 出
（张一
版了几部专著，进一步强化否定辩证法研究。如《无调式的辩证想象》
兵，2001）一书，通过对《否定辩证法》的文本学解读，探讨了否定辩证法
的理论前提、概念与范畴、历史模式等；
《
“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
（张亮，
2003）一书，通过对阿多尔诺早中期哲学思想的解读，梳理了阿多尔诺对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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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郭尔、胡塞尔、海德格尔、黑格尔等人的论述。此外，还有《阿多尔诺“否
定辩证法”研究》
（赵海峰，2003）
、
《否定的现代性：理解阿多尔诺》
（陈胜云，
《关于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的三个问题》
（王凤才，
2005）等著作。
2003）一文，
对学界的否定辩证法研究进行了系统评析。2. 阿多尔诺美学研究。如《守护夜
空的星座：美学问题史中的阿多尔诺》
（孙斌，2004）一书，结合美学问题史，
对阿多尔诺美学理论进行了批判性考察。3. 将阿多尔诺置于后现代语境中进行
分析，是近年来阿多尔诺研究特点之一。如《阿多尔诺：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先
驱》
（文兵，2000）
、
《论阿多尔诺的后现代主义倾向》
（王凤才，2002）等。还
有其他视角的阿多尔诺研究。如《从道德的“至善”到道德的“底限”
》
（谢地
坤，2002）
、
《阿多尔诺对“概念帝国主义”的抨击及其存在论视域》
（吴晓明，
2004）等。4. 翻译出版阿多尔诺本人，以及国外学者研究阿多尔诺的著作。如
《道德哲学的问题》
、
《阿多尔诺：一部政治传记》等。

（三）马尔库塞研究
风靡一时。20 世纪 80 年代，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像弗洛姆一
样，是中国学者最感兴趣的西方思想家之一。对于马尔库塞较早的介绍和研
究，有《走向无压抑性文明》
（赵越胜，1988）一文，以及《
“20 世纪的思想
（陈学明，
（陈
库”
：马尔库塞的六本书 A 》
1989）和《马尔库塞的新马克思主义》
学明，1991）
。它们对马尔库塞的著作和学说作了鸟瞰式概述，并着重论述
了三大主题：马克思主义的沉浮、发达资本主义的利弊、现代人的悲歌；且
将它界定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倾向中的个人激进主义思潮”B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马尔库塞和弗洛姆让位于阿多尔诺、本雅明，尤其
是哈贝马斯；但他并没有被真正“放逐”
，相反还出版了几部著作，发表了不
少研究论文。前者如《否定性思维：马尔库塞的思想研究》
（程巍，
、
《一
2001）
（张和平等，
代哲学巨人的足迹：马尔库塞哲学思想研究》
2002）等；后者如《马
尔库塞非压抑性文明论研究》
（王凤才，2003）
、
《爱情、爱欲与性欲：评“西
方马克思主义”性伦理学》
（陈学明，
2004）等。近年来，马尔库塞研究有“复
苏”迹象。至今，仍然有不少研究马尔库塞的学位论文。

A 《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
、
《理性与革命》
、
《爱欲与文明》
、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
《单
向度的人》
、
《反革命和造反》
。
B 陈学明：
《马尔库塞的新马克思主义》
，
（中国台湾）森达图书有限公司 1991 年版，
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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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为止，马尔库塞大多数著作，国
外学者介绍和研究马尔库塞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如《爱欲与文明》
、
《单向度的
人》
、
《审美之维》
，以及《
“青年造反运动的创始人”：马尔库塞》
（麦克伦泰，
1988）等。

（四）弗洛姆研究
“虚假繁荣”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 90 年代中期，在哲学、社会心理学领域，
中国学者非常重视弗洛姆（Erich Fromm）
。不过，
“弗洛姆热”并不体现在研
究上，而是体现在著作翻译上。迄今为止，有 20 多部弗洛姆著作被译成中文，
有的不下十个版本，如《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
、
《逃避自由》
、
《追寻自我》
、
《健
全的社会》
、
《在幻想锁链的彼岸》
、
《占有还是生存》
、
《弗洛姆著作精选》
、
《弗
洛姆文集》等。当然，这并不是说学界对弗洛姆没有研究。实际上，至少有三
部著作：
《弗洛姆人道主义心理分析学》
（王元明，
《弗洛姆的政治思想》
、
（陈
1990）
（张伟，1996）
。前两本书出自中国台湾，后
秀容，1992）
、
《弗洛姆思想研究》
者是目前中国大陆唯一的一部弗洛姆研究专著，它探讨了弗洛姆的思想源流、
基本思想，并对之进行了综合评价：
“
‘一个无神论的神秘主义者，一个与极大
多数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不同的社会主义者，一个非常不正统的弗洛伊德主义
的心理分析学家’……正是理论上的不彻底性，阶级立场上的局限性，使他成
为杰出成就与巨大局限兼备的两重性人物。
”A 此外，还有一些学术论文和研究
生学位论文，如《弗洛姆人道主义伦理学研究》
（陈建，2007）等。然而，从
总体说来，中国的弗洛姆研究状况是“虚假繁荣”
，即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
上尚需深入探讨。

（五）本雅明研究
“译而不作”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学界有不少关于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介绍和研究；但迄今为止，对其系统研究还比较少；相反，对其
著作翻译或编译却非常活跃。如《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
《说故事的
、
《经验与贫乏》
、
《德国悲剧的起源》
、
《莫斯科日记、柏林
人》
、
《本雅明文选》
纪事》
、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
《本雅明作品选》
、
《1900 年前后柏林的
童年：驼背小人》
、
《单行道》
、
《巴黎，19 世纪的首都》等；此外，国外学者研
究本雅明的著作也被译成中文。如《论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
、

A 张伟：
《弗洛姆思想研究》
，重庆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75—1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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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
《本雅明：救赎美学》等。其中，有两篇“译者前言”
、
最值得关注：
“本雅明学术思想述略”
（刘象愚，1999）
、
“本雅明的关怀”
（郭军，
。
2003）
最早对本雅明进行介绍和研究的著作有：
《本雅明》
（陈学明，1998）
、
《本
雅明思想肖像》
（刘北成，1998）
、
《本雅明思想评传》
（刘北成，1998）
。前者
讨论了本雅明的“寓言式批评”理论、艺术生产理论、机械复制艺术理论、
“反
讽的乌托邦”理论，并高度评价其思想的独创性，但认为他“虽然基本上站
在现代主义一边，可同样充满着并未与传统彻底决裂的犹豫、矛盾、痛苦”A 。
后两者揭示了本雅明一生的坎坷经历给人们留下的惊叹与警醒：如何在理想和
现实之间寻找平衡。在《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学批评》
（张旭东，2003）
中，有 5 篇研究本雅明的文章；
《文学形式与历史救赎》
（秦露，2006）围绕着
《德国悲剧的起源》
，从政治哲学视角探讨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深刻危机及其解决
办法。此外，还有《语言与回归：本雅明的文化批判思想研究》
（郭军，2001）
等博士学位论文，以及不少关于本雅明的学术讲座。

三、关于第二代代表人物研究
（一）哈贝马斯研究：炙手可热
在中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领域，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几乎占
据“半壁江山”
。撇开数以百计的论文不说，十多部研究性专著就是明证。
（薛华，1988）
、
《道德
1. 话语伦理学研究。如《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
乌托邦的重构：哈贝马斯交往伦理思想研究》
（龚群，2003）等。前者是关于
哈贝马斯伦理学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后者揭示了话语伦理学的原则与特征，并
认为它开辟了当代伦理学研究新视野；但“从语言交往的意义上，力图改进现
代社会尤其是现代西方社会现实的交往合理性建构问题，这也体现了他所有的
改良主义特征”B 。
“后期资本主义”
（Spaetkapitalismus）理论研究。
2. 哈贝马斯批判理论、
（陈学明，1993）对哈贝马斯“后
如《哈贝马斯的“后期资本主义”论述评》
A 陈学明：
《本雅明》
，
（中国台湾）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8 年版，第 207 页。
B 龚群：
《道德乌托邦的重构——哈贝马斯交往伦理思想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第 2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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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资本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考察和分析，并断定它是一种改良主义理论 A ；
《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
》
（欧力同，
1997）一书勾勒了哈贝马斯批判理论概貌，
并认为其“
‘批判理论’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原则分歧”B 。
此外，
《批判诠释与知识重建：哈贝马斯视野下的社会研究》
（阮新邦，1999）
一书，在社会学研究领域被广泛引用。
（罗晓
3.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如《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楠，1993）
、
《劳动·交往·实践：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贺翠香，
《劳动与交往——“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论”研究》
、
（博士论文，
2005）
夏巍，2008）
。
（ 张 博 树，
4. 哈 贝 马 斯 现 代 性 理 论 研 究。 如《 现 代 性 与 制 度 现 代 化 》
1998）一书认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恰恰发端于对现代性问题的困惑，
但其现代性理论带有浓厚的 M. 韦伯背景；
《交往理性与诗学话语》
（曹卫东，
2001）从比较文学视角讨论了文化现代性，以及现代性批判背景下的文化关系
问题，并试图走向交往主义的文化现代性。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
（王晓升，
一书，考察了哈贝马斯与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转向，但该书更多地是对
《交
2006）
往行为理论》一书的解读。
》
（章国锋，
5. 交往行为理论研究。尽管《解读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
2001）涉及哈贝马斯思想许多方面——话语伦理学、现代性理论、话语民主
理论等内容，但核心是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郑召利，
2002）揭示了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内在关联，认为“它
《解读〈沟通行动论〉
》
们之间存在明显的歧异性，并不表明两者的不可通性”C ；
（阮新邦等，2003）文集，从不同侧面考察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此外，
《交往的合理化与现代性的重建》
（韩红，2005）一书，在全球化背景下，考察
了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意义。
（季乃礼，
6. 话语民主理论与政治哲学研究。如《哈贝马斯政治思想研究》
、
《理性生活方式的重建：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研究》
（张向东，2007）等，
2006）

A 参见陈学明：
《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述评》
，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44 页。
B 欧力同：
《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
》
，重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64 页。
C 郑召利：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兼论与马克思学说的相互关联》
，复旦大学
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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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话语民主理论为核心，对哈贝马斯政治哲学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7. 哈贝马斯宗教观念与宗教哲学研究。这个方面比较薄弱，近年来有加
强迹象。如《哈贝马斯与汉语神学》
（张庆熊等编，2007）等著作，以及《论
哈贝马斯宗教观的转变》
（曹卫东，1996）
、
《评哈贝马斯与拉辛格的辩论》
（张
庆熊，2006）
、
《哈贝马斯宗教哲学研究述评》
（傅永军、铁省林，2006）
、
《
“后
世俗”社会的批判理论》
（童世骏，2008）等论文。此外，还有《哈贝马斯的
宗教哲学研究》
（铁省林，2008）等博士学位论文。
应当承认，哈贝马斯传记性著作对哈贝马斯的传播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
用。如《哈贝马斯论》
（高宣扬，1991）
、
《哈贝马斯》
（曾庆豹，1998）
、
《哈贝
马斯传》
（余灵灵，1998）
、
《哈贝马斯》
（艾四林，1999）等。
到目前为止，哈贝马斯的绝大多数著作，以及国外学者研究哈贝马斯的
、
《合
著作，都被译成中文。前者如《交往与社会进化》
、
《论社会科学的逻辑》
法化危机》
《交往行动理论》
、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
《认识与兴趣》
、
《作为“意
、
识形态”
的技术与科学》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
《后形而上学思想》
、
《包容他者》
、
、
《后民族结构》
、
《事实与价值》
、
《理论与实践》
、
《话语伦理学与真理问题》等。
后者如《哈贝马斯：批判性导论》
、
《哈贝马斯传》
、
《哈贝马斯》
、
《理解的界限：
利奥塔和哈贝马斯的精神对话》等。值得一提的是哈贝马斯中国之行。他的五
个演讲内容，即“关于人权的跨文化讨论”
、
“论实践理性之实用的、伦理的和
道德的应用”
、
“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
、
“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
、
“再
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被收录《哈贝马斯在华讲演集》
（2001）
。今天，
“哈贝
马斯热”有退温迹象，但他并没有，也不会被忘记——哈贝马斯已成为批判理
论象征——这样说，也许并不为过。

（二）A. 施密特研究：星星点点
与哈贝马斯的“炙手可热”形成鲜明对照，学界对 A. 施密特（Alfred
。尽管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
（陈学明，
Schmidt）的研究只能算是“星星点点”
《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新编》
、
（俞吾金、陈学明，
《文本的深度犁耕：
、
2001）
2002）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
（张一兵，
、
2004）中，有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
《历史与结构》的详细解读。21 世纪初以来，A. 施密特得到了较多的关注。近
几年发表了十多篇论文，例如，
《澄明被经济学语境遮蔽的人道主义——兼析
施密特对结构主义的批判》
（张士清，2003）
、
《试论施密特自然观的伦理意蕴》
（陈爱华，
《置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于经济学之中》
、
（张一兵，
《A. 施
；
2004）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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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特自然概念的双重逻辑》
（段方乐，2006）
、
《施密特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
解的偏差》
（张金鹏，2006）
、
《试析 A. 施密特对“唯物主义”的理解》
（颜岩，
、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非本体论特性》
（夏凡，2006）
、
《A. 施密特的马克
2006）
思主义哲学观析评》
（赵长伟等，2007）
、
《A. 施密特论马克思的非同一性思想》
（赵长伟，2008）等。但是，迄今尚没有一部专著问世。目前，只有《马克思
的自然概念》
（包括《论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历史和自然的关系》一文）
、
《历史
和结构：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历史学说》被译成中文。

四、关于第三代代表人物研究
（一）霍耐特研究：风头正劲
最近十多年来，在哈贝马斯著作的中译本中，经常出现 Axel Honneth。
较早对之进行介绍的文字，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掌门人》
（曹卫东，2002）
《在冲突中建构社会理论的规范》
（胡继华，2004）一文，对《为承认
一文 A ；
《走向承认斗争的批判理论》
（凌海衡，2004）
，是
而斗争》一书进行了简介；
第一篇关于霍耐特承认理论的论文。截至 2008 年，国内已出版了一部专著：
《蔑视与反抗——霍耐特承认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
）
。本书认为，霍耐特承认理
向”
》B （王凤才，2008，以下简称《蔑视与反抗》
论及多元正义构想，最终完成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
，对批判理论第
三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代表着批判理论最新发展趋势；尽管他徘徊于批判
理论与后批判理论之间，但最终走向了后批判理论。此外，中国学者还发表了
近 20 篇相关论文，例如，王凤才的《霍耐特承认理论发生学探源》
（2006）
《霍
、
耐特与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
》
（2007）
、
《从霍耐特承认理论到泰勒承认
政治构想》
（2007）
、
《论霍耐特的承认关系结构说》
（2008）等十多篇论文；其
他文章有：
《霍耐特：
“歧视的社会动力学”
》
（贺翠香，2005）等。另外，
《为承
认而斗争》已被译成中文。

A 该文最早发表在《读书》2002 年第 10 期，后来收入《权力的他者》
（曹卫东，2004）
一书中。该文首次介绍了霍氏生平著述，并将他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掌门人。
B 此书是在系统解读霍耐特德文原著基础上，于 2004—2006 年撰写而成，2008 年由重
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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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尔默研究：即将展开
中国学界对维尔默（Albrecht Wellmer）的研究相当滞后。到 2008 年，只
有《论现代与后现代的辩证法》
、
《后形而上学现代性》被译成中文；并且只有
很少几篇维尔默研究论文，如《评维尔默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
（王晓升，
2005）等。王凤才在《蔑视与反抗》中，强调维尔默对推进批判理论的“政治
伦理转向”的贡献。不过，对于维尔默的系统研究，尤其是从德语入手进行的
研究还很缺乏；关于维尔默政治伦理学与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的关系，以及维
尔默对批判理论“政治伦理转向”的贡献，尚未引起学界的重视。然而，随着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项
目负责人：王凤才）——“维尔默政治伦理学与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研究的
推进，对他的系统研究将逐渐展开。预计几年后，将会有一部维尔默研究专著
出版。

（三）奥菲研究：些许关注
应该说，中国对奥菲（Claus Offe）的研究非常滞后。目前，只有《福利
国家的矛盾》有中译本，尚未发现有专著出版，即使论文，也不多见。不过，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
（尹树广，2003）一书，
谈到了奥菲对福利国家危机的分析；
《蔑视与反抗》一书，简要分析了奥菲对
批判理论“政治伦理转向”的贡献。当然，所有这些与系统研究还差得很远。
可喜的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谢静已经将奥菲列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
预计两年后，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就要问世。
在“个案研究”的最后，需要作一些说明，即：对于波洛克（Friedrich
，学界尚没有系统的研究，只有《国家批判理论》
（尹树广，2002）
Pollock ）
一书谈到了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对于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研
究非常少，只是在《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第四章中，作者对其
大众文化理论进行了阐述。诺伊曼（Franz Neumann）
、基希海默（Otto Kirch，除在政治学研究领域有几篇论文外，几乎还没有进入哲学研究视野。
heimer）
不过，有人谈到《巨兽：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对国家问题的分析 A ；
，只在中国史学、政
以及他们的政治妥协理论 B 。至于魏特夫（Karl Wittfogel）
A 参见尹树广：
《国家批判理论》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5—171 页。
B 参见王凤才：
《蔑视与反抗——霍耐特承认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
理转向”
》
，重庆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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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领域有一些研究。然而，对于弗里德堡（Ludwig von Friedeburg）
、内格特
（Oskar Negt）只有简单介绍，根本谈不上真正的研究。此外，
《蔑视与反抗》
一书，还提到杜比尔（Helmut Dubiel）
、耐克尔（Sigland Neckel）
、君特（Klaus
Günther）等人的学术成就，但尚缺乏真正的研究。
*

*

*

*

*

综上所述，在国内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研究过程中，形成了宏观研究、
专题研究、个案研究三种研究模式；并出现了七个热点：现代性与当代资本主
义研究；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研究；美学理论与文艺批评研究；否定辩证
法与否定美学研究；交往合理性与交往行为理论研究；话语伦理学与话语民主
理论研究；承认理论与多元正义构想研究。可以预见，21 世纪，中国的批判理
论研究必将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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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2008—2016）
赵长伟

自 2008 年以来，国内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研究在文献处理、学派分
析、人物研究等方面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并注重将该研究与当代中国进行沟通
和互动；批判理论研究队伍越来越发展壮大；相应的译著、专著和论文在数量
和质量方面均有相当程度的提高。总之，批判理论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
究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在这里，我们将从以下五个方面讨论法兰克福学派批
判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一、批判理论研究范式
（一）宏观研究
自 2008 年以来，国内宏观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主要著作有：
《西
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 20 讲》
（陈学明、王凤才，2008）
，以问题为切入口，
对有着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关键问题进行探讨，展示了法兰克福学派研
究领域中最新的研究进展和研究成果。复旦大学组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
究报告》
（年度报告）中包含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重大前沿问题；南京大
学组编的《资本主义理解史（第 5 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2009）阐述了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格罗斯曼的资本主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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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理论、波洛克与国家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形成、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
批判、哈贝马斯的后期资本主义理论）等内容。
《为个性自由而斗争：法兰克
福学派社会历史理论评述》
（王晓升，2009）全面论述了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
表人物构建实现人的个性自由的主要思想，指出了他们的思想所代表的三种不
同的批判模式以及这三种批判模式的内在联系。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历
史演进》
（陈士部，
2010）描述与剖析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批判美学由“启
蒙辩证法”到“否定的辩证法”再到“艺术的辩证法”的历史演进过程，凸显
其批判精神的理论贡献与理论盲点，同时考量它与中国经验遇合时的复杂纠
缠。
《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
》
（徐崇温，2012）评析了 A. 施密特的马克
思主义解释和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
《西方哲学通史丛书：20 世纪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陈学明等，2012）第四、七、十四章对法兰克福学派
第一、二、三代的主要思想进行了历史与逻辑的阐述，尤其阐发了批判理论的
“政治伦理转向”
。
《重新发现马克思——柏林墙倒塌后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趋
向》
（王凤才，2015）
，作为国内学界第一部详尽、系统地阐发当代德国马克思
主义最新发展的力作，作者凝练出了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四条路向”
，将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视为“政治伦理学路向”
，将批判理论置于整个德国马
克思主义框架中进行研究。
此外，涉及批判理论宏观研究的著作还有：
《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
论》
（王晓升，2008）
、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
（仰海峰，2010）
、
《现代性批
判的变奏：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
（韩秋红、史巍、胡绪明，2011）
、
《西
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
（黄小寒，2012）
、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
研究：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
（孔明安等，2012）
、
《当代国外马
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上、中、下）
》
（张一兵，2012）
、
《社会发展动力论：从马
（郑忆石，
《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四
、
克思到西方马克思主义》
2012）
卷本）
》
（陈学明等，2013）
、
《伦理批判与道德乌托邦——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
思想研究》
（王雨辰，2014）
、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
研究》
（孙承叔等，
《语言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哲学》
、
（尹
2015）
树广，2016）等。
自 2008 年 以 来 国 内 发 表 的 相 关 学 术 论 文 数 百 篇。 例 如， 曹 卫 东 介 绍
了国外对阿多尔诺、哈贝马斯、霍耐特与 R. 弗斯特等人著作的出版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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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A ；仰海峰勾勒了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到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物化与主
体性批判再到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批判三个历史逻辑阶段的社会批判理论
、
“批判理论的‘政治
过程 B 。王凤才原创性地阐发了“批判理论三期发展”
伦理转向’
”
、
“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等观点 C 。俞吾金认为，从总体上
看，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界限是不颠覆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大框架，这一
界限是它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根本差异之所在，通过探讨法兰克福学派批
判理论的界限可以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发展潜力做出合理的、客观的
评估 D 。王凤才在中国澳门《南国学术》发表的近六万字长文，从谱系学角度
详尽而清晰地阐明了法兰克福学派四代群体人物之间众多差异、矛盾甚至对
立的思想观点。 E 贺翠香分析汉娜·阿伦特、N. 弗雷泽及埃米·艾伦等女性
社会批判理论家的思想著作、理论特色及批判旨趣 F 。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对中国的影响研究。例
如，尤战生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面临“现代精英主义”文化立
场的危机、
“被动受众”观的危机和批评家作为文化“立法者”的身份危机，
认为当代大众文化批评为避免合法性危机，必须走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
范式 G ；傅永军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接受社会批判理论的同时却拒斥将其
变为可以付诸实践的社会改造的工程 H ；杨礼银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范式对社会批判理论进行批判性研究，澄清它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关系 I ；贺翠香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积极

A 参见曹卫东：
《法兰克福学派近况研究》
，
《哲学动态》2011 年第 1 期。
B 参见仰海峰：
《社会批判理论：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
，
《理论视野》
2011 年第 2 期。
C 参见王凤才：
《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对批判理论三期发展的批判性反思》
（上、下）
，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 年第 12 期、2013 年第 1 期。
D 参见俞吾金：
《批判理论的界限——对法兰克福学派主导思想的反思》
，
《探索与争鸣》
2014 年第 12 期。
E 参见王凤才：
《从霍克海默到弗斯特：
“法兰克福学派”四代群体剖析》
（上、下）
，
《南
国学术》2015 年第 1 期、2015 年第 2 期。
F 参见贺翠香：
《社会批判理论的女性主义视角》
，
《学习与探索》2012 年第 10 期。
G 参见尤战生：
《后启蒙与文化批判理论的危机——兼论批评合法性的重建》
，
《山东社
会科学》2009 年第 3 期。
H 参见傅永军：
《接受与拒斥——批判理论在中国大陆的命运》
，
《山东社会科学》2009
年第 8 期。
I 参见杨礼银：
《略论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之语境的中国化》
，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201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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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不仅体现在其大众文化与现代性批判上，而且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
修正和补充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和新的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
时代内容 A 。此外，还有
（丰子义、郗戈，2009）
、
《批判理论的解放图景》
（朱彦明、孙玉良，2010）
、
《当
代传媒技术条件下的艺术生产——反思法兰克福学派两种不同理论取向》
（谭
好哲，2013）
、
《新世纪以来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研究理论进展：旨趣、范式与价
值》
（陈金山，2015）等。
关于对国外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研究著作和论文的翻译，如《多元视
角与社会批判：今日批判理论（上下卷）
》
（G. 施威蓬豪依塞尔著，复旦大学当
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组织翻译，2010）
、
《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和
政治影响》
（魏格豪斯著，孟登迎、赵文、刘凯等译，
《法兰克福学派史：
、
2010）
、
《主体性的黄昏》
评判理论与政治》
（埃米尔·瓦尔特 - 布什著，郭力译，2014）
（弗莱德·R. 多迈尔著，万俊人译，2013）
、
《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
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
（戴维·弗里斯比著，卢晖临、周怡、李林
艳译，2013）
、
《启蒙：一个欧洲项目》
（曼弗雷德·盖尔，2016）
；
《国外马克思
主义研究 3》
（苑洁编，2015）第 1 部分收录了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文章以及
其他西方学者研究和分析法兰克福学派及其理论的文章。
学术期刊开设的相关专题研究增多，如王凤才以“特约学术主持人”身
份组织了一系列专题研讨会，例如，
《批判理论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
《云
南大学学报》
）
、
《批判理论及其最新发展研究》
（
《云南大学学报》
）
、
《深化与拓
展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研究》
（
《山东社会科学》
）
《从阿多尔诺到霍耐特》
、
（上、
下）
（
《学习与探索》2013 年第 7—8 期连载）
、
《批判理论新维度：从霍克海默
到霍耐特》
（
《学习与探索》2016 年 1—3 期连载）
。
此外，自 2008 年以来举办关于批判理论方面的多场国内外高级别学术研
讨会进一步推进了该研究的持续发展，尤其是注重它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互动与交流。如法兰克福歌德大学与广州中山大学于 2008 年 9 月 25—28 日在
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举办了“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在中
国的影响”学术研讨会，霍耐特在此会上作了开幕致辞；2013 年 9 月由武汉大

A 参见贺翠香：
《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影响及其意义》
，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 年
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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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中国国外马克思主
义研究会共同在武汉大学举办了“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马克思主义——纪念阿
多尔诺诞辰 110 周年”会议。
《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马克思主义——纪念阿多
尔诺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话丛书）
》论文集（何萍、吴
昕炜，2014）
，反映了这次会议围绕阿多尔诺的学术经历，多方面探讨阿多尔
诺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他的文化批判理论，同时辐射美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走
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国内学者近年
来持续参加西方批判理论学派“哲学与社会科学”年会，加强了批判理论研究
的推进，成果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新批判观与新政治学——2011 年布拉格“哲
学与社会科学”年会理论综述》
（周穗明，2012）等。

（二）专题研究
1. 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文艺理论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审美现代性与续写现代性》
（李进书，2011）和《审
（李进书，2014）探讨
美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二重奏》
了审美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复杂关系；
《现代视野的审美形式——法兰克福
学派的批判性反思》
（徐文泽，2014）解读了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本雅明、
阿尔多诺和马尔库塞的代表性文本；
《批判诗学的批判——问题与视界（法兰
克福学派与中国现代诗学论集）
》
（孙士聪，2015）考察批判诗学在中国的效果
历史，反思批判诗学之“中国意义”；
《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研究》
（王才勇、方
尚岑、王婷、刘婷，2016）回顾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美学遗产，分析马尔库塞、
哈贝马斯等人继承和发挥，论及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的最新发展。
《文艺美学研
究丛书（第二辑）：文艺美学的新生代探索》
（曾繁仁、谭好哲，2016）中包含
部分讨论法兰克福美学方面的文章：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异同辨》
、
《从“美学的革命”到“革命的美学”——法兰克福学派艺术自律思想的批判
《艺术与人类解放——评法兰克福学
性考察》
。 学术论文方面，较为重要的有：
派的文艺美学理论》
（王小岩，2010）
、
《艺术与文化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美
学的题旨与路径》
（方勇，2013）等。
2. 法兰克福学派科技哲学研究
目前尚缺乏相关专著研究。在学术论文方面，较为重要的有：
《技术批判
理论的理论基础和发展趋势——安德鲁·费恩伯格教授访谈录》
（安德鲁·费
恩伯格，2008）评述了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技术批判思想；
《法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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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之困境及启示》
（赵海峰，2012）指出，霍克海默、
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技术理性批判的理论困境主要表现为文化和意
识形态批判的抽象性、局限性，以及理论上的决定论色彩和简单化思维。作者
认为，必须扬弃简单的决定论思维方式，理解人类实践中的二元对立的深层根
源，技术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重新融合，一定要在人类实践的过程中加以解
决。
《国内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思想研究述评》
（于春玲、邢闯，2013）指出
目前国内相关研究缺少一种基于整体性视野的系统研究。
3.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研究
尤战生指出，国内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认识还普遍存在着一
些误解：把该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片面理解为审美主义批评；把该学派的文化
批判简单地定性为文化决定论；过度夸大该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与我国当代文
化经验之间的错位关系。 A
《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对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
（陈立
旭，2010）主张将伯明翰学派或文化研究理论资源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资
源相结合以建构更广阔的中国大众文化现象分析视野；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
消费社会理论研究》
（闫方洁，2012）涉及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
的消费社会理论观点和评价；
《政治意识过滤：法兰克福学派关于西方意识形态
对人压抑控制机制的研究》
（应国良，2013）评析法兰克福学派政治意识过滤
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
（赵勇，2016）
，是以知识分
子与大众文化为专题，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再思考》
（对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成
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人的拓展性研究）
、
《法兰克福学派与中国》
（对法兰
克福学派理论
“旅行”
到中国之后的影响研究）
和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视角下》
（对
与法兰克福学派有关联的本雅明、萨特或无关联的毛泽东、伯明翰学派等方面
的平行研究）三辑内容。最近的相关研究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多维度
、
《文化批判理论的历史性建构——法兰克福学派文化
批判》
（魏艳芳，2016）
理论的谱系性研究》
（姚明今，2017）
。
4.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现代性与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启蒙、批判诠释与宗教伦理》
（傅永军，2009）分析了批判理论启蒙与

A 参见尤战生：
《接受与误读：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在中国》
，
《山东社会科学》
2011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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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问题，还运用批判诠释学方法研究如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等人的社会批
判理论。
《马克思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资本主义批判》
（岳海云、赵民，2012）对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这两种批判理
论在世界观、方法论、社会历史观等方面作了比较研究。
《现代性的危机与出
路：论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性的反思》
（李长成，2013）探讨了 20 世纪西方文
化批判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价值；
《后现
代论（第 2 版）
》
（高宣扬，2016）论述了本雅明、阿多尔诺和哈贝马斯对现代
性的反思与批判。
《文化间性：记忆与反思》
（曹卫东，2016）讨论哈贝马斯的
大众文化批判思想，分析和反思了弗斯特的《正义的语境》
、哈贝马斯的《哈
贝马斯精粹》
、本雅明的《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等文本。作者以“现代性”
为范畴整理收集了自己近几年代表性的阅读札记、时事评论及文艺评论。学术
论文方面，仰海峰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批判体现为三个主题：技术进
步与理性的工具化、工具理性与文化工业的发展、希望的消失与人的存在方式
的转变。这虽展示出悲观情结，但同时也内在追求另一种希望。 A
5. 法兰克福学派传媒批判理论研究
目前相关专著研究较少，较为重要的有：
《受众的再现——法兰克福批判
理论中的大众、精英与公民》
（王健，2015）将广义的受众刻画为三种形象：
受宰制的受众、反抗的受众、协商的受众，其所对应的三类人群即大众（受
虐狂、蒙昧者与单面人）
、精英（批评家、拯救者与造反派）和公民（协商
者、立法者和公共知识分子）
；相关的译著如：
《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
（伊莱
休·卡茨等，常江译，2011）
。
学术论文主要有：
《现代性与媒介文化批评中的主体型像——从本雅明、
麦克卢汉到鲍德里亚》
（荣耀军，2008）
、
《图像时代的视觉狂欢——论本雅明
和鲍德里亚对视觉图像的沉思》
（高燕，
《媒介批判理论起源的再思考——
、
2010）
（连水兴，2011）
、
《传媒与意识形态
论 M. 韦伯与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思想》
关系的世纪变迁——论“阿多尔诺—本雅明之争”的时代局限性》
（钟丽茜，
、
《无名者的光环：本雅明和朗西埃论机械复制艺术》
（夏开丰，2015）
、
《从
2015）
对话伦理想象传播的德性——哈贝马斯、阿佩尔和巴赫金对话思想的比较与思

A 参见仰海峰：
《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批判的三大主题》
，
《南京大学学报》2009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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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邱戈，2011）
、
《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两面性及网络秩序的合理构建——
兼谈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当代启示》
（范燕宁、赵伟，2014）
。
6. 法兰克福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研究
目前尚缺乏相关专著研究。学术论文方面，较为重要的有《再思批判理
论与马克思主义关系》
（王凤才，
。文章指出，在几十年历史演变过程中，
2015）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经历了三期发展，即从“老批判理论”到“新批判理
论”再到“后批判理论”
。就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而言，第一期发展以霍克
海默、阿多尔诺的“跨学科唯物主义”和启蒙辩证法为代表，与传统马克思主
义“渐行渐远”；第二期发展以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为代表，被重建
后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面目全非”；第三期发展以霍耐特对早期批判理论与
马克思的重新诠释为代表，被重新诠释后的马克思已经成为“另一个马克思”
。
因而，从总体上看，法兰克福学派三代批判理论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
从欣赏、信奉到怀疑、批判，再到超越、重建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种对马克
思主义“背离”并非“背叛”
，而是“补充”
、
“发展”A 。唐玉认为，哈贝马斯
批判理论反思和审视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元哲学基础、批判模式以及构建目标等
方面，探索和补充了交往、交往理性，反思以及激进民主制理想。 B
7. 法兰克福学派与犹太教 / 犹太文化关系研究
目前尚缺乏相关专著研究。学术论文方面，较为重要的有：
《割不断的犹
太情结——法兰克福学派与犹太文化关系漫谈》一文（王凤才，2015）分析了
第一代批判理论家与犹太教 / 犹太文化错综复杂的关系。文章指出，法兰克福
学派与犹太教 / 犹太文化有着不解之缘。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大都是犹太人，但
他们与犹太教 / 犹太文化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有些人，如本雅明、洛文塔尔
不仅深受犹太教 / 犹太文化影响，而且富有犹太思想，甚至可称为犹太思想
家——当然，在他们那里，神秘主义与理性主义融合在一起；有些人，如霍克
海默、弗洛姆虽算不上犹太思想家，也没有系统的犹太思想，但他们无疑受到
犹太教 / 犹太文化深刻影响——犹太教 / 犹太文化是他们批判理论中不可或缺
的要素；有些人，如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基本未受到犹太教影响，或者说，受
到犹太文化影响但不显著——但他们骨子里却是“犹太的”
，至少对犹太人表
A 王凤才：
《再思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
《求是学刊》2015 年第 1 期。
B 参见唐玉：
《一种肯定式的批判——哈贝马斯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
，
《浙江学刊》
201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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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应有的同情。总之，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批判理论家总是有一种“割不断
的犹太情结”
。
译文如《批判理论与 20 世纪》
（莫伊什·波斯顿著，孙海洋译，
《学术研
究》2016 年第 4 期）
。该文充分反思 20 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大规模结构化转型
的基础，认为卢卡奇接受马克思关于劳动构成的社会总体性，霍克海默关于市
场与私有财产已经被废除，资本主义成为非矛盾的劳动社会，哈贝马斯接受霍
克海默并用系统理论替代批判理论，所有这些批判理论都不自觉地保留了传统
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预设前提，因而削弱了其理论的充足性与自反性，以致无法
完成批判理论的双重理论任务（一是批判性地阐明 20 世纪巨大的社会历史变
迁，二是自反性地将现代性批判奠基于特定的具体历史语境）
。作者指出，现
在亟须建构一种更新的后自由主义社会批判理论，透视社会内在矛盾，充分阐
明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历史动力机制以及未来可能的替代方案。
此外，有不少以个别人物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将放在个案研究中分析。

（三）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主要对象，主要是本雅明、阿多尔诺，尤其是哈贝马斯。霍耐
特研究渐入佳境，霍克海默研究渐次增进。但无论是著作翻译，还是研究性
论著，或者研究生学位论文数量，哈贝马斯研究的蔚为大观，无人能比；近年
来，对法兰克福学派其他代表人物的研究也开始日益增多。

二、关于第一代代表人物研究
（一）霍克海默研究：渐次增进
自 2008 年以来，中国关于霍克海默的研究开始增多。
1. 早期文化批判理论研究
蒋颖解读霍克海默的早期文本，揭示霍克海默通过内在批判科内利乌斯
实践哲学而创生社会批判理论的萌芽。 A《跨学科的唯物主义文化理论——霍
克海默早期文化批判理论研究》
（蒋颖，2016）
、
《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论
霍克海默对德国观念论的扬弃》
（蒋颖，2016）
、
《后自由资本主义语境下的霍

A 参见蒋颖：
《霍克海默对科内利乌斯的继承、批判与超越》
，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5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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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海默文化理论》
（蒋颖，2016）
。其他如《霍克海默社会批判理论的形成及其
困境》
（吴友军，
《霍克海默与批判理论的早期规划》
、
（仰海峰，
《传
、
2008）
2009）
统理论的局限与批判理论的主题——读霍克海默〈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
的思考》
（黄小寒，2010）
。
2. 启蒙理性和权威主义批判研究
《走出启蒙的神话：霍克海默社会批判理论研究》
（方晶刚，2013）阐述了
霍克海默启蒙辩证法、文化工业批判和工具理性批判等社会批判理论观点，指
出人类要走出启蒙的神话，找回自我，找回失落的精神家园；王凤才指出，德
文版《工具理性批判》就是英文版《理性之蚀》之德文译本；而英文版《工具
理性批判》与德文版《工具理性批判》没有任何关系，它不过是霍克海默“战
《作为镜像的启蒙精神——
后演讲录音”
，即“1949—1969 年笔记”之选集 A ；
从霍克海默与阿道尔诺的启蒙批判理论出发》
（薛健、包大为，2016）主张今
天的启蒙意识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政治危机和文明冲突的镜像
化理解，需要对启蒙进行辩证批判和展望后启蒙哲学；
《论霍克海默的科学观》
（王文敬、洪晓楠，2016）指出，霍克海默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对实证主义唯工
具理性是瞻的科学观进行批判，这对科学现存问题的透视和科学的人性化发展
都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其他学术文章如《论霍克海默的道德观》
（张之沧，2008）
、
《社会历史
反思性的批判活动——霍克海默社会批判理论的主旨与奠基特点》
（吴友军，
、
《
〈启蒙辩证法〉与中国虚无主义》
（刘森林，2009）
、
《实现启蒙自身的
2008）
启蒙——形而上学批判视域下的启蒙辩证法》
（谢永康、侯振武，2010）
、
《论
霍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对启蒙道德的批判》
（王雨辰，2010）
、
《霍克海默文化
工业批判之考察》
（方晶刚，2012）
、
《文化、启蒙与理性——论霍克海默的文
化批判理论》
（马欣，2013）
、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宗教批判思想及其遗产》
（朱彦明，2014）
、
《
“启蒙理性”与“非家异感”——“反犹主义”的双重根源
及当代启示》
（马欣，2016）
。
译文有《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
（霍克海默著，王凤才译，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
2011）等，这篇译自德文的文章第一次完整地再现了“社

A 参见王凤才：
《
〈工具理性批判〉与〈理性之蚀〉关系考》
，
《国外社会科学》2014 年
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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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哲学”纲领。
据不完全统计，自 2008 年以来，关于霍克海默内容的约有 2 篇博士学位
论文，8 篇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走出启蒙的神话：霍克海默的社会
批判理论》
（张志芳，2012）从《启蒙辩证法》和《理性之蚀》中挖掘出四条
线索：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理性启蒙与启蒙理性、理性自我与感性自然、总
体理性与个体衰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揭露工具理性对人类文明的侵蚀与破
坏，对人的内在自然的压抑和控制、对个体的摧残和毁灭，并对霍克海默理性
批判的规范基础进行反思和总结；博士学位论文《霍克海默与社会批判理论的
起源》
（蒋颖，2016）发掘社会批判理论与德国观念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传统的
内在关联，同时澄清国内外学界关于霍克海默前批判理论时期与早期批判理论
时期思想的误解。
目前，只有《批判理论》
、
《启蒙辩证法》以及《霍克海默传》有中译本。

（二）阿多尔诺研究：不断深化
1.《否定的辩证法》研究
（谢永康，
《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拯救：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的逻辑和影响》
、
《总体性的终结：从卢卡奇到阿多尔诺》
（段方乐，2009）探讨了总体
2008）
性概念从卢卡奇、萨特、科西克到阿尔都塞和阿多尔诺的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
展过程；
《个人与社会的辩证法：阿多尔诺社会理论研究》
（陈燕，2015）认为
阿多尔诺个人与社会的辩证法确立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社会研究的基本框架；
《经验范式的辩证法解读——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研究》
（郑伟，2015）
将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分为“辩证法起点概念的重构”
、
“优势地位的否
定与差异性逻辑”
、
“
‘否定的’真理观”
、
“
‘否定的’自由观”
、
“辩证法精神的
两个维度及其实现途径”几个部分来理解，指出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是
一种“经验”范式的辩证法；
《无调式的辩证想象：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
的文本学解读（第二版）
》
（张一兵，2016）以文本诠释学的方式解读阿多尔诺
的《否定的辩证法》
，同时突出了对阿多尔诺如何批判海德格尔哲学进行诠释。
学术文章主要有《从非概念物的“踪迹”到客体优先性——阿多尔诺唯
物主义观念的逻辑运作》
（谢永康，2008）
、
《否定的辩证法与批判理论的逻辑
终结——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解读》
（仰海峰，2010）
、
《奥斯维辛的死
亡之死与海德格尔死亡观的盲点》
（陈旭东，2012）
、
《后期资本主义还是工业
社会 ?——阿多尔诺与达伦多夫关于当代社会本质的争论》
（谢永康，
《否
、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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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辩证法与非同一性的哲学地位——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研究》
（孙
承叔，2012）
、
《压抑性的胜利——阿多尔诺对海德格尔此在式和解的批判》
（甘
培聪、李萍，2013）
、
《道德星丛：个体和整体的合理对抗——阿多尔诺论正确
生活的可能性》
（甘培聪，2013）
、
《范畴直观与现象学的悖论——反思阿多尔
诺对范畴直观的批判》
（马迎辉，2014）
、
《阿多尔诺与 Being 问题》
（尹树广，
、
《人为什么“自由轻松且愉快地束缚自己”
2014）
?——阿多尔诺对自我持存原
则的质疑》
（王晓升，2015）
、
《
“讲述”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视角——以阿多尔
诺为例》
（李志，
《为什么是否定的道德哲学——阿多尔诺道德哲学研究》
、
2016）
（周爱民，2016）
。
译文如《
〈否定辩证法〉导论》
（上、下）
（阿多尔诺著，王凤才译）
，
《学
《冲动与反思——阿多尔诺道德哲学中的疑
习与探索》2013 年第 7—8 期） A ；
《学
难与疑难的寓意》
（
［德］托马斯·库拉纳（Thomas Khurana）著，范敏译，
习与探索》2014 年第 12 期）等。
2. 阿多尔诺艺术美学与文化研究
学术著作，如《艺术·真理·审美乌托邦：阿多尔诺〈美学理论〉研究》
（张静静，2010）注重多视角地考察阿多尔诺思想的复杂性，包括与其他理论
家的关系，如在艺术与真理问题上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在文化产业与本雅明的
分歧，与卢卡奇关于现代主义的争论，等等；
《真理与批判：阿多尔诺〈美学理
论〉研究》
（陈波，2011）解读与批判阿多尔诺式审美批判理论中深刻的思辨
想象力与主体哲学的范式局限性所形成的内在矛盾；
《审美与救赎：从德国浪漫
派到阿多尔诺》
（孙斌，
2014）以审美线索勾勒了诺瓦利斯、施莱格尔、马克思、
尼采、本雅明和阿多尔诺这六位人物的相关思想；
《虚无主义的审美救赎：阿多
尔诺的启示》
（杨丽婷，2015）展示阿多尔诺等第一代社会批判理论家对虚无
主义问题的集中思考；
《阿多尔诺道德哲学研究》
（丁乃顺，2015）挖掘阿多尔
诺道德哲学内涵。
学术文章主要有：
《阿多尔诺美学研究综述》
（李搜，2009）
、
《文化与启
蒙——阿多尔诺的辩证文化观念》
（谢永康，2010）
、
《阿多尔诺美学的总体性
及其难题》
（施立峻，2010）
、
《阿多尔诺的“马勒观”——评〈马勒：一份音
A 据悉，王凤才教授利用六年的“业余时间”从德文翻译出了《否定辩证法》全书，
定稿已经提交商务印书馆。本书从德文译出，必将推动国内学界的阿多尔诺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乃至西方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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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心智分析〉
》
（黄钟，2011）
、
《阿多尔诺的生态观及其当代启示》
（李翊菲，
《阿多尔诺〈文化工业述要〉的文本解读》
、
（赵勇，
《对阿多尔诺〈新
、
2011）
2011）
音乐的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素材”的梳理与解读》
（张晶晶，
《福柯、
、
2012）
阿多尔诺和跨文化研究观念——纪念阿多尔诺诞辰 110 周年》
（张亮，2013）
、
《
“否定”的语言和形式——从后现代主义文学反观阿多尔诺的文学思想》
（曹
敏，
《阿多尔诺音乐美学思想对中国当代大众音乐生活的启示》
、
（马卫星，
2013）
、
《西尔伯曼与阿多尔诺的文学社会学之争——兼论文学社会学的定位》
2014）
（方维规，
《
、
“伪个性”与“游牧式的主体性”——阿多尔诺与费斯克“大
2014）
众”观之比较》
（寇瑶、李建群，2014）
、
《艺术起源批判及现代艺术的黑色理
想——阿多尔诺关于艺术的审美理论之思》
（李搜，2014）
、
《阿多尔诺的文化
《文化批评的破与立——兼谈阿多尔诺“奥
、
工业批判理论再研究》
（蒋颖，
2015）
斯威辛之后”命题的由来》
（赵勇，2016）等。
译 文 有《 再 论 文 化 工 业 》
（ 阿 多 尔 诺 著， 王 凤 才 译，
《云南大学学报》
《论非同一物——阿多尔诺的辩证法》
、
（
［德］君特·费伽尔著，
2012 年第 4 期）
谢永康译，
《求是学刊》2009 年第 1 期）
、
《阿多尔诺本雅明通信选》
（本雅明著，
蒋洪生译，
《艺术时代》2013 年第 9 期—2015 年第 1 期连载）
。
3. 阿多尔诺著作以及国外学者研究阿多尔诺的著作翻译出版
译著有《克尔凯郭尔：审美对象的建构》
（阿多尔诺，2008）等；
《社会批
判理论纪事》
（第 2 辑）
（张一兵等，
包括了阿多尔诺
《自然历史概念》
（1931）
、
2008）
《哲学的现实性》
（1932）
、
《胡塞尔与唯心主义问题》
（1940）
、
《论音乐的社会
情境》4 篇文章；
《社会批判理论纪事》
（第 6 辑）
（张一兵等，2015）包括了阿
多尔诺诞辰 110 周年纪念专辑：由阿多尔诺的新音乐哲学的多篇论文组成，包
括对舒伯特、贝多芬等音乐家的解析；
《阿多尔诺》
（格尔哈特·施威蓬豪依塞
尔著，鲁路译，2008）
。
《导读阿多尔诺》
（罗斯·威尔逊著，路程译，2016）
。

（三）马尔库塞研究：再受重视
1. 美学、文艺理论和乌托邦研究
学术著作，如《马尔库塞否定性思想研究》
（徐博，2011）认为马尔库塞从
哲学领域继承并重构了传统逻辑学概念的否定，将其发展成为现代社会思想所
缺乏的否定性维度，并使之成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否
定性最终消解于他所构建的艺术乌托邦之中。
《马尔库塞乌托邦思想的现代性阐
释》
（谢玉亮，2014）试图透过马尔库塞乌托邦思想来探索走出现代性危机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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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科学论文集（第 1 辑）》
（陈振明等，2014）中包括
基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述马尔库塞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研究的内容。
学术文章主要有：
《马尔库塞论审美主义与社会批判》
（黄文杰，2008）
、
《论
艺术对既在的绝对张力——马尔库塞的艺术哲学解析》
（黄文杰，2009）
、
《乌
托邦的批判：从马尔库塞理论看六十年代美国学生运动》
（郑春生，2009）
、
《异
化形态的批判与革命——马尔库塞乌托邦思想研究》
（周来顺，2009）
、
《马尔
库塞艺术自律思想相关问题研究——以“艺术形式”和“艺术与现实”为中心》
（韩清玉、赵凯，2011）
、
《
“审美救赎”如何可能——马尔库塞“审美救赎论”
的知识构成》
（贺昌盛，2016）
。
2. 大众文化与技术意识形态批判研究
《精神分析视野下的意识形态》
（孔明安，2012）
、
《马尔库塞与弗洛伊德
的心理学》论述了马尔库塞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关系。
（刘晓玉，2008）
、
《试论马尔库
学术文章主要有《马尔库塞论知识分子》
塞的科学技术观》
（夏鑫，2008）
、
《构筑审美乌托邦的根本途径——论马尔库塞
的“想象”
》
（唐勇，
《
、论马尔库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王雨辰，
《
、论
2008）
2008）
马尔库塞的技术现代性思想》
（刘晓玉，
《
、高雅文化与辩护性的非文化——
2008）
马尔库塞的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启示》
（杨春风，
《
、寻找技术社会的希望——
2009）
马尔库塞单向度技术理念分析》
（朱凤青、李文彬，2009）
、
《马尔库塞的和谐
观》
（刘晓玉，2009）
、
《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的后期资本主义理论比较》
（王洪
秋，2011）
、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诠释经典”抑或“激活现实”——以马尔库
塞早期哲学视角为例》
（黄璇，2012）
、
《马尔库塞早期思想中的历史性概念探析》
（薛晋锡，2013）
、
《论哈贝马斯科技思想对马尔库塞科技意识形态的理论拓展》
（杨丽艳、鲁力，2015）
、
《追寻本真性之路是对现代性问题的解答——基于安
德鲁·芬博格的〈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
》
（李健，2015）
。
3. 新人本主义伦理思想研究
《意义世界的构造：马尔库塞新人本主义伦理思想研究》
（刘兴云、石小娇，
2016）在马尔库塞爱欲、额外压抑、解放和新感性四个核心范畴的基础上，考
察马尔库塞新人本主义伦理思想的产生背景、理论渊源、逻辑结构、人的道德
困境救赎之道和意义世界构造之途。
学术文章，如《一种非压抑性文明何以可能——论马尔库塞对当代资本
主义社会的伦理价值批判》
（王雨辰，2009）
、
《劳动异化还是人的异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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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失察与误解》
（赵磊，2011）
、
《马尔库塞自由价
值观的结构功能评析》
（马淑娟、杨永志，2016）等。
译文有《作为现实形式的艺术》
（马尔库塞著，符鹏译，
《文化与诗学》
2010 年第 1 期）等。
马尔库塞的大多数著作，国外学者介绍和研究马尔库塞的著作被译成中
文，并不断再版，如《爱欲与文明》
、
《单向度的人》
、
《审美之维》
、
《苏联的马
克思主义》等。

（四）本雅明研究：
“译研不断”
《本雅明思想肖像》
（刘北成，2012）是关于本雅明的传记类作品，它将
寓言译为讽喻，介绍本雅明的生平事迹，并评述了本雅明的主要著作。
1. 现代性批判思想研究
学术著作，如《游荡者，城市与现代性：理解本雅明》
（上官燕，2014）
尝试把本雅明的现代性理论置于游荡者、城市和现代性的关系中进行探讨。
《现
代性批判与救赎——本雅明思想研究》
（王才勇，2012）揭示了现代性批判在
本雅明那里的固有形式和特征，对本雅明思想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当今中国的
意义展开了阐述。
在学术论文方面，主要有：
《本雅明思想的批判性维度及其意义》
（王才勇，
、
《本雅明〈单行道〉的反智方式》
（王才勇，2008）
、
《论本雅明翻译思
2008）
想的哲学基础》
（喻锋平，2010）
、
《本雅明：
“讽喻是现代人的盔甲”
》
（刘林，
、
《从神性语言学到弥赛亚式马克思主义——本雅明非中介辩证法的实践
2013）
意蕴》
（蒋迪、谢永康，2014）
、
《神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张力——本雅明历
史批判思想的检视与反思》
（谢兆树，2014）
、
《本雅明的“异质统一”思维方
式论析——以〈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为例》
（王子铭，2016）
。
2. 艺术与大众文化批判研究
学术著作《灵韵与救赎：本雅明思想研究》
（于闽梅，2008）考述本雅明
提出的“灵韵”
“紧急状态”
、
“国家大计”等诸范畴，揭示多个“双重的本雅明”
、
：
卡夫卡式的本雅明与波德莱尔式的本雅明或布莱希特式的本雅明与阿多尔诺式
的本雅明。
学术论文主要有《图像时代的视觉狂欢——论本雅明和鲍德里亚对视觉
图像的沉思》
（高燕，2010）
、
《解析“光晕”：本雅明经验建构的原理》
（田明，
、
《影像技术与电影审美特征的深层变迁——本雅明摄影、电影美学观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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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钟丽茜，2011）
、
《论本雅明的文学生产思想》
（黄芸，2011）
、
《为什么
现代性首要表现为“审美”——从本雅明的视角看》
（田明，2012）
、
《本雅明
与马克思主义》
（王才勇，2012）
、
《流动的门槛——阿甘本笔下的本雅明》
（徐
戬，2012）
、
《论本雅明的知觉思想》
（田明，2012）
、
《法律·正义·弥赛亚——
解读本雅明的“神圣暴力”概念》
（教佳怡，2012）
、
《伪经验时代的文学政治
批评——本雅明与寓言论批评》
（周志强，2012）
、
《解读戏剧寓意和戏剧形象
关系的新思路——本雅明寓言观的核心价值之一》
（孙云宽，2013）
、
《本雅明
视觉思想辨正》
（曾军，2013）
、
《迎向灵光消逝的时代——本雅明的灵光理论
与艺术的终结》
（张冰，2013）
、
《艺术的政治化：重读本雅明的先锋理论批评》
（周韵，2013）
、
《本雅明“辩证意象”概念的美学情境》
（教佳怡，2013）
、
《文
（胡翼青，2014）
、
《从
化工业理论再认知：本雅明与阿多尔诺的大众文化之争》
波德莱尔到布莱希特——本雅明的文化救赎之路》
（夏巍，2016）
、
《艺术、技
术和阶级——布莱希特与本雅明关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的论争》
（罗京，
、
《本雅明论作为生命及其形式的艺术》
（支运波，2016）等。
2016）
自 2008 年以来，本雅明著作翻译或编译非常活跃。如《莫斯科日记·柏
林纪事》
（本雅明著，潘小松译，2012）
、
《作为生产者的作者》
（本雅明著，王
炳钧、陈永国、郭军、蒋洪生译，2014）
、
《开箱整理我的藏书：本雅明读书随
笔》
（本雅明、张佐臣合著，国荣等译，2014）
、
《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
代的抒情诗人》
（本雅明著，王涌译，2014）
、
《本雅明作品系列：德国浪漫派
的艺术批评概念》
（本雅明著，王炳钧、杨劲译，
《评歌德的〈亲和力〉
、
》
、
2014）
《本雅明作品系列：莫斯科日记》
（本雅明著，郑霞译，2014）
、
《柏林童年》
（本
雅明，2015）
。
国外学者研究本雅明的一些书籍也有所翻译，如《瓦尔特·本雅明：救赎
美学》
（沃林著，吴勇立、张亮译，2008）
、
《本雅明》
（斯文·克拉默著，鲁路
译，2008）
、
《视读本雅明》
（霍华德·凯吉尔等著，吴勇立、张亮译，2009）
、
《本
雅明》
（伊斯特·莱斯利著，陈永国译，2013）
、
《在不确定中游走：本雅明传》
（毛姆·布罗德森著，国荣译，2013）
、
《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
（特
里·伊格尔顿著，郭国良、陆汉臻译，
。译文有《和布莱希特的对话》
（本
2015）
雅明著，连晗生译，
《上海文化》2013 年第 7 期）等。

（五）弗洛姆研究：雅俗共进
弗洛姆，社会心理学家、人道主义伦理学家，早期社会研究所外围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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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他的思想理论丰富而庞杂，广受欢迎，国内学界比较集中研究其人道主
义和自由思想。
1. 人道主义伦理思想研究
《弗罗姆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
（薛蓉、叶启绩、钟明华，2010）阐释了
弗罗姆视野中的马克思思想，认为弗洛姆社会心理学最大限度地发掘了马克思
对心理学的贡献，一定意义上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
《弗洛姆新人道主
义伦理思想研究》
（邓志伟，2011）勾勒弗氏新人道主义伦理思想体系并与弗
洛伊德、马克思、马尔库塞等人的伦理思想以及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进行对
比研究，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若干问题对弗洛姆新人道伦理思想进行
了总体评价；
《批判的经济伦理学：从马克思到弗洛姆》
（李志祥，2012）阐述
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理论经过卢卡奇、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从
历史唯物主义逐步走向人本主义唯心主义的发展历程；
《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
姆人学思想与文学》
（方幸福，2014）系统述评弗洛姆“病态社会中自我的迷
失”
、
“心理迷宫中自我的找寻”
、
“幻想彼岸自我的救赎”三个层次的人学思想
并将其运用到文学研究的多个层面；
《埃利希·弗洛姆类伦理思想研究》
（许惠
芬，
，其肯定性基础包括“类
2015）阐明弗洛姆的伦理思想实质是一种“类伦理”
主体”的基本素养和“类伦理”的基本原则，以及实现“类伦理”的途径；面
向社会大众传播弗洛姆思想的著作有：解读弗洛姆《爱的艺术》书中精彩语录
的《与弗洛姆相约在微博：爱的艺术》
（陈佳，2012）
、
《相约在微博——弗洛
姆爱的艺术》
（卢一鸣，2013）
、
《微博的哲思——弗洛姆爱的回响》
（本书编写
组，2015）
、
《大师开讲·弗洛姆：用爱与世界对抗》
（赵良杰，2015）
。
主要的学术论文有：
《弗洛姆拷问人性：人健全吗 ?》
（杜丽燕，2010）
、
《论
弗洛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批判》
（王雨辰，
《异化与健全之路——
、
2010）
弗洛姆的异化理论探析》
（彭冰冰，2011）
。
2. 自由思想研究
（张夺，
《社会批判与人文关怀——弗洛姆自由思想研究》
2016）以“自由”
为主线，阐述弗洛姆关于“现代人的自由困境及其出路”并将其与马克思人的
自由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进行比较分析，指出弗洛姆自由思想对于中国
社会转型期人与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主要的学术论文有：
《现代人生存境遇的深层批判——弗洛姆〈逃避自由〉
解读》
（王鹤岩、王红，2009）
、
《弗洛姆论逃避自由：心理学视角》
（杜丽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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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新建，2012）
、
《论弗洛姆社会潜意识理论与马克思社会心理思想的异同》
（严
国红、高新民，
《弗洛姆意识形态理论新探》
、
（杨生平、李金娟，
《现
、
2012）
2012）
代人自由困境研究——基于〈逃避自由〉的分析》
（冯虎成，2016）
。
自 2008 年以来，弗洛姆的很多著作被重新译成中文，如《自我的追寻》
（弗洛姆著，孙石译，2013）
、
《逃避自由》
（弗洛姆著，刘林海译，2015）
、
《人
心：善恶天性》
（弗洛姆著，向恩译，2015）
、
《弗洛伊德的使命：人格与影响力
分析》
（弗洛姆著，尚新建译，2015）
。此外，与弗洛姆有关的著作也被译成中
文，例如，弗洛姆点评版《自卑与超越：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
》
（阿尔
弗雷德·阿德勒著，徐姗译，2016）
。

（六）洛文塔尔研究：渐趋丰满
洛文塔尔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核心成员之一，是享誉欧美的批判理论
家、传播理论家、哲学家。他把批判理论应用于文学、文化、社会问题的分析
研究，在文学理论、通俗文化理论和批判的传播理论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
中国内地对洛文塔尔的学术研究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研究的论著、论文
相当有限。
《为个性自由而斗争：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历史理论评述》
（王晓升，
，阐述了洛文塔
2009）单辟一章（第六章，洛文塔尔：通俗文学的社会分析）
尔把文学区分为作为艺术的文学和作为商品的文学，分析了洛文塔尔以蒙田和
帕斯卡尔为例关于对待文化和娱乐的关系，通俗文化的历史批判和对生产偶像
到消费偶像转变及其对无个性偶像批判，传记文学写作模式等；
《洛文塔尔文
学传播理论研究》
（甘锋，2014）是目前内地第一部系统研究洛文塔尔文学传
播思想的理论专著。该书从文学传播理论视角研究洛文塔尔，深入细致地分析
了洛文塔尔的批判理论、文化社会学和文学传播理论三方面内容，系统梳理了
他基于“交融、共享、理解”的学术理念的文学研究范式，挖掘了洛文塔尔“理
论力场”
、
“传播力场”和“理解力场”等跨学科性的核心范畴。
自 2008 年以来国内研究洛文塔尔的文章近 30 篇，大多是介绍他的通俗
文化理论的文章；较为重要的论文如《
“理论力场”与文艺传播研究——洛文
塔尔文艺传播研究方法论解析》
（甘锋，2009）等；专论洛文塔尔的博士学位
论文仅有 2 篇：
《洛文塔尔文学传播理论研究》
（甘锋，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洛文塔尔批判的传播理论》
（赵长伟，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2009）；
从政治话语、商业话语、后现代主义话语和艺术话语这四种文化传播形式构建
洛文塔尔批判的传播理论的框架体系。作者指出，大众文化和反犹主义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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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动文化作为虚假传播是对艺术自主性体验的异化，恰恰催眠或阻碍了人们真
正的自由体验和审美体验；后现代主义文化则带有一种伪哲学倾向，容易导致
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与之相反，自主性艺术的真理内容具有非意识形态的性
质，为人们所理解的艺术能够带来真正的体验；洛文塔尔批判的传播理论旨在
揭示一种能够唤醒大众政治意识的政治文化，通过倡导艺术的文化自主性达到
文化民主化以期促进政治民主化。
洛文塔尔著作之中译本仅有《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
（洛文塔尔著，甘
锋译，2012）
。

（七）诺伊曼、基希海默、克拉考尔研究：刚刚开始
国内对上述三人思想的研究，目前还没有专著出现，学术论文主要有：王
凤才作为学术主持人组稿的“批判理论新维度：从霍克海默到霍耐特”栏目（
《学
习与探索》2016 年第 1—3 期）中有一篇关于诺伊曼的文章，即《诺伊曼法哲
学的三个维度》
（薛鹏，2016）讨论了诺伊曼法哲学权力观、自由观和自然法
学说这三个维度，并认为其对于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法治国家转型、完善中国社
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某些借鉴意义。另外，
《霍耐特思想的前奏：诺伊曼之自
由观》
（薛鹏，2016）认为，霍耐特的自由思想与诺伊曼的自由观在内容上都
强调全面的自由观，在研究方式上都注重社会分析，因而诺伊曼的自由观可谓
霍耐特思想的前奏。
关于基希海默研究，即使学术论文也很少。陈鹏考察了基希海默早期刑
罚哲学思想和他对纳粹的政治哲学批判，指出他的思想同法兰克福学派主流的
心理分析范式相互补充并为后者提供了法律政治制度分析基础。 A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外围人员，克拉考尔与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洛文塔尔
关系非常密切。
《克拉考尔的文化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以魏玛写作为中心》
（林
雅华，2016）是目前国内对其文化现代性批判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部专著。
全书立足于克拉考尔对魏玛现代性危机的诊断，详细阐发了克拉考尔对弥赛亚
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以及他以“表面现象”分析为特征的唯物主义文
化批判理论。作者认为，克拉考尔的文化现代性批判理论突破了机械唯物主义
和文化观念论之间的固有困境，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本命题，更对法
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以及英国文化唯物主义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

A 参见陈鹏：
《基希海默早期政治哲学思想评析》
，
《唯实》200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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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文章主要有《物质救赎意义——克拉考尔唯物主义文化批判探析》
（林
雅华，
《现代性批判的经典隐喻——以克拉考尔的“酒店大堂”为例》
、
（林
2016）
雅华，2016）
、
《
“于世俗之中探寻真理”——克拉考尔的唯物主义转向》
（林雅
华，2016）
、
《被忽视的克拉考尔——游离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批判研究》
（连
水兴，2016）
。
目前，他的两部著作《电影的本性》
（克拉考尔著，邵牧君译，2006）
、
《从
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
（克拉考尔著，黎静译，2008）已译
为中文。

三、关于第二代代表人物研究
（一）哈贝马斯研究：蔚为大观
哈贝马斯研究在中国长盛不衰。关于哈贝马斯的传记性著作有《哈贝马
斯评传》
（陈勋武，2008）等。王凤才将哈贝马斯思想发展分为前期和后期：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到 80 年代中期，称为前期哈贝马斯，致力于批判理论重
建和现代性批判；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今，称为后期哈贝马斯，开启了批判
。A
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
国内对哈贝马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1. 话语伦理学研究
《商谈道德与商议民主：哈贝马斯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王晓升，2009）认
为，哈贝马斯以商谈理论为基础，为建立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为确立现代道德
提供了新的理论蓝图，他的思想对于我们重新思考普遍道德的问题，重新思考
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建设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
研究：以公共领域为视点》
（杨礼银，2013）
，将哈贝马斯的“民主”定位为公
共领域在场的话语民主，该书还探讨了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对当代西方民
主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以及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启示；
《民
主、正义与全球化：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研究》
（艾四林、王贵贤、马超，2010）
试图从哈贝马斯早期对公共领域的论述出发，分析哈贝马斯对
“后期资本主义”

A 参见王凤才：
《蔑视与反抗——霍耐特承认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
理转向”
》
，重庆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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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理论阐发，系统梳理他对民主、正义、人权、永久和平以及全球化压力
下民族国家等问题的哲学解释，并进而说明基于交往理性和“商谈理论”的程
序主义民主范式是哈贝马斯政治哲学问题域的核心和一以贯之的理论主线；
《商
谈的再思：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导读》
（郑永流，2010）以商谈式
的导读写作与体例阐述哈贝马斯民主商谈的合法性化解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
《真理的话语理论基础：从达米特、布兰顿到哈贝马斯》
（刘钢，2015）论述了
达米特、布兰顿和哈贝马斯的真理论，指出他们都希望通过规范语用学为真理
概念建立话语的解释；还有《商谈法律和社会公正——哈贝马斯法哲学研究》
（陆玉胜，2014）等。
学术论文方面：王晓升认为，哈贝马斯的政治正义是具有弱道德能力的
人在民主商谈中妥协的结果，弱道德能力的人要引用道德理论来为政治正义
辩护 A ；胡军良指出，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有四重理论限度：一是对话伦理学
过分夸大了“语言”的决定作用，二是对话伦理学混同了“规范的正当性”和
“道德的应然性”
，三是对话伦理学忽略了对话参与者在达成规范共识的对话过
程中所存在的“知识占有量的差异”问题，四是对话伦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具
《哈贝马斯社会
有“内容空泛”与“乌托邦”之色彩 B 。其他相关文章还包括：
批判理论根基的语言学转向》
（夏宏，2008）
、
《正义与团结——论哈贝马斯的
话语伦理学》
（马金杰，2008）
、
《在知识系统与行动系统之间——哈贝马斯对
法律与道德的分析》
（郭婕，2009）
、
《朝向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本身——论哈
贝马斯 die Diskursethik 的汉译取向、理论定位与基本旨趣》
（胡军良，2009）
、
《规范的迷失——哈贝马斯对社会批判理论规范基础的谱系学考察》
（马金
杰，2010）
、
《哈贝马斯对西方元伦理学的批评、纠偏与误解》
（杨松，2011）
、
《在认知主义传统内的现代道德整合——论哈贝马斯的道德哲学》
（沈云都，
（陈
、
《道德普遍性的先验论证与经验确证——哈贝马斯的一个独特视角》
2011）
太明，2013）等。
2. 交往行为理论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社会科学的哲学：实证主义、诠释学和维特根斯坦的转型》
（张庆熊，

A 参见王晓升：
《正义制度建构中道德因素的作用——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方案剖析》
，
《社会科学辑刊》2008 年第 1 期。
B 参见胡军良：
《试论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的四重理论限度》
，
《浙江社会科学》200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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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单辟一章讨论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理论”融合欧陆的现象学—诠
释学传统和英美的实证—分析两种传统；
《历史唯物主义·现代性·哈贝马斯
的重建论》
（沈江平，2015）从现代性视角阐述和展现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
主义与重写现代性之间的理论关联，揭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时代生命力和理
论诠释力；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
（张雯雯，2016）将研
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关联起来；
《交往理性与权力批判》
（曹卫东，2016）介绍了哈贝马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史，同时阐述了法
兰克福学派与 1968 年学生运动的关系。其中，
《交往理性与未完成的启蒙——
从哈贝马斯研究看德国理论在汉语世界的激荡》一文对中国式的哈贝马斯热进
行了分析，指出当代中国新启蒙运动失败与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语境造就了哈
贝马斯思想与中国学界的互动。该文就哈贝马斯世俗宗教理论、交往行为理论
和法治国家思想这三个国内研究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剖析，阐明中国学界理论关
注点与中国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
学术论文主要有：鲁路认为，哈贝马斯经由阿伦特而接受雅斯贝斯的交往
理论为思想来源从而形成了自己立足于公共领域的交往思想；A 王晓升认为，
交往理性的社会整合方案用对话中的恰当理由来证明社会规范的正当性，把
理性的观念放在话语过程和理解过程中的思路，从而克服了实践理性所存在
的问题，对于我们重新理解理性的概念具有重要意义 B 。其他相关文章还包括：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批判》
（张汝伦，2008）
、
《国家建构的社会逻辑：从权
力结构的均衡考察——兼论哈贝马斯交往权力对社会权力的制约》
（吴素雄，
、
《生活世界视野中的和谐管理——从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出发》
（于晓霞、
2008）
王淑霞，2009）
、
《融入交往范式的意向主义意义理论——从胡塞尔到哈贝马斯》
（于林龙，2010）
、
《本底抉择：翟振明对哈贝马斯超越的关键——兼评翟振明
》
（贺建军，2010）
、
《语言与真理：试论
教授英文专著〈本底抉择与道德理论〉
罗蒂对哈贝马斯启蒙计划的批判》
（郑维伟，2010）
、
《实证主义与哈贝马斯知
识原则的存在论初始定向》
（夏巍，2010）
、
《对话与交往——伽达默尔与哈贝
马斯之争的一个角度》
（鲁路，2010）
、
《哈贝马斯“重构式合法性理论”及其
当代启示》
（张云龙，
《哈贝马斯法哲学中的“事实性”与“有效性”
、
》
（陈伟，
2011）
A 参见鲁路：
《哈贝马斯交往概念的思想起源》
，
《晋阳学刊》2008 年第 6 期。
B 参见王晓升：
《从实践理性到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社会整合方案》
，
《云南大学学
报》2008 年第 6 期。

387

、
《论哈贝马斯行为交往理论与禅宗行为的有效性考察》
（李旭，2012）
、
2011）
《实践活动、交往行动与实践过程的合理性——兼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杨国荣，2013）
、
《哈贝马斯理性交往之现实构建》
（赵鹰，2013）
、
《生活世界
的时间性：从胡塞尔到哈贝马斯》
（沈云都，2014）
、
《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个隐
含的悖论——哈贝马斯与康德之争》
（龙霞，2014）
、
《阿佩尔对话理性概念之
内涵和根基——兼论阿佩尔对话理性概念与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概念之差异》
（罗
亚玲，2015）
、
《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假定的修正——基于存在论的
视角》
（夏巍，2015）
、
《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基于交往行
为理论的角度》
（张雯雯，2016）等。
3. 哈贝马斯现代性批判理论、后期资本主义理论研究
《后民族主义的认同建构及其启示》
（马珂，2010）对后民族主义理论提出
的背景及内涵进行了重构和诠释，也对种种批评意见作出了反驳，还尝试在当
代中国语境下来理解后民族主义理论的意义。
《现代性批判及其对话：马克思
与 M. 韦伯、福柯、哈贝马斯等思想的比较》
（陈志刚，2012）分析他们各自在
现代性的病症、超越的路径、现代性的动力、宗教、意识形态、资本和权力的
关系、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上的异同及不足之处。
《哈贝马斯：当代新思潮的引
领者》
（陈勋武，2014）系统、全面地探讨了哈贝马斯有关人类理性、现代性、
正义（包括全球正义）
、道德、法律、人权、宪政民主、社会宽容、世界主义
等哲学理念的产生、发展、基本思想以及它们对我们时代精神的重大贡献。
学术论文方面：傅永军认为，哈贝马斯从两个角度详细论述了合法性理论
的主题：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着重论证了政治公共领域的衰落必然导致政
治的合法性危机；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重
点阐明了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有赖于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的重构。 A 夏巍认
为，从马克思的存在论视域看，哈贝马斯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元区分并未揭示
出社会权力的真正本质，不过是应用政治理性与生活世界的多元利益的张力诠
《马克思生产范式的
释社会权力起源的一种叙述策略 B 。其他相关文章还包括：
复杂性特征及现时代意义——对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批判》
（王彦丽，2008）
、

A 参见傅永军：
《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兼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
，
《山东社会
科学》2008 年第 3 期。
B 参见夏巍：
《哈贝马斯对社会权力的二元诠释——从马克思存在论角度进行的一种解
读》
，
《东岳论丛》2009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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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与共识何以可能——论哈贝马斯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
（张云龙，2009）
、
《论哈贝马斯关于审美领域规范性基础的阐释——兼及文艺学规范性之反思》
（傅其林，2010）
、
《论哈贝马斯“媒介化”公共领域的嬗变》
（解葳、高宪春，
、
《哈贝马斯公共性范畴的嬗变》
（杨东东，2012）
、
《哈贝马斯的新古典现
2011）
代性论及其批判》
（汪行福、韩国庆，2012）
、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的理
论旨趣》
（李嘉美，
《
、哈贝马斯视域中的〈启蒙辩证法〉
》
（杨丽，
《
、现
2013）
2015）
代性问题的诊断与治疗：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思想对话》
（郗戈，2016）等。
4. 话语民主理论与政治哲学研究
《黑格尔、哈贝马斯与自由意识》
（薛华，2008）收录了薛华研究的《哈
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内容；
《哈贝马斯：协商对话的法律》
（任岳鹏，2009）
阐发哈贝马斯程序主义的民主观和法律观；
《民主理论的批判与重建：哈贝马斯
（张翠、王雨辰，2011）考察哈贝马斯审议民主理论的开
政治哲学思想研究》
放性、主体间性、唯程序性、人民主权的生成性与匿名性等特点，以审议民主
理论为视角来评析与展望其政治哲学思想。
《哈贝马斯的公民理论研究》
（冯琼，
2014）结合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与法哲学思想阐述其公
民理论。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研究》
（王江涛，2015）阐述哈贝马斯应对多
元主义的挑战而构建具有普遍主义理性基础的公共领域思想。
学术论文主要有：
《在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评哈贝马斯的商议民
主概念》
（王晓升，2008）
、
《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与宪法爱国主义》
（彭刚，
《从存在论视域看哈贝马斯哲学范式的转向》
、
（夏巍，
《议题与空间：
、
2009）
2009）
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之间的一场误会》
（谭安奎，2010）
、
《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
视域中的市民社会——哈贝马斯审议民主理论的策源地》
（张翠，2010）
、
《程
（王
序主义民主与公共领域的现实重构——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及其启示》
晓升、雷雯，2012）
、
《论哈贝马斯商谈合法化理论的社会理论逻辑》
（孙国庆，
、
《语言·语境·语旨——论哈贝马斯与巴赫金的语言观之“殊途殊归”
》
2012）
（谭芳、于林龙，
《哈贝马斯协商民主思想的演进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
（王
2014）
金水、孙奔，2014）
、
《自我与他者之间——女性主义对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的
重构》
（刘慧、王陈颖，2016）等。
5. 哈贝马斯宗教观念与宗教哲学研究
哈贝马斯《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
（哈贝马斯著，郁喆隽译，2013）被
翻译成中文；
《哈贝马斯的宗教观及其反思》
（张庆熊、林子淳，2011）分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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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与公共领域、与教宗对话、与神学家对话、宗教观分析、反思与挪用五部
分，收录了《公共空间和政治公共领域》
、
《哈贝马斯和拉辛格论理性与宗教对
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
《哈贝马斯的“宗教转向”及其局限》等内容。
《宗教
与哲学：西方视域中的互动关系研究》
（傅永军，2014）集中探讨了哈贝马斯
交往理性与宗教信仰问题。学术文章主要有：
《哈贝马斯后期宗教思想论析》
（铁
省林、傅永军，2008）
、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宗教意蕴—— 一种基于诠释学
立场的解读》
（铁省林，2008）等。
关于哈贝马斯及其研究的译文有：
《在克鲁格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讲》
（哈贝
马斯文，童世骏译，
《哲学分析》2016 年第 1 期）
、
《1968 的哈贝马斯如何把马
克思转变为 1951 的帕森斯》
（J. 霍尔姆伍德著，高静宇译，
《世界哲学》2008
年第 5 期）
、
《拯救 1968 的哈贝马斯批判观》
（K.W. 格瑞著，贺翠香译，
《世界
哲学》2008 年第 5 期）
、
《康德、哈贝马斯及促进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法律秩序
《现代哲学》
等。
的义务》
（乔纳森·特雷霍—麦西斯著，刘玉贤译，
2012 年第 2 期）
哈贝马斯的绝大多数著作，以及国外学者研究哈贝马斯的著作，被译成
中文。
《关于欧洲宪法的思考》
被译成中文，
《合法化危机》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
、
《后形而上学思想（新编版）
》被重新翻译。目前，国内翻译国外哈贝马斯研究
的书籍有：
《哈贝马斯：关键概念》
（埃德加著，杨礼银、朱松峰译，2009）
、
《哈
贝马斯的批判理论》
（托马斯·麦卡锡，2010）
、
《哈贝马斯》
（德特勒夫·霍斯
特著，鲁路译，2010）
、
《最伟大的思想家：哈贝马斯》
（莱斯利·A. 豪著，陈志
刚译，2014）
、
《哈贝马斯》
（詹姆斯·戈登·芬利森著，邵志军译，2015）
、
《对
于缺失的意识：一场与哈贝马斯的讨论》
（哈贝马斯等著，郁喆隽译，
《希
、
2013）
特勒，永不消散的阴云？——德国历史学家之争》
（哈贝马斯等著，逢之、崔
博等译，2014）等。

（二）内格特研究：开始译介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的内格特是汉诺威大学社会学教授，
他经受了 1968 年“五月风暴”的洗礼，著述颇丰。其中，他曾与德国著名电
影导演亚历山大·克鲁格合著《公共领域与经验：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无产
阶级公共领域的组织分析》
（1972）
。值得注意的是，内格特分别在 1980 年和
《
“龙”
标志下的现代化：中国与欧洲现代性神话》
2002 年两次访问中国，并著有
一书。德国
《新德意志报》
《中国定将实现一种特殊民主》
，
2008 年 2 月 14 日载文
该文曾被国内媒体竞相转载。目前，
《政治的人：作为生活形式的民主》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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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 年 11 月已经由郭力译为中文，相信国内对内格特研究会很快跟进。其
实，在《从霍克海默到弗斯特——“法兰克福学派”四代群体剖析》
（澳门《南
国学术》2015 年第 2 期）中，王凤才已经对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与逻辑
进行了重构，这其中包括对内阁特的介绍和分析。

（三）A. 施密特研究：进展缓慢
与哈贝马斯的研究热潮形成鲜明对照，学界对 A. 施密特的研究进展缓慢。
《生态地批判——弗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
（郭剑仁，2008）探讨
了 A. 施密特对马克思的几个哲学概念的生态阐释，并认为其与弗斯特讨论的
马克思生态学思想有共同的概念或主题，如唯物主义、自然、物质变换、自然
与社会的关系等。
近几年发表了十多篇论文。钱彝认为，施密特由于对自然与社会非同一
性的过分强调，
“自然的社会”逻辑最终将“社会的自然”逻辑彻底颠覆，施
密特也逐渐倒向了旧唯物主义的理论阵营 A 。赵长伟硕士学位论文《A. 施密特
的马克思主义观》
（赵长伟，2008）依据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和《历
史和结构》两部著作论述施密特坚持客体优先的唯物主义，强调马克思的政治
经济学批判对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必不可少性：
（1）在哲学自然观上，A. 施密
特拒绝把青年马克思视为无历史观点的本体论代表人物；
（2）在社会历史观上，
（3）关于
A. 施密特主张把社会批判理论当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的关系问题，他反对“对立论”和“一致论”
，强调马
克思恩格斯思想一致和差异的历史地产生和演变。其他五篇硕士学位论文（孙
琳琳的《反思施密特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解读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
概念〉
》
、易刚的《施密特的“自然概念”探析——基于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
然概念〉
》
、张欢欢的《施密特对马克思自然观的走近与疏离》
、吴丽娟的《施
密特对马克思自然概念的解读》
、邵明媛的《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观”的研究》
都是围绕着 A. 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展开研究。其中，孙琳琳着
重分析了 A. 施密特对包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反映论在内的对整个
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以求接近马克思自然概念的原本意义，并揭示马克思
主义哲学革命性变革的真正实质。

A 参见钱彝：
《施密特论马克思自然概念的双重逻辑》
，
《江西社会科学》2012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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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尔默研究：方兴未艾
学术著作方面：
《从公共自由到民主伦理：批判理论语境中的维尔默政治
伦理学》
（王凤才，2011）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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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人物。作为国
内学界关于维尔默政治伦理学研究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作者从维尔默政治伦理
学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关系入手，考察了维尔默对批判理论规范基础的
重建，阐发了维尔默的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理论、现代—后现代美学、
“自由的
社群主义”政治哲学、民主伦理学，揭示了维尔默政治伦理学构想，建构了维
尔默政治伦理学的基本框架；在批判理论语境中，分析了维尔默对批判理论第
三期发展的贡献，并进一步揭示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这个最新发展
趋势。该书将前沿性与深刻性、跨学科与专业性、学术性与思想性三方面相结
合，起到引领国内的维尔默研究的作用 A 。
学术论文方面：王凤才认为，通过对启蒙辩证法进行重新诠释，对法兰克
福学派批判理论规范基础进行重建，维尔默构建了所谓的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理
论。在维尔默视阈里，启蒙辩证法作为启蒙理性批判与资本主义批判的融合，
是一种理性的历史辩证法；作为知识论批判与唯物主义批判的交织，它最终变
成了阴郁的现代性理论；维尔默站在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立场上对这些问题做出
了自己的阐释，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启蒙辩证法》
，而且为其政治伦理
“伦理生活的民主形式”
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理论视阈。 B 应奇认为，维尔默关于
与“民主的伦理生活形式”的区分不但深化了哈贝马斯关于“与政治物相关的
文化”和“以政治的方式做成的文化”之间的区分，而且推进了我们对于“现
代性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谋划”这一断言的理解 C ；刘心舟分析了维尔默为发
挥出批判性的潜能而重新界定美和真的关系 D ；霍耐特认为，维尔默始终处于
与本雅明、阿多尔诺和哈贝马斯的持续对话之中，他试图借助阿多尔诺的音乐
哲学的经验对交往理性加以限制，并将这一限制从认知理论扩展到社会政治领
A 参见周爱民：
《填补空白引领研究——评王凤才教授新著〈从公共自由到民主伦理〉
》
，
《东岳论丛》2012 年第 10 期。
B 参见王凤才：
《维尔默视阈中的“启蒙辩证法”
》
，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 年第 6 期。
C 参见应奇：
《从伦理生活的民主形式到民主的伦理生活形式——自由主义—社群主义
之争与新法兰克福学派的转型》
，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4 期。
D 参见刘心舟：
《散文时代的美与真——从黑格尔到维尔默》
，
《云南大学学报》2016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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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但最终乃是对交往理性的捍卫 A 。
翻译方面：维尔默的著作，已经有《论现代与后现代的辩证法》
、
《后形而
上学现代性》
、
《伦理学与对话：康德和对话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与要素》
（维
尔默著，罗亚玲、应奇译，2013）被译成中文。译文有《人权与民主》
（维尔
默著，王凤才译，2009）一文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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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将人权与民
主话语之间的关系理解为解释学循环：人权既是民主话语的前提条件，又是由
民主话语产生的。从总体上看，以道德为基础的普遍人权与以人权为基础的公
民权之间的张力，应该在法律认可的权利中得到转化。即人权普遍主义与公民
权特殊主义之间的张力，只有通过所有人的人权与公民权都得到自由的、民主
的世界公民社会的稳定与保障才能得到解决。
《塞壬之死与艺术作品的起源》
（袁
新译，2016）对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关于塞壬事件的寓言”做了三种解读：
一是一个关于同一性自身、内外自然抑制和社会统治压制同时发生的故事，也
是作为“无能为力之美”的艺术发生的故事；二是一个关于父权家长制秩序和
与其相伴随的需要将具有威胁性的女性性欲权力置于控制之下的故事；三是在
文本中很难感受到的第三个故事，一个关于反思性自我与艺术之美、感性愉悦
同时出现的故事。这导致所谓塞壬之死的三种不同的阐释：第一种是“女权主
义”的解读，通过建立父权制秩序对女性性权力进行驯化、征服；第二种解读，
塞壬失去力量和权力乃是歌声之美“被剥夺掉的力量”
，歌声被改变成纯粹沉
思的对象，改变成艺术；第三种解读，塞壬之歌及其诱惑力所代表的是超越所
有权衡、渴望整体实现以及希望消除差异和疏离。塞壬之死表明反思性的自我
发现了获得愉悦的新源泉，学会了艺术审美体验。

四、关于第三代代表人物研究
（一）霍耐特研究：成为显学
霍耐特，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的关键人
物。自从十多年前王凤才将“霍耐特”引入中国学术界以来，霍耐特研究渐入

A 参见霍耐特：
《交往理性的不和谐音——维尔默与批判理路》
，谢永康译，
《天津社会
科学》2012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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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境。2016 年初，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主办了“霍耐特的社会自由与民主理念”
国际学术工作坊，王凤才、张双利等参加工作坊，并做了主题发言；2016 年
底，复旦大学主办了有关霍耐特的“从相互承认到社会自由”学术工作坊，吸
引了国内青年学者参加。关于霍耐特研究，今天甚至成为“显学”
。
1. 承认理论研究
学术著作方面，
《蔑视与反抗——霍耐特承认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
论的“政治伦理转向”
》
（王凤才，2008）作为国内学界第一个关于霍耐特承
认理论的系统研究，推进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发掘当
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德国哲学研究的新的学术生长点。
《承认哲学的
历史逻辑——黑格尔、马克思与当代左翼政治思潮》
（陈良斌，2015）讨论了
霍耐特承认政治的建构和中国语境下承认哲学的当代回应；
《规范的重建：关
于霍耐特的承认论》
（胡云峰，2015）主要揭示霍耐特承认论对社会批判理论
《从“认
的规范基础的重建努力以及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启迪；
同”到“承认”
》一文（
《人文杂志》2008 年第 1 期）梳理了“认同”概念的
产生、发展和“承认”概念的转型，介绍了霍耐特《权力的批判》和《为承
认而斗争》的主要贡献。
学术论文方面：仅王凤才就撰写了数十篇，确立了霍耐特研究的基本框
架。他指出，承认理论是霍耐特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的思想核心，多元正义构
想则是霍耐特承认理论的进一步拓展 A ；霍耐特强调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当代价
值，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诠释与重构进一步探讨承认与正义关系问题，并试
图构建以一元道德为基础的多元正义构想 B ；他探讨了霍耐特视阈中作为“社
会病理学”的社会哲学，从卢卡奇到阿多尔诺、从普莱斯纳到阿伦特的 20 世
纪社会哲学发展是历史哲学路径与人类学路径此消彼长的过程，内含着人类学
路径向历史哲学路径的挑战；他认为，社会哲学的未来发展，并非像霍耐特所
说的那样，
“完全依赖于形式伦理构想”C 。他还考察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尤其是
米德的社会心理学、杜威的合作民主理论对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及其多元正义构

A 参见王凤才：
《从承认理论到多元正义构想——霍耐特哲学思想发展的基本轨迹》
，
《学海》2009 年第 3 期。
B 参见王凤才：
《黑格尔法哲学：作为规范的正义理论——霍耐特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诠
释与重构》
，
《复旦学报》2009 年第 6 期。
C 王凤才：
《
“社会病理学”
：霍耐特视阈中的社会哲学》
，
《中国社会科学》
2010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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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重大影响 A 。
其他学术文章还包括：
《霍耐特承认道德观的建构》
（张廷国、任彩红，
、
《霍耐特承认理论与批判理论范式转型》
（陈波，2008）
、
《社会批判理
2008）
论的范式演进：从福柯、哈贝马斯到霍耐特》
（李和佳、高兆明，2008）
、
《N. 弗
雷泽和 A. 霍耐特关于承认理论的争论——对近十余年来西方批判理论第三代
的一场政治哲学论战的评析》
（周穗明，
《后传统背景下的共同体重建——
、
2009）
兼论霍耐特承认政治学的理论意蕴与现实意义》
（陈良斌，2009）
、
《批判理论
与劳动解放——对哈贝马斯与霍耐特的一个反思》
（汪行福，2009）
、
《重构法
律的道德内涵——霍耐特“承认理论”视野中的法律》
（文兵，2011）
、
《从霍
耐特承认理论看承认正义的现实合理性》
（张帆，2012）
、
《承认理论批判——
从黑格尔到泰勒、霍耐特》
（程广云、鹿云，2014）等。
2. 自由与正义理论研究
学术论文《作为社会分析的正义论——霍耐特对〈法哲学原理〉的诠释
与重构》
（王凤才，2016）结合霍耐特《不确定性的痛苦》考察《自由的权利》
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诠释与重构并对之进行批判性反思。作者指出，霍耐特借助
于对《法哲学原理》的独特诠释来重构作为民主伦理基础的社会自由和多元正
义构想的可能性。整个过程经历了从霍耐特《不确定性的痛苦》
“作为规范的
社会正义论”
（构想以一元道德为基础的多元正义）到《自由的权利》
“作为社
会分析的正义论”
（用黑格尔的“伦理”改造康德的“道德”
，从而实现道德主
义与伦理主义的融合、规范性研究与经验性研究的结合）的转变。文章分别考
察了消极自由、反思自由和社会自由三种自由类型，在批判性地分析消极自由
和反思自由的抽象性和片面性之后，着重论述了黑格尔的社会自由的现实性，
并指出霍耐特对黑格尔社会自由的现代重构是其作为社会分析的社会正义理论
的逻辑起点。
《从承认到自由——霍耐特正义观的逻辑演进评析》
（孙昊、李中
增，2016）指出，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承认蕴含在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中，
社会自由蕴含在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观点中，自由正义观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
在当代政治哲学领域的发展。
关于霍耐特研究的译文有：
《从为承认而斗争到多元正义构想——阿克塞
尔·霍耐特访谈录》
（霍耐特、马克著，谢静译，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

A 参见王凤才：
《美国实用主义对霍耐特的影响》
，
《云南大学学报》201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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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认与正义——多元正义理论纲要》
（霍耐特著，胡大平、陈良斌译，
2009）
《学海》2009 年第 3 期）
、
《对物化—认知—承认的几点误解》
（霍耐特著，胡
云峰译，
《世界哲学》2012 年第 5 期）
、
《论我们自由的贫乏——黑格尔伦理学
说的伟大与局限》
（霍耐特著，王歌译，
《世界哲学》2013 年第 5 期）
、
《正义
的构成——跨越当代程序正义的界限》
（霍耐特著，王建斌、徐若楠译，
《世界
哲学》2013 年第 5 期）
、
《物化与扬弃：对话阿克塞尔·霍耐特》
（延森·苏瑟
著，杜敏、李泉译，
《国外理论动态》2014 年第 6 期）
、
《伦理的规范性——黑
格尔学说作为康德伦理学的替代性选择》
（霍耐特著，王凤才译，
《学习与探索》
2014 年第 9 期）等。王凤才以“特约学术主持人”身份组织了“批判理论新维度：
从霍克海默到霍耐特”
（
《学习与探索》2016 年第 1—3 期连载）专题研讨会，
王凤才编译《自由的权利》精粹（上、中、下）
。
、
《再分配还是承认？
》
、
《权力的批
霍耐特的主要著作如《为承认而斗争》
判》
、
《分裂的社会世界》
、
《不确定性之痛：黑格尔法哲学的再现实化》
、
《自由
的权利》已被译成中文。2013 年 3、4 月间来中国上海、北京等地进行学术
交流 A ，举办“文汇学人会客厅：现代性的普遍性、特殊性及多样性对话”和
一系列讲座，如“现代社会的自由及其概念”
、
“公正与认同”
、
“自由的权利”
、
“规范与社会”
，这促进了国内学术界对其承认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以及法兰克福
学派思想与中国学术思想的互动。

（二）奥菲研究：已经展开
中国对奥菲的研究非常滞后。奥菲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主要代表人
物，其国家理论主要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和中东欧后共产主义福利国家进行批
判性反思。目前，只有《福利国家的矛盾》有中译本，尚未发现有专著出版，
即使论文，也不多见。谢静先后发表文章
《奥菲国家理论思想溯源》
（2011）
《评
、
奥菲对福利国家结构性矛盾的诠释》
（2013）
、
《奥菲视域中的新社会运动——
基于新旧范式的比较》
（2014）
《奥菲论后共产主义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与民主》
、
（2015）
、
《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系统及其危机——评奥菲对福利国家危机的系统
功能诠释》
（2016）
，考察奥菲关于福利国家的结构性矛盾，评析奥菲对福利国
家危机的系统功能诠释，从批判理论视域审视了奥菲的福利国家理论以及其对
A 相关内容报道见霍耐特、高宣扬、何乏、童世骏：
《承认的重要性和为承认的斗
争》
，
《文汇报》
《承认之旅——霍耐特北京学术交流述要》
，
2013 年 5 月 27 日，强乃社：
《哲学动态》2013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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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背景下的新社会运动的主体分析，评析奥菲对绩效社会的意识形态
批判。谢静提出，奥菲对中东欧后共产主义福利国家的反思体现于他对这些
国家转型时期社会政策问题和民主问题的考察。张婷认为，奥菲关于福利国
家危机管理的理论为 20 世纪中后期福利国家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
开创了认识福利国家困境的新视野 A 。郭忠华认为，奥菲关于福利国家危机的
理论分析了从危机管理到管理危机，体现了 20 世纪中后期西方福利国家所面
临的问题，也契合了 20 世纪中后期西方学术界回归国家的学术潮流 B 。梁誉、
冯敏良认为，20 世纪 90 年代福利国家所掀起的以社会投资理念为核心的改
革热潮从根本上超越了“奥菲悖论”所设下的迷局，通过借鉴西方的社会投
资理念，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着力点应聚焦于转变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
系定位，并着重构建儿童与家庭福利政策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一体
两翼”
的现代社会政策路径 C 。舒建华认为，以奥菲、高夫为代表的新马克思
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模式进行了反思，分析和总结了现代福利国
家模式与资本主义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导致了福利国家以政治、
行政的手段调和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整体目标之间对立的努力所能取得的成
就是有限的 D 。
谢静博士学位论文《奥菲的福利国家危机理论研究》考察了奥菲福利国
家危机理论的理论渊源、形成过程、主要内容，指出奥菲的福利国家危机理论
是一种批判的国家理论，阐发了奥菲的福利国家危机理论对批判理论的“政治
伦理转向”做出的重要贡献。
译文《工业与不平等》
（克劳斯·奥菲文著，谢静译，
《学术交流》2016
年第 9 期）概述了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劳动力市场与不平等的规范和实证
问题，作者不提倡以规范方式解决分配公正问题，而关注构成争议的双方。

A 参见张婷：
《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中的福利国家危机管理理论探析》
，
《山东大学
学报》2015 年第 3 期。
B 参见郭忠华：
《从危机管理到管理危机——奥菲对福利国家政府管理的分析》
，
《武汉
大学学报》2008 年第 1 期。
C 参见梁誉、冯敏良：
《超越“奥菲悖论”：社会投资理念的兴起与转变——兼论我国社
会政策发展的着力点》
，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6 期。
D 参见舒建华：
《现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结构性矛盾——新马克思主义的福利国家批
判理论》
，
《理论月刊》201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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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第四代代表人物：R. 弗斯特研究
R. 弗斯特（Rainer Forst）被视为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学术领袖，他在正
义与平等、宽容与德性、公民责任与辩护权利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领域表现
突出。他的主要著作有：
《正义的语境：超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政治哲学》
、
《冲突中的宽容：一个有争议的宽容概念的历史、内涵与当代》
、
《辩护关系批
判：批判的政治理论视角》
、
《规范性与权力：社会批判秩序分析》
。王凤才在
《从霍克海默到弗斯特：
“法兰克福学派”四代群体剖析》一文中对他的思想和
著作有过详细介绍。他指出，R. 弗斯特不仅创建了独特的政治哲学体系，即
以“宽容、辩护、规范”为核心的批判的正义理论；而且得到了国际范围内的
广泛认可，被称为“50 周岁以下”国内、国际最重要的德国政治哲学家。 A
在“个案研究”的最后，需要作一些说明：对于波洛克、弗里德堡研究非
常少，对于洛文塔尔，学界尚缺乏持续地推进研究。此外，杜比尔（Helmut
、耐克尔（Sigland Neckel）
、君特（Klaus Günther）等人的学术成就，
Dubiel）
也还缺乏真正研究。
*

*

*

*

*

综上所述，在国内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研究过程中，宏观研究、专题
研究、个案研究三种研究模式持续推进；对法兰克福学派谱系学研究、人物比
较研究、四代代表人物思想转向研究、法兰克福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兰
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实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与中
国现实研究等都有新进展。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中国的批判理论研究必将结
晶出更多更新的理论成果。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A 参见王凤才：
《从霍克海默到弗斯特：
“法兰克福学派”四代群体剖析》
，
《南国学术》
2015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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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斐伏尔哲学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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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国家关于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概况
刘怀玉

列斐伏尔作为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缩影，是举世公认的日常生活批判
大师，也是西方后现代理论“空间化转向”的有力推动者。20 世纪 80 年代之
前，列斐伏尔的影响基本局限于法国与德国等欧陆国家，而且主要集中在对其
日常生活批判研究上；20 世纪 80 年代，他的思想影响陷入低潮，几乎无人问
津。但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列斐伏尔去世前后，他的思想影响在英语世界反倒是
与日俱增，主要是作为一位后现代社会理论家、人文地理学家、空间理论家乃
至于节奏分析哲学家而被接受、关注与运用。
那么，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是谁？在一个由阿尔都塞、布朗肖、
莱维纳斯、拉康、福柯、德勒兹、德里达与巴迪欧、南希等名字所命名，从而
为标志的“法国理论”
（French Theory）A 称雄的时代，我们为什么或者说还有
什么理由关注这位似乎早已经“过了档期”的思想家呢？本文的回答是，对列
斐伏尔的研究不仅没有过时，而且研究得还很不够。他的思想在目前西方学界
时来运转，对他的研究正进入方兴未艾之时；甚至有学者喊出这样一句响亮的

A Cf. Francois Cusset, French Theory, How Foucault, Derrida, Eeleuxe & Co. Transformed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United States , translated by Jeff Fort with Josephine Bercanza
and Marlon Jon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sota Londo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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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
“让列斐伏尔全球化！
”
（globalizing Lefebvre!） A

一、关于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研究
在西方思想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列斐伏
尔是与萨特、梅洛—庞蒂等人齐名的在法国思想舞台上引领风气的人物。应当
说列斐伏尔思想影响在 1968 年五月风暴前后达到了顶峰。20 世纪 70 年代以降，
由于右翼新哲学思想喧嚣尘上、结构主义掌握乾坤，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异军突
起，列斐伏尔很快从中心被排除出局。P. 安德森，这位资深的英国马克思主义
历史学家，曾经对他做过两个重要的评论：
（1）列斐伏尔不仅是“二战”之前
法国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和最早的奠基人之一，而且在战后头十年间也“仍然
是党内最著名、最富有创见性的哲学家”
。安德森从政治上给列斐伏尔划了这
样一个“中派”的位置：既不像青年卢卡奇那样对革命、对未来盲目乐观，也
（2）
在 1968 年法国五月风暴平
不似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对历史前景莫名悲观 B 。
息之后，在西方思想界精英理想主义大溃败、纷纷倒戈“向右转”的背景下，
列斐伏尔是一个“杰出的例外”
。
“这位我所讨论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在世
人物中最老的幸存者”
，
“他在八旬之际既不屈服也没有转变，而是对那些为大
多数左派所忽视的典型课题继续从事冷静而富有创见的著述。然而，这种坚定
性的代价是，处境相当孤立。
”C
P. 安德森以上所谓的列斐伏尔晚年“命运孤独”的评价却在列斐伏尔身
后有所改变。最突出表现在英语世界。因为列斐伏尔的名声在欧陆走红之时，
他的人气指数在英国与北美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被看好。所以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列斐伏尔著作的英译本也不过十种左右，远远低于欧陆甚至南美或日
本的水平；但当他于 1991 年去世之后，其主要著作却渐被英语世界译出，又
重获西方思想界的瞩目，诚可谓“起死回生”或“死而复生”
。首先值得专门

A Cf.Stefan Kipfer，Christian Schmid，Kanishka Goonewardena，and Richard Milgrom,”Globalizing Lefebvre?”
，in Space,Difference,Everyday Life:Reading Henri
Lefebvre ,Edited by Kanishka Goonewardena,Stefan Kipfer,Richard Milgrom,Christian
Schmid Routledge, New York and London,2008,pp.285-305.
B 佩里·安德森：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
，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0 页。
C 佩里·安德森：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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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的是，列斐伏尔的最重要著作《空间的生产》以及《日常生活批判》A 第
1 卷英译本均在 1991 年首次刊出。第 2 卷的英译本亦于 2002 年出版，第 3 卷
英译本则于 2003 年问世 B 。之前《日常生活批判》三大卷已经有德语与日语译
本。随着《日常生活批判》三大卷的英译本的出齐，国际学界在一定程度上掀
起了一次研究列斐伏尔的高潮 C ，以至于有人说，现在该是“与列斐伏尔达成
协议”D （coming to terms with Lefebvre）之时了。
撇开列斐伏尔思想的真正重要性与原创性等因素不谈，在英语世界，对
列斐伏尔的生平著作思想的译介与研究，相对于其他当代法国思想大师，如萨
特、福柯、德里达、德勒兹、阿尔都塞、鲍德里亚、莱维纳斯以及布朗肖等人
的研究来说，都来得要慢，出的成果也比较少。20 世纪 60—70 年代以来的一
些相关英语研究著作对列斐伏尔思想大都是一笔带过。主要有乔治·李希特海
姆的《现代法国马克思主义》E ；罗纳德·蒂尔斯基《现代法国马克思主义》F ；
（R. Gombin，The Origins of Modern Leftism，
R. 戈宾的《现代左派的起源》
；E. 库兹威尔的《结构主义时代》G ；亚瑟·赫
Harmondsworth: Penguim，1975）

A Cf.Henri Lefebvre, 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TomI: Introduction , Paris:Grasset,
2nd edn,Paris: L’Arche,1947/1958; 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 TomII: Fondement
d’une sociologie de la quotidiennete . Paris: L’Arche,1962; 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TomIII: De La modernite au modernisme (Pour une metaphilosophie du quotidian). Paris:
L’Arche,1981.
B Cf.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Vol.I , Introduction, Translated by John
Moore,Preface by Michel Trebtish,Verso,London, New York, 1991;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Vol.II: Fondation of a Sociology of Everyday Life , Translated by John Moore,Preface by Michel Trebtish,Verso, London, New York, 2002;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Vol.III: From Modernity to Modernism (Towards a
，Translated by Gregory Elliott, with a Preface by Michel
Metaphilosophy of Daily Life ）
Trebitsch,Verso, London,New York, 2003.
C 关于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思想研究最新成果，可集中参看 Space,Difference,
Everyday Life:Reading Henri Lefebvre ,Edited by Kanishka Goonewardena,Stefan
Kipfer,Richard Milgrom,Christian Schmid Routledge,New York and London,2008。
D Henri Lefebvre: Key Writings , Edited by Stuart Elden, Elizabeth Lebas, and Eleonore Kofman, New York: Continuum,2003,p.xi.
E George Lichtheim, Marxism in Modern Fr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6.
F Ronald Tiersky, Marxism in Modern France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
G E.Kurzweil, The Age of Structurelism:Levi-Strauss to Foucault,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并参看该书中译本：伊迪丝·库兹韦尔：
《结构主义时代——从莱
维—斯特劳斯到福柯》
，尹大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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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的《法国左派的历史概览：从萨特到高兹》A ；麦考·凯利的《现代法国马克
思主义》B ；马丁·杰伊的《马克思主义与总体性》C 等。20 世纪 70 年代英语
学术界写得最好的一部法国马克思主义史研究著作，也是研究列斐伏尔最为深
入系统的著作，是马克·波斯特所著的《战后法国生存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
萨特到阿尔都塞》D 。但让人感到不满足的是，即使波斯特在该书中把列斐伏尔
视为法国马克思主义史的核心人物来看待，也只是让他充当萨特的陪衬而已。
波斯特认为，法国的生存主义马克思主义经过了“生存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
立”
、
“生存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走向生存主义”三阶段。其
中，萨特是从生存主义向马克思主义靠拢的代表，而“争鸣集团”
，特别是列
斐伏尔则是从马克思主义走向生存主义的代表。也就是说，列斐伏尔和萨特一
样是生存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将 E 。
与英语世界相比，法国作为列斐伏尔的祖国与思想本土，其思想影响与
研究，主要集中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长时间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来
接受。70 年代之后由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以及随后的
后现代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挑战，列斐伏尔已经从昔日的“广为人知”
，变成
了当下的“罕为人知”了。目前，在法国本土，研究与出版列斐伏尔著作思想
的最主要学者是赫斯（R.Hess）
、皮·卢罗（Pierre Lourau）
、特雷比希（Michel
。他们三人当中要数特雷比希的研究水平最高，他是巴黎国家社会
Trebitsch）
研究中心教授。只不过，他没有出版过研究列斐伏尔的专著，而只发表过一
些分量很重的优质论文，主要围绕列斐伏尔青年时代的“哲学家小组”
（the
Philophies）时期展开研究，特别是为其《日常生活批判》三部曲所作的英译
本序言，详细地介绍了这部名著的思想背景、基本内容与发展过程、历史地位

A Hirsh,A., The French Left:A History and Overview, Montreal:Black Rose Books, 1982.
B Michael Kelly，Modern French Marxism ，Oxford:Basil Blackwell, 1982.
C M.Jay, Marxism and Totality:Adventures of a Conception, Berkel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D M.Poster, Existential Marxism in Postwar Frence: From Satre to Althuss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并参看该书中译本马克·波斯特：
《战后法国的生存主义马
克思主义：从萨特到阿尔都塞》
，陈硕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E 转引自 M.Poster, Existential Marxism in Postwar Frence: From Satre to Althusser,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中译本参看马克·波斯特：
《战后法国的生
存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萨特到阿尔都塞》
，陈硕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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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影响 A 。法国最优秀的列斐伏尔生平思想研究者是雷密·赫斯。他写的《列
斐伏尔的百年传奇生涯》B 以及《列裴伏尔与可能的思想》C ，都是必读的参考
书。除此之外，赫斯还专门为《空间的生产》
、
《空间与政治》以及《从乡村到
都市》等多部著作的重版写下了质量很高的长篇序言。而卢罗则是列斐伏尔在
巴黎十大即楠泰尔的同事，他们经常交流思想；并为列斐伏尔的《比利牛斯山》
一书再版写过序言“昂利·列斐伏尔的空间”D 。
在德国语境中，列斐伏尔著作与思想的研究状况比较特殊。其思想影响、
命运似乎正好与英语世界相反。一个明显趋势是在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列斐伏
尔思想地位非常突出，出版了大量的研究著作。德国学者克劳斯·罗尼伯格
（Klaus Ronneberger）作了比较详细地梳理 E 。如上所述，如果说，在法国语境
中列斐伏尔主要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被接受的，但已经被明显地遗忘了；
而在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里列斐伏尔主要作为一个后现代的地理学家与
空间哲学家而被接受 F ；那么，正如罗尼伯格的这篇文章所说，在联邦德国，
列斐伏尔主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批判与人道主义哲学家被接受。随
着德国统一、冷战结束、自由主义全球化一统世界，列斐伏尔如同阿尔都塞一
A 关于特雷比希（Michel Trebitsch）在研究列斐伏尔思想方面的贡献，可参看布克哈
特所著《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列斐伏尔与“哲学家小组”
》一书
（Bud Burkhard, French Marxism between the Wars: Henri Lefebvre and the “Philophies” ，
Humanity Books, 2000）以及特雷比希专门为《日常生活批判》三部曲英译本所写的
序言（Cf.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The One-Volume Edition , Preface by
Michel Trebtish, Verso,London, New York,2014, pp.5-24,pp.277-293,pp.655-675）
。
B R.Hess, Henri Lefebvre et l’aventure du siecle, Paris:Editions A.M.Metailie,1988.
C R.Hess, Henni Lefebvre et la ponsee du possible:Théorie des momentset construction de la
personne , Paris:Economica -Anthroposopos,2009.
D Pierre Lourau，
“L’espace Henri Lefebvre”
，in Henri Lefebvre,Pyrénées, Pau,Cairn,2e
ed,2000［1965］
，pp.9-13 ；关于列斐伏尔的著作及其身后的思想命运在法国语境中的
演变情况，可参看斯图亚特 . 埃尔登（Stuart Elden）：
《列斐伏尔生命的延续》
，陈元
等译，载莱姆克等著：
《马克思与福柯》
，陈元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191—220 页。
E 参看 Klaus Ronneberger,
“Henri Lefebvre and Urban Everyday Life:in Search of the
Possible”
，in Space,Difference,Everyday Life Reading Henri Lefevcre , Edited by Kanishka Goonewardens, Stefan Kipfer, Richard Milgron, Christian Schmid,Rouledge,New
York,2008, pp.134-146。
F 参看 Eleonore Kofman and Elizabeth Lebas,
“Lost in Trsnsposition-time,space and the
City”
，in Henri Lefebvre,Writings on Cities , Selected,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Eleonore Kofman and Elizabeth Lebas,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6, pp.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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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被人迅速地忘记，而福柯的影响却如日中天。
这位德国学者指出，列斐伏尔在德国的影响是短暂的，但却集中于关于
现代都市社会的日常生活批判上来。列斐伏尔的著作在德国被翻译是一件被严
重拖延的事情。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第 1 卷即“导言”及第二版“序言”一
书以及《日常生活批判》第 2 卷虽然已经在 1958 年及 1962 年出版了，但直
到 1974 年、1975 年才译成德语出版。1987 年合在一起重新出版。而列斐伏尔
早期代表作《辩证唯物主义》一书德译本则于 1966 年出版。除此之外，列斐
伏尔的《都市革命》
（1970）
、
《马克思的社会学》
（1966）
、
《现代世界中的日常
生活》
（1968）这些名著则先后于 1972、1977 年译成德语出版。而《语言与社
会》
（1966）
、
《资本主义幸存》
（1973）
、
《元哲学》
（1965）以及《马克思的城
市思想》
（1972）
、
《现代性导论十二个序曲》
（1962）
，则分别于 1973、1974、
1975、1978 年被译成德语出版 A 。
罗尼伯格还介绍了列斐伏尔在德国的研究著作出版情况 B ，主要集中在日
常生活批判。其中代表性成果有：库特·麦耶尔：
《列斐伏尔：一位浪漫的革
《什么是革命的
命者》C ；霍斯特·阿伦茨、乔基姆·比肖夫、乌尔斯·耶基：
《被压抑的日常生活：列斐伏尔对日常
马克思主义？
》D ；托马斯·克莱斯宾：
《日常意识的形式》F ；魏纳·杜特：
《日
生活的批判》E ；托马斯·赖特豪斯：
《日常生活中的主体性：社会
常世界之策划：城市形象批判》G ；罗塔·哈克：
《城市的本质》I ；赖纳·挪克博：
《日常
关联结构的建构》H ；海德·贝恩特：

A 参见 Klaus Ronneberger，
“Henri Lefebvre and Urban Everyday Life: in Search of the
Possible”
，in Space, Difference, Everyday Life Reading Henri Lefevcre ,pp.143-144。
B 以下书目介绍引自 Klaus Ronneberger,
“Henri Lefebvre and Urban Everyday Life: In
Search of the Possible”
，
in Space,Difference, Everyday Life Reading Henri Lefevcre , p.145。
C Kurt Meyer, Henri Lefebvre:Ein romantischer Revolutionar ,Vienna:Europa Verlag,1973.
D Horst Arenz,Joachim Bischoff,and Urs Jaeggi,Was ist revolutionarer Marxisums?
Berlin:VAS-Verlag,1973.
E Thomas Kleinspehn, Der verdrangte Alltag:Henri Lefebvres Marxistiche Kritik des Alltagslebens ，Giesseb: Focus Verlag,1975.
F Thomas Leithauser, Formen des Alltagsbewusstsein s,Frankfurt:Campus,1976.
G Weiner Durth, Die Inszenierung der Alltagswelt Zur Kritik der Stadtgestaltung , Braunschweig: Vieweg-Verlag,1977.
H Lothar Hack, Subjektivitat im Alltagsleben:Zur Konstitution sozialer Relevanzstrukturen ,
Frankfurt am Main:Campus,1977.
I Heide Berndt, Die Natur der Stad t Frankfurt am Main:Campus,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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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对一种政治历史和辩证范畴的批判》A ；霍斯特·缪勒：
《实践与希望：
从马克思到布洛赫和列斐伏尔的哲学与社会科学实践研究》B ；贝恩特·德
维、威尔弗雷德·费希霍夫、海茵茨·孙克：
《当今日常生活批判的视角》
（列
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的跋） C 。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德语界研究列斐伏尔的著述明显减少，而且从日常
生活批判主题转移到城市与空间哲学等专题研究上。目前，在德语世界，甚至
在整个世界学术界，研究列斐伏尔空间哲学思想的扛鼎之作，当首推克里斯
蒂安·施米德的博士论文《城市、空间与社会：亨利·列斐伏尔与空间生产理
论》
（2005）一书 D ，该书强烈地批判了英语世界把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主
题简单化、片面化，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化的解释倾向，而认为《空间的生产》
是德国辩证法哲学、法国现象学与英法的城市社会、人文地理学成果之集大成
者。新近的其他的德语研究著作还有霍斯特·缪勒《实践与希望：关于哲学与
科学社会实践的研究——从马克思到布洛赫与列斐伏尔》E ，乌利希·缪勒—舒
《冲
尔
《系统与剩余：亨利·列斐伏尔的关键理论透视》
（1999）F ，哈约·施米德
突的社会哲学：论列斐伏尔与巴塔耶的国家与主体理论研究》
（1990） G 。
总之，正像前文所提及的巴黎国家社会研究中心教授米歇尔·特里比希，
这位列斐伏尔思想研究的法国权威所说：列斐伏尔因为写出关于现代日常生活
批判的鸿篇巨制，而与卢卡奇、本雅明、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德语思想家，

A Rainer Neugebauer, Alltagsleben:Zur Kritik einer politisch-historischen und dialektischen
Kategorie , Frankfurt am Main:Haag und Herchen,1978.
B Horst Muller, Praxis und Hoffnung:Studien Zur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 gesellschaftlicher Praxis von Marx bis Bloch und Lefebvre, Bochum:Germinal Verlag,1986.
C Bernd Dewe,Wilfried Ferchhoff,and Heinz Sunker,afterword,“Perspektiven einer Kritik
des Alltagslebens heute”
，in Henri Lefebvre, Kritik des Alltadlebens , Frankfurt am Main:
Surkamp Verlag,1987.
D Christian Schmid, Stadt,Raum und Gesellschaft ：Henri Lefebvre und die Theorie der
Produktion des Raumes , Franz Steiner Verlad, 2005.
E Horst Muller, Praxis und Hoffnung:Studien zur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 gesellschaftlicher Praxis von Marx bis Bloch und Lefebvre ,Bochum,Germany:Germinal Verlag,
1986.
F Ulrich Muller-Scholl, Das System und der Rest:Kritische Theorie in der Perspektive Henri
Lefebvre , Mossingen-Talheim, Germany:Talheimer.
G Hajo Schmidt, Sozialphilosophie des Krieges:Staats und subjekttheoretische Untersuchungen zu Henri Lefebvre und Georges Bataille , Essen,Germany,Klartext-Ver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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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袂进入 20 世纪社会批判理论大师行列，但英语学术界迄今为止对列斐伏尔
的误解与偏见仍然甚多，所以他的著作与思想总体上只能面临着虽
“广为人知”
却“罕为人解”
（though well known，and is little appreciated）的命运 A 。当然，
情况很快就有所改变，这主要表现在列斐伏尔思想命运与研究重点在他逝世之
后的“峰回路转”
“时来运转”
、
。换句话说，从“罕为人知”
“门可罗雀”到“渐
、
被人解”
、
“遍地开花”
。

二、列斐伏尔的“空间研究转向”
在西方学界，由于列斐伏尔一生思想非常活跃而且主题多变，所以对其
评价与研究也不断变化。20 世纪 50 年代，他是法国正统马克思主义代表与
法共的理论权威；20 世纪 60—70 年代，他是“生存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象
征，重点转向了他的消费社会的“日常生活批判”这个核心问题，而与法兰克
福学派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相提并论；20 世纪 80 年代列斐伏尔虽然文思
不衰、作品不断，但在欧陆声誉日衰。正如特里比希所说：20 世纪 80 年代列
斐伏尔在法国的影响降至冰点，彼时拉康、阿尔都塞、罗兰·巴特所代表的结
构主义风云际会、盛行一时。相反，得益于詹姆逊、哈维、索亚这些英美学者
的热情推荐、宣传与介绍，列斐伏尔在北美地区渐被人知，墙里开花总是墙外
香。1991 年列斐伏尔逝世那年，他的《空间的生产》
（1974）一书的英译本的
出版则是一个转折点 B ，很快在英语世界引起了社会理论的“后现代地理学转
“美
、
向”或“空间化转向”
，即“列斐伏尔转向”C 。这种“法国本土生产理论”
国成功翻译包装外销”
“非西方世界广泛接受与消费”的“法国理论旅行”现象，
、

A Cf.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 Vol.I, 1991, preface by Michel Trebitsch, p.ix.
B Henri Lefebvre, La production de l’ espace（4th edition）
，Ed.Anthropos,2000;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lackwell Ltd.,1991.
C 据不完全统计，在列斐伏尔去世之后，英语世界翻译编辑出版的主要著作有 15 本以
上之多，除了前面列举的《日常生活批判》三卷本以及《空间的生产》之外，列氏
的英译本著作还有：
《现代性导论十二讲》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Twelve Preludes ，
Translated by John Moore，Verso，London and New York，1995）；
《城市论》
（Writings
on Cities ，selected，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Eleonore Kofman and Elizabeth Leba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6）；
《都市革命》
（The Urban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Robert Bononno; foreword by Neil Smith.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列斐伏尔著作精萃》
（Henri Lefebvre: key writings ，edited by Stuart Elde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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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学术舞台上演了多次。这其中包括福柯、德里达、德勒兹、拉康、列斐
伏尔等法国思想巨擘的理论生产与流通消费过程，从而促发了法国本土对列斐
伏尔的重新重视与重新邀请。也就是说列斐伏尔理论之北美旅行，使其得以重
新进入法国思想的先贤祠：
“一个典型的‘法国理论’现象是，法国模仿英美
世界的‘空间化转向’
，出现了一幕把列斐伏尔主义重新进口回法国和再本土化
（reacclimatization）的景象”A 。
自《空间的生产》出版以来，在西方，特别是英语学术界，先后出现过
三个研究阅读列斐伏尔的高峰期 B ：第一次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由哈维发起
的城市政治经济学批判模式或资本弹性积累与时空压缩理论；第二次是作为洛
杉矶学派成员爱德华·索亚，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引导了一场后现代地理学研
究运动，使列斐伏尔思想逾出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边界，迈向了空间地理、
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而 21 世纪以来的第三次阅读，对列斐伏尔的研究
则表现出更为全面，更接地方、地理之“地气”的经验化与多样化趋势，涉及
全球化、城市化、国家空间、身体—节奏、建筑学，乃至于生态运动、女性主

Elizabeth Lebas，and Eleonore Kofman, New York: Continuum,2003）；
《节奏分析：空
间、时间与日常生活》
（Rhythmanalysis: Space, Time, and Everyuday Life; translated by
Stuart Elden and Gerald Moor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tuart Elden.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2004）；
《列斐伏尔的国家、城市与世界论文选集》
（State,Space,World Selected Essays , Edited by Neil Brenner and Stuart Elden,Translated by Gerald Moore, Neil
Brenner,and Stuart Elde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Minneapolis.London,2009）；
《日
常生活批判》
（一卷集）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The One-Volume Edition, Translated by John Moore and Gregory Elliott, Preface by Michel Trebtish, Verso,London, New
York,2014）；
《刍议快乐的建筑》
（Toward An Architecture of Enjoyment , Edited by Lukasz Stanek,Translated by Robert Bononno，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Minneapolis.
London,2014）；
《元哲学》
（Metaphilosoph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Stuart Elden, David Fernbach,Verso,2016）等。
A 参见“Parcours et positions”
，Annales de la recherché urbaine , no.64, September 1994.
Cite in Michel Trebitsch:
“Preface:Presenatation:Twenty Years After”
，from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Vol.III, 2005, p.xxv.
B Cf.Space,Difference,Everyday Life Reading Henri Lefevcre , pp.12-16, Edited by Kanishka Goonewardens, Stefan Kipfer, Richard Milgron, Christian Schmid, Rouledge, New
York,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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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等方面的问题 A 。
大体上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研究倾向与模式：
第一，运用与发展列斐伏尔理论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积累、空间化生产与
发展问题的“经典著作系列”
。这方面的权威与代表有 D. 哈维（D.Harvey）的
弹性资本积累论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B ；受列斐伏尔与哈维、卡斯特尔 C 等经

A 在这其中，有关列斐伏尔全球化思想研究最重要的近作是由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与斯图亚特·埃尔登（Stuart Elden）为列斐伏尔的国家、空间与世界理
论著作英译版选集联合撰写的长篇导言《国家、空间、世界：列斐伏尔与资本主义
的幸存》
（Cf.Henri Lefebvre, State,Space,World Selected Essays , Edited by Neil Brenner
and Stuart Elden,Translated by Gerald Moore, Neil Brenner,and Stuart Elde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Minneapolis.London, 2009，pp.1-48）而有关列斐伏尔的城市理论、
节奏理论问题的研究情况，考夫曼与列巴斯作了最好的概括，他们为列斐伏尔主要
城市研究著作英译单行本所了一个长篇序言《迷失于换位之中：时间、空间与城市》
（
“Lost in Transposition-Time,Space and the City”
，in Henri Lefebvre,Writings on Cities ,
selected,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Eleonore Kofman and Elizabeth Lebas,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6, pp.3-62）；以及埃尔登为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一书英译本所
写的序言中（Henry Lefebvre, Rhythmanalysis: space, time, and everyuday life ; translated
by Stuart Elden and Gerald Moor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tuart Elden.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2004）；深入研究列氏的节奏地理学的著作则是一部集体编写的论文
集《节奏地理学：自然，地方，流动性与身体》
（Geographies of Rhythm:Nature, Place,
Mobilities and Bodies , Editied by Tim, Edensor,Ashgate Publishing Ltd., UK,2010）；而
对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城市空间、节奏与身体理论的系统研究著作则是由
Kanishka Goonewardena,Stefan Kipfer,Richard Milgrom, Christian Schmid 等集体主编的
《空间、差异与日常生活》
（Space, Difference,Everyday Life:Reading Henri Lefebvre ,
Routledge, New York and London,2008）一书。关于列斐伏尔的空间辩证法与建筑理
论的研究的最新的、也是最重要的著作，包括上述的德语学者克里斯蒂安·施米
德《城市、空间与社会：昂利·列斐伏尔与空间生产理论》一书（Christian Schmid,
Stadt,Raum und Gesellschaft ：Henri Lefebvre und die Theorie der Produktion des Rau《亨利·列
mes , Franz Steiner Verlad，2005）以及荷兰裔的英国学者斯坦尼克所著：
斐伏尔论空间：建筑、城市研究与理论的生产》
（Lukasz Stanek, Henri Lefebvre on
Space:Architecture, Urban Research,and the Production of Theor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London, 2011）等著作。
B D.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Verso，London.New York，1982/2006;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 Blackwell Publisher,1990（
《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
，闫嘉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Spaces of Hope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希望的空间》
，胡大平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新
帝国主义》
，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
C Mannel Castells，The Urban Questions: A Marxist Approach , A.Scheridane Trans, MIT
Press, London: Arnold（Publishers）Ltd.,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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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空间批判理论影响，随后出现了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关于现代社
会时空构成化理论 A 、戈特迪纳（M.Gottdiener）关于资本主义城市的社会空间
生产理论 B ；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的不平衡发展的空间生产理论 C 。依
循以上经典理论传统，纽约大学地理学教授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
，这
位 60 年代末出生的后起之秀，则以左派地理学与政治学为本营提出了新国家
空间与资本主义再区域化发展理论 D 。
第二，
“都市马克思主义系列”
。包括托尼·朱迪：
《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左
《马克思
派：法国 1830—1981 年劳动与政治问题研究》E ；艾拉·卡茨纳尔逊：
《都市马克思主义》G ；尼尔·史密斯为列
主义和城市》F ；安迪·麦瑞费尔德：
斐伏尔《都市革命》一书英译本所写的译序 H 。
这几部著作都是通过研究欧洲城市社会运动背景，反思马克思主义城市
理论形成过程，突出从恩格斯、本雅明到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尔在推动马
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形成过程中的经典地位与作用。正如尼尔·史密斯所说，尽
管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在后来的影响确实没有卡斯特尔与哈维的成

A Anthony Giddens,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London and Basingstoke,1981（中译本参看吉登斯：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
，
郭忠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年版）.
B M.Gottdiener,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ustin,1985（中译本参看马克·戈特迪纳：
《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
（第二版）
，任晖译，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
C Neil Smith, Uneven Development: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Athens and London,1984/2008.
D 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
《全球化与再地域化：欧盟城市管治的尺度重组》
，载
《城市研究》1999 年第 3 期；New State Spaces: Urban Governance and the Rescaling of
Statehoo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New York,2009 ；State/Space A Reader, Edited by Neil Brenner, Bob Jessop, Martin Jones, and Gordon MacLeo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E Tony Judt, Marxism and the French Left: studies in labour and politics in Frence,1830 1981 ,Oxford:Clarendon Pres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F Ira Katznelson，Marxism and the City , Clarendon Press,Oxford,1993（中译本参看艾
拉· 卡 茨 纳 尔 逊：
《马克思主义与城市》
， 王 爱 松 译， 江 苏 凤 凰 教 育 出 版 社 2013
年版）.
G Andy Merrifield, Metromarxism, A Marxist Tale of the C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H Henri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Robert Bononno ，Foreword by Neil
Smith,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pp.vii-x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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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与巨大。但这并不等于说列斐伏尔思想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反倒显示出更
深层的与更具有预言的意义：今天的世界确实已经进入到列斐伏尔四十多年前
已经预见到的都市化、全球化时代，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工业资本主义解释能力
与资本积累新变化理论显然不可能比列斐伏尔的理论更具有说服力。今天人类
最缺少未来乐观主义，而列斐伏尔却乐观地断言未来的人类将进入到一个都市
革命时代，每个人都具有进入城市的权利。
第三，
“后现代社会与文化研究系列”
。这方面包括 G. 马库斯的《口红
印》A ，克里斯汀·罗斯的《社会空间的涌现：兰波与巴黎公社》以及《飙车、
洁身——去殖民化与法国文化的重组》B 。罗斯的著作成功地运用了列斐伏尔
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研究法国大众文化现象；爱德华·索亚的《后现代地理
《第三空间》D 。索亚通过运用列斐伏尔
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C 及
空间辩证法理论深入研究洛杉矶城市群，而将其成功地解释为后现代地理学
家；作为列斐伏尔在美国的重要弟子及其学说的最卖力的推销者，爱德华·索
《地
亚认为列斐伏尔思想中存在着后现代主义的基因或
“血统”E 。
D. 戈利高里的
理学的想象》F ；B. 戈朗隆的《列斐伏尔的空间本体论化转型》G ；这些著作同
样把列斐伏尔思想定位于通向后现代地理学想象的道路上。而道格拉斯·凯
尔纳与斯蒂文·贝斯特则把列斐伏尔的影响推及至整个后现代理论视野中。
他们在题为《后现代转向》一书中把 20 世纪 50—60 年代法国出现的“情境
主义国际”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及其代表居依·德博（A.Guy Debord）

A G.Marcus, Lipstick Traces , Cambridge,Mass: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B Kristin Ross,The Emergence of Social Space: Rimbaud and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1988; Fast Cars, Clean Bodies: Decolonization and the Reordering of French
Culture, MIT Press, 1996.
C E.Soja, Postmodern Geographies,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Verso,1989 ；并参看爱德华·索亚：
《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
的空间》
，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
D E.Soja, Third Space, Oxford:Basil Blackwell, 1996 ；并参看爱德华·索亚：
《第三空
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
，陆扬、刘佳林、朱志荣、路瑜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年版。
E 引自 E.Soja, Postmodern Geographies,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Thirdspace,Journey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 -and -Imagined Places 。
F D. Gregory,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Basil Blackwell,Oxford,1994.
G B. Gronlund, Lefebvre’s Ont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of Space, Stockholm:Nordplan，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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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列斐伏尔视为从马克思走向鲍德里亚（J.Baudrillard）
、马克思主义走向后
现代主义之“重要环节”A 。已如前述，杜克大学的左派文论大师詹姆逊是列
斐伏尔思想著述在北美地区最重要的宣传者与提倡者之一。他在《后期资本
主义的文化逻辑》
、
《文化转向》
、
《辩证法的效价》等著作中多次谈及列斐伏
尔的重要意义，赞美列斐伏尔是“本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经典哲学家”
、后现
代文化研究中的空间理论的重要奠基人 B ，他的《空间的生产》一书彻底重构
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使其从时间中心转移到空间中心，而且也促进了后现代
性理论的创立 C 。
当然，在该问题上，也有学者如列巴斯与考夫曼 D 以及哈维 E 等人，他们
都明确反对把列斐伏尔“后现代化”
，坚持认为他是一位对后现代主义持否定
与批判态度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家或空间地理学家。
第四，
“整体与专题研究列斐伏尔思想系列”
。主要代表作有 R. 谢尔兹
的《列斐伏尔，爱与斗争：空间的辩证法》F ，该书是英语世界第一部全面系
统研究列斐伏尔思想，尤其是地理空间理论的权威著作；M.G. 伽丁纳的《日
常生活批判》G ，该书是英语世界最为系统全面深入地比较研究列斐伏尔在 20
世纪西方日常生活批判转向中重要影响与地位的著作，此书把列斐伏尔与海
德格尔、巴赫金、本雅明、巴塔耶、赫勒、居依·德博、德塞托等思想家相
提并论，并专门详细地剖析了列斐伏尔前后期日常生活批判概念的异同与变
化；B. 布克哈德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的马克思主义：亨利·列斐伏尔
和“哲学家小组”
》H ，该书是迄今为止英语世界所能见到的最系统研究超现

A Steven Best and Douglas Kellner, Postmodern Turn ，中译本参看斯蒂芬·贝斯特、道格
拉斯·科尔纳：
《后现代转向》
，陈刚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B 参看弗里德利克·詹明信：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陈清侨等译，上海三联书
店 2013 年版。
C 参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辩证法的效价》
，余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
版，第 86 页。
D 引自 Henri Lefebvre, Writings on Cities ,pp.45,51。
E 引自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
F Rob Shields, Lefebvre, Love and Struggle: Spatial Dialectics, 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 1999.
G Michael G Gardiner,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 Routledge and New York, 2000.
H Bud Burkhard, French Marxism between the Wars: Henri Lefebvre and the “Philophies”,
Humanity Book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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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主义与达达主义兴起、法国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共产党的创立、法国黑格尔
主义与生存主义的产生，特别是哲学家小组建立及其主要成员与早期列斐伏
尔通向日常生活批判之路的内在微观联系的文献；本·海默尔的《日常生活
与文化理论导论》A ；布鲁斯·鲍弗的《法语黑格尔：从超现实主义到后现代
主义》B ，该书把 20 世纪法国哲学史主线理解为伊波利特著名的黑格尔“苦
恼意识辩证法”解释模式所主导下的发展过程，在这其中从布赖东、列斐伏
尔、伊波利特、萨特到德勒兹、德里达与福柯，是一座座大师们所精心设计
建造的思想迷宫与暗道，法国的 20 世纪哲学走过了一个如何从黑格尔的总
体性辩证法与苦恼意识批判哲学走向后黑格尔的他者与差异哲学的复杂突围
过程；斯图亚特·埃尔登的《理解昂利·列斐伏尔：理论与可能》C ，该书是
迄今为止英语世界研究列斐伏尔思想（特别是其哲学与政治思想）最为有力
与深刻的扛鼎之作，指出列斐伏尔是一位以深入透视与挖掘日常生活的可能
性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家、城市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空间理论家与
政治哲学家；安迪·麦瑞费尔德的《列斐伏尔批判导论》D ，该书以列斐伏尔
自传体著作《剩余与总和》为方法论主线，历史地再现了列斐伏尔的日常生
活批判瞬间理论与都市革命政治的空间想象；约翰·罗伯特的《日常哲思：
革命实践与文化理论之命运》E 。
第五，
“运用理论方法研究现实系列”
，即运用列斐伏尔相关理论概念方
法直面当代西方与世界城市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化新现实的著作。这是新世
纪以来西方所涌现的最新倾向。这方面当首推戴维·哈维的《叛逆的城市：从
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F ，它是一部哈维运用列斐伏尔 1968 年法国“五月风暴”
时期的激进城市批判思想来研究西方 2008 年经济危机之后以占领华尔街为象
A Highmore, Ben.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 2002.
B Bruce Baugh, French Hegel:from surrealism to postmodernism , New York:Routledge,
2003.
C Stuart Elden,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vre: Theory and the Possible Continuum Intl Pub
Group, 2004.
D Andy Merrifield, Henri Lefebv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 Routledge, 2006.
E John Roberts, Philosophizing the Everyday: Revolutionary Praxis and the Fate of Cultural
Theory , Pluto Press, 2006.
F David Harvey, Rebel Cities: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 Verso,2012；
并参看戴维·哈维：
《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
，叶齐茂、倪晓晖译，商
务印书馆 201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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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城市社会运动的经典之作；除此之外，还有伯突佐的《破碎的达卡：运用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来分析日常生活》A ，从标题就可以看到这是一部运用
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研究孟加拉国城市化问题的著作；N. 弗雷泽的《列斐伏
尔与西班牙城市经验》B ；克莱曼的《列斐伏尔指导建筑师手册》C ；米德尔顿的
《列斐伏尔和教育：空间、历史与理论》D ；卢卡兹·斯坦尼克编的列斐伏尔遗
稿《刍论快乐的建筑学》E ，此书为《空间的生产》同时期著作，对于理解列斐
伏尔空间与建筑哲学很有帮助；克里斯·巴特勒的《列斐伏尔：空间政治、日
常生活与城市权力》F ，这是一部运用列斐伏尔思想研究澳大利亚城市社会与政
治法律哲学问题的著作；厄迪—勒兰戴斯编辑的《理解城市：列斐伏尔与都市
研究》G ，这是一部集体编写的运用列斐伏尔思想研究土耳其等国家城市化发展
问题的论文集。
第六，关于列斐伏尔 20 世纪 70—80 年代集中思考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
方式、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与全球化发展批判问题的研究。这集中体现在前
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由尼尔·布伦纳与斯图亚特·埃尔登（Stuart Elden）所
主编的列斐伏尔《国家、空间与世界》理论著作英译版选集中 H 。两位主编在
联合撰写的长篇英译本“导言”
《国家、空间、世界：列斐伏尔与资本主义的
幸存》中指出：虽然列斐伏尔的空间、城市社会理论已经得到广泛关注，但他
的国家理论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要知道，列斐伏尔在 20 世纪 70—
。但该部著
80 年代曾经一口气出版了厚达一千六百多页的四卷本《论国家》

A Elisa T. Bertuzzo, Fragmented Dhaka: Analysing everyday life with Henri Lefebvres Theory of Production of Space .Franz Steiner Verlag, 2009.
B Benjamin Fraser，Henri Lefebvre and the Spanish Urban Experience: Reading from the
Mobile City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 edition, 2013.
C Nathaniel Coleman，Lefebvre for Architects ,Routledge, 2014.
D Sue Middleton，Henri Lefebvre and Education: Space, history, theory , Routledge, 2013.
E Henri Lefebvre, Toward An Architecture of Enjoyment ,Edited by Lukasz Stanek,Translated
by Robert Bononno,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Minneapolis, London, 2014.
F Chris Butler, Henri Lefebvre:Spatial Politics,Everydaylife and the Right to the City , Routledge Talor & Francis Group,New York, 2012.
G Understanding the city:Henri Lefebvre and Urban Studies ,Edited by Gulcin Erdi-Lelandais,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4.
H Cf.Henri Lefebvre, State,Space,World Selected Essays ,Edited by Neil Brenner and Stuart
Elden,Translated by Gerald Moore, Neil Brenner,and Stuart Elde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Minneapolis, Lond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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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迄今为止始终没有译成英文。他们认为，列斐伏尔的国家学说虽然有其不
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即他研究的国家空间与国家生产方式是已经衰退的福
特主义或者有组织资本主义，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中找到今天可以借鉴的东西。
其中有六种“可能之道”
（possible ways）仍然值得今天的左派政治理论家与
实践活动家们学习借鉴：一是新的空间的政治，即超越单一国家范畴的多维尺
度的空间政治思维；二是作为国家生产方式重构的新自由主义；三是超越左派
的生产主义，以发展反对增长；四是作为全球化的新帝国主义：一种流动性的
地缘政治；五是激进民主与国家的批判：国家衰退与自治运动兴起；六是论一
种可能的政治，这就是一种差异的空间的政治，一种反抗资本主义同质化的全
球化空间统治的流动性游戏性世界革命 A 。
第七，列斐伏尔的“差异性的空间政治理论研究”系列。差异性空间所
针对的抽象空间现实，既是列斐伏尔心目中的仍然属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范畴
的，即有组织的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统治体制，也是传统的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
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国家主导的生产方式，所以在后福特主义或新自由主义
所主宰的全球化资本主义语境下，多少显得有些过时 B 。
列斐伏尔的这一理论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反映了西方激进左派的现实
困境：这就是如何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走向后马克思主义的激
进民主政治哲学。故他的差异性理论成为今天西方左派社会理论界最为关注的
话题。其中有学者把列斐伏尔的差异政治理论视为他对自己前期的日常生活批
判理论的一种自我否定与批判，也就是从一种总体性与剩余性辩证法，中经葛
兰西—威廉斯式的都市文化领导权理论，而走向类似于拉克劳—墨菲式的激进
左派政治理论——追求差异性权力的后现代的都市自治主义 C 。也有学者把列
斐伏尔的差异性空间政治理论过度解释为：把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批判理论与
都市社会学混为一体的“后现代地理学想象”D 。当然，还有学者把列斐伏尔的

A Cf.Neil Brenner and Stuart Elden:
“Introduction.State,Space,World:Lefebvre and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in Henri Lefebvre,State,Space,World Selected Essays , pp.1-48.
B Cf. Henri Lefebvre,State,Space,World Selected Essays , p.31.
C Cf.Stefan Kipfer,
“How Lefebvre urbanized Gramsic: Hegemony, everyday life,and difference”
，Andrew Shmuely，
“Totolity,hegemony,difference:Henri Lefebvre and Raymond
Williams”
，in Space,Difference,Everyday Life: Reading Henri Lefebvre .
D Cf. Stefan Kipfer, Christian Schmid, Kanishka Goonewardena，and Richard Milgrom，
“Globalizing Lefebvre?”
，in Space,Difference,Everyday Life:Reading Henri Lefebv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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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生产理论与差异政治理论理解为对盛行于 20 世纪的以包豪斯学派与柯布
西耶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城市设计思想的反叛与抵抗，而认为列斐伏尔所谓
的知觉空间、构思空间与表征性空间“三位一体”的差异性空间辩证法思想与
实践，充分贯彻与体现了列斐伏尔毕生所追求的目标：把都市日常生活作为艺
术品来进行规划设计的、空间实践至上的哲学与政治理想 A 。
综上所述，从著名的现代性日常生活批判家到后现代的都市社会日常生
活的空间批判理论家与节奏分析思想家，这既是列斐伏尔一生哲学思想发展主
线，也是西方学界对其思想研究重点转变的基本轨迹。我们不能简单地对这种
转折的是非得失说长论短，但有一点可以充分肯定，这种转变，即列斐伏尔思
想命运的跌宕起伏，其思想形象与定位的几度易容转换，一方面反映了左派社
会批判哲学理论在西方的艰难曲折处境，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始终关注现代社会
生活与现实历史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巨大的潜在的生命力。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A Cf. Lukasz Stanek, Henri Lefebvre on Space:Architecture,Urban Research,and the Production of Theory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Londo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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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与捍卫“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旗手
——纪念 E.M. 伍德
冯旺舟

“政治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它构建了独
具特色的理论体系，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政治马克思主义”提出了
许多新观点，并将其运用在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全球化、女性主义等问题
的分析上。
“政治马克思主义”坚持阶级分析法和经济分析法，凸显了经济背
后超经济要素的作用；它围绕着社会财产关系的转变，批判了“新斯密马克思
主义”的资本主义起源观，批判了关于资本主义过渡的人口学模式、商业化模
式、绝对主义国家模式的谬误，揭示了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以及资本帝
国主义的本质与运行规则，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的重要价值，深化了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2016 年 1 月 14 日，世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历史学家 E.M. 伍
德（Ellen Meiksins Wood ）在她渥太华的家中因癌症去世，享年 73 岁。E.M. 伍
德的逝世，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和政治学界的重大损失。
1942 年 4 月 12 日，E.M. 伍德出生于纽约市，是来自于拉脱维亚的、在
犹太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直活跃的政治难民的女儿。她于 1962 年获
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拉夫语言学学士学位，随后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攻读政治学的研究生课程，并于 1970 年获得了博士学位。从 1967 年到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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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她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约克大学格兰登学院教授政治学。她单独或和丈夫
尼尔·伍德（Neal Wood）一起发表了许多著作和文章，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
和社会主义。她的名著《阶级的退却》
（中译本名为《新社会主义》
）于 1996
年获得艾萨克德意志纪念奖。她的作品已被翻译成许多种语言，包括西班牙
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土耳其语、中文、韩文和日语。她从
1984 年到 1993 年担任英国《新左派评论》编辑。从 1997 年到 2000 年，
E.M. 伍
德、哈利·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
、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是美国
《每月评论》的合作编辑。1996 年，伍德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这是她
崇高学术地位的标志。
E.M. 伍德作为世界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她与布伦纳开创的“政治
马克思主义”学派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世界影响，
“政治马克思主义”源
自于学者们对于资本主义起源及其结构的一系列争论，最初的争论主要围绕历
史学家布伦纳的著作展开。在 E.M. 伍德一生中，她一直非常专注于历史的研
究，专注于资本主义的起源、逻辑、发展趋势等的研究，也专注于对马克思主
义的坚守和重释，同时开创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高度。
E.M. 伍德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中较为活跃的左派批评家，积极参与学术界
的讨论，同英美很多世界性的学者有着广泛的学术联系，她汲取经典马克思
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英美新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成果，从哲学、政治、
经济、文化等多种视角对资本主义和现代主义展开了深刻的批判，继承和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她在古希腊、早期现代政治思想，当代政治理论，马克思
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及其演进等方面的研究均享有盛誉。更为重要的
是，她是新左派当中为数不多的担负起社会主义政治研究的学者之一。
迄今为止，E.M. 伍德发表了大量论文和学术专著，总共有 15 部之多。
其中，个人专著有：
《心灵与政治：对自由和社会主义的个人主义内涵的研
究》
（加利福利尼亚大学出版社 1972 年版）
、
《资本主义的原始文化》
（维索
出版社 1992 年版）
、
《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剑桥大学
出版社 1995 年版）
、
《农民—公民与奴隶：雅典民主的基础》
（维索出版社
、
《资本主义的起源》
（每月评论出版社 1999 年版）
、
《阶级的退
1997 年版）
却：一种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维索出版社 1999 年版）
、
《资本主义的
起源：一个更长远的视角》
（维索出版社 2002 年版）
、
《资本的帝国》
（维索
出版社 2003 年版）
、
《从公民到贵族：从古代到中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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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史》
（维索出版社 2008 年版）
、
《自由与财产：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西
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维索出版社 2012 年版）
。与尼尔·伍德合著的有：
《阶级意识形态和古代政治理论：社会背景下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
多德》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8 年版）
、
《叛乱的号角：政治理论与资本主义的
兴起，1509—1688》
（纽约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与 J.B. 福斯特等人共同
编著的有：
《保卫历史：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每月评论出版社 1997 年
版）
、
《资本主义与信息时代：全球化信息革命时代的政治经济学》
（每月评
论出版社 1998 年版）
、
《从废墟中崛起：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
（每月
评论出版社 1998 年版）
。她以对西方政治思想的重新解释和资本主义的社会
批判著称，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因此获得了国际学
术界的认可和世界性的荣誉。作为一名左派马克思主义学者，她的学术研究
兴趣广泛，从政治学、哲学到经济学领域都有涉猎。她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
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兴起、现代帝国主义的本质、后现代主义及资本全球化的
实质等都有帮助。

一、
“政治马克思主义”
“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最先是由法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吉·布瓦在
回应布伦纳的《欧洲前工业时代的农业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一文时新造的，
是要批评布伦纳对历史的解释的唯意志论倾向，他认为布伦纳的马克思主义是
“政治马克思主义”
，将剥夺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放弃经济实体的领域，但正
如 E.M. 伍德等人指出的那样，
“政治马克思主义”坚持并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坚持了经济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
“政治马克思主义”
（Political Marxism）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流
派，在英美具有重要影响，它强调经济背后的超经济因素特别是政治共同体的
作用，主张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范式，反对非历史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分
析模式，发展了一种深刻的辩证方法，试图重申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性，在世界
历史中定义资本主义。
“政治马克思主义”以社会财产关系的转变为中心，以
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分离为基础，在批判继承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
上，构建了“转型资本主义”的批判模式，其目的就是“超越资本主义，重建
社会主义”
，最终实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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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马克思主义”发展了作为一种反对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
的辩论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模式。形式主义的批判使社会机构和阶级
冲突的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罗伯特·布伦纳和
E.M. 伍德阐述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作为再历史化和再政治化马克思主义
的工程，它将结构主义和目的论转变为作为特殊竞争的过程和生活实践的历史
特殊性。这项研究计划扩大到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包括历史、政治理论、政治
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
“政治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化时代，是在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后马克思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产生的，其直接理论
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学说，也深受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
克福学派、分析马克思主义等的影响。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美国的罗伯特·布
伦纳（Robert Brenner）
，加拿大的艾伦·梅克森斯·伍德（Ellen Meiksin s
、尼尔·伍德、乔治·科米奈尔（George Comninel）
，英国的汉斯·拉
Wood）
切尔（Hannes Lacher）
、贝诺·塔斯卡（Benno Teschke）等，布伦纳和伍德被
誉为政治马克思主义的两位主要旗手。

二、E.M. 伍德“政治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
E.M. 伍德“政治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涉及面非常广泛，主要包括马克
思主义观、资本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理论等。

（一）马克思主义观
E.M. 伍德对马克思主义充满信心，认为在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并没有
过时，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反而更加证实了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证明了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历史
唯物主义并没有过时，在所谓“历史的终结”的论断中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批判
性。伍德从理论总问题——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
涵，从总体性角度探索了人类摆脱资本束缚，超越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历
和共产主义之路。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
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恰恰是与当前流行的方式完全相反的：它研究资
本主义体系的统一性而不是后现代主义的破碎性；它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真实
性——研究资本主义被取代的可能性——而不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以及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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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当成历史的终结。
”A 她将理论和现实相结合，一方面从学理角度对关
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进行考察和总结；另一方面将其坚守的历史唯物主义作
为一种方法，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的现实。伍德希望人们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的
本质和作用，希望广大人民群众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用这个革命的
方法解释现实问题，摆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
E.M. 伍德批判了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伍德认为高兹、普
兰查斯、拉克劳和墨菲虽然理论观点各不相同，但在阶级观上具有共同性，都
主张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不占中心地位，丧失了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地
位，与社会主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阶级斗争已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是获
取政治权力的手段；历史的变革只能寄希望于学生、妇女以及新社会运动等。
他们的理论观点与后马克思主义在实质上是一致的，从话语理论出发消解历史
唯物主义的阶级理论，将阶级政治转变为话语政治。
“
‘后马克思主义’已经让
位于对后现代主义的崇拜，让位于后现代主义的偶然性、破碎性和异质性，让
位于对所有整体性、系统、结构、过程和‘宏大叙事’的敌意。
”B 后马克思主
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无法实现，认为马克
思主义的阶级政治学说已经过时，无法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身份认同和政
治认同，主张激进民主、话语政治和认同政治。但是伍德认为马克思主义并没
有过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批判性研究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和研究方法，马克
思主义坚持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反对将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当作历史普遍的
规律。
伍德认为，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
动力和阶级消亡的催化剂。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两种历史
观，一种是马克思的历史观，主张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阶级政治，揭露资本
主义的特殊历史发展规律，探寻取得共产主义胜利和人类解放的道路；另一种
是技术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等单向线性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背离了历史唯物
主义和辩证法，
“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很难将自己与传统的社会进化论和进
步论区别开来，或者很难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联的‘静态’历史观区别开来，

A 艾伦·伍德：
《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吕薇洲等译，重庆出版
社 2007 年版，第 3 页。
B 艾伦·伍德：
《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吕薇洲等译，重庆出版
社 2007 年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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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视历史为‘存在方式’的连续演替。
”A 后一种历史观的典型代表就是以阿
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强调多元决定，但是
又陷入了浅陋的决定主义中。
E.M. 伍德指出，马克思主义既不是技术决定论，也不是经济决定论和结
构决定论，而是植根于社会实践的科学理论体系。面对资本主义宣扬的所谓
“历史的终结”
，社会主义者应该更加明白资本主义不是历史的终结，马克思主
义也没有消亡，社会主义也没有终结，而是在继续发展之中。虽然西方社会
的思想多种多样，马克思主义也确实不占据主导地位，但是面对西方乃至世界
的生态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马克思主义正越来越显示出其巨大的影响
力。马克思主义不能陷入资本主义所谓的民主政治和话语政治中，应该要坚持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为全人类的解放服务。历史
唯物主义不但是了解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最好基础，而且是我们探求一个更好
的社会的最佳指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但由于后
马克思主义和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进行了曲解，导致马克思主义走向
了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出现的一股激进政治思潮，强
调差异性、偶然性和异质性，主张话语政治和认同政治，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
运用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分析哲学等“后学”来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思
潮，它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本质主义和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学说
已经过时，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
会的发展变化，
“他们引用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拒绝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
用话语理论的分析方法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分析方法，用话语建构理论
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论证传统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已经过时。
”B 后马
克思主义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结构，拒斥了“宏大叙事”的
暴力革命，完全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以及原则和方法。伍德指出，
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有两种历史理论，一种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上的
历史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另一种是建立在曲解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非历史
的、形而上学的历史理论，包括技术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和结构决定论的历史

A 艾伦·伍德：
《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吕薇洲等译，重庆出版
社 2007 年版，第 5 页。
B 付文忠：
《新社会主义运动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后马克思主义研究》
，山东大学出
版社 2009 年版，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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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E.M. 伍德认为，由于长期忽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和发展，导致历史
唯物主义得了贫血症，存在很多理论盲点。此外，当前左派强调“后现代”碎
片、
“话语”
和
“认同政治”
等，这与右派否定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图谋相一致。
要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迎击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挑战，必须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
批判路径和精神。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
基本概念、历史领域、政治领域三个维度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重建，澄明了
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精神，恢复并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二）资本主义理论
E.M. 伍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性分析，
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和局限性，她的资本主义观包括以下六个部分。
1. 资本主义的起源理论
E.M. 伍德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英格兰的农业，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决定因
素是财产关系，指出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两种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
模式：分工模式与生产模式，凸显了社会财产关系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
中的作用。伍德批判了资本主义起源的人口说、绝对主义国家说，否定了资本
主义起源的“商业化”解释，认为这种解释是一个循环论证，资本主义起源于
农业，是因英格兰领主将经济契约强加给租地农而形成的。
“资本主义的起源
及其促进积累与收益最大化的独特驱动力并非诞生在城市，而是在乡村，而且
资本主义是诞生在一个非常独特之地，相对于漫长的人类历史而言它也出现得
比较迟。它并非以物易物和相互交易的简单扩展或延伸，而是人类最基本社会
关系和生产实践的完全转型，是人与自然由来已久的互动模式的断裂。
”A 资本
主义产生于英格兰证明了其独特性，而且封建制度在西欧有多种形态，产生了
不同结果，资本主义只是其中之一。没有英格兰资本主义就不会有任何形式的
资本主义体系，后来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都屈服于国际化的资本主义体系，有
建立在新的所有制关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的推动力，才有资本主义的产业化。
由于竞争性的压力，在利润最大化和资本积累扩大化的逻辑操控下，资本主义
从其产生起就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趋势。正是由于市场强制，导致剥削的产

A 艾伦·伍德：
《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个更长远的视角》
，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5 年版，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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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加剧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
2. 资本帝国主义理论
E.M. 伍德认为资本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形态，是一种通过纯
经济手段来谋求世界霸权的新帝国，将资本的运行逻辑理解为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法则的扩张，
“资本帝国主义几乎完全变成了一种经济控制，在这一控制
过程中，市场法则在资本主义大国的控制下被迫履行起不再由帝国政权或殖
（1）资本帝
民者履行的职责。
”A E.M. 伍德指出了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
国主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实施全球贸易和政治经济控制的手段；
（2）资本帝国主义的目标是为实现资本的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全人类的幸福，
它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全球化；
（3）资本帝国主义是以民族国家的市场为基础
扩展而来，民族国家是其避难所和导流器，是其传播资本的不可替代的工具。
E.M. 伍德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依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分析不
同历史时期的资本主义的“帝国”形态及其本质，为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
历史辩证法提供了新的独特视角，对我们进一步分析资本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
运动奠定了重要基础。E.M. 伍德认为资本帝国主义具有三重矛盾：其一，资本
帝国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与弱化竞争对手的矛盾；其二，资本帝国主义对地理空
间界限的突破与追求社会秩序稳定的矛盾；其三，资本帝国主义追求利润最大
化与普通民众购买力持续下降之间的矛盾。这三重矛盾都是由其根本矛盾——
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造成的，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帝国主义的
矛盾越来越多，在这些矛盾的共同作用下，它必将走向终结。虽然资本帝国主
义通过经济规则实施全球霸权，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族国家对本国经济的控制
力，使民族国家呈现破碎化和离散化特点，但是民族国家及国家内部有组织的
政治斗争仍然是反资本帝国主义最关键的舞台和最有力的主体。
3. 资本主义民主观
E.M. 伍德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都没有实现，认为后马克
思主义将民主去阶级化，将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当作民主的全部，变成资产阶
级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民主同阶级斗争和物质利益有紧密的关系，与社会
主义民主有着本质区别。E.M. 伍德指出，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具有

A 艾伦·伍德：
《资本的帝国》
，王恒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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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区别，资本主义民主具有虚假性，在资本主义民主中，社会经济的不平等
和公民的平等共存。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从表面上看由当初的专制发展
到现在的普选的确是一个进步，政治权力的扩张似乎说明自治的重大收获，但
是政治权力的扩大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今天，政治权利即公民权利的确变得更
广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普遍地获得，但这些权利同时又变得不那么重要。
先进资本主义世界的公民权利跟日常生活关系甚少。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社会
生产、拥有、分配以至劳动力及资源的分配即我们今天所指的“经济”功能都
是由“超经济”的手段即政治、军事及司法的权力所统治，而行使这些权力的
不是整个社会便是某些既得利益者或阶级。但是资本主义把这些功能排除于社
会控制之外，并创造出新形式的阶级权力，而这种权力并不直接依赖政治、经
济或司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公民地位与阶级状况具有两方面含义：
“一方面，
公民权不是由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能够与形式民
主共存——另一方面，公民平等不会直接影响阶级不平等，形式民主没有从根
本上触动剥削。
”A 剥削就像资本主义的物质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是民主
权力不能触及的，不是由资本、工作单位内外直接控制，而是透过市场机制、
竞争的强制性、资本的累积以及利润的最大化操纵。今天，民主概念的社会内
容已被抽空，积极公民被消极公民所取代。现在这个概念跟阶级之间的社会或
经济权利的分配毫无关系。我们容易以消极权利来代替积极权利，充其量也不
过用个人权利来反对其他人的权利以获得某些保障。因此，资本主义民主从理
论和实践上来看都是虚假的，是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的。伍德认为在全球化时
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财产关系从根本上阻碍了民主政治进程，但也为反资本主义
的民主斗争提供了多元主体和斗争场所。
4. 资本主义的阶级观
E.M. 伍德认为一切社会的发展都取决于由水平关系和垂直关系所构成的
宏观结构的变化，这两种关系就是不同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和同一阶级内
部的“竞争关系”
。E.M. 伍德坚持马克思的阶级政治学说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深刻揭示了工人阶级成为社会变革主题的条件和特点。E.M. 伍德坚持用历史
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分析工人阶级的形成。E.M. 伍德从历史唯物主义的

A 艾伦·伍德：
《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吕薇洲等译，重庆出版
社 2007 年版，第 1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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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政治学说出发，指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
结构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工人阶级虽然面临被资本主义整合和全面异化的危
险，但作为革命主体的地位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在全球化时代更加凸显。现在
需要的是将各个民族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批判取消阶级政治的行为，
将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运动转变成政治运动，实现工人阶级的世界性联合，完
成从资本主义的仆人向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转变。工人阶级最终实现对资本主义
社会的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其阶级意识
和阶级经历的基础之上，不是由单线的经济和技术决定的，而是由包含文化和
意识形态在内的多元因素共同决定的。工人阶级的形成是随着具体历史的发展
而发展的，特别是随着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其内在结构和发展
逻辑也是变化的。社会组织、物质利益构成了工人阶级形成的必备条件，日常
生活则是工人阶级形成的关键领域。E.M. 伍德揭示了工人阶级在客观因素作
用下主观形成自身的过程，推进了我们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工人阶级形成的认
识，有利于我们重视对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培养和文化领导权的建设。
5. 资本主义危机和革命理论
E.M. 伍德认为新帝国主义通过市场机制来控制世界，无限的霸权扩张必
将带来无限战争，认为金融资本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结
果而不是原因，不应该着眼于生产领域而应该坚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过度竞
争导致危机的思想。它坚持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在资本主义体
系的中心而非边缘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坚信资本主义的前途在于被社
会主义取代，革命的主体仍然是工人阶级。指出市场驱动与单个资本家存在矛
盾，不可避免导致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是最后的阶级社会，危机的爆发为消灭
这个阶级社会提供了可能性。
6.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现代性与国家理论
E.M. 伍德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国家问题上没有作出详细全面的探讨，
不能将国家定义成阶级统治的工具和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应该将国家定
义成任何一种形式的公共权力，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具有阶级中立性，仍然
存在国家层面的剥削和专制统治，资本的全球积累和扩张更加需要民族国家。
E.M. 伍德认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既是其成功标志，又是其失败的开端。
她反对将资本主义的历史划分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个阶段，这种划分将现代
性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既掩盖了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也遮蔽了现代性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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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E.M. 伍德认为，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普遍化，民族国家可能存在，
地域的特殊性可能持续，积累、竞争、商品化和利润最大化的强制将更具普遍
化。
“今天，资本主义几乎已经普遍化了。资本主义的运行法则，资本主义的
逻辑，已经深深地渗入到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以及在空间上遍及了整个世
界。每一次人类实践，每一社会关系以及自然环境都屈服于利润最大化、资本
积累、资本不断地自我扩张的需求之下。
”A 相比以前，国家同经济或文明社会
具有重大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是否赋予国家更多的自主性却不清楚，在前资
本主义时期，国家典型地扮演着剩余劳动占有者的角色，政治和经济权力成为
导火索。这并不意味资本不需要国家，相反，资本需要民族国家作为扩张的
基地。
E.M. 伍德指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同“全球化”不一样。资本主义的全
球化是为了满足世界市场中资本流动和竞争的要求，不是自然规律作用的结
果，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结果，而是政治选择的结果。如果真的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有一个历史的转变，它不是资本主义的断裂，而是资本主义的自我成
熟，这是资本主义作为综合性制度的第一个真正的影响。作为一种制度，资本
主义不仅没有有力的对手，也没有真正的出离路径。资本主义与其内在矛盾共
存，在其内在的机制作用下，外部没有补救措施去纠正或减弱这些矛盾所导致
的破坏性的影响。帝国主义甚至被设想为资本主义最后的避乱所，但随着资本
主义权力在非资本主义地区运用于竞争和冲突，靠超经济的手段，特别是殖民
战争和领土斗争，这已经不可能。
“现在甚至绝大多数正确的机制也被经济主
导和金融帝国主义的纯粹资本主义的机制所代替。
”B
E.M. 伍德认为，从 18 世纪至今是资本主义普遍化和成熟的时期，反对将
资本主义的这段历史简单划分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个阶段。在全球化时代资
本主义具有特殊性，资本主义的竞争性积累和利润最大化的逻辑仍然没有改
变，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资本主义、启蒙运动等有着紧密的联系。

（三）社会主义理论
E.M. 伍德认为，社会主义天然是民主的，民主既是社会主义本质特点，
A Ellen Meiksins Wood,Global Capital,National States,In MarkRupert and HazelSmith,e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 , London:Routledge,2002,pp.24-25.
B Ellen Meiksins Wood,Modernity, Postmodernityor Capitalism?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p.559.
litical Economy , Vol.4,（Autum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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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E.M. 伍德强调民主具有阶级性、历史性和社会性，
认为社会主义是民主的，民主是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其本质
特征，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要以民主为根本制度，民主与社会主义是辩证统一的
关系。
E.M. 伍德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考察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认为民
主不仅是实现阶级统治的手段，也是社会主义必须达到的目标，社会主义民主
的实现建立在资本主义民主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她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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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民主是在不放弃以公民权、保护人权免受国家的侵
害等形式体现出来的自由主义的民主成果之下，要求恢复民主的原来意义，这
种恢复自然要适应现代的条件。资本主义根本无法恢复民主原有的社会内容及
积极的群众权利；没法把民主权利伸延到那些被资本主义割断的领域而不毁灭
资本主义本身。在现代世界，民主必须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词。民主与社会主义
不可分割，没有无社会主义的民主，也没有无民主的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
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建立，民主也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
实现。
E.M. 伍德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多种因素决定
的，社会主义要将现存的社会力量组织起来，特别是工人阶级、左派知识分
子、社会边缘人群等，并且要通过充分的物质准备和发达的社会生产，推动社
会主义思想渗透进社会的每个领域。这就需要依靠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力量来
完成。
“实际上社会主义的力量在于其独特的合法的对于‘非决定性’
，或者
更确切地说，对于多元性——作为代表全人类的利益而不是那些特定阶级的
利益——的认同；但由于这个认同要求以所有阶级和阶级剥削的消灭为前提，
因此社会主义计划必须首先代表某些阶级的利益，并且反对另一些阶级的利
益。
”A 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要构建一个基于普遍利益的构想，并
将劳工运动同阶级解放结合起来。
“工人阶级——通过阶级斗争这一中介——
仍然是社会主义斗争的主要手段。
”B 同时，劳工运动应该与新社会运动（和平

A 艾伦·伍德：
《新社会主义》
，尚庆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2 页。
B 艾伦·伍德：
《新社会主义》
，尚庆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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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生态运动、妇女运动等）结合起来，使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与其他被剥
削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使人类解放成为社会主义的核心目标。此外，社会主
义还应该以消灭阶级作为目标，只有最终消灭阶级才能消除剥削现象产生的重
要根源。阶级的消灭一方面意味着作为剥削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必然消灭，另一
方面意味着工人阶级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同时也就面临着消亡。正是在社会主
义运动中，工人阶级组成了基础物质利益和阶级利益的命运共同体，成为社会
主义革命的主体。
E.M. 伍德认为，社会主义既创造了新的民主结构和模式，也造就了新的
社会制度，为人类的自由解放提供了根本条件。资本主义通过政治领域与经济
领域的分离来掩盖其剥削特性，又通过超经济力量和经济力量的双重强制实现
其霸权。社会主义能实现政治与经济的统一，为消除剥削提供了重要基础。
“社
会主义本身并不能确保获得全部超经济产品。社会主义本身也不能保证完全消
除妇女压迫或种族主义的历史和文化模式。但是社会主义废除了把男人和妇
女、黑人和白人一起作为被剥削阶级成员的那些压迫形式，……首先，社会主
义将消除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仍可通过性别和种族压迫得到满足的意识形态
和经济需要。……其次，社会主义允许对那些价值被资本主义经济贬低的超经
济产品做出再评价。
”A 社会主义是代替资本主义的一条可行的道路。在摆脱剥
削、压迫，实现和平和民主等方面，社会主义的确代表了人类前进的方向，社
会主义能最大限度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能有效将人民的长期利益与短期
利益结合起来，能有效改变现行的不公正的资本主义权力结构。
“如果后者确
实如此，那么社会主义必须不仅是被当作一种抽象的道德上的善，而且是一种
具体的政治目标，它直接推动社会力量以反对资本主义利益与权力结构。
”B
E.M. 伍德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指出资本主义尽管有过战后相对的繁荣
时期，但由于其资本逻辑和内在的多种矛盾，已经到了严重衰退的时期，社会
主义者应该抓住历史机遇，揭露资本主义的非正义，引导大众走向社会主义的
道路。资本主义已经没有能力修补其破坏性影响，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为了
利润而毁灭那些依赖它的人们的时候，它变得更加恶性循环了，只有自我毁灭
了。因此，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才能改变人类的命运。
A 艾伦·伍德：
《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吕薇洲等译，重庆出版
社 2007 年版，第 279—280 页。
B 艾伦·伍德：
《新社会主义》
，尚庆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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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得不从当前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汲取的教训是，一种人道的、
‘社会
的’
、真正民主和平等的资本主义，是比社会主义还要不切实际的乌托邦。
”A
在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特别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
早期苏联衰落后，许多政治学者们抛弃批判资本主义，放弃创造社会主义的可
能性。他们反而鼓励一些积极分子去关注小的、
“现实的”社会改革，这些改
革被认为在“市场社会”中可以达到。伍德向这个策略发起挑战。按照她的观
点，一些人道主义和群体的基础，例如性别—种族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处
于重要的方面，但是其他方面的斗争，像构建和平和创建可持续发展的努力，
除非我们挑战资本主义的基础，否则很有可能失败。当承认了被
“新社会运动”
引发的关注后，E.M. 伍德坚定地认为，当阶级斗争的目标是废除阶级时，我
们不能抛弃关于社会主义工程的设想。这涉及了相关的问题，例如，有害环境
的实践、性别—种族不平等、竞争性强制和资本主义体系要求的利润最大化。
对于伍德来说，这只是社会主义理论不可以被抛弃的其中一个原因，它必须要
被重新思考，而且要扩展到面对当代问题和挑战的范围中。

三、关于伍德的“政治马克思主义”评价
虽然 E.M. 伍德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很多理论观点正在经历实践的检验，
但她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新帝国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问题的阐释有助于我
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为我们超越资本主义，建设更加发达的
社会主义提供独特的理论资源。
E.M. 伍德的“转型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拓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资
本主义批判、消费社会批判、后期资本主义批判和全球资本主义批判等四种批
判模式，有利于更好把握其思想体系。通过对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转型资本主
义”批判理论的研究，深入揭示资本主义的起源、运行规则、发展趋势，更全
面和深刻地理解资本主义。
E.M. 伍德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澄明了社会财产关
系的作用，论述了资本主义政府的管理、政党治理、市场发展、社会治理、经

A 艾伦·伍德：
《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吕薇洲等译，重庆出版
社 2007 年版，第 279—2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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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等问题，揭示了资本逻辑决定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政党的本
质、运行规则和发展趋势，这些议题共同构成了其国家治理理论，对中国国家
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
E.M. 伍德对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她在其
众多的著作和文章中详细阐明了资本主义的起源、资本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
民主等问题，她继承和发展了布伦纳的观点，指出资本主义起源于英格兰具有
偶然性，资本主义并不是普遍存在的，而是具有历史特殊性。资本主义的兴起
与英国的圈地运动相关，圈地运动使农民丧失土地，成为失业的流民。
“因此，
资本主义的兴起并非赐予人民自由，而是实际上创造出一种束缚人民的新形
式，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市场依赖’
。新兴的资本主义不但将穷人与其赖以谋
生的土地剥离，又迫使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如果他们不想饿死的话，除了出
售他们的劳动力以外别无选择。
”A 正是资本主义导致世界分裂成几个对立的阶
级，使整个社会迅速分裂，激化了社会矛盾。伍德还正确指出了政治马克思主
义的一些观点和原则。她认为政治马克思主义并不像吉·布瓦（Guy Bois）所
指出的是一种历史观念论，政治马克思主义没有脱离外部存在来定义生产，政
治马克思主义只是重视生产方式是一种社会现象。政治马克思主义承认物质和
生产关系的特殊性，但是也强调不能将基础和上层建筑看作刚性分离的两个领
域，而应该看成由社会关系组成的一个连续的结构和统一体。
E.M. 伍德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和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印证马
克思的“两个必然”论断作出了艰苦卓绝的理论探索工作，她批判了后马克思
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致力于坚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她指出，
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市场起到中心作用的经济体制。尽管市场存在已久，但是只
有现代市场才带来分工。市场并不存在朝着足以取代过去的生产方式的方向发
展的内在动力，而这只有在农民失去自己的土地之后才有可能出现。伍德还认
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生产者维持生存的必要方式，企业赚取利润并非出于贪
婪，而是要满足市场竞争的要求。
“因此，市场并非一套建立在由企业家精神
驱动的逐利运动上的机制，而是一套高度强制的机制，无论是无产者还是资本
家，都无法摆脱其控制。
”B 因此，市场是一种强制，只要生产活动是建立在市
A 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6/feb/10/ellen-meiksins-wood-obituary.
B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6/01/ellen-wood-obituary-chibber-retreat-from-classorigins-of-capitalism-mar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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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竞争之上的，劳资矛盾就绝不可能消失。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阶级
斗争就会一直存在。
E.M. 伍德指出，生产关系（在伍德的阐述中一般称为社会财产关系）是
普遍存在于人类历史中的，但是要对特定社会的社会财产关系进行分析。伍德
认为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没有揭示出存在于不同社会的社会财产关系的区
别。正是由于社会财产关系的重大差别，因此，资本主义也具有其历史特殊
性。她认为资本主义相比其他经济体系有非常不同的逻辑，强调资本主义不能
等同为市场的普遍存在。市场在许多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已经存在，但在那里没
能形成生产。
“资本主义由以下的事实区别开来：资本家和工人只能透过在市
场上的有效竞争而成功地再生产他们自己。这迫使资本主义企业不断为提升劳
动生产率而投资于技术的创新，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A
E.M. 伍德通过不断撰写著作构建了一个创新的方法，阐述了政治思想的
历史，这些著作阐述了社会经济条件，涉及范围从古代雅典到早期资本主义的
英国、绝对主义的法国，以及 20 世纪晚期和 21 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重新解
释了民主、公民、自由主义和公民社会的概念。她也激烈批判后来的马克思
主义者，特别是关于历史进程、阶级、自由民主、社会主义和市场。从 20 世
纪 90 年代开始，她的著作已经分析了启蒙、后现代主义、全球化、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她最近的著作是《从公民到奴隶》与《自由与财
产》
，标志着她关于政治思想的社会史的计划的回归。
E.M. 伍德试图运用其构建的方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她继承了马克思主
义历史学家 E.P. 汤普森和罗伯特·布伦纳的历史理论，其目的不是要构建生
产方式或他们各种结构层次的抽象的和静态的理论模型，如基础和上层建筑，
而是去理解和解释过程，包括从一个社会形态到另一个社会形态的历史变化的
过程，也包括每个社会形态的具体动态。伍德思想的主要灵感来自马克思的观
察——任何社会结构的“内在秘密”的具体形式是无报酬的剩余劳动力从直接
生产者中抽离出来。这意味着为再生产的动力与具体规则
（运用布伦纳的概念）
控制着每个特定的社会形态，社会形态以榨取剩余劳动与霸占的形式被塑造。
正如马克思明确指出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结构，以所有它的经验表

A http://socialistreview.org.uk/410/marxism-loses-passionate-champion#.Vq_SA_DXW1s.
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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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来看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它使我们能够探讨生产方式如何控制和维
持他们自己，以及生产方式如何影响政治关系和历史进程，而生产方式促使我
们专注于人类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的实践和斗争。
E.M. 伍德特别强调资本主义的两个特点：一是其独特的规律，即资本主
义遵循由社会财产关系决定的竞争的强制、无限的积累、利润的最大化和要求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规律。E.M. 伍德认为要理解资本主义的“规律”需要反思
所有的历史和转变生产力是一般的历史规律的论断。从整个历史和长期来看，
存在生产力提高的趋势，但这并不能完全彰显历史的本来面貌。二是她揭示资
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E.M. 伍德认为只有资本主义
将“经济”作为一种独特的领域，它有自身的原则，自身的权力、支配和层次
形式。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只是一种“经济”机制。相反，从马克思的资本
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要原则出发，伍德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整体的社会关系系
统，一个新的社会权力配置。
E.M. 伍德揭示的资本主义的这些特点不仅影响着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运
行机制的理解，也影响着人们对她关于帝国主义和民主认识的理解。她对于古
代和现代民主的分析都建立在她对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关系改变的研究基础
上；她认为民主必须被重新定义为一个广泛的人类活动领域，包括现在还不属
于它的领域，因为它们都受“经济”领域中的新形式的强权所支配。她指出，
我们在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中的自由更多地被市场的经济规则所限制，而不是
国家的活动；市场应该和在工作场所的支配关系一样，受制于非民主责任制。
所以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既能应对国家强权也能应对“经济”中强权的新的
民主概念。

作者：湖北工业大学副教授、中央编译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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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世界中的雅努斯”*
——追忆马尔库什
孙建茵

2007 年，因博士论文选题“马尔库什的文化批判理论研究”之需，我开
始与马尔库什先生联系。从那时起，我们的交往持续了九个年头。其间，他除
了给我提供所需资料，还将其两部著作的中文翻译出版权赠予我们，并多次耐
心地解答我翻译中的疑问。马尔库什对所有哲学领域的知识都达到通晓，他的
“魔力”在他荣休将近 20 年后依然存在。2014 年我到悉尼大学访学，有机会
亲身感受了“马尔库什的魔力”
，并见识了他家中无处不在的藏书。当时，他
不仅详尽解答了我提出的所有理论问题，还谈了很多内容，包括布达佩斯学派
每个成员与卢卡奇的渊源、科尔丘拉夏令学园的趣事，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
理解、犹太人在欧洲的命运、20 世纪的文化危机等。由于个人生活经历和秉
承的文化传统，马尔库什的哲学充满着一种分裂却胶着的特质，就像罗马神祇
雅努斯与生俱来的多副面孔，一副面向过去，一副面向未来，集各种充满张
力、彼此矛盾的元素于一身，努力在各种悖论式的关系中寻找平衡点，默默守
护着通向人类理想世界的大门。

* 本文是《哲学世界中的雅努斯——追忆著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尔库什》
（最
初发表于《学术交流》2017 年第 2 期）的修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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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3 日，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匈牙利科学院主办了一次
重要的纪念研讨会，以怀念刚刚逝世的世界著名学者、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家乔治·马尔库什（György Márkus）
。马尔库什的生前挚友、布达佩斯学派的
代表阿格妮丝·赫勒、米哈伊·瓦伊达，悉尼大学哲学系的副教授马尔库什
从教后的第一位研究生约翰·格里姆雷，波兰居里夫人大学的副教授沃尔德
玛·布雷亚以及马尔库什在布达佩斯学派时期的学生亚诺什·吉什等近 20 位
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参加了此次大会。在为期两天的座谈中，与会者围
“现代性文化的路径”B 、
“马尔库什
绕着“马尔库什思想的连续性与断裂性”A 、
的移居与学术转变”C 以及“与马尔库什的友谊”等主题，以学术论文或随笔
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这位匈牙利裔哲学家理论贡献的尊敬与高尚人格的怀念。
事实上，马尔库什的影响力不仅表现在其早期布达佩斯学派（也被称为
卢卡奇学派）时期的研究成果中，还体现在他移居澳大利亚之后所构建的现代
性文化批判理论之中。如果说，以《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让青年马尔库什在世界学术领域崭露头角，那么后期的现代性文化理论
则是马尔库什批判理论的进一步延续，使他真正在世界现代性理论中占有一席
之地。澳大利亚著名的批判理论学术刊物《论纲十一条》
（Thesis Eleven）在
2015 年就曾出版“马尔库什思想研究”的特刊专号，以表达对其理论建树和
影响力的敬意。作为马尔库什理论研究的中国学者，在与他长期的接触和交流
中，马尔库什先生让我见识到了一位长者为人的亲切和慈爱、行事的大度和谦
虚，体会到了一位学者治学的严肃和谨慎、求真的坚韧和执着。在国际学界对
马尔库什辞世的唏嘘哀叹之际，谨以此文寄托哀思。

A 阿格妮丝·赫勒（Ágnes Heller）的发言《马尔库什的两个时期：延续抑或断裂》
（Márkus két korszaka: szakadék vagy diszkontinuitás?）
。
B 瓦 伊 达（Vajda Mihály） 的 发 言《 高 雅 文 化 何 去 何 从？
》
（ Megmarad-e a magas
kultúra?）以及阿格妮丝·埃尔代伊（Ágnes Erdélyi）的发言《文化的路径》
（A
kultúra ösvényén）
。
C 格里姆雷（John Grumley）的发言《悉尼时期的乔治·马尔库什》
（The Sydney
George Markus）
（该文的中译文发表于《学术交流》2017 年第 2 期）以及布雷亚
（Waldemar Bulira）的发言《流亡的哲学家》
（The Philosopher in Exile. György Márkus
and his Criticism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该文的中译文发表于《学术交流》2017
年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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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马尔库什初识
记忆真是一种有魔力的东西。有时候它是尘封在相册里的一帧老照片，
任凭你拼命回想也无法记起它模糊的样子，无法触及的感觉恍如隔世。然而有
的时候，一隅景致甚至某种气息却会在瞬间带着它闯进你的脑子，曾经的一言
一行、一颦一笑都历历在目，鲜活得好像就发生在昨天。记忆同样还是有情绪
的，有的记忆甜蜜、羞涩，有的酸楚，还有的令人痛彻心扉。它在你的头脑中
早就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使你每次回想起来的时候，心头都会有那么一种特
殊的感觉挥之不去。对马尔库什的记忆在这个冬日的午后变得异常清晰，而每
次回想起与他交往的一幕一幕，心头总是萦绕着满满的温暖。对！温暖！即使
此时此刻，即使我们不得不与他道别，我也丝毫不想用伤感来冲淡这份温暖。
我与马尔库什相识于 2007 年的夏天。那时，我刚刚结束了马克思主义哲
学专业博士一年级的课程。作为从文学院毕业的跨专业学生，在高强度持续恶
补哲学专业基础知识的一年时间里，我当初那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踌躇满志早
已被反反复复的自我怀疑和自怨自艾所取代。因此，当同学们纷纷开始思考博
士论文选题时，我想要兼顾以往的知识背景和兴趣而寻找一位在文化领域有所
建树的哲学家作为研究对象的选择也就不难理解了。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思
考和阅读，我却迟迟没能最终确定研究内容。就在我为此劳心焦思的时候，我
的导师衣俊卿教授在一次重要的讲座上介绍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东欧新
马克思主义。当时，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还没有真正起步。重要的原因在于，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各流派、代表思想
家及其著作的资讯很少有人了解，对其理论内涵的详尽阐述无法展开，至于对
20 世纪新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行考量与评
析，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当我拿到了导师整理好的整个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谱
系的学术概况时，感到眼前打开了一扇门，豁然开朗。在这个长达几十页详细
列举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思想家及其著作的清单目录中，乔治·马尔库什
这个名字吸引了我的注意。
在学术概况的介绍中，我欣喜地发现，围绕着“范式”
、
“启蒙”
、
“艺术
与科学”等问题而展开的文化批判是马尔库什理论的重要内容，而这恰好与我
的兴趣高度契合。当然，那个时候我还远远不能理解，马尔库什的文化批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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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我当时所能想象到的内容相比要深刻、广泛、丰富和厚重得多。接下来的
两天我泡在图书馆查阅一切与马尔库什相关的资料，结果却收获甚微。在疑惑
中，导师为我详细解释了国内研究马尔库什的现状。师承卢卡奇并由他“钦
定”人选的布达佩斯学派在国际学术界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然而国内学术
界仅对阿格妮丝·赫勒（Ágnes Heller）比较熟悉，而对其他三位成员的研究
尚属空白。因此，想要研究马尔库什的文化批判理论就意味着要从零做起。我
听从了导师的建议，决定接受这个充满吸引力的挑战。然而真正的困难并不是
全英文文献的阅读而是资料的缺乏。国内可以搜集到的英文文献只有马尔库什
早期的成名作《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
、中后期的《语言与生产》
，以及他与费
伦茨·费赫尔（Ferenc Fehér）
、赫勒合写的《对需要的专政》
，而我想要研究
的马尔库什后期的文化批判理论的相关资料却完全没有。在导师的提醒下，我
辗转找到了马尔库什的电子邮箱，惴惴不安地发出了我人生中第一封写给外国
学者的信。那封信我写得很长也写了很久，写了我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初
步了解，写了我手中现有的他的三本著作，以及对他的文化批判理论的兴趣，
还写了我的博士论文因缺乏资料而迟迟没有进展的困境。我至今仍然记得在
2007 年 7 月 20 日的下午，也就是我发出邮件不到 24 小时之后我就收到了马
尔库什的回复。点开收件箱，用鼠标滚轮不断向下拖动屏幕，我还没有来得及
细读，那种温暖和感动就已经把我的心填满。马尔库什的回信也很长。他首先
礼貌地表示感谢，把我的邮件称作“像礼物一样的惊喜”
。然后他简要地概述
了他之前研究的主题并介绍了我提到的三本著作各自的写作背景。最后他告诉
我，文化批判理论是他近几十年研究的核心内容，围绕这一主题他已经发表了
一些文章，他正在撰写一个大部头的著作想要对这一理论进行系统阐释，然而
由于身体和各种原因，写作断断续续。邮件还没有阅读完，页面就提示我的邮
箱又收到了一封新的邮件。马尔库什在这封新邮件中抱歉地把自己称为“反技
术”的老派人士，因此他请在电脑操作方面比他更为精通的太太玛丽亚·马尔
库什（Maria Márkus）帮忙在这封邮件里给我发来了他在文化批判主题上相关
著述的电子版，当然也包括那部未完成著作的手稿。而其他一些他认为我一定
会需要但他又没有电子版的文献，他会尽快请人帮忙复印并通过航空快件发送
给我。他还附上了一份学生们为他整理的著作清单，以便我可以参照着告知他
还有哪些成果能对我的博士论文写作有帮助。
彼时，我并不知道，马尔库什由于在分析哲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广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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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识而深受卢卡奇欣赏，虽然从未做过卢卡奇的学生却被“钦点”为布达佩斯
学派的核心成员。我并不知道，他 31 岁时出版的代表作《马克思主义与人类
学》早就让他蜚声国际。我并不知道，他的文化批判理论在西方现代性批判中
影响重大，他曾与哈贝马斯等哲学大师直接对话。我只知道，我被那种温暖所
打动，这种温暖给了一个青年学者巨大的鼓励和莫大的动力。
从收到马尔库什邮件的那一天算起，我们之间的交往持续了 9 个年头。
其间，我们绝大多数的交流都是在邮件中完成的。正是在他为我提供的第一手
资料的基础上，我于 2010 年完成了对马尔库什现代性文化批判理论的研究，
并取得了博士学位。当马尔库什得知国家出版资金资助项目“东欧新马克思主
义译丛”打算翻译他的著作后，他慷慨地将他的两本著作的中文翻译出版权赠
予出版社，完全不收取报酬。我非常荣幸地参与了他两本著作的翻译，其一是
他的成名作《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
，另外一本是文化现代性批判方面的文集
《文化、科学、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在翻译过程中，我多次就相关的
哲学问题向他请教，他每次都耐心而认真地逐一回答，并鼓励我大胆阐释自己
的观点。他每次回信都很及时，除了最后那一次。他给我发来最后一封邮件
的时间是 2015 年 3 月 4 日。一个星期以前，我给他发了一封邮件，询问《文
化、科学、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构成》中几个希腊语的含义，以确定最终的
中文译法。然而，和往常不同，马尔库什迟迟没有回复。那段时间，我知道马
尔库什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常反复住院。对此，我也曾隐隐担心。果然，他的
回信证实了我的担忧。信是由玛丽亚代为回复的，她首先解释了那几个希腊语
的含义，然后告诉我，马尔库什对其中一个不是太有把握，她已经代为查阅了
原文。最后她告诉我，他和乔治最近一段时间都会在医院，不过她每周都会回
家处理一些事情，如果我有什么问题，她会在收到邮件的第一时间回复的。其
后，我害怕打扰到马尔库什夫妇，都是在同悉尼大学约翰·格里姆雷（John
Grumley）副教授的通信里询问他们的状况并请他带去我的问候，一直到马尔
库什去世。

二、与马尔库什初见
在与马尔库什交流的几年里，他很多次表达过对中国的好奇。然而，他
的大儿子由于早年的一次意外事故留下了终身残疾，因此从那之后，马尔库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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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几乎从不远行，而是留在家里亲自照顾受伤的儿子。不过，他却多次热
情地邀请我到悉尼一聚。终于，在学科经费的资助下，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
于 2014 年来到了悉尼大学。这次访学让我有机会亲身感受到了“马尔库什的
魔力”
。
“马尔库什的魔力”是我从格里姆雷副教授那里听到的说法。格里姆雷是
马尔库什到悉尼大学任教之后最早指导的研究生，后来成为马尔库什夫妇最亲
近的朋友之一。格里姆雷说，当时，哲学系的青年人特别愿意就某一个话题展
开争论，而且往往争得面红耳赤也难以说服对方。然而，这种争论在马尔库什
面前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大家都认同一点，那就是，你绝不可能像马尔库
什那样对所有哲学领域的知识都达到通晓。因此，尽管马尔库什是那么谦逊，
但即使仅仅是跟他进行交谈你也常常会因为自己的浅薄而无话可说，只有默默
聆听。马尔库什的这种魔力在我到悉尼大学哲学系报到的当天就深有体会。接
待我的院系行政人员是辛迪·博伊斯（Cindy B oyce）夫人。当得知我访学的
合作导师是马尔库什教授时，她原本就和气的脸庞露出了更加亲切的笑容。她
马上向同来的格里姆雷询问马尔库什的近况，并提到系里想要给马尔库什 80
岁寿辰举办一个庆祝活动，具体细节还需要进一步敲定。后来我才得知，事实
上，辛迪是在马尔库什退休之后才来到哲学系工作的，也就是说她从来没有与
马尔库什真正共事过。我想，她对马尔库什的这份敬重大概就源自马尔库什的
魔力吧，他的魔力在他荣休离开哲学系将近 20 年之后依然存在。事实上，我
在 3 月初刚刚抵达悉尼的时候就给马尔库什发了邮件。然而，我与马尔库什的
真正会面却姗姗来迟。马尔库什在回复中请我先安顿好自己的生活，到悉尼各
处转转，并约定 5 月份的时候邀请我去他的家里会面。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马
尔库什当时正在接受一次抗肿瘤的常规化学治疗，直到 4 月底才能出院。
2014 年 5 月的一个下午，舒爽的风令人心旷神怡。沿着内西区达德利路
走到头就是马尔库什的家。然而，我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半个多小时，为了不
打扰到对方，我决定在他家门前的小路上散散步。在我看来，这正是悉尼一年
中最好的时间。已经退去酷暑的炎热，深秋中的城市在依然温暖的阳光下露出
了沉静温婉的一面。午后和煦的阳光从刺槐浓密的树叶间星星点点地洒落在表
面斑驳却异常整洁的石砖小路上，更衬出了这里的历史印记。几株蓝花楹已近
花落，然而满眼的浓绿中，那几片蓝紫色还是格外醒目。小路两旁，爬满了凌
霄和蔷薇的围墙掩映着一座座独栋的小屋，眼前的景色如诗如画。我此时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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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却远没有眼前的风景这般平静，而是夹杂着欣喜、紧张和期待。然而，当马
尔库什夫妇亲切的笑脸出现在门口时，我的一切顾虑都消失了，整个下午都在
特别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度过。正是这个下午让我认识了理性、严谨的哲学家
之外那个慈爱、感性的马尔库什。
走进马尔库什的家，第一个感觉就是马尔库什夫妇生活在一个图书城里。
格里姆雷曾经说过，他和马尔库什的一个共同爱好就是收藏图书。格里姆雷说
自己有一个私人图书馆——他没有夸张。格里姆雷有两个书房，每面墙都是满
墙摆放的书架，最高那一层顶住了高高的天花板，不登梯子是根本取不到的。
然而，这还远远比不上马尔库什。在马尔库什的家里已经没有书房、卧室或者
客厅的区分了，因为书架无处不在，而且整幢房子的每一个角落也都摆放了满
满的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你在这个房子任何一个房间的任何一个位置停留
都可以随手拿到书来阅读。而且，这些书的摆放虽然大体整齐，但成色都不算
新，可以看出主人绝不仅是藏书爱好者，更是酷爱读书的人。
马尔库什夫妇亲切地招呼我，询问我来到悉尼的感受。我惊奇地发现马
尔库什低沉的嗓音极富磁性，好听极了。听到我的赞美，玛丽亚笑着说，她最
初也是被马尔库什的声音吸引才开始注意他的，听到这番话马尔库什立刻回过
身拉住了妻子的手。他们引着我先来到了小客厅，向我介绍了坐在轮椅里的久
里（Gyuri）
，他们的长子。久里穿戴得很整洁，正在看电视，他慢慢地向我转
过头，对我挥了挥手。联想起 30 年前那场严重的意外，如果没有马尔库什夫
妇的悉心照料，脑部严重受伤、生活无法自理的久里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好。马
尔库什握了握儿子久里的手，将电视遥控器放在久里可以拿到的地方，就带领
着我来到了里面的客厅。
马尔库什中等身材，天然的卷发已经全白，宽宽的额角，深灰色的眼睛，
穿着淡蓝色的衬衫、浅灰色的毛衣外套和卡其色的裤子。虽然脸色略显苍白，
但是精神矍铄，如果不知情你肯定不会相信这是一位经历过多次重大手术的病
人。这时，玛丽亚端来了她自己做的巧克力蛋糕、草莓饼和奇异果干请我品
尝，然后在马尔库什身边坐下。玛丽亚化着淡妆，优雅而美丽。从他们的脸上
你根本看不出丝毫对流亡生涯、生活变故等不公命运的不满，他们所表现出来
的全然是对生命和生活怀有敬意的从容和淡定。为了这次见面，我事前作了很
多准备，写了几十页纸的笔记，仔细思考和整理了我所能想到的谈话主题。马
尔库什当然对我提出的所有理论问题都作出了详尽的回答，然而，事实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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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谈的很多很多，那个下午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几十页纸的范围。马尔库什讲到
了布达佩斯学派每个成员与卢卡奇的渊源，讲到了科尔丘拉夏令学园的趣事，
讲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讲到了犹太人在欧洲的命运，讲到了 20 世纪
的文化危机……虽然在悉尼生活了几十年，然而乡音难改，马尔库什仍然带着
非常浓重的匈牙利口音。为使自己的表述清晰，他有意把语速放慢，然而每每
说到动情之处，他总是难以抑制地加快语速、加重语气，皱起眉头，脸上现出
异常严肃的神情。这些能够牵动马尔库什心绪的地方往往是涉及一个民族或人
类生存境况和发展前景的问题。当马尔库什讲到自己的故乡匈牙利，讲到匈牙
利那些著名的文学作品和歌曲时，他提到了他最喜欢的一首进行曲，随之他便
唱了起来。他唱得十分投入，声音不高但低沉有力，随着富有跳跃感的旋律，
他一直夹着香烟的右手时高时低地打着节拍。这首进行曲是马尔库什用匈牙利
语演唱的，虽然歌词我无法听懂，但是那一刻，我深深相信，音乐是没有国界
的，它是全世界人民共有的语言。那首进行曲经由马尔库什的演绎传达出雄
壮、激昂的气势，代表了匈牙利民族的精神，而马尔库什深情歌唱的一幕我将
终生难忘。
傍晚在愉快的谈话中匆匆来临，在和马尔库什夫妇翻阅老照片、一起回
顾了他们在匈牙利的青年时光之后，我只能不舍地道别。临别前，玛丽亚贴心
地提议应该给我和马尔库什拍几张合影。可能是太过兴奋和激动，当我所有感
兴趣的疑问都得到解答之后，竟然差点忘记了留下这最珍贵的纪念。拍照的过
程十分有趣，马尔库什表现出了他天真风趣的一面。最初我们两人并排站在一
起在客厅的书架前拍照，可是他看过照片后似乎对我们两人身高上的差异感到
不满意。于是他略略皱眉说道，这个构图不够美。然后坚持选择他坐在单人沙
发上、我站在沙发后的位置重新拍摄，然后才满意地微笑着点头。走出马尔库
什家的小院，天色已经蒙蒙发暗，我回过头去，看到马尔库什夫妇仍然站在门
口向我挥手，门厅淡黄色的灯光形成的光晕笼罩在他们身上，暖暖的，一如我
当时的心情。

三、马尔库什哲学的文化底蕴
研究马尔库什的理论，领略他的精神特质，让我不止一次地想到雅努斯
的面孔。马尔库什的哲学就像罗马神祇雅努斯与生俱来的多副面孔，一副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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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过去，一副面孔面向未来，将各种充满张力、彼此矛盾的元素集于一身，
默默守护着通向人类理想世界的大门。
马尔库什特别善于在现存事物中发现冲突、差异、悖反的因素，他的现
代性文化批判的理论根基就建立在他对现代社会悖论本质的理解之上。马尔库
什从启蒙计划中找到了文化概念分化的根源，并且指出，正是启蒙计划两种逻
辑矛盾的、悖论的关系导致了文化的悖论。马尔库什对文化概念进行了经典的
划分，区分了广义的、人类学的文化与狭义的、价值标识（value-marked）的
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是一个社会共同体所共有的文化，它所具有的表意系统使
作为个体的成员可以相互了解，用彼此理解的行为方式在社会中生活、交往。
总的说来，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是一个社会单位独特的、区别于其他社会单位的
标志性的体系。而价值标示的文化在现代性条件下通常被视为是自律的，本身
就具有价值，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在马尔库什那
里，狭义的文化特指科学、艺术、哲学等高雅文化。这两种看似无关的文化意
义统一在一个名词之下，正是启蒙计划的结果。广义的、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源
自于作为启蒙批判性的逻辑。正是在启蒙对传统否定性的批判过程中，一种全
新思维方式的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得以产生。但这种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只是启蒙
在理性地批判传统习惯惰性这一计划中的产物，其出现同时深深地纠缠着另一
种不同的文化概念，该文化概念是启蒙计划另一种逻辑的产物，也就是肯定性
的、建构的启蒙所产生的价值标示的文化：
“正如广义的文化概念是要取代固
定的和约束性的传统的理念，狭义的‘文化’立志取代神圣的但无理性的、作
为生活终极目标的宗教力量。
”A 由此，恰恰是启蒙现代性批判与建构、否定与
肯定的两种逻辑之间矛盾统一的张力决定了文化以悖论的方式存在，而悖论正
是为现代社会提供前进动力的关键之所在。
指出现代性文化的悖论、矛盾的存在方式并不是马尔库什理论的重点，
努力在各种悖论式的关系中寻找平衡点，才是马尔库什理论的目的。在他看
来，在各种矛盾冲突中，现代性文化的出路依然需要启蒙的引导。借用康德解
释启蒙的名言，也是马尔库什在本书中反复引用的一段：
“启蒙就是人类脱离
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

A Márkus G. Culture, Science , Society: The Constitution of Cultural Modernity［M］.
Leiden ：Brill，2011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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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熟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引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
心和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Sapere aude（敢于知道）！要有
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
”A 应该说，在马尔库什的现代
性文化理论中，启蒙所指的不仅是单纯的启蒙运动，而是更为广泛的思想传
统。尽管启蒙在今天备受责难，尽管马尔库什明确指出，对于今天的现代性文
化危机，启蒙难辞其咎，但是他始终是一个坚定的启蒙的支持者。马尔库什十
分恰切地把文化与启蒙结合在一起来阐释他自己的启蒙理念。他的启蒙观是一
种自我反思的启蒙观，是在尊重文化悖论的前提下对启蒙的不懈追求。他希望
人性的自主性与人道主义能够在合理的社会中实现，也因此人类获得了对自身
和外部世界的自我反思的意识。就像雅努斯的面孔，各自承担着自己的使命，
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在冲突与矛盾中共存，在悖论中获取自我检省的力量，
这就是马尔库什文化理论的核心诉求。
这种分裂却胶着的特质在马尔库什的哲学中无处不在：他坚决拒斥一种设
定的乌托邦的存在，但他仍然向往那个可以实现并发现生活永恒意义的人类家
园；他批判启蒙为人类设计的唯理性、唯科学化的前路，因此高声倡导用浪漫
主义的审美创造力为之提供矫正和补偿的力量；他不满于当代哲学因为自身的
空洞和抽象而在精神领域里日渐衰微，认为哲学甚至不能为人类走出困境提供
任何具体的方案，然而他仍然为“哲学在今天能够做什么”的终极问题殚精竭
虑。马尔库什的哲学尊重一切多元、差异、特殊的文化，他力图在各种并行甚
至悖论的文化要素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和谐与平衡，从各种独特的文化中汲取
和寻找现代性继续前行的力量。因此，他最终指出：
“哲学，如果它不想只是
变成一种过往的传统的话，尽管它不可避免终将发现一种无限制的合理性观念
是一种奢望，而且一般而言我们永远不可能超越自身的局限，但它仍旧必须不
断地与现实理性的局限抗争。一种哲学话语是否可以在多元性与内在普遍性的
要求之间找到平衡，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种研究可以辨识的特殊文化的哲
学与我们自身能否切实相关。
”B

A 詹姆斯·施密特编：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 世纪与 20 世纪的对话》
，徐向东、卢华
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1 页。
B Márkus G. Language and Production: A Critique of the Paradigms［M］.Dordrecht ：D Reidel, 1986 ：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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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为什么马尔库什会极力反对抹去差异、将一切普遍拉平的现代社会？毫
无疑问，这源自于他对自由选择和自觉接受之始终如一地向往。这种深藏的精
神指向不仅源自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也同样来自于他所秉承的文化传统。如
果联想到那个历史上在无数次地遭受异族侵略和奴役的苦难中从不妥协低头、
坚决抗争到底的民族，联想到那位甘为自由而放弃生命和爱情、血洒沙场的民
族英雄和伟大诗人裴多菲的故乡，联想到那个始终不曾忘却民族的灵魂、不曾
忘却从文艺复兴传统中积淀下来的长久保持自己民族个性、本色、尊严和良知
的“文化记忆”的东欧国家，这一切就变得不再难以理解。也许是布达佩斯令
人眼花缭乱的纪念碑和雕塑，也许是会被后人永世传唱的《民族之歌》和《拉
科奇之歌》
，匈牙利的民族记忆早已深入马尔库什的灵魂深处，它在个人层面、
集体层面、历史层面上决定了一位流亡异国的哲学家不曾断裂的民族传统的连
贯性和一致性。如果说，加加林在小说创作中发现了雅努斯的三副面孔，那么
在我看来，马尔库什的哲学则寓含着更为多样的面孔。他在民主制度与伦理道
德、自由选择与真理价值、现代科技与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理论建树仍然有待进
一步挖掘。从这个意义上说，今时今日，我仍然不愿、也不能同马尔库什说
“再见”
。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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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资本与文化”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
李先悦

2016 年 6 月 9 日至 11 日，由 GSA A（全球研究协会）主办，以“人民、
资本和文化”为主题的第 15 届国际学术会议得克萨斯大学奥斯分校举行，由
来自美国、法国、日本、中国、印度、德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等 13 个国家
的 100 多名左翼学者参加。本次会议由 GSA 北美分区的秘书长杰瑞·哈里斯
（Jerry Harris）教授主持，由意大利学者梅丽莎·杨（Melissa Young）和马克·德
沃金（Mark Dworkin）致欢迎辞，并通过播放一个意大利合作社的小短片拉开
了序幕。围绕着当前欧美的经济、政治、生态和文化等领域的前沿问题，学者
们展开了一系列激烈讨论。从宏观方面来看，既有对全球化视野下难民危机和
城市空间理论问题的关注，也有对新自由主义背景下传统经济学现状和新型经
济体盛行原因的剖析；既有对新媒体和新科技视域下文化霸权的考察，对拉美
社会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也有对绿色资本主义和全球生态危机的政治生态学

* 本文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CSC［2015］3022）
。
A GSA（Global Study Association）是一个跨学科学术团体，由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
组成，旨在通过学术讨论深入了解全球的重大变化和前沿问题，其行政机构成立于
2000 年 7 月 6 日，由全球研究机构和曼彻斯特大学筹划国家学术会议，于 2002 年
5 月在芝加哥洛约拉大学成立北美地区的分会，其成员主要包括来自美国、加拿大、
墨西哥等地区的左翼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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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本文就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及其分会场主要代表的报告做简要概述。

一、城市与空间政治研究
近年来城市与空间理论问题逐渐成为西方左翼学者的研究焦点，以跨学
科交流为媒介，旨在通过阐明空间与政治关系来重塑西方文化。来自芝加哥大
学的社会学教授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站在公民认同重组视角阐明
了新兴政治主体和空间的关系问题。
她指出，在当代各民族国家中，享有公民权的主要主体是本国公民和外
国人，他们的身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尤其在城市中，表现非常明显。她区分
了国籍和公民权之间的差异，两者都是在国家意义上来识别个体的合法性身份
的，但公民权主要限于国家内部，而国籍则属于国与国之间的国际合法性。接
着她阐释了两种公民认同重组问题，即尚未合法化的但被承认的主体和合法化
的但未被认可的主体。在移民浪潮中，通过非正式渠道引渡到他国的居民，尽
管日常生活不受影响，但由于身份不合法，进而衍生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合
同，处于无政治身份的尴尬境遇。但这些没有政治身份的主体，如家庭主妇，
实际上或许可以成为潜在的新兴政治主体。
目前来看，一部分公民权的资格是可以被嵌入的，她认为，全球城市景
观是公民权重组的重要实践场所，在全球都市空间中，存在一种地域和跨国间
的动态系统，可能衍生出一种政治权力。因为在大城市中，全球资本疯长和弱
势群体存在一些利益冲突，城市为这些冲突的滋生提供了场所。当前争取和捍
卫公民政治权益的运动必须消除一种没有权力的场域，重塑一种新兴的公民权
形式，而城市空间则是这种政治活动的场所。利用 M. 韦伯的城市理论，她认
为当前城市被大型工厂和行政办公楼占领，阻碍了政治活动的开展。M. 韦伯
强调，通过一些社会结构促进社会个体化和创新性是必要的，而她认为，关键
在于还需要发展一种国际化城市，为这些创新和变化提供不同的场域。而当前
的经济全球化正在用事实证明建立这种国际化城市的可能性，这些变化和创新
的嵌入，正在生成新的权力结构，并且为一种边缘化的新的“政治扮演者”提
供机遇。例如，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不同于贫民区的动荡，美国不断增加
的流浪人士，或者警察对少数种族的暴力执法导致原来由领土和政治构成的旧
系统瘫痪，需要重建新的政治经济系统，数字化和全球化构成的多元动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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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弱化民族国家的作用。而城市在推动经济进步和公民权嵌入这一条件中，
正为一种新的政治扮演者提供了生存性空间，更表明了一种新形式的公民权运
动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政治需要依赖不同社区的差异化实践。
而来自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社会学教授安东尼·奥鲁姆（Anthony
Orum）注重分析城市中公共空间的经济功能和政治诉求，他以中国为例，详
细调查了上海地区鲁迅公园以及某些街道等公共场所中居民的多样化生活。
聚焦于功能性的考察，一方面他表明一些外来务工的小商贩可以通过在社区
周围的街道摆摊，如卖水果和炒饭等，进行个体化经营，但因不符合城市管
理的相关条例，他们经常跟城管人员进行猫抓老鼠的“游击战”
，但事实上，
这又便利了市民们的生活。另一方面，不同于欧美，他发现在上海的很多小
区或者广场附近，会有许多中老年人在傍晚跳广场舞，这些公共空间就像“街
道剧院”
。而在一些公园中，也可以发现有许多退休老年人坐在一起闲聊，偶
尔讨论一些时政热点。这些场所成为公民们进行政治讨论的“安全区”
。由此
可见，公共空间可以成为发展经济、丰富娱乐生活和增强政治参与等多种功
能的新天地。
来自威斯敏斯特学院（Westminster College）的蒂姆·林德格伦（Tim
Lindgren）博士则站在政治生态学视角分析了国际城市空间中人口流动和移民
的根源问题。他指出，在近代，从全球性社区分布可以看到移民热潮，尤其是
近期的希腊难民事件，不管是移民还是难民，都倾向于前往经济发达和生态
环境良好的国家。这一人口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结构性经济危机和生
态失衡导致的，受社会化分层和生态的不协调发展的文明模式影响。一方面，
发达国家的城市空间基础设施完善，社会安全系数高，环境治理良好；另一方
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东地区，社会治安差，基础设施落后，环境污
染严重，经济发展滞后，因此经济和生态是人口流动的两大驱动力。优秀人才
流动更是拉大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他认为，墨西哥人和叙利亚人
大量涌入美国主要是受这两大因素的影响，但当前鉴于民族国家的公民认同的
优劣，对恐怖主义的畏惧和社会信任感的降低，美国公民抵制甚至拒绝难民涌
入。这种不同空间的不同社会资源配置和经济生态差异，也会引发一系列的地
域冲突和种族问题。蒂姆认为，关键不在于如何去安置难民问题，而在于如何
在霸权文明体系下消除其结构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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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暴力与非暴力研究
近年来，国际恐怖主义暴力袭击事件甚嚣尘上，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
会恐慌，削弱了公众的心理安全感，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
来自得克萨斯大学的阿门塔如·沃勒热巴（Amentahru Wahlrab）教授分
析了法国黑人哲学家弗朗茨·法农（Franz Fanon）的暴力理论，并批判法农对
暴力有理的捍卫。他认为，以暴制暴不一定可以实现民族解放。被压迫者的起
义出于怨愤，会引发骚动，暴力不是生命的要素。世界经受了 20 世纪暴力革
命的创伤尚未修复，今天又面临着以正义和神圣事业为幌子而日益加剧的恐怖
暴力威胁，我们不能采取激进的暴力反抗战略，而需要采用非暴力的人道主义
手段来教化大众。当前暴力警察和暴力袭击已经加剧了社会动荡，人在暴乱中
丧失了自我意识。不同于法农，他认为，暴力并非可以净化心灵，更不具有社
会变革和存在意识的双重正义性。在恐怖主义成为全球性威胁的今天，暴力论
的敏感性更加突出，这也不符合马克思对暴力的理解。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暴
力是次要的，使旧社会制度土崩瓦解的并非暴力，而是其本身固有的冲突。暴
力不会导致新社会的诞生。
来自香港大学的乔蒂·斯里兰卡比丘（Ven. Jyoti Sri Bhikkhu）教授则站
在伦理视域分析了佛教中“仁慈”对构建一个和谐友善社会的影响。他指出，
在当代社会，每个人都希望寄居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没人期望斗争。尽管我
们追求一个和谐共处的社会，但在当代世界中，厌恨、残忍、嫉妒、偏见和欲
望等正在吞噬和平的根基。佛教中的术语“Metta”表示“慈心”
，要求对他人
仁慈和友爱，倡导一种无冲突和无暴力的社会理念。他认为，憎恨和欲望是引
发社会冲突和滋生恐怖主义的两大罪魁祸首，而“仁慈”是消除这种罪恶根源
的有效方法。因此，站在佛教的立场下，必须充分挖掘出“仁慈”在维持一个
和谐社会中的作用，而同时也需要公民践行这一道德原则。
普渡大学的李·阿茨（Lee Artz）教授则着力分析了新媒体视野下的全球
恐怖文化暴力。她认为，伴随信息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和
新自由主义的崛起，新媒体充斥于社会的各个角落。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加速公
共资源的私有化和商业化，资本积累加剧了不平等和贫富分化。不幸的是，许
多合法的反抗被歪曲为宗教或者文化信仰，没有真正理解跨国资本主义中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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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同时，跨国集团、民族国家和相应的媒体将这些反抗视为恐怖主义。她
通过文本分析了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国家的主流新闻媒体的异化，表明全球商
业媒体一致将反抗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民族国家视为“恐怖主义”
，危及所谓的
“文明”世界、民主和公民安全。通过对大众意见的调查，这种所谓的“恐怖
主义”伴随国家安全实践，衍生出一种大范围内的恐怖文化。因此，作为恐怖
主义的媒体意在反抗权威、苦行和不平等，进而将占领、破坏和反对中东和乌
克兰等地区以及人民的合法性社会地位。这种恐怖文化意图通过解构反抗、战
争和暴力，消除这些违反人性的资本主义趋利动机。

三、绿色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
“绿色资本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是国际学术界讨论的前沿。J. 哈里
斯认为，向绿色资本主义过渡并不能创建一个民主、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系统。
伴随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化，人类的生存基础濒临衰竭，我们无法把绿色资本
主义与大众的美好未来分开。尽管许多生态主义者提出了绿色技术的战略，事
实上这只能平衡市民社会、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矛盾，无法消除绿色资本主义自
身存在的冲突，并与创建一个持续公正的社会背道而驰。因为资本主义系统本
身存在发展和衰退，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面临这些挑战，绿色左翼试图解
决资本主义系统内部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即经济衰退、政治合法化危机和社
会动荡等。哈里斯指出，许多批评者谴责绿色资本主义只关注利润，但实际
上，在资本主义内部，增长和衰退都会阻碍可持续发展。倘若经济衰退，政府
对推进绿色经济和技术预算的补助金就会减少，在市场激烈竞争中，同时也会
相应地引发失业和企业破产等社会问题。因此即使是绿色经济，由于没有履行
社会正义的责任，绿色资本主义无法推进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面对绿色资本主义遭遇的诸多批判，卡尔·戴维森（Carl Davidson）则分
析了另一种绿色交易。2015 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气候峰会对旨在降低碳排放
量的星球计划抱有希望，也被奥巴马称之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这个计划，真
正让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首次意识到全球气候危机的严峻，必须采取行动缓解
生态问题。但许多批评者指出，在峰会结束后，很多国家并没有有效地促使市
场、投资和企业进行绿色转型。市场对于巴黎气候协议的回应是采用可替代性
的新能源，将其份额控制在 1%—5%。但某些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这只是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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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因为只有承诺，没有行动。戴维森认为，资本主义根本不可能与生态保
护相容。绿色新交易应该通过社会运动来增强市民社会的作用，在绿色技术中
创建工人合作社，参与竞选，使得联邦、州和地方政府能够为构建一个环保型
和谐社会提供经济和法律支持。他认为，某些方案很大程度上都忽视了对社会
平等的关注。我们需要通过一种政治途径，将经济危机和生态退化结合起来，
表明资本主义是危机的根源。他提倡建设一种去能源中心化的太阳能系统，从
而可以推动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能源系统的建设，也有利于在社区中建设以工
人所有的太阳能安装合作社，尤其是在一些低收入的、或者少数种族社区，可
以便于在当地招聘和培训。这就可以在增加就业和增强工人权利的参与中，有
效地反对经济领域的种族歧视，通过利益共享增加社区团结，通过具体的策略
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剥削和种族主义。从宏观上来看，可以推进工人
阶级的机构权力，在实践中理解如何去经营可持续的经济，而不只是满足个人
的需求。因此他指出，绿色资本主义或许可以发展适宜的技术，却不意味着可
以全面完善社会组织。而一种新的绿色交易可以为过渡到一种民主的生态社会
主义提供基础，有利于推进全面可持续的发展理念。
针对民主问题，J. 哈里斯认为当前全球化正在挑战民主的权威性，不断增
加的资产阶级与工农革命联盟，政治和经济民主正在衰弱。这一形式原则被葛
兰西描述为知识分子的协商和妥协，在每一个重大危机出现时，如内战和大萧
条时期，资产阶级都企图通过与工人阶级妥协来修护资本主义系统。在每一个
民主扩张的历史时期，都会出现经济和社会协议。受民主束缚，统治阶级希望
摆脱与工人阶级的关系。而全球化为其敞开了一条道路，因为它可以建构一个
劳动和利润相结合的跨国系统，移民可以发挥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作用。戴维森
则在更加广阔的社会主义视域下探讨了经济民主问题。通过对西班牙蒙德拉贡
（Mondragon）生产合作社的剖析，他指出，要推广更大范围内多重领域的合
作社经济，需要建立更大的联盟，包括绿色能源项目，提供一种政治工具，推
动反抗运动，建立以激进的少数群体为主的具有政治权力的组织，将其作为一
种新社会主义的建设主体。

四、传统经济学终结和新型共享经济崛起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成熟，逐渐孕育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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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共享型经济，传统的经济模式正在遭遇巨大挑战。传统经济学已日落西
山，逐渐走向终结。共享经济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当前，大多数学者集中于探讨分享型经济的积极影响，如改善民生、维
护社会稳定和产业结构调整。但来自法国洛林大学的学者皮特森·纳西厄弗
（Peterson Nnajiofor）则从另一视角分析了分享型经济的本质及其弊端。他认
为，分享经济衍生出了一种新型农奴身份。当社会为一种非资本主义的、伦理
化的经济体系的诞生兴奋时，这种新型的分享经济并没有真正推进一种理想的
分配方式。倒不如说，它催生出一种同样残酷的全球资本主义系统，将资本和
权力从工人转移到富裕的投资者。通过一些文献分析和案例研究，他认为这种
分享经济作为一个系统，其潜在的原则导致了现代农奴和危险的资本家
“怪兽”
的诞生，衍生出一种新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他看来，这种分享经济仍然是
旧的剥削系统的再造，以前的封建主和农奴变成了占有者—投资者和使用者，
因为这些占有者依旧是大型公司，背后仍然是资本的操作，而使用者相当于是
没有土地的和财产的农奴。共享经济中的劳动力和使用者的工资产生出一种低
廉的、未受保护的，看起来又是独立的、自由的雇佣劳动合同关系。这种合同
究竟是一种解放还是一种奴役呢？他接着反问道，立足于个人品性或者企业知
名度的网络信用是一种奥威尔主义还是一场噩梦呢？是否应该将这种共享经济
称之为订阅型经济呢？由于此议题新颖，观点标新立异，引起了在场学者的激
烈讨论，但大多数学者仍然不赞同这种悲观的剖析方式，认为分享经济虽然管
理不便利，立法也不够完善，但总体上仍然标志着新型经济时代的到来，其积
极影响深远。
来自南伊利诺伊大学爱德华兹维尔分校的社会学系教授鲍勃·布莱恩
（Bob Blain）则主张在当前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倡导一种自治型合作经济。他把
合作模拟成一种国家财富的游戏，其中有一般交换式合作、资本主义式合作、
社会主义式合作和自治型合作四个参与者，他们取得了不同的成绩分别为 C，
F，B，A。而在交换过程中，一般交换是用一个物品交换另一个物品，资本主
义则是为了追逐利润，社会主义则采用投票方式，自治的合作则通过工作时间
来进行交换。在互惠、共享、交流、专业性等方面的分析来看，他指出，一般
交换的优势是便利交易双方的生活，缺点是很难碰见合适的交易人。资本主义
式合作的优势在于通过去中心化的市场法则可以增加自由的空间，缺点是趋利
动机太强。社会主义式合作的优点是可以进行小组讨论从而提高决策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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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利之处在于缺乏制约容易转为寡头，压制不同观点的人，弱化个人的社
会责任。唯有自治性的合作社经济才可以全面扩展自由、提高讨论的效率和改
善生活质量。接着他指出这种游戏可以指导我们制定经济政策，例如根据实际
工作时间来衡量价格，最高工资的额度不能超过最低工资的四倍；减少工作时
间来降低失业率，增加自由时间；公民可以共享公共物品，如基础设施和公共
教育等。
来自自治城市大学（Universidad Autónoma Metropolitana）的洛伦佐·福
萨罗（Lorenzo Fusaro）重新解读了马克思的一般资本积累理论。在他看来，
我们忽视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资本主义一般积累理论，误认为它是一种分
析资本主义发展不均衡性的理论工具，剖析中心—边缘关系及其斗争性。沿着
其文本脉络，马克思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暴力复杂的资本主义及其特
定的生产关系中，悲剧会转换成一种大多数人的闹剧。作为一个依赖于资本
的，被驱逐的世界人口，在很大部分上，现在却常常居于边缘地区，仍然直接
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相分离。通过对世界范围内经济不均衡性的阐释，他指出
当前的研究过分注重通过不平等交换来阐释“滞后性发展”
，缺乏对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的分析。实际上，不同的斗争方式都旨在融入“资本主义”
，而非打
破资本主义。

五、拉美社会主义最新发展
拉美国家的社会主义思潮源远流长，其社会主义实践也异彩纷呈。经历
了 20 世纪的盛衰沉浮，民族社会主义以新的姿态引起世界的关注。伴随国际
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拉美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呈现出新的特征，社会主义运动
再次兴起。作为一种典型的民族社会主义实践，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等国家的
“21 世纪社会主义”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尽管其并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但在
不断发展中，也不乏碰撞出进步的思想和创新的火花。
来自得州农工大学哲学系的迈克尔·拉索（Michela Russo）博士详细分
析了玻利维亚的 21 世纪社会主义，或者被称之为“粉红浪潮”的最新变化。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晚期，在后冷战秩序从两极走向多极的视野下，玻利维亚作
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出现了一种社群社会主义理论。立足于社群、平等和互
惠，它主张建立一种没有剥削的新社会，发展社群民主，不同组织之间互为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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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进行参与式民主，实现社会正义，保障民众的生活；反对照搬西方模式，
主张建立一种拉美大祖国，推进拉美国家实现一体化。但在社会正义实践中也
遭遇挑战，他指出如何协调对魅力型领袖的依赖、如何优化政党管理队伍和解
决腐败问题都严重影响其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前景。
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加韦拉·马德里（Javiera Madrid）
则分析了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的“21 世纪社会主义”
，前者强调 21 世纪社会
主义是一种人道的社会主义，是摆脱新自由主义的唯一道路，主张在政治领域
建立人民政权，保障人民权利；在经济改造中，推行关键企业的国有化，如电
信、能源等，发展由私人、政府和社会组成的人民经济和集体所有制；推动教
育改革，增强民众参与意识，建设一种新文化。他指出，厄瓜多尔的社会主义
则不止一种；反对用某种模式限定社会主义的发展，主张不断革命和减少原教
旨主义的渗透，也强调人民参与和民主；在政治领域，主张推行宪法革命；在
经济方面注重国家干预；在社会领域增加民生建设的投入。他指出不同于传统
社会主义，两者的社会主义理念都存在争议，作为一种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
的反动战略，也反映了拉美人民希望实现社会正义和民主团结的愿望，这种新
型替代模式仍具有较强生命力和较大的发展空间。

六、全球化背景下政治生态学研究
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乔斯林·赛莱罗（Jocelyn Celero）教授以日本—菲
律宾的跨国关系为例，详细探讨了全球化视野下自我、归属和身份问题。伴随
着政治一体化趋势的增强，移民问题从关注种族界限、阶级身份和公民权，转
移到可利用资源的分配问题。以东京和马尼拉两个城市为例，他调查了全球化
对第二代跨国移民中日本—菲律宾人的自我意识、公民权和归属的影响。与民
族文化被比喻为虚构的、历史的和象征性的比较而言，学者们则把全球文化定
位成技术的、建构的和与历史无关的文化。他重新解读了日本和菲律宾的跨国
人口流动，在全球化推动下，日本人和菲律宾人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尤其是
在地缘政治全球化中，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不平等，改变了全球统
一体的跨国公民权的内涵。通过日本—菲律宾这个案例，他指出在全球化的影
响下，与其说是国家之间走向同质化，不如说多元归属和多元趋势的再生产拉
大了国家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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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新墨西哥伦比亚大学的何塞·卡斯特罗—索托马约尔（Jose Castro Sotomayor）则以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边界地区为例，探讨了在政治生态学视域下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他指出，边境附近的居民可以使民族国家间的界限具体
化，他将边境视为一种认识工具，表明在一定程度上，边界可以改变对人与自
然之间关系的认识。而边境居民的身份究竟是重申了抑或是挑战了国家边境内
外的界限呢？在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的边界，当地居民已经划清了位于太平
洋、安第斯山脉和亚马逊河流域的帕尼亚马孙尼亚等三大生态区的内在联系。
他认为这一战略通过限定国家边界，削弱了分裂和冲突，在生态逻辑建构中提
供了一种合作的可能性。
来自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罗伯特·詹森（Robert Jensen）则在比较
区域化和全球化中指出了衰退问题。他认为，在生态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上，人
们经常在地方和全球，个人选择和政治系统之间进行理论探讨。不管是何种层
面的分析，典型地来说，对话交流旨在构建一个公正和可持续的世界。当前的
斗争是在 20 世纪的框架内形成的，抓住了“发展”这一概念。如果我们通过
不同的路径来规划未来，我们必须设定不同的目的来进行选择。不同文化的融
合，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影响下，会导致一种衰退，最终阻碍进步，这不是一
种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在不同目的的驱使下，不同选择会带来不同的代价。尤
其在资本主义经济系统内，资本的趋利动机的无限性，会加速有限资源的衰
竭，资本主义内部的发展和衰退的矛盾，会引发社会动荡和生态破坏。因此关
键在于推翻资本主义系统，寻找一个可替代的可持续性发展方案。
本次会议讨了中东地区的种族冲突、难民危机和边境问题，全球范围内
的腐败和教育问题，阿拉伯地区的女权问题，篇幅有限，在此不一一概述。综
上而论，围绕当今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最新前沿问题，西方左翼
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跨学科交流。在城市与空间的关系问题上，有的学者侧
重于凸显城市空间的政治功能，重塑一种新兴公民权形式，有的学者强调公共
空间的综合性功能，推动经济发展、丰富业余生活和增强政治参与，而有的学
者则站在政治生态学视角，探索全球霸权文明体系下的难民危机的根源。在暴
力与非暴力研究的问题上，大多数学者认为，传统的暴力理论，在殖民地国家
并不具有社会变革的积极作用，反而会加剧社会动荡，丧失人的自我意识。他
们站在伦理视域，主张吸收佛教中的“仁慈”等概念，教化人民，倡导和谐理
念，践行友爱的道德原则。一部分学者则着重于新型暴力现象的研究，尤其是

457

新媒体视野下的恐怖文化暴力问题，指出恐怖文化的解构功能。
围绕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沿问题，一部分左翼学者，站在生态政
治学视角，指出，绿色资本主义不是实现社会正义的良药，而是生态危机的罪
魁祸首。合作社经济有利于推进经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发展。一部分学者指
出，传统经济学正在衰落，新型共享经济逐渐崛起，但有的学者认为，共享经
济仍然是一种剥削经济，塑造了新型的农奴身份，但有的学者认为，共享经济
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结构调整。有的左翼学者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经
济、社会主义经济和一般交易的弊端，倡导一种自治型合作经济，因为它有利
于扩展自由、提高效率和增进民主。一部分学者则分析了拉美社会主义的最新
发展，玻利维亚的 21 世纪社会主义，强调社群民主，平等参与和社会正义，
但也存在政党管理和腐败问题；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的社会主义，注重保障人
权，增强民众参与意识，主张不断革命。不同模式的社会主义都反映了拉美国
家人民要求实现民主和正义的愿望。在政治生态学的前沿问题上，有的学者详
细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自我、归属、身份问题，人口流动衍生出跨国公民权、
边界居民身份的新内涵，重建生态逻辑有利于缓解边境冲突，推进跨国合作。
有的学者则从个人选择和政治系统关系方面探讨了生态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不
同文化产生不同发展理念，但资本主义发展理念必然加剧生态破坏，必须寻找
一种可持续发展方案，推进全球生态文明。

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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