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48年 2月，《共产党宣言》公开发表。关于《共

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社会历史背景，其开

篇之初有明确交待：“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

欧洲游荡。”[1]这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公开显

露出其内在的矛盾性质，以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秩序

为目的的工人运动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在此背景之

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成为《宣言》的核心主题。马

克思、恩格斯首先要明确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

起源、本质特征和矛盾本性，在此基础之上才能进一

步说明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前提、基本原则和具体

道路。即，为了反驳当时流行的关于共产主义幽灵

的种种神话，必须首先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概括地说，《宣言》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了对资

本主义批判：历史性批判和原则性批判。二者之间

的关系相当明确，前者是重点，后者是对前者的重要

补充。在《宣言》的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以资产阶

级概念为核心，讲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起源、本

质特征和内在危机。这一历史性批判的核心要义在

于把握住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局限性。在《宣言》的

第二章，为了回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对于共产主

义运动的种种批评，马克思、恩格斯以私有财产的概

念为核心，以资产阶级社会在原则上的自相矛盾为

核心线索，分别讲述了资产阶级社会何以在市民社

会、家庭和国家等各个领域都走向自由的原则的反

面。这一原则性批判①的核心要义在于说明，在资本

主义所有制这一现实机制的中介之下，资产阶级社

会所声称的自由的原则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本

文将依托《共产党宣言》的文本，具体论述《宣言》对

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

从市民社会批判到资产阶级社会批判

概要地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之前的思想

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1843—1844年是第一阶

段，此时马克思的思想重心是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

的批判来展开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恩格斯的思想重

论《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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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则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展开对现代社会

的批判。马克思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现代社会和传统

社会之间的根本差异以及现代社会的内部矛盾。他

主要从政治革命的角度来理解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

之间的根本差异、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来把握现代社

会的根本特征、从市民社会的自我瓦解趋势的角度

来分析现代社会的局限性。恩格斯关注的核心问题

同样也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及其内在矛盾，他试

图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把握现代社会的矛盾

本性。1844—1848年是第二阶段，此时马克思在恩

格斯的影响之下开始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们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道路上开始密切合作。他们已经

洞察到内在于私有财产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并明确

地界定了阶级概念。从阶级和统治阶级的概念出

发，他们开始用自己的资产阶级社会概念取代黑格

尔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在这整个思想发展过程

中，他们分别在资产阶级的概念、资产阶级社会的根

本特征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三个方面做出了

重要探索。

第一，关于资产阶级的概念，主要是从政治革命

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到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马

克思首次使用阶级概念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中，此时马克思主要从政治革命的角度来理解

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之间的根本差别，他试图追问政

治革命的现实基础和现代社会的历史起源。“部分的

纯政治的革命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市民社会的一

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

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只有在这

样的前提下，即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也

就是说，例如既有钱又有文化知识，或者可以随意获

得它们，这个阶级才能解放整个社会。”[2]这里所说的

“一定的阶级”是指带来了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马

克思强调它同时具有特殊性和普遍性双重内涵：它是

市民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因而具有特殊性；它还

带来了普遍的社会解放，因而同时具有超越了特殊性

的普遍性。该阶级之所以能够带来对社会的普遍解

放，是因为它同时带来了现代国家和市民社会。现代

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离和对立：在现代国家中，每

个人都是国家成员；在市民社会中，以特权为规定性

的等级被取消，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且都有机会

成为像资产者一样的有钱、有教养的人。

随着对市民社会的进一步考察，马克思对资产

阶级的理解发生了重要变化。在《1844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具体考察私有财产和异化

劳动之间的关系已经明确认识到，市民社会中人与

人之间的私有财产关系不仅意味着每个人都是独立

的个体，它同时还被落实为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支

配和占有。也就是说，在私有财产关系的形式之下，

实际展开的是人对人的权力关系。以此为前提，马

克思、恩格斯在 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

提出，必须从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即所有制关

系）入手来考察历史。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所

有制关系既是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分工关系（不仅是

不同类别的职业劳动之间的分工，更是物质劳动和

精神劳动的分工），同时也是人对人的权力关系，即，

一方对另一方的劳动的支配。在此基础之上，马克

思、恩格斯再度提出阶级的概念，用阶级关系来界定

内在于所有制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并通过分析国家

的阶级基础来说明一个特定的阶级何以成为整个社

会的统治阶级。他们从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

概念出发来把握资产阶级社会，并分别从经济和政

治两个角度具体考察了资产阶级上升为整个社会的

统治阶级的过程。

第二，关于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主要是从对市

民社会的根本特征的把握到对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

的根本特征的界定。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这个问题

的认识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发展。第一个阶段是

《德法年鉴》时期，此时马克思受到黑格尔的直接影

响，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来理解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

之间的根本区别，把握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马克

思继续黑格尔的思路，指出在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

间关系同时具有两方面规定性：一方面，人与人相互

分离和对立，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目的，是“自私自

利的个体”[3]；另一方面，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

每个人又通过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与他人处于普遍

联系之中。同样是在《德法年鉴》时期，恩格斯的思

想与马克思相互呼应，恩格斯反对政治经济学的主

张，强调现代社会中人们之间的自由交换关系并没

有直接的道德意义，它的实际内涵只是人与人之间

的竞争和对立。换言之，此时的恩格斯在对市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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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特征的判断上与马克思

基本一致。[4]

第二个阶段是从 1844年开始的政治经济学批

判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市民社会根本特征的

认识上主要有两方面的进展：一是对市民社会中人

与人之间的私有财产关系的重新理解。前文提到，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认识

到，在私有财产的形式之下实际发生着的是资本家

对工人劳动的支配和占有。这一思想在《德意志意

识形态》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马克思、恩格斯通过

对所有制关系的解析，指出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具有双重维度：在形式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相

互分离和普遍相连；在内容上，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

的统治。这就是说，此时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市民

社会的认识上已经超越了黑格尔，他们认识到了内

在于市民社会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二是

对市民社会与现代国家之间关系的重新解析。通过

对市民社会内部权力关系的洞察，马克思、恩格斯开

始重新思考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他们从内

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中的权力关系出发，强调指

出现代国家具有明确的阶级基础。即，市民社会中

的权力关系（人对人的支配和剥削关系）要通过国家

对社会的统治关系才能得到实现，而国家对社会的

统治又被理解为是观念对生活的规定（即观念的统

治）。这两个方面的进展合在一起，他们就把资产阶

级社会的本质特征界定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这

是一种发生在私有制关系中的经济统治，但却被表

现为观念的统治。

第三，关于现代社会的内部矛盾，主要是从对市

民社会的自我瓦解趋势的批判到对资产阶级社会的

内部矛盾的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之前大

概经历了三环节的发展：首先，是马克思对市民社会

的自我瓦解趋势的探讨。马克思在 1843—1844 年

间，在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的直接影响之下，强调

市民社会无法自我维系，它必将导致极致的贫富分

化和普遍的自我异化，走向自我瓦解。②其次，是恩

格斯从供求关系角度对经济危机的讨论。恩格斯在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针对政治经济学家们关于

供求关系和市场规律的论述明确指出，供求关系的

波动在现实生活中恰恰意味着周期性的商业危机。

针对马尔萨斯关于“过剩人口”的谬论，恩格斯进一

步指出商业危机在本质上是生产过剩的危机，正是

这种生产过剩的危机才导致了所谓的“过剩人口”现

象。最后，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角度对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矛盾

的说明。

前文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明确提出必须从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出发来理

解历史。进一步地说，这意味着两个方向上的努力：

一是从内在于所有制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出发来理解

阶级统治；二是从内在于这一现实关系中的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交往形式）的矛盾出发来理解历史变

革。落实到对资产阶级社会，他们明确指出在资产

阶级社会中存在着生产力和交往形式（或所有制关

系）之间的根本矛盾。一方面是在发达劳动分工体

系中介之下的社会化生产，另一方面是纯粹的私有

制。正是由于这一矛盾，资产阶级社会中会产生普

遍异化和绝对贫困。普遍异化是指社会化的生产成

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与每一个个体相互分离，落实到

工人身上，它意味着劳动成为不堪忍受的负担；绝对

贫困的根源在于，在这种纯粹的私有制之下，工人阶

级一方面承受社会的所有重负，另一方面又不参与

分享社会化生产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断定，资产

阶级社会将由于这一根本矛盾导致共产主义革命。

根据上述三个方面的梳理，我们可以明确看到

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宣言》之前已经同时超越了

政治经济学家和黑格尔对私有财产关系的理解，形

成了资产阶级的概念，并开始从资产阶级概念出发

来把握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起源、本质特征和内在

矛盾，展开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批判。

《宣言》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批判

《宣言》的第一章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

是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批判的集中论述。马克思、

恩格斯直接从资产阶级概念出发，系统阐述了资产

阶级社会的历史起源、本质特征和内在危机。关于

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起源，《宣言》强调资产阶级同

时具有经济的和政治的双重规定性，资产阶级社会

是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共同结果。关于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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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本质特征，《宣言》分别从商品化、合理化和全

球化三个角度来把握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特征，

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思想。关于资产阶级社

会的内在危机，《宣言》断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

致生产过剩的危机，它具有明确的历史局限性。

（一）资产阶级的历史生成

为了说明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起源，《宣言》考察

了资产阶级的历史生成过程。《宣言》直接延续《德意

志意识形态》的思路，同时考察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和

政治规定性，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资产阶级如

何上升为统治阶级的相关论述进行了总结和概括。

首先是经济的规定性。《宣言》主要提到了最初

的城关市民、工场手工业和现代大工业三个环节：在

城关市民阶段，我们看到的是封建所有制关系的解

体，这些城关市民是逃亡的农奴，不为中世纪封闭的

行会所接纳；在工场手工业阶段，新的市场已经逐渐

产生，生产成为以满足新市场的需要为目的的生产，

劳动分工关系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作坊的内部不断发

展起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大批工业中间等

级，他们逐渐排挤掉了行会师傅；现代大工业是以世

界市场为目的的生产，它是工业革命的结果，带来了

一批工业的百万富翁，这批现代资产者不仅代替了

工业中间等级，还逐渐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

级都排挤掉了。经由这三环节的发展，现代资产阶

级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产业大军的首

领。[5]

其次是政治的角度，《宣言》主要提到了资产阶

级上升为社会的统治阶级的三个环节：首先，作为最

初的城关市民，他们联合为公社，成为武装的、自治

的团体，或者是独立的城市共和国，或者是君主国中

纳税的第三等级；其次，在工场手工业阶段，随着其

经济实力的提升，他们成为在君主国中（无论是等级

君主国还是绝对君主国）与贵族相抗衡的势力，是大

君主国的真正基础；最后，与现代大工业的兴起相呼

应，他们通过政治革命建立了现代的代议制国家，成

为整个社会的统治阶级。[6]

《宣言》同时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来讲述资产

阶级的历史起源，这不仅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超

越了政治革命的理解框架，深入到人与人之间的物

质联系的角度来把握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更加重要

的是，这种双维度的分析方式还能够帮助我们洞察

到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对重要矛盾。一方面是

行产业革命的资产阶级，他带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

新型剥削关系；另一方面是行政治革命的资产阶级，

他带来的是对每一个人的平等地位的承认。正是由

于这双重革命，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支

配关系被限定在经济的领域，经济领域的统治关系

反过来以政治领域的平等关系为重要前提。资产阶

级的经济规定性和政治规定性之间的这一对张力所

表达的，恰是内在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资本主义与

民主之间的张力。

（二）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特征

在介绍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起源之后，《宣

言》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特征进行了明确界定。

与马克思、恩格斯先前的思想相比较，《宣言》的认识

显然更进了一步，它分别从商品化、合理化和全球

化③三个方面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特征进行了深

入阐发，达到了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思想。

首先是商品化。关于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宣言》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统治带来了

对社会关系的商品化。“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

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都

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

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

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

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

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计算

的冰水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

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

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

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

削。”[7]简要地说，这里至少包含着三个层次的内涵：

其一是解放，是把人从封建的、宗法的关系中解放出

来，成为独立的个体。它一方面意味着把被束缚在

土地上的农奴解放为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也意味

着把生长在土地上的人们与土地相分离，成为孤立

的、无所凭靠的个体。其二是以商品交换的方式重

新安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以货币为中介

的纯粹的交换关系。马克思在这里强调指出，此种

商品化的趋势没有任何内在限度，它将逐渐吞噬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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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所有其他内容，成为生活中的唯一原则。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把人本身做成商品，把人与

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实现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

和剥削关系。这里的关键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交

往关系被实现为自由交换关系，而在自由交换的形

式之下，发生着的实际内容是人对人的支配。这三

个层次合在一起，可以说商品化的关键不仅在于以

商品形式为中介展开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关系，

更在于借助于商品的形式来实现人对人的经济

统治。

其次是合理化。《宣言》明确指出，以商品化为前

提，由资本（资本家）所主导的生产还将不断地进行

合理化。“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

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

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

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

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

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

的地方。”[8]这段文字直接回答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

式何以会带来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在商品化的前提

之下，资本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的，资本与资本之间

的竞争使得资本不断地借助科学和技术来实现对生

产工具的革命。这是一个资本与技术合谋不断实现

生产力革命的过程，它带来的结果是对产业的不断

更新、对人的劳动的日益合理化。落实到劳动者身

上，它意味着人的劳动日益失去有机的性质，彻底与

劳动者相分离，成为被机器所规定的劳动。落实到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它一方面使社会中的人们日

益分化为资产者和无产者，传统社会中的各种等级、

各种固定的伦理机制都消失殆尽；另一方面，它同时

也使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很难再形成具有伦理性质的

新型共同体（如同业公会）。概括起来，可以说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以资本和技术的合谋为特征，它带来

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使人的劳动陷入机械化和抽

象化，并实现了资本对整个社会的全面统治。

最后是全球化。《宣言》进一步指出，资本在不断

追逐利润的过程中，不仅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带来

了资本对社会的全面统治，而且还会进一步带来资

本对整个世界的全面统治。《宣言》主要从两个角度

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特征进行了分析。

其一，是从资本与国家和世界市场之间关系的

角度。《宣言》首先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以世界市

场为导向的生产，它必然导致各民族之间闭关自守

状态的结束，带来民族工业的消亡。“这些工业所加

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

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供世界

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

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

要所替代了。”[9]很显然，《宣言》在这里所讲述的新工

业是在世界市场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工业，其原料

来自于世界市场，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在全球化过

程已充分展开的今天，我们知道它的全球化特征还

可以更进一步：其生产者可以来自全球市场，生产地

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与此同时，《宣言》又强

调指出，以世界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带

来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

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

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

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

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

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

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

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10]这也就是

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带来了全球化的产业，

导致了民族产业的消亡，另一方面又需要统一的民

族国家作为它的前提和保障。换言之，资本主义的

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国家的消亡，刚好相反，国家作为

一个最重要的机制在支撑着资本的全球化。在全球

化充分发展的今天，这一特征显得更加重要。尽管

全球化带来了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在这

过程中产生了一些跨国家的多边机制，但主权国家

依然是资本所凭靠的最重要机制。

其二，是从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角度。《宣言》

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扩张将带来资本对整个世界

的普遍统治。“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

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

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

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1]这

段文字表明，资本主义的扩张绝对不会停留于主权

国家的范围之内，它会用竞争和战争把所有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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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区都纳入到资本主义的体系之内，使得资本主

义的生产方式成为唯一的生产方式，使世界成为资

本主义的世界。那么，在这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中，国

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将是怎样的？“正像它使农村从

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

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

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2]这段文字表明，虽然只有一个

资本主义的世界，但在这个世界中却有两种完全不

同类型的国家间关系。对于各资产阶级民族来说，

国家与国家之间将是主权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对

于东方世界中的那些农民的民族来说，它们与西方

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关系则是从属关系，更进一

步说，就是被掠夺和被剥削的关系。

至此，《宣言》就同时从商品化、合理化和全球化

三个角度勾勒出了一个完备的资本主义的体系。商

品化的要害在于，在商品交换的形式之下所展开的

是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经济统治关系；合理化的

要害在于资本通过与技术的合谋实现了对社会的全

面规定；全球化的要害在于资本在国家的支撑之下，

实现了对整个世界的全面统治，并带来了国家与国

家之间的剥削关系。三条线索合在一起，《宣言》刻

画出了一个行将吞噬一切的资本主义体系：以商品

形式为中介，资本开始展开对人的世界和物的世界

的全面掌控；借助于技术理性，资本开启了一个对社

会生活进行无限合理化的进步过程，从而把传统社

会的一切因素都消灭干净；凭靠着民族国家的机制，

资本不仅全面掌控社会生活，而且必将把整个世界

都拖拽进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

（三）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危机

这个看似完备的资本主义体系是否会带来历史

的终结？《宣言》明确断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必然

陷入不可克服的危机，资产阶级社会具有历史局限

性。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宣言》同时从危机的根

源、危机的具体性质和危机的必然结果等三个层次

对它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之上，《宣言》明确提出

了关于从资产阶级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过渡

的思想。

首先，是危机的根源。《宣言》直接继续《德意志

意识形态》的思路，强调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之间的根本矛盾是导致资本主义商业危机的

根源。“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

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

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

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

来的魔鬼了。几十年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

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

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

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

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13]关于资产阶级社会中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这段文字明确揭示

出了它的两方面规定性：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关

系将直接带来对生产力的极大解放。换言之，资本

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借助于普遍的商品化、不断的合

理化和无限度的全球化把人的资源和物的资源都充

分调动起来，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形象地说，就是

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用法术呼唤出了强大的魔

鬼。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又注定无法

使这种强大的社会生产力被人的社会所吸收和容

纳。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不仅是纯粹的私人所有

制，而且还必然排除掉了社会中大多数人（无产者）

对社会财富的分享。这种所有制关系使得巨大的社

会财富无法反过来成就社会，因此就会不断出现“生

产过剩”的现象。

其次，是危机的具体性质。《宣言》明确指出，这

种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根本矛盾的危机是

生产过剩的危机。“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

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

过剩的瘟疫。”[14]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

就曾明确从生产过剩的角度来理解商业危机，《宣

言》的认识显然更进了一步。《宣言》强调指出，导致

生产过剩危机的必然原因不仅是供求关系的波动，

它在根本上是由于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太过狭窄，

它使得社会财富不能反过来成就社会。

最后，是危机的必然结果。概括地说，《宣言》一

共提到了危机导致的三个方面的结果。第一个直接

结果是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宣言》强调指出，生产

过剩危机虽然是生产力反抗生产关系的结果，但它

绝对无法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范围之内带来新

的生产方式。在这一点上，资产阶级社会与之前的

封建社会存在着本质差别。在封建社会内部所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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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那些新的生产力要素可以逐渐带出资本主义

的生产方式，先行实现社会革命。资产阶级社会中

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绝对不会以同样的方

式被解决。由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所带来的巨大的

生产力只能在一次次的危机中被直接消灭，它无法

自动带来对社会关系的改变。《宣言》明确指出，资产

阶级社会的解放道路不再可能是先有社会革命，再

有政治革命，而只能是先有政治革命，再有社会革

命。第二个直接结果是大量过剩人口的产生。“资产

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

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

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15]这段文

字表明，生产过剩的危机不仅使大量的生产力被直

接破坏，更使大量的生产者被彻底甩出资本主义的

生产体系之外。这些曾经用自己的劳动支撑着整个

资本主义体系、现在又被彻底甩出体系的无产者的

实际存在，为工人上升为无产阶级提供了最直接的

现实前提。最重要的可能结果是无产阶级革命。关

于危机与革命之间的关系，《宣言》明确指出资本主

义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危机，危机会为无产阶级革

命提供客观前提条件，但危机不会自动导致无产阶

级革命。在这个意义上，以彻底变革整个资本主义

体系为目的的无产阶级革命只是危机必然导致的一

个可能结果。也就是说，《宣言》就资本主义的发展

远景为读者勾勒出了一个两元的画面：或者是从危

机到危机，循环往复，以致无穷；或者是在危机的背

景之下，参与反抗的工人们完成了从工人向无产阶

级的跨越，无产阶级将带来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

彻底变革。

这里的关键是工人上升为无产阶级，《宣言》第

一章的下半部分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简要地说，

《宣言》主要分三个层次直接讲述了工人何以上升为

无产阶级。首先，工人不是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

社会中，工人只是被规定、被剥削的对象，他们之间

是残酷的自我竞争的关系。其次，工人上升为无产

阶级的最重要中介是阶级斗争。斗争主要在三个层

次上展开：一是工人反对生产工具的斗争，它表达的

是工人对外部的合理化的生活的直接反对；二是工

人利用资产阶级社会提供的平等的政治权利，逐渐

参与社会上的政治斗争。这种政治斗争虽然只是以

资产阶级为领导的斗争，但它却是工人们理解了现

代意义上的政治权利，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联合。三

是，工人在危机的条件之下所展开的以变革资本主

义体系本身为目的的斗争。工人之上升为无产阶级

意味着工人彻底超越了相互竞争的状态，达到无产

阶级革命所要求的普遍性。以上述这三个层次的论

述为根据，我们就能够理解，《宣言》所说的从资产阶

级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16]决不是由资本主义

社会所自动带来的过渡，它只能是由共产党所领导

的阶级斗争所带来的过渡。这是一种必须由我们的

自觉的阶级斗争参与其中才能被实现的必然性，因

而是一种不被事先保证的必然性。

《宣言》对资本主义的原则性批判

与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批判相呼应，马克思、恩

格斯在《宣言》的第二章中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原则

性批判。该原则性的批判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

容：一方面，是揭示出内在于私有财产制度的自我否

定的逻辑——私有财产制度声称以自由的原则为根

据，但它所导致的却是人对人的剥削和奴役；另一方

面，是具体说明私有财产关系对社会生活各领域的

统治——它不仅在市民社会中带来了权力关系，而

且还同时规定着家庭和国家。以此批判为基础，《宣

言》在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根本判断上得出了与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正相对立的结论：声称以自

由为原则的现代社会走向了自由的反面，带来了资

本对人的全面统治和人对人的剥削与奴役。

首先，是对私有财产制度的自我否定逻辑的批

判。资产阶级思想家声称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私有财

产制度以自由为原则，这在理论上主要有两种表达

形态：一种以政治经济学为代表，强调私有财产源自

于个人的自由劳动；一种以黑格尔的法哲学为代表，

强调私有财产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定在，私有财产制

度是对每一个平等的人格地位的客观保障。针对前

一种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所

有制关系的中介之下，私有财产的实际内涵只是资

本。“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

出财产来吗？没有的事，这种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

是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新的雇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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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来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殖的财产。”[17]这段

文字说明，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中私有财产以被垄断

在资本家手里的资本的形式存在，它来源于工人的

雇佣劳动，而且还将带来对工人的进一步的雇佣和

剥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

劳动者无产为前提，在此前提之下资本主义的私有

财产制度被实现为资本对于工人的雇佣劳动的剥

削。因此，私有财产在这里不是个人的自主劳动的

结果，而是工人社会化的劳动的结果，是一种社会力

量。资本家借助于对这种社会力量的垄断，进一步

实现对工人的统治。

针对后一种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资

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绝不是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客观

保障，它只能导致资本对人的全面统治。“在资产阶

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

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而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种关

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说对了。的确，正是要

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18]这段文字有两

层内涵，一是私有财产制度必然导致资本对人的统

治；二是资产者可以通过占有资本而分享对社会的

统治。前者很容易理解，《宣言》在第一章中已经指

出，资本将在私有财产关系的支撑之下推进人与人

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实施对人的劳动的合理化，达

到对人的全面统治。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所有制关

系最终带来的是资本主义体系对人的掌控，任何人

都没有个体性。后者是指，资本对人的全面统治被

具体实现为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支配。也就是说，

资本家的个体性根本不是人的自由个体性，而是对

资本的权力的具体实现。这样，《宣言》就分别从私

有财产的来源和结果两个角度指出，私有财产制度

实际上正是自由的反面。

其次，是对私有财产条件下的家庭和国家的进

一步批判。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明确指出，现

代伦理生活是自由的理念的实现。现代伦理生活必

然地分为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个领域：家庭以直

接的、未经反思中介的普遍性概念为根据，市民社会

以内在于普遍性概念中的特殊性环节为根据，国家

以具体的普遍性（即经过反思中介的普遍性）概念为

根据。家庭是直接的伦理共同体，以爱为原则，在家

庭中人们相互之间是家庭成员的关系；市民社会是

充分承认每个人的独立性，以特殊性为原则，在市民

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是既相互分离又外在地普遍相

连的关系；国家是理性的共同体，以普遍性为原则，

在国家中人们相互之间是平等成员的关系。只有当

这三个领域同时共在，结构性地相互关联，自由的原

则才能得到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则直

接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中根本没有黑格尔意义上的

家庭和国家。

我们先来看对家庭的批判。《宣言》断定在资产

阶级社会中没有家庭，这同时包括两方面的内涵。

从无产者的方面看，是指无产者由于没有财产根本

就无法组建家庭。无产者的家庭状况被概括为“被

迫独居”（指男性无产者）和“公开卖淫”（指女性无产

者）。这一现实状况反过来说明实际存在着的资产

者的家庭一定只是以私有财产为原则的。从资产者

的方面看，是指其家庭以私有财产为原则，在家庭成

员关系的形式之下，实际展开的是丈夫对妻子的占

有和支配关系。“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单纯的

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

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19]这段

文字表明，在私有财产关系的支撑之下，在家庭中所

展开的丈夫对妻子的权力关系堪比在社会中所展开

的资产者对雇佣劳动者的权力关系。在那里，雇佣

劳动者被当作是资本的增值的工具；在这里妻子被

当作是单纯的生产工具。

我们再来看对民族国家的批判。《宣言》明确指

出，“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

西”[20]。这一论断也同时具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方

面，资产阶级是有祖国的，因为资产阶级对内要借助

民族国家来实现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对外要借助民

族国家来实现对落后民族的剥削、对其他资产阶级

民族的竞争。在这个意义上，实际存在着的各民族

国家在根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另一方面，工

人是没有祖国的，因为各民族国家的主要目的是保

护私有财产，而工人没有任何私有财产。把这两个

方面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实际存在着的

只以民族国家的面目出现的资产阶级国家，它所带

来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自由关系，而是资产阶

级对无产者阶级的统治和资产阶级民族对落后民族

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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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宣言》大致完成了对于资本主义的原则

性批判。从方法的角度看，马克思、恩格斯在原则性

批判中所使用的正是黑格尔所反复强调的自我否定

的逻辑：通过直接反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主

义的种种错误攻击，马克思、恩格斯有力指出，资产

阶级一方面自称以自由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把该自

由原则落实为私有财产关系，这种资本主义式的私

有财产关系最终带来的却只是资本对人的统治和人

对人的奴役。

本文之所以特别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

第二章中所展开的这个原则性批判，是因为其意义

不仅在于反驳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关于共产主义的

各种错误观念，更在于对历史性批判的进一步深

化。简要地说，它至少可以从两个方向上进一步加

强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批判的力量。其一，是进一

步强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批

判中所提到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思想。在历史性批判

中，为了界定资产阶级社会和前资产阶级社会的根

本差异，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商品化、合理化和全

球化的角度论述了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思想。在原

则性批判中，他们则进一步从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

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再度确认了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

思想。以私有财产关系为中介，资本不仅统治着市

民社会，而且还吞噬了家庭和国家。其二，是进一步

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批判

中所提到的资产阶级社会内在危机的思想。在历史

性批判中，为了说明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局限性，马

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与私有制关系的内在矛盾出

发，指出资产阶级社会必然陷入以生产过剩为主要

特征的商业危机。在原则性批判中，他们进一步指

出，由于资产阶级社会一方面声称以自由为原则，另

一方面又必然会带来对人的自由个性的取消，资产

阶级社会还必然会陷入意义危机。无论是由生产力

和所有制关系的矛盾所导致的商业危机，还是由自

由和奴役之间的对立所导致的意义危机，它们所表

达的都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否定的逻辑。

结论

正确把握《宣言》对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对于我

们理解《宣言》在当代世界的现实意义相当重要。它

可以帮助我们走出一些重要的认识误区，深入理解

《宣言》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在这里我们只

简单提一下《宣言》与其时代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资

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角度来看，《宣言》的直接时代背

景是处于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历经 170周年

的发展，资本主义已经先后经历了自由竞争的资本

主义、有组织的资本主义（organized capitalism）和新

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三个重要发展阶段。伴随着资

本主义的每一次转型，都会有学者提出《宣言》已被

资本主义的转型所超越、已彻底失去了现实解释

力。这方面的最典型代表是韦伯。换言之，这种观

念强调《宣言》只属于产生了它的那个时代，它无法

回应我们当前这个时代的重要主题。我们如果正确

把握了《宣言》对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就会认识到

《宣言》所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对资产阶级社

会和前资产阶级社会之间根本差异的界定，它绝对

不会简单地因为资本主义的阶段性转型而失效。

在目前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阶段，《宣言》的

资本主义批判至少在三个方面与当代资本主义密切

相关。首先，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正是对《宣言》

在历史性批判中所提到的关于资本主义体系思想的

最好确证。只是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之

下，一方面有对商品化、合理化和全球化逻辑的彻底

展开，另一方面又同时有多种生产方式和多种剥削

方式在一个资本主义体系中共存的问题。从这个角

度看，如何从《宣言》提出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思想出

发，深入理解全球资本主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是摆

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其次，2008年以来的

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再度表明，由于生产力和资本

主义所有制之间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必然会陷入

生产过剩性质的危机，且危机必然致使大量的“过剩

人口”产生。只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过

剩人口”的规定性更加复杂，至少有三重意义上的

“过剩人口”：在发达国家有由于资本的全球化所导

致的失业人口、在发展中国家有大量的由于产业转

型所导致的失业人群、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有大量

的既失去了土地又无法成为资本所要求的劳动者的

双重意义上的“过剩”人口。怎样从《宣言》的资本主

义危机理论出发，进一步阐述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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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内涵和多重规定性是《宣言》提交给我们的又一

个重要课题。再次，自二战结束以来直到现在，西方

的政治思想家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通过现代民主

政治来限定资本的现实道路。自2008年全球资本主

义危机之后，这条道路遇到了极端严重的挑战，面对

着危机和在危机背景之下所兴起的各种保守主义的

力量，民主政治显得空前虚弱，极易被绑架。与此同

时，伴随着个体自由主义思想在社会上的普遍流行，

家庭似乎也日显虚弱，在欧洲一些发达国家更好像

是出现了家庭解体的趋势。所有这一切在某种程度

上都是对《宣言》对资本主义的原则性批判的确证。

怎样从《宣言》的原则性批判出发，理解现代民主政

治和现代家庭的内在困境是我们必须回应的又一个

重要课题。

所有这些都一再表明，《宣言》不仅属于产生了

它的那个时代，它也同样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今年

正值《宣言》公开发表170周年，怎样从全球资本主义

的最新发展趋势出发，重解《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批

判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必须认真回应的一个重

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注释：

① 在这里之所以用“原则性批判”来界定《宣言》第

二章所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因为其论述方

式刚好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正相对立。黑格尔

在《法哲学原理》中从自由的原则出发来论述现代生

活的各个领域、各领域之间的内在关系、各领域中使

自由的原则得到实现的具体机制。马克思、恩格斯

在这里从自由的原则出发，分别考察在市民社会、家

庭和国家等各领域自由的原则怎样被转变为它的反

面。如果说黑格尔的法哲学是从自由的原则出发对

现代生活的概念性重构或原则性重构，那么马克思、

恩格斯在这里则是从自由的原则出发展开对现代资

本主义生活的原则性批判。

②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市民社会无法自

我维系，如果没有国家对于它的统摄和干预，市民社

会将由于自身的逻辑（特殊性和外在普遍性的原则）

导致极致的贫富分化，走向解体。马克思对黑格尔

的这一思想进行了进一步发挥，在《论犹太人问题》

的上篇，他强调指出实际存在的现代国家只是与市

民社会相分离的抽象国家，它无法维系其相对于市

民社会的超越地位，必然沦为市民社会的手段。在

此前提之下，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市民社会必然导致

绝对贫困和自我异化。在《论犹太人问题》的下篇，

他以美国社会为背景说明市民社会必然导致人的普

遍的自我异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

他再次以德国社会为背景说明市民社会中的工业化

进程必然导致绝对贫困现象。

③《宣言》并没有直接使用商品化、合理化和全球化

这三个概念来界定资产阶级社会的根本特征。马克

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商品拜物教思想之后，“商品

化”的概念才被学界广泛使用，用来界定资本主义社

会的特征。在卢卡奇用韦伯的“合理化”思想来阐释

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思想之后，“合理化”的概念才

逐渐被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广泛接受，用以说明资本

主义体系的特征。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上个世

纪末充分发展起来之后，“全球化”的概念才开始广

泛流行，主要指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普遍扩张。

由于这三个概念在内涵上分别与《宣言》在三个层次

上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特征的界定相一致，本文

借用它们来概括《宣言》关于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特征

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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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riticism of Capitalism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Zhang Shuangli

Abstract: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was written when the antagonistic nature of the modern bourgeois society had become clearly vis-
ible. The criticism of capitalism thus has become one of its key issues. The criticism of the historicity of the modern bourgeois society
and its principal self-contradiction. The former one starts from the concept of the bourgeois class and tries to articulate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odern bourgeois society and the former feudal society. In this criticism of the historicity of capitalism, the two
authors have concretely analyzed the historical genesis, the essential determinations and inherent crisis of the modern bourgeois society.
The latter one starts from the principle of freedom, which is self-claimed by the bourgeois society as its rational ground. It discloses the
principal self-contradiction of the bourgeois society through analyzing how this principle of freedom has necessarily gone to its oppo-
site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the institution of private ownership in all the three spheres of civil society, family and the state. To correct-
ly understand this dual criticism of capitalism would be helpful for us to get rid of some common misimpressions of Manifesto and to
understand how Manifesto could help us to develop the criticism of the contemporary global capitalism.
Key word: the Bourgeois Class, Capitalism, the Criticism of the Historicity of Capitalism, the Criticism of the Principal Self-contradic-
tion of Capitalism

Triviality and Truth
————Further Discussions on Proposition of the Absence of Zhuyi of Wang Jianjiang

Aleš Erjavec
Abstract: A certain country and region will have inconsistent development between arts and humanities within a certain period, which
seems to explai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abstractness and specificity of truth.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that has a leading
role in the world is often an "export product" which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audience of their country, and the scholars in the country
know very little about it. Professor Wang Jianjiang's "Bie-modern" theory critici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underdevelopment and calls for
China's aesthetics to lead the world. However, it seems to be an exaggeration, not necessarily, because Chinese aesthetics lacks the inter-
nal causes and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The way out of Chinese aesthetics lies in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antagonis-
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y" and "the other".
Key word: Trivial, Truth,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s, Chinese Humanities, Leading World, Bie-modern

Is There No Need for China to Go Ahead of the World in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Response to Aleš Erjavec et al

Wang Jianjiang
Abstract: In the views of European philosophers and estheticians, the future of humanities including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in Chi-
na is bright and complicated. On the one hand, the humanities in China will form a "world quadrilateral" of philosophy because of the
emergence of Bie-modernism, or even form a rare "philosophical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philosophy. On the other hand, be-
cause of China's "internal causes", it is not necessary or possible for Chinese humanities to lead the world as contemporary Chinese
avant-garde art does. Faced with this paradoxical view, Bie-modern theory holds that there should be no antagonism between the art and
the humanities, but that it is entirely possible to live together in harmony and keep pace, the key here is whether China's humanities dis-
cipline has the reflective and critical spirit of Bie-modernism. Bie-modernism has systematical ideas and proposals about social institu-
tion, ideology and art, humanities, suitable for both in China and other Bie-modern countries. Therefore, the thought activated by Ales's
question is beyond the question of China.
Key word: China, Avant-Garde Art, Humanities in China, Bie-modernism, Leading the World

Reform of Notional Defined Contribution: Controversies and Reconsideration
————A Discussion with Prof. Li Jun

Liu Xiaoxue & Zhang Yi
Abstract: With the failure of practices of funding IPA and the scale of“empty account”becoming larger, it has recently been ramped
up to implement notional defined contribution (NDC), whose merits and demerits should be analyzed rationally and rethought. The rate
of return on NDC affected by economic growth and population aging is unlikely to exceed the current system in the future. NDC makes
associations between payment and treatment closer, but it may lead to further consequences, including low operating efficiency. NDC is
not inherently sustainable. More importantly, in the face of an economic slowdown, the lag problem of NDC adjuster will bring great
risk to the long-te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ension insurance. NDC should not be carried out rashly before its positive effect is
tested out. A combination of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in order to enhance revenue and control expenditure.
Key word: Pension Insurance，Non-financial Defined Contribution，Rate of Return on Pension，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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