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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报告

王春明

引 论

本报告的任务，是对 2019 年度最为广义上的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情

况，从一定视角下进行回顾与评价。就此首先需要作出两点基本说明。

其一，这里之所以要强调，本报告所考察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最

为广义上的”，是因为和许许多多的“主义”一样，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无

论是共时性地看还是历时性地看，（尚）没有普遍公认的内涵。不少自认为是

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常常会指责作出同样宣称者不够马克思主义。而明确表示

自己与马克思主义无关乃至对立的人，有时也会被看待为不自知的马克思主义

者。有鉴于此，本报告尝试用“最为广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这也可以被理

解为是一种对于“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最薄定义——的说法，来囊括各种不管

如何定位自身与马克思主义之或整体、或局部的关系，但在原则上认真对待马

克思思想，且致力于继续思考马克思所提出之基本问题的理论形态。

其二，这里之所以也要强调，本报告的回顾与评价工作展开于“一定视

角下”，是为了避免造成以下误解，即认为像这样的一篇“总”报告，就算无

法在综述层面如（可能仅仅是作为观念而存在上的）百科全书一般，做到面面

俱到，至少也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把握到相关研究动态的整体局面，交代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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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征。与此种看法之预设相反，严格说来，也就是在不因循一种根本上值

得追问的用语习惯的前提下，任何研究领域的所谓“整体局面”与“主要特

征”，其实都不应被理解为某种独立于、先行于对之加以考察的理论工作的既

成之物，而应被理解为由这项工作所带来的理论结果、理论产物。换言之，本

报告之为“总”报告的实质意涵，在于其从特定的问题关切出发——而不是按

照一种纯粹形式主义的方法——，对终究是有限的素材，作出合乎这一关切的

汇总、整理、综述与释义。在此意义上，与其说本报告旨在“把握”某种局面，

“交代”某种特征——甚至于在如此把握与交代的基础上，如某种日新主义、

进步主义错觉所妄求的那样，展示出相关研究的所谓“最新”进展——，毋宁

说正是透过其基本视角，基于一系列理论事实的“整体局面”与“主要特征”，

方才得以呈现。

构成本篇报告之综述视角的总的问题关切，可以表述如下：2019 年度最

为广义上的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一方面如何强化了对于资本主义

的认识，另一方面又作出了怎样的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本报告而言，这一

包括两个环节的问题之所以重要，原因也是双重的。首先，这固然是因为，马

克思的事业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作为对象的“资本主义”有着极为内在的

关联，亦即无论是马克思本人的思考，还是后世种种马克思主义的提出，都以

将一种特定的、历史性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从概念上把握为“资本主义”

为根本支点。其次，这同时也是因为——抑或说更主要的是因为——，在马克

思及马克思主义论说“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就此论说之合理性与恰当性的讨

论乃至争辩，向来不绝于耳，个别来自于自由主义阵营的理论家甚至严厉指

出，“资本主义这一虚构的说法之所以如此成功地广为流传，与其说是由于它

具有政治上的切题性，还不如说是因为它发挥着一种诗意力量”。 A 总之，考

虑到“资本主义”问题乃是关联起马克思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针对两者之

批评的最为基本和根本的一条线索，本报告之回顾与评述工作的核心问题指

向，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及批判。

基于这一总问题，同时也为了与之后的国别报告和专题论文有更好的衔接，

本报告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大部分重点关注 2019 年度，国际马克思主义学

界就“资本主义”作出的一般性论说。通过对于相关研究的综述，该部分主要

A  Michel Leter, Le Capital I: l’invention du capitalism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15, p. 365.



4

就（一）“有没有‘资本主义’？”与（二）“什么是‘资本主义’？”这两个显然

触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和实践事业之根基的要害问题，展开一定程度上的

讨论，并在此过程中，尝试回应上文提及的对于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虚构了“资

本主义”的指责。以此为铺垫，报告的第二大部分将进一步回顾，在过去一年中，

学界在资本主义批判方面展开的一系列理论工作。此项考察的直接目的有二：一

是尽可能弄清楚支撑起这些批判性论断的总体理论立场与实践理想，二是尽可能

归纳出个中牵涉的理论难题与实践难题——在当前的情势中，可能最为首要的，

是“本体”难题与“主体”难题。最后，《总报告》将对本书几大专题研究板块

涉及的内容，进行简要介绍。

一、认识“资本主义”

虽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并不由马克思率先提出——先于此概念出现

的“资本”一词和“资本家”一词的情形同样也是如此——，同时在其写作过

程中，马克思对之的使用次数也不算多，A 但这两点均不足以影响对于至少是

如下两项基本事实之确认：其一，“马克思在较早的时候就知道了‘资本主义’

概念，并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使用名词‘资本主

义’”；B 其二，马克思著作中“资本主义”概念具有的首要内涵，乃是建立在

资本上的一种特定的、成系统的社会生产方式。而在马克思同时以及之后，认

为马克思那里不仅有一个“资本主义”概念、C 一套关于“资本主义”的解释，

A  对“资本主义”概念之来龙去脉与相关问题的较新综述，可参见曹龙虎：《“资本主

义”：一个基本概念的生成及其使用》，《世界历史》2017 年第 3 期。关于马克思使用

“资本主义”概念的情况及国内外学界的相关争论，可参见徐洋：《关于马克思著作中

名词“资本主义”使用的考证》，《国外理论动态》2011 年第 2 期。

B  徐洋：《关于马克思著作中名词“资本主义”使用的考证》，《国外理论动态》2011 年

第 2 期。

C  在《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三年后，德国学者阿尔伯特·谢夫莱（Albert Schaffle）出

版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Kapitalismus und Socialismus, Tübingen: H. Laupp, 
1870），在其中他曾写道，“为了避免误解， 我要指出， 马克思把资本理解为私人

资本， 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解为在统治上与雇佣劳动者相对立的独特的经营形

式……因此， 他的资本主义（Kapitalismus）概念比我迄今所使用的这个词的概念要

窄。”（转引自重田澄男：《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和传播》，卫华译，《国外理论动态》

201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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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思想事业更是在整体上表现为一种反资本主义的看法，也逐渐为越来越多的

人所接受，更不用提，在后世种种马克思主义发表各式各样的理论宣称和政治

宣称的过程中，指称与论说“资本主义”，似乎始终是一件理所应当且自然而

然的事情，以至于深受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语汇影响乃至改造的当代日常话

语，已然在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反）资本主义三者之间，建立起了直接到

近乎排他的关联。

然而，同意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主张并传播了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

理论，是一回事情，认可这一主张在理论上是可靠的、合法的，则完全是另外

一回事情。不少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曾深刻质疑过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

一切关于“资本主义”之论说的立论根基，亦即“资本主义”这一提法本身的

恰当性。比如，同时可能也最为人所知的是，在三卷本《十五至十八世纪的

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e-

XVIIIe siècle, Paris: A. Collin, 1979）的第二卷中，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就曾表示，一方面，“资本主义”一词的政治意义要远远大于其科学

意义；另一方面，该词的含义自始至终不够确切明晰，它之所以依旧被广泛使

用，不过是因为尚缺乏公认的、好的替代性概念。再如，《资本主义十讲》（Le 

capitalisme en 10 leçons, Paris: Zones, 2012）的作者米歇尔·于松（Michel Hus-

son）也曾提到，在政治经济学界，“资本主义”远非被理论家们一致接受的概

念，不少政治经济学家从原则上拒绝“资本主义”的提法，认为它有损于对复

杂现实的有效把握。 A 又如，前文提及的米歇尔·勒泰尔（Michel Leter），更

是在标题极具挑衅意味的《资本论 I：发明资本主义》一书中断言，所谓的“资

本主义”，实质上无非是蒲鲁东、皮埃尔·勒鲁（Pierre Leroux）、路易·布朗

（Louis Blanc）和奥古斯特·布朗基（Auguste Blanqui）等 19 世纪法国社会主

义者创制出来的伪概念，他们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树立一个形象足够鲜明的

假想敌，来宣扬种种社会主义观念，从而他们根本无法回应，当然他们也不会

去回应，如果“资本主义”的确存在，为何据说是“资本主义”之理论捍卫者

和推动者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们，却从未提出过“资本主义”这一说法，

以便从概念上对他们所要捍卫和推动之物加以把握：勒泰尔在书中写道，“十九

A  如上两点参考了曹龙虎《“资本主义”：一个基本概念的生成及其使用》一文的相关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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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资本捍卫者们拒绝采用他们的对手所提供的这一争议术语，因为如果说

资本乃是现存既有之物，资本主义却并不作为教条而存在，在此意义上，资本

主义也无法成为一种体系，因为它旗下既没有理论家，也没有理论作品”。 A

种种迹象表明，随着“资本主义”概念自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来，在

理论语汇以及日常语汇中的扎根和普及，对于这一概念之恰当性的反思乃至批

评也层出不穷，而且在这些批评中，有很大一部分往往以取消包括马克思主义

在内，抑或说以马克思主义为典型的反资本主义话语之理论合法性为根本目

的。在 2019 年度，海外学界围绕这一议题，亦展开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理论

探讨，借助于这些探讨，我们一方面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资本主义”概念所

受到的质疑，同时另一方面，也可以更为有效地把握，隶属于最为广义的马克

思主义的研究者们，所给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性论说。故此，在下文中，

本报告将在“有没有‘资本主义’”与“什么是‘资本主义’”这两个彼此相关

且相续的问题框架下，对这些讨论作出一定回顾。

（一）有没有“资本主义”？

从上文所简述的布罗代尔和勒泰尔等人的主张中，不难看出，“资本主义”

概念之恰当性问题，显然不仅仅是一个语词使用层面的问题，或者更准确地

讲，在语词使用背后，更为重要和根本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概念究竟是否

具有实质性的理论内涵，以及如果是的话，这一内涵的根基究竟是否落在现实

历史之中，究竟是否为现实历史带去了可理解性。换句话说，个中争论的焦点

在于，在现实历史之中，究竟是否的确存在着一种可以被把握为“资本主义”

的具有哪怕是最低程度之身份统一性的机制、体系或运动。

在 2019 年第 1 期的《轨迹：人文科学杂志》（Tracés. Revue de Sciences 

humaines）上，专攻比较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法国青年学者康坦·拉韦利（Quentin 

Ravelli）发表了《资本主义有出生日期吗？》（“Le capitalisme a-t-il une date de 

naissance?”）一文，综合评估了历史上围绕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所展开的一系列

讨论和争议，并由此在“资本主义”概念之合法性、恰当性议题上，提供了值

得借鉴的思路。

拉韦利指出，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既有资

A  Michel Leter, Le Capital I: l’invention du capitalisme, p. 264. 类似观点也可参看 Bruce R. 
Scott, The Concep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Springer, 2009, pp.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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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起源于工业革命之说，也有主张公元前 1900 年的亚述古国拥有最早的

资本主义商业之论，而究其理论缘由，是由于诸种解释模型赖以定义“资本主

义”的标准不尽相同，“机械化、阶级关系、意识形态、所有权形式、经济增

长、市场、自然之改造”等，是不同理论路径在定位资本主义起源过程中，所

树立的不同参照系。不过，拉韦利本人的目的却不在于参与论争，辩护其中一

种起源论，并驳斥另一种。他更多想要从根本上指出，“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

既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是韦伯的新

教理论、马克思的原始积累论、桑巴特一半反犹一半靠谱的解释、勒鲁瓦·拉

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式阐释，还是种种古代资

本主义论、自由主义论、递减论和殖民奴役论，都既不中立，也脱离不了时代

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何，他们所给出的关于资本主义之起源与历史的各种版

本的论述，本质上都是“政治叙事”，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总体上表现为一

种“末世论话语”（discours eschatologique）。 A

按照拉韦利的理解，马克思所构建的正是这样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末世

论话语。在讨论马克思的原始积累论之过程中，拉韦利认为，虽然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一卷对所谓的原始积累给出了相对明确的定义，同时这一定义

本身也得到了诸如年鉴派历史学家们——如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乔

治·杜比（Georges Duby）——的佐证，但在原始积累进程始于何时这一至关

重要的问题上，马克思的解释却不够清晰一致，多个文本之间，甚至同一文本

的不同部分之间，往往存在巨大出入。在后文中，拉韦利把《资本论》文本中

的这一症候归因于马克思理论的根本政治立意，即构造无产阶级这个“集体性

的政治主体”，或者更具体地说，即通过赋予无产阶级以“共同历史和必然身

份来思考其未来，思考其所具有的颠覆资本主义的能力”。 B 在此基础上，拉

韦利总结道，和关于资本主义的所有其他理论叙事一样，马克思以原始积累

为标准的对于资本主义的溯源与勾勒，最终是一场理论倒叙，就其作为倒叙

而言，重要的与其说是叙述对象（即资本主义），还不如说是叙述主体，正

是作为叙述者的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终结”的表征与筹划，构建起了资本

主义的开端与历史，以及展开于这段历史之中的作为资本主义之掘墓人的无

A  Quentin Ravelli, “Le capitalisme a-t-il une date de naissance?” Tracés. Revue de Sciences 
humaines, no. 1, 2019, p. 29, p. 30, p. 43.

B  Quentin Ravelli, “Le capitalisme a-t-il une date de naissance?” p. 48, p.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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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的历史。

无独有偶，在此议题上——但也仅仅在此议题上——，《关于资本主义

起源的案例研究》（Case Studies in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9）A 一书的两位编者扎维尔·拉法郎士（Xavier Lafrance）和查

尔斯·波斯特（Charles Post）所持有的观点，可谓与拉韦利异曲同工。在为该

书撰写的《导言》中，两位编者一开始就表示，“几乎至今为止所有对资本主

义进行历史化，并阐述其起源的努力，都最终假定了本身有待解释之物”，亦

即这些解释预设“资本主义出自于哪怕不是既有的，也至少是萌芽性的资本主

义动力”，从而归根结底是“循环的”、“目的论的”。 B 具体到马克思的工作上，

拉法郎士和波斯特指出，早期马克思——也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

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时期的马克思——“基本上照搬了斯密和其他古典政

治经济学家的分析”，如此一来的结果就是，和斯密及诸多在此问题上多多少

少受其影响的人一样——其中也包括韦伯——，马克思不加解释地认定，“资

本主义已经在封建生产方式内部崛起，并促进了封建生产方式的脱胎换骨”。C

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当中，虽然马克思抛弃了种种斯密

式的观念，尤其是关于原始积累激发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看法，并

提出转型之真正动因，在于阶级关系的彻底变更，但他并未充分说明这一变更

本身的复杂原因，以至于一方面，在诸如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家那里，对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斯密式解释模型又被暗中重新拾起，且其

中始终透露出一种未经反思的目的论叙事，另一方面，由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君特·弗兰克（Gunter Frank）和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代表的“新斯密主义的马克思主义”D 蔚然盛行。以此为鉴，拉

法郎士和波斯特在《导言》最后强调，“资本主义”概念之含义，要从根本上

重新得到界定，而在此过程中，首先必须要做的，就是抛弃一种表达在诸如

“原始资本主义”（proto-capitalism）这样的说法中的倒叙视野，因为在此视野

A  关于本书的评论，见本辑报告收录的李嘉弘：《评〈资本主义起源的案例研究〉》。

B  Xavier Lafrance, Charles Post （eds.）,Case Studies in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 2.

C  Xavier Lafrance, Charles Post （eds.）,Case Studies in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 p. 6.
D  这一说法来自罗伯特·布莱纳（Robert Brenner）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诸种起源：对

新斯密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批评》。（Robert Brenner,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 A Cri-
tique of Neo– Smithian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I, no. 104, 1977, pp. 2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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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资本主义将遍布各时各地”，A 从而“资本主义”概念将沦为一个彻底空

洞的概念，并且最终这也就会意味着，不断被言说的所谓资本主义，可能从来

没有真实存在过。

值得指出的是，与勒泰尔的激进批评相比——这种激进性，很难说与勒

泰尔坚定的自由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立场无关 B——，拉韦利和拉法郎士、波斯

特从不同角度作出的对于历史上和当今种种资本主义学说的根基性反思，在论

点表达上，更为具体明确，不故作惊人之语，而且在材料处理上，也尽量避免

以偏概全，具有基本的可信度。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经此反思，无论是

拉韦利，还是拉法郎士与波斯特，都没有止步于单纯揭示出论说资本主义所容

易陷入的目的论窘境和溯源难题，而是尝试在认清资本主义学说的政治叙事本

性之后，重建“资本主义”概念的理论正当性和有效性。 C 拉韦利在其文章末

尾处清楚表明，他将种种关于资本主义的学说界定为政治叙事的目的，并不在

于取消它们的合理性、合法性，而毋宁在于表明如下观点，即“历史客观性远

非由摆脱了一切时代错误（anachronisme）的中立立场所构建，而是由对于未

来的筹划所锻造”，也就是说，在众说纷纭且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标准答案的

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上，最终要把握的，恰恰是诸种理论叙事本身的所犯之时代

错误的“道德责任和政治责任意义”，因为在这些错误背后，透露出的对于危

机的深刻体认，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作出改变的筹划”。 D 而拉法郎士与波斯

特则更是强调，廓清“资本主义”概念之基本定义，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揭

示出，作为“具有特定历史性的社会体系”，资本主义既不是“安插在人类本

A  Xavier Lafrance, Charles Post （eds.）,Case Studies in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 p. 25.
B  这一立场在勒泰尔的如下讽刺性文字中清晰可辨：“社会主义有它自己的教堂和国际

联合。资本主义国际在哪儿？［……］这便是资本主义的又一个矛盾：如果要发明资

本主义，那发明的目的不是为了颂扬资本，而是为了颂扬社会主义。理想是无法证

明的，资本主义这一观念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原因并不在于其各种明显的迹象，

而是因为它难以把握、不可捉摸，并由此易于构成社会主义诗篇的奠基性神话。”

（Michel Leter, Le Capital I: l’invention du capitalisme, p. 265）
C  在此意义上，这几位作者的立场，可以说深刻对立于往往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

虚无主义立场，在后一种立场看来——比如利奥塔（Jean-François Loytard）就持有

这种观点（见 Jean-François Loytard, La condition postmoderne: rapport sur le savoir, Paris: 
Minuit, 1979）——，比如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论说，根本上是一场宏大

叙事。

D  Quentin Ravelli, “Le capitalisme a-t-il une date de naissance?” p.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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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中的普世现象”，也不是“某一抽象的、超历史的逻辑进程的制高点”，而

是需要通过补充、拓展马克思《资本论》的初步结论——在两位编者看来，这

种补充和拓展，同时也具有更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意义——进一步加以剖析

的“社会权力部署（configuration）的彻底变更”。 A

借助拉韦利和拉法郎士、波斯特的上述反思，在“资本主义”概念之恰

当性或曰正当性这一议题上，本报告提出如下观点。首先，“资本主义”概念

的的确确在根本上具有极为浓厚的政治意味，并且这背后的原因的的确确也在

于，19 世纪的法国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及最为广义上的马克思主

义者总体上的现实批判立场。在此意义上，提出说“资本主义”乃是“反资本

主义者”所构造的概念、“资本主义”概念的根本功能是强化特定的政治叙事，

其实不存在问题，更何况，按照一种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所容纳的看法，不仅

“资本主义”概念，所有指向社会现实的概念，归根结底都发挥着政治叙事的

作用。但是，要从其固有的政治性、批判性当中，得出“资本主义”概念的虚

构性，不仅需要比像勒泰尔这样的批评者所设想的更为复杂的论证步骤，而且

其中显然最为核心的环节，亦即依托实际经验证伪“资本主义”的提法，本身

更是基于某种成问题的朴素的、静观式的经验主义预设，按照这一预设，概念

是且仅仅是对于所谓的既存现实之单纯描述。概念的功能绝不是描述既予，而

是把握对象，抑或更确切地讲，是通过赋予朴素意义上的现实以对象之形式，

来为后者带去可认识性、可理解性，以及——这一点对于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工

作而言，尤为重要——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可改造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

概念作为概念的恰当性和正当性保障，归根结底并不在于与其他概念相比，它

能够更好地、更“如实”地描述“客观”现实，而是在于它能够将现实带入到

拥有更高程度的可认识性、可理解性和可改造性的对象形式之中，有机且实效

地作用于现实，尤其是揭示出，在朴素的经验主义者看来“所见即所是”的现

实之中，包含着哪些虽不可见，但恰恰却构成了、塑造了“所见”的运作机制。

A  Xavier Lafrance, Charles Post （eds.）,Case Studies in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 p. 25. 此处

值得一提的是，在勒泰尔激烈反对“反资本主义”叙事的过程中，从一开始，他就

依托了一种对于“资本”的超历史的人性论叙事，其著作第一部的标题是“资本

人类学”，第一章“没有资本的人”的第一句话就是，“设想没有资本的人，便是

设想没有筹划的人，便是剥夺了人的命运”。（Michel Leter, Le Capital I: l’invention du 
capitalisme,p. 9）勒泰尔或许信任接受这一命运，但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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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资本主义”是一个实践性概念，这一概念之所以不是虚构，是因为

它带来了拉韦利所说的“道德责任和政治责任”，正是基于这些责任，而不是

基于单纯理论的兴趣——当然，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勒泰尔等人对于“资本

主义”概念的批判，其出发点也不仅仅是理论的，而是表现为纯理论的实践旨

趣——，在概念上被表达为“资本主义”的现实，才需要被认识、被理解，并

最终被改造。

不过，也同样正是由于它是实践性概念，而非单纯理论性概念，“资本主

义”的提法是否合理，以及“资本主义”是否存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依

旧会是一个得到讨论和争辩的话题。A而对于最为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学界来说，

这也就意味着，一方面需要不断反思自身工作的立论基础，同时另一方面，只

有不断打磨“资本主义”概念，不断强化“资本主义”作为概念对于现实的三

重把握力，才能真正有效地回应相关议题上所产生的种种质疑。

（二）什么是“资本主义”？

从原则上讲，以提供对于资本主义之认识为指向的资本主义研究，应当

至少切入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的形成，二是资本主义的结构，三是资

本主义的形态。其中，第一个方面与上文谈及的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相关，但不

能被简单等同于这一问题。第二个方面涉及的是资本主义作为体系——无论该

体系被理解为单纯的经济体系，还是更广泛的社会体系——而运作的基本机

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资本主义体系赖以维持运作的机制性常量。相对而

言，第三个方面涉及的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机制性变量，这些变量促成了近些年

来不断得到讨论和分析的种种资本主义新形态，比如多年来为学者们重点考察

的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和数字资

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在下文中，本报告就先后立足于这三个问题视角，

对 2019 年度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以便弄清学者们如何

丰富了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从而巩固了“资本主义”这一实践概念的正当性

基础，亦即为实践地改造资本主义现实，提供了更为充分的观念上的准备。

1. 资本主义的形成

先是第一个方面，即资本主义的形成。前文提到，自被发明以来，“资本

A  如果套用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著名表述，可以说像“资本主义”这样的概

念，本身就是理论层面上的阶级斗争的重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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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概念遭到质疑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资本主义之起源从未得到一致认定，

基于不同的评判标准，诸种论说追溯出了不同的起源。面对着此种理论局面，

如拉韦利这样的学者，强调了“资本主义”概念固有的叙事功能，试图弱化起

源问题之争议所导致的消极影响，亦即对于资本主义究竟是否存在的根本诘

难。与之相反，像勒泰尔这样的学者，则顺势彻底否定了这一概念的合法性，

并提出了一种扎根于自由主义观念的资本人类学，以便一劳永逸地拆解包括马

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反资本主义话语的根基。在上一节结尾处，本报告尝试通

过强调“资本主义”概念的实践本性来表明，对于这一概念是否具有合法性的

反思，不能在一种朴素的经验主义立场上作出，而执着于对于资本主义起源之

认定，恰恰是持有此种立场的表现。换句话说，追问资本主义之起源，尤其是

追问资本主义之单一起源，本身是一种成问题的做法，因为所谓的资本主义起

源，如同拉法郎士、波斯特合编著作的标题所透露的那样，其实最终关乎的是

“种种案例”（cases），从而不存在可追溯到单一历史时刻和地理空间的、标志

着某种从无到有之“零点”的资本主义起源，存在的只是种种或许可被简称为

“资本化”（capitalisation） A 的复杂的配置过程，而正是这些配置过程之复合，

可以在概念上被把握为资本主义的形成机制。

在 2019 年海外学界对于资本主义的一般论说中，相关讨论最为切题，同

时涉及素材最为丰富的，还是要数拉法郎士和波斯特共同主编的《关于资本主

义起源的案例研究》这部研究论文集。该论文集案例涵盖了英国、法国、美国、

加拿大、西班牙、日本、巴西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总体上都自觉采用了同

样一种研究范式，即由罗伯特·布莱纳（Robert Brenner）和爱伦·伍德（Ellen 

Wood）所奠定的，但却是由前者的理论对手所命名的“政治马克思主义”。 B  

如拉法郎士和波斯特所言，在方法论层面，政治马克思主义原则性地对立于一

切形式的以超历史、非历史视角看待社会体及其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并特别强

调，“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一种绝非根源自抽象的经济逻辑，而是根源自社会

A  1842 年的《法语新词词典》就将“资本主义”定义为“资本化体系”。（Enrichiss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Dictionnaire des mots nouveaux, Paris: Laloy, 1842, p. 54）

B  “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并不是布莱纳本人的主张，而是对他有所批评的法国马

克思主义者居·布瓦（Guy Bois）所提出的。布莱纳的核心观点，可参见 Robert 
Brenner,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Past&Present, vol. 70, 1976, pp. 3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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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部署的独特（singular）逻辑”。 A 抑或用拉法郎士的老师，政治马克思主

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乔治·科米奈尔（George Comninel）在近期一篇访谈中

的话来讲，政治马克思主义持有一种“自下而上的历史观”，而这也就是为什

么，政治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同正统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作斗争，

而且要在吸收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观点的同时，警惕他们的理论缺陷，同

他们保持一定距离”。 B

落实到资本主义之形成的问题上，基于其总体上的政治马克思主义立场，

《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案例研究》中的一系列个例考察，综合来看，归根结底

共同表达了如下富有启发性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如果说探讨资本主义形成

的关键，在于有效区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这

一区分就必须在布莱纳所说的“种种社会财产关系”（social property relations）

的层面作出，并且后者同时包含了“阶级内部横向的竞争与协作关系”和“阶

级之间的纵向冲突”。 C 具体而言，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考察表明，“在非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阶级剥削采取了超出经济（extra-economic）的形式”，而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剥削首要地在市场领域发生，况且“无论是直接生产

者还是剥削阶级，都必须要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才能够再生产他们自身”，

以至于资本家必须“系统性地向生产改良技术中投资，以削减成本和最大化收

益”。 D 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需要被理解为一个由特定的社会财

产关系产生出特定的“市场指令”（market imperative）——更具体地讲，这是

一种“［资本］积累指令”——，进而在“作为资本家阶级的‘执行委员会’”E

的国家的干预介入下，原有社会权力部署经历彻底变革的过程，且尤为重要的

是，在此过程中，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或曰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应当属于

A  Xavier Lafrance, Charles Post （eds.）,Case Studies in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 p. 22.
B  乔治·科米奈尔·张福公：《“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缘起、代际发展与理论意

义——访乔治·科米奈尔教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19 年第 2 期。

C  Xavier Lafrance, Charles Post （eds.）, Case Studies in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 p. 23.
D  Xavier Lafrance, Charles Post （eds.）,Case Studies in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 p. 23, p. 24. 

这一思路或可以和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著名的“脱嵌”（disembedding）说

法相比较。波兰尼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系统中，市场乃是嵌入于后者的一个

部分，并不具有自主性，而与该系统脱嵌的自发调节市场的形成，恰恰就是资本主

义诞生的标记。（cf.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E  Xavier Lafrance, Charles Post （eds.）,Case Studies in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 p. 24,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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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建筑领域的种种制度和关系，深刻地渗入到了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之中，

并对后者进行着塑造。总之，根据论文集的总体理解，社会关系、阶级冲突和

资本积累所构成的动态的三位一体，乃是资本主义之形成的核心动力机制。

不过也恰恰是在这里，必须要指出，《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案例研究》所

遵循的政治马克思主义路线，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对于马克思之相关论断的质疑

乃至驳斥。对此，科米奈尔在前文提及的访谈中提供的一个例证，十分能够说

明问题。在论及马克思的“资产阶级革命”观时，科米奈尔表示，“在马克思

之前，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已经被建构起来，马克思继承了这种思想并加

以发展”，甚至于说，“马克思从未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做过单独研究，虽然他在

《资本论》中偶尔讨论过封建主义，但他对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所有阐述几

乎都是直接继承于自由主义历史学家”，而这也就是马克思和传统马克思主义

为何没有看到，“英国革命在本质上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内战，而不是两个

阶级之间的革命。［……］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并不存在纯粹的资产阶级，同时，

统治阶级也并不只是封建贵族阶级，而是建立在布伦纳所说的政治构成性财产

（politically constituted property）之上的”，也就是说，“在英国和法国都是统治

阶级内部的斗争，而不是两个阶级之间的革命”。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之形

成的问题上，政治马克思主义虽然原则上认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即历史

唯物主义的总体视角，但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政治马克思主义尝试进一步撇

除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如“资产阶级革命”这种提法那样，或多或少依旧渗

透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A 的理论预设，以便更恰当地解释，标志着资本主

义之形成的特定而复杂的社会权力部署，究竟是如何得以可能的。

如此看来，在资本主义形成机制的问题上，试图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政

A  乔治·科米奈尔、张福公：《“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缘起、代际发展与理论意

义——访乔治·科米奈尔教授》，第 265 页。在科米奈尔看来，同样的问题也体现在

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奴隶制生产方式的理解中，“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奴隶制实际上

是一种关于古代社会的自由资产阶级构想，即古代社会主要是基于公民和奴隶的对

立，而公民将最终聚集为更富有的公民。而我们在考察统治阶级和作为非生产阶级

的奴隶时却发现，事实上并没有足够的奴隶充当生产阶级，尤其是并非所有奴隶都

从事基础性的农业生产。”在其《评〈资本主义起源的案例研究〉》中，李嘉弘也指

出了政治马克思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处不同：“政治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理

论有两个重要区别。其一，政治马克思主义认为雇佣劳动并不足以构成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标志性特征。其二，按照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推论思路，剥削关系并不必然

在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



15

治马克思主义，与自新世纪以来，越来越重新得到关注与研究的“雄鹰”（列

宁语）罗莎·卢森堡的看法具有不少相似性。众所周知，卢森堡最为重要、但

同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能得到足够重视的理论工作，是她的资本积累学说。在

2019 年度，不少学者在对资本主义作出历史考察与现实批判的过程中，把目光

重新转向了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学说，更有研究者认为，在当下情势中，该学说

能够激发出与种种激进左翼理论具有同样政治效力的批判性工作，并且其原因

就在于，在有所保留地追随马克思相关工作的基础上，卢森堡深入考察了非

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在此种关系中得到表达的资本主义的形成

机制。

发表在《重思马克思主义》（Rethinking Marxism）期刊 2019 年第 1 期上的

《葛兰西和卢森堡论资本和社会差异》（“Capital and Social Difference in Gramsci 

and Luxemburg”）一文，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在文章一开始，作

者乔尔·温赖特（Joel Wainwright）就开宗明义地表示，如果说“今天很多激

进左翼的争辩，关系到如何对资本和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非资本主义经济或者

非资本主义生活形式此两者关系进行概念把握的诸种进路”，那与马克思的剩

余价值理论有所不同的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学说，就极富现实意义，而且在政治

立意上，该学说毫不逊色于“无政府主义者格雷伯（David Graeber），女性主

义者吉布森—格雷厄姆（J.K. Gibson-Graham），自治主义者安东尼奥·奈格里，

末世论的吉奥乔·阿甘本”等当代学者提出的“非列宁主义的、不以无产阶级

为中心的革命理论”。 A 具体而言，温赖特认为，推动卢森堡整个研究的基本

问题，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乃是“资本主义社会何以可能”，B 而更确切地讲，

则是“资本主义是如何从非资本主义中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深刻不同

于历史上所有其他的社会安排，同时又向大部分人表现为能够不经任何历史断

裂便已实现？”C 在思考此问题之过程中，卢森堡一方面固然吸收了马克思经济学

理论的相关洞见，但同时另一方面，她也大量参考对前资本主义世界的人类学及

历史学考察，尤其关注了农民经济的改造、农业问题、殖民问题。经由此一双重

A  Joel Wainwright, “Capital and Social Difference in Gramsci and Luxemburg”, Rethinking 
Marxism, vol. 31, no. 1, 2019, p. 21.

B  见 Rosa Luxemburg, The Complete Works of Rosa Luxemburg, vol. 1, ed. P. Hudis, trans. D. 
Fernbach, J. Fracchia, G. Shriver,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3, p. 234。

C  Joel Wainwright, “Capital and Social Difference in Gramsci and Luxemburg”,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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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的探索，卢森堡认识到，“资本没有非资本主义形态的帮助，不可能进行积

累，但同时它也不能容忍非资本主义形态与它自己并存下去”，A并由此相应提出，

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学说根本上有待修正，因为按照该学说，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

式外在于资本积累的进程。B 借用葛兰西的核心概念，温赖特最终将卢森堡的上

述论点总结为“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生活的依赖和霸权（hegemony）”，强调正

是这样一种彰显了资本主义在形成过程中所牵涉的“社会的、空间的复杂性”C

的理论，为当下左翼政治批判性的资本主义分析所不可或缺。

综上，无论是沿着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线，强调社会权力配置从非

资本主义形式向资本主义形式转变的多重原因，还是立足于卢森堡所打开的视

野，突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关联，均在一定程度

上表明，在 2019 年度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对于资本主义形成机制的探讨中，如

何理解与彰显这一机制的复杂性——比如单纯的剥削关系和雇佣劳动并不足以

促成资本主义——和动态性——比如资本主义对于非资本主义绝非一劳永逸的

压制——，并在此基础上，相应勾勒出对抗资本主义霸权的总体路线和具体策

略，乃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切。与此同时，如前文已述，这种对于资本主义形

成之复杂、动态机制的深入考察，在根本上有助于资本主义研究规避看似有理

的起源论诘难，强化“资本主义”概念的实践效用，并由此夯实其正当性基础。

2. 资本主义的结构

接下来是第二个方面，即资本主义的结构。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给出

的并且哪怕是他们的批评者往往也会接受的经典解释，所谓的“资本主义”，

首先且根本上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化的生产方式。故此，剖析资本主义的结构，

具体讲来就是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而个中要点，正如此前提到的，

A  Rosa Luxemburg, The Complete Works of Rosa Luxemburg, vol. 2, ed. P. Hudis, trans. D. 
Fernbach, J. Fracchia, G. Shriver,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5, p. 303.

B  在其为本辑报告撰写的《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在 21 世纪的新进展》一文中，吴昕

炜如此总结卢森堡对于马克思的修正：“罗莎·卢森堡从两方面阐发了她对资本积累

的理解。第一是把资本积累与剩余价值生产区分开来，凸显出资本积累理论对于剩

余价值理论的首要性。第二是把马克思对资本原始积累的分析扩展到外部市场，凸

显出外部市场（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主要作用。她认为考

察资本主义就应该考察资本主义的世界发展，考察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逻辑前提。

这个逻辑前提不是别的，正是资本积累。这样一来，罗莎·卢森堡就为自己研究世

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扩张设定了理论起点”。

C  Joel Wainwright, “Capital and Social Difference in Gramsci and Luxemburg”, 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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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于确定资本主义体系赖以维持运作——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也

就是资本主义体系赖以重新创造自身之存在条件——的机制性常量。在此方

面，马克思及其之后的种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均作出过丰富的论

述，提出了一系列相关概念，比如自由市场、剩余价值、劳动合理化等。在

2019 年度，围绕这一问题，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也展开了有价值的讨论，尤

其是国家与资本主义之关系，以及社会再生产进程这两大议题，成为了不少学

者所重点论述的内容。

国家与资本主义之关系，或者更具体地讲，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

运作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资本主义研究当中的基础性问题。近几年以来，此

问题重新得到了广泛关注和深入探究，而其背后的现实原因，则显然在于资本

主义全球化的推进，以及在这一推进过程中，所浮现出的一系列问题。在同样

发表于《重思马克思主义》杂志 2019 年第 1 期的文章《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

之内外限度的多国难题：从普兰查斯到柄谷行人》（“The Quandary of Multiple 

States as an Internal and External Limit to Marxist Thought: From Poulantzas to 

Karatani”）开头，作者巴拉内·伊玛蒂安（Baraneh Emadian）明确提出，“自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现存社会主义’［指苏联——笔者注］瓦解以来，势不可

挡的全球化浪潮似乎彻底吞没了民族国家。然而近些年来，在南北两大半球，

国家的地位均在不断上升。国家和资本的关系经常得到讨论，但‘多国’（many 

states）的持续存在，以及它们和同时具有国家形态与全球形态的资本主义的

关系，却有待更进一步的澄清。”A为了作出这一澄清，伊玛蒂安一方面指出了

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认为由于“国家体系其自身的逻辑，且无法从资

本中推导出来”，所以传统马克思主义既“无法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抽离出一

致或单一的关于国家的一般理论”，也无法将“对于资本（capital）和诸种资

本（capitals）的区分［……］转化为对国家一般（state as such）和现存多国

（multiple existing states）的区分”；B另一方面，借助于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对于资本主义关系全球化的思考，以及柄谷行人对于多国问题的

探讨，伊玛蒂安表示，在当代地缘政治舞台上，不仅各种国家形态并存——比

A  Baraneh Emadian, “The Quandary of Multiple States as an Internal and External Limit to 
Marxist Thought: From Poulantzas to Karatani”, Rethinking Marxism, vol. 31, no. 1, p. 72.

B  Baraneh Emadian, “The Quandary of Multiple States as an Internal and External Limit to 
Marxist Thought: From Poulantzas to Karatani”, pp.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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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全球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和威权主义国家——，而且这些国家形态以

各种各样的方式和路径，与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在一起——比如在大多

数所谓发展中民族国家，国家、资本、民族之间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分离和统

一——，从而“我们必须从多重国家及其多重同步（multiple synchronizations）

的角度，而不是立足于一种关于资本之超越性和国家之辅助功能的目的论叙

事，来提出民族国家的问题”。 A 总之，在伊玛蒂安看来，对于“多国”现实

的关注以及理论阐释，能够在补充及修正传统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础上，

更深刻地把握到国家逻辑与资本逻辑之间的复杂关系，亦即“虽然国家以经济

或资本主义为中介，但资本主义却并未构建多国体制”。 B

在很大程度上，伊玛蒂安所强调的“多国”现实，以及这一现实与资本

主义全球化之理想蓝图间的出入，也在哈特及奈格里去年合写的一篇文章中得

到了另一侧面的交代。不过与伊玛蒂安的基本主张不同，哈特和奈格里并不认

为，这种出入足以说明国家逻辑的相对独立，或者说国家逻辑对于资本逻辑

的彻底“溢出”。 C 这篇文章题为《〈帝国〉问世二十年后》（“Empire, Twenty 

Years On”），刊登在《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2019 年 11/12 月号上。

在文章中，哈特和奈格里先是提到，《帝国》问世之际，资本主义全球秩序方

兴未艾，而时至今日，全球化再次成为讨论热点，只不过“各个政治阵营的评

论者都在对其进行尸检”，甚至乎，不光“近来占主导地位的反动势力呼吁着

国家主权的回归”，而且“即使在左翼阵营，某些人也作出预言说，国家主权

将重新成为抵御来自新自由主义、跨国公司和全球精英阶层的掠夺的防御武

器”。 D 与这些意见相左，《帝国》的两位作者随后表达了坚持多年的立场，E

认定全球资本主义秩序虽则危机重重，但宣称这一秩序将重新让位于民族国家

A  Baraneh Emadian, “The Quandary of Multiple States as an Internal and External Limit to 
Marxist Thought: From Poulantzas to Karatani”, p. 89.

B  Baraneh Emadian, “The Quandary of Multiple States as an Internal and External Limit to 
Marxist Thought: From Poulantzas to Karatani”, p. 88.

C  Baraneh Emadian, “The Quandary of Multiple States as an Internal and External Limit to 
Marxist Thought: From Poulantzas to Karatani”, p. 74.

D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 Twenty Years On”, New Left Review, vol. 120, 
2019, p. 67.

E  关于哈特和奈格里的这一立场，以及由此一度引发的与伍德、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和阿列克斯·卡利尼克斯（Alex Callinicos）的争论，参见张双利：《总报

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2015—2016》，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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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一来为时尚早，二来自欺欺人。按照哈特和奈格里的看法，不仅“当下

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单方面组织和统领全球秩序”，而且从根本上讲，“被

大肆宣扬的向民族国家的回归——以及应运而生的民族主义言论、贸易战要挟

和保护主义政策——，不应当被理解为全球体系的分裂，而恰恰应当被理解为

贵族大国彼此竞争所采用的策略手段”，因为在占有主导性地位的民族国家和超

国家机构中翻云覆雨的，终究是精英集团，而这一集团深深浸染在“必然致力

于构建和维持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A 当中，为之所驱动。

简言之，哈特和奈格里的基本立场是，资本主义全球秩序要远远大于诸民族国

家力量之和，只有承认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辨识出“潜在的反抗力量与解放力

量”。 B

伊玛蒂安与哈特和奈格里关于国家机制的上述不同主张，归根结底代表

了对于资本主义之结构的两种理解，抑或更准确地说，代表了理解资本主义结

构的两种路径：前者是自下而上式的，以彰显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差异性、多元

性为立意，后者相对而言则是自上而下式的，而且展现出一种并非无法包容多

元性的总体主义风格。但综合起来看，此种路径殊异同时也恰恰说明，资本主

义的结构具有与前文所论及的资本主义之形成过程相契合、相一致的动态性和

复杂性，亦即在根本上，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乃是一个既能够调用、重组既

有生产要素和生产机制（比如伊玛蒂安所强调的“多国”现实），又能够在此

基础上，生产出保障自身之再生产的生产要素与机制（比如哈特和奈格里所重

视的全球秩序）的进程。

但国家——无论是“多国”意义上的国家，还是“国家一般”意义上的

国家——毕竟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生产自身所依赖的机制之一，或者说，

国家虽为此种再生产归根结底的保障，但其提供这一保障的方式，却是具体

而微观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微观机制或曰日常机制，是近年来国外马克思

主义学界持续关注的一个主题，而在此过程中尤其得到发展的，是莉丝·沃

格尔（Lise Vogel）、玛塔·吉梅内兹（Martha Gimenez）、乔安娜·布莱纳（Jo-

hanna Brenner）、苏珊·弗格森（Susan Ferguson ）和大卫·麦克纳里（David 

McNally）等学者集中论述的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社会再生产理论”（social re-

A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 Twenty Years On”, p. 71, p. 74, p. 75.
B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 Twenty Years On”, p.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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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theory）。A 在 2019 年度，围绕该主题也产生出了不少值得关注的研

究成果，《激进哲学》（Radical Philosophy）、《资本与阶级》（Capital&Class）和《科

学与社会》（Science&Society）等期刊均开辟了“社会再生产理论”专栏，博睿

出版社（Brill）的《历史唯物主义丛书》（Historical Materialism Book Series）也

推出了吉梅内兹的一本相关专著。 B 此外，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辛

西娅·阿鲁萨（Cinzia Arruzza）和提泰·巴塔查里亚（Tithi Bhattacharya）合

著的《99％的女性主义：一份宣言》一书， C 在此论题上也有集中阐述。

按照意大利思想家西尔维娅·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的看法，作为一

个最初由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François Quesnay）所创制的概念，“社会

再生产”在马克思和后马克思的语境中得到重视，并在近些年来特别被一批（激

进）左翼女性主义者赋予以强烈的政治含义，首先显然是由于广义上的马克

思主义传统对劳动剥削问题的深入剖析。但更为重要的是，自 20 世纪六七十

年代以来，有赖于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D 塞尔

玛·詹姆斯（Selma James）和利奥波达·福尔图纳蒂（Leopolda Fortunati）等

关注家政问题的理论家与行动家的工作，人们发现了“一个直到那时还没有被

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任何革命理论家所认识的广泛剥削”，

即“无偿劳动并不仅仅由资本家阶级从薪资工作日中提取，同时也从千百万无

A  需要注意的是，“reproduction”显然也包含繁殖的意思。弗格森曾指出，阿尔都塞

和布尔迪厄是继马克思之后，在社会再生产问题上进行了最具启发性之思考的两位

理论家（见 Susan Ferguson, “Social Reproduction: What’s the big idea?”, https://www.
plutobooks.com/blog/social-reproduction-theory-ferguson/）。阿尔都塞在此问题上的重

要著作《论再生产》的中译本，已于 2019 年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B  Martha Gimenez, Marx, Women, and Capitalist Social Reproduction, Leidon: Brill, 2019.
C  Cinzia Arruzza, Tithi Bhattacharya, Nancy Fraser, Feminism for the 99％ : A Manifesto, Lon-

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9. 巴塔查里亚曾撰写过《社会再生产理论：重新图绘阶

级，重新定位压迫》（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Remapping Class, Recentering Oppress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17）一书，并在 2019 年出版的文集《资本主义：概念、理

念、图像——今日马克思〈资本论〉诸方面》中，发表《从价值生产到再生产的评

价》一文。（Tithi Bhattacharya, “From the production of value to the valuing of reproduc-
tion”, in Peter Osborne, Eric Alliez and Eric-John Russell（eds.）, Capitalism: Concept, Idea, 
Image: Aspects of Marx’s Capital Today, London: Centre for Research in Modern European 
Philosophy,2019, pp. 105-120）

D  2019 年出版了科斯塔的文集，见 Mariarosa Dalla Costa,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A Mariarosa Dalla Costa Reader, trans. Richard Braude and ed. Camille Barba-
gallo, Oakland: PM Pres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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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的家务劳动者以及其他许多无偿和无自由的劳动者的工作日中提取”，而

也正是这一发现，“使得人们有可能对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自身的机制拥有了

全新的理解”。A 在《从价值生产到再生产的评价》一文中，巴塔查里亚也提到，

在进入生产环节之前，劳动力就已经具有了不同的价值，况且涉及住房、教

育、医疗等方面的种种社会再生产活动，降低了部分工人阶级的劳动力价值，

而这反过来也就意味着，生产环节之外的斗争与生产环节之内的斗争具有同等

重要的意义。换言之，“巴塔查里亚认为，《资本论》只是暗示性地指出了社会

再生产与生产活动的关系，但未予以详细阐发。她希望通过社会再生产理论研

究，让原本被忽视了的性别歧视、种族压迫等非生产性劳动的剥削和压迫，能

够与生产领域的剩余价值剥削一道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重视。”B在前文提及

的博睿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女性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一书中，作者吉

梅内兹沿着同样的思路，结合对于劳动力再生产、家政劳动、女性贫困和再生

产技术等问题的考察，揭示出“劳动力再生产和资本再生产，乃是作为整体的

［资本主义］体系之辩证式再生产进程的环节”，并特别强调，在此过程中，一

方面女性“作为当代和未来一代工人的再生产者被隔离在家庭中”，另一方面，

资本主义“在选择这种家庭形式作为功能最强的日常和代际再生产形式”C 的

同时，又通过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的生产力的变化——主要是通过辅助性的生殖

技术——，不断地破坏这种家庭形式。

总而言之，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资本主义以要比传统马克思

主义所理解、所描述的更为复杂和细微的方式，不断再生产着为其自身之再生

产所必需的劳动力，并且根据巴塔查里亚的归纳，这一再生产进程是一体三面

的，即它同时表现为（一）发生在生产进程之外的对于劳动力的再生产；（二）

发生在生产进程之外的对于当下非劳动力（也就是未来可用的劳动力和旧有无

用的劳动力）的再生产；（三）对于新鲜劳动力的再生产，正是如此这般的进程，

确保了资本主义的系统性运作。D 与此同时，基于这一观点，不少社会再生产

A  Silvia Federici,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History, issues and present challenges”, 
Radical Philosophy, issue 2.04, 2019, p. 55.

B  引自孙秀丽为本年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所撰写的英国地区报告。

C  Martha Gimenez, Marx, Women, and Capitalist Social Reproduction, p. 13, p. 178, p. 196.
D  Tithi Bhattacharya, “What is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September 10, 2013, https://so-

cialistworker.org/2013/09/10/what-is-social-reproduction-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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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研究者也进一步强调，在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机制中，“生产劳动力”和

“生产人”乃是两个虽则彼此相关，但根本有别的环节，前者为资本主义再生

产的主要动力，而后者则看似展现为再生产进程之冗余，其实却关乎着“处于

阶级斗争中心的身体性、社会性、日常性、代际性的再生产活动”，A因为，如

果说劳动力生产的最终指向是利益生产，那么，“资本主义图谋掩盖”的一项

基本事实就是，“制造利益（profit-making）的有偿劳动无法脱离作为（大部分

情况下是）无偿劳动的造人（people-making）活动而展开”，或者说“社会再

生产劳动乃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可能条件”，而这就是为何“社会生产层面

的抗争如今已如火如荼”，并成为了“具有彻头彻尾改变社会的种种筹划中的

主导力量”。B 综观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发展已有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再

生产理论——当然，严格说来，社会再生产分析的“理论”化，乃是近几年的

事情 C——，可以说，通过聚焦于私有和公共领域中，一代又一代的劳动力得

以被日常再生产的多重机制，这一理论极大地强化了对于资本主义再生产问题

的认识，并在此过程中，拓展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亦即在狭义的生产领

域之外，考察了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价值生产进程。在此意义上，诚如亚历山德

拉·梅扎德里（Alessandra Mezzadri）所言，“唯有通过将社会再生产解释为价

值生产（value-producing）的活动和领域，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代资本主义

的劳动关系”。 D

上述对于 2019 年度海外学者们在国家问题与社会再生产问题上之相关论

述的有限回溯，应当足以表明，就理解资本主义之结构而言，既需要立足于该

结构之整体，对其总体运作程序和相关机制加以把握，也需要深入到具体的诸

结构性层次之中，探究这些机制本身各自赖之以运行的种种微观而日常的进

程，尤其是其中局部的、复杂的、时隐时现的各种剥削与斗争形式。洞悉资本

主义之结构没有一劳永逸的捷径，也就是说，由于资本主义始终在不断地“结

A  Martha Gimenez, Marx, Women, and Capitalist Social Reproduction, p. 299.
B  Cinzia Arruzza, Tithi Bhattacharya, Nancy Fraser, Feminism for the 99％ : A Manifesto, p. 25, p. 70.
C  关于科斯塔等人的早期分析和巴塔查里亚等人主张的社会分析理论（SRT）的非

原则性差异，可参考 Alessandra Mezzadri, “On the value of social reproduction: Infor-
mal labour, the majority world and the need for inclusive theories and politics”, Radical 
Philosophy, issue 2.04, 2019, p. 33。

D  Alessandra Mezzadri, “On the value of social reproduction: Informal labour, the majority 
world and the need for inclusive theories and politics”,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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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化”，亦即如前文业已指出的那样，归根结底是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

始终在不断地以更为丰富的方式（再）生产、（再）组织自身，从而对于这一

结构的认识，必然也展现为一个不断复合的进程，并且在此进程中，来自于实

践地反抗着资本主义对其之日常压制的反抗者们的实践的认识，具有和理论的

认识同样的重要性。

3. 资本主义的形态

最后是第三个方面，即资本主义的形态。前文提及，相对而言，资本主义

之结构与形态，可以分别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机制性常量与变量。进一步讲，

作为特定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运作必然依靠诸如国家机制 A 和社会再生产

机制而展开，但这一展开过程并不是僵化的，因为它往往表现出极强的情势性

和参差性，B 这两种特性带来了资本主义机制的种种变形，后者不仅不触及该机

制的基本结构，更大大强化了这一结构的可塑性。如前所述，新自由主义、新帝

国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等，是最近几十年来，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在尝试辨识和

把握资本主义之形态变化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一些重要概念。而在 2019 年度的

相关研究中，对于这些资本主义形态的考察，仍旧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首先来看学者们对于新帝国主义问题的讨论。在上一节中，我们从资本

主义与作为其结构常量的国家机制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出发，简要回顾了哈特

和奈格里在《〈帝国〉问世二十年后》这篇文章中的相关观点，尤其是两者对

于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的总体性的强调。而立足于资本主义形态问题，哈特和奈

格里的此一主张及其背后的理论框架，能够得到更为充分的理解和澄清，因为

众所周知，对这两位作者来说，所谓的资本主义全球秩序，从根本上讲，就是

一种新帝国主义秩序，亦即“新帝国”乃是当下情势中资本主义的主导性形态。

具体而言，哈特和奈格里先是在文章中指出，新帝国形态的资本主义体系由内

外两大领域构成，全球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网络构成其内域——“通讯、物质及

非物质的基建、水陆空运输线、跨洋电缆及卫星系统、社会金融网络和彼此相

A  即使按照像此前聚焦的伊玛蒂安这样的学者的看法，国家机制并不在此意义上完全

等同于资本主义机制。

B  此处的“参差性”对应于英语的 unevenness，或法语的 inéqualité。在此前讨论过的

温赖特的《葛兰西和卢森堡论资本和社会差异》一文中，作者就多次使用 uneven-
ness，来概括葛兰西和卢森堡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理解。同时，众所周知，在阿

尔都塞版本的对于社会结构学说中，inéqualité 是一个核心概念。综合这些思路，本

报告选择将这两个紧密相关的外语词，共同翻译为“参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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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的多重生态—人类—物种系统”属于其中的要素——，全球治理体系构成其

外域——“各国政府、跨国协议、超国家机构、企业网络、经济特区等”A 属

于其中的要素——，并且在这两大领域中，均可以发现一种异质要素的辩证综

合。随后，在此基础上，两人重拾“共有”（the common）这一经典议题，强

调近年来的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进程，始终在“共有”层面展开，而这一

点尤其展现在（一）自然资源与社会价值之提取（extraction），（二）以认知生

产、数字化劳动与情感（affect）生成为主要特征的生命政治，和（三）关乎

全人类生死的生态系统三个方面，从而从根本上看，在新帝国形态的资本主义

当中，“资本已经逐步成为了捕获共有、提取共有价值，并在此过程中带来数

不清的痛苦和毁灭的机器”。 B 最终，结合前两个层面的论述，哈特和奈格里

主张，正是鉴于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新帝国形态特征，今时今日，我们更需要

“带有对于全球统治秩序结构之理解的一轮又一轮斗争”，这些斗争当中的“理

论工作比图书馆中的理论工作交给我们更多”，它们承载着构成“挑战并最终

颠覆帝国结构”的“新国际”C 的潜能。

著名的左翼刊物《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也在 2019 年的三月号和

七八月号中，以新帝国主义为专题，先后刊登了约翰·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等人合写的《全球商品链和新资本主义》（“Global Commodity Chains 

and the New Imperialism”）、《晚期资本主义：哈里·马格多夫〈帝国主义时代〉

出版五十年》（“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于 2018 年去世的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D 的《新帝国主义

结构》（“The New Imperialist Structure”）等多篇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补

充和深化了哈特与奈格里对资本主义之新帝国形态给出的理解。比如在《全球

商品链和新资本主义》中，福斯特等人基于一系列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资本主

义之新帝国形态的一个特征在于，“当今世界经济中心的全球垄断企业在不平

等的交换过程中，攫取边缘地区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从而‘以较少的代价换

A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 Twenty Years On”, pp. 68-69.
B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 Twenty Years On”, p. 83.
C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 Twenty Years On”, p. 92.
D  每月评论出版社也于 2019 年出版了阿明的文集：Samir Amin, Only People Makes Their 

Own History: Writings on Capitalism, Imperialism,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
view Pres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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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较多的劳动力’。其结果是改变了全球工业生产的结构，同时维持并往往强

化了全球剥削和价值转移的结构”；换言之，借助于全球商品链，帝国主义在

“商品套商品”（commodity-by-commodity）的基础上，重新打造了全球生产活

动的结构，其结果是双重的，亦即一方面，跨国公司的利润率大大提高，而另

一方面，“这种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征用变得更加伪装和隐形”，以至于“要理解

当今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就必须离开所谓自由贸易占主导地位的交换领域，

进入‘生产的隐秘居所’”。 A 与此思路类似，阿明也强调了新帝国形态下资

本主义的普遍垄断特性，并指出所谓的“全球化”，无非是世界经济的普遍垄

断者们“赖以掌控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外围的生产体系的强制要求”，因为显而

易见，在这个一体化的帝国主义体系中，部分企业占据了世界收入的近 40％，

大多数其他企业都被卷入这些巨头公司的网络中，以至于在此意义上，甚至可

以说，“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同一现实的两副不可分割的面孔”。 B 福斯特还

与汉娜·霍利曼（Hannah Holleman）、布莱特·克拉克（Brett Clark）合写了《人

类纪中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一文，从另一个角度

再次提出了同样的主张。文章表示，将帝国主义问题带入近些年来对人类纪的

讨论，有助于揭示出，“帝国主义是一股积极的力量，它有组织地反对生态革

命，力图锁定化石燃料体系和最大程度地导致了环境退化和人类剥削的现行制

度”，从而如果不解决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或全球化资本主义问题，人类纪理论

家们所关注的地球问题，就无法现实地解决，而这也就是为何在文章中，福斯

特等人认为，资本主义的新帝国主义形态，同时具有“能源帝国主义”、“水帝

国主义”等“生态帝国主义”C 面相。总之，正如《每月评论》编辑部在七八

月号的《编者的话》中所言，“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不仅代表着最具体的历史层

面的资本主义，而且代表着在世界范围内构成积累的整个动态权力结构。”D

A  Intan Suwandi, R. Jamil Jonna, John Bellamy Foster,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Monthly Review, vol. 70, no. 10, March 2019, https://monthlyreview.
org/2019/03/01/global-commodity-chains-and-the-new-imperialism/.

B  Samir Hamin, “The New Imperialist Structure”, Monthly Review, vol. 71, no. 3, July-August 
2019, https://monthlyreview.org/2019/07/01/the-new-imperialist-structure/.

C  John Bellamy Foster, Hannah Holleman, Brett Clark, “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 
Monthly Review, vol. 71, no. 3, July-August 2019, https://monthlyreview.org/2019/07/01/
imperialism-in-the-anthropocene/.

D  “Notes from the editors”, Monthly Review, vol. 71, no. 3, July-August 2019, https://month-
lyreview.org/2019/07/01/mr-071-03-2019-07_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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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关于新自由主义问题——当然，此处指的是对应于英文 Neoliberal-

ism 而非 New Liberalism 的新自由主义——的新近探讨。从制度层面来看，新

自由主义发端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后半期，并随着此后的全球化进程而不断强

化。这一强化最为明显的特征，表现为归根结底是一种市场价值体系的新自由

主义价值体系向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渗透。自 80 年代以来，在最广义的马克思

主义学界中，对于新自由主义及其上述后果的批判性分析便屡见不鲜，A 不仅

像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大卫·哈维（David Harvey）、齐泽克（Slavoj 

Žižek）、艾蒂安·巴里巴尔（Étienne Balibar）等诸多知名学者，均对之有所

阐发，甚至于更可以说，批判新自由主义，已成为当下左翼语境下之资本主

义批判工作的应然环节。在此方面，2019 年度国际学界的相关工作也不容忽

视，而我们重点关注其中论题明确且彼此呼应的两项工作，一是《历史唯物主

义》期刊收录的雅克·比岱（Jacques Bidet）的文章《新自由主义与其主体的

照面：一条元结构的进路》（“Neoliberalism Facing Its Subjects: A Metastructural 

Approach”），二是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学者卡尔·拉特纳

（Carl Ratner）的新著《新自由主义心理学》（Neoliberal Psychology）。 B

在很大程度上，比岱的这篇文章是对其著作《新自由主义：另一场宏大

叙事》（Le néolibéralisme: un autre grand récit, Paris: Les Prairies Ordinaires, 2016）

之核心论题的集中阐述。如标题所示，在该文中，比岱仍旧立足于作为其标志

性理论成果的元结构概念，切入对于资本主义之新自由主义形态，以及这一形

态所孕育的新自由主义主体的双重分析，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最终修正并完善

马克思的现代社会理论。比岱的基本观点可表述如下：新自由主义体系与“世

A  “Neoliberalism”这一术语的最初使用，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并在 20 世纪上半叶

被不少经济学所使用。而当下语境中对于该术语的理解，得益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

代以来左翼学者对之的批评，尤其是 80 年代中期，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相关

工作。

B  2019 年度的其他相关成果，包括但不限于：Adrienne Pine, “Forging an Anthropology 
of Neoliberal Fascism”, Public Anthropologist, no. 1, 2019, pp. 20-40; Luigi Esposito, “The 
Alt-Right as a Revolt against Neoliberalism and Political Correctness: the Role of Collec-
tive Action Frames”,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no. 1-2, pp. 93-
110; Mia Arp Fallov, Cory Blad （eds.）, Social Welfare Responses in a Neoliberal Era, Leiden: 
Brill, 2019; Elia Apostolopoulou, Jose A. Cortes-Vazquez （eds.）, The Right to Nature: Social 
Movements,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Neoliberal Natur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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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国家”（World-State）体系密不可分，A 在其中，受制于一种普遍的商品化的

主体便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主体，这一主体面对着新自由主义体系的矛盾多

元性（contradictory plurality），亦即其以多重方式，受到资本家—精英—民众

所构成的三重“霸权体制”（régime of hegemony）的质询（interpellation）。换

言之，在比岱看来，新自由主义体系的出现不仅摧毁了社会国家体系，而且使

得“作为‘资产阶级’时代特征的结构配置［即资本家 vs 精英 vs 民众——译

注］再次出现”，这一配置之关键，在于“特定的市场 / 组织机器与对之进行

框定的阶级结构”两者之间的联系，而也正是此种联系，使得新自由主义的质

询机制或曰主体化机制，具有“多元、矛盾且模棱两可”之特性，并得以施

效于“社会经验的不同层次”，从而导致了“一系列作为新自由主义市场霸权

之结果的新的病态（pathologies）：压力、丧失自尊、职业价值观的瓦解、政治

激情的消解，如此等等”。 B 上述分析促使比岱最终认定，新自由主义的“元

结构三角”（metastructural triangle）构成了现代生活——此处比岱尤其强调，

“我们并未进入某种‘后现代’。我们处于现代性的顶端”，我们是“极端现代”

（ultimoderns）C 的——基本框架，当下一切解放事业的视野，至多指向了这一

框架的边界，而无法从中脱离。 D

从实质上来看，比岱所指出的新自由主义主体的种种病态，其实也就是

A  比岱的“世界国家”的说法，可与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进行比较：在后两位作者

看来，“帝国并不是全球国家，它并未创造出统一化、中心化的统治结构”。（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 Twenty Years On”, p. 72）

B  Jacques Bidet, “Neoliberalism Facing Its Subjects: A Metastructural Approac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27, no. 4, p. 134, p. 136, p. 138.

C  Jacques Bidet, “Neoliberalism Facing Its Subjects: A Metastructural Approach”, p. 140, p. 
142.

D  这一思路与意大利左翼思想家卡尔洛·福尔门蒂（Carlo Formenti）在其新作《社会

主义已死？社会主义万岁》（Il socialismo è morto. Viva il socialismo! Dalla disfatta della 
sinistra al momento populista, Roma: Meltemi, 2019）中的若干观点产生共鸣。福尔门蒂

认为，“无论是所谓的‘温和的’左翼，还是激进的左翼，抑或布莱尔的‘第三条道

路’，以及后工人主义和后女权主义等等，从进步解放的视角，都是无用的，而且始

终是从属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左翼与其对手拥有完全相同的意识形态视

野，对全球化和市场进程采用目的论方法。而全球化 / 超民族主义（拆除 / 瓦解国家

边界和主权被理解为命运）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确实是可取的，左翼的欧洲主

义显然是由此而来。同时，还源于反国家主义，源于对技术的解放和内在进步性的

信念等。更糟糕的是：正是作为‘政治上正确’的守护者的左派，这使得资本主义统

治体系无法受到任何批评”。（见李凯旋撰写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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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特纳所谓的“生活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的心理”A，在后者看

来，恰是这一心理构成了某种新自由主义式的主体性。具体而言，在《新自由

主义心理学》中，拉特纳依靠他早期大量吸收了苏联心理学家列夫·维果茨基

（Lev Vygotsky）之相关成果的“宏观文化心理学”（macro-cultural psychology）

工作，重点讨论了新自由主义机制与一系列人类心理现象之间的关系，比如焦

虑是如何嵌入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结构中的，以及幸福是如何与新自由主义

的自我实现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这一讨论的核心结论是，新自由主义通过政治

经济、教育和意识形态——这里不得不指出，令人遗憾的是，拉特纳所理解的

“意识形态”的基本含义是且仅仅是虚假意识——等社会要素的复合作用来改

变我们的心理能力，使之朝着盲目的个人主义方向发展，并最终将我们构造为

“新自由主义主体（subjects）、新自由主义行动者（agents）”，抑或更充分地讲，

构造着我们的“新自由主义自我、新自由主义情绪、新自由主义感知、新自由

主义女性特征、新自由主义儿童特征、新自由主义动机、新自由主义需求和

新自由主义性经验等”。B 简言之，对拉特纳来说，作为资本主义的当下形态，

新自由主义全方面地影响着我们的所思、所言、所行，在此意义上，我们只有

不仅仅将新自由主义看作一种政治经济体系，而是看作最为广义上的“世界观、

精神、心态、认识型、风俗或集体表征”， C 才能与之进行对抗。

最后来看近些年来得到热烈讨论的数字资本主义问题。“数字资本主义”

概念最早由丹·席勒（Dan Schiller）在其《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 

Networking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9）一书中提

出，此后，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的一系列工作——尤其

是《数字劳动与马克思》（Digital Labor and Karl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2014）——拓展并推广了对于该议题的相关讨论。虽然席勒和福克斯对数字资

本主义的界定方式不尽相同，D 但大体而言，在他们那里，这一概念均试图表

达如下似乎显白的现实，即数字化信息技术是当前资本主义机制运作的重要手

段，并已渗透进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改造甚至重构了生产技术、生产对

A  Carl Ratner, Neoliberal Psychology, New York: Springer, 2019, p. ix.
B  Carl Ratner, Neoliberal Psychology, New York: Springer, 2019, p. xi.
C  Carl Ratner, Neoliberal Psychology, New York: Springer, 2019, p. 9.
D  两人分别被视为数字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唯名论者和结构主义者。见 Jonathan Pace, 
“The Concept of Digital Capitalism”, Communication Theory, no. 28, 2018, pp. 254-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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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所有权形式乃至劳动形式。自此以后，尤其随着近些年来各种信息技术的

蓬勃发展，在资本主义形态研究中，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分析成为了一个重要

课题。

2019 年度海外学界的数字资本主义研究，亦取得不少进展。在成果方

面，既有福克斯参与编辑的《数字化客体，数字化主体：对于大数据时代

中的资本主义、劳动和政治的跨学科考察》（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尼克·戴尔—魏斯福德（Nick Dyer-Witheford）与斯薇拉娜·马特维延科

（Svitlana Matviyenko）合著的《赛博战与革命：全球资本主义中的数字骗局》

（Cyberwar and Revolution ： Digital Subterfuge in Global Capital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斯蒂夫·瓦拉斯（Steve Vallas）和安娜·科瓦

莱宁（Anne Kovalainen）合编的《数字时代的工作与劳动》（Work and Labor in 

the Digital Age, Bingley: Emerald Publishing）等专著与文集，也有叶夫根尼·莫

罗佐夫（Evgeny Morozov）的《数字社会主义？——大数据时代的运算论争》

（“Digital Socialism? The Calculation Debate in the Age of Big Data”）、桑德拉·瑟

伯特（Sandra Seubert）与卡洛斯·贝克（Carlos Becker）的《重探文化工业：

对于数字时代“私人”问题的社会哲学反思》（“The culture industry revisited: 

Socio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privacy’ in the digital age”,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vol. 45, no. 8, pp. 930-947）和雅森·萨多夫斯基（Jathan Sadowski）

的《当数据即资本：数据化、累积与提取》（“When data is capital: Datafication, 

accumulation, and extraction”）等论文。此外，2019 年 10 月 29 日至 30 日，德

国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 Ebert Stiftung）也举办了以数字资本主义为题的学

术研讨会。

《数字化客体，数字化主体》可谓是上述成果中内容较为丰富的一项，而

且尤为重要的是，该文集尝试从根本上反思当下流行的数字资本主义研究立

意，亦即“一方面批评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主流管理学及组织学对大数据的认知

使用，［……］另一方面则将自身的尝试与种种后人类认识论相区分，后者强

调的是基于数字技术发展的人类经验及知识的转变”。 A 诚然，两位编者在文

A  Marcos Barros, “Book Review. David Chandler and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Organization Studies, January 2020,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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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导论中主张，现时代固然是一个数字化的时代，不少人认为“数字化转向”

（digital turn）彻底“破坏了主体与客体、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公共与私

人、消费与生产、时间与空间、心灵与身体、劳动与娱乐、文化与自然、人类

与后人类等的传统现代主义式的二元体系”，但这一状况并不表明，我们只能

在“数字化乐观主义”和“数字化悲观主义”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亦即要么断言，

“数字技术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新的共同体形式、替代性的认识和感知

方式、创造性的创新、参与性的文化、联网行动主义和分布式民主均有望逐步

形成”，要么认为“数字技术并没有带来积极的变化，而是通过新的控制形式

加深和扩大了统治”，比如“网络化的专制主义、数字化的非人化［……］、网

络化剥削和监控社会”。 A 借助文集所收录的一系列关于大数据、数字化劳动

和数字化政治的最新研究，两位编者强调，“数字化统治和数字化劳动的剥削，

是形成数字资本主义的霸权结构力量。但情况并非毫无希望，因为存在着能够

建立替代性路径的斗争潜力”，比如奈格里在其《占有固定资本：一个隐喻？》

（“The Appropriation of Fixed Capital:A Metaphor?”）中所暗示的“数字化共有物”

（digital commons） B 之构造，便是一例。

在《当数据即资本：数据化、累积与提取》一文中，萨多夫斯基原创性地

同时调用着马克思和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辨析了数据资本的独特存在形式，

一方面揭示了其在经济资本中的扎根，另一方面则突出了其与经济资本的迥

异。与此同时，与福克斯等人的前述主张类似，萨多夫斯基同样也极力避免就

数字资本主义问题给出过于宽泛且武断的结论。在文章最后，他提到，他的意

图并不在于表明，哪怕仅仅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以数据化为核心机制的数字

资本主义，标志着“万物变更、不复如前”之彻底新时代的到来，而毋宁在于

强调，数字资本主义带来了不容忽视的“焦点转换”，这种转换促使我们在研

究资本主义系统的过程中，必须考察诸如数据化与金融化之复杂勾连这样的具

体问题，而也唯有经由如此的考察，我们才能“在规范的基础上，在政治与法

A  David Chandler and Christian Fuchs（eds）.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2019, p. 2.

B  David Chandler and Christian Fuchs（eds）.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p. 3. 奈格里的文章，

见文集 pp. 205—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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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层面，对泛滥肆行的数据累积作出回应”。 A

在此前提到的柏林数字资本主义大会上，莫罗佐夫作了题为“数字资本

主义中的竞争与合作”（“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Digital Capitalism”）的

发言，发言稿后以《数字社会主义：重新构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民主》（“Digital 

socialism: Reimagining social democracy for the 21st century”）为题发表。莫罗

佐夫的主张，可以说与福克斯、萨多夫斯基一脉相承。在文章中，莫罗佐夫

提到，当前关于数字技术的种种讨论，往往深陷于“新自由主义知识型（epis-

teme）”不能自拔，以至于至少从表面上看，左翼阵营似乎难以构想“社会力量

的另类配置方案”。但实质上，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其实涌现着诸多“应当

和社会民主及社会主义计划相联合的”、能够“超越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形

式，这些形式要求着社会主义者们，“去彻底重新构想社会民主态度的基本内

容，而不仅仅是捍卫二十世纪的遗产”。 B 正是在此意义上，如标题所示，莫

罗佐夫将寄希望于一种数字社会主义，而也正是基于同样的愿景，在此前提及

的《数字社会主义？——大数据时代的运算论争》一文的末尾，莫罗佐夫强调

了数字时代“信息技术所提供的解放性允诺”。 C

虽然以上所综述的，仅仅是 2019 年度中，学者们关于新帝国主义、新自

由主义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广泛讨论中的一小部分，不过，透过这些工作，我们

应当已经能够发现资本主义形态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深刻决定着本节一开始

提及的具有结构常量的资本主义机制之运作的情势性和参差性。而要是在此基

础上回过头来看，同时综合学者们对于资本主义之结构与形态的这些研究，那

么，在对于资本主义之理解上——这一理解既涉及“资本主义”概念，也涉及

作为概念对象的“资本主义”——，我们也应当能够认同约纳森·佩斯（Jonathan 

Pace）的如下观点，即“资本主义是一个概念性的结构（conceptual structure），

这一结构超越了它在历史中的特定表现形式，也超越了这些历史表现本身。作

为结构性概念（structural concept）的资本主义和作为过程性历史（processual 

A  Jathan Sadowski, “When data is capital: Datafication, accumulation, and extraction”, Big 
Data & Society, vol. 6, no. 1, 2019, p. 9.

B  Evgeny Morozov, “Digital socialism: Reimagining social democracy for the 21st century”, 
https://www.eurozine.com/digital-socialism/.

C  Evgeny Morozov, “Digital Socialism? The Calculation Debate in the Age of Big Data”, 
New Left Review, no. 116/117, 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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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的资本主义，在实践上是相通的（历史为概念提供了内容），但在理

论上又是不同的（概念超越历史）”。 A 总之，如前文业已指出的，认识“资本

主义”，归根结底是通过“资本主义”这一实践概念，为现实历史带去可理解性，

并由此揭示改造现实历史的可能性。

二、批判“资本主义”

上文先后列举了 2019 年度，最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就“资本主义”概

念之正当性问题作出的若干探讨，以及在资本主义之形成、结构和形态三大问

题上的部分思考。这些探讨与思考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并强化了我们对于资本主

义的认识，同时也使得“资本主义”能够更好地发挥其作为实践概念的效力。

对于最为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乃至对于更为广泛的左翼理论而言，此种效力必

定首先需要展现为一种批判力，也就是说，倘若“资本主义”概念的实践本性

最终指向了对于现实历史的改造，那这一改造活动，应当首要地以批判资本主

义为内容。接下来，本报告就将对 2019 年度学者们在资本主义批判方面所展

开的相关工作进行简要回顾，而回顾的主要目的，如本报告开头所交代的，一

方面在于厘清支撑起资本主义批判的不同立场，另一方面则在于突显其中透露

出的一些难题。

（一）批判的立场

在第一部分涉及“资本主义”概念之正当性论争的过程中，我们看到，

这一概念最早由 19 世纪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提出，尔后，马克思赋予其以更为

明确的内涵，而随着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扩大，批判资本主义基本上成为了一

切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左翼意识形态表达自身的标准动作。然而，反过来讲，

这其实在根本上也意味着，批判资本主义绝非只有一条路径，基于不同的初

始立场——当然，诸立场之间有所不同，绝不意味着它们永远无法产生交

集，历史和现状均向我们表明，情形恰恰是相反的——，对于资本主义的批

判往往透露出不同的意蕴，以至于实质说来，至少在肯定性或曰实定性的意

义上，或许并不存在如勒泰尔这样竭力解构“资本主义”概念的自由主义者所

认定的单数的、大写的、为所有形式的左翼意识形态所分有的“反资本主义”

A  Jonathan Pace, “The Concept of Digital Capitalism”, p.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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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A 换言之，在所谓的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批判的大框架下，我们需要

更为具体地看待以无法彼此替代之方式复合促成了这一总体批判的诸种左翼立

场。在此方面，2019 年度国际学界的相关工作也提供了较好的例示，从中我

们至少可以获得对于三大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立场的深入理解，那就是共产主义

立场、社会主义立场和无政府主义立场。

1. 共产主义立场

苏东剧变之后，难以否认的一桩事实是，无论在公共舆论领域，还是理

论研究领域，甚或是在左翼话语内部，“共产主义”经受了相当程度的污名化，

诸多曾热诚参与共产主义事业者，都渐渐离这一旗帜远去，乃至转为其严厉的

批评者。不过，自新世纪以来，有不少左翼思想家开始尝试复兴共产主义的

观念，相关的著作也层出不穷，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哈特和奈格里著名

的“时代三部曲”、齐泽克的《先是悲剧，再是闹剧》（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9）、巴迪欧（Alain Badiou）的《何种

共产主义》（Quel communisme? Paris: Bayard Culture, 2015）以及上述三位均参

与的会议文集《共产主义观念》（The Idea of Commu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0）与《共产主义观念 2》（The Idea of Communism 2,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3）等。此种复兴的努力虽然举步维艰，同时自身也显露出理

论和实践上的种种局限，但无论如何，在当前的左翼话语中，始终是一股重要

力量。 B

在 2019 年度，除了向来高产的齐泽克，依旧就此议题进行着标有强烈个

人印记的阐述之外（The Relevance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Polity 

Press）， C 还有不少相关工作值得关注，尤其是如下两项，一是和千千万万的

不幸者一样，由于感染新冠病毒，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离世的法国思想家吕

西安·塞弗（Lucien Sève）的《今时今日与马克思一起思考·卷四：共产主义

A  此处间接指出的勒泰尔之主张的吊诡之处在于，他一方面否认左翼话语不断论及的

“资本主义”的现实性，但另一方面，他却又同时认为，一切左翼话语都是反资本主

义的，从而也就默认了“资本主义”的现实性。

B  对上述工作的批判性综述，可参考汪行福：《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总报告（2010）》，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2010》，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2—15 页；《总报告》，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2014》，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6—32 页。

C  严格说来是复述。这本书于 2018 年以德语发表：Die verspätete Aktualität des 
Kommunistischen Manifests,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18。



34

（第一部分）？》（Penser avec Marx aujourd’hui, Tome IV, Le communisme ?Première 

partie,Paris: La Dispute），二是同样来自法国的伊莎贝拉·卡洛（Isabelle 

Garo）——她同时也是法文版马恩全集工程（GEME）的负责人——的《共产

主义与战略》（Communisme et stratégie, Paris: Éditions Amsterdam）。此外，2019

年 6 月 7 日在卢森堡基金会的赞助下，于布拉格举办的“《共产党宣言》：历史、

遗产和批评”（Communist manifesto: History, legacy, critique）研讨会，也提供了

不少有参考价值的观点。

关于齐泽克的《〈共产党宣言〉的现实性》一书，一定程度上，可能的确

如特雷尔·卡弗（Terrell Carver）在其短评中所批评的那样，A 从中“我们更多

了解到的是这位斯洛文尼亚哲学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作为 1848 年特定背景下

之政治介入，或是能够为当下提供灵感甚或指导的《共产党宣言》文本本身”。

与此同时，齐泽克在书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又显得老调重弹（这些问题包括：

“《共产党宣言》的预言如今是对是错？如果是错的话，何人何时能够使之成真？

应当以共产主义之方式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无产阶级‘行动者’（agent），如今

又在哪里？”）。这可能是篇幅的原因，也可能是定位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就算

是高调主张《共产党宣言》“无需齐泽克”的卡弗也无法否认的一点是，在此

书中，通过追问《共产党宣言》的现实性，齐泽克同时也就重提了共产主义的

现实性问题。按照齐泽克的勾勒，这一问题包含历史与现实两个面向：一方面，

从历史上看，哪怕是最为激进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总是极为小众，作为其唯一

机遇的危机也不总是时刻在场，其背后的具体原因是复杂的，并在理论层次产

生了巨大的效应——在齐泽克看来，困扰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革命主体之缺

失问题，便是一例——；另一方面，从现实上看，共产主义在当下的意义就在

于，它“是对于问题而非答案的命名”，而这一问题，归根结底地讲，就是“各

个层面的共有物问题：比如作为生命支撑的自然共有物、生物基因共有物、文

化共有物（‘知识产权’），以及同样至关重要的普遍人性空间共有物”。B 显然，

A  这篇书评发表于“马克思与哲学”（Marx and Philosophy）网站上。https://marxan-
dphilosophy.org.uk/reviews/17235_the-relevance-of-the-communist-manifesto-by-slavoj-
zizekreading-marx-by-slavoj-zizek-frank-ruda-and-agon-hamza-reviewed-by-terrell-
carver/.

B  Slavoj Žižek, The Relevance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9, p. 
47.



35

齐泽克此处附议着哈特和奈格里的基本思路，即将共产主义问题阐释为“共有

物”问题，并从而在一定层次上，将当下的共产主义革命问题，理解为全球资

本主义或曰帝国资本主义霸权之情势下的共有物解放问题。

在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上，塞弗可能要比齐泽克等晚辈更为传统。或者说，

至少在他本人来看，他所坚守的共产主义立场更忠实于马恩在《共产党宣言》

中所表达的立场。如标题所示，塞弗出版于 2019 年的这本书，隶属于一个更为

庞大的《今时今日与马克思一起思考》著作序列，此前问世的三卷分别以《马

克思和我们》（Penser avec Marx aujourd'hui, Tome I: Marx et nous, Paris: La Dispute, 

2004）、《人？》（Penser avec Marx aujourd'hui, Tome II: L’homme ?, Paris: La Dispute, 

2008）和《哲学？》（Penser avec Marx aujourd'hui, Tome III: La philosophie ?, Paris: La 

Dispute, 2014）为题。在第四卷《共产主义？第一部分》中，塞弗重新探讨了看

似过时的一个问题，即马克思与恩格斯在 19 世纪打造的共产主义观念，与 20

世纪苏联版本的共产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在塞弗看来，重提这一问题之所以

重要，是因为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促使我们重新理解马恩的共产主义观念的

本来面目，以及此种意义是之共产主义未来的必要性。在凭借大量史论结合的

分析对两种共产主义——严格而言，应当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和国家主义——间

的区别加以澄清之后，塞弗考察了把握共产主义观念之本性的三条路径，即共

产主义筹划（projet）、共产主义理想（idéal）和共产主义靶向（visée）。塞弗的

主张是，无论是筹划还是理想，都无法准确交代出共产主义观念的实质，前一

种理解形式割断了共产主义与历史之实践运动的内在关联，后一种理解形式将

共产主义扭曲为某种程度上的乌托邦主义，故此，更为可取的方式，是从靶向

的角度来把握共产主义，亦即在将共产主义设定为目标的同时，兼顾不可预测

的历史情境性。而更为重要的是，以此为基础，塞弗最终强调，从严格的马克

思立场上来看，共产主义无法被简单等同于社会主义，并由此批判当今诸多自

称激进、革命的理论家，往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者，而只是社会民主

派。总而言之，塞弗认定，真正的共产主义并不在我们身后，而是在我们面

前，同时，讨论 21 世纪的共产主义，本也是其《共产主义？第二部分》的考

察内容，只可惜随着塞弗的离去，我们永远无法获知他在此问题上的观点。 A

A  以上评述参考了 Yvon Quiniou, “Le renouveau de l’idée communise selon Lucien 
Sève”, https://blogs.mediapart.fr/yvon-quiniou/blog/011119/le-renouveau-de-lidee-commu-
niste-selon-lucien-s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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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塞弗一样，卡洛也从原则上强调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维度，认为这一

维度呼应着马克思所说的永恒革命。基于此，在《共产主义与战略》中，卡洛

主动介入到前文提及的法国及欧洲左翼学界的共产主义观念大讨论之中，抑或

更确切地说，卡洛的一大目的，恰恰是反对巴迪欧、奈格里、南希（Jean-Luc 

Nancy）、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拉克劳（Ernesto Laclau）等人总体上的

所谓共产主义“观念”和具体的“共有物”、“错位”（dislocation）等学说，因

为后者总体上“脱离于一切具体的政治视角”，其关切“更多是通过杂糅着变

革意愿与反抗实践、激进批判与学院主义的方式来呼唤共产主义，而不是为朝

向作为资本主义之超越与取消的共产主义之过渡，作出政治上的准备”。 A 在

这些批判的基础上，卡洛以类似于塞弗的方式，追溯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

主义政治，并由此着重突出了这一政治的战略本性。在卡洛看来，要在当下的

情势中真正有效地思考资本主义替代方案，就必须将共产主义问题把握为战略

问题，原因在于，如果“在其所具有的强的政治意义上，战略带来的是受剥

削和统治者对于全局性、动员性、彻底性变更的集体构建”，那么“在资本主

义与资本主义之替代复合构成的当下危机情境中，一旦我们将现今种种共产主

义假设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想相比照，如此这般的战略视角就会全然打开”，

也就是说，“如果‘共产主义’一词依旧保有其政治恰当性，那它首先就应当

意味着以超越资本主义为指向的战略构建”。 B 唯有以此方式，我们才能避免

像奈格里等人那样，满足于宣称“资本主义正在我们眼下自行瓦解”，但归根

结底“忘却了斗争与斗争之间艰难的结合和必然的结构化，忘却了这些结构既

承载着进行中的解放与新天地，同时也注定承载着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官僚

主义等旧世界的伤痕”。 C

在 2019 年度乃至更长时间段内的诸种共产主义论说中——或许是出于某

种指向数字资本主义形态的复杂情结，部分学者也提出了“全自动享受共产主

义”、“配件共产主义”D 等新说法——，塞弗和卡洛的上述观点远非最抓人眼

A  Isabelle Garo, Communisme et stratégie, Paris: Éditions Amsterdam, 2019, p. 11.
B  Isabelle Garo, Communisme et stratégie, p. 13, p. 330.
C  Laurent Lévy, Isabelle Garo, “Refaire du communisme une question stratégique. Entretien 

avec Isabelle Garo”, https://www.contretemps.eu/communisme-question-strategique-garo/.
D  参见 Aaron Bastani, 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munism: A Manifesto, London: Verso, 2019; 

Joss Hands, Gadget Consciousness: Collective Thought, Will and Action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London: Pluto Pres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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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的，但或许此种依托于对马恩共产主义理念之原初历史性与政治性的重申而

得以表达的共产主义立场，恰恰是处于种种抽象的反共产主义与同样抽象的种

种共产主义学说之夹缝中的当下时代，所最为需要的具体的共产主义主张。

2. 社会主义立场

无论从马恩思想发展史来看，还是从后马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史来看，

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且两者关系的复杂性，更由

于 20 世纪政治历史的局面，变得更加难以轻易厘清。近些年来，在批判资本

主义并寻求落实替代性方案的大背景下，重解社会主义观念与重解共产主义

观念一样，是不少左翼理论家的基本工作框架，像 G. A. 柯亨（Gerald Allan 

Cohen）、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和霍耐特（Axel Honneth）等人，在此方

面都有集中论述。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霍耐特，在《自由的权

利》（Das Recht der Freiheit, Berlin: Suhrkamp Verlag, 2011）和《社会主义的理念》

（Die Idee des Sozialismus, Berlin: Suhrkamp Verlag, 2015）这两部带有浓厚黑格尔

主义色彩的著作中，他先后捍卫了作为现代生活之规范原则的社会自由观念，

以及建立在此观念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方案，这些主张随后激发了学界热烈的讨

论。 A

2019 年度国际学界相关理论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与霍耐

特的上述探究密切相关的，其中不少成果集中发表在《哲学与社会批评》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杂志上，该杂志 2019 年第 45 卷第 6 期更是设

立了“实现社会自由：论霍耐特的社会主义观念”（Realizing social freedom: A 

conversation on Honneth’s idea of socialism）的专栏，刊登了 2018 年 3 月在罗

马大学举办的“承认、民主与社会自由”（Recognition, Democracy, and Social 

Freedom）工作坊上宣读的多篇论文，当中也包括霍耐特本人的一篇回应。正

如吉奥乔·法齐奥（Giorgio Fazio）和亚历山德罗·费拉拉（Alessandro Fer-

rara）在特刊导言中所说，这些论文从两方面考察了霍耐特的近期工作，一是

聚焦于《自由的权利》中的正义理论，二是聚焦于《社会主义的理念》与黑格

尔法哲学的关系，且往往依托于罗尔斯的理论框架。比如在其《社会自由和合

理的多元主义：反思〈自由的权利〉》（“Social freedom and reasonable pluralism: 

A  关于霍耐特的这两本著作及其引发的讨论，可参考张双利：《总报告》，《国外马克思

主义研究报告 2015—2016》，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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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Freedom’s Right”）一文中，费拉拉本人就基于晚期罗尔斯的政

治自由主义视角，指出霍耐特的基于社会自由观念的正义理论“在处理社会多

元主义上的能力极为有限”，因为它无法有效解决“在（一）需要被制度确认

之价值、（二）相应的制度和（三）这些制度各自发展模式之重要性三大问题上，

持有相互冲突之理解的公民如何不受压迫的共存”A 的问题。又如《社会主义

能够超越政治自由主义而不安放多元主义吗？》（“Can socialism move beyond 

political liberalism without accommodating pluralism?”）的作者大卫·莱斯莫森

（David Rasmussen）指出，由于霍耐特的《社会主义的理念》大量讨论了马克

思对于黑格尔的解读或曰误读，从而他首先必须回应，在对于社会主义的探讨

中引入自由主义历史是否合法，其次也必须说明，“其社会主义观如何超越了

自由主义”，最后也必须澄清，在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已然关乎社会性之前

提下，“认为社会主义乃是独立范畴究竟有何意义”。 B

面对上述批评意见，在回应文中，霍耐特首先承认了其理论路径的若干

不足，诸如《自由的权利》中对于个体自由的论证，对于资本市场作为社会自

由领域的理解，以及《社会主义的理念》对于团结的解释等。但与此同时，他

也尝试为自己的社会主义路径辩护，并尤其解释了这一路径相对于罗尔斯版本

的政治自由主义而言的优势。霍耐特认为，政治自由主义原则上是对于现代社

会的多元性现实之回应，此种现实似乎“禁止一切‘大全教条’（comprehensive 

doctrine）来影响、塑造或充实我们拥有的种种正义观”，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

无法或无权去构想、打造更好的社会，而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与这一构想和打

造相关，而不仅仅是“诸多规范性正义概念中的一个”。 C 换言之，霍耐特对

于政治自由主义的回应是，“如果一个规范性的正义概念不能解释，为什么我

们各自的道德努力会在未来有所差异，并结出各自的果实，那它就是徒劳无果

的，同时也是会被人们所无视的”，而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社会主义能够通过

逐步扩大其可信度和说服力，成为有朝一日“被普遍接受的原则”。 D

A  Alessandro Ferrara, “Social freedom and reasonable pluralism: Reflections on Freedom’s 
Right”,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vol. 45, no. 6, 2019, p. 635.

B  David Rasmussen, “Can socialism move beyond political liberalism without accommodat-
ing pluralism?”,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vol. 45, no. 6, 2019, p. 692.

C  Axel Honneth, “Recognition, democracy and social liberty: A replay”,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vol. 45, no. 6, 2019, p. 707.

D  Axel Honneth, “Recognition, democracy and social liberty: A replay”, p.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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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2013 年的畅销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 Paris: 

Seuil, 2013）后，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于 2019 年

又出版了长达千页的大部头专著《资本与意识形态》（Capital et idéologie, Paris: 

Seuil），并于其中提出了“参与型社会主义”（socialisme participatif）的说法。

这一说法主要是针对被皮凯蒂称为“新所有权主义”（néo-prpriétariste）的意

识形态提出的，他认为后者是 19 世纪所有权主义的一种加剧形式，并导致三

大重要后果，即经济不平等的扩大、财政不公和经济低效。与此同时，在皮凯

蒂看来，参与型社会主义也对立于苏联模式的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并能够以

比目前北美及西欧左派所提出的更好的方式，来应对如火如荼的种种民族主义

和民粹主义势力。按照皮凯蒂本人的说法，参与型社会主义“旨在从两个主要

方面来超越目前的私有制，一是社会所有制（propriété sociale）和公司投票权

的分有，二是临时所有制（propriété temporaire）和资本流通”，而且他认为，

通过融合这两种所有制，“我们就进抵了与我们当下所熟知的私有资本主义彻

底不同的所有权体系，这种体系构成了对于资本主义的现实超越”。 A 不过，

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所谓的参与型社会主义是否真的能够超越资本主

义，根本上是存疑的，因为这一版本的社会主义无非“试图重建经典社会民主

计划的基础”，也就是“改良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以使之尽可能的更为平等”，

更何况在其看似丰富的讨论中，皮凯蒂丝毫没有处理能源危机、生态危机、人

口激增等具体而紧迫问题，他对于参与型资本主义的勾勒，以及对于超越资本

主义的宣称，也归根结底更近似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批评

的空想社会主义。 B

在《马克思论解放与社会目标：为明天而重获马克思》（Marx on 

Emancipation and Socialist Goals: Retrieving Marx for the Future, London: Palgrave, 

2019）中，加拿大思想家罗伯特·威尔（Robert Ware）集中讨论了马克思的

社会构想，以及其中涉及的与社会主义相关的问题。按照威尔的看法，在历史

上和当下的诸多社会主义者中，我们至少可以识别出两个派别，一派认为，社

会主义的内涵要建立一个具有强原则和价值观的社会，而另一派声称——科学

A  Thomas Piketty, Capital et idéologie, Paris: Seuil, 2019, p. 1138.
B  Alain Birh, “Le ‘socialisme participatif’ de Thomas Piketty: un socialisme utopique aux 

allures scientifiques”, https://www.anti-k.org/2019/11/20/le-socialisme-participatif-de-
thomas-piketty-un-socialisme-utopique-aux-allures-scientif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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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便属于这一派别——，道德只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相对于特定历史

阶段的统治阶级而言的。在此基础上，威尔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点其实

可谓是上述两种态度的辩证综合，因为马克思的确以某种十分接近自由派社会

主义的方式，批评资本主义的不道德性，与此同时，其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底

色，又使他避免陷入某种过于简单的道德主义。换言之，在威尔看来，马克思

版本的社会主义观念之基本要义，在于既强调解放——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指

向上讲，首先当然是无产阶级的解放——的必要性，又主张社会性条件的首要

性，而也正是基于这一理解，威尔重提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个人自由只有在共同体中方才可能”的经典观点，并在此意义上最终表示，

无论在理论层次上具有何种差异乃至分歧，社会主义者在当下的核心任务，与

马克思在 19 世纪的努力根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为了明天，以诸多种方式，

在实践和共同体上进行尝试”，A 以期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

综上，与对于共产主义观念的重解一样，重解作为资本主义替代的社会主

义方案，在左翼学界中，也彰显出起点、路径、指向和说服力等诸多层次上的差

异，而至于这些差异最终能否被包容进威尔所说的“社会主义理论多元统一体”B

之中，仅仅从 2019 年度的相关工作来看，似乎依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3. 无政府主义立场

威尔这本著作的另一个关注重点——特别是在最后一章——，是比较马

克思版本的社会主义和巴枯宁版本的社会主义。放眼 2019 年度的国际左翼学

界，威尔重拾这一经典论题，不仅不是孤立的，而且深切呼应着得到讨论与

反思，并由不少理论家所表达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反资本主义立场，即无政

府主义立场。从出版物上来看，2019 年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今日马克思》

（Actuel Marx）杂志的特刊《作为另一种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L’anarchisme, 

cet autre socialisme）、卡尔·列维（Carl Levy）与马修·亚当斯（Matthew Ad-

ams）合编的《帕格雷夫无政府主义手册》（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Anarchis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同样由列维参与主编的《无政府主义想

象：无政府主义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相遇》（The Anarchist Imagination: Anarchism 

A  Robert Ware, Marx on Emancipation and Socialist Goals: Retrieving Marx for the Future, Lon-
don: Palgrave, 2019, p. 241.

B  Robert Ware,Marx on Emancipation and Socialist Goals: Retrieving Marx for the Future, p.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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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unters the Humanit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

ledge）、多位加拿大研究者合作的《共同左派：关于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

谈话》（Une gauche en commun: dialogue sur l’anarchisme et le socialisme, Montréal: 

Écosociété）和鲁斯·金纳（Ruth Kinna）的专著《无人政府：无政府主义的理

论与实践》（The Government of No On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narchism, Lon-

don: Pelican）等。在这些工作中，无政府主义立场不仅从思想史和政治史的角

度——比如马克思与巴枯宁的论战——得到了重塑，而且其在当下左翼理论和

左翼政治中的重现，也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在此前提及的无政府主义特刊的导言部分中，《今日马克思》编辑部写道，

长久以来，马克思和巴枯宁的争论始终是人们在讨论无政府主义问题时，所绕

不开的一个历史环节，但近期以来，“国际学界从历史、哲学和政治学角度进

行的无政府主义研究，迎来了崭新的局面”，无政府主义不再被简单视为“教

条意识形态”，而是重新被认定为“复杂的政治文化，和其他政治文化一样，

无政府主义的种种矛盾在历史中经历着变更，无政府主义本身也往往经受着情

势的转向”，并且归根结底，“无政府主义乃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社会

主义的若干特征和内在于其历史中的一些趋势，在无政府主义那里得到了彰显

和彻底化”。 A 这一基本主张在大卫·阿莫兰（David Hamelin）与杰罗姆·拉

米（Jérome Lamy）共同撰写的专刊主旨文章中得到了具体说明。该文一方面

详细回顾了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各人文社科领域中无政府主义研究的复

兴，涉及了诸如皮埃尔·克拉斯特（Pierre Clastres）的《反对国家的社会》（La 

société contre l’État, Paris: Minuit, 1974）和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的《无

政府主义人类学》（Pour une anthropologie anarchiste, Montréal: Lux, 2018）等代

表了两代人、相隔近半个世纪的经典著作，另一方面则在综述埃里克·霍布

斯鲍温（Eric Hobsbawn）、昂格·让—克里斯多弗（Angaut Jean-Christophe）、

班特曼·康斯坦斯（Bantman Constance）和此前提及的金纳等人相关工作的

基础上表明，不仅“关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在 1871 年

分道扬镳的陈词滥调，需要被重新评估”，而且“无政府主义国际主义之独特

性”也需要在“种种社会主义的全球化进程中”B 被重新确定。而在阿莫兰、

A  “Présentation”, Actuel Marx, n. 66, 2019, p. 7.
B  David Hamelin, Jérôme Lamy, “L’anarchisme, cet autre socialisme”, Actuel Marx, n. 66, 

2019, p. 17,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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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米与金纳的访谈《发掘社会主义的彻底自由主义脉络》（“Découvrir les filons 

libertaires du socialisme”）中，无政府主义研究的复兴，更是进一步被认定为

具有重估种种空想社会主义之当下价值的重要意义。金纳提到，她之所以同时

看重《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的作者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

ris）和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克鲁泡特金，是因为无论如何，“构想更好的未来乃是

改变现实的方式”，更何况在上述两人那里，此种构想实质上展现为一种“实

用的乌托邦主义”A（utopisme pragmatique），后者其实绝非如我们长期以来所

误以为的那样，局限于提出取消国家、取消资本主义等大概念，而是拷问了与

当下的革命仍旧密切相关的种种反抗实践的现实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讲，特

刊所收录的涉及英国、南非、西班牙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之无政府主义实践的研

究，皆从不同侧面例示了这一现实可能性。

相较于《今日马克思》特刊所选取的“案例”进路——这与特刊对克拉斯特、

格雷伯等人的人类学工作的注重不无关联 B——，《帕格雷夫无政府主义手册》

（以下简称《手册》）在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介绍中，更注重呈现前者所涉及的一

系列重要问题，如国家问题、个人与共同体问题、自由问题、组织问题、宗教

与科学问题等。与此同时，《手册》还专门收录了十余篇论及无政府主义之当

下应用的文章，主题包括无政府主义与性别政治、后工业及数字时代的无政府

主义、无政府主义与城市规划、南半球无政府主义等。此外，对于无政府主义

A  David Hamelin, Jérôme Lamy, Ruth Kinna, “Découvrir les filons libertaires du socialisme”, 
Actuel Marx, n. 66, 2019, p. 137.

B  2019 年度另一项对于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的评述工作，是日本学者中川理的《无政府

主义与人类学》（アナキズムと人類学，『現代思想』，2019 年 5 月臨時増刊号，此处

参考笔名为“苦琴酒”的译者发表在澎湃思想市场的中译《从斯科特到格雷伯：无

政府主义与人类学》），在该文中，中川理如此说明了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工作的启示

意义：“正如格雷伯所言，很多人的行动没有采取揭竿而起反抗国家这样引人注目的

方式，从而并不为人所知，但或许他们也都在千方百计地尝试着形成无政府的串联，

并日复一日地创造出全新的组织化生活方式。这么看来，我们不应该以‘有’或

‘没有’统治这样的二分法来思考问题，而是可以用更加细致的方式，连贯地描绘

出‘他们’和‘我们’为保卫无统治的空间而做出的努力。［……］就在精神上距离

你我并不遥远的地方，在‘受国家的蛊惑’和‘对国家的反抗’之间的举棋不定中，

无政府主义的生活方式今天仍在不断生成。我们不必非得认为这在道德上便是好的。

然而通过尝试理解这些他者，我们或许能将自己生活方式的可能性放入更广阔的语

境之中来加以想象。回想一下便会发现，正如格雷伯与斯科特都在说的那样，无政

府主义实践的萌芽，就生长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中。”（https://www.thepaper.
cn/newsDetail_forward_354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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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种不同形态——如共生主义（mutualism）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

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女性主义无政府主义、绿

色无政府主义和后无政府主义——，《手册》亦进行了详细介绍。在导论部分，

列维和亚当斯解释道，《手册》之所以作出一种看似复杂的安排，固然是出于

体裁的要求，但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彰显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原则，因为“归根结

底，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多元性、多样性和包容性是至高无上的价值，正是

这些价值受到国家和资本主义同质化力量的威胁，而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其

他生活形式所必须促进的也正是这些意味着现实之改善的价值”。A 故此，依

托“核心问题”、“核心传统”、“关键事件”与“无政府主义应用”四大板块，《手册》

嫁接起了对于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性探究，以及围绕 21 世纪的种种无政府主义

新形态所展开的激烈而持续的讨论，并且在此过程中，《手册》的一项基本任

务就在于表明，作为政治概念和社会运动，无政府主义“遍布世界各地，浸透

人类历史，拒绝将国家作为组织原则，乃是无政府主义的深厚血脉，而在人类

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的确也并不存在”B，更何况哪怕在资本主义之全球

化、帝国化、绝对化看似极力发展的当下，也始终存在着种种与无政府主义类

似，甚或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反资本主义抵抗，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希

腊的自治运动、法国的不眠夜运动（Nuit debout）和南美多国的反抗运动等，

便是典型例子。总之，《手册》的根本立场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而往往不受

重视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和无政府主义实践，其实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并

在近年来的诸多全新形式的社会运动中，得到了强烈的表达。

之前提到的《无政府主义想象》、《无人政府》和《共同左派》三本著作

的核心结论与上述两项成果基本一致，此处姑且按下不表。最后值得一提的，

是澳大利亚学者摩根·吉布森（Morgan Rodgers Gibson）的论文《国家的失

败与无政府主义在当代反体系实践中的崛起》（“The Failure of the State and the 

Rise of Anarchism inContemporary Anti-Systemic Praxis”）。该文的与众不同之

处在于，敏锐地把握到了无政府主义运动——除了占领华尔街之外，作者也

提及了别样全球化（alter-globalisation）和维基解密——在当下反体系的激进

政治中的中心地位，并尝试对其根源加以反思。综合格雷伯、沃勒斯坦（Im-

A  Carl Levy, Matthew Adams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Anarchism, Basingstoke: Pal-
grave Macmillan, 2019, p. 18.

B  Carl Levy, Matthew Adams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Anarchism,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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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el Wallerstein）和吉奥雷·克然（Giorel Curran）等人的相关研究，吉布

森首先提出，“当代反体系实践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践行着无政府主义的核心宗

旨、原则和分析，包括反对等级、去中心化和对于直接的社会民主形式的追

求”，尤其是“拒绝将国家认作为变革的行动主体”。 A 在此基础上，通过一

系列的理论考察和历史考察，吉布森进一步表示，当代无政府主义实践如火

如荼的现实背景，乃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种种社会变革之失败，这些变革可能

在夺取国家政权的层面上获得了成功，但往往却并未如其所承诺的那样，带

来社会的彻底改变，“在很多案例中，它们反而成为了国家政权的公务执行者

（functionaries）”。 B 与之相对，和不少研究者一样，吉布森将墨西哥的萨帕塔

（Zapatistas）和南非棚户区居民运动（Abahlali baseMjondolo）视为当代无政府

主义反体系实践之典型，并由此最终强调，“革命应当是由参与者以交互之方

式（intersubjectively）所构建，而不是通过国家或其他等级物从外部强加而成”，

唯有如此，我们方能“重构城邦（polis），在这样的城邦中，人们可以自下而

上地建构另一个世界”。 C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是 2019 年度国外学界在批判资本主

义过程中，所明确表达的三种立场。无论是从过去还是当下来看，这三种立场

时而相合，时而相异，并且其中没有任何一种立场能够有充分的理由宣称，自

己代表了反资本主义左翼理论和左翼实践的主流。但反过来讲，或许正是此种

立场上的多样性乃至对抗性，大大丰富了广义左翼阵营的反资本主义话语，并

由此强化了资本主义批判的效力。

（二）批判的难题

在对支撑起资本主义批判工作的上述三种基本立场进行简单回顾之后，

下文要交代的，是透露在这项工作当中的些许难题。这些难题一方面必然为一

切形式的资本主义批判所固有，同时另一方面，又在近些年来引发了热烈的理

论讨论甚至争论。如前所述，本报告将这些难题分为两类，其中一类可被称为

A  Morgan Rodgers Gibson, “The Failure of the State and the Rise of Anarchism in Con-
temporary Anti-Systemic Praxis”, New Proposals: Journal of Marxism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quiry, vol. 10, no. 1, 2019, p. 43.

B  Morgan Rodgers Gibson, “The Failure of the State and the Rise of Anarchism in Contem-
porary Anti-Systemic Praxis”, p. 44.

C  Morgan Rodgers Gibson, “The Failure of the State and the Rise of Anarchism in Contem-
porary Anti-Systemic Praxis”, 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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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难题，另一类则为“主体”难题。前者关乎的，是对于资本主义批判

所隶属的、从而是其应当发力于其中的现实层次的理论规定，而后者涉及的，

则是现实的批判实践或曰实践性批判之真正承担者、施行者的召唤与命名，并

且两者之间具有内在而深刻的关联。

1. 本体问题

先来看本体问题。无论出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其他

上文未能交代的立场，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批判如要自证有理，就必须不仅包

含着对于何为资本主义的理解与界说（本报告第一部分便是对此的综述），而

且也要相应在理论上确定，作为反资本主义的批判活动，自身展开于何种本体

层次当中——此处“本体”之内涵，为最基本的“承载”之意——，并在其中

发力。综观 2019 年度以及更长一段时间内左翼理论界的相关工作，可以发现，

在此问题上有所论述的学者们大致可以被归为两大阵营，其一是“政治本体”

的支持者，其二是“社会本体”的支持者，并且双方产生过不小的争论。

前述由《哲学与社会批评》杂志所刊登的法齐奥、费拉拉、莱斯莫森等

人对霍耐特社会自由观之新近批评，以及霍耐特本人的相应辩护，其实在根本

上就可以被视为政治本体论与社会本体论之争的一个范本。这里再次以莱斯莫

森文为例，作者从一开始就敏锐地指出，霍耐特建立在社会自由之基础上的社

会主义观念，归根结底是对由卢梭所孕育、由圣西门等人所发展，并囊括了黑

格尔市民社会理论和深受后者影响的青年马克思相关主张的广义社会哲学之基

本原则的重解，其要义在于，一方面认定共同体或曰社会体乃是种种所谓的

个体政治需求得以真正实现的现实场地，另一方面则借助来自于卢曼（Niklas 

Luhmann）的功能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理论，修正一种过于整体主

义的社会本体论。然而，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莱斯莫森认为，虽然霍耐特比马

克思更为积极地看待近代政治理论的成果，尤其是试图与自由主义传统进行对

话，但其总体上的社会主义立场及其背后的社会哲学进路，却使其无法充分解

决一些由某些政治哲学——此前提到，莱斯莫森此处主要指的是罗尔斯的政治

自由主义——已经处理过的问题，并且这反过来也恰恰表明，政治概念可以囊

括霍耐特意义上的社会概念。如前所述，霍耐特本人对此批评的回应也是斩钉

截铁，而且其核心主张就在于强调，社会主义所蕴含的社会概念，无论如何都

无法被还原到政治哲学，特别是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政治概念中去，因为前

者的内涵要远远大于后者意义上的规范原则，也就是说，相较于政治而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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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更为本体。

发表在《哲学与社会批评》同年度另一期上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自由》

（“Social freedom as ideology”）一文，对这一问题也有所揭示。在该文中，作

者凯伦·吴（Karen Ng）比较了霍耐特和查尔斯·米尔斯（Charles Mills）给

出的针对政治哲学的两种批评，并站在后者的立场上指出了前者的若干不足。

具体而言，作者先是重申，霍耐特之所以不满于政治哲学，主要是认为后者脱

离了社会分析，局限于树立单纯的规范原则，而在米尔斯那里，政治哲学的此

种理论工作更被认定为具有意识形态本性，并往往服务于特殊利益团体，而且

在作者看来，霍耐特和米尔斯的上述两种立场，分别类似于黑格尔的反康德主

义和马克思的反黑格尔主义。随后，在简要提炼米尔斯之意识形态概念的基本

内涵，以及其意识形态批判的主要环节之后，作者回过头来重新考察了霍耐

特的社会自由观及其整体上的社会哲学进路。她提出，一方面，如同前几代

的批判理论一样，霍耐特的社会哲学的确在立意上试图摆脱在他看来禁锢着

政治哲学的理想化模式，而且此种立意深刻展现在他的如下黑格尔主义主张

中，即“黑格尔所说的伦理生活要优先于个人化的、先验的、程序主义的道德

反思”，但另一方面，在其社会本体论层次，尤其是在对于“种种社会建制之

固有理性”A的探讨中，霍耐特的社会哲学仍旧呈现出了根本上的理想化面相，

也就是米尔斯意义上的意识形态面相。在此意义上，作者最终表示，霍耐特的

社会哲学并没有真正与其所批评的政治哲学拉开距离，而换个角度来看，这也

就意味着，霍耐特的社会本体论并没有有效说明其相对于政治本体论而言的优

越性。

作为法国批判理论的新生代力量及霍耐特思想在法国的重要推手，弗朗

克·费舍巴哈（Franck Fischbach）一直以复兴社会哲学为己任，近年来出版

的《社会哲学宣言》（Manifeste pour une philosophie sociale, Paris : La Découverte, 

2009）、《社会的意义：合作的诸种力量》（Le sens du social. Les puissances de la 

coopération, Montréal : Lux Editeur, 2015 ）与《什么是社会主义政府？》（Qu’est-

ce qu’un gouvernement socialiste ?, Montréal : Lux Editeur, 2017）等著作，是他在

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尤其是在《社会哲学宣言》当中，他严厉批评了 20 世

A  Karen Ng, “Social freedom as ideology”,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vol. 45, no. 7, 2019, 
p. 798, p. 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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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批判理论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过度政治哲学化——此项批评不仅指向了霍耐

特的理论对手罗尔斯，同时也指向了哈贝马斯——，提出要重建作为第一代

批判理论之核心的社会哲学，并以之作为一切关切现实之工作的哲学基础。

在 2019 年问世的新著《生产之后：劳动、自然与资本》（Après la production: 

travail, nature et capital, Paris: Vrin）当中，费舍巴哈继续着力于其社会哲学重建

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那就是重解劳动的观念。在费舍巴哈看来，批判理论长

久以来一直混淆着劳动和生产，并由此将对于生产的批判理解为对于劳动的批

判，但实际上，批判的真正指向并不应是劳动一般，而是劳动在资本主义系统

中向生产性活动的转变。借助于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相关思考，费舍巴哈试图

表明，从具有批判立意的社会哲学的立场上来看，向生产性活动的转变，“破

坏了理应由劳动进程所确保的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代谢关系（relation 

métabolique）”，A 而这也就是为何，资本主义对于自然资源的耗尽，同步于其

对于劳动力资源的耗尽，同时这最终也就意味着，唯有打破资本的生产性逻

辑，劳动才能摆脱所谓的异化形式，重获其本有的、具有团结与合作意味的社

会属性。 B

以上简述的便是 2019 年度左翼学者们就资本主义批判应当奠基于政治本

体论还是社会本体论所展开的一些争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拓展工

作。而透过这些争论，如前文所言，其实可以发现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固有难

题，亦即此项不仅仅是理论的，同时而且首要地乃是实践的批评，应当如何在

原则与条件、规范与事实之间寻求到某种平衡，以便使得自身同时具有自上而

下和自下而上，或者说超越性（对于原则和规范的追寻）和内在性（对于条件

和事实的改善）的特征。当然，也恰恰在此意义上，或许像有学者指出的那

样，近些年来的政治本体论与社会本体论之争，“最终只是语词之争，重要的

不是将政治纳入社会，抑或反过来把社会纳入政治”，而是“对已然在政治层

面被构建起来之诸社会中，人们的生存条件进行分析与规范性评估”，并由此

A  Franck Fischbach, Après la production: travail, nature et capital, Paris: Vrin, 2019, 封底。

B  在某种程度上，费舍巴哈的上述主张与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近文《青年马克思

论无机身体》中表达的观点彼此呼应。在这篇出自其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之讲座稿

的文章中，基于对《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阅读，巴特勒提到，“劳动是否必然

是统治形式，始终是一个问题”。（Judith Bulter, “The Inorganic Body in Young Marx”, 
Radical Philosophy, Issue 2.06, 2019,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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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种种关于社会的否定经验以可见性，［……］对这些经验的主体进行赋权

（empowerment），为他们开辟出政治行动的康庄大道”。 A 换句话说，不管是

发力于社会层次还是政治层次，资本主义批判的指向，归根结底是解放囿于资

本主义的每一个个体。

2. 主体问题

接着来看主体问题。主体问题与本体问题其实密切相关，因为无论是政

治本体论，还是社会本体论，均在各自的理论体系中，赋予主体问题以相当的

重要性，或者更具体地讲，两者分别注重于树立为其批判工作所必需的政治主

体和社会主体，因为对两者而言，所谓的主体，意味着双重资本主义批判——

理论的批判和实践的批判——的实质承担者与施行者。在最为广义的马克思主

义学界，关于此种意义上的主体，一直众说纷纭，并且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相

关讨论基本上围绕如下焦点议题展开，即究竟谁才是这样的主体。在 2019 年

度，不少学者都在此议题上有所论述，提供了极为有益的思考，而且此前已经

综述的一些工作，特别是哈特与奈格里《帝国》出版二十年后其实也包含着对

这一问题的辨析。

哈特与奈格里对主体问题的思考集中展现于著名的“诸众”（multitude）

概念上。在《〈帝国〉问世二十年后》中，两位作者明确重申，“正如如今的帝

国是为了回应诸众自下而上之反抗而形成的，从而这些诸众也潜在地能够将

他们的力量合成为有效的反向权力（counter-powers），并由此划定出通向另类

社会组织形式的道路”。 B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任何政治主体，诸众不具有内

在的统一性、整体性，其特征乃是“无法缩减的复多性（multiplicity）”，而且

此种复多性根源于当下帝国资本主义统治本身的复多结构——哈特和奈格里

强调，“没有任何一个统治结构比其他结构更为首要，或是能够缩减为其他结

构”——，从而如果“以复多性为关键来重新思考主体性”，那当代的反抗主

体、斗争主体，无疑也就是诸众，而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两位作者强调，“今

时今日，没有一种成功且持久的阶级政治，不同时表现为女性主义政治、反种

族主义政治和酷儿政治”。 C 从而无怪乎，在该文题为“新国际”（New Inter-

A  “Pourquoi la philosophie sociale? Débat entre Catherine Colliot-Thélène et Franck Fisch-
bach”, Actuel Marx, no. 58, 2015, p. 175, p. 181.

B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 Twenty Years On”, p. 68.
C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 Twenty Years On”, p. 85, p.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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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isms）的部分中，哈特和奈格里不仅谈及了全球范围内各种形式的反

抗运动，比如发生于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众斗争、阿根廷的“一个都不能少”（Ni 

Una Menos）女权运动等，而且也将全球移民潮看作是“国际主义的主要力量，

以及对于民族国家边境政策和全球体系空间等级的持续反抗”，哪怕“绝大多

数移民可能无法阐明其逃亡的政治性质，更不用说将其行动理解为国际主义斗

争的一部分”。A 总之，对哈特和奈格里而言，鉴于帝国资本主义的结构特性，

任何层次、任何区域、任何形式的反抗运动，都以不同的程度冲击着帝国体

系，从而这些局部性、分散性运动的施行者，最终就以哪怕是不自知的方式构

成了以复多性为内在特征的诸众主体。

相对于或多或少具有底层性质，从而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眼中之无产阶级

更为接近的诸众主体——从此前引述的哈特与奈格里对于诸众反抗之自下而

上特征，可以看出这一点——，《阶级斗争三人行：工薪中产阶级、无产阶级

与资本》（Le ménage à trois de la lutte des classe: classe moyenne salariée, prolétariat 

et capital, Toulouse: Éditions de l’Asymétrie）的两位作者布鲁诺·阿斯塔里安

（Bruno Astarian）和罗贝尔·费罗（Rober Ferro）更多聚焦于工薪中产阶级在

近些年来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中发挥的不容忽视的作用，并认为在此意义上，工

薪中产阶级就绝非如同传统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夹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

间不上不下的缺乏明确规定性的阶层，而是阶级斗争的三大重要社会—政治角

色之一。具体而言，两位作者认为，工薪中产阶级本质上是智力劳动者，这一

阶级由于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而从手工劳动中摆脱出来。工薪中产阶级往往

享有以津贴或奖金形式发放的、来自于社会总体剩余价值的额外工资，这既意

味着他们受制于资本，也表明他们在面对无产阶级时享有一定的权威，也就是

说，工薪中产阶级并不会因为危机的影响，而自发地融入无产阶级。通过具体

分析墨西哥瓦哈卡、以色列特拉维夫—雅法、德黑兰、巴黎、曼哈顿等地最近

大大小小的起义和抗争，阿斯塔里安和费罗进一步表明，在以批判及颠覆资本

主义体系为旨归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阐释中，我们不再应当固守马克思

及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给出的无产阶级—资本的二元结构，而是需要过渡到三元

阶级模型，以便理解在我们所处的 21 世纪初期，此起彼伏的种种跨阶级斗争。

换言之，对于《阶级斗争三人行》的两位作者来说，与资本主义进行抗争的绝

A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 Twenty Years On”, p.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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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单一阶级构成的单一主体，或者说，在反资本主义主体看似单一的表面下，

其实存在着彼此不同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相互对抗的种种反资本主义力

量，其中任何一方可能都无法独立完成对于资本主义的实质性抵抗。 A

通过对于以上两项工作的回溯，其实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下的

西方左翼学界始终在寻求界定资本主义批判所需要的主体，并且从根本上来

讲，此种寻求一方面自然衔接着自马克思在其时代语境下，早已展开的对于革

命实践主体问题的深入思考，B 同时另一方面，从中也透露出，在现时代的具

体情势中，资本主义批判实践具有极端的复杂性和动态性，而正是面对此种情

形，左翼理论家们才给出了种种或相容或对立的主体召唤和主体命名方案。但

恰恰也是由此，有些研究者指出，这其实表明当代左翼理论整体上陷入了价值

共识和政治承诺之缺乏的巨大困境，从而哪怕这些理论往往不乏激进的姿态，

其激进性最终却不过停留在单纯话语层面，由这些话语给出召唤，是无法在当

下的局面中，被实质有效地传达与接收的。 C

三、专题内容概要

在总报告的最后部分，我们将对本辑研究报告几大专题的内容，进行简

单介绍。本辑共设四大专题，基本上以人物为聚焦，分别是在 2020 年迎来两

百年诞辰的恩格斯、于 2019 年逝世百年的卢森堡、马克思与斯宾诺莎以及不

久前年至 90 岁的哈贝马斯。

（一）恩格斯专题

恩格斯板块收录了卡弗的一篇专稿，以及包大为、陆凯华、刘娜娜和朱

渝阳四位国内青年学者的论文，内容涉及了经典的马恩关系问题，和海外恩格

斯研究最新动态。

卡弗的文章《何时才是真正的恩格斯？》（“When was Engels?”，吴怡宁

A  以上论述主要参考了该书的出版说明（https://editionsasymetrie.org/ouvrage/le-menage-
a-trois-de-la-lutte-des-classes/）和发表于《外交世界》（Le Monde diplomatique）的一篇

短评（https://www.monde-diplomatique.fr/2020/05/MOUSSA/61803）。
B  2019 年度在此方面的相关研究，可参考 Federico Chicchi, Karl Marx. La soggettività 

come prassi, Milano: Feltrinelli, 2019。
C  参见卓承芳、胡大平：《当代西方左翼思潮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困境及其出路》，《西南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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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取自他即将出版的《认识马克思之前的恩格斯》（Engels before Marx, Bas-

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20）。在文中，通过聚焦于恩格斯青年时期

（1836—1845）的一系列作品，以及这些作品所关联的时代问题，卡弗尝试在

跳出传统马恩关系这一问题视野的基础上，以一种非目的论的方式，如实描绘

青年恩格斯的思想肖像，并由此重新理解恩格斯与马克思的相遇。正如卡弗在

文章一开头所言，“所有声称是关于恩格斯的传记实际上都在描绘一个与马克

思相关的恩格斯”，而一旦我们抛弃此种目的论，“从年轻的恩格斯启航之处开

始着手，暂时当作不知结局为何，也不知何种美名或恶名会在途中产生与累

积”，那么，不仅青年恩格斯本人的形象将得到更好的彰显，而且“我们可以

回答一系列此前从没有人问过的问题：为何 26 岁的马克思对 23 岁的恩格斯如

此感兴趣？为何马克思如此执着于这段友谊——这对他来说是很不寻常的——

并且还将其维持得如此牢固？”

包大为的论文题为《生产、政治和意识形态：恩格斯技术观的当代评价和

辩护》，他认为，恩格斯的技术观在当下面临三大挑战，即（一）与马克思哲

学的分殊，（二）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张力，（三）被定义为技术决定论的困境。

面对这些挑战，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恩格斯哲学的种种修正和改造，包大为提

出，“在数字技术和新科技普遍渗入生产和生活领域的今天，人们不免会发现

恩格斯对技术的历史属性和革命潜能的讨论正在散发出前所未有的现实性”，

并最终从三方面总结了此种现实性，认为（一）“恩格斯的技术观和历史唯物

主义引发了更具批判性的社会认识论”，（二）“当代妇女解放理论，尤其是赛

博格女性主义，从恩格斯的人类学研究和技术视野中得到了关键启示”，（三）

“在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前提下，我们有理由相信，将哲学概念和生产经验结

合起来的知识工作仍然具备有效的革命性”。

陆凯华以《超越“马恩对立说”： 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化及其当下化任务》

为题，评价了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的经典著作《不同路径：马克思

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卷一《马克思方法的黑格尔主义基础》（Divergent 

Paths: Hegel in Marxism and Engelsism, volume I: The Hegelian Foundations of Marx’s 

Method.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6）。文章认为，莱文在其研究中过分贬

低了青年恩格斯的思想贡献，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等问题领域，恩格斯对构建

马克思主义整体上发挥的作用。经由对莱文著作之主旨与核心论题的剖析与重

构，以及重解青年恩格斯之“理性主义泛神论”问题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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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问题，陆凯华最终主张，“恩格斯对于马克思基于黑格尔的方法论的贡

献与发展，亦是‘马克思主义’当下化事业中不可能忽视的重要部分。”

刘娜娜和朱渝阳均依托 MEGA2 中恩格斯的《资本论》编辑稿，重新审视

了马恩关系问题。在《关于恩格斯编辑马克思〈资本论〉手稿的最新研究》一

文中，刘娜娜详细回顾了近些年来恩格斯的《资本论》编辑工作所受到的两

波批评，以及学界对之的回应。第一波来自于卡弗等人，批评集中于哲学和

方法论问题，随后福斯特等人就此作出反驳。第二波则主要来自于“新马克

思阅读”（Neue-Lekture）派和斯拉法派（Sraffians），批评聚焦于政治经济学

研究，认为恩格斯有意修改了马克思的手稿，从而造成了马克思主张暴力革命

的假象。朱渝阳的论文题为《重审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以〈资本论〉编辑稿

（MEGA2 Ⅱ /11-15）为依据》，依据 MEGA2 Ⅱ /11-15，文章着重讨论了《资

本论》第三卷中的“信用理论”和“危机理论”，试图表明，“恩格斯的编辑

工作在‘量’的意义上，为《资本论》的完结出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质’的意义上，《资本论》仍然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还存在着一些恩格

斯不能补充的理论缺失”。

（二）卢森堡专题

卢森堡板块包含了三篇文章，作者分别是米夏埃尔·布里（Michael 

Brie）、乔尔·温赖特（Joel Wainwright）和吴昕炜。

布里文章的标题是《冷酷的革命能量与最广阔的人性：卢森堡生命哲学

的两个极点》（“Ruthless revolutionary energy and the broadest humanity. The two 

poles of the philosophy of life of Rosa Luxemburg”，朱霞译）。文章以鲜活的笔

调描绘了卢森堡的生命形象，因为“卢森堡的‘主要作品’不仅是她的哲学作品，

而且是‘她所践行的堪称典范的生活’”。而在此框架内，布里也集中交代了卢

森堡的自由观，或者更准确地讲，是卢森堡“所践行的作为社会道德的自由”。

这种自由观归根结底是与卢森堡的社会主义立场密切相关的，其要义在于，“在

一个社会中，只有每一个个人都是自由的，这个社会才可谓是自由的社会。但

是，只有每个个人的自由发展有助于所有人的共同发展，这才是可能的。”在

布里看来，卢森堡的社会主义自由观从根本上消除了自由主义传统中自由与平

等正义的对立，“只有使其他人能够自由生活的人，才会采取公正的行动。这

种基于团结互助的自由概念以在与己不同的人的自由中实现平等为目标，不仅

以极端批判的态度，反对将自由变成优先使用社会特权的野蛮，而且还反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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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野蛮创造条件的所有社会结构，以及保障这些社会特权的统治关系。”

温赖特的文章《葛兰西和卢森堡论资本和社会差异》（“Capital and Social 

Difference in Gramsci and Luxemburg”，刘敏达译）首发于《重思马克思主义》，

前文已有所涉及，此处不过多复述。简单说来，文章比较了葛兰西和卢森堡对

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分析，认为这些分析虽带有明显的时代性和地域性，但

总体上却构成了一条与当下盛行的“非列宁主义者的，不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的

革命理论”具有同样现实批判效力的道路。温赖特认为，在诸如柄谷行人和佳

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的工作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卢森堡—葛

兰西路径的当代复兴，而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分析展现出了对如下问题的

精确敏感性，即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生活的依赖和领导权统治，以及其中牵

涉的社会的、空间的复杂性”。

如标题所示，吴昕炜在《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在 21 世纪的新进展》当

中，主要回顾了卢森堡研究在近二十年来的基本情况。此项回顾涉及三个层

次，一是学界对卢森堡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思想的重新挖掘，二是卢森堡经

典著作的再版和新文献的问世，三是《罗莎·卢森堡全集》整理和翻译工作的

推进。在第一个层次，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是学界关注的

重点，里卡多·白罗费沃尔（Riccardo Bellofore）编著的《罗莎·卢森堡与政

治经济学批判》（Rosa Luxemburg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Routledge, 

2009）和米歇尔·罗威（Michael Lowy）的《罗莎·卢森堡的“社会主义还是

野蛮”的概念》（载何萍主编：《罗莎·卢森堡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人民出版

社 2013 年版）分别是两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在第二个层次，除了《资本积累论》

再版之外（Routledge, 2003），包括《罗莎·卢森堡读本》（The Rosa Luxemburg 

Reader,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4）、《罗莎·卢森堡政治和文学著作选》（Rosa 

Luxemburg: Selected Political and Literary Writings, Merlin Press, 2010）、《罗莎·卢

森堡书信集》（The Letters of Rosa Luxemburg, Verso, 2013）在内一系列文献的出版，

大大促进了学界对卢森堡思想的重新评估和深入剖析。在第三个层次，德文版

《罗莎·卢森堡全集》增补计划于 2014 年启动，对 20 世纪 70 年代便问世的前

五卷作出大量补充，与此同时，英文版《全集》在 2013 年至 2019 年间，已出

版三卷，尚有十一卷有待出版，而《全集》中译工作也于 2014 年开启，计划

出版十二卷，团队也在 2019 年举办了相关国际研讨会，成果将于不久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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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与斯宾诺莎专题

第三个专题板块处理马克思与斯宾诺莎这一热点问题，囊括了与季米特

里斯·瓦尔祖拉基斯（Dimitris Vardoulakis）的一篇访谈，和分别由贝尔纳

多·比安奇（Bernardo Bianchi）与冯波撰写的两篇论文。

瓦尔祖拉基斯任教于西悉尼大学（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主攻马克

思主义研究和斯宾诺莎研究多年。借用他在复旦讲座访学之机，笔者与同事张

寅就“斯宾诺莎、马克思与唯物主义传统”问题，与其进行了一次访谈。访谈

涉及两大部分内容，一是可追溯到普列汉诺夫，由阿尔都塞所发扬，并在当代

依旧影响广泛的斯宾诺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二是瓦尔祖拉基斯在伊壁鸠

鲁主义框架下，对此种传统及其问题的重解。在访谈中，瓦尔祖拉基斯一方面

指出，用斯宾诺莎来重解马克思，的确是马克思之后的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的一项重要尝试，其中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比如阿尔

都塞及其后继者的进路，就以此为焦点，“所有这些知识分子在看待唯物主义

时都有两种不同的版本，即辩证的版本和非辩证的版本，辩证的是黑格尔的版

本，非辩证的则是斯宾诺莎的版本”。但另外一方面，他也强调，这种进路并

未穷尽斯宾诺莎—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可能性，因为就斯宾诺莎思想和马克

思思想作为一种唯物主义思想而言，两者均在不同程度上承接了伊壁鸠鲁的伟

大教义，即对于实践智慧（phronesis）的强调。瓦尔祖拉基斯本人的工作围绕

这一问题展开，并且在他看来，从这一问题出发，马克思主义话语不仅能从政

治经济学那里赎回一种效用理论，而且能够帮助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框架

下，重新思考在当下语境中具有极端重要性的权威问题。

比安奇首发于《历史唯物主义》杂志上的文章《马克思阅读斯宾诺莎：论

斯宾诺莎对于马克思的所谓影响》（“Marx’s Reading of Spinoza: On the Alleged 

Influence of Spinoza on Marx”，刘敏达译），凝练地处理了学界长期讨论的斯宾

诺莎对于马克思之可能影响的问题。文章的基本主张是，即使从文本上来看，

马克思对斯宾诺莎的直接吸收有限，但一方面，马克思的确一度持有极为深刻

的一系列斯宾诺莎式的观点，并且这些观点与马克思的政治目标相关，——具

体而言，“马克思对斯宾诺莎的特定阐释在他早期的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中扮演

了相关的角色。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作为一个重要工具，服务于马克思

对于神权国家的批判，以及他对于政治概念的自主性的辩护，而这也被马克思

直接地和言论自由联系起来”——，同时另一方面，“虽然马克思从他开始写



55

作《神圣家族》起就拒绝斯宾诺莎的哲学，他仍然可被视为斯宾诺莎的理论同

谋”，因为从费尔巴哈那里，马克思继承了来自斯宾诺莎的三大唯物主义洞见，

即“（一）物质是自因的；（二）人类的秩序是内在于自然的；（三）没有自由意志”。

冯波的论文题为《从“没有主体的主体性”到“主体的重建”——当代

西方“斯宾诺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发展逻辑》。文章追溯了自阿尔都塞到奈

格里的当代斯宾诺莎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尤其交代了其中“从对客观

规律的强调到对主体的拒斥，再到对新主体的建构的巨大转变”。通过回溯第

二国际时期普列汉诺夫的“回到斯宾诺莎”、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阿尔都塞学派

借用斯宾诺莎完成的黑格尔批判和主体批判，以及后阿尔都塞时代的奈格里、

巴迪欧等人对新主体的寻求，冯波最终认为，斯宾诺莎主义马克思主义传统所

经历的几次转变，以及不同理论家之间的不同立场，“不仅来源于斯宾诺莎哲

学体系本身的复杂性，他们迥异的观点在他的著作中都能找到根据；也不仅仅

由于他们对斯宾诺莎哲学理解的不同，因为这种不同的理解源于他们所处的不

同时代和不同时代所要面临的不同任务”。

（四）哈贝马斯专题

哈贝马斯专题由一篇论文和一篇圆桌会议纪要构成。论文的作者是德国

青年学者克里斯蒂安·施密特（Christian Schmidt），题目是《权利与伦理生

活：对哈贝马斯进路的黑格尔式重估》（“Right and the Ethical Life: A Hegelian 

Re-evaluation of Habermas’s Approach”，张志鹏译）。圆桌会议围绕该文展开，

由施密特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张庆熊、汪行福、张双利、罗亚玲几位老师

参与。

施密特的文章主要针对将自由权利与伦理生活对立起来的观点，并经由

对于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之原则的拆解，尝试捍卫一种黑格尔主义的立场。在

很大程度上，这项工作处于经典的“康德—黑格尔问题”的理论延长线上。具

体说来，施密特先是揭示了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康德主义立场，并由此重构

了哈贝马斯回应黑格尔之康德批判的基本步骤，将其核心定位在生活世界或曰

生活形式概念上。随后，施密特提出，依傍生活形式概念展开的哈贝马斯策

略，深刻透露出作为现代社会状况之特征的一大悖论，即社会“一方面需要有

足够的稳定性，来确保其成员和社会结构的个体性和集体性再生产，同时还要

对其再生产结构的根本性改变保持开放”。在此基础上，施密特继而逐步剖析

了哈贝马斯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所给出的对于法律体系与协商民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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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关联的描述，并强调其中表达出哈贝马斯的保守主义倾向与乌托邦主义倾向

的冲突。最终，施密特重拾黑格尔的整体主义进路，主张这一进路不仅能捍卫

美好生活之伦理理念，而且能够表明，“即使是我们当前生活形式的法律基础，

只要证明它产生了‘社会权力不平等分配、结构性暴力和被系统性扭曲的沟通

的压制性和排斥性影响’，并因此阻碍了自由的实现，它就不应该免于批判。”

在与施密特的座谈中，前面提到的几位老师对施密特的文章予以了深入

讨论。张庆熊与施密特讨论了现代多元主义问题，并以之衡量哈贝马斯方案的

得失，以及更为经典的康德—黑格尔问题。张双利则强调了哈贝马斯方案的

复杂性，尤其是在 90 岁生日会议上，后者结合了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三大

资源，将其所要处理的问题界定为错误的社会生活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出，他

或许并不那么保守。汪行福提出了如下主要观点，一是施密特所说的现代性悖

论可能不适用于哈贝马斯，二是哈贝马斯对康德辩护并未彻底失败，三是商谈

伦理学在对于经济和政治权力等问题上的处理较为薄弱，四是黑格尔的当下价

值，在于回应民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挑战。罗亚玲则引入了阿佩尔和霍耐特两

人有别于哈贝马斯的进路，指出后者无法成功走出一条介于康德与黑格尔之间

的中间道路，并且在商谈之规范性上，情形也并不如哈贝马斯认为的那样自

明。对于这种种意见，施密特也一一予以回应。

后 记

21 世纪即将走完它的第二个十年。而 2019 年年末突然暴发的新冠疫情，

及其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各个层面的巨大震荡，则使得人类世界下一个十

年——至少是下一个十年——的总体情况和局部情势，在根本上扑朔迷离。本

篇《总报告》的资料汇总工作，展开于武汉封城、举国严控、人心惶惶之时，

而在报告起笔之际，虽则国内外多地解禁复工，但全球疫情远远没有进入尾

声，疫情所产生的诸种效应，亦尚处于时而可感、时而不可感的发酵阶段。本

报告终于此简单后记，惟愿这大半年以来，发自于世界各地，并激起广泛共鸣

的哀号、呐喊、义愤乃至于呵斥，将为尽可能多的人所铭记，而非彻底消散在

所谓日常生活的正轨之中。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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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国

孙秀丽

21 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方面，全球化的资本主

义世界在一些关键方面与马克思所预见的世界极为相似。另外，资本全球化、

福利国家的出现、技术的发展等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改变的同时也意味着挑

战。2019 年，伴随新科技的发展、经济紧缩以及生态的持续恶化等，全球范

围内出现种种危机，矛盾不断凸显。对于英国社会而言，也面临来自政治、经

济、生态等方面的问题。秉承着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解放意旨，英国的马克思

主义学者和左翼学者致力于探究这些时代课题，并关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

新特征及变化。以“危机”为关照，通过借助马克思等思想资源，英国的马克

思主义者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文化研究、社会政治批判等方面提供了一些值得

关注的新视角和新观点。在对现代社会的危机进行批判和诊断的同时，他们也

积极寻求替代性的解决方案，试图建立更加美好的社会。本报告主要从马克思

主义经典及当代价值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发展研究，左翼政治和当

代资本主义批判，以及社会构想和替代性方案研究等四个方面，介绍 2019 年

英国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状况。 A

A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艾利斯·扬的批判政治哲学思想探究”

（19YJC71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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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经典及当代价值研究

马克思的思想和著作始终是当代左翼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最为重要的

思想资源。虽然在苏联剧变之后，马克思的声誉似乎有些暗淡。但伴随一系列

新近建立的学术团体、会议、杂志等致力于讨论马克思的思想，对于马克思

思想的研究近年来显示出一种复兴，出现了“马克思热”。这是因为，马克思

思想本身的丰富性，使得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重塑或再评价。同时，面对

现代社会的种种危机与变化，马克思思想的时代性使其成为透视现代社会的重

要视角。2019 年，英国左翼和马克思主义者继续专注于对马克思思想和经典

的解读和讨论，并探究其批判的和阐释的潜力，试图挖掘马克思思想的时代

内涵。

（一）重塑马克思的理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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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纷纷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召开讨论会、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等。2019 年，

对马克思的纪念与讨论仍在继续。例如，在《马克思 200 年》A 中，英国工党

成员、影子大臣约翰·麦克唐奈（John McDonnell）和印度历史学家、马克思

主义者维贾伊·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等主要关注马克思 200 年的思想遗

产，考察马克思对于今天世界的重要性。2018年，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马克思纪念图书馆组织了一次国际会议。会议参加者包括诸多有影响力的学者

和活动家，他们来自古巴、印度、英国等不同国家，而这本书的内容主要基于

此次会议。

文集指出，马克思的思想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它继续提供了理解今天

世界所需要的理论分析，从而有助于人们对现代世界进行改变。例如，麦克

唐奈在文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是 21 世纪重要的变革力量。普拉沙德主要考察

了工人阶级运动的所有形式及其价值。伦敦大学经济学教授本·费纳（Ben 

Fine）则从马克思的视角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的秘密，并围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的相关贡献进行了讨论。另外，文集还涉及当下与马克思的思想路径相关的一

A  John McDonnell and Vijay Prashad （eds.）, Marx200: The Significance of Marxism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Praxis Pres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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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广泛话题。这些话题包括：“新自由主义、紧缩和马克思”、“资本主义与新

科技”、“马克思主义与环境”、“马克思主义和女性”、“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国

家的角色”、“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历史的当下”以及“民粹民族主义”（Populist 

nationalism）等内容。

在《卡尔·马克思的生活、观念和影响：200 周年纪念的批判性考察》A

一书中，马尔切洛·马斯托（Marcello Musto）、巴勒·阿米尼（Babak Amini）

等人也收录了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国际会议的文章，提供了世界许多著名

学者有关马克思及其思想遗产的最新理解。该国际会议于 2018 年 6 月 16 日

至 20 日在印度巴特纳（Patna）召开，是世界范围内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的大型国际会议，由来自 17 个国家、53 名学者参加。文集共包括 16 篇文章，

分为政治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个部分。在序言中，编者强调，回到马克思

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的逻辑和机制而言仍然不可缺少。面对今天持续存在的贫

穷、危机以及社会不平等，马克思的著作也提供了有利的考察工具。这些文章

从不同学科背景出发，提供了理解马克思之所以与我们这个时代相关的多元视

角，从而为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者和阅读者提供参考。

在《历史唯物主义》B 一文中，伦敦经济学院政治理论研究员、马克思主

义学者简·坎蒂亚里（Jan Kandiyali）从四个方面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和主要

论争进行了介绍。在文章中，他首先考察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尤其是马克思

关于宗教、政治解放的局限，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非人性的劳动条件等方面的

分析。其次，坎蒂亚里考察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将历史的主要特征

表述为将人们从物质匮乏中解放出来的生产力的发展。再次，探究马克思伦理

学的问题域。在坎蒂亚里看来，马克思关于伦理学这一议题的论述很少，且不

成体系，因而导致了一系列关于如何批判资本主义的难题，例如有关马克思主

义正义观的分歧。最后，通过对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美好生活之观点的文

本阐释，坎蒂亚里揭示了马克思思想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及其人文主义精神。

2019 年，英国拉夫堡大学伦敦校区（Loughborough University London）

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准教授马特·比达尔（Matt Vidal）和美国爱荷华州立大

A  Shaibal Gupta, Marcello Musto, Babak Amini （eds.） , Karl Marx’s Life, Ideas, and 
Influences: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n the Bicentena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B  Jan Kandiyali,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John Shand ed., A Companion to 19th Century 
Philosophy, Wiley-Blackwell, 2019, p.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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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Iowa Iowa State University）哲学教授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等人编

辑出版了《牛津手册：卡尔·马克思》A（以下简称《手册》）。在书中，编者指

出，马克思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21 世纪，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持续

指引着社会学、经济学、政治科学、哲学、人类学、管理学、生态学、文学批

判以及媒介研究等领域的研究传统。鉴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内容和广泛影

响，以及马克思主义内部 150 多年的历史论争和传统，很难找到理解马克思的

切入点。《手册》则为初学者提供了一个走进马克思的切入点。《手册》共分为

六个部分，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一流学者的文章。其中，第一部分“基础”中

的章节涉及构成马克思历史、社会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核心的基础概念。这一

部分展示了对马克思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部分的辩护、阐释以及在经验社

会科学方面的应用，并涉及历史唯物主义、阶级、资本、劳动、价值、危机、

意识形态和异化等核心概念。另外的部分则包含“劳动、阶级与社会分工”、“资

本主义国家和空间”、“核心国家的积累、危机和阶级斗争、“周边和半周边国

家的积累”、“危机和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等内容，有助于促

进马克思主义基础概念研究及其当代社会问题的经验研究。

（二）《资本论》的深入研究

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一直是英国左派关注的一个焦

点。2019 年，彼得·奥斯本（Peter Osborne）B、埃里克·阿利耶（Eric Alliez）

以及埃里克—约翰·罗素（ Eric-John Russell）共同编辑出版《资本主义：概

念、理念、图像——今日马克思〈资本论〉诸方面》C 一书，探讨了《资本论》

的文本内涵、当代价值以及最新研究成果等，同时也提供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

理解和反思。著作文章主要来自于现代欧洲哲学研究中心（Centre for Modern 

European Philosophy）组织的学术会议“纪念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150 周年：政治经济学批判”（2017）。文集将《资本论》视为延续后康德的欧

洲哲学传统的一个经典文本，并将其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批判实践和概念建构。

A  Matt Vidal, Tony Smith, Tomás Rotta and Paul Prew（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Karl 
Marx,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B  彼得·奥斯本（Peter Osborne）：英国金斯顿大学（Kingston University）现代欧洲哲

学研究中心教授，《激进哲学》编辑。

C  Peter Osborne, Eric Alliez and Eric-John Russell（eds.）, Capitalism: Concept, Idea, Image: 
Aspects of Marx’s Capital Today, Kinston: Centre for Research in Modern European Philoso-
ph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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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共分为“价值形式、形而上学与政治”、“资本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再生

产”、“自由、民主与战争”以及“资本的诗学 / 资本” 等四个部分。其中，讨

论的主题包括从“价值形式理论”到卢卡奇，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具有影响力的

工人主义（operaismo）传统等方面。

该文集集合了众多国际著名学者的文章，其中涉及一系列与《资本论》

相关的跨领域和跨文本论争。例如，在《从分析到批判：马克思的社会劳动价

值理论》（Form analysis and critique: Marx’s social labour theory of value）一文中，

瑞士苏黎世大学的埃琳娜·路易斯·兰格（Elena Louis Lange）指出，社会劳

动价值理论代表了马克思分析核心问题的方法论框架。这个核心问题即在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下，所有的劳动产品为什么以及如何采取了价值的形式，其中这

些价值形式被理解为金钱、资本、利润、价格和地租等。在文章中，兰格批判

了克里斯·阿瑟（Chris Arthur）《资本论》研究的“新辩证法”路径。阿瑟是

英国苏赛克斯大学哲学教授，新辩证法学派（New Dialectics） A 的代表之一，

主要著作有《劳动辩证法：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联》B（1986）、《新辩证法与马

克思的〈资本论〉》C（2002）等。阿瑟主张，在《资本论》的架构中，应该首

要研究资本的“纯粹形式”。在他那里，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与黑格尔的“观

念”具有类似特征。马克思之所以借用黑格尔的概念逻辑，是因为资本主义的

商品交换关系与黑格尔《逻辑学》中观念自我运动的逻辑具有相关性。所以，

阿瑟用“新辩证法”的术语表达这一关联，并在《资本论》的理解中强调价值

形式问题的重要性。持类似观点的还有荷兰经济学家、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

海尔特·鲁特（Geert Reuten）、伦敦大学教授科斯塔斯·拉帕维查斯（Costas 

Lapavitsas）和日本经济学家、“宇野学派”D（the Uno School）的伊藤诚（Itoh 

Makoto）等。

A  “新辩证法”学派（New Dialectics）又称“体系辩证法”或“新黑格尔派辩证法”。

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拒斥黑格尔辩证法不同，它关注黑格

尔对马克思辩证法和社会理论的影响。代表人物有克里斯·阿瑟（Chris Arthur）、安

德鲁·奇蒂（Andrew Chitty）、肖恩·塞耶斯等人。

B  Christopher J. Arthur, Dialectics of Labour: Marx and His Relation to Hegel, Oxford: Black-
well Pub, 1987.

C  Christopher J. Arthur, 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 Brill: Leiden, 2002.
D  “宇野学派”（the Uno School）：由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宇野弘藏（Uno Kozo）创

立，坚持从黑格尔主义的视角解读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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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格认为，阿瑟等人的分析是对马克思方法批判特征的误解。在他看来，

在有关价值形式的这种分析中，马克思关注的两个重要方面受到了忽视或拒

斥：其一，从一开始假定资本关系总体性的必要性分析。其中，分析开始的

“商品”范畴并不是最简单的，而是最复杂的决定。其二，从商品发展到货币

的简单流通中，价值形式作为推断流通拜物教假象的功能分析。兰格认为，正

是因为忽视了马克思商品分析这些批判性内容，阿瑟等人容易成为意识形态路

径的帮凶，即合法化资本关系的单纯表象。 A

在《政治经济学新批判：从一般剩余价值到全面吸纳》（Towards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from generalized surplus value to total subsumption）

一文中，法国哲学家埃蒂安·巴里巴尔（Étienne Balibar）基于马克思提出的

“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的概念，指出全球资本主义的“全面吸纳”（total 

subsumption）的能力。在巴里巴尔看来，如果仅从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

（从而在资本主义的意义上是生产性的）这个方面来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劳动”，

那么这种理解就太过狭隘。马克思希望将无产者视为工业革命时代变革的特殊

主体以及生产维持系统所需利润的阶级，“生产劳动”的概念即来源于此。在

文章中，通过健康产业从关注具有零星症状的疾病转向慢性病的例子，巴里巴

尔发现，疾病成为获取利润的一种活生生的和持续性的经验。在他看来，由生

产、养育活动等联结的社会关系也成为资本积累和流通的一部分。巴里巴尔

将关注点从生产转向消费，并将这种商品化的稳定过程称为“绝对资本主义”

（absolute capitalism）。巴里巴尔指出，社会生活渐进的商品化不仅局限于经济

层面，还包括其他领域的体现。诸如健康、教育、知识、娱乐等新的商品不仅

为生产部门或人类主体提供工具，也“生产”着主体本身。在这个过程中，生

命个体会受到多方面的剥削，而非局限于生产领域中的劳动剥削。为更好地理

解新自由主义时代金融资本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支配，巴里巴尔提供了具有启发

性的视角。

在文章《从价值生产到再生产的评价》（From the production of value to the 

valuing of reproduction）中，美国普渡大学南亚历史系副教授、全球研究主任

提泰·巴塔查里亚（Tithi Bhattacharya）则提出了一种剔除大部分工人主义支

A  Peter Osborne, Eric Alliez and Eric-John Russell（eds.）, Capitalism: Concept, Idea, Image: 
Aspects of Marx’s Capital Today, Centre for Research in Modern European Philosophy, 
Kingston, 2019, 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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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版本。在巴塔查里亚看来，社会再生产理论（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简称 SRT）最开始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从《资

本论》发展而来的概念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SRT 将维持再生产的

劳动力及其实践理论化，并将商品生产所耗费的劳动与“生产”工人所耗费的

劳动一同视为资本主义总体中彼此相连的部分。在这篇文章中，巴塔查里亚聚

焦社会再生产理论把握工人阶级种族差异以及性别差异的能力。以种族主义为

例，巴塔查里亚认为，与之相关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论述持续关注劳动市场竞争

中的种族生产与再生产。但是，劳动力在接触生产之前已经具有了不同的评

价。对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常常忽视社会再生产过程。其中，这些社会

再生产活动包括获得居住、教育、医疗保健以及警察保护的途径等，这些方面

塑造了具有不同需要以及居于差异性社会关系的劳动力和工人阶级。巴塔查里

亚认为，《资本论》只是暗示性地指出了社会再生产与生产活动的关系，但未

予以详细阐发。她希望通过社会再生产理论研究，让原本被忽视了的性别歧

视、种族压迫等非生产性劳动的剥削和压迫，能够与生产领域的剩余价值剥削

一道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重视。

另外，文集还包括其他一些值得关注的视角。例如，埃里克—约翰·罗

素的文章《从商品到景观：德波的马克思》（From the commodity to the spec-

tacle: Debord’s Marx）洞见到德波的“景观”与马克思的“表现形式”概念

之间的联系。在《自由太阳越来越暗：〈资本论〉、翻译和资本主义的再封建

化》（It’s getting darker around the central sun of freedom: Capital, translation and 

the re-feudalization of capitalism）文章中，德国洪堡大学教授鲍里斯·布德恩

（Boris Budern）指出了《资本论》（第一卷）本·福克斯（Ben Fowkes）英译

本中的一些问题。在《资本作为事件和任务的命运》（Capital’s destinerrance as 

event and task）一文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盖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

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则展示了将《资本论》第一卷视为有关“公民”

著作的特殊解读等。这些讨论为深入理解《资本论》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

和最新发展提供了参考。

（三）与马克思相关的学术活动

1. 历史唯物主义年会

历史唯物主义年会在英国左翼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面对日益严重的环

境、政治等人类危机，2019 年在英国伦敦召开的《历史唯物主义》杂志第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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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年会将主题定为：“惊雷震耳：灾难共产主义，灭绝资本主义与如何存活到未

来” （Claps of thunder: disaster communism, extinction capitalism and how to sur-

vive tomorrow）A。在召集函中，组委会强调，人类的长久生存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危机。地球正在逐渐变暖，但从未以如此快的速度。大规模灭绝成为频繁的

地质事件，但是自从白垩纪—第三纪灭绝事件 B以来，灭绝正以比任何时候都

要快的速度发生，这是微相时代的巨相危机。而且，人类以前也从未面临表

层土壤繁殖力的全面枯竭。另外，“专制主义”新兴形式的反应（authoritarian 

reaction）则是对这种灾难的典型否定主义（denialism），这些行动包括从川普

的惧华阴谋主义到波索纳罗（Bolsonaro）消灭无土地工人运动的努力。但是，

化石燃料巨头的主流回应是让大多数资本主义行业和自由国家去拥抱“绿色”

资本主义、碳市场，以及绿色科技，其总体目的是为了控制碳排放量。

会议组织者指出，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环境运动式微。对于实现

深入且广泛的社会转变而言，这些运动缺少对于结束危机非常必要的结构性

的、破坏性的力量和策略。在组织者看来，这些灾难继续的根源是社会性的。

自从“工业革命”开始，化石燃料的进化与奠基于资本主义积累动力的增长范

式相关。但“绿色资本主义”的倡导者未能提供解决即将逼近的灾难的可信方

案。任何改变气候变化的努力都需要资源的调动，以及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相

适应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深刻改变。但是，即使这一努力很快开始，人类

也可能面临着地球系统受到破坏的长期后果。面对这些危机，会议提供了一些

值得思考的参考主题。例如，在这样一个遭受破坏的世界里，共产主义该如何

实现？相比资本为我们所筹划的灾难性残局，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去设想何种替

代方案？对于人类解放和生存而言，何种新的主体布局、策略以及设想是必要

的？倘若超越否定主义，如何避免新气候驱动的安全机制、针对穷人的生态—

马尔萨斯镇压以及凶残的生态—法西斯主义的危险等。此外，会议展开的讨论

话题还包括“从俄国革命到新左派的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

与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艺术”、“种族与资本”、“生态危机中的工人”、“乌

托邦与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论争”等诸多方面，关注和讨论当前

A  http://www.historicalmaterialism.org/conferences/sixteenth-annual-conference.
B  白垩纪第三纪灭绝事件（Cretaceous-Paleogene extinction）：俗称“恐龙大灭绝”，大

约发生于 6500 万年前，是地球历史上的第五次以及最后一次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

参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白垩纪—古近纪灭绝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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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和左派思想关注的最新议题。

2. 马克思主义节

一年一度的马克思主义节是英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左翼活动，由英国社

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A 主办，历时 30 多年，目的在于为全

世界的演讲者和活动家提供一个探讨和争论左翼政治的平台。在这个节日中，

全世界成千上万的活动家、工团主义者、学生、作家以及学者等聚集在一起，

讨论运动和斗争的多种方式，设法解决当下的危机和问题。

2019 年 6 月 4—7 日，马克思主义节（社会主义观念的节日）在伦敦大

学玛丽皇后学院（Queen Mary University）举行，吸引了来自不同政治背景的

众多参与者。演讲者既包括阿列克斯·卡利尼柯斯（Alex Callinicos）、科斯塔

斯·拉帕维查斯（Costas Lapavitsas）等英国左翼著名学者，也包括来自世界

各地的社会主义者和左翼活动家。他们一起讨论的核心内容是如何让世界变得

更好，以及如何进行更好的抵抗。在右翼团体获得影响力、种族主义兴起以

及主流政党面临危机的背景下，本届年会开幕会以“危机世界中的反叛”（Re-

bellion in a world of crisis）为主题。年会分为许多分论坛，内容涉及资本主义

危机、英国脱欧、右翼危机、气候危机、劳动权利、种族、阶级与认同、去殖

民化和革命、团结与行动等诸多方面。B 与历史唯物主义年会的学术性讨论相

比，马克思主义节成为对马克思大众性的普及活动，同时也体现了马克思思想

的巨大吸引力。

3. 马克思与哲学学会研讨会

2019 年 1 月 19 日，马克思与哲学学会（Marx & Philosophy Society）在

伦敦组织学术研讨会 C，讨论 2018 年发表的年会文集《再评马克思的社会实

践哲学：自由、承认和人类繁荣》D。其中，演讲者包括英国利兹城市大学的布

莱·克里奇（Paul Blackledge）和米德·麦考伦（Meade McCloughan）以及伦

A  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简称 SWP，英国的左翼政党，由托尼·克

里夫（Tony Cliff）创立，持革命社会主义立场。

B  https://socialistworker.co.uk/art/48605/Thousands+of+activists+at+Marxism+Festival+
2019+debate+how+best+to+resist.

C  http://www.historicalmaterialism.org/news/marx-and-philosophy-society-symposium-
london-19-january.

D  Jan Kandiyali （ed.）, Reassessing Marx’s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Freedom, Recognition 
and Human Flourishing, London: Routledg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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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大学的大卫·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等，苏赛克斯大学的安德鲁·奇

蒂（Andrew Chitty）、文集主编简· 坎蒂亚里（Jan Kandiyali）以及肯特大学

的肖恩·塞耶斯（Sean Sayers）等左翼著名学者也就文集内容展开了小组讨论。

该著作是马克思与哲学学会年会的第二个论文集，其中提供了当代许多著名学

者以及学术新秀有关马克思学术历史议题的再评价，并将马克思的思想与当代

英美社会政治哲学的最新讨论联系起来。文集包括“马克思及其前人”、“马克

思与承认”、“马克思与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共产主义与美好生活”等四

个主题。

麦考伦认为，对于“将马克思视为哲学家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文集主

要采取了两种路径来回答。一种路径是将马克思与黑格尔联系起来，探究马克思

自身的思想发展以及自我理解，尤其是关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在这方面的主要

贡献者有：道格拉斯·莫盖茨（Douglas Moggach）、艾曼纽尔·雷诺（Emmanuel 

Renault）、安德鲁·奇蒂（Andrew Chitty）、弗雷德里克·纽豪瑟（Frederick Neu-

houser）以及肖恩·塞耶斯（Sean Sayers）等人。另外一个路径是将马克思视为

自由哲学家，并联系马克思与自由主义，关注马克思的广泛著作。这一路径的

代表者包括：杰弗里·雷曼（Jeffrey Reiman）、克里斯汀·希普诺维奇（Christine 

Sypnowich）、丹尼尔·布鲁德尼（Daniel Brudney）以及简·坎蒂亚里等人。 A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发展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

反思性地继承马克思思想的同时，也关注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新发展。面对

这些现实改变，除了“回到马克思”，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反思和透视这些变化的

重要思想资源，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学者们也批判性地借鉴西方马克思主

义等多种理论资源，密切关注世界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发展的新局势。2019

年，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研究继续展开。

（一）经典人物和流派研究

2019 年，英国左翼学者继续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人物的思想遗产，

A  https://marxandphilosophy.org.uk/reviews/16998_reassessing-marxs-social-and-political-
philosophy-freedom-recognition-and-human-flourishing-by-jan-kandiyali-ed-reviewed-by-
meade-mccloughan/.



68

致力于重新解读这些经典人物和流派的思想内涵及当代价值。

1. 卢卡奇学术遗产的探讨

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并被称为“西方马克思

主义的鼻祖”。2019年7月15日，马克思与哲学学会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召开年度会议，会议的主题即“卢卡奇

的遗产”A。与会学者共同讨论了卢卡奇的学术思想和遗产，其中涉及的讨论

主题包括：美国威廉·佩特森大学迈克尔·汤普森（Michael J. Thompson）的

“卢卡奇、批判社会本体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复兴”、希腊克里特大学康斯坦

丁·卡沃拉克斯（Konstantinos Kavoulakos）的“什么是卢卡奇早期马克思主

义著作中的物化？”匈牙利罗兰大学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的“评价

卢卡奇”以及英国杜伦大学塞巴斯蒂安·桑切斯·谢林德（Sebastian Sanchez-

Schilling）的“基础或卢卡奇？伦理学的基础”（Foot or Lukács? The foundation 

of ethics）等内容。

 2. 布洛赫著作翻译和研究

恩斯特·布洛赫是 20 世纪德国著名的思想家、批判理论家，其著作呈现

了关于社会、政治、文化、宗教等人类生存领域的丰富的希望图像与哲学思

考。但是，布洛赫所受到的关注通常被其法兰克福学派同代人所掩盖。在哲学

传统中，布洛赫因致力于研究乌托邦主义和宗教思想而闻名。同时，他也写

了大量有关本体论问题的著作。2019 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布洛赫研究中心

（Ernst Bloch Centre）主任彼得·汤普森（Peter Thompson）与美国宾夕法尼亚

大学教授（Loren Goldman）共同翻译出版了布洛赫的著作《阿维森纳与亚里

士多德左翼》B，展现了布洛赫独特的唯物主义思想，即将现代思想中的解放纬

度追溯至中世纪伊斯兰哲学家阿维森纳（Avicenna）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相遇，

并将激进唯物主义与今天的批判理论关联起来。

在《恩斯特·布洛赫的思辨唯物主义：本体论、认识论和政治》C 一书中，

悉尼大学高级讲师、毕业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卡特·莫伊尔（Cat Moir）具

A  https://marxandphilosophy.org.uk/society/events/.
B  Ernst Bloch, Avicenna and the Aristotelian Left. Loren Goldman and Peter Thompson （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9.
C  Cat Moir, Ernst Bloch’s Speculative Materialism: Ontology, Epistemology, Politics, Boston: 

Bril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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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考察了布洛赫的思辨唯物主义（Speculative materialism）思想，提供了有关

布洛赫哲学的新的阐释。在莫伊尔看来，通常人们根据布洛赫的著作将其描绘

为一个朴素的现实主义者，一个浪漫的自然哲学家，极权主义的思考者以及一

个非理性主义者等，其晦涩的语言风格似乎缺乏系统的严谨性。莫伊尔通过重

建布洛赫思辨唯物主义思想的本体论、认识论及政治等三重维度，对有关布洛

赫的这些构想提出了质疑。通过对马克思本体论主要著作《唯物主义的问题，

它的历史和实质》（The Materialism Problem, its History and Substance）的细致解读，

莫伊尔将布洛赫视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批判思想家之一。

3. 麦金泰尔与马克思的关系研究

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Chalmers MacIntyre）是当代西方马克思

主义著名代表，在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等领域有着突出的贡献，且著述甚丰，

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1953）、《伦理学简史》（1966）、《追寻美

德》（1981）等。2019 年，英国利兹贝克特大学（Leeds Beckett University）的

约翰·格雷格森（John Gregson）出版新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政治学：

麦金泰尔的著作》A。通过一些概念性的联结，格雷格森在书中集中讨论了麦金

泰尔从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至今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具体而言，格雷格森以

麦金泰尔早期有关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的作品作为开端，分析了 20 世纪 50 年

代至 60 年代晚期麦金泰尔在新左派和社会劳动党以及国际社会主义的阶段。

通过阐述麦金泰尔在《追寻美德》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五点批判，格雷格森接着

讨论了麦金泰尔与马克思主义的决裂。在新书中，格雷格森强调麦金泰尔对马

克思思想的持续性称赞，并指出马克思的思想对于麦金泰尔而言的重要性。另

外，他将麦金泰尔的当代计划视为对其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不足之处的扩展与

回应，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在结论中，格雷格森考察了马克思主义

在当代麦金泰尔论争中的位置，并指出麦金泰尔所声称的马克思的论争本质。

在麦金泰尔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方面，该书提供了一种参考性研究。

4. 布达佩斯学派的总体性研究

2019 年，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的 J.F. 多萝西（J. F. Dorahy）

出版著作《布达佩斯学派：超越马克思主义》B，详尽阐述了布达佩斯学派后马

A  John Gregson, Marxism, Ethics and Politics: The Work of Alasdair MacIntyre, Springer inter-
national publishing, 2019.

B  J. F. Dorahy, The Budapest School: Beyond Marxism, Boston:Bril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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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项目的系统性重建。该书被认为代表了英文出版的、对布达佩斯学派

的后马克思主义著作首次系统和全面的研究。在英语学界，匈牙利布达佩斯学

派以对苏联模式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而闻名。通过将直面“实际存在的社会主

义”视为更丰富和更理论化的哲学路线中的契机，多萝西在新书中对这一理解

进行了扩展。多萝西详细梳理了布达佩斯学派思想家们从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开

始到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演变，其中包括“早期布达佩斯学派和异化批判”、“马

尔库什：从生产的批判到文化哲学”、“赫勒和费赫尔：后马克思激进主义的反

思阶段”三个部分。从异化的早期批判到当代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多萝西详细

记录了该学派的思想演变，并特别强调文化、批判、历史与现代主体性的偶然

性等主题，为当代的布达佩斯学派思想研究提供了借鉴。

5. 本雅明思想的现代主义研究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的马修·查尔斯（Matthew 

Charles）主要研究文化和批判理论，尤其关注本雅明的思想。在《本雅明与歌

德之间的现代主义》A 一书中，查尔斯考察了本雅明与歌德（J. W. von Goethe）

之间的思想关联。本雅明被广泛视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文化批评家之一，他与

现代主义的关联通常被理解为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即本雅明对早期德国浪漫主

义美学理论的吸收以及他对先锋派超现实主义的相关兴趣。但是，在查尔斯看

来，这种浪漫主义的解读并不充分。

查尔斯认为，贯穿本雅明思想的也有对浪漫主义的批判。伴随与歌德哲

学、艺术以及历史著作的积极融合，这种批判得以发展。在阐释这些歌德要素

的重要性的时候，查尔斯质疑了对本雅明哲学的主流理解。这种理解认为，本

雅明的哲学在本质上是浪漫主义的。查尔斯建议用歌德的古典主义来修正浪漫

主义的缺陷。在他看来，本雅明针对批判的现代主义概念包含在浪漫主义和古

典主义之间的对立运动之中。通过将歌德的古典主义关联本雅明的文学批判实

践，可以揭示其与浪漫主义的历史性张力，而这种张力构成了本雅明著作中

不合时宜的影视现代主义（Cinematic Modernism）。通过采用一种超临界（tran-

scritical）的方法以及联系颜色、语言以及技术等的体验，查尔斯在本雅明和歌

德之间进行了一种交替性分析。此外，查尔斯还汇集了他们之间一系列重要哲

A  Matthew Charles, Modernism Between Benjamin and Goethe,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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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和艺术家的思想。其中包括康德、尼采、柯恩、德勒兹等哲学家的著作，

以及汉斯·凡·马莱（Hans von Marées）、保罗·科利（Paul Klee）、威廉·特

纳（William Turner）、休尔姆（Hulme）等艺术家的作品。在评论中，伦敦大

学政治美学教授伊斯特·莱斯利（Esther Leslie）指出，通过将歌德与本雅明

进行跨世纪的“交谈”以及具有吸引力的分析，查尔斯的这本著作在浪漫主义、

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进行了很好的联结。

6. 萨特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

萨特是 20世纪法国著名的哲学家，以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著称。在《萨

特、想象与辩证理性：创造作为艺术作品的社会》A 一书中，悉尼大学的奥斯

汀·海登·斯密特（Austin Hayden Smidt）主要研究了萨特的思想及其当代价

值。虽然在马克思主义方面拥有众多著作，但萨特经常被描述为一个关心自由

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在哲学领域，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萨特的晚期

著作《辩证理性批判》经常会受到忽视。在新书中，斯密特通过详细分析这本

著作，试图提供一种理解政治中自由问题的逻辑框架。斯密特指出，在《辩证

理性批判》中，萨特发展了一种历史的和结构的启发式探索。在面对资本主义

的不同生活处境时，这种探索可以促使未来理论家和活动家们一起评估迫切的

问题。通过这种探索，萨特的意图在于使人类通过自我的持续创造来改变他们

所处的世界。

尽管围绕《辩证理性批判》存在很多解读，但在斯密特看来，需要开辟

一种新的阐释路径，即对“创造作为艺术作品的社会”（Creating Society as a 

Work of Art）进行扩展性分析。其中，斯密特重申想象对于批判理论而言的重

要性。他试图通过这一探究，一方面促进《辩证理性批判》及萨特研究的重新

介绍与扩展，另一方面也为未来社会政治活动提供实践工具。悉尼大学政治经

济学和社会理论教授马基恩·柯林斯（Martijn Konings）在评论中指出，斯密

特的著作提供了有关萨特哲学课题的一种新颖视角。通过对萨特辩证理性批判

的细致探究，以及重新思考新自由主义时代重要的哲学议题和政治经济学方

面，斯密特有力地证明了萨特思想与当下的相关性。

A  Austin Hayden Smidt, Sartre, Imagination, and Dialectical Reason: Creating Society as a Work 
of Art,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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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

对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文化研究与文化批判具有深厚的研究传

统。其中，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伊格尔顿等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具有深远

的国际影响力。2019 年，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继续围绕经典人物以及

文化理论的最新研究展开。

1. 雷蒙德·威廉斯思想研究

雷蒙德·威廉斯是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其著作丰富且跨越

不同学科领域，尤其在社会文化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在《雷蒙德·威

廉斯：文化分析家》A 一书中，英国拉夫堡大学（Loughborough University）名

誉教授、著名文化研究学者吉姆·麦格根（Jim McGuigan）对威廉斯的思想进

行了评价性分析。麦格根的主要学术兴趣是社会理论、文化研究和政策，曾出

版《文化和公共领域》（1996）、《文化分析》（2009）、《重新思考文化政策》（2004）、

《雷蒙德·威廉斯论文化和社会》（2014）、《新自由主义文化》（2015）等多部著作。

在新书中，麦格根集中考察了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方法论在社会政

治中的形成与运用。通过研究威廉斯在跨文化研究、社会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理

论等领域的大量著作，麦格根希望将威廉斯从作为文化学者的习惯性视角中解

放出来。鉴于其在文化唯物主义领域的理论贡献，麦格根试图恢复威廉斯作为

社会科学一流学者的恰当位置，而非局限于文化领域。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分析家》包含了威廉斯关于文化、社会、传播等

方面的丰富的思想观点和概念，而且，这些观点和概念与 21 世纪的问题具有

直接的和启发性的关联。在书中，麦格根讨论的一个主题是将威廉斯的“文

化唯物主义”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BCCCS）的项目进行比较。同时，

他对“二战”后文化研究领域的社会政治背景也进行了介绍。麦格根聚焦威廉

斯作为文化分析家而非文化批判者的身份，这冲击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威

廉斯《文化和社会》（1958）的许多分析传统。此外，麦格根指出，威廉斯不

仅是历史中的一个古老人物，而且与当代境况具有关联。例如，面对近四十

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威廉斯关于 20 世纪 80 年代“Plan 

X”B 的分析即对这种发展文化后果的预言。英国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A  Jim McGuigan, Raymond Williams: Cultural Analyst, Bristol: Intellect, 2019.
B  “计划 X”（Plan X）：出自威廉斯的著作《走向 2000 年》（1982），他运用这个术语表

述后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获得策略优势的新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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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sgow）研究员汤姆·斯蒂尔（Tom Steele）在评论中指出，在威廉斯所分

析和预测的许多真理明显可见的时刻，麦格根对威廉斯著作具有说服力的介绍

提供了及时的评估。倘若对英美文化研究及其当代议题感兴趣，麦格根的这本

著作是非常必要的阅读材料。 A

2. 激进乌托邦主义和文化研究

约翰·斯托里（John Storey）是英国桑德兰大学（University of Sunder-

land）名誉教授、媒体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名文化研究学者。在文化研究

领域已出版 26 部著作，斯托里目前专注于研究激进乌托邦主义，并计划出版

两本著作：一本是 2019 年出版的《激进乌托邦主义和文化研究：论拒绝走向现

实》B，另外一本是《消费乌托邦：文化研究和阅读实践》，计划于 2021年出版。

在《激进乌托邦主义和文化研究》中，斯托里主要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审视了乌

托邦主义的概念，并认为激进乌托邦主义能够唤醒文化研究的政治承诺。在书

中，斯托里通过考察托马斯·莫尔对乌托邦概念的发明、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

压抑概念的乌托邦式的重读、杰拉德·温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和掘地

派（the Diggers）、巴黎公社（the Paris Commune）以及海特—阿什伯里反主流

文化（嬉皮士文化） （the Haight-Ashburycounterculture）等内容，探究了激进乌

托邦主义的不同方面。在斯托里看来，对于激进乌托邦主义如何将此时此地被

制造的自然性陌生化，每一种样式都给出了不同的阐释，并使人们相信另一个

世界是可能的。

在书评中，英国利默里克大学（University of Limerick）荣誉教授、著名

文化研究专家汤姆·莫依伦（Tom Moylan）指出，当斯图亚特·霍尔等人提

供了文化研究的框架和方法之后，他们创造了新的跨学科研究以介入“文化和

社会之间糟糕的相互联结”。但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力量的兴

起，学界存在的衰退驯服了这一计划。在新书中，斯托里用（尤其在马克思、

布洛赫、詹姆逊、列维纳斯等人的传统下发展起来的）乌托邦理论和方法中的

批判内容去复兴变革的力量，从而使得这一计划成为可能。英国马克思主义历

史学家菲利普·邦兹（Philip Bounds）也指出，对于理解乌托邦思想对于当代

A  https://marxandphilosophy.org.uk/reviews/17792_raymond-williams-cultural-analyst-by-
jim-mcguigan-reviewed-by-tom-steele/.

B  John Storey, Radical Utopianism and Cultural Studied: On Refusing to be Realistic, Abingdon: 
Routledg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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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运动的作用，斯托里的著作提供了有益的尝试。但是，对于乌托邦的薄弱

环节及潜在危险，斯托里没有给出充分的阐释。 A

（三）数字和传播资本主义研究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是一个数字化的社会。数字技术、媒介传播等深深

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同时也改变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存在样态。因而，数字资本

主义和传播资本主义近年来也成为西方学界的研究热点。围绕数字劳动、传播

资本主义及数字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展开了研究。

其中，比较著名的研究学者包括乔迪·迪恩（Jodi Dean）、叶夫根尼·莫罗佐

夫（Evgeny Morozov）、尼克·戴尔—威瑟福特（Nick Dyer-Witheford）、马

克·安德列耶维奇（Mark Adrejevic）以及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等人。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Westminster University）传播与媒介研究所主任、

传媒艺术系教授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也是数字和传播研究

方面的代表性学者。作为著名传播社会批判理论家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起

之秀，福克斯担任开放杂志《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Triple 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的主编，并编辑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数字资本主义、数字

劳动以及数字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著作。例如：《网络与社会：信息时代

的社会理论》（2008）、《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2013）、《批判、社会媒介

和信息社会》（2014）、《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2015）、《马克思与媒介

政治经济学》（2015）、《在信息时代阅读马克思》（2016）、《交往批判理论：在

网络时代重读卢卡奇、阿多诺、马尔库塞、霍耐特和哈贝马斯》（2016）、《社

会媒介：批判性导言》（2017）以及《数字劳动》（2018）等书。福克斯专注于

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媒介与传播的政治经济学，以及数字媒介与信息技术的伦

理等问题的批判性研究，在西方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

2019 年，福克斯出版新著《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重新阅读马克思》B，继

续考察马克思与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关联。在书中，福克斯指出，自 2008 年

以来，意识形态危机、经济危机以及新自由资本主义的现状要求我们重新思考

马克思。在他看来，倘若有效地拒绝资本主义，我们必须真正地理解马克思。

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必须理论化这样的内容，即传播技术、媒介表征以及数字化

A  https://marxandphilosophy.org.uk/reviews/17533_radical-utopianism-and-cultural-studies-
on-refusing-to-be-realistic-by-john-storey-reviewed-by-philip-bounds/.

B  Christian Fuchs, Rereading Marx in the 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 London: Pluto Pres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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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如何定义当代资本主义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知识而言，这是一

项紧迫的需要。这些批判性知识不仅是我们改变世界的基础，也意味着从数字

资本主义转向传播社会主义以及数字共产主义的交往方式。在福克斯看来，数

字和传播资本主义是今天资本主义的重要维度。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劳

动、数字传播技术以及信息商品等起到重要作用。在这个背景下，重新阅读马

克思意味着在 21 世纪以一种历史的和辩证的方式继续发展马克思的阶级分析

和资本主义批判，也意味着去考察资本主义如何不仅是一种经济形式，也代表

了改变和破坏人们生活、社会以及自然的社会形式。通过探究马克思许多有影

响力的著作（如《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福克

斯在新书中重新援引马克思的机器、技术、传播和意识形态等概念，并指出这

些概念预见了数字时代的重要主题。在美国霍巴特威廉史密斯学院政治学教

授、政治理论家乔迪·迪恩（Jodi Dean）看来，福克斯是当代资本主义媒介研

究的世界著名马克思主义分析者。在这本书中，福克斯不仅指出了马克思对于

理解今天世界的重要性，也帮助人们理解如何对其进行改变。

 2019 年，福克斯还出版著作《马克思主义：卡尔·马克思文化和传播研

究的十五个核心概念》A，专门将马克思关于媒介、传播和文化研究的思想介绍

给读者。该介绍性文本是一个批判理论工具箱。福克斯通过讨论和展示马克

思思想中的十五个重要的核心概念，旨在帮助人们去理解 21 世纪塑造人类生

活的数字资本主义和传播资本主义。其中，这些关键词包括：辩证法、唯物主

义、商品、资本、资本主义、劳动、剩余价值、工人阶级、异化、传播方式、

一般智力、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等内容。在西方马克思

主义的传播社会批判领域，福克斯提供了理解当代信息化和数字化社会极富洞

见的视角，为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此外，福克斯还与威斯敏斯特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大卫·钱德勒（David 

Chandler）合编文集《数字化客体、数字化主体：大数据时代中资本、劳动与

政治的跨学科视角》B。在导论中，编者指出，现时代是一个数字化的时代。通

A  Christian Fuchs，Marxism: Karl Marx's Fifteen Key Concepts for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New York: Routledge, 2019.

B  David Chandler and Christian Fuchs（eds）.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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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破坏传统现代主义的主体与客体、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公共与私人、

消费与生产、时间与空间、心灵与身体、劳动与娱乐、文化与自然、人类与后

人类等的二元体系，数字化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的未来。在这一背景下，

这卷书探究了在数字化主客体以及大数据时代中的行动主义、研究以及批判。

编者认为，存在两种数字化发展的主张。乐观主义者断言“数字化”的承诺，

其中包括新的共同体形式、认知和感觉的替代性方式、创新、参与文化、网络

行动主义以及分散民主等。悲观主义者则认为，数字化技术不仅带来了积极的

改变，通过新的控制形式、网络专制主义和剥削以及非人性化的监督社会，数

字化技术也深化和扩大了支配。在文集中，对于数字化对社会的影响以及数字

化行动主义的潜力、陷阱、限制以及形态的相关主张，许多国际一流学者提供

了多样化的跨学科评价。他们所反思的问题在于，计算社会科学、数字人文学

科以及无所不在的数据化是导致威胁批判性研究的数字化实证主义，还是会导

致理论与社会的新视野。

澳大利亚学者、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麦肯齐·沃克（Mckenzie Wark）

也致力于媒介理论、批判理论以及全球信息资本主义的研究。她最有名的代表

作是《黑客宣言》（2004）A，在这本书中，通过考察信息时代的阶级划分，沃

克批判了数字文化和全球时代的信息商品化。2019 年，Verso 出版沃克的新书

《资本是死的：这样更糟么？》B。在《黑客宣言》的基础上，沃克在新书中进一

步考察了信息资本主义的特征及表现，并讨论了一种新的统治阶级——“引导

者阶级”（Vectoralist Class）。这个新出现的阶级并不掌握任何生产资料，他们

通过占有和控制信息而获得权力。而且，通过运用信息的权力，这个新阶级可

以绕过劳动和社会运动所导致的任何阻碍。在沃克看来，尽管技术乌托邦主义

的辩护者们仍然庆祝这些作为资本主义改进的创新，但是对工人和世界而言情

况变得更加糟糕。通过引用一系列古典和当代理论家的著作，沃克在书中不仅

提供了分析这种新世界的理论工具，也提供了改变的方式。在书评中，美国佛

罗里达国际大学的加勒特·皮尔曼（Garrett Pierman）指出，沃克的著作在当

代左翼政治理论中作了一个及时的介入。自福柯开始，在批判传统中试图更精

确地勾勒当下的新兴权力经济一直是左翼政治理论的课题。全球信息资本主义

A  McKenzie Wark, A Hacker Manifesto,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B  Mckenzie Wark, Capital is Dead: Is This Something Worse?, London: Vers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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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增加了这一任务的复杂性。伴随数字领域出现新的劳动空间，也出现了

新的剥削形式和阶级斗争。这些新的经济变化需要左翼学者的关注，并将新技

术手段运用于批判和反抗资本主义。沃克的著作提供了分析这种变化和路径

的一种参考，并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促进了当代经济的历史唯物主义分

析。 A

三、左翼政治研究和当代资本主义批判

21 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面临来自经济、政治和生态等多方面的挑战，

且呈现出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非正义。面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体现

出来的种种问题，任何致力于社会解放的理论家都无法回避。2019 年，针对

当今资本主义的危机及其社会政治问题，英国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还

从多方面展开分析和批判，试图诊断和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支配和压

迫现象。其中包括女性主义研究、生态批判以及新自由主义批判等方面。

（一）女性主义研究

近年来，伴随 metoo 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的爆发，性别压迫和性别剥削

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作为透视社会正义、实现人的解放的重要向度，

女性主义和性别平等也成为英国左翼学者关注现实、反思社会的重要方面。女

性主义不仅是一种性别理论，也是一种政治立场。性别压迫和性别歧视有着复

杂的结构性原因，它往往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后殖民主义等问

题交织在一起，因而也预示着不同的诊断路径和解放视角。

在性别压迫的诊断方面，英国左翼学界重新燃起对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

女性斗争的兴趣。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相关讨论对女性主义而言并非新事物，早

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就关注和反思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

理论。2019 年，英国女性主义活动家和研究学者卡米尔·巴尔巴加洛（Camille 

Barbagallo）编辑出版新书《女性与社会颠覆：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特读

本》（以下简称《读本》）B，引发学界关注。该著作主要将意大利著名自治主义

A  https://marxandphilosophy.org.uk/reviews/17601_capital-is-dead-is-this-something-worse-
by-mckenzie-wark-reviewed-by-garrett-pierman/.

B  Mariarosa Dalla Costa,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A Mariarosa Dalla Costa 
Reader, trans. Richard Braude and ed. Camille Barbagallo, Oakland: PM Pres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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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者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的思想介绍给

英语学界，其中包括与资本主义条件下女性再生产的剥削有关的广泛话题。例

如，20 世纪 70 年代科斯塔在意大利的政治实践，以及意大利的女性主义政治

群体等。科斯塔是意大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和活动家。1975 年，

她与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塞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合著《妇女的力量与

社区的颠覆》一书。这本书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经典文献，它通过

将家务劳动重新定义为资本主义运行所必要的再生产劳动，从而引发了“家

务劳动之争”（domestic labor debate）。其中，资本主义的运行主要通过将家务

劳动从工资关系中剔除而使家务劳动不可见。 A 自从《妇女的力量与社区的颠

覆》一书首次出版以来，达拉·科斯塔就被视为自治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核心

代表。她详细的研究以及争议性的思想深化了人们关于女性争取自主，以及控

制身体和劳动的斗争角色的理解。

针对劳动再生产与生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如何运行的，通过运用科斯

塔对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意大利及全世界蓬勃的女性运动的洞见，《读本》主

要提供了关于历史和当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双重分析。《零点革命：家务

劳动，再生产和女性斗争》的作者、意大利著名女性主义学者西尔维娅·费德

里奇（Silvia Federici）指出，这本书是对科斯塔女性主义思想巨大贡献的进一

步证言。在未来几年中，人们仍需阅读它。著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女性

主义活动家提泰·巴塔查里亚（Tithi Bhattacharya）也就《读本》的思想价值

进行了评价。巴塔查里亚认为，资本主义对社会的组织将社会分为家庭的“私

人领域”和工作场所的“公共领域”。在这一点上，人们达成了普遍共识。但是，

正如她在《社会再生产理论：重绘阶级、重思压迫》（2017）B 一书中所指出的，

社会再生产领域是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和剥削的重要领域。

在巴塔查里亚看来，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资本是如何试图将私人领域不

断去政治化的（depoliticize the “private”）。即使革命者们有时也会受这一困惑

所影响，从而限制了他们在工作场所中的反资本主义策略。在书评中，巴塔查

里亚指出，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科斯塔的著作有力地穿透了这一面纱。通

过将劳动力再生产到资本运作的前提理论化，科斯塔一直向我们阐明私人领域

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riarosa_Dalla_Costa.
B  Tithi Bhattacharya （eds.）,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Remapping Class, Recentering 

Oppress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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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巨大政治潜力。通过将家庭中的无偿劳动与工资工人的有偿劳动联系起

来，以及将女性劳动的自然化与自然的资本化联系起来，科斯塔在她的学术和

街头运动中不断为我们提供一种反叛的、势不可挡的以及反资本主义女性主义

的典范。 A 可以看到，虽然今天“家务劳动”发生了一些变化，家务劳动已经

伴随全球化浪潮而迅速商品化并部分地实现了“有偿”，但是性别劳动分工以

及“私人领域”的压迫仍然存在。家务劳动及其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分析视

角重新开启了人们对性别压迫和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这依然是当代女性

主义进行性别诊断和阐释的重要维度。

值得关注的是，2019 年，英国 Verso 出版社出版了巴塔查里亚与美国

学者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意大利学者辛西娅·阿鲁萨（Cinzia 

Arruzza）B 的合著《99％的女性主义：一份宣言》C。该书被称为是“新全球女

性主义宣言”，亦将社会再生产理论作为讨论的一个核心议题，并引发学界广

泛讨论。在书中，三位作者主要总结了过去三年里国际妇女罢工所带来的教

益，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压迫妇女的基本观点。其中，书籍内容包

括十一篇论纲和一篇附言，主要目标在于描绘一个反资本主义的女性主义。在

作者看来，这种女性主义既反对精英阶层的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也反对阶级

简化论者。

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导致了全球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

的危机。她们批判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认为它未能解决根深蒂固的不平等体

制，这是导致性别压迫的根源所在。如果女性主义赋权只服务于 1％的人群，

那么这样的女性主义就是空洞的，且会忽视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女性以及底层女

性的真实处境。只有以工人阶级女性诉求为优先项的、具有广泛基础的女性主

义，才能创造一个更加稳定、平等和人道的社会秩序。在作者看来，创造和维

持人类种族的社会再生产劳动是根本的、主要由女性来完成的。但是，与创造

金钱利润的劳动相比，这种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受到贬低。鉴于一些近来

A  https://www.pmpress.org/index.php?l=product_detail&p=972.
B  辛西娅·阿鲁萨（Cinzia Arruzza）：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哲学副教授，意大利女性主义学者和社会活动家，著有《危险

关系：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联姻与背离》一书，参见 Dangerous Liaisons: The 
Marriages and Divorces of Marxism and Feminism,Pontypool: Merlin Press, 2013。

C  Cinzia Arruzza, Tithi Bhattacharya, Nancy Fraser, Feminism for the 99％ : A Manifesto, Lon-
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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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运动关注生育和抚养儿童的价值，并且产生了一种团结的热情，这对

于将跨越身份和阶级界限团结起来的社会运动而言是需要的。但是，反种族

主义、酷儿、环境、移民以及劳动权利等运动同样受到资本主义的威胁。作

者所试图描述的是一种普遍主义和相互协作的女性主义，它与这些运动团结

在一起。所以，该书既是一本思想著作，也是一本行动指南。作者试图通过

这样一份宣言，呼吁新的国际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女性主义运动，并争取更

好的世界运动的社会和政治的联结。同时，对于女性主义理论而言，也要继

续关注资本主义对于女性生活的影响，并探究资本主义不同压迫形式的产生

机制。

（二）生态批判和马克思主义

当今人类社会不仅遭遇经济危机，也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和环境危机，如

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海洋污染等。全球化时代，一些生

态问题已经超越国家和地区的界限而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因此，气候和环境

问题引发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且逐渐成为左翼学者热议的话题。2019 年，

生态问题也成为英国一些左翼学术会议和文章关注的焦点。从马克思主义的视

角出发，他们积极寻求分析和解决生态问题的路径和方式。

2019 年的历史唯物主义年会尤为关注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代表了左翼

思想家思考的一个重要方面。围绕生态和环境问题，会议组织者提供了许多值

得探究的议题。其中包括：（1）气候变化、大灭绝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资本主

义长期再生产所导致的生态破坏的后果，资本主义国家的组织，资本主义民主

的可行性以及新帝国主义轴心。（2）潜在的激进资本主义新形式，或者“气候

主权”和“气候利维坦”的新形式。它们伴随列入“自然安全”的气候政策的

军事化而出现。（3）气候变化的商品化，例如追求碳市场、“绿色资本主义”技术、

北极航线的开通，以及为了控制穿极航道（Transpolar Sea Route，简称 TSR）

而进行的军事斗争等。（4）从博帕尔（Bhopal）到达科塔石油管道（Dakota 

Access Pipeline）的环境斗争历史，其中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有时模糊不清的

角色，反种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凸显，以及不同生态思想之间的意识形

态斗争，其中包括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马尔萨斯主义、深层生态学、黑色

生态、穷人的环境主义以及生态—法西斯主义等。（5）面对生态危机时的大众

暴力、拒斥、冷漠、愤怒和“忧郁症”及其意识形态或精神分析基础。（6）新

兴的气候行动形式，从拒绝／肯定的自由主义策略到基于种族灭绝的生态—法



81

西斯主义等。 A

在马克思主义节中，气候危机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纵观全球，

面对日益严重的气候问题，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许多针对气候灾难的反抗浪潮。

自 2018 年 10 月起，英国各地也陆续兴起以年轻人为参与主体的、以公民不服

从为主要策略的“灭绝抗争”（Extinction Rebellion，简称 ER）气候活动。“灭

绝抗争”运动于 2019 年 4 月—5 月进入新一轮高潮，影响力遍及全球。2019

年 4 月 14 日，该组织在英国发起“公民不服从”运动。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

封锁伦敦市中心核心地标，旨在通过抗议迫使政府立即采取行动，以应对气候

危机。在本届会议中，学校气候罢工者、一些 ER 活动家以及其他参与者共同

讨论气候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阻止气候灾难。在他们

看来，生态问题的产生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他们呼吁人们加入全球范围内的

气候大罢工，旨在建立一个更好的未来。

英国诺桑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umbria）名誉教授玛丽·梅勒（Mary 

Mellor）则关注生态问题与性别问题的交叉，致力于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女性

主义的批判，曾著有《女性主义与生态学》（1997）一书。2019 年，梅勒在《新

左派评论》中发表文章《一份生态女性主义提案》B。在文章中，梅勒指出，在

新左派评论有关生态策略的论争中，存在两个特征。首先，贡献者（无论是支

持绿色新政，还是支持去增长、“稳定状态”的经济，以限制人类对环境的影

响）提出了生产经济与生物圈之间关系的观点，但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不考

虑性别因素。梅勒认为，在调整自然与经济方面，他们没有意识到再生产工作

通过更新人类日常生活所起到的作用。稳定状态与去增长议案经常忽视这样一

个事实，即如果节省劳动装置的能源不再可用，那么再生产工作就可能会增

加。而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这些再生产工作很大一部分由女性来承担。

另外，一些生态社会主义空想者则倾向于通过呼吁一种无性别的“自由王国”

来解决社会和生态非持续的经济问题。梅勒指出，这些思想家同样忽视性别的

因素，也没有提供可行的路径。面对紧缩政治以及生态破坏的难题，通过提供

一种“货币民主化”的策略，梅勒倡导从目前的剥削和非持续的模式转向一种

“充足供应”（sufficiency provisioning）的生态女性主义模式。

A  http://www.historicalmaterialism.org/conferences/sixteenth-annual-conference.
B  Mary Mellor, An Eco-Feminist Proposal, in New Left Review, 116/117, 2019, pp.18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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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自由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批判

今天，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蔓延全球，造成了新的剥削方式和不平等，

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这些问题也成

为英国左翼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思考和关注的焦点，其中涉及新自由主义、资本

主义危机、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等。他们从不同角度揭示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和新

变化，深化了资本主义的批判和研究。

1. 新自由主义批判

为了拯救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试图通过私有化和自由市场来延缓资本

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和危机，但却导致了许多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新自由主义批

判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左翼学者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2019 年，在《价

值与危机：论劳动、金钱和当代资本主义》A 一书中，著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家、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教授阿尔弗雷多·萨

阿德 – 菲略（Alfredo Saad-Filho）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新自由主义和当代资本

主义进行了考察。该文集收录了萨阿德 – 菲略的 15 篇文章，共分为“论价值

理论”和“论当代资本主义”两个部分。

萨阿德 – 菲略在书中指出，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存在着紧密的联结。

他论证了新自由主义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的有用性，并结

合最新研究扩展了有关新自由主义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论述。其中，这些新的

研究包括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新自由主义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以及利奥·帕尼奇（Leo Panitch）和圣·金顿（San Ginden）的《全

球资本主义的形式》（The Making of Global Capitalism）等。萨阿德 – 菲略认为，

鉴于当代的形势，为了看清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我们必须重新阅读

马克思的《资本论》。这种阅读可以帮助读者确认不同现实方面之间的关联，

而非孤立地分析这些现实。按照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解，新自由主

义意味着导致公共服务私有化、破坏贸易联盟、对发展中国家的帝国主义统治

等的一系列政策。但是，萨阿德 – 菲略指出，新自由主义不能被降为一系列政

策。这些政策会暗示，多重分散的政策措施或许足以转变甚至超越新自由主

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辩证方法将新自由主义政策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

A  Alfredo Saad-Filho, Value and Crisis: Essays on Labor, Money and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eiden: Bril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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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联系起来，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现实细节的宏大的理论框架。另外，为了

增加新自由主义的概念性内容，萨阿德 – 菲略专门介绍了“积累系统”（System 

of Accumulation）的术语，并将其定义为“资本主义在给定形势中的体现、配

置、阶段、形式或存在方式”A。积累系统的功能在于限制社会再生产，并导致

社会形成中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萨阿德 – 菲略看来，新自由主义即是一种积累

系统，它受阶级关系、制度结构、政治形式以及社会更新模式等多重因素的影

响。其中金融与工业彼此紧密联结，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作用在于强化这种联

结。对于新自由主义积累系统如何影响和改变资本主义，萨阿德 – 菲略的分析

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

在书评中，美国“孤星学院”（Lone Star College）哲学教授费比安·范·昂

珍（Fabian Van Onzen）指出，左翼评论家通常将“新自由主义”概念运用于

分析社会斗争的政治情境。这一术语也经常被用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文化

研究，甚至主流的报纸中。对于一些左翼理论家而言，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有

时代替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昂珍认为，这容易导致一些政治问题。而

且，资本主义批判容易被改良主义的、凯恩斯式的资本主义矛盾解决方式所代

替。在这方面，萨阿德 – 菲略的著作提供了有关新自由主义的清晰的理论阐

释，尤其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的系统、连续性的本质。 B

2. 资本主义周期和危机分析

2019 年，波兰奥波莱大学（University of Opole）兼职教授理查德·韦斯

特拉（Richard Westra）出版《周期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灭亡》C 一书。该书

是帕尔格雷夫（Palgrave）出版社“启示经济学洞见”系列丛书的第一本著作，

韦斯特拉任丛书编辑。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仅没有

恢复“二战”之后“黄金时代”经济的繁荣，而且导致了日益扩大且威胁人类

的病理学范围，这是该系列丛书的主要前提论点。在新书中，通过贯穿马克思

的《资本论》、比较政治经济学以及历史哲学，韦斯特拉主要处理了资本主义

A  Alfredo Saad-Filho, Value and Crisis: Essays on Labor, Money and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eiden: Brill, 2019, p.6.

B  https://marxandphilosophy.org.uk/reviews/17366_value-and-crisis-by-alfredo-saad-filho-
reviewed-by-fabian-van-onzen/.

C  Richard Westra, Periodizing Capitalism and Capitalist Extinc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
la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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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的两个重要主题：（1）资本主义的周期化。其中所讨论的问题包括：我

们如何决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我们现在处于什么阶段？以及为什么资

本主义的周期化是重要的？（2）资本主义危机。其中涉及的问题包括：为什

么会出现资本主义危机？它是否具有一种最终的危机？危机是否指出了替代性

的社会形式？对于韦斯特拉而言，日益扩大的病理学范围与其说是威胁，不

如说是资本主义积累基本结构持续分裂的征兆，这些征兆给人类造成了重大

影响。

为了把握过去 150 年来资本主义所经历的巨大的经济变化，针对周期化

资本主义的主要路径，韦斯特拉提供了系统的首要分析和批判，同时也思考了

深层的基础理论问题和细致的经验分析。在书中，作者追问的一个问题是，除

了在激进分析中所把握的无政府状态和危机倾向，为什么资本主义能够重新进

入达到相对稳定积累时期的结构化阶段。为此，韦斯特拉进一步评估了将资本

主义发展阶段带入崩溃阶段的经济因素的讨论，并尤其关注“二战”后黄金时

代的经济及之后的突然衰败。最后，韦斯特拉指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以及

金融化不仅是资本主义的阶段，还是资本主义解体和灭亡的时期。伦敦大学教

授科斯塔斯·拉帕维查斯（Costas Lapavitsas）认为，衡量资本主义发展的历

史阶段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最重要的复杂问题。通过熟练回顾相关著作

以及讨论“宇野学派”等路径，韦斯特拉的著作在这个方面提供了重要贡献。

3. 帝国和全球资本主义批判

《新左派评论》2019 年第 120 期刊登了左翼著名学者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文章《〈帝国〉问世二十年后》A。

其中，哈特和奈格里考察了《帝国》写作 20 年之后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

并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当《帝国》首次出版的时候，全球

化的经济进程和文化进程占据了核心舞台，每个人都会看到某种新的世界秩序

正在出现。今天，全球化又一次成为核心的问题。但是，现代政治光谱中的评

论家们正在实施事后检查。尤其对于一些欧洲或北美的权威政治分析者而言，

他们会哀悼自由国际秩序的衰退。新的统治势力则呼吁国家主权的回归、削弱

贸易条约、预示贸易战以及抨击超国家机构等，从而激发了种族主义以及反对

A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Twenty Years On, in New Left Review,120, 
2019, pp.6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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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暴力。即使一些左翼学者也宣布一种复兴的国家主权，并将其视为反对

新自由主义、跨国企业以及全球精英的防卫武器。面对这样的局面，哈特和奈

格里认为，全球化并未死亡或衰退，但是却不容易辨认。全球化秩序虽然面临

着危机，但这些危机并未阻止全球化结构的持续性法则。在他们看来，重要的

是去探究过去二十年来的两种趋势：一是包括但不限于民族国家力量的变化的

全球治理体制；二是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结构的趋势。同时，在全球语

境下，识别和促进反抗和解放潜力的关键在于阐释规则与剥削的首要结构。

四、社会构想和替代性方案研究

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也激发人们去思考：究竟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后资本主

义的替代社会？所以，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背景下，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

要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特征及其内在矛盾与问题，还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

的替代方案进行探究。在危机时代寻求一种可能的出路，成为英国左翼学者的

迫切任务。虽然马克思并未详细论述未来社会，他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

新世界”，但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替代方案与未来社会构想等

仍然是英国左翼学者试图探究的课题。2019 年，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围

绕这些内容展开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见解。

（一） 社会主义观念再阐释

21 世纪，面对金融危机爆发、不平等加剧及社会日渐衰退，任何试图理

解当代政治的理论家都无法忽视社会主义的观念。在《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中

的关键概念》A 一书中，英国斯塔福德郡大学（Staffordshire University）高级

讲师彼得·兰姆（Peter Lamb）讨论了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并对马克思有关社

会主义的关键概念和原则进行了分析。兰姆认为，社会主义指的是“一种左翼

意识形态，它是基于自由、平等和共同体等三个主要原则的独特组合”。在他

看来，维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仅仅是这样一种信念，即某种程度的平等主

义，以及个体自由与社会正义的互相依赖。鉴于从 19 世纪至今，在欧洲、亚

洲、非洲以及美国等地出现了许多有关社会主义不同且经常冲突的解释，兰姆

探究了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将共同体、平等以及自由进行概念化的不同方式，并

A  Peter Lamb, Socialism: Key Concepts in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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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了社会主义者是如何从普遍且又独特的方面整合这些观念的，正是这些方

面使得社会主义的传统具有独特的价值。另外，兰姆还追溯了最近出现的社会

主义观念，并阐释了复兴社会主义所要具备的条件。通过考察社会主义传统的

多样性，对于社会主义观念在现代社会的演变与应用，兰姆提供了丰富的理论

概述。

（二）“共产主义”新解读

当今激进左派思想家的一个共同主张是“共产主义的复兴”，许多学者致

力于对“共产主义”理念进行再阐发。在《全自动享受共产主义宣言》A 一书中，

英国政论家、活动家亚伦·巴斯蒂尼（Aaron Bastani）勾勒了基于现代科技与

社会发展的新的共产主义构想，提出了超越工作、匮乏以及资本主义的一种新

社会的另类政治。巴斯蒂尼认为，在 21 世纪，新科技的发展将人们从劳动中

解放出来，自动化成为每个人通往自由、享受以及幸福世界的重要道路。在马

克思对新社会的描述中，其中一个特征就是消除劳动与享受、体力劳动与脑力

劳动之间的区别，也即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巴斯蒂尼指出，科

技的进步为人类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视野。通过援引马克思的分析，他强调，

所谓“共产主义”指的是一个超越匮乏，也即享受的世界。在书中，巴斯蒂尼

召唤了一种新的希望，并展现了我们如何获得丰富的能源、养活全世界 90 亿

人口、克服工作问题、超越生物限制，以及为每个人建立有意义的自由等。在

巴斯蒂尼看来，这种社会预示着历史真正的开始，而非历史的终点。

伴随现代社会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科技的应用，许多学者致力于探究其

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与挑战，并提供改变的可能性出路。在《器具意识：社会媒

介时代的集体思维、意志与行动》B 中，英国纽卡斯尔大学（Newcastle Univer-

sity）媒介与文化研究高级讲师乔斯·汉兹（Joss Hands）呼吁一种“器具共产主义”

（Gadget Communism）。在新书中，汉兹从政治与社会系统角度出发，对社会

媒介时代的器具意识以及新的社会政治力量进行了理论探讨，并指出了未来的

可能性。在他看来，所谓“器具”指的是诸如智能手机之类的事物。这些器具

不仅反映了人类的思想，也改变了人类的思维和意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人类生活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和剥削。汉兹认为，今

A  Aaron Bastani, 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munism: A Manifesto, London: Verso, 2019.
B  Joss Hands, Gadget Consciousness: Collective Thought, Will and Action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London: Pluto Pres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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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网络器具的普遍存在提供了社会政治变革的新机会，但也具有陷入异化和麻

木的危险。资本主义推动了器具的产生，同时器具也加强了资本主义的运行模

式。对于人们会通过共享连接提高自我意识，还是会任凭资本主义的“器具大

脑”推动自己不断消费，汉兹进行了探究，并指出了未来的两种可能：一种是

反抗式的“器具共产主义”，即通过科技解放人类，实现人类的共同利益；另

一种则是剥削式的技术资本主义。在他看来，器具意识主要从两个方面考察了

作为历史政治力量的意识的改变：一种是依据感觉的个体意识，一种是阶级意

识。汉兹认为，以“关怀、成长与团结”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器具意识将是最好

的方向，并强调集体行动与集体协作的新形式。

（三）资本主义替代性方案研究

2019 年，约翰·霍洛威（John Holloway）出版新著《我们就是资本的危

机：约翰·霍洛威读本》A，考察了资本的逻辑及对该逻辑的抵抗。霍洛威是英

国开放的马克思主义（Opening Marxism）B 的创立者，现为墨西哥普埃布拉自

治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曾著有《无需通过夺权改变世界》（2002）、《裂缝

资本主义》（2010）、《居于、反对与超越资本主义》（2016）等著作。他批判以

资本和国家为中心的传统资本主义和历史目的论，强调对资本主义的超越需要

在体制上打开裂缝。新书收录了霍洛威在过去四十年间的文章和摘录，其中所

讨论的主要问题即如何打破资本这一社会组织形式，而这种形式使得我们非人

性化且会对我们造成威胁？如何创立一个基于人类尊严的相互承认的世界？受

20 世纪 70 年代德国国家起源的论争（the German state derivation debates）、爱

丁堡《常识》（Common Sense）杂志小组以及墨西哥的萨帕塔主义（Zapatista）

起义等的影响，霍洛威所给出的回答是重新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日常斗争。

在题为“从名词到动词”（From Nouns to Verbs）的序言中，霍洛威强调，

资本是一种支配关系。资本的逻辑使我们受到连贯的攻击，如果没有资本的概

念，就无法理解塑造我们的生活以及构成世界运动的攻击机制。但是，资本的

A  John Holloway,We are the Crisis of Capital: A John Holloway Reader, PM Press, 2019.
B  “开放的马克思主义”（Open Marxism）是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流派，它借助于对共

产主义的自由社会主义批判，强调通过基于马克思“实践反思性”概念的辩证方法

对实践和历史敞开的需要；在对马克思思想进行反思的同时也借鉴卢卡奇、阿多尔

诺、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批判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推崇不确定的

历史观；主要代表人物有霍洛威、西蒙·克拉克（Simon Clarke）、维尔纳·博内费

尔德（Werner Bonefel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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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所不断面对的是抵抗与反叛。人们拒绝资本的支配，并试图创造一个基于

不同基础的世界。这是一个非逻辑化的世界，社会关系的资本主义形式所面对

的是一个“行为失常、不相称、不服从的未成形的世界”。其中，进行资本主

义对抗的核心就是形成这种不相称。在霍洛威看来，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形

式”（form）而非“成型”（forming）的水平，那么我们就会关闭这个对抗。

霍洛威认为，书中所包含的文章即是对改变资本逻辑的一种理论探究，其中一

个核心主题是去理解作为斗争强化以及资本脆弱性展现的危机。所谓的危机，

在霍洛威看来，既是资本的危机也是支配的危机。它是资本无法有效剥削我们

以维持其自身利润率的表达，是资本无法使我们完全服从其逻辑的表达，也是

资本无法以不断扩张的方式形塑我们日常活动的表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

是资本的危机，而资本的斗争就是让我们更加有效地服从。所以，霍洛威强

调，对于任何支配系统来说，不服从都是一个核心问题。在他看来，我们就是

不服从本身。我们既是攻击的对象，也是希望的对象。如果我们理解资本及其

作为动词而非名词的存在形式，那么我们就将对抗而非支配置于核心位置。资

本不仅仅是支配，它也是对抗，我们通过对抗选择立场。通过这种书写，霍洛

威宣称自己赞成不服从，并反对人类对资本的服从。同时，他也呼吁读者通过

不服从抵抗资本的逻辑。这与霍洛威之前在《裂缝资本主义》等书中所表达的

主题一致，即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反抗是无休止的否定运动，体现为各种矛盾、

断裂、对抗和拒绝，正是在这些裂缝中存在着“解放的希望”。

2019 年，《后资本主义：我们未来的指引》（2016）的作者、英国伍尔弗

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Wolverhampton）客座教授保罗·梅森（Paul Ma-

son）出版新著《清晰的光明未来：人类的激进辩护》A。梅森深受马克思主义的

人道主义，尤其是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以及杜娜叶夫斯卡娅思想的影响。在

书中，梅森揭露了现代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如何通过数字监控以及算法控制影响

人类的生活，从而创造了“新自由主义的自我”（neoliberal self）。他指出，技

术的发展虽然将人类从工作、物质以及一些疾病中解放出来，但是它仍然需要

受到人类的掌控。在梅森看来，掌控的关键在于微观层面的抵抗：拒绝执行市

场资本主义所要求的程序，反对压迫和暴力。他认为，仅仅为新技术强加伦理

规则、安全标准以及审慎的规则是不够的。他倡议人们必须开始行动，并创造

A  Paul Mason, Clear Bright Future: A Radical Defence of the Human Being, Pengui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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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未来。同时，这种行动也需要一种共享的道德哲学，从而塑造我们的抵

抗。因此，他呼吁重塑人文主义的人类激进辩护，并提供了一种新的人类视

角，其中人类不再是木偶、消费者或机器中的齿轮。通过考察不确定时代的社

会、经济以及政治力量，梅森提供了通往人类未来的一种乐观指引。

综上所述，通过提供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阐释以及替代性方案分析，

2019 年英国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并呈现出多维度、跨学

科、多样性、批判性等特征。由于经验主义传统和左翼运动的特殊关注，英国

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具有本土特征。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危机和问题，英国马克

思主义的最新研究既有助于理解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和时代意义，

也有助于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与解放精神，从而更好地应对和解决新

的时代课题。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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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国

吴  猛

从整体上看，2020 年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主要分布在三个方面：

在马克思思想研究领域，出版了吕西安·塞弗的《今时今日与马克思一起思

考》第四卷“共产主义？”（第一部分）A，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埃蒂

安·巴里巴尔（Étienne Balibar）、雅克·比岱（Jacques Bidet）和米沙尔·洛

维（Michael Löwy）等人的《与马克思一起：哲学与政治》B，罗多尔福·伽

什（Rodolphe Gasché）的《世界的碎片：马克思与南希思想中的“价值”》C

等著作；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版了约纳·德斯普拉—罗杰（Joana 

Desplat-Roger）和让—巴普替斯特·乌耶罗德（Jean-Baptiste Vuillerod）主编

的《反潮流的阿多诺》D 和雷亚·万斯坦（Léa Veinstein）的《阅读卡夫卡的哲

学家：本雅明，阿伦特，安德斯，阿多诺》E 等著作，《国际哲学杂志》（Revue 

A  Lucien Sève, Penser avec Marx aujourd’hui: Tome 4, «Le communisme» ? Première partie,La 
Dispute, 2019.

B  Alain Badiou, Étienne Balibar, Jacques Bidet, Michael Löwy, Avec Marx, philosophie et 
politique, La Dispute, 2019.

C  Rodolphe Gasché, De l’Éclat du Monde: La “valeur” chez Marx et Nancy, Hermann, 2019.
D  Adorno contre son temps,Sous la direction de Joana Desplat-Roger et Jean-Baptiste Vuil-

lerod,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Paris Ouest, 2019.
E  Léa Veinstein, Les philosophes lisent Kafka: Benjamin, Arendt, Anders, Adorno,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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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第 288 期聚焦于卢卡奇早期思想、《哲学手册》

（Cahiers philosophiques）杂志第 156 期聚焦于本雅明艺术理论发表了一系列研

究论文；在社会主义运动研究方面，《今日马克思》（Actuel Marx）杂志的第 65

期集中推出一批关于重新思考计划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而第 66 期又集中讨

论了无政府主义问题。

下文将从“卢卡奇早期思想研究”、“本雅明艺术理论研究”、“重思计划

经济问题”、“无政府主义研究”等四个方面进行介绍。

一、卢卡奇早期思想研究

卢卡奇早期思想研究是 2020 年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热点。

让·贝西埃尔（Jean Bessière）分析了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关于多重

时间性的理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视差思想 A。卢卡奇关于小说的反思从 20 世

纪 10 年代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与他的哲学特别是他的本体论密不可分。就卢

卡奇始终将人们可以从小说的类中辨识出过去和未来的意义，并能在对于小说

的探问中辨识出某种或许正是探问的对象的不变内容视为他的小说反思的前提

而言，卢卡奇的这一工作具有连续性。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卢卡奇对小说的

历史进行了界定，并致力于现代小说的研究。卢卡奇《小说理论》的第一个基

本结论是，尽管当下易逝而未来难期，但小说的类型就是时间性和历史性的类

型；这一研究的第二个基本结论是，时间性和历史性提供了表达和解释现实的

框架。但这并不意味着卢卡奇接受了一种彻底的现实主义，比如他对于陀思妥

耶夫斯基的兴趣就并不以某种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为前提。对卢卡奇来说，按照

小说的现实主义目标的程度进行阅读，既不能使读者理解小说对于现实的屈

服，也无法使其理解对于现实进行的反应本身。在此前提下，卢卡奇所践行的

对于小说的阅读方式可被归纳为根据类型的表现力进行阅读、根据这种表现力

所提供的感知框架进行阅读，以及根据卢卡奇在自己的批判实践中所认识到的

探问力量进行阅读。正是在这“三重阅读”框架下，小说得以被视为对于社会

的探询，以及对于他的哲学和人类学的探询的类型的分析，而小说的基本功能

A  Jean Bessière, «Introduction: De la pertinence des essais de Lukács sur le roman»,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2019/2, n. 288, pp. 12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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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理解为使那种消除主体和诸种社会形式之间的距离的欲望得以符号化。表

面上看，卢卡奇对现实主义立场的拒绝似乎与卢卡奇作为一位关注小说传统及

其现实主义的理论家形象不符，特别是似乎与他之拒绝海明威和贝克特开启

的“现代主义”改革相矛盾。不过贝西埃尔认为，如果从卢卡奇关于时间性本

身的多重化理解来看，这个矛盾其实并不存在。无论卢卡奇研究的是文学史的

哪个时期，也无论他研究的是哪部作品，他都从两个不可分割的视角出发来考

察历史：一个视角是，历史使得决定社会现实和个体现实的东西被读出来；另

一个视角是，时间中的每个时刻都蕴含着另一个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在所

有叙述中都能体现出来，不过这种力量并不会使小说家自然而然地建立时间

和历史的视野，也不会使读者自然而然地只关注到这一点。小说家和读者只有

在将自己认作历史主体时也即意识到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蕴含着其他的过

去、其他的现在和其他的未来时才能对过去进行叙述和确认；而他们能够将自

己认作历史主体，是由于他们能够将历史同时作为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历史和另

一个时代的历史来叙述和阅读。因而所有的现实和现存之物都应在多重时间性

中加以领会，而卢卡奇解释小说的历史和传统以及确定小说中大部分场景和人

物的出发点，正是上述双重视野和多重时间性。对于这种多重时间性的认识使

得卢卡奇不会为某种习惯性的现实主义辩护，但他也并不否认现实可以通过某

种原初方式加以指认。他对布莱希特关于现在的观点予以批评，认为应对现在

具有双重视角，即现在和另一个时间。而对于布莱希特来说，现在的现实是主

体的现在和此刻的真理，他批评卢卡奇没有注意这种可被自由表达并因而可以

对“大众”进行表达的真理。而对于卢卡奇来说，上述二重视角以及多重时间

性正是艺术和文学领域中的个体主体和表达能力的基本特征：个体主体之所以

能够作为个体发展起来，是由于它意识到了自身，而这种自我意识的前提是他

从外部进行自我认识。按照卢卡奇的这一立场，写作者对于现实进行表达的前

提是，作者承认自己由于在当下时刻通过历史被现实造就而意识到现实。卢卡

奇将多重时间性或二重视角视为艺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的最高典范，认为小说

中的这种二重视角不会产生模糊状态，而会形成视差中的表达，并使得评论家

能够根据这些视差审视他的对象即小说。贝西埃尔认为，卢卡奇一生的基本思

想也是从他在《小说理论》中提出的古希腊视野和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

于系统的分析之间的视差中形成的，因此在他的思想中只有作为开放性考察的

方法的各种体系建构原则，而并没有任何完成的体系。在《历史小说》中，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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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奇明确将矛盾和视差视为历史小说的特点。比如在司各特的小说中，这种特

点就表现为：作为普通人的角色能将各种极端的能力和情况联系在一起；像英国

史这样充满斗争的历史也被按照一种中庸的视角加以阐述；对于变动状况的叙

述也可以在稳定的图景中展开；历史被理解为具有必然性或在被保证的路线上

行进，而引入这一点对于被叙述的历史来说显得有些时代错乱。贝西埃尔强调，

正是由于卢卡奇避免将小说的类型“物化”，因而他把握住了司各特的双重主题：

人们可以叙述连续的历史，但却无法将历史总体化；关于过去的叙述同时也是

关于现在的叙述，所有关于历史的叙述都隐含着双重时间焦点。卢卡奇基于多

重时间性而形成的视差之见，实际上也被他扩展性地运用在对于小说角色的个

体主体性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中。卢卡奇关于小说的研究中最重要的两个

成果即《小说理论》和《历史小说》都以这种视差结构为中心，比如他在《小

说理论》中把幻灭小说视为展现了关于世界、社会、主体、行动的视差性视野

的小说，在这种视野中，社会总体性一方面由于它决定了个体主体所是者而被

描写为明显存在的，另一方面又由于它没有任何方向而又被描写为几乎是无法

把握的。这些小说无法表达任何具有象征性的完满，即便它们并不排除对宗教

进行援引，因此它们并不符合通常对于小说的理解，即小说是没有上帝的世界

的史诗。幻灭的人物角色的特征是对社会进行拷问，而对于社会的表现同时也

是对人物角色进行拷问。对于卢卡奇来说，无论把人物角色简单地理解为社会

的评判者还是被排斥者，都不能准确界定幻灭角色。个体主体和社会的不一致，

并不意味着二者的泾渭分明，相反意味着二者通过彼此诘问而相互蕴含，而总

体性就作为这种相互蕴含的视野而得以显现。人物角色和世界的关系中的这种

异质性应当成为两种阅读的对象：一种是着眼于经历这种异质性的角色的“生

存的阅读”，另一种是着眼于这些异质性之在叙述中被建立的“理论的阅读”。

也正是这些异质性，使得小说世界的表达得以成为“探问性”的和反思性的表达。

在这一视野中，显然不再有被简单化处理的人物形象或预言式叙事的位置。

希尔薇·托雷尔（Sylvie Thorel）探讨了《小说理论》中的辩证法问题 A。

在《小说理论》中，有一种虽逐渐减弱但却始终存在的乡愁。星辰的诗意形象

可以唤起整全性的史诗时代，也就是自我单纯地隶属于世界的时代，在那时人

A  Sylvie Thorel，« Les aventures de la pensée»,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2019/2, n. 
288,pp. 13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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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和他们开展的行动密不可分，人本身的存在无法分割，而生存和本质也形成

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种属于古希腊的和谐和完满现代人已无法获得：对

于前者来说，尽管生存或许会受到威胁，但意义是完整的，而在今天意义则成

为某种注定无法完成的探求的对象。在史诗时代，形式作为世界的某种可理解

性的框架，与现实具有一致性；而今天这种可理解性不复存在，本质和生存无

可挽回地分离了，间隔本身成为法则，因而思想处于游荡状态，它所追逐的是

一个不停躲藏的目标。卢卡奇以多种方式表达这种现代的恶，比如断裂、从里

到外展现出对立、失去神性以及具有神性的意义、开启虚无和非本质性，等

等。相应于这种不一致状态对和谐状态的接续，小说接续了史诗。与乡愁对应

的是希望，因而史诗这一概念尽管没有被明确加以界定，但仍被卢卡奇赋予最

具肯定性的价值。对他来说，当今的美学问题和与此密不可分的关于必然的和

可能的行为的伦理问题应聚焦于如何提出小说与史诗建立联系的“先天”方式。

因此，托尔斯泰作为一位从使得重新通达“本质性生活”成为可能的习俗和

“自然”的视角审视这个成问题的世界，从而实现了以史诗的方式超越小说的

小说家而被致敬。不过托尔斯泰这种工作仍是不完满的，因为它充满论争、乡

愁和抽象，毋宁说它只是使得某种未来的可能性能被感受到。而按照《小说理

论》结尾处的讨论，最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界定一个新世界而为它的到来

做出了贡献：他的作品不像《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那样充满论

战，承载了希望并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样，尽管《小说理论》在对小说在

其中出现的文明的整体所决定的不同小说形式进行确认之前，就在第一部分表

达了他关于史诗文学的一般性看法，也即把小说视为史诗的一种独特形式，卢

卡奇还是在阐述理论的同时表达了一种对于历史的理解。作为史诗的变形，小

说与这样的时代相适应：此时世界的封闭性已被打破，而人则成为了“成问题

的个体”，他被赋予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即达到自己的本质，并被限制在一种

不完满的状态，就像一个沿着渐近线行进的旅人，越往前走，目的地越遥远。

而在青年卢卡奇看来，在史诗时代和小说时代之后人类将会进入普遍和谐的第

三阶段。在托雷尔看来，卢卡奇这种关于小说的历史的观点是在一种单纯目的

论的框架下建构起来的，他所建构的，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一种关于

这一历史的“理论”。如果说小说是史诗的现代的和不幸的表现方式的话，那

么它却适合于以智慧的而非素朴的方式对生命延伸的总体性进行重建。卢卡奇

所追寻的是一种超越或“扬弃”，希望推动小说形式和被给予的历史结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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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演进。托雷尔将青年卢卡奇的这一思想的渊源追溯至弗洛尔（J.D.Flore）、

诺瓦利斯（Novalis）、克莱斯特（H.V.Kleist）、霍夫曼（E.T.A.Hoffmann）和费

希特（比如克莱斯特就用“第二次尝禁果”来比喻即将到来的“第三阶段”）。

这种宏大的辩证法推动着卢卡奇的《小说理论》超出了类型学的理论探讨和编

年史探讨。卢卡奇把美学理解为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伦理问题的可见的和可被

理解的显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学和辩证法联系在了一起。在青年卢卡奇

眼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具有恢复和谐的力量，这种和谐既是诗歌层面

的，也是历史层面的，因为对于卢卡奇来说，一种艺术形式的出现总是与特定

经验现实的出现相一致的。托雷尔将卢卡奇这种对于辩证法的理解视为受到浪

漫主义影响而建立起来的、与黑格尔哲学相呼应的具有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

的乌托邦。托雷尔认为，如果说卢卡奇尚未具体展开这种辩证法的路线就预先

思考了其基本框架的话，他在这种辩证法内部实际上又给出了另一种更加精致

一些的辩证法形式，后者是一种与重建人与统一性和原初的完满性的关系有关

的、超出了历史的偶然性并以新的方式建立的形而上学秩序。他在这种精细的

辩证法的终点处所探讨和研究的两个具有一致性的对象，是反讽和实践。在

《小说理论》的第二部分的前两章，卢卡奇主要从《堂吉诃德》和《情感教育》

出发，重视那些在“先天地对存在最具威胁者”之中保存的价值，并由此发展

出所谓“否定神学”的辩证法路线。塞万提斯的小说通过人物内心与基督教上

帝从其中消隐的世界的乏味粗俗相面对而展现了对于史诗时代的乡愁：堂吉诃

德的高贵和美好与他所遇到但不理解的外部世界的丑恶成正比，他最崇高的地

方同时也就是他最怪诞的地方，这样这部小说就通过一种忧伤而展开，这种忧

伤表现为由梦想中的诗和无法摆脱的散文的距离所呈现出来的反讽。堂吉诃德

以内心信念的名义与外界力量相抗衡，而小说的叙事则表明这种英雄主义是一

种虚幻。漂泊的人物与保持一种批判性的距离的叙事成为交织在一起的两条线

索，这使得消极方面将会在展现出来时被超越。塞万提斯的目标在于揭示一种

界限，在这一界限上，崇高和怪诞的可逆性是意义浸润整个世界的保证（尽管

是以自相矛盾的方式），甚至荒谬也是对意义的统治的反向证明，比如堂吉诃

德的荒谬行为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揭示了另一条可能道路的存在。因此，托雷尔

强调，在青年卢卡奇思想中反讽属于呼唤对意义进行解释的“否定的神学”的

一种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才将反讽视为脆弱性的自我纠正。

文森·夏尔博尼耶（Vincent Charbonnier）讨论了卢卡奇美学理论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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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问题 A。卢卡奇的作品与其语言载体，特别是翻译情况紧密相连，这使得他

往往被认为仅仅是《小说理论》和《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作者，其后期作品被

普遍忽视。这种情况在卢卡奇的美学创作中也存在。人们通常将《小说理论》

视为卢卡奇美学作品的代表，而忽视了卢卡奇其他的美学著作，以至于《小说

理论》似乎成了一个孤立的、矗立于斯大林主义的荒凉之海前面的石杆（而日

后卢卡奇将在这片海中迷失）。夏尔博尼耶对卢卡奇研究中的这一倾向提出批

评，在他看来，人们常将“青年卢卡奇”与“老年卢卡奇”分开，但这种分割

并不可取，因为根本上来说其实只有一个卢卡奇，而所谓“青年卢卡奇”和

“老年卢卡奇”其实只是同一个卢卡奇的不同面相而已。从美学理论上来说，

作为“他者”的卢卡奇其实正是《小说理论》的继承者。夏尔博尼耶强调，

如果将卢卡奇思想视为一个整体，就会看到有一个贯穿卢卡奇一生的理论动

机，这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及其艺术形式之物化的批判。而《小说

理论》的独特性，在于它建构了一种关于文学艺术形式的历史主义形而上

学。对于卢卡奇来说，小说并不仅仅是一种通俗文学类型，而是一种特定的

人类历史阶段的艺术体现。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别和普遍的统一，因此其行动

既表达了个体，又体现了社会关系的整体特征。对于卢卡奇来说，一个时代

的人的完整的艺术表现就是现实主义，这个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就不再仅仅是一

个美学问题，而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在夏尔博尼耶看来，卢卡奇所坚持的“伟

大的现实主义”，所强调的乃是小说这一艺术形式的政治性，也即小说对于人

的解放所具有的突出的政治功能以及在人类从自在向自为转变中所起到的建构

作用，其中所表达的彻底的人道主义是卢卡奇一生思想的一贯基础，而他晚期

的本体论立场与此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主义”对于卢卡奇来说就

不再是不同艺术风格中的一种，而是一种政治范畴，它是当代所有文学形式的

基础。

二、本雅明艺术理论研究

在《哲学手册》杂志组织的讨论中，多位作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本雅明

A  Vincent Charbonnier, « Lukács et le roman: remembrements et perspectives »,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2019/2, n. 288, pp. 199-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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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理论。

安托尼亚·比汉鲍姆（Antonia Birnbaum）对本雅明在其博士论文《论德

国浪漫派的批判概念》中对于早期浪漫派的研究进行了探讨 A。比汉鲍姆认为，

在康德所开启的美学研究路线中，并没有为关于“艺术”的本体论特征的考察

留下空间，而此后在康德路线下考察艺术问题的思想家们，又基本上将艺术视

为一种借助于主体的自由反思而完成的表现形式，或真理在现象中的一种显

现，而以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为代表的德国早期浪漫派则拒绝从

普遍审美判断的自由外观出发理解艺术，而是将作品理解为在其自身进程中直

接包含艺术理念，从而走上了与康德路线不同的另一条路线，而这也正是使本

雅明对德国浪漫派感兴趣的根本原因。在比汉鲍姆看来，如果说本雅明最后将

技术、感知和认识等不同因素统一在一种关于艺术的唯物主义理论中的话，那

并非由于他在成为一个康德主义者之后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由于他

从 1921 年以后已经掌握了一种适合对艺术的认知维度和历史维度进行说明的

批评概念。本雅明关于早期浪漫派的研究，目的在于澄清批评与艺术之间的内

在关系。对于早期浪漫派来说，艺术的批评维度是一个与认识有关的问题，因

为作品在建构作品的形式的同时建构了艺术的理念。与既有的关于浪漫主义者

的主观主义解释不同，本雅明提出了这种批判的特殊的客观性问题。比汉鲍姆

认为，本雅明是为数不多的既准确把握了早期浪漫派这一具有多重形式的思想

运动、又不受其束缚的思想家之一。本雅明并不满足于阐明浪漫派的概念体

系，他还试图探讨后者的理论后果。比汉鲍姆将本雅明在早期浪漫派研究中所

做的主要工作归为三个方面，即把早期浪漫派的诗歌概念扩展为艺术概念，重

建古希腊与现代之间的时间关系，以及引入“客观的反讽”概念以返回被浪漫

派所排斥的艺术问题，认为他正是通过对于这三个问题的探讨而实现了对于浪

漫派艺术理论框架的突破。在上述三个问题中，最后一个即“客观的反讽”问

题的解决是解决前两个问题的前提，而这也正是比汉鲍姆分析的重点。本雅明

清楚地看到了早期浪漫派对于现象、表象以及主体性本身的优先地位的挑战，

以及后者将论域从主体的形式转向客体的形式的努力。早期浪漫派的一个基本

倾向，是在包括自然和精神在内的万事万物之内置入一种“反思的自主活动”，

A  Antonia Birnbaum, « Extension du concept d’ironie à l’ironie objective », Cahiers 
philosophiques,2019/1, n. 156, pp. 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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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认为这种自主活动突出地体现在艺术本身中，因而将作为客体的作品视为某

种独特的“准主体”或“自我”。这一倾向使得浪漫派得以将所有的形式理解

为一种通过对于绝对的反思而获得的无限性，并在其艺术理论中用关于形式的

自我创生和自我表达问题取代了传统的表象问题，最终基于对形式的无限反思

构想了一种艺术作品的本体论。这样，尽管浪漫派拒绝了现象的有限地位，但

依然保留了康德批判哲学赋予形式的优先地位。在他们眼中，在作品的建构中

起作用的关系的唯一规定性，就是对于某种形式的反思，这种形式是在其中能

够产生无限性反思的单纯形式。本雅明很清楚地看到，这种“形式”正是浪漫

派所感兴趣的“内容”，而所谓对其展开的反思，则并非某种无限的过程，而

是一种无限的联结或对于各种关系的凸显，在此存在或现实并未“蒸发”，反

倒得以现实化。早期浪漫派在其特定的形而上学信条（即把所有的现实之物都

被视为自行思考的存在）之下，将上述无限的联结理解为思想关系，而在这些

关系中艺术被设想为承载了一种通向绝对的关系，成为“真理的载体”或“反

思的媒介”。要说明早期浪漫派是如何将各种形式与绝对联系在一起的，就要

把握反思、批评和作品形式之间的关系。浪漫派将“绝对”的显现方式区分为

两种，即“诙谐的方式”和“寓言的方式”，前者是指绝对通过将无限性的统

一体的各种矛盾集中在一个有限的统一体中而展现自身，后者则是指绝对借助

与无限性相关的有限形式而展现在各种不同的作品中。无论在哪一种方式中，

都会牵涉到形式的生成，而在这种生成中，形式也认识着自身，也即把作品形

式的有限性与绝对的无限性统一在一起。形式内在包含促使自身与其他所有形

式以及艺术的理念本身建立联系的动力，因而形式并不会封闭于自身，也就是

说，作为作品形式与自身的关系的“反思”就不会局限在特定形式之内，而是

相反，这些反思驱使特定形式的自我认识扩展至其他“反思中心”并与后者进

行整合。这就意味着，在早期浪漫派那里，作品总是未完成的，它不断朝向它

的完满而进行“绝对的增强”，即自身的普遍化，而这一进程并非是通过“关

于作品的反思”中完成的，毋宁说是通过“在作品中进行的反思”而完成的。

而真正使得作品中的反思得以实现的，则是批评。浪漫派的批评概念的特点在

于肯定性或客观性，也就是说，通过作品而实现自我认识，因而在作品和批判

之间，二者之间除了存在差异之外，在作品中还蕴含着批评。这与“有思想的

写作”或某种评论风格无关，而是表明，作品与艺术理念之间的关系所具有的

连续性对情节具有阐明作用，而这是借助批评而实现的。在此意义上，正是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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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使得作品本身所包含的“绝对反思”得以完成。批判消解了作品的界限和形

式的偶然性，将作品及其形式推向反思媒介所具有的普遍性。每一个批评都是

作品的现实状态或超出其界限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又可以在新的层次上被进一

步推进，特定形式的有限性或建构起形式的偶然之物就这样被纳入无限性之

中。批评就这样将具有特定形式的“完成之物”消融在艺术的无限之物中。在

这一视野下，评价一部作品是好的抑或坏的都是没有意义的，甚至谈论对于某

种形式的批评（比如对于“诗”的批评）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对这些形式（比

如“诗”）本身进行区分实际上都只具有暂时性。在本雅明那里，早期浪漫派

的这种批评概念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不是通过过去的作品或某种规范去

衡量作品，而是通过作品揭示使其具有形式的艺术理念，从而既消解了传统的

关于作品的外在的和僵化的理解，又挑战了狂飙突进运动对于艺术家创造力的

崇拜。这里隐藏的问题是，如果早期浪漫派所探讨的艺术形式的未完成连续体

并不是一种超验之物，而是只有在各种具体形式之中，或更具体地说，只有在

对于作品间的反思性联系的批评之中才能存在的话，那么是否有可能在这种内

在的反思进程中把握古代（如古希腊）的艺术形式和现代艺术形式之间的差别

呢？早期浪漫派并不认为古希腊艺术与现代艺术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屏障，

因为在古希腊艺术中，那些被称为“朴素的”艺术形式，实际上是一种体现在

稳定的类中的感性要素或蕴含着力量的反思。在这一视野中，现代艺术并非古

希腊艺术的他者，二者都在艺术形式中内在包含反思，差别仅在于，前者的反

思中介在程度上比后者更加强烈。本雅明意识到，这就意味着早期浪漫派并没

有将关于批评和反思的理论局限于语言艺术形式，而是将其扩展到全部艺术领

域。然而，浪漫派的这一立场实际上就将时间性作为一种必要的环节纳入批评

反思理论，在这里具有不同时间性的作品都应被纳入其中，但问题是，如果说

过去和现在的作品可以没有障碍地被统摄的话，未来却无法以同样的方式加以

把握，而这样一来，绝对的连续性就成了问题，将已完成者和未完成者作为可

调和的双方统一在一起的努力就遇到了困难。不仅如此，早期浪漫派的上述扩

展会带来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如果说古代艺术在创造其形式时主要借助业已

存在并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类的话，那么在现代艺术中，处于历史性中并具有潜

在的联结力量的反思就是使作品获得塑形从而被创作出来的唯一可靠要素，因

此古代艺术和现代艺术之间表面上的反思的“强度差异”实际上反过来说正表

明二者之间有质的差别。不过，本雅明的敏锐正在于，他看到这两个问题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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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其实是仅仅以“批评”作为理解早期浪漫派思想的主线所导致的。事实上早

期浪漫派的理论为解决绝对的连续性问题提供了一个隐蔽的线索，这就是“客

观的反讽”。客观的反讽是与主观的反讽相对的反讽形式。客观的反讽和主观

的反讽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在作品内部赋予作品以怪异的或与其对立的指

涉；而不同点在于，主观的反讽试图瓦解一个作品的质料，而客观的反讽试图

瓦解作品的形式。就此而言，客观的反讽与批评有共通之处，它们都与通达绝

对有关，而不是某种主观性的体现。但客观的反讽与批评又是不同的：客观的

反讽并不像批评那样试图从作品外部毁灭具有相对性的作品本身，而是在作品

内部、在一定形式的特定表达中瓦解这种形式的虚幻表现，以解放与这种形式

相联系的艺术理念维度，换句话说，客观的反讽并不像批评那样拆解形式，而

是拆解形式与其表现的一致性。在客观的反讽中，形式不再像面对批评时那样

是应当被消解以被整合入绝对中的对象，而是中止某种特定表现的对象，这种

中止将批评的维度也整合入其中，也就是说，批评本身其实只有以客观的反讽

所提供的这种中止为前提，才有可能不将自身视为作品的完成，从而走出形式

的封闭性。这样，本雅明就从早期浪漫派的思想中发现了可以不受制于其“批

评”和“反思”概念而实现有限与绝对的统一的方式。

米歇尔·梅塔耶（Michel Métayer）对本雅明关于作品与时间的关系的思

想进行了分析 A。所有的物品都处于时间中，而时间同样也处于物品之中，因

此，事情不仅像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一则电池广告所说的那样，“惊奇牌电池之

中使用时才发生损耗”，毋宁说，一件物品即使不用也会发生损耗。但对于本

雅明来说，这一原理对于艺术作品并不适用，作品与时间的关系有其独特性。

本雅明最初是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通过对于翻译的讨论而涉及这一问题的。

本雅明不把翻译归于特定的人的主观行动，正如他把作品与人的感觉和经验都

分离开一样。翻译是与作品的历史和生命内在相关的活动。当作品获得一种外

在形式（如被翻译）时，它自身的历史就中断了，在此时间就像显影剂一样，

将作品中尚未被觉察到的维度以不同于原作的新形式揭示出来。在关于作品自

身的历史的讨论中，本雅明使用了两个相关的概念：“余生” （Überleben）和“续

命”（Fortleben）。“余生”指在生命本应终止时得以延续而获得的生命；“续命”

A  Michel Métayer, « La pile WONDER ne s’use que si l’on s’en sert », Cahiers 
philosophiques, 2019/1, n. 156, pp. 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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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意指克服所有中断或界限而具有连续性的生命。本雅明在此强调的是翻译和

作品之间的断裂。就作品在翻译中并非靠某种隐喻的方式而是靠“肉身性”的

方式延续自己的生命而言，作品在翻译中获得了“续命”。作品通过在翻译中

的变形而在与此前不同的形式中延续了自己的存在，从而进入其“续命”之

中。作品具有被翻译的可能性，这是翻译存在的前提，因而这里就隐含着原作

的“可译性”的问题。在本雅明眼中，可译性表现了作品的一种基本结构，因

而不存在不可译的作品，而这就意味着，原作本身先天地决定了它的“续命”。

对于本雅明来说，可译性作为回忆的潜能，本位于作品的本质层面，它无关乎

判断和理性，而仅关乎作品的内在能力。如果说可译性与作品的“续命”有关

的话，那么它就不是在外在的历史性中起作用的，而是在其自身的本性层面起

作用。而也正是从这个方面来看，作为翻译的作品之“续命”，其实是以“余

生”的方式实现的。因为翻译其实只是从肉身性方面来看可作为作品的“续

命”，而它所直接展现的，却是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以及各种不同的“意谓方

式”之间的断裂。原作的语言在翻译语言中传达它的字面意思，而翻译语言则

改变原作语言本身的界限。因而对于本雅明来说，翻译虽产生于原本，但它其

实是作品的“余生”，在此延续的其实并非作品的生命本身。就此而言，批判

比翻译更适合作为作品的“续命”：无论评论工作的开展过程还是其追寻文本

的生命的特有方式，都与文本形成连续性关系；而当评论者实现了对于作品中

的矛盾的超越时，批评就能表现为“生命的纯粹功能”或“作品的续命”。不

过，无论是翻译还是批评，都涉及作品的双重规定，即“事物的载体”和“真

理的载体”。批评所要做的，是借助作品本身的事物的载体使得真理的载体得

以显现；而翻译则要通过另一种语言传达原作中真理的载体。在原作中真理的

载体总是与具体的形式统一在一起的，二者就像水果的果肉和果皮一样共生共

存、不可分割，翻译则在原作的统一关系之外、根据新语言自身的意指方式重

建真理的载体与形式之间的统一。翻译所使用的新语言相较于原作语言的“天

真、初级和具体”而言，以更高级的形式展现了真理的载体，但同时也更加不

稳定，它内在地包含被另一种翻译所取代的趋势，因而实际上是以一种偶然性

的方式展现在原作那里，具有有机统一性的关系。在此意义上，翻译在另一种

语言中对于作品的更新，是将后者固定在其演进的一个特定阶段上。原作中的

真理载体和语言的一致性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总是会被以新的方式加以解

读，而体现在翻译中的新形式，一方面意味着这种一致性的瓦解，另一方面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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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了这种一致的痕迹。一个作品总有多种被翻译的可能性，而一旦一种特定

的翻译被确定下来，作品的“续命”的永恒性就被纳入特定的演进阶段。每个

翻译都是对于原作语言的削弱，因而都是贫乏的，无法作为其他的翻译的出发

点，在此意义上，翻译就意味着作品的“损耗”。而与此相对的是，原作则展

现了一种对于真理载体之持续存在的本质性要求，这也就是艺术作品与普通物

品之间的根本区别所在。但问题是，作品虽然具有非历史性，但这却并不意味

着它是永恒的，事实上，作品本身就是在各种关系之内被建构起来的，因而是

具有时间性的。梅塔耶指出，如果说作品在翻译的力量之下得以“现实化”的

话，那么在这里“损耗”和“永恒”表面上不再彼此对立，不过显然仍存在作

品本身（以及与其内在相连的“批评”）和历史性之间的张力，而本雅明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作品中，试图在他所理解的唯物主义框架中解决这一问题。本

雅明的讨论借用了阿多诺在《新速度》一文中所提出的“收缩（Schrumpfung）”

概念。阿多诺拒绝把作品视为永恒的，他试图将作为“意识形态的纪念碑”的

历史引入对于作品的理解，认为只有将作为看作是在历史中传播的，才有可能

把握作品中真理的载体，而在历史或时间中作品会“收缩”，即它们所包含的

真理的载体会不断自我强化；在这些变动中，作品的表层会发生裂解，但它的

深处不会出现碎片，因而时间不会让作品陈旧，反倒会使作品在每个时代被重

新现实化。本雅明借助阿多诺的“收缩”概念，将时间性中的作品视为在不间

断的裂解过程中存在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真理的载体在事物的载体中不断

“收缩”，也即被不断加以“熔炼”。此时本雅明认为，作品续命的法则是收缩。

这样，作品的“续命”和“余生”就以新的方式被统一在一起。不过，本雅明

对于阿多诺的“收缩”概念的借用，却并不意味着他将作品的真理问题完全置

于历史性维度之下加以理解。事实上，对于本雅明来说，任何企图将作品放在

其诞生的时代中加以考察或将作品中的历史的和社会的要素抽取出来作为一个

时代的证明的“批评”都是无效的，因为这只是延长了过去的记忆而已，而与

作品相关的冲突则要么被忽视，要么在同质性视野中加以理解。本雅明的策略

是，在关于作品的“续命”的分析中对历史性进行内在化处理。这就意味着，

不是将真理的载体抽离出事物的载体，而是在真理的载体和事物的载体的统一

体中达至作品本身的内在性。完成这一目标的批评，被本雅明称为“有魔力的”

批评。这种“魔力”意味着“无中介性”。在本雅明看来，语词和语言都有某种

“秘密”，它能被感觉到，但却无法被说出，也无法直接显露出来。语言所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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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不是某种作为对象的“内容”，而是作为事物本质的它们自身。这种内在

性不以任何被先行界定的范畴或先天的判断标准为前提。这样，对于本雅明来

说，问题就不在于是否在作品与历史性之间建立联系，而在于，不能把历史当

作外在于作品的历史，而是将历史理解为作品自身的历史或它的生命本身。

三、重思计划经济问题

《今日马克思》杂志第 65 期颇为引人瞩目地组织了关于重新思考计划经

济问题的讨论。

西德里克·杜朗（Cédric Durand）和拉兹米格·科舍扬（Razmig 

Keucheyan）分析了近来西方左翼学界重新思考计划经济问题的现实条件 A。表

面上，到 20 世纪末，计划经济似乎已经过时了，在计划与市场的对立中，似

乎后者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在柏林墙倒塌三十年之后，关于计划经济问题

的争论却再次在西方左翼思想界出现。杜朗和科舍扬探讨了这些争论产生的复

杂社会背景，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认为当代信息技术

特别是互联网、算法和大数据的快速发展在将来会有助于解决计划经济的主要

缺陷。

纪尧姆·冯都（Guillaume Fondu）探讨了与计划经济的观念相关的

问题 B。冯都认为，经济计划的观念不能被简单地归于一种技术问题，它实际

上包含着复杂的政治的和人类学的维度，与诸如人类主体、社会秩序和社会机

制等重要问题都有内在联系。而所有这些问题，都离不开对于市场问题的理

解。为了建立一种自洽的关于经济和社会计划的理论，就要重新理解马克思关

于市场的悖论的思想以及对于这一思想的各种挑战。

贝尔纳·沙万斯（Bernard Chavance）对社会主义运动中曾出现过的各种

计划经济模式进行了分析 C。他认为，历史上曾出现过的计划经济都是以特定

A  Cédric Durand & Razmig Keucheyan, « Planifier à l’âge des algorithms », Actuel Marx, 
2019/1, n. 65, pp. 81-102.

B  Guillaume Fondu, « Une théorie Marxiste de la planification est-elle possible? », Actuel 
Marx, 2019/1, n. 65, pp. 13-25.

C  Bernard Chavance, « La planification centrale et ses alternatives dans l’expérience des 
économies socialistes », Actuel Marx, 2019/1, n. 65, pp. 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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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机制（国家占有和经济的科层制管理等）为基础建立并与资本主义和市场

形成对立关系的经济制度。从人类已经取得的历史经验看，单一的计划经济在

不发达国家或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更容易取得成功。计划经济投资集中化的程

度过高，其所带来的后果也是复杂的。

帕特·戴维纳（Pat Devine）讨论了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构想一种新型计

划经济的可能性 A。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可以提出一种基于社会

占有和共同协商基础之上、以参与性民主为特征、以创立在权力自主原则下实

现生产者参与建构决策和执行的多层结构的联合体的机制和过程为目标的计划

经济方案。这一方案既包含参与性的政治民主，也包含参与性的经济民主。它

将“市场”概念解构为市场交换和市场力量等要素。这一方案在企业层次上保

存了市场交换，但在行业和部门层次上用协商过程取代了市场力量。

弗洛朗斯·雅尼—卡特里斯（Florence Jany-Catrice）探讨了公共政策评估

与计划之间的关系 B。近些年来，西方世界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以往表现

为中性的和在经济层面上具有合理性的公共政策评估，已经越来越成为改变国

家性质的主要工具，无论这些评估的规模和性质如何，也无论推动这些评估的

社会主体处于怎样的位置。这些公共政策评估一般都强调市场的作用和自由主

义价值，它们已经成为出现一种真正的“计划政治”的障碍。

劳尔·戴斯普雷（Laure Després）探讨了“生态和社会计划”的必要性

问题 C。戴斯普雷认为，随着当代生态和社会危机的日益突出，有必要在市场之

外建立一种新型资源分配和投资机制应对生态和社会变化的挑战。关于这种机

制，人们已经做出许多设想，但这些设想之间缺乏内在的一致性，在整体思路

和具体细节上都并不完善，这都使得迄今人类还未能拿出真正有效的整体性解

决方案。在这一问题上，有效的计划应当被引入，作为引导投资和增进公共福祉

的主导性力量。为了实现这一点，当务之急是打破新自由主义在社会管理中的垄

断地位，确保企业、社会组织和大众有效参与社会和生态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A  Pat Devine，« Marx,la démocratie et la planification économique », Actuel Marx, 2019/1, n. 
65, pp. 54-66.

B  Florence Jany-Catrice, « Transformations de long terme dans l’évaluation des politiques 
publiques. D’une planification politique à une légitimation scientifique », Actuel Marx, 
2019/1, n. 65, pp. 67-80.

C  Laure Després, « Une planification écologique et social: une impératif! », Actuel Marx, 
2019/1, n. 65, pp. 10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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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无政府主义研究

《今日马克思》杂志第 66 期的主题是“无政府主义：另一种社会主义”。

弗朗索瓦·甘夏尔（François Guinchard）分析了 1915 年至 1921 年的无政

府工团主义运动的建立和发展的过程 A。甘夏尔认为，无政府工团主义是在特

定时代世界范围内革命运动高涨特别是后十月革命的背景下，作为对于列宁

主义的一种回应而出现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很快分

化，一部分工团主义者回到了马克思主义路线，而另一部分则走上改良主义

道路。

吕西安·范德华特（Lucien van der Walt）考察了 19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

纪20年代南非无政府主义和革命工团主义的那段几乎已被人遗忘的历史 B。南

非的无政府主义和革命工团主义在发展中互相影响，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

形成了一股颇具南非特色的思潮和现实运动，其特殊性在于，一方面反对民族

压迫和种族隔离，另一方面也反对黑非洲民族主义。南非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

工团主义者们对民族压迫问题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分析，最终成为一种反资本主

义运动，即便在南非共产党于 1921 年成立以后，仍然深刻地影响着这一地区

的工人运动和左翼思潮。

乔艾尔·德龙（Joël Delhom）以 1936 年至 1938 年间巴塞罗那皮革工业

为例考察了西班牙内战中的工会运动 C。这一工会运动以自由至上主义作为信

条的工人运动，后来被强调集中干预的社会主义派别所取代。德龙从军事强

制、战时经济、无政府工团主义文化的演进以及工会运动的具体策略等多个角

度对这一过程进行了阐述。

西多尼·威尔艾格（Sidonie Verhaeghe）探讨了巴黎公社女英雄露易丝·米

A  François Guinchard, « Vers la structuration d’un pôle anarcho-syndicaliste internation-
al,1915-1921: idées, rencontres, organisations », Actuel Marx, 2019/2, n. 66, pp. 26-43.

B  Lucien van der Walt, « Aspects de l’histoire de l’anarchisme et du syndicalisme révo-
lutionnaire en Afrique du Sud, des années 1880 aux années 1920 », Actuel Marx, 2019/2, n. 
66, pp. 44-63.

C  Joël Delhom, « Plus de rouge que de noir. L’expérience anarcho-syndicaliste de socialisa-
tion de l’industrie du cuir à Barcelone （1936-1938）: du renoncement anarchiste au diri-
gisme socialiste », Actuel Marx, 2019/2, n. 66, pp. 6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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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尔（Louise Michel）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A。由于露易丝·米歇尔没有写过总结其

政治思想的著作，因而人们通常不将她作为一位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加以对待。而

威尔艾格则试图通过对米歇尔的演讲的解读，分析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策略。米

歇尔以其无政府主义立场作为将当时法国不同革命政治力量整合在一起的思想基

础。她拒绝党派之争，反对以选举为工具，要求进行直接斗争，以此诠释了她的

基本政治思想：公社是一种行动方式，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的组织化的视角。

让—克里斯托弗·昂高（Jean-Christophe Angaut）对 20 世纪初的德国无

政府主义思想家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的“文化的和社群的社

会主义”思想进行了研究 B。兰道尔在 1911 年的文章《呼唤社会主义》中，将

自己称为“无政府社会主义者”。昂高认为，这一称谓体现了兰道尔无政府主

义思想的基本特征：首先，兰道尔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文化批判，宣扬“文

化的社会主义”；其次，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兰道尔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

角色；最后，兰道尔重新评估了人类曾存在过的社群形式，要求立刻建立一种

未来社会主义必须以之为起点的新社群形式。

勒瑙·伽尔西亚（Renaud Garcia）和阿纳托尔·吕塞（Anatole Lucet）从家

庭和社会的关系的角度探讨了兰道尔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C。兰道尔关于家庭的理

解借鉴了蒲鲁东的家庭概念并进行了重要的改造。在伽尔西亚和吕塞看来，兰

道尔关于家庭的观点与马克思有着明显不同：如果说马克思将家庭视为资产阶

级借以进行阶级统治的一种机制的话，兰道尔则在家庭内部看到了实现社群本

身的意义的潜在力量，而这种力量对于无政府主义来说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A  Sidonie Verhaeghe, « Une pensée politique de la Commune: Louise Michel à travers ses 
conferences », Actuel Marx, 2019/2, n. 66, pp. 81-98.

B  Jean-Christophe Angaut, « Le socialism culturel et communautaire de Gustav Landauer », 
Actuel Marx, 2019/2, n. 66, pp. 99-114.

C  Renaud Garcia & Anatole Lucet, « Famille et société. Réflexions sur l’anarchisme “con-
servateur” de Gustav Landauer », Actuel Marx, 2019/2, n. 66, pp. 11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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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国

周爱民

2019 年，左翼阵营在德国四个州的议会选举中遭遇了沉重的打击。左翼

党遭受到的打击尤其之重，在个别州甚至经历了至暗时刻，即将面临生死存亡

的问题。与左翼阵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具有右翼倾向的德国选择党近年来在

各州议会选举中捷报频传，在个别州议会中甚至已经形成与基民盟和社民党分

庭抗礼的局面了，绿党也在全球生态运动兴起的浪潮中趁势赢得了不少选票。

左翼现实政治的失利，以及对手的得利，既促使左翼党重新反思既有的政党策

略以及对待相关议题——特别是阶级与生态议题——的态度与立场，又激发了

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问题与民主问题。对左翼党当

下发展形势的介绍以及德国马克思主义者针对该形势的反思，构成了本年度德

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

一、左翼阵营的“至暗时刻”与出路之争

2019 年，德国四个联邦州陆续举行了州议会大选，德国所有议会政党

都参加了选举。总体来看，主张或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政党在此次各州大

选中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他们在个别州中甚至经历了“至暗时刻”。例如，

严格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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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PD），在图林根州中尽管积极参与竞选，张贴了 40000 张竞选海报，但最

终仅仅收获了 0.2％的选票。 A 当然，该党选举的惨淡结果并不能说明左翼阵

营的整体情况，因为它本来势力就一直比较弱小，在联邦议会政党票选举中一

直低于要求门槛的 5％，属于微小型政党。但是，社民党与左翼党的大幅滑坡

以及德国选择党（AfD）的大获全胜，则能明显反映出德国政坛近年来的变迁

以及未来的走向。

相较于 2014 年的州议会选举，左翼阵营的领头羊社民党在勃兰登堡、萨

克森、图林根各州议会选举中分别丢失了 5.7％、4.7％和 4.2％的选票。左翼

党在勃兰登堡、萨克森丢掉了高达 7.9％和 8.5％的选票，在其大本营图林根州

的选票虽然增加了 2.8％，以 31％稳居第一，但是选择党的选票则迅猛增加了

12.8％，最终获得高达 23.4％的选票。B 在勃兰登堡和萨克森州中，选择党得票

率也分别上升了 11.3％和 17.8％，最终分别斩获 23.5％和 27.5％的选票，成为

州议会第二大党。传统的全民党基民盟在此次各州选举中表现不佳，除了在不

来梅州得票率小幅上升外，在其他几州得票率均大幅下滑。得票率的碎片化增

加了各州政府组阁与施政的困难，也为未来的德国政坛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

从这几个州的选举结果来看，可以说传统大党颓势已显，面临全面失势

的危机。左翼党甚至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至暗时刻，D. 巴尔奇（左翼党在联

邦议院的党团主席）直接在推特中声称他的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灾难”，外

交官员 S. 利比希则称结果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C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具有法西斯主义色彩的德国选择党则强势崛起。同时崛起的还有绿党。绿党在

全球生态运动愈演愈烈的背景下越发受到年轻人的青睐。例如，在今年的欧洲

议会选举中，绿党增加了 10％的席位，成功超越左翼党成为第三大党。 D 根

据这样的发展势头，有学者预测，德国的左翼阵线可能会发生重要的变化，它

的领头羊有可能由社会民主党变为绿党。

糟糕的选举结果诱发了社民党高层的地震。自 2017 年德国大选之后，社

A  https://www.sueddeutsche.de/politik/thueringen-wahl-mlpd-1.4653029.
B  https://www.welt.de/politik/deutschland/article201970802/Thueringen-Wahl-2019-Wah-

lergebnisse-und-Grafiken-im-Ueberblick.html.
C  https://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die-linke-nach-wahlen-in-brandenburg-und-

sachsen-bye-bye-ostpartei-a-1284743.html.
D  具体数据参见 https://www.bundeswahlleiter.de/europawahlen/2019/ergebnisse/bund-99.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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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虽然与基民盟最终组成了大联合政府，但是党内充满了分歧，仍然存在不

少主张退出执政联盟的呼声。社民党在欧洲议会以及多个州议会选举中的失

利更加助长了这种呼声。是否退出联盟的讨论成为了社民党党代会的核心议

题之一。欧洲议会选举失利之后，A. 纳勒斯果断于 6 月 1 日辞掉了党主席一

职。在历经 5 个月左右的选举竞争后，N. 瓦尔特─博尔扬斯（Nobert Walter-

Borjans）与 S. 艾斯肯（Saskia Esken）组合，最终战胜了之前一直被看好的德

国财政部长 O. 肖尔茨（Olaf Scholz）与 K. 盖维兹（Klara Geywitz）的组合，

成为社民党历史上首次实行“双主席制”的领导人。胜选的两位领导人代表了

社民党内更左倾的力量，他们明确批评社民党参加执政联盟，主张提高缩小贫

富差距，提高最低工资，增加基础设施和社保投资，以及环境保护投资。A 可

以预见的是，由于社民党自“二战”之后一直都由中间偏右势力主导，新任的

两位主席在重整社民党方面定会困难重重。C. 特维斯就撰文指出，尽管 N. 瓦

尔特─博尔扬斯与 S. 艾斯肯获得了社民党党员的大多数支持，但是党内精英

与公众还是对他们持质疑态度。B 从社民党著名理论家托马斯·迈尔的文章中

可以窥见这种态度。在《新阶段》一文中，迈尔认为社民党高层的这种“突变”

是否会像科学理论中的突变那样预示着进步，他表示并不确定，并且认为党代

会没有对过去几年做出真实和公平的评估，“许多人还想知道，为什么那些有

着熟悉面孔和无可争议的功绩的老员工如此地被完全‘清除’。”C

相形于社民党，左翼党高层内部历来的矛盾冲突 D 也逐渐尖锐化。面对

糟糕的选举结果，罗莎卢森堡基金会“阶级与社会结构分析”对话圈负责人

H. 卡尔斯指出，“纲领上的革新并且以新的理念来回答未来的宏大问题是不可

避免的。”E 左翼党联邦党团主席 D. 巴尔奇认为“在策略、纲领方面，必须提

出和回答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达戈德伦也写到“我们在策略上急需一个新的

A  https://www.zeit.de/politik/deutschland/2019-12/spd-parteivorsitz-saskia-esken-und-nor-
bert-walter-borjans-gewaehlt.

B  https://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spd-chefs-saskia-esken-und-norbert-walter-
borjans-zwei-vorsitzende-machen-noch-keine-fuehrung-a-7d301765-67cd-4914-a8cb-
3f22d9fe823c.

C  https://www.frankfurter-hefte.de/artikel/eine-neue-etappe-2876/.
D  https://web.de/magazine/politik/wahlen/bundestagswahl/machtkampf-linkspartei-linke-

chaos-truppe-32628282.
E  https://www.rosalux.de/publikation/id/40926/die-landtagswahlen-in-brandenburg-und-

sachsen-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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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他们的言下之意也许是呼吁党内产生新的领导层。 A 党内高层的权力

之争由来已久，联邦党团主席 D. 巴尔奇和 S. 瓦根克内希特与两位党主席 K. 基

平和 B. 里克辛格的矛盾已经公开化。 B 瓦根克内希特主张左翼党应集中精力

在东部地区重新赢得传统的左翼选民，例如失业的低薪工人和老年人群体。她

指出这些群体正逐步转向了德国选择党。她呼吁制定更为严格的难民和移民政

策来赢得这些选民。为此，她与其丈夫奥斯卡·拉方丹于 2018 年 9 月发起了

声称有 15 万党员参与的“起义”（Aufstehen）运动。她的这些主张和举措严

重背离了两位党主席的理念。两位党主席都希望在大城市中吸引有左翼倾向的

年轻人，更倾向于宽松的移民和难民政策。C 瓦根克内希特所发起的起义运动

被视为对左翼党大政方针政策的公开挑衅。里克辛格直接声称：“这不是左翼

党的项目，它是个别人的项目。”D2019 年 3 月，瓦根克内希特以健康原因突

然宣布放弃继续竞选联邦党团主席一职，随后又声明退出起义运动领导层。至

此可以说，左翼党高层内的斗争以瓦根克内希特的失败而告终。她的退出对于

左翼党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她是左翼党中最著名的面孔，是德国最受欢迎的

女政治家之一，在东德地区拥有大量的支持者，此次左翼党在东德大本营的选

举遭遇滑铁卢与她在党内的失势不无关系。

当然，也有瓦根克内希特的批评者指出，她的退出让左翼党的理念更为

一致，可以使左翼党更团结地迎接接下来其他州的大选挑战，左翼党的暂时失

败算是黎明前的黑暗。尽管如此，左翼党在东德失势的问题依然存在，德国选

择党的威胁有增无减。瓦根克内希特所代表的观点在东德地区仍然有其市场。

在勃兰登堡、萨克森选举结果公布之后，她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观点。针对

选举结果，她回应道：“党必须要再次成为因多年的主流政治而被抛弃的人的

选择”，“如果我们被这些人视作是代表绿色自由生活方式的政党，而不是他们

的声音，如果他们感受到我们因为他们没有掌握时髦的大都市法规而俯视他

A  https://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die-linke-nach-wahlen-in-brandenburg-und-
sachsen-bye-bye-ostpartei-a-1284743.html.

B  https://www.sueddeutsche.de/politik/parteitag-in-leipzig-der-konflikt-zwischen-kipping-
und-wagenknecht-ueberlagert-alles-1.4009211.

C  https://www.zeit.de/politik/deutschland/2019-03/sahra-wagenknecht-linke-fraktionschefin-
rueckzug.

D  转引自 https://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aufstehen-linke-distanziert-sich-von-
wagenknechts-sammlungsbewegung-a-12238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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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那么他们避开我们就只是一种正常现象。”有评论者认为她完全“说到点

子上了”。 A

基平在一次采访中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她认为左翼党在欧洲

议会选举的失败主要归咎于两个原因，一方面丢失了一些赞同移民，对难民友

好的微型政党的支持；另一方面是对生态议题不够重视。她乐观地认为在城市

中存在“新左翼的大多数”。当被问及在东德地区选举的失败是否与之看法相

矛盾时，她并没有明确的主张，只是认为他们关心的议题可以得到左翼党的足

够支持。但是，她所谓的议题仅仅是一些具体的地方性政策，如公共交通问

题、网络问题等，对于一些较有争议的难民问题、伊斯兰问题等她避而不谈。

在谈论左翼党的纲领性主张，如大转型问题上，她在此强调了民主社会主义的

主张，主张与绿党合作等。在被问及与绿党联盟，而绿党倾向于讨好大型企业

时，她也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B 然而，根据最近出版的“德国党员研究”

（PAMIS）项目所公布的数据来看 C，基平的乐观估计显然是有问题的。通过对

各政党几万名党员的问卷访谈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除了左翼党外，各政党

中工会工人的数量近年来大幅缩减，尤其是绿党和社民党最为明显，社民党在

过去 20 年下降了 10％左右。总体而言，各政党平均只有 20％的党员同时也是

工会会员。而且在被访者中，只有 9％的被访者认为自己是工人，比人口中实

际的占比要低。社会分化很显然在加大。D迪迪埃·埃里蓬 E所引发的阶级认

A  https://www.anti-spiegel.ru/2019/kommentar-der-osten-hat-gewaehlt-warum-die-afd-die-
linke-als-ostdeutsche-volkspartei-ersetzt/?doing_wp_cron=1597828090.432900905609130
8593750.

B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9/08/germany-die-linke-katja-kipping-halbzehn-afd-spd.
C  该项目每 10 年发布一次，是同类项目中最全面的研究，项目介绍参见 https://www.

parteimitgliederstudie.de/。由于项目主持人蒂姆·斯皮尔（Tim Spier）突然去世，

这项研究结果要到 2020 年才会出版，项目的结构数据的结果现已提前发布，参

见 Markus Klein, Philipp Becker, Lisa Czeczinski, Yvonne Lüdecke, Bastian Schmidt, 
Frederik Springer, “Die Sozialstruktur der deutschen Parteimitgliedschaften. Empirische 
Befunde der Deutschen Parteimitgliederstudien 1998, 2009 und 2017”, in:Zeitschrift für 
Parlamentsfragen, Volume 50 （1）, 2019, S.81–98。

D  Janis Ehling,“Die Linke: Verlust der Arbeiterklasse?”, in: https://diefreiheitsliebe.de/poli-
tik/48082/.

E  参见迪迪埃·埃里蓬：《回归故里》，王献译，上海文化出版社。该书是埃里蓬一部

自传式的对性别、阶级等议题的思考，2016 年翻译成德文后迅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德文版参见 Didier Eribon, Rückkehr nach Reims, Berlin: Suhrkamp,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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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争论在报告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证实。

针对上述困境，左翼主流的观点是呼吁加强团结，抓住时代议题，坚持

左翼的核心理念即分配问题。在后增长社会中，分配问题不仅包括物质方面，

也包括如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方面。生态议题可以在此大的分配框

架中得到解决。 A 批判的社会分析研究所所长 M. 坎德亚斯指出，虽然这些社

会保障问题是左翼党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仅仅依赖这些老调的议题显

然还不够，他强调要更为激进地提出问题，“这不仅仅是捍卫福利国家的问题

或者恢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模式的问题。我们应该明确指出，我们

正在倡导结束资本主义，倡导一种伯尼·桑德斯会毫不犹豫地称其为社会主义

的社会”B。针对生态问题，他认为与当前社会不公正的分配有关系，生态问题

与生态正义紧密相关，因此“对于一般的左派来说，将社会和生态问题作为一

个单一的社会生态问题来传达，实际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不是夸大其

词”C。在社会民主党中也存在类似的呼声，例如，在《新社会 /法兰克福杂志》

出版的一期（2019 年第 12 期）反思社民党走向何处的诸多文章中，多个论者

直接主张要绿化社民党才能赢得未来。在《社民党的未来作为社会生态政党》

一文中，J. 施特拉塞尔指出，“对于社民党而言，通过生态社会重组我们的社会，

可能被证明是革新的绝佳机会。如果它了解到充斥当今所有领域的生态主题本

质上是左翼的主题，并且因此也是它的主题的话，那么它可以再次成为一支强

大的塑造政治的力量——在联邦共和国中、在欧洲甚至更远的地方。”D

二、研究机构与大学举办的会议与讲座

2019 年 10 月 25—27 日，第 12 届马克思秋季学校如期召开。本期秋季

A  具体参见图灵州文化部长 Benjamin-Immanuel Hoff 的论述， „Die Route wird neu bere-
chnet.Haltung zeigen – Linke Antworten auf die Fragen der Zeit formulieren – Vertrauen 
zurückgewinnen“（https://www.neues-deutschland.de/artikel/1129249.die-linke-die-route-
wird-neu-berechnet.html）。

B  https://socialistproject.ca/2020/01/die-linke-now-what/.
C  https://socialistproject.ca/2020/01/die-linke-now-what/.
D  https://www.frankfurter-hefte.de/artikel/die-zukunft-der-spd-als-sozialoekologische-partei-

2859/?tx_ngfhpublications_showarticle％ 5Baction％ 5D=show&tx_ngfhpublications_
showarticle％ 5Bcontroller％ 5D=Article&cHash=e8aaf389b5c31f9d7416ed90b1df4821.



113

学校主要关注的议题是殖民主义与奴隶制。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著作语境

中，他主要以记者的身份探讨了这两个主题。他曾计划系统地分析殖民主义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作用，但最终未能实现这一计划。在马克思以记者身份

向《纽约每日论坛报》所撰写的稿件中，他曾发表了有关亚洲殖民地状况的文

章。这些文章受到了很多的批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去殖民化过程中，马

克思被人们指责为“欧洲中心主义者”，即最终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唯一

的进步方式，并且几乎只关注欧洲。在对待奴隶制方面，马克思的态度虽然没

有引起争议，但同样有趣。马克思坚决拒绝奴隶制，并呼吁废除奴隶制，但他

并不认为“自由工资劳动”是理想的选择，而是认为它是一种“工资奴隶制”。

马克思认为，因为虽然劳动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获得了正式的自由，但是这种

自由仍然意味着被迫去劳动。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统治关系，这里还有“经济关

系的沉默强迫”。本期秋季学校集中研究了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工资奴役

的部分，以及奴隶制的经济和历史作用。此外，还讨论了所谓的“印度文章”，

它是欧洲中心主义批判的主要来源，以及研究马克思在后来的著作中关于殖民

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与修正。

“Helle Panke”协会在 2019 年仍然继续保持高度的活跃，几乎每月都举办

3 场左右的学术对话、讲座等活动。这些活动既涉及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议题，

也涉及德国国内当下各种社会议题以及当前国际重要的议题。A 与马克思主义

紧密相关的问题有：阶级概念问题，资本论中唯物辩证法问题，以及马克思主

义接受史问题。围绕着阶级概念，“Helle Panke”与莱比锡文学与文化研究中

心于 2019 年 10 月 19 日联合举办了一场以“21 世纪中的阶级”为主题的学术

会议。会议以“更新、扩展和越界”为题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涉及阶级

概念的历史和现实性，三位报告人的报告题目为“阶级理论发展概览”、“关于

阶级的当下争论：来自耶拿阶级分析项目的论题”、“关于‘新阶级政治’的争论：

一个批判的中期结算”。其中，新阶级政治是德国左翼当下政治中争论的一个

核心议题。 B 第二部分涉及从再生产关系理解阶级的方法，报告题目有“扩展

阶级概念：女性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和再生产机器”、“承认或者收编：论社

会再生产的全球治理”、“再生产机器中的摩擦”。第三部分涉及阶级概念的开

A  https://www.helle-panke.de/de/topic/100.mediathek.html.
B  参见本报告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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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补充和越界问题。报告题目有“大众中被排斥的部分：阶级斗争有何种未

来？”、“菜鸟、土包子、人工智能和阶级斗争”等。除了学术会议之外，还有

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的讲座，例如 E. 博肯海默的“马克思‘资

本论’中的辩证法导论：论 21 世纪唯物辩证法的政治现实性”。依据“资本

论”中的一些核心章节，博肯海默描述了辩证法对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所具

有的重要意义。在此方面，他阐明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证发展的几个

论题，主要回答了：马克思是否主张唯物辩证法而不是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

还是他实际上是在告别辩证法思维并将辩证法理解为只是一种陈述方法？还

有如果列宁断言不了解黑格尔整个《逻辑学》就不能理解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章是正确的，那么这对于那些尝试阅读马克思著作的人来说是不是极其令

人沮丧的？ A

为准备纪念恩格斯诞辰 200 周年，并且授予梁赞洛夫奖，柏林马恩全集

编辑促进协会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组织了题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的传

播”研讨会。就职于韩国东亚大学的申俊康（Shin Joon Gang）教授与 R. 黑

克尔教授分别作了题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在韩国的出版”与“恩格斯的

双重生活：革命者与经理”的演讲。之后，三位梁赞洛夫奖的竞选者康加恩、

索伦·毛和朱丽叶·法贾特应邀分别作了三场报告。来自南京大学的康加恩

（Kaan Kangal）助理研究员的报告题为“情境中的马克思波恩笔记：回顾布

鲁诺·鲍威尔与卡尔·马克思在 1839 至 1842 年间的关系”，南丹麦大学

索伦·毛（Søren Mau）博士的报告题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向资本的过

渡”，来自巴黎大学的朱丽叶·法贾特（Juliette Farjat）博士报告题为“马

克思和语言：在使用语言时如何批判语言？”。该奖项最终授予了康加恩。 B

最后，柏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辑促进协会进行了年度会员聚会并选举了理事

会成员。

此外，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2 日举办了题为

“经济—生态双重危机中的新社会主义阶级政治”研讨会。近 100 名的专家学

者、左翼党理论家和政治家参加了此次盛会。研讨会的背景是革新阶级分析近

年来在左翼阵营中被摆上议事日程。自 2008 年以来，柏林社会分析研究所就

A  https://www.rosalux.de/veranstaltung/es_detail/news_40134/einfuehrung-in-die-dialektik-
in-marx-kapital/.

B  https://marxforschung.de/rjazanov-pr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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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关注一种干预的批判理论与实践，即关于社会主义转型研究和联合的阶级

政治。其核心的问题是未来的社会主义如何批判性地关联到历史之中，以及一

种新社会主义阶级政治策略的蓝图是什么？此外，罗莎·卢森堡基金会还资

助了由耶拿大学著名的社会学家 K. 德雷主持的“耶拿阶级分析项目”（PKJ）。

德雷在 2018 年还开启了关于“新社会主义”的讨论。 A 此次大会的主要议题

就是围绕这些前期的研究展开，具体的议程大概围绕三个方向展开：讨论德雷

耶拿阶级分析项目的研究成果；讨论各种对阶级分析提问方式的扩展；阶级政

治与生态政治的关系问题。

德雷还牵头德国社会学协会与耶拿研究小组“占领、加速和激活：论现代

增长社会的（去）稳定化”B 于 2019 年 9 月 23 日至 27 日在耶拿大学共同召开

了题为“大转型：现代社会的未来”大型会议。 C 此次会议吸引了国内外 700

多名学者和研究者参加了 150 项会议活动。在会议召开之前，《柏林社会学杂

志》及时出版了 600 页的特刊作为会议文集。会议议程一方面以“大转型”为

主题，该主题可以追溯到卡尔·波拉尼所阐述的经济相对于社会的市场化与独

立化论题，另一方面德国社会学协会的某些部分研究作为了分会场讨论议题。

新的社会挑战及其解释，相关的机遇和动荡，以及对现有秩序的替代选择，是

大会的中心议题。会议组织者有意地设定了主题重点，即社会和生态问题之间

的关系。在此方面，与会者讨论了经济增长的未来，及其对社会、文化、生

态、技术和政治的影响，还讨论了社会增长驱动力，增长的障碍及其对现代资

本主义社会的活力与稳定的重要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慕尼黑社会—生态经济研究所（简称 ISW）与罗萨

卢森堡基金会亚洲部于 2019 年 10 月 11—12 日共同举办了题为“中国的崛起

与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研讨会，会议参与者约 150 人。会议主要报告人分

别阐述了中国崛起的历史与经济里程碑以及与美国领导的西方的争论。会议邀

请了几位中国学者，他们分别反驳了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偏见，介绍了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 D

A  参见 Neosozialismus: Solidarität, Demokratie und Ökologie vs. Kapitalismus，Klaus Dörre 
und Christine Schickert（Hg.）, oekom Verlag, 2019。

B  关于该课题的详细介绍参见 http://www.kolleg-postwachstum.de/。
C  会议详细介绍参见 https://www.great-transformation.uni-jena.de/。
D  具体参见 https://www.isw-muenchen.de/produkt/report-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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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合的阶级政治：阶级概念重新归来

近年来，久被遗忘的阶级概念重新在德国的公共舆论中掀起了讨论的热

潮。A 在左翼阵营内，阶级政治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成为诸多理论家和左翼

党党员讨论的对象。促成阶级概念复归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近年来社会对

立的加剧。这主要是由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资本的利润下降所导致的。资本

主义国家普遍通过灵活化就业，压缩工资并且减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来补偿资

本利润的损失，这进一步加剧了劳资的矛盾。二是右翼的胜利。从英国脱欧到

法国的国民阵线和德国选择党的兴起，再到特朗普的当选，他们都是通过扭曲

的方式重新提出了阶级问题，他们把自己扮成中下层的关照者重新提出社会问

题，但却通过民族主义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即把上层与下层的对立转移成

内部与外部的对立。三是长期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左翼阵营近年来在

各项选举中连连失利。 B

左翼党重新主张阶级政治并不是意味着要重回传统的阶级政治中去，而

是要利用一种联合的阶级政治策略去整合当下各股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潮。“新

阶级政治”或者“联合的阶级政治”（Verbindende Klassenpolitik）是由 M. 波

尔卡罗使用和阐发的，C随后逐渐在左翼当中成为热议的对象。例如，《卢森堡：

社会分析和左翼实践》杂志在 2017 年就专门组稿出版了以“新阶级政治”为

主题的特刊。次年，作为左翼党双主席之一的 B. 里克辛格出版了《新阶级政

治》D。S. 弗里德里希与《分析和批判》杂志编辑部于同年也出版了题为《新阶

A  阶级问题在大众媒体中受到热议，法国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回

归故里》的德译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该书在 2016 年被翻译成德语后，迅速受到众

多读者尤其是左翼分子的热烈追捧，在左翼中引起爆炸般的影响（参见 https://www.
zeit.de/kultur/2016-07/didier-eribon-linke-angela-merkel-brexit-frankreich-front-national-
afd-interview）。

B  https://www.neues-deutschland.de/artikel/1104663.linke-gesellschaftskritik-neue-klassen-
politik.html.

C  参见 Porcaro, Mimmo, „Linke Parteien in der fragmentierten Gesellschaft“, LuXemburg, 
2011（4）, S. 28–35; „Was eine Partei alles können muss. Replik auf Mario Candeias und 
Jan Rehmann“, LuXemburg, 2013（2）, S.142–145。

D  Bernd Riexinger, Neue Klassenpolitik. Solidarität der Vielen statt Herrschaft der Wenigen, VSA 
Verlag, 2018.



117

级政治：反对右翼冲击和新自由主义的左翼策略》一书。 A 该书收录了自 2017

年以来发表在《分析与批判》杂志上关于新阶级政治的文章，同时也收录了发

表在它处的一些文章，共 31 篇。这些简短易读的文章涵盖了新阶级政治的各

个方面。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与耶拿大学还共同于 2018 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

举办了以题为“重新思考阶级”研讨会议，主要讨论新阶级分析和新阶级政治，

研讨会的文章后经扩充和改写分别以题为《阶级、党团和环节》B 和《解除了的

阶级社会与联合阶级政治的潜力》出版 C。最新的相关研究还有“哥廷根社会

研究所”（SOFI）研究员 Th. 格斯的《斗争中的阶级：给民粹左翼的几个建议》D，

柏林批判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I. 索尔蒂的《保卫联合的、新的阶级政治并保卫

一种聪明的左翼民粹主义》E，等等。

除了理论上的研讨，左翼党中还掀起了践行新阶级政治的运动，例如左

翼党部分党员在柏林专门成立了“运动的左翼”（Bewegungslinke）来作为左

翼党的“联邦工作组”（Bundesarbeitsgemeinschaft）。该组织的立场是：“一方面，

一种联合的阶级政治形式不会使在工会、女权主义、生态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

方法上相互抵触，而是积极地将它们融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不同

的政治文化，更少的等级制，更多的自我组织，更多的成员积极性。这是关于

党的政治文化的根本变化，因为在我们看来，它必须更加密切地介入到社会斗

争的运动中去。”F近期的柏林反对租金上涨运动被视作左翼联合政治在现实中

成功实践的典范。总之，新的阶级政治在理论与实践上已经成为左翼谋求复兴

的主要策略。

“联合的阶级政治”的主要任务并非是为了再度制造对立，而是“以反种

A  Neue Klassenpolitik. Linke Strategien gegen Rechtsruck und Neoliberalismus, Bertz und Fischer 
Verlag, 2108.

B  Michael Vester, Ulf Kadritzke und Jakob Graf，Klassen–Fraktionen–MilieusBeiträgezur 
Klassenanalyse, 2019.

C  Mario Candeias, Klaus Dörre und Thomas E. Goes, Demobilisierte Klassengesellschaft und 
potenziale verbindender Klassenpolitik, 2019.

D  Thomas E. Goes, Klassen im Kampf. Vorschläge für eine populare Linke, Papy Rossa Verlag 
2019.

E  Ingar Solty, „Für die Verbindende，neue Klassenpolitik und für einen klugen Linken Popu-
lismus, zur Startegiediskussion der Linken in Deutschland“, Standpunkte, 2019,12.

F  https://www.neues-deutschland.de/artikel/1129956.bewegungslinke-raus-auf-die-strasse-
rein-in-den-betrie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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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义、女权主义和解放的阶级倾向，为了所有人争得当今社会中蕴含着的

自我规定的生活的潜力，这种潜力作为自由，资产阶级只能为了少数人实现

它。”A很明显，它试图与旧的阶级政治划清界限来联合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反种

族主义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和生态主义运动等。在联合的阶级政治倡导者看

来，旧的阶级政治是粗俗的经济主义和阶级还原主义，它视其他所有的社会问

题为无关紧要的事务。相反，新的阶级政治意味着在与阶级问题的交叉中提出

解放的许多问题，例如生态问题、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和平问题。 B

Th. 格斯指出，联合阶级政治的倡导者持有的策略性假设，即阶级的各部

分必须积极地联合起来，是基于这样的洞见：阶级从其根本上来说不是同质

的，而是在社会方面是碎片化的并且在政治方面是分裂的。在此视角下，重新

统一工人阶级应是一项需反复提出的社会主义政治的任务。 CM. 韦斯特则依

据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明确指出阶级的联合并不是自发的，共同处于被剥削的境况并不能准确地界定

工人阶级的性质。阶级一定是通过不断的斗争形成的，“对马克思而言，阶级

意识不是在思想上或通过思想上的先进的先锋政党代表而产生的，而是在实践

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只有通过斗争的经验，学习过程才会陆续超出一开始

潜伏着的阶级对抗，然后也能够从理论上被反映出来。”D

那么，究竟什么是应该被联合的呢？这种联合又新在何处呢？目前的讨

论领域主要围绕三条主轴展开。（1）阶级分析与阶级组成，即阶级的各个部分

的联合。在此方面，最为首要的问题是要澄清社会主义政治应该涉及的是哪个

阶级以及这个阶级中的哪个部分。与此阶级构造相关的问题是阶级的形成与动

员问题。（2）在不同的剥削与压迫关系中，各种反对阶级剥削、父权制压迫和

种族主义等诸种斗争应当联合起来。在理论与策略层面，这会涉及阶级统治、

父权制和性别制度处于何种关系中以及联合的政治如何被构想和实行。在此背

A  Bernd Riexinger, Neue Klassenpolitik. Solidarität der Vielen statt Herrschaft der Wenigen, VSA 
Verlag, 2018, S.91.

B  Ingar Solty, Für die Verbindende,neue Klassenpolitik und für einen klugen Linken Populis-
mus, zur Startegiediskussion der Linken in Deutschland, Standpunkte, 2019,12.

C  Mario Candeias, Klaus Dörre und Thomas E. Goes, Demobilisierte Klassengesellschaft und 
potenziale verbindender Klassenpolitik, 2019, S.59-60.

D  Michael Vester, Ulf Kadritzke und Jakob Graf, Klassen–Fraktionen–MilieusBeiträgezur 
Klassenanalyse, 2019, S.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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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中，与身份政治概念紧密相关的讨论占据了主流，主要观点有：阶级政治与

身份政治，阶级政治反对身份政治，阶级政治作为身份政治或者身份政治作为

阶级政治的部分。（3）阶级政治的方式，即谁应该以及如何进行联合。在此方

面，主要探讨的是“左翼的潜能”（linken Potenzials）。 A 关于潜能的概念内涵，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它可以指涉能够被政治化的社会问题原材料，也可以

意指表达不满、利益和愿望的新倡议、运动和动员，还可以指不同阶级中可以

使其成员参与左翼政治的观点和态度。在此方面争论的是哪种潜能对于新阶级

政治来说尤其重要，以及议会外的大众运动与议会中的政党之间的关系等。

综上所述，新的阶级政治是女权主义的，反种族主义的，生态的阶级政

治，其特点是普遍主义所要求的解放所有人。倡导者们认为新阶级政治在其实

施中将惠及整个工人阶级，对于那些遭到异常剥削和压迫的群体来说则获益最

大。尽管如此，就具体如何实施的策略问题，左翼目前仍然围绕着上述三大主

轴在争论。在他们所列举的成功案例中，阶级政治只是对接到生态运动或身份

政治中才获得显著效果，这种对接偶然性比较强，至于议题本身之间是否存在

某种必然的联系，目前左翼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这种模糊性也导致“马赛克

左翼”倡导者并不认为新阶级政治能够替代“马赛克左翼”路线。新阶级政治

与马赛克左翼之间是否能相容的问题，也成为了当今德国左翼策略论争中的焦

点之一。 B

四、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危机

民主在当代陷入了危机之中已成为西方诸多学者众口一词的共识。在从

右翼到左翼的政治谱系中，在媒体和大街小巷的日常交谈中，在地区以及全球

层面，似乎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民主在其根基上出了问题。例如，美国著名的

《外交事务》杂志在 2018 年第 3 期中就直接追问“民主正在死去吗？”德国贝

A  具体的成功案例参见 https://bewegungslinke.org/was-bedeutet-verbindende-klassenpoli-
tik-konkret-von-rhonda-koch/。

B  关于这场争论参见 Urban, Hans-Jürgen. „Vorlauf zu einem HKWM-Artikel Mosaik-Lin-
ke“, in: Das Argument, 2019,331（1）, S.19–32; „ Mosaik-Linke in der Bewährungsprobe“, 
in: Das Argument, 2019, 331（2）；Dörre, Klaus: Mosaik-Linke und demokratische Klasse-
npolitik – （un）vereinbar?, in: Das Argument, 2019,331（1）, S. 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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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斯曼基金会根据 129 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过去 10 多年的发展情况，给

出了这样的回答：“重压之下的民主：两极化和压迫在世界范围内增加”A。德国

著名社会学家 S. 莱克维茨在其新书《幻觉的终结》中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

会已经从工业现代转向了独异性社会，即晚期现代（spätmoderne） B，认为民

粹主义危机是新自由主义危机的症候，主张用另一种规制的政治范式去框范过

度动态化的经济体系。在《民主的大小：论统治与参与的空间维度》C 一书中，

D. 约克反驳了当下流行的看法，即全球化、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是不可分离

的并且是同样值得保护的。通过对政治思想史的梳理，他认为真正的民主是建

立在临近关系上，相比较于自由代议制民主，小范围的共和主义民主理念更为

可取。此外，也有不少学者对当代激进民主理论的主张越来越感兴趣。来自不

来梅大学的 M. 农霍夫与比勒费尔德大学的 O.F. 马丁森等人主编出版了近 800

页的《激进民主理论手册》D。该书汇集了 80 多位学者和专家的贡献，提供了

对激进民主思想全景式的介绍。书中不仅有对激进民主思想先驱人物的介绍，

也有对其当代主要代表人物核心思想的介绍，此外还对核心概念、议题领域和

主要争论的仔细梳理。

在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讨论视阈中，这几个问题成为了焦点：当今全球资

本主义所出现的问题真是民主陷入危机的表现吗？或者说这些在多大程度上与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广泛危机有关？民主与资本主义处于何种关系之中？围绕

着这些问题，耶拿大学于 2018 年召开了为期一天的研讨会，K. 德雷、S. 莱塞

尼希、H. 罗萨和 N. 弗雷泽四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作了主题报告，针对

这四位报告人，分别有两位青年学者给出了评论。四位发言人的论文以及评论

文章最终由苏尔坎普出版社结集出版。E 该书尤其值得我们关注。这四位主要

发言人享有国际声誉，评论的青年学者来自各个国家，其中有些如 R. 策利卡

A  RobertSchwarz,“Demokratie unter Druck ：Polarisierung und Repression nehmen weltweit 
zu”（https://www.bertelsmann-stiftung.de/de/themen/aktuelle-meldungen/2018/maerz/
demokratie-unter-druck-polarisierung-und-repression-nehmen-weltweit-zu#）.

B  该论断是其《独异性社会》的核心论点，作者凭借该书斩获包括莱布尼茨奖在内的

多项重量级大奖。

C  Dirk Jörke, Die Größe der Demokratie. Über die räumliche Dimension von Herrschaft und 
Partizipation，Suhrkamp Verlag, 2019.

D  Radikale Demokratietheorie: Ein Handbuch, Suhrkamp, 2019.
E  Hanna Kettererund Karina Becker, Was stimmt nicht mit der Demokratie?Eine Debatte mit 

Klaus Dörre,Nancy Fraser, Stephan Lessenichund Hartmut Rosa，Suhrkamp,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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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Robin Celikates）和 L. 赫尔佐科（Lisa Herzog）也在国际学术舞台相当

活跃，这两位已经分别拿到柏林自由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的教授职位了，是新生

代批判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德雷在其文章《民主而非资本主义或者：剥夺扎克伯格！》A 中认为并非是

民主本身出问题了，而是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复杂和矛盾的关系出问题了，即

当代所出现的“去民主化的民主”（ent-demokratisierter Demokratien）。在其中，

国家对民众不再负有解释的义务，而是根据外部的强权命令行动。这导致民主

国家只保留了民主的形式（选举代表制），而没有实质民主（为了人民的真正

的人民统治）。这种诊断主要根据的是他自己多年所阐述的“占领”（Landenahme）

原理。B“占领”除了字面意义上对新的地理空间的殖民化之外，德雷借此概念

还意指对公共物品的私人化占有，例如邮政、铁路、卫生事业和教育事业，或

者也指作为亚文化的生活形式和价值观，如创新、本真性或自主。C 根据当代

金融资本主义对其他领域的占领趋势，他认为“民主统治形式正牺牲在了扩张

的资本主义的祭坛上”D。面对民主被蚕食的现状，他认为只有当民主的内容、

程序和体制扩张到那些被共同决定和决定过程排除出去的领域和方面时，民主才

能持存下去。这旨在追求一种实质平等的政治，即要在宪法和体制上确定下来并

且使变革性民主的要求成为纲领。变革性民主把人民的自我治理放在中心地位，

并且给予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以宪法的地位，并且追求一种民主包容的阶级

政治。它之所以是变革的，是因为它把怎样生产、生产什么和为何生产视为集

体商讨过程的对象。因此，德雷最后建议重新拾起关于新社会主义的讨论。

弗雷泽在《作为资本主义危机的民主危机：超越政治主义》一文中反驳了

两种对民主危机的解释，一种是认为民主危机仅仅是政治层面的危机，另一种

A  Klaus Dörre, „Demokratie statt Kapitalismusoder: Enteignet Zuckerberg!“, in: Was stimmt 
nicht mit der Demokratie?, Suhrkamp, 2019, S.21-52.

B  对该词的进一步介绍参见 Dörre, Klaus, „Die neue Landnahme. Dynamiken und Gren-
zen des Finanzmarktkapitalismus“, In: Dörre, K., Lessenich, S., Rosa, H., Soziologie – 
Kapitalismus – Kritik. Eine Debatte, S. 21–86. Frankfurt/M.: Suhrkamp, 2009 ；Dörre, K., 
Landnahme. In: Haug, W. F. （Hrsg.）, Historisch-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 Bd. 8.1, 
Hamburg: Argument, 2012, S. 664–687。

C  Dörre, K., Landnahme. In: Haug, W. F. （Hrsg.）, Historisch-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 Bd. 8.1, Hamburg: Argument, 2012, S.665.

D  Hanna Kettererund Karina Becker, Was stimmt nicht mit der Demokratie?Eine Debatte mit 
Klaus Dörre,Nancy Fraser, Stephan Lessenich und Hartmut Rosa，Suhrkamp, 2019, S.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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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条马克思主义一般看法，即民主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利润

率下降后的必然产物）。基于马克思和波兰尼的理论视角，以及女权主义理论

的一些认识，她指出民主危机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一般危机”的一部分。从国

家组织的垄断资本主义到当前的金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具

有政治矛盾，其根源在于，资本积累依赖于公共力量，但同时却不断地破坏和

撼动公共力量。弗雷泽因此得出双重结论，一方面资本主义下的民主首先必然

是“弱而有限的”，另一方面如果不重新考虑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和制度，就

不会出现摆脱民主危机的出路。

莱塞尼希在《民主的辩证法：福利资本主义中的划界与越界》一文中讨论

了“民主固有的辩证法”。他认为这种辩证法存在于结构性的限制和打破界限

中，并且违背了民主的规范要求，即作为“普遍地相互承认对方是平等和享

有平等权利的人”A。立足于奥菲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和自己的“外化的社会”

（Externalisierungsgesellschaft）理论 B，莱塞尼希表明了，在“二战”后“福利

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民主如何通过民主的方式逐步狭隘化为社会参与，即

共同享受社会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福利。社会参与受到社会文化方面的结构性

限制。这种限制既沿着社会权力统治的纵向发展也沿着它的横向发展。纵向上

体现的是上层的参与权抵制下层参与权的威胁，横向上体现的是内部国家公民

的参与权反对外部“所有迟来的和新来者”。此外，他还指出了福利资本主义

民主对社会生态界限的打破，即集体把自然界视作统治的对象。这对自然的再

生产能力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最后，他认为规范意义上的民主理念只有通

过“民主化民主”C 才能实现。为此，他主张需要塑造一种“新的民主主体性”。

关于如何形成这种新的主体性问题，莱塞尼希在文中并没有讨论。

在《民主与共同福利：从共鸣理论重新界定的尝试》一文中，罗萨认为民

主的当前危机是共鸣危机，其原因存在于现代社会的动态稳定化过程中。他强

调，民主的共同体不是通过共同的价值观构成的，而是通过其公民的共鸣关系

A  Hanna Kettererund Karina Becker, Was stimmt nichtmit der Demokratie?Eine Debatte mit 
Klaus Dörre,Nancy Fraser, Stephan Lessenich und Hartmut Rosa，Suhrkamp, 2019, S.124.

B  Stephan Lessenich: Neben uns die Sintflut. Die Externalisierungsgesellschaft und ihr Preis. 
Hanser Berlin （Berlin） 2016.

C  Hanna Kettererund Karina Becker, Was stimmt nichtmit der Demokratie?Eine Debatte mit 
Klaus Dörre,Nancy Fraser, Stephan Lessenichund Hartmut Rosa，Suhrkamp, 2019, S.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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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所谓的共鸣关系就是公民之间形成的能够和愿意“倾听和回答”的关

系，并且在此过程中改变自己。成功的民主需要以共同感（Gemeinsinn）和共

同福利作为互补的前提。所谓的共同感是指公民共鸣的能力和意愿。共同福利

则只有在此才能实现，即社会、物质和垂直的共鸣关系能够在制度和结构的增

长压力下得到实行。最后，罗萨强调，作为共鸣领域的民主制度条件存在于抽

签式民主的思想中，以及对由“公民聚会场所”和公共媒体所形成的公共领域

的扩大和保障。

通过四位学者的报告和相互的辩论，以及评论者的评论，他们基本形成

了两点共识和一个持续的争论。一个共识是，所谓的民主的危机并非是民主本

身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资本主义的危机导致了原本就脆弱的资本主

义内部民主制度的空心化。另一个是，在转型民主的未来目标方面达成共识，

即重新把经济行动嵌入社会之中。在对未来民主的构想中，从“民主化民主”（莱

塞尼希）到“转型民主”（德雷）和“共同塑造共同体”（罗萨）再到“反资本主义”

（弗雷泽），这些涉及的都是主张把资本主义经济重新嵌入社会当中，嵌入民主

的决策过程中。他们之间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如何理解一种成功的民主实践。例

如，罗萨认为利益政治与阶级冲突使得民主领域中的共鸣关系不再可能，而德

雷则认为民主预设着冲突，而冲突的利益斗争是社会协商共同福利的方式。

用编者的话来说，这场辩论是一场成功的“建设性的争论”。报告的各位

学者和评论者都鲜明地摆明了自己的立场，然后相互质疑、挑战甚至是驳斥对

方的观点，最后在此基础上形成对问题更准确和更深的理解并达成某些共识。

例如，这场辩论之后，莱塞尼希出版了《民主的界限》A，更为详细地批评了当

前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在此不仅被明确地视作保卫

社会内部阶层闭合趋势的工具，而且也被视作保卫结构性的非可持续生产和生

活方式的工具。

五、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

2019 年正值阿多尔诺逝世 50 周年，德国各大报纸和杂志发表文章以示纪

A  Stephan Lessenich, Grenzen der Demokratie: Teilhabe als Verteilungsproblem, Reclams Ver-
lag,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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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现任所长 F. 祖特吕蒂（Ferdinand Sutterlüty）在《在

法兰克福评论报》的采访中认为，“与整个早期批判理论一样， 阿多尔诺主张

唯物主义社会理论与心理分析相结合，他将其理解为文化理论。这种结合一如

既往地具有高度的现实性。”A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的阿多尔诺关于新右翼激进

主义的演讲很好地印证了祖特吕蒂的判断。 B

1967 年 4 月 6 日，应奥地利社会主义学生协会的邀请，阿多尔诺在维也

纳大学作了演讲，主要内容是对当时德国极右势力“德国国家民主党”再度成

功进入六个州议会的分析与评论。他分析了当时新的右翼激进主义的目标、手

段和策略，特别探讨了右翼极端主义运动在当时在部分德国人口中普及的原

因。阿多尔诺的这份演讲稿一经出版便迅速成为了畅销书，一年之内再版了 5

次。演讲中的一些关键点对于弄清并处理极右翼的持续崛起至关重要。《明镜

周刊》上发表的评论文章认为，演讲的许多内容就像是“对 2015 年以来右翼

的方法和意识形态的直接评论”C。

在演讲中，阿多尔诺将极右势力的崛起原因更多地看成是西方国家的民

主赤字，而不是看成是老的纳粹势力在 20 世纪 60 年代复兴。他把法西斯主义

运动界定为“民主的伤痕”，“它并不完全符合它的概念”。 D 新的极右势力在

人们对未实现的解放的失望中汲取力量。自 19 世纪以来，民众就被告知他们

是自己幸福生活的铸造者，但他们始终会遇到无形的界限。因此，阿多尔诺将

法西斯主义运动确定为民主本身的伤痕。这些伤痕在今天仍然可以到处找到，

例如欧盟官僚机器中的民主赤字。此外，他还批评了人们仅仅依赖于经济视角

解释极右翼的兴起。他从社会心理角度解释了极右势力所利用的大众心理，即

经济的发展，用阿多尔诺的话来说，资本和自动化的集中，造成了人们普遍感

觉自己的多余的。这种实际或感觉到的危机导致人们要求结束一切。法西斯主

义就是利用了人们的这种恐惧心理和挫败感，这种方法在今天仍然被广泛使

A  https://www.fr.de/kultur/todestag-theodor-adorno-sie-konnten-keine-starke-wirkung-hof-
fen-12889814.html.

B  Theodor W. Adorno, Aspekte des neuen Rechtsradikalismus: Ein Vortrag, Suhrkamp, 2019.
C  Benjamin Moldenauer, „Was Adorno 1967 schon über die Neue Rechte wusste“, In: https://

www.spiegel.de/kultur/literatur/aspekte-des-neuen-rechtsradikalismus-von-theodor-w-
adorno-a-1280586.html.

D  Theodor W. Adorno, Aspekte des neuen Rechtsradikalismus: Ein Vortrag, Berlin: Suhrkamp, 
2019, S.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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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面对这种策略，阿多尔诺强调光是人道主义的指责或疏远是远远不够的，

他要求应当与极右主义的纲领本身展开论辩。遗憾的是，他在演讲中并没有实

质性地讨论极右主义本身的纲领。就如评论者指出的，阿多尔诺对法西斯主义

的批判仅仅是个开端，而对他所要求的批判的进一步发展，可以研读《学习反

对右翼的论证》A。

《新极右主义的各个方面》反映了当下德国知识界和大众对理解极右主义

的需求，在这种需求之下，批判理论在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对法西斯主

义的研究和权威人格的实证研究或许在新时代会再次得到人们广泛的阅读与关

注。在挖掘老的批判资源方面，还有一个关键思想资源再度得到人们的重视，

即异化与物化批判。近年来，围绕异化与物化的相关讨论在理论界再度成为热

门的话题。就如亨宁所说，异化之所以得到关注，大的背景是得益于近年来

马克思主义理论再度返回了学界之中成为严肃讨论的对象。B 关于异化和物化

的主题，德国近年来出版了《异化：论社会哲学问题的现实性》C、《异化：后现

代社会的病理学》D、《加速与异化》E、《异化理论导论》F，最近出版的一本则是

《物的精神：论物化批判》。 G

在《物的精神》一书中，夸德弗利格仔细梳理了物化概念自卢卡奇到批

判理论的发展。他指出，从规范基础的角度来看待卢卡奇关于物化的讨论，则

存在一个明显的矛盾之处，即物化概念所蕴含的历史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矛

盾。简言之，如果认为物化现象的自我扬弃是客观的必然性，那么就无需基于

人类学基础之上的物化批判了；如果物化批判是基于人类学基础之上的规范性

批判，那么克服物化就无法直接诉诸某种客观的必然性，它必须依赖于主体的

批判活动。卢卡奇之后批判理论的发展被视作是对该矛盾的进一步解决。作者

在该书中不仅分别详细阐述了哈贝马斯与霍耐特的物化理论，而且还主要批判

A  Rolf Gloel und Kathrin Gützlaff, Gegen Rechts argumentieren lernen, Hamburg: VSA, 2017.
B  Christoph Henning, „Entfremdung in der Arbeit“, Arbeit, 2016, 24（1-2）, S.13-30.
C  Rahel Jaeggi, Entfremdung: Zur Aktualität eines sozialphilosophischen Problems, Campus, 

2005
D  Peter V. Zima, Entfremdung.Pathologien der postmodernen Gesellschaft, UTB, 2014.
E  Hartmut Rosa, Beschleunigung und Entfremdung: Entwurf einer kritischen Theorie spätmoderner 

Zeitlichkeit,Suhrkamp, 2013.
F  Christoph Henning, Theorien der Entfremdung zur Einführung, Junius Verlag, 2018.
G  Dirk Quadfieg，Vom Geist der Sache. Zur Kritik der Verdinglichung, Campus Verlag,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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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们物化理论的缺陷，即遗忘了物化的积极维度。作者认为自由的形成不是

仅仅依赖于主体间的言语交往或承认关系就可以，而且还要依赖物的中介。沿

着这样的思路，作者重新阐述了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的早期黑格尔耶拿体系构

想中对物的重视。在此，黑格尔明确指出了物在人的“主观”和“客观”精神

的形成过程中具有积极的建构性作用。

尽管如此，夸德弗利格不认为物的精神在黑格尔的论述中得到了充分的

阐发。在莫斯关于古代社会礼物交换作用的论述中，作者看到了对黑格尔相关

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即物凭借其精神的潜能使得个体化的主体或团体的交往成

为可能。礼物交换的概念成为了本书的核心。这个概念所要表达的核心主张是

人与物先在的相互融合，从中可以解释被交换的礼物可以获得一种符号化体现

团体之间联合的功能。作者进一步分析了物的“社会整合力量”观点如何能富

有成效地分析与评价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在此，作者强调的不

是劳动与分工，而是物品的交换充当了当代社会整合的媒介。最后，利用海德

格尔、阿伦特和马尔库塞对物本身的考察，作者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应该如何更

为公正地对待物本身，以便为物的物化提供一个可供批判分析的标准。

除了挖掘和更新老的思想资源之外，在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中，也出现

了一些新的拓展，《政治的批判理论》A文集的出版可以说是这种新动向的成果。

就如评论者所说，这本书无疑将在未来的几年中成为该领域研究中必备的参考

书。 B 该文集汇聚了诸多批判理论家在近年积极建构政治的批判理论的成果。

关于这方面的议题，一个流行的判断是，它在批判理论的谱系中没有位置。本

书一方面旨在批判性地检视这个判断，另一方面试图填补该空白。它分为六个

重点部分，每部分共三到五篇文章。第一部分着眼于对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批

判理论家以及马克思和波兰尼的系统讨论，而第二部分则围绕政治和社会理论

之间的关系展开。第三和第四部分围绕以下主题进行讨论：正义、法律、为规

范标准奠基的可能性，以及完全否定的批判的必要性问题。第五部分则讨论了

一个核心的政治理论问题，即民主问题。第六部分转向了国际和跨国政治领域

的讨论。

引人注意的是，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得到了过度不相称的关注与研究。霍

A  Kritische Theorie der Politik, Ulf Bohmann und Paul Sörensen（Hg.）, Suhrkamp, 2019.
B  https://doi.org/10.1007/s11615-020-002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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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本雅明、基希海默和诺伊曼在某些作者的理论

讨论中处于中心位置。这是令人惊讶的，因为只有后两位早期批判理论家系统

地研究了政治问题。而很重视政治结构和程序的哈贝马斯和霍耐特，虽然未被

忽视，但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讨论和重视。就如哈特穆特·罗莎指出的，一个可

能的原因是后结构主义政治理论的胜利，而该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

家具有相似性。A当然，还有些作者如R.弗斯特、W.E.朔伊尔曼和B.拉德维希，

他们希望继续推进哈贝马斯所走的道路，特别是重估自由主义的理论要素，就

像 W.E. 朔伊尔曼一样，同时保留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核心见解。

尽管不可能用一个分母来归纳这些理论上的“杂烩”，但用 M. 库克的话

来说，所有这些文献都在某种程度上探讨曾经被视为批判理论基础的认识兴

趣，即解放的认识兴趣。B 不管理论内容的范围，作者的学科定位或者所参考

的历史和当前的文献如何，所有这些文章的特征是，它们总是将政治理论理解

为一种搏斗式的批判。尽管各位理论家对政治的理解各不相同，但是在“民主

的视野”中，他们都捍卫“自由、平等、团结和人民主权”。 C

在这一个共同的旗帜之下，隐藏着广泛的差异。例如，是否将法律理解

为实现或维护自由的媒介，还是将其理解为暴力和压迫性的媒介，作者们的观

点有时大相径庭。洛伊克以纲领性的方式为思考处于国家和法律之外的解放

的社会而辩护。W.E. 朔伊尔曼鉴于“右翼专制主义的复兴，批评了在最新的

批判理论方法中对法律的根深蒂固的敌意”。 D 同样引起争议的是当前民主秩

序的价值和状况。虽然所有的作者都同意民主秩序的危机发展趋势，但是不

同的作者看待危机的方式各有不同，有些作者认为只有从马尔库塞的“大拒

绝”概念才能理解这场危机。例如，O. 马夏尔特认为马尔库塞的观察“很有

价值，因为它们使我们想起了自由的超现实本质。”E与此相反的是这样的一些

思想，即用一种不太戏剧化的方式来解决民主政治和民主治理的日常问题。例

如 M. 萨尔就比较赞同对用克劳奇的后民主一词来界定当下的政治危机。库克

也以类似的方式朝着规范的重建的方向论证一种对自由的反思理解，这种理解

A  Kritische Theorie der Politik, Ulf Bohmann und Paul Sörensen（Hg.）, Suhrkamp, 2019, S.209.
B  Kritische Theorie der Politik, Ulf Bohmann und Paul Sörensen（Hg.）, Suhrkamp, 2019, S.520.
C  Kritische Theorie der Politik, Ulf Bohmann und Paul Sörensen（Hg.）, Suhrkamp, 2019, S.146.
D  Kritische Theorie der Politik, Ulf Bohmann und Paul Sörensen（Hg.）, Suhrkamp, 2019, S.109.
E  Kritische Theorie der Politik, Ulf Bohmann und Paul Sörensen（Hg.）, Suhrkamp, 2019, S.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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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现状的他者，而是“现代民主文化遗产的产物”，是“历史性的成就”。 A

因此，从规范的角度来看，萨尔和库克都没有看到超越自由民主秩序框架的绝

对必要性。可以预见，这些争论将在未来继续下去，它构成了当前批判理论最

新发展的动向，也为未来批判理论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A  Kritische Theorie der Politik, Ulf Bohmann und Paul Sörensen（Hg.）, Suhrkamp, 2019, S.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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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李凯旋

近年来，意大利右翼民粹主义兴起，风头强劲，而中左翼和包括共产党

在内的激进左翼力量不断衰落。加之 2019 年恰逢共产国际成立 100 周年和“柏

林墙”倒塌 30 周年。意大利的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结合当前传统

左翼力量受挫、民粹主义风头强劲的现实，就无产阶级的团结、国际主义和资

产阶级的世界主义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主义进

行了新的理论构想。此外，作为东西方冷战和两大阵营对抗象征的“柏林墙”

倒塌，加速了东欧剧变的进程。在“柏林墙”倒塌 30 周年之际，意大利学者

对德国及欧洲工人运动等的深远影响，进行了探讨。

面对本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强势兴起，意大利的左翼学者就对葛兰西关于现

代欧洲国家的危机理论进行了重新呈现和解析。葛兰西对现代欧洲国家危机的论

述，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兴起的背景下形成的。意大利学者着

重论述了危机形成的机理和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等。本年度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

报告，将就意大利左翼学者围绕上述主题所进行的论述进行呈现和简要评析。

一、关于共产国际与“柏林墙”倒塌的讨论

2019 年恰逢共产国际诞生 100 周年。意大利激进左翼力量对共产国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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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背景、历史影响等的回顾和反思值得关注。“柏林墙”倒塌对国际共运和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地缘政治格局等影响深远。在“柏林墙”倒塌 30 周年之际，

意大利左翼学者聚焦该事件对欧洲资本主义工人运动的影响、对东部德国经济

发展和底层工人的影响等方面，展开了较为深刻的论述。

（一）对共产国际历史的反思与回顾

2016 年成立的新意大利共产党（PCI）对共产国际的历史影响进行了综合

评价。A 首先，对于共产国际的历史贡献。意大利共产党认为，这与共产国际

的主观条件密切相关，如其观念、方法、路线和组织结构。其中尤其重要的

是，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发挥的作用是值得关注的。“二战”后，修

正主义始终在意大利共产党的发展和探索中占据主导地位——如陶里亚蒂及其

思想遗产，以及从贝林格的“欧洲共产主义”之后的演变，尤其是从纳波利塔

偌到贝尔蒂诺迪的蜕变，破坏了意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历史传承性。其次，对

于共产国际的局限性。意大利共产党认为，总体而言，共产国际没有犯下具有

普遍性的严重且持续的错误，但其局限性是有目共睹的。这与其实施的路线、

标准和措施等有关。由于资本主义的变化，共产主义运动面临新的和差异化的

问题，但共产国际给予各国共产党的指导却是统一的。意大利共产党进而总结

出的经验和教训是，如今的共产主义政党应该对资本主义普遍危机的起因和性

质以及资本主义在社会化生产和私有制之间的协调形式有充分认知，对资产阶

级在帝国主义阶段的性质，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和工人如何联合大众进行

革命形成清晰的认知。最后，还应该就共产党的作用，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

系，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形

成新的认识。

意大利最为激进的左翼组织——战斗共产主义出版社，在 2019 年出版了

《共产国际 1919》B，以纪念共产国际诞生 100 周年。首先，从 1917 年在俄国

开始的国际革命尝试的第一个教训是，由于与德国革命的隔绝而遭遇巨大挫

折，导致国际无产阶级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遭遇大屠杀。其次，第二次世界

A  Agenzia Stampa CARC, Il ruolo storico dell’Internazionale Comunista. Le conquiste e i 
limiti da superare, https://www.carc.it/2020/01/03/italia-il-ruolo-storico-dellinternazionale-
comunista-le-conquiste-e-i-limiti-da-superare/.

B  G. G. Cavicchioli, E. Giannì （a cura di）, 1919. L’Internazionale Comunista. 100 anni. 
100 militanti del partito mondiale,,Lotta Comunista,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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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大周期证明了列宁战略的正确性。因此，就有了如

今，一方面是 20 亿雇佣劳动者与另一方面为争夺市场份额而斗争的帝国主义

的对立的局面。帝国主义国家体系无法维持全球秩序，这成为革命战略的对

象——就像一百年前的十月革命及此后共产国际的光辉业绩。最后，1919 年

与时间的竞赛表明，战略型工人阶级政党必须首先建立，并扎根于群众。该书

在回顾了共产国际的历史及无产阶级政党积极分子的贡献后，提出战斗共产主

义当前的任务在于，重建国际主义意识，并完成一个“史无前例的任务”，即

在帝国主义的中心欧洲建立一个以布尔什维克党为模式的政党。

（二）关于“柏林墙”倒塌的讨论

2019 年也是“柏林墙”倒塌 30 周年。意大利学者从其对国际共运及东部

德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1989 年 11 月 9 日，发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柏林墙”倒塌。西方

媒体高兴地庆祝并欢迎这一天，他们将这一天定为“共产主义极权专政统治的

终结”和“社会主义失败和唯一可持续的经济体系资本主义胜利的客观证明”。

西方主要报纸在合唱中大喊“自由赢得了胜利”。从此，不再有经济体系可与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抗衡，放松管制的过程导致经济持续金融化，资本主义

自此更加凶猛，更具侵略性。通过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人民民

主国家中的失败所提供的合法性，世界资本主义精英利用了社会主义和无产阶

级运动的弱点，以加速向被推崇的寡头主义过渡。“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

后，所谓的左派遭遇了资本主义精英的真正霸权，并成为当今新自由主义的主

要鼓吹者之一。以意大利共产党为代表的共产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工人运动在冷

战期间所取得的成果，都被逐步取缔。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希望从经济上振兴德

国，以确保德国可以作为一个能够吸收美国出口和资本投资的富裕市场。 A

1989 年 11 月 9 日是战后 20 世纪最糟糕的一天。 从那天起，欧洲资本主义

开始收回对工人作出的所有让步。 在意大利，其影响与在前东德一样严重，在那

里，西方最大的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解散。同时，一个自由派左派诞生，多年来

支持所有最糟糕的经济政策，从私有化到削减福利。30 年过去了，似乎科尔、布

什和戈尔巴乔夫仍然在笑着，看着成千上万经过东柏林边界的德国人，打破了那

A  Stephen Gowans,30 anni dalla caduta del Muro di Berlino: una riflessione marxista, https://
www.marx21.it/index.php/storia-teoria-e-scienza/storia/30132-30-anni-dalla-caduta-del-
muro-di-berlino-una-riflessione-marx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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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墙——这是冷战的象征。“柏林墙”，被西方以贬义的方式称为“隔离墙”。而它

的真实名称是“反法西斯防御墙”，其目的是：捍卫工农的安定状况免受西方包围

和所谓的和平之害。美国用来装饰西柏林的西方灯火和不断播放的电视广告点燃

了希望，并产生了巨大的期望，以至于东方的奥西人（Ossie）袭击了隔离墙，以

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世界。30 年后，前东德的德国人以二等公民的身份生活，失

业率是西方的两倍，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的所有社会保障也全部消失了。当他们渴

望的资本主义真面目残酷地暴露出来时，为时已晚。他们所捍卫了 40 年的价值

观被摧毁。新纳粹帮派在肆虐，并且不断采取小规模行动，以至于在 2019 年 11

月，德国个别市议会颁布了进入纳粹主义紧急状态法令。 A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 V. 贾凯认为，“柏林墙”并没有倒塌，它

变成了一个开放的边界。东西德之间的巨大经济差距，就如同意大利南北方一

样。其中，东西德货币统一，是东德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昂纳克就有效地阻

止了前任沃尔特·乌尔布里希特（Walter Ulbricht）建立经济“新路线”的企图。

然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情况急剧恶化。由于美国利率急剧上升在第三世界

国家引发了债务危机，还严重影响了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在此前的十年

中，这些国家已经向西方大规模举债了。1989 年 11 月 9 日，“柏林墙”倒塌后，

时任东德领导人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没有立即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

并坚持认为苏联将继续支持东西德的并存。 1990 年 7 月，东西德货币以 1∶1

的比例兑换，实现统一。这对德国东部经济的打击是致命的，不仅实质上货币

升值3.5倍，同时也失去了以前大量出口的国内和西方市场。仅在1990年7月，

德国东部的工业生产就下降了 30％。 B

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民粹主义

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的前景，成为本年度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A  Nicolò Monti, In difesa del Muro di Berlino a trent’anni dalla sua caduta, https://www.
marx21.it/index.php/storia-teoria-e-scienza/storia/30125-in-difesa-del-muro-di-berlino-a-
trentanni-dalla-sua-caduta.

B  Madi Ferrucci, Lo studioso Vladimiro Giacchè a TPI: “Il muro di Berlino? Un simbolo, 
la Germania Est è morta con la moneta unica”, https://www.marx21.it/index.php/storia-
teoria-e-scienza/storia/30123-il-muro-di-berlino-un-simbolo-la-germania-est-morta-con-la-
moneta-u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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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主题。意大利葛兰西基金会研究所对其保存的意大利共产党的影像资料进

行了展览，其中包括党的生活、党的领导人、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团结报》

的活动、广场活动、意大利共产党在意大利生活的重要时刻、意大利共产党在

意大利和世界上的重要活动等。此外，意大利学者 A. 帕斯卡莱编辑撰写的《自

由的专制主义：文化霸权中的帝国主义技术》与《共产主义的历史：社会主义

时代的阶级斗争（1917—2017）》在 2018 年和 2019 年相继出版。 A 其中，后

者分为上下卷，上卷以“从十月革命到苏联终结”为主题，下卷以“反共产主

义的十字军及其反对的反帝国主义去殖民化运动”为主题。卡尔洛·福尔门蒂

的新作《社会主义已死？社会主义万岁》也是本年度意大利值得关注的著作。 B

下面将摘选上述几部著作在意大利左翼思想界引发较大反响的章节进行译介。

（一）社会主义与 20 世纪的不平等

A. 帕斯卡莱在《自由的专制主义：文化霸权中的帝国主义技术》一书中，

对法国经济学家 T. 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作了批判。皮凯蒂的著作中，

数据非常丰富。其主要缺点是，没有考虑政治条件，也没有将经济运行的重要

方面从背景中抽离并进行抽象概括，明确一些“自然的”规律，而非将之作为

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先决条件。简而言之，这是经典的“理想主义”经济学

家著作，该著作通过按国家或地区分类来处理 20 世纪的历史，避免按经济体

系分析指标和统计数据。尤其皮凯蒂在书中谈到，“我对谴责这种不平等或资

本主义不感兴趣，特别是因为社会不平等本身并不是问题，只要它们是有道理

的即可。”C尽管如此，皮凯蒂还是被迫认识到社会主义对世界不平等的真实影

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不平等现象并未发生结构性减少。如果有的话，在

1870 年至 1914 年之间，不平等现象趋于稳定，而且水平相当高。实际上，从

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不平等的不断蔓延得以延续，尤其是资本的日益集中。但

是，1917 年十月革命后，1929 年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系列重大事件后

的资本管制，使得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私人资本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

但是，随着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苏东剧变，金融全球化加速，及相关管制的

A  A. Pascale （a cura di）, Storia del Comunismo. Le lotte di classe nell’era del socialismo （1917-
2017）, Napoli: il sole della città, 2019.

B  A. Pascale （a cura di）, Storia del Comunismo. Le lotte di classe nell’era del socialismo （1917-
2017）, Napoli: il sole della città, 2019.

C  T. Piketty, Il Capitale nel XXI secolo, Milano: Bompiani, 2014, 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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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到 2008 年，财产集中度又达到了 1913 年的水平。亚洲的日本、韩国和

今天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迈入了较发达国家行列，但它们都没有从大规模外国

投资中受益。基本上，这些国家自筹资金。而相反，其他国家（例如殖民时代

或今天的非洲）由于缺乏发达的技能，以及长期的政治动荡，而发展滞后。A. 

帕斯卡莱认为，这已经表明了社会主义在消除不平等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并

不需要对皮凯蒂的方法进行完整的批评，因为《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内容清

楚地表明了，20 世纪社会主义在减少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现象和促进发展并

消除饥馑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帝国主义力量阻碍了这一进程。今天的帝国

主义力量讨论了欢迎移民的可能性，并虚伪地问自己该如何解决“问题”并制

止“入侵”。 A

（二）国际主义与世界主义

A. 帕斯卡莱在《共产主义的历史：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1917—

2017）》一书中，援引经典作家的论述，对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

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进行辨析。自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共产党人的主要目

标就是赢得政权。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

都曾指出，共产党必须知道如何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工人阶级没有祖国”，

但也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说明，工人阶级必须首先夺取政权，成为民族的阶级，

构建自己的民族，但不是资产阶级意义上的民族。尽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

斗争的内容并不如此，但从形式上讲，它是一场民族斗争。每个国家的无产阶

级必须自然首先结束与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 B

多米尼克·洛苏尔多教授在论述阶级斗争中提到，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

都诞生在拯救国家于危亡和推动社会转型的有机结合中。 C 这也正是马克思、

恩格斯提出的，不仅要解放被压迫的无产阶级，也要解放被压迫的民族。如爱

尔兰问题，就是社会问题与民族问题的结合体。 D1916 年，列宁也深刻阐释

了这两个问题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认为在没有殖民地和欧洲小国暴动的情况

A  A. Pascale, Il totalitarismo liberale. Le tecniche imperialiste per l’egemonia culturale, Napoli: 
La Città del Sole, 2018, pp. 434-438.

B  K. Marx & F. Engels, Il Manifesto del Partito Comunista, cit., p.303, p. 310.
C  D. Losurdo, La lotta di classe. Una storia politica e filosofica, Laterza, Roma-Bari 2013.
D  D. Losurdo, La lotta di classe. Una storia politica e filosofica, Laterza, Roma-Bari 2013，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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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社会革命是可以想象的……这意味着否认社会革命……期待“纯粹”社会

革命的人将永远看不到它。他是口头上的革命者，并不了解真正的革命。 A

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上述论述，进行了批评。她认为，对无产阶级斗

争基于民族国家进行划分，意味着将民族置于阶级团结之上。支持这种划分方

式，就是对被压迫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但是，帕斯卡莱认为，如果不主张

民族自决权，不仅将帮助资产阶级，还将帮助压迫民族的封建专制和专制主

义。20 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的战争，也是“祖国保卫战”。 B

没有民族问题所发挥的作用，就无法理解共产国际呼吁的世界革命的失败和

胜利。“十月革命”就是在反帝国主义战争向国内革命的转向中诞生的。其

中，也有民族问题。但是，爱国主义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共产党拒绝任

何一种肯定一个民族相对于另一个民族的优越性的种族主义思想。这就是

为什么国际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支持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被剥削的殖民地人

民。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概念相反，世界主义表明资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与市场全球化有关的现象，显然这与人民之间的团结相去甚远。资产阶级

的意识形态宣扬国家利益，传统和文化的无差异化，宣言放弃国家主权。帕

斯卡莱引用了 P. 陶里亚蒂对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间区

别的精彩论述：“工人的敌人常常试图挑战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爱国主

义，援引他们的国际主义，并将其表现为世界主义，及对祖国的冷漠和蔑视

的体现。这也是诽谤。共产主义与世界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在国际工人

团结的旗帜下奋斗，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以其在劳动群众中的先锋队素质，

扎根于本国国土之中。共产主义并不反对爱国主义，而是使爱国主义和无产

阶级国际主义和谐统一，因为它们都是基于人民的权利，自由和独立性的回

应。那种认为工人阶级可以脱离自己国家的观点，是荒谬的……因此，作为

工人阶级政党的共产主义者如果不想切断自己的生命力，就不能脱离自己的

国家。世界主义是对工人阶级完全陌生的意识形态。相反，它是国际银行、

国际卡特尔和信托组织，大型股票投机者和武器制造商的意识形态特征。他

们是投资组合的爱国者。他们不仅出售，而且愿意将自己卖给外国帝国主义者

A  D. Losurdo, La lotta di classe. Una storia politica e filosofica, Laterza, Roma-Bari 2013, p. 
155.

B  D. Losurdo, La lotta di classe. Una storia politica e filosofica, Laterza, Roma-Bari 2013, p.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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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最高出价者。”A

A. 帕斯卡莱指出，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了解“民族问题”和重

新获得主权的重要性，是殖民和半殖民地人民前进的重要基础。当前，左翼对

主权思想的广泛拒绝与他们实质性的反列宁主义以及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思想有关。资产阶级对苏联解体的虚假叙述已被接受，尽管苏联的经验证明，

通过打破世界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有可能带来造福全人类的渐进式

国际主义循环。

在逆全球化和疑欧风潮兴起的背景下，厘清民族问题与国际主义关系，

以及工人阶级国际主义与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的区别，对左翼的理论创新及其所

推动的社会运动而言，具有重大意义。但 A. 帕斯卡莱所进行理论反思难免陷

入了简单怀旧的窠臼，并未能有效结合当前欧洲经济社会现实而进行更多对当

前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启示意义的理论阐释。

（三）社会主义与民粹主义

近年来，随着民粹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左翼思想界对左翼理论的不

合时宜性及其实践的失败反思，同时尝试拓展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

卡尔洛·福尔门蒂（C. Formenti）在其新作《社会主义已死？社会主义万岁》B

中，剖析了左翼力量近年来的失败，以及民粹主义的兴起。在如今的西方世

界，社会主义依然是一种可期的未来吗？福尔门蒂意图探寻意大利当代政治的

归宿。在很多时候，社会主义理想在意大利的现实政治生活中，随着左翼的衰

落和工人运动的溃败已经变得遥不可及。但是，资本主义的冲突和矛盾，在当

今社会正变得更尖锐。而雇佣阶层的反抗并没有被压制太久，而是以前所未有

的民粹主义的方式在西方爆发。新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是可期的吗？那么

这种思想中，新主体对人民、民族和国家，又有怎样的意义？

《社会主义已死？社会主义万岁》在意大利左翼思想界受到了高度重视。

意大利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协会，不仅组织了推介会，而且刊发了较

详细的书评和福尔门蒂就民粹主义、社会主义等问题的访谈录。

福尔门蒂认为，那种始于 19 世纪并在 20 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勃发

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已经在现实中走向了终结。这种终结并非以“柏林墙”倒

A  P. Togliatti, Il patriottismo dei comunisti, Rinascita, anno II, n° 7-8, luglio-agosto, 1945.
B  C. Formenti, Il socialismo è morto. Viva il socialismo! Dalla disfatta della sinistra al mo-

mento populista, Roma: Meltemi,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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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苏联解体为标志，而是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危机之中，直到新千年的来

临。如今，这段历史中的社会主义已然在 21 世纪终结，新的时期正在一片荒

芜中开启。福尔门蒂所谓的“社会主义已死”，主要是指近 50 年来，被左翼所

侵蚀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在实践中死亡。无论是所谓的“温和的”左翼，还是

激进的左翼，抑或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以及后工人主义和后女权主义等，

从进步解放的视角，都是无用的，而且始终是从属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即

它们的对手，资本的意识形态。换言之，左翼与其对手拥有完全相同的意识形

态视野，对全球化和市场进程采用目的论方法。而全球化 / 超民族主义（拆除 /

瓦解国家边界和主权被理解为命运）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确实是可取的，

左翼的欧洲主义显然是由此而来。同时，还源于反国家主义，源于对技术的解

放和内在进步性的信念等。更糟糕的是：正是作为“政治上正确”的守护者的

左派，使得资本主义统治体系无法受到任何批评。

福尔门蒂指出，语言有其表现力。如果它不会建立或改变社会关系，将

会影响它的感知。最重要的是，它很难挑战政治上正确的观念，并实施一种被

人们称为沉默螺旋的手段：在批评“真相政权”的霸权时，人们会犹豫，因为

害怕受到社会制裁并被归类为法西斯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性别主义者、民族

主义者、民粹主义者、保守派等。那些反对自由主义的人，其所宣称的意识形

态与社会团体和政治机构对个人自由的任何限制相违背，在定义上是反动的。

那些宣称拥有自己国家主权的人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统治全球化资本主义社

会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声称，国际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想相对于下层阶级的

粗暴地方主义具有优越性。投票支持特朗普，支持英国脱欧，支持意大利联盟

党和五星运动党以及一般意义上的“主权”政治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被视为

反动的社会“渣滓”、“无牙”（荷兰人）、“痴呆的人”。它们被视为危险且准备

支持新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力量。通过世界主义和专制自由主义施加的政治正确

的新语言，我们可以看到摆脱了民族认同、阶级、性别和种族等元素的未来图

景，这是被安东尼奥·奈格里和迈克尔·哈特在《帝国》中所呈现并高度赞扬

的后民族和后民主的未来。

当代社会主义思想，或者说是西方社会主义思想，正如福尔门蒂所指出

的，采用了洛苏尔多的公式，即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起源方面已逐渐扭曲）

与东方马克思主义进行区分。或西方马克思主义剩下的一切，在所有方面都变

成了反动意识形态，这与西方和非西方国家的绝大多数工人、被剥削者、雇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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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的利益背道而驰——只要想想过去十年中左翼对各种“人道主义战争”的

支持就足够了。此外，意大利的三大工会与企业联合会签署协议支持建立欧

盟——这是“二战”后西方世界对工人而言最具剥削性的一体化，尤其是其单

一货币体系。

显然，欧洲左翼正经历一种变异，可基于人类学或基因意义上去理解这一突

变。这并非去质疑左派或某个具体左翼人士对其信仰的忠诚度，而是去理解社会

主义思想本身的退化。由于四十多年来的思想退化，左翼现在发现自己缺乏理解

危机以及危机导致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化进程的必要工具。他们就像盲

人一样，试图找到自己的方式来摸索、重复一些模糊的陈词滥调：财富、公共投

资等。从其信仰来看，只能认定那些源自传统工人运动的政党已经蜕变为劳动阶

层的敌人和普通大众的敌人。而绝大部分民众也这么认为，绝非偶然。这就是欧

洲所处的情况：社会主义传统的正式继承人完全注入了其对手的意识形态。因此，

福尔门蒂说，西方世界的社会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已死亡。

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的反自由主义革命的失败，工人运动不仅

输了一场战斗，而且输了一场战争。更糟糕的是，恰恰是“左翼扮演了被击败

者的掘墓人”。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没有现实意义了，恰恰相反，社会主义

是非常必要的，而其思想应被重建：成为一种与 21 世纪的历史阶段高度一致

的理论。但不是一种抽象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而是适合特定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条件的理论，它是“在关键时刻，而不是对关键时刻进行推理”。

今天，欧美实际上正在经历一个“民粹主义时刻”，其特征是深刻的权威

和权力危机。传统的政党和制度的合法化问题，因此“民粹主义是阶级斗争倾

向于在历史阶段中传统社会身份失去一致性和自我意识的形式”。这就是说，

在当今的西方，没有可以依靠的特定主体或阶级来进行社会主义斗争，但是任

何变革性的计划都需要具备创造政治运动的能力，这种运动能够凝聚社会集

团，将不同的要求融合在一起（即使部分相互竞争），这种运动与当前形式的

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也就是说，“要建立人民……社会主体的广泛联盟，这

将使他们征服政府并发起激进改革方案”。

福尔门蒂在书中辟出大量的空间专门探讨 E. 拉克劳和 A. 葛兰西的思想，“两

位思想家帮助理解人、民族和国家缘何不是所谓历史法律的‘自然’产物，而是

不同的政治构建阶段。政治构建的结果取决于谁在这一进程行使霸权。左翼有责

任将民族—人民视为迈向民主的主体，将国家视为成为从属阶级的国家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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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门蒂认为，当某些霸权形态（例如自由民主制度）不再能够以令人

满意的方式应对社会问题而导致其扩散时，就会出现“民粹主义时刻”。正是

这种关系为人民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并与将经济、政治和媒体权力集中在自己

手中的寡头对立，并聚集起来。而这一政治计划的颜色，取决于哪种未被满足

的需求处于霸权地位。例如，关于普遍存在的安全需求（在移民潮中受到保护）

或对社会经济平等和正义的需求（免受全球化进程的影响）。民粹主义纲领对

这些问题的相对重视程度，是区分右翼民粹主义和左翼民粹主义的因素之一。

福尔门蒂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四点要素。第一，要在工人运动的旧

工具不再起作用的历史时刻，组织大众运动。第二，变革的工具以及霸权的战

场只能是民族国家。有必要彻底摆脱世界主义的神话，根据这种神话，世界要

么区域化，要么全球化。由于政治和经济进程的超国家化，所进行的斗争也必

须是超国家的，才能将欧盟从资本工具转变为工人解放的工具。但福尔门蒂认

为，工人的国际主义是乌托邦，市场应回归社会的和政治的控制中，从恢复货

币主权开始恢复国家主权。这不是重建资产阶级国家，而是使得公民能够掌握

自身生存和再生产的条件。第三，认识到国际主义应建立在不同社区之间的相

互关系上，这些社区相互承认自身是合法生命形式的承担者。换句话说，福尔

门蒂认为国家主权是必不可少的，而脱钩于全球市场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行路

径。国家是能够抵抗资本主义统治地域无限扩展的唯一工具，而且它允许各个

民族和各个社区以自身的方式抵抗资本主义统治。正如 D. 哈维所指出的那样，

社会冲突通常是“资本主义积累逻辑与领土逻辑之间的对立张力的表达”。第

四，凯恩斯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收入平等，

重新整合福利、教育等新社会民主主义等抵御新自由主义侵袭的策略，恰恰是

当前左翼民粹主义正在实施的纲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必须是民族—人

民革命进程，是真正的大众和民主参与决策过程，是代表不同阶级政治霸权的

斗争过程。 A

在近年来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风潮兴起的背景下，福尔门蒂的思想在意

大利激进左翼思想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它视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为乌托

A  Thomas Fazi, Per un socialismo del XXI secolo: note a margine del libro di Carlo Formenti 
“Il socialismo è morto, viva il socialismo!”, http://www.marx21.it/index.php/storia-teoria-

e-scienza/filosofia-e-scienza/29714-per-un-socialismo-del-xxi-secolo-note-a-margine-del-
libro-di-carlo-formenti-il-socialismo-e-morto-viva-il-socialis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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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主张退回民族国家边界内以维护工人的利益。福尔门蒂批判了凯恩斯主

义、社会民主主义的局限性，也指出了左翼民粹主义并不能引领工人通向社会

主义，不过，他也未能真正实现理论突破。福尔门蒂退回民族国家边界内，去

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主张，虽然并不意味着沾染了右翼民粹主义的思想内

核，更多的是基于四十多年来欧洲左翼和工人运动的历史困境和焦灼分裂的现

实，所尝试给出的通向社会主义的策略选择。然而，这种策略是极富争议的，

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偏狭保守的。

三、葛兰西研究的主要动向和成果

2019 年意大利葛兰西研究成果丰硕。其中，结合意大利右翼民粹主义兴

起的现实挑战，意大利学者回顾并适度分析了葛兰西对欧洲现代国家危机理

论。此外，国际共运史中的葛兰西，葛兰西思想的形成过程、传播、前沿等也

都是本年度学者关注的重点所在。

（一）现代民族国家的危机及其出路

2016 年以来，英国公投脱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大肆宣扬的“美国

优先”以及欧洲大陆政治民粹化、保守化等，引发了意大利左翼学者对全球化、

欧洲一体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国家未来发展前景的担忧。2019 年，国际葛兰西

协会意大利分会的学者从国际关系中的“霸权”对现代国家的塑造，知识分

子与现代国家的关系，现代国家陷入危机的原因等方面，对葛兰西现代国家

理论进行了阐释并对其提出的出路，即“民主集中制”国家与共产主义进行

了阐述。

S. 提奈指出，葛兰西认为 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的大萧条割裂了资

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统一性，也造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内部的失衡与危机。而现代

国家的危机进程甚至比“黑暗的中世纪”的到来，更具灾难性。“如同在中世纪，

现代世界出现了‘精神’与‘时代’分离的现象，但是，如今这个现象更为复

杂，因为现代生活变得更为复杂了。退步的、保守的社会集团愈发向其合作经

济的初始阶段退化；进步的、创新的集团仍处于其合作经济的初始阶段；传统

知识分子正在远离这个社会集团，他们曾给予后者对现代国家最高级、完整且

最广阔、最完美的认识。这一行为带来难以估算的历史影响：标志着亦确认了

国家最终形式的危机……现代国家的解体进程要比中世纪这一历史进程更具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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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性……”。 A 因为这种危机意味着“精神”脱离了现代国家的物质构成，同

时表现为一种无序的、无中心的事物，一种不再有精神领袖和疆域的不稳定事

物；意味着“文化统一性”与“政治—军事和政治经济思想元素”之间、民族

与领土之间的有机关联在减弱。B 换言之，现代国家的领土主权原则与民族发

展的治理能力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危机。

现代国家的危机，也与知识分子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国家’，特别

意味着对民族大众有意识的指导。因此，知识分子必须与大众有情感和意识形

态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和理解它们的需要和需求”。C 而在欧洲“被

动革命”进程中，知识分子传播了国家的概念，将之视为一种绝对的理性。但

他们的局限性在于未能扎根于民族国家内部，表现出了绝对理想主义的一面。

葛兰西将“民族的—人民的”与新型世界主义的联系尝试，被意大利许多知识

分子视为一种矛盾的组合。

但是，F. 依佐认为，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关于现代国家的诞生与

差异化发展，危机及对危机的超越的分析，交织于历史与理论构建两个层面。

现代国家危机的出路也在隐藏其中。“民族的—人民的”概念是葛兰西资本主

义现代国家思想的核心，民主—霸权的扩张使得“领土的”向“民族的”转型，

使得知识阶层与人民的联系愈发广泛。民主—霸权之间的连接，赋予了《狱

中札记》中有关现代国家的系列概念以活力。“民主的内在倾向，不仅意味着

一名泥瓦工可以变成熟练工，而是每一名‘公民’都可以成为‘治理者’，社

会能够使他，尽管是抽象意义上的，成为‘治理者’；民主政治倾向使得治理

者与被治理者重叠”。 D《狱中札记》中的现代“君主”，即政党在后国家内部，

是最适合超国家民主治理的形式，尤其是保持政治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连接，推

动知识分子融入跨民族的技术结构，官僚管理的自治化。

（二）国际共运中的葛兰西和被重新发现的葛兰西

2019 年，葛兰西基金会主席彭斯教授与 P. 卡普佐联合编辑出版了《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葛兰西》E 一书。本书收集的资料重新定位了 20 世纪 20 年

A  A. Gramsci, Quaderni del carcere 6, Torino,1975, pp. 690-691.
B  Ibid., p. 691.
C  A. Gramsci, Quaderni del carcere 23, Torino,1975, p. 2197.
D  A. Gramsci, Quaderni del carcere 12, Torino,1975, p.1547.
E  Paolo Capuzzo e Silvio Pons（ a cura di）, Roma: Carocci,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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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和 30 年代的葛兰西形象，这些资料使得人们通过与葛兰西时代共产主义

多面性的对话，来发掘葛兰西的本色。葛兰西在西方“翻译”布尔什维克主

义，思考大众民主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通过理解法西斯主义来分析世界

秩序的变化。而围绕着这些思考和分析，本书逐步聚焦于葛兰西政治与理论

著作。因此，可以追溯到葛兰西政治传记的关键历史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

工人委员会运动，在莫斯科的国际经验，被囚禁前的最后岁月——这段岁月

最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在列宁逝世后布尔什维克集团的危机中，征服了意大

利共产党的领导层。该书还提供了理解葛兰西狱中著作的多个关键点——即

他在 1914 年至 1926 年之间的成熟经历，这使得人们对其狱中著述的理解将变

得更加清晰。

《霸权与现代性——国际文化与意大利文化中的葛兰西》A 一书是葛兰西

基金会、国际葛兰西协会意大利分会和意大利百科全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会议

论文集。论文集的作者给予葛兰西以高度评价。葛兰西是意大利的政治家、哲

学家、新闻工作者、语言学家和文学评论家。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

人，《团结报》的创始人，《狱中札记》的作者，也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

之一。意大利和国际权威的历史学家和学者回顾了葛兰西思想在意大利和国际

文化中的作用，总结了葛兰西的成就和著述的观点，及其实践哲学在意大利文

化中的重要性。此外，还分析了葛兰西研究在全球（欧洲、美国、亚洲、拉丁

美洲）的现状和最新前沿成果。该书涉及的具体主题包括：重新思考葛兰西与

俄国革命；意大利文化中的霸权与实践哲学；葛兰西研究在欧美、亚洲和拉美。

其中，葛兰西研究的前沿问题有《狱中札记》中的国际主义到“新型世界主义”，

后霸权——前进一步后退两步；国际研究中的语言与霸权；葛兰西与全球英语；

霸权与国际关系：“民族的—人民的”复苏。

《葛兰西——〈狱中札记〉和被发现的杂志》B 是葛兰西基金会研究所在

2019 年推出的又一部专题文集。《狱中札记》，随着时间流逝及其在国与国、

城与城之间的广泛流传，其思想内核得到不断丰富。在切塞纳（Cesena）版本

中，在 1929 年至 1935 年间写的 33 本书中，增加了 1933 年在图里（Turi）收

A  Fabio Frosini e Francesco Giasi （a cura di）, EGEMONIA E MODERNITÀ—— GRAMS-
CI IN ITALIA E NELLA CULTURA INTERNAZIONALE, Roma: Viella, 2019.

B  Gianni Francioni, Francesco Giasi e Luca Paulesu （a cura di ）, GRAMSCI I QUADERNI 
DEL CARCERE E LE RIVISTE RITROVATE, Roma: MetaMorfosi,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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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两本笔记本，但这些笔记本是空白的——这是第一次向世人展示。还有一

些幸存的纸页，这些文件是葛兰西在高中和大学时代曾编译过的书目。本书进

一步整合了对葛兰西年轻时代影响较深的书籍和杂志。当然，《狱中札记》依

然是该书的中心。可以将《狱中札记》视为一个大型文件柜，在其中，对书籍

和杂志的品评被记录在笔记本的纸上。这是一项连续的记忆运动：葛兰西无法

拥有他想要或需要的所有书籍，也无法进行每位学者习惯于图书馆进行的检索

和反馈，必须经常依靠对古代阅读的记忆，经历过的事件，遇见和认识的人物

进行创作；或尽力复原出他在政治活动中或大学期间所关注的概念和主题。如

果他能几乎完全重写他在《狱中札记 I》上有关南方问题的笔记的全部段落，

那意味着其记忆是惊人的——这是一段他被捕时留在书桌上的论述。今天，

我们对葛兰西的成长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早已读过萨尔维米尼的《呐喊》（La 

Voce）、《团结报》（ L'Unità）、《玛尔佐格》（Il Marzocco） A 和《文学编年史》等

杂志，包括其他人并不了解的报纸以及《祖国》（Patria）或《母狼》（La Lupa）

等期刊。因此，有助于在葛兰西的撒丁岛岁月和其成熟期的思想直接建立连

接。这也有助于人们更好理解为何葛兰西在《札记 15》中表达的思想：尝试克

服落后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以适应不再是区域性和“乡村式”的时代，而

以国家的、更民族的方式，思考欧洲的文化和思想流派，与意大利的文化进行

比较。

四、其他值得关注的著作和研究动向

2019 年，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除了聚焦以上主题外，还关注了马克

思主义对当代世界的价值，尤其对马克思著作中的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理论进行

了阐释。此外，意大利左翼作家还对一度在意大利和欧洲政治生活中产生巨大

影响，却在国际共运史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和平游击队进行了介绍。

（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相关著作

《在历史、阐释与现实之间的马克思（1818—2018）》B 一书，是 2018 年

米兰圣心大学、米兰比可卡大学、贝尔加莫大学和帕维亚大学共同组织的一场

A  系佛罗伦萨城徽，一头手持百合花盾形纹章的狮子。

B  Luca Mocarelli,Sebastiano Nerozzi（a cura di）, Karl Marx. Fra storia, interpretazione, 
attualità （1818-2018）, Firenze: Nerbini,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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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两天的有关纪念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研讨会的论文集。作者们肯定了在当

代政治经济背景下，解读马克思其人、其事，以及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和思想的

重大意义。在今天阅读马克思，意味着揭示当代世界的本源之一。通过深入研

究过去两百年来哲学和政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能够获得认同和归

属感，并能（以赞同或反对的方式）唤起文化和运动——它们在 20 世纪的历

史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重新读马克思，也意味着向自己提出一些基

本问题，这些问题涉及资本主义的深刻趋势和动态，以及我们眼前的社会和经

济冲突的根源和可能产生的影响。该书的主题具体包括：马克思与当代经济思

想——“典范马克思的构建，正统的解释与修正”、“20 世纪的马克思经济思想”

和“马克思与意大利的经济思想”；20 世纪基督教里的马克思——“马克思与

20 世纪的政治思想”、“马克思与天主教文化”、“马克思与当代天主教”；在大

危机之后对马克思的解读：经济学视角下的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等。

M. 里恰尔迪的《卡尔·马克思与作为对社会批判的政治》A 是一部受到了

意大利左翼大量关注的作品。在马克思浩如烟海的著作中，无所不在的主题实

际上是权力。而后人所给予他及其思想和著作的关注中，并没有给予权力以系

统性分析。温迪·布朗（Wendy Brown）是近年来专注于这一问题的最杰出和

最精巧的诠释者之一，他从马克思对权力逻辑的关注出发，采取了行动（见保

罗·拉丹编辑的《脱离历史的政治》）。他试图以“透明”和“客观”方式突出

马克思著作中对权力的布局。但里恰尔迪将权力问题视为一条引导性的线索，

通过它追踪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全部发展历程。这一历程始于对资本关系及其所

构成的对抗性之间的发现，而这两种发现之间的差距决定了对此前的政治反

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未有意形成“一般的权力理论”，这与任何一种

将秩序置于首位的思想都相距甚远。对马克思而言，权力是历史的紧急状况。

在精确的系统条件下，权力关系在空间中延伸并在不同的时间顺序上起作用，

影响主体并构建主观性。马克思的权力不再把国家作为其体现和成型的重要场

所。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但里恰尔迪仍然以一种特别原始的方式来阅读

和发展：马克思自年轻时观察权力的视角中，就不再聚焦其基础和合法性。资

本关系远非局限于经济学领域，而是屈从于其他领域，对马克思而言，它是一

A  Maurizio Ricciardi, Il potere temporaneo. Karl Marx e la politica come critica della società, 
Roma: Meltemi,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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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社会关系”。里恰尔迪致力于使这个定义变得激进，强调社会关系对整个

社会的影响。从逻辑上讲，它在某种程度上先于其在不同地区和不同领域的表

达。里恰尔迪遵循了马克思对权力多重形象的假定——用力量、命令、统治，

以及专政和专制等术语表示，避免研究“万不得已的决定”，而是力求确定权

力博弈的“系统影响”。权力的博弈，必须始终保证资本关系的再生产，从而

产生权力差异，并使得马克思所称的工人阶级屈服于这种差异。在殖民地的镜

子里，资本的统治在马克思看来必然与暴力联系在一起，里恰尔迪写道，不断

地提出“资本与政治权力的关系问题”。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相关问题就是“东

方专制主义”，它最终表明了资本关系的一般特征。正如金钱所表现出的差异

源于过去的积累，从一开始就确定了标志着资本与劳动力之间关系的不平衡。

机器系统将其自身表示为过去“死”工作的对象，它与目前“生活”的工作形

成对比，并构成了资本对工厂合作的指挥的物质基础。马克思的权力本质上是

非永恒的，植根于资本关系的本构时代性，其特征是异质性的时间性政府。因

此，马克思所分析和批评的权力即使具有专制主义的特征，也只能被定义为暂

时的。资本社会的权力关系中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按照里恰尔迪的说法——这

种差异总是有可能中断统治的连续性并演化成权力，可以从这一点出发去阅读

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描述。作者在书的最后几页中谈到“差异的权利”是自由

政策的关键，并对“马克思拒绝秩序的思想”给予了充分赞赏。权力的“暂时

性”激发人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继续努力。

（二）国际共运史边缘的左翼运动——塞莱尼与和平游击队

《埃米利奥·塞莱尼，冷战和“游击队的和平”——意大利的社会运动和

政治思想（1948—1955）》A 一书，将意大利共产党的和平游击队领导人物埃米

利奥·塞莱尼（Emilio Sereni）推到了读者面前。和平游击队运动在苏联的推

动下，在 1948 年的罗德沃的知识分子和平促进大会上提出。塞莱尼的学术声

誉，领导才能和令人印象深刻的语言灵活性，使他与参加该论坛的世界各地学

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成为联系的中心。从这些知识分子的联系网中，诞生

了群众性的和平运动：和平游击队。塞莱尼是一位不懈的组织者，他坚定地相

信马克思主义，愿意与所有政治力量进行对话。这一运动懂得如何诠释冲突所

A  Marco De Nicolò, EMILIO SERENI, LA GUERRA FREDDA E LA “PACE PARTIGIANA” 
MOVIMENTI SOCIALI E IDEOLOGIE POLITICHE IN ITALIA （1948-1955）, Roma: Carocci,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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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留的巨大恐惧——这比其产生的其他破坏要更严重。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该

运动得到了广泛的参与。除共产党外，还有社会党人的参与，甚至还有天主教

人士的关注，这超越了左翼，同时，青年和妇女都是重要成员。意大利的政

治，也因此得到国际关注。在那段历史时期，正是塞莱尼的贡献，意大利人的

“政治素养”有了很大提高。该书还涉及了塞莱尼的理想信念、个人选择、和

平运动在意大利的发展状况、塞莱尼与意大利共产党的关系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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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加拿大

贺  羡

2019 年，全球右翼势力在不断壮大，民族主义、威权主义抬头。经济领

域、生态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全球性危机进一步加剧，面对这种紧迫的形势，美

国和加拿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左翼学者和活动家继续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发

掘马恩原著的当代价值，探寻可替代路径。下面将从五个方面介绍他们的理论

和实践。

一、马克思主义相关研究

美国兰德大学的 D. 哈里森（Daniel Harrison）在《从类存在到类的形成——

〈共产党宣言〉的本体论思考》A 中提到，阿尔都塞在 1965 年《保卫马克思》

中认为，19 世纪 40 年代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认识论断裂”的时期，《共产

党宣言》（1848）也在这一时期。阿尔都塞认为，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本体论

突破。用性别视角来阅读《共产党宣言》发现，马克思抛弃了早期的“类存在”

观念，转而强调自我的社会构成本质：与其说是类存在，不如说是类的形成。

A  Daniel Harrison, “From Species Being to Species Becoming: Ontological Thinking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 Diffusion: The UCLan Journal of Undergraduate Research （HSS）, 
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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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生态学的最新研究把《共产党宣言》放在 19 世纪 40 年代的物质条件下

来考察，通过“物质变换裂缝”概念，发展了本体论、生态学与资本积累的交

叉学科，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把政治主体性概念化的新资源。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 B. 墨菲（Benjamin J. Murphy）在《新唯物主义

并非如此——动态平衡再思考》A 中提到，在当代生态话语中，“动态平衡”

（homeostasis）一词经常被弃之不用。但是这篇论文重新回顾了在很大程度上

被忽视的动态平衡理论，它既符合生态批判的新唯物主义的最新趋势，又对其

具有指导意义。这篇论文挑战了所谓的新唯物主义，然后重新思考了 W. 坎农

（Walter B. Cannon）关于“社会动态平衡”的著作。坎农的思想一方面受到 G. 

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对这部作品的批评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

女性主义科学研究的影响，推进了当代新唯物主义生态话语中被弱化的政治

观点。

美国艾莫利大学的 J. 巴希勒（Jonathan Basile）在《生命 / 力量：J. 班内特

〈生机勃勃的物质〉的创新和新唯物主义》B 中对 J. 班内特（Jane Bennett）的《生

机勃勃的物质》提出批评，他指出，新唯物主义和思辨实在论通过把它们的作

品与其所描述的建构主义或相关主义（correlationism）的过去之间保持距离，

而获得了它们的先锋地位。虽然这满足了需要新鲜感的里比多和市场规律，但

它依赖于一系列可解构的武断倒置。《生机勃勃的物质》依从了这种倒置，通

过把物质描述为自由的、有生命的和有创造力的，来反对（旧）物质的惰性和

被动性。因为这些主张是一种倒置，没有现象学或深层概念的解构，在她的作

品中，对物质的压制与来自传统的压制是一致的。她独断专行的断言对于单纯

与过去决裂的主张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对不可判定性的压制使得事物的创新和

任何进步主义历史范式的创新都站不住脚，例如“新”唯物主义。

美国北德克萨斯州大学的 I. 查特吉（Ipsita Chatterjee）和 W. 艾哈迈德

（Waquar Ahmed）在《辩证唯物主义：人文地理学中的马克思方法》C 中认为，

A  Benjamin J. Nurphy, “Not So New Materialism: Homeostasis Revisited”, in Configurations, 
2019（1）.

B  Jonathan Basile, “Life/Force: Novelty and New Materialism in Jane Bennett’s Vibrant 
Matter”, in SubStance, 2019（2）.

C  Ipsita Chatterjee and Waquar Ahme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Marx’s method in human 
geography?”, i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Critical Geographies, 2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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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唯物主义是指导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实践。在这篇文

章中，他们通过阐释辩证唯物主义在人文地理学中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隐喻，

尝试了对人文地理学进行自我批判。这篇文章的灵感来自人文地理学对“辩证

法”和“辩证的”术语的滥用，力图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制定一些辩证唯物主义

的基本原则，又对人文地理学进行辩证唯物主义阐述。他们相信哲学对方法论

的反思，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圈子内，是很少的。他们认为，要发展真正的辩

证唯物主义人文地理学，就必须把辩证唯物主义从隐喻变成方法论。他们还认

为方法论和哲学是密不可分的，因此，研究方法论的选择是研究者关于现实的

哲学反映，研究实践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讨论和反思问题。

美国康卡迪亚大学的 A. 伊瓦斯卡的《全部作品的张力：历史唯物主义、

文化历史和 F. 库珀的作品》A 中，以《帝国的张力》系列为基点，追溯 F. 库珀

关于过去 40 年历史唯物主义和文化历史发展轨迹的研究。强调库珀对这两种

方法的贡献，伊瓦斯卡指出了这两种研究路径之间的生成张力，以及库珀的全

部作品和更广义的帝国历史编纂学之间的联系。库珀研究方法对《帝国的张力》

的成功至关重要，也可以重新重视历史编纂学随着时间流逝被忽略的方面。

美国迪堡大学的 D. 福特在《马克思主义的教学理论》B 中提出，马克思主

义不仅仅是探究世界的智力练习或理论模式。马克思主义是为了被剥削者和被

压迫者的利益而改变世界的行动指南，是前进的道路。但它不是教条主义的指

南。事实上，马克思自己的理论也在不断演变，他回应了自己和恩格斯亲身参

与的工人运动。马克思从来没有阐述过他的教学或教学法，然而，教育工作者

可以从他的著作中获得丰富的启发。就像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一样，福特特别

澄清一点，马克思主义比马克思著作的内容要广泛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马

克思主义的教学理论既推动了教育，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兹分校的 S. 莫罗（Salvatore Engel-Di Mauro）在

《通过土壤研究发现辩证唯物主义》C 中提到，直到 1992 年他才有机会研究马

A  Andrew Ivaska, “Tensions of an Oeuvr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ultural History, and the 
Work of Frederick Cooper”, History in Africa, 2019.

B  Derek R. Ford, “Marxist Theories of Teaching”, https://doi.org/10.1007/978-981-13-1179-
6_116-1.

C  Salvatore Engel-Di Mauro, “Finding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hrough Soils Research”, in 
Human Geography, 2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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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的原著，尽管（主要通过无政府主义的圈子）有很多教育和社会活动家的

经历吸引了他。他第一次接触马克思原著是阅读《资本论》第一卷。当他越深

入研究土壤及其与社会进程的关系时，越能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概念的价值。

因为当人类不能自己看成土壤的一部分时，就不能很好地研究土壤，反之亦

然。莫罗试图借助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环境关系的理解，探寻土壤是如何

形成以及它的变化对人类产生何种影响。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雷曼学院的 J. 舒尔曼（Jason Schulman）在《未来的概

念化：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关于市场和规划的辩论》A 中提出，马克思设想了

社会主义的远景，即批量生产的商品是通过计算具体劳动时间和报酬来定价

的，一小时的实际劳动交换一小时生产的产品。如果实施马克思的设想，将导

致个体劳动时间增加，以及对生态有害的“增长”趋势。除了推翻资本主义之

外，马克思主义者还必须探索新的社会主义计划和分配模式，在资本主义和市

场社会主义之外寻找另一条道路。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 S. 卡齐米（Sona Kazemi）在《阶级和意识形态的

力量丧失：通过跨国残障理论和实践分析战争伤害》B 中，通过对伊朗政权的

神权—民族主义政治和美国、俄罗斯和西欧在中东的帝国主义政治，研究性别

化、意识形态化和种族化的社会关系造成武装冲突和残疾 / 伤害的方式。卡齐

米通过将地缘政治的辩证法应用于战争，并提出了一种新的跨国残障理论，为

残障研究中的唯物主义 / 马克思主义残疾研究和激进反种族歧视运动作出贡献。

他详细阐述了他的理论框架，以及收集和分析数据的方法，试图用新方案替代

传统的生物医学、后传统主义、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残障研究方法。此外，

他还质疑了全球政治经济在全球范围内造成残障的暴力，讨论跨国残障模式作

为一种理论、实践、积极的革命知识和政治意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方向。

美国路德神学学院的 P. 钟（Paul S. Chung）在《东方主义、马克思的问

题、底层研究》C 中，基于新的政治神学模式，讨论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

A  Jason Schulman, “Conceptualizing the Future: Marx’s Value Theory and the Debate on 
Markets and Planning”, in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2019（1）.

B  Sona Kazemi, “Disabling Power of Class and Ideology: Analyzing War Injury through the 
Transnational Disability Theory and Praxis”, in Disability Studies Quarterly, 2019（3）.

C  Paul S. Chung, “Orientalism, the Problematic of Marx, Subaltern Studies”, in Criti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Theology,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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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意义和局限性。萨义德将马克思归为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家，并抨击马克思

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辩护。斯皮瓦克跟随萨义德的脚步。这种对马克思的后殖

民研究描述引发了一场辩论，并成为一个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有问题的”领域。

鉴于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语境下的后殖民思想家反对人文主义信条，他们仍然

是以葛兰西为依据，为社会底层构思一种新的人文主义形式。在对萨义德和斯

皮瓦克的评论中，钟扩大了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在后殖民背景中的地位。与这两

位思想家不同的是，钟从马克思的思想出发，对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历

史唯物主义的意义和局限性进行阐释。这篇文章促进了政治神学与后殖民理论

的批判性联结，提出了把底层研究和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纳入更广泛的政治神学

框架。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发展

美国韦恩州立大学的 R. 阿伦森（Ronald Aronson）在《回顾存在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对 A. 贝夏特的回应》A 中，指出 A. 贝夏特（Alfred Betschart）

声称“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矛盾说法，许多专家赞同这一观点，并引

证萨特 1975 年的采访，但是阿伦森认为今天重要的问题不是确认萨特是否曾

是一位完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和哲学上的

可能性和重要性。他用一生的学术和政治活动得出了这个结论。当他还是一个

受到马尔库塞影响的新左派活动家和年轻学者时，他就一直研究萨特的马克思

主义。他认为，萨特的核心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萨

特参与左派政治，受马克思主义吸引，但是排斥正统的共产主义。在他的丰富

经历中，萨特从未调和过他的个人主义和社会责任，但他的个体自我决定与人

类自我决定之间存在某种深层共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哲学”，

但 1968 年他对共产主义世界感到失望，1975 年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正走向衰亡。

阿伦森认为这种马克思主义衰亡论是夸大其词，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概念仍然会

在未来的激进运动中起作用，出现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新形式。

美国迈阿密大学的 R. 甘德森（Ryan Gunderson）在《面临史前灾难的辩

A  Ronald Aronson, “Revisiting Existential Marxism: A Reply to Alfred Betschart”, in Sartre 
Studies International, 2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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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法：气候变化解决方案试探》A 中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否定辩证法，

这种辩证法通过解释和诊断不存在“真实可能性”的非存在来实现更美好的世

界，为未来社会开启另一种可能性。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纯粹

可能性”范畴是一种更可行的、“更温和”的否定辩证法，它直面残酷的现实，

寻求通往另一种社会未来的途径，这种可能性是有潜力（客观—外部维度的可

能性）成为现实的，但缺乏能力（主观—内在维度的可能性）。这就使得否定

辩证法可以在相对程序化的“前瞻性探索”中，甚至在应对气候变化等严峻问

题，提出的解决方案有缺陷时，也能参与其中。在气候政治的规范评估中，确

定气候变化的可能解决方案回避了三个问题：（1）继续使用无效的缓解策略（例

如，排污权交易市场）；（2）呼吁一场没有革命主体的革命；（3）宿命论。

美国纽约艺术家 L. 雷科德尔（Luis A. Recoder）在《阿多尔诺的拱廊街正

统观念》B 中提到，阿多尔诺与本雅明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通信包含了一个中

心问题，即在他们的思想背景下哲学的可能性。对阿多尔诺来说，这种可能性

取决于本雅明没有完成的《拱廊街计划》，本雅明称为“非辩证的”非批判趋

势灾难性地阻挡了这种可能性。然而，阿多尔诺却固执地坚持着在哲学上多元

决定的需要原则，他亲切地称其为“我的拱廊街正统观念”。对这种正统光晕

的威胁性破坏在阿多尔诺对本雅明在《艺术作品》（Kunstwerk）草稿中非辩证

地对待审美自主性的无情元批判中成为一种危机，在他们的通信中形成一个致

命伤，这个致命伤可以追溯到从第一哲学到终极哲学的正统哲学观念的神秘转

变。阿多尔诺晚年的哲学著作中流露出了这一无法消退的伤口。

美国圣十字学院的 J. 伯恩斯坦（Jeffrey A. Bernstein）在《我们法律的问题：

乔治·阿甘本和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神学和神学—政治问题》C 中，指出第

一次世界大战利用民族主义的军事利益把大企业联合起来，深深打击了西方国

家的理念：在民族国家联邦形式中西方文明朝着启蒙运动的理想前进。第二次

世界大战冲击了启蒙运动的最初理想，这一理想的较温和形式仍然存在。美国

A  Ryan Gunderson, “Dialectics Facing Prehistoric Catastrophe: Merely Possible Climate 
Change Solutions”, in Critical Sociology, 2019.

B  Luis A. Recoder, “Adorno’s Arcades Orthodoxy”, in Berlin Journal of Critical Theory, 
2019（2）.

C  Jeffrey A. Bernstein, “The Problem of Our Law: Political Theology and the Theological-
Political Problem in Giorgio Agamben and Leo Strauss”, in Telos, 201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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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苏联之间的权力制衡，以及西欧的经济和政治增长（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东

欧“民主化”之后），似乎暗示了某种启蒙运动可能会继续。然而，在恐怖主

义、种族冲突、谋求地区或全球霸权的当今世界中，前所未有的监视和信息收

集、规模庞大的人口结构变化和经济的急剧下滑成为政治讨论的主要议题，与

法律和政治秩序相关的问题十分紧迫。最近“局外人政治”（outsider politics）

的增长是对现状不满的最极端表达，渗透进政治版图的多个层次（地方、地区、

国家和国际层面）。在这些情况下，人们开始关注社会、国家、生命的基础是

否稳固，许多人称之为“危机”。也许这样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也许从来

没有。

伯恩斯坦没有找到施特劳斯是否读过卡夫卡（或对卡夫卡感兴趣），施特

劳斯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思考法律基础是否总是合理的。同样，罗斯（Roth）

所关注的现代国家压倒一切的特征持续吸引着阿甘本。事实上，罗斯对阿甘

本的意义远远不止两者主题的相似性：阿甘本认为罗斯是少数两次世界大战之

间的作家之一（包括海德格尔、本雅明，当然，还有卡夫卡），罗斯使危机的

氛围弥漫整个 20 世纪。伯恩斯坦把施特劳斯对法律的思考，与阿甘本的思考

放在一起，他希望两者进行对话。两位思想家都以同样的观点看待“我们的”

（our）法律问题（例如，当这个问题在现代世界中变得明显），这两位思想家

最终认为这个问题与法律问题是同时存在的。然而，施特劳斯和阿甘本在如何

对待这个问题上得出不同的结论。通过施特劳斯和阿甘本之间的对话，伯恩斯

坦希望读者考虑某些与法律本身的功能相关的备选方案。他首先讨论了（1）

阿甘本和施特劳斯对柏拉图《法律篇》中法律问题的看法。（2）讨论了他们对

现代性“危机”观念的看法，继而思考他们对“法律”的理解。（3）简短总结

他们如何理解与（我们）法律问题相关的情境。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 M. 阿什卡尔（Morhaf Al Achkar）在《良知、交往和

策略行动》A 中提到，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区分了以理解为导向的交

往行为和以结果为导向的策略行动。这种区分在说明交往理性是一种更好的社

会行动框架方面是至关重要的。黑格尔在讨论行为和判断时使用了类似区分。

哈贝马斯详细阐述了与自我肯定和互主体承认相关的存在主义面向；这两个概

A  Morhaf Al Achkar, “Conscience. Communicative and Strategic Actions”, in Berlin Journal 
of Critical Theory, 2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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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对他来说都很重要。引用黑格尔使行动、认知和存在观念更加丰富。阿什卡

尔探讨了黑格尔对道德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阐释每个社会行动中的矛盾，只

有在交往理性框架中才能超越它们。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 A. 弗里兰（Anne Freeland）在《混杂社会、多民族

主义和完整国家：加西亚对葛兰西和瓦莱塔的应用》A 中，探讨了玻利维亚副

总统加西亚（Álvaro García Linera）对 A. 葛兰西和玻利维亚社会学家 R. 瓦莱

塔（René Zavaleta Mercado）著作中概念的使用。瓦莱塔的“混杂社会”（so-

ciedad abigarrada）概念有利内拉参与的挪用公款的历史，前者用相关的 estado 

aparente 概念来说明，认为像玻利维亚这样不能有效代表多样社会现实的“表

面”国家，被 2009 年正式建立的多民族国家取代了。如实代表玻利维亚杂居

（abigarramiento）的多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素”（ideologeme），等同于葛兰

西主义的“完整国家”（integral state），即葛兰西所指的与市民社会相对的整

体国家，是一个协调一致的有机整体（现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加西亚没有

误用这一术语，而是赋予分析现有政权的概念以规范价值。

美国文化研究与教育研究所所长的 C. 拉特纳（Carl Ratner）在《维果茨

基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是推动社会心理学解放的科学心理学》B 中提出，解放

包括变革压迫的社会关系。心理科学如何为这种解放作出贡献？对于致力于解

放的心理科学来说，它需要理解和改善社会关系，例如奴役的政治经济学。心

理学无法在心理层面克服压迫，即通过基于心理学原理进行心理干预克服压

迫。相反，心理学必须利用它的主题——情绪、知觉、自我、注意、认知、精

神疾病等心理现象——揭示政治经济的本质（例如，拥有奴隶的奴隶所有者）。

心理效应可以揭示政治经济学的本质。一个特定社会的本质可以随政治行动对

宏观文化因素的影响改变。

美国女性主义者 M. 塞登（Molly Seiden）在提交给纽约州立大学荣誉项

目的论文《美国性别揭秘派对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分析》C 中，介绍了作

A  Anne Freeland, “Motley Society, Plurinationalism, and the Integral State”,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19（3）.

B  Carl Ratner, “Vygotsky’s Marxist Psychology Is the Scientific Psychology for Advancing 
Social-Psychological Emancipation”,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28026-0_3.

C  Molly Seiden, “A Marxist-Feminist Analysis of Gender Reveal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sis Presented to the Honors Program at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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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相对较新的现象——“性别揭秘派对”（gender reveal party）。近年来，

随着 Pinterest 和 Instagram 等网站的迅速发展，通过照片和视频的公开展示，

性别揭秘派对迅速流行。这种趋势仅仅是技术进步或社交媒体的产物，使女性

主义的介入成为必要，后者关注美国的生产需要和由此产生的社会化。因为主

流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使社会长期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自然化，塞登等马克

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努力在当前的社会框架内谋求平等。作为女性主义者，塞登

认为必须把性别看作是社会的产物，并通过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长期目

标组织起来，以此发展出对作为一个庆典的性别揭秘传统的批判，后者强化性

别二元性，同时也巩固了新自由主义固化的经济动机。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 S. 莫吉柏（Shahrzad Mojab）和 S. 卡彭特（Sara 

Carpenter）发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及“交叉性”》A 一文。“交叉性”是

女性主义用来阐释社会建构差异的多样性的一个重要概念。而这个词本身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黑人女性运动和学术中产生的，它涉及近几十年国际女性主义

斗争的前沿问题，即应该如何理解根据种族、性别、性倾向、阶级、能力等而

进行的人类生活安排，以及政治规划应该如何回应这一现实？交叉性是对上述

问题的回应。尽管如此，它已经成为学生和学者的霸权分析和方法论工具，这

些学生和学者跟白人 / 自由女性主义彻底决裂，为社会最受压迫的人进行政治

斗争。莫吉柏和卡彭特的主要目的是阐明她们站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立场

上，如何处理同样的理论和政治问题。在这篇文章中，她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的辩证法，把种族、性别、阶级、性倾向、能力和民族等，作为在特定历史

的、没有物化阶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形成的关系，使之概念化。

莫吉柏和 A. 齐亚（Afiya S. Zia）在《种族、阶级和行动：回到马克思主

义的女性主义》B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实践出发点不是根植于身份、

行动、真实性、空间或身体，而是植根于工人阶级、农民、城市贫民和少数民

族的女性和男性的受压迫和受剥削。莫吉柏和齐亚的分析脱离了后现代主义的

语言、代表或文化研究，重申了资本主义和现代化如何巩固传统父权制的性别

关系。通过追踪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跨国女性主义理论的界限，莫吉柏

A  Shahrzad Mojab and Sara Carpenter, “Marxism, Feminism, and ‘Intersectionality’”, in 
Labor and Society, 2019（22）.

B  Shahrzad Mojab and Afiya S. Zia, “Race, Class, and Agency: A Return to Marxist Femi-
nism”, in Labor and Society, 20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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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齐亚分析了 2001 年 9 月，重新引起人们兴趣的穆斯林女性的“行动”。以巴

基斯坦女性保健工作者为例，追溯帝国主义和中东伊斯兰政治的共谋，莫吉柏

和齐亚进而讨论了回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析的必要性，它以社会物质，而

不是阶级和性别之间的交易为基础。

美国纽约斯克内克塔迪联合大学的 S. 艾哈迈德（Saladdin Ahmed）在《没

有女性的空间：伊斯兰教公共空间对女性的排斥》A 中，对伊斯兰不准女性进

入公共空间提出质疑，艾哈迈德把这种禁止准入放在性别压迫的循环中来考

察。为此，她分析了伊斯兰极端主义控制被物化的女性身体的直接后果。她明

确指出，该文提出的论点不一定适用于所有或大多数穆斯林社会。她的重点是

伊斯兰主义，即 B. 提比（Bassam Tibi）所谓的“宗教化的政治”。虽然伊斯兰

主义在过去几十年里崛起，但它绝不是在伊斯兰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

态。在处理英语读书容易倒向本质化的主题时，注意术语的细微差别是至关重

要的。艾哈迈德依据《牛津伊斯兰世界百科全书》来使用“伊斯兰主义 / 伊斯

兰主义者”概念，指称“那些声称伊斯兰教，或者更具体地说，伊斯兰沙里亚

（伊斯兰教法）指导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个人和社会的人，以及那些呼吁建

立‘伊斯兰国’或‘伊斯兰秩序’的人”。作为一种政治运动，伊斯兰主义对

社会采取一种特殊的宗教观点，据说它基于伊斯兰教，并对所有时代和人民都

有好处。通过对伊斯兰教法的绝对执行，伊斯兰主义者的目标是控制公共空间

和个人事务的每一个细节，采用达到这一目的的所有手段。大多数当代伊斯兰

国家都将伊斯兰教法规范作为立法依据，但它们也有不受伊斯兰教会影响的民

事法律，甚至有时两者是彼此冲突的。因此，伊斯兰组织拒绝承认国家是合法

机构，伊斯兰主义者不认为自己有义务遵守任何非伊斯兰教法制定的法律、法

规或习俗。他们相信《古兰经》和《圣训》是伊斯兰教法的两大来源，足以塑

造一个合乎神意的道德社会。此外，他们把自己视作实现上帝意志的自我牺牲

的战士。反过来，这又保障了他们在天堂里的死后生活。因为伊斯兰主义者只

从伊斯兰经文中定义伊斯兰教法，任何关于伊斯兰教的讨论，尤其是批判性

的讨论，都要基于原始材料。然而，通常在文化敏感性的名义下禁止对圣域

进行批判，它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即圣域只有在文化自身是政治的意义上

A  Saladdin Ahmed, “Womenless Space: The Islamist Exclusion of Women from Public 
Space”, in Telos, 201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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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文化性的。正如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计划制造的“种族”一样，这些

“种族”被当作（伪）科学事实搬到现实世界中，圣域只是通过把父权制和

性别歧视的世界永恒化，从而把特权男性的利益永恒化。艾哈迈德认为，一

个自称神圣的文本并不因此而变得意识形态中立，相反，神圣的文本也是合法

批判的主题。

加拿大瑞吉纳大学的 D. 朱斯卡（Darlene M. Juschka）在《21 世纪女性主

义和宗教研究》A 中，将女性主义引入宗教研究中，涉及过去的应用、当前批

判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在信仰和实践体系研究中的运用（或不运用）。朱

斯卡从过去女性主义在信仰与实践体系研究中的成就入手，论述了当前女性主

义的批判工作，还有待应用到信仰和实践体系研究中。她认为，这种差距在一

定程度上与信仰和实践体系的本质化有关，也与一种祈祷方法论的应用有关，

后者不允许批判性分析。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 E. 鲍里斯（Eileen Boris）的《作为生产的再生

产：超越二分法思考国际劳工组织》B 从国际劳工组织关于护理工作的倡议开

始，重新思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的二分法，提出在全球

资本主义中什么工作具有护理性质？作为一种理论介入，鲍里斯认为他与那些

把再生产视作生产的人是一致的：生产人和其他生产形式所需的劳动力。作为

一种历史介入，鲍里斯从四个维度重新思考再生产劳动的文本：第一，妊娠和

出生本身就是一种工作形式；第二，日常生活中为自己和家庭成员进行的每日

活动，包括烹饪、住宅维修、护理、养育等类似工作；第三，收费的家庭和护

理工作，如家庭健康助手和家庭清洁工，还有私人空间中被商品化的再生产劳

动；第四，通过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公共再生产，如诊所、学校和自来水系

统。为了阐释再生产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生产，鲍里斯讨论了无酬和低薪家务劳

动的实证研究、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关系、它们的循环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以及性别与阶级的关系。

美国哈佛大学的 H. 西格尔（Harmon Siegel）在《象形文字的解决方案：C. 施

A  Darlene M. Juschka, “Feminisms and the Study of Religion in the 21st Century”, in Berlin 
Journal of Critical Theory, 2019（2）.

B  Eileen Boris, “Reproduction as production: Thinking with the ILO to move beyond dichot-
omy”, in Labor and Societ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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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特、H. 梅尔维尔和图像的政治》A 中提到，1941 年 7 月，纳粹政府正在实施

种族灭绝大屠杀，两位最著名的右翼知识分子 H. 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和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就这一问题展开了辩论。首先，E. 荣格尔（Ernst 

Junger）对爱伦·坡在《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1838）中对消极苦难的

描写进行评论：“坡是并且永远是最伟大的大师，他把这个危险世界的平面图

和内在的数学运算联系起来。” 其次，C. 施密特（Carl Schmitt）回答说，坡的

小说仅仅是“轶事”，梅尔维尔的《贝尼托·塞雷诺》（1855）令他“大为惊

讶”。经过几次通信之后，施密特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类似寓言的情境：在

坡的漩涡中的梅尔维尔的圣多米尼克。”他在信上签名“塞雷诺”。塞雷诺是历

史上一条奴隶船的船长。在梅尔维尔的改编中，圣多米尼克船上的奴隶起义，

杀死了大部分白人主人，并将塞雷诺劫为人质。施密特在这个故事中发现了什

么“神秘的象征意义”？他为什么要奴隶商人的名字？这些问题让施密特的传

记作者耗费心神，他们提出了两种相互矛盾的解释。一方面，L. 舒尔曼（Liam 

Scheuerman）认为，施密特可能把梅尔维尔的叛逆奴隶当作纳粹分子，在施密

特 1936 年失宠之后，纳粹只是把他当作政权装饰品，施密特在冒着受到严厉

惩罚的风险，以获取一定程度的知识分子体面。另一方面，他可能认为他们是

种族和种族混合的美国民众，现在控制了欧洲历史的“船”。两种解释都将故

事的“神秘的”象征指向施密特本人。然而，施密特对梅尔维尔并不仅仅是个

人兴趣。施密特对《贝尼托·塞雷诺》的精辟思考对其思想有更重要的意义，

因为他把这个故事当作类似于古代神话的政治神话。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 E. 德罗特（Eric Drott）在《社会再生产工作中的音

乐》B 中，通过思考与社会相关的音乐的两种看似对立的方法之间的对话，来

探讨音乐在社会再生产工作中的作用。一种是历史唯物主义；另一种则是音乐

社会学的“实践转向”，例如 T. 德诺拉（Tia DeNora）把音乐当作“自我的技术”

（technology of the self）。德罗特通过考虑在某些条件下，音乐本身可能会成为

某种技术，并沿着唯物主义思路重新构想这一命题，旨在阐明音乐在新自由主

义晚期所承担的变化功能，尤其是流媒体这种新模式，既可以降低音乐成本并

规范其疗愈、修复和自我调节，从而将其逐渐转化为一种廉价资源；也可以用

A  Harmon Siegel, “A Solution in Hieroglyphic: Carl Schmitt, Herman Melville, and the Poli-
tics of Images”, in Telos, 2019（187）.

B  Eric Drott, “Music in the Work of Social Reproduction”, in Cultural Politics, 2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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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补充认知、情感和 / 或因当前的社会再生产危机而受损的交往活力。

三、阶级理论和工人运动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大河谷分校的 M. 卡斯万（Mark J. Kaswan）在《幸福

理论与工人合作社：对结盟论题的批判》A 中提出，工作可以维持生计，但对

大多数人来说却是一个必要的邪恶。对于社区来说，商业位于经济体系的核

心，但往往带有负面的外部效应。跟传统商业相比，工作者合作社是否会对工

人和社区的幸福产生更积极的影响呢？工人合作社是商业，但它们根植于社

区。基于 19 世纪政治经济学家 W. 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的著作，卡斯

万研究了所谓的结盟理论，说明合作社的民主与所有制结构将使企业与工人、

社区的利益一致。他用分析和文献回顾的方法探讨了这个问题。他发现对工人

的影响通常是积极的，主要是因为建立了民主控制，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工作保

障，但合作社仍然是有缺陷的，仍然存在针对弱势女性和有色人种的社会不平

等现象。然而，更广泛的社区影响较为不确定，因为工人合作社不一定改变了

为了交换而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卡斯万在文中作了进一步说明。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 K. 梅切达尼（Kiran Mirchandani）和 S. 布罗姆菲尔

德（Sheldon Matthew Bromfield）在《拐弯抹角的工资盗窃：安大略不稳定就

业工人保护监管的局限》B 中，关注加拿大安大略省从事不稳定就业的工人们

所经历的工资盗窃事件。据工人说，雇主利用各种形式的工资盗窃，梅切达

尼称其为“拐弯抹角”的工资盗窃。《用工标准》的实施不仅要求对公然窃

取工资的行为采取行动，也要挑战盗窃工资的雇主的狡猾做法。工资盗窃导

致两种结果，尽管它们并不总是违反法律。首先，雇主利用未来工作或报酬

阻止员工讨回被拖欠的工资。其次，雇主设置混乱的支付结构掩盖拖欠工资

的行为。

美国历史学家、新左派理论家 R. 拉多什（Ronald Radosh）在《M. 斯科

A  Mark J. Kaswan, “Happiness Theory and Worker Cooperatives: A Critique of the Align-
ment Thesis”, in Labor and Society, 2019（22）.

B  Kiran Mirchandani and Sheldon Matthew Bromfield, “Round about Wage Theft: The Lim-
its of Regulatory Protections for Ontario Workers in Precarious Jobs”, in Labor and Society, 
20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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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1935—2014 ：历史学家、爱国者、社会主义者和朋友》A 中纪念并评论

了历史学家拉多什。在完成第三部专著之后不久，拉多什于 2014 年 4 月去世。

《创造美国的世纪：20 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奠基人的思想与遗产》（2017）重新评

价了 H. 卢斯（Henry Luce）被广泛引用的文章《美国的世纪》（1941）。正如

左派人士经常解释的那样，卢斯代表了保守的大型企业界的观点，试图实施美

国在世界的霸权，一切都是为了赚取巨额利润和控制其他国家的经济。对于一

些读者来说，卢斯是一个未成熟的新保守主义，但是斯科拉尔对这篇文章有不

同的看法。卢斯写道，他反对“孤立主义的病毒”。在斯科拉尔看来，他“把

美国的全球化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民主改革和美国民主本身的现代化和建设紧

密相连”。卢斯认为，这些“伟大的社会改革”使民主与时俱进。卢斯希望可

以永远摧毁孤立主义，美国的国际主义将变得“像我们这个时代的飞机和收

音机一样自然”。斯科拉尔强调，卢斯的主题“具有鲜明的左翼特征”，而不

是鼓吹不受约束的帝国和帝国主义。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的 R. 施奈罗夫

（Richard Schneirov）在《M. 斯科拉尔的美丽美国人、（后）帝国主义》B 中

回顾了斯科拉尔的学术经历和思想。美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 E. 赖特（Erik 

Olin Wright）在《M. 斯科拉尔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C 中介绍了斯科拉

尔的相关理论。

加拿大阿瑟贝斯卡大学的 I. 施密特（Ingo Schmidt）在《危机、观念和阶级：

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积累浪潮中的英国工党、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德国社会主义民

主党人的新看法》D 中，追溯了新自由主义时期英国、法国和德国社会民主的

兴衰。第一部分简短讨论了社会民主终结时著名的社会民主知识分子，并做了

自我反思的批判。这些反思为日后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奠定了思想基础。它们存

在一个共同框架，所以可以比较英国、法国和德国独特的国家机构和政治传统

A  Ronald Radosh, “Martin J. Sklar, 1935–2014: Historian, Patriot, Socialist, and Friend”, in 
Telos, 2019（186）.

B  Richard Schneirov, “Martin Sklar’s Beautiful American （Post）Imperialism”, in Telos, 
2019（186）.

C  Erik Olin Wright, “Martin Sklar’s Theory of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in Telos, 2019
（186）.

D  Ingo Schmidt, “Crisis, Ideas, and Class: A Fresh Look at British Labour, French Socialists, 
and German Social Democrats during the Neoliberal Wave of Accumulation”, in Labor and 
Society, 20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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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自由主义的接纳方式。施密特接着讨论了，三个国家中的社会民主党人，

他们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到 2001 年新经济繁荣的结束、新自由主义崛

起，而后经历了 2008 年到 2010 年直到现在的大萧条和欧元危机加剧的经济下

滑。最后，施密特讨论了社会民主党内外的左派未来道路。从理论上讲，这篇

文章用 R. 卢森堡来解释凯恩斯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积累浪潮，用 E.P. 汤

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解释工人阶级的生产、制度化和毁灭。这些

经济和社会分析共同解释了社会民主党的幸运和不幸。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 G. 沙拉特（Grant M. Sharratt）在《自由工作、从

工作中解放出来：不受支配、工会和基本收入》A 中认为，新共和主义的政治

思想及其对不受压迫的自由的构想对工作场所内外的自由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回

应。这个自由模型直接挑战基于非干涉、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自愿的雇佣实

践的解放路径。沙拉特对自由主义契约论者关于就业的看法提出批评，并提出

两种减少对雇员的压迫的意见：（1）通过集体谈判达成团结；（2）普适的基本

收入。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共和党人的路径和历史上劳工运动的遗产，尤其是劳

工骑士团，那么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工作中的统治方式，通常是通过无法找到

有意义的和有报酬的工作，实施监督。沙拉特认为，这两个建议能够确保工人

在工作场所内外找到自由的和更有意义的工作。

美国圣弗朗西斯学院的 J. 华图（Julio Huato）在《私有制社会的统计物理

学》B 中认为，私人所有者社会中的财富分配可以运用统计物理学方法，在一

系列物质和社会假定下进行研究。而有技术优势的工人可以使用大量的规范近

似，支持有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或收入分配的主张，一个不太正式但普

适的严肃论点可以得出重要结论，读者不需要在数学、物理或统计学方面受过

高级训练。两种相互对抗的力量影响财富分配：一个是增加财富存量，可以降

低财富分配的相对不平等；另一个是人口不断增加，加剧了贫富差距。生产力

的发展体现在财富与人口的比率增大，从而不利于资本主义导致财富不平等的

生产关系。

A  Grant M. Sharratt, “Free at Work, Free from Work: Nondomination, Unions, and Basic In-
come”, in Labor and Society, 2019（22）.

B  Julio Huato, “The Statistical Physics of a Private Ownership Society”, in Science & Society, 
2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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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主要著作

第一，《卡尔·马克思著作中的异化和解放》（Alienation and Emancipation 

in theWork of Karl Marx,Palgrave Macmillan, 2019）。

作者：G. 科米奈尔（George C. Comninel），加拿大约克大学。

这本书讨论了马克思生活和写作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及其相关的思想。它

既强调了马克思对人类全面解放事业的贡献，又强调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

阶级斗争历史中的作用。这本书追踪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从 1848 年之前

马克思还没有关注政治经济学，到经历 1848 年的政治和波拿巴主义的“闹剧”，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其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成熟，再到

他对第一国际政治和巴黎公社的政治参与。尽管马克思在历史判断上的错误很

大程度上反映了主流自由主义史学的影响，但他为新的社会理论奠定了基础，

该理论建基于异化的历史影响和人类自由的潜力，这正是本书的主题。

第二，《150 年后的马克思〈资本论〉：资本主义的批判与替代》（Marx's 

Capital after 150 Years: Critique and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Routledge, 2019）。

编者：M. 马斯托（Marcello Musto），加拿大约克大学。

面对新的资本主义危机，马克思的《资本论》引起了学术界和公众的重

新关注。它已经在世界各地再版，人们再次讨论它的当代意义。如今，马克思

的分析论据可以说比他自己的时代更能引起共鸣，而《资本论》则提供了一个

有效的框架来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变迁。这本书囊括了庆祝《资本论》出

版 150 周年而举行的全球最大规模的国际会议记录。该书分为三个部分：（1）

“资本主义、过去和现在”；（2）“对《资本论》的批判”；（3）“《资本论》的政

治”。它包含了来自 13 个国家 / 地区的全球知名学者的文章，这些学者提供了

多元观点，以及对当代资本主义主要矛盾的批判见解，同时指出了替代性的经

济和社会模式。他们重新思考了关于《资本论》的最具影响力的历史辩论，并

根据与《资本论》不太相关的主题，例如性别、生态和非欧洲社会，对马克思

原著进行了新的诠释。

第三，《马克思论解放和社会主义的目标》（Marx on Emancipation and 

Socialist Goals,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作者：R. 韦尔（Robert X. Ware），加拿大卡尔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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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通过对马克思的著作、手稿和信件进行哲学分析，尤其是与政治、

道德和未来有关的著作，对马克思原著进行新的探索。首先，韦尔讨论并发展

了关于未来的想法，尽管通常只是由马克思及其后继者根据马克思的著作进行

简短的讨论。其次，韦尔关注了对马克思的思想至关重要的集体问题，但很少

有人研究这个主题，有许多问题仍待解决。该书第一部分通过社区的解放和自

由介绍了马克思，而后讨论了检索的重要性以及改进检索的方法。第二部分是

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劳动分工和组织观念的误解。第三部分讨论了马克

思所支持的国家、道德和民主。第四部分论述了马克思关于未来及其自身与无

政府主义者的关系的重要却被误解的思想。

第四，《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实时政治分析比较》（Marxism versus 

Liberalism: Comparative Real-Time Political Analysis,Palgrave Macmillan, 2019）。

作者：A. 尼特（August Nimtz），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这本书是一本政治历史分析的著作，它系统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追求民

主的路径的优越性。这本书详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历史，描绘了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家及其政治行动家对重大事件的实时分析

和参与，进而得出了两个大胆主张：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主上的素质比

托克维尔和约翰·穆勒更佳。其次，列宁比韦伯和威尔逊拥有更好的民主素

养。当对这两组主角在阅读和应对重大政治事件的方式进行比较时，尼特认为

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是比历史上最杰出的自由主义者更好的民主主义者。在阐述

1848 年欧洲春季、美国内战、1905 年俄国革命、1917 年俄国革命以及第一次

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情景时，尼特对每个主张进行了仔细的对比，以挑战现有

的政治智慧。

第五，《重新审视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判——重新思考正义、合法性

和权利》（Revisiting Marx’s Critique of Liberalism: Rethinking Justice, Legality and 

Rights,Palgrave Macmillan, 2019）。

作者：I. 舒克·海德布罗德（Igor Shoikhedbrod），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这本书通过马克思被广泛引用但被误解的自由主义批判的观点，对马克

思关于正义、合法性和权利的新唯物主义理解进行理论重构。该书首先通过

对文本的详尽解释和推断来重构马克思的正义与权利概念，其中心论点是：第

一，马克思将正义视为包括未来解放社会在内的任何社会的基本特征。第二，

正义和权利的标准在整个历史中都在发生变化。然后，该书通过考察罗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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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霍耐特和 N. 弗雷泽等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如何应对马克思对自由

主义的批判，应对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和金融危机（破坏了通过民主方式颁布的

法律），来阐述马克思批判自由主义正义的不朽遗产。因此，本书展现的马克

思是一个完全现代化的思想家，他的见解为当今自由民主制所面临的最紧迫的

挑战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第六，《资本主义起源的个案研究》（Case Studies in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Palgrave Macmillan, 2019）。

作者：X. 拉弗朗斯（Xavier Lafrance），加拿大魁北克大学；C. 波斯特

（Charles Post），美国纽约城市大学。

这本书建立并扩展了 R. 布伦纳（Robert Brenner）和 E. 伍德（Ellen Meik-

sins Wood）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开创性工作。布伦纳和伍德主要关注的是资

本主义在英国农村的出现（土地资本主义），而这本书利用他们的方法提供了

国家从农业和工业两方面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丰富资料，提供了分布在三大洲

的、关于资本主义历史过渡的相对简短但详细的案例研究。这本书对资本主义

的全球传播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极具独创性的分析。

第七，《美国文学和电影女性从业者的文化生产和政治》（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Women’s Work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Film,Routledge, 

2019）。

作者：P. 克劳克（Polina Kroik），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巴鲁学院。

克劳克对美国小说和电影中女性文书工作的精妙分析扩展了福特主义、

现代主义乃至现代美国工作场所的传统观点。她的研究涵盖了 20 世纪的前 60

年，这一时期大致是作为大众生产的主导系统和发达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社会秩

序的福特主义的兴盛期。克劳克在福特汉姆大学和巴鲁克学院教授文学和写

作，她对 E. 沃顿（Edith Wharton）、N. 拉森（Nella Larsen）、A. 洛斯（Anita 

Loos）和 S. 普拉思（Sylvia Plath）的经典或鲜为人知的作品进行了全新回顾，

揭示了 20 世纪前 60 年的办公室工作的性别化实质和文化生产的性别化实质之

间的关系。她挑战了当时被广泛接受的文学和电影观念，以及现代主义本身。

虽然其他作品也关注了女性在此期间维持写作生涯的困难，但克劳克论点的关

键在于女性在这段时间参与了文化产业，但主要是作为文书工作者，而不是文

化生产者，而且这种定位影响了女性的表达，也影响了她们对主流文化话语的

贡献。通过把她的分析集中在福特主义语境下的文书工作的女性化，克劳克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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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人们把文书工作当作护理工作或情感劳动（涉及管理或照顾他人的工作）等

文化生产的专业领域之外工作。克劳克通过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

D. 哈维和葛兰西，关于福特主义和生产模式转变、福柯的话语理论和权力的

微观政治。她也利用女性主义理论来探讨生产劳动（生产商品或服务、赚取工

资的劳动）和再生产劳动（维持生产过程的无偿工作），以及社会学家 A. 霍赫

希尔德（Arlie Russel Hochschild）关于情感劳动方面的著作之间的争论。

第八，《离开：当政治左翼转向右翼》（Walk Away: When the Political Left 

Turns Right,Lexington Books, 2019）。

编者：L. 川普尼尔（Lee Trepanier），美国萨吉诺谷州立大学；G. 哈弗斯

（Grant Havers），加拿大西三一大学。

这本书探讨了 20 世纪主要的哲学家、神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的职业

生涯始于对政治左翼的忠诚，直到后来才重新评价或拒绝它。他们重新评价自

己以前的职位，这不仅揭示了他们思想的变化，而且揭示了他们背后的文化、

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社会变化。通过探索这些哲学家的政治思想的演变，本书

得出了这些思想家与流派之间的联系，并发现了西方 20 世纪政治思想的总体

轨迹。

五、左翼论坛：左翼要做什么？

2019 年 6 月 28 日到 30 日，一年一度北美最大规模的左翼论坛在美国纽

约布鲁克林的长岛大学召开，来自全球的左翼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行动团

体代表、左翼刊物编辑等举行了多场专题讨论、工作坊、艺术活动等。2019

年恰逢全球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右翼国家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在这个重要的政

治时刻，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左翼要做什么？”，以支持北美和欧洲的不同政治

愿景。论坛主要包括以下主题：

（一）新政与美国社会主义

新政与社会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在美国社会许多部门

的普遍想象中存在，而且在当代左翼的历史想象中也存在。该小组之所以讨论

“新政”，是因为它影响了 20 世纪 30 年代之后的社会主义斗争趋势。与会者讨

论了新政（包括它的存在、遗产、危机、记忆以及潜在的复兴），是否以及如

何推动了美国及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斗争。讨论涉及以下问题：（1）不同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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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主义者——美国共产党、美国社会主义党、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

义者——是如何与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新政联系起来的？（2）在他们各自的观

点中，新政（既作为政策也作为政治）是如何推进或阻碍社会主义斗争的？（3）

自由主义政治联盟部分是通过新政政策（首先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然后是反共产主义的冷战）确立起来的；它还执行了 1945 年由美国主导的全

球资本主义重建，监督欧洲福利国家的建立。与会者还讨论了罗斯福新政是如

何引领全球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时代的，以及罗斯福新政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二）特朗普主义和右翼势力的壮大

特朗普主义和其他极右翼势力现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发展壮大、斯大林

主义的极权主义正受到年轻人的热烈欢迎。在本届会议上，小组成员探讨了这

种复兴的专制主义的性质和成因，以及应对措施。演讲者代表着不同的肤色

和性别，他们与听众进行了充分对话。耶鲁大学哲学家 J. 斯坦利（Jason Stan-

ley）以其畅销书《法西斯主义的运作原理》（2018）为主题进行演讲。Counter-

Vortex A 的记者 B. 温伯格（Bill Weinberg）讨论了持续的“红棕”（red-brown）

融合。佩斯大学经济学家 A. 克里曼（Andrew Kliman）就投票给奥巴马—特朗

普的选民有右翼威权主义倾向进行论证。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倡议组织秘书

A. 贾克拉德（Anne Jaclard）讨论了一些年轻人转向新斯大林主义（tankie）政

治的问题。E. 安德里安（Eric Andrian）是伦敦非洲裔人士，他通过 Skype 参

与其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给反对威权主义的斗争带来了什么。另一

小组讨论了北约在利比亚试验的新型战争模式的灾难性失败。该小组将分析北

约干预，以及在 2011 年突尼斯和埃及发生大规模叛乱的情况下进行军事演习

的合法性。该小组研究了北约干预的事项，尤其是与当前资本主义危机有关的

干预措施。就北约是北美和欧洲的资本主义将其政治意愿施加于世界其他地区

的工具而言，该小组特别关注动荡不安的利比亚局势和 2012 年 9 月的班加西

安全局势。北约以轰炸、军事情报行动、第三方国家和私人承包商为特征的对

利比亚的干预暴露了一个新的实验，该小组成员认为该实验失败了。

（三）政治经济学与当前的危机

2019 年，将近 1400 万美国人失业，另外 1200 万就业不足，4300 万美国

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估计有 300 万美国人无家可归。美国国会在 1913 年建

A  https://countervortex.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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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美联储，赋予私人银行制造货币的权力，这种货币使美国的债务奴役制度

化，并导致今天 99％人口遭难。该小组回顾了美联储创立的历史，并且阐述

私人银行制造货币的权力是如何造成这种痛苦的。他们还讨论了恢复人民创造

财富给全体人民共享的宪法权利。他们认为，团结一致就可以改变现行制度，

为所有美国人创造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团结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替代品，它在

资本主义和市场的内部和外部成长。与资本主义相反，它不是以个人主义、贪

婪、竞争和统治为核心，而是基于团结与合作、各个方面的平等、可持续性、

经济和政治民主以及多元化的价值观为核心。该分论坛在波士顿和纽约两个城

市举办，从概念和实际讨论团结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它采取什么形式？什么促

使其发展，以及它所遇到的问题和局限？我们可以从彼此的最佳做法中学到什

么？另一个小组研究了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复苏乏力的政治经济状况。该

小组对 2008 年到 2009 年的经济衰退进行研究，衰退使无法充分盈利的资本贬

值，或者使足够的债务去杠杆，以确保盈利能力强力回弹。最重要的是，这种

经济脆弱性来自膨胀的金融体系，它有可能引发新的危机。这种不确定性是政

府干预的产物，政府干预遏制了危机，但没有解决导致危机的根本问题。发言

者争论说，后期资本主义的主流模式是虚拟市场的统治、金融化和停滞，即所

谓“新常态”，不能保证生产力的进步，它不仅处在另一场技术革命的边缘，

而且也是一场质变——经济的创世纪不再是生殖，而是创造性的工作。不仅仅

是再工业化——即将到来的创造性革命——至少是对目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和

经济体系进行深刻改革。经济和社会的保守倒退阻碍了这些变化的实现。该小

组讨论了应对生产力发展挑战的经济制度改革的主要方向。激进批判小组指

出，现代父权制的商品生产社会完全陷入了严重的文明危机。这种绝对危机使

这种社会形式的延续变得不可能。该制度的重大危机是由于它自己的生产力正

在抑制其基础：劳动力。劳动力虽然是有价商品的唯一价值来源，但已被机器

取代。2008 年爆发的制度危机是生产流程自动化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早在《政

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里就已经提出了这种危机理论。该小组在

这本著作中发现了对 20 世纪 90 年代初出现的强烈危机的答案。这一危机理论

除了正确解释当今的世界危机之外，还成为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的整体

解释的基础。今天不可预测的变化带来了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机会，包括资本

主义的基本类别：劳动力、商品、货币、资本、市场、国家等。它的必要先决

条件之一是对基于市场的社会的自由主义和父权制特征的高度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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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左翼和工人运动

富有传奇色彩的“黑豹与国家福利权利”活动家 R. 钱伯斯（Rev Annie 

Chambers）与“基本收入行动”和“纽约基本收入”的 D. 佩珍（Diane Pagen）

一起，讨论“普遍基本收入保障”将如何影响福利接收社区并改变人们对美国

福利的理解。钱伯斯现年 77 岁，是公共住房 HUD RAB 的代表，目前正在与

“全国贫困人口运动”等组织合作，力图增强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力量，以恢复

“国民福利权”。佩珍以其对福利系统中的浪费和滥用研究而闻名，并且是一名

执业的社会工作者。“基本收入行动”、近期恢复的“国民福利权利”的组织者

I. 施拉克曼（Ian Schlakman）主持对话，讨论明确了基本收入社区与福利倡导

者之间的历史性冲突，以及这两个社区如何共同帮助穷人和工人阶级的议程。

主题包括有关国民福利权利组织风格的历史叙述，例如，在福利机构举行抗议

活动，以及与反穷人的政治家直接对峙、J. 蒂尔蒙（Johnnie Tillmon）的组织

方法，然后转向主张基本收入的国民福利权利的现代斗争，这在去年的华盛顿

的“穷苦人民”游行中起了重要作用。关注法国左翼运动的小组指出，当马克

龙政府决定提高柴油税后，2018 年 11 月法国爆发了黄背心运动，然而这个极

左翼运动表现得像极右——反移民、反生态运动。这是大城市之外的运动，而

且它在工会和政党的控制之外。但是它绝非少数人的运动，它由法国人口的很

大一部分组成：工人阶级的较贫穷阶层、退休人员和女性。该运动在巴黎的香

榭丽舍大街上游行时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它由数百个地方“总部”组成，其成

员或代表组成了更广泛的区域机构，以讨论该运动的发展方向。小组讨论了该

运动内部的政治发展以及极左派如何参与挑战权力机制的新运动。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实践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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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户晓坤

2019 年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依然延续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的宏大主题

展开，围绕“马克思与当代世界”这一轴心，左翼学者聚焦于如下问题领域：

马克思的哪些论断在今天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在晚期资本主义背景下使之拓

展和深化？如何通过马克思的思想方法把握 21 世纪的全球格局及其发展趋

势，尤其是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特征？如何深刻反思与比较中、苏社会主

义的实践经验，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潜在因素现实化，并推进社会

历史领域的革命性变革？一些前沿性论题引起了学者的广泛讨论和思想交

锋，如知识经济、创造阶层、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现实条件等。经过近 30 年

的反思与重建，21 世纪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思想流派、理论格局也

日益明朗。

一、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想流派与理论格局

苏联解体后经过了长期的反思阶段，21 世纪初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呈

现出了多元路径的复兴趋势。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诸多

当代学派及其理论特质，包括“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正

统的马克思主义、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独立研究的学者群体等，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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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了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兴未艾的多样性格局。“后苏联批判的马

克思主义学派”是目前俄罗斯规模最大、最具稳定性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已形

成了自身独特的研究路径和理论格局，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积极的影响力。该学

派致力于辩证地发展马克思的方法和理论，对社会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持批判

态度，将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把握为资本主义以及整个社会异化关系体系的辩

证否定过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俄罗斯的复兴意味着，马克思主义鲜活的生命

力在于能够与特定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后苏联时代主要由社会组织推进。尽管如此，俄罗斯

一些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左

翼学者的广泛认同，包括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也称为新马克思主

义。与此同时，需要在更为广阔的方向上来展现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

的全部多样性：（1）右翼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2）

社会民主主义（“改良主义”）；（3）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苏联马克思主义，

包括发展斯大林思想的极端化方向）；（4）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后

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5）广泛的学者群体，其中大多数是独立的研究人员，

或小型研究机构中的学者，无法确切地将其划归于上述知识分子群体。这些研

究人员通常对某些特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感兴趣，可以将这一群体简单划

分为：亲俄马克思主义（С. 卡拉—穆尔扎等人）；伊里因科夫与另外两位重要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В.А. 瓦久林、М.А. 利夫希茨的追随者；从事历史—哲学

分析的 К.Н. 柳布京教授和他的学生（П.Н. 孔德拉绍夫、А.А. 科里亚科夫采夫

和 С.В. 维斯古诺夫，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乌拉尔学派”）；延续了 Н.А. 查

戈洛夫思想的政治经济学学派（发展世界体系分析理论及其具体研究方法），

下面将对其进行更详细的描述。

“右翼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方向形成于 20 世纪 80—90 年代初。右翼自由

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并且是有害的意识形

态——旨在压制民主和自由，使个人屈从于整体，拒绝有效的市场体系，并通

过建构抽象的乌托邦以普遍的社会化模式取代市场机制。这一方向在学界较为

鲜见。近几年在新自由主义趋势推动下这一方向的近似形态重现了，其承认马

克思在科学史上某些领域的地位，甚至认同某些社会过程理论的有效性，但是

否认马克思的基本政治经济思想（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以及从中引申

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结论，但认为某些社会哲学观念具有适用性。该方向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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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特征之一，是将马克思的理论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等而论之，明确否认苏

联体系，积极肯定西方世界的模式。

“改良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方向认为马克思主义并非意识形态的陈

词滥调，试图在科学立场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根本的修正。这一方向

的学者包括 В. 阿法纳西耶夫、А. 维贝尔、А. 加尔金、Ю. 克拉辛、В. 梅德韦杰夫、

Р. 梅德韦杰夫、Б. 奥尔洛夫、Ю. 普特尼科夫、В. 托尔斯特赫、Г. 查戈洛夫等人。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格林贝格关于《全球资本》一著的书评体现了该

方向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明确立场。苏联时代活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

想家 T. 奥伊泽尔曼院士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依循了典型欧洲

社会民主主义右翼理论家批评马克思的核心路线，在俄罗斯哲学界引起了一定

程度的讨论，尽管左翼激进主义批判此书，但肯定性评价仍然占主导地位。然

而，这些肯定性评价多是依据苏联教科书模式来阐释马克思思想的。

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方向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并无

本质区别。首先，认为马克思关于 19 世纪现实状况的某些判断是正确的；其

次，支持进一步实现社会正义和社会人性化的基本思想，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

马克思关于“史前时代的终结”和人类向“自由王国”过渡这一论断要么被掩盖，

要么以本质上完全相悖于马克思的方式（后工业社会等）被阐释，要么被直接

否定。这一方向的主要代表是哲学社会科学与政治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

力图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将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在

实践中的主要成就进行“积极融合”。20 世纪初这一方向的主要特征是将自身

区别于一百年前的“修正主义”，密切关注发端于后工业社会的新发展问题。

“社会民主主义”方向中致力于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著作的当代学者包

括 Л. 格列布涅夫、О. 阿纳宁和 А. 索罗金等。Л. 格列布涅夫发表于 2000 年

的文章旨在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会从后苏联经济科学中消失，О. 阿纳宁则

论证了马克思经济—政治理论并非只关注古典资本主义命运，而是立足于研究

普遍的创造性活动以及未来世界的前景，这一世界当前被称为知识社会或后工

业社会。А. 索罗金的著作更为全面地探索了如何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涉及的经济现象。然而，最后巧妙地将马克思主义转变成

为对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分化的辩护。

在俄罗斯仍然有许多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是 Р.И. 科索拉波夫和 Д.В. 乔卡泽，他们的著作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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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学者们力图通过内涵创新重现 20 世纪中叶苏联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定，主要涉及对俄罗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以及斯大林主义

倾向的批判（这是完全有道理的）。该方向的学者还包括前文所提及的 M. 波

波夫和他的合作者。

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左翼知识分子群体相当广泛，研究工作极具特殊性，

不能严格而明确地归属于上述主要方向之一。在左翼知识分子群体中存在着不

同的立场，他们只是部分地将自己归为马克思的追随者，在立场上更为接近社

会主义者。这一群体具有差异性，大多数学者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寻

求超越当前社会制度、通往未来世界的方法。

在哲学家群体中，年轻的知识分子倾向于一般的后现代主义方法论，以

此对马克思的某些思想进行阐释，尤其以 А. 片津和“怎么办？”小组为代表，

主要阐释和发展欧陆思想。批判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老一辈学者也是非常不

固定的群体，他们不希望将自己的研究工作严格地与马克思的名字相关联。其

中最著名的学者是 В.M. 梅茹耶夫，他认为，关键在于将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

者的马克思与作为正统苏维埃诠释者的马克思区别开来，后者侧重于“马克思

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将未

来社会作为非经济的文化空间思想是梅茹耶夫理论发展的重要方面。

К. 坎托尔从事马克思的宗教—人文主义解释传统研究。在历史—哲学研

究领域 К.Н. 柳布京教授和他的学生（П.Н. 孔德拉绍夫、А.А. 科里亚科夫采

夫、С.В. 维斯古诺夫）从事历史哲学和人类学分析，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

研究的乌拉尔学派”。亲俄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最杰出的代表学者是 С. 卡拉—穆

尔扎。历史学领域中一些左翼学者更为倾向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立场。包括

В.В. 达米耶（关于无政府主义历史的系列著作）、А.В. 舒宾（关于对苏联经验

进行建设性与批判性分析，基于自组织关系、横向网络互动和基层民主揭示未

来社会潜力的系列著作）、Я. 列昂季耶夫（斯大林主义的严格批评家）等。

左翼的政治学学者中 Б. 卡加尔利茨基最为接近马克思主义。他的著作着

重介绍了 20 世纪中叶欧洲共产主义，在本质上是分析性的和政论性的。还有

许多学者从事左翼政治新闻和政治学分析，但他们的研究通常不涉及方法论问

题。一部分经济学学者尝试以左翼思想对马克思的方法论进行研究和阐释，而

非坚持其政治经济理论的具体内容。包括 Г. 格洛维利（发展了波格丹诺夫和

沃勒斯坦及其后继者的方法和理论）、С. 古巴诺夫（趋向于国家主义思想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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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家）、М. 巴甫洛夫、Ю. 巴甫连科、Э. 索博列夫、И. 索博列娃等学者。О. 阿

纳宁、Л. 格列布涅夫、Е. 克拉斯尼科夫、А. 索罗金、К. 胡比耶夫等学者是从

批判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成长起来的，主要从事马克思古典政治经济学与新古

典主义经济学的整合研究。还包括制度主义者 А. 莫斯科夫斯基，反斯拉夫主

义者 В. 沃尔孔斯基、В. 库利科夫等。

В.Н. 舍甫琴科、Б.П. 库拉夫什维利、В.Ж. 凯勒等学者立足于新的时代状况，

复兴和发展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理论，从不同角度和背景研究马克思及其追随者

的核心立场，分析苏联、后苏联社会的特异性，但并不对马克思的文本展开严

肃批评。以创造性发展马克思思想的苏联哲学家为核心形成了三个学派。第一

个学派发展了伟大的苏联哲学家伊利延科夫的思想（В. 拉祖特金、Г. 罗巴斯

托夫、С. 马列耶夫、Е. 马列耶娃、А. 索罗金等学者从事伊利延科夫思想研究；

Л. 瑙缅科教授的观点与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更为接近）。第二个学派发展

了卢卡奇的学生和朋友——杰出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米哈伊尔·利夫希茨的思

想（负责人是 В. 阿尔斯拉诺夫）。第三个学派发展了哲学家 В.А. 瓦久林的思

想（А.П. 谢加尔等）。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化的交叉领域可以关注

А. 巴拉诺夫、А. 普里加林、Г. 拉基茨基、Б. 拉基茨基、В. 哈扎诺夫、С. 切尔

尼亚霍夫斯基、А. 申德里克的著作；历史学领域可以关注 А. 古谢夫、С. 诺维

科夫、В. 洛吉诺夫（在俄罗斯广泛深入地展开关于列宁生命、活动和著作研

究）、Д. 丘拉科夫等学者。尽管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有着在自身传统上的共通性，

然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具体思想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

二、马克思思想的当代阐释及意义

对马克思思想当代意义的阐释，是伴随一系列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的纪

念活动而持续广泛展开的，积极参与讨论的不仅局限于俄罗斯左翼学者，而且

扩大到诸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分子。俄罗斯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使这一问题远远超出学术领域或理论兴趣，正是由于马克思思想在现实性和理

想性、人类普遍解放与特定历史道路之间的张力，为理解和把握俄罗斯的历史

境遇和未来的可能性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价值立场和思想方法。

《抉择》杂志刊载了莫斯科国立大学“马克思在 21 世纪”论坛（2018 年

5 月 16 日）的演讲《在科学和教育中忽视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接受的》。演讲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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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21 世纪在世界范围内，不仅是美国和西欧国家，而且在“边缘”甚至“核

心”国家，大规模贫困和不平等的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凸显。马克思认为在未来

社会机器自动化系统将取代人工劳动、个人将成为“控制者和调节者”；人类

社会的方向是人的自由和谐发展与创造潜能的进步，上述论断不但经受了历史

的考验，而且今天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已被联合国确立为评价人的素质进步

的尺度。另外，马克思对数学以及应用数学具有浓厚兴趣，试图解释微分的基

本概念和方法意义，基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阐释了数学逻辑的应用。并在经济

学分析中使用数学方法，理解和预见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本质和趋势。马克思

从基础数学转向变量研究，试图解释从基本数学到变量数学的过渡的本质，指

出这种过渡在本质上是辩证的。通过哲学方法和相关的科学预见为数学发展作

出了一定的贡献。马克思主要是作为科学家而不是政治家或意识形态学家，正

如马克思本人对古典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一样，对于马克思思想的科学阐

释也必须以建设性的方式展开。世界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马克思主义

作为公共思想在剑桥、北京、纽约和柏林以及莫斯科获得了积极发展，在科学

研究和教育过程中忽略这一科学方向是不可接受的。

《马克思的回归：关于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一书为

庆祝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而出版。A 苏联解体后马克思的名字及其思想被遗忘

了，在今天人们开始真正关注他的学术思想。斯拉文教授的这部著作正是为了

满足公众的理论兴趣，与马克思世界观的反对者和批评者之间所展开的科学辩

论引起了广泛关注。马克思认为，他的社会理想是“人类社会”，即每个人的

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他将人类社会的实现与共产主义的产

生、与“现实的”或“实践的人道主义”关联起来，马克思看到了“历史的总

结”。斯大林及其继承者并不理解这一点，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同于“普

遍的均等王国”，人才的抽象化与物质生活成为“唯一的生活目标”。本书详细

分析了在现代社会马克思社会理想现实化的矛盾问题。他的理想在今天仍然是

人类发展的前景，越来越多的事情证明了它的活力。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看

到，创造性劳动、科学知识和信息的作用日益增长，与全球范围内占据主导地

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互冲突。当今学者们所讨论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

A  Славин Б. Ф.,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Маркса: О социальном идеале Маркса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судьбах социализма, URS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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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并非偶然，马克思最先对其现实性进行了阐述。本书结构主题如下，“第

一部分 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批评者的回答”包括“理想的人道主义与历史的

真理”、“马克思理想的悖论”、“理想的起源”、宗教作为“人们的虚幻幸福”、

“为什么犹太人问题成为普遍问题”、“自由的人类社会及其对立”、“不是终结，

而是真正历史的开端”、“马克思理想的现实性”、“工人阶级及其使命”、“通往

社会主义的艰难道路”等主题。“第二部分 社会主义：历史的考验”包括“社

会主义理论及其问题与价值观”、“对苏联历史的分析”、“十月革命的神话与现

实性”、“建立社会主义的两种对立模式”、“斯大林主义体制及其克服”、“经验

与前景”、“苏联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苏联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从

旧社会主义到新社会主义”等主题。

经济学博士鲁缅采夫教授在《2008—2009 世界危机与马克思转变（非理性）

生产方式思想作为抵制类似灾难重复性的良方》这部著作中研究了 2008—

2009 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A 通过分析典型市场的内在机

制与转变过程，作者得出结论：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经济

的“遗传密码”（底层逻辑）。基于上述假设，作者坚信克服灾难的可能性在于，

经济学家成功地破解作为现代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计划经济底层逻辑，并且与

政治家一起将基于自身本质所形成的理论体系融入到经济机制的现存活动中。

这意味着市场经济向自身发展的更高层次（超越市场）过渡。

专著《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介绍了当代

俄罗斯学界具有代表性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以及与之立场接近的左翼

学者的主要观点，B 本书的两位主编布兹加林与瓦列科夫代表了当今俄罗斯学

界阐释马克思思想的不同路向与方法。马克思主义在今天是复杂的、矛盾的和

发展着的社会—政治思潮，这部著作呈现了具有创造性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

学派”内部不同观点的对立。全书以“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未来”

为核心，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阐释”收录了布兹加

林和科尔加诺夫“马克思在 21 世纪：什么是过时的，什么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A  Румянцев Б. Г., Мировой кризис 2008-2009 гг. и противоядие от повторения 
подобных катаклизмов в будущем в свете учения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о превращённых 
（иррациональных） формах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URSS, 2018.

B  Бузгалин А. В., Воейков М. И. （Ред.）, МАРКС после МАРКС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ая школа 
критического марксизма （К 2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URS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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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加诺夫“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解放的历史条件：边界与前景”等。“第

二部分 马克思理论的批判性发展”包括“马克思的逻辑和哲学”、“社会进步：

异化与扬弃异化的辩证法”、“解开历史之谜（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与现代性）”、“全

球正义问题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等文章。“第三部分 批判地发展马克

思理论：政治经济学”包括布兹加林“晚期资本主义及其局限：生产能力和生

产关系的辩证法”、“21 世纪的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它的成就和新的

挑战”、“垄断的市场经济：危机的原因还是资本主义再生的源泉”、“商品生产，

国家和创造性劳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等文章。“第四部分 马克思

与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实践”包括布兹加林的“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

性质和教训”、“苏联的时间表与共产主义的时空”。爱泼斯坦“论马克思社会

主义理论的某些规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争议”；舍普琴科“马

克思理论的形成与现代中国的历史经验”等文章。“第五部分 俄罗斯知识分

子传统中的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本在俄罗斯和世界的出版（关

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整收藏—MEGA）”、“俄罗斯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争议”

等主题。

《为什么我回到马克思：自我异化活动的悖论》一书尝试梳理和阐释后苏

联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摇摆的心路历程，以及回归马克思并

重塑自我观念的方法。A 作者与西欧左翼思想家进行对话，包括阿多尔诺、萨

特等，在这一过程中从对“活动”的怀疑中走出来，并转向为“活动”辩护。《卡

尔·马克思的哲学：存在主义—人类学路向》一书的作者孔德拉绍夫是当代俄

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乌拉尔学派的重要代表学者。B 该学派以阐释马克思思想

的存在主义路向为理论主张，试图在现代性的断裂中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

义精神，在学界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是近年来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

派相并列的重要学派，理论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关注俄罗斯当代马克

思主义研究中的纯粹历史哲学问题，留布金教授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

人类学的价值；第二，关注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完全缺失的马克思的日常

生活理论，出版专著《马克思的日常辩证法》；第三，对于全球资本主义正在

A  Предеина М. Ю., Почему я вернулась к Марксу: Антиномии самоотчужден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URSS, 2019.

B  Кондрашов П.Н. Философия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Экзистенциально-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URS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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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的结构性危机进行存在主义人类学批判。不仅要对资本主义进行经济、政

治、社会和文化批判，而且要对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同趋势进行分析，包括

对人类内生情感世界和私密内心世界的存在、疏离以及人性缺失的辨析，在真

正意义上推动人道主义世界观的发展。

孔德拉绍夫的新著《卡尔 · 马克思的哲学：存在主义—人类学路向》通过

对马克思文本的深入分析，试图阐明马克思关于资本本质的哲学批判是存在主

义的一种形式，在存在主义的框架内解决了人的存在问题：人的本质、生命的

意义、真实和虚假、人类的历史性、爱、与他人以及自己的关系，自由和死

亡等。但是由于长久以来，学者们主要在社会经济—政治的框架内理解马克

思的《资本论》，遮蔽了其存在主义的方向，而上述主要问题的核心是关于

“人的存在”，马克思将这一内核通过社会哲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辩

证法、社会学、美学、政治哲学有机结合的呈现出来。本书涉及如下：“马克

思哲学的存在主义特征”；“人作为研究的起点”；“实践作为人的自然本质”；

“实践的本质与内在结构”；“卡尔 · 马克思哲学中人的概念”；“存在的历史性

方式”。

《辩证法：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一书主要内容和任务在于，揭示唯物辩证

法及其在社会知识中的贯彻，这一立场是马克思在《论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首

先确立的。A 本书是作者对马克思辩证法思想与结构的延续，主要阐述了黑格

尔逻辑学的意义，深入研究了“社会存在”的概念以及辩证法在理解世界本质

中的作用。揭示了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内在统一，将社会哲学纳入辩证法的整

体理论。

《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导论》一书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整个现代社会科

学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其从公共生活中排除，会导致科学方法论的混

乱。B 然而目前俄罗斯学生所接受的定性社会学教育已转向美国和西欧，马克

思主义的方法论被认为是过时的、片面的、狭隘的。该著作旨在建立当代马克

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体系及其发展逻辑，吸收西欧左翼思想资源以及拉美知识分

子的理论成果。全书包括九章内容：“古典马克思主义”；“东欧‘修正主义’”；

“1968 年革命”；“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中的民

A  Е.Ф.Солопов Диалектика:От гегелевской теории к марксистской URSS, 2019.
B  Б.Ю.Кагарлицкий Марксизм:Введение в социальную и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теорию URS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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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问题”；“什么是苏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马克思主义中的苏联经验分

析”；“从阶级到政党”；“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民

族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

《古典政治经济学：当代马克思主义学派》一书是 URSS 出版社“反思马

克思主义”系列中极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A 获得 2018 年俄

罗斯自由经济学会的年度最佳经济学著作奖。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使

俄罗斯知识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兴趣增加，然而当前缺

少能够回应 21 世纪挑战的系统经济学著作。该书作为“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

主义学派”创始人布兹加林与科尔加诺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研

究成果的积累与总结，是俄语世界第一次将现代经济关系置于历史性回溯中进

行全面考察的著作，学者们尝试为现代经济生活及其内在矛盾作出基本解答，

包括市场、货币和资本范畴的科学内涵及其在 21 世纪的主要特征；企业为何

以及如何操纵消费者、国家在现代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经济利己主义者”

产生的原因；货币拜物教和拟仿市场的本质；什么是财产，为什么今天 1％的

人掌控世界上一半以上的财富；社会不平等和贫困产生的经济根源；在市场出

现之前哪些经济体系已存在数千年，哪些经济体系正在替代它等。这部著作不

但再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遗产，尤其是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而且补充了

当代欧洲、美国和俄罗斯的前沿经济理论，揭示全球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与俄

罗斯的特殊性。希望读者不仅了解发达国家市场运行的现代机制，而且深入思

考各种社会经济制度发展的规律、趋势和矛盾。

另外，本书同时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推广，内容更

为体系化和结构化，主体由五个主要部分构成。“第一部分 政治经济学的主

题和方法”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方法的社会历史基础：人类社会发展的起源和历史阶段”、“政治经济学

的课题”、“处于社会关系体系中的经济学”；“第二部分 资本主义之前的经济

A  Бузгалин А.В., Колганов А.И., Барашкова О.В.,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Современное марксистск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Базовый уровень. Продвинутый 
уровень,URS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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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括“古代的（前经济的）形成：原始生产方式”、“经

济社会的形成：亚洲的、古代的和封建的生产方式”；“第三部分 资本主义古

典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市场的解剖学：商品，货

币和价值理论”、“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本质：劳动，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

“流通和资本的悖论形式：工资，利润，利息和租金。再生产和危机”、“收入

及其来源：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经济基础”；“第四部分 现代资本主义的

政治与经济”包括“资本主义在自身基础上的发展”、“资本主义解体的开始”；

“第五部分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社会经济体系”包括“苏联的社会经济体系：

性质，产生原因和危机”、“后苏联变革：初步结果”、“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生

产关系体系：半边缘型晚期资本主义的突变”、“必然王国的界限与资本主义：

研究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前提与萌芽的可能性、必要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关于共产主义的反思”。

附录部分的主题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或全球经济的解剖学（从

19 世纪到 21 世纪的资本）”，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 商品和货币”包

括“商品市场的网络化”、“虚拟市场”、“虚拟资本”；“第二部分 资本”包括

“资本的新的普遍性存在形式：虚拟金融资本”；“第三部分 剥削”包括“剥削

关系的内容和结构（从雇佣工人和剩余价值到智力报酬）”、“创造性活动与资本：

以新古典主义的棱镜为视角”、“支配性劳动，自由时间和人：资本、霸权及其

支配世界的边界”；“第四部分 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包括“晚期资本主

义的社会结构：研究方法”、“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阶级，阶级之间与内

部的弥散与矛盾”、“人与社会作为资本的功能和它的边界：对人与社会资本理

论的批判”；“第五部分 全球化”主要研究“资本全球化，或者全球化的政治

经济学”。

在《资本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的辩证法及其应用对

于把握复杂社会现实和历史运动而言，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A 首先，马克思

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细胞，即商品的社会规定性与内在矛盾的分析和揭

示，呈现了研究生产方式现实逻辑的方法论。通过概念的体系辩证法，将表达

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某一规定性的范畴或概念在不断的综合中推进到更高层次，

A  Эпштейн Д. Б., О некоторых положениях теории социализма и коммунизма К. 
Маркса,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20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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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对特定生产方式以及使其获得充分发展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进行越来越

具体和准确的描绘。然而，在生产方式的历史运动中，先前阶段的形式并没有

消失或被破坏，而是被辩证地否定了，即新的发展阶段保留了先前被否定的

“积极方面”，并转化为新的形式。这一分析方法尤其适用于分析从绝对剩余价

值到相对剩余价值的形式演进、从简单合作到大规模的机器化大生产的发展，

核心要义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的

发现。马克思呈现生产方式现实运动的辩证法始终具有一致性，在新的生产关

系系统中包含着被扬弃了和被否定的内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历史成就的积极肯定。

当今西方国家的社会状况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由于多种构成性因素

的相互作用，资本主义社会化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并转向新的危机形式。新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决定了全球化进程的性质，并加剧了社会状态的恶化。在全

球化的新阶段出现了复兴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产的客观条件，由于其方法论的整

体性具有特殊的社会责任和理论优势，能够对正在展开的社会进程及其未来趋

势进行客观分析。A马克思的理论遗产同样是苏联政治和经济体系的立根基础，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苏联解体的影响。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已

沦为普通经济学说的边缘地位，单纯为分析 19 世纪资本主义提供某种视角，

仅仅成为小部分专家学者的理论兴趣，正如戈尔巴乔夫和格林伯格在《马克思

主义和现代经济理论》一书的序言中指出的，“苏联社会主义的溃败及其从世

界政治舞台上的退却，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权威。包括经济理论在内

的诸多方面与马克思主义全面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狂热拥护者变成了现代

西方理论的猛烈批评家或支持者。”这是俄罗斯经济政策转向以货币主义理论

为基础的金融资本意识形态的必然结果。货币主义导致 20 世纪 80 年代古典自

由主义的复兴，主要的西方国家经济政策脱离了凯恩斯主义，助长了金融部门

的无节制增长，损害了实体经济。由于国家缺乏控制巨额资本的能力，货币主

义不仅在金融市场上，而且为全球经济系统确立新的“游戏规则”。后苏联资

本主义的现实表明，新的社会关系并未向古典资本主义过渡，而是直接进入到

了消极的新资本主义经济结构。

A  Долматова С. А., Кризис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этапе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актуален ли К. Маркс?,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201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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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体制的困境在于无法为人民提供经济和社会进步的福利。西方福

利国家改革实质上是对苏维埃体制的回应，与此同时，工人为争取自己的权利

而进行斗争，工会及其他社会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由于两种不同社

会政治体系之间的竞争，西方精英不得不向多数人妥协，以避免革命性动荡，

战后欧洲经济复苏以及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要求高素质劳动力进入市场。知识

经济的运作和先进技术的引进，需要充分发展人的潜力，强大的中产阶级成为

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社会阶级结构发生转变，

收入相对较高的技术专家成为新的中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化被提升到新的高

度。事实证明，转型的资本主义具有“人性化的面孔”，阶级竞争、社会两极

分化以及社会对抗的强度降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严

峻挑战，为各种社会改良主义奠定了基础。产生了不同于古典资本主义的新趋

势，包括商品生产以及相关变化和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性质的转变、新的

剥削形式、资本主义形式的“知识经济”、现代资本主义的周期特征、金融资

本、国家的作用。

“晚期资本主义”发生了重大变化，20 世纪 70 年代在危机影响下不仅经

济模式发生了转变，而且外交政策也发生了变化，西方国家不再将苏联视为紧

迫的威胁，意识形态压力大大减弱。苏联崩溃与马克思主义被排斥，有助于加

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并决定了全球化进程的方向和内容。这一

过程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市场转型相吻合，这一转型过程被严格置于新自由主

义框架之内，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在科

学界，而且在广大公众中引起了对马克思思想的强烈兴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

世界市场及其扩张性质进行了深刻批判。金融危机全球化开始于证券交易所以

及虚拟资本的膨胀，最终冲击了整个实体经济体系。事实证明，西方国家后工

业社会表象的底层逻辑依然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运动，马克思对此展开了总

体性研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不可避免地渗透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发展中

国家的社会结构之中，在缺乏抗议活动组织的情况下，人们被迫适应反社会的

政治形式，特别是非正式就业和寻租关系等。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西方社

会结构不断适应金融资本支配下的全球化现实，福利国家陷入危机。马克思主

义成为批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根据。

《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转变：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到从业阶级和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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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A 一文基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立场对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及其

变革展开了深入研究。作者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导致了

“中心”国家和半边缘国家（特别是俄罗斯）社会结构与阶级构成发生重大变化，

创意阶层作为异质性要素促使了阶级矛盾的激化、形成了新的革命性要素。按

其在社会生产力系统中的地位，创意阶层被划分为创意领域中创造文化产品与

虚拟部门产生非必要商品两个方面；按其在社会生产关系系统中的地位，创意

阶层分为公共部门和商业部门。在晚期资本主义积累规律转变的背景下，中产

阶级动态特征表现为，阶级边界的弥散过程以及阶级内部、阶级之间新阶层的

积极形成，即该社会的物质—技术和经济基础正在发生非线性的转变：早期资

本主义的工业技术被“智能生产”所取代，在没有积极的社会监管和分散的计

划条件下市场无法正常运转，部分私人资本利润重新向社会分配，成为卫生、

教育等基本公共发展资源，上述转变意味着进入晚期资本主义，市场和资本的

进步只有通过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要素才有可能实现自身，辩证把握这一现

实转变的要义在于，资本主义的根基正在被瓦解。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辩证法，早期资本主义阶级结构解体的同时，在“旧”社会阶级的分解

产物中出现了新的社会结构要素的原型，这恰恰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引

起的。

上述变革的起点始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福利国家的形

成过程。经济领域中“中心”社会生产部门需要人类创造力的广泛使用。生产

力系统中的“秩序”重建形成了接受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50％以上）的

群众阶层，即最具有创造能力的社会阶层。世纪之交物质生产技术的线性进步

已经放慢了一段时间，并且主要集中在信息和电信技术领域，当前正形成着向

新技术结构乃至新工业革命过渡的可能趋势。资本主义半个世纪以来的创造性

革命过程导致了生产关系体系的深刻变化：从 20 世纪下半叶开始，发达国家

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在创造性公共领域工作，从国家预算、非政府组织

等公共支出获得收入，作为过渡关系的后资本主义要素在市场资本主义体系的

框架内开始形成，包括免费教育、医疗保健等领域。晚期资本主义的新自由

主义阶段放松管制和去社会化已经逆转，导致曾经活跃的公共部门发生重大

A  Бузгалин А. В., Колганов А. 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позднего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от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и буржуазии к прекариату и креативному классу?,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9, №.1.



183

转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旨在分析生产力变化的最明显后果之一，即所

谓“创造阶级”或“创意阶层”的起源及其社会异质性的真正基础。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双重维度的结合分离出了三个主要领域：一是物质生产领域，创造直

接用于生产资料和人类物质生活再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包括生产资料（基础设

施）、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二是创造领域，在自身劳动内容的创造过程中，生

产出文化现象和个人素质（教育、科学、艺术等）；三是为技术和人类素质的

进步创造条件，解决社会、环境和人道主义问题。社会阶级之间的边界被打

破、扩散和重组，社会结构变得复杂，形成了社会转型时空中的特定规律。创

造阶层的统一特质在于拥有相当高的教育水平，传统被称为知识分子，现在则

被称为“智力劳动者”，并且在收入水平、对现实公共利益或私人利益的衡量、

现金收益最大化或人际关系等方面由于不同的需求发生了深刻的分裂。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转变与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的变化相联系。一

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化得以保留，并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另一方面，目前非社

会化的普遍趋势导致大量劳动力被排除在公共部门之外，同时又不再拥有传统

工业社会的就业机会，晚期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结果在于，推动人类素质提高

和生产力进步的积极潜力日益穷竭，而正是这种力量塑造了古典资本主义的无

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创造阶层的自由劳动，即自由选择自己的活动方式与自我实现领域，并

且在劳动过程中是自由的（不受物质因素或官僚体制约束），解决了人们对于

劳动内容和形式的自主性需求，同时克服了有偿劳动和私营企业狭窄框架之间

的矛盾。困难在于上述矛盾的克服是有前提的，这一阶层的极端异质性体现

在，需要真正成为没有任何客观社会条件限制和劳动保障的自由劳动主体，而

且它的边界是模糊的、分散的，这由于公共部门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市场结构中

处于过渡地位。作为公共领域对于社会而言是免费的；而部分公共部门却需要

进入市场运作的商业化进程。因此，公共部门的工人结合了社会主义社会和资

本主义社会其他阶级（雇用的工人、小资产阶级，有时甚至是资产阶级）的特

征。就此而言，有必要将其作为边界弥散的阶级类型来讨论。

教育、卫生保健、科学、艺术、生态保护和社会工作从业者在经济体系

中的地位构成了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阶层，他们的外层是

从事增殖劳动的公共部门工人，再外是在商业公共企业中受雇的创造性工作

者。社会主义核心阶层的特征在于：创造性要素在劳动内容中更加重要，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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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私营部门相比通常较少、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程度更高、团结更紧密、竞争

力更低，未来的无产阶级正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形成的，具有过渡性质。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概念在深入分析资本主义本质及其现实逻辑方面具有

特殊地位。在日益复杂的世界秩序中帝国的支配性权力关系更加显著，资本能

够灵活地应对信息和技术革命，将其成就转化为优势，在公共生活各个领域进

行创新。《知识经济和资本主义：对马克思的现代解读》一文在上述背景下讨

论了利润的两个关键性问题，其一涉及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其二涉及社

会财富分配制度的演变，上述两个方面在早期工业时代作为革命因素的萌芽同

样发挥作用。

如何理解科学的生产性运用？资本主义螺旋式辩证运动的最后一个环节

是个人真正占有全部社会财富，马克思关于工人劳动内容和性质转变的判断，

与其退出直接生产过程的方式有关，是由科学成为生产力而引起的。生产和财

富的主要基础不是工人所直接从事的劳动，而是他所占有的普遍社会生产力，

对于自然的理解和支配程度恰恰在于人是社会有机体，即作为社会中的个体的

发展。“资本主义”的逻辑可以追溯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马克思明

确地将资本主义的衰落与革命因素的发展勾连起来，关于生产的社会性质与私

人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矛盾这一判断同样得到了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古典

政治经济学的传统理论工具甚至新古典自由主义，无法超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

义发展趋势的研究方法：首先，普遍知识被把握为某种经济关系的范畴；其次，

由于科学技术要素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广泛传播和使用，个体无法限制“普遍知

识”体系形成和演化，进而出现了普遍知识的社会化使用与个体占有形式之间

的矛盾。马克思认为，商品形式并非社会经济组织中唯一的交换形式。即使在

异化前提下也应该区分人类活动的内部生产交换与人类产品的外部交换，在后

来的《手稿》中马克思作出了同样的判断，但形式有所扩展，并指出在生产过

程中发生的工人活动和能力的交换，直接进入生产并构成生产的基本内容。在

生产活动（知识和技能）的交流之外，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内部的合作机制，

因此，工人克服了个人界限，并发展了他的潜能。普遍的人类能力作为知识发

展的源泉，并不受到资本主义（或其他社会性质）合作框架的限制，个人对于

普遍知识的占用和发展方式是由历史进程决定的，取决于劳动的性质和内容、

教育水平、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程度等。

如何理解知识经济的社会基础？在全球信息网络形成和知识经济兴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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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知识经济”日益取代后工业、信息经济、创新经济等概念，垄断建立

了对经济体系、信息和知识的获取途径，资本对于吸收全球互动信息网络空间

中知识的个人和组织兴趣增加，并为其提供技术上的支持：一方面企业资源发

生转移，对雇佣工人的依赖减弱；另一方面资本总霸权全球扩张，对于大型跨

国资本的依赖性增强。现代经济学承认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重要性，但依然以

传统工业资本主义的理论构架和思想棱镜评估和解释上述变化。在后工业及其

相关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研究中，技术工程学方法仅仅将信息和知识置于研究

中心，这一超出社会关系及其历史进程的抽象立场无法作用于社会经济结构的

理论重建。对于任何资源（或产品）的阐释，都需要揭示出适应其发展的经济

形式及其社会规定。后工业社会转向不能仅仅归因于环境或技术的结合，其产

生于人们创造性活动的积累，尤其语言、知识、技能、信息、创新等，建立在

人类社会的普遍交往与发展形式基础之上。

信息领域中的技术革新形成了普遍市场，这不仅意味着区域一体化，而

且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任何规模的市场都是可能的和现实的。马克思揭示

了市场关系的深层逻辑，即个体劳动的内容是由社会交往所决定的。然而，从

现代经济学角度来看，生产性社会联系是在私有生产者的特定劳动中实现的，

私有生产者对于信息环境的透明度有较高需求，这意味着共同利益形成的必要

性和可能性。然而，社会共同利益并不构成私人生产的根本动机，而仅仅隐匿

于个人利益之后。以终身学习模式处于知识经济中的个人、全球信息传播的参

与者更为清晰地意识到，自身的生产力是通过利用和转移公共创造潜能来实现

的，在社会化合作的经济体系中进行个体生产、转移和使用普遍生产力，构成

了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来源。因此，就历史和逻辑而言，知识经济是集

体生产的初级形式。集体生产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形式贯穿于全部人类历史进

程。在集体生产中的交换活动需要以信息形式传播知识和技能，这一实时交流

既使个人的活动能力得到平衡和区分，又在个体间对于信息的感知、传播和解

释过程中创造新的知识，有助于社会生产力的形成和创造性发展，这是集体

劳动的固有属性和特定结果，正在这一形式中实现了集体劳动参与者的社会

联系。

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使用价值）的生产是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两

个方面，一是具体的社会劳动，二是局部的、功能性的劳动结果，体现了与工

人活动的分离，具有抽象性，具体的社会劳动否定了这一分离，个人成为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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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体现了集体生产条件下劳动的二重性。借助于信息和技术革命，这一

具体社会劳动作为初始形式有可能发展成为普遍的生产力系统。在此基础上，

我们把握了普遍人类文化中尚未被物化的形式，即科学知识，与传统生产要素

相比，其不局限于空间，流动性强且不断变化。因此，对于作为财产形式的知

识进行占有和买卖是不可行的，这并不意味着普遍的生产力存在于市场环境之

外，将知识产权与普遍的生产力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在后工业时代，交互模式

是由全球信息网络主导的，晚期工业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国际社会控制公共信息并介入社会生活的能力，以及使这些力量真正得以普

遍化的程度，这恰恰与社会的两极分化以及国际间的帝国权力取向相冲突。马

克思虽然没有专门讨论知识经济，但是他的思想方法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现代社

会经济现象和趋势。

四、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反思

2019 年 5 月 18—19 日在圣彼得堡举办了第三届俄国社会论坛（РСФ-

2019），论坛包括 2 次全体会议和 20 个研讨会、圆桌会议，主要关注俄罗斯以

及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来自 5 个国家的 300 多位学者与社会活

动家参加了本次论坛。布兹加林作为主要组织者强调，该论坛旨在探索俄罗斯

争取社会正义、人权、自由以及真正民主的可能性。瓦西里耶夫与布兹加林主

持了以“团结，自由，正义，发展”为主题的圆桌会议，西里尔认为本论坛对

于彼得堡人民来说，体现了对公民运动发展的高度责任感；俄罗斯经济停滞与

反社会政策有关，而反社会政策是政治权利和自由受到限制的结果，如果不改

变政治路线，俄罗斯就没有未来。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任格林伯格分析

了苏联时期的治理错误，指出俄罗斯处于边缘资本主义地位这一迫切现实，当

前主要任务在于探索自由与正义的最佳结合方式，推进左翼联盟；圣彼得堡立

法议会副主席奥尔加·阿尔希波诺夫娜·科杜诺娃指出，苏联社会主义所取得

的成就与俄罗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科学与其他领域遭到的破坏之间存在

着鲜明对比，只有当前道路向“左转”才能实现俄罗斯发展。马克西姆·雷兹

尼克认为，当前俄罗斯需要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并提出具体主张，左翼需要团

结一致，找到共同目标与立场。康斯坦丁·塞米指出，当今问题在于人们对自

己的命运和国家的未来漠不关心，有必要唤醒公众意识。在过去的一年中，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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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上出现了众多向青年传播左翼思想的平台，成为推动下一步行动的重要基

础。民间社会与人权发展理事会成员安德烈·巴布什金认为，一个国家的左翼

运动如果没有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那么这个国家将停止发展。左翼力量的分

裂是危险的，俄罗斯正日益向上个世纪倒退。圆桌会议强调，只有公共组织的

联合活动才能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同时解决环境保护和人道主义问题，确

保社会正义与自由，保护妇女权利和保护人权，将教育作为社会进步的基础。

与会者就俄罗斯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展开了研讨会和圆桌会议：“人的经济”发

展草案；“现代媒体”；“社会运动与左翼政治组织的互动问题：俄罗斯与世界经

验”；“为保护和发展科学、教育、文化而奋斗”；“俄罗斯政治的保守性及其对

俄罗斯妇女社会经济和生育权利的威胁”；“工会组织：理论与实践，工会与社

会运动的互动”；“后苏联政治与社会经济进程：左翼的作用和能力”；“教育：公

众对权力的影响机制”。

《苏联哲学的主要矛盾：黑格尔的预言与苏联哲学的命运》俄罗斯当代学

者通过黑格尔辩证法反思苏联哲学的著作。A 黑格尔确信他的哲学标志着全部

哲学的终结，而经典马克思主义完全认同这一点，具有开放性的黑格尔辩证法

不仅是每位科学家的思维方式，而且构成了具有自我意识的无产阶级的思维方

式。为什么在苏联没有实现并达到这一目标？为什么在苏联哲学没有作为一门

独立的科学而消失？而苏联却消失了。这些事实之间有什么联系？苏联哲学中

的哪些现象预示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它的成就在今天具有什么意义？该著作力

图向读者呈现苏联哲学与苏联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之间的内在关联，包括如下主

题：“对于哲学前所未有的需求”；“反对流行观念”；“是什么决定了苏联哲学的

发展”；“为什么苏联哲学不符合期望”；“物理学与哲学”；“哲学与控制论”；“反

对立场”；“主要环节”。

斯拉文探讨了“十月革命”的意义和历史教训，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及其

理想的革命性。B斯拉文详细展示了无产阶级革命与苏联现代神话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政府强调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性及其传统在公民教育中的作用；另一

方面，它取消了革命纪念日，错误地解释十月革命，扭曲了苏维埃文化的人文

A  Пихорович В. Д., Основно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е совет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Предсказание Гегеля 
и судьба философии в СССР, URSS, 2019.

B  Славин Б. Ф., О значении Октября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сти К. Маркса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по 
поводу юбилейных дискуссий）,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20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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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精神和大众性。近年来的两个重要纪念活动，即十月革命胜利与哲学家、

革命家卡尔·马克思诞辰，使人们对社会历史有了真正的科学认识，尽管存在

向过去的退缩，历史仍然走向新的非剥削社会，即马克思所谓的“社会主义”、

“自由王国”、“共产主义”、“实践的”或“真正的人道主义”，马克思将共产主

义的现实运动与资本主义的革命性转变在这一社会基础中统一起来。现任俄罗

斯总统普京在 2018 年 12 月 20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绝对不可能在俄罗斯

恢复社会主义。全世界在热烈庆祝十月革命胜利 100 周年，特别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俄罗斯社会科学与公共政治讨论不可能对此保持沉默。在诸多出版

物和讨论平台上表达了对十月革命性质和意义的观点。

当今贬低或否定十月革命在俄国和世界历史中的作用和意义、将其作为

社会有机体发展“反常现象”的论调甚嚣尘上。实际上，革命的性质并非激进

布尔什维克的政变，而是统治阶级的权力改变，是在广大人民参与下深刻的社

会政治变革。政变只会导致统治精英的变化，十月革命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规

模最大的革命。完全证实了列宁的判断，参与这场伟大革命的是整个社会阶

级，是专业的革命者或共产主义者，以及广大的工人群众。这场真正的社会大

规模革命，首次使工人、农民和士兵等社会底层登上历史舞台，构成了十月革

命根本的和持久的历史意义。作为推动人类历史的引擎，这场革命为社会主义

诞生做出了贡献，消除了封建制度残余，破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基础。在

其影响下，德国、匈牙利、意大利、西班牙、中国、越南和古巴发生了革命。

十月革命标志殖民体系的瓦解，其国际主义引导了全世界反法西斯运动。

关于十月革命性质的讨论尚未平息，尤其在左翼组织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之间，即十月革命的特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普列汉

诺夫和孟什维克认为，这场革命是列宁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

者”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第一，在技术、经济和社会领域，俄国尚

未真正创造出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第二，俄国当时所处的经济和社会政治

条件，尤其是战争的影响，使俄罗斯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

工人阶级与农民联盟夺取了苏维埃政权。列宁指出，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特征

是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自身纲领中提出的最终目标以及苏联政府在经济、社

会、政治和文化领域中的具体目标所决定的。与 18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不

同，20 世纪俄国资产阶级早已成为反动阶级，与地主联合起来反对工农联盟。

列宁认为，孟什维克不了解十月革命的过渡性质，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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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关系的辩证法”。

临时资产阶级政府软弱无力、不想解决当时俄国两个最尖锐的问题：给农

民土地与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社会革命爆发的普遍定律在于：如果当权者无

法解决积累起来的严峻问题，革命总会发生。农民和工人成为十月革命的主要

创造者，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如果二月革命将土地交给了农民，十月革命就不

可能发生，临时政府永远无法将土地交给农民。布尔什维克的历史经验非常具

有启发性，尤其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国家计划经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被认

为是强制性的，然而关于这项政策的解释并不完整，掩盖了其明显的乌托邦性

质，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对这一错误的纠正，即重新认识混合经济的首要地

位，其实质在于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小规模生产和私人资本主义之间的

结构之争。在落后国家，如果不掌握市场和贸易就无法迈向社会主义，承认市

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经济手段，不仅取决于当时苏联的内部条件，而且还

受制于恶劣的外部条件。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不能实现对市场关系

的完全控制，就无法赢得与世界资本的竞争。斯拉文认为，市场经济实现方式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已成为战略问题，而不仅仅是战术问题，中国在这一

方面比俄罗斯更为成功。用领导人的意志代替“人民生活的创造力”、与人民

群众分离，是苏联溃败的重要原因。今天，在俄罗斯专制政权明显加强的条件

下，将社会主义理想与工人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战略任务被再次提示出来，俄罗

斯政治前景的未来取决于左翼力量能否解决这一问题。

俄罗斯资本主义国家转轨后，经历了“休克疗法”政策的艰难时期以及“私

有化”阶段，导致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分化、腐败、失业等问题。2008 年全

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俄罗斯依附型资本主义的弊端，私人垄断资本与国家之

间竞争激烈、种族区域冲突加剧、出现了国家恐怖主义和大规模移民、人民生

活水平普遍下降，上述矛盾冲突决定了俄罗斯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未来前景。很

多俄罗斯人开始探讨平等和正义问题，据社会学家调查，60％的俄罗斯人认为

苏联时代比后苏联时代更加公平。

在俄罗斯乃至当今世界，公众对马克思及其《资本论》的兴趣急剧增加。

马克思思想及其关于人类未来和俄罗斯发展前景的判断成为重要议题。第二版

《共产党宣言》序言指出：“如果说俄国革命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二者

相辅相成，那么现代俄国争取土地所有权的斗争将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上述观念在 21 世纪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表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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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教条或公式，不能将其简化为“超历史的”观念，即五大社会形态的线

性演进。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历史命运深层逻辑的判断建立在关于劳动活动辩

证发展的基础之上，劳动以原始共产主义的形式在先前社会中发展起来，首先

导致了劳动分工和私有财产的形成，继而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对抗性矛盾和异

化状况。社会主义革命开启了扬弃劳动分工和异化的漫长过程，马克思将共产

主义社会确立为“真正的人本主义”的诞生，向这一社会的过渡是通过“在资

本框架内否定资本”来实现的。然而在斯拉文看来，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向其对

立面转化的进化论解释，在不考虑现实的革命因素的前提下是肤浅的。现代社

会生活的主要困境在于“社会主义还是人类毁灭”？然而作为政治家的马克思

与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之间的矛盾是不可忽视的，作为哲学家，马克思清楚地

预判革命爆发和社会主义实现的必然性，但作为政治家，马克思错误地估计了

暴力革命的时机。

对于革命传统的歪曲解释是野蛮的体现，这一态度加强了俄罗斯社会意

识形态的矛盾。当今政府大谈特谈爱国主义的重要性以及历史传统对于年轻人

的教育作用，而无视十月革命及其记忆，拒绝承认这场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与

苏联文化的独特性质。现代社会生产力和互联网发展的客观进程、社会主义国

家的成就与困难，工人在争取自由、平等和社会正义的全球斗争中所体现的国

际团结，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想的当代性，与反动思想的斗争，是当前左翼组

织和民主力量的重要任务之一。

《精神与思想环境及其在历史中的作用》A 一文指出，20 世纪历史进程主

要是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发展、对立决定的，当前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影响

力都大大减弱了。21 世纪初意识形态领域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社会主

义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为解决时代症候性问题提供方案。

21 世纪初的标志性特征在于地缘政治—经济领域新势力不断增长，西方

与非西方两极势力格局弱化以及多极世界形成，非西方国家积极要求对全球资

源和财富进行重新分配。然而，权力中心的形成及其运作方式与 20 世纪初帝

国主义阶段存在巨大差异，尤其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由于生产效率提高，降

低了劳动力成本以及对基本生存资料的需求，追求财富不再构成绝对目的。“亚

A  Волконский В. А., Духовно-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установки и их роль в истори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201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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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生产方式”的国家影响力日益增强，在这些国家经济利益和市场竞争并不构

成推动历史进程的主要因素，自由主义所强调的个人价值正在失去效力。

作为两大对立阶级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人口中所占份额正在迅速下

降。20 世纪初大多数国家因阶级斗争而导致社会分裂，国家隶属于统治阶级。

21 世纪初国家的独立性与作用增强，国内经济与政治以及国际间的矛盾凸显，

领导精英的任务在于确保经济增长、加强社会治理和国家主权。在俄罗斯和中

国的历史进程中，繁荣与发展取决于强大的国家。国家在东亚地区一直扮演着

重要角色。困难性在于：如何形成合作而非对抗关系的新世界格局？西方世界

观以“自由意志”为核心，建构世界秩序、法律以及文明形式，征服并统治世

界。东正教世界观具有和平主义的精神—心理基础，承认普遍的内在道德法

则，个体自我被包容在整体之中，坚信既定传统或神性智慧是最好的秩序，俄

罗斯东正教文化尚未发展出抽象的外部形式，精神和意识形态因素具有内在约

束力。为了使社会生活抽象化，西方文化遵循外在的法律条文与实用主义价值

观，真理只涉及经验事实，而不包含价值维度，东方文明（俄罗斯东正教）的

深层精神特质可以成为发展多极世界的意识形态基础。

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必须以某种方式对未来的可能性作出价值判

断和选择，虽然历史经验不能证明一个理想社会建立的必然性，但是为改造现

实而展开斗争将会推动社会进步，尤其促进人类精神、道德以及意识形态的发

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巨大的优越性。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是一个全球精

神衰落、文明内部分裂以及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需要对现有经济和社会结构

展开批判性审查。

21 世纪以来，左翼阵营致力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揭示资本主义与人类

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冲突，要求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与结构框架进行重组。

学者们认为，金融投机活动导致了实体部门的停滞和衰退，前所未有的财富不

平等和精英过度消费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

质与市场全球化进程，建立在市场体系基础上的民主结构日益扭曲，其实际功

能与社会“理想”不断偏离。长期垄断趋势限制了纠正“扭曲”竞争性市场的

组织力量（如工会、政府等）。金融—货币体系（证券、衍生工具和其他价值

符号）和信息（信息转换的管理流程和过程机制）处于主导地位。克服日益严

重的不平等需要诉诸国家力量。

20 世纪社会主义形成了明显不同的两个发展趋势，即欧洲社会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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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苏维埃社会主义。21 世纪初，东亚进入了地缘政治—经济领域，中国共产

党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表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多极化世界，社会主

义并非唯一的概念原则和观念体系，而是包含特殊文明性质的差异体系：苏联

社会主义、欧洲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如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

要思想是走向人类统一、消除阶级对立、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命运，只有

作为有差异的统一体，这一团结才具有现实性，因此需要将文明理论纳入马克

思主义历史科学之中。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转变，同样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更新。皮蒂里姆·索罗金强调了建立统一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即将资本主义

和社会主义的积极方面结合起来，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可能实现俄罗斯历

史的完整性，有助于加强与中国的同盟关系。

《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定》一文在分析苏联经验的基

础上，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某些错误立场。A 一是将社会主义条件下

废除商品生产和货币，作为瓦解私有制社会的必要环节；二是建立无产阶级专

政，作为过渡状态的国家；三是减少阶级和社会差异；四是依循资本主义社会

阶级结构，对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进行简化的构想。然而上述立场是与辩证法

相矛盾的，俄罗斯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尝试和牺牲，应该从这些经验中获得

必要的教训。

1917 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原则和纲

领中包含着空想的性质，缺乏马克思的辩证法环节。历史经验表明，通过国有

企业形式消灭私有财产、制定包容性计划不能克服各部门之间的经济隔阂，需

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维持商品货币关系。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从一种所

有权形式到另一种所有权形式的转变中，整体（社会）利益与其部分（阶级、

企业或个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完全消除。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为了实现经济优势和阶级利益需要执行调节和管理职

能，需要专业知识和政治经验。因此，国家机构管理人员不能长期处于无产阶

级队伍中，不可避免地具有特殊利益，这与无产阶级和整个社会的利益都产生

了矛盾。长期以来，由于革命暴力夺权，民主机制尚未全面启动，因此，无产

阶级专政的概念包含了深刻矛盾，导致其发展成为对自身本质的否定，导致将

A  Эпштейн Д. Б., О некоторых положениях теории социализма и коммунизма К. 
Маркса,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20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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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转移到一个集中的、不受控制的垄断机构。整体和部分、社会与个人之

间、社会与其管理机构之间的矛盾在过渡时期或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在

关于国家消亡的判断中，包含着社会整体和部分之间矛盾的乌托邦式表达。

苏联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指导下废除商品和货币关系、向直接产品交换

的过渡失败了，其非辩证性质体现为“简单否定”和“去除”。辩证法要求“从

抽象上升到具体”，即在研究中将纯粹的抽象提升为复杂的现实，与处于动态

结构中的复杂经济现实关系相比，“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生产”仅

仅是一个抽象的出发点，在这一抽象的框架中，无法通过对社会生产某些参数

的人为设计及其在生产者之间的简单配置来代替现实的复杂系统。辩证法要求

分析现象或事物的“内部矛盾倾向（和方面）”以及回到作为实体性内容的社

会本身。在公有制前提下，个人利益会凝聚，但不会消失。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的内部矛盾存在于公共利益和个人（工人）利益之间。

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需要坚持两个主要的治理和监管原则：国家的活动

体现社会利益，工人的活动寻求将特殊利益与社会利益结合，实现上述双重统

一的相关论述源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所指出的按劳分配方式

依然需要通过商品交换和货币关系实现，国家通过社会和经济的民主化管理，

提高了工人在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阶级结构的简化图式依然是非辩证的，一党垄

断或一种意识形态权力的统治，无法在现实中克服官僚机构（国家机器）与无

产阶级（包括所有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变成了纯粹

的理论抽象，绝大多数工人无法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工人参与地方管理的程度

并未发生改变，甚至国家权力机构中的工人比例没有得到提高。因此，必须通

过自治团体活动以及工人参与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生活管理，克服治理体系僵

化的弊端。社会结构的简化图示导致了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民主的错误结

论。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党和国家权力的官僚化。

布兹加林和科尔加诺夫认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不是在工

业化、而是在后工业时代实现的。劳动性质不是增殖劳动，而是创造劳动。这

一出发点提供一个新的维度，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

矛盾。同时，由于创造劳动本身，也克服了为社会整体而牺牲个人利益的问

题，但是仍然要考虑 20 世纪苏联的教训，对革命行动理论进行修正。

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推动了一系列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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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生产社会化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强大动力，是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创

造劳动在扬弃资本主义的前提下自觉地发展起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

方案正是建立在生产社会化过程之中。因此，在保障工人权力的基础上，将具

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工业企业国有化，将计划与经济民主化相结合，恢复和发展

民主参与，是反对官僚化的最有效方式。在落后国家过渡方案的首次尝试中，

苏联初期采取了破坏商品生产关系和私有财产的极端形式，而非将市场经济与

国家管理相结合辩证综合。

《后苏联时代私有财产的辩证法》一文指出，理解私有财产—公共财产之

间的辩证关系，是把握社会正义与经济效率关系的核心问题。积极所有权的基

础在于，剩余价值的来源并非生产者的劳动，而是积累起来的社会劳动。生产

资料所有者占有剩余价值的权利 A 与自然法相悖。

共产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是剩余价值理论，工人的活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来

源。根据自然法，劳动者不仅是其劳动力的合法所有者，而且是剩余价值的合

法所有者。剥削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消灭私有财产”和“无

产阶级专政”成为苏联时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核心思想。苏维埃政权废除了私

有财产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剥削在形式上失去了法律依据。然而，

目前必须寻求新的革命方案，将剩余价值的性质定义为积极的财产所有权，从

而实现社会正义与经济效率的结合。剩余价值的性质及其来源在于：第一，工

人的专业化能力和高级知识技能，是社会其他成员（科学家、教师等）劳动活

动的结果；第二，生产工具或技术是工程师、科学家、工人劳动的产物；第三，

组织与分工建立在企业家、管理人员劳动的基础上。因此，剩余价值并非由直

接生产者的活劳动所创造，而是社会所有成员包括生产者本人的劳动所创造和

积累起来的。活劳动只是过去劳动潜能的“驱动引擎”，任何生产资料的所有

者和生产者（无产阶级）都无法直接占有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属于社会全体成

员。就此而言，相对于剩余价值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案在于变革国民收入的分

配原则，即实施“按需分配”原则，承认多种所有制（个人、家庭、集体、合

作社、国家）的合法性基础。

A  Пунтус В. 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ая диалектика част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20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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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

近年来，俄罗斯学界高度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所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一方面在如何超越资本逻辑、实现非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道路问题上展开

中、俄经验的比较研究，探索 21 世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多样性与现实性；另

一方面基于社会结构的多重因素分析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所取得的经济成就

及其原因，探索如何基于社会发展建立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关系。本

部分旨在客观梳理当今俄罗斯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理论成果，深

入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特定民族国家历史性实践相结合的不同路径及其具体化方

式，呈现俄罗斯学界把握中国经验的独特视域与问题意识。

在当代俄罗斯左翼学者中，舍普琴科始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持高度

关注，并且将中国经验置于资本逻辑全球化背景下 21 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整

体趋势之中，分析其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通过中俄经验的比较形成了系统

化的研究成果。近年发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当代

中国对俄罗斯及其他国家文明的历史借鉴意义》、《俄罗斯发展选择现代化之路

还是民族之路？》、《21 世纪视域中的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等多篇文章。舍普

琴科认为，将真正的社会主义仅仅界定为从高度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成长起来

的（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一欧洲中心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解释模式的

普遍性正被中国经验所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近年来在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有必要深入研究中国作为非西方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主要途径，即“21 世纪社会主义”。

在 20 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诸多学者讨论了非西方国家（主要是东方国

家）从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结构的转型，这一转型的主要

困难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独特性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外生性，构成了转

型过程不可逾越的障碍，而这一根本性问题对于不同民族国家而言，在表现形

式上具有显著差异。或言之，对于非西方的大部分文明国家而言，前资本主义

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将持续构成非资本主义（非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

成和发展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基础，外生性现代化转型之路的成功，恰恰在于能

够从根本上抓住这一关键性矛盾，并依循自身的历史性实践避免传统与现代的

断裂。舍普琴科依循上述分析逻辑指出，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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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改革开始，中国便已经逐渐修正其对于历史经验的态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实

践的自主性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意味着不断将摸索性经验上

升为国家发展的科学指导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民族（文明）特殊性与社会主义实践的融合，这种

结合今天具有历史合理性，即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同时，恢复被西方国家殖民

扩张所中断的自身历史发展进程，这一同步展开的双向进程相互嵌入、彼此支

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够将历史性与未来性共同植根于坚实而广阔的

时空坐标之中，在获得自身文明资源滋养的同时，积极展开对外学习。对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认识（把握自身道路的必然性）的追求，引领中国领导者

在整体上开创了国家的科学发展观，这些发展理念由中国道路的历史性实践规

定自身并获得现实性与革命性，能够通过对民众意识形态的有效整合，有力地

贯彻于社会变革的具体进程中，积极发挥传统价值观弥合市场经济所导致的社

会断裂，在自身的实践探索过程中积极占有传统质素和吸纳外来成果、不断进

行自我革新与自我调整，从而形成对社会有机体各个部分、各个要素的巨大统

摄力与创造力。

舍普琴科反对当今一些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判断，俄罗

斯学界大部分学者认为并相信，中国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意义

上，它是前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质的混合社会。现代中国已经走上了不断完善

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被看作过渡性质的社会，社会主

义向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的过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推进这一道路的成功示范。就此而言，根据中国经验分析 20 世纪俄罗斯的历

史经验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百年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还是现阶段的积极改

革，都未能使俄罗斯真正进入“现代社会”，目前的发展战略正使俄罗斯沿着

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社会—经济形式前进。因此，关键问题在于两度遭遇西方资

本主义之后，俄罗斯能否朝向依循自身民族道路所开启的未来方向发展。舍

普琴科指出，20 世纪初的俄罗斯帝国不能够按照西方模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

十月革命使俄国摆脱了沦为附属的、落后的外围资本主义国家，即西方殖民地

原材料的可靠来源的命运。中国学者给予十月革命以世界历史意义的评价，肯

定十月革命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与现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之间具有紧

密关联，将十月革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里程碑，俄罗斯学界应该重视并

重申这一关联的重要性，而不是将十月革命作为二月革命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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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献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的态度不仅是积极的，而且

也是重要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意识到，苏联共产党将苏联模式强加于其他

国家（包括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政党关系中导致了严重的困难和矛盾。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苏联共产党的崩溃、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及现实社会主义的瓦

解持消极的评价立场，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已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

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开辟了非西方国家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社会

主义的（非资本主义的）、现实的可能性。舍普琴科认为，俄罗斯在这一方向

上出现了历史的中断，呈现出经由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迂回运动。在革命的上

升阶段，列宁试图采取军事共产主义模式，然而以失败告终。列宁在 1921 年

提出新经济政策是其社会主义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具体体现，苏联走上了非

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然而 20 世纪 20 年代关于苏联如何实现现代化争论的核

心问题仍然存在。从列宁的观点出发，新经济政策主要的、决定性的任务是要

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农业经济之间的联结。这一判断非常接近民粹主义者

发展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精神，即逐步发展农村村社、农村的土地生产关系与手

工生产，将工业现代化建立在传统俄国农村公社改造的基础上。但是历史并没

有给予苏联放慢脚步、同步发展、联结传统与现代的机会。从全球形势、热月

政变危机的视角来看，无产阶级政权的蜕化迫于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上获得的

巨大成功，资产阶级集团快速增长，旨在夺取政治权力。俄罗斯正遭受损失十

月革命全部成果的威胁，在欧洲国家革命积极性跌落的情形下，返回到依附性

和欠发达的资本主义道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苏联的侵略性不断增长。很

明显，在这种具体—历史条件下与资本主义经验脱离、无产阶级政权与群众革

命热情之间相对立都是不可避免的。

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极端条件下，斯大林依照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容

与反资本主义的形式，实行极端变异的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实践。新经济政策

阶段与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阶段，作为苏联（俄罗斯）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形

成的主要环节自然地没有受到限制。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与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

经济恢复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模式已经显示出高效率和可靠性。特殊形势不

断累积，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与实践在动员时期结束之后，确切说

是在斯大林死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由此开始了克服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运

动，这一运动在当时被直接解释为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开端。

舍普琴科在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比较中苏道路历史处境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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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认为，需要对十月革命、苏联社会主义的意义和价值进行重新评价，包

括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具体而言，俄罗斯学界需要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思想中的有效方案。首先，克服与历史传统分离，并回到它的根基处。社会主

义在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都需要依循自身稳固的历史根源与社会基础，包括物

质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社会心态。其次，

不仅重新建构与过去历史的关系，同时也包括与西方资本主义、金融—银行体

系和市场经济机制之间的关系。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巨大活力，加速进入社会

主义文明轨道。最后，正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态度，现实生活的显著变化促成

了对未来伟大目标的坚定信念。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给出了具体的范

例，需要在上述综合体中成功地解决理论任务，在此基础上建立有效的、适用

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的全部深度和历史意义上领会其实质。意识形态将三

个重要的、彼此关联的问题——对待历史传统的态度、对待现代资本主义成就

的态度、人民的日常生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在总体性方案中整合在

一起。意识形态将历史传统与科学社会主义目标结合成统一整体，即中国人的

日常生活及其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和目标的认同、对资本主义价值观在公民个体

与共同体生活中有限性的自觉。

在分析中国经验的基础上，舍普琴科认为苏联改革的失败在于没有切合

实际找到解决国家困境、理解人民日常生活以及满足人民需求的现实路径。苏

联在 20 世纪 30 年代改革期间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在于，是否保存并延续十月

革命的理想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一致性的指导思想，然而在俄共领导人内

部却出现了不一致甚至全盘否定，而在这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在国家发展的整

体指导思想上是内在一致和连贯的。苏联这一阶段所有的严重错误，应该分别

讨论。第一，斯大林在确立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形式之后，20 世纪 30 年

代中期试图恢复国家的历史传统。第二，斯大林作为革命的政治家，的确从一

开始就拒绝资本主义道路，但这并不是最佳立场，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俄

罗斯文明的特点。斯大林以政治实践创建了有效动员的计划经济类型，其基

本上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分析斯大林主义经济类型及其改革尝

试——最具争议的问题在于这一国家的社会思想。应该说，赫鲁晓夫实验和柯

西金改革在所有争议中不能仅仅看作是对斯大林经济模式的瓦解和破坏。另

外，政治家和学者并未同时找到解决国家需求的最佳方案。第三，未来的革命

目标忽视独立个体的日常生活，如果关注苏联人民的精神财富，就应拒绝对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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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主义时代的人民生活做简单化评价。不理解俄罗斯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即

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所开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所有困难，导致了苏联

的严重危机，这些危机能够在不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被克服。然而，根

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进行分析，显而易见的是，当时苏联所有的目标和改

革“设计师”的承诺在理论上是不完备的。

舍普琴科认为，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表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在更广泛

的意义上说，对于任何国家而言，社会主义是具有民族性的，是自身的历史传

统、文化特色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解方案的内在结合。中国坚定地选择坚持马

克思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两种不同方式，一种针对发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另一

种针对非西方国家。问题在于，在未来可预见的历史前景中西方能否进入后资

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西方国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

渡的路径被关闭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为证明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概

念的合法性和重要性提供了巨大资源。今天，最大的非西方文明国家（巴西、

印度、伊朗、中国、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更加具有独立性，西方国家的干预

企图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阻力。与中国相比，俄罗斯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道

路原则上对于苏联改革是不可能的。今天，俄罗斯在其现代化观念上不会趋近

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相反会远离它，在未来可预见的前景中使俄罗斯陷入

类似百年前的历史僵局，成为外围的、依附性、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然

而，资本主义不是俄罗斯的历史命运，这在今天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但原则

上，从中国经验中所得到的结论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苏联社会主义。首先，俄

罗斯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模式，需要符合俄罗斯文化、俄罗斯民族心态的基

本特征。尤其是认识宗教在俄罗斯国家发展和现代道德生活形成中的历史作

用，恢复对许多世纪以来历史传统的深入思考，俄罗斯不仅是多民族国家，而

且是与其他文明类型相并列的整体文明形式。

舍普琴科指出，当前的希望在于社会保守思想替代极端自由主义意识形

态开始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可以将其看作以新的、更具俄罗斯特色的方

式复归社会主义思想，俄罗斯将开启复兴社会主义、21 世纪社会主义的创造

性道路。这只有在符合全俄罗斯人民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手段才会发生。是

否摆脱资本主义，在今天远未能够作出抉择。此外，以下情形变得更加复杂，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传统途径与方法并未展露现实的前景，跨国资本通过操纵公

众意识、金钱贿赂、组织颜色革命，阻断了今天世界各地区所有推进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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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尝试。马克思主义者显然缺乏创造力，需要寻求新的路径和方式通达目

标。今天，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路径在于，社会生活领域——政治、社会和文

化——通过各种方式扩大自组织的范围、人们劳动的社会创造力。只有在创造

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世界上大部分文明国家才能够真正寻求有价值

的未来，随着自身的历史发展，他们无疑要解答历史之谜，即具有深厚历史渊

源的文明国家之自我认同的真正实质与精神意义，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今天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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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欧

赵司空

2019 年距离 1989 年刚好三十年，在对这三十年历程的回顾中，我们最多

能够听到有限的乐观的声音。相反，更为普遍的观点认为，过去三十年的东欧

转型失败了，体现为经济仍然落后，自由民主出现倒退，东西欧隔膜加深，东

欧民众越来越感到不满，对于未来看不到希望，从上至下都没有真正的解决方

案或替代性方案。可以说，对过去三十年失败的反思构成了 2019 年东欧知识

界的主要话题，反思的基调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对三十年东欧转型失败的反省：

为什么东欧会出现非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为什么东欧转型所取得的自由、民

主、法治出现了倒退？应该如何重新思考与西欧的关系？为什么工人阶级状况

令人堪忧？……下面，我将通过一些资料来展现 2019 年东欧知识界的反思和

困惑。

一、失望与怀旧

对过去三十年转型的失望，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共产主义时期的怀旧，在

东欧是一种较为流行的情绪。这种情绪虽然不能说直接导致了东欧非自由主义

和民粹主义的出现，但毫无疑问构成了其出现的土壤。

阿乌杰·斯坦库（Eugen Stancu）分析了罗马尼亚的情况。他说，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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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罗马尼亚政治界和公众人物、知识分子都有一种回归正常，即回到两

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阶段的提法。那个时候的罗马尼亚是一个民主国家，经济繁

荣、文化昌盛，与外面世界有广泛联系。但是，作为 1989 年“受害者”的普

通大众却因为漫长的后—共产主义转型，认为相比较“野蛮的资本主义”和“原

始民主”，共产主义体制是较少邪恶的。许多人都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包

括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人们必须为生存机会和身份认同而挣扎。人们开始怀

念家长制统治、稳定等他们在共产主义时期所熟悉的东西。这种情绪和罗马尼

亚在过去 30 年，尤其是加入欧盟后的过去十来年的事实相关。在过去十来年，

几乎有 400 万罗马尼亚人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而离开罗马尼亚去往西欧。1989

年许多罗马尼亚人梦想在自己的国家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今天却逃离该国

去他国寻找更好的生活。与 1989 年的热情和希望相比，今天关于罗马尼亚光

明未来的想象已经消失了。 A

弗洛里安·比伯（Florian Bieber）也指出，东欧最近几十年的特点是转轨

和变革，导致了所谓的“延迟转型疲劳”。这个词反映了对一种似乎永无止尽

的过程的失望。正是这种幻灭感推动了匈牙利的青民盟（Fidesz）和波兰的法

律与公正党（PiS）用非自由主义政治来承诺结束无止境的转轨，以及全面退

出政治。2016 年，只有不到 40％的罗马尼亚人参加了全国选举，只有 13.05％

的斯洛伐克人参加了欧洲议会选举。最后一个选择是退出，就像数百万人东欧

人前往德国、奥地利和爱尔兰。东欧地区大多数欧盟成员国超过 10％的人口

居住在本国之外，大约是西欧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与此同时，尽管前社会主

义政权没有什么值得怀旧的东西，不像更加自由和开放的南斯拉夫，但是在东

欧怀旧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在 2014 年的一项关于共产主义时期对罗马尼

亚有益还是有害的调查中，绝大多数受访的罗马尼亚人认为齐奥塞斯库（Nico-

lae Ceauşescu）发挥了积极作用。弗洛里安·比伯认为，严重的不平等和贫穷

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怀旧情绪如此强烈，正是无休止的转型和危机带来

的不确定性推动了怀旧情绪和对现状的幻灭。持续的危机和无止境的转轨造成

了一种持久的焦虑感，这对自由民主政治具有深远的破坏性。与此同时，后—

社会主义的精英们也没能建立起可以终结所有“后”的政党和国家，未能建立

A  Eugen Stancu, “Beyond Nostalgia”, in Eurozine, 4 Jun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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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一个基于更坚实的东西的社会。 A

二、模仿路径的失败

很多学者指出，东欧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东欧模仿西欧，过去

三十年的经历表明这种模仿路径失败了。

弗洛里安·比伯指出，东欧对西欧的模仿是全面的，包括法律、政党、

机构和经济等方方面面。这种模仿带来了很多问题：其一，欧洲化意味着法律

和机构都必须调试以满足欧盟要求，没有时间去细想这些法律和机构是否适合

本国，而主权只能在欧盟里面才能得到保护，这就导致了主权悖论。其二，直

接从西方国家输入机构和法律是快速建立民主机构的简便途径，但是这也回避

了商议和实验，导致民主模仿。民主模仿主要发生在政党里面。1991 年之后，

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出现了许多政党，大体上看起来像西方同行，有些自称为

自由主义政党，有些称为民主党，还有些称为保守主义政党。一旦这些国家加

入了欧盟，这些政党也就成为欧洲议会的一部分，初看起来，他们“变得欧

洲”了。但这却掩盖了一个事实，即这些政党的大多数所行使的功能和西方同

行非常不同。这些政党很少能够阐明和汇总公民的观点，即便在获得欧盟成员

国身份后其治理国家的能力也非常有限。在某些情况下，该地区的政党仅仅是

职业介绍所，特别是在东南欧，在那里加入政党是在公共行政部门获得工作的

途径。因此，认为欧洲化可以将西方的制度、价值观和政治运作方式转移到中

欧、东欧和东南欧的观点必须受到挑战。 B

斯蒂芬·福尔摩斯（Stephen Holmes）和伊万·克拉斯特夫（Ivan 

Krastev）从集体心理而非意识形态角度来分析东欧出现的非自由主义转向，

他们也认为应该从 1989 年之后东欧对西欧的政治模仿谈起。他们指出，柏林

墙倒后的欧洲不再划分为共产党人和民主党人，而是代之以模仿者和被模仿

者；冷战时期两个敌对的体系转变为同一个自由主义的、西方体系内的道德等

级。在这个道德等级中，模仿者仰视他们的模式，被模仿的模式俯视模仿者。

模仿的过程有不同的称谓：民主化、自由主义化、扩大化、融合、一体化、欧

A  Florian Bieber, “Anxious Europe”, in Eurozine, 19 March 2019.
B  Florian Bieber, “Anxious Europe”, in Eurozine, 19 March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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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化等，但目标很简单。对于后—共产主义的改革者而言，那就是让他们的国

家变得“正常”，也就是变得像西方，西方社会被看作是正常的代名词。模仿

广泛地被理解为通往自由和繁荣的捷径，但是模仿者的生活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不足感、自卑感、依赖感、身份迷失感和非自愿的不真诚感，模仿甚至还能导

致丧失主权的感受。由于模仿所带来的受辱感，加上受到中国经济实力上升的

影响，自由民主和繁荣之间的必然联系消解了。中东欧背离自由主义主要不是

因为它在中东欧国内遭遇了挫折，而是因为它在西方遭遇了失败。例如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败坏了民主促进的理念，2008 年的经济危机导致了对商业精

英和“赌场资本主义”的极度不信任，它们几乎毁灭了世界金融秩序。斯蒂

芬·福尔摩斯和伊万·克拉斯特夫还指出，如果说紧接着 1989 年之后，“正常”

主要在政治上被理解，那么在最近的十年里则主要在文化上被理解。例如对曾

经的波兰人而言，西方社会不同于共产主义体制，它们珍视传统，相信上帝。

但是，波兰人很快发现，西方的“正常”在今天意味着世俗化、多元主义文化

和同性婚姻。随着“正常”逐渐在文化层面被理解，东欧人开始不信任来自西

方的规范，并开始产生抱怨。讽刺的是，东欧现在开始认为它自己是欧洲真正

价值的堡垒。“开放社会”在 1989 年意味着对自由的承诺，例如旅行到西方的

自由。今天，向世界开放则意味着危险而非自由：移民入侵、人口减少、丧失

国家主权。2015 年的移民危机使得这一地区彻底反叛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A

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批评斯蒂芬·福尔摩斯和克拉斯特夫

完全没有提到欧盟历史的关键驱动力是人权。她认为，铁幕的倒塌和欧盟的扩

大得到了人权力量的支持，那时，人权已经不仅仅是政客们的口头承诺，而且

也是全世界各地公民运动的要求。东欧追求的是自由民主，得到的却是新自由

主义经济，是不受控的金融市场。现在东欧应该讨论的不是“模仿的绝对命

令”，而应该是“团结的绝对命令”，以欧盟融合为途径，反对超级资本主义。B

由此可见，阿莱达·阿斯曼并不认为东欧模仿西方民主是错误的，错误在于模

仿自由民主，却得到了新自由主义和不受控的金融市场这个怪胎。

乌尔里克·李伯特（Ulrike Liebert）也不同意克拉斯特夫将欧洲化描述为

东方被迫模仿西方，这就像不平衡的权力关系。他认为，尽管克拉斯特夫的叙

A  Stephen Holmes, Ivan Krastev, “Explaining eastern Europe: Imit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in Eurozine, 6 June 2019.

B  Aleida Assmann, “Go East!” in Eurozine, 6 Jun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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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与广泛的民众情感和话语产生了共鸣，但其倾向于两极化，这又回到了冷战

的逻辑：通过将欧盟描绘成民族国家的敌人，助长了新的东方—西方分裂。在

政治上，民粹主义的新民族主义领导人表现出一种多数主义民主，缺乏法治和

保护少数等自由主义原则；新民族主义的文化反弹旨在创建一个反—多元化、

种族单一的社会；在经济领域，新民族主义倾向于国家保护主义。在国内政治

中，右翼民粹主义者信奉种族民族主义身份，其基础是排外、反伊斯兰主义、

反犹太主义和反女权主义；在国际领域，新民族主义反对多边国际体制，特别

是反对气候变化，反对支持国际人权、国际团结和欧洲人权的运动。欧洲的新

民族主义者寻求建立一种“非自由主义民主”，它掏空了民主。他们反对欧洲

化，目的是将经济全球化与欧盟在法治、基本权利和国际人权以及自由和多元

民主等方面的规范框架相分离。为了保护欧洲公民，必须重振自由的多元民

主。为此，欧洲民主必须得到提升。 A

由此可见，从事实层面看，过去三十年是东欧模仿西欧的过程，这是持

不同观点的人都承认的。差异只存在于价值层面。反对东欧模仿西欧的人认

为，模仿给东欧带来了负面的心理和社会效应，也没有带来经济繁荣和政治清

明，随着被模仿对象自身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呈现出衰落的迹象，东

欧应该停止对西欧的模仿了。不反对东欧模仿西欧的人认为，东欧模仿西欧并

不意味着模仿的是西欧本身，而是模仿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和建制，是人权、

法治、多元民主、国际团结等。不过，后者尚未说出来的言外之意是，曾经的

西欧是能够代表那些价值理念和建制的，是值得成为东欧的模仿对象的。问题

却在于，经过三十年的模仿，东欧人越来越意识到，他们模仿的只是一个幻

象，当这个幻象破灭之后，东欧人希望斩断这个延续了三十年的模仿模式。

三、应该受到指责的自由主义者

在分析东欧为什么会出现非自由主义民主时，很多学者将矛头指向了自

由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者也应该为此负责。

例如，克里斯·汉恩（Chris Hann）认为，匈牙利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

A  Ulrike Liebert, “Divergent narratives: The unfinished adventure of European unification”, 
in Eurozine, 28 March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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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为匈牙利所出现的非自由主义民主负责。他指出，科尔奈（János Kornai）

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由私有化和市场原则主导的非集权化并不能保证体面的、

民主社会，索罗斯比大多数人都更早地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险发出了敏

锐的警告。但是，欧尔班及其政府的非自由主义民主行径表明，诸如“开放社

会”或“公民社会”并不是解决方案，实际上它们意味着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

精英非政府组织的扩散，意味着用英语和外国活跃分子交流。嘎什帕·米克罗

什·托马什（Gáspár Miklós Tamás）是新民粹主义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将之

称为“后—法西斯主义”，但是这种激进的声音很容易就被边缘化。并且，自

由主义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也不能被忽视，有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可能梦想

着克服东欧和西欧之间的历史分裂，结果却是加强了这种分裂，同时还在国内

的城乡之间重新制造了沟壑，这是他们没有能力实践民主政治的结果。 A

自由主义者应该为非自由主义民主的出现负责，这是由于自由主义者的

能力问题，还是思路问题？从克里斯·汉恩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两方面

的问题都存在，而且具有因果关系。能力问题体现为加强了东欧和西欧的分

裂，在国内还制造了城乡隔阂，其原因就在于经济上过度依赖于私有化和市场

原教旨主义，政治上则过度依赖于市民社会和开放社会的建立。其间的逻辑关

联在于，在私有化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思路下，东欧彻底向西欧敞开，快速地

将自身置于全球经济链的底端，成为西欧市场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提供者。市

民社会所发挥的作用可以从两个层面看，一方面市民社会就是私有化和市场原

教旨主义发生的土壤，是私人利益展开的空间；另一方面市民生活所塑造的个

人主义、经济人的文化和价值观，为私有化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提供了意识形态

的支持。市民社会所带来的文化和价值观的转变顺应了私有化和市场原教旨主

义的需求，却与东欧传统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冲突，尤其是东欧广大农村地区所

持有的传统价值观念。尽管克里斯·汉恩并没有直接挑明自由主义者的能力和

思路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其间的一些逻辑关联，但是他却为我们提供了很好

的分析素材。

帕维尔·巴尔沙（Pavel Barša）也认为，不仅民族主义者或民粹主义者对

民主构成了挑战，而且自由主义者也对民主构成了挑战，这种挑战源于自由主

义者所主张的全球化，因为欧洲目前的新民族主义浪潮是对过去四十年所发

A  Chris Hann, “A betrayal by the intellectuals”, in Eurozine, 8 Apri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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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全球化的一种反抗。自由主义者，例如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捍

卫跨国联邦制以对抗民族国家，因为他担心人民的集体意志会干扰所谓的自

发的自组织市场。然而，市场却是经济精英的垄断领域。哈耶克站在经济精

英一边；其他的自由主义者站在文化精英一边。例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John Stuart Mill）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观点，即受过教育的人的选票比未受过教

育的人的选票更有分量。换句话说，自由主义精英的成员对民主的危害不亚于

自封的人民代言人。 A

帕维尔·巴尔沙还强调，我们不应该不加批判地遵循一种被他称为反极

权主义的自由主义（anti-totalitarian liberalism）的传统。这种观点倾向于通过

反对集体主义价值观来界定自由民主价值观，认为集体主义价值观很容易与极

权统治联系在一起——不管它是由极左还是极右的意识形态支撑的。相反，我

们必须批判地看待反极权主义的自由主义的遗产。我们生活在一个由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头十年的反极权主义的自由主义的霸权所塑造的时代，而今

天的新民族主义者和威权主义者正在挑战这种霸权。这种霸权片面地反对国

家，捍卫自由和权利，这有助于放松对资本主义的监管，导致巨大的社会不平

等，并最终破坏了民主。这些反极权主义团体属于所谓的“新社会运动”。“旧”

社会运动是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他们为了制定国家政策而进入政治体系。他们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取得了意识形态和政治胜利，是因为他们进入了

社会主义消亡和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所造成的真空。我们如果真的想反对民

粹主义，那么我们就应该做相反的事情，即弥合受教育精英（全球化的获胜者）

和普通大众（倾向于成为全球化的失败者）之间的差距。这就要求我们不要把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对立起来，而是把它们看作是相互制约的。我们的口号

是，也应该是，没有集体再分配和社会团结，就没有个人自由和公民团结。 B

帕维尔·巴尔沙的分析指出了在东欧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那就是经过

转型三十年后，东欧的政治叙事或者说政治正确仍然是将过去的社会主义历史

作为反叛的对象，突出集体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关联，塑造了反叛的焦点。然

而，这种反叛使东欧政治始终处于一种类似于青春叛逆期的阶段，一直无法真

正走入成年期，无法真正形成成熟的、理性的政治思路。事实上，东欧社会经

A  Pavel Barša, Ludger Hagedorn, “Why liberal elites can be dangerous to democracy”, in 
Eurozine, 4 July 2019.

B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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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三十年的自由主义资本化过程，社会的主要问题早已发生了改变，但是政治

的思路却被固化和教条化了。换句话说，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但

是东欧的政治叙事或政治正确却没有看到这个变化。

四、捷克的民粹主义与政党政治危机

民粹主义不仅发生在匈牙利和波兰，不仅包括大家更为熟知的匈牙利欧

尔班的青民盟和波兰卡钦斯基的法律与公正党，而且在捷克也有突出表现，其

主要特征是反政党政治。

弗拉斯蒂米尔·哈夫利克（Vlastimil HavlÍk）指出，在中欧，不仅波兰和

匈牙利出现了民粹主义，捷克也有，只不过被前两者所遮蔽了。捷克民粹主

义集中体现于巴比什（Andrej Babiš）领导的 ANO 2011 政党的选举获胜。该

党成为自 1989 年以来最成功的新政党，在 2013 年大选中赢得 18.7％的选票，

2017 年 10 月的大选中赢得 29.6％的选票。虽然乍看起来 ANO 并没有聚焦的

意识形态，在话语中不像波兰和匈牙利的执政党那么激进，但是，“ANO 的专

家统治论的或管理型的民粹主义反映了中东欧当前的非自由主义倾向。”A

弗拉斯蒂米尔·哈夫利克分析，ANO 的胜利与反政党主义（anti-partyism）

的思潮相关，“ANO 和巴比什的民粹主义—专家统治论的反政党的话语（popu-

list-technocratic anti-party discourse）完美地适合政治信任下降、批判政党、对

政客和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持否定态度的氛围，并且在 ANO 的选举基础中得以

体现。”BANO 塑造的是反精英主义和反腐败话语相结合，这是典型的民粹主

义话语，但是，弗拉斯蒂米尔·哈夫利克也指出，ANO 和民粹主义的激进右

翼不同，并不根据民族、种族或宗教来界定人民，也不是根据激进左翼来界

定人民，而是使用“中间主义的人民概念”（people-centrism），用“捷克黄金

手”这个传统的称呼，用以指所谓的高水平的手工技艺和在捷克流行的自己动

手（do-it-yourself）的方法。 C 与之相对的是政客们的笨拙和无能。这一点在

ANO 的话语中被反复强调。ANO 的话语，一方面代表人民；另一方面是“强

A  Vlastimil HavlÍk, “Technocratic Populism and Political Illiberalism in Central Europe”, in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66, no.6, 2019, p.370.

B  Ibid., p.374.
C  Ibid., p.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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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反体制呼声”，“它的主要特点是对既定政党的普遍诋毁，而不管它们的意

识形态如何。”A 与政客的无能低效相比，ANO 的宣传是要像管理企业一样来

管理国家，建立高效的运作体制。ANO 宣称应该由有经验的商人来有效地管

理这个国家，并且也提出了实施政策，但是，弗拉斯蒂米尔·哈夫利克认为，

这种具有压倒性的陈述的效果“会破坏多元、协商的政治环境理念”B，这样就

会像波兰和匈牙利一样，导致自由民主的倒退，尽管目前这些在捷克还只停留

在话语层面。因此，他指出，ANO 的专家统治论的民粹主义意味着“对该地

区政党和政党民主的普遍不满。它还表明，这种民粹主义的兴起不仅是正常的

政治不满的迹象，而且也是政党政治本身衰落和转型的一部分”C。

像管理企业一样来管理国家是否可行？政治或政治家是否应该具有自己

的价值观，而不仅仅是持有有效性标准？有经验的商人真的能够带来实质性的

政治转变吗？真的能够为衰落的政党政治提供有效的可替代方案吗？

五、左翼的声音

左翼的声音在今天的东欧仍然是较弱的，但我们仍然能够听到他们的声

音。例如，匈牙利历史学家托马什·克劳斯（Tamás Krausz）在 2017 年 11 月

的一次采访中再次谈到了卢卡奇、转型前后匈牙利左翼的声音，以及对当前东

欧威权主义政治的看法等。如果说托马什·克劳斯代表着老一代东欧左翼的声

音，那么保加利亚青年学者乔治·梅达罗夫（Georgi Medarov）、亚娜·特索

涅娃（Jana Tsoneva）和马德琳·尼科洛娃（Madlen Nikolova）对保加利亚工

人状况的考察则可以说代表着新一代东欧左翼的声音。

托马什·克劳斯从经济与民主关系的视角来看卢卡奇在 20 世纪 60 年代

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复兴。他说，苏共二十大之后，许多人开始意识到导致俄

国革命及其解放目标的社会历史条件与匈牙利及其他东欧国家的条件和目标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关于这个问题，卢卡奇从俄国革命和苏联发展的“非典型性”

（non-classical nature）出发，推断出俄国革命的“局限性”。这不仅仅是“半边

缘的”经济和文化条件、“不平衡发展”、威权主义传统或全球反苏联所造成的

A  Ibid., p.376.
B  Ibid., p.381.
C  Ibid., p.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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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问题。相反，它是生产、经济和民主之间概念统一瓦解的结果。自普列汉

诺夫，甚至马克思以来，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包括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已经理

解了政治民主与经济、积累和生产方式的关系。在这个理论传统中，民主被理

解为经济和生产方式的内在特征。托马什·克劳斯说，后来，梅扎罗斯（István 

Mészáros）将这种情况描述为“实质性民主”。在这个概念中，民主不是马克

思主义传统的革命派别中孤立的政治要求，它同时也是工人阶级的经济需求。

1956 年之后，每一股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都必须解决的最深

刻、最紧迫的问题是修复俄国革命早期存在的经济和民主之间的统一。马克思

主义者从广泛的角度寻求建立一种“第三条道路”——卢卡奇所说的“第三种

可能”（tertium datur）——介于保留国家社会主义和恢复资本主义之间，作为

一条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的道路，从而通向真正的社会主义。关于 1956 年的

匈牙利起义，克劳斯说，无论我们如何评价匈牙利起义的历史意义，有一件事

是无可争辩的：它没有影响苏联政权，更广泛地说，东欧政权的未来。社会主

义的发展本身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卢卡奇呼吁的“马克思主义

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卢卡奇试图告诉世界，经济改革自身，如果没有生产

和消费的民主化，不能建立起以需要为中心的经济，没有生产者阶级的参与的

话，那就会为建立资产阶级转型，即“消费社会”和再资本化开辟道路。卢卡

奇在他晚年的《民主化的进程》中提出的“第三种可能”的方案，就旨在复兴

工人委员会和直接民主控制的历史经验。

托马什·克劳斯说，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科学地描述资本主义的结构和

剥削制度，并指出如何超越它。因此，1989 年的“保守革命”本应该是可以

预见的，它的反动性质符合东欧发展的所有特点。在 1989 年，马克思主义圈

内人并没有要求立即摧毁国家社会主义体系，因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预测，

这种体系变革将导致寡头政治、种族民族主义的“流氓资本主义”，这种现象

在全球体系的半边缘地带很常见。1989 年至 1990 年，反资本主义运动将其主

要任务视为保护和代表工人自卫事业，即成立工人委员会。在资本统治下，人

类无法找到社会自治之外的途径来摆脱这一无法治愈的结构性危机。多年前马

克思主义者确定要完成的任务，今天仍然摆在我们面前，尽管条件已经改变。

在许多国家，资本主义仍在许多方面落后于旧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不可避免地

导致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怀疑。托马什·克劳斯说，在卡达尔政权下，工人阶

级真正有机会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他们可以买公寓，盖房子，拥有周末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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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屋，购买耐用消费品。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主义工人阶级逐渐陷入贫困，

然而，由于工人阶级以前的非政治化以及缺乏可以组织工人的政党，这种贫困

未能转化为政治行动。此外，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相信追赶式发展：新的东欧

资本主义社会能够“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这种错觉导致了 1989

年之后工人阶级缺乏行动主义。因此，需要努力捍卫的是劳动和社会对资本的

反对，这才是正确的战场。托马什·克劳斯说，他所说的工人阶级指的是人口

中的绝大多数，那些为工资工作或失业的人。一个新的党只能在新的劳工运动

中产生。

关于匈牙利的欧尔班政权，托马什·克劳斯指出，他对东欧政权的威权

转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新的寡头资本主义只能通过威权手段来维持。他及其

同道于 1989 年初创办的左翼杂志《意识》（Eszmélet）在 1989 年政权更迭时就

已经对这一现象作出了一些预测。关于移民问题，克劳斯谈到，他怀疑欧尔班

是否会继续阻止移民进入匈牙利，因为 10％的匈牙利工人阶级青年已经离开

了匈牙利，而资本需要新的廉价劳动力，因此需要难民。这反过来将降低劳动

力的价格。许多人认为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把移民带进了欧洲，但实际

上，是资本主义让欧洲内外的人们背井离乡，是美国和北约的血腥战争产生了

难民。最后，托马什·克劳斯说，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观点，人类可能面临彻

底的自我毁灭。社会主义也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A

乔治·梅达罗夫、亚娜·特索涅娃和马德琳·尼科洛娃对保加利亚的三

个分包行业，即服装、安保和呼叫中心的劳动条件进行了分析，其目的是寻找

有效的社会正义运动可能建立的条件。他们指出，保加利亚的经济增长率相对

较好，2007 年 GDP 增长 3.5％，欧盟的平均水平是 2.4％，但是不平等却持续

显著拉大，最富有的 20％比最穷的 20％富裕 8 倍，欧盟平均值是 5 倍。保加

利亚的贫富差距和贫穷不是因为投资环境不好，而是因为劳动剥削、糟糕的福

利体系、低水平的财富再分配，以及实际上的累退税。B 同时，他们也说，不

A  Tamás Krausz and Róbert Nárai, “Searching for Alternatives in Eastern Europe, Tamás 
Krausz Interviewed by Róbert Nárai”, in Monthly Review, Vol.70, No.11, 2019. https://
monthlyreview.org/2019/04/01/searching-for-alternatives-in-eastern-europe/，最后访问日

期 2020 年 6 月 11 日。

B  Georgi Medarov, Jana Tsoneva and Madlen Nikolova, Exploitation & Resistance: Labour in 
Three Subcontracting Industries, translated by Veronika Stoyanova, Sofia: Collective for So-
cial Interventions, 2019,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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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将不平等简单地化约为收入不平等，否则就会忽视许多其他重要的不平等形

式，例如源于私有制的不平等，阶级不平等，因为住房、性别、种族、宗教、

文化和教育而导致的不平等。A 他们也认为，如果这些雇员们不能自我组织起

来，不进行自我教育以伸张其劳动权利，那么前景将不妙，因为不安全性的程

度会上升，工人间的竞争会加剧。而且，这种自我组织和自我教育应该延伸到

各领域，不论是在哪个行业工作。如果不如此的话，我们就会屈服于资本的任

性，资本是不会心甘情愿地主动提供更好的劳动条件的。被媒体和政客宣传为

灵活、现代和替代性的转包行业，最终导致对工人权利的可怕侵犯。分包商放

大了企业推行极权主义记录和管理模式的趋势，这种趋势也常常蔓延到工作场

所之外，影响到整个生活。只有扩大到工作场所的民主才能保证所有人都过上

体面的生活。 B

从以上资料可见，东欧新老左翼都坚持批判资本主义，强调民主，将工

人自治看作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途径。1989 年东欧左翼未能阻止东欧社

会的剧变，而经过三十年转型的东欧并没有变得更好，今天，东欧再次陷入了

转型和发展的困境。是时候听听东欧左翼的声音了。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A  Ibid., p.11.
B  Ibid., 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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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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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才是真正的恩格斯 A

特雷尔·卡弗 /文  吴怡宁 /译

传记与目的论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毫无疑问是马克思的长期好友、最亲密的政治伙伴

和思想事业上的搭档，虽然如恩格斯自己所形容的那样，他一直是伟人的“第

二小提琴手”。但是，所有类似的生平事实都在 1883 年马克思去世之后才成为

定论，而且实际上其中很大部分是由恩格斯本人确认的。当然在这两位伟人都

在世的时候，二者之间持续且牢固的友谊确实为身边的朋友与同志们所知。但

有趣的是，这段关系很少为他们的对手与诋毁者们，甚至哪怕是从未停止窥探

活动的普鲁士秘密警察们所提及。

恩格斯晚逝于马克思，与马克思关系如何，他的说法就是权威。作为马

克思遗稿的保管人，他在生前不断在出版著作中重历着这段关系，直至死去。

恩格斯生前重新出版了马克思文选，并且编辑了部分极为厚重的马克思手稿；

同时他也撰写出版自己的论著、手册、宣传册、时论文和大量的信件。但这一

A  本文取自《认识马克思之前的恩格斯》这本小书的一份长版手稿，该书将于 2020
年后半年于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社出版。在接下来的注释中，“CW”指的是英

文《马恩著作选集》（50 卷）（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50 volume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5-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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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活动都在 1895 年 8 月 5 日画上了句号。大部分回忆录与传记作家们根据恩

格斯自己给出的叙事正统，重新讲述伟人与“小伙伴”之间的故事。而这一传

统在一百多年来同时带来了美名与恶名；因此到了 2020 年，在即将到来的恩

格斯诞辰（1820 年 11 月 28 日）两百年之际，我们对此已经有了十分清楚的

图景。

但这幅图景究竟为何？或者说，这幅图景是如何被框定的？又是为了谁

而被如此这般框定的？框外落下些什么？当我们将传记本身作为一种文学体

裁，将传记者作为故事讲述者来看待时，这些问题的答案开始逐渐显现。虽然

此处所指的应当都是符合事实的传记，因为这种特殊体裁要求历史的可验证性

和智识上的诚信。在图书馆与书店里的图书分类中，为了保证历史虚构与吹捧

宣传不混入其中，传记体裁妥妥落在了非虚构这一栏当中。自 1895 年以来，

恩格斯的传记便与马克思传记紧紧相连，因为后者的重要性造就了前者的美

名——当然也有恶名。许多恩格斯的传记都在这样的框架中，当然从该共识中

也浮现出了许多关于其生平、活动与思想的重要问题。

不过，我在此要提出一个全新的问题：在恩格斯与马克思组队之前，他是

一个怎样的人？毕竟恩格斯不可能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之后的人生会为如此名

声所裹挟。而且无论是何种情况，所有声称是关于恩格斯的传记实际上都在描

绘一个与马克思相关的恩格斯，因而也冒着风险无视他本身的与众不同之处。

读者们可能看不到这一点，或者仅仅是因为传记作者们没有意识到还有其他的

点可以关注。传记——即重述我们已然知道其结局的故事——的目的导向掌控

着体裁，而体裁本身也在掌控作者——不过，本文及其作者均不如此。

让我们从年轻的恩格斯起航之处开始着手，暂时当作不知结局为何，也

不知何种美名或恶名会在途中产生与累积。就让我们尝试通过 19 世纪 30 年代

青年恩格斯那勇敢而全新的目光来看这个世界，来看看会发生些什么。

我们能从遗漏之处发现什么？

幸运的是，对我们要展开的打破体裁框架的思想实验来说，有许多材料

可以加以利用。“二战”后或者说冷战政治催生出了大量有助于挖掘该如何定

性恩格斯名声的材料，这些资料都是十分珍贵、值得出版的。收录了这些材料

的出版物本身也越来越多，甚至在某种自称的意义上是“完备的”。然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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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论思路的影响下，恩格斯在与马克思相遇之前所写的东西都被归到一些次

级术语或可跳过的类目之下——诸如青年习作、次要作品或者试笔，仅仅是

“文艺”抒发等。所有现在在官方档案馆以及学术出版物中被束之高阁的材料，

实际上有着十分显明的作用：当它们预示了将要发生之事时，对我们而言就是

很有用的。反之，我们只需翻过一遍，不用把它们当回事了。

因此，从何时起传统传记竟变成了一种文学暴力？青年弗里德里希并不

是为了以后的历史存档而写作，而且他对自己的作品——其中还包括了速写和

卡通画——是十分严肃认真的，这一假定看起来也很合理。他看起来并不异想

天开，反而脚踏实地。我们知道他满怀抱负，深思熟虑，也敢为人先。他被大

家公认为天赋异禀，行过万里路，熟练掌握三种当代语言，并能够阅读至少一

种甚至是两种古典语言。当我们把关于他的不同碎片一一拼凑起来时，就会发

现这是一个从有趣的时代中产生出的精彩合集。而且很明显，恩格斯本身就是

个有趣的年轻人。

恩格斯很可能不是在 1844 年秋天开始与马克思携手合作时才突然化茧成

蝶的，事实很可能刚好反过来。如果后一种假设是真的话，那我们可以回答一

系列此前从没有人问过的问题：为何 26 岁的马克思对 23 岁的恩格斯如此感兴

趣？为何马克思如此执着于这段友谊——这对他来说是很不寻常的——并且还

将其维持得如此牢固？这个问题在从 19 世纪 50 年代开始到马克思的生命尽头

（对其子女来说甚至还不止于此）这一时间段有着明显的答案——恩格斯所给

予的经济支持，而在 1869 年之后则是依靠其私人抚恤金与家庭支持。但是马

克思完全可以对此援助之手反水。于是该问题就需要其他不同的解释了。

因此我认为应该在此重新描绘恩格斯的人生，而不应为其本人或其传记

作者笔下的恩格斯将如何被世人铭记的“标准”所影响。这样一来，通过青年

恩格斯的眼睛，我们就能发现在许多重要同时充满矛盾的方面，19 世纪 30 到

40 年代并不与当代相差很多。历史发现对我们来说也许代表着对发现新奇事

物的兴奋，但这样的情绪在意识到上述问题时应当有所缓和——而且在过了将

近 200 年之后，我们的研究应当比过去的好很多。

同时，我们也应当将在确保传记确定性中出现的强劲怀疑主义思潮置于

一旁，因为我们早就知道对传记人物来说，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

并且当该重要性与一个具体的生命挂钩时，到故事结局时其才能得以妥善衡

量。也许生命的结局并不一定宣告于某人年老之时，英年早逝的案例中也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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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出主人公的命运，还有基于已发生之事对那些未发生之事的可能性的无尽猜

测。然而，我们已经知道年轻的恩格斯将会活到 74 岁，所以“英年早逝”的

叙事模型显然对他无效。而在恩格斯年满 24 岁、即将将自己隐藏在他的合作

者阴影下之前，他也没能来得及回顾总结自己早期的生活与作品。

这篇短文希望通过上述方式来重新挖掘青年恩格斯的人生。文章共有三

部分，虽然都是些花絮片段，但也都是基于我们当前拥有的材料，包括手稿、

出版作品和通信等，来呈现这种以主题为导向、非目的论的进路是如何展开

的。这三部分分别为：“存在与时间”、“移居曼彻斯特”与“逝去的青春”。

存在与时间

如果晚年恩格斯能够认真回顾他的手稿与出版作品，甚至是自己的素描

与水彩画，他也许就会否认“第二小提琴手”的叙事，还有后来他自己亲手建

立的自我隐匿式形象。也许这只是——也或许不是？——一个巧合，然而根据

他的遗愿，他甚至不要求保留自己的遗体。他在遗愿中还杜绝了为自己建造墓

地的做法，最多只允许人们在殡仪馆中举办追悼会。恩格斯要求将他的骨灰，

撒到英格兰南岸面对着英吉利海峡的伊斯特本（Eastbourne）小镇附近的海边。

如此自我隐匿，以投入一段让自己身处下风的深度关系的做法，决定了我们将

要探讨的“早期”材料之命运，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在二人写作时，他们是与

他们的时代同期的——而不是从我们的现代眼光中回看所得的“早期”。现今

那些论文与出版物得以完好保存了下来，但同时它们也在恩格斯作品全集中被

封存了起来。甚至它们还有更悲惨的命运：因为马克思在这段时期还未现身，

于是此时的恩格斯便完全没有存在感。一旦以马克思为中心的筛子将这些作品

筛除到值得仔细探究的范围外，我们就失去了一个鲜活的人类个体。而我认为

我们应该尝试重现真正的恩格斯。因此，何时才是真正的恩格斯？以我们当前

目标的标准来看，该问题的答案为 1836 年到 1845 年实际上青年恩格斯的首部

出版作品——根据现有记录来看——可以追溯到 1837 年 6 月，那时他仅为 16

岁，虽然在那年晚些时候他就从中学毕业了。不过这还不是他的原创思想，只

是以“F. E.”这一伪笔名来署名的一份翻译作品。因此很可能一篇署名字母“E”

之后有五个句号的翻译作品《巴西新娘》（Die brasilianische Braut）就出自恩格

斯之手。这是一篇中篇小说，其作者为“诺顿小姐”（Miss Norton），一开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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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在当地的文学杂志上，并且一眼看上去像是那种烂大街的异国情调浪漫主义

小说，可能还带有些情色元素。这个故事主要讲述了一些当代成人生活主题：

婚姻，抛妻弃子，还有女性的不幸福等，而没有通常男孩子所感兴趣的譬如原

始贝都因人（Bedouins）A，还有海盗历险等主题。但也许在当时，这就是一种

联合了想象与职业志向的原创性作品。

这部作品同时也包含了一些关于时事评论的有趣议题，而青年恩格斯能

够对成人生活，还有国际政治给出怎样的评价？他又是通过何种素材来源给出

他在书中提到的本地庸俗主义与根本性压迫？他在学校的成绩单表明了他很有

语言天赋。他的另一份翻译作品——也是第一份以他本名出版的作品，尽管显

然并不是他本人的思想——出现在 1840 年，当时恩格斯 19 岁。这部作品是一

首庆祝印刷术发明的西班牙语诗歌，其被收录在纪念古登堡出版社创立四百周

年——此事件在德意志诸王国和独立城邦中被广泛庆祝——的文学合集中。

这首诗与卡洛琳娜·诺顿的中篇小说相比就没有那么保守了。可能因为

其中有着与他中学校长相关联的原因，这是个将原作的法语翻译（该翻译本身

已经佚失）再翻译成德语的习作。但即使是以练习为目的的话，恩格斯的选择

也略显奇怪。然而无论是恩格斯本人还是他校长选择的文本，它们最后都指向

了政治议题——作家将作品构建为一个关于具有专制人格的配偶之遗弃行为，

以及女性贞洁被不公正玷污的故事。

自由化政治使得妇女权益与父权合法性，甚至是与基督教家庭观相对抗，

这在19世纪30年代成为了国际新闻，于是当然也在伍珀塔尔本地引起了轰动。

这位女士之所以出名，一部分是因为她的小说在欧洲大陆地区广泛流传，除了

小说之外，还有她在 19 世纪 30 年代出版的关于社会改革的诗歌与通信，尤其

是她的作品涉及了当时工厂内女工与童工的问题。然而她的名声来自于她的丈

夫乔治·诺顿（George Norton）对其提出的诉讼：当时乔治在伦敦是一位著名

的律师，同时也是与当时首相墨尔本子爵（Lord Melbourne）针锋相对的某位

男爵的兄弟。诉讼的名义是诱人通奸，而这也是他在这场受到高度曝光的婚姻

破裂事件中所使用的武器；但众人皆知，他们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诺顿

重度酗酒，职业表现十分糟糕外加肆意挥霍财产（实际上他用的全是他妻子的

收入，但根据当时的法律，这些钱全部都归到了丈夫的名下）。卡洛琳娜用其

A  贝都因人为在沙漠过着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其生活方式非常原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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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层社会的知名度来反击，为其遭受的不公正和非人待遇作辩护，并且突出

强调了她作为一名母亲的困难之处。然而她的丈夫有着对他们三个儿子的不可

争辩的监护权，并且也最终从她手里夺过了孩子。恩格斯翻译她作品的当口，

也正好是该丑闻喧嚣尘上之时。

恩格斯在伍珀塔尔读书小组（Wupperthaler Lesekreis）期间的作品直到最

近才得以面世，虽然这些翻译作品甚至都无法被列入到许多文选的作品目录

中。它们在双重意义上被无视着：那是恩格斯作为学生的不成熟习作，也不是

他原创的思想。然而如果说恩格斯完全对诺顿这桩丑闻，以及在国外发生的自

由化运动不知情，也是不太可能的。确实这些运动都发生在大不列颠君主立

宪王国之内，所以只适用于人民主权的有限原则，而不是君主制中世纪主义

（monarchical medievalisms）的集权统治教条。但也因此，很有可能，恩格斯

已经产生了一些超越了学校、家庭、教会与国家范围的思想。

虽然从恩格斯当时对该议题相对轻蔑的评论，甚至一些他所做的相关的

卡通画来看，没有什么有力证据表明青年恩格斯在任何程度上是女权主义者。

但是不公正与非人道这两者，经过理性主义的概念把握，与特地放置在基督教

限制之外的呈现，很可能从很早开始就在恩格斯心中埋下了种子，并且激发他

开始为启蒙作出秘密贡献。

移居曼彻斯特

1842 年 12 月，刚满 22 岁的恩格斯将其敏锐的时评带到了曼彻斯特。而

在流传甚广的大众读物《德意志通讯》（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上发表了《伍

珀河谷来信》四年之后，他又成功在德语出版物中发表了近 50 篇不同类别的

作品。

恩格斯知道他的文字在祖国已经有了《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这样

的去处，于是作为一名优秀的记者，他一到达英格兰就写了一篇报道，署为

“伦敦，11 月 29 日［1842］”。这份期刊是在普鲁士新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登

基之后，书报审查相对宽松的那两年里在科隆地区创立和出版的自由派报纸。

青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或是如他在文章中给出的署名“x”，从四月

开始就定期发表文章。在当时，匿名发表是一种常态。也许他在科隆报纸上采

用“x”的缘由是为了防止莱茵省人发现他的真实身份。如此一来，他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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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和家里起争执。因为《伍珀河谷来信》的署名作者“奥斯瓦尔德”已然在

国内获得了一些不好的风评，如果再继续用这一名称，那么只会使他的境况更

加糟糕。到了 10 月，在普鲁士首都柏林一军营中完成军事服务后，恩格斯路

经巴尔门前往科隆与报纸编辑进行了会晤。

到了 11 月，恩格斯又从巴尔门启程返回伦敦。而途中在他 23 岁的生日

当晚，恩格斯又造访了《莱茵报》办公室，与新上任的编辑马克思先生以及报

社内其他被松散组织起来的同僚们进行了会面。马克思被默认为主编，但这显

然不是靠他的资历换来的 A。他当时也只在一份期刊中有过发表，并且没有任

何其他成功的出版记录。

多年以后，恩格斯回忆起当年二人的会面，他认为马克思当时表现十分

冷静，即使马克思完全不赞同过度哲学化的青年黑格尔派柏林帮。但在回忆中

恩格斯并未提及其他编辑，也没提到当时他对马克思的具体感觉为何。不过依

然很清楚的是，在当时恩格斯是那群人里更有成就的作家，也是“思想自由”

和自由化政治进程的推介人。另外，恩格斯也是他们中唯一一个对当时世界上

最主要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国家开始进行伟大探索的人。他以前就去过英国，他

英语说得很流利，他是那个离开德意志诸王国与独立城邦，去到大英帝国这个

更广阔的世界的人。这些都远超彼时马克思的想象。

德语国家地区的人对来自英国的消息有着一定的兴趣。而这些消息与人

们当下的政治利益密切相关，除非你的利益完全相反——对处于统治地位的精

英阶级来说就是如此，因为他们需要从各个层面密切监视着任何社会变化和政

治革新。在此情况下，来自英国的消息当然是越少越好了。

据当时的材料显示，恩格斯显然是被委任为报纸记者，来继续报道有关

自由化和现代化的新闻。政治、商业、工业，这些都是该报纸副标题中给出的

主题。虽然为《莱茵报》写作的这段时间，恩格斯原本的角色应为国际通讯人，

而不是普鲁士文学—政治状况的评论人。

彼时人们的政治观点，不得不通过文学与学术话语来得以表达，青年恩

格斯熟练掌握这样的话语，并且其作品易于阅读。从理念领域汲取资源，给对

这些理念感兴趣的人们写出深刻的作品，是恩格斯早已熟稔的政治沟通方式。

A  Gareth Stedman Jones, Karl Marx: Greatness and Illusio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2016, pp. 10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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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恩格斯最早开始的出版作品，以及他与家人和同学的通信中我们就可以知

道这一点。

作为一名自由化报纸的“特约记者”，青年恩格斯对报社来说无疑是一份

宝藏，而且支付给他的佣金还格外便宜——便宜到几乎是像给小费一样。他不

仅有来自商业和工业领域的额外资助，还受雇于一家当地主要的中心机构。有

了这样的背景和知识，并且还是现居于海外的居民，他能够为报社的新闻报道

增添独特的视角。他的政治观点是激进和自由化的，但显然并不是乌托邦式和

充满幻想的。他作为作家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他本人就可以掌控整个普鲁士审

查工作。另外，恩格斯又是如此年轻与精力旺盛，他可以不在报社办公室内工

作，于是他也不会被那些年长的办公室人员以及那些受过更高等教育的人所烦

恼了。

在彼时的德意志诸邦与独立城邦的新闻界，如果有人能够从现代化角度

来写作的话，那么他就会是一项非常宝贵的财产——报纸持有人和编辑们就是

这么看的。即使那些也许对充满矛盾的社会变革与政治状况没有那么关心的读

者，对旅行报道也会很感兴趣，于是这又帮助报纸获得了更好的销量。当时从

莱茵兰地区前往法国与低地国家的旅行，甚至是往东经过萨克森到奥地利帝国

的旅行都不常见。除了移民之外，远到英国的差旅更为稀少，更别说移居者能

将他们自身经历出版在质量好的报纸上了。

恩格斯的第一份新闻报道——《关于内在危机的英国视角》，从亲身经历

的角度为他的观众提供了关于英国政治状况的描绘，即他自己关于英国“统治

阶级，无论是中产阶级还是贵族”的经验。恩格斯关于贵族本身，或者自己和

他们待在一起的经验实际上非常少，更多可能仅仅是从他人口中听来的消息，

因为他并没有在该特殊领域有相关人脉。但对他来说，中产阶级很明显是商业

化的，并且是追求利益的。他也为他的读者单独列出了该阶级的理想类型——

“实用的英国人”A。这种典型的商人将政治视为“一种算术甚至是商业问题”。

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对更广阔的思想领域，甚至是对“国家的危机状态”的漠

视，巩固了在“英式喧嚣生活”中的镇静和自我确证，然而这是很奇怪的。

显然，恩格斯认为英国的商业主义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会力量，尤其是与

德意志诸邦与独立城邦的反动中世纪主义相对比之下，而且前者也与普鲁士的

A  CW, 2, pp. 368-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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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化集权主义不尽相同。在此背景下，现代化变革——如果真的有的话——

也会在非宪政君主政权与基督教国家中被严格肃清和控制。在英国社会中，发

生在几个主要城市街头的关于宪章运动的政治大爆炸，实际上是为了“法律进

步”（legal progress）与普选权而斗争的运动。可惜的是，文章经过编辑审查

之后，并没能进一步解释恩格斯对法律进步为数不多的援引。

对恩格斯而言，此时的主要矛盾是（男性）普选权所引发的大规模暴动，

与中产阶级和贵族制度下既得利益者想维持当前状况之间的矛盾。从 1832 年

开始，一个从一小部分拥有特权的（男性）选举人中诞生的、因而几乎完全没

有变革并且高度不代表人民利益的议会，为“无论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A 所

紧紧控制。恩格斯分析认为，通过近十年宪章运动所推动的（男性）普选权，

最终会将当前这种自给自足的情况画上句号，并且“不可避免地走向革命”。

恩格斯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 1791 年法国成文宪法中流淌着的法

国大革命自由血脉。1791 年宪法使得（男性）普选权在全世界范围内首次得

以可能。但在恩格斯动笔的时候，该宪法实际上还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开始正

式生效。而在莱茵兰地区的政治背景下，在《莱茵报》的编辑室里，报纸的资

助者们表达了他们与普鲁士当局害怕任何社会变革的相反态度，尽管他们并不

能支持任何从“人民”中而来——哪怕只是部分人民——的选举代表。于是这

篇文章不仅是对某个安全的远方的时评，更是对当局甚至是中产阶级相对于

“无法避免之事”B的自我满足的寓言。政治自由革命正在各处萌生，即使是在

德意志的背景下，一场自由革命也正在酝酿中。《莱茵报》是一份主要致力于

通过工商业来报道政治新闻的报纸，而不是像恩格斯职业生涯开始时在上面登

文的那种晦涩难懂的文学期刊。对恩格斯来说，从艺术和通信向商业事务与政

治事业的职业转换，可以说是跨行业的转换；虽然在具体内容方面并没有巨大

的变化，因为这些议题都还是属于广义文化范畴内。而且就时评而言，其内容

依然带有《伍珀河谷来信》中的那种实验性与从本地出发的视角。但是，这位

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在揭露中产阶级的宗教伪善中，更多采取了抵抗与复兴阶层

立场上的社会学视角。恩格斯采用更为概念性的术语，更为尖锐地指出了早前

对社会中不同阶级间一端极度贫困，而另一端充满自我满足的冷漠之间的对

A  Ibid.
B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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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后的《来自兰开夏郡的通讯，12 月 20 日［1842］》这篇文章则显得十

分不同。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没有向其德国读者解释在英国的政治斗争与阶

级关系中的“内在危机”，而是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篇短文同时回

顾了伍珀塔尔与不莱梅的情况。

恩格斯进一步聚焦于手工业区内，关于工人阶级贫困状况的那些事无巨

细的细节，但同时根据恩格斯所掌握的德意志诸邦与独立城邦中的状况，它们

是以一种寓言式的和预言式的写作方式来呈现的。而在恩格斯驻外阶段的另一

篇早期文章中，他写道中产阶级由手工业工人与农民组成，而且与英国相比

较，“如此广泛的手工业工人阶级还不为人所知”A。不过，不像他在家乡通过

亲眼见证从而给出的评论那样，这些驻外评论是基于多种新闻报道与报道中的

估量测算信息而得以成文的。

此种既能发展其兴趣，又能扩展其发表记录的方式，唤起了恩格斯当年

在不莱梅的办公室或其他地方浏览已有报纸与期刊的技能，而如今在曼彻斯

特，他显然已经熟练掌握了该技能。当时可能的新闻来源有英格兰北部与苏格

兰低地的周刊，主要有《北部之星》（Northern Star）与《利兹资讯报》（Leeds 

Advertiser）等，这些周刊上有为有阅读能力但没有选举权的读者提供的关于各

工厂区的新闻。

虽然这些期刊没有遭遇过严的审查，但它们依然因引发骚乱的可能、煽

动性言论，甚至叛国的罪名而面对来自贵族阶层的骚扰，在地方执法官与政府

威胁的夹缝中生存。恩格斯不仅十分熟悉那些为激进派与自由化政治所推动的

新闻机构，同时也通过其所欣赏的不同表达方式——包括诗歌和文学——来支

持这些新闻报纸。但恩格斯并没有为他的德国读者提供更多后者所熟悉的主题

文章，比如从雪莱和莎士比亚的故乡汇报更多关于这些名人的故事。相反，他

集中讨论了德国读者不太可能在德语出版物中见到的关于英国甚至任何地方的

社会学、经济学与统计学问题。

但即使如此，这篇文章也是比较性的，它更多为德国读者指明了德国本

地与邻居法国的经验，也因此指向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时评——或者说如果他

们确实想要在伍珀河谷写时评的话，那种时评可能呈现出的样子：在欧陆国家

中，工人“依靠面包与土豆为生”，并且“如果幸运的话他可以一周吃上一次

A  CW, 2, p.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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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类似的时评不太可能出自英国出版社的手笔。在曼彻斯特的工厂一天工

作十二小时的纺织工人，“天天吃牛肉，并且还能仅靠其工资就能买到比在德

国最富有的人所能得到的更大块的肉”。恩格斯笔下的工人“一天茶歇两次，

同时还有足够的钱白天喝波特啤酒，晚上喝白兰地和水”。因此恩格斯必然在

当地到处有眼线，但文章的论证方式并不是为了工人生活——通过在工厂工作

获得工资进而脱贫——唱赞歌：在文章开头，恩格斯写道，“英国的工人阶级

状况日益恶化”A。

而真正来自英国激进派报纸的内容，则是指向宪章运动与当时非法的工

会联盟运动，并且通过不论如何得来的失业数据报道、不论如何得到证实的关

于社会福利之政治经济计划、不论如何产生的关于独立犯罪案件与大规模矛盾

的社会政治预测这样的事实性描绘来呈现的。于是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在曼彻

斯特的每十个工人里，可能只有一个处在失业状态，并且该比例很可能与博尔

顿与伯明翰相同”。然而，“在行业内最微小的变动也能使得上千工人一夜赤

贫”，花光“可观积蓄”并面临着“饿死”的危险。这样的危机“注定会在几

年内发生”B。后一项评论在 19 世纪现实中的政治经济状况与实际商业经验中

都是很普遍的，并且这也是在恩格斯家乡生活中的重要议题。青年恩格斯并不

需要曼彻斯特城中央的奇瑟姆（Cheetham）C 买一张图书馆门票，就能获得这

些发现。

关于“针对富人的抢劫、暴力侵犯等罪行”与大规模行动之间的关联，

与那年早些时候的“夏季暴动”，都很可能是从这样的评论性观察中得出的。

虽然很容易发现，这些时评是从英国北部的新闻出版物与宣传册中的报道中发

展而来。在兰开夏郡与约克夏郡的工人暴动，与不久前刚刚在伦敦市外由常规

警察与职业特警组成的武装力量冲突发生之后，恩格斯便来到了现场。他断言

从每周捐助而来的互惠基金“仅仅能够支持那些运转良好的工厂”，而在一些

地区失业人数已经开始上升，比如在苏格兰低地的“一个相对较小的镇”——

佩斯利（Paisley），两周内失业人数就从 7000 上升到了 10000。眼力或嗅觉敏

锐的恩格斯提到了这则轶事，尽管又是以寓言式的方式来告知其读者，在一个

县里由贵族和绅士组成的会议上，决定组织一个能募集到 3000 英镑的捐款活

A  CW, 2, pp. 378-379.
B  Ibid.
C  曼彻斯特市的内城区与选举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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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但如此方案也已经过时了，恩格斯认为“老爷们自己心里预期募集所得顶

多为 400 英镑”A。

接下来的文章结尾则有了一丝原创性推论，而非单纯模仿性引用。该文

章与《伍珀河谷来信》的语调依然很契合，虽然此处的地理视域更为广阔，对

经济范畴的分析使用更为敏锐。但这篇文章与此前不同的是其寓言式的写作，

而不是仅仅针对本地的道德说教式的批判：“最重要的是英国与其工业不单单

包含着一个巨大的无产阶级”；恩格斯还给出了先知性的判断，其中还有“英

国所不能摆脱的庞大的穷人阶级”。他也同时直白地表示，这个“国家”并不

在乎这个问题。该国家“将人们关进监狱，或者处以刑罚”，并且它将“没有

工作的人转变为没有道德的人”。此结论与三年前的《伍珀河谷来信》的内容

相呼应，但因为该文章是以一种从未来回顾的视角来写作的，其对于《莱茵报》

的德国读者的真正含义也有所不同——这篇文章被刻意塑造成为预言性的。当

时青年恩格斯才刚年满 22 岁。

逝去的青春

在结论部分，我们将目光转向恩格斯青年生活的最后阶段，即在他投身

致力于运动团体与不同宣传策略手段之前——而当时的共产主义 / 社会主义者

正是通过这些方式来运作的。在他回到巴尔门家中写作其书稿的时候，他显然

先行重历了《德法年鉴》与《前进报》时期的共产主义 / 社会主义“蜗居”状

态。后一份出版物是双周出版的“在巴黎的德语报纸”，从 1844 年 1 月开始，

一直出版到同年晚些时候被查禁，于是如此新闻机遇对恩格斯来说又再度令人

神往。据我们当前所知的来看，恩格斯正是在此时期第一次写信给马克思。实

际上他又写了一封《伍珀河谷来信》，他重访了家乡，并且以热情洋溢的文字

衡量了当地通往共产主义 / 社会主义的进展情况。他提到了许多之前在学校的

老朋友，不少本地人脉现已成为了他的追随者，为了保护他们，恩格斯采用了

化名。但当时的压抑氛围已然很普遍，尤其是私人往来会有不小的风险：“当

时我的弟弟已经在科隆从军，但只要他不被怀疑，就能提供一个很好的可以给

A  CW, 2, p.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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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等人寄信的地址”A。同样地，他为《前进报》提供指导——可以将报纸藏

在“胶好的封皮”B 下，通过书商寄给不同的收件人。他也指导过马克思：“如

果这封信能够安全达到你的手中并且没有被打开过，那么请你将回信藏在封皮

上，以尽可能模仿商业书写笔迹的方式写上 F.W. 司徒克公司（书商），埃尔伯

费尔德（Elberfeld），还有具体地址”。他写道“我会很想知道，这些邮政侦查

犬是否能被这封信淑女般的外表所欺骗”C。

恩格斯基于自身经验，在宽泛意义上——虽然必然也是“微观的”意义

上——对本地政治状况评论道：“这些人已然开始变革他们的家庭生活，教育

他们那些无时无刻不在试图从仆人或工人角色上升成为贵族的老人们，在父权

制下的埃尔伯费尔德城内，这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另外他还评论道：“社会风

俗正变得更文明，而在压迫下的政治参与也广泛传播开来”。这个地方正开始

快速映射他在曼彻斯特所见证到的“文明阶段”：“新的地区被划入到镇里，所

有的森林资源都在被挖掘，该地区的文明阶段已经远远超过而不是低于德国，

即德意志土地”。他以这样一个观点启发了自己（与他的通信人马克思）——“狂

野、热血的漂染工人们会开启这一运动”，并且会“通过共产主义以其作为人

类的基本能力来抗议”D。恩格斯带着明显的期许，从本地牧师开始进一步预料

到神职人员“对共产主义的抨击”，他认为这对政治局势恶化来说显然是一个

有用的点 E。并且恩格斯从那时起，在巴尔门书写了更多的信件，一直到1845

年他年满 24 岁时，他给予了我们更多同样关于共产主义 / 社会主义动荡和作

品出版的想法，这其中还囊括了许多身处瑞士与德意志诸邦与独立城邦中不同

地方的同僚（或者计划中的同僚）的身影。但是到了该年 4 月初的时候，恩格

斯已然厌倦了小镇暴动与镇压。在将他的书稿寄往莱比锡之后，恩格斯离开伍

珀塔尔，重访了他的共同作者马克思，并且加入在法国遭遇政治驱逐之后，重

新在布鲁塞尔组织起来的共产主义 / 社会主义团体。有段时间，恩格斯是他们

在巴黎的境外代表，因为他还没有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同时他也在当地，作

为对接群众的共产主义 / 社会主义煽动者而活动着——在当地作坊里有着数量

A  CW, 38, p. 5.
B  CW, 38, pp. 5-6.
C  CW, 38, p. 6.
D  CW, 38, pp. 4-5. 
E  CW, 38,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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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德国人。值得注意的是在 7 月到 8 月的时候，他将马克思从布鲁塞尔带

到曼彻斯特，进行了为期 6 周的“学习考察”。而在这段旅程中，显然是他传

授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及教授他英语，让马克思也能达到阅读相关主题专

业著作的水平。毫无疑问，他同时也是展现工业化与商业发展的奇迹与可怖之

处的专业级导游。

但我们同时也有了青年恩格斯开始自我“隐匿”在更有主导性的头脑之

阴影下的迹象，虽然彼时就发表记录和名声而言，马克思较恩格斯而言，还远

称不上是一个成功的作家。当时，就面向广大读者的写作能力，以及在会议与

非正式会晤中的演讲能力而言，马克思甚至都称不上是一个更有雄心的煽动

者。在一封大约成文于 1845 年 2 月 22 日到 3 月 7 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

斯在巴门呼喊道：“批判性的批判（The Critical Criticism）还未到来！”这里提

到的，是在恩格斯 1844 年秋天旅居巴黎时，与马克思达成共识所想要一起出

版的宣传册，虽然当时他俩还未能开始共同书写。恩格斯继续写道：“它的新

题目，《神圣家族》, 可能会让我与我那虔诚的并已经被严重惹怒的父母陷入更

糟糕的关系，虽然你当然不可能知道这些。”

这评论看起来可能过分谦虚了。毕竟马克思当然很可能知道，或者猜到

在一个压迫性的基督教国家内，他的合作者可能会面临着怎样的家庭后果——

即使他自己家中有些开明的成员会认为，这样的亵渎是不足为道的。恩格斯继

续说道：“我从一份通告中看到你把我的名字放在了第一位”。这对马克思来说，

看起来又是过分谦虚甚至是假装天真的，理由已经很明显了。恩格斯问：“为

什么？”“我实际上对此毫无贡献，而且随便谁都可以认出这是你的风格”A。之

后马克思确实自己带着他们的计划离开了，而恩格斯允许他这么做了，并允许

他带头。其他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逐渐了离开了马克思，并且还有一小部分

是在 1846 年他们的小团体沦陷之后离开的。但恩格斯从未离开过马克思。

作者单位：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社会学、政治学与国际研究学院

译者单位：美国天普大学哲学系

A  CW, 38,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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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政治和意识形态： 
恩格斯技术观的当代评价和辩护

包大为

在恩格斯的理论成果中，技术观或许正在遭受着最为显著的质疑、批判

和误解。这当然与技术活动本身的历史特征有关。在中世纪之后，随着生产力

的发展，“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

来”A，而这种速度又通常表现为知识的学科化和专门化，以至于及时地通览科

学技术前沿动态显得越发困难。因此，在书写《反杜林论》的时候，恩格斯已

经坦诚“自己在物理和化学方面的知识不够”，只能做到对杜林“知底”。 B 可

见，面对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恩格斯保持了一份高度的谦逊，他并没有试图

将自己的技术观强加于每一个时代。但是，这份谦逊并不能确保后世读者强行

将恩格斯的技术观投入理论的“角斗场”。

一、术语化的技术与生产

由于对资本主义工业史的细致观察以及对生产力的高度关注，恩格斯时

A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86 页。

B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卷，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第 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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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被人们称为技术决定论者或科学主义者。这种直观的特征使得一些后世学

者将恩格斯视为“过于”忠实的唯物主义理论建构者，所做的无非就是将物

理现象和科学原理塞入了唯物主义框架内，是对黑格尔主义的唯物主义转

述。卡尔·波普尔甚至认为，恩格斯和列宁所关注的是纯粹哲学问题，而马

克思感兴趣的却只是社会学和方法论。 A 这种判断同样也获得了一些文本研

究者的支持。因为马克思的确没有试图建构某种作为哲学体系的唯物主义，

甚至在 1845 年之后几乎完全将研究重心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反，恩

格斯直至晚年都仍然为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在一致性而奔走。特瑞尔·卡

弗就认为，恩格斯留给我们最为主要的知识遗产不外乎是对历史的唯物主

义解释。这种解释最终演变成为列宁主义、毛主义乃至托洛茨基主义所尊奉

的信条，以及判断马克思主义者身份的重要标准。 B 然而，撇开这些评价的

偏见或片面，在欧美学者所拒斥的东方马克思主义实践中，恩格斯的唯物主

义和技术观却实现了对落后地区民众的启蒙。 C 一些被视为技术决定论的教

条，虽然无法完整地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与青年时期马克思的哲学相

冲突，但是却让脱胎于前现代社会的劳动者在短时间内摆脱了宗教迷信，以

唯物主义和科学理性重构了自我意识，并且从对客观世界的恐惧走向“人定

胜天”的主体性。另外，恩格斯对科学技术的讨论启发了知识界，让非意识

形态领域的科学和技术工作者也开始具备了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自觉。如

果没有恩格斯哲学，舒尔曼就很难得出这个结论：“如果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观点出发来考察技术的发展，那么任何对技术和未来的研究都将是不完备

的。”D但是，不论是批判者还是辩护者，都或多或少没有关涉恩格斯的理论意

图和写作语境，甚至在众多“发展”和“吸收”恩格斯技术观的理论成果中出

现了“积非成是”的现象，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以下三个方面：

（一）恩格斯的技术观在经济学界的术语化和误用

启蒙运动以来，人们一方面认为经济学至多是道德和人性的科学，不能

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相等同；另一方面数字统计所表征的工业生产却让人们看

A  Karl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313.
B  Terrell Carver, Engel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74.
C  安启念：《唯物史观视野下的苏联模式》，《哲学研究》2017 年第 7 期。

D  E. 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李小兵、谢京生等译，东方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2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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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经济科学的可能。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阐释，恰好提供了一种可能，即通

过科学化的社会发展规律展望一种作为科学的经济学，而技术则成为实现这

种可能的重要概念。1901 年，制度主义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埃德温·塞利格曼

（Edwin Seligman）提出了“历史的经济解释”（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理论，并且很快引起了经济学界的争论。因为这一理论所倚靠的并

不是启蒙以来自由主义的伦理假设，而是恩格斯对技术（Technik）的讨论。

塞利格曼在欧洲学习期间就已经熟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且深知历

史唯物主义能够为现代社会科学提供客观性的基础。他之所以借用和辩护恩

格斯的技术概念，并非是为了在美国继承马克思主义的“衣钵”，而是为了

用恩格斯的理论来补充伦理化传统下的经济学所匮乏的科学术语。他认为马

克思和恩格斯只是以技术来解释作为历史动力的经济，从来没有支持一种技

术中心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他同时宣称其“历史的经济解释”理论是为了将

恩格斯讨论技术的资本主义生产性语境（生产、消费、分配）转述为一般的

经济范畴。 A 但是，这种单纯对术语的借用很快受到了质疑。阿尔文·汉森

（Alvin Hansen）就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塞利格曼的刻意曲解，他认为恩格斯所

说的 Technik 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而马克思又将“生产关系”界定为

经济学。塞利格曼引入的技术概念很快就被制度主义经济学研究摈弃了，因

为技术、生产和劳动在当时的经济学家看来几乎是一回事。 B 但是，诸如此

类对恩格斯技术观的术语化改造并不值得马克思主义者“弹冠相庆”，因为

这不过是对恩格斯的“技术决定论”偏见的正面运用，不仅无法促进，更是

会阻碍对恩格斯原文原意的理解。在恩格斯看来，技术来自劳动，而劳动本身

所具有的二重性则时常被英语世界的学者所忽视。正如恩格斯对英国《今日》

杂志刊载的《资本论》第１卷第１章第１节和第２节的部分翻译的批判，塞利

格曼或汉森等学者对术语的引用，不过是“把德文的意思译成英文后变得毫无

意思”的又一个例子。劳动的二重性直观表现为特殊劳动和普遍劳动，前者既

是“具体劳动”又是“技术意义上的劳动”，而后者既是“抽象劳动”又是“经

A  Edwin R. A. Seligman, “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II”,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7, 1902.

B  Eric Schatzberg, “Technik Comes to America: Changing Meanings of Technology before 
1930”,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47, no.3,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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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意义上的劳动”A，以具体和技术的劳动来界定一般的经济范畴（抑或塞利格

曼所说的经济学），几乎略去了恩格斯完全忠实于《资本论》的劳动观，以及

由此决定的技术概念。

（二）以技术赋予生产力过多自我解放的潜力

在对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中，如尼克·怀特福德（Nick Dyer-

Witheford）试图以技术来界定生产力。这当然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经典表

述不无关系。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到《自然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

似乎在向读者描述一个线性的历史发展规律，即新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推动了生

产力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关系变革。这种线性的理解范式使得生产力

的内在构成不再成为一个未解之谜，因为其源头无外乎是技术和生产工具。 B

这使得生产力的“自我解放”成为一种可以“等待”的革命愿景，因为新的技

术必然推动生产力挣脱旧生产关系的束缚。尤其通过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

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表述 C，形成了布哈林、J.D. 伯纳尔（J.D.Bernal）和 G.A. 科

亨（G.A.Cohen）等学者所共享的历史动力观，即技术是一种自主性的力量，

将不可避免地推动生产力的扩大并粉碎旧生产关系，直至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

主义的胜利。但事实上，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表述了另

一种生产力和技术的关系，即技术是生产力的构成和历史指征，而不是生产力

的全部。例如在农业社会早期，作为一种历史经验的“生产的日益多样化和生

产技术的日益改进”，只能通过财富增加、私有制发展、“织布业、金属加工业

以及其他一切彼此日益分离的手工业”等现象得到展现。 D 换而言之，技术并

A  恩格斯：《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8 卷，人民出版

社 2018 年版，第 313—314 页。

B  Nick Dyer-Witheford, 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 Technology 
Capitalis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p.78.

C  “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

这种冲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存在

于事实中，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

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

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参见恩格

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96 页。

D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8 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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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有解放生产力的必然的“自觉品质”。甚至，技术进展所扮演的角色都是

模糊和复杂的，正如当前数字技术——既可以成为无产阶级获得阶级意识的媒

介，又可以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控制工具。

（三）将技术指认为生产关系变革的主动力量

与技术所定义的生产力的自我解放相似，一些当代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的

必然崩溃并不能通过经济理论得到解释，因为这种崩溃蕴含于技术决定的社

会形态变化的历史线索中。里查德·施密特（Richard Schmitt）认为，生产力

的本质特征是技术，而生产关系则是所有权和技术所决定的社会安排。技术决

定生产力，而生产的进行又注定技术的不断发展，在这种永续的线索中，一旦

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就会进入“自我崩溃”的程序。因此，这种

近似于因果联系的技术决定论使得一些学者产生了幻想，即根据历史唯物主

义就可以预测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崩溃。A 除此之外，人们甚至在拉尔夫·爱

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对资本主义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的

批判中找到了作为技术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语境。亦即在资本主义

大工业早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变革的描述，正如爱默生

在评价《逃亡奴隶法案》时所说的——“由报纸带来的无声革命（the silent 

revolution）”B——见证了近代技术带来的社会交往催生了思想和智慧的迸

发。然而，众所周知，爱默生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诸如伊格尔顿和保

罗·吉尔摩（Paul Gilmore）等学者却试图“发掘”爱默生和马克思主义的“重

叠共识”，并且以技术为核心概念来分析社会变革的物质基础。 C 但是，历

史唯物主义的技术观，尤其在恩格斯对技术的分析中，实现生产关系变革之

必然性的途径并非是作为“主动轮”的技术，而是针对生产关系本身的阶级

革命。因为在技术发展、劳动力过剩和经济危机的现代历史中，迫使资产阶

级不断改进技术和扩大生产的“强制性命令”D 并非来自技术，而是来自资

A  Richard Schmitt, Introduction To Marx And Engels: A Critical Reconstruction, Westview Press, 
1997, p.132.

B  Len Gougeon and Joel Myerson （ed.）, Emerson’s Antislavery Writing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74.

C  Paul Gilmore, “Mechanical Means, Emersonian Aesthetic Transcendence and Antebellum 
Technology”,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 65, no. 2, 2004.

D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

社 2001 年版，第 4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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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逻辑本身。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现象——交通、生产机构、机器和技术的

国家占有，诚然让一些人乐观地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

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 A 但是，这些现象是生产力社会

化，而不仅仅是技术变革的结果。然而，正是由于资本逻辑人格化和现代无产

阶级革命科学化的同时发生，在关于政治的讨论中，对恩格斯技术观的误解显

得更为严重。

二、技术：犬儒政治还是斗争契机？

在关于政治的讨论中，由于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关联，被冠以技术决

定论者的恩格斯面临更多的非议。在冷战话语下，诸如露丝·科万（Ruth 

Schwartz Cowan）和卡尔·波普尔就较为直接地贬斥了教条化的恩格斯技术

观。科万不仅认为技术决定论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密切关联的错误的意

识形态，更是在 1962 年拒绝了具有马克思主义者特征的林恩·怀特（Lynn 

White）的课程（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B 在西方政治思

想史的研究中，诸如麦克里兰（J. S. McClelland）等学者则把恩格斯的技术

观和黑格尔主义联系了起来 C，在恩格斯所强调的技术所推动的历史进程中，

技术赋予劳动者以新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所指向的是黑格尔意义上的

自由。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恩格斯认为至关重要的

是劳动工具和技术产生，这正是以物质为中介，而非以精神为中介的历史

主义，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在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列宁的

政治方案（尤其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连同被视为该方案理论源头

的恩格斯哲学，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已宣告无效了。取而代之的是应对

当代资本主义政治话语的批判理论的“后现代重组”。尽管这种由鲍德里亚、

德勒兹和德里达所提出的对“差异性”的永恒追求遭受了大卫·哈维的强烈

A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

社 2001 年版，第 414 页。

B  Ruth Schwartz Cowan, “Looking Back in Order to Move Forward: John McDermott, 
‘Technology: The Opiate of the Intellectuals’d”,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51, no.1, 
2010.

C  J. S. McClelland, A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Routledge, 1996, p.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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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 A，但是却不可逆转地使得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思潮不断从日常生

活的政治退回先锋派知识分子的自我确认 B，从而造成恩格斯所期冀的嵌入生

产关系的技术不再居于问题的中心。在当代政治学研究中，如丹尼尔·麦卡锡

（Daniel R. McCarthy）等青年学者既承认恩格斯的技术观对于捕捉现代技术的

批判点十分重要，又深感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提出的辩证本体论带

来的现实难题。因为一方面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治疗（treatments of technol-

ogy）方案已经在苏联和东欧走进了死胡同，另一方面克里斯·威克姆（Chris 

Wickham）和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等学者已经广泛质疑了技术在生

产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作用。C 另外，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介入，以及政治科

学量化研究的转向，卢卡奇和奥尔曼（Benell Ollman）被视为当代政治讨论中

作为论证方法的辩证法的继承者，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则通常被指认为一种

理论错置 D——强行将辩证法而不是量化工具视为研究自然界的方法。但是，

如果说恩格斯的技术观和自然辩证法仅仅是被当代学者普遍确认的不合时宜的

哲学，那么恩格斯或许非常乐意被遗忘。因为这种被误认为某种黑格尔主义或

形而上学工具的哲学教条，早已被历史扬弃，因为 1848 年的革命就已经“毫

不客气地把全部哲学都撇在一旁”E。恩格斯所展望的正是能够促成革命的那种

“消灭哲学”的哲学，其中就包括最终落脚点在革命实践的技术观。因此，当

代学者对恩格斯技术观的政治言说的主要风险并不是“拒绝承认”，而是对恩

格斯的革命观点的“误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现代技术视野下的阶级矛盾

和阶级斗争的判断。

（一）将技术进步视为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必然条件

恩格斯在晚年多次分析了机器与工人“抢夺”就业机会的现象。但是这

种分析并不是卢梭主义或浪漫主义的对社会化大生产的伦理批判，而是对近现

A  哈维认为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后现代重组”的概念化，对

“差异”的永恒追求不过是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一种学术体现。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Blackwell, 1999, 
p.344.

B  Ross Abbinnett, Marxism after Modernity: Politics, Technolog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Pal-
grave Macmillan, 2007, p.3.

C  Daniel R. McCarthy, Technology and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 2017, p.255.
D  Daniel R. McCarthy, Technology and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 2017, p.245.
E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8

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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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生产方式与阶级矛盾之关系的科学研判。在恩格斯看来，随着近代工业技术

的发展，“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

一个退步”不仅导致了不同阶级的物质财富鸿沟的进一步扩大，更意味着权利

和义务的区分日趋明显，因为更高的生产效率和私有制的结合最终会把“一切

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A。但是，萨穆

埃尔·霍兰德（Samuel Hollander）却认为，在当代阶级矛盾最为突出的失业

问题上，恩格斯不仅没有将技术理解为造成失业的一个因素，更将科技的发

展视为消除失业的直接条件。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稀缺（labor 

scarcity）与失业现象共存，二者都进入过恩格斯对技术的分析，并不能片面

地认为恩格斯将技术进步指认为资产阶级不断节省劳动力的原因。B 另外，他

还认为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这使得恩格斯能够

对科学技术增加就业的潜能保持乐观态度，尤其当先进技术能够为失业大军提

供更多的物质产品。C 但是，这一研判忽视了恩格斯讨论技术与失业的历史唯

物主义前提。技术并非是超然于上层建筑的进步力量。在资本逻辑中，机器和

技术的改进并不会顾及失业问题带来的社会危机。因为在资本逻辑的另一端，

资产阶级早已经准备好了强大的国家机器来应对这一危机的爆发，并且在必要

的情况下发动战争等大规模暴力。另外，“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并非是霍

兰德所说的能够被新技术提供的就业岗位所吸纳的工人，而是“在工业开足马

力工作的时期可供随意支配，而由于必然随着这个时期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

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在自己同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

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D。这种产业后备军

事实上已经成为当代高新技术企业中的从业常态，即大量有着稳定劳动力外观

的工人或码农，事实上都是潜在的临时工。只不过当代科层制和话语掩盖了这

一事实，并且让一些研究者误认为恩格斯能够脱离资本批判语境来展望技术提

A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8 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06 页。

B  Samuel Hollander, Friedrich Engels and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11, p.40.

C  Samuel Hollander, Friedrich Engels and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11, p.69.

D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

社 2001 年版，第 4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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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就业机会。

（二）将现代技术理解为新型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契机

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时代大生产和机器不仅迫使手工业者和农民成为

产业后备军，更造成了小资产者陷入产品不断跌价的困境。A 因此，阶级斗争

不仅表现为无产阶级的抗争，还表现为小资产者的激进的民主主义冲动（例如

罗伯斯庇尔）。但是，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所表述的那样，恩格斯虽然对

阶级矛盾中备受压迫的群体充满同情（这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就可以看出），

但是却并没有打算以伦理化的语词来拒斥这一历史进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

来，历史进步的目的就是其本身，而阶级压迫的终结只是这一“自然历史”的

客观结果。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性的要求，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在某种意义

上是历史实现其客观规律的途径。这种客观性或科学性到了 20 世纪的革命实

践，最终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列宁主义及其指导的新经济政策、毛泽东思想及

其实事求是精髓。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语境下，恩格斯对历史的客观态度

却同样被理解为逐渐褪色的阶级斗争，以及愈发犬儒的批判锋芒。撇去第二国

际中社会民主主义，当代技术哲学同样无法在恩格斯技术观的客观性和革命性

中达成平衡。李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的看法或许极为常见，即恩格

斯到了晚年已经适应了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潮流，开始构想通过选票实现社会

主义制度的可能。 B 阿维纳瑞（Shlomo Avineri）则走得更远，认为恩格斯到

了 1895 年就已经完全接受了民主观点，而马克思从未设想过在英国等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进行暴力革命。C 他尤其认为，恩格斯之所以比马克思更为修正主

义，是因为现代科学技术和通讯条件使得工人阶级发动的军事行动胜算渺茫。

这一点在恩格斯晚年所提出的政治策略中可以窥见，在《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

判》中设想的实现和平过渡的国家只是一些发达的民主共和国，并不包括德国

（更遑论俄国和中国）。D 从技术入手对恩格斯的修正主义改造事实上并不能回

A  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8 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16 页。

B  George Lichtheim, Marxism: 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4, p.223.

C  Shlomo Avineri,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217.

D  Adam Przeworski, Capital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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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分析的现代技术与军事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恩

格斯的确承认随着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暴力将必然升

级。因为暴力的“本原的东西”是经济力量和“支配大工业这一权力手段”。 A

而且随着资产阶级成为独立的统治阶级，“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

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

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B但是在另一方面，恩格斯同样强调

了资本主义暴力机器的双重因素——“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 C 具有

阶级属性的人一旦具备阶级意识和组织性，就必然会发挥超出资产阶级意志的

革命行为，这在十月革命和中国土地革命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技术虽然

会给无产阶级带上前所未有的政治枷锁，但是掌握武器的大多数却仍然是无产

阶级。

在一个后现代的学术语境下，追逐“异质性”（或创新性）的知识界或许

很难忠实地容纳恩格斯技术观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但是，当代无产阶级并不会

对此表示困惑。因为他们的生存经验（剥削和规训）仍然带着鲜明的资本主义

特征，不论其外观得到了何种样态的粉饰。新的通信技术虽然便于资产阶级构

建一个监控社会（surveillance society），但是同样有利于唤醒大众的革命能动

性。彼得·沃特曼（Peter Waterman）甚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9 世纪的

通信革命中已经看到了解放的可能性，电报、快速邮件和快捷旅行将毁坏狭隘

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进而成为国际主义的潜在催化剂。这种对现代通信技

术的革命期待同样获得了布莱希特、沃尔特·本杰明等理论家的共鸣。D 事实

上，在国家作为“总资本家”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实现了恩格斯所说的资

本关系被“推到了顶点”，从而使得“解决冲突的线索”逐渐浮现。 E 在实践

A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82 页。

B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80 页。

C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79 页。

D  Nick Dyer-Witheford, 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 Technology 
Capitalis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p.84.

E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

社 2001 年版，第 4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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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诸如韩国的“Dooria”工人自发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不断出现 A，这些组织

以实际行动唤醒更多被生产工具（计算机、数字、机床和流水线）压迫的无产

者。在理论上，已经有更多的人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在于，它能够赋予科学和技术以社会内容，从而使科学和技术能够真正地、

毫无限制地为人民服务，并且成为人得以完善和社会进步的条件和标志”B。因

此，在资本主义政治前提下彻底解决当代生态危机和战争危机的幻想已经被新

生一代的无产者识破，更多的人愿意相信在另一种政治道路中才能够真正解放

技术和人。

三、理论危机的关键：意识形态批判的技术之维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本批判从一开始就凸显出一种意识形态自觉。他们

深刻揭示了启蒙运动以来知识界所建构的伦理解放（公民）的抽象性，向世人

展示了共同体的真正内涵和革命指向。为了实现物质生产的真正社会化，以及

不再建立于阶级剥削的财富增长，恩格斯试图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其中技术和生产工具概念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尤其在晚年人类学研究中，

恩格斯以劳动和技术为视角揭示了政治批判的局限性。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

同样认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正是启蒙政治所宣扬的自由——权

利平等的商品占有者之间的自由交换。这种自由交换的尺度由劳动决定，即

“劳动决定商品价值”。C 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小生产者趋于消失，普遍无

产阶级化的劳动者不断被贬值，阶级对立日趋尖锐。最初表征为商品所有者之

权利的自由最终转变为压制成本和维持剥削秩序的权力。但是，正是意识形态

A  不仅是一个学生组织，更是一个反抗资本主义的政治团体。这一组织在 1988 年更

名为年轻科学家和工程师组织（청년과학기술자협의회）。其中的成员主要是青年

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通过自学马克思主义著作，发起了反实证主义的理论研究，

采取了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并且将对科学与技术批判视为当代最原初的革命话

题。参见 Mathieu Quet, Marianne Noel, “From Politics to Academics: Political Activ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in South Korea,”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8, no.2, 2014。

B  G. 鲍恩：《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技术观和技术进步观》，郭官义译，《哲学译丛》

1978 年第 1 期。

C  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8 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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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现代国家“共同体”的外观。恩格斯认为，“迄今存在过的联合体，不

论是自然形成的，或是人为造成的，实质上都是为经济目的而存在的，但是这

些目的被意识形态的附带物掩饰和遮盖了”A——但是古代国家的意识形态是

不自觉的，只有资本主义商业公司才达到了意识形态的自我意识，以更加直接

和“庸俗”的方式推动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以至于自由、平等、博爱被言说为

整个资本主义政治合法性的天然来源。

在当代视阈下，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批判路径显得尤为真实和有效。历史

唯物主义之所以在过去两个世纪更多呈现为一种指示或引导——而不是理论，

恩格斯的工作之所以更多地被理解为“赋予历史唯物主义以指导和方法的特

性”B，主要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形态及其意识形态

尚未完全展开。只有在数字化生产的当代，雇佣劳动才突破了传统资本主义的

空间（如厂房）和时间（工时）的限制，真正（甚至进一步）实现马克思在《资

本论》“机器和大工业”章所说的情形 C：工人不再是将技术载体当作客体的积

极主体，甚至不是与技术载体并列的主体，而是成为数字为表征的技术载体的

附庸。也只有在经历了多次几近毁灭文明的资本主义危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

的合法化问题本身才真正转变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停留于通过“掩饰国家

行为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功能性联系”来进行公共福利的意识形态定义。 D

在苏东剧变和新自由主义崛起的当代语境中，各种版本的“新资本主义乌托邦”

（new capitalist utopians）并没有呈现出通过新科技终结危机的潜能，人们还是

有理由相信，资本主义仍然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示的方向——阶级斗争、

剥削与异化来进行自我拯救和发展。E 而恩格斯的技术观正在从多个方向激发

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自觉。

首先，恩格斯的技术观和历史唯物主义引发了更具批判性的社会认识论。

在 19 世纪的革命实践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提醒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袖，

A  恩格斯：《论未来的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8 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208 页。

B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33 页。

C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483 页。

D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02—203 页。

E  Tony Smith, Technology and Capital in the Age of Lean Production: A Marxian Critique of the 
New Econom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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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嵌入于随时间变化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故而单纯的政治变革无法

彻底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A 因此，必须认识到意识形态的变革时刻受到技

术、生产方式和交往范围的制约。这是一种具有突破性的社会认识论，既循着

法国唯物主义到费尔巴哈哲学的轨迹，以阶级社会的感性经验击碎了启蒙运动

以来关于革命的意识形态外壳，又循着康德直指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传

统，鼓舞无产阶级突破“能动”地建构新历史所需的革命条件。这种作为社会

认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关于人类通过工具来改变环境乃至进化自身的

观点，在过去一个世纪遭受了实证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激烈批判（尤其是芒福德

和阿伦特）。 B 然而，在知识科学化和专业化的当代，对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

元叙事不过是一个“楚门的世界”——并且力求对其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人而

言，恩格斯已经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社会认识论。高度分化的知识生产为

不同知识背景的人群设定了社会经验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并

且通过科层化的知识权力和市场化的劳动竞争（例如非升即走）构筑了抵挡非

知识环境（例如流水线上的工人和临时工）的侵蚀。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中，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丧失一方面表现为工人的政治斗争再也无法渗透至知

识阶层乃至资产阶级，从而获得更为广泛的社会支持，另一方面表现为知识权

力结构下工人阶级接受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种观点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中

颇为常见，并且被表述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同阶级意识形态“和谐”的问题。

但是在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看来，不同阶级意识形态之间“对立统一”的互相

渗透关系仍然存在。C 尤其在数字时代，由于多元的生产、生活乃至政治经验

被普遍化为数字媒介所呈现的信息，曾经能够通过围墙、术语、保安和官方

文件塑造的经验隔绝逐渐被打破。昂格尔（Roberto Unger）所“抱怨”的马克

思和恩格斯“只是对人进行理论化，而没有为人进行理论化”（theorize with or 

for them）D 的问题，在数字时代逐渐得到了解决。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

了一种从柏拉图式的理念世界下降到集市的社会认识论，那么在经验可以通过

A  Daniel R. McCarthy, Technology and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 2017, p.62.
B  Robert Scharff, Val Dusek （ed.）,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Blackwell, 2014, p.7.
C  Steve Fuller, James H. Collier, Philosophy, Rhetoric, and the End of Knowledge: A New 

Beginning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Routledge, 2003, p.30.
D  Steve Fuller, James H. Collier, Philosophy, Rhetoric, and the End of Knowledge: A New 

Beginning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Routledge, 2003, p.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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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共享的时代，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二者通常是一回事）的意识形态自觉

不再是一个未解之谜。在一个“后真相”时代，数字技术普遍嵌入生产和生活

当然会带来信息多元和混杂的问题。但是，作为受过工业生产这本“心理学教

材”教育的当代无产阶级，不仅对启蒙式的意识形态术语感到厌倦，更是对当

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实际保持极其清醒的头脑。冷战前后通过话语霸权所建构的

资本主义元叙事（尤其是“普世价值”）不仅被许多当年的“追逐者”所摈弃，

甚至被许多尚未进入社会的青年学生视为拙劣的骗局。

其次，当代妇女解放理论，尤其是赛博格女性主义，从恩格斯的人类学

研究和技术视野中得到了关键启示。由于普遍解放的目标以及被压迫者的立

场，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从一开始就成为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同盟。尤其在恩

格斯晚年的人类学研究中，不仅以大量的篇幅分析了私有制条件下对妇女压迫

剥削的必然性，更高度评价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性别平等的追求，认为妇女解

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A 齐泽克甚至认为，妇女权利斗争

是“从恩格斯到毛泽东的整个社会主义传统”B，成为了解放实践的重要部分。

但是，由于技术决定论的评价，恩格斯的妇女解放理论仍然遭受诸多误解。例

如珍妮特·塞耶斯（Janet Sayers）就认为恩格斯过于乐观了，技术进步和社会

主义的过渡并没有从根本上变革男权中心的家庭形态。恩格斯所预期的先进技

术在生产过程中减弱的性别差异也并没有实现完全的性别平等。更多的人甚至

对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的现代价值大失所望，开始通过社会心理学来重新审

视技术先进西方国家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C 例

如多萝西·迪恩斯坦（Dorothy Dinnerstein）、梅拉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

和凯伦·萨克斯（Karen Sacks）等心理学家虽然在研究中体现出近似于历史

唯物主义的特征，但是他们至多只是“接受了恩格斯的问题，但是摒弃了恩格

斯的技术和进化的偏见”。 D 然而，恩格斯的妇女解放理论并非是一种道德诉

A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

社 2001 年版，第 380 页。

B  Slavoj Žižek, “A reply to my critics”, http://thephilosophicalsalon.com/a-reply-to-my-
critics/.

C  Janet Sayers, Mary Evans, Nanneke Redclift, Engels Revisited: Feminist Essays, Routledge , 
2010, pp.57-58.

D  Janet Sayers, Mary Evans, Nanneke Redclift, Engels Revisited: Feminist Essays, Routledge , 
2010, p.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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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或人道主义，而是历史科学的一个论证环节。先进生产技术和工具之所以被

恩格斯寄予厚望，不是因为技术本身就能够解放女性，而是因为技术带来的社

会交往的扩展和生产力的积累，将促进人类不断突破传统两性关系带来的巨大

“浪费”。什么“浪费”？占人口一半的劳动力被局限为“家内用具的所有者”A，

从而成为男性的所有物，不仅无益于资本主义的剩余劳动力的再生产，更会造

成整全的现代意识形态的“薄弱环节”，危及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因此，恩

格斯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

去”，要达到这一点必须“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B，而技

术则是突破小生产、实现生产社会化的关键。当然，恩格斯无法想象现代科学

技术带来的崭新的人类学视野。当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和汤姆·莫

兰（Tom Moylan）基于《共产党宣言》提出了赛博格女性主义的乌托邦构想 C 时，

恩格斯的技术观在当代妇女解放思潮中的再次出场就显得确认无疑了。“赛博

格宣言”中技术对人类性别分工的消除是对当代科技所崭露的解放潜能的把握，

也是以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视角对 20 世纪 80 年代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反思。 D

这一具有浓重的恩格斯技术观特征的女性主义，对当代左翼思潮影响甚巨，并

试图以一个“没有性别的乌托邦传统”变革后结构主义（或新历史主义）的科

学技术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E

最后，在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前提下，我们有理由相信，将哲学概念和

生产经验结合起来的知识工作仍然具备有效的革命性。因为其对手——资本主

义意识形态已经无法从实在界为其元叙事汲取更多的合法性了。但是，正如技

术进步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历史的进步，恩格斯的技术观和辩证唯物主

义突破意识形态的重围同样也需要发挥知识和实践的主观能动性。这要求马克

思主义者清醒地看到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正在遭受的非议和误解并非是一个单

A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8 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87 页。

B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8 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92 页。

C  Kathi Weeks, “The Critical Manifesto: Marx and Engels, Haraway, and Utopian Politics”, 
Utopian Studies, vol.24, no.2, 2013.

D  Donna Haraway,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Socialist Review, vol.80, 1985, p.173.

E  Donna Haraway,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Socialist Review, vol.80,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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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的理论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结构刻意的意识形态设

置。在这种设置中，恩格斯所提出的量和质的辩证法再一次得到了印证 A——

现代传媒技术中符号的不断积累（accumulation）和凝结（condensation）构成

了单数的话语经济（economy of discourse）抑或话语霸权。正如阿尔都塞所感

叹的，那些拒绝将恩格斯和列宁视为哲学家的“丑闻”，体现了各种哲学思想

之间占据支配地位的权力关系，亦即意识形态和政治关系 B——掌握权力的资

产阶级哲学迫使我们承认权力问题仍然是哲学中的首要问题。但是，当代马克

思主义者也有充分的理由，在作为话语权力之“他者”的同时保持信心。因为

现代科技的发展已经证明，过去全部国家机器所依赖的伪装和工具都已经在

“陈列馆”中“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C。新的世界交往方式正在催生着

新的阶级意识和批判自觉。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走出了附庸于“倒置”的

话语霸权（或官方学术权威）的窠臼，摆脱了只知教条不懂现实经验——不再

把理论“降低为杜林先生的普鲁士特有的社会主义”D，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自我

改造——去了解真正的大工业和数字时代，能够所知不多却并不妄自菲薄地用

马克思主义穿透未来科技所提示的愿景。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A  Hartmut Winkler, “Geoffrey Winthrop-Young, Michael Wutz, Discourses, Schemata, Tech-
nology, Monuments: Outline for a Theory of Cultural Continuity”, Configurations, vol.10, 
no.1, 2002.

B  Louis Althusser, Politics and history: Montesquieu, Rousseau, Hegel and Marx, trans. Ben 
Brewster, NLB, 1972, p.168.

C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8 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02 页。

D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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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马恩对立说”：  
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化及其当下化任务

——评诺曼·莱文《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
黑格尔：马克思方法的黑格尔主义基础》

陆凯华 A

自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出版以来，马克思与

恩格斯的学术关系问题一直都是学界至今探讨的话题。几乎不会有人否认，恩

格斯一生最为卓越的贡献，在于他凭借自身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卓绝的影响力，

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确立。与之相对，恩格斯名下的著作或独创的观

点，也以“第二小提琴手”的名义归入“马克思主义”的名目下，成为其有机

的一部分。基于这一前提，由马克思学在文本考据上基础上得出的“马恩思想

对立说”（或较为温和的“马恩思想断裂说”）才在过去几十年中引起学术界的

轩然大波。因为这无异于宣判以恩格斯为起点的正统学说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

扭曲或遮蔽，继而在日后产生无穷的不止乎于学术的消极影响。但公允而论，

“马恩对立说”基于文献考据的理论成果，乃是出于对苏联意识形态话语压抑

A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前沿中的德国古典哲学

研究”［项目编号：2018EZX001］与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引进

人才启动费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黑格尔哲学研究”［项目编号：2018EC-
NU-HLYT04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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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抗，继而在全新的时代语境下重新激活马克思思想活力。因此从历史的视

角看，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关系问题的学术论争，对应于一定历史时期理论界

在学术拓展上的需要。

时过境迁，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对马恩学术关系的探讨也引出了新的历

史任务。较之纠缠于马恩思想“一致说”、“对立说”还是“断裂说”哪一种说

法才是“正确的历史学”（莱文语），目下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激活马克思思想在

当下的思想活力。面对新世纪以来爆发于西方世界继而引向全球的政治、经济

与意识形态危机，以齐泽克、巴迪欧为代表的一批当代左翼思想家，试图重新

追问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哲学传统，究竟如何在新自由主义与民主制占据主导地

位的现代社会中再度在场。这一追问势必超出了自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以来，坚

守于马克思主义纯粹社会批判维度的局限。在这个意义上说，如何超出在批判

理论的局限，思考马克思主义“当下化”的理论任务，是一个更为急切的任务。

而从今天的视角回看过去，恩格斯本人正是这项工作卓越的先驱者。

因此，关注马恩之间的学术关系这一话题，其内在的学术诉求就不应局

限于论证恩格斯是否歪曲、误解或是遮蔽了马克思的学术创见，而是要反思马

克思与恩格斯如何在他们所在的时代，使得马克思主义切实地“当下化”。否

则，我们也将忽视恩格斯在马克思死后诸多思想工作努力的意义与价值。这将

致使我们既无法同情地去理解“恩格斯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在特定历史

语境下的积极意义，更会低估马克思因与恩格斯的合作，对其自身理论与思想

的改造与重塑的必要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恩格斯学术关系问题就不只是一个思想史问题，

也是马克思主义当下化的理论难题。我们在诺曼·莱文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

斯主义中的黑格尔》书中，看到的正是这种新的理论取向及其可能开拓出的理

论贡献。而这一新的取向与贡献，将超越“马恩对立说”的问题域，直击当下

更为重要的思想任务：捕捉马克思借鉴于黑格尔思想同时又与黑格尔整体思想

相对立的社会分析方法论。

一、超越马恩对立说：莱文《不同路径》的宏大主旨

颇为有趣的是，本文的主人公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诺曼·莱文正是“马

恩对立说”这一立场的坚定捍卫者。自成名作 1975 年的《悲剧性的骗局：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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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反对恩格斯》（The Tragic Deception: Marx contra Engels）发表以来，莱文的

整个学术生涯都与马恩对立说紧紧绑定。基于长期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

究所与 MEGA 中心的学习工作经历，莱文接触了海量的马恩尚未出版的手稿，

加之细腻的笔触和大胆的论断，莱文的作品具有极高的传播性与影响力。而从

论述风格看，诺曼·莱文的著作代表了一批基于对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生平事业

中历史细节考据的历史研究著作。但正是这种基于文献材料的考据所得出的诸

多结论，使得以文本分析与概念解析为研究路径的研究者，在评价莱文著作时

陷入两难。因为对由历史细节出发继得到的各种思想史的论断，其效力是否具

有确凿无疑的根据，以至于驳倒、颠覆概念和文本内部结构建构出的理论判

断，仍然是一个仁者见仁的议题。

不过，诺曼·莱文系列丛书《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的黑

格尔》（Norman Levine, Divergent Path: Hegel in Marxism and Engelsism）（以下简称

《不同路径》）其旨趣绝不止于马恩学术关系问题。从莱文在该书序言部分交代

的写作计划看，这部《不同路径》理应是一套超出历史考证工作的哲学作品，

而目下出版的仅仅是这部大作的前两卷［另一卷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

（Marx’s Discourse with Hegel）］A。因此，虽然莱文有意设置了“马克思主义”与

“恩格斯主义”这样赫然醒目的标题，但吸引人们打开这套丛书的却是另一个

核心主题：如何捕捉马克思从黑格尔思想中脱胎而来的一种“新的社会科学解

释公式”。

莱文对这个问题处理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是历史学的研究路径，这首先落

实为如何在材料上论证马克思本人学说的黑格尔化结果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

实，或者用莱文自己的话说，要梳理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正确的历史学”；

但更重要的是哲学研究的路径：在方法论的意义上，马克思本人对资本主义的

分析方法也脱胎于黑格尔的“正确的认识论”。其次是莱文认为，今天需要再

次脱离黑格尔哲学，方能摆脱黑格尔要素以及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黑格尔化倾

向”对上述“认识论”的消极影响。因此，莱文不仅要逐一点评自卢卡奇以来

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思想“黑格尔化”与“去黑格尔化”的立场，还

意图在当下对马克思主义“去黑格尔化”的多种哲学路径选出一条最优路径。

A  Norman Levine, Marx’s Discourse with Hegel, Palgrave Macmillan,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2012. 中译本参见诺曼·莱文：《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周阳译，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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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路径》引言与第一章里，莱文以“黑格尔—马克思学术关系的历史编

纂学”为标题，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之后各种派别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及其卓

越的反对者们。莱文将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分为两个时代：前一个时代的代表

人物包括乔治·卢卡奇、赫伯特·马尔库塞、让·伊波利特、阿尔弗雷德·施

密特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是鲜明地站在反对“恩格斯主义”立场的“黑

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后一个时代是 1991 年后出现的新黑格尔派马克

思主义，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克里斯托弗·阿瑟与诺尼·史密斯，他们所主张的

原则超出了前一时代的视野，这具体体现在他们放弃了历史线性论的解释模

型，走向了体系逻辑的马克思的解释方法。

与马克思黑格尔化学派相呼应，莱文随即介绍了“去黑格尔化”的思想

学派。莱文将其也分为两个时代；前一个时代是属于看似观点截然不同的两个

代表性人物——阿尔都塞与阿多诺。 A 后一个时代属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以约翰·罗默、乔恩·埃尔斯特、葛兰德·科亨、菲利普·帕里斯为代表的个

体方法论主义。而他们反对马克思思想“黑格尔化”的理由，既出于对哲学方

法论上的分析，也出于政治行动的考量。但对莱文而言，他更为关心的是在这

些马克思黑格尔化的反对派中，找到确认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社会本质具有洞察

力的分析方法，而并非在历史学的意义上否认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的借鉴的事

实。因此莱文主张，一方面我们不需要在历史材料的意义上，否认马克思本人

思想的黑格尔渊源，继而始终将马克思中的黑格尔主义的存在作为既定的事实

与研究的出发点；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对当代社会正确的认识论，必须是一种

“去黑格尔化的认识论”；因为黑格尔的主张会干扰我们去捕捉马克思这一更为

有效的社会分析方法论。为此莱文说道：“马克思主义存在于黑格尔之外，要

A  莱文认为，对于阿尔都塞而言，马克思主义重新黑格尔化的理论倾向将出现政治缺

陷，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行动立场预示着“革命优于哲学与政治第一”，因此阿尔都塞

试图从斯宾诺莎与结构主义中寻求思想资源，以便拒绝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继

而找到支撑革命优先性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方法。而对于阿多诺而言，反对黑格尔

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于反对“主客统一”的同一性原则，继而反对一种由黑格尔与马

克思黏连之后所造就的虚假的历史观念，一种历史乌托邦主义。因此，反对黑格尔

化的马克思主义，继而也符合阿多诺试图重新开启新的理论立场。不过我们可以发

现，莱文对于二者的论述，便于他引出“去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后一个时代，

而后者才是莱文认可的马克思主义去黑格尔化的具体道路。——参见诺曼·莱文：

《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臧峰宇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版，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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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分解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化。”A换言之，我们必须厘

清马克思的黑格尔渊源，才能在这里找到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鉴到了什么，

又摈弃了什么，继而完成对黑格尔的“社会分析方法论”的“头脚倒立”。

因此公允来说，莱文在本书中针对马恩学术关系新一轮的考据工作（继

而得出一个强化版本的“马恩对立说”），只能是这场思想饕餮大餐的前菜。换

言之，在这部鸿篇大作的第一分卷中，如何评析黑格尔与马克思本人的学术关

系才是真正的核心问题，其重要性甚至盖过了该卷标题指示的“马恩对立论”

（无论是否是激进版本的）。这也解释了为何《不同路径》虽说是“未完成之作”，

却是莱文的论著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著作之一。

既然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化”与“去黑格尔化”问题才是莱文真正关

心的论题，“马恩对立说”也就成了这一宏大主题的前奏。通过主张包括恩格

斯在内的黑格尔化路线内在的错误与局限，不仅找到一条重新理解马克思与黑

格尔关系的路径，也试图拯救马克思思想中——因其黑格尔因素所成就或所损

害的——真正有效力的社会分析方法论。如果说，黑格尔之于整个马克思本人

思想发展具有如此复杂的关系，那么恩格斯对于黑格尔的误用，甚至肤浅的非

学术化的解读，就将成为他与马克思思想对立的直接依据。因此，破除马克思

与恩格斯之间的“连字符”的核心，就被转换为了如下问题：我们如何看待黑

格尔对马克思形成自己社会研究方法时的贡献与意义。

颇为有趣的是，恩格斯正是莱文笔下第一位开启马克思黑格尔化事业的

思想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确实阐明了自己对马克思接受黑格尔的看法，

而 19 世纪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形式是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得到发展和普及

的。”B但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理论贡献却被长期忽视。因为一方面，第二国际

的代表性的理论家并没有尊重恩格斯的黑格尔哲学研究，而是径直走向了康德

主义与达尔文主义；而另一方面，虽然作为苏联正统的斯大林主义并不认同恩

格斯对黑格尔思想的借鉴，但却保留并改头换面了“恩格斯主义”中的绝大部

分内容，其中最重要的即是恩格斯以辩证法的思路对 19 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定

律（否定之否定、质量互变与对立统一）的重新阐释。因此在莱文看来，虽然

A  莱文：《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臧峰宇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3 页。

B  莱文：《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臧峰宇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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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提出的对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共同解释是歪曲而弱化的”，但与此同时，

“在 19 世纪得到传播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是恩格斯主义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

义的形式”A，并由此演变成了日后的辩证唯物主义。而在莱文看来，晚年恩格

斯思想的真正来源，正在于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泛神论”的理解思路

所种下的种子。而我也将对《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这一部分进行详

细分析，以便揭示莱文在文献考据中挖掘出的各种历史信息的指向与用意。需

要指出的是，即便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历史事实出发，否认莱文基于历史细节而

做出的大胆论断，但不得不说，他对于马恩青年时代的学习黑格尔的历程的回

顾，给我们带来了一条理解二者思想关系的新思路。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莱文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严重低估了青年恩格斯的思

想贡献。本文将在最后第三部分指出，莱文纠缠于青年恩格斯未能将“自我意

识”主体化，继而转想青年马克思版本的黑格尔方法论这一论断，偏离了青年

恩格斯在延续黑格尔哲学其实质精神的努力。虽然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借用

在学理上相对粗糙，并伴有各类错误，但其产生的理论效力却不容忽视。青年

恩格斯启发了马克思从哲学向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转向，继而与马克思共同形成

了深入政治与社会实践的理论立场。

二、莱文眼中的青年恩格斯：一位黑格尔哲学的“业余爱好者”

《不同路径》中所谓的“路径”（paths），即是马恩在黑格尔哲学的学习路径。

更确切地说，在莱文看来，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对立”，

不仅在于他们的个性（personality）、心智（mentality）与研究领域的偏重，还

取决于他们对黑格尔哲学，甚至是当时兴起的黑格尔哲学流派的掌握程度。莱

文在第二章“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的开篇中，就以驳斥马恩思想如

“连体婴儿”的“一致论”为开端。在细数自“左派使徒传统”到 20 世纪 60

年代以卡弗为代表的“对立学派”等一系列学术论战史后，莱文将这些对以往

马恩对立论的观点的评述，贯穿到了他对恩格斯青年时代学习历程的讨论上。

我们可以从莱文的论述中看出他清晰的判定：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以及对他

A  莱文：《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臧峰宇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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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的各个黑格尔主义学说的实际掌握程度，一直停留于初学者或者“业余

爱好者”（amateurish）的水平，并且他在学习态度上一直止步于“浅尝辄止”

的阶段 A。而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了青年恩格斯在 1837 年到 1842 年这一时期对

“黑格尔哲学的第一次借用”的思想环节中。较之卡弗、麦克莱伦这些相对“温

和的马恩对立论者”对恩格斯误读黑格尔的批评，莱文有意强化恩格斯青年时

期的这段黑格尔哲学学习历程的重要性，并明确指出恩格斯对黑格尔主义的粗

疏理解，在他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与传播中产生的消极负面的影响负有责任。

为此，本书评将分为三个方向来重构莱文的相关论述。

（一）“泛神论”而非“主体意识”的：老年黑格尔派施特劳斯对恩格

斯决定性的影响

莱文指出，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学习历程，始于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

老年黑格尔派，而非青年马克思所在的鲍威尔—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学术

型的进路不同，这一时期恩格斯主要的思想困扰是来自于他对基督教信仰的困

扰，或者具体地说，是恩格斯在生活中日渐形成的对基督教虔诚主义信仰的怀

疑。莱文认为，此时恩格斯转向黑格尔哲学的内在动机，在于他可以将黑格尔

哲学中的“泛神论”取代基督教的“上帝”观念。由于恩格斯在他 17 岁时即

被其父要求辍学，前往家族企业工作并成为商业学徒，故而恩格斯一生从未接

受过任何高阶的学术训练。与马克思相比，青年恩格斯在接受和掌握关于黑格

尔的知识，甚至是一般的哲学知识时，他的头脑都更容易成为当时各类黑格尔

主义思潮的“跑马场”，并且在学术信仰上体现出了巨大的“易变性”，时常在

各种对立的思潮之间摇摆。

在梳理了恩格斯早年不莱梅时期加入“青年德意志派”以来的一系列书

信集后，莱文认定黑格尔哲学对恩格斯的最初意义，在于为这位意图走出宗教

信仰困境的年轻人，提供一种信仰的替代品，即一种生发于基督教传统，却也

同时超越其教义的理性主义世界观。为说明这一点，莱文摘录了恩格斯与弗里

德里希·格雷培的书信往来中的段落。从这些文字中读者不难发现，青年恩格

斯当时陷入了宗教和理性之间的两极分裂并试图重返理性主义道路的思想煎熬

中：“我希望能见到世界的宗教意识发生异常彻底的变革。要使我自己把一切

A  莱文：《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臧峰宇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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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弄清楚就好了！不过这一定能办到，只要我有时间平静的、不受干扰地深入

研究。”A而通过对这些书信材料的整理，莱文认为恩格斯在早年从宗教向哲学

的思想攀升的过程中，首先抓住了施特劳斯的论断，即黑格尔哲学的全部要义

取决于“世界灵魂”的存在。因此青年恩格斯也赞同（老年）黑格尔派的预设，

即黑格尔哲学乃是一种“现代版本的泛神论”B。“黑格尔关于神的观念已经成

为了我的观念，所以，我加入了……所谓的‘现代泛神论’的行列……现代泛

神论，也就是说，黑格尔。”C

“泛神论”版本的黑格尔主义，正是莱文在前文中批判恩格斯辩证唯物主

义其黑格尔倾向的重心所在。莱文在此处给恩格斯的“理性泛神论”（rational 

pantheism）的标签，其用意乃是为进一步解释恩格斯主义的成因留下伏笔。

无论是卢卡奇与葛兰西对恩格斯的指责——将黑格尔辩证法歪曲为自然和社会

发展决定论的做法，还是恩格斯自己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与达尔文进化论

版本的科学规律进行不恰当类比 D，都似乎可以理解为恩格斯早年埋下的种子

所结出的果实。莱文甚至在第二章的最后，将晚年恩格斯的思想形象与青年恩

格斯此处的“理性主义泛神论”对接。在莱文看来，正是因为青年恩格斯一直

未能摆脱黑格尔右派（即施特劳斯）的影响，甚至成为其哲学的“囚徒”，致

使恩格斯一生从未离开 17 世纪形而上学传统；而他对自然辩证法的规定，也

说明他没能离开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学派的直接结果。 E

对于莱文而言，厘清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学习和掌握黑格尔哲学在最初道

路上的不同路径，不仅有助于证明青年马恩之间存在的思想差异，也更易于

“坐实”“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在方法论上的根本不同。较之青年马

克思对黑格尔《现象学》的重视，青年恩格斯进入黑格尔哲学的最重要文本是

《历史哲学》。较之马克思在《精神现象学》中对“主体意识”的重视，青年恩

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6 页。

B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15 页。

C  莱文：《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臧峰宇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40 页。

D  包括卡弗、麦克莱伦在内的“对立论”者批评恩格斯的一个主要依据来自于《在马

克思墓前的讲话》，其中恩格斯对马克思发现的社会科学规律与达尔文的生物学进化

规律进行了类比。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01 页。

E  莱文：《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臧峰宇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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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在《历史哲学》那里则领会的是一种“概念是世界历史的推动力量”A，即

一种新的“上帝”的概念。莱文也由此认为，青年恩格斯在学习黑格尔哲学时

的最初进路，决定了他对黑格尔在哲学上的认知，并导致他将黑格尔主义看作

为一种“理性主义的泛神论”。莱文在此暗示读者，虽然恩格斯在政治观和世

界观上转向了与黑格尔本人不同的更为激进的共产主义与无神论的立场，但青

年恩格斯转向黑格尔哲学的动机，乃是取代旧有的虔敬主义信仰的内在精神需

求，并将其充当了他早年对启蒙与进步主义信念的一种理论支撑。

为说明施特劳斯版本的黑格尔哲学对恩格斯的意义，莱文还从其他材料

中寻找蛛丝马迹。首先，莱文从书信材料中证明，青年时期的恩格斯一度对青

年黑格尔派与老年黑格尔派二者在思想上的对立知之甚少，因此并不能正确

地区分黑格尔派别内部截然对立的两种理论立场。因此，恩格斯在转向青年

黑格尔派伊始，错误地将施特劳斯一并归类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分子。“青年

黑格尔派出现了；施特劳斯、费尔巴哈、鲍威尔、《哈雷年鉴》引起了普遍的

重视……政治运动及一切方面。”B恩格斯对于黑格尔学派内部的分歧的错误认

知，暴露了他并未能充分理解青年黑格尔派对“主观意识”的强调的内在要求：

即借助“自我意识”或“主观意识”为核心，在哲学上将黑格尔的观念论激进

化。而在莱文看来，青年黑格尔派凸出的“主观意识”，才是青年马克思所依

循的理解黑格尔哲学的进路，也是马克思日后对黑格尔方法论借鉴的核心。由

此，马克思与恩格斯似乎在最初的时刻就在黑格尔的环节上有着根本的差异，

继而实际走上了两条不同的理论道路，用莱文自己的话说：“两个人接受黑格

尔不同的方式充当了他们之间差异的晴雨表。或者说他们关于黑格尔的不同观

点来自割裂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的更深的鸿沟。”C

（二）出于政治的而非出于学术的：恩格斯转向青年黑格尔派的动因

青年黑格尔派无疑是马恩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合处。二人曾一度是青年

黑格尔派的重要成员，日后两人合著的《神圣家族》与《德意志意识形态》都

A  莱文：《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臧峰宇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59 页。

B  莱文：《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臧峰宇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54 页。

C  莱文：《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臧峰宇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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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作为最为核心的内容。但莱文认为，恩格斯转向青年

黑格尔派的原因与马克思本人截然不同。而且这种差异，标志着恩格斯从未在

方法论意义上接受青年黑格尔派的主张。在莱文看来，恩格斯接受青年黑格尔

派的动机主要出于他的日益激进的政治诉求。

1840 年起，一度醉心于青年德意志派主导的文学批判的青年恩格斯开始

接受法国社会主义思潮的洗礼。而在当时德国，法国这一思潮的引介和传播都

归功于海因里希·海涅与路德维希·白尔尼，二者都在当时被恩格斯视为青年

德意志派的真正的思想领袖。莱文通过详尽的分析得出，较之海涅，当时流亡

海外的白尔尼对恩格斯的思想转变影响更为巨大，而这一点是以往研究者较少

关注的。通过分析恩格斯与友人通信中对白尔尼的各类“溢美之词”，莱文认

为恩格斯对白尔尼的欣赏已经超越了海涅，并将其视为将德国哲学与法国革命

实践结合起来的“施洗者约翰”。而将德国的形而上学与法国政治实践相结合，

一度被认为是海涅的功劳，原因多在于海涅著名的《论德国和宗教的历史》为

更多人所熟知。不过，莱文经由对恩格斯通信的分析后指出，作为青年恩格斯

精神榜样的白尔尼思想对恩格斯的影响，显然被我们低估了。在青年恩格斯看

来，作为德意志自由主义坚定捍卫者的白尔尼，其强调政治实践的主张，不仅

打破了海涅强调的将理性主义的理论运用德国生活的固有观念，也极大地在政

治上推动了德国自由主义事业的发展。恩格斯饱含激情地说道：“白尔尼才是

主张政治实践的人，而且他完全实现了这个使命，这就是他的历史地位。”A

在莱文的叙述中，白尔尼才是恩格斯眼中真正推动黑格尔哲学从理论走

向实践的标志性人物。在 1841 年青年恩格斯写下的《恩斯特》一文中，恩格

斯将白尔尼与黑格尔并列，并将二者的思想的“相互渗透”理解为德意志自

由主义事业的未来 B，“同白尔尼并驾齐驱又针锋相对的是黑格尔——一个思想

家……当局没有下功夫去仔细研究黑格尔的深奥难懂的体系形式以及晦涩的文

风。当局又怎么能够知道，这种哲学竟敢从理论的风平浪静驶向实践的波涛汹

涌的海洋，他们又怎么能够知道，这种哲学正是为了抨击现存事物的实际状况

而已经剑拔弩张。”C莱文为我们展示了青年恩格斯是如何在白尔尼（以及海涅）

那里迅速地汲取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立场的。当然，在他眼中，这种

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22 页。

B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0—111 页。

C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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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发于政治立场的学术转向，难以应对学术“放大镜”下的检验。

既然青年恩格斯认定，黑格尔和白尔尼二者思想的相互渗透是推动了 19

世纪 30 年代德国的一系列进步性的改革运动的原因，那么青年黑格尔派的出

现则正是这一“相互渗透”过程的高峰。而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是阿尔诺德·卢

格。如果说白尔尼对恩格斯在政治实践上的鼓舞推动了恩格斯在学术立场上转

向了主张“行动”的激进黑格尔派；那么经由卢格，恩格斯才有了在思想上向

青年黑格尔派的进一步靠拢。一方面，在卢格等青年黑格尔派所主编的《哈雷

年鉴》，“已经有了不少白尔尼的思想，所以白尔尼可以在《哈雷年鉴》发表的

不少文章上毫不犹豫地签署自己的名字。”A另一方面，白尔尼的政治实践的主

张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卢格与费尔巴哈的极为接近，而青年黑格尔派所参与政治

活动所取得的变革力量使得曾经沉湎于主观世界与文学的恩格斯备受鼓舞。因

此在莱文看来，“当青年恩格斯认同青年黑格尔派将黑格尔解释为理论与实践

的统一、黑格尔和白尔尼的结合时，他成了一个青年黑格尔派。”B

但莱文指出，在上述青年恩格斯转向青年黑格尔的思想转变过程中，真

正的驱动力是恩格斯投身政治的热情，而非哲学上的逐步深入。一个最重要的

依据是，恩格斯在成为青年黑格尔派时“自作主张”地将施特劳斯归为青年黑

格尔派。在莱文看来，由于恩格斯在黑格尔学术上始终缺乏深入严谨的学习过

程，因此他对于“青年黑格尔（左）派”与“老年黑格尔（右）派”之间的对

立，是缺乏学术上的辨别能力的（虽然在他不久之后的著作中，如在《神圣家

族》中，恩格斯对两派观点的对立表述的是如此清晰——笔者 C）。但更为关

键的是，这足以从侧面证明，至少在恩格斯转向了青年黑格尔派时，他仍然潜

在地坚持施特劳斯版本的黑格尔哲学，即一种对黑格尔采取了一种“理性泛神

论”的理解图式。而在莱文看来，这种理解图式极大地影响了恩格斯对马克思

主义化后的黑格尔方法论的认知，并在他日后作品中持续发酵为一种与马克思

A  莱文：《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臧峰宇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48 页。

B  莱文：《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臧峰宇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52 页。

C  无论是恩格斯与马克思合著的《神圣家族》，还是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黑格尔哲学作

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都非常明确区分了施特劳

斯与鲍威尔、老年黑格尔派与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对立关系——作者注。参见《马

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4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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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不同的“恩格斯主义”。

因此，虽然在 1841 年后，恩格斯成为了与青年马克思一样的“青年黑格

尔派”，但在莱文眼中恩格斯并未成为一名思想上的青年黑格尔派。在莱文看

来，恩格斯将自己划归为“青年黑格尔派”的原因，只是出于他在政治立场上

日益激进化的要求，而非学术上深思熟虑。莱文还从赫斯对恩格斯与马克思不

同的评价中证明了这一点。他借用赫斯的评价——“在我们相见之前，恩格斯

是个彻底的革命者，当他离开我时，他是一个热情的共产主义者”A——指出

赫斯眼中的恩格斯是一位热情大于头脑，总是将对理想的热忱，凌驾于刻苦严

谨的学术探讨上的革命者。与之对照的是赫斯笔下的“马克思博士”则被描述

为关注细节、具有分析能力、谨慎的学者。因此较之青年马克思，青年恩格斯

在进行学术立场的转向时，势必缺乏马克思那般的严谨分析与学术甄别能力，

而更多的是服从于自己热情、却也易变的政治热忱。

总之在莱文看来，青年恩格斯转向青年黑格尔派的过程与马克思本人完

全不同。恩格斯学术转向的根本动机是出于政治的而非学术的，出于政治理想

的实践要求、而非严谨刻苦理论探索的。莱文认为青年恩格斯自始至终并没有

如同马克思那样，把握到青年黑格尔派突出黑格尔思想中“主观意识”（即“自

我意识”）的思想意义，因此也从未真正地在批判中采用过青年黑格尔派的任

何方法论。这不仅解释了为何一度忽视青年黑格尔派与施特劳斯在学术观点上

的针锋相对，也进一步“坐实”了转向青年黑格尔派的青年恩格斯，从未在哲

学上出离老年黑格尔派理性泛神论的牢笼。因此莱文讽刺道：“青年恩格斯转

向青年黑格派的运动是他思想不一致的另一种表现……这证明他在学术上是一

个业余爱好者。”B

（三）辞藻的而非方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黑格尔方法论

莱文对青年恩格斯的另一批判焦点，落在恩格斯并未能从黑格尔哲学中

提萃出任何与马克思版本接近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上。 在第二章最后，莱

文强调了他与青年马克思在黑格尔化历程中的两个不同之处：第一个是青年恩

A  Henderson，W.O., The Life of Friedrich Engels, London, 1976, p. 18. 中文翻译参见莱文：

《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臧峰宇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版，第 196 页。

B  莱文：《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臧峰宇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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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没有真正接受黑格尔左派在黑格尔那里挖掘的主观性思想，因此一直是

“黑格尔右派的囚徒”；第二个是恩格斯始终未能在哲学上如马克思那样，完成

主体意识的转换，继而真正地使用黑格尔批判的方法论。

而这一论证的焦点，落实在莱文对青年恩格斯的《大纲》及其思想效应

的批判上。在莱文看来，“尽管青年恩格斯在标题中使用了‘批判’这个词，

但这篇文章的其他部分却没有使用黑格尔的范畴。青年恩格斯没有将黑格尔主

义的逻辑形式用作批判的工具，因而他与甘斯的批判的黑格尔主义学派并不一

致。”A

莱文试图站在与卡弗为代表的“温和对立学派”（莱文语）不同的更为激

进立场上，“坐实”恩格斯与马克思乃是两套“主义”的观点。在莱文看来，

卡弗为代表的“温和对立论”体现在两个前后相继的部分：一个是恩格斯在方

法论上的“黑格尔化”，卡弗在他的著名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

中认为，“青年黑格尔派方法论的某些方面在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

中得到了显著体现”，这是因为一方面“恩格斯那本著作的重点是先于经验

研究的概念分析”，而这背后的方法论，乃是“恩格斯使用了熟悉的黑格尔

派的解释，这种解释揭露了由自由贸易制度所产生的‘矛盾’，并产生了‘两

方面错误的结果’”B ；另一方面，卡弗也指出，恩格斯在《大纲》中将黑格

尔派的研究方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对促成马克思在研究方向上从哲

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变有着更为积极的作用：这不仅体现在恩格斯率先使用

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标题成为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副标题，还体

现在《资本论》更为具体细腻地展开了上述恩格斯探讨的自由贸易制度的“矛

盾”的分析工作。为此，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不仅仅是因为其涉

足与政治经济学的物质利益难题，而是它内在所嵌入的“方法论”，才使得

其成为了马克思口中“光辉的著作”，也使得青年恩格斯真正被心高气傲的马

克思接纳。

在莱文看来，卡弗的评价至少存在两层错误。一是文献考据意义上的，

即“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基本上派生于莫泽斯·赫斯和罗伯特·欧

A  莱文：《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臧峰宇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98 页。

B  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08 年版，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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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著作”A ；二是文献考据的论证外的学理论断，在莱文看来：“恩格斯在他

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黑格尔的运用仅仅是语言学上的，而且是无端

的。”B 遗憾的是，由于《两条路径》作为一套多卷本的系列丛书，我们还未能

看到莱文更为翔实的论证。但从上述莱文对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

寥寥几笔的“判词”，却也透露了莱文自己对黑格尔哲学的基本态度。

从莱文对黑格尔思想的概述我们可以推断出，莱文对黑格尔有一套参照

马克思版本的理解，虽然莱文将自己笔下的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表述为对

马克思“黑格尔化”取向的分析，但从另一个视角看，莱文的笔下的黑格尔哲

学，不如说是一种“马克思化”后的更新版本，这也势必自然对立于莱文眼中

的青年恩格斯坚守的更为“保守”却可能也更为“中正”的黑格尔思想肖像。

正是这种理解的取向使得莱文相信，《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蕴藏着的政治

经济学与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结合在莱文眼中是与之后在《资本论》中的马克

思所运用的黑格尔方法论截然不同。

三、青年恩格斯的价值——与莱文的商榷

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借用被莱文概括为简单的一句话：“青年恩格

斯是青年黑格尔派政治学和老年黑格尔派哲学的综合者。”C莱文试图从青年时

代恩格斯的阅读取向和学习历程证明，恩格斯在哲学方面一直坚持的是老年黑

格尔派“泛神论”式的观点，即便在政治立场上他转向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激进

立场。另一方面，青年恩格斯仅仅将黑格尔哲学作为论说其激进政治立场的一

种“形而上学的论据”，但并未真正从黑格尔那里真正借鉴任何分析具体问题

的方法论。因此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与批判方法，都与接受

良好哲学教育并对黑格尔有深入系统研究的青年马克思有不小的差距。

在本节中，我仅对莱文在“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这章中

A  莱文表示，这一部分他将在之后的几卷的论述中给出历史材料及其分析，目前出版

的两卷尚未对此处问题有过讨论。

B  莱文：《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臧峰宇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26 页。

C  莱文：《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臧峰宇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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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进行一些尝试性的回应。这些回应基于其他学者的材料性与思想史的研

究，以便从一个不同的历史视角看待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自学式的历程中的

复杂性。

（一）如何评价青年恩格斯持有的“理性主义泛神论”？

我们要处理的最核心问题是，恩格斯经在施特劳斯为代表的老年黑格尔

派的短暂停留，是否就等同于恩格斯版本的黑格尔哲学，与青年马克思对黑格

尔的解读有着“不可调和”的对立？

从今天我们对施特劳斯对黑格尔哲学的全新解读来看，恐怕并不支持上

述的推论。在沃伦·布雷克曼 1996 年出版的《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与激

进社会理论的起源》（Marx, the Young Hegelians, and the Origins of Radical Social 

Theory: Dethroning the Self）中，我们看到了一幅不同于以往老年黑格尔派的思

想肖像。具体来说，老年黑格尔派一度对当时的德国知识界具有积极的革命意

义。在面对虔诚派对黑格尔的攻击时，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老年黑格尔派正是

黑格尔哲学革命性要素的辩护者与捍卫者。A 这也就不难解释，青年时代深受

虔诚派影响的恩格斯，从施特劳斯的立场继承的正是一种对黑格尔“激进”而

非“保守”向度的立场。但上述这复杂而曲折的思想画面，莱文这位颇为注重

历史细节的作者却未曾提及。在我看来，考虑到 19 世纪 30 年代德国境内思想

论争的复杂性，恩格斯经由施特劳斯思想进入黑格尔这一过程，不宜被过度解

读。从当时的语境看，恩格斯对黑格尔思想理解与其说是一种 17 世纪形而上

学传统的翻版，不如说是将哲学作为政治行动的某种隐喻，或者说是一种在理

论上的政治行动，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理论—实践程序”（莱文语）B。正如

布雷克曼所言：“在标志德国社会主义之讨论的神学与社会问题的交汇中，德

国人对这种新的社会思想的兴趣是与 30 年代后半期的关于泛神论和人格主义

之政治论辩交叉在一起的。泛神论之政治话语必须与政治论辩一道被视为黑格

尔左派激进化的关键因素。”C  因此，无论是恩格斯对施特劳斯“理性泛神论”

A  沃伦·布雷克曼：《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与激进社会理论的起源》，李佃来译，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58—159 页。

B  沃伦 · 布雷克曼：《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与激进社会理论的起源》，李佃来译，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63 页。

C  沃伦 · 布雷克曼：《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与激进社会理论的起源》，李佃来译，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75—1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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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短暂停留，还是他颇为艰难笨拙的转向青年黑格尔派的历程，都是恩格斯努

力探求表达其他对反抗现实政治、通向人之解放路径的理论话语的尝试。这种

尝试难免在学理上出现各种问题。

但从另一个视角看，这也涉及更为复杂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问题。

倘若我们秉持莱文的观点，那也就很难解释，坚持“理性主义泛神论”这一哲

学观的青年恩格斯，为何要在政治上积极投身于各种政治运动，而非如老年黑

格尔派那样采取更为温和甚至于“静观”的立场。换言之，在政治行动上取得

近乎如“费希特主义”行动立场的青年恩格斯，不正与他所主张的老年黑格尔

派内在的理论精神背道而驰？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理论或方法论上的激进

化，与借用理论表达的政治实践或政治行动二者间有着巨大的张力，尤其在历

史错综复杂的语境下二者完全可以是南辕北辙的。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导言》列举的“尘世”与“天国”的比喻：理论作为对现实问题的抽象

表达，其因遵循的内在体系化的要求，也迫使自身与现实生活分离，成为独立

自转的自足的抽象体系，由此也产生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

式的）唯灵论立场。而投入于复杂现实斗争中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伟大之处，

在于清醒地意识到上述二者的张力与复杂性。因此，对于马恩这样“介入”革

命的思想者，不宜简单地将他们阅读的书目、借用的概念或使用的语词，来作

为判定他们整体的思想立场与发展趋势的根据。

在笔者看来，青年恩格斯的确如莱文所言，是从他本人政治需求出发，

来借用当时手边的思想资源，以充作参与各类政治社会议题论战的理论话语

的。因此在这一前提下，即便是看似在学理上更为保守的施特劳斯学派，对于

刚刚走出基督教虔敬派世界观的恩格斯而言，也具有格外“激进”的进步意义；

但也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即便是在学理上更加“进步”的青年黑格尔派，也因

日后在政治上日趋保守（即对群众的批判）无法逃过恩格斯（以及马克思本

人）的批判。如莱文所表述的那样，与青年马克思看似从“理论”走向“实践”

的方向不同，恩格斯对于哲学的理解更多的是从“实践”走向对“哲学”与理

论的亲近。但也在这一过程中，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启发才具有更为重要的

意义。而马恩二人青年时代思想的一个重要汇合点，即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

纲》。

（二）如何评价《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方法及其思想效应？

最后，我们回到莱文对卡弗就《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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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意义问题的批判。由于我们未能见到莱文详尽的文本分析，此处的回应仅

仅基于过往我们对这一议题的回应，采取一种退让的策略。我们不妨认同莱文

对恩格斯《大纲》中的批判，即承认在历史细节中呈现的青年恩格斯其对黑格

尔方法论的借鉴（相对于马克思），确如莱文所言是相对粗糙与表面化的。但

是否可以设想，恩格斯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影响，可以与其持有的“黑

格尔的批判方法”及其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无关，而是透过他对现实状况敏锐而

独到的洞察，揭示为何“政治经济学”的话语已然成为哲学话语之外更能切中

社会现实的另一套话语体系（即便政治经济学话语本身并不在概念或体系上是

完备的，需要黑格尔辩证法要素的再次加入）。从这个视角看，我们还是能够

从另一个视角理解恩格斯《大纲》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贡献。

也正是从这个视角看，莱文对于青年恩格斯早期颇为曲折的黑格尔学习

生涯中的诸多“瑕疵”逐个列举，并作为其误解黑格尔“罪状”的证据的做法，

恐怕无法构成对青年恩格斯学术贡献的最终判词。因为莱文在此的举证，都难

以摆脱“有罪推定”的嫌疑。由于将苏联斯大林主义与恩格斯思想预先绑定，

莱文在对青年恩格斯思想发展历程的梳理时也就戴上了“有色眼镜”，继而也

放大了恩格斯在黑格尔学术问题上的种种错误及其造成的理论效应。

但从宽容的视角看，恩格斯在《大纲》中的黑格尔哲学水平或仅仅停留

于对黑格尔概念修辞性的借用，并不构成对青年恩格斯与青年马克思交往的障

碍。一个鲜明的例证即是马克思本人的态度。众所周知，马克思对普鲁东（以

及之后的拉萨尔）滥用黑格尔的哲学概念的做法嗤之以鼻，但对恩格斯这部至

少声称使用黑格尔概念的《大纲》高度评价。也许在莱文看来，由于恩格斯在

《大纲》中仅仅是使用了黑格尔的“词句”，故而掩饰了其对黑格尔哲学保守版

本的读解。但这难以解释，为何没有材料显示，马克思在阅读《大纲》后，以

及在与恩格斯的多次“彻夜长谈”中，都未曾指出恩格斯对黑格尔理解上与自

己之间的显著差异的话语或文字，至少从目前庞杂的遗留的史料来看，我们并

未找到马克思否认恩格斯的黑格尔观的任何直接证据。相反，马克思本人甚至

与恩格斯一起创作了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与《神圣家族》等一系列著作，

即表明了二人在对待黑格尔方法论问题上的一种统一的态度。即便在马克思死

后，恩格斯“在黑格尔专门术语的使用上不够精确”（卢卡奇语）A，也并不能

A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2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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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同合作期间，在黑格尔方法论问题上的总判断上存

在对立的观点。因此，纠缠于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理解的“纰漏”，继而轻视

恩格斯在包括政治经济学及其他社会行动领域对马克思主义整体的贡献，是值

得商榷的。

四、马克思主义“去黑格尔化”社会分析方法论该怎样当下化？

正如前文所言，《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的核心主题，是

探讨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渊源及其社会分析方法论问题。从这一点上来说，强

化“马恩思想对立说”的任务，不过是对马克思黑格尔化的社会分析方法论这

一宏大任务下的子课题。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正是由于莱文对恩格斯的黑

格尔化问题的简单化处理，使得上述任务遭遇新的困境。因为从马克思黑格尔

渊源中提取的属于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方法，本身并不能简单地还原为一种文本

梳理分析工作，而必须结合对更为复杂的实践问题。

对于莱文而言，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梳理出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一

次借用，旨在还原马克思思想中逐步成型的黑格尔版本的社会分析方法论。但

这只是莱文宏大理论目标的第一步。作为一套丛书系列，《马克思主义与恩格

斯主义中的黑格尔》第一卷旨在厘清马克思方法论的黑格尔渊源后，展开对马

克思主义的“去黑格尔化”可能性的探讨。在这一点来说，莱文将体系辩证法

学派的代表人物阿瑟列为自己的同道中人 A，他们试图论证，“马克思延续了作

为有机主义的黑格尔主义哲学和社会制度的公式”，而与此同时，他又需要彻

底祛除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化是马克思主义

许多错误思想的主要来源”B。

但是，经由莱文之手“去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方法论，将沦为

一种纯粹的学术任务。如果说，从马恩到列宁，以及之后由卢卡奇强化的革命

哲学的传统来看，黑格尔的方法论的神秘性与保守性，在于其成为了一种停留

于思想之中的调和性力量。而一旦“在思想中把握时代”的辩证法止步于思想

A  莱文：《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臧峰宇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19 页。

B  莱文：《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臧峰宇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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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畴的反面，走向了一种直观立场的认识论。而作为一位“认识论的鄙视者”

（阿多尔诺语）A，而马克思笔下“去黑格尔化”的方法论必然不能停留在社会

认识论的层级，而是要重新介入生活本身。而莱文因缺乏对恩格斯在实践维度

上的黑格尔化的重视，无疑再度掉入认识论的窠臼之中。如同齐泽克在援引卢

卡奇对马克思“元理论自我指涉”时的概述，即理论可以将把它在实践中遭遇

的反对，重新看作是理论自身在“阶级斗争中的结果”，看作是能被自身理论

重新所消化的部分。如此一来，在莱文那里被视作为社会分析方法的理论，就

会产生一种“把知识包含进它所认识的对象之中”的自我指涉，继而构成一种

“自我指示的圆圈”B。在这个意义上，祛除黑格尔要素的马克思的方法论，即

是意在介入生活的“革命理论”在本质上也是关于它自身的“元理论”。 C 这

种介入性的“元理论”必将也以反思的方式消解了所谓客观真理的“客观性”

与“中立性”，因为后者乃是经由历史情境中观察主体中介后的知识，是介入

性的产物。例如，在马克思那里，对现有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中工人阶级地位的

描述，就必然无法持有一种中立性的立场，因为这意味着工人阶级对现状的默

认与接受。因此，革命理论必须将达到革命意识高度的工人阶级重新纳入到自

己的考量中，而这种考量得以可能的前提乃是理论已然是革命实践的具体结

果。而唯有如此的理论，方能给出革命实践所要求的介入性立场。在这个意义

上，齐泽克为我们揭示出，莱文以及阿瑟眼中的祛黑格尔化的“社会分析方法”

不再是一种传统的认识论，其并不提供某种描述性的“社会知识”，而是通过

厘清知识的“非中立性”，即其在社会实践中所必然具有的倾向性与介入性，

建构出一种服务于实践的革命理论。

从社会方法的“自我指涉视角”看，青年恩格斯对马克思在自身方法论

发展方面的影响，就有了超出莱文笔下“正确的历史学”所探讨的范畴。如果

说青年恩格斯借助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与理性泛神论作为一种否定的批判性力

量，作为自身投身于政治行动的“理论—实践程序”，那么这种态度所激发的

是重新在“尘世”的实践中整合居于“天国”的理论，继而超越所在时代其意

A  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第 202 页。

B  齐泽克：《作为列宁主义哲学家的格奥尔格·卢卡奇》，孙一洲、张双利译，《当代国

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 14 期。

C  齐泽克：《作为列宁主义哲学家的格奥尔格·卢卡奇》，孙一洲、张双利译，《当代国

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 1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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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的局限。在这一点上而言，马克思与恩格斯都面临着重新超越作为现时

代话语顶峰的黑格尔哲学，重新找到介入生活的新的方法论。而这一方法论必

然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性，甚至它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文本中都可以因其政治

实践的需要有着不同的版本。而这一不同版本的“历史性”虽然可以在学理上

冠以各种错误“理论”或“主义”的标签大加鞭挞，但却服务于其当时需要的

当下化要求。恩格斯无论是在遇到马克思之前，抑或是在马克思死后，都始终

坚持这种理论的当下化任务。虽然之后我们可以在学理上批判恩格斯晚年对历

史几近线性进化论的叙述，但必须同情地理解晚年恩格斯思想的诸多“错误”，

乃是（至少部分）出于身处的社会环境与政治任务的需要。

就此而言，基于历史文本考察的“马恩对立说”，也充当了马克思主义“当

下化”任务中的一个环节，其历史意义不仅需要被肯定，亦需要被下一个理

论—实践环节所超越。从这一视角看，莱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化议题

中提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方法论，也需要与他总结提炼的“恩格斯主

义”相结合，才不至于沦为《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单纯的“直观的唯物主义”。

因此，恩格斯对于马克思基于黑格尔的方法论的贡献与发展，亦是“马克思主

义”当下化事业中不可能忽视的重要部分。作为 19 世纪末真正当下化并广为

流传的“恩格斯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其内容可以被超越，但其内核却也应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继承。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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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恩格斯编辑马克思《资本论》 
手稿的最新研究

刘娜娜

2020 年是马克思主义共同创始人——恩格斯的诞辰 200 周年。学界纪念

恩格斯理论贡献的成果涵盖多个领域，然而，恩格斯作出巨大贡献的政治经济

学领域却经常被忽视，近些年对他编辑马克思《资本论》的工作指责不断。其

中以“新马克思阅读”和斯拉法派为代表，以 MEGA2 的资料为依据，对恩格

斯整理、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提出了多重质疑，也有学者针

对这些质疑提出了批判。突出表现为恩格斯因《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前后

遭遇了两波猛烈攻击。

一、第一波攻击和回应

第一波猛烈攻击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发动的，集中在哲学和方

法论问题上。恩格斯被指控为把马克思的辩证法歪曲成一种机械客观的方法，

并试图将马克思的自由批判精神禁锢在一个标准化的“体系”的笼子里。大

卫·麦克莱伦和特雷尔·卡弗尤其具有代表性。麦克莱伦是很早提出恩格斯

与马克思对立的代表学者，麦克莱伦的核心观点非常简要：卡尔·马克思不是

弗雷德里克·恩格斯，要发现真正的马克思，就必须把马克思的麦子和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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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麸皮分开。麦克莱伦认为，正是恩格斯将实证主义引入马克思主义，进而指

导成立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并最终指向了斯大林主义。卡弗同样持有这种

观点，他指出，“卡尔·马克思否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重复了马克思的评述，却没有接受他的观点。事实上，现在明显看到，恩格斯

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人们越来越认可他以某种方式发明了马克思主义。”A

对卡弗来说，恩格斯不仅犯了发明马克思主义的大罪，而且犯了许多其他的罪

过，如宣扬准黑格尔主义、唯物主义、实证主义，甚至连辩证法都被认为是背

离马克思的、苦心经营的折中主义。

对恩格斯的这一波攻击通常披着“左派”的外衣，主张还原被恩格斯所

迷惑、遮掩起来的马克思，共有的主张是提出了阶级斗争的不确定性，而不是

严格的运动规律。这种极具迷惑性的攻击在当时产生广泛的影响，对此，约

翰·福斯特总结：“在左翼学者中诋毁恩格斯成为一种流行，一些人物，如特

雷尔·卡弗，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构建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一个常见的策略是

以恩格斯为从马克思主义中提取马克思的工具。”B

针对第一波攻击中在哲学和自然辩证法领域的批评，福斯特进一步以生

态马克思主义的崛起为例回击了卡弗等人。他指出，20 世纪 80 年代是马克思

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传统的诞生时期。在以本顿的开创性工作为代表的第一阶

段生态社会主义中，马克思、恩格斯由于没有认真对待马尔萨斯的自然极限

而受到批评。然而，到 90 年代末，随之而来的争论催生了第二阶段的生态

社会主义，从 1999 年保罗·伯克特的《马克思与自然》开始，该书试图探

索在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经典基础中发现的生态要素，同时也重视恩格斯的

生态贡献。新的 MEGA 项目加强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科学笔记

首次问世，其结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传统的理解发生了一场革命，其中大部

分与当今时代危机（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中演变出来的、新的激进生态实践

产生共振。

A  Terrell Carver, “Marxism as Method”, in T.Ball & J.Farr （eds）, After Mar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6.

B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Return of Engels”, Monthly Review, vol. 68, no.10, 2017. 引自

https://monthlyreview.org/archives/2017/volume-68-issue-10-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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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波攻击和回应

第二波攻击出现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上。它

由“新马克思阅读”（Neue-Lekture，简称 NL） A 的支持者们发起，并得到斯

拉法派（Sraffians）的呼应。总体上看，“新马克思阅读”和斯拉法派坚持认

为恩格斯对《资本论》进行了多余的干预，并将其错误地包装成一个完成的作

品，从而扭曲了《资本论》，而这只是一个未完成的研究项目。

“新马克思阅读”和斯拉法派的攻击火力扫射整个《资本论》，其中主要

攻击目标是《资本论》第三卷。他们不能指责恩格斯伪造了马克思在世时出版

的《资本论》第一卷，然而，许多被他们攻击的主题（如斯拉法派所攻击的劳

动价值论、“新马克思阅读”所攻击的货币理论和两者都攻击的利润率趋向下降

规律）已经在第一卷中清楚地呈现了。因此，他们主要试图在第一卷和第三卷

之间划出一道鸿沟，通过论证马克思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认识，而恩格斯在编

辑《资本论》第三卷的时候掩盖了这些认识。针对“新马克思阅读”和斯拉法

派对恩格斯的攻击，不同学者也针锋相对地提出质疑。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

（一）恩格斯所编辑的《资本论》第三卷是否从总体上存在篡改和隐

瞒行为

“新马克思阅读”领军人物米夏埃尔·海因里希坚持指责恩格斯的编辑工

作歪曲了马克思的文本，把它作为一部连贯的作品来呈现，而海因里希认为

它不仅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而且也是一部不可能完成的作品：马克思的思

想“矛盾得多，发展得少”，而且他怀疑马克思是否有充足的材料来完成《资

本论》。他甚至认为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绝没有指出他所做的所有

增补和修改”B，以此暗示恩格斯恶意为之。通过列举恩格斯编辑第三卷过程中

A  “新马克思阅读”提出了一个新的解读马克思的方法，以反对所谓的僵化的经典马克

思主义理论。第一，他们认为马克思有货币价值论，这意味着抽象劳动直接与货币

联系在一起并体现在货币中。众所周知这是马克思在对富兰克林的批判中明确否定

的一个谬论。第二，“新马克思阅读”反对把国家当作资产阶级的工具，认为虽然它

支持资本主义制度，但它也有相当程度的自由，这导致“新马克思阅读”走向相对

主义和改良主义政治。第三，他们质疑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质。

B  Michael Henrich, “Engels’ Edition of the Third Volume of Capital and Marx’s Original 
Manuscript”, Science & Society,vol. 60,no. 4. 1996-1997, p.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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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的方式、编辑手法等，海因里希作出结论：“总的来说，恩格斯对自己

编辑活动的描述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声称只做了一些小的改动，他希望尽可

能保留‘用马克思自己的话’的文本（《资本论》卷三，第 889 页），他不想消

除文本的草稿性质。他的编辑确实表明，第三卷绝非‘完稿’。然而，另一方

面，有证据表明，恩格斯一定做了大量的文本修改，但这些修改并没有向读者

表明，以澄清‘论证的总体路线’或恩格斯是如何假定的。因此，恩格斯在编

辑方面并不是像他所声称的那样克制。他对马克思文本编辑处理的这种矛盾表

征，显然是他自身矛盾意图的表现。一方面，他希望保留马克思手稿未完成的

特点，向读者呈现一个真实的文本。然而，另一方面，他想使文本更容易理解

（特别是考虑到这本书的政治重要性）；最重要的一点不是要通过评注，而是要

在版本本身体现出来。然而，这两个目标相互排斥。”A海因里希对恩格斯编辑

资本论手稿的总体判断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两点：一是恩格斯所做的修改破坏了

手稿的本来面貌，二是恩格斯没有明确详尽地说明自己做了哪些修改，有恶意

为之的嫌疑。

裴高夫（C-E. Vollgraf）和容尼克尔（J. Jungnicke）与海因里希的认识一致，

两位作者比较了马克思的《1864—1865 手稿》和恩格斯在 1894 年对这一手稿

所做的编辑版本。他们首先指出恩格斯的编辑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只保留了马

克思所写的几句话”B。两位作者提出，马克思的《1864—1865 手稿》是第三

卷唯一完整的手稿，该手稿作为一个誊清稿本清晰地呈现出马克思进行整体上

的思考所做的努力。虽然在章节标题中确定的基本主题已经存在，但结构问题

仍远未得到明确回答。所做的介绍很简略，对核心问题的处理缺乏系统性，精

心设计的标题通常与内容不相符。“在手稿中，有些观点内容很简短，观点如

何融合并不清楚；有些观点被扩展，但这些内容本不属于第三卷。简而言之，

手稿的粗糙形式是显而易见的。”C

维塔利·维戈茨基（Vitaly Vygodsky）对此提出质疑：他们是依据什么来

A  Michael Henrich, “Engels’ Edition of the Third Volume of Capital and Marx’s Original 
Manuscript”, p. 39.

B  Vollgraf C-E., J. Jungnickel, “Marx in Marx’s Words’? On Engels’s Edition of the 
Main Manuscript of Book 3 of Capit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32,no.1, 2002, p. 39

C  Ibid., p.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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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有些内容不属于第三卷呢？难道他们是恩格斯本人吗？恩格斯将马克思

1864—1865 年的草稿变成了一个完整、独立的文本，把研究过程变成了一个

阐述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恩格斯确实完成了马克思的工作 A。他高度评

价恩格斯所做的完成性工作，认为这一稿本的完成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历史

批判性的研究。维戈茨基认为，不论裴高夫和容尼克尔两人怎样看待恩格斯在

1894 年编辑的《资本论》第三卷稿本，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这一版本是恩格

斯提供并命名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不论他们有意还是无意地否定恩格斯作为

合作者的地位，这种做法都经不起批判。

裴高夫和容尼克尔提出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三卷时候是否与马克

思保持一致，即一是恩格斯所宣称的一个总体上能够完整还原马克思是否真的

成立，二是已出版的马克思的手稿为精准展现恩格斯在哪里遵循了马克思、在

哪里背离了马克思创造了可能。针对这一质疑，维戈茨基在回应性文章《在

1885 年和 1894 年恩格斯真正发表了什么？》明确指出，这种比较是一种教条

主义，要求恩格斯的论述方法必须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显然没有依

据。他认为，作为编辑，恩格斯所面临的任务与裴高夫和容尼克尔两位作者所

想当然完全不同，即在反映马克思理论研究过程的粗糙草稿的基础上，写出一

篇充分阐述经济资料“实际运动”理论的文章。研究者在这种情况下还必须考

虑到的是马克思没有完成他的研究，他的手稿的粗糙形式有力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裴高夫和容尼克尔提出“马克思的 1864—1865 年手稿和恩格斯编

辑的版本是否可以被称为《资本论》第三卷”B，其结论否定了恩格斯编辑的第

三卷的合法性。对此，维戈茨基对这一结论存疑，他提出，应该从《资本论》

第三卷的历史来认识这一问题。1894 年恩格斯发表了一篇完整、连贯阐述《资

本论》第三卷的文稿，题目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卡尔·马克思著……

书稿 III。资本生产的总过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发表》；而裴高夫和容尼

克尔在扉页前提出的标题则是“卡尔·马克思 1864—1876 年经济学手稿，弗

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辑并发表为《资本论》第三卷（1894 年）”，等于否定了

A  Vygodskii V., S. Naron, “What Was It Actually That Engels Published in the Years 1885 
and 1894?On the Article by Carl-Erich Vollgraf and Jürgen Jungnickel Entitled ‘Marx in 
Marx’s Word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32,no.1, 2002, p. 43.

B  Vollgraf C-E., J. Jungnickel, “Marx in Marx’s Words’? On Engels’s Edition of the 
Main Manuscript of Book 3 of Capital”, p.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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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所定的书名，是“马车走在马前面”。维戈茨基认为，这种系统的文本

比较，只有在清楚地认识到两者之间区别的情况下，才有理由作为对研究向阐

述转变的必要分析。“我们不知道马克思在每一种情况下是如何决定的，这一

事实不允许我们要求编辑恩格斯完全还原马克思。在我看来，卡尔·考茨基

反对恩格斯的批评者是对的，他写道：‘读者凭何保证我的版本比恩格斯的版

本更符合马克思的思路？’”A 从两个稿本的关系对比分析应该看到，如果没有

1864—1865 年的草稿，1894 年的版本将是不完整的。在相互关系中，两者都

是 1894 年版文本创造历史过程的一部分，同时考虑到其中的研究和解释过程。

最后，维戈茨基总结道：“我相信，上述关于《资本论》第三卷的推论也

适用于恩格斯 1885 年出版的第二卷（MEGA vol.II/13）和 1868—1884 年相关

的手稿（MEGA vol.II/11 和 II/12）之间的关系。对手稿的初步调查表明，恩格

斯编辑的 1883—1884 年手稿是马克思第二卷手稿和恩格斯 1885 年第二卷手稿

之间的联系。1863—1864 年的手稿与第二卷的最后文本不尽相同，但它的诞

生和起源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因此在《资本论》创作史上也有着自己的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它被单独出版的原因。”B

（二）围绕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和危机理论的争议

“新马克思阅读”和斯拉法派的共同点在于他们指责恩格斯将利润率趋向

下降规律归因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而他们坚持认为马克思是一个不可知

论者，所以恩格斯的这一归因显然篡改了马克思。

海因里希提出，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这一问题是恩格斯有意篡改的结果，

在马克思的原稿中找不到确切的依据。海因里希以恩格斯编辑马克思手稿的方

式为依据，指出，通过对马克思的手稿和恩格斯的手稿进行比较，读者就可以

看清楚恩格斯在很大程度上干预了原本的手稿组成。许多干预措施确实提高了

文本的可读性，尽管如此，恩格斯所作的一些改变是基于错误、破译问题或错

误的文本分类。“事实上，恩格斯在理解马克思原意的基础上作出了一些改变。

A  Vygodskii V., S. Naron, “What Was It Actually That Engels Published in the Years 1885 
and 1894?On the Article by Carl-Erich Vollgraf and Jürgen Jungnickel Entitled ‘Marx in 
Marx’s Words’”, 转引自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vygodsky/1995/engels.htm。

B  Vygodskii V., S. Naron, “What Was It Actually That Engels Published in the Years 1885 
and 1894? On the Article by Carl-Erich Vollgraf and Jürgen Jungnickel Entitled ‘Marx in 
Marx’s Words’”, 转引自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vygodsky/1995/engels.htm。



270

尽管文本澄清了一些重要的观点，但读者却没有意识到，马克思的原著在这些

特定的地方缺乏清晰度。在第三卷第 15 章中，恩格斯对正文和章节标题进行

了结构安排，使其将危机理论与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紧密联系起来，尽管原

稿中没有这样的情况。”A海因里希具体指出，马克思没有设定手稿第三章的结

构，这一章论述的是“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恩格斯将其版本的相应内容

分为三章（第十三章至第十五章）；前两章遵循马克思的论证，在原文中作了

充分的阐述。后来的一章则变成了大量的评论、补充和论证方法，导致马克思

的这一章以这种不详尽、不完整的形式呈现出来。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表述

不再是系统的。由于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给出了一个有问题的章节标题（“规

律内部矛盾的阐述”），引入了额外的子结构，插入了标题，并通过删除段落和

省略括号来增加文本的连贯性，原稿中的材料有了很大的提升。事实上，是恩

格斯自己创作了第十五章，而这一章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危机理

论”，其基础是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尽管恩格斯发表的文本仍然表明马克思

没有留下一个完整的危机理论，但给人的印象是，马克思留下了一个大体完整

的框架，只需要补充进去内容就行。

对于这一部分需要编辑、整理的内容，海因里希提出了自己的编辑设想：

被恩格斯这么改动之后，读者甚至无法确定他所改编的材料是否真的构成独立

的章节。有几个选择可以进一步阐述清楚：马克思本可以试图把这些材料变成

一个独立的章节，直接关系到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表述；马克思本可以阐释

写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独立章节，整合基于信贷体系的更多材料；马克思

还可以将各种危机现象的表述分散到不同的章节中，避免形成一种自成体系的

危机理论；或者，他可能不想在《资本论》的三卷中使用他所写的关于危机的

大部分内容。“对于任一种选择，都可以给出理由；对于任一种选择，危机理

论都会得到不同的阐释。”B海因里希进一步指出，恩格斯不仅没有做出上述说

明，反而当马克思的文本与他自己倾向的解释相矛盾时，直接动手改变马克思

的文本。因此，海因里希在文章结尾提出应该以 MEGA 为依据来研读马克思

的资本论，而不是恩格斯编撰的第三卷。否定了恩格斯所整理的第三卷的学术

A  Michael Henrich, “Capital after MEGA: Discontinuities, Interruptions and New Begin-
ning”, Crisis & Critique, vol.3,no.3, p. 112.

B  Michael Henrich, “Capital after MEGA: Discontinuities, Interruptions and New Begin-
ning”, p.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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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和存在意义。

总之，海因里希认为，在 1865 年以后，马克思在任何手稿中都没有明确

地提及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他只在 1868 年 4 月 30 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最

后一次提到这一规律，同时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概述了第三本书的结构。马克

思在 19 世纪 70 年代没有再提及这一规律，而多次重复提及危机和资本主

义的发展趋势，这可能是“表明马克思不再坚持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第一

个迹象”A。

斯塔夫罗斯·马福卢迪亚斯（Stavros Mavroudeas）坚决反对海因里希的

这一主张，他指出海因里希煞有介事地在文章中多次引用马克思的原话，但一

经辨别就能发现他所引用的“依据”和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表述没有关联。

海因里希想要论证马克思放弃了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却提供不了有利的文本依

据，原因在于他完全不知道资本的价值构成（VCC）、资本的技术构成（TCC）

和资本的有机构成（OCC）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见萨德—菲洛 Saad Filho，

1993）。海因里希不明白的是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取决于资本的有机

构成，而不是资本的价值构成。

吉姆·米勒（Jim Miller）对此提出：“利润率趋向下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一个中心特征，这也许比任何其他特征都更清楚地表明了这种社会形式的

历史局限性。马克思对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分析遭到了经济学家的抨击，因

为他们无法接受资本主义通过自身内在矛盾的影响而最终灭亡的前景。”B

（三）围绕信用理论产生的争议

海因里希不仅质疑了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是否马克思所坚持的理论，还

提出信用理论的真实性同样存疑。他认为在马克思的原稿中找不到确定支持系

统化的信用理论的依据，但后继者却认定马克思有信用理论的原因是由恩格斯

擅作主张的编辑导致的：“恩格斯的编辑再次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基本问题

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只剩下一个全面彻底的呈现形式问题。”C他举例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这些更确切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只有全面地呈

A  Ibid., p. 129.
B  Jim Miller, “Must The Profit Rate Really Fall?”, http://www.etext.org/Politics/Progres-

sive.Sociologists/authors/Miller.James/Must-the-Profit-Rate-Really-Fall.Apr95.
C  Michael Henrich, “Capital after MEGA: Discontinuities, Interruptions and New Begin-

ning”, p.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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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来……”这句引入了“全面地”这个词违背了马克思的本意，因为马克思

明确、多次地表达过关于信用体系的论述超出了他的写作计划。因为恩格斯的

这些干预，本来怎样对待呈现出来的和无法呈现出来的论述这一质的区别沦落

为一个量的差异：一个全面的、详尽的（超出马克思计划的）呈现对一个不太

全面的呈现。因此恩格斯可以把马克思提出的各种观点悉数纳入《资本论》的

主体内容中，但实际上很多内容并没有恩格斯所呈现出来的那样系统化。恩格

斯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编辑存在的问题，对马克思而言，在辩证的结构性呈现

中，术语和范畴的顺序对于理解其内涵至关重要，经过恩格斯的编辑则转变成

百科全书式的集合。

在论证因为恩格斯的编辑导致曲解马克思信用理论的基础上，海因里希

又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明恩格斯背离了马克思。他进一步指出，马克思选择的

不是在高度抽象的资本层面上讨论信用理论，而是在与一些历史特定的制度

因素相关联的较低层面上讨论。对马克思而言，核心问题是调节信贷的内在

规律是否真的可以在高度抽象的资本层面上讨论，或者它们是否与一些历史

上特定的制度因素有关，比如货币和银行体系的构成，基于此，海因里希提

出在马克思那里不会有一个普遍的信用理论。在马克思的手稿中，这个问题

悬而未决，恩格斯却选择把马克思手稿中发现的研究材料放在一般层面上，这

导致了后人指责马克思过度笼统地归纳了 19 世纪英国信用体系的具体历史

条件。

斯塔夫罗斯·马福卢迪亚斯（Stavros Mavroudeas）并不认可海因里希的“证

据”。他指出，首先，信用分析是马克思货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

货币理论是资本分析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从来没有对信用理论持模棱两可

的表态。其次，马克思的分析理路是从抽象到具体，他对信用的分析也遵循同

样的路线，不能被降到某种中间层次。海因里希的附加“证据”同样是障眼法。

他沉浸在马克思的通信中，但他最多能发现的情况是，马克思正是通过考察几

个具体的实证案例来检验他的危机理论。因此，他对恩格斯伪造马克思的其余

攻击也完全是错误的 A。

A  Stavros Mavroudeas, “Friedrich Engels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Marxism”, 未发表文稿，

经作者授权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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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围绕《资本论》的革命性质的争议

关于《资本论》是否表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主张，以及恩格斯是否

借编辑之机把一些现实因素附加在马克思的手稿上，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的核

心内容是《资本论》的革命性质和现实指向。不少学者以 MEGA2 的文稿研究

为依据，分离出了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塑造的马克思不同形象。

如，斯拉法派代表人物海因茨·库尔茨提出 MEGA2 为读者呈现了一个

真正的、不一样的马克思。他在文章《MEGA2 会是解读马克思的分水岭吗？》

中提出，MEGA2 的问世对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含义、劳动价值论在其中的

作用以及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等，全世界可能会少一些毫无结果的争论，尤其

是因为人们通过 MEGA2 可以接触到马克思自己的怀疑和自我批评，以及他对

一些分析命题上的动摇。“更重要的是，他的言论不会再被视为一成不变的主

张，他也不会再被视为一个从不犯错的预言家，而是一个会犯错的科学家。”A

指控知识分子违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三位一体所宣示的永恒真理的审判也

会越发失去土壤。

库尔茨指出，MEGA2 的出版可以推动马克思的祛魅化，向读者展现出马

克思的本来面貌——一个专心致志的科学家和学者，以往把所谓“现实存在的

社会主义”的一切罪恶都归到马克思头上的指控也可以通过这一呈现而向大

家揭示一个简单的道理：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马克思与此相关。“他的政

治议程的广泛内容与他的科学工作密切相关……他与威廉·威格林（Wilhelm 

Weiltling）的激烈对抗见证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政治自愿主义之间的冲突。

马克思对此毫不妥协，坚持工人阶级运动的科学基础。他认为自己发现了关于

人类命运的历史趋势，这种趋势可以有所加快，但不会根本改变。因此，他的

角色是新社会的助产士。”库尔茨认为马克思把自己当作一个启蒙者，通过揭

示现代社会的运动规律来启迪人们去了解他所感受到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马克思多次强调即使是‘资产阶级’也有机会顺从地接受自己的命运，不会

反抗，因此非暴力的社会革命是可以发生的。”B 由此，库尔茨以 MEGA2 为依

据勾勒出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的形象。

库尔茨与“新马克思阅读”一样坚持认为马克思留下的《资本论》手稿

A  Heinz Kurz, “Will the MEGA2 edition be a watershed in interpreting Marx?”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vol. 25, no. 5, p. 786.

B  Heinz Kurz, “Will the MEGA2 edition be a watershed in interpreting Marx?” p. 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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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以形成完整的成品，且永远达不到成熟发表的程度。“这一定让恩格斯大

吃一惊，马克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试图离开恩格斯，因为他相信自己

的工作或多或少是在顺利推进的，而且无论如何，它的完成是遥遥无期的。”A

他称恩格斯是“文献刽子手”，大刀阔斧地、肆意地修改、删减和增添马克思

的手稿内容。雷金娜·罗特（Regina Roth）认为：“在遇到马克思犹豫不决而

恩格斯认为确凿无疑的内容时，恩格斯就会加一句简短的话或改一个词，使马

克思的推理回到正轨。”B显然库尔茨高度认同这一观点，多次暗示或者明示恩

格斯并没有向读者诚实说明他所做的全部修改，“至少在整个过程中，恩格斯

自己并不是他所描绘的那个无辜的编辑，尽管有理由假定他觉得自己是。在我

看来，恩格斯操纵了马克思的稿件……他显然有意在读者眼前隐藏马克思的疑

虑。”C 这就把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所展现的揭示真理的考量过程变成了

真理本身，导致直到现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许多读者似乎还错误地

认为，他们看到的是马克思关于当前问题思考的最终版本，“唉，根本就没有

最终版本，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假定，鉴于马克思陷入了分析上的困难境地，他

已经陷入了绝望之中。”D

对此，约翰·斯坦利在悼念马克思的文章中指出，研究者“企图把马克

思和恩格斯分开，越来越多地采取了把恩格斯分离出来的方式，他被认为是马

克思主义中所有应受谴责的东西的来源，而马克思则被誉为文明文人的缩影，

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他们是两

个独立的个体，有着不同的才能和旨趣。 E

小 结

海因里希、库尔茨等人正是用分离出恩格斯的做法来证明，在马克思留

下的政治经济学手稿里并没有说明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马克思本人主张非

A  Ibid., p.791.
B  Regina Roth, “Marx on Technical Change in the Critical Edition”, European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vol. 17, no. 5, 2010, http://dx.doi.org/10.1080/09672567.2010.
522239.

C  Heinz Kurz, “Will the MEGA2 edition be a watershed in interpreting Marx?” p. 792.
D  Ibid.
E  John L. Stanley, Mainlining Marx,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2002. p. 25.



275

暴力的社会革命，是恩格斯的有意修改，让后人误以为马克思持有坚定的革命

必然性立场。为了描述这样一个人道主义的、非暴力革命的马克思，他们进一

步攻击恩格斯，显然让马克思的手稿以《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完成稿的

形式问世成了恩格斯的“原罪”。在恩格斯诞辰 200 周年之际，回顾和梳理围

绕《资本论》手稿所引发的争议，尤其是研究“新马克思阅读”和斯拉法派对

恩格斯的质疑和攻击，对于我们全面客观认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很有

必要。反恩格斯主义者提出的新证据是站不住脚的，基本上是文字上的吹毛求

疵。这些反对性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反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掷地有声

的理论体系和工人阶级解放人类社会进行革命斗争的武器而存在。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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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审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以《资本论》 
编辑稿（MEGA2 Ⅱ /11-15）为依据

朱渝阳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20 年出生于德国巴门市（Barmen）（今属伍珀塔

尔 Wuppertal）。这位“伍珀塔尔之子”，其一生的影响范围却远超于伍珀塔尔

和整个德国；其一生的活动轨迹（直至 1895 年）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乃至整个人

类的解放事业紧密相连。恩格斯传奇的一生被贴上许多与众不同的标签：不愿

从商的商人、自愿服役一年的军人、成功的作家、残疾的起义者、国际工人协

会的秘书、各种时事新闻专栏的通讯记者，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具有革命精神的

理论家和组织者，与马克思，与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人们始终保持紧密联系和

长期合作。在这众多的标签中，最富有争议的就是恩格斯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

这一富有争议性的学术论题在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被称为马克思—恩格

斯问题（Marx–Engels–Problem）。其中，引发这一争议性论题的直接原因就是马

克思的逝世（1883 年 3 月 14 日）。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特雷尔·卡弗

（Terrell Carver）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一书中，就提出要通过谨

慎关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马克思的逝世）来“审视恩格斯的叙述”A。因为

A  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08 年版，“序言”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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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恩格斯则独自承担起《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收集、整理、编辑以

及后续的出版工作。面对这一历史事实，人们不禁要提出这样的问题：脱离了

马克思的恩格斯是否真的如卡弗所说，“更加自由地说他所喜欢的关于马克思

的观点以及‘我们’的观点，正像从那时起他所做的那样”？ A  假若如此，那

么流传于世的马克思形象不仅是恩格斯“精心打造”的，而且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重要组成部分（《资本论》）也是恩格斯“自由阐述”的结果。在这样一种可

能颠覆传统马克思主义认知的理论面前，我们不仅要审视、反思正统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解释路径，即马恩“一块整钢”的理论预设，而且要充分利用当今马

恩研究中的最新的文献资料，尤其是 MEGA2 的出版，如实客观地厘清马恩之

间的学术联系与区别，以推进马克思—恩格斯问题这一学术论题的研究。最新

MEGA2 中《资本论》（尤其是第 2 部分第 11 到第 15 卷）B  的编辑出版则为我

们提供了这样一种理论视角和研究契机，因为它不仅包含马克思原初的、不同

时期的写作底稿和遗稿，而且还将恩格斯在此基础上所作的修改笔记和编辑稿

件首次公之于世。MEGA2 中《资本论》部分的出版，将马恩问题研究推向了

一个新的、更高的研究层次。据此，通过比较马克思《资本论》的写作手稿和

恩格斯的编辑稿件这两个原始文本，如实地还原恩格斯出版《资本论》这一

历史事件成为可能。本文依据 MEGA2 中最新的出版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以

《资本论》的原始稿件和其后的编辑出版稿件为文本基础，再次去审视、考察

马恩之间的学术关联和区别这一传统论题，以追问恩格斯是否偏离以及在何种

意义上偏离了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构想。

A  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08 年版，“序言”第 2 页。

B  MEGA2- Ⅱ /11、Ⅱ /12 和Ⅱ /13 包含了《资本论》第 2 卷的所有文本。其中，Ⅱ /11
是马克思 1868—1881 年间的原始写作手稿；Ⅱ /12 是恩格斯 1884/1885 年加工整理的

编辑稿；Ⅱ /13 是恩格斯 1885 年首次出版的版本。MEGA2- Ⅱ /14 和Ⅱ /15 包含了《资

本论》第 3 卷的所有文本。值得一提的是，为纪念《资本论》的出版，2013 年 1 月

31 日在柏林召开了题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个未完成项目的完整版本。《马恩

全集》—《资本论》部分的完成”的国际会议。参与编著此部分的世界各国学者与

会并发言，会后所有的会议报告被整理为 Marx-Engels-Jahrbuch 2012/13（《马恩年鉴

2012/13》）出版。参见 Marx-Engels-Jahrbuch 2012/13, Berlin 2013。其中，日本学者

大村泉（Izumi Omura）的会议报告 Engels’ Redaktion des zweiten Bandes des Kapital 
已被翻译成中文。详见大村泉：《MEGA2 第 2 部分第 12 卷和第 13 卷的编辑成果和

研究成果》，王旭东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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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缘起和《资本论》手稿概况

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路径始终是以“马恩一致”为出发点的，这

一理论出发点同时也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家喻户晓的伟大友谊、志同道合的革命

意愿以及近乎半个世纪的密切合作中找到了例证。“马恩一致”这一看似坚不

可摧、神话般的理论基石首先在 20 世纪 20 年代遭到了挑战，这一理论挑战是

以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出版为标志的。卢卡奇通过对恩格斯自然辩

证法的批判向“马恩一致”的神话发起了挑战。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新的马克

思文本（neue Marx-Lektüre A）的发现，对两位“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理论

和方法论指向的同一性的批判达到了顶峰。其中，对“马恩一致”理论命题的

反感、抵制和批判逐渐转化为对恩格斯理论工作的不满，尤其是对恩格斯整

理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的质疑、批评和谴责。大体来说，这种批判

的声音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上走向了极端。一类是以同时代的维尔纳·桑巴特

（Werner Sombart）为代表，他痛斥恩格斯的编辑整理工作太过保守，以至于

出版后的《资本论》仍然呈现出一种未完成、残篇的形态。桑巴特进一步将恩

格斯的工作看作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对此，恩格斯生前并未回应。因

为，恩格斯将自己编辑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确定为尽可能完整地保持原文以及

“让马克思说自己的话”。桑巴特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恰好印证了恩格斯的初衷

和工作原则。然而，随着 MEGA2 中《资本论》原稿和编辑稿的出版，恩格斯

的整理工作在另一个极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恩格斯不仅对马克思《资本

A  在此给出的主要是一些代表性的阶级理论研究，参见 Ingo Elbe: Die Beharrlichkeit 
des‚ Engelsismus. Bemerkungen zum Marx-Engels-Problem, in: Marx-Engels-Jahrbuch, 
Berlin 2008, S. 96, Anm. Nr. 1; Klaus Holzkamp als Marxist-Leninist, in: Kleinbürgerlicher 
oder wissenschaftlicher Sozialismus? Berlin 1974, S. 58—136; Veit Michael Bader, Heiner 
Ganßmann, Michael Krätke u.a.: Krise und Kapitalismus bei Marx, Bd.1, Frankfurt/Main 
1975, S. 74—80; Kittsteiner: „Logisch“ und „Historisch“, S. 33f. Ulrich Müller: Form und 
Geschichte, Studien zu einigen methodisch zentralen Elementen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von Karl Marx, Heidelberg 1977, S. 179ff., 202ff.; Michael Heinrich: Die 
Wissenschaft vom Wert. Die Marxsche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zwischen wis-
senschaftlicher Revolution und klassischer Tradition, Münster 1999, S. 177f.; Dieter Wolf: 
Zum Übergang vom Geld ins Kapital in den Grundrissen, im Urtext und im Kapital, in: 
http://www.dieterwolf.net/pdf/Uebergang vom Geld ins Kapital.pdf,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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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原稿进行了“太多干涉”性的改动，而且这种改动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原初

的理论构想。恩格斯并不像大家所认为的那样，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方法论

上，都能够与马克思达到高度的一致性，《资本论》只不过是恩格斯自我加工

处理、评论注释的结果。“因此，马克思主义毋宁以单数的形式显示为‘恩格

斯主义’（Engelsismus）。”A  这一批判的声音主导着当今西方马克思—恩格斯

问题研究，并将传统的“马恩一致”的理论预设推向其反面：马克思与恩格斯

的对立。不管是对恩格斯“太过保守”还是“太多干涉”的质疑和批判，都在

根本上动摇着国内“马恩一致”的理论基点，并迫使我们重新去审视这样一

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应该如何看待马恩之间的学术关

系，尤其是如何应对关于《资本论》不绝于耳的争论和质疑？为此，我们有必

要回顾一下争论的焦点：《资本论》创作出版的历史概况。

当下普遍流行的三卷本的《资本论》并非马克思原初的写作计划。马克

思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最早可追溯到 19 世纪 40 年代。随后马克思迁往伦敦，

为了在理论上对世界经济做出回应，马克思在 1857/58 年写下了第一部大篇幅

的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9 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又公布了他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

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这也是著名的“六册结构”（6-Bücher-Plan）。

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册以资本为研究对象，分三章论述（1）商

品，（2）货币，（3）资本一般。其中第三章“资本一般”马克思并没有在此展

开，而是将其发展为一个更大的研究项目，由以下三个部分构成：生产过程、

流通过程以及资本和利润。按照这个更宏大的写作计划，马克思写下了同时包

含“剩余价值理论”总共 1500 多页的“1861—1863 手稿”。1862 年 12 月马克

思宣布要独立出版这部手稿，并将其命名为《资本论》。1863—1865 年间马克

思又相继创作了总体的构想方案。1866 年，马克思最终确定了四卷本《资本

论》的总体结构：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第

三卷：“总过程的形成”（Gestaltung des Gesamtprozesses）；第四卷：“关于理论史”

（Zur Geschichte der Theorie）。四卷本《资本论》的结构划分和写作主题马克思

生前从未改变。但遗憾的是，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资本论》的第 1 卷（1867）。

A  Ingo Elbe: Die Beharrlichkeit des ‚Engelsismus’. Bemerkungen zum Marx-Engels-Prob-
lem, in: Marx-Engels-Jahrbuch, Berlin 2008, S.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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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把整理出版《资本论》的后续工作作为其晚年最重要

的任务和使命。因而，三卷本的《资本论》并非马克思原意，而是恩格斯根据

马克思的手稿残篇做出的出版决定。这一决定从根本上影响了后人对于《资本

论》的判断和研究。直到 1905—1910 年考茨基（Kautsky）整理出版的《剩余

价值学说》（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问世，马克思原计划的《资本论》的

第四卷才得以补充完整。

通过回顾《资本论》的历史概况，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焦

点在于恩格斯出版的《资本论》（第二、三卷）。实际上经常被忽视的是，现今

通行的《资本论》第一卷，同样是由恩格斯 1890 年编辑出版的，这个版本也

是当下各种翻译本的基础参照文本。需要补充的是，马克思生前于 1867 年首

次出版了德语版《资本论》第一卷，1872/73 年再版，法语版在 1872—1875 年

间也面世。比较这三个版本，很难得出哪个版本是最好的结论，因为各个版本

各有千秋。再版的德语版的修订主要集中在价值形式分析和商品拜物教，而法

语版的首要特征在于扩充“资本积累”章节。普遍认为，法语版更胜一筹，直

接的原因在于它在时间上最后出自马克思之手，包含了马克思更多的考量和补

充。法语版中做出的修订和补充，马克思也试图增添到第三版的德语版中以及

英译本中，然而未能如愿。马克思的这一遗愿在恩格斯之后出版的德语版第三

版（1883）和第四版（1890）中虽有所体现，但也并未完全实现。 A  从《资本论》

第一卷的出版和再版情况来看，马恩对《资本论》的理解具有差异。这种理解

上的差异在《资本论》第二、三卷中进一步扩大。为了厘清这一差异是否以及

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意图，我们有必要考察恩格斯对待马克

思经济学遗稿的态度以及他在整理出版《资本论》的过程中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恩格斯编辑整理《资本论》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生前未立遗嘱，死后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手稿、残篇和书信集，其

中大部分文本是关于他原初构想的第二、三卷《资本论》。马克思生前始终不

断探究新的研究方法、扩大研究范围和对象，使得《资本论》的创作计划一再

A  比较马克思恩格斯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异同，可以参照 MEGA2 Ⅱ /8,S. 5—
36。其中，马克思生前做出的“第二版德语版《资本论》第一卷目录的改动”首次

面世。参见 MEGA2 Ⅱ /10,S. 732—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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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新的内容和章节。在此情况下，按原计划出版《资本论》的设想一再推迟、

搁置、最后未能实现。马克思自己也曾表达了这样的遗憾：“我开始写《资本

论》的顺序同读者将要看到的顺序恰恰是相反的（即从第三部分——历史部分

开始写），只不过是我最后着手写的第一卷当即做好了付梓的准备，而其他两

卷仍然处于一切研究工作最初阶段所具有的那种初稿形式”。A  马克思逝世后，

恩格斯接管保留了马克思所有的遗稿并把出版这些手稿、完成马克思的遗愿当

作他的首要任务，为此恩格斯终止了自己手头的理论工作。在恩格斯通读《资

本论》的手稿之后，他对马克思进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赞不绝口。在致考茨基

的信中，恩格斯这样写道：《资本论》第二卷“几乎只是对资本家阶级内部发

生的过程作了极其科学、非常精确的研究，没有任何东西可供编造空泛的字眼

和响亮的词句”B。在第一次读完第三卷手稿后，恩格斯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感

受：“我钻研得越深，就越觉得《资本论》第三卷伟大，…… 一个人有了这么

巨大的发现，实行了这么完全和彻底的科学革命，竟会把它们在自己身边搁置

二十年之久，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C 恩格斯对《资本论》手稿的惊奇、称赞

和推崇却难以掩盖手稿尚未完成、只是一个残篇的事实。恩格斯越是深入地研

读手稿，越是能真切地感受到手稿零乱残缺的特征。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

前言中，恩格斯认为“第三卷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每一篇的开端通

常都相当细心地撰写过，甚至文字多半也经过推敲。但是越往下，文稿就越是

带有草稿性质，越不完全，越是离开本题谈论那些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其最

终位置尚有待以后安排的枝节问题，句子也由于是按照当时产生的思想写下来

的，就越长，越复杂。”D  要把这样繁杂不全的文本编辑整理、付梓印刷几乎

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事情。

面对《资本论》文本，恩格斯处于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是伟大奇特的政

治经济学构想；另一方面却是庞杂难解的手稿堆砌。恩格斯可能的做法就是，

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85 页。参见 MEW. 
Bd.34, S. 307。

B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0页。参见MEW. Bd.36, S. 
61。

C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284 页。参见 MEW. 
Bd.36, S. 286。

D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第 3 页及以下。参见 MEGA2 
Ⅱ /15,S. 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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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么公开宣布《资本论》的未完成的状态，以及补充完善马克思理论研究工

作的必要性；要么把马克思的研究成果如实地呈现出来，就像它们以原始的形

式（手稿残篇）呈现的那样。尽管恩格斯在保持马克思原始思想的真实性和出

版著作所要求的完整性之间陷入了两难，但他还是为自己的编辑工作确定了如

下原则：尽可能地展现马克思作品的真实性，只有在影响理解判断、确实需要

增添删补的地方，才能对原始文本做出改动。这一原则在恩格斯为《资本论》

第三卷写下的前言中也能找到例证：“我把这种编辑工作限制在最必要的范围

内。凡是意义明白的地方，我总是尽可能保存初稿的性质。个别重复的地方，

我也没有划去，因为在那些地方，像马克思通常所做的那样，都是从不同的角

度论述同一个问题，或至少是用不同的说法阐明同一问题。”A  根据这一基本

原则，恩格斯审阅了马克思所有的残篇手稿以及书信往来。把相同或类似的论

题进行整合，比较各个时期关于同一论题的不同表述，并把标注时间最晚的手

稿作为最后出版的文本基础。据恩格斯考察，《资本论》第二卷的文本材料包

括：1865 年第一份草稿、1868—1870 年第二份草稿、1867/68 年手稿（包括单

个章节的不同开头和草案）以及 1877—1881 年手稿（包括第一份“扩大再生

产”章节的草稿）。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明确把 1868—1870 年第二份草稿看

作是《资本论》第二卷的核心材料和文本基础 B，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恩格斯

的编辑工作指明了方向。第三卷的文本材料包括：1864/65 年草稿、1867/68 年

手稿（包含多个不同的开头和草案）以及 1873—1875 年、1876 年单个章节的

草案和 1878 年笔记。要把这些杂乱繁多、难解辨认的手稿整理成可供出版的

文本，从而尽可能地恢复马克思理论的原始面貌，这对于 65 岁高龄的恩格斯

来说，实属不易。恩格斯当时视力急剧下降，27 岁的奥斯卡·艾森加藤（Oscar 

Eisengarten）作为秘书，短暂地协助了恩格斯的编辑工作。白天恩格斯向艾森

加藤口述难以辨识的马克思手稿，晚上再修订白天整理的口述誊写稿。这个口

述誊写稿完整地记录了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二、三卷中段落章节的调整重组，

也是考察恩格斯编辑工作的真实可靠的文本依据。其中，第二卷的口述誊写

稿，也就是所谓的“编辑稿”（Redaktionsmanuskript）被完全保留下来。它很

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 页及以下。参见

MEGA2 Ⅱ /15,S. 7ff。
B  参见 Karl Marx: Manuskripte zum zweiten Buch des „Kapitals“, in: MEGA2 Ⅱ /11,S.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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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地显示了，恩格斯具体在哪些文本处做了增、删、补、注的改动。 A  第

三卷的文本保存有所缺失，保存至今的只有恩格斯的自述、一小部分关于第三

卷（或者某些章节）总体划分的编辑稿。 B  由于马克思后来写下的其他草案

只有很少一部分关涉第三卷的主题，1864/65 年手稿就成为编辑整理第三卷的

主要参照文本。在长达近十年的《资本论》编辑工作中，恩格斯是否如他自己

所说，尽可能地复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原貌，让“马克思说自己的话”？

对此，我们有必要将马克思《资本论》手稿与恩格斯的编辑稿进行比较，考证

其中可能存在的差异与变动。

三、比较《资本论》（第三卷）原稿和恩格斯的编辑稿

总体来说，恩格斯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二、三卷）在整体的理论走

向和内容呈现上，准确地体现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意图。但这并不意味着，恩

格斯的编辑工作与马克思的原始手稿完全一致。为此，我们要着重考察恩格斯

的编辑稿具体在哪些章节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对原稿做出了修改。如果把马克思

的原稿与恩格斯的编辑稿进行比较，并把恩格斯标注的注释和增补划掉，那么

首先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篇幅极大地减少；其次就是文本在某种程度上依然保持

着残缺、未完成的状态。恩格斯把自己的编辑工作仅限于原稿语句缺失和文意

不通的地方。客观来看，恩格斯一方面尽可能维持文稿面貌，尽可能少地干涉

原文；另一方面却极力疏通文义，突出总体结构。但这两种诉求在具体的编辑

工作中却难以兼得，通常是一方的实现需要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恩格斯对原

稿做出的改动涉及文本调整、重组、增删、压缩、突出重点以及添加标题等。

增添标题和章节划分在第三卷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恩格斯的文本改动在篇章布

局和疏通文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其中也不乏误解和错误。最重要

的例证就是恩格斯对于《资本论》第三卷中的“危机理论”（Krisentheorie）和

A  参见 Regina Roth: Die Herausgabe von Band 2 und 3 des Kapital durch Engels, in: Marx-
Engels-Jahrbuch 2012/13, Berlin 2013, S. 172。恩格斯完整的第二卷的编辑稿收录在

MEGA2 Ⅱ /12。
B  Michael R. Krätke: Das Marx-Engels-Problem: Warum Engels das Marxsche „Kapital“ 

nicht verfälscht hat, in: Marx-Engels-Jahrbuch 2006, Berlin 2007, S. 155. 恩格斯第三卷的

编辑稿收录在 MEGA2 Ⅱ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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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理论”（Kredittheorie）的整理和改动。 A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自 1857 年以来就散落在各个不同

时期的手稿文本中，但却没有形成统一完整的体系。恩格斯对于马克思“危机

理论”的修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结构划分。马克思《资本论》

第三卷原稿中的“危机理论”出现在第三篇，并且整个第三篇是一个单独的部

分，其中没有任何的章节内部划分和段落标题。恩格斯对这个部分则采取了另

一种处理方式。他将整个第三篇进行文本重组，删除重复或类似的表述，划分

章节，增加过渡段。如此，整个第三篇不仅被划分为三个章节，各章具有相应

的章节小标题，而且每章还再次被细化为各个段落。恩格斯清晰明确的章节段

落划分方式，极大地提升了文本内容的流畅性和逻辑上的关联性，同时也准确

无误地确立了文本的研究对象。但是，划定章节框架的编排方式不可避免地给

人造成这样一种生硬死板的印象：马克思就是要把“危机理论”放在这个章节

中。实际上，因为原稿中并不存在明确的章节划分，所以马克思究竟是要单独

写一章“危机理论”还是更愿意把“危机理论”置入不同的研究阶段之中，对

此，我们不得而知。因而，恩格斯划定章节的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马

克思本人对于“危机理论”所持的开放性态度。第二，理论指向。恩格斯将整

个第三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具体划分为以下三章：第 13 章“规律本身”、

第 14 章“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和第 15 章“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根据

恩格斯给出的章节内部的逻辑关联，危机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特

别是利润率规律）内部矛盾的展开和必然结果。这一理论指向并不符合马克思

本人的原初构想，原因在于：马克思在原始文本中从未设想过要把“危机理论”

建立在利润率规律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的“信用理论”是《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的主题。这部分的编

辑工作对于恩格斯而言是“主要的困难”，也是整个第三卷“最复杂的问题”。

在出版前言中，恩格斯回顾了自己处理这部分的过程：他原本试图通过填充空

白、补足片段的方式来呈现马克思的理论原貌，他这样尝试了三次，都失败

了。最后，他不得不“当机立断，尽可能限于整理现有材料，只作一些必不

A  参见 Michael Heinrich: Marx’ Ökonomiekritik nach der MEGA. Eine Zwischenbilanz 
nach dem Abschluss der Ⅱ . Abteilung, in: Marx-Engels-Jahrbuch 2012/13, Berlin 2013, S. 
16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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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少的补充”A。 事实上，恩格斯在此做出的补充和改动并不限于“现有的材

料”，他还参考引用了马克思书信集当中关于“信用理论”的相关表述 B。其

中，最明显的改动在于章节划分。马克思在原稿中没有划定章节，而是分六

点论述。恩格斯把原稿中的第一点到第四点组织为第 21 章到第 24 章，把第

五点“信用和虚拟资本”扩充为十一章（第 25 章到第 35 章），把第六点编

订为第 36 章。添加章节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信用理论”在整篇中的地位

和功能发生了变化。在恩格斯的编辑稿中，“信用理论”的篇幅占据了十一

章，而“生息资本”的论述只出现在前四章。在这样的编排体例中，“信用

理论”的重要性和地位无疑是被大大提高甚至是被高估了。此外，恩格斯

还修改原稿，添加提升“信用理论”地位的表述。例如马克思“信用理论”

的开篇如下：“我们不打算分析信用制度和它为自己所创造的工具（信用货

币等）。”C  而恩格斯则为原文增加了形容词“详细的”（eingehende），修改

后的表述如下：“我们不打算详细分析信用制度和它为自己所创造的工具（信

用货币等）。”这一语句的改动表明，恩格斯对于“信用理论”的理解与马

克思的原稿存在分歧，甚至是偏离了马克思的理论设想。马克思明确地表

示，“暂不打算论述信用制度”。这一表述被恩格斯相对化为“暂不打算详

细地论述信用制度”。两种表述不是量的差别（论述的详略），而是质的差

别（是否应当在此展开论述）。 D  在看似毫无章节、秩序杂乱的原稿中，马

克思实质上在构想一部能“辩证地划分（dialektisch gegliedert）整体的著作”。 E  

换言之，概念和范畴分析的序列应该体现相应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马克思

这一内在的方法诉求在恩格斯的编辑稿中被固定化，甚至或多或少地演变为

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 页。参见 MEGA2 
Ⅱ /15, S. 7。

B  参见 Michael Heinrich: Marx’ Ökonomiekritik nach der MEGA. Eine Zwischenbilanz 
nach dem Abschluss der Ⅱ . Abteilung, in: Marx-Engels-Jahrbuch 2012/13, Berlin 2013, S. 
163。

C  MEGA2 Ⅱ /4.2,S. 469.
D  参见 Michael Heinrich: Marx’ Ökonomiekritik nach der MEGA. Eine Zwischenbilanz nach 

dem Abschluss der Ⅱ . Abteilung, in: Marx-Engels-Jahrbuch 2012/13, Berlin 2013, S. 163。
E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4 页。参见 MEGA2 

Ⅲ /15, S. 510。 参见 Michael Heinrich: Marx’ Ökonomiekritik nach der MEGA. Eine 
Zwischenbilanz nach dem Abschluss der Ⅱ . Abteilung, in: Marx-Engels-Jahrbuch 
2012/13, Berlin 2013, S.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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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材料堆砌”A。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恩格斯为什么会在原文确定无疑的地方有意做出

改动？参照德国学者米歇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的考证 B，是因为

恩格斯的编辑工作没有局限于《资本论》的手稿，而是参考了马克思同时期的

其他书信集。在这些书信中，马克思曾明确地表达了信用理论单独成章并要扩

充这一章的想法。 C20 世纪 70 年代的一些摘录、笔记也都证实了马克思确实

有过这样宏大的研究计划。恩格斯编辑整理的是 1864/65《资本论》手稿，如

果要考虑到马克思之后的研究计划，那么恩格斯就会做出改动，补充额外信

息。但是，恩格斯对“信用理论”的这种处理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无法再现原稿

的体系结构，因而是不成功的。 D

四、结语

《资本论》是一部马克思未完成的、恩格斯后期出版的著作，这已是一个

不争的事实。然而问题在于，如何正确看待《资本论》的未完成状态。长久以

来，普遍认为马克思写下的手稿，已经包含了《资本论》的基本结构和核心思

想。只是由于马克思晚年不断恶化的身体状况，后续的整理出版工作才被搁

置。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以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为己任，完

成已故亡友未竟的事业。按照这样的解释路径，《资本论》“仅仅是在量（quan-

titativ）的意义上未完成：它缺少印刷出版所要求的加工整理；也缺少一些章节，

但是这些章节可以毫无疑问地被补充完整。”E  就此而言，第三卷的出版标志

A  Michael Heinrich: Marx’ Ökonomiekritik nach der MEGA. Eine Zwischenbilanz nach dem 
Abschluss der Ⅱ . Abteilung, in: Marx-Engels-Jahrbuch 2012/13, Berlin 2013, S. 163.

B  Michael Heinrich: Marx’ Ökonomiekritik nach der MEGA. Eine Zwischenbilanz nach dem 
Abschluss der Ⅱ . Abteilung, in: Marx-Engels-Jahrbuch 2012/13, Berlin 2013, S. 163.

C  在 1868 年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写道：“由于第二卷（《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

收入。生息资本》）的大部分理论性太强，因此，我要用论信贷的一章去揭露现代的

投机活动和商业道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191 页。参见 MEW. Bd.32, S. 204。
D  参见 Michael Heinrich: Marx’ Ökonomiekritik nach der MEGA. Eine Zwischenbilanz nach 

dem Abschluss der Ⅱ . Abteilung, in: Marx-Engels-Jahrbuch 2012/13, Berlin 2013, S. 162。
E  Michael Heinrich: Marx’ Ökonomiekritik nach der MEGA. Eine Zwischenbilanz nach dem 

Abschluss der Ⅱ . Abteilung, in: Marx-Engels-Jahrbuch 2012/13, Berlin 2013, S.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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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资本论》的完结，恩格斯的编辑工作也为《资本论》画上了一个句号。然

而，这一解读方式在理论上却难以自洽。首先，许多论题，比如说危机章节和

信用章节在内容上还远远没有达到完成的状态。其次，马克思在第二卷中所计

划的研究内容的推进和扩展并没有在《资本论》的后续写作中得到实现 A。因

而，海因里希指出，《资本论》不仅是在量的意义上，而且也是在质（qualitativ）

的意义上的未完成。它缺少了一些内容上不能被简单补充的章节。 B  借助这

一理论，或许我们能获取重审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一个新视角。在量的意义

上，恩格斯为《资本论》的完结出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无论是基本结构

的确定还是具体内容的增删，恩格斯的编辑工作都是在力图恢复再现马克思理

论的整体面貌。在质的意义上，《资本论》仍然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还存在

着一些恩格斯不能补充的理论缺失。同时，恩格斯对某些章节的修改增订反而

遮蔽了马克思理论的开放性特征，比如第三卷中的“危机理论”和“信用理论”。

MEGA2 第二部分中恩格斯编辑稿的出版使得具体考察马恩之间的异同成为可

能。因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问题要积极应对马恩对立的理论质疑。恩格斯

对《资本论》的编辑稿（MEGA2 Ⅱ /11—15）的问世，为我们重审马克思—

恩格斯问题，厘清马恩之间的学术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文本依据。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哲学系

A  直至 1880 年，马克思还在书信中表达了要重新研究《资本论》的计划：“在目前的条

件下，《资本论》的第二册（第二、三卷）在德国的不可能出版，这点我很高兴，因

为恰恰是在目前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23 页。参见 MEW. Bd.34, S. 
447。

B  Michael Heinrich: Marx’ Ökonomiekritik nach der MEGA. Eine Zwischenbilanz nach dem 
Abschluss der Ⅱ . Abteilung, in: Marx-Engels-Jahrbuch 2012/13, Berlin 2013, S.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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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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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酷的革命能量与最广阔的人性： 
卢森堡生命哲学的两个极点

米夏埃尔·布里 /文  朱霞 /译

“你曾问我缺少什么。其实缺少的是生活！”A

罗莎·卢森堡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生物学爱好者。她早在研究社会科学之

前，就在苏黎世大学攻读了生物学，不仅如此，大自然的吸引力还给她带来毕

生的影响。自然风景和生命力量的比喻贯穿了她的著作 B。卢森堡的社会主义

愿景来自于自然，来自于动物和植物世界、起伏的山峦和奔腾咆哮的溪流。她

本人、她的思想和活动即使在她逝去一百年之后，仍可免遭冷漠的划分和死板

的归类。无论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规整排列的园地里，还是在自由主义

的肤浅漂亮的风景园中，都没有她的位置。罗莎·卢森堡的遗产就像野生自

然，它不服帖，因为它充满活力地对抗所有僵化的规矩。她的遗产伴随着人类

的每一个新的开端，不断重新繁衍生长，崩裂哪怕是最坚硬的石棺，摆脱禁锢

A  《罗莎·卢森堡书信全集》德文版第 1 卷，第 159 页，Dietz Verlag Berlin，1982。
B  参看罗莎·卢森堡《植物标本集》（Rosa Luxemburg，Herbarium），Dietz Verlag Ber-

lin，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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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外壳。 A 我们不禁要问：她的著作为什么拥有如此巨大的爆破力？

许多政治家可以归类为一个概念，而卢森堡则是一个充满了生动矛盾的

空间。尽管她小心地屏蔽自己的个人生活，细致入微地保护个人的自由空间，

但是，她的个人生活和政治活动仍然是一个充实饱满的生活的两个方面。卢森

堡与世界的关系和与自我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她一方面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

生命——从作为一名高中生时起，在 1905 年和 1906 年的俄国革命中，在俄罗

斯和德国的监狱里，在德国十一月革命中。她一方面又热爱生活，随着年龄的

增长，她对生活的享受也越来越专注，越来越如饥似渴。要想理解卢森堡，除

了阅读她的著作之外，还必须阅读她的书信。这些书信不仅仅是对她的文章

和著作的补充，而且还与她的文章和著作拥有同等价值。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认为，她的狱中书信是“德语范围内，独具特色的人性与文学的文

献”B。从这些书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充实饱满的生活对她作为一个社会主义

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卢森堡的政治理论文献和她的书信相互交织，彼此关联，

反映了她的生活中的各种矛盾，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理解卢森堡。我们不能仅

仅用她的著作来衡量她的生活：她不像列宁，她没有建立一个国家；她不像马

克思，她没有写作一部《资本论》。她的政治影响有限，她的经济著作虽然重

要，但是和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经济著作相比又并不出类拔萃。

如果我们以其著作的直接影响来评价卢森堡，那么我们便不能认识到她

的真正的长久不衰的意义，因为，让卢森堡超群绝伦的是她的生活本身。卢

森堡的“主要作品”不仅是她的哲学作品，而且是“她所践行的堪称典范的

生活”C，她的天才体现在这种生活之中。她的生活既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又高

度个性化；她既冒着生命危险义无反顾地参与了实践，又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反

思；她既以才华横溢的记者和演说家的身份，面向大众，又全心关注自己，隐

A  彼得·魏斯（Peter Weiss）这样写道：“意识形态的顽固的、呆板和僵化的代言人总

是站在反动派一边，不管他们属于哪个集团，他们虚假的坚定好战的态度不过是为

了保存过时的、僵死了的思想材料。”（转引自 Vittantonio Gioia，Rosa Luxemburg und 
Antonio Gramsci: Zur ökonomischen Entwicklung im Monopolkapitalismus，载于 Die Linie 
Luxemburg - Gramsci. Zur Aktualität und Historizität marxistischen Denkens，Argument Son-
derband AS 159, 1989，p. 9。）

B  转引自 Frederik Hetmann，Eine Kerze, die an beiden Seiten brennt，Freiburg: Herder, 
Freiburg，1998，p. 6。

C  福尔克尔·凯撒（Volker Caysa），Rosa Luxemburg - die Philosophin, Leipzig: Rosa-
Luxemburg-Stiftung Sachsen, 2017，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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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于绘画、音乐和研究动植物之中。她常常“从早到晚仅仅”沉浸于写作、绘

画和植物学，如醉如痴。 A。而刚刚放下这一切，她又马上从一个群众集会奔

赴另一个群众集会。这些不同的活动并非互不相干。这些极点构成引人入胜的

矛盾，使矛盾各方在相互影响下得到改变。她自己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此

外，我仍然置身于生活，置身于与我所作的一切的美妙的矛盾之中。”B正如瓦

尔特·延斯（Walter Jens）所写的那样，她努力过着一种生活，“在这种生活中，

私人和作为社会和政治存在的人形成一种和谐的、以自我认同和向世界敞开胸

怀为特征的存在”C。卢森堡模范地以改变世界与自我改变相统一的方式，践行

了作为团结统一的解放运动的社会主义。

1918年11月，她刚刚出狱，她在一篇赞成立即废除死刑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四年的帝国主义大屠杀期间，血流成河。现在，每一滴珍贵的琼浆必须小

心翼翼地放置在水晶碗里珍藏。最无所顾忌的革命热情与最博大的人性——这

才是社会主义的真谛。一个世界必须被推翻，但是每一滴流下的眼泪，即使被

抹去了，也是一种控诉，一个匆忙奔走去做大事的人，因疏忽大意踩死一条可

怜的虫子，这就是犯罪。”D这种对社会主义的双重要求——热情与人性，也是

她对自己的要求。她写社会主义，同时也在写自己。

罗莎·卢森堡的长久不衰的魅力主要来源于她成功驾驭的生活本身，她

的坚决彻底和义无反顾的精神。据说，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决定

一个人的生活成败与否的是作为“神灵”的人的性格 E。接下来，我将勾画一

下卢森堡的生活的轮廓，描述她的“神灵”——采取提纲挈领的方式，因为恰

恰在此必须放弃任何形成封闭的自成一体的空间的努力。

我们在阅读卢森堡的政治和理论著述的时候，必须透过至今已经普遍被

人淡忘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许多关键词语已经失去了活生生的对

应关系，或者必须首先重新建立起对应关系。她用理所当然的态度谈论工人阶

级或无产阶级、改良和革命、政党和社会主义，这种态度来自另一个时代。但

A  《罗莎·卢森堡书信全集》德文版第 5 卷，第 74、234 页，Dietz Verlag Berlin，1987。
B  《罗莎·卢森堡书信全集》德文版第 5 卷，Dietz Verlag Berlin，1987，第 28 页。

C  瓦尔特·延斯（Walter Jens），Rosa Luxemburg. Weder Poetin noch Petroleuse，载于 Kris-
tine von Soden（编者），Rosa Luxemburg，Berlin: Elefanten Press，1995，p. 13。

D  《罗莎·卢森堡著作全集》德文版第 4 卷，第 406 页，Dietz Verlag Berlin，1974。
E  赫拉克利特（Heraklit），Fragmente，载于 Laura Gemelli Marciano（编者），Die 

Vorsokratiker,Band 1，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2011，p.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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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果我们透过这种语言，破解其背后的生活真相，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是

什么使她的魅力超越整个世纪仍经久不衰——是她与世界的交互敏感细腻的关

系。她到处都在寻找一个“你”，与作为“你”的世界建立联系。这样做的力

量来自她个人本质的力量，来自她的“灵魂”。她在 1899 年写给约吉希斯的信

中说：“尤其是写作的形式并不能使我感到满足，我觉得‘在我的灵魂里’，一

个全新的独创的形式正在成熟，它摆脱和突破了公式和模板——自然仅仅通

过精神和信念的力量。我渴望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写作：我要像闪电一样影响人

们，冲击他们的头脑，当然不是通过激情，而是通过广阔的视野、信念的力量

和表现力。”A

相互矛盾的是：卢森堡既明见又盲目。她极其乐观地认为，工人们能够认

识到，他们必须克服自己对资本主义的依赖性。她超越此时和此地的限制来看

待每一个斗争。她不能容忍随遇而安、满足于现状的做法。她能够敏锐地洞察

到 1905 年的俄国革命是人类最生动的自我组织和自我赋权的表现，但是却几

乎完全忽视了固定组织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抨击这些组织是统治工具。她坚

决主张阶级团结必须超越民族、种族和性别的所有界限，但是却因此拒绝关

注特殊的“犹太人的痛苦”、不赞成单独进行反对父权制或反对一个民族统治

另一个民族的斗争。对她来说，一切都是共同的社会主义斗争，不容出现任何

分裂。因此，除了号召进行共同斗争之外，对于如何在承认这种分裂的情况

下，实行团结一致的策略的问题，在卢森堡那里几乎找不到令人信服的战略性

答案。

罗莎·卢森堡不像列宁，她不是一个战略家；不像考茨基，她不是一个理

论家；不像伯恩施坦，她不是一个怀疑论者；不像葛兰西，她不是一个有机知

识分子。她是一个完全在旧约意义上的而又非常现代的预言家，是一个“使人

们摆脱奴役的领路人”B。她呼唤自由与平等的统一，自决与团结一致的统一，

同情与干预行动的统一。在阅读格尔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s）

的小说《埃马努尔·昆特》（Emanuel Quint）时，她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她在 1917 年 3 月 5 日致狄芬巴赫（Hans Diefenbach）的信中这样写道：

“您见过汉斯·托马（Hans Thoma）的基督画像吗？您在这本书中体验的

A  《罗莎·卢森堡书信全集》德文版第 1 卷，第 307 页，Dietz Verlag Berlin，1982。
B  Ton Veerkamp，Die Welt anders. Politische Geschichte der Großen Erzählung, Hamburg und 

Berlin: Argument，2013，p.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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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影像将是这样的：他瘦削的身影笼罩在红色的光芒之中，他穿过庄稼地，

在他的暗影的左右，紫色的波浪轻柔地从银色的谷穗上掠过。在书中的众多问

题之中，有一个问题攫住了我，我在其他地方从未见过对这个问题的描述，而

我在自己的生活中对这个问题有着切身体会：这个人的悲剧是，在他向众人布

道的时候，他感到，每一句话刚刚脱口而出，便已经在听众的大脑中变得粗硬

和僵化，形成一幅扭曲的画面，于是布道者便被死死地钉在了这幅他自己的扭

曲的画面上，他的弟子们最后围着他，用粗暴的声音狂喊：‘向我们显示奇迹！

你这样教导我们。你的奇迹何在？’”A

卢森堡发现了与自己相应的“你”，与之建立起生动的联系。因此她的自

我与她的行动、她的本人与她的著作、她的人格与她的活动都不可分割地紧密

相连。她并不消失在行动、著作和活动的背后，并不处于从属地位，也不与之

融为一体，而是生活在矛盾之中。她在现实中寻找符合她自己的东西：对以充

分的自我意识把世界创造得更富于人性的渴望，希望获得完全解放的彻底精

神，完全打动对方的刻骨铭心的爱情，存在于每一片树叶、每一声鸟鸣、每一

个悦耳声响中的美丽，解释一种新的世界观的思想。在她看来，对她的呼唤做

出反应的是一个交谈中的“你”。不是以“你”对她做出反应的一切，在她看

来，都是难以接近的，都是一个注定灭亡的世界的阴影。她排斥在她看来没

有生机的不全真的东西。在她的信件中，随处可见类似的表述：“我讨厌见到

人。我只想和动物生活在一起。”B在她看来，她的自我不应消失在与外界的接

触中。 C。她在一封战争期间写自监狱的信中这样写道：“至于我，我以前就从

来没有软弱过，近来我变得像磨光的钢铁一样坚硬，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个

人方面，我都不会做出丝毫让步。”D但是同时，她也非常容易受到伤害，她在

1917 年 3 月 30 日写给她的朋友汉斯·狄芬巴赫的信 E 中这样写道：

“我正艰难地建立起内心良好的平衡，昨晚入睡前，绝望的情绪又突然攫

住了我，比黑夜还要阴暗。今天又是灰蒙蒙的一天，没有太阳，只有寒冷的东

风……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只冻僵的大黄蜂；您在刚开始上冻的秋日的早晨，在

A  《罗莎·卢森堡书信全集》德文版第 5 卷，第 185 页，Dietz Verlag Berlin，1987。
B  《罗莎·卢森堡书信全集》德文版第 3 卷，第 85 页，Dietz Verlag Berlin，1982。
C  《罗莎·卢森堡书信全集》德文版第 2 卷，第 290 页，Dietz Verlag Berlin，1982。
D  《罗莎·卢森堡书信全集》德文版第 5 卷，第 151 页，Dietz Verlag Berlin，1987。
E  汉斯·狄芬巴赫于 1917 年 10 月在前线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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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里见到过这样一只大黄蜂吗？它一动不动地仰面朝天躺在杂草中，纤细

的腿蜷缩着，身上覆盖着白霜，就像死了一样。直到太阳暖遍了它的全身，

它的腿才开始慢慢地抖动伸展，然后它的小身体翻转过来，终于嗡嗡着笨拙

地飞到空中。我以前总是蹲跪在这些冻僵的大黄蜂之前，用口中呼出的热气

唤醒它们复苏。要是太阳也能从死亡般的冰冷中唤醒我这个可怜的人，那该

有多好！”A

卢森堡的最高原则是：“完全不管周围的人和其他人怎么看，永远保持自

我。”她还补充道：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并且矢志不移，无论是在德国还

是在波兰运动中。”B。她在其他人与世界之中寻找符合她的内心的东西。她谈

论社会主义，谈论发动起来的人们的自发的发明创造精神，谈论政党的任务，

谈论前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社会——她总是从令她感兴趣和令她关注的方面

来谈论这些问题。当她谈论贫民院中的死亡情况、殖民主义或战争的牺牲者、

遭到鞭笞的水牛时，她同时也在表达自己的哀痛。她反映世界，同时在世界中

得到反映。在她与世界之间不存在保护和隔离墙。从这种紧密直接的关系中形

成了她的突出的优点和弱点。由此也造成了她的思想的局限性。她的绝对无条

件性遇到了受条件制约的现实世界。

在此只需举几个例子便可说明卢森堡与她所看到的世界的有选择的共生

关系。她写道，马克思的“最宝贵的遗产”是两种对立之间的联系：“在理论

上进行深化，以便以坚定的原则指导我们的日常斗争；坚定的革命毅力，以便

使我们无愧于我们所迎接的伟大时代。”C 这是一幅自画像。她赞赏政治性群

众罢工的话语也表达了她对自己的工作的期望：“从大罢工和巷战的激流风暴、

烈焰余烬中，工会就像维纳斯一样从海洋的泡沫中升起——清新、年轻、强

壮、充满活力。”D1915 年，关于社会主义组织的活动她这样写道：“可是，如

果我们满足于去做眼前所要求我们去做的事情和其他事情，我们这些渴望自由

人性的灵魂就不配在社会主义的源泉痛饮，由此获得新的生命。我们为组织和

通过组织所做的工作，必须像一个满满地装着社会主义思想的碗一样。这样而

A  《罗莎·卢森堡书信全集》德文版第 5 卷，第 195 页，Dietz Verlag Berlin，1987。
B  《罗莎·卢森堡书信全集》德文版第 1 卷，第 323 页，Dietz Verlag Berlin，1982。
C  《罗莎·卢森堡著作全集》德文版第 3 卷，第 184 页，Dietz Verlag Berlin，1978。
D  《罗莎·卢森堡著作全集》德文版第 2 卷，第 118 页，Dietz Verlag Berlin，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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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思想才获得其真正的意义和高度的尊严。”A她把自己视

为表达这种思想的人。对她来说，缺少这种思想，这个碗就仅仅是一个没有生

命的外壳和个人的地狱。她的人格的本质与她所致力的遍及全世界的运动直接

融为一体，因此她宁愿遭遇失败，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愿以有悖于自己的崇

高目标的身份苟且生活。她把自己视为“一块有着无限可能性的土地”B，她在

现实中寻找这种同样打破限制的运动、人、思想和形式。

从她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她总是在完善自我，完善与其朋友和情人的关

系，不断进行自我反思，并规劝他人保持诚实和坚定性。她在许多书信中都使

用了这样一句话：“保持开朗！”与命运抗争对她来说就是永远不要过久地放弃

以自信、赞许的态度享受眼前生活的能力。她寻找最直接的“你”的关系，这

也许是一只大黄蜂、一只鸽子、一朵花，也许是情人、女友，也许是一个景

色、苍白的月光，她同时又与之保持距离，不失自我。深受她的吸引的人都

会对她拥有两种感受——宽宏大量与防范抵御。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在卢森堡

1917 年 1 月写给汉斯·狄芬巴赫的信中，她这样写道：“现在，我告诉您，亲

爱的汉斯，如果我最好的朋友有朝一日对我说：他要么卑鄙无耻，要么因痛苦

而死，只能选择其一，那么我会极其冷静地回答：去死吧。”C

在监狱——保持自我与拥抱世界

一个人的性格特别是在被剥夺了隐私保护空间时会尽显无遗。监狱就是

这样的场所。想了解纳尔逊·曼德拉其人的人，必须造访罗本岛，这是一个

在大西洋上，距离开普敦 12 公里的监狱岛，他在那里的一间四平方米的狱室

中度过了 20 年。罗莎·卢森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多次遭到监禁。在

大战期间，她在位于柏林巴尔尼姆街的“女子监狱”坐了一年牢，出狱后不

久，1916 年春，她被以“预防性监禁”为由关押在佛龙克和布勒斯劳，1918

年 11 月才获得释放。她利用“强制的清闲”D，在柏林监狱中写作了《尤尼乌

A  《罗莎·卢森堡著作全集》德文版第 7 卷（下），第 936 页，Dietz Verlag Berlin，
2017。

B  《罗莎·卢森堡书信全集》德文版第 5 卷，第 157 页，Dietz Verlag Berlin，1987。
C  《罗莎·卢森堡书信全集》德文版第 5 卷，第 158 页，Dietz Verlag Berlin，1987。
D  《罗莎·卢森堡书信全集》德文版第 5 卷，第 130 页，Dietz Verlag Berlin，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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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小册子》（Junius-Broschüre），并分析了对她的《资本积累》（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的批评，写下了《反批评》（Antikritik）。在稍后的狱中时间里，她翻

译了俄属乌克兰社会革命作家弗拉基米尔·戈·柯罗连科（Wladimir G. Koro-

lenko）的回忆录的第一部分，并写了一篇介绍，她还写了许多文章，设法送出

监狱，除此之外，她还研究了俄国革命。她在被安置到柏林女子监狱时，遭到

了迎头一棒，她对此描述说：

“俄国宪兵护送我时，因为我是政治犯而对我尊重有加，而柏林的护卫则

向我表明，我是什么人完全‘无所谓’，把我与九个‘女同行’塞进一个车

里。唉，所有这些终究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您永远不要忘了，不管遇到什

么事，都要平静开朗地对待生活。我目前，即使在这里，也保持一定程度的

平静开朗的心态。顺便说一句，为了避免使您对我的英雄行为产生夸张的想

象，我想懊悔地承认，那天当我必须两次脱去衬衫，让人触摸搜身时，我仅

仅勉强忍住了眼泪。我当然直到现在还为这么软弱而生自己的气。还有，第

一个晚上令我惊恐不安的并不是牢房，不是我突然离开了活生生的世界，而

是——您猜一猜！——我只能不穿睡衣，不梳头就去睡觉这个事实。可以引

经据典的是：您还记得《玛丽亚·斯图亚特》（Maria Stuart）第一幕吗？玛丽

亚·斯图亚特的首饰被收走时，她的奶妈肯尼迪夫人说：‘失去生活中的小饰

物’比承受巨大的考验更残酷。（您可以查阅一下，席勒比我在这里表述得更

优美。）”A

她的狱中书信与其理论和政治论述同样令人赞叹，她在狱中以坚强的意

志竭尽全力地生活，这是她写下这些书信的前提。她写道，她所尊崇的信条

是：“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去生活”B。第一，只要有可

能，并且狱卒及其头目允许，她就努力把监狱也变成一个适于生活的地方，在

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赋予监狱故乡的特征。她尽可能保持以前的习惯。她的居

所对她来说总是至关重要，必须物如其人，井然有序，尽可能接近自然。在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她把狱中陋室也布置得“适宜居住”。在佛龙克监狱，她开

辟了一小块园地，种植花草。她尽可能使每天的生活形成规律。第二，她继续

与朋友们保持对话往来，并建立新的联系。不能直接沟通，她就通过大量书信

A  《罗莎·卢森堡书信全集》德文版第 5 卷，第 47 页，Dietz Verlag Berlin，1987。
B  《罗莎·卢森堡书信全集》德文版第 5 卷，第 177 页，Dietz Verlag Berlin，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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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对话交流。第三，她仍然积极过问政治，继续用她的话语给人们以启迪。

第四，她利用这些时间在理论上和文化上进行思考。至少在佛龙克监狱，她可

以借助自己的人格魅力受到优待。 A

在狱中书信中，她为自己和他人建立了一个独自的世界。她一再用下面

这样的话告诫自己不要愤怒和绝望：“顺便说一下，只要我牢记为自己制定的

生活准则，就会易于承受所有一切：做个好人是最重要的！简单直白地说，就

是好好做人——这能使一切问题迎刃而解，而且胜于全部聪明才智和自以为是

的行为。”B 这些信件不是“内心倾诉”，而是自我描述，是为了激励自己，鼓

舞他人。这是有意识的直接性的艺术产物。卢森堡集中精力与“外面的”一切

建立联系，文学性地重塑周围的或此刻远离她的世界，使这个世界不仅能令人

忍受，而且还能存在于她的内心。C 在汉斯·狄芬巴赫死前不久，她在写给他

的信中想象着夏日去瑞士旅行的美好情景，她在结束时感叹道：“天哪，世界

多么美丽，生活多么美好！”D

诚 言

福尔克尔·凯撒（Volker Caysa）认为，“大声地说真话”是罗莎·卢森堡

的生活态度的核心。凯撒在说明这一点的时候使用了希腊文中的概念 Parrhesia

（诚言），即自由地谈论一切。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米歇

尔·福柯在 1982 年至 1984 年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中，对这个概念进行了详尽

的阐述。关于卢森堡，凯撒这样写道：“诚言政治是她的政治生活（艺术）哲

学的中心点，即公开、自由、冒险地讲真话，无保护地、不受到统治者保护地

（在不受到权力保护的意义上）以生存受到威胁为代价，吐露真言。她说真话，

A  参看监狱主管恩斯特·多斯曼（Ernst Dossmann）博士的回忆，载《罗莎·卢森堡著

作全集》德文版第 7 卷（下），第 971、995 页，Dietz Verlag Berlin，2017。
B  《罗莎·卢森堡书信全集》德文版第 5 卷，第 183 页，Dietz Verlag Berlin，1987。
C  卢森堡的朋友露易丝·考茨基（ Luise Kautsky）后来回忆说：“她这位伟大的生活

艺术家，懂得即使在严峻的监禁中，也将自己的生存塑造得富有人的尊严，是的，

她做到了从这种牢狱生存中攫取满足感，我们几乎想说甚至是幸福感，我们这些

拥有自由的其他人，在生活的困难时期都不会有这么大的幸福感，她在这些日子

里的信为此提供了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明。”见露易丝·考茨基，Rosa Luxemburg. Ein 
Gedenkbuch，Berlin: E. Laubsche Verlagshandlung，1929，第 43 页起。

D  《罗莎·卢森堡书信全集》德文版第 5 卷，第 189 页，Dietz Verlag Berlin，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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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真言，不惧怕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即使在得不到支持，必须独自担当，甚

至可能也得不到她所属党派和集体的支持的情况下，也要这样做。”A

诚言在卢森堡那里拥有不同的层面。第一，从中产生出创造和保持政治

空间的要求，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作为最高财富受到保护。就连敌人作为言说

者也应不受侵犯。只有在自由表达的空间中，才能发展自我赋权和自决。民主

因此对她来说并不是过渡阶段，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拥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

报刊，……不受阻碍的结社和集会生活”。否则，怎么可能实行“广大人民群

众的统治”呢？她这样质问。 B

第二，卢森堡的诚言不能与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相混淆。福柯在他关于

诚言的讲座中，主要强调了诚言者特别是在自我存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的自我

承诺：“使用诚言的诚言者是诚实的人，这就是说，有勇气冒着风险说出真话

的人，并且是冒着风险说出与自己相连的真话的人，恰恰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真

实的宣讲者。”C 真首先存在于言说者的内心和言说者自身，首先是自我表达，

由自己的行为担保。

卢森堡令人缅怀的地方主要是：她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极其彻底地义无反

顾地面对生活中的矛盾，她的态度超出了极限，达到了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安

危，失去生命的程度。1913 年，当检察官以可能出现逃跑危险为由，打算对

她立即施行拘留关押时，卢森堡在结束她的辩护发言时，在法庭上大声疾呼：

“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不会逃跑。他敢做敢当，笑看您的惩罚。您就对我做出判

决吧！”D 这种敢说敢当的态度是她的鲜明特点，她在这方面也是极端彻底的，

这使她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诚言者。她的言谈的真来自于她的生活的真，诚言

首先是在表达蕴含在自己生活中的真。她履行了圣约翰的启示：“因为你是温

的，既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E

第三，诚言让听者承担责任。其他人也不能是温的，无论是在政治上还

是在人性上。在为写作《尤尼乌斯小册子》做准备时，她曾经写信给科斯佳·蔡

A  福尔克尔·凯撒（Volker Caysa），Rosa Luxemburg - die Philosophin，Leipzig: Rosa-
Luxemburg-Stiftung Sachsen, 2017，p. 14。

B  《罗莎·卢森堡著作全集》德文版第 4 卷，第 358 页，Dietz Verlag Berlin，1974。
C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Der Mut zur Wahrheit. Vorlesung am Collège de France 

1983/84，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2010，p. 94。
D  《罗莎·卢森堡著作全集》德文版第 3 卷，第 406 页，Dietz Verlag Berlin，1978。
E  《启示录》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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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金（Kostja Zetkin）：“今天我去歌剧院听音乐会，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美妙

动听。我在听音乐的时候，心中又涌起了对那些人类败类的刻骨仇恨，而我不

得不在他们当中生活。我感到，现在必须就正在发生的事情写一本书，这是一

本无论男人还是女人，甚至最年长的人，都没有读过的书，一本棒打这群败类

的书。”A她打算通过诚言要求，也就是说，用话语的威力强迫他人过诚实的生

活，在个人关系中也同样如此。我们从她 1895 年 3 月 21 日写给她的生活伴侣

莱奥·约吉希斯（Leo Jogiches）的信中可以读到：

“哎呀，你这个宝贝！你知道吗，我有很残忍的打算！真的，我在这里把

我们的关系在脑海中过了一遍，等我回去以后，我要用爪子紧紧地抓住你，直

到你发出尖叫，你就等着瞧吧！我将让你不得安宁。你必须屈服，必须投降和

服从，这是我们继续一起生活的条件。我必须摧折你，磨去你的犄角，否则与

你在一起就令我不能忍受。你是个坏人，我在琢磨了你的整个精神面貌之后，

现在对此十分肯定，就像知道太阳在天上一样。我要遏止你内心的愤怒，我发

誓，绝不让这些小苗疯狂生长。我有权这么做，因为我比你强十倍，我完全有

意识地谴责你的性格的这个最突出的一面。”B

第四，罗莎·卢森堡的诚言是诚实现实的产物：诚实的关系、诚实的生活

方式、诚实的政策，也可能是恩斯特·布洛赫所说的前假象。她的语言实践是

对人们在真实生活中，可能成为现实的东西的生动预测。在她的论文《论俄国

革命》中，她与布尔什维克特色的社会主义针锋相对，表述了自己的设想：“社

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只应当而且只能是一个历史产物，它是在其自己的经验的学

校中，在它得到实现的那一时刻，从活的历史的发展中产生的；历史归根到底

是有机自然界的一个部分，它与之完全一样，有一个好习惯，即总是在产生实

际的社会需要的同时也产生满足这一需要的手段，在提出任务的同时也提出完

成的办法。”C这种社会主义将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多样化的社会，是与卢森堡本

身的内涵接近的社会，1922年，保罗·列维（Paul Levi）这样描述罗莎·卢森堡：

“在她平和的灵魂的最深处没有隔离与墙壁。宇宙对她来说是一个生动的变化

过程，在宇宙中，杠杆作用和氧气瓶不能代替自然的法则，人类的斗争、拼搏

和追求，个人、各个性别、各个阶层、各个阶级所进行的伟大斗争都是这种变

A  《罗莎·卢森堡书信全集》德文版第 5 卷，第 28 页，Dietz Verlag Berlin，1987。
B  《罗莎·卢森堡书信全集》德文版第 1 卷，第 56—57 页，Dietz Verlag Berlin，1982。
C  《罗莎·卢森堡著作全集》德文版第 4 卷，第 360 页，Dietz Verlag Berlin，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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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形式。在她不愿从中看到，因顺其自然而无人斗争；她希望进行最活生生

的斗争，因为这是变化的最活生生的形式。”A

第五，卢森堡的诚言是从马克思主义之中产生的。正如彼得·内特尔（Pe-

ter Nettl）所强调的那样：“她做到了列宁、考茨基和其他同时代的人所没有做

到的事情，即她懂得，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充满活力。……列宁择而取之，她则

包罗万象；考茨基注重形式，她则注重实际；普列汉诺夫笼统抽象，她则富于

人性。”B卢森堡践行了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对立。对她来说，马克思主义既

不是纯粹的学说，也不是信奉者的标志，既不是形式化的意识形态，也不是纯

粹的政治工具，而是生活实践和唯一可取的——革命的——现实政策。正像卢

森堡在 1903 年所写到的那样，她认为，“不能否认马克思对他的一些学生在理

论的活动自由方面有着某种难以摆脱的影响”。C存在着一种“为了在思想上‘保

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唯恐偏离马克思思想方法的态度”。这种态度“在某

些情况下对于思维劳动来说，可能是和另一极端，即正是为了不顾一切地证明

‘自己思想的独立性’而拼命设法完全摆脱马克思思想方法的态度是同样有害

的”D。这样自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是否——或者说，哪

种马克思主义——可以富有成效地承受住卢森堡所践行的矛盾对立。

自由总是与己不同者的自由

罗莎·卢森堡反对机会主义，要求积极促进作为与己不同的人的其他人

的自由，使自由成为真正的自由，而不是隐蔽的强制顺从。在这个方面，她

走在了现代社会运动的前面。她致力于创造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在这个世

界中，不同的世界都能拥有一席之地。在自由中的平等是各种不同的人的平

等。作为一个自由的人的态度恰恰应该是赋予其他人作为与己不同的人的自由

的可能性。卢森堡理解并践行了这一点。在这种自由成为一种权利之前，它要

A  保罗·列维（Paul Levi），Einleitung zu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Eine kritische Würdigung. 
Aus dem Nachlass von Rosa Luxemburg”，载于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der Arbeiterbewe-
gung（编），Rosa Luxemburg und die Freiheit der Andersdenkenden，1990，第 223—224 页。

B  Peter Nettl，Rosa Luxemburg，Köln: Kiepenheuer u. Witsch，1967，p. 24.
C  《罗莎·卢森堡著作全集》德文版第 1 卷（下），第 364 页，Dietz Verlag Berlin, 1979。
D  《罗莎·卢森堡著作全集》德文版第 1 卷（下），第 364 页，Dietz Verlag Berlin,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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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人们自己采取行动，克服一切剥削和压迫——也包括对不同思想者的剥削和

压迫。

任何人都不是自然而然或与生俱来就拥有自由。人的尊严和自由都不容

侵犯，都需要受到保护。任何人要想长久地贯彻自己的权利，都必须承认其他

人拥有权利，并使其他人能够行使权利，否则，他便会成为剥削者和压迫者。

尤其是，为了使自己是自由的，就必须给与其他人自由、为其他人去争取和实

现自由，否则，他就只能靠掠夺或赎买而获得自由。

罗莎·卢森堡对自由的理解与市场自由主义的自私自利或对自我实现的

崇拜相差十万八千里。她本人所践行的作为社会道德的自由，是为其他人的自

由而斗争的自由。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公民们仅仅反抗对自己的压迫，那么，

这个社会则不是一个自由人的社会。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这样做，那么

在力量对比对他们有利，利己主义占上风的情况下，他们便会反过来压迫其他

人。如果虽然自己可以从这种压迫中得到好处，但是仍然反抗对其他人的压

迫，那么这样做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卢森堡所理解的自由是创造这样一种社

会关系的行为，这种社会关系可以为其他人提供获得自由的条件。这既涉及自

由财富的根本问题，也涉及消除不利于克服社会不平等的特权。但是，不彻底

改变所有制关系和力量对比关系，不克服利润对经济和社会的支配地位，就不

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她因此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在一个社会中，只有每一个个人都是自由的，这个社会才可谓是自由的

社会。但是，只有每个个人的自由发展有助于所有人的共同发展，这才是可能

的。卢森堡认为，只有盲目轻信或玩世不恭的人才会相信，我们可以袖手旁

观，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或国家的“看得见的手”会安排一切。确切地说，

这就等于贪图安逸或胆怯无能地将对自由的责任推卸给他人，而因此变得不自

由。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对卢森堡来说，一直都是以对抗的形式参与解放性的

共同实践。

在罗莎·卢森堡看来，囤积钱财的自由是残酷的剥削压迫，它使资本增

殖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资本增殖统治着全社会，将财富、贫困、健康和疾

病、教育和文盲、和平和战争分配到互相对立的社会群体、阶级和民族中，分

配到地球的各个部分。占世界人口极小份额的人口消费全球大量资源的自由，

被她谴责为残暴的统治。西方扩充军备的“自由世界秩序”对她来说，是军国

主义的帝国主义政策。可以想象，如果卢森堡在世，她会把现今盛行的获取遗



303

传密码和将知识据为己有的自由，斥责为犯罪性的掠夺；她会把毁灭地球生物

多样性斥责为野蛮。

自由主义社会最根深蒂固的偏见之一是：自由与平等正义相对立。罗

莎·卢森堡所理解的自由则以团结互助为基础。只有使其他人能够自由生活的

人，才会采取公正的行动。这种基于团结互助的自由概念以在与己不同的人的

自由中实现平等为目标，不仅以极端批判的态度，反对将自由变成优先使用社

会特权的野蛮，而且还反对为这种野蛮创造条件的所有社会结构，以及保障这

些社会特权的统治关系。卢森堡一再使用“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的表述也可以

被套用为“自由还是野蛮”。而“自由还是社会主义”的说法对她来说，则会

像“自由还是自由”的说法一样荒谬。罗莎·卢森堡为我们留下了这个以其生

命为证的遗产，这就是她的奇迹所在。

作者单位：卢森堡基金会社会批判分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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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和卢森堡论资本和社会差异
A

乔尔·温赖特 /文  刘敏达 /译

一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问题（“原始

积累”）的解释已经被证明为是有先见之明的。今天全世界范围内仍然在持续

高速地制造独立的、“双重自由”的无产者。 B 我们发现如此一类将来的无产

阶级数量增长，他们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并且无法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换取一

A  本文译自 Joel Wainwright, “Capital and Social Difference in Gramsci and Luxemburg”, 
Rethinking Marxism, 31:1, 2019, pp. 20-41，如无特殊说明，脚注为原作者注。——编者注

B  关于马克思对于“原始积累”的理论，见《资本论》（1977，sectionVIII）。关于资本

下的“双重自由”的劳动，见马克思（1977，ch.6）。一个劳动者在双重的意义上是

自由的，即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并且没有任何其他的商品能够卖出。关于

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 / 非资本差异问题的看法，以及这一问题和社会差异的形式的关

系，见 Spivak （1985）, Negri （1991），Federici （2004）, Gibson-Graham （2006），Sanyal 
（2007），Gidwani （2008），Gidwani and Wainwright （2014）， Karatani （2014），Fraser 
（2014），Anderson （2016） and Walker （2011, 2016）。这里列举的名单当然不是穷尽无

遗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者大部分都引用并且积极调用葛兰西所吸引，但卢森

堡在这些著作中一直被忽视（除了弗雷泽 2014 年的作品）。当然，社会差异的各种

各样的形式并不能被还原为非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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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谋生的工资，他们因而注定过上既非前资本主义的，又不是完全无产阶级的

生活。这样的一种困境是一个人类悲剧。这样的困境也会成为革命性的社会变

革的希望的来源吗？

今天很多激进左翼的争辩，关系到如何对资本和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非

资本主义经济或者非资本主义生活形式此两者关系进行概念把握的诸种进路。

当下左翼思想中有很强的一支——无政府主义者格雷伯（David Graeber），女

性主义者吉布森—格雷厄姆（J.K. Gibson-Graham），自治主义者安东尼奥·奈

格里，末世论者吉奥乔·阿甘本 A——提议我们认同一个非列宁主义者的，不

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的革命理论。虽然本文将会提倡一条替代性的道路——一

条从罗莎·卢森堡和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富有敏锐洞察力的作品中得出的道

路——从这些作者中要学到的东西还是有很多。他们的工作的流行性表明了一

个精确的要求，那就是使那带有还未正式成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的维度的左

翼政治策略成形。这项任务要求我们愿意回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我们应

当如何理解那彻底不同于资本主义对劳动的剥削的多种剥削形式的顽固存在？

当资本主义本身从根基深厚的社会差异中吸取养分，茁壮成长，我们要如何从

概念上把握朝向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斗争？当底层的（subaltern）群体缺乏维

持生活的资料的时候，我们通过什么样的策略才可能与专制主义的、新自由主

义的资本主义对抗？

通过一些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比如戴维斯（Angela Davis）、费德丽奇（Sil-

via Federici）、迈斯（Maria Mies）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以及一些其

他人 B所关注的视角，今天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受到鼓舞，提出资本主义和社会

差异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激进学者都曾被关于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和

政治观点的讨论所影响。比如，迈斯（1986, p. 34）写道：

“罗莎·卢森堡的工作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分析世界范围内女性劳动的女性

主义分析视角，这个视角超出了工业化社会和这些国家的家庭妇女所构成的有

A  见 Agamben （1993），Gibson-Graham （2006），Graeber （2014），and Negri （1991）。
B  虽然不那么著名，杜娜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 1910—1987）也是这一知

识分子和政治谱系中的一个关键人物。考虑到她活动的广泛性——她是不少重要的

卢森堡研究作品的作者，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女性主义者（Dunayevskaya, 1991, 
2002），曾是列昂·托洛茨基的秘书，詹姆斯（C. L. R. James）的政治上的同事等

等——杜娜耶夫斯卡娅受到了的关注相对太少了。对于她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介绍

可以参见 Hudis, Anderson（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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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视域。它有助于进一步在理论上超越资本所创造的对于劳动的多种人为区

分，特别是性别劳动的区分，劳动的国际区分，尤其是这种区分使得一些在非

工资劳动关系下的剥削，以及本应规范工资劳动的规则被悬置的情况变得不可

见。我们认为，女性主义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女性工作之

分析中，把所有这些关系都囊括进来。”

迈斯受到卢森堡启发的路径，清晰地预见了当下关于资本和社会差异的

争论。不幸的是，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的卢森堡根基并不总是得到很好的滋

养。那么，一个接近这些基本问题的方式，即是在使得那焕发生机的马克思主

义的女性主义土壤更加肥沃的同时，回到卢森堡的文本。而我这里的目标也是

如此，特别是通过把它们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作品放在一起阅读。

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已被证明深刻地启发了激进思想。 A 其中最为著名的

是他对于领导权和底层性（subalternity） B 的思考。他对于政治经济学和资本

主义社会关系的空间不平衡性的细腻思考，则不是那么为人所知，但这些思考

却对于他那著名的对政治、领导权和底层性的思考来说是基础性的 C。也许葛

兰西对于空间的不平衡性的分析的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对东方和西方做出的区

分。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是原始的并且是胶状的；在西方，国

家和市民社会之间有一个特有（即自由—资产阶级）的关系，一旦国家发生

动荡，一个稳固的市民社会结构就立刻被揭示出来”（Gramsci Q7§16,1971,p. 

238）。D 当布尔什维克在 1917 年 10 月赢取了俄国政权，他们引发了需要继续

维持的革命，并且在此过程中——与他们的理论和期待相反——他们既没有更

大范围的无产阶级作为支撑，也没有引发后续的西方革命。葛兰西认识到布

A  在英语世界，完整的札记（Gramsci，1975）还没有被翻译出来。

B  关于葛兰西的对领导权的思考，见 Thomas （2009）；关于底层性，见 Green （2011, 
2013）。

C  葛兰西关于经济学（“传统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济学”）的札记，尚

没有完整的英语评注译本。幸运的是，尽管和原本的狱中札记的呈现顺序不同，他

大部分关于这些主题的札记都被包含在两个流行的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的集合版本中

（1971§II; 1995a, §III and §IV）。这些札记中的一部分也被收进了布蒂捷基（But-
tigieg）的批评版葛兰西札记的前三卷中（Gramsci, 1992, 1996, 2007）。对葛兰西的经

济学的路径的评论，见 Thomas （2009）, Wainwright （2010b）, Krätke （2011）, Glassman 
（2012）和 Mann （2012）。

D  对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的引用，我遵循国际标准引用时注明札记本编号（Q#）、
笔记编号（§#）和年份与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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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什维克革命的条件在欧洲并不存在，在欧洲，市民社会支持国家；一个不同

的政治策略因而是必需的了。当斗争的领地被把握为“整个国家”——“政

治社会 + 市民社会，换言之，就是以强力为盔甲所保护的领导权”（Gramsci 

Q6§88, 1971, p. 263）——那么革命就要求比夺取国家权力中心更多的东西。

在葛兰西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欧洲，国家整个的是资产阶级国家，并且国家足以

具有去保卫资本规则的融洽性。葛兰西由此得出结论，即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

必须改变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使政治的领地更有利于革命。

葛兰西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空间不平衡性问题的敏感性的另一个关

键点，体现在于他对于意大利（主要是北方的）的无产阶级和（南方的）农民

的区分的关注。这一区分可以说是他 1923 年至 1926 年狱前书信的中心主题。

葛兰西（2014）在 1923 年 9 月 12 日致意大利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信件意义特

别重要。他提议“联合体”（L’Unità）这一种“增强群众的共产主义意识”的

新组织，必须：

“特别对南方问题给予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也即，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

问题并不仅仅作为阶级关系的问题被提出，而是也以并且特别地作为领地性的

问题，也就是国家性的问题的一个方面来被提出。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工

人、农民和政府’这一标语在意大利必须被修改为‘工人和农民的联邦共和国’。

我确实不知道是否此刻有利于此，但我确实相信法西斯主义所创造的局面，贸

易工会联盟的合作的保护主义政策，会把我们党引向这一标语。关于这一主题，

我正在准备一份报告来让你们讨论和考察。”（Gramsci, 2014, pp. 170-171） A

葛兰西这里所承诺的“报告”成为了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合著的重要的《里昂提纲》（1978，特别是第 354 至 356 页）。在完

成该提纲之后，葛兰西（1995b）继续思考这些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笔记后

来发展成为了他标志性的文章，《南方问题的几个方面》，这篇文章在 1926 年

的 9 月到 10 月打下草稿，但由于他在 1926 年 10 月 8 日到 9 日的夜间被捕而

再也没有完成。 B

随着葛兰西在狱中对这一问题的政治的和哲学维度的分析进一步发展，

A  葛兰西在以同样标题（《工人和农民》）的另一篇文章中（1920 年 1 月 3 日）谈到了

这一主题，其中他的分析更接近《南方问题的几个方面》中的观点（尽管他没有使

用“南方问题”这个表达；这一个短语在他 1923 年之后的信件中出现了）。

B  见 Gramsci （1978, pp. 441-462; 2000, pp. 17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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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弄清了自己之前的政治立场。他在 1919 年 8 月 2 日发表于《新秩序》

（L’Ordine Nuovo）的文章《工人和农民》中，提供了对于自己的思考的初步表达：

“私有财产的制度下（农民农业的）改造势必带来灾难 ：它将必须由一个

社会主义的国家来实施，并且满足农民和工人组合起来的共产主义劳动单位的利

益。在过去，生产过程中引入机器总是会产生深远的失业危机，危机只能通过劳

动市场的弹性来逐渐恢复。今天，劳动的状况已经彻底改变了，并且农民失业作

为事实上的无法移居的结果，已经变成了不可解决的难题。对于农业的工业化改

造只能够在贫穷农民的同意下完成，且这一改造是通过具体表现为工业工人和贫

穷农民组成的委员会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完成）。工厂的工人和贫穷农民是无

产阶级革命的两股驱动力。共产主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必需品，这对于他们来说

尤其如此；共产主义的出现意味着生命和自由，而私有财产的持续存在则意味着

被碾碎、失去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的迫近危险。”（Gramsci, 2000, p. 116）

葛兰西所分析的挑战并不只是策略性的——仅仅关涉到组织的形式和策

略性的结盟——其在基本意义上也是政治的，因为它将要求对于主体的和精神

的状况的改造，使得一个新的、统一的革命政治能够实现：

“任何革命工作只有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以他们必需的生命和他们对文化

的需求为基础，才有成功的可能性。社会主义的和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者’

明白这一点是十分关键的……（我们必须把所有人带入）一个新的集体生活的

组织。在这样的运作和实践中，进展会被巩固，经验会发展、连接，并且被有

意识地导向一个具体的历史目标的完成。以这样的方式组织起来，农民将会成

为秩序和进步的元素；如果不考虑他们，他们不能够参与任何系统性的和有纪

律的行动，遭受变得更加惊人地明显的、前所未有的痛苦，他们将会成为无秩

序的贱民，变成被引向最残忍的野蛮的狂暴人群。共产主义的革命本质上就是

组织和纪律的问题。”（Gramsci, 2000, pp. 117-118）

虽然这篇文章并未使用“南方问题”这一表达，葛兰西这里的分析清晰

地预告了他随后的分析。因而，葛兰西在他被捕之前为应对无产阶级—农民联

合体的挑战大致分析并且写作了十年。这将会被证明为是在《狱中札记》里得

到发展的领导权理论的肥沃苗床。

这些狱前文本并不仅仅是对农民—无产阶级联合体的模糊的呼吁。它们

是要推翻在意大利普遍存在的社会关系的革命的呼声——这一社会关系既不是

简单的资本主义关系，也不是前资本主义关系，而是两者糟糕的混合物。在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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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把南方问题定位为党的论辩的中心问题的同时，葛兰西认识到，意大利革命

的命运有赖于识别在不同社会群体的基础上可能产生出共产主义领导权的政治

形式。这解释了为何“南方问题”引入了一些葛兰西的核心关切——阶级盟友

的挑战，知识分子和宗教的角色，领导权理论，对于连贯一致的世界观的需

要——并以微缩的方式预示了《狱中札记》的很多创新点。他的核心问题是在

远没有成型的无产阶级社会中挑战性地创造无产阶级领导权，以及展开在真实

的社会差异中克服资本的政治。葛兰西表明，我们不能把社会差异和农业发展

看作能够仅以农业改革的方式而被解决的问题。他因此不支持德国容克式的或

杰弗逊式的农业变革道路（同时，不同于毛泽东，他对于农民革命的领导权不

持乐观态度）。我们仍然在试图理解农业变革激发和阻止革命性的跨阶级流动

的方式。为了构建能够满足葛兰西文之现实指向的运动，上述理解必不可少，

而这一指向即是：为了形成世界范围内的有效的贫穷农民和无产阶级的统一

体，发展道德上的、知识分子的和政治上的领导权（即霸权）。

这一总问题也解释了葛兰西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的关于南方的写作中，

种族和社会差异问题的中心性。正如马库斯·格林（Marcus Green）（2011，

2013）展示的，葛兰西讨论意大利社会学家、南方问题和底层性的写作反映出

一个强烈的敏锐的反种族主义立场。确实，南方问题是一个种族化的问题，同时

也是一个地理问题。比如在关于“南方问题”的文章中，葛兰西（2000, pp. 173-

174; 也可见 Green, 2013）批评意大利的实证的社会学家为“资产阶级的宣传者”，

这些社会学家在北方和南方问题上生产并且传播一种种族主义意识形态：

“南方是阻止意大利的社会发展更加快速前进的镣铐；自然的定数就是南

方人生理上是低级人种，半野蛮的或者完全野蛮的；如果南方是落后的，过错

不是没有资本主义体系或者任何其他的历史原因，而是自然的原因，自然把南

方人造得懒惰、无能、犯罪的和野蛮。”

这一操控民族和种族歧视的可能性被用来使剥削性的阶级关系合法化。

“北方的资产阶级已经征服了意大利的南部和岛屿”，葛兰西写道， “把它们还

原为可剥削的殖民地。”（1977, p. 148）

《狱中札记》的当代读者们经常预设，葛兰西写作的那个意大利的生活是

完全资本主义的，并且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在其中牢牢树立——葛兰西对此给出

了种种反领导权式的观念。这一对于札记的阅读并不能经受住认真的检查。在

札记中，葛兰西从没有描写过一个稳定的领导权局面，也没有使用过术语“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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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权”。他的札记始终把意大利的经济状况描写为不平衡的和混合的。尽管

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北方占主导地位，前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的社会

关系在南方仍然只是部分瓦解。 A 南方和岛屿臣服于北方的“寄生”，部分是

因为他们成为完全的资本主义（的道路）被阻断了。这一阻断促进了南方持

续的边缘性地位和掠夺状态。北方 / 南方的区分被加深并愈益恶化，而不是在

“国家”基础上（即通过一个统一的“意大利”身份来统一领地）来分离资本

主义关系（即完成无产阶级化）。这不仅仅对于跨阶级和跨地区的共产主义运

动（葛兰西在这篇刚刚引用的文章中的目标）造成了主要的阻碍。它也对发展

出一个国家性的、自由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我们也可以说是法国模式）产生了

阻碍。20 世纪早期的意大利的自由资产阶级领导权仍然是无机的，并且是不

连贯的，是一个由面对法西斯主义的工人和农民的悲剧性地被动解决的危机。

本文的主要观点因而现在可以简要陈述如下：通过从强调社会—空间差异

和资本主义—非资本主义关系的不平衡性的视角来研究葛兰西的《狱中札记》，

能够让我们看到在他的文本和卢森堡在 1905 年至 1917 年间不那么著名的政治

经济学作品之间的连续性。以这样的方式一起阅读卢森堡和葛兰西，让我们能

够对两位思想家对资本和差异之问题的批判性贡献有更好的理解。

二

葛兰西和卢森堡从没有见过面，也对对方的作品知之甚少。在一些札记

中葛兰西对于卢森堡的评论是负面的；比如，他批评卢森堡的“经济主义”和

“自发主义”（Q7§16, 1971, p. 238;Q13§24, 1971, p. 233）。也许可以这样理解

他隐含的宣称：卢森堡的经济主义（1905 年左右）会使她期待资本的矛盾自动

地创造出工人革命的条件，接着工人会自发地起义。这样的批评是不公的，是

列宁和斯大林的歪曲的结果。B 令人惋惜的是，这样的歪曲制造了卢森堡和葛

兰西之间的分裂，而这一点我们应该试图克服（Rehmann, 2014, pp. 108-111）。

幸运的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个葛兰西—卢森堡阵线在德国获得发

A  关于葛兰西的空间理论，见 Jessop （2006）；关于葛兰西和国际问题，见 Ives and 
Short （2013）；关于他的空间的不平衡性的理论，见 Morton （2013）；关于葛兰西对于

领地的理论，见 Lee, Wainwright, and Glassman （2017）。
B  关于所谓的卢森堡的“自发主义”，见 Levant （2012）, and Geras （2015）。



311

展，并且罗莎·卢森堡基金会 A 和像彼得·胡迪斯（Peter Hudis）这样的编者，

以及诸多非常精彩的传记作品（Evans, 2015; Geras, 2015; Nettl, 2019），极大地

帮助了英语世界的读者。卢森堡对列宁的中央集权主义的反对，对无产阶级民

主和大罢工的支持，以及她的女性主义思想 B在近年来受到了理应的关注，虽

则这一关注姗姗来迟。我们可能正在经历一场“卢森堡热潮”，但仍有非常多

的艰苦的前期工作有待于去完成。卢森堡仍然被经常误解，并罕被提到。幸运

的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已经积极调用了卢森堡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的政治

经济学分析（见 Bradby, 1975; Harvey, 1975; Mies, 1986; Finger, 1996; Bellofiore, 

2009; Hudis, 2010, 2014; Cakardic, 2017），并且将其思考应用于对政治问题的

讨论（Dunayevskaya, 1991; Haug, 2007; Hudis, 2012; Levant, 2012; Harvey, 2003; 

Fraser, 2014; He Ping, 2014; Geras, 2015; Finger, 2016; Bourrinet, 2017; Ehmsen 

and Scharenberg, 2017; Fracchia, 2017）。 C 本文建立在这些文献的基础上，并

通过一起阅读卢森堡和葛兰西来对之进行补充。 D

在什么基础上我们可以把葛兰西和卢森堡放在一起思考？在马克思主义

传统中，葛兰西对于政治和国家的分析是最丰富的。但我仍然主张，卢森堡对

于资本和非资本关系的分析提供了一个与葛兰西的必要对比。正是通过对资本

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两者路径的联合才在分析上显得是最令人信服的。我简

要地讲三点卢森堡和葛兰西之间相关的相似性。

（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两位思想家今天都以政治理论家闻名，均寻求将他们的政治分析建立在

对于经济生活的非决定论的历史研究上，并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价值

理论为基础。E 他们都是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移居到欧洲中心求学的极为优

A  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是德国左翼政党（“Die Linke”）的一个国际项目。

B  见 Luxemburg （2004, 第 9 章）, Raya Dunayevskaya （1991）和 Evans （2015）。尽管马

克思主义者们经常强调卢森堡的性别——并且毫无疑问她是带有对我们的时代来说

很重要的洞见的女性主义者——性和性别并不是她的写作中的中心论题。

C  这个列表不是穷尽无遗的，并且仅限于 1975 年之后发表的作品。

D  同样的主题，可以参见在本论文完成之后发表的 Caloz-Tschopp, Antoine, and Romain 
（2018）。

E  虽然两者都清晰地支持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但关于这一问题两者的讨论仍然有分歧。

卢森堡的《政治经济学导论》中关于价值理论的章节遗失了（见 2013, XV-XVI）。葛

兰西的《狱中札记》表明，要阐明他的批判的经济学理论，必须要求对于李嘉图的

价值理论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进行仔细的再讨论（Wainwright, 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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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的学者。卢森堡受到过正式的经济学训练。在 1889 年至 1897 年间，她在苏

黎世以题为《波兰的工业发展》的博士论文成为首位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女

性。她随后主要就历史政治经济学进行写作，而这一领域对于葛兰西有特殊的

意义（但葛兰西的教育背景是语言学和文献学，他从没受到过特别的经济学训

练）。他们各自到达经济学问题的道路有很多相似性。他们都看到了学习关于经

济问题的传统经济理论的必要性，并在将各个理论的最优方法内在吸收后，证

明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他们也都要求回到马克思的经济学作品，并使之发展

和流行。不幸的是，两者中没有一位有机会去仔细地理解对方的政治经济学的

作品。 A

（二）政治（理论和策略）

两者都欣赏列宁的政治策略，但同时也对其提出了重要的批评——批评

部分来自于在德国和意大利重复布尔什维克道路的不可能性。面对这种僵局，

两者都提倡加强朝向无产阶级民主的群众民主运动，以超越苏联的种种尝试。

使事情复杂化的是，他们对列宁主义策略做出的改变，在他们去世后被压

制。自从斯大林倒台后，我们现在终于处于一个这样的时期，即我们可以处

理并且理解他们的洞见。葛兰西的关键洞见（简要说来）是认为，西方共产

主义革命的失败原因在于资产阶级领导权的强大力量和无产阶级的替代方案

的失败。对于列宁的宣称，即俄国无产阶级已准备好重建社会，卢森堡的批

评被证明为是有先见之明的，她主张要改造世界的无产阶级数量太少，并且

教育文化水平远远不够。同样的理由也在葛兰西的论点中被发现，即无产阶

级的领导权要求创造出一个新的、连贯一致的批判的世界观。因而葛兰西和

卢森堡的政治不仅仅把无产阶级的组织，也把对群众的教育和改造工作放在

首位。

（三）主观的因素

尽管早了一代 B，卢森堡的生命的流向大致和葛兰西平行。她生于 1871

A  葛兰西对卢森堡的一些经济学写作是熟悉的，但对她的“政治经济学导论”并不熟

悉（Hudis, 2010; Krätke, 2011）。
B  卢森堡：生于 1871 年，1916 年至 1918 年间入狱，1919 年被杀害；葛兰西：生于

1891 年，1927 年至 1936 年间入狱，死于 1937 年。卢森堡因而属于与列宁一道，在

1917 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中看到希望实现，并在其完全的劣化前去世的那一代人。

葛兰西一生则历经了西方革命的失败，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以及斯大林主义的巨大

成功，虽然对于后者的结果，他不具有完整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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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很早就变得激进，并于 1889 年在政府的压制下不得不离开波兰。在之后

的 20 年中，她作为理论家和革命者参与斗争工作。出于此原因，和葛兰西一

样，她被监禁，并且被法西斯主义的暴力所杀害。他们都出生于经济状况相对

困难（但不是绝对的贫困）的欧洲边缘地区（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撒丁岛的农

村地区）。他们都经历了直接的个人层面上的边缘化（作为女性和犹太人；作

为被监禁的父亲的孩子）；此外，他们都有身体的畸形。很容易用这些说法解

释他们的生命和政治，但似乎这些主观的因素把他们两者都引向对阶级和社会

差异之相互关系的仔细思考，两位思想家各自都做出了对于共产主义政治和哲

学的杰出贡献。

在转向卢森堡的文本之前，我将简要地提四点重要区别。

（一）哲学的方向

与葛兰西一样，卢森堡也是一位唯物主义者，肯定分析历史形态的必

要性，并且拒绝教条形式的唯物主义。她曾经写道，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能做

出的最伟大的贡献，存在于“他们留给后代的知识沉淀物”里（引自 Hudis, 

2010）。然而，必须要说的是，葛兰西提供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的更原创、

更强大的理解，比如世界观、唯物主义批判、绝对历史主义、底层性社会群

体等。卢森堡则更容易落入简单化的决定论。 A 举例来说，卢森堡断言（引自

Dunayevskaya, 1991, p. 54）“意识形态基本上只是基于时代的物质和阶级状况

的上层建筑”，这样的断言是那种葛兰西经常在他的札记中进行批判的还原论

的断言。与非常强调哲学活动之于革命的必要性的葛兰西（Q11§12, 1971, pp. 

323-25; see also Thomas 2009）不同，卢森堡则从没有把她的方案用哲学术语

进行描述。

（二）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群体

卢森堡非常重视作为资本的驱动力的帝国主义；此外，她提供了对于前资

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转型的经济结果的更缜密细腻的分析。正如我之前关于

南方问题所提到的，葛兰西看到，意大利社会的政治是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关

系的特定的历史的解体中成长起来的。但我仍要展示，卢森堡的分析走得更

远——也许是因为她能够对不同的地区进行更多比较性的研究。值得注意的

A  举例来说，卢森堡更倾向于历史决定论：“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的共同纲

领，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性，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的结果”（2013, 
p.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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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葛兰西则更全神贯注于这样的前景——对此的实现他也是持乐观态度——

即无产阶级领导权下的不同社会阶级的共产主义的统一化。虽然卢森堡就前资

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和解体写作更多，她关于农业问题的立场，尽管有细微差

别，更接近于正统（理论），即认为除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全面解体外，

没有任何其他的解决办法。在一些特定方面，卢森堡的经济学写作和她的政治

的写作很难兼容。比如，她关于资本主义克服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观点，显

示了对于资本必然胜过前资本主义生活的经济主义期望。两位思想家都寻求一

种辩证法来克服经济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区分，但葛兰西的札记呈现了一个更为

连贯一致的对于两种趋势的批评。

（三）国家主义

葛兰西关于复兴运动和南方问题的札记，连同他对与国家、领地不可分

割的斗争的显然强调，导致人们认为，在方法论上和政治上，他都持有“国家

主义”立场。这是一个严重错误。幸运的是，一批新生的文献已经在挑战这一

观点。A 葛兰西的政治启蒙来自于撒丁岛的自治运动发展，他随后以国际主义

的共产主义（立场）克服了这一自治主义的政治立场。在此之后，他不断地把

底层性社会群体的尊严和自治的斗争置于优先地位，而对国家主义旗帜下的社

会改造前景表达出怀疑态度。卢森堡（1976）甚至走得更远，与列宁和斯大林

不同，她从根本上拒斥“国家自决”的原则，认为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原则，

该原则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以及对资本的超越并不相容。当然，这并不是说

她支持对于民族性和国家性的少数群体的压迫。卢森堡肯定“反对任何国家的

（和其他形式的）压迫的表达的斗争是（工人阶级的）义务”，但是，她解释道：

“‘国家自决的权利’这一公式……并没有（澄清革命策略的）这一特点。

它并没有给予无产阶级的日常政治任何指导，也没有（给予）国家问题的实际

的解决方法……作为替代，它提供的仅是所有利益相关的‘国家’（注意这里

的引号，它暗示卢森堡对于界定国家这一问题的注意）的不受限制的权威，这

种权威使得这些国家能以任何他们喜欢的方式来解决国家问题。对于工人阶级

的日常政治来说，从上述‘国家的自决权利’公式能得到的唯一实践的结论是

A  Ives 和 Short（2013）对葛兰西使用“国际的”一词的文献学研究摧毁了这一论点（在

此之前的相关研究有很多，如 Germain 和 Kenny, 1998），即葛兰西鲜有关注国际政

治问题。Lee、Wainwright 和 Glassman（2017）主张葛兰西关于领地的理论，预示了

最近的批判的政治地理学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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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个行动纲领，即那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义务就是反抗任何形式的

国家压迫的斗争……然而，无产阶级作为阶级政党，其反对并抵抗国家压迫的

义务并不来自于任何特殊的‘国家权利’，正因为，举例来说，它为了社会的

和政治的性别平等所做的斗争并不是因为任何资产阶级解放主义者所指的‘女

性权利’。这一义务完全地来自于对阶级统治和社会不平等、社会统治的一般

性的反对，概言之，从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中来……‘国家自决的权利’这一

公式本质上是逃避问题的一种方式。”（Luxemburg, 1976, pp. 109-110）

她的论点直接攻击的是列宁在国家问题上持有的立场，这一立场被她认

定为是机会主义的。连同她对于列宁的中央集权主义的反对，这一论题做实了

列宁对卢森堡的反对，这一反对在她发表对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发自肺腑的批

评（对于这场革命，她既同情地支持，但也予以批评）之后变得更强。因此，

她的观念被列宁和斯大林系统性地歪曲了。简言之，虽然葛兰西和卢森堡都因

极富意义的对于国家问题的理论而被铭记，他们也都采取了与各自国家的（撒

丁岛和波兰）国家主义区分开来的国际主义立场，但卢森堡对于国家自决的批

判则更为激进和意义深远。 A

（四）资本主义的地理

尽管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表明，他对全球动态发展有极大兴趣，他的

焦点仍基本上是意大利，因而变革的复杂性就缩窄了。与此相反，卢森堡关于

政治经济学的作品（与葛兰西的作品一样，这些作品因她的监禁和随后被法西

斯谋杀而没有完成）不断地强调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它们的地理

差异，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里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出现的重要性。

虽然按理来说，卢森堡是作为政治策略家而闻名的，但在马克思去世之

后的半个世纪里，她关于历史的政治经济学的写作比任何其他主要的马克思主

义者都多。卢森堡作为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特征——同时也是她与马克

思一致的一个方面——是她坚持不懈地回到资本的变化生成（即站在世界经济

的高地，对不同地区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作出彻底的历史化）的历史条件中去。

这可以说就是她在 1905 年至 1917 年间写作的中心动机，我现在转向这一点。

A  关于她就国家主义的写作，见 Luxemburg （1976）。她的立场预示了 Partha Chatterjee 
（1986）对于国家主义的后殖民立场下的批判。然而，Chatterjee 的批判是通过从葛

兰西和阿尔都塞那里获得概念而得到进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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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她的代表作《资本积累论》中，罗莎·卢森堡（1951，1972） A 阐述了

资本通过扩张以实现剩余价值的需要，而这将导致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解体。马

克思（1973，1977）在《大纲》中已经分析过资本和非资本的关系，并且《资

本论》第一卷的结论性章节通过对奴役制、殖民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解

体的分析来解释原始积累。但直到卢森堡给出她的研究，这些过程才被分析性

地联系到作为资本主义核心的剩余价值实现的问题（南希·弗雷泽在 2014 年

的著作中注意到了这一点）。无论我们怎么对待她的论证，这一点是值得重申

的突破：

“资本主义与简单商品经济斗争的一般结果是：资本以商品经济代替了自

然经济之后，它再代替了商品经济。因此，非资本主义形态为资本主义提供了

肥沃的土壤，更严格地说，资本的存在依赖于这些形态的毁灭。虽然资本主义

的积累，是无条件地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但它的所谓需要，乃是牺牲非资

本主义环境，从它那里汲取养分，以养肥自己。从历史上来考察，资本积累乃

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间所进行的新陈代谢过程。没

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资本积累也就无法进行。从这一点上看，积累是由

啮破并同化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而成长起来的。从而，资本没有非资本主义

形态的帮助，不可能进行积累，但同时它也不能容忍非资本主义形态与它自己

并存下去。只有使非资本主义形态不断地和加速地解体，才能使资本积累成为

可能。”（Luxemburg，1951， p. 416） B

请注意这里的目的论：历史是被预言的。但一个世纪之后，仍然很难就这

个“错误”来批评卢森堡，因为她的描述只是太适合我们这个世界了。非资本

主义的生活形式的持续存在变得越来越难以被资本“容忍”。

葛兰西（2014）对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评价很高。在他准备《联合体》

（L’Unità）的第一期时，他征求对她的书进行总结和讨论，葛兰西对这一书在

意大利不太为人所知感到惋惜：

A  也参见英文批判版（Luxemburg，2015a）。
B  参见 Luxemburg（2015a，pp. 286-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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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的资本积累问题，虽然在意大利几乎完全不被人所知，但它将会

构成关于共产国际项目的第五次大会的讨论核心。格拉齐阿德伊（Graziadei）

同志在我看来是最适合做一份 30 页的罗莎·卢（森堡）的理论概述，并把它

和马克思的理论关联起来的人选。”（p. 211）

就葛兰西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而言，他本应该会同样欣赏卢森堡的“政治

经济学导论”，但他从没有机会读到它。这一作品的中心是历史和理论上的资

本主义及其之前经济社会的差异，以及资本和非资本的关系。A 正如彼得·胡

迪斯所解释的（2013，p. 89），“这一于 1909 年至 1910 年间未完成的手稿脱胎

于卢森堡在 SPD（德国社会民主党）学校的讲授型课程，它起初被设计为以

八个小册子和书的形式出版。”B 然而，在 1910 年卢森堡决定从事一个更大的

理论计划，即对马克思的资本再生产的纲要的批判性分析，而这一计划最终成

长为她的代表作，即《资本积累论》。因此，她的“导论”就以未完成的状态

遗留下来。卢森堡只在 1916 年入狱之后重新返回到这个作品，但也没有完成

一个最终的版本（Hudis， 2013）。

这项研究中她的伟大抱负是“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发展和传播

的规律”（Luxemburg，2013，p.141）。她聚焦于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她的

（研究）方式折中地混合了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中得到的观点（之后在《资

本积累论》中得到阐发）和大量对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人类学和历史学描述，

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形成中的农民经济的改造、农业问题、殖民问题等。沿

着这条道路，她给出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出现的谱系图，批评主流经济学理

论压制对于前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分析。是什么样的要求推动着这个杂乱无序

的文本？最简明的回答，我认为，在一个导论性的段落中已经被提供了，该段

落“看起来似乎像是卢森堡自己的边注，是对于她自己的提醒，而不是意图写

作的正文的一部分”C。她写道：“我们自己所定下的目标乃是如下。一个社会

不能没有公共劳动而存在，即不能没有有计划有组织的劳动。并且我们在所有

A  Luxemburg（2013，pp. 89-300）。这个文本的一小部分在早前出版过（Luxemburg，
2004）。

B  我要感谢彼得·胡迪斯，他是《罗莎·卢森堡全集》的总编辑，这一广受期待的

十四卷全集中仅有三卷已经由沃索出版社出版（2013、2015、2018）——他同时也

是几项极为精彩的卢森堡研究的作者（Hudis，2010，2012，2013，2014）。
C  胡迪斯在卢森堡作品中的注（2013，p.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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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都发现了多样的不同的此种劳动形式。但在今天当下的社会中我们很难

发现任何这种劳动……资本主义的社会是如何可能的？”（Luxemburg，2013，p. 

234）。这一简单却深刻的问题推动了她的整个研究。它也把我们带回到从非资

本主义里分辨资本主义的任务。资本主义是如何从非资本主义中出现的？资本主

义社会是如何深刻不同于历史上所有其他的社会安排，同时又向大部分人表现

出能够不经任何历史断裂便已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究竟是如何可能？

她由此写就的文本与马克思的《大纲》（1973）（葛兰西和卢森堡都没能

够看到这个文本）分享了很多共同点，并且包含有关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思辨，这一思辨介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角色的思考和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两者之间。卢森堡的讨论触及世界各地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比如，在导论的一

个 20 页的小节中，从德国到印加，从希腊到西班牙的殖民地，到印度，然后

是俄罗斯，等等。她并不试图做出一种黑格尔式的世界历史的地理哲学。马克

思（1979）对卢森堡的导论打上最清晰印记的文本是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我们来看看卢森堡的认识论宣称：

“对于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状况来说，起关键作用的并不是用以维持生计的

外部自然资源，而毋宁说是人们在劳动中相互形成的关联。生产的社会关联决

定了这一问题：在既定的民族中什么样的生产方式能普遍存在？只有当生产的

这一方面被彻底仔细地捕捉到，才有可能去理解一个民族的生产对它的家庭

关系，权利的概念，宗教观念和艺术的发展中所起到的决定性的影响。”（Lux-

emburg，2013，p. 169）

卢森堡（2013，p. 169）挖苦地注明：“大多数欧洲的观察者们，发现把生

产的社会关系渗透进所谓的原始民族是极其困难的。”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卢

森堡记录了从探险家和科学家那里得来的对于前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解释，在

这些记录中插入她自己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特点所做的观察。例如，通过

讲述达尔文的故事，即在火地岛的一个原始的孤立的共同体的饥荒，卢森堡

（p. 133）阐释道：

“这里他们的意志和他们可操作的对于经济的仔细安排都仍然在极端狭窄

的限度内。这里的人民仍然完全地被缚于外部自然的围裙带上，并仰仗外部自

然的恩惠与否。但在这个狭窄的限度内，对这由一百五十个个体组成起来的整

个小社会的组织安排是被接受的。对于未来的担忧仅仅以一种可怜的方式表达

在腐烂的鲸脂的存储上。但这些腐烂的存储会在仪式典礼上在所有人之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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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并且所有人都同样地在有计划的领导下参与搜集食物的工作。”

卢森堡（2013，pp. 133-134）把这一情景和希腊的私人领域（oikos）、然

后是中世纪的封建庄园以及最后是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比较。“今天我们既没有

主人也没有奴隶，也没有封建男爵或者农奴。至少在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法律

面前的自由和平等以正式的术语确立下，并废除了所有的专制关系；在殖民地

那里……这些同样的状态经常会带来奴隶制和农奴制。”

两个段落之后，她概要性地写道：

“官方的科学家拥护资本的规则（即，经济学这门学科），试图用各种各

样的冗长夸张的文字来掩盖这件事情，把注意力从核心引向外壳，从全球经济

引向‘国家经济’。在跨越政治经济学知识门槛的那第一步，在基本的问题上，

比如政治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它的基本问题是什么，资本阶级知识和无产阶级

知识的道路就产生了分野。在这第一个问题上，无论它第一眼看上去对今天的

社会斗争来说是多么的抽象和不重要，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和作为一个

革命性阶级的现代无产阶级之间就已经形成了一条特殊的纽带”（Luxemburg，

2013，p. 134）。 A

让我们暂停一下以反思她对关于抓住资本的开端，经济学把我们的注意

力引向“外壳”、“国家经济”这些问题所作出的评论。要记住的是，卢森堡完

成的是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并对传统的经济学的争论非常熟悉。她的意图并

不仅仅是去批评经济学的方法或者范围，而是要去攻击经济学的基础：攻击它

的国家经济的理论和反历史的经验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提出这样的基本问

题：经济学知识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从而“资产阶级知识和无产阶级知识的

道路就产生了分野”。

为了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卢森堡和马克思以及葛兰西一样，提出了一

个历史—政治的回答。卢卡奇（1967，p. 33）认出了这一点，赞扬她在方法论

上的敏感性：

“罗莎·卢森堡在自己去世后发表的小册子里 B 专门驳斥了‘马克思主义

A  接下去的小节讨论“前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形式”（Luxemburg，2013，pp. 146-
162），“农业问题和殖民”（pp. 226-234），以及“向资本主义的过渡”（pp. 248-257）。
这里的空间就不允许对这些小节进行分析了。

B  卢卡奇这里指的是卢森堡的《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1972 ；2015b）， 是她对于

《资本积累论》的批评的回应（20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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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庸俗经济学。这种驳斥放在《资本积累论》的第 2 章末尾，作为关于这个

资本主义发展命运问题的探讨的第四个回合，无论在表述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最

为合适。因为这本书的表述特点是，它的主要部分是从事问题史的研究。这不

仅是说，马克思对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分析构成了整个研究的出发点和

实事求是论述问题本身的开端，而且，该书的核心部分也对积累问题上的下述

重要争论作了可以说是文献史的剖析：西斯蒙第同李嘉图及其学派的争论，洛

贝尔图斯同基尔希曼的争论，民粹派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

然而，即使就这种表述方式而言，罗莎·卢森堡也没有离开马克思的传

统。更确切地说，她的表述方式同样意味着向原来的，未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

的复归：向马克思本人的表述方式的复归。”

相似地，正是葛兰西的“回到马克思自己的方法”让他在狱中札记中取

得突破：领导权理论和对政治的反思。

四

卢森堡和葛兰西的作品在激进思想中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命运，并且他们

之间本应发生的对话被法西斯主义打断了。现在正是重新一起讨论两者的成熟

时机。我们不应该夸大葛兰西与卢森堡之间的明显的对立。葛兰西支持卢森堡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补充，也支持她的批判的—历史的方法。并且他曾给

予卢森堡最高的评价。写作于卢森堡被杀害一年后的 1920 年 9 月 4 日《新秩

序》的片段里，葛兰西（1977，p. 332）宣称 “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

内西比最伟大的基督圣徒还要伟大……他们的事业是具体的，人类的和受限制

的……维持他们的意志的道德力量更为伟大，因为这一意志有一个确定的目

标。”

在试图一起阅读他们两者（这条道路上）我并不孤独。一个卢森堡—葛

兰西和解的强烈要求产生了两者相遇的文学幻想。芬格（Anne Finger，1996）

的虚构深切展现出作者无力完全想象（卢森堡和葛兰西的相遇），这一无力导

致了她的叙述解体。“这（葛兰西—卢森堡相遇）绝不会发生”，芬格如此结束

她的故事，“即使它发生了，它也无关紧要。”作为结果，这部虚构作品公开宣

称：推动它产生的这种强烈要求是无意义的——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因为

卢森堡和葛兰西两人之间的交汇，“属于言语之前的思考的领域，属于还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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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的未来的形态的领域，是无名的不适，连预感都算不上”（p. 82）。我并不

确定芬格所说的“言语之前的思考的领域”到底什么意思，但她把葛兰西和卢

森堡并入“还未能看到的未来”的这一强烈渴望在今天发出了强烈的共振，今

时今日，全球危机首先是政治想象的危机：一种无法看到非反乌托邦未来的集

体无能。

我注意到这样的开端，即左翼正在寻找理论和策略以对抗威权主义，以

及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卢森堡和葛兰西在这方面有很多可以教给我们。他

们都呼吁以改造无产阶级为中心的革命政治，以便无产阶级可以实现它的历史

角色：在所有人的自由和尊严的基础上重建社会。为此他们都教授了一个有关

于组织和自发性之间、领导权和民主之间关系的精致且辩证的理论。之前我提

到葛兰西在札记中对卢森堡的引用一般是积极的。为了得出结论，让我们考虑

两条实例以及它们在当代政治中的突显。

第一个实例是卢森堡 1903 年的文章《马克思主义中的停滞与进步》， 可以

很公平地说，我认为这是一部几乎全被遗忘的作品。它是卢森堡早期重要的一

个政治表达，攻击了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所做出的贡献的薄弱环节，以及认为

当时机成熟，工人会几乎自动地取得政治权力这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假设。葛兰

西仔细地阅读了她的这篇文章，并且在他自己的札记中多次引用，并且总是正

面的（Q3§31，1996，p. 31 ；Q4§3，1996，p. 141 ；Q4§47，1996，p. 197 ；

Q11§65，1971，pp. 403-404）。她的文章预示了很多葛兰西《狱中札记》中的

核心政治论点：

“认为工人阶级在它的向上斗争的过程中，能够自动地成为理论领域中无

法估量的创造力，这是纯粹的幻象……工人对于知识的渴求是我们今天最值得

注意的文化现象……但工人积极参与科学的发展是臣服于明确的特定社会条件

的实现的。在每一个阶级社会中，智识文化（科学和艺术）是由统治阶级所创

造的；并且这种文化的目的，部分是为了确保社会进程的需要的直接的满足，

部分是为了统治阶级成员的精神层面的需要的满足……工人阶级……在他们向

上斗争的过程中，只要还停留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框架中就不能够自发地创造属

于自己的精神文化。在这样的社会中，并且只要它的经济基础还顽固存在，就

不可能有除了资产阶级文化之外的文化……工人阶级将一直处于不能够创造属

于自己的科学和艺术的位置上，直到他们已经从现在的阶级位置中获得完全的

解放。……在现存的社会形式之内，工人们只有在可以为他们自己创造出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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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斗争所需要的智识武器的条件下，才能够向前发展。”（Luxemburg，1927）

卢森堡写作这篇文章是为了指责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经济主义和决定论

阐释。加着重号的段落预示了 30 年之后葛兰西的一个基本的政治观点。因而

葛兰西会在《狱中札记》里对这段重复引用就不足为奇。

第二点，葛兰西认识到了卢森堡大罢工理论的重要性（Q7§10，Q7§16）。

和卢森堡一样，他认识到了通过策略，对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集体性打断来

增强力量的政治必要性。前文我引用过葛兰西（Q7§16 ；1971，p. 238）的著

名的关于俄国的评论，“国家就是一切。”接续这句评论的后一段没有那么著名，

其中葛兰西指向了卢森堡关于大罢工的理论。以下是 Q7§16 的最后两段：

“然而伊里奇（列宁），并没有时间去详细论述他的公式（联合阵线）——

即使应当牢记的是，他只能够在理论层面上进行详述，然而根本的任务……要

求侦查领地和界定由市民社会所代表的沟壑和堡垒的元素，等等。在俄国，国

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是原始的并且是胶状的；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

有一个特有的关系，一旦国家发生动荡一个稳固的市民社会结构就立刻被揭示

出来。国家仅仅是一个外在的沟渠，其背后站着堡垒和土垒构成的强大系统：

这个系统在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转变中或多或少都是数量众多的，不言

而喻——但这一点特别地需要对每一个个别国家进行精准的侦查。

布隆斯坦（托洛茨基）的理论可以与一些法国的工联主义者在总罢工问

题上的理论相比较，也可与亚历山德里（Alessandri）翻译的卢森堡作品中的

理论相比较。正如《工人生活》（小册子的第一系列）中罗思默（Rosmer）论

德国的一些文章中清楚表明，罗莎的书和理论无论如何都影响到了法国的工联

主义者们。它部分地也依赖于自发性的理论。”（Gramsci 7§16, 1971, p. 238）

卢森堡从没有指望一场无产阶级革命能够自发地或者自动地发生。她和

葛兰西一样，是一个寻求在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下改造大众阶级的民主的组

织者——在这样的改造里总罢工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这就是他们的“自发

性理论”，那么这是一个在今天值得被仔细地重新认识的说法。这就是葛兰西

的观点。该观点在最近已被两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柄谷行人和佳亚特

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所论证。在柄谷行人关于马克思和康德的广

泛的研究的结论里，他（2003，p. 296）支持卢森堡的大罢工以实现自动的工

人—生产者联合的革命的潜力。并且当“占领华尔街”运动重新点燃了围绕在

组织和自发性问题上的政治动态发展的讨论时（相应的葛兰西主义的阐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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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2015;Rehmann，2013），斯皮瓦克（2014，p. 11）写下了一篇关于卢森

堡和总罢工的文章，其中她争论道：

“我们必须对卢森堡在经历 1905 年的俄国革命之后，重申作为社会民主

手段的总罢工——或者‘大罢工’，她如此称呼是以便区分她的政治立场——

的重要性引起注意，1905 年的俄国革命是由 1896 年和 1897 年的圣彼得堡的

纺织业工人的伟大的总罢工所开启的一系列总罢工的顶点。‘因而有了历史的

辩证法’，她写道，‘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所依靠的基石，使得与大

罢工这个观念密不可分的无政府主义，如今站在了实践上的大罢工的对立面；

相反，曾作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的对立面的而被打击的大罢工，在今天却表

现为为政治权利作斗争的最有力的武器。’”

当然，关于葛兰西—卢森堡和解还有很多可以说。我只希望已证明了建

构它们迟来的对话的潜在优点和生命力。对话的基础之一，就在于把卢森堡和

葛兰西视作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家和对我们的资本主义世界进行剖析的分析者来

进行阅读，他们的分析展现出了对如下问题的精确敏感性，即资本主义对非资

本主义生活的依赖和领导权统治，以及其中牵涉的社会的、空间的复杂性。

作者单位：俄亥俄州立大学地理系

译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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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在 21 世纪的新进展 A

吴昕炜

2019 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

莎·卢森堡牺牲 100 周年。在 100 年历史时光的流逝之中，罗莎·卢森堡的名

字并没有逐渐消失，而是不断被提及和讨论。尤其是人类历史进入 21 世纪以

来，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和理论更是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亮点和重点。

可以这样说，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在 21 世纪取得了相当多的新进展。这些

新进展延续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罗莎·卢森堡思想的肯定性评价基调，充

分彰显了罗莎·卢森堡思想在 21 世纪的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本文将从三个

方面对这些新进展进行分析和总结：第一，重新发现罗莎·卢森堡的理论贡

献；第二，聚焦罗莎·卢森堡著作的研究和出版；第三，推动《罗莎·卢森堡

全集》的整理和翻译。

一、重新发现罗莎·卢森堡的理论贡献

罗莎·卢森堡生前曾和列宁在理论创造与革命实践中有密切的联系。他

A  本文为武汉大学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专项课题（项目号 2019HY001）
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325

们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等方面有着相同的见解和密

切的合作。同时，由于所处国情和时代背景不同，他们在帝国主义理论以及

俄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等方面又有着不同的见解，并产生过激烈的争论。罗

莎·卢森堡由此受到了列宁的批评，在遇害后，获得了列宁用“鹰和鸡”的

俄国寓言所给予的评价：“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

罗莎·卢森堡在波兰独立的问题上犯过错误，在 1903 年对孟什维主义的评价

上犯过错误，在资本积累的理论上犯过错误，在 1914 年 7 月犯过同普列汉诺

夫、王德威尔得、考茨基等一起主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的错误，1918

年在监狱里所写的著作中也犯有错误（不过她已在 1918 年底 1919 年初即出

狱以后纠正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错误）。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

鹰”A，列宁的这一评价在20世纪上半叶主导了罗莎·卢森堡研究的基调，即，

赞扬和肯定罗莎·卢森堡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斗争，批判和否定罗莎·卢森堡的

哲学思想和理论创造。直到 20 世纪下半叶，这一状况才得到改观。从 20 世

纪 90 年代开始，国外学者在反思资本主义发展和当代世界体系形成的过程中，

重新思考罗莎·卢森堡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力图从肯定的角度揭示罗莎·卢森

堡思想的当代意义，从而打开了罗莎·卢森堡研究的新局面。进入 21 世纪，

随着资本主义日益面临空前严重的问题，特别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

使得罗莎·卢森堡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国外学者认为，应当重新审视罗

莎·卢森堡对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解，认真严肃地探讨作为理论家的罗莎·卢森

堡的贡献，而不是仅仅把她作为一位革命英雄来膜拜。“毕竟，这也是她自己

所要求的。今天终于有迹象表明，她的思想已经可以被重新发现了。在我们所

生活的时代，重新认识她的思想，既有可能也有必要。”B  重新发现罗莎·卢

森堡的理论贡献，国外学者主要从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政治哲学研究两方面进行

了探索。

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新进展主要体现为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

论获得深入讨论。资本积累理论是罗莎·卢森堡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取得的最

重要的成果。由于这一成果以往常常被人们忽略，当资本主义在 21 世纪陷入

危机和停滞状态时，它通过西方学者的重新评价和阐发而变成了观察当代资本

A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43 页。

B  Bill Blackwater, “Rediscovering Rosa Luxemburg,”Renewal: a Journal of Labour Politics, 
London,vol. 23. no. 3, 2015, p.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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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新变化的一个有力工具。这一研究的代表作是意大利贝加莫大学教授里卡

多·白罗费沃尔（Riccardo Bellofore）编著的作为劳特利奇出版社经济学史研

究丛书之一的《罗莎·卢森堡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此书中，白罗费沃尔提

出了研究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的新视角，即，把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

累理论放到当代货币循环理论中来解释资本的扩大再生产问题。白罗费沃尔将

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和《国民经济学

入门》合而论之，认为以往人们对罗莎·卢森堡的评价主要集中在《资本积累

论》，忽视了《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和《国民经济学入门》，而只有把这

三本书联系起来看，才能真正理解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的价值。在他看

来，以往的资本积累理论研究，主要是采用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视角

来批评《资本积累论》，批评罗莎·卢森堡把剩余价值的货币化看得过重。批

评者往往认为罗莎·卢森堡混淆了两个问题：“实现剩余价值的需求从何而来？”

和“实现盈利的货币从哪里来？”实际上，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所要解

决的问题与剩余价值理论不尽相同。剩余价值理论关心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而资本积累理论关心的是资本的扩大再生产问题。如果用剩余价值理论来考察

资本积累，就无法揭示罗莎·卢森堡的理论贡献。白罗费沃尔提出，如果我们

把《资本积累论》、《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和《国民经济学入门》视为罗

莎·卢森堡表达资本积累理论的一个整体，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罗莎·卢森

堡资本积累理论对当代货币循环理论的三大贡献：“（1）通过揭示资本主义过

程中的宏观货币的本质，提出资本积累中融资的关键问题；（2）提出扩大再生

产的动态平衡取决于投资的动态平衡，后者取决于投资的动机；（3）说明危机

理论根源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动态，因为危机的产生是资本家提取相对剩

余价值引发相对工资下降所造成的必然结果。”A上述贡献表明，罗莎·卢森堡

的资本积累理论与当代经济学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能够对深刻认识当代世

界金融体系有所助益。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一观点，白罗费沃尔精选了一组研

究论文来说明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的当代效应。例如，梅格纳德·德

赛（Meghnad Desai）和罗伯特·韦内齐亚尼（Roberto Veneziani）的论文将罗

莎·卢森堡与马克思进行了对比，认为罗莎·卢森堡成功解决了马克思再生产

A  Riccardo Bellofore （ed.）, Rosa Luxemburg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Routledge, 
2009, p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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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式中所遗漏的货币资本循环问题。安德鲁·特里格（Andrew B.Trigg）的论

文讨论了罗莎·卢森堡关于货币和需求来源的问题 。他支持白罗费沃尔关于

罗莎·卢森堡理论总是与某种货币循环模型相关的观点，通过对马克思思想

的解读论证了罗莎·卢森堡回答货币和需求来源的有效性。保罗·泽瑞姆卡

（Paul Zarembka）的论文分别考察了马克思、罗莎·卢森堡、列宁、考茨基和

布哈林的资本积累观点。他认为罗莎·卢森堡对资本积累、工资、价值、货币

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分析是有积极意义的，并且断言：“重新评估资本积累概念

必须着重强调货币理论。”A  扬·托普罗夫斯基（Jan Toporowski）的论文着重

研究了罗莎·卢森堡的金融理论，认为她的理论贡献在于发现资本主义积累需

要外部市场来消除其停滞的机会。他通过反思罗莎·卢森堡对国际银行业的批

判，得出罗莎·卢森堡的金融批判对正确认识今日资本主义社会仍具有重要意

义的结论。

在政治哲学研究方面，新进展主要体现为罗莎·卢森堡的社会主义理论

获得热烈讨论。国外学者以反思社会主义革命所经历的挫折为契机，重新开掘

了罗莎·卢森堡的革命观和社会主义民主观的当代价值。其一是对罗莎·卢

森堡的革命观进行了新解读。21 世纪以来的罗莎·卢森堡革命观研究，不再

纠结于罗莎·卢森堡与列宁之间的理论争论，而是聚焦罗莎·卢森堡革命观

的创新点，力图揭示罗莎·卢森堡革命观的当代影响。比如，米歇尔·罗威

（Michael Lowy）通过对罗莎·卢森堡革命观的研究，认为罗莎·卢森堡指出

了历史进程的方向，阐明了社会主义的真谛：“1. 社会主义，在罗莎那里，不

是‘抽象的’人道主义的理想，不是超阶级的，而是阶级的道德理想，一种无

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想，是基于无产阶级观点的道德理想。2. 最重要的是，社

会主义，在罗莎看来，是一种客观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它是建立在现实基

础之上的，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之上，建立在冲突之上，建立在阶级

利益的对抗之上。”B  还有一些学者将罗莎·卢森堡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联系在一起，揭示了罗莎·卢森堡革命观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启示。例

如，玛丽亚·坦布库（Maria Tamboukou）研究了罗莎·卢森堡围绕革命问题

而写的信件和论文，认为汉娜·阿伦特对现代革命的解读与罗莎·卢森堡十分

A  Riccardo Bellofore （ed.）, Rosa Luxemburg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 78.
B  米歇尔·罗威：《罗莎·卢森堡的“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的概念》，载何萍主编：《罗

莎·卢森堡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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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尽管两位理论家都拒绝将自己与女权思想及其运动联系起来，她们的著

作却启发了政治学中女权主义理论的兴起。 A  西多尼亚·布拉特勒（Sidonia 

Blattler）等人也认为，尽管两位理论家有不同的历史经历，但她们却表现出本

质上的共同特征：都强调承认差异是进行对传统和权威的批判性讨论的一种前

提。B 其二是对社会主义民主观的重新认识。国外学者从回顾罗莎·卢森堡的

革命生涯出发，把罗莎·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民主观放到 20 世纪民主观念的变

革中进行考察，突出了罗莎·卢森堡社会主义民主观的时代特质。这方面比较

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罗莎·卢森堡或自由的代价》C 和《罗莎·卢森堡：她的

人生和思想遗产》D。在前一本书中，乔恩·舒特鲁姆夫（Jorn Schutrumpf）指

出，罗莎·卢森堡的社会民主观植根于她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执着信念，即社会

主义民主必须尊重和承认每一个人的个性特征，这是 20 世纪民主观念的经典

表达。在后一本书中，杰森·舒尔曼（Jason Schulman）把围绕斯蒂芬·埃里

克·布朗纳（Stephen Eric Bronner）2001 年发表的论文《红色梦想与新千年：

罗莎·卢森堡遗产记录》所引发的争论文章选编在一起，展示了在去世近一百

年后，罗莎·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回响。

 

二、聚焦罗莎·卢森堡著作的研究和出版

罗莎·卢森堡出生于波兰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在瑞士获得博士学位后

迁居德国，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成为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

一。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她留下了大量的书信和论著。由于原文是用波兰

语、德语、俄语和依地语（Yiddish）写就的，这些作品在罗莎·卢森堡遇害

后逐步被翻译为英文，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罗莎·卢森堡的主要作品基本完成了英译工作。但是，由于受制于

当时的研究基调，罗莎·卢森堡的英文译著存在着评价有失公允和文献选择受

A  Maria Tamboukou, “Imagining and Living the Revolution: an Arendtian Reading of Rosa 
Luxemburg’s letters and writings,” Feminist Review, no. 106, 2014.

B  Sidonia Blattler, Irene M. Marti and Senem Saner, “Rosa Luxemburg and Hannah Arendt: 
Against the Destruction of Political Spheres of Freedom,” Hypatia,vol. 20, no. 2, 2005.

C  Jorn Schutrumpf, Rosa Luxemburg or: The Price of Freedom, Dietz, 2008.
D  Jason Schulman, Rosa Luxemburg: Her Life and Legacy,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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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问题。这一局面在人类历史进入 21 世纪时得到了彻底的扭转。罗莎·卢

森堡思想研究能在 21 世纪取得新进展，在很大程度上与罗莎·卢森堡著作的

出版密切相关。例如，2003 年，《资本积累论》由英国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

2004 年，《罗莎·卢森堡读本》由美国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2009 年，《罗莎·卢

森堡政治和文学著作选》由英国梅林出版社出版。2010 年，《罗莎·卢森堡书

信集》由英国沃索出版社出版。这些作品的出版激起了人们对罗莎·卢森堡思

想的研究兴趣，并且把人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到其著作的出版和研究上。这方

面的主要进展体现为：已出版著作获得再版和再评价，新发现文献得到出版和

研究。

第一，罗莎·卢森堡已出版著作获得再版和再评价。在罗莎·卢森堡的

所有已出版作品中，《资本积累论》可以说是最出名的一部。这部作品首次发

表于 1913 年，原文是德文。在这部作品中，罗莎·卢森堡对马克思的资本积

累模式进行了修正，并提出了自己的资本积累模式。罗莎·卢森堡认为，马克

思的资本积累模式不能解答资本积累是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其原因就在于马

克思的解答仅仅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马克思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

部的生产、消费两大部类的关系来说明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的过程，无法真正

揭开资本积累的奥秘。在罗莎·卢森堡看来，资本积累是一个历史过程，必须

要有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参与其中。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实现资本积累

的前提条件，而不是马克思所理解的在资本积累过程之外的东西。基于这种认

识，罗莎·卢森堡从两方面阐发了她对资本积累的理解。一是把资本积累与剩

余价值生产区分开来，凸显出资本积累理论对于剩余价值理论的首要性。二是

把马克思对资本原始积累的分析扩展到外部市场，凸显出外部市场（非资本主

义的生产方式）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主要作用。她认为考察资本主义就应该考

察资本主义的世界发展，考察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逻辑前提。这个逻辑前提不

是别的，正是资本积累。这样一来，罗莎·卢森堡就为自己研究世界范围内的

资本主义扩张设定了理论起点。《资本积累论》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各方的关

注和争论。在经济学界和哲学界内部，赞扬和批评的声音都不绝于耳。赞扬者

认为，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是有效可行的，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

继承，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清晰透彻的分析。批评者则认为，罗莎·卢森堡对

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解和批评是完全错误的。伴随着这些争论，《资本积累

论》在 1951 年迎来了英文版发表的时刻。当年，劳特利奇出版社翻译出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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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积累论》的英文第一版，并特别邀请英国著名女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撰写导言。作为新剑桥学派代表人物的琼·罗宾逊在导言中回顾

了《资本积累论》自发表以来产生的争论，并把这部著作放在现代凯恩斯主义

理论背景中加以考察，开发出它在微观经济学领域的价值。琼·罗宾逊认为，

《资本积累论》能够为解决收支分配平衡、有效需求和货币的关系等问题提供

帮助，因此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具有启示作用。半个世纪过后，《资本积累论》

在 2003 年被纳入劳特利奇出版社经典书系重新出版英文第二版。这一版在保

留琼·罗宾逊所撰导言的同时，邀请波兰政治经济学元老、罗莎·卢森堡研究

专家泰狄士·科瓦利克（Tadeusz Kowalik）撰写了新的导言。泰狄士·科瓦利

克在新导言中并不赞同琼·罗宾逊把罗莎·卢森堡思想放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话语中阐释的做法，而是强调要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视角观察罗莎·卢森堡的

理论贡献。他认为，要把罗莎·卢森堡思想从微观经济学中超拔出来，在更为

宏阔的全球化历史运动中呈现资本积累理论的重大价值。这个重大价值的秘密

就在于“罗莎·卢森堡不仅受到新的未解决问题的启发，还因发现解决问题的

分析工具而受到启发”A。她找到了解决新问题的分析工具，用资本积累理论提

供了解答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发展之谜的钥匙。基于这种理解，泰狄士·科瓦利

克在导言的结尾对《资本积累论》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资本积累论》是对

发达经济体与当今所谓的第三世界之间的联系和矛盾的一种透彻研究。对于罗

莎·卢森堡而言，这是战争、革命或者说至少是世界经济永久不稳定的沃土。

经历过近一个世纪的痛苦之后，没有多少政治家和经济分析家会否认这些问题

仍然是最重要的问题。”B  这一评价显然是对一个世纪以来《资本积累论》研

究的总结，指明了这一罗莎·卢森堡最重要作品的历史价值。

第二，新发现的罗莎·卢森堡文献得到出版和研究。20 世纪 90 年代，一

批罗莎·卢森堡文献从东欧和苏联等国家的档案馆解密，随即被翻译为英文进

入国外学者的研究视野之中。2004 年，美国学者彼得·胡迪斯（Peter Hudis）

和凯文·安德森（Kevin B. Andersen）首次将这些文献编入《罗莎·卢森堡读本》

（以下简称为《读本》），为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两位编者

认为，罗莎·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和对修正主义的批判至今仍有重大理论价

A  Tadeusz Kowalik, “Introduction”, in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Rout-
ledge, 2003, p.xi.

B  Ibid., p.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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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他们把罗莎·卢森堡的理论贡献置于新世纪的历史框架中进行考察，着重

从两方面开展了新发现文献的出版和研究工作。首先，他们指出《读本》的出

版“旨在为那些试图重新思考当今激进的社会转型问题的人们提供资源”A。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把《读本》分成五个大类进行编排，包括了政治经济

学、帝国主义及其对非西方社会的影响、革命政治学、妇女问题、革命的现实

等主题的作品。其次，他们试图“通过第一次出版其经济和政治著作的大量摘

录，来展示罗莎·卢森堡的全部贡献”B。这些第一次出版的作品包括了新近发

现的论述各种非西方和前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印度、秘鲁、俄罗斯和南部非洲）

社会结构的研究文献、关于奴隶制和性别研究的研究文章等。通过出版这些文

献，《读本》从三个角度展示了罗莎·卢森堡思想的丰富性。第一个是罗莎·卢

森堡与列宁的关系。《读本》收录了新解密的罗莎·卢森堡论述俄国问题的文献，

呈现了罗莎·卢森堡与列宁之间的理论交锋，为重新评价他们二人的争论提供

了可靠的第一手材料。第二个是罗莎·卢森堡的非西方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研

究。《读本》大量选取罗莎·卢森堡论述非西方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文献，突

出了罗莎·卢森堡对正受到帝国主义剥削和侵略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关注。

编者指出，在她那个时代，很少有“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对非资本主义社会关

系的破坏的了解与她关注的深度相称。”C  从这个角度看，罗莎·卢森堡不仅

属于 20 世纪，也属于 21 世纪。第三个是罗莎·卢森堡与妇女解放。虽然罗

莎·卢森堡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是她的确留下了大量关于妇女

解放的论著。以往人们在研究这些著作的时候，并没有把它们与女性主义联系

起来。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罗莎·卢森堡本人在妇女解放问题上不持有女

性主义立场。在她看来，女性解放是全人类解放的一个部分。只有站在无产阶

级立场上着眼全人类的解放，女性解放才能真正实现。《读本》专门把罗莎·卢

森堡论妇女解放问题的文献汇集在一起，提出了在 21 世纪反思罗莎·卢森堡

与女性主义的关系的问题。《读本》出版后引发了学界的巨大反响，催生了一

系列罗莎·卢森堡作品的出版。这些作品既包括罗莎·卢森堡的文本，例如

2009 年出版的《罗莎·卢森堡政治和文学著作选》和 2011 年出版的《罗莎·卢

A  The Rosa Luxemburg Reader, edited by Peter Hudis and Kevin B. Andersen, Monthly Re-
view Press, 2004, p.8.

B  The Rosa Luxemburg Reader, p.8.
C  Ibid.,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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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堡书信集》；也包括罗莎·卢森堡的研究传记，例如2011年出版的《罗莎·卢

森堡：行动中的思想》和 2015 年出版的《红色的罗莎：罗莎·卢森堡传记》等。

三、推动《罗莎·卢森堡全集》的整理和翻译

随着罗莎·卢森堡研究热潮的到来，学术界翘首期盼罗莎·卢森堡的全

部作品能够早日面世，《罗莎·卢森堡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的整理和翻

译也因此成为了 21 世纪罗莎·卢森堡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和突出亮点。列宁

曾经说过，罗莎·卢森堡的“生平和她的全部著作（德国共产党人延缓她的全

集的出版太久了，他们在艰苦斗争中遭到空前惨重的牺牲也只能使他们在某种

程度情有可原）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都将是极其有益的”A。列宁

生前提出的整理出版《全集》教育全世界共产党人的任务，如今已经稳步推

进并即将在 21 世纪通过东西方学者的科研合作共同完成。在推动《全集》的

整理和翻译方面，西方学界和中国学界呈现两个不同的特点：西方学界的特点

是工作起步早，注重细节考证，具有开创探索意义。中国学界的特点是博采众

长，注重逻辑联系，将整理、翻译与研究有机结合。

第一，西方学界《全集》整理和翻译工作的特点是起步早，注重细节考

证，具有开创探索意义。目前，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两个《全集》都在西方：一

个是已经出版并不断增补新发现文献的德文版，另一个是正在出版的英文版。

首先，德文版《全集》出版得最早，内容最完备。在 20 世纪 70 年代，德文版

《全集》就出版过五卷本。德文版《全集》在整理上的特色是以时间为序，将

著作与书信分开出版，整部《全集》由独立的《罗莎·卢森堡著作全集》和

《罗莎·卢森堡书信全集》组成。著作全集的第一卷收录罗莎·卢森堡 1889—

1905 年间的作品，第二至四卷收录 1906—1919 年的作品，第五卷作为政治经

济学卷，单独收录《资本积累论》、《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和《国民经济

学入门》。德文版《全集》因为出版时间较早，无法容纳近年来新发现的文献，

所以从 2014 年开始启动增补出版计划并于当年以著作全集的第六卷出版。第

六卷收录了新发现的罗莎·卢森堡 1893—1906 年间的作品。这些长达 900 页

的作品先前不为人所知，很多文章没有署名，但是经过细致的研究，现在认定

A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43—6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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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罗莎·卢森堡所写，因此以补卷的形式发表出来。剩余的 1907—1919 年新

发现作品作为著作全集第七卷和第八卷出版。与著作全集类似，书信全集的前

五卷也是按年代顺序收录作品。第六卷收录前五卷出版后新发现的书信，以补

卷的形式出版。从目前情况看，德文版《全集》是收录罗莎·卢森堡文献最为

齐全的一个版本。其次，英文版《全集》的出版工作正在有序展开。英文版《全

集》启动于 21 世纪初，2013 年出版第一卷，截至 2019 年共出版三卷。从整

体上看，英文版《全集》共分为三大板块，预计将由 14 卷构成。其中，第一

板块为政治经济学著作，翻译并收录《国民经济学入门》、《资本积累论》、《资

本积累——一个反批判》等主要政治经济学作品，由第一卷和第二卷构成。第

二板块是政治学著作，翻译并收录从关于波兰马克思主义运动到俄国革命和德

国革命的政治学作品，由第三至第九卷构成。在这一板块中，编辑部最早的计

划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编排文章，但鉴于新近发现许多在其生前所未知或未出版

的著作，最终决定采用专题的方式来编排。这些主题包括论革命、民族问题和

帝国主义等方面内容，除将文献翻译为英文收录外，还增加了许多背景注释，

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文献思想。目前，英文版《全集》正在出版“论革命”

这一主题（第三至第五卷）。第三板块是书信，由第十至第十四卷构成。从编

辑思路来看，英文版《全集》把原有文献与新发现文献进行了融合，按照不同

的主题进行清晰分类，同时将著作类和书信类文献合并编辑，增强了《全集》

的整体感。

第二，中国学界《全集》整理和翻译工作的特点是博采众长，注重逻辑

联系，将整理、翻译与研究有机结合。中文版《全集》的整理和翻译工作启动

于 2014 年。“2014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将‘罗莎·卢森堡著作的整理、翻

译与研究’列为重大招标项目并于当年立项”A。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何萍教授

为主持人的项目团队正式开始整体推进这项工作，一方面联系德文版和英文版

《全集》项目团队搜集资料，一方面开展联合科研攻关，为顺利出版中文版《全

集》做准备。中文版《全集》的整理和翻译工作计划从整体上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整理、翻译和出版总计 12 卷的中文版《全集》，第二部分是开展罗

莎·卢森堡文献和思想研究，出版包括《罗莎·卢森堡年谱》在内的一系列研

究著作。由于《全集》在中国的启动时间晚于德文版和英文版，因此中文版整

A  吴昕炜主编：《罗莎·卢森堡著作的研究和出版》，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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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翻译工作充分吸取了当代罗莎·卢森堡研究取得的有益成果，其特点之一就

是博采众长。中文版《全集》有效地利用了德文版和英文版中的全部文献，以

文献发表时间顺序为主进行编辑，同时兼顾分类方法，把相近时间发表的同主

题相关文献编排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编辑风格。中文版《全集》特点之二是

注重发掘文本的逻辑联系。在德文版和英文版《全集》中，编者是将政治经济

学著作和政治学著作截然分开进行编辑的，而中文版《全集》则努力揭示这些

文献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中文版《全集》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原因在于编者

不同意那种把罗莎·卢森堡仅仅看作纯粹的政治经济学家或政治策略家的观

点，而是将她视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从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政治学著作中

读出了她的哲学思想。中文版《全集》特点之三是把罗莎·卢森堡文献的整理、

翻译与研究有机结合起来。首先，中文版《全集》力求完整展现罗莎·卢森堡

思想全貌。目前国内罗莎·卢森堡中文文献非常零散，除两卷本《卢森堡文选》

外，其余大多是单行本。而且，这些中文文献的数量比罗莎·卢森堡实际撰写

的文献数量少得多。罗莎·卢森堡大量的笔记、手稿和书信还没有翻译，而这

些文献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鉴于这种实际状况，中文版《全集》把罗莎·卢

森堡文献的整理和翻译工作放在首位，密切追踪国际上罗莎·卢森堡文献整理

翻译的最新进展，制定了 12 卷的中文版《全集》出版计划。在这 12 卷中，前

6 卷为著作卷，将按照文献的时间顺序收录包括著作、笔记、手稿和讲话稿在

内的罗莎·卢森堡的所有作品。后 6 卷为书信卷，将完整收录罗莎·卢森堡的

所有书信。其次，中文版《全集》注重在文献整理和翻译的基础上开展深度思

想研究。项目研究团队自 2014 年起，每年均举办形式多样的研讨活动，例如，

举办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暑期班、罗莎·卢森堡思想系列讲座、罗莎·卢森

堡思想研讨会等。2019 年，团队举办了“罗莎·卢森堡全集的整理、翻译与

出版”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全集》德文版和英文版的编者及专家学者共同

纪念罗莎·卢森堡牺牲 100 周年，探讨罗莎·卢森堡著作和思想的当代意义。

会上，何萍教授介绍了中文版《全集》的翻译整理情况，并着重阐述了即将出

版的中文版《全集》第一卷的编辑和研究现状。中文版《全集》第一卷收入罗

莎·卢森堡在1893—1900年撰写的文献168篇，其中正文有159篇，附录9篇。

在这些文献里，只有 21 篇（大部分是摘录）已有中文翻译，收入在两卷本的《卢

森堡文选》中，其余 147 篇文献均为项目组从德文版《全集》第一卷和第六卷

翻译而来。由于德文版《全集》出版时间较早，一些新发现的文献没能编入前



335

五卷之中，所以第六卷实际上是第一卷的补卷。中文版按照文献发表时间顺序

将德文版《全集》第一卷和第六卷进行了有机整合，把第六卷的相关文献插入

到第一卷中，清晰地呈现了罗莎·卢森堡早期的革命活动和思想历程。参会中

外专家对中文版《全集》第一卷整理和翻译取得的成果感到极为振奋，认为这

是中国学者在国际罗莎·卢森堡研究领域实现的一个新突破。它既有别于德文

版用补卷形式混杂编辑的情况，又有别于英文版分专题编排、重视政治经济学

研究而忽视其早期思想的情况，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呈现罗莎·卢森堡思想特点

的研究方式。这种研究方式从两方面展现了罗莎·卢森堡思想的重要特点：一

是展现了罗莎·卢森堡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特点。虽然在中文版《全集》

第一卷中没有看到罗莎·卢森堡的纯粹的哲学文本，但是，研究者可以从她的

博士论文和一系列政论文章中读到她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二是展现了罗

莎·卢森堡作为波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特点。中文版《全集》第一卷的大量

篇幅都是罗莎·卢森堡对波兰问题的研究文献。这表明，罗莎·卢森堡对政

治、经济和无产阶级革命等问题的研究，都是以波兰问题为出发点的。只有理

解了她的波兰背景，才能真正理解她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民族自治思想和马克

思主义哲学观点。

综上所述，21 世纪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取得的新进展显示了罗莎·卢

森堡思想的“复兴”。这种“复兴”为全面了解和评价罗莎·卢森堡思想提供

了机会，为坚定推动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提供了资源。中国马克思主

义哲学研究者应坚定理论自信，在这一领域为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富有中

国特色的原创性贡献。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 

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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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与斯宾诺莎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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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马克思与唯物主义传统

季米特里斯·瓦尔祖拉基斯〔1〕  王春明〔2〕张寅〔3〕/文  张志鹏/译

王春明（以下简称王）：您最近在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就自己关于斯宾诺莎的新作《伊壁鸠鲁主义者斯宾诺莎：唯物主义中的权威和

效用问题》（Spinoza, the Epicurean: Authority and Utility in Materialism）做了一场

讲座 A，下面所有问题基本上都集中在这场讲座上，或者毋宁说受到这场讲座

的启发。据我们所知，您的研究兴趣之一，特别是您最近的研究兴趣，倘若

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可谓就是“唯物主义的潜流”（undercurrent of material-

ism）。根据您的研究进路，在这种潜流传统里，伊壁鸠鲁、马基雅维利、斯宾

诺莎和马克思都是很重要的人物。那么，您能否进一步解释一下，什么是这种

唯物主义传统的本质？或者用不那么本质主义的方式来说，您视为唯物主义者

的这些思想家有什么共同点？是什么使他们成为唯物主义者？

季米特里斯·瓦尔祖拉基斯（Dimitris Vardoulakis，以下简称瓦）：我很

可能不会用“潜流”这个说法，因为这是一种非常阿尔都塞式的说法，这种

说法假定存在着一个“主流”的哲学传统和另一个隐藏着的潜流传统，也就

是唯物主义传统。此外，用阿尔都塞式的方法，通过“事件”（event）等概念

A  季米特里斯·瓦尔祖拉基斯：“斯宾诺莎与唯物主义”，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与复旦大

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办，张寅主持，2019 年 9 月 20 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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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解决这两种传统间的关系问题，这也不是我喜欢的方案。所以，通常我不用

潜流这种说法，在这一点上我的立场不能和阿尔都塞混淆。这是第一点。其

次，我甚至不确定是否真的存在这股潜流。根据我看待哲学的方式，哲学和形

而上学大有不同，而后者是神学的一种形式，特别是犹太—基督教神学的形

式。在犹太—基督教形而上学里，有一种特定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立场是绕不

过去的，那就是“无中生有”（creation out of nothing）。在犹太—基督教传统

里，上帝是创造者，从无当中创造出万物。根据我想提出的论证，有一种哲学

传统，它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原子论者，比如德谟克利特这样的人，并在

伊壁鸠鲁那里达到古代阶段的顶峰，因为在这一传统中，后来被称之为神创

论（creationism）的观点受到了驳斥，也就是说，他们拒绝接受——用古希腊

哲学家的术语来说——无中可以生有的观点。这里我受到了弗雷德里希·朗格

（Friedrich Lange）的一点启发，他写了唯一一部综合性的唯物主义史著作。 A

他试着回到原子论者那里，看看反神创论后来有什么发展。反神创论是后原子

论时代的主要观念，对于在唯物主义传统下工作的哲学家来说尤其如此。这种

观念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例如，在 17 世纪，我们会在霍布斯和斯宾诺

莎那里找到从这种观念衍生出来的唯物主义。当然，他们俩各自发展出的对政

治的看法是完全不同和完全矛盾的。所以，尽管有单一的出发点，即对神创论

的否定，并且这种否定是唯物主义本体论立场的关键所在，但是霍布斯和斯宾

诺莎的观点仍然彼此相异，在政治议题上尤其如此。另外，在我正在做的历史

工作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唯物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的差别。

伊壁鸠鲁主义是古代唯物主义的顶峰。伊壁鸠鲁主义给唯物主义增加了一个元

素，我认为这个元素对后来各种形式的唯物主义来说是绝对必要的，那就是，

对判断（judgement）或古希腊人所说的实践智慧（phronesis）的强调。在伊壁

鸠鲁看来，实践智慧是美德（virtue）的基础，也是任何行动的基础。这个思

想对十六七世纪的近代唯物主义者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伊壁鸠鲁的手稿失传了

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被发现，并在 15 世纪 30 年代首次出版。对近代唯物主义者

来说，伊壁鸠鲁主义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因为这个观念使他们能遵循一套关于

行动和自由的词汇，而这套词汇不同于我们在基督教形而上学那里找到的词汇

A  Friedrich Lange,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und Kritik seiner Bedeutung in der Gegenwart, 
Iserlohn: J. Baedeker, 1866. 中译本见朗格：《朗格唯物论史》，李石岑、郭大力译，河

南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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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概念框架。因此，在唯物主义传统下工作的所有重要的政治哲学家，都采纳

并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一观念。而他们表达这种伊壁鸠鲁观念的主要方式，

则是经由各种路径指向了“效用计算”（calculation of utility）这一思想。例如，

在霍布斯那里这一点就很明显，刚才我正好在写关于霍布斯的东西，看到了这

样一句表述：“我们必定会选择较大的善或较小的恶”A，这句话出自他的《论

公民》（De Cive）第五章第一自然段。他在自己的作品里一再用这种表述来描

述效用计算。因此，效用计算是唯物主义出发点——即拒斥神创论——中新添

加的一个伊壁鸠鲁主义元素。这就是我的答案的基本框架。在阿尔都塞勾勒的

唯物主义版图那里，我刚才提到的伊壁鸠鲁元素，即实践判断，很可能是缺

失的。

王：这与您在讲座中与我们分享的内容显然是相互呼应的。但其中还是有

一个问题，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您关于这种唯物主义传统所持有的理论立场

时。因为不管怎么样，您提到了马克思，马克思仍然非常重要。但是根据一种

非常正统或曰特定类型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很明显，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任何

形式的旧唯物主义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无论是霍布斯、斯宾诺莎还是 17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唯物主义——都没有可比性。那么，马克思如何能够置

身于这种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独特传统之中，尤其是与斯宾诺莎并列呢？我想

您很清楚，这里之所以以马克思和斯宾诺莎为例，并不是随意之举。

瓦：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不是只有一个马克思，而是有很多个

不同的马克思。正在写关于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的博士论文的马克思，很容

易契合我所提供的唯物主义史概览。那个时期马克思的笔记也是如此，比如他

痴迷于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之类的作品时写下的笔记。所以在文献学层面，

当我们细看文本本身，就会发现有一种马克思的形象与我正在阐发的叙述彼此

契合。但在我看来，这是有缺陷的。我认为，我所描述的唯物主义传统和后来

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之间的主要或绝对中心的比较点，与我所描述的唯

物主义的伊壁鸠鲁传统的一种表达方式有关，也就是在马克思的历史观里，效

用计算以何种方式是至关重要的。历史与马克思称之为“阶级斗争”的冲突有

关，这里的冲突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在马克思那里，这种冲

突总是用彼此竞争的利益这样的术语来表达的。在马克思那里，谈论“利益”

A  与霍布斯的原文有一些字面上的出入，但是含义一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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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的这套语汇是从苏格兰和英国哲学家那里借来的。尤其是苏格兰哲

学家，他们把效用的概念翻译为利益。这就是马克思的利益观的由来。所以有

一条线直接把我所描绘的伊壁鸠鲁传统下的唯物主义和马克思连了起来。为了

证明这一点，我通常会提到《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里关于自利（self-

interest）的说法是毫不含糊的。正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发生了

冲突，而这就是阶级斗争的观念所表达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的叙述

把马克思和历史唯物主义视为如何在唯物主义的伊壁鸠鲁主义框架内理解历史

的最伟大的表达。如果我们要通过回顾马克思来超越 19 世纪的话，那么这一

点对于今天就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用马克思的视角来看待今天，我们会看到

什么呢？在许多方面令人惊讶的是，在马克思主义话语内部，人们几乎完全放

弃了利益和自利的说法。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在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在历史唯物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发生

了一场智识上的战争。作为这场战争的一部分，新自由主义者设法从马克思主

义那里赢得或窃取利益的概念。在我对这段历史的理解中，阿尔伯特·赫希曼

（Albert Hirschman）的《激情与利益》A 一书的出版至关重要，因为在这本书

之后，言说利益就成了新自由主义的专有标记。在我看来，虽然关于实践判断

和冲突的伊壁鸠鲁主义观点能为马克思主义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富有成效的贡

献，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却把利益这一概念，以及来自伊壁鸠鲁主义传统的

效用观念，一并送给了新自由主义。

王：是的，我认为这个维度非常重要，特别是对整个斯宾诺莎主义的马克

思主义传统而言。您的观点新意明显。也许我们可以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斯宾诺

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上，这和您的进路和视角多少也有关联。您能否试着用简

单的语言对之进行概述，因为中国读者，甚至中国学界，对所谓的斯宾诺莎主

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都还不太熟悉。在您看来，哪个时刻可以被看作这种马克

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您刚才提到您并不完全赞同阿尔都塞关于某种唯

物主义潜流的观点，那么关于这种历史悠久的斯宾诺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您

的总体立场和看法是怎样的呢？尽管阿尔都塞在发展这一理论内容方面所做的

还不够，但他毕竟开启了这种斯宾诺莎式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您对这一切有

A  Albert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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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看法？

瓦：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还是文献学问题。马克思对斯

宾诺莎有什么了解？他对斯宾诺莎说过什么？他的作品与斯宾诺莎的作品如

何相容？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在这方面目前有一些令人兴奋的工作

正在开展。据我所知，特别是来自明尼苏达大学的塞萨尔·卡萨里诺（Cesare 

Casarino），他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一些成果已经发表在不同地方，他最终将

出版关于这个话题的书，我真的很期待。但是，我不是关于这个话题的专家，

所以给出明确意见这件事情，就留给其他人吧。而在另一方面，用阿尔都塞

的话来说，还存在某种历史情境。这与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为了树立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某种观念，使之摆脱当时人们所觉察到的许

多陷阱而进行的斗争有关。尤其是目的论和科学主义历史观（scientific percep-

tion of history）的陷阱，这种陷阱使得一个特定的终点成为必要。阿尔都塞学

派开展了这场对抗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斗争。他们试图找到一种不同

的辩证法或另一种辩证法，替代那种首先由黑格尔提出，然后由马克思或马

克思主义加以表达的辩证法。这就是为什么，例如，他的学生马舍雷（Pierre 

Macherey）写了著名的《黑格尔或斯宾诺莎》A，这本书是阿尔都塞学派为寻找

另一种非“科学主义”的唯物史观而进行的斗争的最伟大的表达之一。所谓

非科学主义的，即不认为历史必然导致某个特定的终点。因此，当晚期阿尔

都塞把事件说成是一种对偶然的表达时，正如他自己所说，那就是他通过拒

绝目的论辩证法来谈论唯物主义和历史的方式。所以斯宾诺莎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对法国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要的。阿尔都塞周围有许多重要的知识分

子，如巴里巴尔、巴迪欧、马舍雷和朗西埃。所有这些知识分子在看待唯物

主义时都有两种不同的版本，即辩证的版本和非辩证的版本，辩证的是黑格

尔的版本，非辩证的则是斯宾诺莎的版本。这是一种描述。正如我前面所表

明的，对我来说这种描述是不充分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我之前提到的两点，

即唯物主义从拒斥神创论起步，而古代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发展就是提出了实践

判断或实践智慧。在那个时期的阿尔都塞学派著作中，实践判断的地位并不重

要，因为当时他们正在进行一场斗争，后者虽然也涉及我之前提出的那两点，

但主要涉及的是对科学辩证法的反对。

A  Pierre Macherey, Hegel ou Spinoza, Maspero, 1965.——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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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我认为您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正如有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

义，也有各种不同的斯宾诺莎主义式马克思主义。当然，您自己的进路也可以

被定义为某种斯宾诺莎式马克思主义，且它和阿尔都塞学派或阿尔都塞传统有

很大的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但一旦考虑到阿尔都塞主义的相关意图——无论

此种意图是对是错——，并尤其就谈论斯宾诺莎和整个唯物主义传统以及马克

思之间的关系而言，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能够讨论，并且也需要讨论，那就是在

这个问题甚或整个理论场景中，黑格尔所扮演的模棱两可的角色。您提到，对

阿尔都塞学派，也就是阿尔都塞及其门徒来说，他们之所以对马克思做出斯宾

诺莎主义的解读，就是要寻找另一种辩证法。马舍雷称之为斯宾诺莎的辩证

法，并提出黑格尔误解了这种辩证法，从而以错误的方式批判了这种辩证法。

那么，在您所提供的斯宾诺莎式马克思主义图景或版本中，有没有黑格尔的位

置？有没有处理黑格尔对斯宾诺莎的上述解读或误读？

瓦：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要避免自己受到误解。我不是说要拒斥整个阿尔

都塞式解读，我只是说在我的解读与此种解读之间存在不同。例如，我的思想

所受的主要影响之一是巴里巴尔的作品。在其著作《斯宾诺莎和政治》A 和关

于跨个体性（trans-individuality）的作品里，他对《伦理学》第四部分之命题

37 作了绝妙的分析。通过分析，他提出了一个关于斯宾诺莎的至关重要的观

点，那就是，我们能在斯宾诺莎那里发现一种辩证法——他用了这个词——，

一种关于永不停息的——我不记得他本来的说法是什么——创造和毁灭过程的

辩证法。无论物质层面发生什么，所谓的物质性事实就在于事物有生有灭。就

这一点而言，没有终极逻辑，也没有目的。在巴里巴尔的观点之上，我要补

充的是，实际上，我们可以把上述观念追溯到反神创论，而反神创论正是伊

壁鸠鲁学派的特点。例如，我们可以在卢克莱修《物性论》的第三卷和第五

卷中非常明确地找到这个观念——那就是“偶然性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the 

contingent）。所以我想把阿尔都塞学派含蓄提出的这种替代性辩证法历史化。

我不想拒绝它，我也不拒绝阿尔都塞学派所说的任何东西。我以此为基础，继

续前进，继续构建。这又回到您问的另一个问题。人们对黑格尔有各种各样的

回应。比如看看安东尼奥·奈格里的黑格尔。对奈格里来说，辩证法完全是坏

的，黑格尔辩证法完全是关于统治形式的东西。但是，回到巴里巴尔那里，他

A  Étienne Balibar, Spinoza et la politique, PUF, 1985.——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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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非目的论的斯宾诺莎式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有一些重叠。我更愿意

站在巴里巴尔一边。我认为黑格尔有非常重要的唯物主义的一面。我们不需

要——英语里有个说法——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我们不能彻底抛弃黑格

尔。我们可以找到黑格尔的重要见解并加以保留，因为黑格尔也是一个唯物主

义思想家。

王：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接下来要提的不是一个问题，而想谈谈我对

这个问题的看法。我认为，在阿尔都塞的理论框架中，黑格尔的形象并不是如

此简单的。阿尔都塞同时试图使自己及真正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

义传统保持距离。但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就不能完全忽视黑格尔。所以问题

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复杂。

瓦：我完全同意。阿尔都塞反对的是某一种黑格尔主义和某一种马克思主

义。他既不是反对马克思本人，也不是反对黑格尔本人。我完全同意。

王：我尤其在思考阿尔都塞版本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至少对他在 20 世

纪 60 年代的事业而言，历史概念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他无法完全抛弃黑格

尔或黑格尔式的词汇来重新定义历史。虽然他试图对历史是什么给出一种更斯

宾诺莎式的解读——例如，历史不是以主体为核心的永不停息的过程——但是

他仍然努力地把历史定义为某种过程。但究竟是哪种过程，关于这一点他一直

说得不清楚。我觉得有某种黑格尔的东西——或许我们就用阿尔都塞早期作品

集英译本的标题，即“黑格尔的幽灵”来表述吧——我认为，从 60 年代开始，

甚至到后期，在阿尔都塞的整个事业中，始终都有一个黑格尔的幽灵。

瓦：我完全同意。在关于意识形态的论文里有个著名的关于质询的例子。

警察叫道：“嘿，你”，被叫的人则转身回应警察，这一事实就是意识形态质询

的主要例子。如果你能理解这个主要例子，你就会看到它和黑格尔那里的理

性的狡计的共振，也就是说，你不能逃避它，你真的必须回头，随时作出反

应。它是绕不过去的。所以，我认为阿尔都塞认识到了黑格尔的重要性，这是

毫无疑问的。但在我看来，阿尔都塞给自己绑上了一个诚然徒劳无益的束缚。

一方面，我们被困在意识形态里，也就是所谓的阿尔都塞式功能主义，根据这

种功能主义，我们只能看到系统如何自我复制。我觉得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思

考方式，可以追溯到我前面谈到的反神创论，后者强调的就是永不停息的创造

和毁灭运动。这个无休止的过程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自我复制，无路可逃。在

这个版本的阿尔都塞主义里，我们被困在系统里。这同时也和我在《前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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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sis》A 一书中所说的“主权的狡计”（ruse of sovereignty）相呼应。但是，另

一方面，晚期的阿尔都塞试图摆脱这种功能主义。我之前谈到了事件，即在偶

然性的领域里发生的那种断裂。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这些断裂来自哪里。难

道这其中不包含重新确认或者从后门重新引入无中生有的创世观的风险吗？在

我看来，阿尔都塞陷入了这种双重困境，因为阿尔都塞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实

践判断。我认为，20 世纪研究政治问题的哲学家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康德

主义框架完全接管和支配了对判断的讨论。当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说出“实践

判断”一词时，他们立刻感到需要在康德的框架里叙述实践判断问题。而我谈

到的实践智慧或效用计算，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康德框架，我认为在概念上也先

于康德框架，而且很难与康德框架相调和。所以，我认为因为康德主义的那种

影响，整整一两代哲学家都回避使用判断的说法，甚至不在他们阅读的文本里

去寻找它。然后他们就会被困在一个类似于阿尔都塞发现困住他自己的双重束

缚中：要么没有办法脱离功能主义框架，要么我们需要求助于事件、我们需要

革命来奇迹般地逃脱。我的研究计划的部分动机，就是走出这一双重困境，也

就是把唯物主义和作为古代唯物主义成熟版本的伊壁鸠鲁主义结合起来。我的

计划是重新引入无法在康德主义的判断框架内加以还原的实践判断的观念，逃

脱阿尔都塞陷入的困境。拙作《伊壁鸠鲁主义者斯宾诺莎：唯物主义中的权威

和效用问题》通过解读斯宾诺莎，展示其因为持有伊壁鸠鲁主义式唯物主义观

念，而极为关注实践判断，可以就直接表达了这一哲学计划。但这种努力开始

得更早，例如，在《主权及其他者》B 里，我试图通过工具性（instrumentality）

和实践判断的运作来界定主权。在《前国家的 Stasis》里，和自由主义对宽容

与和解的痴迷相反，我指出政治参与被视作在不回避可能爆发冲突的情况下行

使判断。

王：与阿尔都塞相关的这整个故事，我看就讨论到这儿吧。现在让我们把

更多注意力放在您的进路上。张寅有几个问题，它们与斯宾诺莎和马克思主义

有更直接的联系。当然，所有这些问题都集中在您自己的观点上。

A  Dimitris Vardoulakis, Stasis Before the State. Nine Theses on Agonistic Democracy,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7. 如作者在该书中所言，理解 stasis，当考虑其在词源上兼有稳

定状态和对该状态之反抗之意，故此处姑且保留 stasis 原文而不做翻译。——编者注

B  Dimitris Vardoulakis, Sovereignty and its Other. Toward the Dejustification of Violence, Ford-
ham University Press, 2013.——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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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寅（以下简称张）：第一个问题和资本主义有关。由于斯宾诺莎没有看

到资本主义的全面繁荣，那么他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价值论或马克思关于自由

人或自由个体联合体的观念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什么关系？那里面有一个隐藏

着的斯宾诺莎吗？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的价值论显然是非常黑格尔式的。那

里面有斯宾诺莎吗？或者我们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时候真的需要斯宾

诺莎式的唯物主义吗？

瓦：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首先，我不确定我是否同意一开始的假设，即

斯宾诺莎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我想说，已经有很多相关的研究工作，最著

名的就是把 16 世纪末新建立的荷兰解释为资本主义第一阶段的研究。论证这

一点的最著名的书是西蒙·沙玛（Simon Schama）的《富人的尴尬》A。安东尼

奥·奈格里也在《野蛮的反常》B 里大量讨论了斯宾诺莎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

像奈格里这样的人的论点是，斯宾诺莎在某种意义上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第一次

繁荣，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以其绝对原始和纯粹的形式存在着。所以我不确定

我是否同意斯宾诺莎不了解资本主义这个初始假设。在很多方面，斯宾诺莎足

够幸运——或不幸，这取决于你的观点——地目睹了纯粹形态的资本主义。这

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认为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里，区分资本主义和马

克思主义的要点之一，就是资本主义总是以某种方式回归个体。社会是相互独

立的个体的集合，马克思对这一思想的批判无处不在。例如，他在亚当·斯密

等苏格兰思想家和英国经济学家身上发现了这种想法，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大纲》和《资本论》里将其贬斥为“鲁滨逊式故事”。现在我们清楚地发现，

在斯宾诺莎那里也有对这种观点的批判。例如，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第四部

分命题 35 的附释中说，我们人类对彼此来说就像上帝。为什么？因为没有人

可以独处，也没有人是独立自主的存在。当我讨论斯宾诺莎的效用计算或实践

判断的重要性时，我所描述的唯物主义的伊壁鸠鲁主义传统中的效用计算，从

来不是个人的。它总是受到人所处的物质条件的影响，这些物质条件既包括人

周围的无机物，也包括其他人，即身处某人所在环境中的其他个体。没有人可

以不考虑其他人就做出判断。我认为，看到另一个唯物主义的伊壁鸠鲁主义者

A  Simon Schama, 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 Vintage, 1997.——编者注

B  Antonio Negri, L’anomalia selvaggia: saggio su potere e potenza in Baruch Spinoza, Feltrinelli, 
1981.——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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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影响斯宾诺莎并进而影响马克思，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人就是马基雅维

利。马基雅维利通常被视作是一个专制主义的思想家，因为他基本上认为君主

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而不受独立于环境的道德戒律的约束。例如，如果政府

换届，他会这样建议君主，“你可能遇到一些反对者，不要试图安抚他们。一

次性把他们杀光，先清场，再成为快乐成功的统治者”。在马基雅维利的这类

评论中有一些“不道德”的东西，因为马基雅维利认为，在政治中，实用的、

工具性的判断并不依赖于任何价值观、原则或律令，而这些价值观、原则或命

令就眼前的情况来说是超验的（transcendent）。但马基雅维利也建议君主，必

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人民的仇恨。马基雅维利说，如果人民恨你，那么他们最

终会乐于看到你垮台。这意味着无论君主做出什么样的判断，这些判断并不仅

仅是他自己的。他并不完全拥有自己的判断。在决策过程中人民也很强大。所

以我认为唯物主义传统非常清楚这个事实，即无论一个人做出什么选择，做出

什么决定，做出什么判断，这些判断从来就不是完全属于我们的。相反，在

资本主义传统中，个体——或者说我们可以通过麦克弗森（Crawford Macpher-

son）所说的“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来指称的那种东西——

据说拥有自己所做出的判断。因此，我认为，当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

义时，对比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记住，我们并不拥有我们的判断这一思

想是如何影响了马克思所属于的整个传统。由于我们的判断受到在某些情况

下——或者我们也可将其称之为历史——出现的工具理性的影响，我们并不拥

有我们的实践判断。困难在于，判断不再是确定的了。这就是为什么判断失败

的方式，对于我所理解的伊壁鸠鲁主义的唯物主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

斯宾诺莎很关心这个问题。在《神学政治论》里他将其主题化为迷信或自愿奴

役。而工具性判断的可错性，正是存在政治冲突和无法消除冲突的原因。这就

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也是我在自己的著作中所说的“争胜”（agonism）。

张：您提到马克思反对个体与个体是相互分离的这种资产阶级观点。但在

我看来，这更像是一种非常伦理的观点。那么让我们来谈谈政治。马克思和一

些马克思主义流派往往被认为缺乏完备的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您觉得您对斯

宾诺莎的权威概念的考虑能对澄清这一点有帮助吗？正如您在谈到您关于斯宾

诺莎的书时所说，“权威”这个术语可以追溯到 2000 多年前，那么您认为对它

的表述是否涉及它自己的历史？权威概念本身是否有其理论史呢？

瓦：我认为，如果我们看看从古代到 17 世纪左右的政治思想史，就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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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两种组织政治思想的方式。第一种是三大宪制的理念。很多政治思想都是关

于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这三大基本宪制，关于社会如何从一种宪制

走向另外几种，或哪种最好，以及混合宪制的性质是什么等问题而提出的。这

是两千多年来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另一种开展政治哲学的

方式是以专论的方式，对如何正确地统治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特别是对统治

者而言。许多个世纪以来，这些实践手册往往重复性很强，而且都很相似。我

对权威感兴趣的一个原因是，在我看来，这两种传统不仅调用了不容置疑的权

威的概念——也就是说，当某人不能被质疑时，他拥有权威——而且在这一传

统的唯物主义方面中，权威总是与实践判断的观念并置，且形成对比，因为如

果我们是个体，则我们因行使判断而成为与他人相关的人。但是，在做出判断

和服从另一个人的权威之间存在着对比。这样的对比很有成效。例如，学者们

注意到，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或斯宾诺莎等人发展出的政治理论，与三大宪制

理论和给君主的建议手册并不相符。在我看来，还没有人真正提出令人信服的

论证，来解释为什么他们改变了政治讨论的框架。因此，当我在关于斯宾诺莎

的著作中讨论他重新组织或重建政治话语的方式时，我所追求的部分答案，我

要研究的问题就是，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新政治观和这样一种企图有关，那就

是彰显实践判断和权威等概念，看看将两者进行对比时会出现什么悖论或矛

盾，以期用新的方式表述统治这个领域近两千年的关于政治的旧话语。

张：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威形式相比，您认为资本主义中的权威有哪些

新特点？

瓦：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我刚才所描述的权威概

念——即当无法与某人争辩时，此人就有权威的形象——不但随着宗教改革和

法国大革命发生了变化，而且权威的形象也受到技术进步的调节。传统上，某

人有权威是因为他出现在服从于他的人面前。因此，传统上，某人的权威与我

们遇到他时他所拥有的光环联系在一起。有时你会觉得：“我想去和这个或那

个人争论一番”，但当着这个或那个人的面时，因为他有权威，我们便无法和

他争论了。如果你在电视屏幕上、YouTube 视频里或者电脑里的任何流媒体上

看到那个人，情况就不同了。因此，在我看来，各种历史材料经历的变化都在

改变着权威的性质。在权威之本质发生变化的语境下，马克思在《路易·波拿

巴的雾月十八日》里注意到的某种东西在今天看来是非常相关的。那就是，一

个人可以拥有权力但却没有权威。在我看来，我们与他人发生关系的方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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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变化，我们看待政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待社会互动的方式等也发生

了变化，出于和这些变化有关的各种原因，权威这个概念的本质已经开始发生

变化。在我看来，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资本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传统意

义上的权威的缺乏，有时可以被用来建立和巩固权力。

张：关于权威就讨论到这里吧。让我们转到效用问题。如您所知，效用是

新古典经济学中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许多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批评马克思，

说他对这一概念缺乏很好的思考。相反，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批评经济学

家滥用效用的概念。您对双方立场有什么看法？

瓦：当经济学想要调用效用时，它的标准做法就是找数学公式来计算，例

如，做出某些选择的个体应该如何将效用最大化，如何在个体层面之外理解这

一框架，以便将个体联系在一起并理解这一层面上的社会互动。所谓的社会选

择理论，是这一思想在 20 世纪的一种主要形式，它在 18 世纪末就已经开始发

展，在 19 世纪更加无疑，例如在功利主义那里。我所描述的效用计算——我

说的是实践判断的概念——不同于那个版本的效用。这种实践判断的一个关键

特征是其可错性（fallibility）。一些分析哲学家所具有的，以及——尽管有某

些可怕的过度之处，特别是还原论的过度之处——作为“二战”后自然主义主

要力量的唯物主义之特点的一个见解，同时也是我从大学以来一直持有的见

解，就是可错性的观念。可错性是这样一种观念，无论我多么努力，都不可能

对我可能拥有的特定判断、特定知识体系有绝对的把握。在我看来，这种可错

主义的观点与经济学的整个话语是完全不相容的，但对唯物主义的话语来说则

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看看斯宾诺莎，例如，在《神学政治论》的开头，前五

章或前六章呈现了我们的实践判断何以失败的各种方式。前言里关于自愿为奴

的观念——为什么人们为他们的奴役而行动，就好像为他们的救赎而行动——

正是关于实践判断的可错性的。《神学政治论》的整个框架基本上就是关于人

们为什么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和我们以社会选择理论为其终极形式的标准经济

学里找到的框架相比，这种框架非常不同。顺便说一句，我们能在马克思那里

找到同样的框架。举个例子，我前面提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像

流氓无产阶级这样的下层阶级和无产阶级利益一致，拿破仑是如何使前者去攻

击后者的？马克思说，拿破仑做了这样几件事情。他给他们香槟，给他们香

肠，还给来自由流氓无产阶级的人新组成的民兵一套制服。这三件事情导致下

层阶级做出了站在拿破仑一边而不是无产阶级一边的错误判断。因此，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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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关注实践判断的可错性。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人，我们

会犯错误。认为我们可以找到一种算法，帮助我们以某种方式计算效用，解决

我们所有的伦理和政治困境——这些都是幻想。

张：既然您提到对您来说效用是要计算的，但正如您所知，在新古典经济

学传统中，他们对效用的考虑充斥着数学形式、公式和数学模型。在您看来，

您在解释斯宾诺莎式马克思主义传统时，他们的效用概念是否也牵涉到这样的

数学形式？

瓦：不牵涉。

张：不涉及吗？

瓦：不涉及。如我所说，如果看一下我所关注和诉诸的传统，从伊壁鸠鲁

主义对实践智慧的强调开始，重点总是放在我们的行动的效果上。而我们的行

动的效果，要么是正确判断、要么是错误判断的产物。如果判断是正确的，那

问题就不是很有趣。有趣的是当我们没有做出正确判断时，我们总是把事情搞

砸。这是事实。认为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万无一失的理论，认为就实践判断或计

算而言，我们可以避免失败的概念——用我前面用过的那个词来说——这是一

种幻想，是一种妄想。我所认识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中没有一个人真的持有这种

立场，也许如边沁等早期功利主义者除外。但那是另一回事。我真正感兴趣的

传统是从可错性的角度看待效用的那个传统。我认为这是把所谓的大陆哲学和

分析哲学联系起来的东西，把它放在一个可以追溯到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历史

框架内。所以我的论点又有一种历史的厚度。

张：这也许是最后一个问题了。您评论了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但我想更

多地了解您如何评价德勒兹、蒙塔格（Warren Montag）等人，您如何看待他

们最有趣的观点和他们的缺点。我还想知道如何看待对于斯宾诺莎式马克思主

义的当代批判，例如齐泽克给出的批判。

瓦：对斯宾诺莎有一大堆来自齐泽克的批评。一个有趣的例子是阿德里

安·约翰斯顿（Adrian Johnston），他为先验唯物主义辩护。我读过他们的作

品，有时怀疑他们是否真的读过斯宾诺莎。他们提出了一种据说属于斯宾诺莎

的唯物主义形象，但我感到震惊。有时候他们把斯宾诺莎那里没有的甚至和斯

宾诺莎所说完全相反的立场说成是他的。我手头没有现成的例子，因为我从来

没有就这些材料写过东西。但我强烈建议所有人，去看看像齐泽克或詹斯顿等

人对斯宾诺莎说了什么，真正到斯宾诺莎的文本中找找他们说的，因为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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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的并不存在。他们之所以能在斯宾诺莎那里找到这些奇怪的想法，是因

为他们利用了黑格尔和斯宾诺莎之间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对立，这和我们之前谈

到的有关联，所以在这里我就不重复了。关于问题的第一部分，我认为德勒兹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像我这一代的许多人一样，我第一次真正发现斯宾诺

莎，就是通过德勒兹的著作《哲学中的表达主义》A。这真是一本了不起的书，

一本在我和很多人身上留下印记的书。要记住，德勒兹主义是以那本书为基础

的，这一点也很重要。德勒兹的很多作品都能在那本书中找到基础。尽管如

此，在我看来——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德勒兹身上真正有趣的

地方，不是他关于斯宾诺莎说了什么，而是关于斯宾诺莎他没说什么。关于斯

宾诺莎他没说的东西令人惊讶。德勒兹对斯宾诺莎的直接援引如此之少，令人

惊讶，基本上就是《伦理学》的前三部分，也许还有几封信，比如写给布林堡

的信，也就是写信给斯宾诺莎讨论堕落的那个商人。德勒兹对此进行了讨论。

德勒兹完全缺少对《伦理学》第四部分的严肃讨论，而在第四部分效用是至关

重要的。德勒兹缺少的是对两篇政治论的认真讨论。例如，充足的知识也许能

增强我们的力量。但实践判断及其可错性对第二类知识来说是不可处理的。在

《伦理学》第四部分，以及第五部分命题 20 之后的部分，当斯宾诺莎提出直观

总是与行动联系在一起时，这一点都非常清楚。所以，在我看来，德勒兹呈现

了一个非常不完整的斯宾诺莎。有一个斯宾诺莎，那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斯宾诺

莎，这里的唯物主义，是在没有神创论——或德勒兹称之为反柏拉图主义——

的意义上而言的。但是关于作为伊壁鸠鲁式唯物主义者的斯宾诺莎，什么都没

有。而不考虑作为伊壁鸠鲁主义者的斯宾诺莎，你就不能真正得出斯宾诺莎的

政治学，因为——再回到我们谈话的开始处——唯物主义不仅有拒绝先验的本

体论面向，也有需要实践判断的实践面向。我认为，德勒兹的如下观点——我

们的理性越是能产生充足的观念，我们的力量就越大——变成了某种类似政治

机制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有限制性，所以他脱离了现实。正如我刚才所

说，我认为，在唯物主义传统中，比正确的判断更重要的是错误的判断，或者

我们何以不能正确地判断。而这根本不是德勒兹计划的一部分。好像我们可以

奇迹般地增加我们的力量，而且我们会做出正确的推论。但事实是，我们经常

做出错误的判断。这是对政治的思考的唯物主义基础。我们因为获得充足的观

A  Gilles Deleuze, Spinoza et le problème de l’expression, Minuit,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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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而能够以某种方式增加我们的力量——这种幻想只具有有限的政治意义。更

有趣的是我们经常因为做出错误的判断而增加自己的力量。这种判断的可错性

是如何展开的？这是德勒兹完全没有讨论的。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一

点。我认为德勒兹对情动（affect）理论、新唯物主义和后人类学等各种话语

也有着巨大的影响。所以他在学术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因此，所谓的德勒兹

式斯宾诺莎主义以非常复杂的方式在学术界根深蒂固。在我看来，现在是质疑

那种德勒兹主义的时候了。如果德勒兹面对《伦理学》的第四部分，情况会怎

么样呢？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作者单位：［1］西悉尼大学哲学系；［2］［3］复旦大学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译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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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阅读斯宾诺莎： 
论斯宾诺莎对于马克思的所谓影响

A

贝尔纳多·比安奇 /文  刘敏达 /译

关于所谓的斯宾诺莎对于马克思的影响的论述已经有很多。在 1965 年，阿

尔都塞宣称：“斯宾诺莎的哲学在哲学史中引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革命，……

以至于，从哲学上来看，我们可以认为斯宾诺莎是马克思的唯一的直接先

驱。”B 此外，在马克思的笔记本《对于巴鲁赫·斯宾诺莎（保鲁斯版〈遗著〉）

的摘录》在1976年的MEGA1第四卷中出版后 C，马克西米利安·鲁贝尔 D研究

了斯宾诺莎和马克思之间的关系，强调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自从 1981 年出版

A  本文译自 Bernardo Bianchi, “Marx’s Reading of Spinoza: On the Alleged Influence of 
Spinoza on Marx”,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26, n. 4, 2018, pp. 35-58，如无特殊说明，

脚注为原作者注。——编者注

B  Althusser, 1968, p. 288.
C  在 1977 年的巴黎，正如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看到，这些笔记在《斯宾诺莎手

册》（Cahiers Spinoza）第一期中出版，其中包含了几篇关于斯宾诺莎和马克思的文章：

马克西米利安·鲁贝尔（Maximilien Rubel）的《马克思和斯宾诺莎的相遇》（Rubel, 
1977）；亚历山大·马泰隆（Alexandre Matheron）的《青年马克思眼中的〈神学政治

论〉》（Matheron, 1977）；艾尔伯特·伊戈因（Albert Igoin）的《论青年马克思对于斯

宾诺莎政治理论的省略》（Igoin, 1977）。
D  我特别要提到鲁贝尔的两个文本：《马克思和斯宾诺莎的相遇》（Rubel，1977）和《斯

宾诺莎教诲马克思》（Rubel，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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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野蛮的异端》，安东里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也可以被归入那些强调

马克思和斯宾诺莎之关系的人中，即使他从没有写下过任何对于这一关系的具

体专门的文本。在最近几年中，关于这一主题有很多研究成果：弗兰克·菲施

巴赫（Franck Fischbach）的《人的生产：马克思与斯宾诺莎》（2005）、玛格丽塔·帕

斯库奇（Margherita Pascucci）的《贫穷的力量：马克思阅读斯宾诺莎》（2006）、

弗雷德里克·洛赫东（Frédéric Lordon）的《资本主义，欲望和奴役：马克思和斯

宾诺莎》（2010）和卡尔·赖特尔（Karl Reitter）的《解放的过程：马克思、斯宾

诺莎和自由共同体的条件》（2011）。除了赖特尔和洛赫东的建设性的尝试外，菲

施巴赫和帕斯库奇的分析都坚持关于所谓的斯宾诺莎对于马克思的广泛影响。本

文旨在评估，是否事实上存在着两者之间的历史文本学层面的关系，还是说这个

被吹嘘的“先驱”仅仅是一些浪漫的理论家的想法，这些理论家陶醉于斯宾诺莎

和马克思两人的学说，寻求两个哲学家之间找到比单纯理论关系更多的东西。

在有关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开拓性文本中，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认为，所有的所谓影响都应该从三个层次加以考察。这意味着，只

要涉及影响关系的问题，我们就必须小心谨慎。首先，至关重要的是检查是否

作者 B 确实阅读了作者 A。其次，是必要的要确认作者 B 并不可能从一个作

为第三者的作者那里获取他的观点。最后，根本的是要证明作者 B 在没有诉

诸作者 A 的情况下不可能依靠自己达到他的结论 A。

一方面，斯金纳在方法论上的审慎可能会被认为太过严格——特别是他

要求了两种否定性证据，后者的否定性就要求广泛的调查研究。的确，尽管有

这样的批评，但在涉及斯宾诺莎和启蒙时代激进思想的关系的问题上，仍然有

大量工作追随着这种“影响”的冒险轨迹。在这个意义上，至少有两部重要

作品要被提到：出版于 1954 年的保罗·韦尼埃（Paul Vernière）的《斯宾诺莎

和大革命前的法国思想》，以及出版于 2001 年的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的《激进启蒙：哲学和现代性的制造 1650—1750》B。这两部作品在斯

A  Skinner, 2002, pp. 75-76.
B  绝对要提及的还有伊夫·西通（Yves Citton）的作品《自由的反面：启蒙时代的法国对

一个想象的斯宾诺莎主义者的发明》。作为“影响”这个概念的替代，西通提议用另一

个关键概念来分析斯宾诺莎在法国的后世影响，那就是“发明”（invention）这个概念。

通过这一概念，作者不仅强调了作为影响之根基的模仿维度，也强调了变更和（再）

发明的维度，这些维度都势必与观念的动态发展联系起来（Citton, 2006, pp. 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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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诺莎对于诸多作者可能产生之影响的问题上展开了成功的研究。

但另一方面，由于我认为斯金纳的警觉表达了一定的谨慎，从而在这篇

文章中我有四个目标。第一，我试图使马克思可能从他对于斯宾诺莎的阅读中

吸收来的一系列观念引起注意。第二，我将确定这些观念在马克思的作品中的

位置。在本文的第 2 到 4 节将呈现得更为清楚的是，我的目标不仅仅限制在对

于马克思写作的文本分析上。它也将尝试在马克思对斯宾诺莎之诉诸和他在我

们所关切的时期具有的政治目标之间进行关联。第三，我将尝试准确定位马克

思第一次偏离斯宾诺莎以及把后者和他本人工作联系起来的那些观念的时间

点。与此同时，我将试图表明，尽管抛弃了斯宾诺莎，但正是在这个时间段，

马克思的论证方式却反而更加靠近斯宾诺莎的思想。因此，我将试图证明，虽

然马克思从他开始写作《神圣家族》起就拒绝斯宾诺莎的哲学，他仍然可被视

为斯宾诺莎的理论同谋。第四，应该说明的是，在历史文本学层面证明斯宾诺

莎对于马克思没有影响并不是我的目标，毋宁说，我相信有必要将这种“影响”

和两者之间存在的理论亲缘性区分开。

因而，尽管斯宾诺莎对马克思的确施加了一定的“影响”，我仍然确信的

是，强调这样一个视角的限度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马克思并不是作为一个

斯宾诺莎的读者而成为斯宾诺莎主义者的。毋宁说，我将表明，他的斯宾诺莎

主义是他对于斯宾诺莎的拒绝的必然结果。在我看来，这篇文章所勾勒的讨论

应该鼓励研究者们不被历史文本学的关切所阻碍，而去探索在理论基础上的马

克思—斯宾诺莎关系。然而，我确实相信——同时这也是这篇文章的一个不那么

中心的目标——，对于马克思在早期，即 1840 年至 1844 年之间，对于斯宾诺莎

的引用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在偏离斯宾诺莎的过程中，马克思事实上偏离了他的

早期影响。出于此原因，我认为对于这些引用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式来理

解马克思思想的早期发展。相应地，尽管我非常钦佩维托里奥·莫菲诺（Vittorio 

Morfino）对于马克思—斯宾诺莎关系的富有洞见的分析，但与他不同的是，我认

为这些历史文本学层面上的分析尽管有限度，但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马克思通过何

种方式发展了一种特定的斯宾诺莎主义感。然而，如果我们混淆了理论相似性和

历史文本学上意义上的相似性，如此这样的目标是不能够真正被达到的 A。

A  关于这个问题，提到莫菲诺所作出的关于分析马克思—斯宾诺莎关系的三个不同层

次是非常重要的，即历史文本学层次、马克思主义史层次和理论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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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斯宾诺莎：在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之间

马克思对斯宾诺莎的初次引用的时间是 1841 年。彼时，马克思是一位哲

学学生，正在撰写名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的博士学位论文，并将于该年的 4 月完成。A 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试图

用伊壁鸠鲁的“偏斜”，来解释必然性世界中的人类自由的本质，且并不诉诸

一个唯心主义的立场。自由因而被设想为存在于事物之中的边际式的不确定

性。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视之为马克思的学位论文中主要处理的问题——与

一个附属性的问题相关，即为伊壁鸠鲁正名（rehabilitation）。马克思以这样的

断言结束自己的论文：“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 B 在整部博士

论文中，马克思都坚持建立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之间的一个彻底对立，而这

一对立暗中把我们引向康德和黑格尔之间的对立。在这方面我们与常识相去甚

远，根据常识，虽然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哲学体系中的自然哲学是一样的，

两者在伦理领域的应用则有鲜明的不同。而马克思却认为两者在物理学（也包

括认识论）上就已有分歧，并且正是在如此分歧的基础上，我们必须进一步明

白两者在伦理学层面的区别。

然而，从他的准备性笔记本来判断，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让我们看到第三

个论题的迹象，这一论题引起了此时的马克思极大的兴趣，即对于宗教的批

判。马克思的序言中包括了如下对于伊壁鸠鲁的引用：“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

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把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人”。 C 此外，附录

中余下的两节的其中一节全部是对于普鲁塔克的批判，确证了他的博士论文

中确实有过第三个论题。尽管对唯物主义问题——正如斯宾诺莎在《书信 56》

中所表达的——以及对于宗教批判的这一关切，可能表明这位荷兰哲学家对于

马克思思考的影响，但斯宾诺莎在整个博士论文中只被提到一次，并且只是以

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被提及。

A  在《书信 56》中，斯宾诺莎宣称，相比于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卢克莱修以及其

他的原子论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对于他来说并不重要。

B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3 页。

C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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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因而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只被明确地提到一次，A 在帮助他写

作论文的准备性笔记本有另外的三次提及，其中两次都是在一个单独的段落

中。B 在博士论文中，这一提及并没有揭示出任何重要的事情。马克思使用斯

宾诺莎作为一个口号来声明：“无知不是理由”。尽管很多评论者宣称马克思是

受到《伦理学》的第一附录的启发——在其中，斯宾诺莎用了“无知的避难所”

这一表达——但从《神学政治论》第六章对神迹的分析中，其实也可得出该观

点。在聚焦于《神学政治论》的笔记本第十条摘录里，马克思抄写下了斯宾诺

莎的话：“那些对于一件事物无法解释，就归之于上帝的意志的人，这是表示

愚昧无知的最可笑的方法。”C

在准备笔记中，对斯宾诺莎的第一次引用出现在第四个笔记本中：“至福

并不是美德的奖励，而是美德自身。”D 马克思使用这个来自斯宾诺莎 E（《伦

理学》第五章）的著名引用，是为了解释卢克莱修和普鲁塔克之间的距离。

所谓伦理，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并不在于可以在普鲁塔克那里发现的、一种

道德主义视角下的典型的主体的自我专注——一种禁止心灵获得永恒快乐的

逆向惩罚（anathema）。至福并不能作为一种修道式的回撤，在对于现实的

逃离中达到。相反的是，至福是身体和心灵健康的结果。卢克莱修是属于

春天的哲学家，沉醉于生活，而普鲁塔克则是属于冬天的哲学家，从世界中

撤出。

更进一步，在第六个笔记本中，F 马克思用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和黑格

尔来反对柏拉图，某种程度上后者例示了一种典型的神秘主义哲学，这种神秘

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9 页。

B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42 页。

C  “ii igitur plane nugantur, qui, ubi rem ignorant, ad Dei voluntatem recurrunt ; ridiculus sane 
modus ignorantiam profitendi”（Marx 1977，p. 34）.

D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12 页。莫菲诺提到：虽

然马克思可能阅读过之前几年由费尔巴哈写作的《近代哲学史》中的句子，斯宾

诺莎的话出现在该文第 98 段，但却是由如下德语写成：“Die Seligkeit ist daher nicht 
der Lohn der Tugend, sondern die Tugend selbst”。因此，在阅读过费尔巴哈的文本之

后，马克思把这句话翻译回拉丁语，抄进个人笔记本，这几乎不大可能。似乎可以

合理推测的是，马克思直接从斯宾诺莎的原文中阅读过这个句子（Morfino, 2016, p. 
298）。

E  斯宾诺莎的原文是：beatitude non ［est］ virtutis praemium, sed ipsa virtus。
F  Marx, 1975a, pp. 495-49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41—142 页。



358

主义哲学中的狂喜代表了激情的顶点，而在强度更高的哲学体系（intensivren 

Philosophen）中，至高激情（Begeistrung）存在于“纯粹而理念式的科学光芒”

（reinen idealen Feuer der Wissenschaft）之中。因此，斯宾诺莎在亚里士多德和

黑格尔旁占据了一至关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马克思的阐释表明了对于以神

秘化方式阅读斯宾诺莎的拒绝。从目前提到的这一系列提及出发，似乎唯一合

理的结论是：当马克思写作他的博士论文时，他确实是熟悉斯宾诺莎《伦理学》

中的一些论题的。

二、卡尔·亨利希·马克思的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

现在我们值得把注意力放在出版于 1976 年的 MEGA1 第四卷中的《对

于巴鲁赫·斯宾诺莎（保鲁斯版〈遗著〉）的摘录》。1977 年，原本用拉丁语

写作的这一文本连带着法语翻译，在第一期的《斯宾诺莎手册》中出版。在

1840 年至 1841 年间，马克思写下了八个笔记本，列为如下：

1.（1840）：亚里士多德，《论灵魂》III

2.（1840—1）：亚里士多德，《论灵魂》III 和《论灵魂》I

3.（1841）：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

4.（1841）：斯宾诺莎，《书信》I

5.（1841）：斯宾诺莎，《书信》II 和对于《意大利语法》的摘录

6.（1841）：莱布尼茨，对于不同手稿的摘录

7.（1841）：大卫·休谟，《人性论》，第一卷（论知性）

8.（1841）：卡尔·罗森克朗茨，《康德哲学史》，莱比锡，1840（从关于

康德哲学的传播、争论和胜利的章节中搜集来的传记性和文献性质的引用参

考）。 A

1841 年第一个学期写就的专门关于斯宾诺莎的三个笔记本，是由对《神

学政治论》和《书信》两者的摘录编辑组成。在这些笔记本中，总共有 228 条

摘录，170 条是对于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的摘录，58 条是对于《书信》

的摘录。马克思所使用的是耶拿 1802 年出版的 H.E.G. 保鲁斯版本。这些笔记

本中没有任何涉及《伦理学》或者是《政治论》的摘录。从马克思的第一本专

A  Marx, 1977, 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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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关于《神学政治论》的笔记本的抄写来看，他的书写笔迹是可以辨认的。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些摘录的特别顺序是归于马克思本人的，而不是

归于那个马克思曾向其订购了斯宾诺莎《书信》45 个片段的抄写本的抄写

员。只有对于第一、第二和第十九封书信的摘录是马克思本人的手迹。马克

思重新编排了对于《神学政治论》的摘录顺序，使之成为三组。在第一组中

包括了章节 IX、XIV 和 XV。第二组包括了以相反顺序呈现的章节 XX 到章

节 XVI。第三组则集合了章节 VII 到章节 XIII 以及章节 I 到章节 V。这不仅

仅是对不连续的摘录的抄写，马克思剪切了这些摘录，然后用新的关联把

这些段落连接起来；简言之，他所创造的是马泰隆称之为一个“真的蒙太奇”

的东西。 A

在当前小节，我选择仅参考斯宾诺莎自己的作品来分析马克思关于《神

学政治论》的笔记本。然而，目前的研究不会被局限在由马泰隆开创的方法

论上的审慎之内。事实上，当分析马克思完全关于《神学政治论》的笔记本

时，马泰隆的方法论强调在两个方面要谨慎：他避免把那个时候的青年马克思

的思想本质纳入考虑，并且无视可能把青年马克思引向阅读斯宾诺莎的理由。

因此，他的唯一的兴趣，就是把马克思的笔记本和斯宾诺莎的文本自身对立起

来。与此相反，我的目标是把那一系列马克思从他对于斯宾诺莎的阅读中获

得的观念，与他的写作中所包含的对斯宾诺莎的引用联系起来。因此，在下

一节中，我将尝试证明这些阅读究竟是如何在 1842 年至 1843 年间影响马克

思的写作。在“蒙太奇”的第一部分中（《神学政治论》的章节 IX、XIV 和

XV），非常清晰的是，所选的摘录强调了作为经典启蒙思想之特征的对宗教

现象的批判，这一批判倾向于把迷信和无知以及政治操控联系起来。确实，

在这部分蒙太奇中，似乎对于超自然现象和人民的信仰问题的主要关切，是

以展示它们是如何建立在思辨错误之基础上为目的的。摘录的集合显示，马

克思的斯宾诺莎忽视了人类起源的论题，即关涉到人之构成（Bildung）B 的

问题和人从特定的存在样式中演化出来的问题。 C 马克思没有对斯宾诺莎的

最小信条（credo minimum）（片段 17 至 25） D 做出任何引用，这一信条可

A  Matheron, 1977, p. 160.
B  也就是，使我们成为人的一系列属性。

C  Bove, 2012, pp. 157-177.
D  关于最小信条的问题，见 Matheron, 1971, p.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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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追溯到《神学政治论》第十四章中所列出的信仰的七条教义。马泰隆认

为， A 这一疏漏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即马克思拒绝接受斯宾诺莎所相信的在

如下两者间存在的任何关系：（一）展现在希伯来国家中的神权信经主义和

（二）政教分离的民主国家中的宗教态度。马泰隆的主张被这样的事实所确

证，即从马克思开始写作博士论文直到 1844 年的这段时间里，他特别感兴

趣于通过从政教关联中分离出政治概念，来再次确认政治概念的自主性 B ：

“因为先验的国家和天启宗教息息相关……”。 C 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不接

受任何种类的对宗教现象的实证解释。而另一方面，斯宾诺莎则并不把宗教

视为对自由集合体之发展的绝对阻碍。在《神学政治论》的第十四章，斯宾

诺莎认为真正的对上帝的爱，只与正义的实践（对于法律的服从）和仁爱（对

于人类的爱）相关，无论人们是否被自然之光所教育，还是只作为神秘化的

造物。况且，斯宾诺莎展示了被调整为与共同体想象相适应的希伯来神权体

制，即一种精神他律的处境，是如何保护现存的民主力量，并且进而导向和平

共存的。马克思无视了这一论题，也就无视了想象和宗教在特定情况中可以发

挥的积极角色。

马克思的“蒙太奇”的第二部分以相反的顺序包含了《神学政治论》的

章节 XX 到章节 XVI，并且涉及了两种类型的国家之间的对立。在对于《神

学政治论》的第十七章希伯来国家的摘录（片段 52 至 67）中，希伯来的神权

仅以专制国家面目出现。作为结果，马克思把民主国家和宗教国家对立起来。

专制的和宗教的国家有四点特征：（一）依靠迷信来促进自愿奴役（片段 58 至

60）；（二）暴力政府（片段 61 至 62）；（三）煽动和操纵狂热以达到绝对的服

从（片段 63 至 64）；（四）考虑到其与人类本性不符，这定是一个短命的国家（片

段 63 至 65）。而民主国家被视作唯一的真正的国家，因为根据它的本质，所

有人的得救是它的最高的法律（ubi salus totius populi, non imperantis summa lex 

est）（片段 75）。对于这种国家，摘录中也呈现了四点肯定性的规定：（一）对

A  Matheron, 1977, p. 188.
B  阿本苏（Miguel Abensour）声称：在 1842 年至 1843 这个时间段里，马克思力求强调

政治概念的自主性，并以此反对在他那个时代所顽固存在的神学—政治残余（Aben-
sour, 1997, pp. 15-25）。尽管阿本苏没有分析马克思的专门涉及斯宾诺莎的笔记本，

但他正确地看到了 1842 年到 1844 年间斯宾诺莎对于马克思的影响。

C  Marx, 1975e, p. 38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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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自由的保障（片段 75）；（二）非暴力的政府，因为国家是为了人民的善（片

段 75）；（三）为了公民发展而压制宗教暴行（片段 76 至 78）；和（四）一个因

为没有内部矛盾而长存的国家（片段 73 至 75）。

而第三部分“蒙太奇”（ 集合了章节 VII 到章节 XIII 以及章节 I 到章节 V） 

则不像前述的部分，我们无法为马克思所选择的摘录提供明确的逻辑连贯性。

其中所摘录的基本上是对于圣经文本的阐释，尽管马泰隆声称马克思的“蒙太

奇”只是看上去需要《神学政治论》来提供“能够确证理论分析的文献材料”，A

尽管他的说明有些粗糙，但考虑对片段式的摘录的集合做出任何明确的说明基

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的确是，与前两部分相比，第三部分并没有添加任何相

关于马克思对斯宾诺莎的态度的新信息。此外，既然马克思只对《神学政治论》

的章节 XII 做了两条摘录（79 和 80），显然他就忽视了与阿尔都塞所说的“阅

读的理论”相关的问题。因而结论是，这些转写的摘录拥有非常松散的特点，

只有有限的连贯性。

专门涉及斯宾诺莎的另外两个笔记本讨论了斯宾诺莎的书信，并且包括

58 条摘录。第一个笔记本包含了如下信件：XIX、I、II、IV、V、VII、XI、

XIII、XIV、XVI、XXVI、XXXI、XXXII、XXXIII、LXI、LXII、LXVIII、

LXXV、LXXVIII、VIII、IX、X 和 XII。第二个笔记本包含了信件 XII、XVII

和 LXXVI。马克思本人只转写了 171 到 183 这十几条摘录。一个由马克思雇

佣的抄写工誊写了其他的 45 个片段。正如莫菲诺所指出的，不像第一个专门

涉及《神学政治论》的笔记本，这两个笔记本不容我们做出任何种类的阐释。 B

这两个笔记本中没有一个显示出马克思对从斯宾诺莎的作品里借来的片段做出

评论的迹象。然而，从信件中的论题出发，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对于一些没有

在《神学政治论》中被探究的斯宾诺莎的主题有一定的熟悉。

三、马克思的报刊文章中的斯宾诺莎

从 1842 年开始，马克思投身于新闻工作者的活动。在这段时间里，他只

在两篇文章里提过斯宾诺莎的名字。这些提及十分笼统，也没有揭示出斯宾

A  “可以确认既有理论分析的材料”（Matheron, 1977, p. 204）.
B  见 Morfino, 2016, p.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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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莎对马克思有重要的影响。然而，尽管如此，非常清晰的是，斯宾诺莎在

马克思的这些文本中和他在《神学政治论》的“蒙太奇”中的形象是一样的。

换言之，当涉及政治的自主性和精神自由的讨论，以及明确的反宗教态度

时，斯宾诺莎就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清晰可见。从 1842 年 1 月到 2 月，也就

在 1841 年 12 月 24 日普鲁士政府颁布检查令后不久，马克思首次以记者身

份撰写了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斯宾诺莎在这篇文章中被提到

两次。

对斯宾诺莎的第一次提及出现在马克思这篇文章的一开头。《检查令》的

第二个分句声称：“书报检查不得阻挠的对于真理在这里有了更具体的规定：这

就是严肃和谦逊的探讨。”A鉴于此，马克思认为，对真理的追求（Untersuchung 

der Wahrheit）不应该被外在的因素所限制，比如，要“严肃”（ernsthafte）或

者“谦逊”（bescheidence）。“真理”，马克思写道，“像光一样，它很难谦

逊；而且要它对谁谦逊呢？对它本身吗？［Verum index sui et falsi（真理是检验

它自身和谬误的试金石）］。那么是对谬误吗？”B 马克思认为真理——如同光

一般——在道德范畴之上。光的比喻和斯宾诺莎的句子两者都呈现为一个格

言——真理是检验它自身和谬误的试金石——，后者来自于《伦理学》第二

章，命题 43 ：“正如光明显示其自身并显示黑暗，所以真理即是真理自身的标

准，又是错误的标准。”C 在致阿尔伯特·博许的信件 76 中，斯宾诺莎跳脱出

如下哲学传统，即认为观念的真实性是建立在与它的对象相符合基础上。作为

替代，斯宾诺莎认为，正是因为一个观念为真，所以它与对象相符合，而不是

相反——真理本身就是规则。

文章中呈现的论点让我们能够瞥见核心论点的些许迹象，这一论点能够

被追溯到马克思《神学政治论》蒙太奇中所展现的宗教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对立。

在这篇文章中，和在之前的蒙太奇中一样，马克思主张国家必须许可政治和宗

教的分离，既然它是精神自由的保证。而且，这一分离也可以保护宗教自身。

因为，一旦国家宣扬某一特定信仰，并且用之来控制人民，它就不再能够实现

它之所以被建立的目标：自由。如果它屈服于它不能够控制的力量，国家就会

倒塌（片段 35 到 45，关于《神学政治论》的第二十章）。

A  Marx, 1975c, p. 1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0 页。

B  Marx, 1975c, p. 1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0 页。

C  Sane sicut lux seipsam, et tenebras manifestat, sic veritas norma sui, et falsi 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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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段的中间，马克思再次引用了斯宾诺莎：

因此，根据这一检查令，书报检查应该排斥像康德、费希特和斯宾诺莎

这样一些道德领域内的思想巨人，因为他们不信仰宗教，并且要损害礼

仪、习俗和外表礼貌。所有这些道德家都是从道德和宗教之间的根本矛

盾出发的，因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

精神的他律。 A

这里，马克思勾勒了“作为遵从自己的法律的世界的原则”的道德和作

为他律的领域的宗教两者的区别。马克思通过将自律和他律两者对立起来以

支持他的论点，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里提到了康德和费希特，但并不能解

释为什么提到斯宾诺莎，（因为）这位荷兰哲学家不会支持这一对立。根据

斯宾诺莎的看法，脱离于现存世界并且被设想为“王国中的王国”（imperium 

in imper io）的自由行为是不存在的，而康德的视角，或者更清楚地来说，

费希特所设定的得到彻底化的观念论所展现的恰恰是这种自由。根据斯宾

诺莎的《伦理学》，伦理主体是“生成因”之逻辑进程中的一部分，相符于

相互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排除了主体把自己构想为绝对原因的任何可能性

（《伦理学》第四章，命题 20）。因此，斯宾诺莎是作为并非完全由其所勾

勒的那类哲学的代表而被提及的。尽管如此——而这也可能在这里是更为

相关的——，斯宾诺莎在这里和康德与费希特（那个时候，后两位德国哲

学家都被某一天将要写出《资本论》的人所敬仰）一起被提到，这意味着

马克思无疑也非常看重斯宾诺莎。在这篇文章的末尾，马克思写道：“当你

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

福的时候。”B 这一引用是从塔西佗（《历史》，第一册，第一节）那里来的，并

且也被用作为《神学政治论》的第二十章的标题，同时也是休谟的《人性论》

的警句。

几个月之后，在 1842 年 7 月，为《莱茵报》工作的马克思写下了一篇对《科

伦日报》的辑卡尔·海尔梅斯署名发表的 179 号社论的回复。这篇文章的起因

是一场关于宗教和哲学的辩论，也涉及新闻自由。在这篇回复中，马克思反对

那些为宗教辩护并对哲学做出伤害的人。毕竟，哲学思考正是“自由理性的行

A  Marx, 1975c, p. 1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9 页。

B  “Rara temporum felicitas, ubi quae vilis sentire et quae sentias dicere licet”（Marx, 1975c, p. 
1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134—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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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A 一个基督教国家，马克思写道，“符合作为理性的自由的现实化的国家

这一概念”。 B 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是真正的宗教性国

家，即作为神权国家，并且上帝的代表或者上帝他亲自管理公共事务。C 在这

一点上，马克思凭靠的是他前一年关于《神学政治论》的蒙太奇中记录的观念。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马克思提到了斯宾诺莎：

差不多和哥白尼的伟大发现（真正的太阳系）同时，国家的引力定律也

被发现了：国家的重心是在它本身中找到的。欧洲各国政府企图在确立国家间

的均势方面运用这个结论，当然带有实践的最初的肤浅特点，不过先是马基雅

维利、康帕内拉，后是霍布斯、斯宾诺莎、许霍·格劳秀斯，直至卢梭、费希

特、黑格尔则已经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从理性和经验出发，而

不是从神学出发来阐明国家的自然规律。 D

马克思文章中的论点和这一系列观念似乎显示出，斯宾诺莎本来可能以

更为详细的方式被提到；然而，他对斯宾诺莎名字的提及则是普通的，因为是

被包括进其他一些像他一样的作者的名单里，这些作者支持政治自主性以反对

宗教。单单从这一处提及来看，是不可能推导出任何与斯宾诺莎在这一论题上

之原创性相关的东西的。

四、暂时的结论

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他的准备性笔记本以及关于《神学政治论》的“蒙

太奇”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探究在何种程度上马克思熟悉斯宾诺莎的工作。在

提到过斯宾诺莎名字的新闻文章中，存在着一些恒定主题，以及确证了马克思

诉诸斯宾诺莎之方式的迹象。因此，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勾勒出一些马克思

从他阅读斯宾诺莎的方式中吸收进的论题是可能的。

第一个论题：哲学与宗教来自于不同的领域，信仰教人以服从，而哲学教

人以真理。“只要关涉到真理，以及纯粹思辨事物的确定性，没有什么别的精

神能够比理性给出更好的证词，而这也是那一条且仅有的一条进入真理王国的

A  Marx, 1975d, p. 19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4 页。

B  Marx, 1975d, p. 20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6 页。

C  Marx, 1975d, p. 19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4 页。

D  Marx, 1975d, p. 20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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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A（片段 32，对于《神学政治论》的第十五章的抄写）。

第二个论题：一个民主的国家不会限制表达的自由，相反，它支持并且促

进自由。因此，国家的目的是自由（片段 37，对于《神学政治论》的第二十

章的抄写）。这也被这样的事实所确证，即没有君主拥有能够将其权威强加到

臣民的内心和头脑中去的必要手段。

第三个论题：当与政治结合起来，宗教就成为暴力统治的工具，操控

人民情感的机制。马克思试图通过转写《神学政治论》的第十七章的这段话：

“他们的生命（指向霍布斯）是对于服从的无尽的牺牲”B 来增强这条推论。

通过马克思整个的斗争性的记者生涯，可以推断出斯宾诺莎扮演了一个

重要角色，前提是他被与把国家视为理性自由的化身（die Verwirklichung der 

vernünftigen Freiheit）的自由—理性视角联系在了一起。当马克思是《莱茵

报》主编的时候，神学—政治彼此关联依旧是普鲁士的主流观点，而上述政

治观念则以与此观点相对立的原则为基础。从这个角度看，斯宾诺莎作为斗

争者，反对检查、政治独裁、残存的联邦制度和信经主义，也即反对政治和

宗教的结合，并由此与康德和费希特共享殊荣。斯宾诺莎和康德的这个联

结对于当代的斯宾诺莎读者听起来可能是奇怪的，但在左派黑格尔运动中，

康德和斯宾诺莎都正因为他们所采取的关于言论自由和世俗主义的立场而被

赞赏。 C

五、《神圣家族》：赞同斯宾诺莎和反对斯宾诺莎

在之后的几年中，马克思写下了很多重要的作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1843）、《关于犹太人问题》（1843）、《〈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1844

A  “De veritate autem et certitudine rerum, quae solius sunt speculationis nullus Spiritus testi-
monium, dat, praeter rationem, quae sola …… veritatis regnum sibi vindicait. ”

B  “absolute eorum （Hebraeorum） vita contiuus obedientiae cultus erat.”
C  一方面，奈格里所采取的立场反映了当代法国—意大利占统治性的对于斯宾诺莎哲

学的敏感性。在他关于斯宾诺莎最重要的作品中，奈格里认为斯宾诺莎与自由主义

传统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这也包括康德（Negri, 2006, p. 154）。另一方面，早在

1938 年，卡尔·施密特就已经把斯宾诺莎放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中（Schimitt, 1996, 
p. 70）。此外，在左派黑格尔圈子里，斯宾诺莎经常是与康德联系在一起被提到的

（Yovel, 1989, pp. 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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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然而，斯宾

诺莎的名字在这些作品中一次都没有被提到。A 这位西班牙系犹太哲学家的名

字也没有出现在马克思这个时期的任何报刊文章中。仅仅在写于 1844 年且

出版于 1845 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一次合作作品《神圣家族》中，我们

才可以找到对于斯宾诺莎的引用。马克思更为明确地提到了斯宾诺莎，并以

不那么随意的方式对待《伦理学》的作者，这还是第一次。根据阿尔都塞的

看法，B 这是青年马克思所写就的最后一部作品。当它于 1845 年出版时，它

是（从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来看）马克思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毕竟，自

那时起马克思就开始写作——之前是他自己而之后是和恩格斯的合作——他

的断裂时期的作品（œuvres de la coupure）：《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

意志意识形态》。阿尔都塞认为，在这些作品中，马克思拒斥了一种意识形

态的视角，转而支持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一种新哲学。并且根据

阿尔都塞，这一猜想被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话所确证，即

在 1859 年，在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回顾性分析中，马克思宣称他和

恩格斯正是在这个时候（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决定“把我们从前的哲学

信仰清算一下”。 C

事实上，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马克思对于异化的批判就

不再局限于宗教辩论，毋宁说从政治和哲学 D 扩展到了经济学。因而正是

在对流行于德国的形而上学的批评中，斯宾诺莎被引入《神圣家族》E。然

而，马克思并不把引用斯宾诺莎作为一种增强他的批判的方式，此批判是对

流行于黑格尔的追随者中的形而上学的抽象的批判。相反，斯宾诺莎被包括

A  尽管没有提到斯宾诺莎，但很清楚的是，斯宾诺莎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

草稿中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马克思在这部作品中的很多构想都可以追溯到他关于

斯宾诺莎的笔记本中。有三篇重要文章从这个特别的角度对马克思和斯宾诺莎的关

系做了检查：Igoin, 1977，Chauí, 1983, 和 Morfino, 2013。出于本文的有限的视角考虑，

这里不可能对于这一讨论给出细节性的检查。然而可以确定的是，这些作者的结论

支持本文的观点。

B  Althusser, 1967, p. 26.
C  Marx, 1987, p. 2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14 页。

D  哲学在这个时候被设想为“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

（Marx, 1975h, p. 328）。
E  关于斯宾诺莎是如何被德国观念论看待的，主要有两部作品（Zac, 1989，Vaysse, 

1994），以及一部把斯宾诺莎和黑格尔对立起来的作品（Macherey,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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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所力求与之搏斗的对象的传统中，因为他被视为理性主义和抽象的

形而上学体系的代表。马克思确信斯宾诺莎和笛卡尔、马勒伯朗士以及莱

布尼茨一样，代表了一个形而上学的传统，而在那个时候这一传统是被复兴

了的。 A

构成了《神圣家族》第六章一部分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小节，

提供了对布鲁诺·鲍威尔所设想的唯物主义的历史重构的回答，鲍威尔的话也

被马克思逐字（ipsis literis）转写：

18 世纪，斯宾诺莎主义不仅在他那以物质为实体的法国后嗣学说中占统

治地位，而且也在予物质以精神名称的自然神论中占统治地位……法国的斯宾

诺莎学派和自然神论的信徒只不过是在斯宾诺莎体系的真谛这个问题上互相争

辩的两个流派…… B

与鲍威尔不同，马克思认为宗教和政治制度并不是启蒙和法国唯物主义

的唯一敌人。法国的唯物主义者们也发动了“反对 17 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

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儿、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

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C这一在德国被复兴的形而上学，只能以两种方式

被屈服，通过费尔巴哈开启的理论的道路，或者是通过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的实践道路。斯宾诺莎代表了必须被打破的范式。

在《绝对批判的思辨循环和自我意识的哲学》小节中，马克思写道：

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争论，是在黑格尔的思辨范围

之内的争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

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

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

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

A  关于这个问题，托赛尔（André Tosel）得出过非常严苛的结论：“情形似乎是，马克

思对于《伦理学》的形而上学特点非常厌恶，他已经忘记了他从《神学政治论》中

所学到的东西——而这似乎是很长期的教训”（Tosel, 2007, p. 133）。
B  Engels and Marx, 1975a, p. 1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58—159 页。

C  Engels and Marx, 1975a, p. 1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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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 A

作为结果，斯宾诺莎似乎和那位在黑格尔的作品中出现的哲学家是完全

同样的形象：B 提出了宇宙的精神性原则和泛神论的、表达的实体观念的生机

论者斯宾诺莎，这样的哲学家需要与康德和费希特所阐释的有限的和主体性的

维度相调和。但我们必须小心地推进。在《莱茵报》时期之后，马克思从未停

止在情势中写作。因此，他对斯宾诺莎采取的很多批判必须被阅读为以黑格尔

及其追随者，即青年黑格尔派为对象的批判。似乎出于这个原因，在《神圣家

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未对黑格尔阐释斯宾诺莎实体理论的

方式提出过任何问题，黑格尔把斯宾诺莎的实体的理论阐释为一种纯粹的客观

原则，而此阐释也是彼时德国最为广泛流行的阐释之一。斯宾诺莎的实体，从

康德的阐释 C到黑格尔给出他的理解这段时间里，被广泛地视作与任何个体性

的原则相异的一个抽象的原则。因此，黑格尔宣称，严格地说，斯宾诺莎的理

论既不是泛神论，也不是无世界论，而不如说是无宇宙论，D 因为“世界在斯

宾诺莎主义者的体系中被规定为仅仅是没有真正的实在性的现象……”。 E 然

而，黑格尔对于斯宾诺莎的看法是模棱两可的。与发动了德国“泛神论之争”

（Pantheismusstreit）的雅各比一样，黑格尔相信斯宾诺莎是把古典形而上学原

则带入它自身的逻辑结论的哲学家，这一原则即把所有事物建立在绝对的基

础上，以这样的方式他的哲学被视为现代哲学的高点：“要么是斯宾诺莎主义，

要么不是哲学”。 F

马克思他本人并不是如同我们一开始所想的那样距离这些问题非常遥

A  Engels and Marx, 1975a, p. 139。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会重复同样的话；见

Engels and Marx, 1975b, p. 98。
B  莫菲诺也给出来同样的结论（Morfino, 2016, p. 301）。
C  参见康德把斯宾诺莎主义和老子哲学联系起来，在他看来，这显示了“对于个人个

性的虚无化”（Kant, 1996, p. 228）。
D  迈蒙（Salomon Maimon）是第一位宣称斯宾诺莎主义是无宇宙论体系，和无神论

没有任何共同点的哲学家，因为无宇宙论否定世界的存在，而无神论否定神的存在

（Maimon, 1888, p. 114）。
E  Hegel, 1991, p. 97.
F  德语表达是“entweder Spinozismus oder keine Philosophie”（Hegel, 1995b, p. 283）。另

一处黑格尔对于斯宾诺莎的解释是在《逻辑学》中，特别是 Hegel, 2010, p. 87，其中

黑格尔讨论了斯宾诺莎的命题“规定即否定”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黑格尔对于

命题“规定即否定”的检查也可以见 Hegel, 1991，p. 147 ；和 Hegel, 1995a，p.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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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A在1844年到1845年之间，他投身于结合黑格尔的观念论和“旧唯物主义”

（der alte Materialismus）两者的哲学任务之中，前者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现实都

是精神的投射，后者则是把所有的抽象都还原为感官上的觉知。马克思确信，

由于旧唯物主义用物质来替换精神，以之作为现实的组成原则，旧唯物主义就

隐含了一个很强的唯心主义特质。这意味着旧唯物主义并不把真理设想为一种

活动，而毋宁说是一种静观的行为。马克思相信有必要通过对于主体概念的不

同的使用来超越这种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维度。尽管这一概念曾是唯心主义传

统的产物，它却具有一个唯物主义的基础，因为它允许现实被设想为活动。这

将最终催生出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后者首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

提纲》B 的第八条提纲中被宣布，随后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展现为历史

唯物主义。

尽管如此，通过回到《神圣家族》中主要涉及唯物主义的小节，我们不

禁注意到，马克思在这些文字中，并不是要去攻击“旧唯物主义”，而相反旧

唯物主义在那个时候是被马克思高度赞赏的。然而，斯宾诺莎在马克思对真正

A  有两组文本证据可以确证马克思对斯宾诺莎在德国哲学中的地位的讨论非常熟悉。

首先——并且也是更为重要的——，马克思数次引用了莱辛关于斯宾诺莎在他的时

代的德国缺乏受到足够认识的话——“要知道现在人们谈起斯宾诺莎，总像谈论一

条死狗”（Jacobi, 1994, p. 193）。根据一封雅各比致门德尔松的信件，这一个句子

来自莱辛。这些出版于 1785 年的信件，激起的讨论引发了德国的“泛神论之争”。

黑格尔在他的《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的第二版序言中，凭记忆对这句话做了引用

（Hegel, 1991, p. 10）。我们在马克思的写作中所发现的引用更接近黑格尔的原话而

不是雅各比的。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也引用了马克思所引的同样的话，表

达了同样的意思，并且他指出了这一引用的来源是黑格尔的《哲学科学全书纲要》

（Engels, 1987, p. 482）。对这句话的引用在马克思的作品中可见：Marx, 1987, p. 398 ；

Marx, 1988, p. 528 ；Marx, 1996b, p. 18。第二组证据：在 1857 年，马克思引用了斯宾

诺莎的标语“一切规定都是否定”（determinatio est negatio）（Marx, 1986, p. 28）。他

在《资本论》中也重复了这一引用（Marx, 1996a, p. 592）。正如我们所知，这句出

自斯宾诺莎的《第 50 封书信》中（“既然形状无非只是限定，而限定就是否定［et 
determinatio negatio est］”）的话，曾被黑格尔非常仔细地检查过，并且给出了非常独

特的解释——见注释 28。马克思以和黑格尔一样的翻转方式重复了这句话。似乎可

以合理地推测，马克思是从黑格尔那里而不是斯宾诺莎本身那里借来了这句话。此

外，在他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用关于“无宇宙论”的论点来反

驳黑格尔本人，因为根据马克思的阅读，黑格尔贬低了对象的本体论地位的价值，

并且把它们还原为“虚无”（Marx, 1975h, pp. 334-338）。因而，有明显的证据可以显

示，马克思经由黑格尔的中介对德国有关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之争”非常熟悉。

B  Marx, 1975i, p.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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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国唯物主义的谱系的解释中被清除了， 这一真正的法国唯物主义，正如马

克思所论证的，可以被追溯到两个源头，且没有一个源头涉及斯宾诺莎。 A

马克思对于斯宾诺莎的攻击在更深层次的原因上是颇有意思的。尽管

其文本显然是受到费尔巴哈的启发，马克思却更偏好追随查尔斯·雷诺维叶

（Charles Renouvier）来对唯物主义传统进行解释 B。因此，他没有转写任何费

尔巴哈的论点以支持这位西班牙系犹太哲学家。事实上，斯宾诺莎本可以在马

克思发展他自己版本的唯物主义之过程中扮演一个关键角色，这种唯物主义

“并不把观念认作壁上死板的图片，并且认为观念之为观念本身即包含肯定与

否定”C（《伦理学》第二章，命题 49 附释）。另一方面，马克思因为费尔巴哈

归之于斯宾诺莎的特质而赞赏英国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在《未来哲学原理》

的第 15 段，费尔巴哈声称，对于斯宾诺莎来说，“上帝自身就是唯物论者”，

并且他也把斯宾诺莎描述为“现代的自由思想者和唯物主义者的摩西”。 D 关

于这一问题，托赛尔注意到了至少存在三个论点，尽管马克思把它们归之于英

国唯物主义，但它们可以被归于费尔巴哈笔下的斯宾诺莎，正如在《关于哲学

改造的临时纲要》（1842）和《未来哲学原理》中所阐释的：

论点一：物质是自因的，是不需要任何外在原则而可以自我解释的源初现

实。正如马克思通过提及霍布斯所解释的，“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E

论点二：人类的秩序是内在于自然的，并且不能够被设想为“王国中的王

A  见 Engels and Marx, 1975a, p. 1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0 页。在《自然辩证法》的导论部分，尽管以一种含糊的方式，恩格斯

把斯宾诺莎放入法国唯物主义的谱系中（Engels, 1987, p. 323）。虽然有人可以争论说，

严格地来讲，斯宾诺莎并不是唯物主义者，但因为根据其本体论，独一实体让位于

无限多的自主的属性，其中我们只能够认识广延和思想，由此可以认为，唯物主义

不应该被还原为“思想”这一属性相对于“广延”这一属性的从属性。毋宁说，我

们不得不把唯物主义界定为一种关于原因的科学，这一科学最终拒斥目的论，并且

确认现实的彻底可理解性。或者，正如阿尔都塞所说的：唯物主义是“不自欺欺人”

（ne pas se raconter d’histoires）。这是我们可以把斯宾诺莎放置于唯物主义的传统中

的唯一方式。这也是我自己如何理解唯物主义的。

B  在 1842 年，雷诺维叶出版了他的《现代哲学史教程》，这本书正如奥利弗·布洛赫

（Olivier Bloch）所表明的（Bloch, 1997, pp. 384-441），在马克思《神圣家族》的分析

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C  我必须感谢这篇文章的一个评论者提醒我《伦理学》这段文字的切题性。

D  Feuerbach, 1986, pp. 23-4.
E  Engels and Marx, 1975a, p. 1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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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imperium in imperio）。这意味着，正如马克思再次提及霍布斯时所说：“人

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 A

论点三：自由不能够被解释为自由意志，或者一种让人能够做或者不做某

事的否定的能力，而是一种力量（potentia）。因此，作为在存在中保存的力量，

自由确认着自身的独特现实性。出于这一原因，“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

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

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

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B

六、结论

在目前的分析基础上，斯金纳所建议的方法论上的审慎并没有阻止我们

确证斯宾诺莎对马克思施加了一定的影响。正如我在这个研究中所展示的，马

克思对斯宾诺莎的特定阐释在他早期的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中扮演了相关的角

色。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作为一个重要工具，服务于马克思对于神权

国家的批判，以及他对于政治概念的自主性的辩护，而这也被马克思直接地

和言论自由联系起来。一方面，正如我在本文的第四小节中的临时论点二中

所勾勒的，根据斯宾诺莎的看法，表达自由并不危及以支持和促进自由为主

要目的的民主国家。另一方面，宗教和政治的结合则对两者的存在构成了巨

大的威胁，部分地因为两者来自于人类实存的不同领域。当两者互相结合起

来，它们就形成了一个神学—政治关联，而这一关联对社会的危害被马克思反

复地指出。 C

然而，这一历史文本学的联系有其限度，并且只在马克思的特定时期的

作品中才展现出来，即 1840 年至 1843 年之间。这确证了阿本苏在《反国家的

民主》（La démocratie contre l’État）一书中对马克思的政治思想的一些推测。在

A  Engels and Marx, 1975a, p. 1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64 页。

B  Engels and Marx, 1975a, p. 1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67 页。

C  见 Marx, 1975e, p. 38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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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中，阿本苏强调了斯宾诺莎对马克思早期作品的影响，并且把这一时段

定位到 1842 年至 1844 年。在 1844 年之后，马克思偏离了斯宾诺莎，同时

也偏离了那需要用到斯宾诺莎的一系列问题，即关于政治自主性的问题。在

1843 年 9 月，马克思对阿尔诺德·卢格说，现在的德国只有两个论题值得引

起注意：宗教和政治。 A 在这一时段之后，马克思并没有完全地抛弃他对于

政治的研究，但他的想法被彻底地重塑了。在这之前，他在政治的框架内 B

批判宗教（而不是相反）；现在，在物质生活的框架内批判政治则成为必要

的了。

马克思再没有以他在 1842 年至 1844 年间实行的方式重新对政治进行分

析。此外，他也没有再给出任何有关斯宾诺莎的新的评论，能够让我们对他对

于这位西班牙系犹太哲学家的态度有新的理解。除了涉及“泛神论之争”这一

论题中的斯宾诺莎的引用之外，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仅仅几次提

到了斯宾诺莎 C。《神圣家族》是一个过渡环节，也是马克思介入费尔巴哈领域

的顶点。它代表了通向《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个巨大的飞跃，而《德意志意

识形态》代表了马克思对于他自己的旧哲学的最后的清算。在此之后，斯宾诺

莎的名字再也没有得到马克思的任何进一步的探究。

然而，拒绝承认斯宾诺莎的名字和拒绝承认斯宾诺莎的观念，并不是同

一回事。在写于 1844 年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抛下了那些他曾归之于斯

宾诺莎的观念。但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托塞尔所勾勒的三条论点中看到的，

虽然马克思明确地拒绝承认斯宾诺莎，但可以清晰看到的是，马克思采取了

一个真正和斯宾诺莎的若干观念具有理论协同性的视角。马克思确实和斯宾

诺莎保持了距离，但与此同时，他也吸收了从费尔巴哈那里获得的斯宾诺莎

主义的洞见：（一）物质是自因的；（二）人类的秩序是内在于自然的；（三）

没有自由意志。从此观点来看，我以这样的想法总结此项研究，即尽管区分理

论上的和历史文本学上的亲缘性非常重要，但马克思和斯宾诺莎关系的历史文

本学解释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是如何从他高扬作为社会生

A  Marx, 1975g, p. 1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5 页。

B  见Marx, 1975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4页。

C  有几处对“无知不是一个理由”的引用，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过；马克思对这个句子的

引用，见 Marx，1996a，p. 311，Engels and Marx，1975b，p. 179。《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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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改革维度的政治的早期，推进到其后来所发展的，对于问题的更唯物主义的

解决。

作者单位：柏林自由大学 

译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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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没有主体的主体性”到“主体的重建”*

——当代西方“斯宾诺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发展逻辑

冯  波

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斯宾诺莎始终是一个若即若离但永不消散

的“幽灵”。自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德波林，其后法国

的阿尔都塞、德勒兹、瓜塔里、巴利巴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意大

利的奈格里、维尔诺（Paolo Virno），美国的哈特、蒙塔格（Warren Montag）等，

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不断地返回斯宾诺莎哲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

正如蒙塔格所说：“19 世纪 80 年代，20 世纪 20 年代、70 年代、80 年代里，

资本主义的每次经济和 / 或政治危机虽然都被判定为‘最后的’，结果却是资

本主义新一轮的稳定与扩张，而随即总会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引发危机，在马克

思主义的这些危机期内，那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又总是返回到斯宾诺

莎的哲学当中”。 A 斯宾诺莎主义以不同的面貌在不同时代大潮中的马克思主

义中出现，以解决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的不同的“理论危机”：如伯恩施坦的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斯宾诺莎复

兴’思潮研究”（编号：2018T110698）、“当代西方‘斯宾诺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政治哲学研究”（编号：2017M610434）的阶段性成果。

A  蒙塔格：“《斯宾诺莎与政治》英译本前言”，见巴利巴尔：《斯宾诺莎与政治》，赵文

译，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04—2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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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主义”、卢卡奇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以及阿尔都塞的“哲学与政治的断裂”

等。直到当下学界，“斯宾诺莎复兴”已经超出了马克思主义范围在整个西方

左翼学界“蔚然成风”，甚至达到了无人不谈、无人不爱斯宾诺莎的地步，正

如齐泽克所言，“从法兰西到美利坚，今天，学术界的潜规则之一就是人见人

爱的斯宾诺莎”。 A“斯宾诺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独特的轨

迹和逻辑，本文旨在描述、对比各发展阶段的历史和特征以将其发展逻辑勾勒

出来。

一、“回到斯宾诺莎”：斯宾诺莎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初遇

阿尔都塞选择取道斯宾诺莎来改造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解，这并非他任意

与偶然所为。在他之前，“斯宾诺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已经经历了一番兴

衰沉浮的历程。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代西方“斯宾诺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发

展逻辑，就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它的这段“前史”。

马克思早年曾经摘录过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在历史考证版《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MEGA2）1976 年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当代左翼学者的关注，吕

贝尔（Maximilien Rubel）、马泰隆（Alexandre Matheron）、杜波—温斯坦（Idit 

Dobbs-Weinstein）与内田弘等人纷纷根据该文献发表论文评估斯宾诺莎宗教批

判与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B 恩格斯曾经表示认同斯宾诺莎把思

维与广延视为同一实体的两个属性的做法，普列汉诺夫以此来证明斯宾诺莎哲

A  齐泽克：《无身体的器官：论德勒兹及其推论》，吴静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79 页。

B  参见 M. Rubel, “Notes on Marx’s Conception of Democracy”, in Bob Jessop and Brown 
Charlie Malcolm （ed.）, Marx’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Critical Assessment, 
vol. 3,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90. Gordon Hull, “Marx’s Anomalous Reading 
of Spinoza”, Interpretation: A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Fall 2000 （Volume 28, 
No.1）, pp.17-32.Idit Dobbs-Weinstein, “The Paradox of a Perfect Democracy: From 
Spinoza’s Theologico-Political Treatise to Marx’s Critique of Ideology”, in Hasana 
Sharp and Jason E. Smith （ed.）, Between Hegel and Spinoza: A Volume of Critical Essays,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2。内田弘：《马克思的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研究的

问题像》，《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13》，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冯波：《马克

思对斯宾诺莎的双重阅读——以马克思的〈神学政治论〉摘录为中心》，《哲学动

态》201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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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有助于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的形成。A 恩格斯与普列汉诺夫对唯物主义

的理解更是影响了列宁和整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安德森说，“在二十年代的

苏联，德波林和他的弟子追随普列汉诺夫，把斯宾诺莎看成是‘没有大胡子的

马克思’”。 B

普列汉诺夫援引斯宾诺莎哲学来论证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是为了反对

第二国际当时伯恩施坦与康拉德·施米特倡导马克思主义“回到康德”的口号，

“伯恩施坦先生是主张‘在一定程度内’回到康德的，而施泰恩先生却同我们

谈斯宾诺莎老人，建议我们回到这一高贵而有天才的犹太人思想家的哲学。这

是不同的，而且比伯恩施坦先生的号召合理得多。实在说来，研究一下马克

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和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之间有没有什么共同之点这个问

题，是重要而且有意思的”。 C  在 20 世纪初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艰难抉

择是“回到康德”还是“回到斯宾诺莎”来阐释马克思主义时，普列汉诺夫毅

然选择了后者。

与之相反，伯恩施坦则援引康德反对决定论的唯物主义，并以道德理想

来补充历史规律阙如，“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个康德，他总有一天要十分苛刻

地对传统的教义进行批判的审查和严厉的责备。他要指出，这一教义的表面上

的唯物主义在哪些地方是最高程度的因而也是最易引入歧路的空论，指出轻视

理想和把物质因素提高为无所不能的发展力量是自我欺骗”。 D 康德要为必然

性的理论理性划清界限，为自由意志和道德、信仰留下地盘。伯恩施坦则要为

必然性的历史理性划清界限，为工人运动奠定道德基础。但在普列汉诺夫看

来，伯恩施坦所作所为必然导致客观的历史规律与主体道德理想的二元论，这

无疑有损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科学性。

斯宾诺莎说，“思想的实体与广延的实体就是那唯一的同一实体，不过时

A  普列汉诺夫回忆 1889 年在巴黎与恩格斯的一段对话，“我问到：‘那末，依您的意思，

斯宾诺莎老人把思维与广延说成无非是同一实体的两个属性，该是对的了？’恩格斯

回答说：‘当然，斯宾诺莎老人是完全对的’”。普列汉诺夫以此坚信，“马克思和恩格

斯在他们的发展中的唯物主义时期从来没有抛弃过斯宾诺莎的观点”。《普列汉诺夫

哲学著作选集》第 2 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1 年版，第 404 页。

B  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文贯中、魏章玲译，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83 页。

C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 2 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1 年版，第 393 页。

D  《伯恩施坦言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6 年版，第 229—2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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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通过这个属性，时而通过那个属性去了解罢了”。 A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斯

宾诺莎在此否定了康德的主客二元论，否定了康德“自在之物不可知”的论断，

为思维和存在的唯物主义统一奠定了基础，“而且实在说来，现代唯物主义只

是或多或少地意识到自己的斯宾诺莎主义”。 B 在他看来，甚至马克思主义的

唯物主义也是斯宾诺莎主义的变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斯宾诺莎主义，也就

是最新的唯物主义”。 C 与普列汉诺夫不同，梅林认为不能混淆斯宾诺莎主义

与唯物主义。因为斯宾诺莎的思维与广延的平行论，即思维不能决定广延，广

延也不能决定思维，无论如何都是与物质第一性相违背的，斯宾诺莎的实体不

能等同于物质。但梅林认为，在康德与斯宾诺莎之间，斯宾诺莎无疑更接近于

唯物主义，“斯宾诺莎几个主要的基本观念——一切存在物的统一性、一切发

生的事物的有规律性、精神和自然的统一性——对于当代文化发展的影响之大

是不会使人作出过高而不当的估计的。在这方面，康德也不能望斯宾诺莎之项

背；作为一个人和一个思想家，康德比他低得多了”。 D 梅林也承认“回到斯

宾诺莎”对于抵制伯恩施坦等人的新康德主义来说是意义重大的。

普列汉诺夫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思想源泉的斯宾诺莎哲学与黑格

尔哲学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不以人的主观任性为转移的客观实在的强

调，“他（马克思——引者注）同黑格尔一样在人类历史中看到不依人的任性

为转移的合乎规律的过程”。 E 在他看来，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继

承，就体现在马克思对辩证法客观规律的尊重。梅林也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优

点就在于其客观性，“黑格尔在事实上成了德国资产阶级的烦恼和恐怖，但并

非由于他的弱点，而是由于他的优点，不是由于他的‘任意的历史结构’，而

是由于他的辩证方法”。 F 普列汉诺夫和梅林所理解的唯物主义的特征就是客

观必然性。

可见，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普列汉诺夫，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引进、

吸收斯宾诺莎哲学的一大特点，就是认为斯宾诺莎哲学与黑格尔哲学是一致

A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48 页。

B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 2 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1 年版，第 381 页。

C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 3 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144 页。

D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30 页。

E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 1 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9 年版，第 495 页。

F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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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们认同于黑格尔对斯宾诺莎哲学（特别是实体概念）的理解，继承了谢

林与黑格尔引入斯宾诺莎哲学解决康德二元论与“自在之物不可知”问题的理

路，普列汉诺夫甚至“联合”斯宾诺莎与黑格尔反对康德以及包括伯恩施坦在

内的新康德主义。

黑格尔说，“斯宾诺莎是近代哲学的重点：要么是斯宾诺莎主义，要么不

是哲学”，“一般地应当指出，必须把思维放在斯宾诺莎主义的观点上；这是一

切哲学研究的重要开端。要开始研究哲学，就必须首先作一个斯宾诺莎主义

者”。 A 因为斯宾诺莎克服了笛卡儿思维与广延的二元论，使一切特殊的、个

别的有限物都统一于同一个实体之中。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又何尝不是对康德现

象与本体的二元论的克服，使理念和自然都统一于绝对精神之中。但黑格尔认

为，对一切特殊物的单纯否定是不够的，斯宾诺莎的实体缺乏主体性和个体性

原则，“斯宾诺莎主义的实体是普遍的实体，因而是抽象的规定；我们可以说，

这是精神的基础，但并不是绝对地常存在底下的根据，而是抽象的统一，这种

统一就是在自身之内的精神。如果老是停留在这种实体那里，那就达不到任何

发展、任何精神性、能动性了”。 B 斯宾诺莎的实体不能展开自身、异化自身

并最终回归自身，因此一切与实体有异的特殊物都要通过抹杀自身而统一、消

融于实体之中。与之相对，黑格尔提出“实体即主体”的命题，“一切的关键

在于，不仅把真相理解和表述为一个实体，而且同样也理解和表述为一个主

体”。 C 作为绝对者的实体自我异化为特殊物，又通过自我复归使特殊物上升

到绝对；实体就是一个自我设定、自我转化的运动本身。

马克思说，“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要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

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要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充满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

第一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装了的、同人分离的自然。第二个要素是形而上学

地改装的、同自然分离的精神。第三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装的以上两个要素

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 D 马克思把斯宾诺莎的实体理解为缺乏

A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4 卷，贺麟、王太庆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104、105 页。

B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4 卷，贺麟、王太庆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106 页。

C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1 页。

D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41—3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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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精神性的自然，只有必然性与客观性规律的自然；而马克思把自然理

解为历史化了的、人化了的自然，正如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所说的那样，

“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

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

的结果”。 A 马克思批判了非历史的、脱离人的实践来考察自然的方法，这种

批判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斯宾诺莎。与马克思批判斯宾诺莎抽象的、思辨的自

然观相对，恩格斯却对斯宾诺莎从客观必然性维度看待自然的做法非常赞赏，

并认为斯宾诺莎主义是法国唯物主义的先驱，“从斯宾诺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

唯物主义——坚持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 B 而马克思却认为斯宾诺莎主义

与法国唯物主义之间是相互对立的，“法国唯物主义同 17 世纪的形而上学的

对立，即同笛卡儿、斯宾诺莎、马勒布朗士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对立”。C

法国唯物主义强调人的感性，而斯宾诺莎形而上学改装了的自然却只有“敌

视人”的客观必然规律。因此洪汉鼎先生解释说，“根据马克思当时的观点，

唯物主义无论如何都不被视为斯宾诺莎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D 从马克思与恩

格斯对待斯宾诺莎自然观的不同态度，或许可以辨析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

差异。

但在马克思那里，自然决不是黑格尔所理解的、从事于自我展开和自我

发展的神秘主体，人的实践才是自然的历史化的动力。因此尤维尔（Yirmiyahu 

Yovel）说，“马克思的自然主义具有明显的历史化色彩：这是黑格尔的遗产，

但却是抛弃黑格尔精神概念、对斯宾诺莎的回归”。 E 马克思对斯宾诺莎实体

的理解没有超出黑格尔对斯宾诺莎实体概念的阐释，普列汉诺夫和梅林等人对

斯宾诺莎主义的理解也同样如此。马克思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

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

A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28 页。

B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13 页。

C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34 页。

D  Hong Han-Ding, Spinoza und die Deutsche Philosophie, Scientia Verlag Aalen, 1989, S.202.
邹诗鹏教授则认为，与费希特—鲍威尔因素相比，斯宾诺莎—施特劳斯因素离马克

思更近，见邹诗鹏：《马克思哲学中的斯宾诺莎因素》，《哲学研究》2017 年第 1 期。

实际上，在此处是读不出马克思哲学中的斯宾诺莎因素的。另冯波：《马克思与斯宾

诺莎：宗教批判与现代伦理的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9—56 页。

E  Yirmiyahu Yovel, Spinoza and Other Heretics: The Adventures of Immanence, Princeton Uni-
versity Press, 1989, 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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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

核”。 A 普列汉诺夫和梅林把马克思这段话解读为把黑格尔绝对精神中的费希

特要素清除掉，只保留斯宾诺莎的实体要素，即强调历史规律的客观必然性，

这种做法客观上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物质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的误解，

掩盖了实践在马克思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弱化了革命主体的实践性和能动性。

尽管普列汉诺夫等人“回到斯宾诺莎”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

但由于他们把斯宾诺莎主义理解为缺乏主体性的“无情的决定论”，所以斯宾

诺莎主义遭到了卢卡奇以来、强调革命主体性和行动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拒

斥。与普列汉诺夫“回到斯宾诺莎”相对，卢卡奇则“回到黑格尔”来理解历

史唯物主义。卢卡奇对黑格尔的理解与普列汉诺夫不同，他强调的不再是客观

必然的历史规律，而是既是主体又是实体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无产阶级

的自我认识同时也就是对社会本质的客观认识。追求无产阶级的阶级目标也就

是意味着自觉地实现社会的、客观的发展目标，这些目标如果没有它的自觉参

与只能仍旧是抽象的可能性、客观的限制”。 B 无产阶级是历史的“主体—客

体”，因为它通过自觉的行动创造客观的社会历史。在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

与黑格尔的而非斯宾诺莎的实体更为接近，“在斯宾诺莎那儿，每一个主观性，

每一个特别的内容，每一个运动都在这种实体的僵硬的纯洁和统一面前消失殆

尽”。 C 卢卡奇认为斯宾诺莎的实体概念缺乏主体性和能动性，这种理解正是

继承了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梅林等人对斯宾诺莎实体概念

的理解。同时，对人的实践和行动的强调，也正是马克思自认为他的思想与斯

宾诺莎哲学的相异之处。

与缺乏主体性和实践，不关心人的生存状态的“斯宾诺莎主义—唯物主

义”相比，卢卡奇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更加强调

主体的实践。这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随着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发表而变得风起云涌、愈演愈烈：马尔库塞、

弗洛姆、萨特、加缪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层出不穷、络绎不绝。这一切

A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2 页。

B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232 页。

C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2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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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与“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斯宾诺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

衰落同时进行的，毕竟如果没有“战后”科耶夫与伊波利特在法国对黑格尔哲

学特别是《精神现象学》的译介，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诞生的，也

是不可能充分理解的。

二、“没有主体的主体性”：当代西方“斯宾诺莎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的开始

黑格尔主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与斯宾诺莎主义—唯物主义

的马克思主义的衰落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有所转变。阿尔都塞开始取道

斯宾诺莎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被佩里·安德森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次重

要的“形式转移”，“在阿尔都塞和他的学派的著作里，出现了一种对马克思

的同样激烈、却又构成鲜明对照的重新组合。著作的语言虽没有那么清晰，

但实质上却席卷一切地把所有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重新吸收进马克思主

义。这一次，马克思的祖先被定为斯宾诺莎”。A 自阿尔都塞开始，当代西方

左翼“斯宾诺莎复兴”的思潮开始了，但与上一期的“斯马”有着截然不同的

特征。

阿尔都塞等人的与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斯宾诺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最

明显的不同，就是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思想资源的态度是截然不同

的。如果说普列汉诺夫主张“回到斯宾诺莎”是为了联合斯宾诺莎与黑格尔共

同反对康德与新康德主义，那么阿尔都塞“取道斯宾诺莎”是为了清除马克思

主义中的黑格尔因素，为了反对卢卡奇以来的黑格尔主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

主义。正如霍兰德所言，以阿尔都塞、德勒兹、马舍雷与奈格里等人为中心发

起的这场“斯宾诺莎复兴”的思潮，正是“斯宾诺莎式的马克思主义代替黑格

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 B

在阿尔都塞看来，黑格尔主义—人道主义的主体概念是一种意识形态，

“所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这种功能定义了意识形态本身）就在于把具体的个人‘构

A  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文贯中、魏章玲译，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83 页。

B  尤金·W. 霍兰德：《斯宾诺莎与马克思》，梁冰洋译，《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

15 辑，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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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主体”。 A 主体是被权力（大主体）传唤出来的结果，一个人要成为主

体就意味着要承担他本不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因此主体（subject）这个概

念本身就是含混的，“（1）一种自由的主体性，主动性的中心，自身行为的主

人和责任人；（2）一个臣服的人，他服从于一个更高的权威，因而除了可以自

由接受这种服从的地位之外，被剥夺了一切自由”。 B 例如，一个一无所有的

人在法律上是一个有财产权的主体，尽管他一无所有但他又必须维护财产权，

因为他是财产权的主体（承担者、载体）。因此卢卡奇、马尔库塞与萨特等人

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宣扬主体的实践与行动，但却陷入了资

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中，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是含混的，充满着意识形

态的“杂拌儿”。

在阿尔都塞看来，斯宾诺莎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就是批判主体观念，“通

过它彻底的批判关于虚构的幻想的这一中心范畴，即大的主体，它直捣从十四

世纪以来就已经建立在关于大主体的法的意识形态基础上这一资产阶级哲学要

害”。 C 斯宾诺莎彻底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人不是自由的主体，“意志不能说

是自由因，只能说是必然的”。 D 人没有自由意志，他的行为受一系列必然的

原因决定。人感觉自己是自由的，因为他对行为的必然原因是无知的。

阿尔都塞说，斯宾诺莎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在

《伦理学》第一卷的附录里和在《神学政治论文集》里，我们找得到实际上无

疑是曾经为人所想出来的有关意识形态的最早的一种理论”。 E 马克思关于科

学与意识形态的断裂的立场，就源于斯宾诺莎关于第一种知识与第二种知识

之间的断裂，“如果人们想在这个问题上找到马克思的哲学祖先，那么应该找

的是斯宾诺莎，而不是黑格尔。斯宾诺莎在第一类知识和第二类知识之间建立

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的直接含义恰恰是彻底的不连续”。F 在斯宾诺莎那里，

第一种知识是一种经验知识，是感官从经验中得来的观念，或者由想象得来的

A  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366—367 页。

B  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377 页。

C  阿图塞：《自我批评论文集》，杜章智、沈起予译，远流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54 页。

D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29 页。

E  阿图塞：《自我批评论文集》，杜章智、沈起予译，远流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53 页。

F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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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第二种知识是一种理性知识，即“从对于事物的特质具有共同概念和正

确观念而得来的观念”。 A 理性知识并不来源于经验知识，经验知识之中充满

了人主观的期许、愿望和利益，“斯宾诺莎所谓的第一等级的知识——用我的

话说，也就是赋予它以意识形态的地位”。 B 意识形态就是对生活世界充满了

颠倒幻想的观念，主体概念是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因为主体概念正是建立在

一种外在于人的认识过程的期许、愿望和利益基础上的观念。

尽管阿尔都塞试图“取道斯宾诺莎兜一个圈子”清除马克思主义理论内

部的黑格尔主义—人道主义意识形态，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但却一

定程度上产生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断裂问题。阿尔都塞自己也承认，取道斯宾

诺莎的代价就是忽视阶级斗争并割裂科学与意识形态联系的理论主义，“一名

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能取道斯宾诺莎兜一个圈子而不支付代价”。 C 斯宾诺莎

只是在知识论上区分了第一种知识与第二种知识，但意识形态不单是认识论上

的经验知识，更重要的因素是历史实践中阶级斗争对意识形态的穿透、分割与

重组，“‘矛盾’的这种欠缺敲响了自己的丧钟：意识形态中的阶级斗争这个问

题就消失了。由于有这种意识形态‘理论’所产生出来的缝隙，理论主义（科

学 / 意识形态）就溜出来了”。 D 理论主义割裂了科学与意识形态，同时也割

裂了哲学与政治、理论与实践。

阿尔都塞说，“作为表象体系的意识形态之所以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在意

识形态中，实践的和社会的职能压倒理论的职能（或认识的职能）”。 E 如果说

意识形态是为了引起实践，那么消除了意识形态的、作为纯粹科学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该如何引起革命实践？正如雷蒙·阿隆所言，“我们不能在《读〈资本论〉》

和《保卫马克思》中找到关于阶级或政党的一种理论。政治实践的概念要求一

种政党的理论，却没有阐明它”。 F 如果主体是意识形态幻想，那么没有主体

的革命实践是如何可能的？

A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79 页。

B  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209 页。

C  阿图塞：《自我批评论文集》，杜章智、沈起予译，远流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59 页。

D  阿图塞：《自我批评论文集》，杜章智、沈起予译，远流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59—
160 页。

E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228 页。

F  雷蒙·阿隆：《想象的马克思主义》，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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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否定主体并不意味着否定革命实践的可能性。或者说，恰恰是

阿尔都塞理论上的无主体，才为实践中的主体性革命提供了可靠的武器。巴迪

欧说，“其令人敬仰但无名的努力（思考没有主体的主体性），足以让我们为路

易·阿尔都塞献上我们最庄严的敬意。因为正是他提供了走向这些难题的路

径，他试图在所有的政治哲学之外，在政治条件下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新的哲学

效果”。A 阿尔都塞尽管消解了主体，但消解主体的目的是主体性的革命实践。

阿尔都塞说，“如果告诉工人说‘是人创造了历史’，你不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

家就能看的，这迟早会使他们误入歧途或解除武装……人道主义路线使工人远

离阶级斗争，阻碍他们利用他们拥有的唯一力量：他们组成阶级以及他们用以

进行其阶级斗争的阶级组织（工会、政党）的力量”。 B 阿尔都塞借助于斯宾

诺莎消解主体—意识形态是为了使无产阶级更加清楚地理解自身所处的社会结

构和社会地位，而不再沉湎于主观任性的期许、愿望和利益中，不再受更高权

威（大主体）的传唤和支配。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懂得如何借助于现实的

社会条件发动革命实践，并且取得真正的成功。而如果无产阶级沉沦于主体的

意识形态神话中，那么他们将失去革命科学这一武器，最终必将认同于资产阶

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斯宾诺莎说，“人的自然力量，亦即自然权利，不应该由理性、而应该由

人们借以决定行动和努力保全自己的诸冲动来予以规定”。 C 个人力量大小决

定了他的权利多少，而每个人都内在地具有自然力量，因此社会状态的形成正

是力量对决后达到的暂时均衡，“如果两个人通力合作，那么，他们合在一起

产生更大的力量，从而比任何一个单独的人对自然事物有更多的权利；以这种

方式联合起来的人愈多，他们共同拥有的权利也就愈多”。 D 现实的社会结构

是多元决定的，充满着矛盾的不平衡性，这是阿尔都塞从斯宾诺莎哲学中得出

的“结构因果性”，用以对抗黑格尔的“表现因果性”对社会结构的解读。在

黑格尔主义的解读下，社会结构中的各要素之间是均衡的、和谐的关系，政

治、法、艺术等要素都是对经济（本质）的表现（显相）。矛盾的均衡性与和

谐性没有为无产阶级革命留有余地，只有和解没有革命。但“多元决定论”与

A  巴迪欧：《元政治学概述》，蓝江译，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58 页。

B  阿图塞：《自我批评论文集》，杜章智、沈起予译，（台湾）远流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C  《斯宾诺莎文集》第 2 卷，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231 页。

D  《斯宾诺莎文集》第 2 卷，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2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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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因果性”所揭示的社会结构则是力量与力量相对抗的图景，“一切矛盾在

历史实践中都以多元决定的矛盾而出现；这种多元决定正是马克思的矛盾与黑

格尔的矛盾相比所具有的特殊性”。 A 正是在多元因素的矛盾不平衡，各种力

量相互冲突之中，无产阶级组织自身、增大力量，才有冲破现存社会秩序、打

破现有社会结构的可能性。

也正因此，巴利巴尔认为，斯宾诺莎的著作既是哲学的同时又是政治的；

在斯宾诺莎那里，哲学与政治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和断裂，“从一开始，他的形而

上学就是一种有关实践、有关行动的哲学；而他的政治学也是一种哲学，因为

它构造着人类本性行动并努力获得解放的经验领域”。 B 斯宾诺莎对力量的形而

上学研究，同时又是对人的交往模式的探讨，“斯宾诺莎的哲学——在最强意义

上所说的哲学——是一种交往哲学，或者更确切地讲，是有关种种交往模式的

哲学”。 C 因为力量的边界正是权力的边界，诸力量的冲突与平衡正是政治交往

的模式，“个体之间的契约关系（由此，他们才能以互惠方式在货物和服务方面

互通有无），并非某先在义务的结果，而是对意志新的、‘双重’的权利或力量

的建构”。D 社会契约或新的社会结构是力量冲突和均衡的结果，“任何情况下，

个体力量的融合过程都取决于由环境所导致的程度不一的社会体联合与大小不

同的主权权力之间的、力的不同关系”。E因此，斯宾诺莎力量的形而上学，研究

的其实是政治体再生产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之中引入斯宾诺莎主义并不会导致

哲学与政治的断裂，相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联系得更加紧密。巴利巴

尔对斯宾诺莎“政治形而上学”或“政治本体论”的解读，可以视为对他的老师

阿尔都塞的正名，回应各界对阿尔都塞斯宾诺莎主义的批评的一种理论努力。

安德森说，“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中几乎所有的创新思想和重点，除了

那些由当代各学科输入者外，事实上都是直接来自斯宾诺莎”。 F 实际上，阿

A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95 页。

B  巴利巴尔：《斯宾诺莎与政治》，赵文译，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70 页。

C  巴利巴尔：《斯宾诺莎与政治》，赵文译，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68 页。

D  巴利巴尔：《斯宾诺莎与政治》，赵文译，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98 页。

E  Etienne Balibar, “Jus-Pactum-Lex: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ubject in the Theologico-
Political Treatise”, in Warren Montag and Ted Stolze （eds.）, The New Spinoz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172.

F  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文贯中、魏章玲译，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83 页。



386

尔都塞大多数的关键概念和论断并非直接来源于斯宾诺莎，更多的是对斯宾诺

莎哲学的创造性化用，如把斯宾诺莎的第一种知识理解为意识形态，把斯宾诺

莎对自由意志的消解理解为“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把斯宾诺莎的力量冲突

论理解为“结构因果性”等。因此阿尔都塞是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而不是一

位斯宾诺莎哲学的研究者。而他对斯宾诺莎的借用，最终是为了反对黑格尔主

义的马克思主义。正如诺里斯（Christopher Norris）所言，“阿尔都塞的马克思

主义的全部规划可以归结为一个主题，即用斯宾诺莎来反对黑格尔，或者说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来对抗以主体为中心的阶级意识的辩证法、异化、‘表

现因果性’以及黑格尔的其他遗留物”。 A

与阿尔都塞、巴利巴尔相似，德勒兹（与瓜塔里）借用斯宾诺莎也以解

构主体为中心。

斯宾诺莎说，“一物竭力保持其存在的努力（conatus）不是别的，既是那

物的现实本质”。 B 人并不外在于自然，因此人也内在地具有这种力量，“欲望

是人的本质自身”。 C 人的自然力量无非是他的决定行动和努力保全自己的身

体力量，即欲望。人的自然权利也就是由身体的力量即“身体能做什么”来决

定。德勒兹说，“斯宾诺莎不断地对身体感到惊讶。他不是对拥有身体这一事

实感到惊讶，而是对身体能做什么感到惊讶。各种身体不是被它们的属或种、

它们的器官与功能所定义，而是被它们在激情中以及在行动中所能做的东西、

所能有的感受所定义”。 D 斯宾诺莎对身体力量的表现并没有借助于器官或功

能，而是把身体视为一个混沌的整体，一个充满了力量和生成的流。

斯宾诺莎是德勒兹尽管不是唯一的但仍是非常重要的参照点。德勒兹思

想中的重要概念，几乎都可以在斯宾诺莎著作中找到缘起。德勒兹说，“如果

我们是斯宾诺莎主义者，我们将不会在界定任何事物时凭借它的形式，或它的

器官与功能，也不会把它当作一个实体或主体”。 E 在他看来，斯宾诺莎主义

就是对形式的消解，对器官的拒绝，对主体的解构。形式就是对逃逸线（无意

A  Christopher Norris, Spinoza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Critical Theory, Basil Blackwell, 
1991, p.35.

B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105 页。

C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150 页。

D  德勒兹、帕尔奈：《对话》，董树宝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89 页。

E  德勒兹：《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冯炳坤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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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或身体力量）的编码（coding）或辖域化（territorializing），为身体力量的变

化设置固定的边界和秩序以确保其同一性，“每种形式都作为一种环境的代码，

因而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过渡就成为一种真正的代码转换”。 A 而对形

式的消解就意味着解码（decoding）或解域化（deterritorializing），意味着逃逸

线在平滑平面上的任意驰骋，即游牧，“游牧者之所以曾使我们那么感兴趣，

是因为他们是一种生成，而不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被排斥在历史之外，但是

他们化成一些意想不到的形式，重现在社会场的逃脱线里”。 B 斯宾诺莎主义

就意味着不断生成，就意味着同一性的消解，就意味着精神分裂。

器官就是对身体的编码和辖域化，是身体内部的边界和秩序，如果说斯

宾诺莎主义就是对器官的拒绝，那么斯宾诺莎主义主张的就是“无器官的身

体”，“与其说无器官的身体是与器官相对立，还不如说它是与器官所形成的组

织结构（就它构成了一个有机体而言）相对立。无器官的身体不是一具僵死的

肉体，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肉体，如此富有生命，如此充满躁动，它使得有机体

及其结构发生爆裂……无器官的充盈肉体是一个为多元体（multiplicité）所栖

居的肉体”。 C 无器官的身体意味着对身体力量的解辖域，即身体力量的无限

生成。

但欲望是既没有主体也没有对象的：欲望一旦意识到一个“我”的存在就

会被打断，欲望一旦有了对象，对象就会成为欲望的界限。德勒兹说，“远不

是假设一个主体，欲望只能在某个人会剥夺说‘我’的情况下才会被触及。远

不是趋向对象，欲望只有在某个人不再像把自己把握为主体一样来寻找对象或

把握对象的情况下才会被触及”。 D 作为权利的承担者，主体需要一种同一性

（identity）来不断确证自身，即只有当我是同一的而非分裂的，此时的我才需

要为彼时的我的行为负责。因此主体必然成为身体力量无限生成的限制。相

反，无器官的身体不是同一性的主体，而是精神分裂的欲望场域，“主体不复

存在，而只有一种无名力量之个体化的感受状态”。 E 同一性的主体，被欲望

A  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 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

社 2010 年版，第 481 页。

B  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刘汉全译，译林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6 页。

C  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 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

社 2010 年版，第 41 页。

D  德勒兹、帕尔奈：《对话》，董树宝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31 页。

E  德勒兹：《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冯炳坤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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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为一系列异质的、杂多的感受。

德勒兹著有《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一书，但问题是，没有主体的斯宾

诺莎哲学何以是一种实践哲学？与阿尔都塞相似，德勒兹对主体的解构并不

意味着德勒兹哲学中主体性的消解以及实践的缺失。德勒兹说，“我们的欲力

（conatus）总是与我们行动的力量同一。欲力的不同状态，亦即，欲力被这种

或那种情状所限定的状态，反映了我们行动力量的动力学差异”。 A 对身体力

量的研究就是对行动能力的考察。当身体能够摆脱器官的编码，当人们摆脱了

主体对他们的辖域化，行动的能力会随着身体力量的生成而产生。有了行动的

能力，革命实践才是可能的，“欲望本质上就是革命性的，因为它能够制造机

器，而通过嵌入到社会场域中，后者能够让事物发生突变并改变社会结构”。B

欲望生产的是与国家机器相对立的战争机器，国家机器不断地制造条纹、形式

和编码，而战争机器则要废除条纹、恢复平滑（解码与解域化），“以一种解域

化切割国家的线性地域和地域或解域”。 C 在德勒兹与瓜塔里看来，战争机器

是游牧民族生活习惯的产物，而欲望之逃逸对资本主义国家强加给欲望的界限

的冲击，犹如游牧民族不断跨越、冲击和摧毁国家设置的线性地域一样，都是

解辖域的力量。

主体概念何尝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强加给欲望的界限和编码？德勒兹与瓜

塔里说，“资本主义建立或重建了各种残留的和伪造的、想象的或象征性的辖

域，以此尽其所能地对已经在抽象量的意义上被界定的人们进行再编码与再改

造”。 D 资本主义也曾在摧毁专制国家过程中起过解码与解域化的作用，但它

最终对欲望进行了新的编码和辖域化，但这种新的专制是隐蔽的、不易察觉

的。主体对欲望的编码和辖域化，需要从斯宾诺莎对主体的解构过程中发现。

解构主体的过程，正是欲望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对抗的过程。也只有解构掉主体

这个套在欲望之上的编码或辖域，欲望的战争机器才有可能发动起摧毁国家机

器的革命行动。

A  德勒兹：《斯宾诺莎与表现问题》，龚重林译，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232—233 页。

B  德勒兹：《〈荒岛〉及其他文本》，董树宝、胡新宇、曹伟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47 页。

C  陈永国编译：《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费力克斯·瓜塔里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88 页。

D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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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没有主体的主体性”既是阿尔都塞的、巴利巴尔，也是德勒兹的

斯宾诺莎主义的特征。如果加以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二者的理论方向是不

同的：阿尔都塞从社会结构诸要素的不平衡性出发，论证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

可能性；德勒兹则相反，从人的身体内在欲望出发，寻求革命行动力的增强，

以消解社会结构对身体欲望的辖制和支配。但无论如何，他们与普列汉诺夫等

人对斯宾诺莎主义的理解已经有了相当大的不同，即他们不再把斯宾诺莎主义

理解为对客观规律的强调，因此斯宾诺莎主义的主体性向度得以展现出来。

但展现主体性并不意味着斯宾诺莎主义的唯心主义化，阿尔都塞说，“我

们取道斯宾诺莎兜一个圈子：找寻唯物主义的论据”。 A 但阿尔都塞对斯宾诺

莎唯物主义的理解已经与普列汉诺夫有了很大的差异。普列汉诺夫借用斯宾诺

莎主义来强调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规律的客观必然性，而阿尔都塞则

把斯宾诺莎视为“偶然唯物主义”（aleatory materialism）的重要人物以突出唯

物主义的偶然性和随机性。

在阿尔都塞看来，偶然唯物主义并不预设一种必然唯物主义，毋宁说强

调必然性的唯物主义也不过是唯心主义的一个变种而已。因为真正的唯物主义

必须承认认识之外的现实的存在，即总有一部分现实是认识无法抵达的，“唯

物主义倾向的哲学承认客观的外在现实的实存，后者独立于感知和认知该现实

的主体”。 B 也正是因为认识无法完全抵达现实，因此现实才是由不可预期的

偶然事件构成。唯心主义不是从认识之外的现实出发，而是从既定的观念（开

端、起源和目的）出发来理解现实，把认识无法抵达的现实用既定的观念来加

以解释，因此唯心主义是从一种既定观念（开端、起源）到另一种观念（目

的）演绎的必然序列。斯宾诺莎说，“真观念……与它的对象不相同；因为圆

形是一个东西，而圆形的观念又另外是一个东西。圆形的观念是没有周围和圆

心的，而圆形则有。同样，物体的观念也并不是物体本身”。 C 在斯宾诺莎看

来，观念与观念的对象是不同的，能指与所指、概念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消

除的空白、错位与断裂，因此阿尔都塞认为现实总是存在着不可预期的偶然事

件，德勒兹认为欲望总是要与权力的编码相抗争。斯宾诺莎在结构主义之前就

A  阿图塞：《自我批评论文集》，杜章智、沈起予译，远流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60 页。

B  Louis Althusser, 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 1978-87, edited by Ançois 
Matheron and Oliver Corpet, Verso, 2006, p.274.

C  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版，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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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发现了能指的漂浮性以及能指对所指的专制，“斯宾诺莎是一个名副其实

的、未定型的结构主义者，一个不借助于索绪尔方法论革命的红利就从事于阐

发现代‘语言学转向’核心观念的思想家”。 A 因此从斯宾诺莎与结构主义的

亲缘性看，尽管德里达与福柯极少言及斯宾诺莎，但诺里斯和马舍雷仍然认为

他们思想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联系。 B

三、主体的重建：当代西方“斯宾诺莎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新进展

卡萨里诺（Cesare Casarino）把自阿尔都塞到奈格里以降从斯宾诺莎

入手看待马克思的思潮称之为“斯宾诺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Spinozist 

Marxism），C 尽管他并不知道这一理路自普列汉诺夫就已存在。科尔德拉（A. 

Kiarina Kordela）把阿尔都塞、德勒兹、瓜塔里、奈格里与哈特等联合斯宾诺

莎与马克思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称之为“新斯宾诺莎主义”（Neo-Spinozism）。D

但实际上，奈格里与阿尔都塞两代人的斯宾诺莎主义之间已经产生了某种鸿沟

与断裂，这种断裂大体上源自 1968 年“五月风暴”。

总得说来，阿尔都塞、巴利巴尔与德勒兹引入斯宾诺莎主义是为了解构

黑格尔主义—人道主义的“主体”概念，而马舍雷、奈格里和维尔诺援引斯宾

诺莎主义则是为了建构新的革命主体理论。为什么阿尔都塞等人消解了主体之

后，奈格里等人还要重建主体？尽管阿尔都塞等人极力否认消解主体之后会出

现哲学与政治的断裂，并从诸力量争衡中开辟出主体能动性的实践来，但这种

主体性实践总是需要一个载体才能真正实现。也就是说，总是需要一个主体来

承载这种主体能动性。但是，斯宾诺莎主义的主体与黑格尔主义的主体之间究

竟有什么不同？

A  Christopher Norris, Spinoza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Critical Theory, Basil Blackwell, 
1991, p.35.

B  See Christopher Norris, Spinoza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Critical Theory, Basil Blackwell, 
1991, pp.66-81. Pierre Macherey, In a Materialist Way, edited by Warren Montag, Verso, 
1998, pp.132-134.

C  Cesare Casarino, “Marx before Spinoza: Notes toward an Investigation”, in Dimitris 
Vardoulakis ed., Spinoza Now,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1, p.180.

D  A. Kiarina Kordela,Surplus: Spinoza, Laca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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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主义的个体主体之间缺乏一种统一性，每个个体主体都是不可

归结为一、统合为一的多元体（multiplicity）、独异体（singularity）。这是奈格

里等人建构的新主体与以往的主体概念之间最大的区别。卢卡奇的主体是统一

性的，他们具有共同的“阶级意识”，采取统一的行动，作为同一个阶级而出

现，并由高度组织化了的政党统一领导。作为多元体、独异体集合的新主体，

就是斯宾诺莎的“诸众”（multitude）概念。斯宾诺莎说，“以和睦生活为目的

而建立的国家应指自由的诸众（multitudo libera）所创立的国家”。 A 奈格里等

人借用斯宾诺莎的诸众概念，并指认诸众是我们这个时代区别于卢卡奇等黑格

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体概念的新革命主体。

但在建构斯宾诺莎主义的主体理论前，在逻辑上仍有必要回应黑格尔（以

及黑格尔主义者）对斯宾诺莎的批判，即斯宾诺莎的实体缺乏主体性和能动性。

斯宾诺莎说，“自因（causa sui），我理解为这样的东西，它的本质即包含存在，

或者它的本性只能设想为存在着”。 B 马舍雷把斯宾诺莎的自因理解为实体通

过属性而进行的自我运动，“自因无非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体在构成

它的‘本质’的基础上产生自身，在这个基础上实体得以实存：这一运动引起

了生产实体的运动，实体是自身活动的产物，是自我决定的结果”。 C 因此，

斯宾诺莎的实体绝非黑格尔所言的“死的实体”。斯宾诺莎的实体是“能动的

自然”（natura naturans），“‘能动的自然’是指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

东西，或者指表示实体的永恒无限的本质的属性”。 D 因此在马舍雷看来，成

为主体就意味着要成为“能动的自然”的一部分，“在斯宾诺莎所有的作品中，

成为主体就意味着将自己定位为、确认为、辨识为自然的一部分，即从属于整

体的必然性（在这里，斯宾诺莎所说的必然性是与外在约束完全相反的）、从

属于自然本身，而我们作为主体的每项经验都是或多或少完整地表达（expres-

sion）了自然”。 E 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也就是使自己的存在与行动完全出于自

身本性的必然性，也就是自由，“凡是仅仅由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

A  《斯宾诺莎文集》第 2 卷，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264 页，译文有改动。

B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1 页。

C  Pierre Macherey, Hegel or Spinoza, translated by Susan M. Ruddick, University of Minne-
sota Press, 2011, p.91.

D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28 页。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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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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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仅仅由它自身决定的东西叫做自由（libera）”。 A 自由意味着自我决定、自

我行动，意味着自己是自己的原因，即自因。

马舍雷用斯宾诺莎的话来反驳黑格尔对斯宾诺莎的批评，这难免给人一

种印象，即齐泽克所说的“斯宾诺莎已经提前阅读了黑格尔并解答了他所有的

责难”。 B 但与其说“斯宾诺莎自己在客观上反驳了黑格尔”，C 不如说黑格尔

本来就已经误读了斯宾诺莎。马舍雷反驳了黑格尔对斯宾诺莎的误读，为斯宾

诺莎主义的主体理论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斯宾诺莎主义主体理论的建构还需应对一个问题，即斯宾诺莎对人的意

志自由的否定，实际上否定了建构主体理论的可能性。黑格尔说，“斯宾诺莎

的普遍实体违背了主体的自由的观念”。 D 如果世界是必然的、决定论的，不

可改变，那么主体的行动（改变世界）就是不可能的。斯宾诺莎的“自由”不

是意志自由，即选择与决定的自由，而是“理性判断的自由”， E 即对自身本

性的必然性的服从。而人自身本性与外部自然是一致的而非割裂的，“人不分

贤愚，都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驱使人们采取行动的一切动机必然来自自然力

量”。 F 因此行动也不能违背外部自然的必然性。因此斯宾诺莎的自由就只能

理解为对所有必然性的主动服从，人没有任何能力去改变任何必然性。可以

说，斯宾诺莎“理性判断的自由”与他对主体的意识形态批判是相一致的，却

与主体理论的建构相违背。

巴迪欧认为，对斯宾诺莎《伦理学》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模式，即“事件

模式”（evental model）与“公理模式”（axiomatic model），其几何学方法指示

了“公理模式”，而“无限”这个概念暗示了“事件模式”。 G 斯宾诺莎说，“神，

我理解为绝对无限的存在，亦即具有无限‘多’属性的实体，其中每一属性各

A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2 页。

B  齐泽克：《无身体的器官：论德勒兹及其推论》，吴静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80 页。

C  Pierre Macherey, Hegel or Spinoza, translated by Susan M. Ruddick, University of Minne-
sota Press, 2011, p.12.

D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4 卷，贺麟、王太庆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133 页。

E  冯波：《自由与物役——从斯宾诺莎到马克思的启示》，《哲学研究》2016 年第 11 期。

F  《斯宾诺莎文集》第 2 卷，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231—232 页。

G  Alain Badiou, Theoretical Writing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ay Brassier and Alber to To-
scano, Continuum, 2004, pp.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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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永恒无限的本质”。 A 巴迪欧说，“‘无限’在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

因为它的作用是确定了不确定性”。 B 无限意味着多元、异质与差异，意味着

不确定性，意味着概念与现实、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着剩余、空位和断裂，意

味着现实中总是有不可预期的事件的发生。可见，斯宾诺莎的“无限”概念暗

示了必然性序列被偶然性事件打断的可能性，而人的行动就在偶然事件中得到

彰显：世界不是必然性的、决定论的和不可改变的，改变世界必然序列的革命

行动（作为事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无论是阿尔都塞与巴利巴尔还是德勒兹与瓜塔里，他们的斯宾诺莎主义

所呈现的世界图景都是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对抗。但在斯宾诺莎那里存在两种不

同版本的力量，“神的力量（potentia）就是神的本质本身”，“一切在神的权力

（potestas）以内的东西必然存在”。 C 如何理解力量与权力的区分？奈格里说，

“权力是作为生产着的事物之性能（或可构想性）而被给定的；力量则呈现为

现实地生产它们的力（force）”。D 力量是事物内在的生产性的、建构性的能力，

“力量是存在的一般形象，对个体自身与世界的生产而言，它支撑着作为个体

存在动力的欲力（conatus）观念，力量自我表现为欲望并且建构性地投身于

历史的激情与关联的世界之中”。 E 力量就是个体的内在的欲望，而权力则是

对力量的抽象，是被生产的、被建构的抽象物，“只有力量通过建构自身，只

有大多数的力量通过使自身集体地建构起来，才能建起权力。在这个框架中，

权力并非视为一个实体，毋宁说是旨在集体建构的过程的产物，这个过程往往

由诸众的力量重启”。 F 力量由于是个体身体的欲望，因而是多元性的、独异

性的；权力则是一种政治统一，因而是统一性、单一性的。权力总是在努力规

定、整合与控制力量，把“不可化约为一”的力量统合为一个总体；而力量则

努力将一元的权力打碎，拒绝权力对力量的统合与化约，从而保持其多元性与

A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1—2 页。

B  Alain Badiou, Theoretical Writing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ay Brassier and Alber to To-
scano, Continuum, 2004, p.83.

C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34 页，译文有改动。

D  Antonio Negri, The Savage Anomaly: The Power of Spinoza’s Metaphysics and Politics, trans-
lated by Michael Hard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p.191.

E  Antonio Negri, Subversive Spinoza: （Un） Contemporary Variations, edited by Timothy S. 
Murph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2.

F  Antonio Negri, Subversive Spinoza: （Un） Contemporary Variations, edited by Timothy S. 
Murph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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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异性，“力量反对权力”。 A

在奈格里看来，斯宾诺莎的诸众就是力量的主体，“诸众概念首先是一个

身体的力量”，B“诸众不是‘环境的独特配置’，而是欲望（cupiditas），是不可

计数的独异体在永远敞开的建构过程与不断地建构共同性（the common）的努

力中的张力”。 C 诸众就是欲望的载体，但每一个人的欲望都是异质的，因此

诸众是异质性个体力量的集合，它并不预设也不要求个体之间的同质性、统一

性，“诸众不是什么有机体，不是一个一而是一个多元体（not a one but a mul-

tiplicity），而是存在的社会样态之集合”。D诸众拒绝整合，但努力创造共同性：

社会共识、共同行动、资源共享以及民主的共同体等。

奈格里认为，斯宾诺莎是身处现代性中的后现代哲人，“斯宾诺莎的思

考工具在现代早期看起来‘反常’，如今在现代性的边界上，在已经转向当代

的‘后现代’的边缘上，仍然是极端得‘另类’，确切地说是革命性”。 E 斯

宾诺莎是现代哲人中的“野蛮的异端”（the savage anomaly），现代哲人如霍布

斯、洛克、卢梭乃至黑格尔，他们的政治哲学无一例外地贬低诸众、宣扬人民

（people），并且强调国家权力在实现人的自由方面的重要作用。维尔诺说，“人

民是集体；用假定的无能和过度的不安隐匿起来的诸众是单独的个体”。 F 哈

特与奈格里说，“所谓人民，就需要意志和行为的统一。也就是说，多必须化

约为一，从而也就否定了诸众自身的本质”。G 人民是具有单一意志的统一体，

而诸众是一种不能聚合成一的复数。人民具有普遍理性，利益一致，个体通过

转让自身力量而形成权力；诸众中的个体都是独异性的，不可化约为一、形成

社会契约，因此拒绝力量和权利的转让，违抗国家。

A  Antonio Negri, The Savage Anomaly: The Power of Spinoza’s Metaphysics and Politics, trans-
lated by Michael Hard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p.191.

B  Antonio Negri, Subversive Spinoza: （Un） Contemporary Variations, edited by Timothy S. 
Murph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42.

C  Antonio Negri, Spinoza for our Time, translated by William McCuai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50.

D  Antonio Negri, Spinoza: Then and Now, Translated by Ed Emery, Polity Press, 2020, p.51.
E  Antonio Negri, Spinoza for our Time, translated by William McCuai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4.
F  维尔诺：《诸众的语法：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董必成译，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

第 28 页。

G  哈特、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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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的当代性在于，诸众是后工业时代的主体，“诸众可以作为在全

球背景下的多元性主体（multiple subject），但首先作为后工业阶段的主体，而

呈现自身并发挥作用”。A 后工业时代的特点就是，价值创造越来越依赖于“非

物质劳动”或“生命政治劳动”。随着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生产劳动越来越

依赖于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一般智力不仅仅是客观化在机器设备中的

科学技术，它在当代更包含知识、信息、语言、情感、交往、协作等。因此，

后工业时代的生产劳动，资本生产的不仅仅是物质产品，还生产着劳动者的知

识、语言、情感与交往，“今天，普遍智能首先体现着活生生的主体的交往、

抽象思考和自我反思”。 B 也就是说，资本不仅控制着物质产品，还控制着劳

动者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把这种新的统治形式（即非物质劳动——引者注）

称为‘生命政治劳动’会更恰当一些，也就是说，这种劳动不仅生产物质产品，

而且也生产各种关系，最终，生产社会生活”。 C“生命政治劳动”正是当代全

球化资本（即帝国）生命权力的手段，人的整个生活都浸淫在资本的控制之下。

如今，资本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任何吃穿住用行都在资

本的控制之下。

但另一方面，资本对知识、信息、语言、情感、交往和协作的生产，同

时也是共同性的生产，因为知识、信息与语言等都是高度社会化的商品，合

作、交流与协作更加增进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合作、交流和协作的建立是

生产过程本身，是完全掌握在参与劳动的主体的手中的”，“生产交流、情感关

系和知识——而不是生产汽车和打字机——可以直接增加我们共同所有并分享

的财富”。 D 因此“非物质劳动”或“生命政治劳动”既是资本控制社会生活

的统治形式，又是诸众主体性、共同性的生产过程，“参与劳动的具有主体性

的群众表现为融入在社会和生产合作之中的个体的集合体。这就是大众的诞

生”。 E 斯宾诺莎的诸众不是 17 世纪的政治主体，而是当今后工业时代“非物

质劳动”或“生命政治劳动”的主体。

A  Antonio Negri, Spinoza: Then and Now, Translated by Ed Emery, Polity Press, 2020, p.57.
B 维尔诺：《诸众的语法：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董必成译，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

第 82 页。

C  奈格里：《超越帝国》，李琨、陆汉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38 页。

D  奈格里：《超越帝国》，李琨、陆汉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43 页。

E  奈格里：《超越帝国》，李琨、陆汉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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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众生命力量对帝国生命权力的抵抗，就是从资本中抽身“出走”，重新

占有共同性，“诸众必须逃离家庭、企业和国家，但同时又要在他们所激发的

共同性承诺的基础上重新建造”。 A 诸众何以能够逃出资本的控制？在斯宾诺

莎看来，欲望是人（当然也是诸众）的本质，欲望就是人内在的、身体性的力

量，而力量总是倾向于解构权力（当然也包含资本的生命权力）。权力总是倾

向于对欲望或力量的规整，或用德勒兹的术语来说，就是辖域化；而欲望或力

量是游牧性的，总是要冲破权力为它们划定的界限，“诸众在这样的情况下才

显得是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在生产发展中被重置，并且自身呈现为独异性的

集合（而非群众），越来越被具有非物质（智力的、认知的、情感的、语言的

等等）和游牧特征的社会化生产活动聚集在一起的时候”。B诸众是欲望的主体，

因此奈格里以德勒兹关于欲望的革命性的论述来论证诸众的革命性。

诸众摆脱资本重新占有共同性，就是民主的建构过程。斯宾诺莎说，“在

所有政体中，民主政治是最自然，与个人自由最相合的政体。在民主政治中，

没人把他的天赋之权绝对地转付于人，以致对于事务他不再能表示意见。他只

是把天赋之权交付给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他是那个社会的一分子。这样，所有

的人仍然是平等的，与他们在自然状态之中无异”。 C 奈格里认为，斯宾诺莎

的民主政治的建构过程并非力量统合为权力的过程，因此个体在民主政治中仍

保持其原初本有的多元性和独异性，“社会与统治的关系并非在转让中，而是

在诸众力量的直接表达中确立”。 D 在斯宾诺莎的民主政治中，诸众并未丧失

其本质、转化为具有单一意志和行动的“人民”。因此诸众是民主的主体，“在

民主允许每一个体将他自己自由的价值引入社会的意义上，诸众是民主的基

础。每一个独异体都是一个基础”。 E 这样一种既强调共有、共享，同时又尊

重并提升每一个体的内在力量的诸众民主本身就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因此奈格

里认为，斯宾诺莎的诸众民主就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它们都是后工业时代的

出路，“斯宾诺莎的革新确实是一种共产主义的哲学，并且斯宾诺莎的本体论

A  哈特、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19 页。

B  Antonio Negri, Spinoza: Then and Now, Translated by Ed Emery, Polity Press, 2020, p.57.
C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219 页。

D  Antonio Negri, Spinoza: Then and Now, Translated by Ed Emery, Polity Press, 2020, p.53.
E  Antonio Negri, Subversive Spinoza: （Un） Contemporary Variations, edited by Timothy S. 

Murph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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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共产主义的谱系学。这就是为什么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引者注）

将继续被诅咒”。A 诸众民主 = 共产主义，这再一次体现了斯宾诺莎的当代性。

斯宾诺莎主义在当代新主体的建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启示作用，

这一点或可避免阿尔都塞取道斯宾诺莎所犯的“理论主义”错误。在奈格里看

来，取道斯宾诺莎可以避免哲学与政治的断裂，因为斯宾诺莎哲学在本质上就

是革命的，“斯宾诺莎真正的政治学就是其形而上学”。 B 斯宾诺莎对存在的力

量与权力的研究，既是本体论的，又是政治学的。因为诸众与民主这些政治学

概念是以力量的形而上学为基础的。

总之，从普列汉诺夫到阿尔都塞，再到奈格里，“斯宾诺莎主义的马克思

主义”经历了从对客观规律的强调到对主体的拒斥，再到对新主体的建构的巨

大转变；他们对唯物主义的理解也经历了由强调必然性到强调偶然性的转变；

他们对待黑格尔的态度也由原来的赞誉转变为了批判。

这些转变不仅来源于斯宾诺莎哲学体系本身的复杂性，他们迥异的观点

在他的著作中都能找到根据；也不仅仅由于他们对斯宾诺莎哲学理解的不同，

因为这种不同的理解源于他们所处的不同时代和不同时代所要面临的不同任

务。因此他们严格说来都并非斯宾诺莎哲学的研究者，而是出于他们所面临的

时代难题而对斯宾诺莎哲学体系中的某个（不同）片段加以引申、拓展和改造

的“斯宾诺莎主义者”。因此批判他们对斯宾诺莎哲学的任意解读，是没有意

义的；斯宾诺莎哲学的“本意”是什么，这个问题在这里是不必要提出的。 C

关键在于，在他们的时代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危机”，

促使他们一定要回到斯宾诺莎那里去理解马克思。如普列汉诺夫“回到斯宾诺

莎”是为了对抗伯恩施坦“回到康德”的“修正主义”，阿尔都塞“取道斯宾诺莎”

是为了清除卢卡奇以来黑格尔主义—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奈格里建构斯宾诺莎

A  Antonio Negri, Subversive Spinoza: （Un） Contemporary Variations, edited by Timothy S. 
Murph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00.

B  Antonio Negri, The Savage Anomaly: The Power of Spinoza’s Metaphysics and Politics, trans-
lated by Michael Hard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p.217.

C  如齐泽克批评奈格里、哈特忽视了斯宾诺莎诸众“无理性”的一面，见［斯］齐泽

克：《无身体的器官：论德勒兹及其推论》，吴静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82 页。如巴迪欧批评德勒兹、奈格里对斯宾诺莎“行动”概念的“尼采主义”理解，

即斯宾诺莎的行动是指充足观念，而非身体的力量，Alain Badiou, “What Is a Proof in 
Spinoza’s Ethics?”, Spinoza Now,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1,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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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主体理论何尝不是为了解决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的断裂问题！这就是德勒

兹“斯宾诺莎与我们”的提法，“且让我们试行从中间来领会和理解斯宾诺莎

吧”。 A 也就是说，把斯宾诺莎当作我们的当代人来理解，不是“照着斯宾诺

莎讲”，而是“接着斯宾诺莎讲”，目的是让斯宾诺莎在当代重新出场，以解决

当代问题，因此有意义的误读是在所难免的。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A  德勒兹：《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冯炳坤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1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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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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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与伦理生活：对哈贝马斯进路的 
黑格尔式重估

克里斯蒂安·施密特 /文  张志鹏 /译

一、引论

Die Sittlichkeit——伦理生活——似乎是一个相当老套的概念，它不太适

合现代社会，因为现代社会的人有多元的生活方式。“伦理生活”听起来像一

个柏拉图式的观点，即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里，每个人都被分配某个传统的

或规定的角色，对政治联合体的利益负有严格的义务。另一方面，现代自由似

乎得到一个权利和法治体系的保障，这一体系使每个人都有空间随心所欲地追

求自己的利益和目标。因此，权利与伦理生活似乎有着冲突的关系。我今天的

目标是挑战这一观点，表明个人权利和法治制度本身就意味着某种形式的伦理

生活。通过这一论证，我想质疑一个普遍的信念，即现代法律体系对实现不断

完善的平等或自由是开放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将从讨论哈贝马斯的商谈

伦理学理论入手。考虑到我最终将捍卫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进路，这

似乎是一个相当迂回的路线。然而，在对商谈伦理学的评论中，哈贝马斯试图

为自己的康德式转向辩护，以回应黑格尔式的反驳。正如读者可能已经知道

的，早期的哈贝马斯自己深受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因此，他的辩护的

特点就是对黑格尔的透彻理解。因此，对哈贝马斯计划的重估，有助于洞察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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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生活对所有社会进步理论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反对好的生活概念的普遍主义原则

商谈伦理学的核心是这样一个普遍主义的主张，即受某一特定规范实施

结果影响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能够根据其特定利益在非被迫的情况下同意这一

规范的有效性。普遍主义原则并不要求每个受到规范影响的人都实际上给出同

意，而是要求在没有任何胁迫的实际话语中，受影响的人能够同意规范。

哈贝马斯主要在与他称之为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的对比中看到商谈

伦理学的优势，前者根据一个固定的关于好的生活的概念来运作。他认为，商

谈伦理学不需要预设这样一个关于好的生活的固定的概念，因此可以适应历史

上不同的关于好的生活由什么构成的概念。事实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

以在实际商谈中被争论，对他来说这是商谈伦理学最大的优势。与革命伦理相

比，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的所有原则都可以一下子同时被争论，但也不存在

能事先被排除在商谈伦理学的批判性检验之外的原则。

三、商谈伦理学背后的康德式思想

哈贝马斯之所以和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展开论战，是因为对规范

的话语检验与康德的绝对命令有许多共同点，后者要求被采纳的道德准则可以

作为普遍规律被意求。在商谈伦理学里，道德主体对规范的内在检验被转移到

公共检验中，公共检验使所有相关视角的观点都能被听到。但是，这一区别并

没有那么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康德式的检验也包括吸收其他观点以产生有效的

结论，而话语检验并不要求实际的同意，而是满足于探索普遍地、非强迫地接

受有关规范的可能性。

四、面对黑格尔式反驳的辩护

因此，哈贝马斯走向商谈伦理学，就是回到康德。所以，黑格尔对康德

伦理学的批判是否也适用于商谈伦理学的问题，也就自然地出现了。哈贝马斯

讨论了黑格尔向康德提出的四种反驳：（一）绝对命令是形式主义的；（二）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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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式普遍主义是抽象的；（三）康德式伦理学缺乏动力，只能产生出“纯粹应然”

（mere ought）；最后（四）纯粹伦理态度（Gesinnung）可能引发恐怖主义后果。

哈贝马斯通过援引生活世界来反驳这些反对意见，生活世界提出了商谈

伦理学以及康德式绝对命令对之做出反应的那些问题。因此，普遍主义原则

不是被设计成从自身产生出道德规范，而是去检查那些已经在发挥作用（in 

power）或可能被颁布的规范。关于什么是好的生活的价值和观念来自生活世

界。商谈伦理学提供解决价值冲突导致的问题的程序，并允许批判性地处理具

有破坏性影响的规范。商谈伦理学不依赖其特有的关于好的生活的观点，而是

按照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阿多诺和本雅明）的传统，运用关于生活世界中的

伤害和违规行为的知识。这也是为什么哈贝马斯更喜欢康德的普遍主义，而不

是黑格尔给予伦理生活的优先权。他怀疑黑格尔对伦理（Sittlichkeit）的强调

没有给批判伦理生活的实际要素留下任何空间。商谈伦理学被设计成弥补黑格

尔哲学的这一缺陷，它通过给黑格尔哲学添加进一步的反思来弥补这一缺陷，

从而使人们能够在社会的规范性演变中分辨好的和坏的发展。 A

鉴于商谈伦理学采取这种先采纳黑格尔的观点，以将其纳入自身，再回

到普遍主义范式的策略性辩护，仍然存在两个问题。

首先，我们可以重申黑格尔的批判。在实际的冲突中，新添加的反思是

否仍然因为过于形式化而没有指导意义？第二，是什么使商谈伦理学的形式主

义免于沦为“纯粹应然”？为什么一个形式化的原则应该能推动社会的规范性

结构发生实际变化？

对第一项反驳——被重申的形式主义论证——哈贝马斯的回答指向人权。

他写道：“人权显然体现了可以普遍化的利益。因此，它们可以根据所有人可

能意求的东西获得道德基础。但是，没有人会争辩说，这些代表我们法律体系

的道德实质的权利与现代生活的伦理无关。”B

有趣的是，提到权利的法律体系，也是哈贝马斯对第二个问题——普遍

主义原则缺乏推动作用——的回应的核心。哈贝马斯承认，关于这一点仍然存

A  参见 Jürgen Habermas, “Discourse Ethics: Notes on a Program of Philosophical Justifica-
tion”, in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p. 
107。

B  Jürgen Habermas, “Morality and Ethical Life: Does Hegel’s Critique of Kant Apply to 
Discourse Ethics?”, in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p.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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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问题。他宣称：“任何普遍主义的道德都依赖于一种对其做出让步的生

活形式（form of life）。”A 换句话说，普遍主义道德需要一种生活形式，这种生

活形式使得遵循普遍主义原则看上去是合理的（plausible）。后来在《在事实

与规范之间》（Between Facts and Norms）一书中，这种适应性的生活形式与法

治下的现代程序民主密切相关。

五、现代性悖论

在我更详细地确定适应商谈伦理学和法治下的现代程序民主的生活形式

之前，我想更详细地思考一下哈贝马斯式的解决方案，即引入一种对普世主义

原则做出让步的生活形式的概念。在这个解决方案之下隐藏着一个悖论，这个

悖论是一般现代社会状况的特征。

现代性把社会看作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尽管这一定理需要满足种种条件。

我们可以把每天发生的对社会的生产称为“社会的再生产”；我们可以和黑格

尔一致，用“历史”一词在更着重的意义上命名生产，即新的社会结构的生产。

去试想一个不仅事实上是历史和再生产的产物，而且符合这些洞见的社会，这

就是现代性的悖论性挑战。这个挑战是悖论性的，是因为这样的社会一方面需

要有足够的稳定性，来确保其成员和社会结构的个体性和集体性再生产，同时

还要对其再生产结构的根本性改变保持开放。这项任务类似于在空旷的大海上

不仅重新建造和重新设计一艘船，而且要使船没有沉没的风险。

哈贝马斯要求一种能对道德考虑做出让步的生活形式，这些道德考虑能

挑战这种生活形式中看似给定的东西。这一要求重新阐释了现代性的悖论性任

务。让我引用他对悖论两端的说法，“在伦理生活领域中”，也就是说，只要生

活形式保持完整并能提供定向，“有关正义的问题就只在有关好的生活的问题

的范围内被提出，而后一种问题总是已经被回答了。”B在这里，社会的定向和

稳定，以及社会的重要功能，都是由伦理生活来保证的。但正如哈贝马斯所怀

疑的那样，对构成好的生活概念的价值进行批判性评价是不可能的。因此，情

况将随着商谈伦理学而发生改变：“在商谈参与者持续的道德化凝视下，这种

A  Ibid., p. 207.
B  Jürgen Habermas, “Discourse Ethics”, p.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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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性失去了被天真地接受这一品质，事实的规范性力量变弱了。熟悉的机构

则能够转变为许多体现着成问题的司法的实例。在这种注视下，传统规范已经

瓦解成那些可以根据原则得到辩护的规范和那些只是事实上运作着的规范。有

效性和社会接受之间的融合，作为生活世界的特征，已经瓦解了。”A

如果说，一方面伦理生活忽视带来社会变革的潜能，从而错过了对现代

性的实现，那么，另一方面，商谈伦理学似乎又彻底摧毁了生活世界或生活形

式，从而也错过了现代社会。因此，哈贝马斯在事实的弱化之外又假定：“问

题化永远不能如此彻底，以至于危及现存伦理实体的所有有价值的人或物。”B

显然，这使现代性悖论完整了。普遍主义道德原则将动摇相关生活形式的深刻

价值和信念。然而，这同一个生活形式应该保持其伦理实质。这两个要求想要

完全兼容，就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相关生活形式已经在下述意义上是现代

的，它把自身的彻底转变视作其伦理本质所固有的东西，并拥抱这种转变。

六、普遍主义原则 vs 作为历史变化定向的观念

关于一种适应生活方式的改变的解决办法，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这

个解决办法与其说是真正的解决办法，不如说只是替换了原始问题。因为，现

在的任务是确定一种既能保持稳定，又能拥抱变化的生活形式。其次，哈贝马

斯对问题的替换涉及对可能的解决方案的限制。生活形式要拥抱的变化必须通

过普遍主义原则的检验，即每一个受这些变化影响的人都能赞同它。一方面，

这种限制有助于解决问题。如果不是每一个任意的改变都被接受的话，那么发

展的逻辑就已经在使生活形式稳定了。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变化

在朝着哪个方向发展，以及这种变化在何种意义上可能导致社会结构的改善。

另一方面，对社会发展的其他限制也可以带来这种变化的稳定化。除了普遍主

义原则外，我们可能会想出一种日益实现的自由或平等，而这有助于我们区分

我们想要的和不想要的变化。

通过拒斥所有对好的生活预设某种明确理解的历史过程定向，哈贝马斯

支持了对普遍主义原则的具体限制。普遍主义原则的形式主义应该确保对有分

A  Ibid., p. 108.
B  Ibid., p.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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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的多种价值和生活形式有最大限度的开放性。正如哈贝马斯所认为的，这并

不排除我们可以追求更实质性的目标。但是，这些目标需要在社会上得到接

受，而实施普遍主义原则似乎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对哈贝马斯来说，这是

一项正义原则，其地位不同于对支配实际生活的价值的定向。他把这种不同理

解为对历史的目的论理解的反驳，这是一种特别反黑格尔式的做法。社会的历

史性发展并没有被视作普遍主义的持续实现，但普遍主义原则的运用使社会能

够追求所有目标，相互竞争的目的论历史建构把这些目标预设为它们的指导

思想。

七、作为“适应性生活形式”的法治

尽管哈贝马斯提出了作为判断历史变化的跨历史标准的普遍主义原则，

但商谈伦理学并非跨历史的实践。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商谈伦理学需要一种

对其做出让步的生活形式。和任何一种生活形式一样，商谈伦理学所需要的生

活形式在下列意义上是历史的，即它是人类行动的产物。现在，决定性的问题

是：什么样的生活形式可以适应普遍主义原则的形式主义？正如我之前所引述

的，哈贝马斯马上举出了人权的例子，人权体现了所有人都能意求的、对法律

体系来说在道德上具有实质意义的东西。除此之外，毫无疑问，哈贝马斯还认

为现代西方式的民主政体也是可以承担此功能的生活形式的例子。

哈贝马斯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中所描述的法律体系与协商民主

程序之间的紧密联系，也暗示法治下的协商民主实际上可能就是商谈伦理学所

需要的生活形式。但是，法律体系和协商民主机制构成的复合体是否已经算是

一种生活形式呢？“生活形式”一词没有公认的定义。但是我们知道，对哈贝

马斯来说，它由这样一些常规和实践构成，这些常规和实践提供了一般定向，

有助于找到针对道德问题的决策。我们尤其知道，对哈贝马斯来说，生活形式

意味着关于好的生活可能为何的观念。法律体系和协商民主的政治制度构成的

复合体是否符合这些标准？

（一）法定框架和生活形式：家庭

法律体系和协商民主政治制度构成的复合体，乍一看似乎是一个针对实

际生活形式的纯粹的形式框架。试想一个家庭，其实际生活有一个法律框架，

但构成家庭生活现实的日常活动远远超出了养育、教育等法定义务，而且远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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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义务更具体。仅仅通过阅读《公民法典》的规定，不可能推断出这些更丰

富、更复杂的相互支持和依赖的物质和情感关系。近几十年来实际家庭生活发

生的变化，以及同时发生的家庭模式的改变，进一步证明了这样一个假设，即

同一法定框架可以遵从各种不同的生活形式。

同样，毫无疑问，家庭的法律定义和与之相关的政治对特定的家庭规范

性模式来说是有力的激励因素，这些模式可能超出家庭法律的实际措辞。哈贝

马斯所引述的作为人权的法定规则具有道德实质。因此，新的家庭模式需要对

法律的调整，比如，以便使同性恋夫妇可以共同领养孩子，或在医疗紧急情况

下承担对彼此的责任。再比如，需要做出其他必要的调整，以便使两个以上的

成年人能结为夫妇。

（二）现代司法—政治复合体的实质影响

哈贝马斯认为，人权法律制度与政治制度相结合，旨在让所有公民的不

满、需求、担忧和疑虑都能被听到。它提供了把公民的意见和冲突注入公共决

策程序的机会。到目前为止，它是一个形式化的系统，旨在确保生活形式在社

会语境下的发展。但是，这一系统当然也有相当实质性的影响。

就像家庭的例子一样，哈贝马斯式的公众可以自由接纳任何武断的内容。

哈贝马斯甚至写道，一般公众有一种“无政府的结构”，因此他们“一方面，

比议会机构的制度化公共领域在面对社会权力不平等分配、结构性暴力和被系

统性扭曲的沟通的压制性和排斥性影响时更脆弱。另一方面”，他继续写道，

“公众有不受限制的沟通媒介这一优势。比起被程序性管制的公共领域，在这

里，新的问题情境可以更敏感地被感知，旨在获得自我理解的话语可以更广泛

和更有表现力地进行，对集体身份和需求的解释可以在有更少强迫的情况下被

表达。”A

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受管制的法定协商和决策程序起到了抵消公共

话语中存在的各种扭曲性影响的作用。这些程序并没有产生出理想的条件，在

这种理想条件下，每一个受决策影响的人的观点都能得到实际的听取和考虑；

但至少这些人的基本权利不能被决策本身所侵犯，这些人的政治权利保证了他

们间接影响协商和决策进程的可能性。

为此，哈贝马斯赞同下述中立论点：如果协商和决策程序具有良好的结

A  Jürgen Haberma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ambridge: MIT Press, 1996, p. 307.



407

构，那么它们就不会给予任何一种立场特权。它们是做出理性决定的工具，这

一决定在下述意义上是理性的，即每个人都能站在中立的立场上理解做出这一

决定的原因，这意味着所有人都能同意该决定。 A

总的来看，哈贝马斯是在说，受管制的程序允许公众把公开问题和社会

问题注入到决策过程中，这些过程确保某些社会群体不会享有不公平的优势，

这些群体积累了社会权力，因而能够系统地扭曲公共话语。

然而，类比家庭的例子，我们可以追问这些程序是否像哈贝马斯希望我

们相信的那样中立。他自己简要地讨论了这样一种反对意见，即关于何种论证

是理性论证的标准总是已经是有偏好的视角的结果，因此已经是被扭曲了的。

但他拒绝了这种可能性，方法是指出我们通过辩论达成不受胁迫的一致的做

法所具有的普遍性。“我们可以假定，这些影响辩论实践的操作性知识（know-

how）代表了一个汇合点，无论参与者的背景如何多样，他们至少可以在达成

理解的努力中直观地相遇。”B

换言之，受管制的法定程序对公共话语所施加的限制，在理想情况下只

是确保和促进辩论实践的规则。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调控其他实践的规则和规

范，但根据哈贝马斯的说法，关于如何决定这些更具体的规则和规范的规则具

有前面提到的特征。因此，宪法法院应该继续关注“那些沟通预设，这些预设

使更好的论证能在各种形式的协商和确保公平谈判条件的程序中发挥作用”C。

然而，考虑到法律体系的结构，对协商和决策过程的有效限制能如此聚

焦，似乎是相当不可信的。法律把社会冲突的解决办法纳入自身，并使之系统

化。就其如何与已解决冲突构成的现有体系相适应，新的法律被制定出来。对

于现代法律制定机构来说，除了为制定新的规则、法律和规范提供动机的来自

公众的问题和要求之外，考虑既有的法律事实也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德国宪

法第 15 条允许征用土地财产、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虽然该条文可以追溯到

A  Jürgen Habermas, „Wie ist Legitimität durch Legalität möglich?“, in: Kritische Justiz 20 
（1987） 1, pp.1–16。其中第 15 页：“法律本身所确立的道德，必须承认是纯粹程序性

的。它抛弃了所有特定的规范内容，将其升华为一套程序，用来充实可能的规范内

容。当为了立法和判例被制度化的程序确保形成判断和决策的过程是公正的，并且

用这种方式在法律和政治上创造出伦理程序理性时，在此程度上法律体系才是自主

的。”

B  Ibid., p. 311.
C  Ibid., p.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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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宪法，它也是宪法规范，但由于它与法律秩序的其他方面绝对地不相容，

因此在其存在的百年中从未被使用过。从这一宪法规范的不可操作性中我们可

以看出，尽管德国宪法明确地、故意地对哪一种经济制度应该在德国占主导保

持开放，但法律现实是如此有效，以至于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脱离资本主义生产

形式的出路。

因此，即使“无政府主义”的公众有一天得出结论，认为征用是符合公

共利益的，但司法要么完全排斥征用，要么将其限制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无

论如何，它既不能也不会允许对经济体系进行根本性的重组。然而，这种重组

的可能性，正是该条文最初被列入宪法的原因。它应该保证有一条不需要暴力

革命就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三）社会权力分配不均和沟通扭曲的解决方法

第 15 条的情况可能似乎有点奇怪，但它提供了一种洞见，指出哈贝马斯

式协商模式的问题所在。商谈伦理学的普世主义主张是确保每个受决定影响的

人都能在理性协商的基础上同意已做出的决定。这预设了受影响各方的利益、

需要和困难在协商过程中都得到呈现。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必要实际上发表关于

决定的意见，但是所有人的意见和担忧需要在决定性的协商过程中得到代表。

问题是如何满足这一苛刻的标准。政治人权，即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保障

了一个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下列事情是可能的，即表达关切和要求，并

通过游行、宣言、小册子，甚至非暴力不服从的行动，向立法和管理机构发出

紧急呼吁。

然而，正如哈贝马斯已经指出的，不受管制的公共领域是一个交织着不

平等权力关系的空间，这种权力关系不断地扭曲着公共沟通。民主决策的法规

应当减轻这种扭曲，但却不能通过对不同的需求和利益变得更敏感来做到这一

点。议会决策过程并不是一个与权力关系的一般效应相隔绝的沟通空间。此

外，它的规定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并非所有在开放沟通中合理的东西，都

能在受管制的商谈中被允许用作论据。它们减轻存在于公众中的影响的唯一办

法，就是保障和尊重政治权利。这可能会阻碍社会行动者完全压倒具有对立利

益的群体，但很难看出如何仅凭这些保障就能克服被哈贝马斯分析为公众特征

的扭曲。

在商谈伦理学的框架下，要忽视这种扭曲是不可能的。发现和补救受损

害的生活的案例，是商谈伦理学中的乌托邦式要素；而自己的需要和担忧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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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或不被适当地处理，导致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损

害。因此，商谈伦理学必须意味着变革法律，以对抗沟通在公共领域中受到的

持续扭曲。由于形式性是商谈伦理学的核心，因此这种法律变革旨在促进所有

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

商谈伦理学的支持者可以举例说明，这种策略确实对现实的生活形式的

改变产生了影响。促进同性恋者的权利，或裁定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和婚内强奸

是犯罪，这些都表明了普遍主义原则如何能有所成效。这两项法律变革都是基

于援引一般人权，并通过论证再也没有合理的理由支持将某些群体和实例排除

在外的做法，从而把这些人权的覆盖范围扩大到原先被排除在外的这些群体和

实例。

在妇女解放这一案例中，讨论家庭暴力的前提是，“迄今为止根据相当传

统的标准被指认为‘私人性’的忧虑”A 成为公共辩论的对象；现实的平等待

遇甚至和家庭实际生活形式的重大变化绑定在一起。因此，商谈伦理学的支持

者似乎可以很合理地追问：为什么类似的改变不该——一步一步地——纠正所

有由不平等引起的不公正行为呢？这个问题有很强的修辞力量。它使我们产生

这样一种想象：如果把社会和政治不平等当作刚才提到的那种不平等来处理，

就能减少并最终消除这些不平等。

（四）哈贝马斯式乌托邦主义的伦理维度

我想把这种幻想称为哈贝马斯式乌托邦主义。它和我之前描述的隐含的

哈贝马斯式保守主义相对立。隐含的哈贝马斯式保守主义以法律体系为基础，

因此建基于一种在历史进程中发展起来的生活方式，但其特点是不平等的权力

关系，而这种权力关系扭曲了理性的协商话语。但是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式乌

托邦主义是对这样一种生活的伦理愿景，这种生活完全实现了理性和平等，但

这种生活却尚未变成现实。哈贝马斯式保守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共同构成了结合

了社会稳定与激进变革的现代性悖论的两个方面。因此，哈贝马斯的理论似乎

提供了一个现代性悖论的解决方案，但实际上它只是再生产出了这个悖论。

也就是说，在哈贝马斯式保守主义和哈贝马斯式乌托邦主义之间，即使

没有矛盾，至少也存在着张力。前者并不预设关于好的生活的愿景，在这个意

义上它是严格道德的。在这种保守主义所坚持的法律体系中，好的生活的理念

A  Ibid., p. 312.



410

是相当隐含的，这种保护主义并不积极地宣传或辩护这一理念。哈贝马斯式乌

托邦主义也被说成是纯粹道德的。但这只是一种幻觉。为了实现平等，必须在

不相容的平等变体之间做出决定。法律面前的司法平等不等于社会平等，有时

两者甚至是完全对立的。正如分析公众中的扭曲所表明的那样，权力不平等的

公民之间的政治平等对其自身来说就是一种威胁。在所有这些张力和矛盾中，

要实现改善，所需要的就不仅仅是对平等的形式化说明。甚至妇女解放运动也

不是被关于平等的形式化观念，而是被解放了的生活的观念和愿景所推动的。

八、黑格尔的整体主义进路和好的生活的观念

但是，这种冗长的沉思对于重新评价黑格尔的伦理生活进路有什么好处

呢？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实现“自由”或“平等”等概念的理

论需要一个整体主义（holistic）的说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的主题就

是说明自由，它从对自由的日常使用开始，把自由视作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

（Willkürfreiheit）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种自由不是那种需要在不同生活领域

中加以实现的抽象原则，而是一种其自身需要进一步确定的东西，如果自由的

观念——即自由的实践和自由的概念之协调（concurrence）——要得以实现的

话。我不会把整本书都过一遍，只想给出一个大概的思路：黑格尔的起点是意

志获得其现实性的条件，即它能在其中表达自身的外部领域。接着，他提到需

要在众多自由人之间协调这些外部领域（抽象权利），需要主观上判断规则和

自己及他人行为的正确性（道德）。最后，他达到了伦理生活的领域，即把自

由的诸个体协调进一种共同的、合作的生活，这种生活是在自我给予和自我强

化的规则（self-given and self-imposed rules）下进行的。

因此，《法哲学原理》是对自由生活的真正含义的解释。它展示了充分实

现自由所必需的不同层次、要素和制度是如何相互依赖的。只有带着这种层次

的复杂度，声称如此这般的体系能实现自由才不会仅仅是一个断言，正如在与

哈贝马斯的说明的比较中我们能看到的那样。哈贝马斯假定的道德与伦理生活

的分离已经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伦理生活仍然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占据

着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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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对黑格尔式进路的辩护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哈贝马斯主张把道德与伦理生活分开，是基于以

下两个理由：对多元生活形式的尊重，这种尊重与对历史的目的论说明是不相

容的；以及一层额外的反思，这种反思使我们能对伦理价值进行批评。

在我的结束语中，我将反驳这两种反对意见，以捍卫黑格尔用来实现自

由的整体主义进路。让我从对黑格尔式目的论的批判开始。哈贝马斯在他所称

的新亚里士多德式伦理理论和黑格尔式目的论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是他

的反驳的基础。黑格尔的整体主义进路确实是对实现自由理念所需要的制度的

详细描述。因此，黑格尔式进路已经决定了好的生活的概念，哈贝马斯关于这

一点的分析是合理的。此外，《法哲学原理》里勾勒的自由之实现的权威版图

显然聚焦在一个而不是多个问题上，因此似乎没有为替代性的历史发展、新的

制度等留下余地。

然而，仔细观察，我们应该把《法哲学原理》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不同纳

入考虑。黑格尔描述了一种旨在实现自由的模式。如果我们不假定，随着他的

论证的展开，自由的整个概念从某人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转变为对国家伦理制度

的绝对服从，从而与我们对自由的一般理解完全相反，那么，黑格尔提出的制

度也需要解释现代性悖论。这些制度必须像自由主义范式和哈贝马斯式形式正

义模型那样，提供用来行使自由的空间。但是，它们也需要就其自身解释人的

自由。因此，我提议把《法哲学原理》视作一份建议，在该书的结尾处，伦理

生活的顶点也允许进一步发展和批判各种促成了自由的制度。正如在哈贝马斯

那里，所有人都必须能够以非强制性的方式给出同意，在黑格尔那里，所有人

都必须能够看到他们的利益和自由受到伦理制度的促进。这意味着，当实际的

制度不满足这一条件时，要立即开展法律活动。因此，我在这里所辩护的，并

不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提建议的细节——尽管这些细节本身是很值

得考虑的——而是这样一种进路，它认识到，自由的实现只有通过把自身变成

伦理建议才能处理伦理生活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哈贝马斯提出的第二个反驳也就立即瓦解了。黑格尔

的伦理主张并不缺乏允许对伦理生活进行反思的层面。在我的解读中，它被明

确地设计成使这种反思和来自它的变化能够发生。显然，黑格尔的反思——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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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疫苗接种或防止毁灭性赌博等议题——并没有把伦理生活形式所要解决的问

题还原为关于自由的单一观念。但是，实现自由，而不是平等、团结或其他任

何东西，是他的计划的核心，因为单靠自由就使我们能整体性地处理所有其他

问题。与我称之为哈贝马斯式保守主义的东西相反，这种对《法哲学原理》的

左翼黑格尔式解读意味着，即使是我们当前生活形式的法律基础，只要证明它

产生了“社会权力不平等分配、结构性暴力和被系统性扭曲的沟通的压制性和

排斥性影响”，并因此阻碍了自由的实现，它就不应该免于批判。

作者单位：德国莱比锡大学哲学系 

译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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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黑格尔、哈贝马斯：何为伦理生活？

——与克里斯蒂安·施密特的一次座谈

张志鹏 /译

克里斯蒂安·施密特（以下简称施密特）：这篇论文 A 的基本进路，是我

对程序主义感到好奇。关于程序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有这样一些决策程序，允

许所有人都参与协商过程，也允许他们影响协商结果，而这些程序规则足够抽

象，以至于允许出现任何一种政治或历史决策。我想知道的是，关于程序主义

的这个基本观点是否真的成立。

为了详细阐述这一点，我对伦理生活在哈贝马斯和黑格尔那里分别扮演

什么角色进行了比较，因为这问题上，两位思想家在观点上有争锋。此外，根

据我的解读，早期的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一种非常黑格尔式的解读，

因此他对黑格尔的思想是有精深的认识的。夸张点说，我们可以称哈贝马斯曾

是一名一个世纪甚至一个半世纪后的青年黑格尔派。

哈贝马斯后期回到了康德，我想做的就是找出这种回归是如何发生的，

动机是什么。仔细观察的话，我们会发现，他和黑格尔思想的论战早已有之。

这是因为，考虑到哈贝马斯的青年黑格尔派背景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式

解读，回到康德对他来说并不容易。当哈贝马斯回到康德式伦理学时，他问自

A  见克里斯蒂安·施密特：《权利与伦理生活：对哈贝马斯进路的黑格尔式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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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难道黑格尔不正是对形式主义道德提出了严厉批判，从而我不得不面对这

一批判吗？

哈贝马斯回归康德式伦理学，这是一种怎样的回归？对此的基本理解是，

他在商谈伦理学中引入了一条原则，这条原则非常接近康德的绝对命令。他向

商谈伦理学引入的思想，就是所谓的普遍主义原则，其意思是，如果我们决定

在社会中引进一条规范性标准，就必须确保，受这条规范性标准影响的所有

人，都至少在理论上能同意这条标准。必须注意的是，所谓所有人都应该能表

示同意，这是指理论上而言，哈贝马斯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实际上表示同

意。否则的话，就意味着要询问每一个人，而如果要询问每一个人，就必须确

保每个人都是在理性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同意。对做出任何决定而言，这个标准

都是过于苛刻了。

当我讨论这一点的时候，我问自己这是否从本质上偏离了康德的绝对命

令。我的结论是，两者间的差别其实没有那么大，这是因为，康德的绝对命令

也要求，如果要接受某条规范、采纳某条公理，那么这条规范或公理必须能被

所有人共享。实际上并不是询问每一个人：你是否同意？但是必须把其他所有

人的视角都纳入考量，以得出结论。

当哈贝马斯把这条原则置于商谈伦理学之中时，当然就会牵涉决议过程，

在此过程中，其他受影响的人们会表达他们的忧虑，提出其他建议，如此等

等。因此，在哈贝马斯那里有一个更实践的维度。但是最终，如果某人做出决

定，那么这个决定只受一样东西的影响：这个人必须自己站出来。这条原则是

否能经受住普遍主义检验？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且答案非常类似康德的观

点，即人们必须问自己：我采纳的这条公理，能否经受住康德式命令的检验？

很自然地，黑格尔会问自己该如何反驳康德。他提出了几种反驳。其中

一种是，康德的形式主义不够实质，关于伦理生活说的不够多，因此无法推动

我们，无法帮助我们找到应对那些我们不得不应对的困难的办法，而最初恰恰

是这些困难促使我们建立某种规范。

面对黑格尔式的反驳，哈贝马斯试图对康德的路径做出辩护，以证明他

自己的商谈伦理学。在辩护中，他求助于基本人权。有趣的是，他举了一个例

子：就我们所称的伦理生活而言，基本人权作为普遍规则和普遍规范是有实质

性内容的。就我们的实际生活方式而言，它们是有实质性内容的。它们没有那

么抽象，它们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我们的伦理生活。说他举例子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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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有趣，是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他举出的唯一例子。

从第二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有趣的。原因是，哈贝马斯认为，为了在社

会中实施普遍主义原则、商谈伦理学和抽象的程序主义，必须将其置于一种对

普遍主义原则做出让步的生活形式里。我们需要这样一种生活形式，它已经适

应了把所有人都纳入考量这种观点，它已经确信某种类似普遍主义原则的东西

是必要的。哈贝马斯很不情愿告诉我们，这种生活形式究竟是什么，当他谈论

这种对他的商谈伦理学做出让步的生活形式时，他心里想的到底是什么。一方

面，他很不情愿告诉我们这一点。另一方面，很明显他心里想的是西方式的，

包括法治在内的民主。当他谈论对商谈伦理学做出让步的生活形式时，他其实

给出了这一背景，对此我认为毋庸置疑。

关于我的论文，我想说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把哈贝马斯的观点放在

一种更广阔的视野中，后者和出现在现代性中的一个问题或悖论有关，而哈贝

马斯试图和这一悖论达成妥协。我想引入到讨论中的这个悖论是什么？这个悖

论就是，用一种黑格尔式的方式来看，现代性似乎承担着实现自由的任务，这

里的自由不只是所有人都必须追随或接受的关于自由的抽象观念，而是源于个

体的自由，和按照意愿行事的自由有关。

可以看到，“按照意愿行事”这个原初观点——所谓的 Willkürfreiheit，按

照你自己的意志行事——在黑格尔那里就已经变得很复杂了。这是因为，你必

须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和其他人共同生活。在这里就出现了现代性的悖论，因

为你必须把这种共同生活的方式制度化，并且这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尊重自

由。但是对自由的尊重本身就意味着，这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是审查和批判的

对象。这是推动哈贝马斯回到普遍主义原则的主要动机之一，因为根据他对黑

格尔的看法，黑格尔关于实现自由的伦理生活的观点在下面的意义上过于具

体，即这一观点规定了为了实现自由而必须采纳的制度。通过回到康德的思

想，就重新开启了对这种伦理生活模型、这些具体制度的批评。但是，这种开

启方式并不意味着可以做出任意改变。这些改变必须经受普遍主义原则的检

验。因此，哈贝马斯想要结合两者。

于是问题就成了：哈贝马斯事实上解决了现代性的悖论了吗？我认为，与

其说他解决了这个悖论，不如说他只是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重新产生了这个悖

论。这就把我带回到我最初的关切，即程序主义策略，或者说程序主义策略下

的程序，是否像它们被设定的那样中立。因为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在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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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提供的解决方案里，它们就没用了。

我认为，它们并没有像被设定的那样中立。我仍在思考，也还没有最终

接受这一点。但是，我的论文的主要观点就是，这一点把我们带回到法治，带

回到已经建立的法律系统。我回到了那种对商谈伦理学和普遍主义原则做出让

步的生活形式上。这种生活形式是具体的，也就是说，它是历史地发展起来

的。而这正是哈贝马斯从黑格尔那里得到的教益之一，即所有生活形式都是历

史地发展起来的。这种生活形式就是西方式的民主和决策程序，它们是稳定

的，已经被写入法律条文和法律系统。

但是，有一个法律系统是什么意思？一个法律系统意味着，如果想改变

规范，就必须符合法律系统。在某种意义上，这恰恰就是哈贝马斯想要的。由

于基本人权已经被编入法律系统，因此，要改变法律系统，这种改变还和基本

人权冲突，就是不太可能的——至少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我们可以参与

公共商谈中的辩论，但必须尊重每个人的基本人权。

另一方面，法律系统的这种保守功能超越了普遍主义原则。它强迫你必

须使每条新规范都和所有已经被接受的规范相容。在论文里我举了德国的例

子。在这个例子里，有一条制度性法律允许人们放弃私有财产。以某种没有明

确规定的方式，人们可以把私有财产，特别是生产资料，加以公共化。这是魏

玛时期宪法里的条款，也是当今宪法里的条款。它之所以成为魏玛宪法的条

款，是因为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阶级斗争，它是阶级妥协的结果。社会民

主党使宪法包含这一条款得以可能，这样就可以说，虽然我们现在不发动革

命，但是我们想要找到一条法律途径，不经暴力革命就走向社会主义。有趣的

是，在德国宪法中，有一种改变经济系统的激进方法。但是正如读者可能怀疑

甚至已经知道的，这项条款自从被写入宪法以来，从来就没有被实施过。联邦

德国宪法从魏玛宪法那里继承了这项条款，但却从来没有使用过它。现在，历

史上第一次，至少出现了一种讨论：如果部分地实施这项条款，那将意味着什

么呢？这一讨论持续了一年，很明显，如果想要在不求助于这项条款的前提下

制定法律，那就意味着必须尊重私有财产秩序，必须根据这项条款偿还被剥夺

财产的人。

根据哈贝马斯所暗示的这种法律主义，他想做出的改变没有像他希望的

那样走很远。但即便如此，通过举出其他例子，哈巴马斯的说明仍然是有说服

力的。最常被援引的例子之一，就是在西方世界中对同性恋者的无礼所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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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这种变化之所以发生，正是通过把基本人权纳入考虑，而这也就意味

着，这些人权此前并没有被很好地应用。

哈贝马斯主义者经常举这个例子，并认为，仅仅通过哈贝马斯式的论证，

我们就能改变社会的整个结构。我认为，哈贝马斯式框架里的这一面，这些鼓

舞人心的方面和经历，构成了某种哈贝马斯式的乌托邦主义。从而哈贝马斯主

义既有保守主义的方面，也有乌托邦主义的方面。两者一结合，就重新表达了

现代性的悖论，即对商谈原则做出让步的生活形式必须完成两个任务。首先在

基本层面，这种生活形式必须足够稳定，以便对社会进行再生产；但同时，它

必须让历史在另一层面——在乌托邦主义的层面——最终导向社会彻底的自我

规定。我的论文通过回到黑格尔而指出，也许带着上述问题，我们可以更好地

阅读黑格尔。

张庆熊：我总体上同意您的观点，但我还有几个问题。您认为哈贝马斯的

伦理学是保守的，因为他不想改变整个制度性系统。您还认为他是乌托邦主义

的，因为商谈伦理学很难处理伦理问题。但是，现代社会里存在着多元主义进

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用哈贝马斯的观点，通过讨论来解决多元主义冲

突，那么我们该怎么处理伦理问题呢？也就是说，如果存在着多元的、不同的

观点，那么我们该怎么确定，生活应当朝哪个方向进展呢？

现代社会有很重要的问题要处理，但我们必须找到某种共识。我们必须

讨论这个问题。您能否提出另一种方法，用来处理现代多元主义这个问题？您

说现代国家不是传统国家。在现代国家里，来自不同民族的人群汇集到同一个

国家，他们的思想彼此不同。另外，我们不得不生活在一起，我们在一个地球

村里。在这个地球村里，有着多元的观点。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您能提

出比哈贝马斯更好的想法吗？

施密特：这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就一直有的问题。读一下黑格尔在《历史

哲学》里对法国大革命的描述，就会看到，他接受了法国那种制度化的自由，

但同时认为，大革命没有导向一个实现自由的社会，而是导向一个不同派系互

相争斗的社会。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没有解决派系争斗问题。值得指出的

是，我们对自由的理解就是这么来的。但这种理解也要以某种方式向前推进。

在讨论德国和英国的例子时，黑格尔并没有把一切都归因于自由问题。

您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即哈贝马斯的立场是，我们不需要像黑格尔在

《法哲学原理》中所做的那样，从一种哲学观点出发，规定实现自由的制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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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哈贝马斯认为，我们或多或少可以求助于历史地发展起来的宪法，然后

看看在这些宪法里什么是理性的核心部分。随后，他会认为，我们要解决的就

是那些不适应于处理多元派系或者对立政治观点的原则。我认为，在某种意义

上，下述观点完全正确：一般化的西方式民主，以及哈贝马斯式的重构，都处

理多元主义问题。

但问题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我认为他处理这个问题的基础就是，某些

决定已经被做出了，这些决定不会被改变。布尔乔亚社会很乐意让每个人都能

按其所好追求自己的好处或利益，但必须有个前提，即私有财产是受到认可

的。哈贝马斯自己在谈论两项基本人权时，就把这两种人权视作对这种社会来

说受到认可的基础。因此，在处理马克思的过程中，他认为马克思的观点在

于，在这一视角下，某些类别的统治和排斥无法得到解决。但是，出于某种原

因，哈贝马斯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这些统治和排斥可能是被遮蔽的，要改变它

们可能也很难，但至少我们可以把它们表达出来，把它们变成公共问题。马克

思自己就是个例子，他把这种实现自由的障碍表达出来了。因此，在这种基础

上，可以出现对这个问题的公共讨论。所以，我认为，他在乌托邦主义的路上

走得更远。我提供的黑格尔式的图景也许可以替代哈贝马斯式的这一图景。

我必须说得更明确。黑格尔式进路令我信服的地方，与其说是黑格尔给

出的实际模型，不如说是他给出的一般进路，即必须对如何实现共同生活有某

种全局性观念。我认为，我们应该以某种可能与哈贝马斯有些相似的方式来讨

论制度布局或制度架构，我们就是根据这种布局或架构共同生活。但这种讨论

必须避免遮蔽事实，而哈贝马斯认可的资本主义模型会造成这类遮蔽。

张庆熊：我们有两种路线，一种是康德的路线，另一种是黑格尔的路线。

根据康德的路线，每个人、每个个体都有自主性，这种自主性的意思是，他能

自由地思考，他有自由的观点。在多元主义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有同等的讨论

问题的能力。因此，标准观点是平等。按照黑格尔的路线，我们可以反思历史

的发展，我们可以反思所有状况。某些人对历史和社会有更好的知识，他们可

以针对讨论给出一些指导。另一些人则不同。有些人有很好的知识，另一些人

则没有。这就是差别。这是黑格尔的路线。这就是康德和黑格尔路线的区别。

在中国，有很多人喜欢黑格尔胜于康德，因为他们认为黑格尔能给出某些优于

其他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这就是在中国的情况。您自己也提到，黑格尔的路

线比康德的路线更好。在我看来，这就是两种哲学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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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密特：我认为，您和哈贝马斯对黑格尔的解读，和我的解读不同。这是

因为，对我来说，重要的是黑格尔没有放弃自主性的观点，这种个人自主性的

观点在康德那里也有。按照《法哲学原理》，实现自由的实际进路是什么？他

从如你所愿去行事这个观念，也就是意愿自由（Willkürfreiheit）的观念出发。

这本书很复杂，所以针对自由的遭遇，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解读。很多解读倾向

于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伦理的东西压制了自由。

个体必须根据伦理准则克制自己。我不是要说有很多文本证据表明这种

解读不符合文本。原因是，即使在关于伦理生活，在关于 Sittlichkeit 的部分，

黑格尔都说，伦理的要成为伦理的，重要的是——这很接近于康德式和哈贝马

斯式的组合——每个人都能在理性的基础上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伦理领域里

的制度符合他或她自身的利益。这就是他所称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不是追随

你的国家，而是无论如何，要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你居于其中的伦理共同体

提升着你的自由。并不是说你以某种意识形态的方式受到欺骗，从而相信这一

点，这种情况是危险的。很明显，这种理解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你必须

在理性的基础上持有这一信念。并不是你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而接受它，或者

通过受教育而接受它，相反，你必须自己认清这一点。

因此，我认为康德、黑格尔和哈贝马斯在某些方面是非常接近的。区别

仅仅在于，黑格尔允许我们更详细地讨论——因此，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更接

近黑格尔而不是康德，这是对的——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制度架构带来的后果。

黑格尔所做的就是给出某种权威性的图景，描绘自由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但

是，我建议把这幅权威图景解读为一项提议。从而，这里的问题绝不在于从外

部引入一种图景，从一种更深刻的哲学洞见出发，描述这幅图景的应然状态。

我认为，在其结构中，它仍然允许人们能对这个模型做出贡献，能反对并进一

步发展这个模型。黑格尔自己也在处理现代性的悖论，他努力想找到一种制

度，这种制度既足够稳定，又允许我们改变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些制度。

我更倾向于这样的解读。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是君主立宪制？

为什么是君主制？这难道不是更多地回到某人将规范强加于社会之中这样的方

向上去了吗？但是，看看君主立宪制的共和主义传统，特别是在斯宾诺莎那里

的传统，就会发现，在这种共和主义传统里，君主并不在自我规定的社会中扮

演重要角色。为了成为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必须拥有一个能够规定其象征地

位的社会。所以哈贝马斯自己也需要这样一个终止讨论，从而使决议得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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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因此，黑格尔体系中君主扮演的角色，在哈贝马斯那里，就由议会决

策来承担，由大部分议会成员的决议进程来承担。因此，这里的区别并没有您

说的那么大。但是，您在下面这一点上当然是对的，即在很多人对黑格尔的解

读里，高层洞见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我会反对这种解读。

张庆熊：您认为历史扮演了某种角色吗？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历史扮演了

某种角色，那就是绝对理念的发展。而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个角色就是历史

唯物主义。我认为，哈贝马斯并不觉得历史扮演了什么角色。他是根据或者说

在经验基础上提出该观点的。他说过，哲学已经进入后形而上学时代。在后形

而上学的情境里，根据经验主义的、实用主义的观点，如果历史扮演某种角

色，怎么扮演呢？以这种方式，哈贝马斯更喜欢康德，而不是黑格尔。也许这

就是您的观点和哈贝马斯的观点之间的主要区别。根据您的观点，历史至少扮

演着某种角色，或者朝着某种方向运动。您可以反思哪条路线是最好的。

施密特：我还是认为，一切都取决于在这方面如何解读黑格尔。哈贝马斯

把黑格尔的目的（telos），或历史的目的、绝对理念（绝对理念作为某种自我

运动）理解为决定人类历史的外在原则，并由此反驳黑格尔式的图景，关于这

一点您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可能误读了黑格尔的计划，原因是，只要看看

这种在历史中运动的原则到底是什么，我们就总会被拉回到人的自由问题。我

认为，黑格尔把人的自由置于他所说的对历史的科学理解的中心，这是很合理

的。他把人的自由置于历史的中心，这个目标不是任意的。

今天有些讨论认为也许我们应该把平等，而不是自由，置于历史的中心，

因为后一种做法太自由主义了。但是，黑格尔的论证在概念层面上和历史的观

念本身是纠缠在一起的。历史是什么意思？历史不仅仅是前后相继的事件，先

是发生这个，然后发生那个，随后来一场洪水，然后发生一场战争，发生这种

或那种事情。对黑格尔来说，这根本不是历史，至少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历史。

对他来说，历史是对这样一些东西的描述：自我决定如何改变历史，在历史上

自由如何实现，在历史上对自由的意识如何发展。他对历史具有的真正观念，

即历史就是人类如何生产出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如果他们生产出他们自己的

生活条件，那么自发性或者自由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生产出自己的生活和

生活形式，对这种能力的制度化和对这种能力的理解，对历史来说就是非常重

要的。

充分理解自由、把人的自由充分地制度化，如果把这些东西置于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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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甚至终点，那么就有可能涵盖所有其他问题。如果说，今天我们的主要问

题不是实现自由，而是实现平等，那么可以看到的是，就哈贝马斯自己来说，

要更多地实现平等，就需要人类有能力去改变生活形式。我们必须自己改变我

们的生活形式。我们必须有能力对平等这类问题做些什么，而这就意味着我们

必须有一个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这种自由的社会。所以它在历史的中心。

但是，这就意味着，如同在康德的图景中那样，人们也可以说，尊重别

人的自由就是尊重你自己的自主性。这种东西来自某个概念背景，而不是对人

们实际上在做什么做出武断的形而上学强加。按照我的解读，黑格尔是在尝试

在这幅历史图景中的所有规则、目标、观念之间留出空间。因此我认为，哈贝

马斯给出的关于历史终点的解读有些不公平，把绝对理念解读成某种自我运动

的原则，也有些不公平，原因是，自我运动的原则总是回过头来指向我们对自

身作为自由理性存在物的理解。哈贝马斯说的是，类似绝对理念这种东西，它

和我们面临的经验问题无关，而是和我们解决这些经验问题的能力有关。因此，

每一个绝对理念都需要在客观领域里得到实现。这样，我们又不得不回到某种

类似抽象意义上的自由的理念，或者知识的理念，或者类似的东西。这些东西，

我们手上拥有的不多，那么我们就需要重提回到我们在生活世界中的交往。

张双利：我觉得您是在尝试给出一种非常创新的黑格尔哲学，既是从批判

哲学的视角，也是从历史哲学的视角。关于哈贝马斯的马克思，这是一种新的

替代。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哈贝马斯模型里，还有一些错综复杂的情况。

因此，我的问题就是，哈贝马斯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持有这种保守主义？

因为我觉得，针对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理论，以及他另外关于程序主义的整

个论证，您的主要批评实际上取决于哈贝马斯式保守主义这个强判断。而且我

觉得，如果您更深入地思考早期的哈贝马斯如何表达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很

重要的一点是，他深受黑格尔、马克思，以及第一代批判理论哲学家的影响。

您认为哈贝马斯非常想从理论上回应现代性悖论，我觉得这个悖论还有更多含

义，或者说有更多规定。

一方面是那种灵活性问题，生活方式包含了不同维度的反思，确实如此。

就像您描述的，整个理论努力始于法国大革命后对状况的批判，我们如何才能

以现代方式生活，如何获得理性的现代生活方式。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上，已

经有两个现存传统。一个强调制度化的视角。这一传统更多地属于黑格尔哲

学。另一个则更强调整个宪政传统。而您试图表明，如果我们去思考这两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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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之间的张力，也就是稳定性和灵活性的问题，以及我们怎么才能把这种灵活

性内置于现代生活方式之中的问题，那么，我们就需要思考怎么在这种现代生

活方式中把那种反思式的理性加以制度化。而黑格尔关于公共领域的理论，以

及整个商谈伦理学理论，都是对这个问题的理论回应。

但是，还有另一个维度。这个维度也起源于黑格尔和马克思，随后被哈

贝马斯采纳。不只是稳定性问题，不只是这种制度化了的生活方式很可能导向

对主观自由原则之压制的问题。还有一种非常具体的分析，分析对象是受到整

个私有财产制度支持的社会，以及为何这种社会无法真正成为这种原初的生活

方式和自我决定的客观基础。

我认为，这个维度对哈贝马斯来说也非常重要。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缺乏

组织这一点的批评非常有力，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这个领域做了更强烈的批

评，哈贝马斯对此非常清楚。而您想说，特别是在您对他的保守主义的分析

中，您认为他努力解决第一个问题，也就是稳定性问题的时候，他似乎忘了这

一点。您强调说，如果他真的把这种普遍主义原则模型建立在这种生活形式的

基础上，这种生活形式意味着法治下的协商民主，那么这一前提——对私有财

产的有效性的永恒信念——似乎就是内建于他的整个理论的固有前提。

我对此有点怀疑。原因是，哈贝马斯的出发点，就是对私有财产制度之

无效性的批判性分析。那么，当他处理灵活性和历史进步问题，甚至是灵活性

和多元性问题时，他怎么会重新默许这一前提呢？这两个问题似乎可以用他的

理论模型来解决。但是，错误的社会生活的问题又怎么样呢？在他后期的理论

努力中，哈贝马斯完全忘记了这一点，即彻底实现私有产权制度必然导致错误

的社会生活，这个问题又如何解决呢？

他觉得所有这些东西都能纳入他关于协商民主和商谈伦理学的理论框架。

特别是他在 90 岁生日会议上所作的讲座里，他非常清楚地强调，康德告诉我

们，人的自由的精确含义就是自我决定；黑格尔告诉我们，人的自由需要和一

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相配；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已经告诉我们，这种已经在历史

中被发明出来的将其制度化的方式，可能根本就是错误的。当所有这些讨论都

摆在桌面上时，他仍然认为他的理论可以是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出发点。

因此，可以看到，在这个新的讲座里，真正的问题不只是灵活性问题，

而主要是错误的社会生活的问题。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深刻地塑造了这一社会

生活的结构，而在资本主义生活背后则是私有财产制度。我们该如何理解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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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理论背景和理论意图的重申？如果我们在这里挖掘出某种新东西，重写

他的理论模型，也许他的保守主义就没有那么强了。或者，也许他自己就有意

这么做，但是他的理论做不到。那样的话，您的论证就是可接受的。

但是我认为，也许我们需要对此做更多考虑。这个在他的早期著作中非

常清晰、在他最新的讲座中也非常清晰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维度，如何能够存

在于他的理论模型中？后续努力就是搞清楚怎么才能从中走出。也许他自己也

没有真正搞清楚。那么，我们这些仍然和他在批判理论方面的理论努力进行论

战的人，如何让这个维度在商谈伦理学中变得更有效、更明显呢？这是我的问

题，我的问题主要和他的保守主义有关。

施密特：您是对的，所以哈贝马斯很有趣，因为他总是考虑到所有因素，

我们不得不阅读这些因素，然后发现目前出现的所有立场都被整合在一起了。

因此，他当然了解、也试图容纳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他关于马克思主

义批判的态度之一就是：没错，你可以给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但是除了反对

资本主义社会和自由民主，你没有拿出替代性的方案。如果你想理解真正解放

了的社会是什么样子，你就仍然需要某种原则来应对还在发生着的多元主义。

情形并不是你能得到那样一个社会蓝图，根据这一蓝图，社会一下子就和谐了

起来。他反对这种类型的和谐社会观，并且认为你必须走得更远。

他在 90 岁生日那天在法兰克福所作的最新讲座里，又强调了马克思的观

点，在资本主义经济内部埋藏着关于解放和解放社会的可能，关于这一点您也

是对的。这个主题一直都在。但他到底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他认为，有一

些理由在公共领域扮演着我所描述的那种角色。但是，我说过，他的主要解答

是，我们有能力阅读马克思，有能力理解这些障碍，借助理解这些障碍的能

力，我们就能把这些障碍变成商谈的一部分。因此，我们通过商谈解决这些障

碍，试着改变这些障碍。我认为，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解决问题的一般进路，

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社会民主的进路。如果您对社会民主足够了解，就会看到

其目的在于找到一种民主的资本主义，一种民主的、社会的资本主义。

在他的讲座里，关于这一点他讨论的很简短。但是在转向讨论不同族群

在一个国家里共同生活之前，他提到我们与这些族群阶层存在问题。他们需要

和西方式民主达成妥协，需要和彼此达成妥协。他们必须找到一种议会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他们可以表达忧虑和需求，达成某种阶级妥协。这整个理论，

与其说是关于阶级斗争的，不如说是关于阶级妥协的。哈贝马斯不是在尝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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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式的方法解决马克思描述的那些问题，他不是一个革命者。但他认为，

在社会民主制度下，在福利国家和税收制度下，我们能驯服资本主义，以至于

让所有人都过上好的生活，无论他们处于什么样的阶级立场。

因此，我认为他没有那么保守。他可以说，公平地讲，这确实是保守主

义，但是在这种保守主义里，有足够的空间来解决所有张力问题。公共领域正

是这样一个空间，因为如果人们忍受过多痛苦，他们就可以在公共空间里表达

自己的忧虑。议会制度被设计成用来做出决策，通过这些决策帮助人们缓解痛

苦，使社会生活成为可接受的。但是，它仍然需要使社会基础合法化。您谈到

了后形而上学，我认为也许黑格尔比哈贝马斯更形而上学。他也许会接受关于

保守主义的指责，但仍然坚持认为这是可能存在的最好的制度，而且我们仍然

能在某种必要的程度上改变这个制度，使其适应某种需求。这里面不存在马克

思主义式的革命性的东西。

张双利：是的，但是也要懂得私有财产制度的开放性。我们可以在自己的

国家推行这一点，因为在我看来，如果那种批判性立场背后大体上是某种社会

民主的话，那么私有财产作为一种原则、一种制度就可以是开放的、灵活的。

可以有各种不同形式的财产。这在他的理论里已经是开放的，不是吗？

施密特：我认为是的。您甚至可以提出一种观点，把所谓的重点产业公共

化或变成国有财产。社会民主图景已经包含所有这些东西，特别是在德国的例

子里。看看制定这份宪法的 1949 年，会发现，当时所有党派都同意，需要有

一个强大的公共部门，对那些可能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产业来说尤其如此。这

一点在新自由主义期间发生了变化，但是因此哈贝马斯重拾了社会民主的最初

观点，以之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对峙。

张庆熊：我还有两个问题。您提到，哈贝马斯关于商谈的观点是乌托邦

主义的。如果哈贝马斯提出这样的问题：您认为交通规则对交通来说是必要的

吗？他认为商谈和规范对民主讨论来说是必要的。这其中的观点新在哪里？他

不是在说，商谈伦理学肯定能达成某种共识。但是，对商谈伦理学来说这是必

要的，因为必须先有某些法律，然后才能讨论问题。他会说，这种观点是现实

主义的，而不是乌托邦主义的。

施密特：我想说的是，这幅商谈伦理学的抽象图景，这种普遍主义原则，

需要面对现实。这一点可能已经存在于康德和黑格尔的最初架构里了。黑格尔

的主要观点是，康德的看法可能是正确的，即就我们能为自己立法而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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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自主的。但是，这种抽象的表述对我们来说仍然没有任何益处。如果它没

有任何益处，而我们却要根据它去生活的话，那么就需要对它进行补充。我认

为，哈贝马斯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他所说的对商谈伦理学做出让步的

生活形式需要得到补充。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同意这个抽象的模型，并且说，所有受某条规则影

响的人当然都应该有能力同意这条规则。我并不反对这一点。但问题是：如果

我们要激活决议过程，如果我们有一些赖以通过这条抽象规则的程序，那这一

模型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认为，当我们试图把这条抽象规则制度化的时候，问

题就出现了。而商谈伦理学的抽象规范并没有给我们足够的资源以理解我们应

该选择哪种制度。

它给了我们一个方向。我认为，康德、黑格尔和哈贝马斯在下面这一点

上是非常接近的，即为了评判把商谈伦理学或自由制度化的提议，我们需要了

解这个提议是关于什么的。在商谈伦理学的例子里，这个提议就是把所有人都

纳入决策过程。根据对这个提议的了解，我们就可以评判，被制度化的系统或

者被提议制度化的系统，是否比其他替代性系统更适当。我可以通过在某种意

义上接受普遍主义原则，从而更靠近您的观点。但是，我仍然会问，这是什么

意思？仍然会出现需要补充的生活形式的问题。

汪行福：我快速读了一下您的论文。关于您试图处理的问题，我有几个想

法。首先，您在论文里提到现代性。对社会来说，现代性是一个挑战，是一个

悖论。现代性需要使由诸多个体组成的集体在再生产中保持稳定。同时，还应

该对再生产中的根本性变化保持开放。您最后提到，这种任务就像在开放的大

海上不但重新建造，而且重新设计一艘船，还要让船没有沉没的风险。

我对这个关于悖论的描述感到好奇。我认为，这不是哈贝马斯关心的悖

论。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他采用了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

的隐喻。他说，我们正生活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因此，没有绝对真理或超越性

的基础，可以用来给出方向。我们的社会就像一艘航行在开放海面上的船。我

们没有任何预先确定的目标，但是通过反思，我们自己定义了一些目标。我认

为这就是您说的那个隐喻，这也是黑格尔的隐喻。19 世纪初，黑格尔写了一

篇论文，说现代性是一种方向。这意味着，虽然每个人都是个体，但是我们应

该找到某种统一性，以便把所有个体都结合起来。我认为，这意味着，现代性

就是指我们生活在偶然条件下，但我们必须找到某种目标，某种为之努力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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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世界。您对悖论的描述也许和当下的情境更相关，而不是和黑格尔或哈贝马

斯的关切相关。

其次，您的论文试图处理黑格尔对康德的反驳。在我看来，哈贝马斯在

自己的论文里无法集中精力针对黑格尔的反驳为康德的进路进行辩护。哈贝马

斯觉得黑格尔的反驳不能被用来批判他自己的商谈伦理学。我认为他的辩护是

成功的。哈贝马斯只是想论证，他的商谈伦理学不是对一种生活形式的全面的

描述。他只聚焦于如何为规范性伦理学做辩护。他只是在寻找逻辑辩护，而不

是寻求描述生活世界。因此，他觉得黑格尔的反驳不适用于商谈伦理学。我不

知道罗亚玲对此有何意见，但我不清楚该如何理解康德伦理学的意义。他只提

到逻辑辩护，但他也在乎理性的生活形式。这个问题我就说这些。

您用到这样一个说法，即“任何普遍主义道德都取决于对商谈伦理学做

出让步的生活形式”。哈贝马斯在很多书里都用过这个说法，有时候用在他的

商谈伦理学里，或者用于讨论民主的程序主义模型应该依赖于理性的生活形

式。但我认为，哈贝马斯只聚焦于生活形式。意思是说，究竟什么是能对商谈

伦理学做出让步的理性条件，这是他要处理的问题。我知道，哈贝马斯也认为

协商民主取决于市民社会和共和政体。但是，市民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不

仅是私人生活和个体的自由联合体，还是实际的经济结构。

所以，哈贝马斯理论的最大问题，就是他只谈商谈伦理学如何取决于理

性的生活形式，却不谈商谈伦理学也如何取决于建立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

基础上的理性的社会结构。我认为，这是因为哈贝马斯是一个基础主义的商谈

主义者。我的意思只是说，他把社会分成两部分，生活形式和社会系统。面对

经济和权力、金钱和权力，他把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放在社会系统里，没有和

生活形式问题关联起来。

他只谈商谈伦理学和生活形式的关系，却不谈伦理学、协商民主或民主

的程序主义模型怎么和社会系统相联系。我认为，也许社会系统没那么好。霍

耐特就描述了生活形式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分离。

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民主应当面对来自两

个方向的挑战。一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生活形式。二是新自

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应当在再分配中扮演积极角色。我认为有来自这

两个方向的挑战。我认为这两个方向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回到黑格尔，尤其是黑

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更全面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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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双利：所以现在你更支持黑格尔，而不是哈贝马斯。你大大改变了你的

立场。

汪行福：是的。但是我认为，哈贝马斯说过，康德哲学是对现代性的权威

解读。但是他也看到，我们今天作为现代性的儿女，不需要依赖康德的先验解

读。我们只需回到一种社会—历史的和社会学的解读，这种解读描绘了社会从

前现代到现代社会的转变。

我认为，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黑格尔和康德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问题。有时候，在《交往行动理论》这本书里，对康德的和黑格尔的描述合二

为一了。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这本书里，他更喜欢康德。但我认为，这并

不表明，他的思想发生了改变。因为他想重建自由民主社会，他并不处理怎么

从前现代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的问题。后一本书是康德式的，那不过是因为他

是在处理另一个话题。

罗亚玲：我想先对汪行福教授的发言提一些意见，因为很抱歉，我不能久

留。是的，我同意他的意见，即在康德和黑格尔之间或许存在更多一致的地

方。但是我认为，当黑格尔和哈贝马斯两人之间存在一些不同意见，尤其是当

他们批判康德的形式主义的时候。因为我理解的康德的绝对命令并不只是一种

潜在的原则，而且是一种道德原则。因此我认为哈贝马斯在他的商谈伦理学中

尝试将普遍化的原则与“生活的形式”这个概念联系起来的时候，我怀疑他是

否能够为这一联结提供证据。 因为如果他将普遍化原则只理解为一种论证规

则，就会产生这样一些问题，比如他不能讨论义务，在面对作为规范的评判标

准的共识问题上也会遇到问题。因为我认为我们讨论一些其他形式的商谈伦理

学或许会是很有益的，比如我认为在阿佩尔那里，就更清楚。因为在阿佩尔那

里有更多的康德元素，他认为商谈原则就是道德原则，当他在原则和生命的价

值之间进行反思的时候，就存在一种可能性。但是我知道哈贝马斯会认为阿佩

尔的版本太强了。而在黑格尔那一边，我认为霍耐特的版本或许有更好的解

释。霍耐特通过一种承认理论从下而上地解释了原则建构的可能性，但是在哈

贝马斯那边他将价值认为是一种康德式的元素而放弃了，因此他的理论就会遇

到一些困难。很遗憾我并不特别理解黑格尔，但是就我所理解的而言，或许黑

格尔比起哈贝马斯而言，与康德有更多的一致性。

施密特：您是在提出对康德的不同解读。我一直觉得，霍耐特更靠近黑格

尔阵营，而不是康德阵营。但是，这当然也是一种解读，这种对康德的解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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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是哈贝马斯给出的。

罗亚玲：我认为如果我们把康德和黑格尔认定为两种极端，那么阿佩尔就

是尝试以更靠近康德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霍耐特则更接近黑格尔那边，并且

两个人（的立场）都比哈贝马斯更加清楚。

施密特：但是，我觉得哈贝马斯特别想走中间路线的原因，是能够同时从

两边获益。从而，如果我们更支持康德，则可以就此对他做出批判。同样，如

果我们更支持黑格尔，则也可以从这一立场批判他。

罗亚玲：但是我怀疑他是否能做到这一点。

施密特：在《交往行动理论》里，生活领域和政治、经济领域的区分非常

重要，也许我应该对此说点什么。我对哈贝马斯的解读深受这本书的影响。我

认为，当他讨论非暴力不服从问题的时候，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他设计的成

熟理论是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的。在这个非暴力不服从理论里，他是更加问题导

向的；在您的重构中，这则是一个隐喻。我们都需要找到前进的方向。一切都

是开放的。我们必须规定自身。这肯定是对现代境况的描述，这也是一个需要

多元主义的描述，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方向比别的方向更优先。我们无法

预先决定朝哪个方向前进，我们必须找到这种共识。这肯定是哈贝马斯关心的

现代境况之一。

在下面的意义上他是批判理论的继承人，即有些问题被如此呈现给我们，

这些问题改变了开放海面的整体形象，所有航向不再都是相同的。海面不再单

纯是开放的。如果仔细研究这个隐喻的话，情况更像是，海面的确开放，但是

海面上还有各种天气情况。你可以朝着有风暴来临的方向前进，或者你可以朝

着天气更好的方向前进；你可以朝着完全没有风的方向前进，但那样的话你就

会停滞不前；或者你可以朝着有风的方向，并由此前进。所以这是一个有更多

规定的情况。而哈贝马斯认为，非暴力不服从是一种迹象，我们清楚地看到，

我们正在朝着一个风暴的方向前进，因此，我们应该改变方向。

然而，制度性结构可能无法像人一样敏感，感到即将到来的风暴。因此，

哈贝马斯想要使他的制度性提议包括生活形式的某些方面，然后转变到其他领

域。他强调在生活世界和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之间有严格分离，这样的看法可能

受到了卢曼（Niklas Luhmann）的影响。他认为，经济和生活世界有如制度体

系的环境，制度从中获取其内容。同时，他也谈论到，所谓非暴力不服从，就

是对这些来自外部环境的输入性内容保持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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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一直都看到一种危险，从 20 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来看，某种东西

出错了。他总是看到这样一种危险，即社会可能会失去其基本方向。所以他想

重建一些原则。我们虽然能避开，但却不应该避开这些原则，我们应该坚持这

些原则。但是他看到，如果有某种被制度化的原则，那么就总是有另一种危

险，即由于这条原则被制度化了，我们对问题的敏感性被大大削弱了。非暴力

不服从就是诸多领域中的一个，在这些领域里，我们可以在非暴力的程度上反

对被制度化了的结构，而且我们能意识到自身，意识到我们在做什么。这毫无

问题，甚至应该被制度结构主动吸收。哈贝马斯有这种关于我们应当变得更敏

感的看法。

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里，又出现了同一幅图景，即在公共领域里，

这种类型的无政府诉求虽然可能在交往策略中被欺骗或被扭曲，但仍然能呈现

问题。这里采用了一个来自戏剧的隐喻，把一个问题呈现给决策机构、议会机

构以及更形式化的协商过程。因此，一切都和保持足够的敏感性有关。我甚至

认为，他最近和宗教团体论战的目的是要认识到，即使我们不能采纳某个宗教

团体的商谈的原则，但在生活领域里有一些资源，我们必须足够敏感，以对之

进行辨认。不然这将是对现代境况的背叛，对现代境况的自由的背叛。因此，

它能给我们指明航向，我们还可以再次改变这一航向。因此，这可以是另一种

不敏感的表现。

与其说我聚焦于不同领域之间的这些分离，不如说我关注的是，哈贝马

斯如何试图把它们变得更彼此渗透、更透明化，以使不同领域能影响彼此。就

康德而言，您认为不可能做出这些区分，这完全是对的。这就像一个连续体，

就像您描述的那样，我们可以在连续体上移动。但我认为，哈贝马斯恰恰就是

想尝试在这个连续体上移动。

罗亚玲：是的，他当然想尝试。我认为就像在他的《交往行动理论》和《在

事实与规范之间》中那样，他想展示生命价值与系统之间的动态关系，借此来

展示生命价值理性化的可能性，但是难点恰恰就在这里，如果他将交流理性理

解为只具有一种形式的意义。我的意思是说，回到义务的讨论，那么在哈贝马

斯那边就只有一种康德意义上的假言命令。因此您刚提到了人们必须有足够的

敏感性，但是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话，该怎么办？所以我可以很好地理解哈贝

马斯的尝试，但是仍然有不少他无法解决的困难。

施密特：是的，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对于哈贝马斯而言的问题就在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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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的价值是比较弱的， 而商谈无论如何就是一种强加性的概念。商谈某种程度

上是一种理想化的商谈。如果与福柯的商谈理论相比，福柯尝试展示真实的商

谈的困难和限制。而哈贝马斯则尝试说明一种理性讨论的条件，而这种条件总

是必须逐渐地在现实的商谈中被实现。他尝试应对针对这种关于事实性的承认

的问题的反驳，但他不会考虑这些问题，因为他会说，人们如果想要确定他们

必须前进的方向，就首先需要发展一种规范性的原则。

罗亚玲：嗯，我理解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商谈条件的反事实性，

那么我们如何有一种进行商谈的动机性的力量？我们是否总是会进入一种对当

前规范的商谈状态，这并不是自明的。

施密特：因此，我认为，哈贝马斯引入了这个补充，即生活形式，生活形

式接受交往行为的观念。如果某种生活形式出于某种原因不接受这种理想化的

商谈条件，那么就没有动机能为此给出实际的商谈定向。

因此，我认为，援引基本人权或一般人权，之所以对他如此重要，是因

为这样一来他就能论证，我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这个观点，于是我们就

能对抗实际的决策和实际的规范。这是我们已经采纳的观点，因此我们可以讨

论。它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有理性的讨论，但是我们有可能在政治决策、政治讨

论和政治斗争中达到共识，即所有人都能接受这个观点，因为所有人都已经在

交往实践中有过不通过强力或强迫而达成一致的经历。

因此，我们可以援引交往行动的这一固有原则，从此出发，指出实际商

谈中存在的扭曲。哈贝马斯很清楚，比如，民粹主义商谈话语性质非常不同，

甚至会让商谈变得狭隘，这是对普遍主义原则的某种扭曲。但他想找出反抗这

种商谈的方法，支持一种观念，在下面的意义上这种观念可以被表明是理性

的，即它已经是我们的实践所固有的了。因此，如果对立双方不想退回到纯粹

权力或强迫的话，就都需要接受这一观念。

罗亚玲：是的，我理解，但是关于对人权原则的事实上的承认，这正好就

涉及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从哈贝马斯开始就认为，这种原则或许在其他文

化之下就不会被接受。

施密特：的确也是如此。

作者单位：德国莱比锡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译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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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经济学到土地肥力

——从《在大洪水之前：马克思与行星的新陈代谢》中的三场辩论谈起

孙一洲

2019 年风头最劲的日本青年学者，非大阪市立大学经济学系的副教授斋

藤幸平莫属。在他的英文专著《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资本、自然

与未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7）

一书获得了 2018 年度的多伊彻纪念奖（Deutscher Memorial Prize）后，他的

影响力与日俱增，日本国内还是为他们的年轻学者能够参与到德文《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MEGA）并获得欧美学界的认可而欣喜。尤其是在以

一桥大学为阵地的日本马克思研究传统有式微迹象的背景下，这次获奖无疑也

是日本 MEGA 研究多年来的意外之喜和强心针。

虽然斋藤博士完全在海外接受的学术训练，该书也是其德文博士论文的

英文重写，但他从研究生阶段起，就与日本国内的中生代马克思学者有紧密合

作，显然也受惠于日本马克思研究多年来的积累（书中就有专门的章节讨论久

留间学派的马克思阐释）。同时，他也是加布里埃尔（Markus Gabriel）在日本

的主要推手，受到一些当代思潮的影响。加之标题又涉及时下的环境议题，日

本学界自然期待该书的母语版本。在斋藤亲自重写的日文版《在大洪水之前：

马克思与行星的新陈代谢》于 2019 年 4 月出版后，在半年不到的时间内就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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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再版，他本人的声誉也开始逐渐溢出马克思学的范围，受到学界内外多个组

织的演讲邀请，约稿更是络绎不绝。2019 年底，《现代思想》杂志在其次年的

年度展望上刊载了他和篠原雅武的对谈，为斋藤学术生涯冉冉升起的一年画上

了圆满的句号。

可以说，这些社会反响都始于该著作的获奖。如前文所说，该书三个语

种的版本都是作者亲自撰写，同时先后对书中结构进行了程度不小的调整。在

对比了该书三个语种的版本后，鉴于该书的贡献集中在马克思于 19 世纪 60 年

代对土地肥力问题的综合看法，本篇书评将主要聚焦在英文版后三章，大致等

于日语版第三、四、五章的内容。至于作者出于博士论文性质而对商品价值或

马恩关系这些传统议题的复述和臧否，都不在于本文的评议范围之内。

基于该书主要依赖的独家材料是马克思阅读李比希著作的摘录和笔记 A，

本文将不选取某一版本进行顺序综述 B，而是尝试梳理书中线索，并讨论该书

在马克思学和生态社会主义研究中的地位。文章将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 19

世纪土地和生态问题的具体语境，也就是围绕土地问题的“三场辩论”；其次

是讨论马克思在这些辩论中的立场及该研究所采取的文献依据和独创性所在；

最后将从话题性和政治经济学两个角度综合评价目前研究的局限和可能的进

路，特别是具体农业讨论和所谓环境立意之间可能的落差。出于行文简略的考

虑，下文将该书作者斋藤幸平博士简称为作者或斋藤。

一、从政治经济学到土地肥力

19 世纪上半叶，随着工业革命和社会发展，欧洲人口激增，加之不时发

生的灾荒（以“无夏之年”为最），粮食供应成为一个严峻问题。同时，随着

资本主义兴起，劳动力从农村涌向城市。与之相应的，农业生产必须更多从自

给自足转向商品化，资本开始介入生产组织。为了让占比更少的农业劳动力进

A  详见斎藤幸平（2019）『大洪水の前に マルクスと惑星の物質代謝』pp. 163—173. 堀
之内出版。

B  关于内容综述，请参阅该书英文版出版商《每月评论》旗下刊物的书评：Empson 
M.,“Marx’s Ecological Education”, Monthly Review, vol. 69, 2018-4-1.https://monthlyre-
view.org/2018/04/01/marxs-ecological-education/。这家出版社专注环境问题，其主编

正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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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模化生产以供应大量城市人口，以土地化学为核心的第二次农业革命在欧

洲展开。很自然，对于农业技术优劣的讨论也从未停止过。因此，19 世纪对

土地肥力的研究不仅是一个科学议题，也是一个社会议题。

面对人口的增长，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中出现了两种观点。“收益递减法

则”认为边际收益会随着人口增加递减，导致人均产出下降。这种学说最早出

自重农学派的杜尔哥，被马尔萨斯应用到人口问题中，被他称之为“人口铁

律”。具体到农业生产上，就体现为粮食缺口迫使人们开拓相对贫瘠的土地，

进而人均所得每况愈下。

李嘉图虽然认同“收益递减”，但认为土地租金在这个问题中起到关键作

用。随着人口扩张，较为不肥沃的土地也被用于耕种，其生产成本决定了粮食

价格，食品价格随之上涨，迫使资本家提高工资。这让工人继续挣扎在温饱线

的同时，也摊薄了资本家的利润和投资活力，唯一获利的只有旧有土地所有

者。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辩论是地主和资本家围绕 1815 年英国《谷物法》展

开的直接对抗，而不是抽象的学术争锋。

尽管经济学家对未来莫衷一是，但欧洲的农业开发还是轰轰烈烈地展开

了。城市化不仅抽走了农村的劳动力，也抽走了劳动力的副产品——粪便。耕

作肥料的明显不足成为农业生产的棘手问题，以至于有人提议进口肥沃土壤和

粪便。亚历山大·洪堡在他著名的南美之旅中发现了海鸟粪的妙用，欧洲各国

也开始变本加厉地掠夺这些资源。但远水难解近渴，农学家们还是试图弄清土

地肥力的来源，用人为手段加以补充。1840 年，曾受到洪堡栽培 A 的德国人

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首次发现了植物生长所需的化学养分，是为化学

肥料的开端。

李比希被后人尊为农业化学之父，而他的《有机化学的农业和生理学应

用》（Die organische Chemie in ihrer Anwendung auf Agrikultur und Physiologie）也是

马克思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参照。不过，李比希的开创性发现还远远不是决定

性的。李比希根据木桶定律，强调矿物质对植物生长的重要性。可持续农业发

展的关键在于无机物必须充分回归到土地中，否则就会变成一种“掠夺式开垦”

（Raubbau）。

他的碳肥理论与持氮肥理论的另一位农学家约翰·贝内特·劳斯（John 

A  Wulf A., The 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Knopf, 2015, p.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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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net Lawes）针锋相对。从原则上说，李比希强调将植物吸收的无机物返还

到土地中的“补充原则”对地力十分重要，但他也是一名专利化肥商。英国罗

汉姆斯特实验中心（Rothamstered Experimental Station）的实验证明，氨的供

应对植物的催生效果明显，劳斯也成为了商用化肥的大生产商。

当然，这两位现代化肥之父的争端还停留在化肥的成分上，而更大的分

歧其实在是否使用化肥这一问题上，“化学派”和“物理派”之间的分歧。另

一位农学家卡尔·弗腊斯（Carl Fraas）后来居上，在《农耕的危机及其补

救措施——论农耕保护的经济政策》（Die Ackerbaukrisen und ihre Heilmittel. Ein 

Beitrag zur Wirthschaftspolitik des Ackerbauschutzes）提出“冲积土理论”。他指出

那些曾经孕育古代文明的冲击土农地经过长年耕作，即便有无数的灌溉水渠，

现在也沦为了无人居住的沙漠。单纯给土壤补充养分也不能改变农地，重要的

是改变农作物所处的环境。

弗腊斯研究的出发点其实是农业史，其针对的问题也并不完全是化肥问

题。德意志地区从 19世纪开始展开了多项水利工程，造就了大量良田沃土。A

斋藤似乎忽略了这一背景，把弗腊斯的理论只视为抽象的环境质疑。事实上，

弗腊斯不仅让马克思注意到了化肥的局限性和潜在破坏力，更是把问题的视野

又拉回到了政治经济学的维度。

二、在福尔格拉夫和福斯特的延长线上

从 19 世纪 50 年代开始，马克思由远及近地关注到这个问题。早在《哲

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关注到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相比于马尔萨斯对未来

的悲观论调，马克思在拒斥“收益递减”原则的前提下，部分认同了李嘉图归

纳的地租理论。当时的马克思还对社会大生产抱有期望，相信土地生产力仍然

有极大的提高潜力。这一时期的马克思经常被后来的学者归为持进步史观的

普罗米修斯主义者，被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等早期生态主义者所否定。斋藤将他们称之为“第一阶段生态社

会主义者”，用以区分认识到马克思生态学关怀的“第二代生态社会主义者”，

A  Blackbourn D., The Conquest of Nature - Water, Landscap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German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6, p.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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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以福斯特为代表。

一边是马尔萨斯的“人口铁律”，一边是李嘉图的“收益递减”，流亡英

国后的马克思希望能在这两种推论的夹缝中找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出路。《有

机化学的农业和生理学应用》自出版后，就受到罗雪尔（Wilhelm Roscher）等

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热议，自然也进入了马克思的视野。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

他陆续阅读了李比希著作的至少两个版本。显然，李比希对开发土地肥力的看

好是马克思反驳李嘉图的重要科学支点：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

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新陈代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

然物质相对立……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

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 A

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

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

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B

“新陈代谢”（der Stoffwechsel，字面上为物质交换）这个源于化学的概

念就被马克思应用到了对社会关系的分析当中。这也不奇怪为什么马克思在

1867 年第一版《资本论》中评价道：“他（李比希）对农业史所作的历史的概

述虽不免有严重错误，但也包含一些卓见。”C在当时，将化学概念、李比希的

观点乃至新陈代谢问题本身纳入政治经济学讨论，是很常见的现象，罗雪尔和

杜林都热衷于此。这其实是基于资本循环和物质循环现象的某种相似性造成的

概念亲和力。比如说，在 1876—1881 年的笔记中，马克思提到，“商品—货

币—商品作为资本循环形式包括一个功能特定的新陈代谢”。 D 这里显然只是

一个措辞，与生态学关系不大，并不需要进行过多德文词源学引申，特别是斋

藤亲自写成的英文版也使用的是 metabolism。作者倒是在英文版前半部分和日

文版后半部分强调物质和唯物主义之间的联系，并以此就一些唯物主义传统问

题做出讨论。而鉴于 Stoff 和 Materialismus 并非一个词根，这种联想反而更多

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07—208 页。

B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15 页。

C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80 页。

D  Marx K., Engels F.,MEGA Band 11 - Manuskripte zum zweiten Buch des „Kapitals“ 1868 bis 
1881,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8,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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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英文 material 进行桥接。

马克思这么一句短短的评价也引起了 MEGA 编委的注意。福尔格拉夫

（Carl-Erich Vollgraf）注意到，在第二版《资本论》中，马克思删去了“现代

政治经济学家所有作品相加都多的”这一修饰，也就是弱化了对李比希的评价。

在 1862 年的第七版《有机化学的农业和生理学应用》中，在化肥市场上受挫

的李比希一改之前对化肥的乐观论调，开始着重强调现代农业的破坏性。可以

说，本书最为扎实的部分和最大的学术贡献就在于对马克思 1856—1866 年间

阅读李比希笔记的翔实考察。 A 特别是马克思先后至少阅读过《有机化学的农

业和生理学应用》的两个版本，斋藤的研究将李比希的版本学纳入考察的范围。

在有限的评语之外，作者还将马克思的一些划线放在语境中加以解读。

与此同时，这种带有马尔萨斯主义的悲观论调让马克思开始警觉。同时，

杜林对李比希的吹捧也让马克思开始寻找新的理论基础。斋藤认为，马克思

对弗腊斯的阅读直接促成了这种转变。在 1868 年 1 月 3 日致恩格斯的信中，

他为了撰写《资本论》第三卷而请恩格斯打听弗腊斯作品在德国的风评，并

在当年 3 月 25 日的信中与恩格斯交换他的阅读体验。显然，弗腊斯“农耕导

致沙漠化”深得其心，马克思甚至认为弗腊斯有一种“不自觉的社会主义倾

向”B——社会历史关系才是产生变化的决定性因素。

尽管日文版反复强调作者斋藤的 MEGA 编委身份，除了斋藤亲自参与

MEGA2 第 4 部分第 18 卷中 1865—1866 年马克思对李比希的摘录和笔记，该

书使用的大部分材料在学界绝非初见。特别是由于马克思的私人藏本已经遗

失，书中在考察马克思和弗腊斯之间知识关系时，主要依靠的是《资本论》和

马恩通信等旁证。马克思在 1874 年阅读了约·奥的《李比希的土壤贫瘠化学

说和经济人口论》，这本二手著作的相关内容也没有被纳入对马克思和李比希

关系的考察之中。

恩格斯后来也阅读了弗腊斯的作品，他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文明

是一个对抗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前所未有的方式的形式使土地贫

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其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土地荒芜和

温度升高以及气候的干燥，似乎是耕种的后果。”C 然而，由于《自然辩证法》

A  斎藤幸平（2019）『大洪水の前に マルクスと惑星の物質代謝』pp. 185—194. 堀之内出版。

B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53 页。

C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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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EGA 传统中的敏感地位，斋藤并没有过于依赖这份材料，反而是在英文

版中对恩格斯持保留态度。到日文版时，他更是进一步强化了对马恩关系的讨

论，试图区分马恩在同一时间段得出的类似结论。

至于将“新陈代谢”视为马克思生态观的核心概念，其实是生态马克思

主义者福斯特的学术贡献。尽管成书更早，但福斯特对马克思这一个概念的考

察其实更为全面一些。福斯特指出，在《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

克思如此界定劳动：“实际劳动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占有自然要素，是中

介人和自然间的物质变换（新陈代谢）的活动”A，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

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马克思也写道：“分析 W—G—W〔商品—货币—商品〕

时，第一次出现了物质变换（新陈代谢），而以后形式变换的中断，也是作为

物质变换（新陈代谢）的中断来说明的。”B 可以看到，斋藤所谓的“新陈代谢

断裂”论在福斯特处已经出现了。

斋藤和之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区别，更多体现在哲学而非材料上。

福斯特认为，新陈代谢就是马克思早期异化概念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表述。而斋

藤则非常拒斥这其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预设。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社会历史辩

证法作为最终的参照视野，并将自然简化为历史过程的一种背景，一种历史范

畴的自然 C。书中点名批评了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为

了反对阿多诺的批判，施密特对自然的‘否定本体论’确实旨在展现马克思那

自然规律的不可超越性，但这一辩护与马克思的计划毫无关系。”“……事实上，

施密特的新陈代谢理论只处理了自然的本体论维度，却没有检视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之历史动态下的具体调整……”D

必须强调的是，虽然该书的英文版名为“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但这

一对马克思的生态笔记的考察仅仅只是个开始。作者在序言中反复批评前辈学

者们多年来忽略了马克思笔记的重要性，却也坦言要整体地研究“马克思的

生态社会主义”，必须要等到 MEGA 的进一步发表。这些笔记并非完全没有出

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4 页。

B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 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422 页。

C  Žižek S., “Where is the Rift? Marx, Lacan, Capitalism, And Ecology”, The Philosophical 
Salon, 2020-1-20. https://thephilosophicalsalon.com/where-is-the-rift-marx-lacan-capital-
ism-and-ecology/.

D  斎藤幸平（2019）『大洪水の前に マルクスと惑星の物質代謝』p.93. 堀之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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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却没有被纳入本书的讨论，特别是没有 1878 年马克思在“地质学与农业

关系”这一条目下所做的笔记。算上马克思的未完成和 MEGA 的未完成，“生

态社会主义”的研究还停留在未完成的二次方阶段，还有很多可挖掘的余地。

简而言之，该书在文献学上依循的是福尔格拉夫的判断，而在观念上则和福斯

特一脉相承。

三、从土地肥力到生态学

马克思的生态笔记、马克思的生态理论和该理论对当下日益严峻的环境

问题所拥有的指导意义是研究的三个不同层次。通过梳理可以发现，“生态学”

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建构的延伸和旁支，“生态”是马克思同时代诞生的学科，

而土地损耗问题则是农业社会以来人类就关注的问题。书中对马克思农业史笔

记的讨论在这个问题上就有跑偏的嫌疑。马克思引述弗腊斯，讨论近东古代文

明过度垦殖导致的土地损耗。为欧洲人引进海鸟粪的亚历山大·洪堡早在半个

世纪前，就观察到南美巴伦西亚湖因过度开垦而导致河床下陷。显然，我们有

必要厘清资本主义和前资本时代之间土地问题的界限。

同时，作者反复强调，正是这一笔记的科学性，让马克思的危机意识摆

脱了哲学乃至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中悲观主义的超历史空洞性。如前文所说，

马克思对李比希的关注最早出于其政治经济学视角。对比马克思上千页的数学

手稿，在关于土地肥力的三场辩论中，他并没有讨论碳肥和氮肥的优劣。特别

是李比希对氮肥的过度贬斥被农业实践所证否后，我们似乎更不能草率为社会

问题的讨论加诸实证合理性的光环。特别是作者选择以弗腊斯作为讨论的结

尾，这就回到了政治经济学而非科学问题。

当时不少自然科学还具有假说性，马克思也对这些问题保持开放态度，

因而自然科学的概念不便于直接搬到社会分析中来。比如，相比福斯特的研

究，作为该书题眼的“新陈代谢”（物质交换）还更像是作者所谓的“超历史

的”哲学概念。这个似乎不言自明的词汇仍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多大程度的农

业开发是维系了新陈代谢呢？我们应该要求人口向农村回流以提供粪肥吗？如

果使用化肥就打断了自然的生态循环，那么先民开荒种地的定居革命也破坏了

刀耕火种的“新陈代谢”吗？在综述氮肥派和矿肥派的分歧时，作者的关注点

反而是这些科学家对人类文明未来的整体态度，将之与化肥有用性的问题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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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号，似乎只要科学家像《启蒙辩证法》一样转向悲观，就尽了现代性反思的

道德义务。事实上，如果作者在书末是在暗示气候问题，那么氮肥制造的温室

气体更应该是关注的重点。

就该书要触及社会性议题和可能的现实意义而言，真正需要处理的是这

场政治经济学争论的前设——人口问题。1803 年出生的李比希比马克思年长

15 岁，这也许是他忽略的最重要背景。童年时经历过“无夏之年”的李比希

带有饿殍遍野的刻骨记忆，据传也是因此才矢志研究农学。书中反复强调，马

克思认识到了“资本打破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和“掠夺了后代的资

源”，可作为他们笔下的“后代人类”，我们看到，如今的人类拥有了与当时完

全不同的体量，与自然之间的旧有“新陈代谢”无以为继。这样的人口繁衍也

让原有社会结构在生态和道德上系成死结，这才导致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政治经

济理论家急需在粮食供应上寻找突破口。

政治经济学所面对的问题，并不是所谓抽象的人类和自然的对立，而每

次人口的指数性增长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写了人类这个词的含义。把这样一个严

峻的问题简化为“资本贪婪逐利”，约等于把李比希的科学理论简化为卖自家

化肥的广告。须知粮食并不是高利润商品。斋藤在日文版的结尾，借用张一兵

教授的书名写到“回到马克思！”那么如何不让这些新生人口陷入饥馑，显然

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马克思应该不会满足于仅仅指出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局

限，在他的笔记中，大致有几个关键词：理性农业、生产者联合和农业知识，

但在书中都只是略有提及，不得不说是该书的遗憾。

尽管存在这些空白有待作者解释，该书还是以环境问题复活了日本马克

思学内部沉寂已久的千禧年主义。作者历经数年先后亲自用三门语言写作，这

不仅有助于国际学界的交流理解，更是有利于该书作者不断提炼，完善自身理

论。本文笔者在对比三个版本后，更感知到了该作品完成度的梯度和针对不同

语境的差异化处理。而这样耐心的反复即使在今天的日本学界也弥足珍贵，不

仅需要作者本人扎实的语言基础，也需要学界对青年学人的关注和支持。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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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资本主义起源的案例研究》

李嘉弘

这本书 A 实际上是一本相关研究的论文集。如其标题所示，本书的主题

是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书中囊括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界的一批最前

沿研究成果。除却首章和尾章是两位编者所做的综述和总结之外，从第二章到

第十二章，各个章节的作者分别探讨了各自的专门历史研究领域。每一个章节

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以上全部十一章共涵盖了英

国、法国、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而第十三章的内容则是马克思主

义史学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对话与反思。

采取这样一种文集的形式，确实有利于汇总各个专门历史研究领域的最

新成果、扩大历史研究的空间跨度和覆盖范围，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同作者

所写的各个章节在研究水平和主导思路上存在一定的距离。尽管如此，本书中

的所有研究都自觉地援引了同一种研究范本和理论框架，即所谓的“政治马克

思主义”（political Marxism）；其间的种种差别首先在于各个章节的作者对该理

论框架所做的不尽相同的解释。因此，本书虽为文集，但也集中反映了当代西

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界一股颇为重要的思想潮流。对本书中具体研究的整体分析

A  Xavier Lafrance, Charles Post （eds.）,Case Studies in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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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评判，最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认识当代西方史学界这一重要流派的价值和

问题。由此一来，在阅读本书时暂时抛却个别作者之间的分歧和差异恐怕是非

常必要的。

从最一般的理论立场来说，本书中的所有研究都属于西方左翼史学的范

畴。更具体地讲，这些研究都受到美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罗伯特·布莱纳

（Robert Brenner）的巨大影响。20 世纪 70 年代，布莱纳在左翼史学期刊《过

去与现在》（Past & Present）上刊登了一篇论文，题为《农业阶级结构与前工

业时代欧洲的经济发展》。 A 在这篇文章中，布莱纳否定了在西方史学界占主

流的经济主义和新马尔萨斯主义学说。这两种解释都认为欧洲资本主义是商业

化以及自然因素造成的人口变动的结果。在对英国、西欧和东欧晚期中世纪和

近代历史进行比较之后，布莱纳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由马尔萨斯陷

阱所导致的晚期中世纪的封建危机是一种横跨欧洲的普遍历史现象，但这一

危机在欧洲不同地区所造成的后果却迥然不同。在东欧，地主阶级拥有足够

的力量粉碎危机造成的农民起义，并开启了所谓“第二次农奴制”（the second 

serfdom）。在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欧社会，强大的农村基层社群确保了农奴制的

废除；其结果是小农经济替代了封建经济，但并没有致使资本主义形成。只有

在英国，农业生产转向了以商品交换为主导的地主—农场主—农业工人的三级

农业生产模式，也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总的看来，

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并不是人口变迁和封建危机的必然结果，而只是后者的偶然

产物。（12、13） B

布莱纳的上述论点很快就在西方史学界引发了一场重大的争论，即所谓

“布莱纳争论”（the Brenner debate）。当时有一批重要的社会经济史学家参与

了这场争论。其中有马克思主义者，比如英国伯明翰学派历史学家罗德尼·希

尔顿（Rodney Hilton），也有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例如第三代法国年鉴

学派的代表人物勒·瓦·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等。（13、14）

正像本书编者指出的那样，布莱纳学说“重塑了此后四十年间马克思主

义的（相关）讨论”。（12）本书中的研究全都以布莱纳学说为理论参照。而编

者对本书同布莱纳学说之间的承接关系也毫不隐晦。在布莱纳之后，又有美国

A  Robert Brenner,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Past & Present, 70（1976）: 30-75.

B  括号中为《资本主义起源的案例研究》一书的页码，下同，不再另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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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爱伦·麦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对布莱纳的理论框架

进行了改进。（22—25、141—144）以布莱纳和伍德所提出的理论框架为基准

的历史研究路线，就被称为政治马克思主义。本书编者在引言中为政治马克思

主义的具体内容给出了一些简要说明，可以大致总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因为不存在超历史的发展法则，所以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一种单

一的逻辑；这种逻辑不是产生于某个抽象的经济逻辑，而是来自于特定的社会

权力部署”。（22）很明显，这一点直接对应于布莱纳对经济主义和新马尔萨斯

主义的批评。后者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渐进的商业化进程或者人口变迁的自然

过程。布莱纳反对这样的观点。如果商业活动或者人口变迁是在任何社会历史

情境下都存在的现象，那么它们显然不足以解释资本主义起源的地域和历史特

殊性。因此，必须在这些普遍的因素之外，在某一社会独有的内在动力中寻找

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和方式。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本书才采取了案例研究的形

式，对不同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罗列式的描述和分析。

不过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布莱纳的开创性研究在方法上首先是一种比较研究。

但这一点在本书中却没有得到充分继承。我们在后文对具体研究的分析中会看

到这一缺陷带来了怎样的问题。

其次，“某一特定生产方式所具有的独特的‘运行规律’由特定的社会财

产关系产生；布莱纳把这一社会财产关系定义为‘直接生产者和剥削者各自的

内部关系和二者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规定了个人和家庭对生产资料（土

地、劳动力、工具）和社会产品本身的经常性的掌握。’”（23）对社会财产关

系的重视是本书中具体研究的一致特点。在布莱纳学说中，封建危机时期的社

会冲突和新旧社会关系的形成或瓦解对资本主义形成与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英国资本主义产生的背景是晚期中世纪英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特定的力量平衡和

博弈。同时期的欧洲大陆不存在同样的社会政治局势。在英国以外，地主阶级

或者农村社群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只有在英国，农民取得了法律上的自由，

同时地主——占有大片的领地并且得到业已集中化了的国家的支持——也把商

业和资本主义性质的地租施加在其佃农头上。”（13）

按照政治马克思主义对布莱纳的理解，特定生产方式下的剩余剥削是由

“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和意识形态等等各种关系和制度构成的严密总体”

支撑起来的。“照伍德所说，很多过去被‘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上层

建筑’的制度和关系实际上直接参与到构成社会生活物质‘基础’的阶级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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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23）因此，如果不去分析这些表面上看“非经济”的制度和关系，就

不可能理解特定生产方式的实质。正是在这一主张的基础上，政治马克思主义

强调分析社会财产关系的必要性。而在这一理论路线的反对者看来，它否定资

本主义起源通常的“经济”解释、着重考察资本主义产生过程的“政治”背景。

由此才产生出“政治马克思主义”的称呼。（14）

最后，根据政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特征在于：

“不论直接生产者还是剥削阶级都必须要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才能够再生产

他们自身；这种市场依赖导致‘生产法则’约束了资本家，迫使他们系统性地

向生产改良技术中投资，以削减成本和最大化收益。”（24）与此不同，“在非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阶级剥削的形式是超经济的，这就意味着完全不同的

再生产规则。”（23）在封建生产关系下，地主阶级关心的是政治力量（强制力

量和领土）的积累，而非资本积累。因为地主阶级的内部竞争取决于政治力量

的比拼。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经济剥削和政治强制的分离，物质生产才

会围绕着市场竞争来加以组织。物质生产的经营者由此具有了经济积累的动

力。迫于市场压力，经营者必须不断投资进行生产改良，这就带来了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力爆炸式发展。布莱纳对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解释大致采取

的就是这样的思路。他认为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关键就在于，新兴的农场经营

者群体迫于地租和市场压力必须不断引入更高产的技术和生产工具，从而带来

了生产力的快速提升。在布莱纳之后，政治马克思主义研究思路的推崇者把上

述压力称为“市场指令”（market imperative）。

作为以上观点的必然结果，在本书中，生产者生产改良的意愿构成了资

本主义的关键表征，同时特定社会财产关系的形成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起源的决

定因素。换句话说，评判一个社会是否产生出资本主义，依据的标准主要是生

产改良意愿是否存在。而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实际上就是对生产者的生产改

良意愿的解释。按照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思路，特定的社会财产关系产生出市场

指令，而市场指令又迫使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不断地进行生产改良。这一推论路

径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产生出了一系列非常值得思考的后果。从理论层面来

看，上述思路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有很大区别。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强

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以雇佣劳动为标志的特殊的剥削方式。政治马克思主义

与传统理论有两个重要区别。其一，政治马克思主义认为雇佣劳动并不足以构

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标志性特征。其二，按照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推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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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关系并不必然在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本书的一部分案例

分析中，某些类型的雏形资本主义就并不建立在剥削关系之上；这些资本主义

雏形的基本特征是小商品生产。由于在资本主义的定义和评判标准方面存在区

别，政治马克思主义所讨论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范围同惯常的看法肯定有一定的

出入。在我看来，本书中的案例极大地泛化了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地域和历史

覆盖面。这还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更关键的是，我认为一些案例将并不属于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经济形态误认为资本主义。实际上，我们越是离开那些

早已为人熟知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殖民地和所谓后发国家或地区的研

究领域，本书的研究就越是难以自圆其说。

以第九章对战前日本农村经济的研究为例，可以看到这一章节的作者是

如何根据生产改良意愿的标准把维新时期强化了的传统农村社会组织误读为资

本主义农业经营模式的。根据作者的看法，“明治国家的政策涉及封建领地体

系的瓦解和一种全新的直接土地税的设立，这彻底改变了农村地区土地所有者

和以耕作土地维生者之间的力量平衡。耕种者的生存变得依赖市场——最重要

是一个竞争的租地市场，同时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为财产所有者强化自己的经

济力量提供了政治框架。其结果是农村的穷人面临着更大的经济风险，但这也

迫使人们持续地改进耕作以及其他农村经济活动的生产力。”（231）如果暂且

抛开可能的横向比较，作者的上述结论乍看起来是自洽的。但是深入地审查他

的经验依据和逻辑论证可以发现实则不然。

首先，作者认为维新以前的日本“地主并不掌握压迫顽固不化的借债人

和租户的独立的强制力，不论这种强制力是地主自己拥有的还是来自于他们可

以借助的外部来源”。（224）其依据是“在德川幕府时代，那些往往非常类似

武士阶层的地主都被‘解除武装’了，因此他们不可能像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精

英那样直接对农民动用强制手段。从这个角度讲，他们的经济实力可以说同政

治权力分离开了”。（232）这是一种非常粗糙的论证。按照作者对江户时期日

本农村社会的描述，“每个村庄的成员在地位和财富上绝不是平等的。一些有

名望的家庭是他们穷邻居的雇主、债主和地主——有时候也是中间商。”（224）

这就足以证明农村社会的上层实际上掌握了维持自己特权地位的手段。不然农

村社会内部的不平等根本就不会维持。很显然在作者眼中，地主为了满足自身

利益可能向农民施加的压力仅限于直接的暴力。但是直接暴力并不是社会压力

的唯一形式。对于农村社会内部的社会关系而言，暴力甚至不是最常用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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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压手段。通过联合抵制、集体冷漠或者侮辱、破坏声誉等方式往往就足以

对农村共同体的成员造成相当的伤害。如果富有的农民在村庄共同体中享有一

定的威望和影响力，那么他们手上就掌握着与之匹配的权力来保障自己的经济

和“政治”地位。何况农民被解除武装本身并不能排除直接暴力的可能。虽然

农民不能拥有武器，但围绕着农村社会中享有威望的家庭组织起来的各种类型

的武术团体和帮派组织依旧足以充当压迫底层农民的暴力工具。总而言之，维

新以前的日本地主不掌握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和暴力手段，甚至其经济利益同

政治权力相分离，这样的观点在我看来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作者向我们指出，“明治维新以前的封建统治者没有兴趣充当乡村

财产权的仲裁者。……每个大领地上的武士不是分散在领地内的乡村地区，而

是集中在其领主统治中心的堡垒城镇中。……另一方面，乡村不是控制在个体

武士手中，而是由某种实质上的小型绝对主义国家的管理者来治理……而这

种治理相对来说又是放任型的——法令和赋税指令被传达到各个村庄单位；这

些单位很大程度上要负责维持秩序并在内部分配和征集税收。”（224）这一点

无需质疑。但按照作者的看法，上述情况在维新时代发生了重大改变。他写

道：“从 1873 年开始进行了数年的明治国家土地税改革的重要性在于，它打破

了（农村社区中政治和经济关系之间的）融合，从而为地主提供了他们原本没

有的独立的强制机制。”（226）在作者看来，在这次税收改革中，维新政府站

在地主一边维护了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主张。然而他对这次改革的具体描述却

不足以支撑这一观点。作者很明确地指出，维新政府改革的目的是增加财税收

入。因此改革主要涉及的问题就是如何将旧的实物赋税改为货币赋税。因此维

新政府才对农村的土地分界进行了普查，以确定所有权关系和相应的税额。虽

然普查的结果是农村社会的上层维护了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但在这个过程

中维新政府并没有直接介入农村共同体的内部冲突。作者写道：“明治国家明

确表示放弃介入它认定为售卖、借债或租佃的私人交易的一切企图和权利。”

（226、227）随后他又引用了一个例证：1875 年维新政府就佃农习俗权利问题

对地方政府做出的解释认定永久租佃关系不合法，并且坚持要求土地所有关系

一旦确定，地租的数额只能在地主和佃农之间私自协商确定。（227）确实，在

这里维新政府在形式上承认了地主的权利，并且否定了传统农村共同体提供给

佃农的习俗性的保护机制。但这是否意味着维新政府“为地主提供了他们原本

没有的独立的强制机制”呢？我认为并非如此。相反，维新政府实际上还是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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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了江户幕府针对农村社会的放任策略。

维新政府对所有权的确认并不代表国家权力机构对农村社会的介入。在

农村共同体内部进行的权力博弈和冲突中，冲突双方都掌握着向对方施压的若

干手段。如果佃农在这场博弈中不得不寻求维新政府的意见以便逆转地主的优

势地位，这就说明佃农已有的博弈工具已经极大地失效了。这时如果政府这个

外部要素拒绝介入基层冲突，农民就注定会失败。反过来讲，如果冲突一方掌

握的手段足以迫使对方就范，那么就不需要借助任何外部力量的支援。上文已

经指出，农村社会的上层并不像作者误以为的那样完全没有维护和强化自己利

益的权力和手段。相对于地主已有的施压手段，维新国家对土地所有权名义上

的默认并没有增添任何决定性的分量。相反，正是地主在基层博弈中既有的优

势地位才确保维新国家不得不默许其利益。按照作者的说法，幕府时期日本的

农村社会需要承担维持秩序的职能。可以猜想这一情况并不会随着维新政府的

税改而有所变化。这就表示维新政府本身还需要依赖基层农村社会来保障基本

的社会经济秩序，因而不可能有能力为地主提供从外部介入基层冲突的权力工

具。另外，作者虽然提到了维新政府对农民起义的镇压（227），然而这并不能

说明地主和佃农的冲突是依靠政府的力量解决的。起义本身是对政权的挑战，

肯定无法被维新政府所容忍。但起义的镇压并不能说明维新政府的力量参与到

地主在基层对佃农的日常压迫之中。上文中引述的例子恰恰表明维新政府拒绝

介入地主和农民的日常冲突。

综合以上两点，我认为日本维新政府的土地税改革并没有像作者以为的

那样，“彻底改变了农村地区土地所有者和以耕作土地维生者之间的力量平衡”。

维新税改更没有瓦解日本基层农村社会的传统社会关系。相反，农村上层和下

层之间既有的社会关系很可能在此之后加强了。换句话说，地主群体对基层农

村社会的控制能力扩大了。作者认为维新税改将幕府时期农村基层的平均主义

共同体转化成了某种类型的商业化租佃农场。但我认为作者提供的证据恰恰

表明：维新政府延续不干预策略以及拉拢基层地主的结果是，日本农村社会原

有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得到了维持乃至强化。那么，作者从以上观点出发得

出的最终结论是否还能成立呢？就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他所说的维新时期的日本

“农业资本主义”。

维新时期日本农业生产经历的相对快速发展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吗？按照

布莱纳的经典解释，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形成的一个关键指征是自耕农（y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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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和农场经营者的生产改良意愿。本章节的作者沿着同样的论证思路提出：

“从事耕种的农民必须承租土地才能占有一定规模的农地供其经营；他们因此

依赖于租地市场，而伴随着市场依赖就产生出提高生产力的要求。”（228）这

一观点是否成立的问题暂且搁置一边。直接经营者的生产改良意愿是否就意味

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呢？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其间的差距作者自己已

经很好地指出了：维新时期日本下层农民的“经济条件（考虑到他们需要支付

的地租和税收）并没有留给他们足够大的财政余地来承担生产技术改良所需的

前期投入。相反，明治时期的增长动力需要一种小业主能够渐进采纳的稳定的

改进流程。”（230）实际情况是很清楚的。维新时期的直接农业生产者即便像

作者认为的那样有生产改良的欲望，也不具备进行大规模和快速改良的资源和

手段。原因在于，这些直接生产者一方面遭到地主和维新政府的剥削，另一方

面他们却不像近代英国的农场主那样也在剥削别人。在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下，剩余价值的剥削为资本家提供了用于生产改良的充分资源和手段，因此

生产改良可以以非常高的效率进行。维新时期农业生产者的境况显然与此完全

不同。

实际上，作者对维新时期日本农业发展道路的描述越是详尽，它的资本

主义性质就越是可疑。他写道：“（维新时期）佃农获得可耕作土地的途径和德

川时代没有根本的不同。……这一途径的结果是，……多数耕种者都同时占有

和租种土地。”（228、229）按照作者的判断，具有生产改良意愿的是直接耕种

者，而非地主。那么直接耕种者采取了什么样的生产改良呢？作者指出，“虽

然耕地持续扩张同时总体人口加速增长，但日本三个主岛上从事耕种的家庭数

量和农业劳动力却完全停止增长乃至下降了。……另一方面，耕种者采用了能

够稳固提升劳动产量的改良技术。”这些改良技术的“基础是对德川时期已经

极为有限的采用过的做法的改进。……这一发展轨迹……更多地依靠现有投入

的扩大而不是增添固定资本。”（229）总体来看，明治时期的农业生产者利用

非常有限的资源进行的改良提高了单位土地上的产量。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

以单位土地上投入劳动量的增加为前提。这样的集约劳作模式并不是资本主义

农业独有的。同时作者认为个体生产者的生产力也得到了提升。（229）但这种

提升很可能也以个体劳动者劳动强度的提高为部分前提。由于明治农民没有充

足的经济能力添加机械设备等固定资本，因此单位劳动力产出的提升恐怕非常

有限。当生产者迫于地租压力而不得不提高生产水平时，对他们来说更为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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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略不是引入昂贵的固定资本，而是提高劳动强度。所以，作者虽然设法提

供了明治农民提高生产力的动机，却没有给出足够的证据证明生产力的实际提

高主要依靠的是生产技术和设备的引进，而不是劳动强度的提升。这不得不让

人怀疑他对维新时期日本农业历史性质的判断。

尽管如此，作者却坚持认为，“各种条件促使地主把他们的土地分成小块

租给农民家庭，而不是（像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的经营模式那样）把大地产交

给租佃农场主，让后者雇佣劳动者；这一区别并没有改变（地主和农民之间）

关系的根本性质。”（233）即便只考虑作者自己给出的信息，这一论断也实在

让人无法理解。英国农业资本主义下的地主—佃农—农业工人的三级模式当然

和维新时期日本农业生产模式截然不同。如果在后一种情况下对农业生产进行

生产改良的人仅限于佃农，那么这一时期的日本农业绝无可能像近代英国资本

主义农业那样经历飞速发展。其原因前文已经交代过了。相反，我认为战前日

本农业主要是以基层生产者劳动强度和剥削力度的极大提升为代价发展起来

的。这种模式绝称不上资本主义。

总的来说，本书第九章的作者对战前日本农业生产方式的判断在我看来

完全是错误的。他给出的论证我认为完全站不住脚。维新时期的日本农村社会

通过强化既存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完成的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并不是布莱

纳学说所强调的市场指令刺激农业经营者生产改良意愿的结果。这一章的作者

在布莱纳的解释基础上照猫画虎，结果却完全误解了战前日本农村社会的历史

性质。

回到“政治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思路上。现在的问题是：本书中某一案

例分析的错误是否能够反映政治马克思主义潮流的内在缺陷？换句话说，将前

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误解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错误是否是政治马克思主

义理论内在缺陷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第九章中的很多问题在其他章节

也同样存在。可以把这些共同的问题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本书中的一些案例分析过于片面地强调生产改良意愿是否存在这

一标准。第九章的作者依据维新时期日本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推断这一时期日

本农民具有生产改良意愿，然后就草率地认定战前日本农业生产采取的是资本

主义模式。同样，本书第七、八、十章的作者也做出了类似的推断。他们分别

认为美国中西部、加拿大和巴西东南部在历史上的特定时期都经历了某种原型

资本主义（proto-capitalism）的发展。然而仔细阅读他们的描述可以发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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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原型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家庭小生产或者所谓小商品生产。作者们各自梳

理了上述几个案例中农业土地产权关系的历史形成过程。（177—181、204—

206、248—254）在此基础上，他们因为这些产权关系能够为生产者提供改良

意愿就认为它们是资本主义的雏形。

迫于市场指令而具有生产改良意愿的家庭小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雏形。这一推论有一个逻辑漏洞。任何形式的生产改良都有成本。生产改良的

单纯主观动机并不必然导致生产力的快速提升。如果具有改良意愿的生产者或

者经营者没有充足、可供支配的生产剩余，那么生产改良也是不现实的。在明

治日本的案例中，作者强调农民生产改良的动力，却忽视了农民进行改良的实

际能力。由于直接生产者的剩余大部分被维新政府和地主榨取，而后者又没有

向农业生产中追加投入，因此战前日本农业发展的基础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性质

的系统生产改良。与此类似，一切把独立的家庭小生产看作资本主义雏形的理

论都必须面对这样一种挑战：家庭小生产如何可能像成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

样聚集起大量的剩余价值并且有效地将这些剩余价值投入到生产改良之中？正

是这个问题把作者们笼统地看作家庭小生产或者小商品生产的经济模式的真实

性质凸显出来。

在一些情况下，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农业生产需要依靠借贷来获取生产

资料和进行生产改良。“而这种债务负担保证了农场主进行专门化、革新和积

累来偿还按揭（和支付赋税），以免失去土地。”内战前美国中西部的情况就是

如此。（179）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农业生产采取的还是小商品生产模式吗？所

谓家庭小生产的主要特征是家庭生产单位对生产资料的直接占有。在本书的案

例中，殖民拓荒时期各种经济和非经济的土地出让措施则是其成因。但这一特

征本身无法解释小生产模式下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或者说，在上述情况下，家

庭生产单位的生产改良并不是其对生产资料也就是土地直接占有的结果。独立

农场主迫于贷款压力不得不从事改良，这一点和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很相似。但

在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案例中，改良压力来自于地租，而农场经营者在法律上

并不是耕地的所有者。（46）地租实则是农场经营者和地主之间经济和法律关

系的表现。因此，标志了近代英国农业资本主义性质的是自耕农和地主之间的

社会经济关系。同样，拓荒时期的所谓小商品生产之所以能够经历快速增长，

不是源于生产者和土地之间的关系。这里的改良压力来自于贷款，或者说来自

于借贷资本同直接生产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这种关系绝不是家庭小生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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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小商品生产这种称呼能概括的。它是十足的资本主义现象。

假如上述章节的作者能更具体地想象一下殖民地农业的运作方式，就不

会把生产改良意愿归结到土地产权关系或者土地市场这一因素上。从表面上

看，殖民地农场主的生产改良实践得益于农业借贷资本的支持。（179、252）

然而显而易见，这种支持不可能是没有代价的。对农业工人的剥削为英国农业

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源。而殖民地家庭农场的生产改良则可能

是农业借贷资本长期、反复剥削的结果。换句话说，正是农业借贷资本对家庭

农场的剥削在一个长时期内为后者提供了进行快速生产改良的必要资源。这并

不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表述。不论农业借贷资本最初的来源如何，这种资本都要

求回报。农业借贷资本一方面为生产者提供了生产改良的实际能力，但另一方

面也要求生产者向资本兑现生产改良的扩大产出。在这种情况下，持续的生产

改良就将生产者置于一种长期负债状态之中。而恰恰是借贷—改良—偿还的反

复循环要求生产者必须始终将很大一部分剩余投入改良，而不是其他用途。其

最终结果不是生产者或者家庭生产单位的经济积累，而是农业借贷资本的扩

张。反过来讲，小生产这种形式本身并不能保证生产者将剩余投入改良。如果

没有农业借贷资本的大规模介入，家庭生产单位的生产决策很可能呈现出更加

保守的色彩。因而用殖民地农业的土地产权关系来说明其生产关系的性质是不

确切的。

如果拓荒时期新大陆上的几大殖民地存在资本主义农业，其标志一定不

是小商品生产或者家庭农场对土地的直接占有，而是农业借贷资本的介入。在

一些案例中，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是借贷资本和家庭农场之间的经济、政治、

法律乃至暴力关系。但本书第七、八、十等多个章节的作者却都试图在土地产

权关系中寻找这些案例中资本主义的起源。实际上，在殖民拓荒时期广泛形成

家庭农场模式几乎是一种必然现象。美国、加拿大和巴西东南部三个案例的相

似性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殖民地地广人稀，有大量耕地有待开垦。用便捷的土

地市场或者出让措施来吸引移民，这是殖民地政府或者社会上层自然而然的政

策选择。再者说，家庭小生产或者小商品生产是一种横跨世界历史的广泛现

象。无论在盛行奴隶制的古代欧洲还是典型封建主义社会都存在大量的家庭小

生产乃至小商品生产。即便在成熟资本主义社会小商品生产也远没有消踪匿

迹。因此，系统的生产改良一定不是家庭小生产或者小商品生产内生动力的结

果。推动家庭农场进行资本主义性质的系统生产改良的动力肯定来自于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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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解释了这个外部动力的来源才能解释殖民地农业资本主义的起源。然而上

述章节的作者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我认为其中有两个原因。其一，正像前文指出的那样，这些章节的作者

过于依赖生产改良意愿这个指标。假定存在一个市场；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迫于

市场压力不得不进行生产改良，从而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推论并不一定

成立。最终需要解释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爆发式增长这一事实。如果说市场压

力或者市场指令最终导致了这一事实，那么同时还必须假定生产者和经营者有

应对这种压力的实际能力。然而这个假定很可能不成立。根据本书反复叙述的

论证逻辑，经营者因为惧怕在市场竞争中丧失生产资料所以不断地从事改良。

（24、89、103、167、228、252）但这些作者却都很少涉及另一种可能：经营

者不是成功地应付了市场竞争的威胁，而恰恰由于经营失败普遍地失去了生产

资料。当然，从结果来看，确实有经营者获得了成功，不然资本主义也不会发

展起来。但为了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单纯说明生产改良的压力和意愿是不够

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改良毕竟是一类复杂的实践。不能简单地把这类事件

还原为改良意愿或者市场压力。因为反过来讲，完全可以设想一类情景。在这

类情景中存在市场压力或者市场指令，但现有的经营者并没有能力应对这样的

压力。结果必然是生产资料的一轮大规模丧失和再集中。假如这样的再集中最

后产生出了资本主义，那么也不应当从再集中之前的状态中寻找资本主义的起

源。小商品生产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与其说它是资本主义的雏形，不如说它是

资本主义通过残酷的市场竞争最终要消灭的东西。

当资本大规模介入小商品生产，其后果从长期看很有可能是破坏性的。

从权力博弈的角度上讲，当独立农场主需要面对巨大借贷压力的时候，他对土

地的所有权主张是非常弱的，因为他实际上缺少维护这种主张的博弈工具。法

律和国家的博弈工具都掌握在借贷资本手中。因此，拓荒时期的高速增长从长

期看很可能伴随着频繁的破产和大量抵押回收。但这方面的可能性本书的案例

却都没有提及。无论如何，在上述情况下小商品生产这个概念是毫无意义的。

局限于考察名义产权关系也同样没有意义。一种在权力博弈层面难以为继的名

义财产关系基本就等于不存在。而农场主不断提高产出的动力可能恰恰来自于

名义财产权的这种脆弱性，而不是名义产权本身。因此，如果不细致地考察殖

民地借贷资本运作的具体方式，单纯只梳理拓荒时期土地获得的方式和产权关

系，根本不足以揭示某些案例中农业资本主义历史形成的核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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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涉及本书案例分析的第二类常见问题。误把殖民地家庭农场和相应

的土地产权模式看成农业资本主义雏形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复杂的社会关系和

权力博弈情景在一些案例分析中被粗暴地还原为法律或者名义上的财产关系。

也就是说，一方面生产改良实践被还原为市场压力和生产改良的意愿；另一方

面，推动生产改良的具体社会关系也被还原为产权关系。这一点在明治日本的

案例分析中就有所体现。维新政府对地主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的承认并不是地

主经济权力的来源。维新政府实际上很可能没有任何在微观和日常生活中维护

这种名义产权的手段。而地主和佃农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依靠地主手中掌握的基

层控制能力保障的。真正塑造了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实践的是基层农村社会中地

主和农民群体之间的权力博弈。名义上的土地产权至多只是其中的博弈工具而

已。不考察具体的社会关系，就会误以为国家对名义产权的承认就代表了维新

政府对地主的直接支持。同样，在拓荒时期殖民地家庭农场的案例中，真正起

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家庭农场和农业借贷资本之间的各种博弈。假如在这种博弈

中家庭农场能够取得广泛胜利从而抵制债权人回收抵押土地的行动，那么具有

强制力的市场指令就不会形成。这时，家庭农场的经济选择肯定会更加保守，

也就不会产生出资本主义性质的增长。所以在分析资本主义起源的时候，不能

简单地用家庭农场所有制形式代替殖民地农业社会内部的具体博弈情景。

与前文已经讨论过的这些章节不同，在布莱纳对英国资本主义起源的解

释中，自耕农和农场经营模式产生的一个决定因素是英国领主在社会博弈中

掌握的相对力量（comparative strength）。“这种相对‘力量’（社会和政治权

力）应当由以下要素来衡量：政治共同体参与政治和法律体系的程度、阶级同

盟、相关的社会网络和财产；这种力量必须不断通过个体和集体的斗争来维

持。”（49、50）换句话说，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博弈不仅仅表现在名义的法律

和国家层面，同时也表现为各种合法和非法的微观博弈。本书第二章就描述了

圈地运动时期英国地主同农民的微观社会冲突。这场冲突最终以农民的大规模

驱逐和资本主义农场的普及而告终。可以看到，在英国农业资本主义产生的过

程中，法律上的产权仅仅是阶级冲突中的一种博弈武器。当地主阶级无法使用

这种博弈工具时，他们就会绕开法律采取其他非法的斗争方式（44—58）。因

此法律上的产权关系并不能反映英国地主实际掌握的社会权力。总的说来，第

二、三章对英国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都极大地延续了布莱纳学说对社会冲突和

阶级力量平衡的关注。这一点同上文分析的几章有很大区别。这两章的作者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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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把英国资本主义的成因归结为某种法律上的物权关系，而是详细考察了社

会群体之间为了争夺物质资料而展开的冲突和博弈。

由此看来，布莱纳学说所坚持的理论路线并不必然导致本书中案例分析

的第二类常见问题。因而产权还原论或许并非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成分。本

书的两位编者在导言中写道：“布莱纳的社会财产关系的概念总是包含了各个

阶级内部的横向的竞争和合作关系，以及阶级之间的纵向冲突。无论是横向还

是纵向的阶级关系都是由特定社会财产关系构成的‘再生产规则’建立起来的。”

（23）按照这个解释，布莱纳分析的社会财产关系并不是某种名义或者法律上

的产权，而是具体阶级关系的表现。而本书中一些章节的分析思路显然与这个

解释有一定的距离。比如说，如果把社会财产关系理解为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社

会冲突，就不会强调家庭农场产权在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因为家庭

农场产权实际上仅仅意味着家庭农场同土地之间的抽象关系，而不是具体的社

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同样，对土著居民的驱逐和土地剥夺在加拿大农业发展史

上可能意义重大（207—209），但这种剥夺并不是资本主义农业产生的决定因

素。与英国资产阶级对封建农业人口的驱逐不同（73—83），遭到驱逐的加拿

大土著居民并没有在随后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再次被吸纳进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相反，这种驱逐的结果可想而知是本土居民的边缘化。通过驱逐土著居民来

完成的土地再分配和由此建立起的“种族化的主体性”（racialized subjectivity，

192）并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总而言之，上述这些问题不能

反映布莱纳学说和政治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内在缺陷。它们恐怕是部分章节的作

者过分片面地理解布莱纳学说的结果。

那么上文指出的第一类问题是否直接来自于布莱纳学说呢？或者说，对

生产改良意愿的过分依赖是不是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缺陷？单从本书所反映

的情况看，布莱纳学说确实更多地强调经营者的生产改良意愿而较少考虑实际

的改良能力。布莱纳学说的内在逻辑是：“不论直接生产者还是剥削阶级都必

须要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才能够再生产他们自身；这种市场依赖导致‘生产

法则’约束了资本家，迫使他们系统性地向生产改良技术中投资，以削减成本

和最大化收益。”在这个理论逻辑中实际上并不需要剥削关系存在。迫使经营

者投入改良的是在市场上获得经济成功的迫切需要，不是剥削或者被剥削的地

位。因此，即便是家庭农场这种没有内在阶级分化的生产模式也完全可以按照

上述逻辑运转。尽管如此，英国农业资本主义本身已经包含了系统的阶级剥削



455

机制。这一点早已为人所熟知。剥削机制对于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并不是可有可

无的东西。在市场指令迫使农场主主动进行改良的同时，对农业劳动力的剥削

则提供了改良的能力。可见，布莱纳学说的逻辑仅仅提供了英国农业资本主义

起源的一半原因。我认为布莱纳学说本身是站得住脚的，但作为资本主义起源

的完整解释这种学说还不够全面。

在布莱纳学说中，封建社会的解体造就了新的土地产权关系。这只是完

整故事的前半部分。本书第二章的作者写道：“……（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社

会结构）形成了一种三角关系：商业地主、资本家农场主和无地的劳动者。

从前两大要素的活动中产生出第三大要素，后者愈发代表了英国人口的大多

数……”（46）这一章考察了地主和农场经营者如何出于共同利益而联手驱逐

领地上的农业人口。这两者构成了上述三角关系中的前两大要素。那么第三大

要素呢？遭到驱逐的农业人口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好像仅仅扮演了一个消极角

色。从本书的叙述中我们并不能得知一个关键事实：这些人在失去土地之后又

是如何作为农业劳动力被资本主义农场所吸纳的？大概这一章的作者认为这种

再吸纳是一个非常方便的过程。但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关系从来都不是一件轻而

易举的事情。将失地后的边缘人口整合进资产阶级经济秩序一定涉及复杂的社

会冲突和权力博弈。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民众非法活动对资产阶级经济秩序的

抵制。如何应对基层劳动者的小偷小摸、消极怠工等对抗行为对于近代资产阶

级来说是一个重大课题。为此需要发明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博弈工具。

总的来说，布莱纳学说和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逻辑并不需要用剥削关

系来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按照这一逻辑，市场指令本身就足以构成资本主义

的发展动力。由此才产生了上文指出的第一类问题。但近代英国的资本主义农

场显然不同于殖民地的家庭农场。后者并不包含第二章作者所说的三角关系中

的第三大要素。假如这两种模式相同，那么无产劳动者这个要素就是可有可无

的。不过在我看来，市场指令仅仅是资本主义起源的部分成因。如果不存在系

统的剥削机制，那么不论英国还是殖民地的农业资本主义都不可能形成。它们

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剥削方式的不同。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布莱纳和政治马克思

主义对市场指令和改良意愿的强调本身并没有错误。只要我们正确理解布莱纳

的社会财产关系的概念，这类学说的核心逻辑就仍旧有效。本书中某些案例分

析的错误根源在于过分强调改良意愿而完全忽视了剥削关系和改良能力。

最后，如果能仔细比较一下本书中的案例分析，上面指出的许多问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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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容易显现出来。这是书中存在的第三类问题。不过比较维度的缺失更多的

是全书结构和篇章安排上的疏漏，而不是各章节作者的失误。实际上，书中第

七章对美国和第十章对巴西两大殖民地农业的分析也包含了一定的比较分析。

同时这也不是政治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缺陷。布莱纳学说的出发点是晚期中世纪

和近代欧洲不同地区发展方向的分流。布莱纳的意图在于“解释为何只有英国

打破了马尔萨斯人口循环”。（14）如果没有近代英国和同时期西欧、东欧的比

较，那么资本主义的增长逻辑就不会凸显出来。但本书中的案例分析大多数只

涉及某一地区、某一时间段的社会经济史。在这些单个案例之间没有比较。这

致使案例之间的很多相似性质或者不同之处没有被识别出来，从而误导了章节

作者的判断。

举例来说，本书对美国中西部、加拿大和巴西东南部殖民地农业的分析

存在很多有趣的相似之处。这些殖民地的原初人口都很少，或者原住民遭到了

殖民者的驱逐，因此需要从外部吸引移民。同时这些地区都存在着大量闲置的

可耕地有待分配。在这两大条件下，这些地区在一个时期内都经历了独立家庭

农场的快速发展。这种现象似乎很好理解。然而通过比较不难发现，其中还有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同一时期美国南部和巴西东北部

的殖民地农业并没有发展出类似美国中西部和巴西东南部的农业经营模式。在

这两个地区，自给自足的种植园长期保持着相对于市场的独立性。诚然，种植

园可以从繁荣的经济作物市场当中赚取可观的利润，但这种利润并不表示种植

园需要依赖市场来维持生存。因此其经济决策就同处于市场指令和借贷资本双

重压力之下的家庭农场完全不同。（175—177、254—259）那么产生出以上两

种截然不同的殖民地农业发展模式的根源在哪儿呢？

在美国南部，“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社会财产关系的延续重建了种植园自

给自足经济的条件”。（175）与独立家庭农场不同，种植园有大量可供调遣的

奴隶劳动力。所以种植园在经济作物大规模种植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品和简单

日用品的生产。这种生产策略对独立家庭农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家庭农场的

劳动力规模很小。为了偿还借贷，比较明智的选择是专门生产少数几种作物以

便在市场上盈利。因而自给自足是不现实的。这时家庭农场的首选是提高单位

劳动力的产出，而不是尽可能生产自己需要的产品。另一方面，供应全球市场

的经济作物，比如棉花的高额利润也保证了种植园不用像家庭农场那样承担沉

重的债务负担。同时这些盈利也可以用来维持和扩充奴隶劳动力。总的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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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部种植园经济没有像中西部家庭农场那样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其原

因主要是奴隶劳动力的广泛存在。通过压榨奴隶劳动力，种植园完全可以有效

应对市场和借贷造成的经济挑战，甚至从中获得更丰厚的回报。这时，种植园

当然不会像家庭农场那样被迫不停地进行生产改良，而是充分调用和维护既存

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选择同样见于殖民时期的巴西东北部。（248—259）

可以看到，殖民地农业的以上分化主要取决于是否存在可以用来应对经

济挑战的、足够强大的既存社会关系。作者们认为殖民地发展道路分化的原因

来自于两种不同的社会财产关系。（166、167、259、260）但在我看来并不存

在两种社会财产关系。拓荒时期的殖民地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广泛有效的社会财

产关系。家庭农场的大量出现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因为没有足够强

的既存社会关系吸收移民人口，所以才出现了独立家庭农场这种形式。而在殖

民过程中将要形成的社会财产关系的性质从家庭农场之中是无法预知的。按照

上文的分析，独立家庭农场本身并不能作为资本主义的雏形。只有具备其他条

件，比如存在农业借贷资本的介入时，家庭农场才构成资本主义农业的生产单

位。如果比较书中分析的几大殖民地的类似道路，应该很容易意识到家庭农场

本身是平平无奇的。

与此不同，如果利用既存社会生产关系足以应对全球化市场带来的经济

挑战，那么既存社会关系就不会瓦解。当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占主导地位时，

资本主义不可能诞生。传统社会的上层通过维护和强化既存社会关系从而在全

球市场上获得丰厚的利润。这反而鼓励社会上层进一步地稳固既存的传统社会

关系。同时巨大利润又为他们提供了维护既有权力的必要资源。其最终结果既

不是传统社会的解体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建立，而是传统社会的巩固乃至倒退。

所以，全球化市场的经济压力本身还不足以迫使传统社会走上现代化道路。比

较殖民地农业的两种发展道路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有一个先决

条件。这个先决条件就是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瓦解或者缺失。虽然这个先决

条件并不足以单独导致资本主义的建立，但却能用来判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

否已经产生。上文中分析的明治日本的情况大致就是如此。如果维新时期的日

本社会没有对原有的社会关系进行清算，那么不可能从既有的社会关系中直接

发展出资本主义来。相反，明治地主对既有农村组织和基层控制力的调用恰恰

构成了这个阶层政治反动的基础。把这个阶层看作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先驱和

发动者是一种可笑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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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先认定本书中的所有案例都代表了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路线显然是独

断的。通盘比较这些案例就会发现，这些案例的历史性质有很大区别。在英国

和法国的案例中，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是原有的封建社会自行解体。在英国，

这种解体是自上而下发生的。但在法国情况却不同。法国农业和工业资本主义

并没有在产业内部自发产生。相反，它们的崛起和国家扶持密切相关。（99—

102、124—131）我的猜测是，法国基层社会的封建关系并没有像英国那样从

上层开始解体。法国资产阶级在同封建社会关系的冲突中需要借助国家的力量

来推动后者解体。这个过程比英国更缓慢也更暴力。只有在这个过程基本完成

时，法国资产阶级才能够借助国家机器来反哺工、农业资本主义。不过这个猜

测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无论如何，英法相对较早和较顺利地产生出资本主

义，很大程度上是原有的封建社会自发解体的结果。先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的个别社会无疑推动了全球市场的建立。但全球市场并无法迫使非资本主义社

会内部既有传统社会关系瓦解。在那些内部较为稳定的传统社会，全球市场带

来的经济机遇反而加强了原来的传统社会关系，最终造成政治反动。相比之

下，那些原本不存在广泛社会生产关系的殖民地更容易受到全球市场和资本的

影响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像这样简单的比较和分类无疑能够帮助作者们更

好地理解资本主义产生过程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不同影响，避免粗暴地把资本

主义这个概念套用在一切似是而非的案例上。

除了以上三类问题外，书中还有些问题只存在于个别章节。比如其中一

章对一场当代社会运动及其政党主张的分析就经不起推敲。（278—286）这一

社会运动的经济政策尚未经过历史考验。其实际后果还不得而知。因此不能单

纯通过解读政策和政治主张来理解其社会历史性质。不过这些问题就像以上三

类问题一样，并不是布莱纳学说和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缺陷。它们仅仅反映

了书中的某些作者对政治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从这些片面理解中却恰恰能

看出政治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真正价值所在。

首先，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剥削关系和雇佣劳动的强调不同，布莱纳学

说和政治马克思主义思路主要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布莱纳学说

批评的一个主要对象是新马尔萨斯主义学说。这类学说强调晚期中世纪的封建

危机同人口发展循环之间的关系。而布莱纳则指出，晚期中世纪欧洲不同地区

应对封建危机的方式和后果是不同的。英国成功摆脱了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开

启了资本主义增长道路。需要解释的恰恰是这种增长的推动力。由此布莱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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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由阶级冲突到特定社会财产关系、再到市场指令和经营者改良意愿的因果

链条。尽管在这个链条中并没有剥削关系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剥削关系同

资本主义增长动力无关。改良意愿本身并不能完全解释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增长

模式。市场指令可以提供生产改良的动机，但无法说明生产改良的实际能力从

何而来。而恰恰是剥削关系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快速生产力提高所需的物质条

件。因此，资本主义发展动力和剥削关系并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问题。前者也

不能简单还原为市场指令和生产改良的主观动机。相反，剥削关系和市场指令

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殖民地家庭农场为例，那些承担着借贷压力的家庭农

场必须持续处于一种“自我剥削”的状态之中，才能保证生产的持续改良。家

庭农场生产力的快速增长不仅需要借贷压力刺激经营者的改良意愿，也需要经

营者能够为了这样的改良做出自我牺牲。如果家庭农场出于某些原因无法承担

改良的物质和社会代价，那么改良也是不现实的。总而言之，市场指令和剥削

关系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缺一不可。所以反过来说，如果资本主义仅仅代

表为一种以雇佣劳动为标志的剥削关系，那么它相比于各种前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就没有太多的特殊之处。任何阶级社会内部都存在剥削关系。通过剥削榨取

的资源是否能够被高效地转化为生产力的增长？这才构成了资本主义增长动力

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也是政治马克思主义在研究资本主义起源时试图回答的

根本问题。

其次，布莱纳学说和政治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最终归结于

特定的阶级冲突和社会关系。晚期中世纪的封建危机在英国产生了与欧洲大陆

截然不同的后果。产生这种不同后果的原因是英国地主和农民之间相对力量平

衡和博弈方式的特殊性。这种相对力量平衡和博弈最终制造出了农场自耕农这

个阶层。农场自耕农迫于市场压力采取的生产改良措施推动了英国农业资本主

义的增长。与主流的经济主义和新马尔萨斯主义不同，布莱纳学说和政治马克

思主义并没有用市场或者人口这样的外部实在来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资本

主义起源于现实的社会关系。历史是由一定的物质和社会环境中的主体塑造

的；但主体首先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因此，假如将布莱纳所说的社会财产关系

还原为法律和名义上的产权关系，那么实际上也就偏离了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立场。同样，也不应该把市场指令理解为某种客观实体。不然用市场指令来

解释资本主义起源就和经济主义的商业化解释没有任何区别。相反，所谓市场

指令是社会关系的反映。生产改良意愿是在经营者被置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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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由此可见，只要生产者和经营者还受困于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之

中，资本主义的增长动力就不可能产生。这就是广泛的商业化不足以推动前资

本主义社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如果简单地把市场指令理解为外部压

力，那么就无法理解各种传统社会在应对全球市场时的反应。这种反应的结果

不是资本主义。通过加强既有的传统社会关系来回应全球市场造成的经济挑

战，结果反倒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加强。

最后，布莱纳比较了晚期中世纪欧洲不同地区应对封建危机的不同方式。

在东欧，封建危机的后果是封建领主加强了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控制。借鉴布

莱纳的比较方法，我们也可以考察近代以来全球范围内不同社会应对全球市场

的不同方式。就像晚期中世纪的东欧一样，一些社会通过强化传统社会关系成

功地回应了经济挑战。虽然这些案例也是商业全球扩张的产物，但显然不能被

称为资本主义。凡是在近代历史上经历过一定生产力增长的社会都可以被称为

资本主义社会吗？答案应当是否定的。资本主义概念可以具有一个理论定义。

但这个定义如何运用于具体的历史案例？这一问题不可能有先验答案。只有通

过比较才能够了解不同案例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处。比较方法不可或缺。从本

书反映的情况看，政治马克思主义似乎并没有特别强调比较方法的重要性。但

比较方法无论如何都是布莱纳开创性学说的关键特点之一。本书采取案例分析

的形式，其实非常方便读者进行比较。但比较维度的缺失仍旧是本书的一大

缺憾。

对资本主义增长动力的重视、社会关系和阶级冲突的分析框架以及历史

比较方法，我认为这三者是布莱纳学说以及政治马克思主义这一历史研究思路

的三大核心优点。我相信不论是具体的历史研究还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社会和

经济理论都能从中得到启发。当然，充分借鉴西方政治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思

潮的前提始终是避免还原主义的解读。因此，对本书内容的阅读需要保持清醒

和谨慎的态度。书中案例分析的主要问题上文已经做出了说明。这些问题总的

来说是各章节的作者对布莱纳学说和政治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导致的。批判

地阅读这本书，其关键在于避免将资本主义增长动力理解为改良的主观意愿、

将社会财产关系理解为名义上的产权关系，同时应该坚持使用比较的眼光分析

具体案例。

政治马克思主义是最近几十年间西方左翼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股强劲潮

流。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正反映了这股潮流的关键特征。西方左翼史学长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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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和主流史学保持着良性的互动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很多开创性研究

也在迫使主流史学不断修正其理论。另一方面，西方左翼史学的目光并不仅仅

局限在资本主义和近现代史的研究上。其涉猎范围非常广泛。比如长期在英国

伯明翰大学工作的魏可汉（Chris Wickham）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晚期古

代研究当今的集大成者。他对晚期罗马帝国到早期中世纪欧洲社会的转型有一

番独到的见解，同时也大量运用了历史比较方法。A 历史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

而言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知识和批判领域。批判地理解和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史

学的前沿成果对于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总会有所裨益。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A  参见 Chris Wickham, “The Other Transition: From the Ancient World to Feudalism”, Past & 
Present, 103（1984）: 3-36。另见 Chris Wickham, 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400-8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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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第十六届年会会议综述

吴怡宁

2019 年 11 月 7 日至 10 日，历史唯物主义第十六届年会于伦敦大学亚非

学院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惊雷震耳：灾难共产主义，灭绝资本主义与如

何存活到未来”（Claps of Thunder: Disaster Communism, Extinction Capitalism 

and How to Survive Tomorrow）。该国际学术会议由《历史唯物主义》杂志主办，

来自世界各地的百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次大会以人类当前所面临的生态环

境危机为主要关注点，重点展开了对左派生态主义等议题的讨论。大会共计展

开了一百五十余场分组讨论，其中包含了多个常规主题分论坛，具体有马克思

主义—女性主义、种族与资本、劳工研究、性别与政治经济等；以及特别主题

分论坛：重思主权、乌托邦与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犹太复国

主义与反犹太复国主义等。此外，在会议中还举办了三十余场与会议议题相关

的新书发布会与十四场圆桌讨论会。

大会宣称人类当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气候急剧变暖对人类的长

期生存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虽然物种灭绝在地质史上确实是规律性事件，然而

现今灭绝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自白垩纪—古近纪物种大灭绝之后的任何时期。

同时人类也从未面临过如此广泛的表土资源消耗。而在环境问题愈发紧迫的形

势下，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局势也不容乐观。逐渐浮现出的各种集权主义式回应

均是对环境灾难持否认主义立场的典型：从特朗普的反华阴谋主义，到博索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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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的迫害失土工人运动都是如此。不过石化行业巨头们的回应才是资本主义行

业与自由主义国家的主流声音：拥抱“绿色”资本主义、碳排放市场、碳排放

税以及绿色科技——这些都为了能够最大限度控制当前的碳排放量。而五角大

楼自认为站在协同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却同时为北极冰盖下石油与天然气资

源的开采保驾护航。环境保护运动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就开始遍布世界各

地，但至今都缺乏结构化与冲击力；甚至都缺乏足够的策略来达到遏制该危机

的社会变革之深度与力度。值得指出的是，如今灾难的根源依然是社会性的。

石化资源使用的变化与其特殊的发展范式相关——即植根于自工业革命以来的

资本积累要求。“绿色资本主义”的支持者未能提供可靠的灾难应对解决方案。

实际上，任何想要扭转气候变化的努力都要求对资源的全面协调，以及对生产

与消费形式的根本改革，但这些都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不兼容的。而且

即使如此尝试立即付诸实施，人类依然不得不承受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的长远

危害。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要如何行动？在当前呈现出的种种糟糕残局之

外，马克思主义者是否能够描绘出另一条出路？对人类解放与生存来说，需要

何种新的能动性、策略以及视野？超越于否认主义之上，我们要如何避免这些

全新的潜在可能问题：气候驱动的安保机制，生态马尔萨斯主义对贫困群体的

镇压，甚至生态法西斯主义等？通过聚焦生态灾难与人类生存这一主题，大会

构建起了多个分论坛之间的联系。

首先，紧紧围绕大会主题展开的“左派生态主义”分论坛讨论的论题有：

生态灾难下出现的各种政治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思想该如何应对

以及对自然和动物权益的马克思主义解读等。

该主题论坛下比较有代表性的分论坛有“生态危机以及生态社会主义的

回应”，由来自牛津大学的普利坦·辛（Pritam Singh）教授主持。首先，独立

学者艾伦·托内特（Alan Thornett）发表了题为“直面末日：关于生态社会主

义的论争”的报告。托内特指出，面对前所未有的严重生态危机，整个社会该

采取的应对措施和改变不应当仅仅停留在可持续能源系统以及低碳排放系统层

面，而更应当改变所有人类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组织方式——这就需要广泛的

社会运动以及工人运动与贸易联盟。在此背景下，更需要在原先马克思、恩格

斯与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等划定的理论范围内，将环境作为与工

人阶级问题同等重要的元素；否则，在一个死寂的地球上来捍卫社会主义将是

毫无意义的。第二位发言者是社会活动者与独立学者特里·康威（Terry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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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其发言题目是“本土斗争的贡献与生态女性主义作为生态社会主义抗争

的关键部分”。康威向大家指出，在近来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主流保护环境运动

中，青年女性扮演了十分突出的角色；但同时这些运动也并没有特意强调独属

于女性主义的诉求。他还探讨了在抵抗生态恶化的运动中，青年女性的行动如

何与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关。此外，他也介绍了在欧洲和北美进行生

态运动的人们在何种程度上与当地的社区相关联，如何对那些有着石化资源背

景的新自由主义进行挑战。接下来的报告来自同样是独立学者的肖恩·汤普森

（Sean Thompson），他的报告题目是“公正转型（Just Transition）/ 新的绿色协

定与认知失调——建立一种新的叙事方式”。汤普森认为，在面对生态危机时，

人们无法在资本主义内部提出任何可行的方式。即使当前已经出现了一些相关

的绿色协议，然而因为资本要不断持续扩张，在此条件下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终

究是治标不治本的。因此，当前生态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展现出何种后资

本主义的可持续未来是可能的，以及对现存政策的可行性替代方案为何。最

后，由来自波兰波兹南米基维兹大学（Adam Mickiewicz University in Poznan）

的马特乌茨·诺瓦茨基（Mateusz Nowacki）教授发表了题为“希望的空间：在

波兹南对环境共同体的城市抗争”的报告。教授重点关注了在环境文化马克思

主义中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概念之间联系的理论变化，尤其是雷蒙德·威廉姆

斯（Raymond Williams）对于生计（livelihood）概念的阐释。教授认为，当前

许多城市中正在进行的环境斗争可以反映出这一生计概念——社会现实呈现为

在生活经验中交织的文化与自然辩证运动。同时，教授也结合了波兹南市中的

具体案例来进行分析。

在“关于自然的唯物主义与批判理论”这一分论坛中，共有三位学者报

告了其论文。第一位报告者，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马特·马

梅力（Matteo Mameli）教授的题目为“重访蒂姆潘纳罗”。他认为随着当今科

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与科学在社会冲突中扮演了更为显著角色的背景下，重审意

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塞巴斯蒂安·蒂姆潘纳罗（Sebastiano Timpanaro）的理论，

尤其是他对恩格斯的论述是有意义的。教授解释了蒂姆潘纳罗曾高度赞赏了恩

格斯将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相提并论的思想，并且他对自然与人

类行动及其影响这二者的历史性相混合，以及自然在人类中的持存这两个议

题也有具体论述。第二位报告者是来自多伦多大学的丹尼尔·勒布朗（Daniel 

LeBlanc），他的报告题目为“美学的生态学：阿多诺中的自然概念”。与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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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学界意见不同，他认为并非是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而是其未完成的

《美学理论》这一著作最能反映阿多诺对于自然概念的思考。勒布朗指出后者

能够为在不倒退回前批判实在论的情况下拯救自然概念提供资源，因为该书主

要关心的是作为政治可能性之实现以及非同一性之感官空间的美学领域；而这

在 21 世纪的气候政治并在自然政治化这一议题上有所贡献，尽管此前该领域

一直为实证主义占据上风。与此同时，当前许多生态马克思主义倡导要对历史

做重新自然化的理解，但这样的举动必然不能无视政治化的自然历史化，而且

事实上这也不断出现在了艺术无意识的历史书写中。因此，对生态马克思主义

来说，就更需要对自然经验的美学维度之复兴进行阐释。最后一位发言者希

斯·布朗（Heather Brown）教授来自美国西非尔德州立大学（Westfield State 

University），其报告题目为“马克思，类本质与生态：建立环境可持续型后资

本主义社会”。教授认为，虽然许多生态社会主义运动都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

建立在对科学的利用上，但其中很少能意识到该如何克服这种科学与生活的异

化。异化的原因根植于自然与人性被抽象视作为两种对立的实体，因此二者无

法在牺牲一者而成就另一者的条件下达到和谐。所以只有通过回归到马克思对

于类本质概念的讨论以及对重新统一自然、科学与人性的强调，才有望在后资

本主义社会达到生态可持续的目标。

大会中举办的其他主题论坛，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旨在探讨当

前愈发复杂且不见好转的生态政治下，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该如何介

入，以及该如何带来相对于资本需要之生命需求的激进命题。事实上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女性主义者已经开始思考并且抵抗环境危机了。而今日，

生态女性主义中关于女性在精神上或概念上与自然相关联的很多案例，都可以

从唯物主义角度去理解、去分析与政治化女性在历史上与土地、水体以及身体

的联结，而这些联结都为不同的剥削和压迫关系所中介；同时这些都与资本的

无度扩张与科技发展、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压迫相矛盾或冲突。其中的分论坛

涉及的主题有“生态与女性主义斗争”、“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中的生产

与价值”、“理论化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等。

“种族与资本”的主题论坛关注了在愈发显明的种族主义复兴环境之下，

身份、种族、阶级、资本、帝国、抵抗与团结等问题应当如何被看待。当前不

仅以往有组织形式的种族主义未能改变，新的种族主义化形式正通过更加恶劣

的中央种族主义（official racism）而流传开来。中央种族主义不仅在国际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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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被有效利用——为了合法化与驱动帝国主义对他国的干涉与重整世界权力结

构；同时也在国家内部使用——为了使社会对当前状况的不满转移到移民与其

他人种上。一系列右翼种族运动也在多个层面上与反种族主义正面相遇，这不

仅是种族主义与其他压迫形式之间的关系，也是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与种族主

义之间的关系。而该论坛旨在为这些讨论提供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从黑人

与后殖民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历史资源中，人们可以寻求建立资本积累和种族化

与帝国实践之间的当代与历史联系。在剥削社会关系中来理解种族主义可能为

后者的存在和持续提供解释。该主题论坛中设计的分论坛主题有“种族主义化

与资本积累”、“马克思主义，（去）殖民化，种族主义”、“种族与劳动”等。

“工人研究”的主题论坛旨在从工人角度来理解劳工以及阶级架构。前者

的具体的方法论有访问、民族志以及将工人囊括进研究过程的共同研究。后者

则指代三个具体方向：其一为从技术架构的角度来分析工人们是如何被组织起

来的，其二为工人们如何在社会中被建构，其三从政治架构角度来分析工人如

何进行抵抗以及被组织起来。通过工人研究，人们可以寻求理解资本是如何瓦

解工人阶级力量，而工人们又是如何通过克服差异、发展新的战术与战略来自

我重新组织力量的。其中分论坛涉及的主题有“工人所有权”、“社会架构”、“实

践中的工人研究”、“人工智能与劳工：阶级分析的启示”等。

“重思主权”主题论坛关注了近来围绕当代集权资本主义主权国家的讨论

与挑战，包括对全球化下国际组织到“例外状态”（states of exception）的诸多

形式，到多种试图重申“人民主权”的运动，再到不同形式的极右翼对“主权

国家”的坚持。同时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也出现了如此讨论：是否能

够将战略目标设想为一种社会主义共和制，并最终成为一种主权形式。该论坛

下的分论坛主题有“主权，边界与帝国主义”、“支持或反对卡尔·施密特的主

权理论”、“国家与主权”、“主权，解放与国际主义”等。

“乌托邦与后资本主义”这一主题论坛指出在当前不仅批判是必要的，构

建出资本主义之外的具体可行道路更是不能忽视的。因此需要关注的问题有：

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交换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为何？个人欲望与集体

利益是否能够相协调？过去与现在的实验，成功与失败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乌托

邦梦想的？在后资本主义未来中，我们对时空的经验会如何改变？在非人类中

心的宇宙中，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又会如何改变？何种情感激发或抑制了革命性

改变？而以往被忽视的乌托邦与革命政治，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建构性角色等



469

议题更需要被重点关注。该论坛下的分论坛主题主要有“后劳工社会”、“人工

智能与后资本主义未来”、“乌托邦哲学”、“乌托邦与情感”等。

“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这一主题论坛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中一直

与文学及文学批评密切相关的基础上，并且近年来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进路来

解读文学的复兴趋势。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文学领域是作为其与政治经济针锋相

对的背景而出现的——文学批判广泛涉及了价值形式、缩减的利润率、物流与

流通、共产主义化、没收、债务等问题。此外，也有一些阅读方式本身即根植

于系统辩证法，政治形式主义以及关于现实的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学在

不断发展的政治新形势下呈现出了愈发多元的样貌，而其中马克思唯物主义进

路也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从而值得仔细探讨。该论坛下的分论坛主题有“世

界文学与表象理论”、“反积累：文学与价值毁灭”、“马克思主义文学史与出版

文化”、“文学中的能源与资源榨取”等。

除了热点时事议题之外，会议中也设置了不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

文本为主题的分论坛，下面将对这些论坛进行较为详细的概述。

在“资本，价值论及其他”的分论坛中，共有三位学者进行了发言。首

先，来自雅典国立理工大学的约翰·米里奥斯（John Milios）教授进行了题为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诞生的探究：为何这是重要的？”的发言。他指出，虽然马

克思主义者都同意将原始资本积累作为资本主义的起点，但对于资本主义实际

上于何时以及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依然有很大分歧；而这一争议本身也反映了

作为体系的资本主义本身为何的问题。另外，也有批评者认为，马克思本人对

资本主义起源的论证实际上已经预先设置了资本主义概念。于是，教授从分析

马克思的原始积累概念开始，通过 14 世纪末期到 15 世纪威尼斯的社会结构来

呈现历史偶然最终是如何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普遍流行的，从而论证资本主

义的兴起应当被理解为是单向的历史过程，而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固化以

及向其他地区传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接下来，独立学者吉姆·金卡德（Jim 

Kincaid）就“阅读马克思资本论的新方式”进行了汇报。他认为当下的乌托

邦式政治方案需要新的方式来阅读马克思，而这可以被具体展开为三个方面：

1. 近年来在生物、生态与认知科学中广泛运用的涌现与复杂性概念（emergence 

and complexity）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作为复杂适应性系统的资本主义，同时

将资本主义个体本身做决策制定所需要的时间性以及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考虑

进来；2. 对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重审，尤其是使用价值和具体劳动扮演了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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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3. 资本论的修辞学——马克思如何将修辞手法融入其经济分析的政治对

象中。最后，来自芬兰坦佩雷大学的博士生宝拉·劳哈拉（Paula Rauhala）给

出了题为“大脑、神经以及肌肉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重要性”的报告。她主张

大脑、神经以及肌肉的生产消耗这一想法对资本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马克思

不仅将劳动力消耗放在价值实体（substance of value）中讨论，他也将劳动强

度和工资考虑了进来；而根据马克思对后者的论述，货币经济与人的生理机能

又有着必然联系。此外，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本身也依赖于人本身的再生产。劳

动同时作为生理性的和社会性的而存在，抽象劳动概念本身不足以解释价值的

形成。

另一场以“马克思主义与异化”为主题的分论坛中，共有四位与会者进

行了主题发言。第一位来自黎巴嫩美国大学（Lebanese American University）

的伊亚德·拉雅（Iyad Raya）博士的报告题目是“真正的抽象：在行为与形式

之间”。她主要关注了抽象劳动这一概念在以往研究中呈现出的不同解释，而

这些解释的分歧点在于现实的抽象概念。有些人认为现实抽象是实践行为，而

另一些则认为是心智行为；另外现实抽象又可以被视作为形式。拉雅博士认

为，实际上现实的抽象同时包含了（无意识的）实践和（无意识的）心智行为——

前者解释了资本的准—概念性形式，后者解释了资本作为一种历史性动力是如

何可能的。通过这样的解释，就可以理解马克思现实的抽象这一概念作为行为

与形式的二重性。第二位发言者奈杰克·司鲁坎（Nejc Slukan）教授来自斯洛

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University of Ljubljana），其题目是“关于异化的政治？

论一种历史误读”。在报告中，司鲁坎教授首先简单概括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人

们对于马克思异化概念的不同解读，并且指出这些解读的共同点，在于把关于

异化的政治奠基在对异化概念的卢卡奇式理解之上——异化作为从理想和谐的

存在状态之陷落。然而马克思本身的异化概念并不建立在如此人类本质的形而

上学含义之上，而是关于处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语境之下的人类存在。而教授

试图通过对马克思从早期到晚期的异化概念分析来证明一点。最后一位发言者

是来自英国边山大学（Edge Hill University）的保罗·拉塞尔·莱诺兹（Paul 

Russell Reynolds），其讨论题目为“异化与剥削：异化（Estrangement）的轮廓”。

他的主要论点有以下三点：1.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应被理解为唯物主义和辩证的，

其中充满了张力、矛盾以及趋向社会自组织与实践的趋势，而非自然化的人之

状况的静态偏离；2. 马克思成熟阶段的政治经济理论更少谈论异化的原因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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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识到了剥削的重心其实在异化的唯物主义经验中；3. 对当今马克思主

义者的挑战是如何在理解与运用早期异化概念的同时，保持对唯物主义异化与

剥削概念的强调的。

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分论坛中，四位报告者主要聚焦于对马克思主

义在当代哲学中的讨论与呈现。首先，来自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的博士生约纳

森·利斯提克（Yonathan Listik）发表了题为“消极的希望：关于伊格尔顿对

希望之陈述的洞见”的报告。他主要介绍了为何伊格尔顿认为乐观主义的希望

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消极主义的希望才能最终为人们带来摆脱资本主义、迎来

新世界的可能性——只有从进步再无可能的绝望状态中才能浮现出异于资本

主义道路的真正希望。因为对进步的乐观主义信念在根本上是非理性的，那

是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持续压迫的无视，对积极结果的期盼最终不过是幻想。

其次，来自于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的丹尼尔·洛佩兹

（Daniel Lopez）博士报告了其论文“吉莉恩·罗斯，哀悼与马克思主义改造”。

洛佩兹博士首先概述了吉莉恩·罗斯（Gillian Rose）在其主要著作《黑格尔对

社会学》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并指出了罗斯在最后要求对马克思主义中

具有基督教意义的术语（主要是乌托邦式的“应当”（ought））进行改造。洛

佩兹博士还指出，罗斯直到去世之前也未能给出改造的具体内容；她反而在其

晚期著作中开始阐释哀悼（mourning）这一概念——如何能够通过与我们自身

有限性的和解来把握无限，从而达到绝对的思想。第三位发言者是来自芬兰坦

佩雷大学的奥托·基洛宁（Otto Kyyrönen）教授，其报告题目“意识形态理

论课题与实践的意识形态形式”。他介绍了沃尔夫冈·豪格（Wolfgang Haug）

的《意识形态理论课题》（Projekt Ideologie-Theorie）这一本书的内容，指出不

同于以往三种理解意识形态的主流方式，该书提出了第四种解读，即意识形态

作为批判的、构成意识的东西。同时作者通过追踪马克思与恩格斯著作中的实

践概念来给出实践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因为我们的思想形式内在地与我

们的实践形式相联系，所以我们应当分析意识形态的实践形式是如何从意识形

态的思想形式创造中得来，而意识形态的存在最终还是要回溯到阶级社会的存

在。最后一位发言者是来自波兰科学院（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的巴托

茨·沃杰茨克（Bartosz Wójcik）教授，其报告题目是“底层人民，战争与革命：

黑格尔对抗马克思”。教授通过底层人民概念、战争观念以及对法国大革命的

评论此三方面来分析黑格尔哲学中国家问题的矛盾与断裂之处，而这些问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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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解读中并未能够完全呈现。他认为通过该分析可以揭示黑格

尔社会哲学中隐藏的解放性潜能。

此外，还有探讨马克思主义与艺术的分论坛。来自法国里昂第二大学

（Université Lyon 2）的博士生索菲·库卓（Sophie Coudray）发表了题为“作

为实践的戏剧：印度贾娜·桑斯克里提（Jana Sanskriti）剧团与戏剧生产方式

再分配”。其研究对象为 1985 年前后于西孟买农村地区建立的贾娜·桑斯克里

提这一剧团运动——非职业表演者下乡进行多种以政治议题为主题的、融合了

传统印度艺术形式的表演。库卓认为这一剧团有着特殊的方法论，因其不仅有

着明确的政治诉求，更是通过具体行动来改善周边地区贫困人口的生活，并且

也在当地直接招募成员，从而逐渐实现了真正的政治实践。而通过这一案例分

析，作者希望能够重新思考戏剧、劳动与当代印度的激进主义之间的关系。接

下来由来自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生保罗·英格兰姆（Paul Ingram）发言，其报

告题目为“达达主义是政治的：达达主义的来世”。英格兰姆从马克斯·施蒂

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对达达主义的影响出发，考察了达达主义许多作品中体现

出来的极端主观主义，但同时在这些作品的意义形成过程中，观众也扮演了十

分重要的角色，而这与消费者在边际成本中的决定作用可以形成类比。另外，

达达主义对艺术制度化的自我反省式批判揭示了这样的转换是如何必然为制度

化机制所调控的，正如自由市场需要政府和法律结构来保证其交易。最后，他

提出了如今是否还能够在达达主义的反艺术中找到批判可能性的疑问。第三位

发言者是独立学者达斡尔·康居库西克（Davor Konjukusic），其发言题目是“红

灯——南斯拉夫党派摄影与 1941—1945 年社会运动”。他主要根据近来出版的

关于 1941—1945 年南斯拉夫社会运动的摄影集，来讨论摄影是如何被运用到

党派价值观宣传的，同时他也考察了传播系统在当时是如何成功运作的。该

论坛最后一位发言者是来自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Universidade Estadual de 

Campinas）的马切洛·里旦提（Marcelo Ridenti）教授，其报告题目为“冷战

时期的拉美共产主义者与大众文化”。他指出，在 20 世纪 30—70 年代共产主

义运动中艺术家对拉丁美洲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而能够解释这一现象，但也

往往被忽视的原因之一是共产主义者实现的经济社会变革中的文化维度。因为

共产主义者对运动的支持中也包含了文化产业的民族产业，并且致力于将这些

民族产业产品推广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于是便帮助了民族大众文化的发展。

另外，教授还指出冷战时拉美大众文化的另一特点——在受到美国好莱坞造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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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影响的同时，也综合了来自苏联的文化元素。

在“‘阅读卢卡奇’与德国传统”的分论坛中，来自英国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的丹尼尔·哈特利（Daniel Hartley）教授首先进行了题为“歌德

在莫斯科：卢卡奇在 20 世纪 30 年代关于德国文学和思想史的著作”的发言。

哈特利教授认为，20 世纪 30 年代卢卡奇来到苏联之后写作的一系列关于德

国文学的著作，实际上不仅是作为单纯的文学批评或者《布鲁姆提纲》（Blum 

Theses）的延续而存在的，其更是以下三种元素综合的产物：当时共产国际内

部对于所采取的战术与策略的讨论，20 世纪 30 年代对德国文学史法西斯式改

编的反抗，以及卢卡奇部分基于在匈牙利的遭遇而对发展不均衡的重点关注。

来自英国伦敦金斯顿大学（Kingston University）现代欧洲哲学研究中心的理

查德·多奈利（Richard Donnelly）教授则在其“在今日重探卢卡奇：在其革命

性阶段政治与哲学的统一”的发言中描绘了卢卡奇研究在近 20 年中的发展脉

络。多奈利教授指出，近年来的卢卡奇研究依然没能明确表示出卢卡奇思想本

身能够提供何种工具，来理解当今譬如极右翼兴起以及欧洲内自由主义中心

的陷落等政治状况。他认为这个问题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技术批判哲学家安德

鲁·费恩伯格（Andrew Feenberg）对卢卡奇的解读上——费恩伯格虽然将卢

卡奇从唯心主义者、浪漫主义者等错误印象中拯救出来，但同时也把卢卡奇的

哲学与其政治思想割裂开来。多奈利教授主张，在 20 世纪 20 年代，卢卡奇的

哲学与政治思想一直是相互贯穿的。而通过二者相统一的角度，我们能够更好

地理解《历史与阶级意识》及其之后的著作，尤其《布鲁姆提纲》具象化了《历

史与阶级意识》中最重要的一些主题，其也为理解 21 世纪政治状况提供了扎

实的理论工具。最后，来自美国威廉米特大学（Willamette University）历史系

的威廉·斯茅敦（William Smaldone）教授做了题为“薪火相传：卡尔·考茨基，

鲁道夫·希法亭与 1902—1933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代际变革”的报告。在

报告中，斯茅敦教授详细重绘了 20 世纪头 30 年内随着政局变化，德国社会民

主党内两大灵魂人物——考茨基与希法亭是如何实现权力交接的。他重点突出

了二者之间的私人关系与政治思想发展，使得我们能够窥探这一代际传承如何

影响了魏玛共和国政治。

在“重访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遭遇马基雅维利”的分论坛中，共有四位

与会者分别做了主题汇报。首先，来自希腊开放大学（Hellenic Open Univer-

sity）的帕纳约蒂斯·索迪里斯（Panagiotis Sotiris）教授汇报了其论文“阿尔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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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遭遇马基雅维利与葛兰西：‘现代君主论’与作为新政治实践”。索迪里斯教

授主张阿尔都塞与葛兰西都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作为检验与阐发其自身

政治概念的试验场，但同时也正是在这里，阿尔都塞表明了自己与葛兰西的分

野。因此，通过比较阅读二人对于马基雅维利的阐释与阿尔都塞对葛兰西的批

判，能够进一步解释阿尔都塞对于欧洲共产主义的批判，以及葛兰西对前者所

忽略的问题——新共产主义政治实践的回答。来自国立雅典理工大学（National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Athens）的乔治·卡兰波卡斯（Giorgos Kalampokas）教

授则在“马基雅维利的孤独与阿尔都塞的孤独”报告中专门聚焦了阿尔都塞对

马基雅维利的阅读与阐释，试图重构后者对于前者政治思想的重要影响。卡兰

波卡斯教授提出阿尔都塞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就不断回溯到马基雅维利，

然而却只公开出版了 1977 年做出的“马基雅维利的孤独”这一演讲内容。教

授认为，阿尔都塞将“孤独”这一概念作为阐释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内在必

要条件，因此呈现出阿尔都塞映射在马基雅维利身上的孤独概念才能更好地理

解阿尔都塞晚期的著作。本场的第三个汇报由来自米兰比科卡大学（University 

of Milano-Bicocca）的维托里奥·莫尔菲诺（Vittorio Morfino）教授给出，其

所论述的题目是“阿尔都塞的马基雅维利解读之发展与其政治意义”。莫尔菲

诺教授更多从历史叙述角度出发，试图打破以往的目的论式论述，认为阿尔都

塞自 60 年代到 80 年代的著作最终是通过马基雅维利在理论上重构其与党派的

关系。最后，同样来自米兰比科卡大学的斯特凡诺·皮派（Stefano Pippa）教

授做了题为“黑格尔抑或马基雅维利：论阿尔都塞的马基雅维利式反黑格尔主

义”的报告。皮派教授提出自阿尔都塞遗稿编辑出版以来，人们可以更为清晰

地看到阿尔都塞思想解读并不是在黑格尔主义与斯宾诺莎主义之间二者择其

一，张力存在于黑格尔与马基雅维利之间。因此，阿尔都塞对马基雅维利的阐

释应当被理解为是对黑格尔主义的激进批判，并且阿尔都塞借此从早年的黑格

尔主义立场中解放出来，提出唯物主义哲学不应再像黑格尔哲学一样只是关联

当代与过去，而是打开与未来的联结。

另一场关于阿尔都塞的主题分会场则就阿尔都塞的唯物主义进行了讨论。

来自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托马斯·卡迈克（Thomas Carmichael）教授首先

就“没有前提的结论：在阿尔都塞的偶然唯物论（Aleatory Materialism）中是

否存在一种美学？”进行发言。卡迈克教授利用阿尔都塞档案馆最新发布的文

本与尚未发布的手稿，来探讨阿尔都塞的文化批判理论与其后期偶然唯物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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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联。而来自巴黎第八大学的康拉德·汉密尔顿（Conrad Hamilton）教授

则发表了题为“阿尔都塞的界限：科学相比于形式分析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进路”的报告。汉密尔顿教授认为，现今应当重新审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阿

尔都塞主义之间的关系。阿尔都塞批判黑格尔哲学（尤其是逻辑学）具有一种

莱布尼茨式的外在因果关系，于是继承了黑格尔这一血统的马克思在分离价值

与价格这一问题上也不可能成功。然而，这不仅是对黑格尔逻辑学的一种误

读，更是对其自身的转化理论进行了限制。因此应当再度回顾黑格尔的形式分

析，来将阿尔都塞的反人道主义在与价值理论的关系中重新定位，尤其是展现

出如何从价值形式本身、而非现象学或生物学中推导出人的概念。该分会场的

最后一场报告来自独立学者马库斯·巴杰玛（Marcus Bajema）博士，该报告

题为“人类创造了自身，但非以其所悦纳的方式？”在报告中巴杰玛提出，阿

尔都塞对于哲学中的偶然倾向给予了承认，这一思想对当前马克思主义在生态

与长远历史的讨论中都是有所助益的。而该思想的来源——古希腊原子论者的

反目的论思想，与马克思对于物物交换理论与技术概念都可相类比。于是通过

分析阿尔都塞相遇（encounter）概念中的反目的论思想，可以进一步探究人类

究竟能对历史施加多大影响。

会议中还包括了两场以罗莎·卢森堡为焦点的分会场。其一的主题为“卢

森堡：写作与政治”。来自意大利贝加莫大学（University of Bergamo）的里卡

多·贝罗菲奥雷（Riccardo Bellofiore）教授就“为何是卢森堡”进行了发言。

他认为卢森堡思想的重要性与独特性主要体现在这五点上：1. 卢森堡清晰把握

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货币本质；2. 她坚持动态竞争、榨取相对剩余价值与

相对薪资（wage）的下降趋势规律之间的关键关联；3. 她的经济观点是首先将

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货币流通来解读的论述；4. 她关于再生产模式的观点可以

进一步被发展成为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5. 对卢森堡来说，资本主义危机不是

来源于消费不足，而是来自于投资不足。此外，贝罗菲奥雷教授还解释了卢森

堡的党派理论直接源自马克思——卢森堡认为组织应当被视作为从下层构建

阶级意识的关键。而以上这些都证明了卢森堡正统的创造性——她既是、同

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其次，来自国际罗莎·卢森堡协会的奥托卡·卢班

（Ottokar Luban）为大家介绍了“1913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关于大罢工的辩

论：未公开的第二党内会议记录以及罗莎·卢森堡和卡尔·考茨基的演讲及其

他”。他讲述了在 1918 年德国革命之前德国政治警察如何通过各种渠道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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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获取党内会议记录，因此我们现在能够从当时的警察档案中获得 1913 年

关于大罢工的辩论记录。根据记录显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自下而上的压力自

1906/07 年罢工事件后再一次迫使党内领导人为大讨论让路，但同时又不得不

控制事态过度发展，以及避免得出过于激进的解决方案。而不同于此前学者根

据仅有出版的卢森堡的两篇演讲稿所得出的结论，未公布的记录中显示了卢森

堡彼时依然拥有党内左翼的支持。另一分论坛由罗莎·卢森堡基金会赞助，集

中展现了罗莎·卢森堡研究与传记中的新进展。

布洛赫是 20 世纪最著名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因此以恩斯特·布

洛赫为主题的分论坛旨在通过比较方法来更好理解其乌托邦主义，同时挖掘出

其思想对当今反资本主义抗争与后资本主义概念化的贡献。首先是来自澳大利

亚悉尼大学的 Cat Moir 教授就“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抑或‘马克思主

义的谢林’？——恩斯特·布洛赫与社会主义问题”发表意见。他指出了在以

往布洛赫思想研究中出现了两种主流意见：一为布洛赫更多受到了黑格尔哲学

的影响，另一为布洛赫实际上回到了谢林，其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浪漫主义自

然哲学混合的产物。因此，Moir 教授比较了黑格尔与谢林哲学对布洛赫的思

辨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影响，并认为布洛赫在自然哲学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基础

上所建构的物质概念，为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物质可能性；此外，结合了早期

马克思思想的布洛赫思辨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行动主义形而上学，最终为

了发动人们去行动。第二位发言者是来自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詹·雷曼（Jen Rehmann）教授，其发言题目为“作为实践哲学

家的恩斯特·布洛赫”。他认为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应当被放置在马克思主义实

践哲学的框架下被解读。布洛赫是从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中逐渐发展出

其唯物主义的动态概念，并且布洛赫关注的人类学也集中在集体意识的发展

上——这也是与马克思的行动理论相兼容的。但雷曼教授也承认，从实践哲学

角度来说布洛赫哲学依然需要克服一些基本问题，并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

相联结。最后一场发言来自约翰·西博斯（Johan Siebers）教授（英国密德萨

斯大学，Middlesex University），他讨论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与布洛赫的唯物

主义逻辑”。马克思对于黑格尔逻辑学的解读，可谓是无比深刻而具有颠覆性

的，而布洛赫的唯物主义逻辑也可以视作为翻转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一

种复述。但马克思未能解决黑格尔逻辑学的中心问题——存在，其从未能摆脱

自身的抽象性限制。而教授认为布洛赫的唯物主义逻辑提供了一种将抽象性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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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化的可能性，布洛赫批判了所有对概念的实现与开创真正的乌托邦式世界观

进行逻辑和抽象还原操作，而这恰好能为当下重新创造共产主义提供重要的

贡献。

以安东尼奥·葛兰西为主题的分论坛则重点围绕葛兰西的政治思想展

开，共有四位与会者参与了讨论发言。首先，来自比利时根特大学的布莱希

特·德·斯美特（Brecht De Smet）教授做了题为“带有或反对哲学的常识：

对亨利·代·曼（Henri de Man）之民粹主义的一种葛兰西式批判”。两次世

界大战之间比利时的社会主义领导者亨利·代·曼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做出

了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贡献，他将结构主义式的、朴素唯物主义式的和实证主义

式的马克思解读转换为对工人阶级的日常经验与心理分析。他的思想对葛兰西

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虽然后者并未全盘接受或拒绝其理论内容。斯美特教授

在报告中指出，葛兰西赞同代·曼对世界、本能、自发性、心理学以及常识

的民粹式解读，但认为将常识作为固定的、原始的心理学本质化是错误的；于

是，教授进一步解释了葛兰西对于心理学和哲学的批判性理解。接下来，来

自爱丁堡大学的卢卡斯·斯洛瑟斯（Lukas Slothuus）教授报告了论文“在激

进政治行动中的政治情感：重申墨菲著作中的葛兰西”。教授首先指出在激进

政治中去理解例如希望和绝望等政治情感是十分重要的，但在大多数批判理

论和激进哲学的讨论中并未认真对待这一元素。在当代激进政治理论中，尚

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在其后期著作中对政治情感给予了成功的叙述。

然而教授并不认为墨菲忽视葛兰西的思想是正确的；相反，回到葛兰西本身对

政治情感的论述才能更好地理解政治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最终如

何影响激进政治行动。最后，来自巴西圣保罗大学的卡拉拉·菲格雷多（Clara 

Figueiredo）教授就“政治的美学化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消极革命”为题进行

汇报。教授在该汇报中，试图结合葛兰西的消极革命概念和本雅明的政治美学

化概念来分析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艺术氛围。她主要讨论了在法西斯意大利时

期，墨索里尼政权如何利用电影、摄影等文化形式来支持其政治经济权力。而

此不仅呼应了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对于政治美学化的描述，

也呼应了葛兰西的“消极革命”概念——法西斯政权为群众创造了一种原子个

体合作（molecular incorporation）的机制，艺术的政治实践被转化为一种国家

扩张的新形式。因此，用来限制和抹杀个体化的法西斯政治美学化正是为了维

持其统治系统和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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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最后一日的全体闭幕讨论“灾难共产主义，灭绝资本主义与如何存活

到未来”由来自瑞典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的安德里亚斯·马尔姆（Andreas 

Malm）教授主持，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博士后霍利·巴克（Holly 

Buck），英国华威大学的莱昂·西丽 – 哈金斯（Leon Sealey-Huggins）教授与

来自英国伦敦大学的丽萨·梯利（Lisa Tilley）教授共同上台参与了主要讨论。

大会于该场讨论之后圆满落幕。

为期四天的历史唯物主义第十六届大会，不仅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中的多个维度，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纷纷展示出对马克思主义范围内经典文

本的最新研究成果；更是让马克思主义理论直面当代不同地域、社会不同领域

中出现的多种复杂问题，以及关乎全人类存亡的生态环境议题，跳脱资本主义

社会与理论的局限从唯物主义角度重新提供可行的出路——保存所有人类的同

时也保存其所生存的家园。此外，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理论层

面，更应该落实到实践之中。而从这次大会的多个报告中我们可以观察到马克

思主义理论在当前世界各地与不同领域中的实践状况和其所带来的反思与启

示。正是在与时代发展动态的有机交互中，马克思主义才能得以时刻保持活

力，更好地为解释与改造世界服务。

作者单位：美国天普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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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的话 
 

吴晓明

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介绍与研究，在我国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

在这三十多年里，这一领域的进展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各种

主要思想观点、理论学说，以及最有影响力的思潮和学派，都在一定程度上被

涉及并对之展开了相应的研究。当这样的研究被积极地推进到一定阶段时，更

为切近地了解、追踪和把握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沿和最新进展就变得

十分必要了。我们这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便是应和着这种必要性而产

生的：它意图在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能够走近前沿领域的时候，为

这种研究提供一个可以持续不断地追踪最新进展、成果和趋势的学术平台。

这份研究报告至今已有十年。从总体上看，它的形式框架主要涉及欧陆

国家马克思主义（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英语国家马克思主义（英

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原苏东国家马克思主义（俄罗斯、中东欧

国家等），亚非拉国家马克思主义（日本、拉美国家等）；除了这些国家和地区

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之外，在内容上还围绕着重大专题、理论热点和

争论、思想动向等来展开，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辅之以重要的人物、新著和论

点，以及部分激进左翼和其他地区的理论活动，从而使整个报告能够以较为充

实而整全的面貌展现出来。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过去的十年间，这份报告的基

本目的是达到了：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大规模地扩展开来之际，特别是当年

轻的学生、教师和学者迫切的需要——或者是知识的需要，或者是研究的需

要——对该领域的前沿有所了解之际，这份研究报告便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这

种需要，因而它受到欢迎和期待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该报告在成长过程中也

显露出不少缺点，虽说学界由于急切的知识需要时常能够包容这些缺点，但对

于我们来说，快速地了解并弥补不足无疑是一项持续不断的工作要求。

然而，在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正面临着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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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地报道出来，使之成为该领域学术研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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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道之所以不能自外于这一转折进程，是因为假定学术资料、信息和动态等的

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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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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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深化还包括更为广大的区域和更加深入的问题。有些议题是经典作家未曾涉

及的，而在有些非常关键的主题上，甚至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也存在严重的分

歧。众所周知，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领袖开始抨击“梅林—普列汉诺夫正

统”，并指责其“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时，双方便在诸多主题上，尤其是

在哲学主题上——表现出冲突甚至对立。例如，对于马克思的整个理论来说具

有决定性意义的“实践”概念，便出现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当普列汉诺夫把马

克思的“实践”概念与费尔巴哈的“实践”一词混为一谈时，卢卡奇在《历史

与阶级意识》中却构成了一种“抽象的、观念论的实践概念”。仅此一例就能

部分地表明：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及由这种研究而来的思想理论

上深化的任务，将会在怎样的领域和怎样的深度上展开出来。

然而，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定阶段上，思想—理论的深化又是与

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十分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

果不能积极开启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思想—理论上的深化就会局限在非常有

限的范围内，就不会得到有力的推进与展开。那么，“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

又应该如何理解呢？我们已经很熟悉的用语，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佛教

的中国化等，意指特定的思想理论或精神样态作为某种实体性的东西而被整全

地中国化。在有差别的意义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化，并不表示

研究对象能够作为这样的东西而被要求整个地中国化，这里的研究对象会依

然停留于并保持其为国外的思想资源，而所要求者乃是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

它意味着：（1）讲中国语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总体上获得它的自我主

张；（2）这样的自我主张是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并以中国的社会现实为依据的；

（3）由此而使整个研究作为重要的学术资源参与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史进程。

任何一种学术的成长都会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任何一种学术的真正

成熟都是以摆脱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为标志的。中国三十多年来的国外马

克思主义研究，虽然其初始阶段不能不处于学徒状态中，但其进展之快以及成

绩之斐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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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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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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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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的学术已经转变为能思的和批判的学术。

我们之所以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我主张要以中国问题为导

向并以中国的社会现实为依据，不仅是因为我们的研究者必然地处于特定的时

代状况中，而且是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时代问题总是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生活于其

中的社会现实。任何一个解释者或研究者都不可能摆脱其基本的立脚点，而任

何一种立脚点又总是为特定的社会—历史所规定的时代状况，所以黑格尔把超

越时代——“跳出罗陀斯岛”——的妄想看成是单纯的私见。讲中国语的国外

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总体上来说，要么从中国问题以及由之而来的社会现实中找

到其自我主张的真正立脚点，要么就根本没有自我主张也根本没有立脚点。或

许有人会嫌中国问题和中国现实过于狭隘而要求更为广阔的世界眼光，对此我

们的回答是：真正的世界眼光从来不是由抽象的理智所虚构出来的空疏的和无

内容的“太空”；反之，如果说中国问题及其现实依其本质必然地（“现实”一

词的题中应有之义）包含有真实的世界联系，那么，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就决不

意味着排除这种真实的联系，而只不过要求排除那种为现代性意识形态所伪造

的世界眼光罢了。唯当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能够以中国问题及其现实为

基准时，它才可能在这一领域中开辟出以其自我主张来定向的研究道路，并作

出真正的发现和独特的贡献。

因此之故，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虽然在学术领域上会保持其特定的

和独立的活动范围，但它作为一个取得了自我主张的整体，作为一种极为重要

的思想—理论资源，将强有力地参与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作为基础起作用的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实践，这种历史性实践在占有现代性成果的同时正在生

机勃勃地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另一个方面则是在此基础之上的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表现，而这种理论表现则通过思想、概念、方法等的构

建，通过学术活动而得以实现。很明显，讲中国语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在现实的基础方面分享着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就像它在理论的表现方面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研究保持着最为切近的联系一样。同样明显的是，这

样的分享和联系在通常的情况下还往往只是自发地形成的；唯有在研究定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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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化积极地开展出来之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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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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尔 · 温赖特/文 刘敏达/译

324   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在 21 世纪的新进展

吴昕炜

337 马克思与斯宾诺莎专题

338   斯宾诺莎、马克思与唯物主义传统

季米特里斯 · 瓦尔祖拉基斯、

王春明、张寅/文 张志鹏/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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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马克思阅读斯宾诺莎：论斯宾诺莎对于马克思的所谓影响

贝尔纳多 · 比安奇/文 刘敏达/译

374   从“没有主体的主体性”到“主体的重建”

  ——当代西方“斯宾诺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发展逻辑

冯 波

399 哈贝马斯专题

400   权利与伦理生活：对哈贝马斯进路的黑格尔式重估

克里斯蒂安 · 施密特/文 张志鹏/译

413   康德、黑格尔、哈贝马斯：何为伦理生活？

  ——与克里斯蒂安 · 施密特的一次座谈

张志鹏/译

431 新书评议

432   从政治经济学到土地肥力

  —— 从《在大洪水之前：马克思与行星的新陈代谢》 

中的三场辩论谈起

孙一洲

441   评《资本主义起源的案例研究》

李嘉弘

463 会议

464   历史唯物主义第十六届年会会议综述

吴怡宁

479 国外文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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