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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顾问：

海外：（以字母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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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以姓氏笔画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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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福龄　 　 　 　 刘放桐　 　 　 　 李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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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达　 　 　 　 秦绍德　 　 　 　 顾锦屏

徐崇温　 　 　 　 黄楠森　 　 　 　 陶德麟

靳辉明



主　 　 编：吴晓明

执行主编：汪行福　 邹诗鹏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东　 王德峰　 朱立元　 朱钟棣　 衣俊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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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雄　 余文烈　 陈学明　 陈振明　 林尚立

杨　 耕　 汪行福　 邹诗鹏　 俞可平　 袁　 新

顾海良　 梁树发　 韩庆祥　 韩　 震　 童世骏

曾枝盛





一、“《资本论》与辩证法”专题



二、激进理论专题



三、新左翼语言哲学研究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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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论》与辩证法”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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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题主持人导语

吴　 猛

２０１７年是卡尔·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第一卷发表 １５０ 周

年。１５０年来，《资本论》及其手稿已在世界范围成为人们进行理论创

制和社会实践的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围绕《资本论》及其手稿积累

的文献已汗牛充栋，但几乎所有相关讨论都无法绕开一个根本性的问

题，这就是《资本论》与辩证法的关系。这一问题并不随时间的流逝而

过时，事实上，对于该问题的回答恰好构成理解《资本论》的当代意义

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有鉴于此，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

心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于 ２０１７年 ９月 １６日至 １７日举办了“《资本论》

与辩证法”学术研讨会。本专题就是这次会议文献的集中呈现。

从主题上看，这组文章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重新理解《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汪行福认为，

《资本论》之将共产主义解放目标与历史过程的必然性铆在一起的做

法容易导致理论危机，他认为，与此相对的是，马克思的《大纲》通过把

人类解放的规范与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现实条件辩证地结合起来，而

提供了一种对共产主义的规范—条件论解释；白刚认为，《资本论》本

身就是马克思的以“劳动政治经济学”为基本范式的“新辩证法”；黄志

军将《资本论》中的辩证法理解为思想中再现的现代资本主义自身的

展开逻辑；王时中试图以《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货币之谜”的破解路径

３



为参照，将商品世界的语言转述为政治哲学的语言；张寅探讨了《资本

论》中的资本概念与无限性的逻辑范畴之间的联系，强调资本的无限

性隐含着双重社会对抗；吴猛则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语境中探讨

了马克思的“形式”概念与黑格尔的“形式”概念的关系与区别，以此作

为《资本论》中的“形式”概念的前史考察；张米兰认为，《资本论》对价

值形式发展过程的历史分析为商品拜物教批判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方面是探讨当代西方学者从辩证法角度对《资本论》的阅

读。马拥军在其文章中一方面赞赏亚瑟的新辩证法理论对抽象劳动的

理念特征的强调，另一方面批评亚瑟由于不了解马克思的“新辩证法”

的基本特征而返回到了马克思早已超越的哲学批判甚至道德批判的立

场上；孙亮则批评亚瑟将“新辩证法”做成了资本等同性的逻辑规则，

他尝试在价值分析中引入“否定辩证法”和约翰·霍洛威的工作，以开

启某种激进政治的理念；刘珍英批评了亚瑟的“新辩证法”理论关于非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观点；杨淑静围绕“抽象力”、“新世界观”、

“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三个方面理解亚瑟的“新辩证法”，强调应站在黑

格尔哲学的理论地平线上理解《资本论》；李乾坤梳理了现代思想史中

围绕“价值形式”问题展开的三场争论；梁思远探讨了巴克豪斯的“价

值形式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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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的“解放辩证法”
———兼论《资本论》与《大纲》的思想差别

汪 行 福

摘要：《资本论》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圣经，但它对资本主义灭

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客观必然性解释具有一定缺陷。把共产主义解放

目标与历史过程必然性铆在一起，给马克思主义以意识形态的强大威

力，但也容易使之陷入理论危机。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大纲》与《资

本论》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在《大纲》中，马克思一方面继续着早期

对资本主义异化和物化的规范批判，同时也具有成熟时期对共产主义

实现条件的科学分析。《大纲》把人类解放的规范与资本主义社会创

造的现实条件辩证地结合起来，提供了一种对共产主义的规范—条件

论解释。这一解释是把共产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创造的人类解放的现

实可能性的实践把握，而不是把它理解为一种资本积累的自身客观必

然性的实现。马克思的人类历史发展三阶段论特别重要，在这里，马克

思从人类解放的视野出发，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进行了经验的把握和

规范的评价，既解释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成就，也揭示了超越它的必要

性。只要人类处在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就仍然生活在《大纲》的历史

５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复杂现代性与中国发展之道”（项目编号：

１５ＺＤＢ０１３）的中期成果。



辩证法之中。

关键词：《资本论》　 《大纲》　 共产主义　 规范—条件论　 历史发

展三阶段

一、辩证法的“困境”

波兰著名哲学家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在《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

道主义———关于当代左派的文集》中提出：“我们怎样才能把日常生活

的道德从历史哲学的噩梦中解放出来？我们怎样才能把它从伪辩证法

中解放出来？”①伪辩证法的最大特点是模糊性和神义论。模糊性是说

伪辩证法是模棱两可的，譬如，一方面说群众创造历史，另一方面又认

为只有了解历史趋势的人才能影响历史；一方面强调工人无祖国，另一

方面又高喊反对世界大同；一方面高喊自由，另一方面又反对人权；一

方面要消灭国家，另一方面又要强化集权；等等。“凡是按照这种‘是

和不是’或‘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模糊公式提出的多功能型理论，都

会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提防出现任何精确的定义，因为它们的力量就

是在于模糊。”②而“神义论就是一种把事实转换为价值的方法，也就是

说，通过这种方法，事实不再是它经验觉察到的表象，而是成了目的论

秩序中的一个要素，这种目的论秩序赋予了所有构成要素独特的意

义。”③在这里，一切表象都可以在目的论或宇宙论秩序中得到“合理”

解释。

在西方，最早揭露伪辩证法的有影响的著作是亚瑟·柯斯勒的小

说《正午的黑暗》（１９４１ 年）。其主角是前苏共中央委员鲁巴肖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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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关于当代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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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７页。



奉共产国际之命，在欧洲资本主义领导秘密革命活动。长期以来，他毫

不怀疑自己的使命，为达到目的，不拒绝任何手段，包括暴力。但在斯

大林党内大清洗中，他的意识发生动摇，对自己所作所为深感不安和自

责。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引起斯大林的猜忌，他被投入监狱，并最后被

处决致死。该书既解释了共产主义为什么具有吸引力，也解释了苏联

式专制产生的原因。在苏联意识形态中，苦难和牺牲被赋予了救赎意

义，暴力和毁灭被赋予了崇高价值。正如布莱希特这位“辩证戏剧”家

所说：“即使对污秽的憎恨 ／使眉头紧蹙。即使对不正义的愤怒 ／让嗓

门喑哑。唉，渴望为仁慈奠定基础的我们 ／自身也不能仁慈。”①在伪辩

证法中，只有将目光盯着未来所得，就可以为任何不道德的手段辩护。

为了避免使自己成为伪辩证法赌盘上的筹码，一些人退回到一种

个体化的道德立场，在这里，“历史是用实例进行教化的哲学”。按照

这种哲学，道德原则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人类生活的事实。在某种意

义上，科拉科夫斯基就是这样的思想家。他认为，黑格尔的超验主义思

想中包含着极权主义的潜能，甚至马尔库塞的大写的“理性”（Ｖｅｒｎｕｎｆｔ）

概念也是可疑的，很容易被重新铸造成暴政的证明。为此，作者转向康

德。“我对康德的方法很同情，它包含这样一种信念，即通过自由的人

以及参加到合理性的超验领域，所有人，都分别被赋予相同的权利，并

被相同的义务所约束。这直接导致康德的人格观念，即人是不可交换、

自我奠基的，人是最高价值。这一假设可能不足以解决任何特殊的政

治问题，但是它对于将政治自由与奴役之间的区别看成一个合理性的

问题，而不是趣味或突发奇想的问题，是足够好的了。”②另一些人退回

到审慎的人道主义立场，托尼·朱特认为，对待社会现实，我们需要两

种考量：审慎的和伦理的。审慎的考量要求阻止资本主义创造一个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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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版，第 ２２１页。



怒、贫穷和怨恨的下层阶级；而伦理的考量是关心工人阶级的状况，让

工人和他们的家庭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显然，这些立场与其说是马

克思主义的，不如说是人道主义的。

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其核心意图是证明，只

有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类的解放。伯特尔·奥尔曼

认为，“马克思主义……为我们讲述了两座城市的故事：有一座城市根

本没有自由，却声称有自由；而另一座拥有给所有人的充分自由，却几

乎没人知道它在哪里以及如何到达那里。”①第一座城叫“资本主义”，

第二座城叫“共产主义”。虽然后一座城市在地图上还找不到，但马克

思主义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可能成为的东西，是

一旦资本主义的居民推翻了其统治者及组织城市生活的法规就有了产

生和发展条件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它涉及的共产主义作为资本

主义内部尚未实现的潜在趋势如何演化，以及这种演化从早期阶段一

直延伸到仍然是遥远的未来的历史。”②奥尔曼指出，关于马克思主义是

什么？有四种答案：就其描述和解释了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而言，马克

思是一个科学家；就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弊端而言，马克思是

一个批判家；就其发现共产主义的潜在趋势并描述其可能的轮廓而言，

马克思是一理想家；就其提出了革命战略而言，马克思是一个策略家。

然而，“科学、批判、理想和革命策略通常都是被孤立地理解的———一些

人甚至认为它们在逻辑上是不相容的———并且多数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者都只强调了这些论题中的一个或几个，而忽视或贬低了其他几个。”如

何把上述四个方面结合起来，奥尔曼的回答：“是辩证法，尤其是马克思

的辩证法不仅允许而且要求他将多数人孤立看待的东西结合起来。”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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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奥尔曼的观点具有启发意义，抓住了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特征和

实践意义。但是，这种完美主义的解释虽然是充满善意的，但无法应对

马克思主义遇到的现实挑战。

戈兰·瑟伯恩在《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指出，

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思想整体：“在理智层面，马克思主义首先

是一种德语的 ｗｉｓｓｅｎｓｈａｆｔ意义上的历史的社会科学，关注资本主义的

运行，在更一般意义上，关注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最终’决定的历史

发展。第二，它是一种带有认识论和本体论抱负的矛盾和辩证法的哲

学，其中也不乏伦理含义。第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工人阶级类型的社

会主义政治模式，为革命者推翻现有秩序的指南针和路线图。其中政

治学是这个三元体的顶点，它使这种‘主义’成为一种社会思潮，而不

仅仅是一种理智的谱系。”①但是，随着工人阶级类型的政治、社会主义

运动衰落和新社会运动出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政治和哲学的

三元体已经断裂———极有可能无法恢复了。”②瑟伯恩认为，我们已经

进入到一个后辩证法的时代，虽然左翼知识分子仍然致力于批判资本

主义，但不再把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和历史辩证

法结合在一起，“反资本主义的社会科学家的新的合奏也许会出现，许

多人会阅读马克思，但是否还有许多人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确是可疑

的。”③显然，奥尔曼与瑟伯恩的观点之间存在着巨大历史反差，而这种

反差正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客观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后革命时代，一个后乌托邦时代。朱特

说：“我们很难再谈论那种进步的故事。我并不是说，即使我们有心寻

找，也看不到无处不在的进步，而是说，我们同样能够见到如此多的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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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逆施，以致我们很难说进步是人类历史的默认状态。”①但这并不意

味着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已经过时了，只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

义的辩证法不太可能再重新成为进步必然性的科学，也不太可能再回

到历史决定论—目的论的哲学形式。如何对人类解放进行辩证的思

考，我们需要寻找新的理论话语，这种话语既不诉诸历史必然性，也不

诉诸未来的目的论，它需要在人类解放的规范要求与人类历史的现实

之间找到合理的联系。在《资本论》每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曾经说：“在

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

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以

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

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

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

抓住活人。”②这段话界定了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历史空间。马克思主义

既需要解释资产阶级社会的解放意义，又需要解释超越资本主义生产

的必要性。“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

柯尔施曾认为，马克思主义拥有两套语言，一套是资本积累或价值

规律的语言，一套是阶级斗争的语言：“视历史过程为生产力发展的

‘客观’描述和视历史为阶级斗争的‘主观描述’，是马克思思想的两个

独立形式，两个同样是本源的，不是一个派生于另一个的关系……根据

每个特定形势的条件，它们或者被单独运用，或者被同时运用……”③

詹姆逊也认为，政治的写作有两种方式，可以将重点放在客观系统上，

也可以放在主观力量上，“换言之，它可以构建一个系统的图景，这个

图景如此宏大，以致涵盖一切，使包容其间的个体几乎没有能力做任何

事情；而另一方面，它可以强调人类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行动者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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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看起来比即使最非人格的系统还要强大，可以用积极的方式战胜系

统。”①詹姆逊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前一种解读，这本书里并不

包含任何直接的政治结论，如果说它有政治意义的话只在于“说明资

本主义是一个总体的制度，是为了证明它不能被改良，为延长它的存在

而对它进行的修改，结果必然会强化它、扩大它”。②

奈格里认为，对政治的客观主义解读正是《资本论》的缺陷，为了

拯救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我们需要从《资本论》回到《大纲》。他说：

“《大纲》不是一部仅可用于对《资本论》进行文本学研究的文本，它也

是一部结合着对革命可能性进行预先把握的政治文本……”③该书的

英译本导言认为，奈格里对《大纲》的解读的新颖之处是提出了一个反

辩证法的政治反抗逻辑：“奈格里对《大纲》的解读意在告诉———或提

醒———我们，资本主义历史中不是只有一个主体，而是有两个主体。”

资本主义不是客观的过程，而是两个主体的对抗：“在两个层面上，他

主张我们观察到的是资本辩证法与对抗的工人阶级的分离逻辑（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辩证法不是某种宇宙发展的形而上学规律。它是一种

资本在其中寻求控制工人阶级斗争的形式。换句话说，当资本成功地

把工人阶级的主体性绑在资本发展之轭时，它就强加给这一矛盾同一

体以辩证的关系。但是，束缚工人，强加给它以同一体，意味着资本必

须克服它的另一个主体。这一逻辑，奈格里认为，是非辩证的。它是对

抗的逻辑，是分离的逻辑，其特征不是寻求控制另一方，而是为了解放

自己而摧毁自己。”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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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解释都是片面的。从实践立场出发，马克思主

义的核心方案是揭示人类解放的规范要求和资本主义现实条件之间的

矛盾和冲突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资本论》由于过于强调人类解放对

历史必然性的依赖，错过了对两者之间复杂关系的考察，而《大纲》的

优点恰恰在于，它一方面强调必须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又不把它理解为与规范和主体行动无关的客观必然性。笔者

认为，在《大纲》中我们既可以读出他对共产主义的规范思考，也探讨

了这种规范实现的可能性条件。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主张把《大纲》理

解为对人类解放的规范—条件论的辩证法。

二、资本主义批判的规范视野形成

当今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有两种对立的倾向，一种可称为规范论

的重新发现，另一种可称为本体论的复兴。前者的出现主要针对三种

倾向：马克思主义是对社会历史必然性的科学解释，与人的信念和价值

无关；马克思主义是特定阶级利益的表达，与普遍价值无关；一切规范

和价值都没有内在意义，它们不过是阶级统治或阶级斗争的权力工具。

规范性解释希望从马克思对现实的批判中重建其规范前提，以此来重

新审视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消除其工具理性倾向。科拉科夫斯基认

为：“马克思对道德方法的摒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欺。规范性前

提隐藏在其所有的基本概念中，特别是他的异化和价值理论中，以及共

产主义将恢复人的生命的真正人的特性的信念中。”①但是，规范论路

径是片面的，如果共产主义只是一种康德式的调节理念，而不同时是社

会现实的构成性因素，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其革命的实践性。

本体论的复兴在今天表现为“回到政治经济学”或转向生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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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齐泽克把资本主义灾难作为共产主义的前提，还是奈格里把非

物质劳动作为共产主义的现实条件，着眼的都是资本主义现实中共产

主义实现的客观条件，他们都认为，共产主义与规范无关，它只是资本

主义现实的对抗性矛盾本身蕴含的趋势。但是，规范与现实之间并非

完全对立的：“马克思接受人道社会（社会主义）的‘价值’，并把它作为

思想和行动的标准，就像人们接受健康的价值，并把它作为诊断和治疗

疾病的标准一样……作为一种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双向度的：

它以现存社会自身的各种客观可能性和潜能，来测度这个社会。这种

双向度性表现为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统一之中：马克思的哲学就是政

治经济学批判，而每一个经济范畴同时就是哲学范畴。”①大致来说，马

克思早期思想主要着眼于从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中发现共产主义的

规范，成熟时期思想主要关心它的实现条件。马克思的《大纲》处在这

个转折的关键点上，它同时保持着对这两个向度的思考。

在讨论《大纲》前，我们先来简单地追溯马克思解放理想的形成。

马克思的理想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逐渐形成和清晰化的。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

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

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

系”。② 显然，在这里马克思通过对康德道德绝对命令的否定解释，阐

述了人类解放的理想。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通过资产阶级法

律、政治制度，特别是私有制财产的批判，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规范理

念。在著名的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区分中，马克思强调，资产阶级国

家只是把人从传统的市民社会中解放出来，实现了人的政治解放，但并

没有实现人的社会解放。马克思说：“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

种关系回归到人自身”，“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

３１

《大纲》的“解放辩证法”

①

②

［美］杜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马尔库塞版序言，辽宁教育出版

社 １９９８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１１页。



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

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

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

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①在

这里，私人与公民、个人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分离和对抗是需要克服的状

态，而人类的解放被表述为个人力量与社会力量的直接统一。

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对法和国家的批判转向

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其人类解放理想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马

克思说：“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

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

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②在这里，类

本质的实现是他批判资本主义的规范视野，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

矛盾成了批判的焦点。马克思说：“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

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

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③在早期著

作中，“社会”概念被赋予了规范的内涵，它不是指人类活动的客观领

域，而是被理解为一切真正属于人的关系和联系方式，与此相对照的是

私有制条件的人的陌生化和异化。黑格尔在《法哲学》中指出，具体的

自由不是人作为孤立的个体而存在，而是在他者中保持自己。同样，马

克思也认为，“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

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

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自然界的人的本质

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

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

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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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

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

了的人道主义。”①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对“社会”的理解与黑格尔对

“伦理”的理解是一致的，即在他者中保持自己。基于这一理解，马克

思一开始就超越了早期共产主义对人类解放的庸俗物质主义理解。人

类的解放不仅仅无产阶级恢复其对劳动成果的占有，而且在生命存在

恢复其真正的存在形式。马克思曾非常感性地说：“当法国社会主义

工人联合起来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出，这一实践运动取得了何等光辉

的成果。吸烟、饮酒、吃饭等等在那里已经不再是联合的手段，不再是

联系的手段。交往、联合以及仍然以交往为目的的叙谈，对他们来说是

充分的；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

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坚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

之光。”②

青年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人的生命的自我循环。在《穆勒评

注》中马克思说：“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

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１）我在

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

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

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

（２）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

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

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３）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人，你自

己意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４）在我个人

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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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

质。”①虽然马克思早期思想中也包含着规范与事实的辩证法，譬如，马

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

困———或物质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贫困———的运动，正在生成的社会发

现这种形成所需的全部材料；／ ／同样，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

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

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②但是，总的来说，马克思在《１８４４ 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没有把自己的规范理想与现代条件内在地结合

起来，他对共产主义以及人类生活方式的理解是从浪漫化的个体劳动

及其生活形式那里“借用”来的，只有到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才真

正摆脱对手工劳动浪漫化的理解，转向在现代工业生产的真实基础上

重新理解共产主义的实现条件。

霍布斯鲍姆曾指出，《共产党宣言》的真正伟大之处不在于对阶级

斗争的发现，而在于，他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还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就发

现了资本主义市场原则和工业化生产的巨大力量。马克思指出，以往

的资本主义生产是建立在手工劳动和行会基础上的，“蒸汽和机器引

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③。马克思强

调，工业化生产和全球市场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扩大了人与人之间交

往和世界文化相互影响的范围，在这个条件下，共产主义不再被理解为

人与人之间的团契关系，而是被理解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其中，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在那里，每个人

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④ 从此开始，自由人的联合

体成为马克思的规范理想，也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规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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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范与现实的辩证法

马克思的《大纲》是《资本论》手稿之一，但在马克思理解史上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大纲》写于特殊历史时期，当时美国出现了经济危

机，工人阶级革命急需理论的指导。在 １８５７ 年 １２ 月写给恩格斯的信

中，马克思说：“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

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①在奈格里看来，这正是《大

纲》的特殊之处，它把对危机的研究作为思考革命的前提，《大纲》代表

着马克思革命思想的顶峰，由此“诞生了马克思思想的第一个伟大的

政治综合”②，而这种理论—实践的综合正是马克思整个方案的基础。

相对而言，《资本论》是这一革命立场的后退，在这里，马克思是诉诸资

本积累的客观必然性，而不是诉诸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来解

释共产主义的。类似于葛兰西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

是历史唯物主义。奈格里也认为，马克思学说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政

治经济学。尽管奈格里强调《大纲》的重要性，但他很大程度上把马克

思的写作的政治意图等同于他的理论意图。其实，《大纲》的价值不在

于解释了特殊时期工人阶级革命的时机，而在于解释了资本主义时代

的解放的规范与条件。正因为如此，《大纲》才具有超情境的理论

意义。

在《大纲》中，马克思没有太多涉及他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因

而，人们对马克思的辩证法的讨论往往集中于《资本论》，特别是它的

序跋。但是，我们不难发现黑格尔的“理念”概念及其对辩证法的理解

对马克思《大纲》写作的影响。马克思在 １８４３ 年给卢格的信中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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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向来就存在，只是不总具有理性的形式。”①这与黑格尔的思想是完

全一致的：“理念可以理解为理性（即哲学上真正意义上的理性），也可

以理解为主体—客体；观念与实在，有限与无限、灵魂与肉体的统一；可

以理解为具有现实性于自身的可能性；或其本性只能设想为存在着的

东西等等。”②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是消极的、单纯否定的怀疑论，也不是

康德式的规范与现实的抽象对立的知性思维。黑格尔强调：“更高级

的概念辩证法不仅在于产生出作为界限和相反东西的规定，而且在于

产出并把握这种规定的肯定内容和成果。只有这样，辩证法才是发展

和内在进展。其次，这种辩证法不是主观思维的外部活动，而是内容固

有的灵魂，它有机地长出它的枝叶和果实来。”③马克思在《大纲》中的

思维方式也是如此。哈贝马斯曾对马克思思想的特点做这样的解释：

“实际历史过程的意义之被揭示乃是导源于‘实践理性’，我们必须从

实践理性要求之实现的观点来解释实际过程和当前力量。”④但是，实

践理性本身不是超验的，它本身就源于历史本身产生的可能性。在这

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解为主观（实践理性）与客体

（资本主义现实）相互关系的辩证法。一方面，“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

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⑤，这意味着思

想不是自我封闭的自足领域，它总会受到作为客观的他者的“侵入”。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拒绝唯心主义幻想；另一方面，历史也不是由物

质实体和其规律支配的自我封闭系统，否则就剥夺了人的能动性，也把

社会历史本身神秘化。从本质上，辩证法既是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

的非同一性意识，也是追求它们的同一性的理性筹划和努力。

公允地说，《大纲》与《资本论》在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但《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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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它在阐述共产主义时没有诉诸更强的历史必

然性的逻辑。不可否认，《资本论》具有强烈的历史决定论色彩，这可

以在下述两个著名段落中明显看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

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

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

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

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

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

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

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

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①在

“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之中，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

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

炸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并

用一种典型的黑格尔式语言说道：“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

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

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

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

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

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

有制。”②前一个否定是少数人剥夺人民群众，后一个否定是人民群众

剥夺少数掠夺者。这种强烈的历史决定论观点在《大纲》中几乎看

不到。

当然，《大纲》与《资本论》并非截然对立的，它们都包含着对资本

主义异化和物化的批判，包含着对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批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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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危机和矛盾的诊断，也包含着对共产主义必然性的

解释。但是，在《资本论》中的客观必然性的理论的解释，在《大纲》那

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对共产主义必然性的实践解释，即人类如果要实

现解放，就必须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关系形式，这典型地体现在他

的人类历史三阶段的论述之中。

就资本主义矛盾和异化的批判而言，《资本论》与《大纲》是一致

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更高形

态。“在货币资本中，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任何痕迹都已消失，正像在

货币上商品的一切特殊的使用形式都消失一样。”①“自从有可能把商

品当做交换价值来保持，或把交换价值当做商品来保持以来，求金欲就

产生了。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

形式———的权力增大了。”②“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

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

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

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③甚至“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

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占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

价格，取得商品形式。”④《大纲》也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从流

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形象，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

“它完全不以对自己占有者的任何个性关系为前提；占有货币不是占

有者个性的某个本质方面的发展，倒不如说，这是占有没有个性的东

西，因为这种社会［关系］同时作为一种可感觉的外在的对象而存在

着，它可以机械地被占有，也可以同样丧失掉。”⑤“货币对个人的关系，

表现为一种纯粹偶然的关系，而这种对于同个人个性毫无联系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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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却由于这种物品的性质同时又赋予个人对于社会，对于整个享

乐和劳动等等世界的普遍支配权。”①因此，就对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

物教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物化和异化的批判来说，《资本

论》与《大纲》是一致的。

《资本论》也肯定资本的文明面，即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相对于以往

剥削形式在规范意义上的进步：“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

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

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

种要素的创造。因此，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

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

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

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

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中，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

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制结合在一起。”②但是，相对来说，《资本论》更

多地强调资本主义时代在认知能力和生产力上的贡献，如机器发明在

人类理智发展上的贡献和劳动时间缩短对自由的贡献。马克思说：

“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

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③

资本主义通过工业化在物质生产领域的进步为共产主义的人类解放提

供了条件。但是，它没有在同等程度上重视资产阶级生产和交换方式

在人类能力发展和交往关系上带来的解放。譬如，在为大卫·李嘉图

辩护时马克思说：“有人责难他，说他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时不注意

‘人’，只看到生产力的发展，而不管这种发展以人和资本价值的多大

牺牲为代价。这正好是他的学说中的重要之处。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

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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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①

《大纲》虽然也重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对生产力的限制，但它更强

调资本主义对人的能力发展和交往自由的限制。在《大纲》中，马克思

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形式做了多方面的尖锐的批判和揭露，但

他始终着眼于资本主义现实与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之

间的冲突和对立。譬如，马克思承认自由竞争对人有真实的意义，“在

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只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

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所必需的、因而是最适当的形式，个人在资本的纯

粹条件范围内的运动，就表现为个人的自由……”②在对自由竞争的批

判中，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自由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一致性，但也指出

它的局限性。一方面，“自由竞争越发展，资本运动的形式就表现得越

纯粹。”③另一方面，“把自由竞争看成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发展，认为否

定自由竞争就等于否定个人自由，等于否定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

生产”④却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明确地说：“断言自由竞争等

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

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们来说这当

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⑤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

的规范性与事实性之间的矛盾。

我们再来看权力关系。马克思说：“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

以前是互相依赖的”⑥。马克思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

出，“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的———货

币占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⑦《大纲》把早期对资本主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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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批判发展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关系的批判。“交换的需要

和产品向纯交换价值的转化，是同分工按同一程度发展的，也就是随着

生产的社会性而发展的。但是，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增长，货币的权力

也按同一程度增长，也就是说，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

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①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即是权力：“我

可以用货币的形式把一般社会权力和一般社会联系，社会实体，随身揣

在我的口袋里。货币把社会权力当作一件物品交到私人手里，而私人

就以私人的身份来运用这种权力。社会联系，社会的物质变换本身通

过货币表现为某种外在的东西。”②但是，马克思也明确地看到，资本主

义社会的抽象统治所依赖的“口袋中的权力”相对于人对人直接统治

的“手中的权力”给我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机会，并在形式上更能体现平

等要求。因此，留恋所谓前现代的人的原始丰富性是可笑的：“全面发

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

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

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

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

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

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③其实，“现实抽象”作为辩证的现象，是

一个破坏和创造相交织的过程：“货币不但决不会使社会形式瓦解，反

而是社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

力的主动轮。”④如果我们承认，传统共同体的瓦解是个人的自由和全

面发展的前提，就必须承认资本主义对文明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马

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把它的客观矛盾和人的政治实践结合起来

的。马克思说：“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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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有大

量对立的社会统一形式，而这些形式的对立性质决不是通过平静的形

态变化就能炸毁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

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

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堂吉诃德的荒唐行为。）”①因此，马

克思并没有把资本主义灭亡理解为资本本身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笔者认为，《大纲》最伟大的贡献是提出了把人类历史三阶段论，

在这里，他把人类发展的实践与客观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一

种规范—条件论解释的特点。“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

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

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

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

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

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②马

克思从当代人类的解放出发反思历史，不是把共产主义阐述为一种客

观的历史必然性，而是把它阐述为一种经验现实中应该加以实现的可

能性。正如黑格尔所说：“人根据在他本身内的直接实存是一种自然

的东西，对概念说来是外在的东西。只有通过对他自己的身体和精神

的培养，本质上说，通过他的自我意识了解自己是自由的，他才占有自

己……倒过来说，这种占有，就是人把人在概念上存在的东西（即可能

性、能力、素质）转变为现实……”③同样，在马克思这里，个人全面发展

和自由个性不是自然的馈赠，而是自身努力的结果。资本主义作为人

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通过以物的依赖性的异化形式，为人的需要和

多方面才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些条件既有客观的条件，也有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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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它们只不过是同一些条件的两种不同的形式。”①

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活劳动与资本的死劳动的颠倒，

即工人的劳动及其成果作为异己的权力与劳动相对立，“关键不在于

对象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在于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

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归巨大的对象［化］的权力所有，”并特别强调，

这种颠倒“但决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

性。”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受其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束缚，

看不到超越这种必然性的可能性，看不到从人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转

向第三个阶段的可能性，而共产主义意味着对新的历史可能性的把握

和向新的历史阶段发展的实践必要性的意识。在马克思这里，共产主

义主要不是被理解为目的论意义上的终极状态，而是被理解是一种基

于现实可能性的实践筹划。

传统的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把共产主义解放目标与历史过程必

然性铆得太紧了，虽然诉诸历史必然性可以给马克思主义以意识形态

的强大威力，但也容易使马克思主义陷入理论危机，似乎只要资本主义

不发生危机，或者，资本主义危机没有导致其瓦解，任何改善人的自由

和为人的能力发展都没有意义。相对来说，《大纲》对资本主义现实与

共产主义理想之间关系的规范—条件论解释则可以避免这样的难题。

按照规范—条件论解释，无论在经验技术层面，还是交往关系和社会制

度层面，只要能够推动个人能力发展和自我组织，社会的变化和变革都

具有独立于终极目标的自身意义。人类历史过程不应该理解为奴役与

解放、压迫与自由之间的零和游戏，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不同形态需要

做规范的和经验的分析和批判，譬如，我们就需要在法西斯主义运动与

自由资本主义的改革之间做出判断，即使前者加速资本主义灭亡，而后

者暂时地挽救了资本主义的命运，也不能证明前者对我们更有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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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们这样来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只要我们处在人类发展

的第二个阶段，马克思主义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理论阐释和实践介入空

间，也就可以拯救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真正意义。

（作者　 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复旦大学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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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瑟的“新辩证法”与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

马 拥 军

摘要：在《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亚瑟注意到价值形

式同黑格尔的逻辑所具有的同一性，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抽象统治”奠

定了学理基础。亚瑟把《资本论》与黑格尔逻辑学的结构作了对比，突

出了抽象劳动的理念特征，这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既超

越传统经验论、又超越传统唯理论的特质。但是，由于对马克思的“新

唯物主义”缺乏了解，亚瑟陷入了唯心主义、形式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的

错误，这使他无法把《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性质，重

新回到了马克思早已超越的哲学批判甚至是道德批判的立场。亚瑟的

这一教训不仅在西方马克思学中，而且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

对《资本论》的研究中，都具有典型意义。

关键词：《资本论》　 辩证逻辑　 抽象劳动　 对象性　 新认识论

克里斯托弗·Ｊ．亚瑟（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Ｊ．Ａｒｔｈｕｒ）注意到，列宁反对把辩

７２

 基金项目：上海市社科基金委托课题“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项目编号：

２０１６ＷＺＸ０２０）和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动力
机制研究”（项目编号：１６ＰＪＣ０３３）的中期成果。



证法当作实例的总和①。确实如此。列宁曾明确说过，“不钻研和不理

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

它的第 １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

思的”。② 亚瑟不仅领会到列宁这一思想的精髓，而且照着做了。在

《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他认真拿黑格尔的逻辑学与

《资本论》相对照，从而突出了资本概念的一个看似神秘的特征：概

念性或理念特征。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成果。它把对象、现实、感性

的形上一面突出出来，从而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总体性的观点提

到一个新的高度。总体不仅是一个唯一的现实总体，而且是一个思

维总体，只有通过特定的逻辑即辩证法，才能把握这些总体。遗憾的

是，列宁还说过：“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

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

题。”③对这一重要观点亚瑟却未能把握。由于站到了唯心主义的存

在论（或本体论）立场上，亚瑟不仅弃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于不

顾，反而错误地指责马克思对辩证法的阐发过于晦涩，甚至认为马克

思并没有理解他自己的方法。一旦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置于他整个思

想发展的背景中，而不是局限于经过阉割的《资本论》，就可以看到，

亚瑟对“颠倒”的“总体性”的认识实际上回到了《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的哲学批判立场上，不恰当地忽视了《资本论》的“政治经济

学批判”性质。辩证法不仅适用于对资本的分析，而且适用于全部人

类活动，适用于整个世界。有鉴于国内学者目前对《资本论》的研究

正在重犯这一错误，有必要对亚瑟的“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新唯物

主义”的关系做出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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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亚瑟“新辩证法”的贡献

亚瑟之所以把他的辩证法称为“新辩证法”，首先是由于他认为与

以往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不同，它不是一种“线性的辩证法”，

而是一种“系统的辩证法”。他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或苏联模

式的辩证法，来自普列汉诺夫和恩格斯。在《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

本论〉》一书的第二章，亚瑟对恩格斯关于“逻辑的—历史的方法”进行

了研究。他认为米克和斯威齐都受到恩格斯的影响，“恩格斯、斯威齐

和米克论证的结构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植根于一种线性的

逻辑，而他则主张需要一种“辩证的方法”，因为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是

一个总体，由一系列内部关系交织在一起。①

说马克思的辩证法是系统辩证法，这当然是正确的。马克思早在

《哲学的贫困》中就表明了这一点。可是，所有熟悉普列汉诺夫和恩格

斯著作的人都会觉得，把普列汉诺夫的思想说成“线性逻辑”或许有一

定根据，把恩格斯的思想说成“线性逻辑”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毕

竟，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整体看，在关于辩证法的所有主要观点上

他们都是完全一致的（除非断章取义！）。亚瑟不仅误解了恩格斯，而

且曲解了马克思。但是在讨论亚瑟对恩格斯的误解和对马克思的曲解

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搞清楚亚瑟说了些什么，他究竟是如何论证自己

的观点的？不能因为他的观点与我们不同，一上来就先把这种观点否

定掉。相反，如果在认真研究亚瑟的论证之后，发现他说得有道理，我

们就必须放弃自己的观点。结论应当在研究之后确立，研究之前的任

何预设都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现象学要求。

通读全书，笔者认为亚瑟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确立了“抽象”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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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性，然后在这一基础上研究了抽象对于当前现实的构成性。尤其是

《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五章即他关于“马克思的《资本

论》与黑格尔的逻辑学”的一章，对所有不抱偏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

一定会产生强大的冲击力量。至少对我本人来说，虽然我一直按照列

宁关于要读懂《资本论》就必须认真钻研黑格尔的逻辑学的要求去做，

但我下功夫研究的是马克思自己所强调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

三节，做梦都不会想到按照列宁字面的意思，拿《资本论》与黑格尔的

逻辑学去一点一点地对照。亚瑟居然真这样做了。毛泽东说过：世界

上的事，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人就最讲“认真”。列宁的要求，我

没有做到的，亚瑟做到了。这不能不令人佩服。

亚瑟认为，货币经济本身具有与理念同质的特征，即形而上的特

征：同理念一样，货币所代表的价值，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然而又

是实实在在统治着人类的力量。这甚至是一种比看得见、摸得着的力

量更加真实、更加强有力的存在，按照黑格尔的看法，是本质论的存在、

概念论的存在，也就是被扬弃了的存在。亚瑟证明：马克思在《资本

论》中论“从商品交换到价值”的部分与黑格尔逻辑学中“存在论”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ｆ Ｂｅｉｎｇ，是论）的部分相对应；货币与商品的二重性与“本质

论”相对应；而资本，就其在劳动和产业中得到实现来说，与黑格尔所

宣称的“概念”（Ｃｏｎｃｅｐｔ）的所有特征在绝对形式中得到实现是对应

的。它采取的是系统的范畴辩证法的形式。①

那么，这种平行或对应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亚瑟的回答是，在黑

格尔的“纯粹思维”过程即空掉特定偶然事例中的经验成分而只保留

作为纯范畴的思维过程，与商品不考虑它的自然形状而获得价值形式

这一在实际术语变化中体现的同样过程之间，有一种强烈的对应关系。

“在价值形式中不仅存在形式与内容的分裂，而且前者（即形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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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注）还获得了独立，而结构的辩证发展确实是形式地决定的”；“价值

形式，诸如‘商品’、‘货币’、‘资本’，最初确实是纯形式，后来才在物

质生产中获得立足点。一定意义上，与其说从内容中得到形式，不如说

诸形式把自己应用于它所形成的质料。然而，这意味着形式和内容并

非完全统一，而是保持着一种抽象对立的结构：内容归属于形式但仍有

很大一部分不能被它把握。”①由此亚瑟指出：“资本既是现实的又是理

念的（ｂｏｔｈ ｒｅａｌ ａｎｄ ｉｄｅａｌ，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因而黑格尔的逻

辑范畴就可以对应上了，只不过要在一种批判的意义上。②

撇开形式与内容的分裂不谈，单就纯形式来说，资本与范畴之间确

实存在这种理念性的对应关系。这是亚瑟的一个重要观点。对此没有

什么好奇怪的。马克思的认识论本来就超越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

对立，他认为财富的物质内容与其社会形式并不是一回事。正如亚瑟

注意到的那样，马克思认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财富的商品形式有可能

导致“颠倒”，形成拜物教③。亚瑟的贡献在于：他认为“正如黑格尔的

逻辑遵循着思想的自我运动穿过自己的世界，交换的辩证法也建立了

一种形式决定的系统”。④ 在这里，形式结构的确是“自我演化”而不

只是在被我们的思想过程以范畴的方式联结在一起的意义上演化的。

正是这样的形式决定设置了自己的内容，这种内容不过是一种地点上

的抽象可能性、一个纯粹的代数变量，它跟决定这种形式的内容没有关

系。它不再是由内容决定形式，而是形式脱离内容，然后派生出属于自

身规定性的新内容。换言之，形式从具体内容中产生出来，然后摆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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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并自己为自己设置抽象的内容。这是真正惊人的见解。亚

瑟进一步指出：尽管在交换价值中并没有什么给定的内容表现自己，交

换价值仍然在自我反思，因而是把这种形式本身作为反思的内容。于

是任何一种事物和每一种事物原则上都可以成为价值的承担者。与此

同时，普遍离不开从属于它的各个特殊。只不过，与黑格尔的纯粹思想

在其可能性空间中安置自身不同，经济形式必须在交换关系中被物质

地加以构成。“这样，通过分析我们终于发现，在抽象普遍和物质特殊

之间的二重性，是价值形式的特征。”①

但亚瑟并不满足于此。在他看来，在黑格尔的逻辑与价值形式的

自我演化之间，并不是一种逻辑结构上的外在同一性，不是把黑格尔的

逻辑应用到一个独立的内容上去。在某种意义上价值形式与黑格尔的

逻辑本来就是内在同一的。“并不是价值形式碰巧产生了一种被黑格

尔在他的逻辑范畴中标识出来的复杂结构；是这些形式本身在效果上

具有如此抽象的纯粹性，以致构成了黑格尔逻辑理念的现实化身。”②

既然不仅在资本与范畴之间存在对应关系，而且在资本体系与范

畴推演之间存在对应关系，那么，亚瑟在存在论上（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本体论

上）把《资本论》与黑格尔的《逻辑学》等同起来，似乎就是天经地义的

了。他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称为“系统辩证法”，正是根据这种观点③。

在此基础上，亚瑟做了一件令人叫绝的事情：拿《资本论》与黑格尔的

《逻辑学》一一对照。

众所周知，黑格尔的逻辑学分为三部分，即存在论、本质论、概念

论。按照黑格尔自己的解释，这三部分分别意味着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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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关于思想的直接性———自在或潜在的概念的学说。

２．关于思想的反思性或间接性———自为存在和假象的概念的学说。

３．关于思想返回自己本身和思想发展了的自身持存———自在自为

的概念的学说。

通过与黑格尔逻辑学对照，亚瑟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阐发价值

形式①：

１．直接性中的交换：潜在于商品中的价值。

２．在其间接性中：价值在货币中的反思和显现。

３．在其回归到自身和自身的发展中：资本作为自在和自为的价值。

内田弘先生在《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附录中，曾经

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与黑格尔的

《逻辑学》做过对比。他认为应当通过《逻辑学》的“概念论”来阅读

《大纲》的“导言”部分、通过《逻辑学》的“存在论”或“有论”解读《大

纲》的“货币章”、通过《逻辑学》的“本质论”解读《大纲》的“资本章”。

如果说内田弘先生的做法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那么对于亚瑟的

做法，除了“令人震惊和佩服”外，笔者实在想不出其他的评价，因为亚

瑟并不满足于用黑格尔逻辑学来解读《资本论》，他是直接拿黑格尔逻

辑学的范畴与《资本论》一一对应。

限于篇幅，这里当然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把亚瑟的“一一对应”

重述一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翻到这一章末尾的附录②。在那里，亚

瑟列了一张表，不仅拿黑格尔《小逻辑》第 ８３ 节所列逻辑学三个环节

即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与马克思《资本论》的三个部分即商品、货

币、资本做了对照；而且整理了《资本论》中关于商品、货币和资本的主

要范畴，与黑格尔《小逻辑》的三个部分的九个范畴作了对比。亚瑟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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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把“哲学全书”第 １８ 节关于黑格尔的全部体系即逻辑学、自然哲学

和精神哲学，同《资本论》的流通、生产和积累三个环节作了对比。

读完这一章，大概不太有人会再对列宁关于“不懂黑格尔的逻辑

学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论断抱有任何疑问。亚瑟揭示

了“抽象统治”并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更重要的，它就是现实生活

本身，换言之，生活并不像唯名论者所想的那样，似乎仅仅是感性的、具

体的存在；相反，它本身带有理念的特征，因而是一种“合乎理性”的存

在。亚瑟用强大的逻辑，证明了黑格尔关于“现实的就是合乎理性的，

合乎理性的就是现实的”这一名言。

遗憾的是，亚瑟居然没有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实践即人类的活

动超越了“理性的自我展开”。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凡是现实

（对象、感性）的就是实践的，凡是实践的就是现实的”。黑格尔用头立

地，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黑格尔颠倒过来，重新用脚立地了。如果说，亚

瑟证明了“抽象统治”的现实性，这是他的巨大贡献；那么，从马克思倒

退到黑格尔，则不能不说是亚瑟的巨大缺陷。

二、亚瑟“新辩证法”的缺陷

亚瑟试图诠释马克思，但由于他有几个原则性的缺陷，致使对马克

思的理解“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第一，唯心主义。亚瑟把“资本带有

理念性质”与“资本就是理念”混淆了。第二，形式主义。亚瑟脱离劳

动讨论价值，脱离生产讨论交换，失去了确定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尺度。

第三，非历史主义。亚瑟撇开历史谈逻辑，没有注意到范畴和范畴体系

的历史生成，没有注意到随着系统的自我否定，系统辩证法也将被

扬弃。

首先，关于亚瑟的唯心主义。

货币从商品中独立出来，是“抽象”取得现实性（Ｒｅａｌｉｔｙ，实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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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的关键。因此，要理解“最抽象的何以是最现实的”，就必须研

究从商品到货币的转化。但这种转化并不是“纯粹思想的事情”，而是

交换本身的发展过程，是市场发育的事情。只有对市场形成的历史进

行研究，才能看到“抽象统治”是何以确立的。亚瑟本人并没有这样

做。马克思这样做了，但不知道是亚瑟不了解，还是故意忽略，他谈到

马克思同一著作中的其他内容，却没有注意马克思关于交换发展的历

史过程的内容。我倾向于认为亚瑟是故意忽略，因为他明确地讲：“马

克思可能仅仅认为黑格尔的逻辑有助于他的阐述，但对我来说，逻辑框

架具有存在论的意义。”①因此必须撇开马克思本人的论证，去讨论亚

瑟自己想讨论的话题。但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亚瑟的唯心主义都妨

碍了他对“理性抽象”之现实性的理解。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曾经专门讨论交换即市场发展的过程。

他指出：“交换有它自己的历史。它经过各个不同的阶段。”“曾经有过

这样一个时期，例如在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

费的过剩品。”“也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当时不仅剩余品，而且一切

产品，整个工业活动都处在商业范围之内，当时一切生产完全取决于交

换。”“最后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

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这个时期，甚至像德行、爱

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而在以前这些东西是

只传授不交换，只赠送不出卖，只取得不收买的。这是一个普遍贿赂、

普遍买卖的时期，或者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一切精神的和物质

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

的时期。”②只有最后一个时期，货币才转化为资本，从而货币的抽象统

治才能变为资本的统治，因为只有到这一时期，价值或货币的统治才变

为“能够获得剩余价值的价值”即资本的统治；而在这之前的时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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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第一卷第一篇所论述的抽象劳动价值论就能够成立了。换言

之，尽管亚瑟不喜欢“简单商品生产”这个词，但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

义商品经济之前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时期。

就交换的历史性而言，Ｐｏｓｔｏｎｅ、Ｓｅｋｉｎｅ和 Ａｌｂｒｉｔｔｏｎ对逻辑与资本的

同质性的理解同亚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亚瑟评论说：“对于 Ｐｏｓｔｏｎｅ

来说，而且我相信对于 Ｓｅｋｉｎｅ 和 Ａｌｂｒｉｔｔｏｎ 来说，这是意识形态化地加

以解释的，即：黑格尔通过把资本由一种历史地决定的系统转化为逻辑

的非时间性的王国，通过用逻辑的抽象取代具体的术语，把资本的辩证

运动永恒化，以便用绝对的否定性代替自我增殖。”①“我本人相信资本

主义系统确实是由逻辑关系构成的。这是因为我极为强调交换从异质

的商品那里加以抽象、并把它们当作同一种东西（即价值）的不同事例

对待的那种方式。这同思想的抽象力的运动方式是平行的；它产生了

与逻辑同质的一种结构，即价值形式。”②由于没有看到市场的历史发

展过程，亚瑟忽视了，在交换活动中被抽象的东西，在交换之前已经被

生产出来了。

亚瑟既不理解理性“抽象”本身的历史发展过程，当然也就无法理

解：逻辑范畴不过是特定历史时期（在我们的讨论中是资本主义时代）

的生产关系的反映。在他发现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与马克思的《资本

论》在结构上的同质性之后，亚瑟竟然说：“这种结构的人类承担者被

归结为范畴的人格化”！③ 对于黑格尔来说，可以讲人类不过是范畴的

人格化，但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类却是生产关系的人格化。马克思在

《哲学的贫困》中曾经批评经济学家，说“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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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①。生

产关系范畴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人格化在马克思那里是不可混同

的。实际上，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的序言当中，马克思的确谈到：

“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

承担者。”②亚瑟恰恰是把生产关系和反映生产关系的范畴相混淆了。

他明确地说：“我本人相信资本主义系统确实部分地是由逻辑关系构

成的。”③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才不知不觉断章取义，只取前半句“经

济范畴的人格化”，不取后半句“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

这样一来，紧接在后面的话（“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

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它在社

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岂不是没有了着落？

其次，关于亚瑟的形式主义。

亚瑟批评马克思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前三页就匆匆忙忙地

从交换价值现象跳进作为价值实体的劳动，人们公正地抱怨说，他们没

有在那里发现任何证明。所以我在几个地方论证，我们必须首先研究

价值形式的发展，只有当形式自身的辩证法要求时我们才去谈劳动内

容。”④在笔者看来，对马克思的抱怨是极不公正的，而亚瑟的证明也站

不住脚。讨论价值形式不能脱离价值实体即它的内容。因为正如对于

黑格尔来说“实体即主体”一样，对于马克思来说，价值实体与价值主

体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亚瑟竟然说：“马克思有一个独断的开端：他一开头就假定用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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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的物品是劳动产品。”他反对这样做，理由是黑格尔要求“绝对的开

端不能设定任何条件”。①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

品。讨论劳动产品当然既无法脱离“产品”，也无法脱离“劳动”。在讨

论“交换价值”现象的时候，涉及的必然是两种劳动产品的交换。所

以，如果把价值视为交换价值背后的实体，那么它与劳动相关，这是不

言而喻的事情，根本无须任何“证明”。尽管如此，考虑到商品生产和

商品交换并非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自然现象，而是社会历史现象，因

此，正如在《哲学的贫困》中谈到交换或市场的历史发展那样，马克思

在《资本论》中专门用一节的内容，即第一章第三节的内容②，证明了价

值形式的历史演化，在这一过程中也就证明了劳动如何二重化，从而形

成了抽象劳动这种“价值实体”。因此，虽然价值实体是劳动无须证

明，可是它如何产生是需要证明的，而马克思提供了这种证明。

这说明，不是马克思没有提供证明，而是亚瑟对这种证明视而

不见。

那么，亚瑟本人是如何看待价值形式的呢？与马克思不同，亚瑟主

张，“在集中讨论价值形式的时候先把作为其内容的劳动置于一旁”③，

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再来讨论。而他所谓“适当的时候”，是指在《资

本论》的第二篇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地方，为了解决资本总公

式的自相矛盾，马克思引入了劳动力商品这一概念。在亚瑟看来，在这

之前把价值形式与劳动联系在一起，都是不适当的。他在自己著作的

第五章对黑格尔的逻辑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范畴表一一对应之

后，终于提供了这种“证明”。亚瑟说，只有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

的用于出卖的商品才作为劳动产品“获得了价值的两种规定性，即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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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价值来生产，又作为价值来出卖”。① 根据前文我们对马克思《哲

学的贫困》的引用可以看到，马克思认为交换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劳

动力成为商品前的阶段，就已经形成了“既作为价值来生产，又作为价

值来出卖”的价值实体了。

马克思本人在运用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理论的时候，采用的是主

体与对象关系的说法。他指出，与劳动的二重性相应，作为商品的劳动

产品也具有二重性，即“使用对象性”和“价值对象性”。使用对象性是

由具体劳动、私人劳动创造的，而价值对象性则是由全社会的劳动共同

创造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马克思明确地说：“商品并不是由于有了

货币才可以通约。恰恰相反。因为一切商品作为价值都是对象化的人

类劳动，从而本身可以通约，所以它们能共同用一个独特的商品来计量

自己的价值。”②

亚瑟脱离生产来讨论交换，交换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

没有“价值对象性”概念，那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成为不可能。

因此，单纯从交换来看的交换根本就不是交换，更不是资本主义条件下

的交换。脱离生产讨论交换，也就失去了确定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尺度。

因为剩余价值正是用必要（抽象）劳动时间和剩余（抽象）劳动时间来

阐明的。

再次，关于亚瑟的非历史主义。

通过以上两点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其

历史的产生过程。从理论模型上说，《资本论》的“货币转化为资本”一

章表明，亚瑟否定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之前可以存在非资本主义商品经

济，是没有根据的。至于这种非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究竟使用哪种名称，

９３

亚瑟的“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

①

②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Ｊ．Ａｒｔｈｕｒ，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Ｍａｒｘ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Ｂｏｓｔｏｎ：Ｂｒｉｌｌ Ｌｅｉｄｅｎ，
２００４，ｐ．１０５．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５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１１４页。



则可以讨论。不能因为不喜欢恩格斯影响人们使用的“简单商品经

济”这个概念，就否定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可能性，更不能由此

否定“历史辩证法”。

亚瑟认识到，系统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都有，“问题

是恩格斯把它们合并起来了”。① 恩格斯不仅在范畴史和学说史的意

义上讨论逻辑与历史的一致，而且在学说史与人类活动的发展史意义

上讨论逻辑与历史的一致。这就是说，对于恩格斯来说，逻辑与历史的

一致不仅涉及逻辑范畴与它们在思想史中的表现，而且涉及逻辑体系

与它们在现实历史中的表现：“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

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

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

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

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②亚瑟特别指出，恩格斯在《资本论》第

三卷序言中，认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是从作为历史前提的简

单商品生产出发，然后从这个基础进到资本，而作为资本的“商品”同

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不同，它“是一个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是

派生的形式，即已经在资本主义下变形的商品”③。亚瑟认为这是误

导。在他看来，马克思从没用过“简单商品生产”这一术语，更没说过

作为资本的商品是一种“历史上派生的形式”。恩格斯伪造了（至少是

曲解了）马克思的思想。于是，“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被教导说，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和‘简单商品生产’的划分，而这种讲

法来自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但是，因为有恩格斯的权威作为保证，

它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直到已故的恩斯特·曼德尔”。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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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是一项严重的指责。要研究这个问题，就必须像马克思和恩

格斯那样，研究历史上究竟是否存在过类似“简单商品生产”这样的前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提供了这样的证明，亚瑟却

没有注意到甚至故意视而不见。他拒绝进行历史探讨，理由是：“从理

论观点看有一个更有趣的问题：这种模型在概念上有效吗？价值规律

能从这样假定中的商品交换的发展阶段得出它的‘经典形式’吗？”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关心的是历史上是否真实和有效，而亚瑟关心的

只是“概念上”是否有效！这一态度无疑是非常恶劣的。脱离历史，亚

瑟的讨论就完全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过

的那种玄想。

亚瑟认为，谈论“前资本主义社会由劳动价值规律统治着价值和

交换”是说不通的，因为在如此设想的社会中并不存在使劳动价值规

律发挥作用的机制。按照亚瑟的看法，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决定的，可是“在简单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不存在一种机制迫使某

一生产者必须达到这一目标，否则就破产”。只有所有生产材料包括

劳动力本身都采取价值形式而生产活动被从属于价值增殖过程，资本

收益率的客观比较才是可能的，资本之间的竞争才允许价值规律发挥

作用。简单商品生产的目的是生产一种物品以便用它换取另一种不同

的物品。这种交换当然有限制条件，但没有可能准确决定所涉及的交

换比例。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价值生产，为的是得到更多的价值；因此

资本被迫注意类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的价值决定。

这可不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

和价值物，实际上只是发生在交换已经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的时候，那

时有用物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因而物的价值性质还在物本身的生产

中就被注意到了。从那时起，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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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

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

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

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

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①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谈到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只是谈到“交换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相反，结

合《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和第二十四章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十分肯

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存在非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而资本主义

商品经济是由它转化来的。正是由于这样，他才指出：“货币和商品，

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

本。”②这种转化，在理论上表现为第四章谈到的“劳动力成为商品”，

在实践上表现为第二十四章所说的“商品市场的两极分化”所造成的

“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从此以后，“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

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

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

排挤。”③

可见，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是否存在价值规律等问题上，马克思和恩

格斯是完全一致的。无论是对恩格斯背离马克思的指责，还是对马克

思的背离，都表明亚瑟没有把握马克思“辩证法”的性质。与亚瑟的新

辩证法不同，马克思把他自己的辩证法奠定在“新唯物主义”的基

础上。

三、马克思辩证法的“新唯物主义”性质

在《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的结语中，亚瑟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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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系统辩证法、颠倒和总体性等概念扮演了突出而显要的角

色。”①对他的系统辩证法所阐发的价值形式的理念特征，以及由此对

辩证法的系统性的建构，怎么高度评价都不过分，因为它突出了西方马

克思主义提出的关于人们实践活动的总体性特征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超越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特征，有助于把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

提到一个新的高度。遗憾的是，亚瑟对“颠倒”和“总体性”的认识是残

缺的，这导致了亚瑟的“新辩证法”具有唯心主义、形式主义和非历史

主义等存在论缺陷。这种残缺突出地表现在亚瑟对《资本论》的断章

取义，更不要说对马克思的著作整体的阉割了。为了准确理解马克思

的辩证法的特征，除了对亚瑟的这本书的研究外，有必要把视野放得更

加广阔一些，从亚瑟和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看待亚瑟对“颠倒”和“总

体性”的看法。

笔者一直纳闷，在《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亚瑟明明

专门写了一章“劳动、价值和否定性”，为什么就没有把《资本论》第一

卷第一章第三节所阐发的劳动本身的抽象过程的历史加以展开呢？如

果他能够这样做，就一定能避免他的三个缺陷。读完亚瑟的另一本书

《劳动辩证法》，这种困惑才算消失。把两本书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

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超越了哲学，而亚瑟还是个哲学家。他缺乏政

治经济学素养，这使他无法把握马克思辩证法的“新唯物主义”性质。

《资本论》本身是马克思从哲学批判上升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成果。

在这一意义上，仅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还只是把握了《资本论》形式

的一面，还必须深刻把握大卫·李嘉图的学说，才能把握《资本论》内

容的一面，从而完整准确地理解《资本论》。在这一点上，列宁强调“不

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只是突出了把

握《资本论》的必要条件，但它不是充分条件，因而是不完整的。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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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上，国内学者重犯了亚瑟的错误，他们只强调唯物史观，而不强调

剩余价值理论。为了恢复《资本论》的本来面目，有必要对亚瑟的“颠

倒”和“总体性”概念进行分析。

首先，关于亚瑟的“颠倒”观点。

亚瑟在《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开篇就指责说：“当马克

思承认黑格尔的辩证法对他的《资本论》的影响时，他未能成功地解释

何以一种唯心主义的（ｉｄｅａｌｉｓｔ，理念论的）逻辑有助于一种唯物主义的

科学。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人们可以颠倒一种存在论前提而保留它的

逻辑。可是这引入了一种形式与内容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本身却是

非辩证的。相反，它鼓励了一种信念，认为《资本论》的辩证逻辑能够

抽取出来，应用于其他科学（例如 Ｅ．Ｖ．Ｉｌｙｅｎｋｏｖ）。”①这一指责表明，除

了不理解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重要性外，亚瑟同其他“西方马克思

学”的学者一样，完全没有理解辩证法是马克思全部“新唯物主义”的

特征。而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解读看，正是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

思系统地分析了他的“颠倒”的意义，说明了他的辩证法的“新唯物主

义”特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表现。恩格斯也正是根据《哲学的贫

困》，写作了那篇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著名评论，

阐发了西方马克思学所无法理解的关于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性

质的观点。亚瑟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的说

明“不清楚”、“简略”、“谜语”一般，其实只要读一下《哲学的贫困》第

二章，这团迷雾就会消失殆尽，马克思辩证法的“新唯物主义”性质就

清清楚楚。在此基础上，至少亚瑟“新辩证法”的三大缺陷就可以避

免了。

马克思不仅在《哲学的贫困》第二章中说明他的辩证法的新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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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性质，而且在第一章阐明了他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正

是在这种阐发中，马克思超越了《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哲学批

判，进入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如果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确立了用人们的活动即作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

我改变的一致的实践代替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的原则，那么，劳

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就把这种以辩证法为特征的新唯物主义应用

到了政治经济学领域，实现了对旧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生产活动是实践的核心，劳动是生产活动的核心。劳动异化理论

作为一种哲学观点，只有置于整个生产和实践活动的历史大背景中，才

能具体化为一种科学理论。亚瑟既撇开了这种大背景，又没有深入政

治经济学的细节，当然也就无法在“历史科学”的意义上读懂《资本

论》。亚瑟自己所理解的“颠倒”仅仅是生产与交换之间关系的颠倒，

即由于人们不再为自己的需要而生产，而是为交换而生产，从而使交换

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关系颠倒了。他之所以仅抓住价值形式，而抛弃价

值的实体性内容，从而阉割《资本论》，根源就在于看不到价值并不是

单纯由交换决定的，而是由生产和交换两个环节共同决定的。亚瑟仅

仅从交换价值的角度看待价值，没有从价值实体的角度看待价值。这

就难怪他无法超越价值形式去把握价值的历史内容。

其次，关于亚瑟的“总体性”观点。

唯物史观只是马克思的第一大科学发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

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科学发现的基础上。只有同时理

解了这两大科学发现，才能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科学的性质。

正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一样，亚瑟不懂马克思的第

二个科学发现，所以他也无法完整准确地理解《资本论》，更无法完整

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他所能理解的“总体”只是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特定时代的“系统”。他无法理解这个系统产生、

发展、灭亡的总过程。他的系统观点是非历史性甚至是非时间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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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由于这一原因，亚瑟没有注意到《资本论》的两种“颠倒”恰恰是

与“历史辩证法”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是马克思在哲学批判中提出的劳

动与资本关系的颠倒，也就是从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中如何产

生了以他人劳动或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是劳动主体向资本主

体的颠倒。另一种是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所导致的资本的自我否定，

也就是资本主体性向更高级的主体性———人类主体性的还原。马克思

早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哲学批判中就提出了异化和扬弃异

化的理论，但只是在《资本论》中，这种理论才由一种假说变为科学。

其核心就在于，资本本来是由货币转化来的，是能够自我增值的货币；

而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则使增值逐渐消失，最终把资本还原为货币。

因此，三卷《资本论》研究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灭亡的完整过程。

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否定的过程。

在与玛莎·坎贝尔（Ｍａｒｔｈａ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合编的《〈资本论〉的顶峰：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研究文集》中，哥特·罗伊藤（Ｇｅｅｒｔ Ｒｅｕｔｅｎ）专

门讨论了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问题。他反对使用像“利润率下降规

律”这样的说法，主张用“利润率周期内下降规律”的说法，理由是平均

利润率的下降只在某一个经济周期之内才是成立的①。确实可以这样

说。然而罗伊藤没有注意到的是：一旦跨周期考察，就会发现“利润率

周期内下降规律”变成了“平均利润率螺旋式下降规律”，即从资本主

义早期到晚期的发展过程中，平均利润率不仅在每一个周期内是下降

的，而且从长期看，每一个周期的平均利润率峰值都比前一个周期要

低。凯恩斯甚至提出了随着绝对需要即对生活必需品的需要的满足，

经济学会走向终结的结论②。

如果由大卫·李嘉图突出讨论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在经过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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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之后确实能够成为《资本论》第三卷的核心的话，那么就无须诉诸亚

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那种道德批判。亚瑟控诉说，“就像一个恶

灵一般”，资本“占有了由劳动和物品构成的物质世界。它试图把所有

他者，包括活劳动和自然力，都纳入它自己的形式确定性”。亚瑟宣

称：“它在这方面的要求很可能最终是错误的。”①他试图在这一意义上

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作为一种外在于价值形式的能动因素引入进

来，通过高调宣布“只有革命实践才能‘证明这种批判的真理性’”来结

束自己的著作。只要拿亚瑟与恩格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一分册的评论相对比，就可以看出，与亚瑟的愿望相反，他“对资本主

义的单向度性的批判”，“在科学的意义上”确实仍然是“飘浮无定的乌

托邦”。只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不仅看到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系

统”在理念上的现实性，而且看到它在实践上的历史性，才有可能还原

《资本论》的科学地位，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否定的内在必

然性。

（作者　 哲学博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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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瑟的“新辩证法”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可能性

刘 珍 英

摘要：亚瑟在《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特别强调价值形

式的意义。他由此出发讨论了梅扎罗斯对苏联的“计划经济”所做的批

评，认为梅扎罗斯把苏联的“计划经济”视为变相的资本统治是错误的；

苏联的所谓“计划经济”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它也不是资本统治，

而是一种官僚统治下的命令经济。亚瑟认为苏联体制只适用于革命动

员时期，不适用于和平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然而，由于亚瑟否定了非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可能性，他只能把苏联体制视为“在社会主义

内部对社会主义的否定”，看不到在价值增殖之外的使用价值生产的积

极意义，更不可能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与资本主义生产力处于同

一水平上的经济体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可能性。

关键词：《资本论》　 新辩证法　 超越资本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生态文明

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价值生产，而且是剩余价值生产，因此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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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探讨就具有本质的重要性。在《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

一书中，克里斯托弗·约翰·亚瑟（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Ｊ．Ａｒｔｈｕｒ）突出强调了这一

点。由此出发可以澄清把社会主义混同于资本主义的一系列误解。亚

瑟对梅扎罗斯《超越资本》中的相关误解做了分析，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加

准确地把握苏联经济体制的特点。遗憾的是，同“新辩证法”学派的多数

成员一样，亚瑟对价值实体过于忽视，从而未能超越《资本论》，进入整个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这使他无法把握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形式与

非资本主义形式的区别。亚瑟唯一能够理解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连

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不承认，更不可能想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

能性以及由此所派生的一系列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后果。

一、“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的关系

同“新辩证法”学派的其他成员一样，亚瑟高度重视价值形式。由

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形式决定”的特征，亚瑟的研究深刻地把握

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

在其著作的一开篇，亚瑟就指出，同“新辩证法”所对应的“老辩证

法”，是指源自于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到苏联时期形成的那种“历史

辩证法”。与其对应，新辩证法是一种“系统辩证法”，它突出的不是历

时性，而是共时性，因此，新辩证法强调的不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而是

黑格尔的逻辑学。早先那种马克思主义往往被称为“历史主义”。在

亚瑟看来，新辩证法与恢复黑格尔的宏大叙事并把它与历史唯物主义

联系起来的做法不相干。它把兴趣集中在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它如何适

应《资本论》的方法要求，并不是要“对社会形态的兴衰作历史的辩证研

究”，而是为了“展示给定的社会秩序，即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关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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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辩证法就是为此而建立的。

亚瑟认为，不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可能把握马克思的价值形

式理论。价值形式理论不仅是理解《资本论》的关键，而且是把握资本

主义经济制度的关键。《资本论》之所以能够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就是由于它把握了黑格尔的逻辑学。相反，之所以连一些杰出的资产

阶级经济学家比如琼·罗宾逊，都不能理解《资本论》，原因恰恰在于

他们不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从而无法把握价值形式理论，更加谈不到

把握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

需要把握资本，还需要把握黑格尔的逻辑学。

亚瑟指出，在研究资本主义时之所以需要运用黑格尔的逻辑学，是

由于“资本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对象，它在交换过程中立足于真实抽象

的过程，非常类似于黑格尔对现实的分析和重构让思想的抽象力所规

定”①。这一观点与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序言中的说法是一致的。

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

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②在亚瑟看来，马克思所说的“抽象统

治”本身是一种比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更加真实的力量。他甚

至试图证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从商品交换到价值”的论述与黑

格尔《小逻辑》中的“存在论”相对应、对商品的二重性和货币的论述与

“本质论”相对应、对资本在劳动和产业中得到实现的论述与“概念论”

相对应。③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资本论》才能采取系统的范畴辩证

法的形式。

亚瑟的这一看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代中国学者最喜欢用的

一个词就是“资本逻辑”，奇怪的是绝大多数人不知道，马克思研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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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使用的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形式逻辑，而是黑格尔的逻辑即通常

所说的“辩证逻辑”。正如亚瑟所指出的那样，“资本逻辑”并不是那种

可以随便“应用”的逻辑，而只是为“资本”量身定做的逻辑。这里的

“资本”概念只能在价值形式的意义上使用，即它是一种能够带来剩余

价值的价值或自我增殖的价值。有学者已经注意到，正如“黑格尔的

逻辑包括抽象知性的环节、矛盾展开的环节和矛盾扬弃的环节”一样，

资本逻辑既包括“资本诞生的逻辑”，也包括“资本成长和衰落的逻

辑”①。不过，这并非亚瑟的本意。对于亚瑟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产生和灭亡并不是来自资本内部的力量，而是来自资本的对立面即无产

阶级。这就意味着，亚瑟对价值形式的分析实际上具有比亚瑟本人能够

意识到的意义更大的意义。对于亚瑟本人意识到的意义已经有不少学

者给予了足够的关注，笔者关心的是亚瑟本人没有意识到的方面。

在亚瑟看来，不仅在资本与范畴之间存在对应关系，而且在资本体

系与范畴推演之间存在对应关系。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那样：“不钻

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

论》，特别是它的第 １ 章。”②亚瑟对《资本论》的理解无疑是非常到位

的，但由于他把自己的任务仅限于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而不是

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全过程，因此他必然抛弃马

克思关于“价值实体”的观点，只关注价值形式。

亚瑟自己明确地说：“在关注价值形式时我先把劳动内容置于一

旁，在这一点上，我与马克思同时分析两者区别开来。”③他批评马克思

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前三页就匆匆忙忙地从交换价值现象跳进

作为价值实体的劳动，人们公正地抱怨说，他们没有在那里发现任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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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所以我在几个地方论证，我们必须首先研究价值形式的发展，只有

当形式自身的辩证法要求时我们才去谈劳动内容。”①如果确实像亚瑟

讲的那样，马克思唯一讨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没有讨论资本主

义的产生、发展、灭亡的全过程，那么，他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

如果马克思认为价值实体即劳动本身作为生产方式的构成要素有一个

历史地产生的过程，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灭亡联系在

一起，那么，撇开价值实体讨论价值形式，就很难说是完整准确地把握

了《资本论》的要旨，更不要说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全部学说了。马

克思不仅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第四章）讨论了“货币转化为资本”

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逻辑前提，而且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

（第二十四章）讨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前提，即“靠自己劳

动挣得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

有制所排挤”。② 马克思甚至在讨论“现代殖民理论”的一章（第二十五

章）结尾指出：“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研究殖民地的状况。我们感兴趣的

只是旧大陆的政治经济学在新大陆发现并大声宣布的秘密：资本主义的

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

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

提的。”③这些都表明，脱离价值实体去研究价值形式，脱离抽象劳动的

积累去研究资本积累，就很难理解资本主义的价值形式何以产生。

更有意思的是，借助于对抽象劳动的历史形成的考察，亚瑟本来可

以强化自己的观点，即价值形式更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是非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马克思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的导

言中，曾经专门考察了价值实体即抽象劳动的产生过程，而且举的正是

“新大陆”即美国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例子。马克思指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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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

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

另一方面，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

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

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

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

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

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

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

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

上真实的东西。”①可见，考察抽象劳动或劳动一般，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工作。它是“价值形式”成为可能的历史条件。

从这个角度考察“生产力”，就可以把“资本的生产力”与人类的生

产力区分开。资本的生产力只是从价值形式的角度考察的，它仅仅表

现在价值的自我增殖中，因此仅仅是资本与自身的关系。但在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中发展着的人类生产力却并非如此。它不仅与价值形式联

系在一起，而且与价值实体联系在一起。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资本主

义时代表现为价值实体在量上的减少（尽管从价值形式角度看，量甚

至可能还在增加），最终表现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平均利润率的

下降。一旦平均利润率趋近于零，那么，不仅价值形式将由资本还原为

货币，甚至货币形式、价值本身也将最终走向消亡，从而使人类生产力

还原为使用价值的生产效率。由此可见，价值形式只有在能够促进价

值实体的发展时，才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一旦出现相反的情况，即

价值形式的发展导致价值实体的消灭（由于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

生产率成反比，这种情况是一定会出现的），那么，随着资本主义的灭

亡，全部旧的文明都将走向消失，代之而起的将是一种崭新的人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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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之后的“人类社会”。

二、从“质料”与“内容”到“资本”与“资本主义”

亚瑟在《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十章研究了苏联的经

济体制的特点。在他看来，苏联的教训不仅对于俄国那种极端的情况

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且对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与实践

具有一般的意义。尤其是在当今时代，这种讨论对资本主义的“真正

的和永久的扬弃”到底需要什么条件的问题具有极为迫切的意义。①

亚瑟的看法是发人深思的。他从形式与内容关系的辩证法出发，

指出特定的生产方式必须与特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认为“资本”与

“资本主义”的区别主要应当从价值形式的角度加以界定，而不能仅仅

根据其物质内容加以区分。在这一意义上，或许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

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某些现象定位。

亚瑟首先把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区别于形式与质料的关系。如果你

捏一个面人，那么，人的形状是形式，而面团则是质料。你可以把面团

换成橡皮泥，然后捏出同样形状的一个人，这时候质料变了，形式并没

有变。因此，质料和形式是一种外在的关系。而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

系则不是这样，它们之间必须是内在一致的，其外在适应来自这种内在

一致。他举例说，作为质料与形式的统一，一本书由有序排列的纸张构

成，书里的故事则是故事的内容与特定叙事形式的统一，如故事的形式

通常有某种开头（很久很久以前）和某种结尾（他们从此以后过着幸福

的生活）。给书换一种纸张或装订方式并不影响故事的内容和形式。

书和纸张的关系是形式与质料的关系。把这些范畴应用到资本主义的

历史上来可以看到，资本在形式上是一种自我增殖的价值，但是就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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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来说，增殖的过程可以被视为体现在物质（质料）①生产过程中，

而后者则被当作一种内容，采取的是通过占有剩余劳动实现资本自身

再生产的外形。人们常常说，资本在时间上先于资本主义，似乎资本可

以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但亚瑟则强调，在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之前的

资本即商业资本或借贷资本，虽然有某种自我增殖的外表，但却缺乏

相应的内容。因此，那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资本，因为那样的资本与它

利用来发财致富的商品之间是一种外在的质料与形式的关系，因为

生产过程本身还没有被置于资本的统治之下，还可能是自给自足的个

体生产。

就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来说，马克思区分了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

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亚瑟认为前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对资本是一种形

式上的从属关系，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

属关系中，“资本把劳动过程转化为对资本来说的合适内容”。② 对于

产业资本来说，形式与质料的统一就其物质生产过程仍然是从过去继

承来的以及纯粹是形式地从属于资本范畴来说，一开始仍然是某种外

在的统一。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到前资本主义形式不可能

再恢复的时候，生产过程就变为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关系。在这里，亚瑟

根据自己的理解，对马克思关于形式从属与实际从属的关系作了解释：

“当从前的独立手工艺人被归属于由资本组织起来的‘集体工人’中的

某个功能性角色时，当生产的规模和强度由大工业的需要决定时”，形

式从属就变成了实际从属。③ 亚瑟认为，对质料与形式关系的讨论必

须从属于对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讨论。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他误解了马

克思所说的“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的关系。马克思是在讨论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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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时谈到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的。绝

对剩余价值剥削是一种形式上的从属，因为剩余劳动时间的延长清楚

地表明了劳动者无力反抗资本的现状。而在相对剩余价值情况下，

工人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变动关

系，因此劳动对资本的从属是一种实际的从属。资本主义产生时期

劳动对资本的从属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从属关系，而随着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的发展，实际从属关系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这跟前资本

主义社会中，个体劳动对商品资本或货币资本的从属是根本不同的

两码事。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体现的仍然是形式与内容的关

系，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才是形式与质

料的关系。

亚瑟认为，随着劳动对资本由形式上的从属变成实际上的从属，作

为形式的资本现在从其内部产生了其相应的内容：工厂制度。工厂制

度的关键在于工人们通过劳动分工的重新组织和控制体系的重新建构

而被置于从属地位。只有一种生产方式的内容与形式如此密切地相配

合时，才能谈论“有机系统”或“社会新陈代谢”。而当内容与形式相冲

突时，灾难就会发生，从而产生扬弃这种生产方式的客观必然性。由此

出发，他区分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同“社会新陈代谢”之间的区

别。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是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和能量变换的

过程，而“社会新陈代谢”除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换外，还有人与人之

间的交换。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前者表现为使用价值生产，后者表

现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他认为马克思“强调的并不是人与自然之

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由流通的社会形式所中介的产品交换关

系”①。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二重性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价值生

产，而不是使用价值生产。《资本论》第二卷对资本流通过程的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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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即从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再到商品资本，都是由资本自我增

殖的形式所决定的。尤为关键的是，“资本作为无限地自我扩张的

价值这一形式规定性使它彻底区别于其他生产方式”①。在所有的

生产方式中都能找到改善劳动生产率的方法，而且所有的剥削方式

都要依靠对剩余劳动的榨取，但只有资本才具有为积累而积累这样

的形式规定性。在理念层面资本是自我增殖的价值，在物质（质料）

层面它是工厂制度中对剩余劳动的榨取，而“在一个极为确凿的意义

上我们可以称被确立来完成这一操作的组织为资本的物质化”②。

这就意味着，只有在资本的形式中，才能理解现代工厂制度的潜能和

意义。

按照这样的标准，亚瑟认为苏联已经捣毁了资本主义制度，因为从

形式决定的意义上说，苏联不存在价值、剩余价值或资本积累。苏联仍

然存在价格形式、工资形式，但它们并不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因为价格

和工资都是在行政管理系统中产生的，而不是通过交换在资本的自我

增殖中产生的。表面上看，资本的物质化形态即工厂制度仍然存在，也

就是说，苏联捣毁了资本主义制度，但并没有捣毁作为资本的物质体现

的工厂制度。亚瑟认为，这种新的社会形式“当然不是社会主义”；这

是一套官僚制度。它跟计划经济也不沾边，因为如果真有计划，那么在

内容和形式之间就会有很好的适应，苏联的经济就会自我发展起来；然

而它没有。“这种困境恰恰是因为资本的物质化被从资本统治的形式

下解放出来，却没有另外一个社会代谢系统扎下根来并或快或慢、或迅

疾或平缓地转化经济的物质基础。”③亚瑟甚至赞同这样一种观点：苏

联根本就不存在能够称为“生产方式”的东西。因为生产方式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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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社会形式和一种物质内容的稳定的、相对和谐的结合”①。如果

这种结合被打破，一种生产方式也就瓦解了。亚瑟引用马克思关于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来说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要求相应的社会形式。苏联的生产力水平与

它的生产组织形式是不相适应的。它并没有建立一种经济自我循环、

自我推动的体制。苏联的经济体制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

义的，它依靠官僚集团的外部命令运转，因而是一种不伦不类的东西。

能不能像梅扎罗斯那样由此就断言，苏联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但

没有消灭资本呢？亚瑟认为不能。他承认，梅扎罗斯关于资本可以比

资本主义更长命的看法是一种新观点，但认为梅扎罗斯因为资本主义

只是资本发展的特定阶段就把资本与资本主义硬生生地割裂开，是不

能成立的。亚瑟批判了梅扎罗斯的资本和资本主义划分标准。在梅扎

罗斯看来，资本主义意味着剩余价值由资本家阶级的成员私人占有。

亚瑟说，不对！“资本主义根本不是指这种简单意义上的对资本的个

人占有”②，而是指资本的自我增殖。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人格化。只要

资本在不断地完成着自我增殖过程，那么由谁来充当这种人格化的主

体是无关紧要的。亚瑟甚至批评马克思，说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把

股份公司视为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实现的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是错误

的；毋宁说，这是“资本的更加纯粹的形式”。③ 对于资本，亚瑟则强调

它一定得是某种价值形式，即剩余价值。梅扎罗斯用社会主义制度下

的“剩余劳动”来代替剩余价值，是对马克思的误读。这是把形式与内

容的关系混同于形式与质料的关系了。亚瑟注意到，苏联的剩余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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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是剩余使用价值，而不是剩余价值，它不能“被理解为价值的自

我增殖，而只能理解为物质设备的扩张”①，在这一意义上，以为官僚集

团取代了资本家但资本仍然存在，因而把苏联当作消灭了资本主义的

资本统治，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误会。

三、历时性辩证法在新辩证法中的缺失

亚瑟关于质料与内容的区别有助于说明共时性辩证法的适用范围。

作为思维形式，辩证法并不是可以到处套用的。实际上，恩格斯早就说

过，“旧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辩证思维”只有在各自的适用范围内才

是正确的。因此，说辩证法是普遍规律，正如说物理学规律是普遍规律

一样，只是在存在相关条件的地方才适用。相反，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

只要越出其适用条件一小步，哪怕是往仿佛正确的方向越出一小步，辩

证法就会变成诡辩。在这一意义上，辩证法与其适用范围的关系，正是

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而不是形式与质料的关系。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有一个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对此只能用历时性辩证法加以把握，

亚瑟却从根本上否定了历时性辩证法，从而杜绝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产生和灭亡的科学认识，把它变成了一种道德认识和意志行为。他只承

认共时性辩证法，因此砍掉了两头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过程和它

的灭亡过程，只承认中间一段，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阶段；在他看

来，只有中间有辩证法，两头没有辩证法。或者说，两头的那种历史辩证

法不属于黑格尔逻辑学和经过他正确理解的马克思，只属于恩格斯和苏

联辩证法。这本质上是脱离唯物史观来研究剩余价值理论，其结果必然

是造成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阉割。由此出发对苏联经济体制的

批判再精妙也只能是空谈，没有实践意义，尽管亚瑟特别强调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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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瑟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各自有自己不

同的内容与形式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按照亚瑟的看法，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内部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法，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形式与内容的

辩证法完全不同，不能混淆，这毫无疑问也是正确的。问题在于，从前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社会主义

生产方式之间的转化，究竟是否存在“辩证法”？换言之，辩证法仅仅存

在于共时性内部，还是也存在于历时性中？对此亚瑟不仅与梅扎罗斯不

同，也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亚瑟拒绝历时性的辩证法，而梅扎罗斯

（更不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却都承认和诉诸历时性的辩证法。亚瑟对

马克思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概念无感。由于缺乏社会发展的历史维

度，他实际上是从类似于孔德的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的立场看待资

本主义社会的。他不懂得物质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

之间的复杂关系变迁只能用辩证法加以把握。因此毫不奇怪，他对恩格

斯的历史辩证法的批判文本，恰恰是恩格斯集中阐发马克思在《〈政治经

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的那一部分。因此，他无法理

解资本主义的产生，甚至误把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当成“前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更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误以为推翻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的只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组织形式而不

需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否定的科学认识。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产生和灭亡的辩证法，不仅需要理解不同的生产方式即每种“经济的

社会形态”内部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需要理解不同的生

产方式即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之间的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根据生产方式划

分了四种不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并把它们都作为“人类社会的史前

时期”，而把建立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列为“人类社会”。

遗憾的是，对这种“社会发展规律”的流俗理解一直未能达到亚瑟的高

度。这是因为人们往往局限于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对立，看不到作为实

践，人们的感性活动中本身包含着理念的成分。用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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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哲学手稿》中的话说：“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

把类……当做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

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①这

里的“类”正是亚瑟所说的理念。亚瑟的不足在于，他只在《资本论》的

理论中看到理念的现实性，不能在实践或生产方式的自我否定中看到

理念的现实性，而马克思则明确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

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的是类存在物……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

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

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②劳动

本身既是具体劳动，又是抽象劳动。我们需要做的是考察人类实践中

的理念因素，即马克思早年所说的“类存在”。

由于亚瑟无法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否定，在《新辩证法

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十一章，他回到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外在

否定的立场。亚瑟区分了两种“合理性”，一种是站在资本家立场上所

看到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一种是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

理性。这里辩证法已经只剩词句了。亚瑟同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

识》中一样，强调无产者个人只能适应资本主义制度，只有无产阶级作

为一个整体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此，亚瑟区分了抽象理性和具

体理性，并批判了波普尔的“理性”概念，认为它只不过是一种抽象理

性，因而无法成为实践主体。③

梅扎罗斯在这一点上超越了亚瑟。尽管梅扎罗斯确实误解了苏联

经济体制的性质，但他对当今时代的资本“已经达到自己的绝对界限”

的看法是正确的。梅扎罗斯在《超越资本》中指出：“每一种社会新陈

代谢再生的体系都有其内在的或绝对的界限，而如果不把占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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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方式转变成在质上与之不同的方式，这些界限是不可能被超越

的。当这样的界限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被达到时，势在必行的是转变既

定秩序的结构参数，或曰其客观的‘实践前提’，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它

们通常限制了对可行的再生产实践进行调整的全部余地。这样做意味

着，对特定社会最基本的实践定向原则及其工具性 ／制度性的结论需要

重新认识。因为在这种不可避免的激进变化的环境下，它们———从所有

理论和实践批判之有效的假设和显然无法超越的结构框架———变成了

绝对无效的限制。”①“在我们的时代，资本的历史性上升时期的终结导

致了资本制度的绝对界限的激活。”②然而，可以理解的是，在目前危机

的条件下，资本制度的鼓吹者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虚假选择。譬如说，矫

正策略的支持者聚集在“增长的界限”大旗下提出，为了虚假的“全球平

衡”（在这种条件下，人口和资本在本质上是稳定的），我们应该放弃增长

的追求。梅扎罗斯评论说：“显然他们在没有认真思考社会经济制度本

身的情况下，就提出了这种解决设计。”③然而，与虚假的“增长与非增

长”的二分法相反，恰恰是与资本绝对界限的灾难性后果进行斗争的历

史性挑战，促使我们去寻求每一个矛盾的可行的解决设计，并促使我们

通过对生产实践的意义在实践方面进行质的重新界定———而非通过资

本制度对待增长难题的那种迷信量的方式———来实现上述目标。这种

质的再定义相信整个人类都建立在实质平等的基础上，而不像以前那样

继续把绝大多数的人排除在生产进步的成果之外。然而，令人奇怪的是，

对资本的所有关注都被计算机伪科学模型传播的提倡者所摒弃，而这一伪

科学模型传播作为平等的口号，弥漫在《增长的极限》这样的文献中。

梅扎罗斯所谈到的生态问题在苏联也存在。正如萨拉·萨卡在

《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中所指出的那样，苏联同样陷入了

增长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导致了同样的生态问题。这说明，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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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苏联是社会主义制度，西方国家是资本主义制度，但苏联产生了与资

本主义国家同样的生态问题。

四、作为价值生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后果

如果亚瑟对梅扎罗斯关于苏联经济体制的批评是正确的，那么，我

们就必须重新思考超越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亚瑟所谈论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生产方式的有机性表明，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并不是可以随意建立的，它

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它的生产力建立在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基础上，因

而水平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苏联不属于这种生产方式，中国也不

属于这种生产方式。因为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生产力水平都低于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

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中最为落后的一个，从生产力发展水平

来说，它还远远没有达到梅扎罗斯所说的资本的“绝对界限”。１９ 世纪

和 ２０ 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情况与之相似，但更为落后，这就是为什么列

宁所提出的工农民主革命思想和新经济政策能够被“中国化”为新民

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根源所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

俄国还是中国，都不可能形成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因为这种生产方式

体现的是生产关系对高于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的国家的要求，而俄国

和中国的生产力甚至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水平都没有达到，更不要谈

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水平了。在这一意义上，亚瑟对列宁的批评需

要重新审视。泰罗制虽然“在苏联从未得到运用”，而且其原因也正如

亚瑟所说的那样，是由于苏联并非市场经济①，而是命令经济，但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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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瑟所谓“政治思想家”的列宁对泰罗制的热情恐怕不能简单否定。

问题的要害不在于苏联的经济体制是亚瑟说的伪计划经济还是梅扎罗

斯所说的消灭了资本主义的资本统治；问题的要害在于泰罗制是不是

生产力发展特定水平的客观要求。如果是，那么，既然俄国和中国的生

产力并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水平，而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同

一水平，泰罗制当然可以应用于俄国与中国经济，因为俄国和中国经济

正处于这一生产力水平上。之所以过去不能成功，正如亚瑟所注意到

的那样，是由于当时的俄国违背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未能建立起

一种体现生产力水平的客观要求的有机生产方式。一旦这种有机生产

方式建构起来，泰罗制是完全可以应用的。中国的国企改革证明了这

一点。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的国企不再按照上级命令运转，而

按照市场规则、市场指令运转；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官僚系统转而以类

似资本主义国家的 ＧＤＰ 指标作为考核标准的情况下，国企生产不再有

“上级指令”而只有市场供求信号，国企官员、国企管理者的考核方式

同资本主义企业的考核方式一样与市场接轨，主要根据自己的经营业

绩。上级命令仍然存在，但却不是关于生产经营方面的，即不是关于

“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的，而是关于政治方面的要求。官员任免的主

要根据是他们的“业绩”。这就使上上下下都把“尊重市场”落到了实

处。一种被官方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生产方式不仅建立

起来，而且推动中国高速增长 ３０多年。

按照亚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怪物———他

甚至连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不承认；在亚瑟看来，市场经济只有一种

形式，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此，他甚至不惜歪曲马克思关于劳动

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的关系，取消了独立于剩余价值理论的劳动价

值论。就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古典劳动价值论的区别来看，这突出

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抽象劳动价值论。正是市场对劳动的“抽

象”才使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成为可能。以往人们常常误把“抽象

劳动”当成马克思的抽象，而不是在马克思之前市场对劳动的抽象，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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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用“理念的现实性”纠正了这一错误，这是他的贡献。问题是作为理

念的价值并不一开始就是现实的。亚瑟忽略了“价值形式”的早期发

展阶段，陷入了非历史主义的错误。亚瑟认为：“在一个前资本主义社

会中，谈论由劳动价值规律统治着价值和交换是说不通的，因为在如此

设想的社会中不可能存在使这样的规律发挥作用的机制。”①他认为在

马克思看来，价值规律植根于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的交换，可是

“在简单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不存在一种机制迫使某一生产者必须达到

这一目标，否则就破产”。② 只有所有生产材料包括劳动力本身都采取

价值形式而生产活动被从属于价值增殖过程，资本收益率的客观比较

才是可能的，资本之间的竞争才允许价值规律发挥作用。这段话完全

不讲道理，是一段简单粗暴的假论证。亚瑟在这里犯了两个错误：一是

把“价值形式”混同于“价值的货币形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明

专门拿出一节，而且是第一章中篇幅最大的一节，阐述了“价值形式或

交换价值”。在马克思看来，只是在经历了“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

价值形式”“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和“一般价值形式”之后才出现

了作为“货币形式”的第四种价值形式。③ 亚瑟只承认第四种“价值形

式”即“货币形式”，却无视前三种价值形式，这样货币形式就成为突然

间从天上掉下来的一种怪物，而不是历史地形成的价值形式。二是把

价值的货币形式混同于资本形式。与亚瑟的断言相反，在马克思看来，

货币没有资本仍然可以存在，资本没有货币却一刻也不能存在。货币

并不天然就是资本，资本是由货币转化来的。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形成之前，货币关系就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之久，怎么能如此武断地断

言，劳动价值论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才能成立呢？与亚瑟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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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价值形式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形式，而是

价值的资本形式即剩余价值形式。与自给自足的农民或市场上的个体

户不同，“我们的资本家所关心的是下述两点。第一，他要生产具有交

换价值的使用价值，要生产用来出售的物品，商品。第二，他要使生产

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大于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即生产资料和

劳动力———为了购买它们，他已在商品市场上预付了宝贵的货币———

的价值总和。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

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①。

马克思接着说，“正如商品本身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一样，商品生

产过程必定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而资本主义的商品

生产过程则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价值增殖过程不外

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因此，“作为劳动过程和价

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

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

形式。”②按照这样的看法，只要不超过价值形成的点，不进入价值增殖

过程，就不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而是个体户的生产或者国有企业的生

产，因为它们都不以利润或剩余价值作为生产的目的。在这一意义上，

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可能的。

不以利润或剩余价值作为生产目的，这对于资本主义企业来说是

不可想象的。但对于身处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个体户和后资本主义时代

的社会主义企业来说，则是必然的，因为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个体户从事

的是价值生产，但不是剩余价值生产；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企业

从事的是使用价值生产，而不是价值生产，更不是剩余价值生产。其

中，从自然经济到前资本主义价值生产再到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是

一个价值形式产生的过程；后资本主义从剩余价值生产过渡到价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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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最后再消灭价值生产，进入计划经济，这是一个价值形式消亡的过

程。它们都是由特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从而都构成了亚瑟所说的

“有机生产方式”。相反，从价值形式上看，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市场经济更接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个体户

市场经济或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市场经济，因为甚至国有企业也负有保

值增值的任务。这同样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机生产方式”的特

点决定的。

既然如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就同样受平均利润率下

降规律的支配。在这一意义上看待“经济新常态”，我们就能够认识到

为什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和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构时期的

中国都会受到环境问题的困扰。只要尚未处于“后资本主义”的生产

力水平上，只要仍然处于生活必需品的短缺经济时代，“生态文明”就

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①，首

先必须活下去，然后才能考虑其他“历史活动”。以往历史上所建立的

所有文明样态，都是为解决短缺问题，无论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

度还是文化制度，都是为解决短缺问题而建立起来的。１８２５ 年英国爆

发的经济危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过剩危机，从此以后，结构性过剩成

为每隔一段时期就出现的现象，这种现象只能通过商业危机予以解决。

但到中国也进入产能过剩时代，危机就不再仅仅是结构性过剩的危机，

而是成为生活必需品全面过剩的危机了。从使用价值生产的角度看，

人类终于能够满足对生活必需品的需要，从而使得市场经济在人类生

存层面成为一种障碍。这不仅是因为，如果单纯为市场而生产，非洲那

些没有购买力的民众就必须饿死，而且是因为，为了维持一个“消费社

会”的存在，人们必须过度消耗乃至浪费资源，以维持富人对穷人的相

对富裕。为了让过剩的资本仍然获取利润，大自然和人类本身必须被

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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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意义上，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灭现代生态危机，

建立新型的“生态文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追求利润的初级阶

段走向消灭利润的高级阶段，直到还原为单纯的使用价值生产，则是后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的历史前提。

（作者单位　 上海市委党校第一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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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理解“价值形式”概念的激进政治向度
———对亚瑟“新辩证法”的批判及其改造

孙　 亮

摘要：在马克思的价值形式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同质性”对勘中，

亚瑟将《资本论》解读阐释为价值形式的逻辑展开，其辩证法注定只能

是一个丢掉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具体内容的形式，这种“新辩证

法”不过就是资本同一性的逻辑规则，从而他必然彻底掀掉了《资本

论》为革命做铺垫的基本任务。当然，从理论上讲，这是由于他完全对

具体劳动的漠视、对马克思存在观念的误读、对逻辑与历史的颠倒等造

成的。不过，探索价值形式概念依然极具价值，我们将借助“否定的辩

证法”以及约翰·霍洛威“开放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工作去介入价值形

式的讨论，以此开启激进政治理念的尝试。

关键词：价值形式　 亚瑟　 新辩证法　 改造

《资本论》研究虽然近年来在国内哲学界得到高度关注，但如何进

一步激活“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依旧有被湮没之嫌。无论是基于

西方各种学术资源还是回顾百余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历程，我们均

会深切地体会到不重新理解辩证法，马克思任何激进革命的面向都有

被“驯化”的危险。由此，对马克思的研究者来讲，当务之急是要确立

“新辩证法”，按照阿多诺的说法，这显然是“一个反对（Ｖｅｒｓｔｔ）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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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辞”。① 不过，在这一措辞（Ｆｏｒｍｕｌｉｅｒｕｎｇ）名义之下的种种研究却

未必都能够真正懂得，辩证法“不是方法：由于事物本身是无法和解的

（Ｕｎｖｅｒｓｈｎｔｅ）、是矛盾的，它恰恰缺乏由思想所纠正过的同一性

（Ｉｄｅｎｔｉｔｔ），并且使自己抵抗任何试图一致性的解释。”②一旦依此运

思，马克思的辩证法便再也不能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共存”（Ｖｅｒｅｉｎｅｎ）

了。但是，与上述恰恰相反的是，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庇荫下对马克思所

做的种种勾画反倒占据了“重要地位”，阐释者依此，辩护者也依此。

诸如，当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以“资本逻辑”，即资本所呈现的“同一性逻

辑”来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方法论原则的时候，再去追问“马克思资

本逻辑场域中的主体问题”便等于在问，“资本完全同一化了主体，主

体在哪里”？这注定是问不出什么来头的。细思起来，作为特定的社

会生产关系（资本）对社会本身的同一化的建构性，恰恰与当代西方

“新辩证法”倡导者亚瑟（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Ｊ．Ａｒｔｈｕｒ）、史密斯（Ｔｏｎｙ Ｓｍｉｔｈ）、

罗伊滕（Ｇｅｅｒｔ Ｒｅｕｔｅｎ）、威廉姆斯（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等人的思路有着共

同性的地方，即他们实质上共享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形态，为此，我们借

助亚瑟在《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中的工作，聚焦于价值

形式的辩证法展开所出现的种种对马克思革命性的窒息，从而进一步

对亚瑟的工作进行改造，试图勾画价值形式研究与马克思的激进政治

理念共存的可能性图景，这一工作的基础实质上也源自西方学术界价

值形式研究中约翰·霍洛威所做的政治理念的努力。

一、马克思的价值形式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同质性”

“新辩证法”主要针对根源于恩格斯、普列汉诺夫的庸俗化版本，

即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学派这种陈旧的辩证法而言的，但是，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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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大约在 ２０世纪 ５０ 年代已经耗尽了其动力，随后出现的结构

主义、后结构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等等，完全否定了黑格

尔，并普遍的持有怀疑辩证法的态度。在这一语境下，亚瑟认为，黑格

尔实质上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辩证法：首先是历史的辩证法，在黑格尔看

来，在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存在着发展的逻辑。但在《逻辑学》和《法哲

学》等著作中还存在着第二种辩证法，这可能被术语化为“体系辩证

法”（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是有关范畴的相互联系，并以此去构想一个

存在的具体整体，这些范畴的阐释方式并不必须与它们在历史上呈现

的顺序一致。① 对此，亚瑟认为，“对于马克思资本的系统性工作，遭受

了一个几乎普遍性的误读，这是由恩格斯开启的，他的方法则是‘逻辑

史’，换句话说，历史辩证法与系统辩证法被混为一谈，但是，在这一方

面很清晰的是，历史被视为在先的，逻辑仅在于通过从偶然性的堆积中

疏解纯粹形式以拼凑历史，诚然，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大部分作品在历史

的关键点上一直被这么阅读，但我断然拒绝这样的读法”。② 这种拒绝

便是要重新“颠倒”逻辑与历史的序位，突出这种范畴的体系的辩证

法。他坚信，资本主义体系确实由部分逻辑关系构成的，因为以交换方

式来看，正是从商品的异质性中抽象出来，并把他们视为普遍性，即价

值，这与思想的抽象力运作方式是相似的，商品交换产生了一种与逻辑

形式同构的价值形式。③ 基于此种理念，他认为《资本论》才称得上是

一个名副其实的辩证法宝库，价值形式与逻辑形式一致性的理解也促

成了《资本论》与《逻辑学》的相互对勘。

为了进一步说明两者之间的“同质性”，亚瑟首先从分析资本主义

体系的存在论基础入手，“在异质商品交换关系的‘价值’统一的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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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实现的现实性。这种‘物质抽象性’具有独立于任何一种抽象

方法论之实存的现实性。它产生了一种‘颠倒的现实性’，在这种现实

的关系中，商品仅仅实现了它们作为价值的抽象实质的具象化”，当

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交换双方无需了解这个内容，也无需

了解这种物质抽象化活动的逻辑形态。作为使用价值具体化结果的物

质抽象化，在交换过程中搁置一段时间后，商品成为新的交换关系的决

定因素，相关的具体性在循环反复的物质抽象化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

用。它们开始演变为价值形式”。① 当然，为了将价值形式这种“抽

象”对现实商品生活建构的过程看得更为清楚，亚瑟以回顾价值形式

的呈现过程进一步论证认为，当处于交换关系中的异质性的商品在实

现其交换时，必然借助一种统一的抽象，从而商品被赋予了抽象（价

值）的同一性，这样，商品的具体性与抽象的价值之间发生了分裂，“这

点对黑格尔逻辑的讨论方式至关重要；因为黑格尔也是以抽象性为论

证起点的，这是每个具体事物和因果关系的抽象性。我们的观点是与

黑格尔‘纯粹思维’相应的是对某种经验事实的背离，比如抽离了偶然

经验实例的范畴，以及商品获得了否弃其自然形态的价值形式。价值

形式不仅出现了形态与内容裂化的现象，同时前者变得自治，结构的辩

证发展过程确实是受形态支配的”。② 更进一步地讲，“商品交换的物

质抽象性创造了纯形态的现实性，而后利用自身的发展逻辑（如同黑

格尔的逻辑）把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理解为由形态所决定的体系”。③ 按

此推论，价值形式已经完全脱离了物质载体，它无需任何内容却决定着

内容，“商品”、“货币”、“资本”等完全型构了我们当代人的生存样态。

不是我们去生产他们，而是他们已经构成了一个我们无法逃脱的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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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中我们是待建构的对象，价值形式拥有着强大的同一性力量，它试

图荡涤一切干扰而完成这一建构的过程。为此，人们也以拜物教的视

野认为价值形式是自治的、独立的、非历史的，犹如上帝与人共在一样。

可以这么认为，正是这样的信念使得亚瑟进一步大胆地将黑格尔和马

克思范畴作了深入的对比。

我们知道，上面对价值形式的分析完全依凭了黑格尔的逻辑学，

诚如黑格尔所说，“把思维的规定看作事物的基本规定。它的前提是

认为存在的东西为了得到思维”，①下面，我们更进一步地展示亚瑟的

分析。

表 １

黑格尔：《哲学全书》 马克思：价值形式（亚瑟的分析）

逻辑学：理念及其为自身的科学 循环：资本在一般形式中的科学

自然哲学：作为它的外在性的理念的科学 生产：资本渗入它的外在性

精神哲学：作为走出外在性回归自身的理念 积累：循环与生产的联合体

表 ２

黑格尔 马克思

存在论 商品

本质论 货币

概念论 资本

将表 ２再细分来看，存在论与商品之间的对应关系：

存在论 商品

质 商品的交换性

量 交换商品的量

度 商品的交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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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论与货币之间的对应关系则为：

本质论 货币

规定 价值

表现 价值形式

现实性 货币

概念论与资本的对应关系如下：①

概念论 资本

主观概念 价格表

客观概念 货币与商品的变体

理念 自我价值增值

如上，我们能够大致知道亚瑟的整个思想意图是要论证《资本论》

中马克思曾经明示的那段话，“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

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

表达方式”。② 不过，当用价值形式自身的逻辑发展，而拒绝用资本主

义自身生产的逻辑来理解商品交换社会的时候，不过是将资本主义的

历史看作是价值形式逻辑外化的历史。此种理解正如我们在文章一开

头所提示的那样，此处的辩证法只关心思想的同一性，却遗忘了事物本

身永恒的“非同一性”、矛盾性。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永远无

法以价值形式的辩证法给予“同一化”的，这种试图以价值形式辩证法

搭建起来的“围城”只能是思想的杰作，却从根底上就偏离了生活

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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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值形式的自治与劳动观念及其存在论误读

理解商品的价值形式及其意义，显然要回到其对于马克思的政治

经济学批判的价值上来，因为在马克思的看法上，对价值形式的重视是

克服古典政治经济学错误的最为关键的方向，而这个方向就是追问，

“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

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的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

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最优秀的代

表人物，像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是一种完全无

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更为要紧的是，由于“劳动

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

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

具有历史的特征”。① 现在看来，这一批评同样适用于亚瑟所阐述的价

值形式的辩证法。在他那里，价值形式似乎排除了历史的特征，反而是

历史成为价值形式裁剪、塑造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说，罗森塔尔曾经

对价值形式的开启者卢宾的批判同样可以看作是亚瑟的错误，“他们

以黑格尔主义的精神来解释马克思的革命方法，把它歪曲成繁琐的概

念的玩弄，莫测高深的议论和故弄玄虚，离科学真有天渊之别，卢宾对

于马克思辩证法的唯心的和繁琐的解释，所追求的一个目的，是要使苏

维埃经济学家走入歧途，把他们引导到抽象问题的迷宫中，抽象他们解

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所立足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② 那么，

亚瑟坚持认为价值形式的辩证法与黑格尔逻辑学一样，具有自治的特

质，他在阐释其结论的过程到底存在怎样的问题？

第一，用价值形式遮蔽具体的劳动生产，从而将价值形式作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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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社会生产的唯一创造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推动随之也被推定

成资本。我们知道，依照马克思的看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的

秘密在于，劳动力这个商品所具有的“独特的使用价值”，只有劳动力

才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源泉”。① 不过，由于亚

瑟将价值形式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辩证法，通俗点说，他在“劳动

与资本”这一对立的维度中，偏向了资本对劳动的吸纳力量，而彻底放

弃了对劳动的分析，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主体被设定为资本，人类的劳动

臣服于资本这一主人。这显然是对马克思以劳动与资本对立的双重辩

证逻辑的偏离，也是对作为主体的视角阐释《资本论》完全极端化的

“倒置”。单就劳动的一般特征来看，它是一种创造使用价值的人的活

动，目的是为了满足特定的人需要的“自我增值”的过程，这是劳动的

人类学的界定。另外，马克思还深入对劳动的特殊性质进行分析，即劳

动的历史特征，如亚瑟所说的，仿佛劳动只能受制于资本，资本成为劳

动的基本背景，构成了劳动的特质，表现则为谋生劳动等等。以使用价

值的生产意义上的劳动来看，它根本不存在受制于价值形式，它是一切

时代具有的。而亚瑟所谓劳动只能受制于资本本身就是基本资本主义

生产的特定形态得出的结论，他看到的是劳动已然成为资本的俘虏，这

实质上指涉的并非是使用价值的创造，而是后者即受抽象劳动制约的

价值创造。实质上这等于是同义反复，“Ａ 受制于 Ｂ，所以 Ｂ 制约 Ａ”。

之所以如此，在于亚瑟根本无视劳动的二重性的看法，在他眼里，一切

劳动都是朝向了价值形式的生产，根本无所谓人类学意义上的劳动。

对此，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曾认为，这很大程度上由于马克思自身的德

文写作本中普遍使用“Ａｒｂｅｉｔ”一词，而很少使用有创造内涵的

“Ｗｅｒｋｔｔｉｇｋｅｉｔ”。② 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的一个脚注中对此声明，

“英语有一个优点，它有两个不同的词来表达劳动的这两个不同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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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创造使用价值的并且在质上得到规定的劳动叫作 ｗｏｒｋ，以与

ｌａｂｏｕｒ相对；创造价值的并且只在量上被计算的劳动叫作 ｌａｂｏｕｒ，以与

ｗｏｒｋ相对”。① 看来，亚瑟既未能注意到恩格斯这个明确的申明，也未

能够真正理解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之间的差异，而完全否定了具体劳

动的内涵，将眼光盯着抽象劳动，进而完全转向价值形式世界。

第二，由于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独特存在论观念的误

读，从而造成了对价值形式的错误判断。亚瑟的错误在于将资本的逻

辑展开与逻辑学的展开形式不加区分，认为两者遵守着同样的原则。

可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论证了思维的同一性原则与商品交换关

系的规则完全不同。例如，“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

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可是，“不管二者的交换比

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一定量的小麦等于若干量的

铁”，②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现实存在论的层面来讲，小麦与铁相等是

表达了“某 Ａ等于非 Ａ”，这是对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的突破，更进

一步看，马克思还认为，“二者中的每一个只要是交换价值，就必定能

化为这第三种东西”，③这一点与“在分析面前 Ａ 和非 Ａ 必有一真”的

形式逻辑看法完全不同了。同一律在现实的交换关系显然缺乏“同

一”的力量，毋宁说，存在与思维根本不是“同一”的。我们可以再以马

克思在《资本论》中交换价值形式四种形式之一的“总和的或扩大的价

值形式”这一阶段来看，“ｚ量商品 Ａ＝ｕ量商品 Ｂ，或＝ｖ 量商品 Ｃ，或＝

ｗ量商品 Ｄ，或＝ｘ量商品 Ｅ，或＝其他”。④ 显然，价值形式所实现的对

现实矛盾世界的“同一化”只是思想的逻辑。但是，现实生活中商品的

交换正是因为商品体 Ａ与商品体 Ｂ或其他的使用价值完全不同、不可

替代，才会有交换行为的发生。存在论领域最为重要的便是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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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而亚瑟所强调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以黑格尔的逻辑学来与

资本进行相应同质化的叙述时，他忘记了对马克思的存在论进行分析

（当然，在他拒绝对具体劳动进行认识的时候，他也就不可能再想真正

地走近马克思），或者说根本就不懂得马克思正是通过价值形式分析，

说明了思维的领域追求“同一律”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并非是存

在论领域的物的规定性及其运行规律的原则，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鸿

沟。马克思对这一秘密的揭示恰好是解放的真正可能性，只有资本、价

值形式无法“同一”的现实世界保留了不可“同一”的地带，才给解放带

来希望，也同时是解放的入口。诸如，资本在不断地突破一个又一个界

限，试图荡涤一切，让现实存在的物形成“事物化”（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即

拥有了价值形式，从而成为交换之物。但是，人类的唯一希望也在于资

本永远有不可突破的界限，这是人类作为人之底线，若没有这个信念，

而相信资本一定可以完成全部“同一化”现实，那么，在这种同一化思

维下，解放将成为一个“死概念”，毫无意义。显然，亚瑟丢掉了这个信

念。在他整个文本的阐述中，他将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价值形式的辩

证法如何与黑格尔逻辑学保持一致性，而对于《资本论》最为关心的解

放希望与路径似乎毫不关心。

第三，虽然存在“逻辑的东西对历史的东西在认识上的优先性”，①

但是，逻辑的存在论前提依然是历史。这一点，马克思在谈到经济范畴

的时候讲得再清楚不过了，“我们前面考察的经济范畴，也带有自己的

历史痕迹。产品成为商品，需要有一定的历史条件”，“如果我们进一

步研究，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的形

式，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只有在一种十分特殊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② 当亚瑟以价值形式作为既定前提

来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的时候，实质上根本不了解马克思的研究与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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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方式之间的差异。单从《资本论》的叙述方式来看，他是从如下既定

的事实入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

‘庞大的商品堆积’。”①但是，从已经拜物教化了的社会入手，已经沾

染了祛除历史性的拜物教意识，正像我们使用语言一样，仿佛语言并非

是社会的产物，而是先于社会的存在物一样。实质上，“后来科学发

现，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

现，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但它决没有消除劳动的社

会性质的物的外观”。② 由此，亚瑟的拜物教化的视域已经昭然若揭，

他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呈现出来的结果，当作了研究的既定前提，而对

这一前提的历史毫不关心。让我们再不厌其烦地重复马克思一段著名

的话，“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

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

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为商

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不是了解它

们的历史性质（这些形式在人们看来已经是不变的了）以前，就已经取

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③ 相信这样的话已经足够用来

驳斥亚瑟“价值形式”辩证法的“非历史性”的理论缺陷。

三、“否定的辩证法”与价值形式的融合：

走向激进政治的尝试

按照马克思所说的“经济范畴都是历史”的命题，我们可以说，他

暗示了经济范畴是处于动词化过程之中的，可是，人们却将它当作一个

既定的结果，即作为“名词”待之。如上文所分析的，这也是亚瑟的问

题所在。他将价值形式逻辑自我展开的“新辩证法”看作是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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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关系的法则，而对价值形式的“历史”进行遮蔽，这便是将其

看作是“名词”。对价值形式的历史进行追问就是重新将名词给予“动

词化”处理，但是，“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倾向于将目光朝向名词，所以他

们对结果的迷恋必然是一个已经隐瞒了太多真实内容的研究，因为每

一个名词背后都隐藏着行动本身，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

本身就是拜物教的，这种视野决定了名词是不动的，没有历史的、自然

而然的”。① 这种批判用于亚瑟再适当不过。但我们现在更关心的问

题是，怎样从亚瑟的价值形式辩证法所搭建的“围城”中走出来，而不

是去关心价值形式的辩证法与资本论整个框架结构是否吻合的问题。

对此，我们可以利用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作为工作脚手架，对亚瑟加

以尝试性的改造，当然，这一想法也受益于约翰·霍洛威部分工作的辅

助支撑。

首先，价值形式所建构的“同一性”内含着“非同一性”，它是人类

解放自身的可靠入口。“我们是要将同一性（Ｉｄｅｎｔｉｔｔ）当作最终的、绝

对的力量来加以维护和巩固，还是将其理解为宰制的机制（Ｚｗａｎｇｓａｐ

ｐａｒａｔ）”。② 当阿多诺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答案是显然的。对我们

来说，更要紧的是，一旦我们如亚瑟一样，将价值形式所构造的“同一

性”世界当作一种绝对的力量的时候，即使本意并非是巩固它，但实质

上依旧找不到革命的道路。现在我们需要对“同一性”作“动词化”处

理，具体来看，当价值形式对劳动（Ｗｏｒｋ）进行“同一化”，并将其转化

为劳动抽象化（Ｌａｂｏｕｒ）的时候，这个“同一化”实质上是一个“历史化”

的运动过程，当这种“同一性”内在地去寻求一种稳定的秩序、法则时，

它反对一切与之对立的东西，但是，辩证法恰恰是对这种“同一性”过

程的抗议，辩证法就是坚决逃离这一“同一性围城”的姿态，永不妥协，

而绝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最终跌落为或臣服于“同一性”。由此，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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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正是借助于在同一性宰制中聚集起来的力量去打破同一性，“辩证

法是一个前进的过程，也是一个倒退的（Ｒｅｔｒｏｇｒａｄｅｒ）过程”。① 于是，

当人们处于交换关系主导的商品世界时，价值形式不仅是对劳动有

“同一性”的过程，同时它也伴随着劳动拒绝朝向价值形式的“非同一

性”，对于这种“非同一性”抵抗“同一性”的路径，阿多诺已经给我们指

出的基本方式，“假设没有一个人约束其一部分的活劳动，那么，这种

合乎理性的同一性就会实现”。② 在资本成为现代社会基本发展动力

的时候，价值形式虽然表面看来成为人的社会生活的背景，但是，人类

依然可以选择要在劳动（Ｄｏ）时，我们可否保留一部分使其不是朝向价

值生产，而是朝向自身。马克思曾经哀叹地表达过悲苦的人只有在离

开劳动（Ｌａｂｏｕｒ）时它才称其为人，感受到人的自在。这种离开显然是

在说，离开朝向价值生产的劳动，才有称其为人的可能。无疑，人的解

放便是挣脱作为价值形式的“同一性”世界。

其次，从反思性规定入手，突破价值形式的强制的世界。价值形式

作为不可见的价值的表现形式对人的现代生活影响甚大，人的行为的

标准往往表现为能否价值化，价值化这种本来只有到特定时代才具有

的特质，成为人之存在的根据，“在被真正颠倒的世界中，真实只是虚

假的某个时刻”，③人随之生活在表现的世界之中。只有人们稍加留

心，便知道《资本论》所大量描述的正是这样的表现的世界，“表现为”

（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ｔ）几乎成了《资本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诸如，“单个的

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

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④ 也正是这种表现的世界

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里一种“无声的强制”，而其秘密不过是价值形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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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主体的强制、资本（死劳动）对活劳动统治强制、价值形式对生活

本身的强制，这是一个完全颠倒了的世界，“颠倒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基础”。① 这种强制依然不能理解为价值形式逻辑发展所带来的，这

种强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不断再生产出来的颠倒，它本身就是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映。

那么，如何打破这种强制呢，不妨参照马克思所说的“反思规定”

（Ｒｅｌｅｘｉｏｎｓｂｅｓｔｉｍｍｕｎｇｅｎ），“这种反思规定是十分奇特的。例如，这个

人所以是国王，只因为其他人作为臣民同他发生关系。反过来，他们所

以认为自己是臣民，是因为他是国王”。② 这种反思毋宁可以看作对资

本主义“颠倒”的一种逆转的设想，现存的各种颠倒是因为产生颠倒的

主体始终在从事着制造“颠倒”，停止制造资本主义，便是走出颠倒的

价值世界的激进理念，这一点，约翰·霍洛威正是按照此思路往下讲

的，拒绝资本（死劳动）对活劳动强制为核心的颠倒世界就是要活劳动

重新建立起来，以此推进生产力的发展。③

最后，“主体是作为主体的敌人”，④阿多诺这句主体观念的表达意

图在于，所有加诸自身的身份特质都是一种强制的同一性，成就自己就

是与这种同一性为敌。我更愿意将它理解为客观逻辑与主观逻辑两个

方面。从客观逻辑来看，这无疑对于价值世界中人们则是具有革命方

向性的告示：顺从价值生产的主体是主体最要克服的敌人，人们作为主

体要突破“经济范畴人格化”的资本主义属性。“这里涉及的人，只是

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⑤ 对于主体

来讲，就是要让自己从一定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中“出离”，这种关

系的最大秘密则是劳动力与劳动条件的分离，可是亚瑟在阐释他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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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形式的时候，显然忘记了“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

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实质上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

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

离。”①这是马克思革命理念一直持守的客观维度，从改变所有权结构

入手寻求主体解放的途径，“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

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

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② 从主观逻辑来看，意大利自治主义

或者像约翰·霍洛威引领的“开放马克思主义”等人倡导从主体劳动

观念的变迁去思考革命、解放议程也值得关注，如笔者在本部分的前两

条便借鉴了这种主体逻辑。不过，只有在遵守客观逻辑底线的思考原

则下，以历史辩证法的态度才能够真正找寻到主体解放的道路。

（作者　 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３８

重新理解“价值形式”概念的激进政治向度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５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８２１—８２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５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８７４页。



《资本论》的辩证法“新”在哪里？

白　 刚　 张同功

摘要：辩证法是《资本论》的灵魂，《资本论》与辩证法是一种“双

生”关系。在《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辩证法的起

点由“物”变为了“关系”，辩证法的本质由“非批判的”变为了“批判

的和革命的”，辩证法的范式由“资本政治经济学”变为了“劳动政治

经济学”。由于《资本论》，辩证法的面目焕然一新了，辩证法在《资

本论》这里获得了其最新形态和完全意义，《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

“新辩证法”。

关键词：《资本论》　 辩证法　 政治经济学批判　 劳动政治经济学

　 资本政治经济学

关于辩证法，马克思没有写下专门的著作，甚至他一度想写本小册

子也没有兑现，但马克思却写出了作为“大写逻辑”的《资本论》，可以

说，到《资本论》中去寻找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人们的共识。辩证法是

《资本论》的灵魂，由于辩证法，“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任何后来的或当

４８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唯物辩证法的重大基础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１６ＺＤＡ２４２）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资本与自由：马克思政治哲学
研究”（项目编号：１４ＢＺＸ０２１）的阶段性成果。



时的经济分析著作比起来像是一个巨人。”①可以说，辩证法是决定《资

本论》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键所在。但关于

《资本论》与“辩证法”的关系，大卫·哈维在《跟大卫·哈维读〈资本

论〉》”中提出了如下悖论：要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你必须阅读《资本

论》；反过来，要理解《资本论》，你就必须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② 表

面上，《资本论》与辩证法之间是一个“悖论关系”，二者是对立的；实际

上，《资本论》与辩证法之间是一个“双生关系”，二者是内在统一的。

阅读《资本论》就是理解辩证法，理解辩证法就要阅读《资本论》。反过

来，辩证法成就了《资本论》，《资本论》也成就了辩证法。那么，《资本

论》对辩证法的构建和推进究竟体现在哪里？或者说《资本论》的辩证

法究竟“新”在哪里？这正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

一、从“物”到“关系”：《资本论》辩证法的“新起点”

在《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里，辩证法有三种不同的

起点。其一是“可感觉的物”———简单的人口，这是以亚当·斯密和大

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辩证法的起点。古典

政治经济学总是从人口、民族、国家等等一些所谓“生动的整体”开始，

似乎是正确的。但实际上，这些生动的整体如果缺乏阶级、雇佣劳动、

资本等等的具体规定性，就只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③ 以

此为出发点，辩证法就变成了实例的总和或纯粹表象的集合，而难以把

握表象背后的实质。马克思强调这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

史上走过的道路。其二是“超感觉的物”———无人身的理性，这是以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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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为代表的“概念辩证法”的起点。正如黑格尔自己所言，“逻辑学

是以纯粹思想或纯粹思维形式为研究对象。”①也就是说，黑格尔的辩

证法是以抽象的概念、思维和逻辑为对象和出发点，辩证法就是思维逻

辑的自我运动和自我发展，是围绕着概念在不停息地旋转———“正－

反－合”的圆圈式运动。在此意义上，黑格尔的概念自我运动的辩证法

在思维领域完成和实现了在现实领域里无法达到的圆满，最终实现了

概念的自我驯服。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格尔陷入幻觉，

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②黑格

尔的概念辩证法变成了“纯粹的概念神话”（卢卡奇语）。由此可见，古

典政治经济学与古典哲学分享着共同的逻辑出发点和思想前提———

“抽象”，只不过前者是抽象的“物”，后者是抽象的“概念”。也就是

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古典哲学的共同缺陷在于不理解“抽象”的实

质：“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③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强调自己《资本论》的辩证法的“新起点”既不

是作为“可感觉的物”的简单的人口，也不是作为“超感觉的物”的无人

身的理性，而是“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商品”。在《资本论》

第一卷的开篇，马克思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

“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

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④ 在《资本论》的视

野里，作为辩证法的新起点的“商品”，已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物”，而是

蕴含着一种更深层的“关系”。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就以木头

做成桌子为喻来深刻而形象地阐明了从“分析商品开始”的独特性和

必要性。木头做成的桌子本来就是一种极其普通的“劳动产品”，而一

旦作为在市场上交换的“商品”出现，就会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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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的怪诞”，因而具有了“谜一般的性质”。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中，商品已不仅仅是单纯的“物”，而是物与物背后人与人之

间的“社会关系”，它是超越一切宗教、政治、民族和语言的限制的，人

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湮没在商品化的交换关系之中，“商品化”成为

资本主义的“结构趋势”。① 在商品的这一“结构趋势”的力量和作用

下，商品所有者也就是世界的主宰者，人们彼此间的真实的社会关系最

初不过是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在价值规律主宰的资本主义的

商品交换过程中，表面平等的商品交换关系掩盖的却是不平等的非人

化的奴役、压迫和剥削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颠倒为物与物

之间的平等关系，由此导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作为商品交换者

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采取了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形式，仿佛后者自身

有着奇妙的特性，并使它们具有价值，或者仿佛价值似乎也成为商品自

然的、物理的属性。”②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被商品的平等

交换给抹平了，而这又导致不仅是作为商品占有者的资本家，就连出卖

自己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也都不重视“劳动”而重视“商品”：“劳动产

品被货币形式所占用这种事实产生了一个幻觉：货币或黄金是固有的、

天生的财富之源”，人们不但不尊重生产商品的劳动，反而顶礼膜拜劳

动的产物———商品及其货币表现———金钱。在此意义上，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都被商品化和物化了，人的世界变成了商品的世界。正是商品

的世界及其完成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

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③由

此导致这个社会关系借以伪装成物与物之间联系的过程是人们不能认

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根本原因。对此原因，古典政治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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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古典哲学家要么意识不到，要么语焉不详。而通过“政治经济学批

判”揭示出物与物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却正是《资本

论》辩证法的“新起点”。

对《资本论》辩证法的“新起点”的独特性和伟大意义，马克思自己

是有着充分的理论自觉的。早在 １８４７ 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

克思就明确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

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

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

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①在这里，马克思其实已明确意识到要在具

体的社会关系中揭示、分析和把握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对象，而不是

要么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样陷入具体事物中不能自拔，要么像古典

哲学家那样又以超出具体事物而自我满足。即便是在晚年“最后的政

治经济学批判”———《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马克

思还特别强调自己在《资本论》中对商品、货币、资本、价值、劳动、利

润、剩余价值等等关键概念的分析和研究，都是从分析一定的经济结构

和社会关系得出的，而不是从空谈这些概念和词汇得出的。② 也就是

说，马克思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哲学的根本点在于，他不是以要研

究和分析的对象及其概念为出发点，就对象谈对象或就概念谈概念，而

是以分析和研究这些对象及其概念的现实社会关系来说明对象的性质

和特点。对《资本论》辩证法“新起点”的实质和意义，恩格斯也曾有过

深刻的认同和赞扬：“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

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

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这种联系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

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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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了。”①为此，列宁也强调《资本论》辩证法的高明之处在于，马克思

总是在经济学家看到物的地方，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古典哲学这里，辩证法的起点不论是“具体

的物”还是“抽象的物”，它们表面差别的背后却是一种深刻的一致，都

是一种“实体性思维”。而在《资本论》的辩证法这里，其“新起点”不

再是作为某种物或概念的实体，而是实体背后的关系，辩证法体现的是

一种“关系性思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强调的既不

是“显微镜”，也不是“化学试剂”，而是“抽象力”的辩证法，本质上就

是一种“内在关系”的辩证法。正是借助于这一“内在关系”的辩证法，

《资本论》才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学解答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也即

科学解答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在此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

说《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双城记”。② 正是通过揭示物与物背后的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资本论》的辩证法才得以把资本主义社会现

存的一切看得清楚明白，从而对之进行了最无情的批判。可以说，《资

本论》辩证法起点的更新，必然意味着辩证法本质的更新。

二、从“非批判的”到“批判的和革命的”：

《资本论》辩证法的“新本质”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里，其分析和论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方

法，是马克思所批评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

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

畴。”③也就是说，古典经济学家是在用经济范畴的永恒性和普遍性来

说明和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现实性和合理性。即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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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

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

发点”，但由于“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①而不是

看作社会的历史规律，最后也必然陷入了马克思所批评的“政治经济

学的形而上学”。因此，“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

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②。这样，资产阶级关系就在古典政

治经济学这里获得了它永恒性、合法性的外衣。实际上，资产阶级关系

只是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永恒的自然关系；政治经

济学是“历史的科学”，而决不是“供给我们牛奶的奶牛”（恩格斯语）。

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的辩证法，在概念的自我运动中理解

和把握世界，把现存的一切事物都看成绝对观念自我运动过程中的具

体环节和外在表现，从而实现了对世界及其历史的抽象的、逻辑的和概

念的表达，辩证法也因此成了脱离具体内容的任意套用的“刻板公

式”。对此，恩格斯曾深刻指出：“官方的黑格尔学派从老师的辩证法

中只学会搬弄最简单的技巧，拿来到处应用，而且常常笨拙得可笑。对

他们来说，黑格尔的全部遗产不过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

公式，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

词汇语录。”③在这里，辩证法成了脱离实体内容的“概念游戏”或“刻

板公式”，辩证法能够解释一切却不能改变一切。在这一意义上，马克

思强调黑格尔的逻辑学只是“精神的货币”，而决不是“现实的货币”。

辩证法成了马克思所批评的“非批判的唯心主义”。对德国古典哲学

辩证法的这一“非批判的”本质，卢卡奇也有着深刻的指认：黑格尔“本

来要在思想上打碎形式理性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物化的）思想的局限

性，并因而在思想上重建被物化消灭了的人，但在这种表面现象中，它

的全部尝试都化为乌有”，其结果“只是达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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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上的再现和先验的推演。”①也就是说，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的内

容被其非批判的外表给扼杀了。在此意义上，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

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种作为“理性的狡计”的“非批判的唯心主义”（马

克思语）或“革命的代数学”（赫尔岑语）。

马克思虽没有写出关于辩证法的专著，但关于辩证法的本质，他却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有着明确的指认：“辩证法，在其合理

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

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

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

不断地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

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②可以说，《资本论》辩证

法“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质，正是在揭示物与物背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

关系中具体展开的。对《资本论》辩证法的这一“批判的和革命的”本

质，在为《资本论》第一卷所写的书评中，恩格斯曾明确强调，“在这本

书中特别引起我们注目的是下面这一点：作者不是像通常所做的那样，

把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看作永远有效的真理，而是看作一定历史发展的

结果。”③也就是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决不是像数学方法一样是

抽象的和普遍的科学，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适应于任何命题，而是历史

的、发展的和联系的科学。正是由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也

发现了历史的联系”（恩格斯语），《资本论》的辩证法才从不断的运动

中，实现了“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

定的理解”，辩证法也才成了“批判的和革命的”。

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辩证法“批判的和革命的”本

质主要表现在“拜物教”批判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在《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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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明确追问：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

“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对此，作为“非批判的唯心主

义”的古典哲学和“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古典经济学都没能也无法揭

示出来，而只有马克思《资本论》的“辩证法”，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生产

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深入剖析，才发现“商

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

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

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

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

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

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

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

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

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

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

是这样。我们把这叫作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

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①应该说，“商品

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秘密，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维

度”和“客观表现”。可以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运转规律的

剖析和批判，要是离开“拜物教”是不可想象的，商品拜物教掌握着打

开当前资本主义的事物图式中“实践政治的钥匙”。② 但在马克思看

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古典哲学家共同忽视的就是商品经济所具有

的“拜物教”———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性质，而《资本论》的辩证法却在

商品经济中发现了拜物教———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现世的宗

教，特别是“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它的最表面和最富有拜物

２９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８９—９０页。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辩证法的效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
第 ３８２页。



教性质的形式。”①也就是说，只有资本从“生产资本”到“商业资本”再

发展到“生息资本”的阶段，资本才变成了“自动的物神”（马克思语）。

在这里，“资本的物神形态和资本物神的观念已经完成”，“货币或商品

具有独立于再生产之外而增殖本身价值的能力，———资本的神秘化取

得了最显眼的形式”，②因而“拜物教”也随之达到了其最高和最完满

的形态。可以说，《资本论》的拜物教批判就是青年马克思宗教批判在

经济学领域的继续。在实质性意义上，拜物教批判也是对资本主义的

意识形态的最为彻底的批判。因此，《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既

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也是“法兰西意识形态批判”，还是“黑格尔

法哲学批判”。

但《资本论》通过其“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发现，拜物教的秘密

和根源并不在商品的交换领域，而在商品的生产领域，因而只有通过生

产方式的变革，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真正消除拜物教。《资

本论》的辩证法所展开的生产方式批判和变革，决不是像空想社会主

义者或改良主义者那样，仅仅改变生产关系的“内部分配”，而不改变

生产关系本身。也就是说，《资本论》的革命决不是仅仅把财产权从一

个阶级交给另一个阶级，却不改变这种财产权的性质，而是彻底消灭资

产阶级所有权———资本主义私有制，重建“个人所有制”：“资本主义的

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

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

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

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

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③这种在资本主义私有制

基础上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实际上就是对古典经济学的“三大拜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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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黑格尔概念辩证法之“神秘形式”的“否定之否定”的“生产方式破

译”。正是这一“破译”，才使无产阶级第一次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

要，唤醒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实现社

会基本结构的更新而斗争。所以说，“辩证法不能存在于为未来社会

而进行的实际斗争之外”。① 作为“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

《资本论》，其“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本质上就是“批判的实证主

义”，正是它把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落到了实处。为此，恩格斯在

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评论中强调：马克思高于古典经济学家和古典

哲学家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没有一个地方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

论。”②正是在此基础上，《资本论》才实现了资本与劳动关系的“颠倒”

和创建了辩证法的“新范式”。

三、从“资本政治经济学”到“劳动政治经济学”：

《资本论》辩证法的“新范式”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的辩证法和古典哲学的“神秘形

式”的辩证法，一个注重经济事实的分析，一个注重概念逻辑的推演，

在表面不同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一致性，那就是二者都是通过

借助概念、范畴的普遍性和永恒性，来论证资本主义现实的普遍性和永

恒性。在此意义上，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哲学分别在经济领域和哲学领

域论证和实现了所谓的“历史的终结”，也即论证了以资产阶级所有权

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非历史性和超历史性，这实际上也意味着

论证了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政治经济学”的非历史性和超历史

性。在这里，不管是实证主义的资本辩证法还是思辨的概念辩证法，都

是一种“实体性”的辩证法，都是一种实在主体的自我运动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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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管这一实在主体是“资本”还是“精神”。而《资本论》作为以探讨

和变革物与物背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却是

一种打破实体的自鸣得意的“劳动辩证法”。这一“劳动辩证法”的具

体表现，实际上就是从“资本政治经济学”到“劳动政治经济学”的辩证

法“新范式”的确立。

在根本而重要的意义上，马克思《资本论》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辩

证法追踪和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实，走的既不是古典哲学的精神

分析路线，也不是古典经济学的财产所有权路线，而是“在批判旧世界

中发现新世界”的劳动解放路线。正是这一路线，开辟和建构了从“资

本政治经济学”到“劳动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的“新范式”。在马克思

看来，作为揭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的“劳动价值论”，虽然表明财富的真正源泉在于劳动，但这也只是资

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纯粹的“理想类型”，还只是在劳动创造财富的抽象

意义上把雇佣劳动制看成是天然合理的，而看不到劳动的否定性的一

面和真正解放的力量。也就是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只知“劳动价值

论”，而不知“劳动辩证法”。因此，马克思强调要以“劳动辩证法”超越

“劳动价值论”，也即以“劳动政治经济学”取代“资本政治经济学”。

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里，“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全

部现代社会体系围绕旋转的“轴心”。资本与劳动对立本身的解决，不

是借助于精神或资本的力量，而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借助于劳

动本身的力量才是可能的。在答《世界报》的记者时，马克思就深刻指

出：要是我们把我们的战术建立在譬如说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

很难期望我们能在反对资本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因为穆勒描述了劳动

与资本之间的一种关系，我们希望表明，可以建立“另一种关系”。① 在

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劳动政治经济学”不可能是建立在穆勒的资本对

劳动的统治和支配关系，也即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的基础上的，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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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另一种关系”———资本对劳动的从属关系的基础上的，而这正

是《资本论》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所做的。在《资本论》中，劳

动辩证法的批判性和解放性力量主要体现在“劳动二重性”和“劳动力

成为商品”的发现方面。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经济学历史上第

一次科学地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进而揭开了资本自我增殖的

秘密。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劳动政治经济学”既推翻了古典经济学资

本对劳动的绝对支配权，又打破了资本“自我增殖的神话”，同时还给

黑格尔概念自我运动的“神秘形式”的辩证法加上了具体的“阶级”和

“生产”内容，从而在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劳动中真正打破了“资本

的神话”和“辩证法的神话”。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作为塑型的“活火”，是劳动过程与价值

增殖过程的统一。正是由于有了活劳动，死的生产资料才具有了新使

用价值并获得增殖：“它们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被劳动当作自己的躯

体加以同化，被赋予活力以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使命相

适合的职能，它们虽然被消费掉，然而是有目的地，作为形成新使用价

值，新产品的要素被消费掉，而这些新使用价值，新产品或者可以作为

生活资料进入个人消费领域，或者可以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劳动过

程。”①但令人遗憾的是，工人阶级靠出卖劳动力而付出艰辛劳动创造

的价值，却并未被工人阶级自己所获得，反而被不劳动的资产阶级无偿

占有。通过对资本主义现存的一切的无情批判，马克思揭示出工人阶

级并没有也不可能得到他们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这个原理“像红

线一样”贯穿着《资本论》的全书。对此，恩格斯在为《资本论》所写的

评论中强调：“这部 ５０印章的学术著作，其目的是为了证明：我们的银

行家、商人、工厂主和大土地占有者的全部资本，不外是工人阶级的积

累起来的无偿劳动！”②既然资产阶级全部积累起来的“资本”不外是

６９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２１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６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４年版，第 ２４１页。



工人阶级的“无偿劳动”，那么显然全部“资本”都应该归还给“劳动

者”，而不是为资本家所有。当然，资本家决不会良心发现，自己主动

把作为“无偿劳动”的资本交还给工人阶级，而是必须通过工人阶级自

己的联合来夺回自己的劳动果实。为此，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中，马克思就主张和呼吁建立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劳动政治经济

学”取代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政治经济学”。“资本政治经济

学”也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它受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劳动政

治经济学”也就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它由社会认识和社会预见指

导社会生产。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就是

“劳动政治经济学”对“资本政治经济学”的巨大胜利。“为了有效地进

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

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

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①在后来的

《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继续主张和强调“资本政治经济学”向“劳

动政治经济学”的转变：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

业”，都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

式”。②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体系旋转的轴心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

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积极的扬弃；在后者

那里，对立是消极的扬弃。在马克思这里，“劳动政治经济学”取代“资本

政治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就是废除雇佣劳动制，实现劳动彻底解放。

对以“资本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之

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认识到其借助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权力而实现

的对人的宰制，并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但是，由于“他们始终是李嘉图

主义经济范畴的囚徒”③，所以，空想社会主义者无法突破古典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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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主义概念的铁笼，他们的批判也只是外在于“资本政治经济学”的

口舌之快，并不能阐明资本与劳动的真实关系，因而也只能是寸步难

行。而真正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做出贡

献的，正是《资本论》的“劳动辩证法”。在“劳动辩证法”的视野里，

“资本政治经济学”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而“劳动政治经济学”是以

自由劳动为基础的。因此，“劳动政治经济学”取代“资本政治经济

学”，也就是“自由劳动”取代“雇佣劳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劳

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只有

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①，也才能彻底

废除雇佣劳动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资本论》出现以后，“已不

可能把奴隶劳动、农奴劳动和自由的雇佣劳动在经济上等量齐观

了。”②也就是说，正是《资本论》的“劳动政治经济学”才突破了资产阶

级及其代言人和辩护士把雇佣劳动与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看作是

自然的和永恒的自我言说，从而为废除雇佣劳动奠定了基础。而在废

除雇佣劳动之后，“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

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

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

乐。”③在此意义上，只有《资本论》的“劳动政治经济学”才深入到了劳

动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才使历史上长期被人蔑视的劳动真正成为

人之为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本质。可以说，《资本论》的“劳动政治经

济学”开辟了一条人通过劳动而获得自由解放的现实性道路。由此，

《资本论》才是历史上对劳动的最大赞美，马克思也才成了 １９ 世纪唯

一叙说了“劳动解放的思想家”（阿伦特语）。

总之，正是在“劳动政治经济学”的构建中，《资本论》之“批判的和

革命的”辩证法，才获得了其最新形态和完全的意义，其作为不同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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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辩证法的“新范式”也才最终得以确立，《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新

辩证法”。这种“新辩证法”不仅是自由资本主义的“解剖者”，更是全

球资本主义的“牛虻”和未来共产主义的“助产婆”。

（作者　 白刚，哲学博士，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暨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张同功，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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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拜物教批判”到“拜权教批判”

———破解“权力之谜”的马克思视角

王 时 中

摘要：马克思从价值形式的演进中对货币之谜的发生学考察，不仅

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拜物教”的奥秘，而且还确立了科学的

“货币”观。如果以马克思对“货币之谜”的破解路径为参照，将商品世

界的语言转述为政治哲学的语言，则不仅可以揭示权力之谜，以批判

“拜权教”的谬误，还可以切入到近代社会契约论的政治正当性论题，

彰显出马克思哲学的思想价值。

关键词：货币　 权力　 商品拜物教　 拜权教　 社会契约论

马克思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商品拜物教的秘密时，认为“拜物教”根

源于商品生产中个体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差异，其迷失在于将人与

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视为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形式。商品形式的奥秘

正是把人们劳动的社会性质视为劳动产品的物的性质，“从而把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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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

关系。”①由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根本不会揭示这种虚幻形式的虚假

性，而是自觉不自觉地论证这种关系的正当性与必然性，“对于这个历

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资产阶

级经济学的———引者注）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

式。”②更重要的是，与这种社会形态相匹配的正是“崇拜抽象人的基督

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③这

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理论形态与观念形态紧密咬合、

互相支援，这正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拜物教”的现实。

以此作类比，我们发现，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人们对权力也会产

生一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谜”，即将权力视为一种“可以感觉而

又超感觉的东西”。如果借用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描述，“权力”的

神秘性也可以如此表达：权力貌似是一件简单而平凡的东西，但却充满

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因为人们如同追求上帝一样追

求权力，如同崇拜神灵一样崇拜官吏，这种对权力的颠倒与幻觉，也类

似于宗教的虚幻，我们可以称之为“拜权教”。权力之所以成为一个

“谜”，根源于统治者将权力私有化的强烈冲动，而权力之所以能够被

神化，一方面是由于权力的运行总是伴随着训诫、惩罚与暴力，一般人

出于恐惧，不能也不敢追问其正当性来源，因而为权力的神化留下了广

阔的空间；另一方面，权力的运行切合了一般人的道德情感，并与宗教、

文化等意识形态紧密咬合，成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如传统的家国

同构的思维方式与血缘至亲的伦理观念。以上的原因，使得权力的正

当性追问缺乏坚实的理论坐标，因而能够一再被神秘化，长此以往，人

们不仅失去了追问权力正当性的兴趣，反过来还不得不依赖于这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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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金字塔体制，在其中寻找并确立自己的价值依归与心理认同。

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对权力正当性的系统化追问，是近代社会契

约论的主题。如霍布斯的《利维坦》就是要追问主权的来源及其正当

性基础，洛克不满意菲尔麦的君权神授论与王位世袭论，试图在《政府

论》中确立另一种政治权力的来源与政府组织的方式。卢梭表达得更

清楚，“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

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①他的《社会契约论》的目的正

是要“探讨在社会秩序之中，从人类的实际情况与法律的可能性情况

着眼，能不能有某种合法的而又确切的政治规则。”②现在的问题是：如

果马克思《资本论》对人类经济生活中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具有历史的

普遍意义，那么，我们能否以此为参照来揭示政治生活中的“权力之

谜”？本文试图以马克思对货币之谜的揭示为参照，结合近代社会契

约论的演进，对拜权教中所蕴含的“权力之谜”作一个发生学的考察，

以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二、货币之谜的发生学考察

在《资本论》的开头，马克思从劳动的二重性出发，区分了商品的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但是在“价值形式”中，他却这样说，“在本章的

开头，我们曾经依照通常的说法，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严格

说来，这是不对的。”③之所以不对，是因为商品的价值绝不是商品自身

所固有的“自然形式”，而必须通过与另一种不同的商品之间的交换关

系才得以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商品的价值都是“相对价

值”，即必须通过某一个对象物表现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价值

形式”部分所着力揭示的，正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是如何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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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从简单的、毫不显眼的价值关系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的。在

他看来，如果能够较为完整地显示这一点，那么，“货币的谜就会随着

消失。”①具体来说，马克思区分了价值形式的四种形态。

第一种是简单的、个别的、偶然的价值形式，我们称之为“一对一”

的价值形式。马克思以“ｘ量商品 Ａ＝ｙ 量商品 Ｂ”表示，这里的等号表

示的是“值”或“的价值表现为”，它类似于一个“天平”，将商品 Ａ 的价

值形式通过商品 Ｂ的自然形式表达出来。“商品 Ｂ 的物体成了反映商

品 Ａ的价值的镜子。”②反过来也是成立的：商品 Ｂ 的价值形式通过商

品 Ａ的自然形式表达出来。商品 Ａ 与商品 Ｂ 之间之所以能够具有这

种等同关系，源于两种商品均凝聚了无差别的抽象的人类劳动，但这种

劳动还是抽象的，必须采用某种对象性的方式具体表达出来。因为

“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或人类劳动形成价值，但本身不是价值。

它在凝固的状态中，在对象化的形式上才成为价值。”③这就意味着，一

个商品的价值可以，也必须表现在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商品 Ａ

的自然形式是作为使用价值的形态，但商品 Ｂ 的自然形式却成为表达

商品 Ａ的价值形式，两者之间形成某种价值形式。“这样，潜藏在商品

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部对立，就通过外部对立，即通过两个商品的

关系表现出来了。在这个关系中，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只是直接当作

使用价值，而另一个表现价值的商品只是直接当作交换价值。”④

第二种是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ｚ量商品 Ａ＝ｕ量商品 Ｂ，或＝ｖ

量商品 Ｃ，或＝ｗ量商品 Ｄ，或＝ｘ 量商品 Ｅ，或＝其他。”我们可以称之为

“一对多”的价值形式。如果说商品 Ａ与商品 Ｂ之间的简单价值关系中

孕育着货币形式的胚胎，但还是偶然的与个别的，那么，扩大的价值形式

中，商品 Ａ已经与整个商品世界发生了社会关系而不是拘囿于与商品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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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了。“作为商品，它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公民。”①在这种扩大的价

值形式中，凝聚在商品 Ｂ、Ｃ、Ｄ中的多样的、具体的、有用的劳动，都是作

为一般人类劳动的特殊表现方式，当然也是商品 Ａ的价值的表现方式。

但由于这种价值等式是一个无限的、永无止境的锁链，最终没有出现一

个统一的表现形式，因而这些表现形式还是有局限的与不充分的。

第三种是作为“一般”的价值形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多对一”的

价值形式。相对于简单的价值形式与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

式具有简单、普遍与统一的特点。此时的价值表现就是唯一的商品 Ａ，

其自然形式成为商品世界共同的价值形态，其他的一切商品的价值都

通过与商品 Ａ的等同而得以表现。因此，生产商品 Ａ 的私人劳动，也

获得了一般的社会形式，具有了最广泛的通约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价值对象性之表现物的等价物，在简单的价值

形式中，是可以互换的，即互相等价的。但是在扩大的价值形式中，却

不能变换等式两边的项，因为这种等价形式是不完全的、有局限的、互

相排斥的。只有在一般的价值形式中，一般等价物作为最大公约数，才

处于能与其他一切商品进行直接交换的位置，因而具有其他商品无法

比肩的位置，正如教皇的位置与天主教徒的位置一样。② 这就意味着，

在一般价值形式中出现了一种商品，开始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从这

个时候起，商品世界的统一的相对价值形式才获得客观的固定性和一

般的社会效力。”③这就进入货币的形式。

货币形式作为第四种价值形式，是一种以“唯一”驭“多”的价值形

式，这明显不同于扩大的价值形式中的“一对多”，因为处于等价物位

置的商品获得了相对于别种商品的特有的社会职能与“社会独占权”。

现在，货币（金）居于“一般等价物”的特殊位置，所有的其他商品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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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约为一定数量的货币（金）。然而，如果看不到“金”不过是“社会

的习惯”与“金”的独特的自然形式的结合，而只看到货币（金）的通约

形式，并因此而认为货币（金）天生就具有通约的功能，那么就会导致

“货币之谜”，进而导致“拜物教”。事实上，“金”作为货币所承担的商

品与商品之间的等价物的功能，最早在简单的价值形式中就存在了，如

在个别交换中起着个别等价物的功能，与其他商品等价物中并列起着

特殊等价物的功能，在扩大的商品交换中起着一般等价物的功能。只

有当它独占了一般等价物的功能之后，才成就了货币形式。

由此可见，货币形式是商品价值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的结

果，货币形式的“胚胎”就是简单的价值形式，在“ｘ量商品 Ａ＝ｙ 量商品

Ｂ”这个等式中就蕴含着货币形式的秘密！这个等式之所以能够成立，

即商品 Ａ之所以能够将自己的价值通过商品 Ｂ 的使用价值表现出来，

根本原因就是商品本身所具有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二重性，而这又归根

结底源于劳动的二重性。“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

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①由于商品的价值形式把人类劳动的

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

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

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②这就导致了“商

品拜物教”。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

等对价值形式的演变形态有意或者无意的忽视，马克思在价值形式的

演变中对货币形式的“复盘”，既揭示了货币之谜的发生学逻辑，也批

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作永恒化理解的动

机：“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

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

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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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货币之谜的观念论阐发及其限度

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特别指出，分析商品的部分是

最难理解的，特别是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由于其高度抽

象，因而显得无内容和极其简单；而在第二版的跋中，马克思再一次说

明，关于价值形式的第一章第三节虽然全部改写了，但“人们对《资本

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① 也正是在这个跋中，马克思表达了

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双重态度，一方面是“批判”，即批判黑格尔混淆了

“现实事物”与“思维过程”，并试图对其实行某种“颠倒”；另一方面是

“卖弄”，“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

有的表达方式。”②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卖弄”，集中体现在他对

“ｘ量商品 Ａ＝ｙ量商品 Ｂ”这个等式演变过程中所体现的“一”与“多”

之间关系的分析，特别是在区分了“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作为资本”的

货币之间的差异后，对后者之特殊逻辑的表述中。

马克思通过两个流通公式的对比来揭示这个差异：在简单的商品

流通 Ｗ－Ｇ－Ｗ中，“货币”与“商品”是不能混淆的，因为你不可能直接

消费“货币”，而必须是消费“货币”所购买到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但

在 Ｇ－Ｗ－Ｇ′中，货币所有者追求的就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

值，其使用价值不过是获取交换价值的手段而已。在这里，“货币”与

“商品”的区分是相对的，它们只不过是“资本”运行的两种变形方式，

“资本是货币，资本是商品。”③正如“圣父”同“圣子”貌似不同，实际上

就同作为“圣灵”而言，却没有根本差别一样。这正是资本拜物教的欺

骗性与虚幻性所在。而“资本”的逻辑与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精神”的

逻辑，因此便具有了某种相似性。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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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逻辑学》也确实具有某种亲缘性。列宁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

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

一章。”①这也是很多学者对两者的关系展开互文性阐释的原因。② 如

柄谷行人直接将“资本”视为“精神”，而亚瑟在反对“线性逻辑”的意

义上，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逻辑视为“辩证逻辑”，进而对《资本论》中

的整体性展开阐发。③

但这种阐发是有限度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作为资

本的货币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不可以用任何理论的逻辑将其敉平并消

解掉，而对这个差异的警醒与保持，才是彰显马克思哲学之现代价值的

切入点，以下的拓展将证明这一点。如果我们借用柄谷行人所区分的

“事前的视角”与“事后的视角”来看货币形式如何“脱胎于”价值形

式，即“商品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的④，那么，我们可以发

现，黑格尔是站在“事后的视角”，即站在已经完成的以“唯一”驭“多”

的“货币形式”的视角，来观察以前的价值形式的演变；而在马克思看

来，商品的等价形式与“金”这种独特商品的自然形式是“社会地”结合

在一起的，即这种形式只是由于“社会的习惯”才最终与“金”的独特的

自然形式相结合。资本主义社会便是这种特殊的社会形式，它并不是

什么历史的必然与永恒的制度。但为了表述的方便，马克思在展开价

值形式的论述中，还是将简单的商品形式视为货币形式的“胚胎”，于

是，“胚胎”的发育与成长，似乎就必然地决定了“成熟”的货币形式的

样态。但我们必须自觉地意识到，商品只有与另一种不同的商品之间

发生价值关系或交换关系时，才可能表现出其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

二重性，如果只是孤立地考察，它就决没有这种形式。因此马克思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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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

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

者。”①由此可见，马克思在研究商品的价值形式时实际上蕴含着双重

的视角而不是单一的视角，正由于未能区分这种双重的视角，马克思辩

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复杂关系，至今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上一桩众说纷纭的“公案”。而柄谷行人后来直接将“资本”视为“作为

精神的资本”，对资本的逻辑展开的“观念论”的阐释，尤其具有典型意

义，因而值得予以考察。

柄谷行人是通过区分“交换样式”与“生产方式”来展开《资本论》

主题的观念论阐释的，他所谓的“生产方式”视角，就是传统的“历史唯

物论”，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形态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即归根结底是由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所决定；而他所谓的“交换样式”视角，则是他自己总

结提炼出来的四种形式：Ａ．互酬形式，Ｂ．掠夺与再分配形式，Ｃ．商品交

换形式，Ｄ．作为未来联合体的“Ｘ”形式。他的观点是，“交换样式”才

是社会真正的下层结构，“生产方式”乃是基于“交换样式”而不是相

反！相对于“生产方式”的物质性特征，“交换样式”之所以能够出现并

保持相对的稳定，乃是因为其中存在一种“观念论”意义上的“精灵”：

在“互酬形式”中，若被赠予某物，那某物之上便有一种“精灵”附着，若

不回赠就会遭殃；在“掠夺与国家形式”中，国家便是这个意义的“精

灵”；在马克思《资本论》所在的“商品交换”的时代，这样的“精灵”就

是“在作为物的商品中附着的某种超感官的、灵性的东西，即物神。而

这种物神所发展出来的就是货币，亦即资本。”②“资本”就是作为精神

活动而实现自身的“精灵”！

柄谷行人基于“观念论”立场对《资本论》的“观念论”阐发，对目

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至少在两个方面具有新意：首先体现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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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颠倒之谜”的问题上。一般认为，马克思

受到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论的影响，很早就以“唯物论”颠倒了黑格尔

的“观念论”。而柄谷行人则认为，如果说黑格尔辩证法显现在精神实

现自己、成为绝对精神的过程中，那么马克思《资本论》中不仅没有批

判黑格尔的观念式颠倒，“相反，他忠实地遵从黑格尔逻辑学的叙述，

说明资本从商品发展并实现自身的过程。即是说，资本作为精神而活

动并实现自身。”①其间的差异只是在于，马克思将黑格尔辩证法的主

体从“精神”变成了“资本”。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是以“信用”的体系存

在的，而“信用”并不是唯物论的，而是观念论的，信用就是作为“精灵”

的“物神”。资本主义经济正是依靠“物神”的活动而形成的，即对利润

的追寻、对资本的欲望，支撑着整个社会。柄谷行人据此认为，马克思

并没有以所谓的“唯物论”颠倒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借力打力”，通

过援引黑格尔的辩证法来表征资本拜物教的运作形式，并借此来考察

资本主义经济的“观念”颠倒是如何全面形成的。“《资本论》将作为一

个体系性的著作，在忠实地遵从黑格尔辩证法的同时对它进行颠倒的

工作。”②

其次体现在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货币之谜”的解释上。

我们知道，在商品交换活动中，由于货币（金银）固定地充当了一般等

价物，因此具有了特殊的社会职能，展现了其二重性而并不“自相矛

盾”：“它作为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如金可以镶牙，可以用作奢侈

品的原料等等，此外，它又取得一种由它的独特的社会职能产生的形式

上的使用价值。”③这里所谓的“形式上的使用价值”，便是指货币作为

针对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功能。但古典经济学家对货币的二重

性存在着分歧，因而出现了“货币之谜”：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是劳动的

价值体现，因而他们重视货币，并以获取它作为目标；另一种观点则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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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货币乃是一种颠倒的幻象，大卫·李嘉图、欧文与蒲鲁东等甚至认

为，若将货币换成劳动凭证便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在柄谷行人看来，马

克思并没有如此简单处理货币，因为货币中隐藏着资本主义的秘密。

马克思在商品的价值问题上似乎是“左右开弓”：他既要批判大卫·李

嘉图等将所有商品均视为有价值的唯名论观点，也要批判贝利将商品

的交换价值视为客观的，进而抹杀商品使用价值的唯实论观点。与亚

当·斯密相比，马克思似乎又回到了重商主义的立场，因为重商主义认

为，货币具有力量，便意味着拥有获得其他物品的权利。而想要积累这

种力量的欲望和动力，便带来了资本的运动。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货

币发挥着“信用”的力量，而如上所述，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正是以

信用的体系存在，这种信用体系恰恰不是唯物论的，而是观念论的。只

有从商品交换出发，才能揭示在共同体之间存在的这样一种非物质性

“观念论”力量。柄谷行人由此认为，“货币之谜”归根到底乃是作为

“观念”的“物神”之谜。

柄谷行人对《资本论》的观念论阐发，大大地推进了我们对“颠倒

之谜”与“货币之谜”的理解。但是这种阐发也存在着难以自圆其说的

“盲点”。第一个盲点在于，这种观念论的阐发只是重复马克思对“拜

物教”现象的描述，而没有如同马克思那样揭示这种“拜物教”之谜，因

而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历史科学精神是相悖的。马克思在《资本

论》中要揭示的恰恰是商品的拜物教性质，而不是继续将其作为一个

神秘的东西来对待。在马克思看来，商品拜物教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

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其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

质，其失足于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视为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形

式。马克思《资本论》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出资产阶级社会中以物的形

式所掩盖的“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与“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

的差异，进而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做陌生化、特殊化处理，以确立一

个考察这种关系之产生、发展的理论坐标。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能够从

发生学的意义上揭示这种拜物教产生的根由，则拜物教的幻象也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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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烟消云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工作，正是从“生产（劳

动）一般”入手，通过打造商品、货币、资本等一系列概念工具，揭示了

雇佣劳动成为商品之后，其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事实，这个事

实不仅揭露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经济科学之名，行反人道之实的

虚假性，而且也为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提供了坚定的科学依据。

而柄谷行人在“观念论”的幌子之下对“物神”与“精灵”的过度阐发，

可能陷入另一个“迷魂阵”。

再次，柄谷行人赋予了“交换样式”以一个相对于“生产方式”更为

优先的位置，试图以此超越粗浅的历史唯物论，其意义自不待言。但问

题是，“交换样式”是否也存在着神秘化的可能？或者说，在交换样式

中，是否也可能存在着另类的“精灵”？柄谷行人所区分的第四种交换

样式“Ｘ”，即“世界共和国”中，恰恰存在着被“神秘化”的可能。因为

柄谷行人所区分的第四种交换样式的“底版”，实际上还是某种“宗教

共同体”的形式，虽然柄谷行人可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更重要的是，

柄谷行人认为应该将一种“民族共同体”形式的“复归”作为人类共同

体的最终发展目标，这就将马克思所谓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形式作了

简单而粗浅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四种交换形式的区分标准亟待

一个更为严谨的论证，但柄谷行人却付之阙如了。

四、商品语言的政治哲学转述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论的是“商品世界”，“价值形

式”也是用来描述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的，但正是通过商品交换，个体

生产与社会生产、个人与他人才紧密关联起来。而“商品拜物教”的秘

密正是将人与人的关系反映成为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实际上有

意或无意忽略了价值形式的社会性特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商

品世界”表征的其实是人类世界，“商品语言”就具有了“拟人的性质”。

正如有论者所言，“‘商品世界’毋宁就是人类世界的缩影，‘商品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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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毋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缩影，以致一切资本

主义中人的关系，都可以用商品世界中的商品语言表达出来。”①

关于商品世界与人类世界之间的类比关系，马克思在论述简单的

价值关系中曾明确提及：人在某种意义上很像商品，“因为人来到世

间，既没有带着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

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只

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因此，对彼得说来，这

整个保罗就以他保罗的肉体成为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式。”②如果说，

在商品世界中，商品 Ａ的价值必须通过商品 Ｂ 的自然形式表达出来，

此时，商品 Ｂ便成了反映商品 Ａ的价值的镜子。那么，在人类世界中，

我自己的人格同一性也必须借助他人以“镜子式”的方式表现，反过

来，我也成为别人表现其人格同一性的“镜子”。如果这个类比是可以

成立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继续沿用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的四重区分，

并对其作政治哲学的转述；如果这种转述是可以成立的，那么，我们可

以实现对“权力之谜”的破解，并在破解过程中确立一种真正科学的

“权力观”，正如马克思在破解“货币之谜”的过程中确立了一种科学的

“货币观”一样。

如上所述，马克思所区分的第一种价值形式是“一对一”的简单的

价值形式，“ｘ量商品 Ａ＝ｙ 量商品 Ｂ”，我们可以将其转述为：“被统治

者 Ａ＝统治者 Ｂ”，意思是说：统治者通过被统治者表现了自身的统治

地位，显示了自身的“价值存在”，而被统治者则通过统治者表现了自

身；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被动的；被统治者类似于相对价值形式，而统

治者类似于等价物的形式。两者既互相依赖，也相互排斥。就依赖而

言，因为两者是不同的人格，只能相互表现，而不能通过自己表现。正

如商品 Ａ只有把商品 Ｂ当作等价物的价值关系中，两者才存在这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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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关系。一个人之所以是国王，只是因为其他人作为臣民与他发生

关系。“反过来，他们所以认为自己是臣民，是因为他是国王。”①就排

斥而言，同一个人在同一种政治关系中只有一种身份而不能同时具有

两种身份，因而是互相对立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所以存在这种等

同关系，只是因为就同作为“人”而言，两者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但由

于这种政治形式是偶然的、个别的，因此，这种简单的政治形式还只是

政治形式的简单形态。

从哲学上讲，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可以视为这种政治形式的思

辨表达：两个自我意识均欲实现自己的自在，通过一场生死之战后，才

使得一方获得另一方的承认，实则是走向了“相互承认”。主人与奴隶

之间的关系，或者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得以确立。②

其次，我们可以将马克思所说的“扩大的价值形式”转述为“扩大

的政治形式”，即“一对多”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每一个人被许多其

他人统治，“被统治者 Ａ＝统治者 Ｂ＝统治者 Ｃ＝统治者 Ｄ……”。这就

意味着，被统治者不再只与另一种个别的统治者发生社会关系，而是与

其他复数的统治者发生社会关系，受其他大多数人的统治。但由于这

种统治关系是多数的，因此它是一个无限延长的锁链，其表现系列永无

止境，未有穷期。“这条锁链形成一幅由互不关联的而且种类不同的

价值表现拼成的五光十色的镶嵌画。”③

在近代社会契约论中，洛克所构造的政治共同体形式就类似于

这种扩大的政治形式。在洛克看来，当人们根据各个个人的同意而

组成一个共同体的整体时，由于个人的相加之和并不就是整体，因

此，要保证整体的行动一致，就有必要使整体的行动以较大的力量的

意向为转移，而“这个较大的力量就是大多数人的同意”。④ 这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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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根据这一同意而受到共同体的约束与统治，共同体就是大多数人的

统治，每一个人都同意服从多数的决定，由多数人来行使权力并做

决断。

再次，马克思所谓的“一般的价值形式”，即“多对一”的形式，可以

转述为“所有人被一个人统治”的政治形式。相对于“一对多”的扩大

的政治形式，在这里实现了大扭转，即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统治者，从而

使得不同的被统治者被一个特殊统治者所统治，变成了“多对一”的政

治形式。这种形式结束了群雄逐鹿的混战局面，奠定了一统天下的政

治格局。由于这个新的、特殊的“统治者”是从多个统治者中分离出来

的，成为一种具有通约性、公度性与共识性的政治力量。正如只有在

“一般的价值形式”中，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才能真正使得各种不同

的商品之间作为价值互相发生关系一样，也只有在这种一般的政治形

式中，相对于统治者，所有的被统治者才获得了一般的被统治“身份”，

正如基督徒的羊性要透过他们与上帝羔羊的相等才能表现出来一样；

如果说，在商品世界中，除了某个特殊的商品之外，其他一切商品均不

具有一般等价物功能，那么，与此类似，在一般的政治形式中，除了某一

个特殊统治者之外，任何其他的统治者都不具有这种正当性。这个特

殊的统治者便取得了某种普遍的意义，并被当作一切政治形式的可以

看得见的化身，成为“一般的社会的蛹化”。①

换言之，自然状态之下的人，是人人为敌的，而要使得大家都是一

样的人，必须有一个公约数的程序，正如商品之间必须借由共同的等价

物才能表现为相同的东西，从而能交换一样。市民要表现为公民，也必

须有一个共同的对象或者等价物。用社会契约论的思考方式来说，

“这个对象或等价物就是统治者或主权者，正是相对于这个主权者，才

使得所有彼此独立于不同的特殊个人都一样，一样都是被统治者，反过

来说，如果没有统治者或主权者，则许多单独的个人就无法组成一个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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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８３页。



有统一性的整体。”①这里也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个别的而彼此

独立于不同的市民，必须在公民上表现出他们的共同性；第二个层次是

“这个公民作为公民或公民性，必须在统治者或主权者的身上表现出

来，亦即，通过他们的共同臣服于一个统治者，而表现出来。”②

正如柄谷行人所说，这种形式的形成与霍布斯《利维坦》所说的社

会契约极为相似。③ 因为与洛克不同，霍布斯注意到了“主权”是一个

独立人格而不是一个大多数人的人格：“这就不仅是同意或协调，而是

全体真正统一于唯一人格之中；这一人格是大家人人相互订立信约而

形成的，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

这个集体，并放弃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个人或这个集体，但条

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

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

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④于是，承

当这一人格的人就称为主权者，而其余的人都是他的臣民。相对于

“一对多”的扩大的政治形式，这里的“主权的人格”具有统一性与独立

性，而其他的被统治者都臣服于主权者，从中获得自己的身份。由此可

见，霍布斯的《利维坦》可以视为一般的政治形式的典范。

从一般的政治形式的“多对一”过渡到“唯一的主权”的独立形式，

即“多”对“唯一”的阶段，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如果说在一般的价值

形式中，占据等价物位置的可能属于任何一种商品，而在货币形式中，

则是金银垄断了社会的独占权，因此才有“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而货币

天然是金银”的说法，那么，在一般的政治形式中，占据统治者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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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孙善豪：《批判与辩证：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论文集》，台北唐山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
版，第 １７０页。
孙善豪：《批判与辩证：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论文集》，台北唐山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
版，第 １７０页。
参见［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６０页。
［英］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７年版，第 １３２页。



还可能是任何一个组织或者集团，而到了主权的独立阶段，便是以“唯

一的主权”来驾驭多元的被统治者。这种形式之所以能够成立，也只

是由于“社会的习惯”与某个主权的组织形式之间的“社会的结合”，而

绝不存在任何外在的神秘。原因只是在于，主权所有者之所以能够驾

驭被统治者，只是因为它以前已经在“被统治者 Ａ ＝统治者 Ｂ”这个简

单的政治形式中作为“胚胎”存在了，而后来在扩大的政治形式、一般

的政治形式中之所以逐渐生长成为一种独立的、具有统摄性与通约性

的力量，乃是由于人类政治生活的变化使然。更重要的是，这个唯一的

主权者从来就不是独立而自足的，即它不能脱离被统治者来表达的统

治形式。正如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如果脱离了商品世界，便无法自

己给自己充当等价物，来表现自己的价值形式一样。因为这不过是一

句“同语反复”而已。

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恰恰就是这个意义上的“同语反复”，因为他

所说的“公意”似乎能够打破自由与规制之间的二重性，消解统治者与

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异，从而消解了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差

异，无需任何对象性的表现形式，而成为某种绝对自由的“共同体”：

“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

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①如果说在洛克那里，政治共同体是大多数人的统治，“如果大多

数不能替其余的人作出决定，他们便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其结果

只有立刻重新解体。”②而在霍布斯那里，主权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格，但霍布斯不仅没有忽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异，他还赋予了

主权者（统治者）的“复数形式”：“当代表者只是一个人的时候，国家就

是君主国，如果是集在一起的全部人的会议时，便是民主国家或平民国

家，如果只是一部分组成的会议，便称为贵族国家。”③但在卢梭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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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６年版，第 ２０页。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６１页。
［英］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７年版，第 １４２页。



“共同体”中，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主权者）之间的差异已经消失了：“对

于个人而言，他就是主权者的一个成员；对于主权者来说，他又是国家

的一个成员”。① 更重要的是，只需要“一瞬间”，在这个共同体的名义

之下，以前所谓的“公共人格”、“城邦”、“共和国”、“国家”、“主权者”

与“人民”、“公民”、“臣民”之间的二重性差异已经全部消失了。之所

以能够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代表“公意”的共同体能够消解二重性，

“获得其统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②从这个意

义上说，卢梭以公意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就是“唯一的主权者”的典型

形式，实则是“拜权教”的典型形式。

综上所述，理解政治形式、进而破解权力之谜的困难，无非是理解

一般的政治形式，即“多对一”的政治形式中所出现的“统治者（主权

者）”的困难，而这个统治者（主权者）无非是对扩大的政治形式的倒

转，即将“一对多”的政治形式倒转为“多对一”，这个形式的“胚胎”又

可以追溯到简单的政治形式“被统治者 Ａ＝统治者 Ｂ”的等式中。正如

商品的二重性根源于劳动的二重性一样，人类生活中存在的统治者与

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也根源于人性的二重性：一方面人是生而自

由的，另一方面人又是需要被规制的。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性中所

潜藏的自由与规制的“内部对立”，必然需要通过“外部对立”，即通过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而政治权力就是这个外在形

式的集中表现。因此，当一个人服从外在的统治时，并不是说这种统治

是外在的，而只是因为每一个人内在地就具有自由与规制的二重性，正

如一个人在上帝身上看到绝对的完美时，并不是因为上帝具有他所没

有的完美性，“而是因为这个人本来就有完美与不完美的双重性。”③一

旦错失了这种二重性，而妄图以一种绝对的一元性来统摄这种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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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６年版，第 ２０页。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６年版，第 ２１页。
孙善豪：《批判与辩证：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论文集》，台北唐山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
版，第 １６７页。



就会导致权力之谜，进而陷入“拜权教”的渊薮。

结　 　 语

如上所述，我们以马克思从价值形式的演变来破解“货币之谜”的

路径作为类比，尝试将马克思在商品世界的语言转述为政治哲学的语

言，并结合社会契约论的近代演进，构造了“简单的政治形式”、“扩大

的政治形式”，与“一般的政治形式”中“统治权”的形式演变，目的是揭

示权力之谜，以批判“拜权教”的谬误。但无论是“拜物教”，还是“拜权

教”，还是人对外在于人的物或者人的一种依赖关系，或者说是一种人

的依赖性与物的依赖性，而马克思哲学的意义，却不仅仅是要解释货币

之谜与权力之谜，而是论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性，那么，如何

展望这种自由的可能性呢？

马克思是从劳动的二重性来考察商品的二重性的，即商品本身就

内在包含了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二重性，但是这种二重性只有通过不同

商品之间的交换才能外在地表现出来，而要消灭这种二重性，必须消灭

这种二重性的现实基础，正如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哲学时所说的，虽然

费尔巴哈看到了世界的二重化，并深刻地“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

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并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

结于他的世俗基础，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项工作还只是第一步，更主

要的工作还没有开始，因为，“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

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

自我矛盾来说明。”①因此，要消灭拜物教之谜，必须从世俗基础的矛盾

中去展开，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同样的

道理，我们从人性的二重性出发对政治形式的拓展，也只是政治哲学研

究的开始的工作，更主要的工作在于消灭产生这种二重性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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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５５页。



才能使得人真正获得自由。

换言之，根本上破解货币之谜，去除商品拜物，就是要在实践中消

解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分及其差异，而根本上就是消解社

会劳动与私人劳动的区分及其差异；而破解权力之谜，去除拜权教，就

是要消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区分及其差异，根本上是以一种自

由人的联合体来组织社会。只有这样，人们才可能认识到，他自己的劳

动，才是这个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他自己的力量，才是社会的真正力

量，只有在这里，才没有任何的神秘之处。

（作者　 哲学博士，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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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早期的“形式”概念与
黑格尔的“形式”概念

吴　 猛

摘要：本文旨在从思想史的角度澄清马克思早期的“形式”概念与

黑格尔的“形式”概念的关系。本文认为，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

“形式”概念的运用在继承黑格尔的“形式辩证法”的同时已开始出现

与黑格尔思想的差异；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借助费

尔巴哈的人本学实现了对于黑格尔辩证法中外在性维度之缺失的批

判，其“异化的形式”概念是此时其思想矛盾的集中体现；而在《关于费

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

形式”概念则彻底改造了黑格尔的“形式”概念，并成为马克思的历史

科学之诞生的标志。

关键词：马克思　 黑格尔　 “形式”概念　 历史科学

从“形式”的角度理解马克思哲学，已俨然成为近三十年来欧洲马

克思主义研究界的一个重要潮流。无论从“形式分析”的角度来诠释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这是肇始于法国学者让—吕克·卡松①并由热

０２１

① 参见卡松（Ｊｅａｎ－Ｌｕｃ Ｃａｃｈｏｎ）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辞典》第二版撰写的“形
式”词条：爯Ｆｏｒｍｅ（ｓ）爲．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ｄｕ Ｍａｒｘｉｓｍｅ ，（ｄｉｒ．）Ｇｅｏｒｇｅｓ Ｌａｂｉ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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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本舒桑和让·维乌拉克等人进一步深化的研究方向①），还是将

“价值形式”作为理解《资本论》的基石（这个研究路数始自苏联学者伊

萨克·鲁宾，得到了包括“新阅读学派”和“新辩证法学派”在内的多个

思想流派的呼应②），都是这一潮流的体现。而所有这些工作，都离不

开对马克思“形式”概念的厘清。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当人们

谈及马克思思想、特别是《资本论》中的“形式”问题时，马克思的“形

式”概念的内涵往往被以黑格尔的方式或被放在黑格尔的语境中加以

表述，而其独特性往往被忽视。显然，将马克思的“形式”概念黑格尔

化，虽部分地使这一概念摆脱了“日常用法”，却不可避免地使本已在

思想史的进程中模糊不清的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进一步复杂

化。本文试图对黑格尔思想中的“形式”概念和马克思早期所使用的

“形式”概念的内涵进行对比分析，特别是在思想史的维度上对马克思

最初提出“形式”概念的基本问题意识及内在逻辑的演进历程进行梳

理，以厘清马克思的“形式”概念与黑格尔的“形式”概念的内在关系和

根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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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热拉尔·本舒桑（Ｇéｒａｒｄ Ｂｅｎｓｓｕｓｓａｎ）和让·维乌拉克（Ｊｅａｎ Ｖｉｏｕｌａｃ）分别发
表于法国《哲学研究》杂志上的文章 爯Ｌ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Ｕｎ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Ｆｏｒｍｅｓ 爲
（Ｌｅｓ ?ｔｕｄｅ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 － ４，ｐｐ． ４７９ － ４９２）以及 爯Ｍａｒｘ ｅｎｔｒｅ
ｒé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ｅｔ ｄéｐａｓｓｅｍｅｎｔ ｄｅ ｌ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 ｄ’ｕｎｅ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
ｄｕ ｃａｐｉｔａｌ 爲（Ｌｅｓ ?ｔｕｄｅ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ｐｐ．４９３－５１２）。另外，皮埃
尔·达尔多（Ｐｉｅｒｒｅ Ｄａｒｄｏｔ）和克里斯蒂安·拉瓦尔（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Ｌａｖａｌ）的《马克
思：名叫卡尔》（Ｍａｒｘ，Ｐｒ éｎｏｍ：Ｋａｒｌ，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２０１２）以及罗德里戈
（Ｐｉｅｒｒｅ Ｒｏｄｒｉｇｏ）的《马克思的本体论：自主生产、异化劳动与资本》（Ｓｕｒ Ｌ’ｏｎ
ｔ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 Ｍａｒｘ：Ａｕ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ｖａｉｌ Ａｌｉéｎｅ ｅ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ｉｒｉ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
Ｊ．ＶＲＩＮ，２０１４）等著作也都体现出当今法语世界对马克思思想中的“形式”问题
的重视。

参见［苏］伊萨克·鲁宾（Ｉｓｓａｃ Ｒｕｂｉｎ）的《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Ｍａｒｘ’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Ｄｅｔｒｏｉｔ：Ｂｌａｃｋ ＆ Ｒｅｄ，１９７２），巴克豪斯（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
Ｂａｃｋｈａｕｓ）的《价值形式的辩证法》（Ｄｉａｌｅｋｔｉｋ ｄｅｒ Ｗｅｒｔｆｏｒｍ：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 ｚｕｒ
Ｍａｒｘｓｃｈｅｎ Ｏｋｏｎｏｍｉｅｋｒｉｔｉｋ ，Ｃａ ｉｒａ，１９９７），以及亚瑟（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Ａｒｔｈｕｒ）的《新
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Ｍａｒｘｓ‘Ｃａｐｉｔａｌ’，Ｂｒｉｌｌ Ａｃ
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一、黑格尔“形式”概念的三个层次

“形式”是黑格尔思想中的重要概念。黑格尔对“形式”概念的使

用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出现在具体精神样态和领域之探

究中的一般性的“形式”概念；第二个层次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形式”概

念；第三个层次是作为《逻辑学》的“本质论”的一个环节的“形式”

概念。

黑格尔的第一个层次的“形式”概念出现在他对于具体精神科学

部门如美学、法哲学等领域的探讨中，其基本含义是内容的表达方式。

尽管进行这些讨论的语境和针对的问题个个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围绕

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展开的。比如，在《美学》中，黑格尔认为，就艺术

而言，其内容是理念，其形式是“诉诸感官的形象”，而艺术的目标在于

将二者调和为自由、统一的整体。① 而艺术的目标之所以有可能实现，

是由于一方面，具体的内容本身包含着感性表现的必要性，而另一方面，

艺术的感性形式并不能真正独立于内容：“使这种内容可为观照知觉对

象的那种外在形状就只是为着情感和思想而存在的。”②黑格尔在这里

看重的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而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将形式和

内容视为理性的两种样态，形式指的是作为概念认识的理性，内容指的

是“作为伦理现实和自然现实的实体性的本质的那种理性”③，二者分

别是哲学理念之形成的前提要素。尽管“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

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自身之后，才会出现”④，但内容与形式

的统一性仍是黑格尔所强调的：“两者自觉的同一就是哲学理念”。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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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６年版，第 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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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黑格尔的第一个层次的“形式”概念是以“形式”和“内容”

的统一性为枢轴建立起来的话，那么其第二个层次也即方法论意义上

的“形式”概念则主要以“本质”概念为参照系。尽管在黑格尔那里，方

法论不能独立于本体论和认识论，但鉴于黑格尔自觉地将近代思想所

提出的“方法”问题作为展开思考的理论前见，并在某种意义上将主观

行动“作为客观真理的本质的环节”的可能性视为自己要回答的基本

时代问题之一①，我们仍可在“思想之客观地展开”的意义上谈论黑格

尔哲学中的方法。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用“上帝的生活”和“上

帝的知识”②这样的表述来指称思想及其成果。这种生活和知识作为

一种上帝“自己爱自己的游戏”，就其“绝对原则”而言，具有与其本质

相应的“纯粹的自身同一性”。在这里，“他物”和“自身异化”等问题

尚未出现，但仅仅具有自身同一性的思想是无法成为具有自由属性的

“上帝的知识”的，因为这种自在性只是抽象的普遍性，而作为理念的

思想如果缺少了“否定物的严肃、痛苦、容忍和劳作，它就沦为一种虔

诚，甚至于一种无味的举动。”③对于这里所谓“否定物的严肃、痛苦、容

忍和劳作”，黑格尔又将之称为“形式的运动本身”。如果说思想的自

在方面将自身展现为直接的实体，而这种实体正是本质的话，那么形式

乃是对于本质的“理解”和“表述”，这种理解和表述不是一次性完成

的，而是在一个过程中被“展开”的。这样，对于黑格尔来说，形式就是

本质的被展开的表述过程。形式对于本质来说并非可有可无的东西，

相反，形式对于本质而言是非常本质的东西，这是由于，如果没有形式，

也就是说，如果本质没有在一个表述过程中被展开，本质就不可能被理

解和表达为“现实的东西”。

形式将本质呈现为“内容”，“内容”与本质的重要差异就在于，前

者可被“观察”。所谓观察，就是对某种具体规定性的把握。可被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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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２年版，第 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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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是具有一定规定性的内容，黑格尔将这种可被观察的规定性称

为“感性存在”，关于“感性存在”和形式的关系，黑格尔说：“感性存在

是一种内容，它不但不与形式相矛盾，并且根本与形式没分离，而毋宁

本质上就是形式自身；因为形式只不过是将自身分裂为其纯粹环节的

那种普遍或共相。”①这就意味着，形式之为形式，不能离开作为感性存

在的“纯粹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说，形式正是通过“感性存在”的方式

而成为形式。

各个不同环节由于具有不同的感性存在方式而具有不同的规定

性，这些规定性并非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的：“反之，那些不同的规定性

和它们彼此隶属于‘物’的外在联系就是形式———这形式是由差别的

反思范畴，但这种差别是实存着的并且是一全体。”②因此，形式不仅包

括“实存着”的东西也即具有“感性存在”的诸具体环节，更包括这些环

节由彼此间的联系而建构起来的“全体”。

这样，从方法论层面看，黑格尔的“形式”概念的基本内涵即可被

理解为“本质之展现”。

黑格尔的第三个层次的“形式”概念，出现在《逻辑学》的第二部分

即“本质论”中。在谈到“形式”概念时，黑格尔说：“形式首先与本质对

立；所以它是一般根据关系，并且它的规定是根据和有根据的东西。然

后它与质料对立；这样，它就是进行规定的反思，它的规定就是反思规

定及其长在。最后，它与内容对立；这样，它的规定又是它本身和质料。

那以前与自身同一的东西，最初是根据，然后是一般长在，最后是质料

在形式的支配之下，并且又是形式的规定之一。”③可见，“本质论”中

的“形式”概念有三个层次，分别与“本质”、“质料”和“内容”相对。

从第一个方面来看，与本质相对的形式“就是绝对否定性本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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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否定的绝对自身同一”①，这种绝对否定性并非对于某物的否定，

而是作为否定性的规定性自身。不过这种否定性的规定性并非无所由

来或由形式本身所致，而毋宁说是本质的内在反思的结果，这就是在本

质与形式之间所具有的否定性的内在关系。关于这种关系，值得注意

的是，一方面，这里的主动一方并非形式，而是本质，因此形式事实上不

能先行决定本质，而是相反，只不过这里的本质是一种有待被规定的“基

础”，因而与作为“进行规定的东西”的形式相对立；另一方面，这里内在

包含反思关系，而所谓反思，在黑格尔这里就意味着在本质自身内部所

发生的将本质的直接性规定为否定性，同时也将本质的否定性规定为直

接性的运动②，这就是说，本质的抽象性在形式中被否定，而这种否定本

身又以本质为根据，这是一个脱离—返回的过程。因此，本质不仅先于

形式，更是形式折返的方向。而形式作为“完成了的反思的整体”③，在

这里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以本质为前提并走向本质的规定性的总和。

从第二个方面来看，与质料相对的形式就不再是“绝对否定性”或

“否定的绝对自身同一”了，在这里，否定是针对“某物”的否定，而这个

“某物”就是作为“无形式的同一”的本质。本质之所以成为“无形式的

同一”，乃是由于本质与形式相对立而成为单纯的和无区别的同一，于

是本质就不再是作为形式的前提和基础的本质，而成为形式所要否定

的“质料”了。形式在从本质的反思规定中产生后所获得的相对独立

性以及由此而出现的与质料的对立，使形式具有了主动性。如果说形

式与质料本身的对立实质上只是一种建构性的区分的话，那么形式与

质料的对立则是一种具有纯粹否定性质的对立，即形式要否定质料的

这种抽象的同一性，而赋予质料以规定性。形式由此不再是被动的，而

成为主动的。黑格尔说：“质料被形式的能动性所规定，这种能动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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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２年版，第 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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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形式否定地对待自身。但反过来，它因此也否定地对待质料；然而质

料之被这样规定，也同样是形式自己本身的运动。”①这就是说，形式的

主动性体现在两个方面：既否定自身又否定质料。而这也就意味着，形

式将自身作为否定性动力之源并赋予自身内在的方向性。因此，与质

料相对的形式具有了一种似乎与本质无关的自身运动。这时形式仍然

朝向本质（不过是作为质料的本质），但并非由于是以后者为基础，而

是由于若脱离了质料，形式将无法持存———因为与质料相对立的形式

的基本特性是与质料的纯粹同一性截然不同的纯粹否定性。

从第三个方面来看，在形式具有了持存性之后，本质就具有了第三

种形态，这就是形式化的质料，即内容。“内容一方面是根据在其建立

起来之有中本质的自身同一，另一方面是与根据关系对立的建立起来

的同一。”②鉴于黑格尔的“根据”概念的基本含义是包含全部关系的

本质，内容就具有双重性质：它是被建立起来的具有本质性的东西，但

它同时又不是本质本身，而是有着自身的同一性。可以认为，黑格尔所

说的“内容”实际上就仅包含“根据”中的“直接关系”，而并不包含其

全部关系。尽管与本质相关但又不是本质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是

形式和质料的统一，但不能认为形式只是内容的“次级”概念，因为“内

容”概念所揭示的两个层面即本质层面与本质有关，但并非纯粹本质

的层面之间的关系内在地就具有“形式”关系：后者是前者的“体现”。

而随着这种形式关系的确定，形式与内容的对立就形成了。在形式与

内容的关系中，形式由于其“直接性”而受到与“整体性”虽无直接对应

关系但毕竟具有相关性的“内容”的制约。这样，形式在与质料的对立

中所具有的主动性就消失了。

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黑格尔的“形式辩证法”。这种形式

辩证法的突出特点是，“形式”并非一个现成的概念，其呈现方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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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位置和作用在三个层面上各不不同。这固然和黑格尔之将传统思

想中关于形式与质料以及形式与内容的理解统一在一起的企图有关，

但更与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内在相连。

不过，鉴于“形式辩证法”从根本上说只是构成《逻辑学》推演系统

诸多环节中的一个环节，这种辩证法本身在这里并不是我们关注的重

点。毋宁说，对于本文的讨论来说重要的是，“形式辩证法”在一些重

要方面深化了黑格尔关于“形式”的讨论。具体来说，在这辩证法的三

段论中，“正题”基本是对上述方法论层面的“形式”概念的基本内涵即

“本质之展现”的强调，毋宁说，是在“科学”体系中对于“形式”范畴与

“本质”范畴之间关系的重构；在“反题”中，黑格尔揭示了形式内在具

有的主动性，体现出这种主动性的形式的基本内涵可被理解为“赋

形”；而在“合题”中，黑格尔所涉及的根本问题无疑是，形式尽管在某

个特定层面上具有主动性，但它作为理念自身运动的一个环节具有内

在的局限性，最终必须与内容实现统一，换句话说，作为“赋形”的形式

终归不能离开作为“本质之展现”这一维度。

这样，《逻辑学》中的“形式辩证法”就将前两个层次的“形式”概

念的内涵纳入自身之内，而这一辩证法可被理解为对“形式”的两层含

义即“本质之展现”和“对质料的赋形”之间关系的阐发：这两层含义共

同体现了“使隐而未显者显现”这种相对于“隐而未显者”而言的否定

性，它们的关系被纳入《逻辑学》的推演进程中，共同构成了“科学体

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上述对于黑格尔“形式”概念的探讨构成了我们理解马克思在其

思想开端处所使用的“形式”概念的基本内涵的前提。

二、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对黑格尔“形式”

概念的继承和偏离

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形式”就已成为一个重要概念。在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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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马克思为了论证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论”的理论意义，探讨了原

则的“偏斜”规定在伊壁鸠鲁原子论中所起到的作用。马克思在这里

的论述是围绕着偏斜的“形式”意蕴展开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伊壁

鸠鲁原子论的关键环节在于提出原子的偏斜运动，因为原子偏斜乃是

打破原子的直线运动之定在的“形式规定”。原子在直线运动中，没有

自我意识可言，相反，它被迫进入不断的运动，因而就其个体之为个体

而言的“坚实性”还根本没有出现，于是原子完全“消失”在直线中。原

子之克服其直线运动的定在，一个根本的途径就是偏斜运动。偏斜运

动之所以是一种“形式规定”，乃是由于对直线运动予以否定就意味着

将蕴含于其中的定在“观念化”，也即从被限制的状态走向“普遍化”。

当然，这种“普遍化”在这里意味着“纯粹个别性”概念的获得：作为“形

式规定”的倾斜的作用在于，“能实现把每一个被另一个定在所规定的

定在都加以否定的纯粹个别性概念”①。如果说“形式规定”是从否定

性行动的角度对偏斜的理解的话，那么所谓“纯粹个别性”则可被视为

这种行动的成果。这一结果有两个方面的性质：一是自身性；二是直接

存在性。自身性是指“纯粹个别性”概念不以自身之外的规定作为自

己的规定；直接存在性是指这一概念的获得无需经过任何中介。马克

思把这种兼具自身性与直接存在性的原子样态称为“形式”。尽管通

过这种“形式”的建立，直线运动的定在受到了否定，但“形式”的局限

性也同时暴露出来，这是因为，“如果我同我自己发生关系，就像同直

接的他物发生关系一样，那么我的这种关系就是物质的关系。这是可

能设想的最极端的外在性。”②这就是说，形式虽然建立起自身性，但却

仍将其所否定的定在关系移植入自身之内，这就为原子间排斥或碰撞

提供了前提，而“在原子的排斥中，表现在直线下落中的原子的物质性

和表现在偏斜中的原子的形式规定，都综合地结合起来了，”③这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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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概念的实现。由此可见，“形式”概念在此所起的重要作用体现

在：一方面，形式体现了对于定在的打破；另一方面，形式是原子概念实

现的前提。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借助对伊壁鸠鲁原子论所进行的“形式分

析”，可被称为一套“原子运动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从内在逻辑上来

看与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形式辩证法”几乎如出一辙。在这两种辩

证法中，“形式”都扮演了关键角色：形式既是对三段论中的第一个环

节的否定，又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而必须走向第三个环节。

但问题是，与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形式”概念相比，马克思博士

论文中的“形式”概念显然无论在内涵、方式和作用等方面都发生了重

要变化。

具体说来，如果说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形式”概念根本上说是一

个“否定性”的概念，其基本内涵是“本质之展现”和“对质料的赋形”

两个层面的话，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的“形式”概念同样是一个否定性

概念，但它无疑更加激进，也就是说，它不再具有“本质之展现”这层消

极的否定性的含义，而只保留了“赋形”这层积极的否定性的含义。对

马克思来说，“赋形”就意味着使消失在定在中的“纯粹个别性”得以

显现。

马克思对“形式”概念的内涵的改变，并非仅仅是一个对黑格尔的

“形式”概念的现成内涵的剪裁，而是意味着对这一概念本身的提出方

式的改变，因为对于黑格尔来说，“形式”应首先被理解为与“本质”相

对的概念，也就是说，与“本质”的内在关联乃是作为“赋形”的“形式”

的基础和前提。而对马克思来说，“形式”直接就是“赋形”———形式直

接对内在地包含于定在中的对于“纯粹个别性”的消泯进行否定。原

子的直线运动无疑是一种强制，但“纯粹个别性”很难说与这种具有强

制性的“定在”的根本规定性有真正意义上的“内在”关联，这与在黑格

尔那里形式对质料的否定和赋形的方式完全不同：黑格尔的“形式辩

证法”中的形式不是对本质的特定某个方面的否定，而是内在于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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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纯粹的否定性本身的外化，因而形式对于质料的否定，尽管形式在其

中具有主动性，但根本上看是构成本质的两个维度的外化了的对立关

系———而显然，马克思将原子的直线运动与偏斜的关系解释为定在与

打破定在的“纯粹个别性”的关系，就无法被视为对某种本质的两个内

在维度的关系进行的解释了，因为相对于直线运动中定在的“物质性”

而言，“纯粹个别性”其实是一个具有特殊规定性的概念，而不是“纯粹

否定性”本身。因此，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形式”概念的提出方式事

实上已经偏离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经典表述方式，开始引入相对于后者

而言的异质性维度，这种异质性维度就是“外部性”或“被给予性”：形

式对于质料而言的否定性，在于一种被给定的赋形力量（而并非一种

在逻辑上与质料共享同一本质的否定性力量）对于质料中“相应”要素

（而未必是所谓“本质性”要素）的直接赋形。

形式与“外部性”的联系不仅体现在它的提出方式中，在形式所面

临的矛盾的解决也即原子概念的实现这一问题上，“外部性”因素再次

出现。被给予的并将自身的赋形力量直接展现出来的形式，其内在的

矛盾之所以是不可避免的，乃在于它将自身作为对象，因此与它所否定

的定在一样具有了“物质性”，而这就意味着形式所内在包含的“原子

对同他物的一切关系的否定”①这一规定性本身将被消泯。为了拯救

形式，就必须将那种可能“物质化”的东西“实现”出来，其前提是建立

一种新型关系：与原子发生关系的只能是外部化的“它本身”，也即另

一个原子。这种关系必须是开放的，否则再次“物质化”在所难免，而

这就意味着与原子建立这种新型关系的，不是单个原子，而是众多原

子。不过若这般理解的话，似乎众多原子的出现只是原子为了解决其

形式与质料方面的矛盾而设计的方案，为了避免这种误解，马克思从

“直接性”角度理解原子之所以必为复数的原因：这不是可以选择的东

西，而是直接被给予者。若将原子视为自我意识的隐喻，那么上述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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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而直接被给予的东西，正是社会关系中的众多他人。

如果说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关于“形式”问题的讨论已在若干重

要方面偏离了黑格尔的话，其呈现形式给人的感觉却是在效仿黑格尔

辩证法。不仅如此，具有外在性的“形式”被给出的根据也蔽而不明，

因此，尽管我们无法赞同麦克莱伦的尖刻评论：“总之，马克思的博士

论文表明，他那时不过是对鲍威尔的某些思想深有同感的一个普通的

黑格尔分子罢了”①，但我们的确也不能否认，马克思为“形式”概念赋

予的外在性，此时还并不具有真正的客观性：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对定

在进行否定的形式被规定为“纯粹个别性”，显然来自某种启蒙思想的

启发，而非来自现实运动本身。如果与《逻辑学》中黑格尔在“形式辩

证法”中关于形式的讨论相比，我们惊奇地发现一种“倒错”：黑格尔的

形式概念具有与理念“自身运动”相联系的内在性，但这种内在性却体

现出某种“本质性的”客观性；而马克思的“形式”概念尽管具有被给予

性意义上的外在性，但这种外在性却有着主观性的特征。

然而若细加考察，我们会发现，这种“倒错”其实并不是由马克思

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偏离所导致的，恰好相反，正是由于马克思此时尚未

完全脱离黑格尔辩证法的束缚，才使得他的形式概念具有“主观的外

在性”的特征：如果说黑格尔的形式辩证法中的“形式”概念的基本内

涵来自理念的自身运动所内在具有的否定性，而这种否定性意味着本

质的自身否定的话，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形式”概念则基本可被理解

为在原子的直线运动中原子本质的一部分对自身的否定性理解。黑格

尔思想中的内在于本质的“纯粹否定性”可以从多个角度（比如精神的

自我理解和自我教化，或逻格斯的自我展开等）获得解释，而马克思的

形式概念的否定性或许只能从某种“规范性”的层面加以理解，譬如启

蒙的“思想立场”，而这种“规范性立场”显然无法交代清楚自己何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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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本质（哪怕只是部分本质）建立起内在的关系。

三、“外在性”问题：马克思的“形式”

概念与黑格尔的关键分野

上述“外在性”难题在马克思的《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以

问题化。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逻辑学》以及《哲学

科学全书纲要》等著作的研究，发现黑格尔思想中有一个漏洞，这是

“外在性”概念的不彻底性：当黑格尔试图建立起思想中各个环节之间

的内在联系时，“外化”或“异化”是其论述的关键，其基本内涵是，具有

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将自身外化，随后又从这种外化返回自身并收回

自身；而当黑格尔对这种“外化”所建立的领域的“外在性”进行讨论

时，这种“外在性”却根本不具有真正的外在性。马克思对此的批判

是：对于黑格尔来说，“在这里不应把外在性理解为显露在外的并且对

光、对感性的人敞开的感性；在这里应该把外在性理解为外化，理解为

不应有的偏差、缺陷。”①与此相对，马克思在此要建立一种将真正的

“外在性”维度纳入其中的“对象化”概念取代黑格尔的“外化”概念，

而在黑格尔那里被理解为“不应有的偏差和缺陷”，恰好作为“外在性”

的基本内涵而成为“对象化”概念的重要维度。可见，马克思此时已经

意识到，借用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表述方式，是无法获得真正的外在

性的。

不过，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尚未建立起自己的“新唯物主义”的

研究方法，他借以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视野来自费尔巴哈的“人

本学”。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观察就具有典型的费尔巴哈式

的特征：一方面将黑格尔辩证法理解为上帝的自我实现，另一方面将这

一自我实现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异化的结果：“黑格尔在这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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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思辨的逻辑学里———所完成的积极的东西在于：独立于自然界和

精神的特定概念、普遍的固定的思维形式，是人的本质普遍异化的必然

结果，因而也是人的思维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因此，黑格尔把它们描

绘成抽象过程的各个环节并且把它们联贯起来了。”①出于对黑格尔的

这种费尔巴哈“人本学”式的解读，马克思要求从黑格尔的“纯粹抽象”

回到“自我对象化的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的活动”②。

尽管这种“自我对象化”的活动仍是以“人的本质”为前提的，但无疑，

这是一个不能完全划归为思辨的理论活动的领域。

这样，黑格尔的作为本质之纯粹否定性的“形式”概念就顺理成章

地被理解为“抽象的形式”，也即“既超脱任何内容同时又恰恰对任何

内容都有效的，脱离现实精神和现实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

辑范畴”。③ 既然马克思批评黑格尔的“抽象的形式”，他会否相应地

提出一种“具体的形式”呢？对于此时的马克思来说，在现实世界中以

感性的方式呈现的人的活动，正具有这种“具体的形式”———这种“形

式”一方面并非对所有内容都有效，而只能被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

的展现，另一方面其规定性是特定的而非抽象的。这样就能看到，当马

克思说“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

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④的时

候，“形式”已被转换为一个必定具有具体性的概念：异化的形式。这

一概念所表达的内涵是，人的本质力量以异化的方式呈现自身。而这

就表明，在博士论文中通过启蒙思想的透镜而被滤掉的“本质之展现”

这一维度现在又通过费尔巴哈的透镜而回到了“形式”概念中。

但不难看出，“异化的形式”这一概念包含着不可回避的问题：它

既要兼顾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立场，又要突破黑格尔的“抽象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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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获得真正的外在性维度，这如何可能？事实上，困难正在于，费尔巴

哈的“人本学”方法其实并未根本上超出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基本框架，

而其“异化”理论也无法得到马克思所期待的真正的“外在性”。费尔

巴哈尽管试图在其“人本学”中实现其“空间原则”对黑格尔的“时间原

则”的克服①，但他无疑没有摆脱黑格尔建立起“时间原则”的原则，这

就是“显现”的间接性：在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中，“显现”必定是本

质的显现，因而不存在与本质无关的显现；而在费尔巴哈的空间哲学

中，他的一个基本立场可被概括为“本质即其表现”，这一立场要求不

将本质与其表现的关系理解为主从关系，但并没有否定———甚至从某

种意义说看还强化了———本质在“表现”中的根本作用。这样，黑格尔

式的“本质”概念就空间化为费尔巴哈的空间“界限”的概念，而这种界

限的存在也就意味着“本质的表现”中不可能有“偏差和缺陷”的位置。

这样就不难想象，马克思在提出自己的“异化”理论时实际上处于一种

矛盾状态：马克思实际上是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

萨伊等）的著作进行“副本批判”而获得其对“异化”现象的理解的，但

这一现象又要通过“人本学”的透镜来理论化———要知道，副本批判的

目标是进入“原本批判”，也即对“现状本身”②进行批判，而根据马克

思对黑格尔的批判，这一“现状本身”中必定包含不能为理论预先把握

的“偏差”和相对理论的完整性而言的“缺陷”的，但“人本学”却事实

上用某种空间界限将这些“外在性”全部剔除了。

就青年马克思将黑格尔逻辑学的基本成果理解为人的普遍本质的

异化而言，马克思是通过费尔巴哈而实现了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

但就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的基本成果是将真正的“外在性”

纳入“对象化”之中而言，马克思又是通过对黑格尔的批判而走向对于

费尔巴哈的批判。这样，马克思发生于 １８４５年左右的思想转变就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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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逻辑的了。

四、《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社会形式”概念的提出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对费尔巴哈的批判的

要点在于，费尔巴哈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从而也

没有把对象、现实和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来理解。后人在解读

马克思这一批判的时候，往往从“实践”或人的活动的“革命实践性”等

角度切入，这自然无可厚非，但从其《提纲》第一条提出这一问题的语

境来看，在“实践”问题出现之前，其实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环节，这就

是“外在性”问题。当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

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①

时，他所使用的“但是”一词表明，一方面，他并不反对费尔巴哈的基本

理论目标，而另一方面，他认为费尔巴哈的工作并未达到自己的理论目

标。因此，“把人的活动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和“研究跟思想客体确

实不同的感性客体”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前者是实现后者这个目标的

基本途径，而如果说前者正意味着对于“外在性”的探寻的话，后者自

然就是获得“真正的”外在性的途径。

只有结合“外在性”这一视角，《提纲》的著名论断“从前的一切唯

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

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

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②才不至于被理解

为某种主体主义的命题：马克思并非将对象、现实和感性“还原”为人

的主体性活动，而毋宁说提出了一个对于旧唯物主义来说具有根本性

的问题：通过客体或直观等“形式”（ｄｅｒ Ｆｏｒｍ ｄｅｓ Ｏｂｊｅｋｔｓ ｏｄｅｒ ｄｅｒ 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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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ａｕｕｎｇ）呈现给人们的对象、现实和感性，事实上是不能被“直接”当

作具有外在性的东西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正在于对对象的外在性

的肯认，但问题是，这些“形式”本身事实上就是某种思维活动的成果

（而这就是为什么在费尔巴哈那里“理论活动”被赋予如此高的地位即

被认为是“真正人的活动”的原因），因此这里就出现了矛盾。如果说

马克思开出的药方———即把对象、现实和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

和“实践”去理解———有可能解决旧唯物主义的困境的话，那么合乎逻

辑的理解是，这种可能性在于它绕开了下述循环，即：对象具有外在性，

而把握这种外在之物所必需的“形式”又须经由思维构建。在这里，对

于“形式”问题的理解显然成为一个关键。

旧唯物主义所看重的“客体”或“直观”，是对象和现实的“形式”，

而这个意义上的“形式”，其实就是对象的“显像”。若像旧唯物主义所

做的那样，仅从这种对象之“显像”来理解对象本身的话，逻辑悖论就

在所难免。若要避开这一困境，或许有四条路径可选：其一，直接宣布

这种具有外在性的对象是不可被理论化的，能被理论化的只是显像本

身；其二，改造知识概念，使之成为本身具有主动性和过程性，从而“去

理论化”并因而能把握对象本身的知识；其三，改造对象概念，使之成

为可以“直接”被把握，而非需要先“理论”化而后方可被把握的对象；

其四，既改造“对象”概念，又改造“知识”概念，使知识的展开过程本身

就是对象的实现。这四种方式分别可称为康德式、费希特式、谢林式和

黑格尔式道路。这四条路径的一个共同点是：“对象”和“理论”分别构

成了问题的两极，所有的讨论都围绕这两极展开，然而对象与理论之间

的“联结点”也即“对象的显现”本身似乎并不构成一个问题。比如，通

过康德式道路，人们可以探寻诸如“现象”与“先天范畴”之间的精微联

系这样的问题，但这种分析方法从未被运用于对“现象”本身的分析，

因为现象似乎总是一些无需追问其来历的、“被给定”的感性杂多。再

比如，在黑格尔式道路中，“对象的显现”就是本质之展开的诸环节本

身，各环节的彼此关联规定了它们的必然性，因而再对这种“显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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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展开探讨（如追问“对象何以如此显现？”）似乎只是多余。

那么，当马克思将“感性的人的活动”和“实践”引入对于对象和理

论的关系问题的讨论中时，他的方案属于哪种思路呢？

一种很自然的理解是，将“实践”当作一个马克思重点关注的“原

初领域”，并将这个“领域”的发生和演变等视为马克思的主要研究对

象。这样一来，马克思的思想基本就可被理解为黑格尔的社会哲学版

本，因为从根本上说，这与黑格尔思想中对象（或实体）通过彼此联结

的诸环节实现自身的思路并无二致。囿于篇幅和主题，本文无法对此

种理解进行全面评析，不过就本文所涉及的问题而言，这种理解方式的

一个直接困难，在于无法合理解释《提纲》所提出的思维（或理论）与实

践之间的关联。关于这一关联，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

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

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

岸性。”①在这里，马克思令人瞩目地把思维的“真理性”问题转变为思

维的“现实性”和“力量”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将这种“现实性”和“力

量”理解为“现实作用”，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难道马克思会认为，

只要一种思维或理论在现实中产生某种形式的“作用”，就具有“真理

性”吗？马克思进一步地说明，即把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解释为

思维的“此岸性”，实际上对这种可能的理解进行了澄清：所谓“此岸

性”，无疑和“彼岸性”相对，而如果说思维的“彼岸性”是指思维的抽象

性和无历史性的话，那么思维的“此岸性”所强调的正是思维的具体性

和历史性。因此，重点不在于思维的一般意义上的“作用”（某种抽象

观念也可以在现实中起到“作用”），而在于具有历史性的思维以某种

独特的方式展现自己的作用。在这里，合乎逻辑的追问是：思维展现自

己作用的独特方式是什么？在《提纲》中，费尔巴哈关于宗教上的自我

异化的讨论与世俗基础的自我矛盾的关联表明，马克思主要的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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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维的“存在性”角度（也即不是从实践产生思维，思维表达并介入

实践的角度）来理解思维的作用的，而是从思维对实践所具有的直接

“关涉”来理解这一问题的：思维的“真理性”或“力量”，就在于它“直

接牵连”一个“世俗基础”和实践领域。而这显然不是一门探讨作为

“原初领域”的实践的“实践理论”或“实践哲学”所包含的问题。

但思维“如何”直接牵连出实践领域呢？简单地回答说思维领域

通过实践而生成，显然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如上所述，二者其实是

不同层面的问题。《提纲》之所以作为“提纲”，显然不可能为上述问题

给出详细的说明，但它的确给出了说明的线索，这体现在《提纲》所给

出的“社会形式”概念中。

如何理解“社会形式”概念的内涵呢？在《提纲》中，马克思没有进

一步解释。但在与这个文本的写作时间相距不久的《神圣家族》中，我

们能够找到马克思提出这个概念的痕迹。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在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的批判”

所体现的唯心主义时，提到了鲍威尔的《论犹太人问题》的最新论文中

的这样一段话：“批判准备了世界形式，甚至第一次准备了世界形式的

思想。这种世界形式不单单是法的形式，而且是〈读者，请你提起精神

来！〉社会的形式……”①马克思在评论时指出，鲍威尔在这里所说到的

“世界形式”“无非是现今存在的世界形式，即现今社会的世界形

式。”②如果说鲍威尔的“世界形式”和“社会形式”指的是“批判”为世

界和社会赋予的形式的话，马克思在对其进行的概念改造中对“现今”

的强调则意味着，所谓“世界形式”和“社会形式”无须以思想或“批

判”为前提，而毋宁说是直接被给予的。“现今”的“世界形式”和“社

会形式”是否意味着直接的经验生活呢？如果马克思是这样理解的，

那么他和布鲁诺·鲍威尔的立场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后者也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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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只有认识现实，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进步”①。马克思对鲍威尔的

批判，重点恰好不在于对构成直接的经验生活的现实内容进行研究，而

正在于真正认清“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②。这就意味着，要将

“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不是“天上的迷蒙的云兴雾聚之处”③理

解为历史的诞生地。因此，所谓“世界形式”或“社会形式”，就不是某

种抽象的形式，而是世界运动或社会运动本身生产现实生活的方式。

“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之所以作为“形式”显然与传统思想中

关于形式的理解十分不同，特别是与黑格尔的“形式”概念有了重要区

别。但马克思对于这一概念的使用并非随意借用，而是基于他对唯物

主义问题的思考。在同一著作中，马克思借着批判鲍威尔关于法国唯

物主义的思想根源的理解的机会，对英国唯物主义尤其是培根思想的

意义进行了探讨：在马克思看来，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在

他的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物质的运动特性的探讨，而这种探讨

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培根不是从“机械的”或“数学的”方面来理解运

动，而是从物质的“冲动”、“活力”和“张力”方面来理解运动———这个

意义上的“物质运动”，就是“物质的原始形式”④，而在这里，“形式”就

是物质的固有的、活生生的本质力量的展现，“这些力量使物质获得个

性，并造成各种特殊的差异”⑤。基于此，马克思的“生活本身的直接的

生产方式”意义上的“世界形式”或“社会形式”的根本作用便可理解为

世界或社会生活中的原初赋形。

鉴于《神圣家族》中关于“世界形式”和“社会形式”的分析是基于

后来《提纲》所谓的“旧唯物主义”而展开的，特别是，在《神圣家族》中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尚未成为马克思思考的核心内容，因而《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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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提出的“社会形式”概念的侧重点并不同于《神圣家族》的“世界形

式”或“社会形式”概念。

这具体体现在《提纲》对费尔巴哈哲学中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

所进行的批判中。马克思的这一批判基于他对费尔巴哈思想中的一个

基本维度的理解，即，人被理解为“抽象个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马

克思对于费尔巴哈围绕“抽象个人”展开的论述实际上并未彻底否定：

尽管马克思认为直观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观上的缺陷在于“直观”地

看待当下现实，因而不能真正理解所谓“人的本质”问题，但他也并不

认为在诸如费尔巴哈哲学这样的思想中出现的抽象的人的观念是完全

虚构出来的东西，因为这种抽象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这就是说，抽象个人不仅不是费尔巴哈陷入幻觉的产物，反倒恰好是

“一定的社会形式”的体现。这样，将费尔巴哈的理论引向多少有些神

秘的“直观”的那种“神秘东西”，其实并非毫无来由：“凡是把理论引向

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

到合理的解决。”①这就是说，这种“神秘东西”与人的实践内在相关，

而理论的“神秘主义”本身就包含着破解自己的神秘主义的线索，这就

是它在实践中的建构方式。这样，破译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的密

码，就是它所属于的“社会形式”，而通过“社会形式”概念的指引，我们

又可进展到关于那种原初性的社会实践的理解。这样，与《神圣家族》

中的“世界形式”和“社会形式”概念相比，《提纲》中的“社会形式”概

念不仅具有本体论意义，更具有方法论意义，这两个层面彼此关联，共

同朝向对于具有“外在性”的实践领域的揭示。

五、“社会形式”概念与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的诞生

正是由于“社会形式”概念具有一种与本体论内在相关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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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这一概念事实上就具有双重内涵：它既指社会实践的“显现”，又

指“使显现”也即这种“显现”的力量展现或“赋形”。一方面，“外在

性”的社会实践无法被直接理论化，但社会实践可以建构起一种相对

稳定的（即“一定的”），具有整体性的“社会形式”，而这种“社会形式”

正是“历史科学”的对象；另一方面，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又使得

各种“社会现实”得以出现，而后者正是诸种“市民社会的科学”研究的

对象———因此，作为市民社会的科学的一种形式，直观的唯物主义“至

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①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讨

论事实上既不以“对象”（哪怕是“被理解为实践”的对象）为核心，也

不以“知识”和“理论”为核心，而是直抵在前述四种思路中都被过滤掉

的那个“中间环节”：对象之显现。

在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问题意识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社会

实践或历史运动本身的显现，也即“社会形式”，而不是某种“一般对

象”的显现。社会形式作为社会实践过程的显现，其意义并不在于某

种包含具体内容的东西（如某个方面的社会实践“过程”）通过这种方

式显现，而在于社会实践过程中的“确定性”维度的显现。这种“确定

性”维度意味着，社会形式不是社会实践的一般“显现”，而是社会实践

之“界限”的显现。不过，社会实践的界限并非静态的，而是不断变动

的，因此对于这种界限的考察，无法采用知性科学的形式，而只能采用

其他方式———对马克思来说，就是历史科学的方式。

历史科学由此出发的前提，并非“前理论”的实践本身，而是市民

社会的“自我表达”，也就是各种“理论”以及被理论化的“现实”。马

克思最为关注的，其实并非这些“自我表达”是否准确地“反映”了某种

“现实”，而是前者与后者的必然关联是什么。对于马克思来说，正是

这种必然关联（比如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的观念与某种特定的“社

会形式”的必然关联），才使得“社会形式”得以成为历史科学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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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必然关联之所以能够建立，正在于这里所涉及的不是某种依靠

外部反思建立起来的因果关系，而是具有内在必然性的意义关系，也即

由显现者之“显现方式”所建立起来的联系。因此，当马克思在《德意

志意识形态》中批评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

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

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①时，他的意思并不是要去分析这

种批判是否正确反映了“物质环境”，而是要分析，这种批判如何内在

关联着某种“物质环境”。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物质环境”，更多的不是

在积极的意义上，而是在一种“消极的”意义上谈的，也就是说，这种

“物质环境”其实是社会实践或所谓“真正经验”的“束缚”和“界

限”———而这正是“社会形式”概念的基本内涵———而“观念”正是这些

“束缚”和“界限”的“表现”，比如，在谈到青年黑格尔派的各种“观念”

时，马克思说：“不言而喻，‘幽灵’、‘枷锁’、‘最高存在物’、‘概念’、

‘疑虑’显然只是孤立的个人的一种观念上的、思辨的、精神的表现，只

是他的观念，即关于真正经验的束缚和界限的观念。”②因此，马克思对

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要点并不在于揭示其“错误性”，即其与

“现实的”东西的不契合，而在于揭示其如何“现实地”在某些“束缚”

和“界限”中生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这些观念称为“不用想

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③的意识。

这样，当马克思论及“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往形

式就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④时，他实际上就以“社会形

式”为枢纽，区分了历史科学的研究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生活

的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往形式”；第二个层次是这些“束缚”

和“界限”———也就是“社会形式”本身；第三个层次是显现出自身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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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正经验”或社会实践。

但是，严格说来，“社会形式”在历史科学中的作用只有在第一个

层次和第三个层次中才能体现出来，而无法具有独立意义，也就是说，

如果离开“生产方式”和原初的“社会实践”，“社会形式”也就无从理

解和把握，这是由于，只有通过对于“生产方式”的考察，才能获得对于

“社会形式”概念之意义的理解，而也只有从社会实践的外在性来看，

方可把握社会形式的“赋形”力量之根源。而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社

会形式”概念的指引，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和普通的以概括一般社

会规律为目标的“社会科学”就没有什么分别了；而同样，如果没有“社

会形式”概念的指引，由于“社会实践”的外在性，我们关于这一领域实

际上根本就“无话可说”（因为“无法说”）。因此，马克思的“历史科

学”中探讨“生活之生产的方式”的生产方式理论和探讨社会实践的界

限之变动的共产主义理论，如果离开了“社会形式”概念，就失去了探

讨的理论前提和基础。

这样，“社会形式”概念就不仅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味的“居间性”

概念，同样也是对于历史科学而言必要的“指引性”概念。

但问题是，外在性的社会实践的“显现”，以及观念化的社会现实

所内在关联的“界限”，是否仅仅出于某种形而上学的设定？答案是否

定的。事实上，“社会形式”这一概念内在地包含着“历史性”的维度，

正是这种历史性维度使“社会形式”具有上述居间性和引导性。关于

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谈及“起初”自然界对人类完全对立并有“无限威

力”的时代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社会形式”之间的关系时说：“这

里立即可以看出，这种自然宗教或对自然界的这种特定关系，是由社会

形式决定的，反过来也是一样……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

史的进程所改变”①，这就意味着，社会实践之所以“束缚”和“界限”的

形式展现出来，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之所以被纳入生产关系的范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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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社会形式”能够成为“社会现实”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居间性概

念，那只是由于，我们是在自然界以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的时代对

“社会形式”问题进行思考的。

因此，尽管“社会形式”概念就其基本内涵来说仍然具有黑格尔的

“形式”概念中的“显现”和“赋形”两个基本维度，但这两个维度已被

整合到全然不同的语境中：在这里，社会形式的“显现”维度体现为外

在性的社会实践历史性地形成的“束缚”和“界限”，而社会形式的“赋

形”维度则体现为这些“束缚”和“界限”在各种“社会现实”的生成中

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于是，“社会形式”本身便不再是一个相对于本质

而言的从属性概念，而是一个指涉“社会实践”与“可理论化的社会现

实”之“联结”的居间性概念，它既为历史科学提供了研究方向的指引，

又体现了这一研究对自身历史性的自觉。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形

式”概念提出，标志着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的诞生。唯有在此“历史科

学之诞生”的思想背景中，马克思的作为“历史科学”研究集中体现的

《资本论》所使用的诸如“价值形式”这样的与“形式”有关的概念，方

能够得到全面理解和把握。

（作者　 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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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实践哲学视域中的《资本论》辩证法

黄 志 军

摘要：资本的辩证法是资本展开自身即资本自我推动和创造的逻

辑。可以说，《资本论》中的辩证法是在思想中再现的现代资本主义自

身的展开逻辑。正因如此，我们应该转换阐释《资本论》辩证法的视

角，即从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哲学视角转向实践哲学视角。基于这

种转换，将“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置于实践哲学中来考察是应有之

义，从而更新对《资本论》辩证法理论核心的理解。在实践哲学的视域

中，《资本论》辩证法的具体演绎揭示了其人文关怀向度及其价值

意蕴。

关键词：实践哲学　 《资本论》　 辩证法

《资本论》是马克思辩证法的宝藏，因而研究《资本论》辩证法是理

解马克思辩证法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不仅自己多次提到他在《资本

论》中运用辩证法的考量和运思，而且在整部著作的构思与写作过程

中都贯穿着辩证法思想。这一点无论是在思想史的意义上，还是在文

本学的意义上，学界都是有共识的。但是问题在于：以何种方式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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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辩证法才是恰当的？一般来说，这种恰当性主要依据以下两

个方面：一方面考察马克思自身的阐述；另一方面揭示《资本论》中辩

证法思想的理论进路。其中马克思自身的阐述以白纸黑字的方式存在

着，是无法更改的，但人们对于他的阐述却不尽一致。对于《资本论》

中辩证法思想的理论进路而言，更是存在众多异质性的阐释。就本文

的视角来说，我们试图立足于实践哲学的视角来诠释它。首先，应该转

换阐释《资本论》辩证法的视角，即从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哲学视角

转向实践哲学视角，并指出它的恰当性；其次，基于理解《资本论》辩证

法基本视角的转换，将“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置于实践哲学中来考

察，更新对《资本论》辩证法理论核心的理解；再次，在实践哲学的视域

中，通过考察《资本论》辩证法的具体演绎，揭示它的人文关怀向度及

其价值意蕴。

一、《资本论》辩证法解读视角的转换

马克思说：《资本论》是“把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

试”。① 事实上，这是第一次尝试，也是最后一次尝试。因为马克思试

图在写完《资本论》之后就转向对辩证法的研究，他说：“一旦我卸下经

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

了，当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去除这种形式……”②但是，就像人

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不情愿地“爽约”了。无疑，《资本论》是

马克思运用、发挥和创造辩证法的场所。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来说，马克

思的这一尝试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不能单纯从经济学角度来阅读

《资本论》，因为它内涵辩证法这个哲学维度；另一方面，在对《资本论》

进行哲学阐释的过程中，辩证法是这种哲学阐释的中心。阐释《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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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辩证法的视角很多，但以往的阐释路径主要是在理论哲学的视域

中展开的。大致有以下两种基本的观点：

第一种是把《资本论》中的辩证法置于方法论的视域中来考察。

在马克思 １８７０年写给库格曼的信中说：“朗格极其天真地说，我在经验

的材料中‘以罕见的自由运动着’。他根本没有想到，这种‘材料中的

自由运动’只不过是对一种处理材料的方法即辩证方法的诠释而

已。”①事实上，马克思是在强调辩证方法在《资本论》的结构和处理材

料中的关键作用。马克思的这种自我阐述无疑影响了后人对《资本

论》辩证法的理解。从后来的研究情况看，对《资本论》辩证法的方法

论阐释主要有以下两个层面：其一，认为它是对立统一方法，即矛盾分

析方法。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资本论》辩证法形成的成见，认为只要

懂得矛盾分析方法就可以理解《资本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固然

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从而揭露资本主义的矛盾，揭

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但是后人简单化的理解方式却导

致了《资本论》辩证法的全部内涵被这种矛盾分析法所掩盖；其二，科

学研究的方法。《资本论》涉及的材料十分庞杂，所要处理的经济现象

也是十分复杂，要科学地研究它们，不仅需要极其丰富的研究资料，而

且还要有科学的方法来组织这些材料，从而将它们科学地再现于思维

当中，马克思自己也说将材料的生命以观念的方式反映出来的方法就

是辩证法。在这个意义上，将辩证法作为《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是非常

必要的。这种方法在马克思那里，主要表现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

法，即辩证法的理论形式和概念运动机制。将辩证法理解为方法论，其

实是把它理解为一种思维方式，即思维如何以概念的方式把握存在的

本质。由此可知，方法论的阐释是在理论哲学的视域中展开的。

第二种是把《资本论》中的辩证法放在认识论的视域中来考察，这

方面的代表当属阿尔都塞，他正是从认识论的进路来理解《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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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他看来，要对《资本论》的论述及其对象之间的统一提出认识论

问题，即认识过程中思维范畴的顺序与历史过程中思维范畴的顺序之

间的矛盾，或者说《资本论》中思维范畴出现的顺序和现实历史的顺序

之间的同一性问题。阿尔都塞主张，不要在意识形态的总问题中来考

察逻辑顺序和现实顺序的关系，而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问题内

提出这一问题，即区分现实对象和认识对象的问题，从而“说明对象的

这种区分会导致‘范畴’在认识中出现的顺序同‘范畴’在历史现实中

出现的顺序之间的根本区别”。① 而他所要考察的则是《资本论》中出

现的范畴顺序问题。在他看来，认识对象有两个存在形式，即同时性和

历时性，同时性概念是指概念在思维的整体中的组织结构，而历时性则

表示概念在论证的有序的表述中相继出现的运动，它只是概念“结构”

的发展。因而，真正起首要和支配作用的是认识对象的“同时性”存

在，即所谓的认识对象的结构主义存在。简言之，在阿尔都塞看来，概

念或者范畴的出现顺序是由体系的系统性决定的，即由概念在整个理

论结构中所占的地位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尔都塞所主张的是对

《资本论》对象的结构分析，是以一种结构辩证法的认识框架来考察

《资本论》各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意义。因此，阿尔都塞在认识论进路

中考察《资本论》事实上也是在理论哲学的视域中进行的。

如果站在理论哲学的平台上来理解《资本论》辩证法，一方面，它

能通过严谨的逻辑确证《资本论》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它又试图还原

马克思研究《资本论》的运思过程，从而在细节上能够证明马克思运用

辩证法的恰当性。这些都是能在思维层面加以证明的。然而，《资本

论》同时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它所揭示出来的哲学意蕴除了理

论哲学层面，更重要的还有实践哲学层面的意蕴。我们不否认从理论

哲学视角考察《资本论》辩证法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我们应该转换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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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即以实践哲学来阐释它。首先，当人们简单地把《资本论》辩证法

归结为对立统一的方法时，事实上抽去了它的实践根基，混淆了它适用

的边界，而将它置于实践哲学的视野中，通过建构或揭示它的现实根

基，那么这种方法论就有了实践论基础；其次，在马克思看来：“思维过

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成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理

解着的思维永远只能是同一个东西，只是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

也包括思维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逐渐地表现出区别。其余的一切都

是废话。”①因而那种把《资本论》的认识论问题归结为结构主义的做

法，实际上是毁坏了辩证法，它只注重其结构维度而忽视了其历史向

度；再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理解的辩证法，如辩证范畴、矛盾分

析法和范畴的辩证运动等等，不是纯粹思维的产物，它与现实的资本主

义存在方式和存在结构是相适应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

说：“问题不在于事物是否运动，而在于我们在概念中如何表达运动；

面对资本主义不断高级化和复杂化的特殊实践，单凭经验描述是不够

的，经验主义哲学自身包含的事物具体性和概念抽象性的逻辑矛盾决

定了它不能揭示具体真理，对资本这个特殊实践的批判需要特殊的逻

辑分析，即必须制定反映现实运动的概念运动机制。”从这里可以看

出，马克思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来观照资本这个特殊的实践

产物，在他那里，辩证法这种特殊逻辑的使命在于揭示和批判资本的现

实运动。因而，脱离开实践哲学的视域，辩证法无疑将成为没有根基的

方法论和认识论。

二、以实践哲学诠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作为《资本论》辩证法的核心议题，在各种辩证

法的阐释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一般而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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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思维以概念的方式把握存在的过程或方法。罗森塔尔就认为：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使人能够从非批判地经验地描写现象、直

观材料，过渡到对它们作批判的、理论的理解，即过渡到概念。在逻辑

上这种过渡恰好也就被表现为从观念的抽象普遍性向概念的具体普遍

性（即向诸规定的统一性）的过渡。”①这样一种方法在经验主义或形

式逻辑那里是不能理解的，它是一种适用于辩证逻辑的方法。其前提

是思维与存在的分离，思维要把握存在的本质就必须清除其抽象性，而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能够达到此目的，并且能够以概念的形

式揭示存在的真实状态。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这种方法

抱有充分的自信。但是，或许问题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在此，本文试图

通过重新认识实在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个方法中的地位，从实践哲

学层面对这个“具体的辩证法”展开论述。

首先，如果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界限定在一种科学研究

的层面上，那么它的起点只能是抽象，它是最简单的规定。从最简单的

规定出发，思维发现这些规定的对立面，从而分别对规定的对立面及其

关系进行研究，得出一个丰富而综合的具体概念。事实上，马克思从商

品批判到剩余价值概念的发现，就是沿着这种具体辩证法的道路前行

的。但是，问题在于抽象的起点是什么？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科学研究

已经从收集资料的阶段转入了整理资料的阶段，因而他和恩格斯都相

信那时的科学研究应该从抽象开始，因而对于抽象的起点即实在并未

给予充分的重视。我们知道，对于任何研究来说，忽视了对实在的研

究，对事物的抽象便只能是一种模糊的抽象。事实上，抽象不是把具体

事物的共性抽取出来这么简单，“对于马克思来说，‘抽象’这个词无论

如何也不是纯粹思维的同义词，也不是思想活动的产物的同义词，也不

是只在个人头脑中产生的主观心理现象的同义词。马克思经常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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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用来说明那些不以感觉中得到反映与否为转移的、在感觉之外存

在的、实在的现象和关系的特征。”①在伊利延科夫看来，从马克思的理

解来说，抽象完全可以表现为实在的现象，而不只是思想的现象的客观

特征。因而，那种把抽象与实在割裂开来的观点事实上是不符合马克

思的原意的。换言之，抽象表现为实在的现象意味着可以在实践的意

义上考察抽象。

其次，如果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思维的层

面，那么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区别就像沙滩上的脚印一样容易被浪花冲

洗掉。马克思特别指出，“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

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

但“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

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

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②换言之，思维具体的过程

虽然不以实在作为起点，但是，实在仍然保持着它的独立性，仍然制约

着思维过程的展开。实际上，由具体辩证法得出的概念不是自我意识

的产物，而是对实在即表象和直观加工的产物。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

济学手稿》的导言中，马克思指出，把实在作为科学研究的起点是错误

的，科学研究的起点是最简单的规定，即抽象。他说：“从实在和具体

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

来，这是错误的。”③他举例说，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

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是错误的，如果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

就是一个抽象，而如果不明白构成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和资

本等，那么谈阶级又是一句空话。因此，从人口着手，只会得出一个关

于整体的混沌表象。但是，通过更贴近的规定却能达到抽象，即最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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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然而，抽象作为通向具体概念的起点，其前提总是离不开实在

的。在马克思看来，实在最终将在具体中再现，它是作为具体的丰富的

内容再现于其中的。“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

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

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①

从这里可以看出，实在并没有脱离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

视域。简言之，实在是抽象的起点，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

形态》中所阐明的那样，“符合实际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

命的个人本身出发……这种考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

前提出发，它一刻也离不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是处在现实

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②

撇开实在是无法达到抽象的，更谈何思维的辩证过程，或者说，实在在

具体辩证法中的位置是不可忽视的，它作为直观和表象，作为感性的活

动本身，不是一种具体的物质概念。在马克思这里，这种实在是可以被

经验的和感性的方式观察到的人的活动。一言以蔽之，具体，或说思维

的具体，是把实在加工成概念的产物。抽象作为科学研究的起点是对

的，但是在整个具体辩证法中，它只是中介性的，不能代替实在而存于

思维中。

事实上，如何理解实在直接关涉它与辩证法的关系。如果把实在

理解成实体，那么具体的辩证法是无法展开的。在科西克看来，辩证法

就是要对这种实体性的存在物进行批判，“辩证法不把固定的人造物、

造型和客体、物质事物的世界的整个综合体和观念在日常思维的整个

综合体等等看作是某种基始的和独立自在的东西。”③因此，辩证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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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现成的形式上接纳它们，而是在思维的过程中消解它们，使其丧失

固定的外观和虚构性，从而揭示它们是派生的、有中介的现象，是人类

社会实践的沉淀物。在结构主义中，实在是作为结构的要素而存在的，

社会实在被看作是自主结构的总体，这种总体来自于自主结构的相互

作用和相互影响。因而“这样，主体便消失了，或者更确切的说，真实

的主体（作为客观实践活动主体的人）的位置被神化化、物象化和拜物

教化的主体所取代，被结构的自主运动所取代。”①因而，把实在理解为

实体性的直观，就是把人们的实践活动的产物虚构成一种不变的、固定

的物质，在这个虚构的过程中，主体或人被抽象成了物质。关于这一

点，阿尔都塞认为生产关系不能还原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实际上是

把生产关系看成客观存在的物质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把它看成是基于

人与物关系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基本看法是，要把实在理解为人的活动过程的产物。任何

以固定外观呈现的物质都是人的生命活动的产物。但是，如果只是满

足这个结论，还是无法达到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和对人类实践的把握。

因此，必须借助具体辩证法。换言之，理解要从实在跨越到具体的概

念，就离不开具体辩证法的过程性思维。科西克在《具体的辩证

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中，认为《资本论》是具体历史实践

的“奥德赛”，即具体历史实践通过一系列“漂泊”的过程完成了对自身

的理解。他说，“《资本论》从基本劳动产品出发，经过人在生产中的实

践———精神活动对象化、固定化的一系列现实形态，最后不是在关于它

自身是什么的认识中，而是在基于这种认识的革命实践活动中，结束自

己的旅程”。② 科西克的理解是正确的，尽管他是站在存在论的立场上

理解《资本论》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具体辩证法，即生命的真实形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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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从普通意识向绝对知识发展不同，《资本论》的具体辩证法是从人

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即商品这种抽象的规定出发，获得对劳动的全面理

解，从而在利润、利息、工资等等形式中发现了剩余价值，并基于剩余价

值的发现，指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性。

寄存于精神中的具体辩证法作为一种理智性的活动，是人类自我

意识的产物，而作为植根于实践活动的具体辩证法，它虽然发生在思维

中，但是它也应当要在实践活动中得到理解。在马克思那里，具体辩证

法面向的始终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实践。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是从

意识出发，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从商品出发，这种关怀对象的不

同预示着具体辩证法进展的不同。在后者的行程中，人类实践的产物

通过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过程被理解成具体总体。事实上，实践本身

并不是一种澄明的东西摆在人们面前，它需要借助辩证思维才能以一

种澄明的方式显示出来，辩证思维也只有在实践哲学的层面才能得到

合理的理解。

三、《资本论》辩证法的人文关怀向度

在理论哲学的视域中考察《资本论》辩证法，无论是从认识论，还

是从方法论的视角看，都是将现实的人排除在外的，这与马克思写作

《资本论》的初衷背道而驰。我们并不是否认辩证法作为科学研究方

法的意义，但是也不应该因此而忽视它的人文关怀向度。这正是本文

从实践哲学视域考察《资本论》辩证法的主要意图。

前文提到，从认识论的视域考察《资本论》是阿尔都塞的主要进

路，他主要分析了“生产关系”概念在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的区别，其

大致目的是把尚未理论化的辩证唯物主义科学化，因为在他看来，所谓

的科学理论就在于概念之间具有严谨性，并且能够以体系结构的方式

存在。这种认识路径必然导致这样一个结论：《资本论》把资本主义理

解为“没有主体的过程”，它是一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因为在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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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那里，真正的主体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现实的具体的个人。此外，马

克思阐明历史变化的根据不是人的需要，而是社会发展规律。他继而

指出，马克思把人概念化为他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结构关系的承担者，这

样他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从“人的需要”和“人的本质”出发来理解历史

发展的人道主义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结构主义的认识框架中，生

产关系和现实的人是对立的。在阿尔都塞这里，结构主义的辩证法是

反人道主义的。

在《从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中，唐正东

教授认为阿尔都塞把生产关系当成了非历史性的概念，他过于关注结

构主义框架中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对生产关系概念的异质性，忽视了

生产关系概念在《资本论》中的历史性内涵研究。因此唐教授提出了

“历史性生产关系”的观念，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是建立在辩证

逻辑方法论基础上的，这种辩证的逻辑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

“事实上，在马克思的思路中，商品或者说价值的社会关系维度的内容

不断展开和实现的过程，就是他所要阐述的那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

过程。从一种作为最抽象的社会关系反映的价值，发展到最具体的社

会关系反映的价值，对马克思来说，这就是价值范畴实现自身内容之过

程，也是价值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运动发展到资本的过程。”①换

言之，价值、资本或者货币作为生产关系的存在形式，都是一种历史性

的范畴，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丰富自身的过程。在他看来，马克思正

是依托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以科学的方式指认了对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的独特性和历史性。基于对生产关系的历史性阐释，他

认为，《资本论》中的两条线索即人文逻辑和科学逻辑是统一的，因为

人文逻辑在历史的和现实的生产关系这个崭新的层面上被反映了出

来，它被“消解”在了生产关系的界面中。简言之，在他看来，《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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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文逻辑实际上就是历史过程中的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逻辑。

通过对上述两种具体的《资本论》辩证方法的解读可以看出，阿尔

都塞在结构主义认识的框架中，把生产关系当作一种结构主义的概念，

从而把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对生产关系的解读区别开来，试图指认

《资本论》是一部反人道主义的作品。基于此，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生

产过程是一种“无主体的过程”，而人则消失在了以概念形式出现的生

产关系之中；而唐正东教授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遵循了历史

辩证法的过程逻辑，其意图在于指认生产关系是一种历史性的概念，因

而与作为结构性存在的生产关系不同。阿尔都塞认为生产关系和现实

的人是对立的不同，他认为生产关系和现实的人是内在统一的，《资本

论》的人文关怀就体现在历史性的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当中。

可见，以不同方式解读《资本论》体现的理论意蕴是不同的。在实

践哲学的平台上，可以进一步揭示《资本论》辩证法的人文关怀意蕴。

首先，从商品到劳动的过渡。《资本论》从分析商品出发，因为商

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最简单的规定物，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元素形

式。在商品中，使用价值和价值成为两个异质性的元素，是相互对立

的，也是相互分离的。那么，它们是如何统一在商品中的？这是一个直

观感受无法理解的问题，必须借助于辩证逻辑。马克思认为，商品这种

二重性的东西，即这种包含自身矛盾和对立面的东西，是以劳动为根据

的。马克思首先批判地证明了商品所包含的劳动二重性，这是整个政

治经济学的枢纽。他指出，所谓商品的使用价值事实上是指商品的有

用性，这种有用性作为一种具有内容的物质指向，不可能来源于抽象劳

动，而只能来源于有用劳动，而这种有用劳动是有目的的生产活动。

“各种使用价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质的有用劳动，就不能作为商品互相

对立。”①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

结果。但是，这种劳动的有用性创造的只是作为物品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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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商品的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关系性存在，不仅仅涉及劳动的

有用性即具体性。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

而把劳动的有用性撇开，劳动就只能被看成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正

是这种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构成了商品的价值来源。因为商品用于交

换，一方面它们必须具有异质性，即生产它们的具体劳动的不同；另一

方面，也必须具有同质性，即用来衡量交换的尺度，这种尺度便是一般

的抽象人类劳动。在这里，从经验的层面上理解从商品到劳动的过渡

是不可能的。商品作为一个内涵矛盾的东西在这里得到了揭示。在这

里，抽象和具体、形式和内容、一般和特殊的辩证关系，在商品过渡到劳

动的过程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可以说，马克思直接从资本主义社会

的元素形式即商品进入到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即劳动当中，揭

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包含在它内部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

社会表征。

其次，从剩余价值到阶级斗争的过渡。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

卷和第三卷分别对剩余价值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 年经

济学手稿》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专门就剩余价值进行了探讨。剩余

价值的各种形式如地租、利润、利息、工资等等，在古典经济学家斯密、

李嘉图、穆勒那里就已经有过分析了，但是，他与这些经济学家的区别

就是他发现了剩余价值，并把它作为地租、利润和利息等资本的共同形

式。与商品作为一种具体的概念一样，在《资本论》中剩余价值也是一

种思维的具体即概念。马克思认为，在流通领域的资本总公式 Ｇ—

Ｗ—Ｇ′中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就是流通领域并不产生剩余价值，不论

是等价交换，还是非等价交换。因而剩余价值只能在生产领域产生。

马克思通过研究发现，劳动力作为商品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关键，即资本

家以工资的形式购买了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之后，劳动力在劳动过

程中为其购买者创造了比工资还多的价值。这种由劳动力所有者所创

造的比获得的工资还多的价值便是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作为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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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秘密，而且还为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按照黑格尔的异化逻辑，剩余价值不仅作为工人的对象化产物，也是他

们的异化产物，是自身的丧失，因而他们有义务、有权利将自身的东西

重新占有或者领回来。如果资本家是依靠暴力来获取工人异化的产

物，那么工人也可以通过暴力将其夺回来，马克思认为这是天经地义

的。在这里，那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仅是历史规律的观点是非法的，资

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也是以工人阶级的参与为前提的。基于此，马克

思所揭露的雇佣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矛盾主导了工人阶级的历

史意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由缩短工作日、改善工作条件、反

抗监工管制到暴力反抗资本主义的统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虽

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留下了未完成的“阶级”篇章，但是从《资

本论》的叙述来看，剩余价值是阶级斗争的基点，而阶级斗争则是扬弃

剩余价值的历史过程。剩余价值作为一种思维的具体，是从资本主义

社会的物质实在抽象出商品这个概念，再把货币这种特殊的商品形式

转为资本而发现的。但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在马克思看来，必须通

过阶级斗争改变生产关系，即通过变革物质财富的占有关系来扬弃它，

这是剩余价值自否定的结果。

最后，从生产关系到现实的人的解放。阿尔都塞认为生产过程包

括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其中社会条件涉及的是体现为生产当事人和

生产的物质资料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的特殊形式。

在他看来，“生产的社会关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还原为简单的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不能还原为仅仅涉及人的关系，因而不能还原为一个普

遍模式，即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的各种转化形式（承认、斗争、统治和奴

役等等）。”①简言之，他认为生产关系是生产当事人与生产的物质条件

的特殊结合。因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由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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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唐正东教授认为，以从抽象到具体的历史性方法来考察生产关

系的话，生产关系就不仅仅具有结构的特征，它还是一种历史性的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两者的差异可以概括为结构辩证法和历史辩

证法的区别。结构辩证法所考察的是结构中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而

历史辩证法所考察的是该概念的历史性进程，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

行程。前者视域下的生产关系排斥现实的人，是理论的反人道主义，后

者以为人与人的关系“消解”在了生产关系中，因为生产关系作为具体

的概念，不仅内涵人与物的关系，还内涵人与人的关系，而且这种内涵

是一种历史发展的结构。从这个角度说，阿尔都塞仅强调人与物的关

系，反对把人与人的关系看成是生产关系的一个规定是没有道理的。

只要不是故意忽视马克思《资本论》对人的关注，那就会看到，无

论是生产关系、生产力、生产方式，还是资本、工资、利润或剩余价值等

等，指向的都是人的生存活动。尽管一些经济学概念以客观方式存在

着，但是如果将这种客观性放在历史的视野中考察，那么它们便会显示

出历史主体的印记。就生产关系来说，马克思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

学手稿》中，大致阐述了它与人的解放的关系，即著名的“社会三形态

理论”：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

人的自由个性阶段。① 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勾勒出了生产关系与人

的自由发展阶段的关系，并指出二者具有对应关系。把生产关系看成

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则看不到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而恰恰是这种历史

性生产关系的存在内涵现实的人的解放。这与马克思《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把共产主义作为私有制的扬弃的观点是一致的。具体而

言，马克思在生产关系即社会物质财富的占有关系视角下，从异化劳

动、自由时间、阶级斗争等等角度论述了与人的解放问题相关的议题。

毋庸置疑，马克思是站在现代性的视域中，即是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的批

判来观察人的解放的可能性和趋势的。正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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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关系这个“人体”，马克思对人的解放的见解才更具现实意义。

总而言之，我们试图指出实践哲学视角是探讨马克思辩证法的一

种重要视角。马克思并没有像黑格尔那样在精神领域展开批判，而是

在生产关系领域进行批判的。无论是借助于具体辩证法，将思维的进

程从商品引向劳动，把对剩余价值的探讨延伸至阶级斗争，还是从生产

关系中找到人的解放的基点，都可以把它理解为对具体辩证法的实践

哲学阐释。

（作者　 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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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无限性所隐含的双重社会对抗

张　 寅

摘要：参照黑格尔的逻辑学来阐释马克思的《资本论》等学说向来

是一种有力的研究方法。本文将延续这条思路，聚焦于资本的概念与

无限性的逻辑范畴之间的联系，阐述这一范畴的确切内涵和它在用于

人类社会时所能描述的双重划分，即纵向的和横向的划分，并重新考察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分析需要处理的双重社会对抗。

关键词：资本　 无限性　 社会对抗　 辩证法　 逻辑学

参照黑格尔的逻辑学———既包括他专门撰写的《大逻辑》和作为

《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第一部分的“小逻辑”，又包括他在整个哲学体系

中不断运用的多种逻辑手法，后者可以被视为前者的具体展示———来

阐释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全部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能在马克思本人

的一些提示中找到依据，而且确实产生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以至于从早

年的卢卡奇和葛兰西到如今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Ｆｒｅｄｒｉｃ

Ｊａｍｅｓｏｎ）、内田弘、克里斯托弗·亚瑟（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Ｊ．Ａｒｔｈｕｒ）和斯拉沃

热·齐泽克（Ｓｌａｖｏｊ ｉｅｋ），诸多思想迥异的学者都肯定并实践了这一

研究方法。当然，这条思路也向研究者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我们必须在

解读《资本论》的同时给出一种对黑格尔的某些学说的阐释，并说明马

克思如何吸收并超出了这些学说（马克思本人对这个问题的交代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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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充分的），或者反过来探讨它们如何有助于我们在当代拓展和推

进马克思主义（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囿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评论）。本

文将延续这条思路，聚焦于资本的概念与无限性的逻辑范畴之间的联

系，提供一些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新见解，并在这个视角下重新考察马

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分析。

一、两种无限性的辩证关系

把资本与无限性关联起来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无休止的增殖、

无限制的扩大既是资本的本质特征，又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之一，甚

至还塑造了我们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文化潮流。按照《资本论》中的归

纳，“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古典经济学用这个公式表达了

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①。然而，由于对黑格尔的无限性范畴的常

见理解不够准确和完整，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所隐含的一些理论潜力也

未能得到揭示。即使罗伯特·皮平（Ｒｏｂｅｒｔ Ｂ．Ｐｉｐｐｉｎ）和他所援引的米

夏埃尔·托伊尼森（Ｍｉｃｈａｅｌ Ｔｈｅｕｎｉｓｓｅｎ）也陷入了巨大的误区：皮平指

责黑格尔又一次违背了自己的“体系建筑学”，因为：

“坏的”无限与“好的”无限之间的对立是一种彻底非黑格尔

式的对立，这完全是知性所特有的，而不属于真正的思想。托伊尼

森正确地指出，关于无限性概念的这次最初登场［即“坏的”无限

性］如何“指向自身之外”，成为真正的无限性，黑格尔应该加以探

索，以便我们可以理解。②

这段话可以说涵盖了与无限性相关的所有主要错误。本节将分两

个层面澄清这一至关重要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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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误译的“单调无限性”

如我们所知，黑格尔区分了两种无限性：ｄｉｅ ｗａｈｒｅ Ｕｎｅｎ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和

ｄｉｅ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ｅ Ｕｎｅｎ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前者的译名是没有争议的，即“真正的无

限性”（ｔｒｕｅ ／ ｇｅｎｕｉｎｅ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但是后者一直以来被错误地当作“坏的”

或“恶的无限性”，它在英语世界中的一系列译名“ｂａｄ ／ ｗｒｏｎｇ ／ ｆａｌｓｅ ／

ｓｐｕｒｉｏｕｓ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也并不更好。

这一错误首先可以从词源学的角度说明。在 ２００２年出版的《小逻

辑》新译本中，译者梁志学在“译后记”中写道：

［与先前的中译本相比，］我修正了的译名有：１．ｄｉｅ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ｅ

Ｕｎｅｎ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这里的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具有 ｅｉｎｆａｃｈ的意思，在现代已演变

为 ｓｃｈｌｉｃｈｔ；过去把这个词汇译为“坏的无限”或“恶无限性”是错

误的，应改译为“单调的无限”。①

也就是说，“ｓｃｈｌｅｃｈｔ”虽然如今是“坏”的意思，但在当时是“简单”

“单调”的意思。梁志学曾经两度重申这个观点②。权威词典《杜登》

（Ｄｕｄｅｎ ）也把“ｓｃｈｌｉｃｈｔ，ｅｉｎｆａｃｈ”列为“ｓｃｈｌｅｃｈｔ”的一种过时用法③。不

仅如此，惯用语“ｓｃｈｌｅｃｈｔ ｕｎｄ ｒｅｃｈｔ”中的“ｓｃｈｌｅｃｈｔ”始终保持了旧时的

含义，因而这一惯用语的意思是“非常好”，而非自相矛盾的“坏且好”。

在路德翻译的《圣经》中，《约伯记》的第一句话“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

约伯。这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罪恶”（依据新译本）中的“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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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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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４０８
页。在 ２０１６年的一次当面交谈中，美国黑格尔学会主席阿莱格拉·德劳伦蒂
斯（Ａｌｌｅｇｒａ ｄｅ Ｌａｕｒｅｎｔｉｉｓ，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ｇｅ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向我表达了类
似的观点，并认为 “ｓｉｍｐｌｅ ／ ｍｏｎｏｔｏｎｏｕｓ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是比较准确的译名，尽管她本
人在多年前的相关著作中也采用了 “ｓｐｕｒｉｏｕｓ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
梁志学：《解释单调的无限》，《社会科学报》２００５年第 ５版；《再释“单调的无限
性”》，《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６年第 ２版。十几年来的许多翻译，如《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 ２版和《精神现象学》新译本都没有采纳梁志学的建议，只有《法
哲学原理》新译本使用了我认为正确的译法。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ｄｕｄｅｎ．ｄｅ ／ ｒｅｃｈｔｓｃｈｒｅｉｂｕｎｇ ／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



正直”就写作“ｓｃｈｌｅｃｈｔ ｕｎｄ ｒｅｃｈｔ”①。

除了词源学之外，黑格尔的许多表述也显示了单调无限性谈不上

坏或恶。第一，他指出“逻辑的体系是阴影的王国，是单纯本质性的世

界，摆脱了一切感性的具体性”②。因此正如梁志学所说，逻辑学本身

不可能涉及“好与坏、善与恶的道德评价问题”③———这类问题并不处

在阴影中，甚至不属于自然界和主观精神，而是属于客观精神。第二，在

把逻辑学运用到人类社会时，黑格尔倒是恰好把（康德式的）道德看作单

调无限性的一个实例：由于在他看来，这种道德停留于单纯的“应当”，也

就是仅仅为人们设立了一组（在尘世中）无法实现的目标，所以这种不断

迈向目标却始终不能达到的道德实践受困于无限与有限的永恒分离（即

理想与现实的分离），而这正是单调无限性的体现④。可是，黑格尔尽管

在一切地方批判这种道德，却决不至于把它当成是坏的、恶的；相反，它

被视为通向伦理的必要环节。第三，单调无限性由于不能够克服有限与

无限的分离，所以也被称作“知性的无限（ｄａｓ Ｕｎｅｎｄｌｉｃｈｅ ｄｅｓ Ｖｅｒ

ｓｔａｎｄｅｓ）”⑤，因为这种分离在德国唯心主义那里是知性的标志。可是在坚

持批判知性的同时，黑格尔非但没有把它当作坏东西，反而毫不含糊地宣

称“知性是一种最值得惊叹的和最伟大的势力，或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绝

对的势力”；他还把“憎恨知性”的态度贬低为“一种软弱无力的美”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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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ｂｉｂｌｅｈｕｂ．ｃｏｍ；ｈｔｔｐｓ：／ ／ ｄｅ．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Ｒｅｃｈｔ＿ｕｎｄ＿ｓｃｈｌｅｃｈｔ．这里的
“完全”是形容词。

［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２年版，第 ４２页。
梁志学：《解释单调的无限》，《社会科学报》２００５年第 ５版；《再释“单调的无限
性”》，《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６年第 ２版。
参见［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２年版，第 ２４９页；Ｄａｖｉｄ Ｇｒａｙ
Ｃａｒｌｓｏｎ，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ｏ Ｈｅｇｅｌ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ｏｇｉｃ，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７，ｐｐ．
１７６－１７７；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ｅｓｍｏ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ｉｎ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ｉｎ Ｈｅｇ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
ｆｉｎｉｔｅ，ｅｄ．ｂｙ Ｓｌａｖｏｊ ｉｅｋ，Ｃｌａｙｔｏｎ Ｃｒｏｃｋｅｔｔ，ａｎｄ Ｃｒｅｓｔｏｎ Ｄａｖｉ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ｐ．１２１－１２２．
［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２年版，第 １３５页。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２１页。



最后，倘若以为单调无限性既然是有缺陷的、有待扬弃的，就可

以说是坏的，那么按照同样的道理，整个黑格尔体系中的一切———除

了最终的绝对———就全部是坏的，或者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为例，共

产主义之前的一切时代都成了反动的一帮，然后最终的绝对或共产

主义仿佛以一种救赎的姿态降临在一连串坏东西面前。这种看法不

仅显然十分滑稽，而且背离了黑格尔等思想家的基本立场：后来的东

西必须以内在的方式从先前的东西中涌现出来，因而只要后来的东

西值得肯定，先前的东西就必定包含了值得肯定的关键方面；换言

之，当先前的东西受到批判时———批判决不等于摧毁———这本身就

表明它值得被批判，而非低于历史水平的东西，因而不能被归为坏

东西。

（二）黑格尔体系的共时性

以恰当的译名为基础，我们才可以完整地理解两种无限性的关系。

不过，这个问题的要点实际上牵涉到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一般特征：虽

然黑格尔无比重视对（自然科学和）历史的考察和吸纳，但他的哲学体

系本身反倒是一个共时的结构，或者说这个体系中的无数范畴尽管无

不充满历史的痕迹，却是在当下、在一个统一的思想框架内被组织起来

的。（这也关系到对《资本论》的阐释，例如马克思所讨论的第一种价

值形式、即“简单价值形式”很可能并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描述了

早期文明的易货贸易。本文无法进一步讨论这一点。）因此，后来的、

比较高级的范畴决不会取消比较初级的范畴。

这里最突出的例子无疑是资产阶级社会或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

系———黑格尔所勾画的国家是不折不扣的现代国家：

在国家中，达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是一切。在古代国家

中，主观目的同国家的意志是完全一致的。在现代则相反，我们要

求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意志和良心。［……］个体意志的规定通

过国家产生客观的定在，且只有通过国家才达到其真理性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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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国家是达到特殊目的和福利的唯一条件。①

黑格尔心目中的古代国家（事实上主要适用于古希腊城邦）根本

不与资产阶级社会相伴随，现代国家则相反，它存在的意义正是为了解

决———不断解决———资产阶级社会必然造成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分

离。也就是说，一旦（资产阶级）社会不再引发这类问题，国家也将不

复存在；国家既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真理”，同时又维系了资产阶级社

会，而不是某种单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东西，尽管黑格尔的著名比喻

“在世上行进的神，就是国家”②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误导。

同样，说真正的无限性是单调无限性的“真理”，并不是说前者可

以取代、消解或支配后者，而是说后者始终在以自身的方式运行，也始

终在产生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从而内在地需要求助于前者。如前所

述，单调无限性的困难在于它无论如何追逐无限，都只能达到新的有

限，因而受制于无限与有限的分离。用黑格尔本人的例子来讲，“２ ／ ７

这个分数可以表示为 ０． ２８５７１４……，１ ／（１ －ａ）这个分数可以表示为

１＋ａ＋ａ２＋ａ３＋…等等”③。在这里，两个带有省略号的表达式体现了单调

无限性，因为它们无论写得多长，都如同夸父追日；两个分数则体现了

真正的无限性，因为它们使得我们立刻摆脱了跋山涉水却又裹足不前

的境地。可是前两个表达式也没有丧失自己的地位：当我们所要达到

的目的在数学上比较初级时，比如当我们需要测量 ２ ／ ７米的距离时，我

们立刻知道这相当于 ０． ２９ 米，或者在需要更高的精度时相当于

２８５７１４２８６纳米，等等。可见，比较高级的范畴恰好会在必要时让位于

比较初级的范畴，就像现代国家决不会抹杀资产阶级社会一样。

进一步讲，双方总是已经预设了对方，而不能孤立存在———这也是

共时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在黑格尔那里，没有国家的资产阶级社会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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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 ２６１Ｚ。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 ２５８Ｚ。
［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２ 年版，第 ２６７ 页，原文没有指明
｜ ａ ｜ ＜１。



定会崩溃，没有资产阶级社会的现代国家也必定会堕落为古代城邦。

同样，与其说 ０．２８５７１４……需要超出自身成为 ２ ／ ７，不如说它总是已经

指向了 ２ ／ ７，是后者的一个在数学上比较初级的形式。因此，当人们指

责某人陷入了单调无限性（或坏的无限性）时，这种指责是成问题的：

他的确可能在主观上不了解真正的无限性，比如没有学过分数、不明白

什么是 ２ ／ ７，但在逻辑上，当他提到 ０．２８５７１４……时，他已经潜在地说

出了 ２ ／ ７，而没有也不可能陷入某种与真正的无限性相隔绝的单调无

限性———这种情况（或反过来的情况）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是不成立的。

我们也可以用道德与伦理的关系证明同样的观点：作为一种单调无限

性，单纯的“应当”使人永远不能满足道德的要求，但这种停留在半途

的状态当然不是任意的，而是已经由伦理规定了，比如儒家子弟和韦伯

笔下的新教徒都是达不到目标的道德主体，但他们各自的伦理特色不

仅显而易见，而且判然有别。所以从逻辑的、无人身的角度看，支持资

产阶级社会就是支持现代国家，“陷入”单调无限性就是“陷入”真正的

无限性，等等。

由此可见，即使撇开“ｓｃｈｌｅｃｈｔ”的翻译问题，皮平和托伊尼森对黑

格尔的批评也不正确。黑格尔的理论任务是一方面肯定真正的无限性

克服了内在于单调无限性的困难（当然，这种克服在数学、客观精神等

诸多领域的不同表现并不是逻辑学能够涵盖的），另一方面确认两种

无限性是彼此依赖、不可分离的，或者借用法哲学的说法，确认两者的

“自行贯通的统一”（ｄｉｅ ｓｉｃｈ ｄｕｒｃｈｄｒｉｎｇｅｎｄｅ Ｅｉｎｈｅｉｔ）①。这两方面的结

合展现了典型的辩证关系，而非知性的分割。

二、无限性所隐含的双重社会划分

把黑格尔的逻辑学贬低为完全抽象的、神秘的思辨游戏，不仅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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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而且仿佛有助于反衬马克思等人对实践的重视。本节将以无限

性的范畴为例表明这一看法有失公正。在用于社会领域时，这一范畴

实际上隐含了纵向的和横向的社会划分，前者意味着社会内部的等级

高下，后者则意味着诸多社会的相互对峙。

（一）纵向划分

上一节的讨论留下了一个看似十分天真的问题：现实中确实有人

不懂得分数，因而在主观上，他即使潜在地说出了 ２ ／ ７，也不能真正理

解自己。同样，虽然支持资产阶级社会在逻辑上意味着支持现代国家，

但在主观上既赞同前者又反对后者的意见———即极端化的古典自由主

义———却向来存在。这个问题的要点也牵涉到黑格尔哲学的一个他本

人经常提到，却从未专门阐述的一般特征，即一连串范畴的辩证进展暗

中反映了社会中不同人群的划分或分工。也就是说，人们由于在主观

上往往不能完整地理解在逻辑上可以论证的观点，就会按照理解的程

度划分为不同的群体，而且如前所述，理解程度较低的群体决不是坏的

或恶的，而是与理解程度较高的群体相互依赖、各司其职。

这里最突出的例子也可以在法哲学中找到———法哲学经常可以为

我们提供更加形象的例子。在黑格尔眼中，家庭即由父母和子女组成

的现代核心家庭是与资产阶级社会和现代国家相适应的，维护家庭就

是维护后两者（相反，旧式家庭或宗族很可能排斥后两者）。可是女性

据说无法充分了解这一点，因为“她们不按普遍性的要求而按偶然的

偏好和意见行事”；黑格尔由此宣称，“少女的使命本质上只在于婚姻

关系”①，而不适合家庭之外的活动，更不能掌握关键权力，尽管叶卡捷

琳娜大帝的年代就在他之前不久。同时，农民据说“将始终保持住家

长制的生活方式”和“旧贵族的信念”②，而不会持有工商业式的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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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利益的态度，更不会发展出对普遍利益的关注。可见，女性、农民

等等由于据说不能掌握比较高级的范畴，就必须从属于特殊的社会群

体或社会分工，让另一些人得以从事另一些更有思想的分工。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只懂得单调无限性的人。例如在测量距离

时，工程师或设计师可能决定某段距离应该是 ２ ／ ７米，可是鉴于工人没

有学过分数，就只能要求他们测量 ０．２９ 米等等；倘若某段距离是 ３０×

ｓｉｎ３８°米，那么工人学过泰罗级数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在这里，工人完

全没有能力担任工程师或设计师的角色。道德与伦理的关系也是如

此：道德主体的态度是单纯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却未能很好地反

思自己向来从属于其中的伦理实体，即不知道自己的道德目标是如何

设定的，以及自己为什么停留在半途；反过来，要达到真正的无限性，根

本不用实现那些注定无法实现的，为了不被实现而设计的道德目

标———肤浅的道德学说不理解伦理对道德的扬弃，于是简单地以为道

德主体的“最高典范”就是完全满足道德的要求，结果只能在神话中编

造这类典范———而是需要理解并主动参与塑造由“不成功”的道德主

体所构成的伦理实体。道德的“不成功”正是伦理的诞生，特定的伦理

形态是与特定的“不成功”相适应的（例如，韦伯所描述的新教伦理是

与某种本质上无法平息的焦虑相适应的），而道德主体尽管促成了这

一结果，却不明白这一点。

我们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确切地理解黑格尔的有机性概念。正

如特里·平卡德（Ｔｅｒｒｙ Ｐｉｎｋａｒｄ）所说，倘若仅仅认为有机体的各个部

分服务于共同的目的，却忽视“信念或欲望”①，那么这种有机体也许至

多适用于不重视个体意志的古希腊。然而，在此之上加入个体性的因

素，把纷繁复杂的信念和欲望纳入考虑，仍然是不够的。对黑格尔来

说，在主观上停留于单调无限性的群体（如工人）至少在理智上低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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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无限性有所把握的群体（如工程师或设计师），就像女性之于男

性、农民之于工商业者和官吏一样。因此，黑格尔眼中的社会有机体既

有共同的目的，又有个体的自由，还有等级的高下；当然，它据说可以做

到稳定而有效，即便这需要借助殖民和偶尔的战争。

与这种社会划分密切相关的是齐泽克所阐发的交互被动性（ｉｎｔｅｒ

ｐａｓｓｉｖｉｔｙ）。与互动（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相对，交互被动性导致人们在与他者

的关系中不是展现出主动性，而是“通过他者使自己处于被动”，比如

“通过他者来相信或享乐”①：我自己虽然不相信某些教义，但由于看到

信徒在虔诚地祈祷，就觉得自己的灵魂也升华了。同样，在黑格尔式的

社会有机体中，虽然在主观上处于劣势的群体并不理解自己的“真

理”，但由于更高的群体理解了，所以前者通过后者达到了对社会的信

任和肯定———工人并不知道自己制造的东西是否可靠，但是工程师或

设计师知道，于是工人就不用怀疑了。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想，当女

性不愿安于家庭、不愿陷入交互被动性、想要亲自卷入资产阶级社会和

国家时，这种被动产生的信任和肯定反倒会动摇，而这仿佛是她自己造

成的。

（二）横向划分

上一节的讨论还有另一个看似十分天真的问题：２ ／ ７ 固然体现了

真正的无限性，可是 ３ ／ ７、１１ ／ ７ 等等无不如此，而这些数当然是有大小

的。同样，儒家伦理、韦伯所描述的新教伦理等等在特定的背景下也是

有强弱的———至少黑格尔并不同意文化相对主义的伦理观。可见，真

正的无限性并不是某种单纯的状态，而是体现为诸多可以相互对比的

实例；换言之，既然真正的无限性并没有排斥有限性，而是在自身中包

含了有限性，那么可比性就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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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很少得到阐发。黑格尔本人在勾画真正的无限性时主要强

调了它对他者的吸纳：既然在康德式的道德中，无论如何前进都还是无

限远离道德目标，“那么，某物［如一定的道德水平］在其向他者［如更

高的道德水平］的转变中就仅仅是与其自身相结合，并且这种在转变

中、在他者中存在的自相联系（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 ａｕｆ ｓｉｃｈ ｓｅｌｂｓｔ）就是真正的无

限性”①。也就是说，某物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表面上变成了他者，实际

上始终是自身———更准确地讲，始终在返回自身———而真正的无限性

无非是对这种自相联系的把握。于是，黑格尔的注释者往往没有发现，

这里所讲的他者仅限于单调无限的转变过程中的他者，而不涉及另一

个层面上的他者，比如 ３ ／ ７之于 ２ ／ ７、不同的伦理形态等等———真正的

无限性还可以互为他者，而这类他者与上述过程并无关系。结果，无数

注释者都把黑格尔认作一名扬弃他者的哲学家，不论他们对此是赞赏

还是斥责。

事实上，黑格尔的许多表述都可以证明自相联系的存在者虽然在

自身内部吸纳了一切他者，却完全可能彼此对峙。例如在引出了真正

的无限性之后，黑格尔立刻过渡到了“作为自相联系”的自为存在，并

认为“我们在自我（Ｉｃｈ）中已可以得到自为存在的最明显的例证”，因

为人———这是唯一“知道自己是自我”的存在者———与动物的关键差

别在于人并非“始终仅仅是为他存在”②，而是能够为了自己而存在，能

够把从过去到未来的转变看作属于自己、建构自己的过程，能够把其中

的一连串“他”指认为“我”。可是显然，人是复数的，或者说自相联系

的自我是复数的。在更加宏大的尺度上，国家也被视为与个人类似的

自相联系的自为存在，因而获得了由“主权者”代表的“个体性”；随后，

黑格尔就讨论了每个国家在其他国家面前的“独立自主”和国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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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他看来必要而崇高的战争①。可见，他也许根本不是一名企图用

某种大意吞没他者的哲学家，而是在更高的层面上重新承认了他者。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确切地理解黑格尔关于无限性和理念性

的一段看似平淡无奇的评论：

无限是肯定的东西（ｄａｓ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只有有限才是得到扬弃

的东西。

……有限性最初也包含在实在性的规定中。但有限事物的真

理却是有限事物的理念性（Ｉｄｅａｌｉｔｔ）。同样，那种与有限并列起

来，本身仅仅是两个有限事物之中的一个有限事物的知性的无限，

也是一个不真实的东西，一个理念性的东西。有限事物的这种理

念性是哲学的首要原则，因此，每种真正的哲学都是理念论（Ｉｄｅａｌ

ｉｓｍｕｓ）。惟一重要的问题在于不把那种在其规定本身立刻被当作

特殊的、有限的事物的东西视为无限。②

这里的观点很容易被当作一种老生常谈的、柏拉图主义的理念论，

即有限事物看似真实，其实不然，只有某种更高的、无限的理念才是真

实的。然而很明显，这种解读陷入了之前反复谈论的无限与有限的永

恒分离，错失了真正的无限性。要看出黑格尔所讲的理念论如何不同

于流俗的柏拉图主义，需要注意引文的第一句话：真正的“无限是肯定

的东西”。在通常的哲学训练中，椅子的理念被看作某种尽善尽美却

又无法描述的东西，而现实存在的、可以描述的椅子必定有缺陷，不能

与理念媲美；于是，无限的理念是通过对现实存在的一切椅子的否定来

确立的，而不是作为肯定的东西得到确立的。与此相反，真正无限的理

念对黑格尔来说还要经历否定者的否定，因而不是某种彼岸的东西，而

是 ２ ／ ７、具体的伦理实体或国家等等，２ ／ ７ 是 ０．２９、０．２８５７、０．２８５７１４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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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值的理念性，国家的“现实的无限性”则是“国家中一切有限东西

的理念性”①，即家庭、资产阶级社会等环节的理念性。真正无限的理

念不是完美无瑕的、不可名状的想象，而是肯定的、可能与同类的他者

并存的东西。

三、资本主义社会的双重对抗

这一切让我们不仅得以更好地阐释马克思对资本的辩证分析，而

且得以识别出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某些紧迫的现实问题。接下来的探讨

将同时涉及这两个方面，并在此过程中显示出黑格尔的逻辑范畴如何

能在用于人类社会时发挥强大的批判性。

（一）纵向对抗

在粗糙的批判中，单调无限性往往被凸显为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

例如，按照曾经风靡世界的《增长的极限》，“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

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

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 １００ 年中发生”②，所以人类必须抑制增长。

道德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则惯于抨击资本家的贪得无厌或消费者的欲壑

难填，而这些都符合单调无限性的形式。就连黑格尔也略显草率地认

为，“英国人所谓 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舒适的］是某种完全没有尽头而要无限进

展的东西，因为每一次舒适又重新表明了它的不舒适，然而这些发现是

没有穷尽的”③———对此，马克思主义的反驳是：在迄今为止的社会中，

反复交替的舒适和不舒适不过是少数人专享的烦恼，多数人却连沉溺

于这种单调无限性的资格都没有，所以这句评论并不是合格的社会

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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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比较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看到了资本的本性决不只是单

调无限性，而是应该通过两种无限性的辩证关系来理解。内田和亚瑟

不谋而合地（后者的著作出版得较晚，但并没有提到前者）把 Ｇ－Ｗ－Ｇ′

的循环识别为真正的无限性①：在 Ｗ－Ｇ－Ｗ′的循环中，作为开端和结尾

的商品一般是不同的商品，或者说具有不同的性质；在 Ｇ－Ｗ－Ｇ′的循环

中，作为开端和结尾的都是货币，从而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只有数量的

差别，而这正是真正的无限性所特有的自相联系。形象地讲，面粉、步

枪、劳动力等商品在市场上见面时，彼此感到很陌生，货币则一眼就能

看出别的货币是自己。不过，两名学者在寻找单调无限性时发生了分

歧。内田认为既然真正的无限性在于 Ｇ－Ｗ－Ｇ′，马克思就应该“在

Ｗ－Ｇ－Ｇ－Ｗ的形式过程中看到了‘坏的无限性’……在黑格尔所说的

‘坏的无限性’中，马克思勾画了在流通过程中获取使用价值和在经济

过程之外消费它的行为”②。亚瑟却指出，“坏的无限性”在资本中的

体现仍然是 Ｇ－Ｗ－Ｇ′的循环，不过这一次，货币量的“改变”被当成了

“对界限的废除，而界限在这里必定意味着一个有限的量”、“必定表现

为一道有待跨越的壁垒”③。换言之，前后两个不同的量不是被看作一

种自相联系，而是被抽象地分割开来，因而 Ｇ仿佛是 Ｇ′的界限，是将要

废除的东西，然后 Ｇ′又成为新的界限，等等。按照第一节的论述，亚瑟

的阐释显然比较中肯：单调无限性本身总是已经指向了真正的无限性，

或者说它可以在恰当的视角下、在确切的分析中被转化为真正的无限

性，只不过人们在主观上未必能认识到这一点。内田所说的情况则与

无限性并无关系，因为获取并消费使用价值的行为并没有设立新的有

待跨越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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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两名学者都没有发现无限性所隐含的社会划分。作为真正

的无限性，Ｇ－Ｗ－Ｇ′乃至 Ｇ－Ｇ′的不断扩大的循环正是通常所谓的“钱

生钱”，是马克思用重商主义的语调所说的“生出货币的货币”①。可

是这个无比美妙的过程当然不只是纸面上的公式，而是资本家的实践，

他们有时操作最纯净的 Ｇ－Ｇ′，并把金融业描绘得闪闪发光，有时操作

有杂质的 Ｇ－Ｗ－Ｇ′，并反复强调实体经济的基础地位。工人等群体在

从事投资时———当然，他们连 Ｇ－Ｗ－Ｇ′的边都摸不到，只能把自己可怜

的财富丢进 Ｇ－Ｇ′，至少可以存进银行———却严重受制于商业形势、政

治形势和运气，他们在市场中进行操作的能力完全无法与资本家相比，

更不用说在金融业和实体经济之间辗转了。用齐泽克的概念来讲，他

们陷入了交互被动性，只能被动地通过资本家来投资。于是，当一名幸

运的工人回顾自己的财富增长时，他由于实际上并不明白一笔钱是如

何变成另一笔钱的，就很难把这个过程描述为一种自相联系，因而只能

把每年的财富陈列出来，它们表现为一连串界限，也就是采取了单调无

限性的形式；资本家（尤其是在古典自由主义的语境下）则能够深入理

解财富的增长，因为他本人正是这个过程的主要控制者，他无非是理解

了自己的作为，就像黑格尔笔下的精神之所以能认识一切，是因为它造

就了一切一样。如我们所知，上述社会划分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当然不

只是划分，而是必定发展为对抗，因为资本的无限增殖包含了无可避免

的危机倾向。

进一步讲，这种纵向的社会对抗与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专政有重

大关联。按照《共产党宣言》，在阶级统治最终消亡之前，“无产阶级将

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

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

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②。不仅马克思始终坚持这个观点，而且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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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社会主义也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这似乎意味着

Ｇ－Ｗ－Ｇ′和 Ｇ－Ｇ′的循环仍然在发挥作用，因而上述对抗仍然可能出

现：尽管原本意义上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或许不复存在了，但只要一部

分人实际掌控了财富的增长，另一部分人却只懂得初级的金融业务，那

么经济的运行就依旧被无限性的范畴所笼罩，无产阶级专政就会面临

挑战。不仅如此，由于这一困难发生在经济领域，所以单纯的政治制度

的改善———例如，《共产党宣言》明确主张无产阶级应该首先“争得民

主”①———能够起到多大作用，至少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是成问

题的。

（二）横向对抗

按照上一节的论述，无限增殖的资本可能与同类的他者并存，这也

的确符合事实。不仅内田、亚瑟等学者未能阐发这一点，而且《资本

论》本身在这个问题上也并不总是非常谨慎，或者说马克思有时过于

乐观地估计了唯一的庞大资本形成的可能性———大概因为这有利于社

会主义。例如在讨论协作时，他指出“较大量的生产资料积聚在单个

资本家手中，是雇佣工人进行协作的物质条件，而且协作的范围或生产

的规模取决于这种积聚的程度”②；在对比发达的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

生产时，他看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时期，一方面大量资本集中在单个

资本家手里，另一方面，除了单个资本家，又有联合的资本家（股份公

司），同时信用制度也发展了”③；在考察股份制度的作用时，他认为它

导致了“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就像“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

易所的狼所吞掉”④一样。总之，集中据说是资本主义的一大趋势。

至于这一趋势的原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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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这种集中（Ｚ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或资本吸引资本的规律，不

可能在这里加以阐述。简单地提一些事实就够了。竞争斗争是通

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

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因此，较大的资本

战胜较小的资本。其次，我们记得，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

展，在正常条件下经营某种行业所需要的单个资本的最低限量提

高了。因此，较小的资本挤到那些大工业还只是零散地或不完全

地占领的生产领域中去。①

这里简单提到的两点都不够准确。第一，劳动生产率并不总是与

生产规模成正比，或者说生产并不总是具有规模经济，因为随着规模的

扩大，管理和沟通的费用也可能急剧增加，使得引文中的“其他条件不

变”沦为空洞的假设。这一点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尤为紧要：规模巨大

的生产不必然有优势。第二，行业的进入壁垒的上升，即“经营某种行

业所需要的单个资本的最低限量”的提高只适用于成熟的行业，而新

兴行业的进入壁垒一般要低得多，也就是对较小的资本比较友好。于

是，较小的资本并不总是被排挤到边缘化的、不重要的地盘上。因此，

马克思有时过多地强调了“资本吸引资本的规律”。

不过在另一些时候，尤其是在手稿中，马克思又把竞争摆到了对于

资本至关重要的位置上，例如他在《大纲》中写道：

各单个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即竞争］，恰恰导致它们必须作

为资本来行事；各单个资本的表面的独立作用，以及它们相互间的

无规则的冲突，恰恰是它们的一般规律的确立。市场在这里还具

有另外的意义。可见，恰恰是各资本作为单个资本而相互作用，才

使它们作为一般资本而确立起来，并使各单个资本的表面独立性

和独立存在被扬弃。这种扬弃在更大的程度上发生在信用中。这

种扬弃的最高形式，同时也就是资本在与它相适应的形式中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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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确立，就是股份资本。①

这段话密集而严格地运用了辩证法。一方面，马克思肯定了一般

资本是有意义的，因而在总体上研究资本的特性、趋势等等是可行的，

这不同于认为人们只能考察诸多单个资本或诸多企业的观点；另一方

面，一般资本并没有被当作某种更高的统一体，而是恰好被理解为复数

的单个资本在竞争中确立的东西，因而单个资本及其竞争对一般资本

而言是构成性的、不容取消的。换言之，一般资本对单个资本的“表面

独立性和独立存在”的扬弃同时是对单个资本的保存，是让它们得以

照常发挥作用，而这一作用无非是它们的相互竞争。卡利尼科斯也在

批评亚瑟时指出，马克思“归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诸多趋势往往要

依靠资本之间的竞争才能运转”②。此外，这里的逻辑非常类似于黑格

尔所叙述的世界历史对国家的扬弃（如前所述，黑格尔的国家和马克

思的资本都是无限性的体现）：世界历史既包含了某些一般规律，却又

不会通向更高的人类共同体，而是始终由诸多国家的对峙和战争所

构成。

显而易见，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不能不面临是否应该保存竞争

的问题。也就是说，既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一目标或

多或少是与资本主义生产相通的，那么对于后者不可或缺的竞争究竟

是仍然需要发挥类似的作用，还是可以用别的手段来取代，就成了一个

无可回避的问题。更现实地讲，２０世纪以来的多数社会主义实践虽然

表面上站在了肯定资本集中的一边，试图在国内建立大规模的、垄断性

的生产，实际上却不仅要继续面对国际上的竞争，而且经常把这种竞争

看作检验自身经济成就的重要场所，比如当代中国的一些在国内不可

能遇到竞争的企业却在国际上多有建树。可见，只要体现了无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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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１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版，第 ５０页。
Ａｌｅｘ Ｃａｌｌｉｎｉｃｏｓ，“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Ｖｏｌ．１３，Ｎｏ．
２，２００５，ｐ．５４．



资本还在社会中运作，这一逻辑范畴所隐含的社会后果也许就不会轻

易消散。

（作者　 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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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新辩证法”
———从亚瑟（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Ｊ．Ａｒｔｈｕｒ）说起

杨 淑 静

摘要：在《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Ｍａｒｘ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一书中，亚瑟（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Ｊ．Ａｒｔｈｕｒ）一直强调“体系辩证

法”（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是“新辩证法”，那么，何谓“新辩证法”？其

“新”在何处？要洞见亚瑟“体系辩证法”的真实含义，回答何谓“新辩

证法”，就必须站在黑格尔哲学的理论地平线上理解《资本论》。“新辩

证法”是“抽象力”，是“新世界观”，是“新政治经济学批判”。

关键词：辩证法　 抽象力　 世界观　 文明形态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发生了重大的理论转

向，即突出辩证法理论，把资本批判与辩证法研究统一起来，并将对辩

证法的理解诉诸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之中。不论是以 Ｒｏｙ Ｂｈａｓｋａｒ 为代

表的“自由辩证法”、以 Ｆｒｅｄｒｉｃ Ｊａｍｅｓｏｎ 为代表的“历史辩证法”，抑或

是以 Ｂｅｒｔｅｌｌ Ｏｌｌｍａｎ为代表的“内在关系辩证法”，其思想的核心都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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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资本论》进行重新解读的“新辩证法”，亚瑟直接将其著作的名称

冠以“新辩证法”，并直接将其与《资本论》的研究相互裹挟在一起。廓

清亚瑟“新辩证法”的真实含义，必须直面亚瑟的三个理论诘难。其

一，“体系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相对立的诘难，此问题直接导向辩

证法与“方法”的辩难；其二，“新辩证法”的存在论基础为何？是“逻

辑”还是“历史”？此问题直接导向“辩证法”与“世界观”的辩难；其

三，“新辩证法”是对《资本论》的新解读，这是否开启了“新政治经济学

批判”？“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是“价值形式批判”还是“拜物教

批判”，此问题直接导向“新辩证法”与“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辩难。

“新辩证法”的阐释，将《资本论》的解读重新置于黑格尔哲学的理论高

度上，这种解读不仅为重新理解《资本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

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一、“新辩证法”与“抽象力”

在《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Ｍａｒｘ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一书中，亚瑟（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Ｊ．Ａｒｔｈｕｒ）坚持认为，“体系辩证法”

是和“历史辩证法”相对而存在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亚瑟看来，理

解《资本论》的辩证法需要辩清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辩证法是展现《资

本论》理论体系的逻辑方法———“体系辩证法”（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还是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变化的“历史辩证法”（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ａ

ｌｅｃｔｉｃ）？亚瑟认为，辩证法就存在于《资本论》之中，是马克思构造《资

本论》理论体系的方法，那种把辩证法看成是社会辩证法、历史辩证法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或者自然辩证法的观点都不符合马克思哲学的原

意。亚瑟关于辩证法的这一判断契合马克思的原意，辩证法是“抽象

力”。但也正是此种理解，极容易引起关于辩证法是方法、辩证法是诡

辩论的误解。要契合亚瑟的判断，还要避免误解，就必须正确地理解何

谓《资本论》的辩证方法“抽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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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资本论》的辩证法就是“抽象力”，换言之，作为

“抽象力”的辩证法就是《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在《资本论》第一版序

言中，马克思明确提到，“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

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①。要理解“抽象力”，一方面

必须回应“抽象力”与“逻辑”的关系，也即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抽

象力”不是外部反思，而是“实体主体的自我运动”（吴晓明，２０１７），这

才是作为方法的“抽象力”的真实含义；另一方面，“抽象力”与研究方

法、叙述方法的关系，到底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直

接关涉到对“抽象力”的理解。

理清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即“抽象力”与“逻辑”之间的关系，

是阐释作为“抽象力”的“新辩证法”的理论前提。在《新辩证法与马克

思的〈资本论〉》一书中，亚瑟道出了黑格尔的“逻辑”在辩证法理论中

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不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在阐释资本逻辑和

社会规律时，都非常重视逻辑”②，但亚瑟认为，马克思只是简单地运用

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在亚瑟看来，《资本论》从商品交换到价值的运用

可以类比于黑格尔的“存在论”，货币和商品的双重化可以类比于“本

质论”，作为在劳动和工业中得以现实化的“绝对形式”的资本具有黑

格尔“概念”的全部特征。显然，亚瑟粗暴地处理了《资本论》与逻辑学

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但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尽然，尤其是在对待

黑格尔逻辑学的时候，马克思是非常精到、细腻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表达了他与黑格尔“逻辑”（辩证

法）之间的缠绕关系，当整个德国知识界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抛弃

的时候，“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

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③但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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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千万不要被此迷惑，并以此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给出简单、粗暴

的判断，恰恰就在这一段之前，马克思明确了他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

“逻辑”之间的不同，“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

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

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

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

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

已。”①对于马克思而言，来源于黑格尔的“逻辑”但又超越“逻辑”的独

特的《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便是“抽象力”。

到底何谓“抽象力”的研究方法呢？通常的阐释都会回到马克思

关于“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论述，但恰恰是这种通常的解释导致

了对辩证法的误解。要转变通行的解释路径，必须洞见马克思使用

“抽象力”概念时的原意，而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

判〉导言》中关于两条道路的论述，唯此，才是真正解开“抽象力”之谜

的钥匙。“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

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

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例如，抛开构成人

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

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

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

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

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贴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

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

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

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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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条道路上，即“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阶段，是从具

体到思维表象的抽象能力，“抽象力”获得了最初的规定性，并将规定

性形成概念，但这里的概念只是形式上的概念。“因为完整的表象是

经验，当它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即当它形成概念时，这里的概念只能是

经验的一般，即经验的具体性”。① “形式概念或者说经验一般是知性

思维或科学思维的终极目的，康德的先验就是以范畴来规范经验，从而

形成现象中的立法原则，所以这里的概念一定是以形式为主，概念的形

式赋予了经验的一般。黑格尔完成对经验的一般处理。逻辑的开端问

题直接决定着概念的性质，在科学或知性的抽象中，逻辑的开端以形式

概念为载体，以经验一般为目标，以本质指向为归属，这是人类与生俱

来的抽象思维能力，并且按照康德所说的‘熟巧’训练提升这个能力，

即由个别走向一般的能力”。② 理性抽象力意义上的概念是理性具体

的再现，是“一切生命的原则，因而同时也是完全具体的东西。”③在第

二条道路上，即“从抽象规定到具体再现”，“抽象力”获得了具体普遍

性，并让内在联系着的范畴自己运动起来，然后运用叙述方法，把这些

运动合理地表述出来。很明显，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叙述方法”不

是一般意义上所讲的方法，其本质是理性抽象力，研究方法研究的是经

抽象后的概念、范畴的具体的普遍性，叙述方法叙述出来的依然是理性

抽象力所达到的具体普遍性。

“新辩证法”倒出了“抽象力”的秘密，“新辩证法”就是“抽象力”

的研究资本的方法。从而，《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表征的是

人的存在（形而上学）。④ 正是由此，马克思才与照搬黑格尔“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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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 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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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就已经作出此种判断，他指出“把这个方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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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尔区别开来。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明确提到，“他会遗憾地看到：

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

这是一回事，而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应用于关于这一体系的

模糊观念上，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①

二、“新辩证法”与“新世界观”

亚瑟的第二个理论疑难在于确定 “新辩证法”的存在论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基础是“逻辑”的还是“历史”的？此问题直接导向“辩证

法”与“新世界观”的辩难。被恩格斯称为“奠定新世界观天才萌芽宝

贵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以“改变世界”而结束的，但细心

的读者会发现，任何关于新世界观的解读都会诉诸以《德意志意识形

态》为核心的唯物史观，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之处恰恰在于

其用“历史”变革了“唯物主义”，从而开辟了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

（孙正聿，２００９）。笔者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以下判

断才真正倒出了“新世界观”的核心内容，“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

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

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

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②换言之，“新世界

观”的内容是在《资本论》中实现出来的，而《资本论》中的“世界观”又

是与辩证法相互裹挟在一起的。列宁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将《资本论》

称为“大写字母”的逻辑，“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

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

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

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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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① 《资本

论》作为“大写字母”的逻辑，表征的是“新辩证法”的世界观。

如此，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判断愈加明朗起来，辩证法不能写就

一部著作，其真实的含义只能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这也是马克

思为什么把关于辩证法的经典表述放置于《资本论》的初衷所在，

“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

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

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

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② 在这

个意义上来说，只有到了《资本论》阶段，马克思才回答了恩格斯关于

“新世界观”的断言。

“新世界观”的内容是在对资本的批判中获得的，是在人的存在方

式中展现的。如此一来，当马克思说资本不过是洞见“物与物的关系

下所掩盖着的人与人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表征的是黑格尔的逻

辑序列的旧世界观，而“人与人的关系”表征的是人的存在及其自我意

识的新世界观。当亚瑟要为“资本”寻找存在论基础的时候，其实他已

经接近马克思了。“新辩证法”的存在论基础只能是“历史”的内涵逻

辑，而非“逻辑架构”（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的概念逻辑。恩格斯在《在马

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

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③

马克思《资本论》的辩证法所展现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人的存

在方式的逻辑展现，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资本论》的“新世界观”作为历史的内涵逻辑，一方面解决了亚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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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着力寻找的“资本”的存在论基础；另一方面也为“资本”注入了形而

上学的因素。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资本论》着力解决的是超验、形而

上学的哲学问题，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世界观问题。康德的《纯粹理性

批判》划定了近代哲学的理性界限，他认为人类思维的界限存在于现

象界，即人只能凭先天的时空感性形式和先验范畴统觉直观经验世界，

并认为使经验得以可能的外在条件“物自体”是不可知的。同样，没有

经验直观的理性概念如“上帝”“心灵”和“宇宙整体”等也无法用知性

概念把握，否则就会陷入“辩证幻象”。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可以说是

对康德问题的解答。“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理性划界是一种理性的

谦卑。虽然用经验的知性概念确实无法把握经验的理念，但还存在着

一种辩证法的思维方法，它足以把握这个无限的世界，这就是概念辩证

法。用主客同一的概念体系把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概念辩证法，本

质上是区别于经验科学的哲学的真理和方法，是一种区别于经验科学

思维的较高哲学思维方式。”①在《资本论》中，商品、货币、资本等范畴

的逻辑运动及其逻辑展开，谱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而上学（《哲学

的贫困》）。“马克思非常认真的对待黑格尔（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

主要目的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为资本重新确立一个世界观基础”。②

很显然，亚瑟读懂了马克思。要理解“新世界观”的辩证法，必须站在

黑格尔的理论高度上。只不过黑格尔提供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

即把辩证法放置于“思维”或“精神”领域，而马克思对其进行了“革

命”和“否定”，辩证法是属于社会历史的，其真实的、丰富的规定性是

在“社会历史”中开显出来的。辩证法就是世界观。

《资本论》的“新辩证法”揭示的是人类文明从“前现代性”到“现

代性”的世界观变革。马克思提出，“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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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① 只有在人们直面“世界历史性”的

存在，并将“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

替”的过程中，人们的世界观以及哲学的“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才

会发生真正的革命。恩格斯曾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现实的

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人的存在方式是历史性变革的，人对世界

的现实关系是历史性变革的，“人的世界图景是历史性变革的，人的思

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是历史性变革的，因此，作为理论形态的

人类自我意识的哲学是历史性变革的。这就要求哲学必须以历史的解

释原则提出和回答自己时代的世界观问题：以当代的人类实践活动为

基础的人与世界的当代关系是怎样的？以当代科学技术为中介的当代

人类的世界图景是怎样的？以当代文明为内容的当代人的思维方式、

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是怎样的？以当代人类社会生活为根基的当代人

类的自我意识及其理论形态即哲学是怎样的？”②这是当代辩证法“新

世界观”的现实基础，也是理解当代社会及其发展趋势的真实内容。

三、“新辩证法”与“新政治经济学批判”

随着皮凯蒂《２１世纪资本论》的出版，学界将对马克思《资本论》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提出了“新政治经济学批判”③的概

念。“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理解当今资本主义新特征、新逻辑的

核心词汇，也是推进《资本论》当代阐释的关键范畴，更是探寻人类文

明新形态的思想平台。

“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围绕着“价值形式批判”以及“拜物教

批判”展开。困扰亚瑟的是，“新政治经济学批判”应到何处去寻找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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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资本逻辑”的出口，是通过转换价值形式（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ｍ），还是重新接

过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亚瑟的困扰根源于亚瑟的理论抱负，在

《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最后，亚瑟向自己发问：“谁的理

性？谁的革命？”这和马克思的理论旨趣是一致的，“新思潮的优点又

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

世界”。①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亚瑟和马克思站在了同一个思想地平线

上，他们的追问和抱负确证了如下的判断：“新辩证法”作为“新政治经

济学批判”，是对人类文明形态的反思和探寻。

《资本论》的核心到底是“价值形式批判”还是“拜物教批判”，这

一争论在《资本论》解读史上被称为公案，柯尔施认为《资本论》的核心

是商品拜物教，而恩格斯则认为《资本论》的核心主题是剩余价值理

论。在亚瑟看来，要为此公案提供决断，就必须理清“价值形式”与“拜

物教”之间内在的理论关系。在《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

中，亚瑟做出如下判断：“一方面，马克思非常重视黑格尔逻辑学在《资

本论》中的影响以及地位问题，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却忽视了一个很重

要的问题。即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逻辑如何为唯物主义逻辑奠基，他只

是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们，只需要转换一下逻辑的本体论基础就可以

了”，②亚瑟的这个判断表明，价值形式的唯物主义基础是存在论，而非

逻辑学，换言之，价值形式所表征的是物对人的存在的攫取和钳制，而

非物自身的逻辑展现；基于此，亚瑟做出了如下的理论预见，“我们要

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价值形式”，③而要实现这个判断，将“拜物教批判”

置于“价值形式”之上，亚瑟提出了两个核心概念：一个是“转换”（ｉｎ

ｖｅｒｓｉｏｎ），另一个是“总体”（ｔｏｔａｌｉｔｙ）。在亚瑟看来，“转换”的是逻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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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重建的是具有新特征的资本“总体”。

在《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中，亚瑟着墨最多的莫过

于通过“价值形式转换”以把握资本的“总体”，贯穿第一章到第九章的

主题不过是通过“转换”和“总体”的核心概念解决了如下两个问题，

“一方面，体系辩证法将逻辑重新镶嵌于资本中，并将存在论、本质论、

概念论展现于资本的本体论基础中，而不是资本的系列链条中”，“另

一方面，将逻辑与‘形式价值辩证法’对应起来，如此一来，资本不再是

总体，而是在其价值转换过程中展现出了新形态，新样式”，①亚瑟的判

断切合“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特征，“新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启的

是不同于马克思、狄更斯时代的新资本形态、资本样式的判断，如希法

亭的金融资本、共享资本等，资本的新样态一定是和“价值形式转换”

连接在一起的。

对《资本论》的主题进行这种判断，并不是无视恩格斯对《资本论》

的贡献，而是将其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水平，只有将《资本论》解读为

“拜物教批判”理论，才能在其理论中找寻到文明形态的新出口。亚瑟

如此，与亚瑟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也如此，詹姆逊在《重读〈资本论〉》

中直接提到应进行“拜物教批判”，“帝国主义和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

进入了全球化时期，形成了全球性框架。面对资本主义的这一变

化———即使不谈整个资本主义系统本身近来的扩张，至少可以说其内

部发生的与目前时代相应的危机与灾变———我们更应将注意力转向马

克思的艰辛探索中尚不为人所关注的特征”。② 此特征便是资本所展

现的“拜物教”特征，当亚瑟判断说，他对资本的总体性有所怀疑（Ｉ

ａｒｇｕ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ｓ ｊｕｓｔ ａ ｔｏｔａｌｉｔｙ）的时候，他认识到了资本的“价值形式的

转换”，“人们必须从这些视角去接近资本主义总体，但无论哪一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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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重读〈资本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版，第 １页。



角都不能将其穷尽。正是因为有这种不可通约性，辩证法才会出

现。”①资本是无限的，资本是幽灵（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ｓ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ｓ ｓｐｅｃｔｒｅ），

“资本的无限性体现在资本能回转到自身”（亚瑟语）。“新辩证法”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转换了认识资本的视角，并将其从“价值形式批判”直

接转入“拜物教批判”。

当马克思对新思潮有所判断和期待时，《资本论》悄然开启了反

思、探寻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路径。辩证法是“批判的”、“革命的”，

其“现实性和力量”存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商品、货币、资本的拜

物教批判为辩证法理论敞开了现代性批判的视域，而资本正义、边界意

识、时空地理、意识形态、文化自觉作为资本的新特性则与辩证法理论

相互裹挟在一起，将政治经济学批判推进到新的理论视野。新政治经

济学批判不仅洞见资本的多维特性，同时对于思考如何驯服资本逻辑，

消解资本拜物教，避免使辩证法沦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从而构建人

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新的理论路径。

（作者　 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部哲学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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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还是逻辑的？
———价值形式分析的两个不同阐释方向

李 乾 坤

摘要：在对马克思《资本论》的价值形式理论的解读方式上，曾在

苏联早期出现过以鲁宾的价值理论所引发的讨论、西德的“新马克思

阅读”和豪格为代表的正统派间的争论以及英语学界的新辩证法学派

的争论。贯穿三场争论之中的问题主线，就是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

究竟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特殊时代之上的逻辑分析，还是一种作为前资

本主义时代的历史分析。两种解释方式一方面产生于马克思思想的内

在张力之中，另一方面又深深植根于对特定的社会历史现实的理解之

中。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在根本上是对历史过程的逻辑把握，而不

应将其简单化为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方式或脱离了历史过程的资本

主义抽象过程。

关键词：《资本论》　 历史的　 逻辑的　 价值形式分析　 辩证法

明确围绕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价值形式分析探讨其中蕴含的辩证

法思想，就目前的文献来看，始自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后期的苏联学界。①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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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宾和帕舒卡尼斯为代表的价值形式分析，成为之后历次价值形式讨

论的重要资源。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后半叶的联邦德国和日本学界的价值

形式研究，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作为晚期法兰克福学派分支

的新马克思阅读，以及宇野宏藏学派的价值形式研究，成为这一研究的

代表。自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对价值形式的辩证法思想的研究，又在

世界范围内有复苏的迹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英语学界的新辩证

法学派的研究。在历次价值形式讨论过程中，都伴随着对马克思政治

经济学方法的争论。如何定位、判断价值形式理论的传统及其当代表

现，有必要对历史上的争论进行一个回顾。在思想史上对价值形式的

争论的梳理基础上，本文认为历次争论的核心问题，即价值形式分析究

竟是历史唯物主义所侧重的历史方法的构成部分，还是对特定历史对

象即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的一种逻辑方法。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思

想史。

一、围绕《资本论》价值形式分析的争论

对《资本论》中的价值形式分析的第一次争论，主要是围绕鲁宾的

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的。在鲁宾 １９２７ 年出版的《马克思价值理论文

集》中，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定义为对资本主义（这一特定历史

形态）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形式的研究：“政治经济学并不分析资本主

义生产过程的物质、技术的方面，而是分析它的社会形式，也就是构成

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生产关系的总体。”①鲁宾强调，政治经济学

研究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并非如庸俗经济学家所认为

的，是关于物与物之间关系的科学，也非边际效应理论所假定的研究人

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研究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②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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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鲁宾最重要的两个基本结论是：首先，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

不是一般的、囊括了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全部人类历史，而是特殊

的、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学；其次，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在

生产关系维度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形式，而作为技术手段和

劳动工具层面的物质生产力，并不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这

两个前提之下，在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定义为对资本主义特殊历

史阶段的批判这一前提下，鲁宾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解，推向

对拜物教问题，以及价值的质、量与形式问题的分析之上，从而试图解

释价值问题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展现。鲁宾对马克思政治经

济学的理解与之后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的理解迥然不同。在苏联

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它构成了我们今天政

治经济学理解的基础）中指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人们的社会生产关

系即经济关系的发展的科学。它阐明人类社会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支

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①鲁宾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之间的这重差异，导致了关于价值形式问题上最早的争论。他被批

判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走了一条唯心主义的路径，并割裂了

形式和内容。他的理论被冠之以“鲁宾主义”，而他本人则是政治经济

学领域的唯心主义道路的领导者。②

鲁宾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解，主要的批判对象其实是

西欧资产阶级学者。而他的时代苏联教科书体系尚未确立，所以很大

程度上鲁宾的理解是具有很大独立性的。然而他的观点很快就遭到了

批判，他个人也因其孟什维克的身份后来遭到流放与清洗。苏联学界

对鲁宾观点的批判定位，我们可以在罗森塔尔 １９５５ 年写作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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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一书绪论中清晰地看到：“二十年代和三

十年代在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方面进行活动的鲁宾派和孟什维克化的

唯心主义者，关于《资本论》的辩证法曾写下过不少东西，可是他们

以黑格尔主义的精神来解释马克思的革命的辩证法，把它歪曲成繁

琐的概念的玩弄，莫测高深的议论和故弄玄虚，离科学有天渊之差。

举例来说，鲁宾对马克思辩证法的唯心的和繁琐的解释，所追求的一

个目的，是要使苏维埃经济学家步入歧途，把他们引导到抽象问题的迷

宫中，抽掉他们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所立足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基础。”①

关于苏联学界的争论还需要做出一个说明。马克思逝世后，《资

本论》长期被视作一本科学的经济学著作。直到列宁在《哲学笔记》指

出马克思《资本论》中运用了黑格尔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②，《资本

论》中的哲学思想才被注意到。然而尽管如此，在苏联哲学界真正系

统研究《资本论》中的辩证法思想，是到了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之后才展

开的事情。１９５５ 年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的出版，正式对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之上的《资本论》理解

系统化。在这一影响深远的教科书中，以一种历史的叙事方式将马克

思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分析放置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之中，马克思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济学”“历史学”形象更进一步确立起来。

围绕价值形式分析的第二次讨论发生在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后期。在

这一时期，西德的“新马克思阅读”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语境内

重新开展了价值形式的研究。这一理论思潮的核心特征，就是批判正

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论》价值形式问题的解读模式，认为恩格斯将

《资本论》第一章误读为前资本主义的“简单商品生产”过程，而这一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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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大大降低了这一部分的辩证法思想。① 新马克思阅读将《资本论》第

一章明确定义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最抽象表达，价值的本质就是资

本主义矛盾的社会关系，而正是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和流通之中，价值

辩证地、必然地表现为价值形式。② 他们通过强调价值形式的辩证法

思想，主要的理论目的，就是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拜物教问题。我们已

经看到，新马克思阅读的理论其实与鲁宾高度的一致。新马克思阅读

的理论主张在西德 ７０ 年代学界大规模地读《资本论》运动中独树一

帜，也自一开始就受到了批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沃尔夫冈·豪格

为代表的正统派③。豪格对新马克思阅读的批评，汇集在他 ２０１３ 年发

表的《〈资本论〉阅读，但是如何阅读？》一书中，这本书收集了他过去几

十年里的相关研究，并对以新马克思阅读为代表的“货币价值理论”的

观点进行了十分细致、深入的批判。他的批判，首先针对的就是新马克

思阅读的第二代代表人物海因里希。海因里希在继承新马克思阅读第

一代的价值形式研究范式基础上，明确指出“可以明确地说，马克思既

非研究历史也非研究资本主义的某个特殊历史阶段，而是对资本主义

的‘理论分析’：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定性，这一对象不论历史

如何变化都是确定的，正因此我们可以在整体上探讨‘资本主义’。”④

将《资本论》的对象视作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定性，也就意味着对其进行

的研究是一种逻辑的研究。在《〈资本论〉阅读，但是如何阅读？》中，豪

格则认为，“对资本采取逻辑方式的阐释者……阉割了它的现实指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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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ｌｍｕｔ Ｒｅｉｃｈｅｌｔ，Ｚｕｒ 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 Ｓｔｒｕｋｔｕｒ ｄｅ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ｂｅｇｒｉｆｆｓ ｂｅｉ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Ｆｒｅｉｂｕｒｇ：
ｃａ ｉｒａ－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１，Ｓ．１６４．
这是德国学者罗伯特·库尔茨的划分。Ｒｏｂｅｒｔ Ｋｕｒｚ，Ｇｅｌｄ ｏｈｎｅ Ｗｅｒｔ，
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 ｚｕ ｅｉｎ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ｒ 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ｋｏｎｏｍｉｅ，Ｂｅｒｌｉｎ，
２０１２，Ｓ．８．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 ｚｕｒ 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ｋｏｎｏｍｉｅ，Ｓｃｈｍｅｔｔｅｒｌｉｎｇ，Ｓ．
２８－２９．



他们将价值形式分析的对象简化为只是一种‘逻辑的’状况。”①新马

克思阅读的理论范式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哲学的思想推回到了

纯粹的逻辑建构之上，而缺失了历史的维度，并且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

学批判简化为一种货币理论。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后期以来，英语学界的“新辩证法”学派，在理论建

构上也走了一条与鲁宾和新马克思阅读非常类似的路线。② 新辩证法

学派的兴起，推动了围绕在价值形式分析之上的第三次讨论。新辩证

法学派的出发点，就是面对分析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对马克思政治

经济学批判中的黑格尔元素的拒斥，主张捍卫其中的黑格尔元素和辩

证法思想。③ 作为新辩证法学派代表的克里斯托弗·亚瑟认为，“黑格

尔事实上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不仅仅因为他对资本主义状况的唯心主

义化，而且还存在于逻辑自身。”④但是，在强调《资本论》的辩证法的

同时，亚瑟同样拒绝以历史方式进行解读的“线性逻辑”，他将米克、保

罗·斯威齐都视作由恩格斯所开启的历史阐释方式的后继者。这样，

亚瑟和新马克思阅读一样，同样反对将简单商品生产作为前资本主义

的分析，高度重视交换环节的逻辑意义。“我本人相信资本主义体系

实质上是由逻辑的关系构成的。这是因为我高度强调从商品的异质性

中得到的交换抽象，并且它以可见的方式表现出来，即价值。它与思维

的抽象力展开的方式相一致；而且它上升为与逻辑形式相一致的结构，

即价值形式。”⑤亚瑟的新辩证法，建立在对“系统辩证法”和“价值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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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ｐｉｔａｌ ，Ｂｏｓｔｏｎ：Ｂｒｉｌｌ Ｌｅｉｄｅｎ，２００４，ｐｐ．１１－１２。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Ｖａｌｕｅ，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ｐ．１．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Ｊ．Ａｒｔｈｕｒ，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Ｍａｒｘ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Ｂｏｓｔｏｎ：Ｂｒｉｌｌ Ｌｅｉｄｅｎ，
２００４，ｐ．７．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Ｊ．Ａｒｔｈｕｒ，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Ｍａｒｘ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Ｂｏｓｔｏｎ：Ｂｒｉｌｌ Ｌｅｉｄｅｎ，
２００４，ｐ．８．



式理论”的结合之上。他批判在黑格尔理解上的“历史的辩证法”以及

线性逻辑，主张“辩证发展”①。

现在可以对价值形式分析之上所发生的争论进行一个总结。我们

可以概括性地将争论的两方归纳为主张历史地解读的路径和主张对价

值形式进行逻辑解读的路径。这两条路径之间的纷争，贯穿了 ２０世纪

《资本论》的哲学研究。但是，究竟如何评判这两条路径，它们各自的

合理性与缺陷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就对价值形式分析的两条路径的

现实基础与理论反映进行一个考察。

二、价值形式分析的两条路径的现实基础与理论反映

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研究，本质上涉及对马克思的哲学方法的理

解：“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争论，事实上是关于分析的相应方法，对那

些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和构成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概念的合法性的争

论。”②而价值形式分析上的两条侧重点迥异的路径，本身就基于马克

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内在张力之中。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

的认识，即具有普遍意义的唯物史观，与资本主义特殊历史时期进行的

分析之间的张力就展现了出来。“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

物主义”的提法③以及“生产逻辑”和“资本逻辑”④的划分，正敏锐地抓

住了这一张力。这种内在张力，恰恰也体现在对价值形式分析的态度

之上。正因为这两个方向均能在马克思思想之中找到依据，价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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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中的价值形式分析，运用的是一种系统逻辑。

Ｄｉａｎｅ Ｅｌｓｏｎ，ｅｄｉ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 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Ｖｅｒｓｏ，１９７９，ｐ．ｉ．
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自序，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３—４页。
仰海峰：《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哲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 １１期。



分析之上的两条路径，也绝非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文本的纯粹语文学

的训诂考据，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一

问题涉及到哲学，涉及到政治学。这一问题涉及到阶级斗争的角色，是

否以及如何进行改革、革命和社会主义。”①在下文中，我们就围绕价值

形式分析两条路径的现实基础及其理论反映展开。

（一）对历史的解释路径的辨析

理论有其内在的继承批判关系，但理论也总是处于和现实的交互

作用之中。仅仅停留在理论话语之上，便往往会陷入逻辑的思辨。这

在价值形式分析的争论之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历史上关于价值形式的

讨论，往往会走向思辨化的死胡同。洞悉理论背后的现实维度，可以在

根本上将理论层面上的争论化解，而在价值形式分析之上不同路径的

现实基础，也恰恰是在这一研究之上极少展开过的。

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写作，完成于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

国，他也几乎研究了当时全部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在此之上，马克思实

际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想的平均形式”②的认识。《资

本论》是对资本主义这一特殊人类历史阶段的分析，这是《资本论》的

首要理论形象。也正是在此之上，鲁宾和帕舒卡尼斯等人，包括同时代

的卢卡奇和柯尔施，在直接阅读《资本论》的条件下，都自然而然地将

《资本论》首先把握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但是，这种解读模式对于

尚未完全进入到资本主义阶段，并且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超越这一阶

段的俄国，则没有太高的实际意义，并且恰恰会将问题抽象化和复杂

化。而也正是在一个具有半东方性质的俄国，“历史”的维度具有了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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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要的意义，因为正是在不同社会历史形态建构的历史维度之上，资

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以及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方才具有合法性。这也

正是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相关表述中已经清楚地展现出的。这

一点同样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之上。

正如德里克指出的，唯物史观代表了 ２０世纪中国社会的共产主义革命

剧变在思想领域的对应物。① “这种历史观点结果是：产生了一种与此

前历史观根本不同的对历史现象与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看

法。”②“历史唯物主义，绝不仅仅只是一种历史主义，而是从一种基础

的社会经济的进程出发对于历史变革，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兴起所促发

的历史变革的发展动力的解释。”③所以我们可以说，对价值形式分析

做历史的阐释方式的路径，其背后的理论框架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唯

物史观。而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恰恰是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

所需要的。

主张价值和价值形式是贯穿于人类历史的，有商品生产就有价值。

历史的解读路径将《资本论》第一章理解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简单商

品生产”，并将剩余价值生产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历史的解

读模式，其实是为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商品生产保留解释空间。即如果

商品生产、价值、价值形式是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并非资本主义社会独

有的，那么它就可以同样作用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成为服务于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资源对于价值形式的历史的解读模式实际上符

合于将社会主义作为现代化方案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国家。这种解读模

式与马克思理论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相适应，为解释落后东方国

家通过社会主义实践进入到更高社会形态，为提高无产阶级的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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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理论依据。① 而这一解读模式恰恰需要强调生产维度。生产维度

是为历史维度奠基的根本，是解释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性的依据。历

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的根基，就是物质生产，这一基本原则在政治经

济学教科书体系中的反映，也就是将“简单商品生产”作为前资本主义

社会形态的产物。这一点同样也反映在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价值

形式理论的理解上。

但是，对价值形式问题采取历史的解读路径，在理论上的确存在诸

多难点。这首先体现在它无法说明价值形式，现代货币体系的历史特

殊性；其次使其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拜物教与物化现象，也就无法

解释资本主义社会最新的阶级与文化状况。这一路径的内在矛盾也在

如下问题上突出地表现出来，马克思认为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法

律形式和国家形式就会消失，那么，如何解释社会主义的法律形式和国

家形式呢？

（二）对逻辑的解释路径的辨析

与以上解读方式相反，将价值形式分析解读为对资本主义社会这

一特殊历史阶段的最抽象的细胞形式的分析，而非前资本主义社会的

分析，则主张价值形式是完成了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结果和最抽象

表达，它在逻辑上设定只有在社会分工、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的对立，

以及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完成之后，价值形式分析方才可以开始。这种

解释模式更多作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它反对正统马克

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式解释，否定恩格斯的

“简单商品生产”解释方式。这一解释模式，强调流通和交换的维度。

因为正是在分工和商品生产普遍化之后，在普遍的商品交换之中，才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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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地产生价值形式的辩证运动，最终达到价值形式的完成形式，即货币

形式。偶然的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这三个环

节，并非历史的前后相继，而是逻辑的展开。这种解读模式本身立足于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之上，其实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政治经

济学批判理解的主流。对价值形式的这一理解，最终的走向就是物化

批判与拜物教批判。如巴克豪斯讲，他的问题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就是

拜物教问题。① 但是，非常关键的是，物化与拜物教批判，只是发达资

本主义社会之上方才产生的问题，这其实也正符合于对价值形式的逻

辑的解释方式，因为构成物化和拜物教的关键的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

只有在万物和人都商品化，借助于交换而产生关系的社会之中才可能。

逻辑的解释模式的重大问题就是忽略了经济范畴背后的历史维

度，忽视了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维度。没有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商品生

产和交换水平，不可能有物化、拜物教，也不可能有价值形式问题。另

外，这种解读模式因而往往在指出了价值形式背后隐藏的是特殊的资

本主义社会关系之后，就到此为止了。这种社会关系为何这般产生，它

怎样会走向消解，就成为次要的问题，它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往往也只

是停留在理论上的“假把式”。与上一点相一致的是，这种解释模式也

欠缺了一种全球资本主义的视野，即面对物化和拜物教问题的发达资

本主义社会，其背后的真实恰恰立足于世界分工之上。而世界分工说

到底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这种解释模式，往往将采取历史

路径的分析方式斥作“正统马克思主义”，一种体系化的世界观哲学，

就放弃追问这种理论背后的现实基础和合理性了。

正因为以上两种解释路径在现实立足点上的差异，使得鲁宾和帕

舒卡尼斯的悲剧性命运变得可理解了。鲁宾和帕舒卡尼斯的价值形式

分析，说明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特殊历史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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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商品形式、价值形式、货币只是获得了完整规定性的资本主义社

会的产物，资产阶级法律形式和国家形式也只能奠定在商品形式和价

值形式之上。然而这种理解无法合理解释现实社会主义中的商品形式

和价值形式，以及法律形式和国家形式。问题在这里撕裂了，神经质

了。这一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合理解释的问题。

价值形式分析之上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解释方式的不同

价值形式分析的相关问题 历史的解释方式 逻辑的解释方式

对价值形式的理解

伴随着商品生产而产生；

价值是人类生理活动的

凝结，价值形式是特殊的

商品

只有在商品生产和交换成

为统治形式的资本主义社

会方才可以被把握；是资

本主义社会特殊关系的表

现

对《资本论》第一篇的定位
前资本主义的“简单商

品生产”
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表现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
作用于一般的人类历史

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对资本主义特殊历史时期

的批判理论

对马克思主义核心概念的

把握
生产力与生产方式 交换与流通

代表性人物及流派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

豪格、米克、斯威奇

鲁宾，新马克思阅读，宇野

宏藏学派，新辩证法学派

三、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对历史过程的逻辑把握

在对两种解释方式进行过回顾与评述之后，我们需要提出如何解

决两种方式之间的矛盾的方式。“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这句话，或许是

我们最为熟悉的解决办法了，但是这种统一究竟如何实现呢？在思想

史上，有一些学者尝试超越于历史的和逻辑的解释方式，调和两条分析

路径。

柄谷行人在《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中认为，马克思的价

值形式分析恰恰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完成了一种康德式的转变。价值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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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理论的提出，结合了生产环节和交换环节，从而也超越了以唯理论为

方法论基础的大卫·李嘉图学派，和以经验论为方法论基础的贝利。①

更进一步，价值形式分析恰恰超越了将价值锚定在生产劳动之上，以及

将价值放在交换之中的路径，从而使价值形式成为商品和货币的“语

言形式”②。但是，柄谷行人虽然强调价值形式是生产环节和交换环节

的“视差”，但他在论述中极少对生产环节的前提性作用进行论述，而

归根结底还是落在了交换环节之上，高度强调交换环节之上生发出的

历史和哲学意义。

比利时经济学家米歇尔·德弗鲁依对价值形式的理解也很接近新

马克思阅读的观点，然而有趣的是，他的观点主要来自于阿格里塔为代

表的法国的调节学派。

德弗鲁依同样批判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劳动价值论观点，认为

它将劳动价值论定义为某种生产理论。进而将劳动价值论当作了一种

无所不包的普遍性解释，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

主义社会。③ 在他的《价值、生产、交换》一文中，提出了三个主要观点：

（１）价值的产生不是在生产中而是在生产和流通的结合过程中；（２）没有

货币理论的话价值论根本就不能成立，这两种理论的内部联系对于价

值和价格之间的关系会产生重大影响；（３）两种时间尺度之间关系的

考虑，即“共时”逻辑和“历时”逻辑（或逻辑时间和历史时间）。④ 和柄

谷行人一样，德弗鲁依同样强调从生产和流通的结合之中探讨价值，并

且强调货币（价值形式）理论对于这二者的关键的连接性作用。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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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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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６３—１６４页。
［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
第 １６４页。
参见［比利时］米歇尔·德弗鲁依：《价值、生产、交换》；［英］伊恩·斯蒂德曼、［美］

保罗·斯威奇等：《价值问题的论战》，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６年版，第 １８９—１９０页。
参见［比利时］米歇尔·德弗鲁依：《价值、生产、交换》；［英］伊恩·斯蒂德曼、

［美］保罗·斯威奇等：《价值问题的论战》，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６年版，第 １８７页。



三个观点的论述前提，就是将价值视为限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

的概念，“这种生产方式被看作一种其阶级结构采取工资关系的形式，

而商品是劳动产品最突出的社会形式的社会系统。”①然而，德弗鲁依

对生产与交换的结合，对“共时”和“历时”逻辑的统一，其中的“生产”

维度和历时性维度，也并非作为历史本质规律的历时性，而仅仅是资本

主义商品生产方式之中的片段式的生产。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两种试图从对生产和交换环节相统一来解读

价值形式，从而结合其历史的和逻辑的路径的尝试，其实并没有消解在

价值形式分析上的根本分歧。这两种尝试，归根结底还是站在了逻辑

的路径之上。与以上两种方式不同，本文想要强调的，是在接受价值形

式分析的逻辑的阐释方式框架基础上，还原其中经济范畴的历史性。

这也是德国学者罗伯特·库尔茨所主张的路线。②

历史的维度和逻辑的维度之间的张力内涵于马克思的思想之中。

他是以一个德国人的视角审视资本主义在当时最发达的形态的，这决

定了他同时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上洞见到历史的维度（这一点在《德意

志意识形态》之中就形成了），并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性外表。

这是马克思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但是，历史维度和逻辑维度

的统一，并非一种线性逻辑的统一。在这一点上，价值形式分析的逻辑

的解释方式是正确的；逻辑的方法，恰恰是基于完成了的总体规定性之

后的展开，这就是亚瑟所说的“系统辩证法”：“系统辩证法关注的是以

一个实存的具体整体为目的的范畴的展开过程。这些范畴的展开并不

完全与它们在历史上的表现相一致。”③这一点，也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中期之后由苏联学者指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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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系统辩证法并不能丢掉历史的维度。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其

实正是对历史过程的逻辑把握。但是，这种把握在价值形式的辩证法

之中并非线性逻辑的，而是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的经济范畴本

身成为研究对象这一历史过程，它类似于福柯所讲的“问题化”过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强调，“我们前面所考察的经济范畴，也都带有

自己的历史痕迹。产品成为商品，需要有一定的历史条件。要成为商

品，产品就不应作为生产者自己直接的生存资料来生产。”①在阐述了

经济范畴的历史痕迹的同时，马克思还指出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是历

史上各个社会形态中所共有的特征，但是这里更为关键的是马克思指

出：“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

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

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

史。”②价值形式分析的逻辑解释方式强调只有在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之上，价值的内在矛盾才能够得到充分发展，价值形式的完整规

定性才能得到，在此之上商品与货币的完整规定性也才能被描绘。但

是，资本的产生这一历史条件本身，就内涵了历史的维度。这一批判在

对逻辑解释方式持批评态度的学者如豪格对资本逻辑派的批判那里都

可以看到。③ 罗森塔尔也指出了这一点，“在《资本论》中对经济概念和

范畴的唯物主义的分析也表现在这里：即按马克思看来，某种概念之构

成和创造，只有当概念所反映的客观条件充分成熟时才可能。”④罗森塔

尔还指出，“照马克思的话来说，经济范畴和概念在他看来，也像它们所

表现的那些社会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这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⑤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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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５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１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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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构成价值形式的辩证法的经济学范畴的历史性特征，就如此表现

出来。

除以上两个方面外，价值形式分析的逻辑解释模式，存在的另一个

历史前提。这就是，价值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可解决的矛盾的

掩盖。这种不可解决的矛盾是什么呢？正是形式平等背后的不平等。

而这种现实的不平等，也绝非逻辑的，而是历史的过程。马克思是这样

论述的：“因此可以懂得，为什么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转化为工资形

式，即转化为劳动本身的价值和价格，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种表

现形式掩盖了现实关系，正好显示出它的反面。工人和资本家的一切

法的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神秘性，这一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一

切自由幻觉，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辩护遁词，都是以这个表现形式为依据

的。”①以货币形式，工资形式为手段的看似平等的手段，背后是剩余价

值生产的事实；也恰恰因为有剩余价值生产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

学根源，方才使得人和万物都成为商品，使得价值形式这一细胞形式得

以成熟。值得强调的是，价值形式背后所隐藏的这一现实维度，正构成

了价值形式理论的政治学解读的开端。英国学者郝洛维和博内费尔德

都是从这个角度强调价值形式的意义的。②

这样，我们可以对“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这句似乎已经被我们不加

反思地使用的判断进行一个反思。历史与逻辑如何统一，也涉及现实

与辩证法如何统一这个问题。“概念的辩证法是现实的辩证法的反

映”③，但是这种反映绝非镜像式的反映，而是经由逻辑加工后的反映。

现实的辩证法和概念的辩证法之间的这种张力，正是价值形式分析之

上两条不同阐释路径的原因。在价值形式分析之上，恰恰实现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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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逻辑的统一。但是这种统一并非将价值形式之上马克思所运用的辩

证法还原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辩证法之上，而是要认识到“系统辩

证法”的意义。从系统辩证法的意义上说，《资本论》在总体结构上的

确是一部逻辑的著作，但其中历史维度是隐含着的，因为构成其逻辑的

经济学范畴本身拥有历史的前提。故而，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正是对历

史过程的逻辑的把握，这一点，正在价值形式分析之上得到了充分的

体现。

通过对价值形式分析之上两条不同路径之间的矛盾的回顾，以及

对两条路径各自的现实指向和理论反映的回顾，我们可以对马克思在

价值形式分析之上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做出进一步澄清。

价值形式理论拥有一个复杂的历史谱系，本文仅仅是一个尝试。在这

一历史谱系之中还有许多未研究的领域有待我们开展。

（作者　 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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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思辨认识”及其批判
———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对黑格尔法

哲学方法的批判为切口　 　 　 　 　

蔡 淞 任

摘要：关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影响，在马

克思主义的研究史中向来不乏关注。但现实的辩证运动与思维的辩证

运动终竟不能直接等同，后者在黑格尔那里能否（甚或以所谓“颠倒”

的方式）反映前者，在马克思看来是成问题的。本文对于黑格尔“思辨

认识”的讨论试图直接回应这一问题，而最能体现“思辨认识”方法的

特质的著作是《法哲学原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

思虽不再集中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但在对黑格尔方法的一般批判与对

自己的方法的解说中，法哲学的概念一再出现。本文试图通过《〈政治

经济学批判〉导言》对黑格尔的方法的批判，澄清二者在方法论上的实

际区别，突显马克思的方法的理论特征。

关键词：思辨认识　 概念　 实在（实存）　 历史

关于《资本论》写作时期的马克思如何对待黑格尔的方法的问题，

受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的表态①及列宁对黑格尔《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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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４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２２页。



学》和马克思《资本论》在方法论地位关系上的表述①的影响，在马克

思主义研究史中曾表现为一种试图在《逻辑学》方法与《资本论》方法

之间建立联系的理论努力。在这些研究中，两种方法都被称为“辩证

法”、“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或“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等，它们

的区别据称在于“形式”的“神秘”或“合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颠

倒”。然而，作为黑格尔的方法一般的《逻辑学》，或所谓“辩证逻辑”，

当真足以体现黑格尔在考察社会总体时的理论方法特征，并因之堪与

《资本论》中的方法相比较，乃至作为理解后者时的参照或指导吗？在

黑格尔及马克思那里，“辩证法”就其合理的运用而言究竟是一种怎样

的方法呢？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依赖于我们对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方法

性质的真实理解，因而对于最能具体地体现两人各自的方法性质的文

本的考察是这一探究的唯一可靠起点。

一、思辨认识的方法

德国观念论的方法论抱负是实现一种实在与概念、内容与形式之

间“内在一致”的方法。然而这里所谓的内在一致，在其具体的理论叙

述中，一再招致与这一理论抱负相当的困难，因为哲学在其更天真的时

代遗留下的传统信念将一再扰乱观念论实现该抱负的真理性根据。如

果说实体永远同时处在结构与历史、结果与过程的二重性之中，那么什

么才是真正的知识，它如何得到，又怎样表述？作为德国观念论的集大

成者，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序言中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极其鲜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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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列宁在《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中的表述：“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

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

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

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

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参见《列宁全集》

第 ５５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版，第 ２９０页。



回应：思辨科学的认识不同于知性认识，在思辨认识中，“内容是本质

地与形式无法分离的”。① 它们本质地结合在一起的根据不是预定和

谐，而是实体作为理性建构的结果，自其来源观之，它的概念或形式是

可知的。②

反过来讲，居于实体之中的理性形式（概念）因实体而异，因而其

不得流于外在的定义、分类、演绎等知性方法。这不妨碍有知性的认识

存在，好比我们可以像园丁那样将不同种类的花卉按可见光色谱排列，

也可以如林奈那样以雄蕊数量为依据归类，然而它们是外在的，一般的

知性认识规则被施加到了特定领域，给了该特定领域以一般规律。我

们固然可以如此编纂词典，但思辨认识则意图揭露一个领域“固有的”

理性结构。因而这种被黑格尔同时称为哲学与思辨科学的认识虽然唯

当“生活的形式已老去而不得复新”之时才能“伴着黄昏起飞”③，但它

能够在此时起飞的根据却在于其曾作为观念伴随、参与实体的生成，而

非仅仅作为先验认识能力。黑格尔相信，思辨认识因而排除了知性的

任意，保证了科学的真理。

对于思辨认识，黑格尔说它的一般原理已于其《逻辑学》中阐明，

而《法哲学原理》等著作应视为对这种方法的具体应用。④ 无怪乎不论

是黑格尔的还是马克思的研究者们都往往自然地将《逻辑学》视为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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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Ｇ． Ｗ． Ｆ． Ｈｅｇｅ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Ｒｉｇｈ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１０．
人无法理解上帝所造的质料的根据，因为这等知识只能为造物主所知；但与之

平行地，人能理解他自己的行动产物，因为通过外化思想于对象的行动，他为

受造于上帝的质料打上了思想的形式。以赛亚·伯林认为，这种观点由维柯

（真［ｔｈｅ ｔｒｕｅ ／ ｖｅｒｕｍ ］与受造［ｔｈｅ ｍａｄｅ ／ ｆａｃｔｕｍ ］可相转化。）草创，黑格尔发展
了它。参见 Ｉｓａｉａｈ Ｂｅｒｌｉｎ，Ｔｈｒｅｅ Ｃｒ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ｐｐ．４０－４４。
Ｇ． Ｗ． Ｆ． Ｈｅｇｅ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Ｒｉｇｈ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２３．
Ｓｅｅ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１０．



格尔方法论的标准版本。然而正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在思辨认识中获

得的知识体系必然与其相应的实体性领域相一致，所以或许我们可以

这样想：虽然法的领域显然不等于世界本身，虽然自由概念是作为法的

领域之外的已知成果被接受下来的，①但这种起点的非根本性与范围

的局限性并不意味着黑格尔法哲学是次要的，它的方法是弱的，反而意

味着它的对象，相比于《逻辑学》的对象而言，是明晰而具体的，因而它

的方法以及它的概念成果内在而强烈地要求与现实的法的领域，即伦

理世界相统一。这意味着双重要求：一方面，黑格尔理应在此谨慎，尽

量严格地运用思辨方法，以避免在对实在进行考察时知性立场死灰复

燃；另一方面，他更须警惕《逻辑学》中的各种概念一般直接取代法哲

学的对象而进入叙述。在双重压力下，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宁愿倒向

后者；这样做的双重后果是：一方面，他成功地将法的领域表述为思辨

的体系；另一方面，思辨的方法及其抱负却未得到贯彻。后一后果不可

能出现在《逻辑学》中，不可能出现在黑格尔对其方法的直接宣布中，

它只会出现在对“逻辑学”的所谓“应用”中，因为只有在各领域的方法

“应用”中，概念与实在之间才可能表现出真实的紧张。

基于不同的实体性领域，方法分殊为不同的体系，到了黑格尔及马

克思的研究者那里，又被称为不同的“辩证法”。如果黑格尔真实地追

求了方法，那么这些分殊的知识体系就得表现为各不相同的叙述内

容—结构；它们理应是不可通约的，至多通过进一步的理论反思而得到

更为抽象与一般的《逻辑学》方法。但单从抽象中是无法演绎出具体

的，因而对于读者，只有在具体地了解了某一具体版本的辩证法叙述之

后，《逻辑学》方法才可能具有合理性。因此，对于《资本论》时期的方

法论研究，以《逻辑学》为来自黑格尔方面的首要参照对象并不适宜，

取法过“高”，反或失于空疏，合适的参照系应是某种“应用逻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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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２６．



辩证法。

然而，在黑格尔那里并没有发育出马克思所主张的唯物主义的

“研究”，却生长出了概念之自我运动的“体系”，它的内在统一以一种

独特的三段式为保证：（１）抽象概念，（２）概念的现实化，（３）作为前两

者合题的理念。① 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黑格尔一贯强行套用一种改头

换面的知性规则来生造教条，因为我们可以认为每个三段式就其实存

而言，其实都只对应于“一”，即那被相信为可认识的存在物，我们能够

找到它的理性根据，据此反观该实存在概念上的不完善性，进而通过找

出以否定的方式包容上一环节的新实体及其理据，继续这一概念—实

体的自我展开的叙述。

二、法哲学的方法

对于这种三段式的“神秘的”与合理的含义的解读，尤其是马克思

对于思辨认识有着明确限度的批判，我们后面再谈。笔者此处必须交

代，为何要如此突出法哲学，而非其他的“应用”体系。这不独是出于

切入马克思一手文本的便利，抑或由于它在黑格尔生前出版的诸多著

作中最晚最成熟。或许更应倒过来问：马克思为何要针对这一文本做

那么多的批判；黑格尔又为何要在晚年下此功夫？只是由于马克思是

从法学启程的缘故；只是由于黑格尔不得不开设此课的缘故吗？如果

要讨论马克思在方法问题上同黑格尔的关系，在排除最一般的《逻辑

学》后，合适的参照物为何将会是法哲学，而非《自然哲学》《历史哲学》

等等。② 法哲学同它们有何不同？我们将从三个角度考察它们：（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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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法哲学中是（１）法的概念，（２）法的概念的现实化，（３）法的理念，即自由。
参见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Ｒｉｇｈ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ｐ．２５－２６．
能够在对象上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相对照的黑格尔著作当然首要

的是《法哲学原理》，因为它们都是针对着现代的、资本主义的世界的。但笔者

在此试图进行考察的角度首先是它们在方法上的关系。



所涉及的概念内容上，何者之实在程度更强；（２）在所涉及的概念内容

上，何者之理性程度更强；（３）在对体系的叙述上，它们以何为线索。

首先，这里暂不处理如何对待《精神现象学》的问题。虽然这部著

作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被马克思称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

生地和秘密”，并指出它以“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揭示了“人的

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①但它的体系的叙述显得极其复杂：其

中既有对于结构的架构，例如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那里继承来的感

性、知性、理性的架构，又有采取了仿佛直接与历史相照应的叙述，特别

体现在“自我意识”以及“精神”的部分中。至于内容，它几乎可以视为

黑格尔全部思辨哲学的纲要，其中概念的对象的实在程度与理性程度

跨度颇大。因此，对于这部著作，不论是从它在黑格尔思辨哲学体系中

的方法论地位，还是从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做的批

判来考虑，都宜另辟专文讨论，在此不再详述，唯本文所用考察方法及

结论，可期对其同样适用。

其次，在《法哲学原理》序言的补充②中，黑格尔将规律分为自然规

律与法规律（ｌａｗｓ ｏｆ ｒｉｇｈｔ）两类。自然规律在他看来（就像在那个时代的

自然科学家看来那样）“就直接在那儿，以其所是而有效”，也即人只能按

其所是地认识它，即便误解了也不会损害它的运行。而法的规律，即关

于什么是“合宜”的规律则不同，人不仅要承认它的既定存在，而且因其

根本上是人的理性的造物，对它的思辨认识不能停留于对其外在权威性

的肯定，而必须达到对其内在合理性的理解。这倒不是说《自然哲学》中

的黑格尔将停在知性科学的水平上，但法哲学因其对象的性质而涵括自

然界：自然界是自由的抽象概念（人格）的定在（身体与财产）的质料来

源，是人格之现实化的可能性，自然哲学的体系因而是必要但不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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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 ９７页。
Ｇ． Ｗ． Ｆ． Ｈｅｇｅ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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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阶的。① 因此，我们更要去考察认识法的、社会的、人类史的方法。

最后，若仅就对于体系的叙述方法而言，为何不是《历史哲学》、

《美学》、《宗教哲学讲演录》或《哲学史讲演录》呢？因为它们“非法

地”采取了历时的历史进程外观，尽管它们真正关心的问题都只是概

念之自我运动的非历时的逻辑过程。在黑格尔那里，思辨认识毕竟还

意味着下一环节总是前一环节的现实化与真理，如果它们竟无法投射

为历史中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实在的话，也就无所谓发展，无所谓理念的

目的论圆成了。然而这与思辨认识的方法论视野的起点存在矛盾：虽

然思辨认识可以在作为历史结果的既与现实中找到概念“根据”，但是

没有什么能够保证这些概念的命运将会如何，它们只是在事后反思中

被设定为既往历史运动的逻辑起点，而非被相应地设定为其逻辑结果

的现实的真实趋势。因而在思辨认识中，逻辑与历史只能以一种方式

合法地统一起来，那就是现实的历史走在前面，逻辑紧随其后，通过概

念理解和表述它，并对其提出有限的预见和实践要求。

除了有意向《历史哲学》过渡的“世界历史”部分之外，《法哲学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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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更不必说黑格尔《自然哲学》存在对“逻辑学”的诸多生硬套用。这倒不一定是

由于方法本身的不合宜，但显然他为了尽快成全这一体系的形式框架而进行了

任意的比附与填充。比如，黑格尔将植物这一“低级”环节安排在动物这一“高

级”环节之前，同时，性别关系被他指定为“高级”环节。然而，植物之有性是自

古即知的事实。概念与事实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呢？黑格尔通过“思辨”发现，

“植物是无性的，甚至雌雄异株植物也不例外”（［德］黑格尔：《自然哲学》，商务

印书馆 １９８６年版，第 ４７９页）。又如，黑格尔说：“当然也有些动物是居于中间的
东西，不能清楚地分为哪一类，这是由于自然界无能为力，不能忠于概念，不能纯

粹坚持思维规定所致。”（［德］黑格尔：《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５８８页）这些谬论不是追求“形式与内容不相分离”的方法的错，而是它们实际完
全分离了，实存变得如此无所谓，以至于黑格尔总能从中“思辨”出他想要的概

念来。其结果就是造成了他本已知道的那种错误，即在概念未及落蒂为实体时

就完成了对它的幻想，并因而损害了它———也就是他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所

批判的《理想国》的错误（参见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Ｒｉｇｈｔ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２０）———尽管此处尚未成熟的是现
代生物学。但由于《自然哲学》的这些缺陷不在于对象的理性程度，而在于黑格

尔进行思辨时的诚心，因此笔者不将其作为理由列于正文。



理》的主要部分缺少历时外观：“作为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①它是对

一个被界定为“时代”的静力学结构的建模；其静力学性质不是指其中不

再有运动，而是指这一结构的整体运动状态将保持不变；这一判断的根

据是，在黑格尔看来，“日耳曼王国”已实现了伦理世界所能达到的至高

自由。作为叙述结构，抽象法—道德—伦理世界的顺序，以及各领域内

的各环节的顺序，不是这些领域在历史中出现的顺序，而是在思想中重

构现代世界的概念模型时的层次。虽然静力学结构的性质与功能由该

系统的共时整体决定，但在描述时当然可以（也只能）逐级构造，并且这

种观念中的综合与观念外实际的历史过程无关，至于那些在作为结果的

现实结构中不再体现的实在（即各种前史形态）甚至其实无须描述。这

一现代世界的实体是现代伦理世界，即家庭、市民社会、国家。黑格尔对

于以下事实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在实际的效果与功能上不会有独立自

存的抽象法或道德，现代人直接遭遇到的生活就已经是涵括进了前两个

领域的功能与效果，并作为它们之得以实现的基础的伦理世界了；更不

存在一个有现代的抽象法或道德而无现代伦理世界的实际历史阶段。

然而，法哲学不可能将这种非历史的叙述贯彻到底。一方面，现代

伦理世界是作为结果的真理，但在其发生上，黑格尔不可能将其视为抽

象概念从无创有的结果———否则黑格尔也不足以将自己的立场与弗里

斯之流区分开，他一再嘲笑后者是些国家哲学的空想家，对康德哲学的

庸俗化解读者———而是将其视为概念之遭遇到不合概念的内容后，通

过赋予该异质物以新的形式而使之成为合乎概念的新实在，并通过再

次从实在中看到概念自身而达到和解。黑格尔明确指出，以非法为有

效法的实际历史是存在的，也即前现代，比如罗马法时代，那些当时惟

重罗马法的实定法学家因而不理解现代之区别于前现代，也不理解法

的概念。但另一方面，在法哲学的叙述结构中，罗马法却不构成一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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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Ｇ． Ｗ． Ｆ． Ｈｅｇｅ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Ｒｉｇｈ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２１．



节：它不是抽象法或道德，而是反映着罗马的伦理世界，在黑格尔看来，

这一反映还是扭曲的；它的基础不是现代的人格，在人身关系与财产关

系上都是如此；它只是一再出现在法哲学正文后的附释与补充中，作为

一片影子、一件破衣，同自由概念已然达到的光亮形体形成对比。这种

对比固然可以指出它们在规范性根据上的差异，但是世界是如何一步

步走到现代的呢？在主权国家及其关系的环节后，黑格尔提出“世界

历史”，这一问题由以被排除在法哲学外而成为历史哲学的问题。

但它当真能够在《历史哲学》中得到解决了吗；还是说在其应用思

辨方法而得到的体系中，对历时过程、对历史的解释，沿着概念的自我

发展进程，被一再推后，并且这种损害着黑格尔方法的抱负的状况应当

一直回溯到其方法的缺陷上？

三、马克思所做的方法论批判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节

开头讨论科学的方法时，与黑格尔何其相似：“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

现实的前提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

误的”。① 这里所说的“错误”是相对而言的，是就其将作为理论前史的

东西直接当成科学本身而言的。从作为混沌整体的世界表象出发，通过

“蒸发”得到“抽象的规定”，这是一个在认识中为对象赋予形式的过程，

一个先验认识过程。但是，先验认识本身并不等同于在真实的历史时间

中，新的形式通过抓取到对象而得到新的对象的过程，即现实化的过程。

为此，黑格尔提出思辨认识，将理性对实在的建构从认知前推到生成，借

此在形式与内容、实在与概念的统一中，消去康德对于物自体的预设。

“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

克思说这“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它在“科学上”是“正确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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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８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２４页。



是因为它的结果等于真理，而是因为科学就是按此方式建立的，从提出

概念到建立模型：提出概念意味着以理性指定作为思维对象的实在的规

定性，即其“对象性”，就这些概念是从表象中抽象出来的而言，它们是范

畴；而建立模型是指从简单范畴出发，在思维中实现从一个范畴到另一

范畴的过渡，并在这种过渡中建立有层次的结构体系。这一体系，即在

思维中作为“许多规定的综合”“多样性的统一”而得到再现的具体，是对

被思维的实在的拟合；拟合的实现一方面归功于范畴，另一方面归功于

形式逻辑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数学工具。我们正是这样通过自然科学

认识自然界的，在其限度内，它显然是科学的方法。如果换算成黑格尔

的语言，确切地讲，它是知性科学的方法，人类虽不能在此以逻各斯凭空

造物，但至少在抽象与拟合中实现了对自然物的有限度的再现，从而得

到自然之所以如此的一种“充足理由”，充分的而非必要的根据。

但是，黑格尔绝不满足于知性科学的方法，尤其在理解“人类”理性

的造物时。因为规范性领域与人类历史，本身已经为理性所高度贯彻，

作为理性逐步展开的领域，人类需要通过理解它们而达到其类的自由。

自由之理性可以表现为不同形态，对应于作为环节的不同领域与形式，

但在抽象的自由概念之自我展开为体系的意义上，在自由意志之最终实

现为人的世界的意义上，它最终必须能够在哲学中不仅被理解为圆融一

体的，而且被确认为它自身的唯一的、充要的本质，由此将范畴与实体、

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离在方法上消去。因而在黑格尔那里，其思辨方法

的合理方面是对于抽象的综合，对于现实的有结构的理解；而其非反思

的一面，也即支撑其将这一概念体系视为现实之唯一根据的理由是历

史。历史被认定为概念的结果，同时它又是对这些概念环节（作为各层

次、领域与阶段的“现实”的理性根据）的唯一性、充要性的自我证明。于是

黑格尔的方法在此表现出独特的“观念论加实证主义”的天真。马克思说：

因此，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

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

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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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举例来说，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

值，是以人口即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也是以

［Ｍ—１５］某种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交换价值只能作为一

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相反，

作为范畴，交换价值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因此，在意识看来

（而哲学意识就是被这样规定的：在它看来，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

实的人，而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范畴的运动表现

为现实的生产行为（只可惜它从外界取得一种推动），而世界是这种

生产行为的结果；这———不过又是一个同义反复———只有在下面这

个限度内才是正确的：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

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

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

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

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

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

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

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

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①

这段评论意味着什么？它基本上是围绕着所谓“思存关系”问题

展开的，看上去黑格尔所陷入的幻觉就是对于思存关系的颠倒。然而

进一步地，它同时是对什么是（作为历史本身的）现实的辨析，对如何

理解与表述此番“现实—历史”的探讨。如果将讨论局限在所谓“思存

关系”上，那么反映论的旧观点将卷土重来，跌入比黑格尔更天真的境

地。黑格尔固然知道对象的概念与对象的实在的区别，否则也无需在

概念与理念间加入实体性环节的中介。问题在于：其一，黑格尔将现

实、本质、真理落在理念上，即重新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因而是概念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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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上；其二，因此理念意味着这一现实的完成，这一历史的结果。

那么，其一，在概念之外仍保持独立的实在，在思想“达到”理念后

是何角色？其二，从概念到其现实化再到理念，作为中介性环节的实

在，在理念之中被确认并表达为完成了的静力学结构，那么在这一“思

辨”过程中，还存在着历史的时间吗？

对于前一问题，马克思的回应是清楚的：（１）在思辨认识之外，在

哲学之外，人与独立的实在主体发生着其他样式的关系：艺术精神的，

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它们并不收摄于思辨的知识体系，因为它们

不是头脑与世界发生的思辨的关系的结果。思辨认识理应满足于对于

此番效果的理解，而非画蛇添足地将这种理解进一步指为这些关系的

活动方式本身（而非思辨认识本身）的最终目的。（２）即使在理论方法

中，“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概念之前。这里的

“前提”显然不再仅仅意味着思存关系上的逻辑前件，而且是一个明确

的方法论要求，即“实事求是”：在作为前提的社会中提取合用的概念，

而非在概念中推出作为目的的社会。① 因而实在主体，社会，一方面固

０２２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这种要求是否构成对黑格尔的方法的批判呢？黑格尔在原则上会同意“实事求是”，

因为他正是站在这一立场上，即思辨认识的合理性方面，批判《理想国》以及弗里斯等

人的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空想的国家哲学的。但在其方法的具体运用中，尤其是

在法哲学中呢？黑格尔是如何将德国实存的国家形态“恰到好处”地逐一对应于国家

理念的各个环节的呢？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指出了法哲学的两种狡计：

一种是我们首先会注意到的所谓“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一种“逻辑学”的概念

框架在先（而非事后反思）的目的论；另一种更为隐蔽，但在具体步骤上悄然为这种目

的论的白骨抹上血肉，例如第 ３０１节的补充，黑格尔说：“各等级的真正意义就是：国家
通过它们进入人民的主观意识，而人民也就开始参与国事。”对此，马克思评论道：“后

面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人民通过各等级开始参与国事，而国家则作为一种彼岸的

东西进入人民的主观意识。但是，黑格尔怎么可以用这个开始的环节来冒充完全的

实在性呢？”（［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９４页）将某
个抽象概念直接指认为某个实存的“真实”功能，而该实存在现实中的实际功能则被

体系无视了，然后，体系煞有介事地让这一概念和无外乎是由它假扮的“实在”和解

了。与那未曾实现的概念和解了的是那未曾包含这一概念的实存，因而这是一种非

反思的、无中介的“实证主义”：与概念“和解”的是冒名的实存，而非对它的扬弃。因

此，这里的“和解”不具有批判的意义，只是对于已经存在的事物的直接肯定。



然是人的各种类型的活动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它仍然是亟待认识的对

象，思想始终只能是对它的有限的把握。

后一问题更加困难。历史的时间为何不见了，又如何将它清楚地

表述出来？马克思没有就此直接提问或作答，而是看似在讨论“名实

关系”问题。在思辨的表达中，简单范畴在前，具体范畴在后，这是对

一个静力学模型由简到繁的建构；就其叙述的那个外部实体而言，具体

范畴的实存是处于同一结构中的简单范畴的实存能够实现功能的前

提：这是副本与正本在叙述结构上的第一重区别。如果这一区别即它

们的唯一区别，那么它们的关系也就是著名的“颠倒说”。然而问题并

非如此，因为对副本来说，叙述的顺序只意味着逻辑顺序；而对于正本，

除了反映实存功能的实现条件的逻辑顺序之外，还有另一种叙述顺序，

即“范畴”的实在形态发生的历史顺序。这种将诸多实在的形态归于

一个范畴的做法是基于这些实在的经验概念“家族相似”以及历史中

各个共时结构的演替，而与所谓“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根本不同。

因此，马克思会作此论述：

这些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

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情况而定。例如，黑格尔论法哲学，

是从占有开始，把占有看作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这是对的。

但是，在家庭或主奴关系这些具体得多的关系之前，占有并不存在。

相反，如果说存在着还只是占有，而没有所有权的家庭和部落整体，

这倒是对的。所以，同所有权相比，这种比较简单的范畴，表现为比

较简单的家庭团体或部落团体的关系。它在比较高级的社会中表

现为一个发达的组织的比较简单的关系。……说占有在历史上发

展为家庭，是错误的。占有倒总是以这个“比较具体的法的范畴”为

前提的。但是，不管怎样总可以说，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

现，在这些关系中，较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

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或关系还没有产生；

而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作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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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出现了一系列的法的范畴：占有、所有权、家庭、部落、主奴关

系，等等。我们知道，在黑格尔法哲学的体系中，占有即所有权，是自由

意志（单一人格）直接给予其自身定在的第一个活动，它由浅入深地分

为三个层次，即直接占有、对物的使用与所有权让渡；家庭是一个现代

范畴，而部落与主奴关系是前现代的。其中，对现代范畴的建构是法哲

学的正篇，与前现代范畴的对比则出现在附释与补充之中。黑格尔不

承认有现代的部落或主奴关系，但占有（所有权）与家庭总归是有其

“历史形态”的，这些与概念不符的“非法”实存出现在与罗马法相关的

讨论中，比如作为奴隶身份的反面的“人格权”的内容是“家庭关系”

（§ ４０）；孩子既是父亲的占有物，又与他处于伦理的爱的关系中

（§ ４３）；土地的共有（§ ４６），等等。另外，如果要将占有与所有权作为

两个环节区分开来，那么前者又变为一个宽泛而古老的范畴，可以指未

明晰所有权时的占有形态，作为现代所有权主体的人格尚未出现，因而

不一定表现为私人所有，也没有现代的让渡；同时，让渡未必有等价性

可言，因为价值的范畴（§ ６３）在这里尚不发展。

使概念合乎历史存在的方法的要求，“要看情况而定”，而非一概

而论。各样实在的形式、概念被归于同一范畴，是站在当下回看历史时

的抽象。具体范畴的历史存在之具有怎样的组织方式，决定了简单范

畴的历史存在的发生顺序与相互关联，因而当历史存在的发生顺序与

建构特定结构的叙述顺序被交替叙述时，它们有时交织在一个实体中，

而有时分离，它们的线索是无法相互取代的。它们理所当然地收束于

当下的现实，因为它既是一个社会，又是一个历史的结果。但它并不意

味着当下的现实静止在那里，作为完成了的东西供哲学家静观。它的

动力学特征之一就是成为抽象普遍性的简单范畴。为了理解简单范

畴，必须理解那个将它放在抽象、普遍，因而基础、“简单”的位置的结

构，对其历史的回溯将帮助我们看到这一范畴下的实存及其概念变迁

何以最终形成当下的效果。一种暂时的现实是简单范畴可以在其所属

的现实结构中持续存在；而遭遇异质性环节的介入，则可能进一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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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社会实体，进而影响其中的简单范畴的地位与联系。

在整个考察中，思辨方法下降为一种临时工具，用以建构由逻辑上

的简单进展到具体的结构，就像《资本论》对“价值”范畴的四个形态的

演绎那样，或者如“拜物教理论”将商品分析作为使用价值的感性对

象、超感性的对象性与交换价值三个环节那样。成为叙述的重要线索

的是历史：具体形态的实存在时间中经历着异质的实在环节的中介，导

致具体的社会总体的变迁，并体现在其中居于基础地位的“简单”范畴

的变迁，社会权力以及作为其表现的社会规范的变迁。因此，叙述的目

的不再是建立自我实证的体系，建立概念系统变成了叙述的权宜之计；

而对于那些在时间中，遭遇异质的实体性环节，因而处于不连续的概念

（姑且可以归入唯名论意义上的范畴）下的变化的叙述则成为重点。

在黑格尔法哲学体系中出现在附释与补充中的各个历史形态的概念被

马克思安排在正文中，例如马克思接下来分别对于货币和劳动范畴在

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与历史阶段中的考察。①

方法的考察对象从结果拓展到了过程，同时意味着最合宜的考察

领域从作为结果的意识形态—规范性领域，法的领域，即可以被思辨地

表达为结构的横向领域，转移到不断生成的物质生产—权力关系生产

领域，即现实历史。虽然后一领域在今天尤其具有意识形态性质，但它

仍然是那些尚未进入概念的物质实在的最根本的园地。新的方法，即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这一领域的考察，意味着彻查古典政治经济学

的那些奠基性概念的适用限度，它的非批判的、非历史的简单范畴及其

思辨体系的意识形态性质，由此揭开它在意识形态外衣掩盖下那尚未

被思维把握在概念之中的真实根据———自由的幻象与统治的现实。

这种包含着一横一纵两个维度的叙述，正如马克思在之后《资本

论》的写作中展现的那样，是反反复复、困难重重的。它提交的核心问

题是隐藏在剩余价值之下的奴役制问题与危机问题，所面对的现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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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物质生产方式下阶级统治关系的自我再生产及其必然破产。价

值、资本及其意识形态表达支撑着现代的、资本主义的世界，然而一贯

是以拜物教的方式与人相关的。继承德国观念论的理论抱负意味着，

能够对于这种现实关系之违背现代的自由概念这一点达到概念上的自

觉；而历史的叙述则要求我们将这种现实的，然而具有超感性的手段与

外观的、自我再生产的社会权力关系，理解为暂时的形态与可介入的对

象。今天我们恐怕很难将马克思生前完成的理论工作赞誉为清晰通透

的，但在方法的自觉上，它力图不断面向真实而非想象，面向变动而非

终结，面向历史而非体系。因此，今天我们实际只能采取这种方法合法

地考察现实世界，而再也无法问心无愧地返回到黑格尔的方法的天真

之中了。此时，我们还可能在哲学中与世界结成温情脉脉的关系吗？

这是一个问题，批判是它的答案。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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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曼对辩证法辩护的限度
———从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再考察谈起

陈　 曲

摘要：基于全球化时代背景和新的资本主义实践，“辩证法的马克

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伯特尔·奥尔曼，在关系性现实观视域下对马克

思的异化理论重新进行考察。基于内在关系本体论与抽象方法，他对

马克思方法中的辩证逻辑与历史主义加以肯定，进而对马克思辩证法

及其重要性做出了论证和辩护，并借此论证出马克思方法的一致性及

其思想的整体有机性。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是对那些“非辩证法的”

马克思主义者（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结构马克思主义）同时做出了重要

回应。这些回应无疑是成功的，但是，这一辩护也有其限度，其最大困

难就在于他对马克思思想中的价值伦理维度的反对与他的内在关系哲

学思想之间似乎存在着内在矛盾。因此，深入考察奥尔曼在何种意义

上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进行考察以及怎样进行重构，对于把握西方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进而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本身具有重要理论

意义。

关键词：异化　 人性观　 辩证法　 内在关系　 抽象

毫无疑问，异化理论在整个马克思哲学中具有独特的理论地位。

它是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着眼于整个人类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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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对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由于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客观分离

所导致的剥削和奴役现象所做出的科学分析和否定性价值评判。应当

说，异化理论是理解马克思哲学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进而把握唯物史

观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

然而，如何阐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以及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异化理

论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理论难题。总体而言，人本

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极为重视和推崇马克

思的异化理论，然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

主义极力贬低异化理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结构主义的代表阿尔

都塞更明确指出，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存在着“认识论断裂”，经历了从

意识形态“总问题 ”变为科学“总问题 ”的过程。在他看来，异化理论

是“意识形态”，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才是“科学”。异化理

论果真是前科学乃至非科学的吗？马克思的思想究竟是断裂的还是一

致的？应当说，在阿尔都塞之后，异化理论的阐释以及异化理论的重新

评估实际上成为一个更加难以解决却又不得不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

面对这一问题，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辩证法的马克思

主义”的主要代表伯特尔·奥尔曼在关系性现实观视域下对马克思的

异化理论重新进行考察。其独特性不仅在于他借此论证出马克思方法

的一致性及其思想的整体有机性，更在于他基于内在关系本体论与马

克思方法中的抽象，肯定马克思方法中的辩证逻辑与历史主义，对马克

思的辩证法及其重要性做出论证和辩护，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是对那

些“非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者（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结构马克思主义）

做出了重要回应。为此，深入考察奥尔曼在何种意义上对马克思的异

化理论进行考察以及怎样进行重构，对于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演变进而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本身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那么，奥尔曼是如何考察并重构异化理论的呢？首先，他对马克思

的“人性一般”进行分析，进而研究历史地发生变化的人，即资本主义

社会现实中“人”的异化。此后，透过关系性现实观分析异化理论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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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分析过程可以说切近了马克思辩证

法的实质。进而，奥尔曼回到马克思的方法，将内在关系哲学与抽象方

法作为他对马克思的辩证法重新解读的两大支撑，对辩证逻辑与历史

主义所受批判做出回应，在此基础上重新解读马克思的辩证法，一定意

义上实现了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辩护。

一、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①

奥尔曼曾将异化理论定位为“本质上是一种关注个人的解释性社

会理论。”②因此，对异化的再考察理应从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入

手。这里我们不妨先从“人的一般本性”开始，探讨关系层面上“自

然人”与“作为类的人”；进而再关注历史地发生变化的人，即资本主

义社会现实中“人”的异化。这一逻辑次序也与马克思“想根据效用

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

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③保持

一致。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基础———“自然人”与“作为类的人”

何谓“人性一般”？比较简易的理解是“处于历史之外”的人。与

７２２

奥尔曼对辩证法辩护的限度

①

②

③

有观点认为，马克思文本中关于人性观的内容比重很少，因此这一问题并非马

克思关注的重点。对此，奥尔曼给出两点解释：一方面，这种人性观的“隐藏”

乃马克思有意为之，是一种论述策略。实际上，马克思大部分的写作都针对特

定现实情境并有着直接目的，其思想最大受众是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的接受

程度以及理解能力有限，因此马克思才没有采取更为系统的方式解释他的人

性观。对工人阶级来说，社会因素的渲染可能更能强化他们的阶级意识。另

一方面，马克思对人性观的弱化还有一个原因，即为了与那些以“善用术语”来

作为表达范式的社会主义理论家达成区分。

［美］奥尔曼：《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１１年版，第 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４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７０４页。



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变化的人不同，这一人的概念更强调任何时代对

任何人所拥有的共同特质。在马克思那里这种共同特质意指“力量”

和“需要”。一些是“自然的”力量和需要，而另一些属于“类”。因而，

人也被分为“自然人”与“作为类的人”，可以说，这一区分是马克思建

构它整个人性概念的基础。

所谓“自然人”，意指具有自然力的人，这种自然力有两个突出的

特点：其一，它们“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①存在于人身上；其二，

它们从外在于自身的对象物中寻求它们的实现。那么，此时劳动对于

自然人来说处于何种地位？实际上，劳动最初被视为人的自然力之一，

其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直接的肉体需要所迸发出的能量，并非我们所理

解的社会现实中人的“生产活动”。所有的动物都能进行劳动，而动物

所不能从事的唯有人才可以的则是创造性工作。而自然人是一个缺乏

创造力和自我意识的人，因此与动物基本无异。自然人的行动是“自

发的”而非“自觉的”。② 此时形成这样一种状态，即人完全为自然力

所控制，而非人控制自然。而作为类的人，之所以能够与动物相区分，

是因为他“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

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③ 那么，人如何自

为地存在？这里涉及“自我意识”，即人在追求自己的目的时作为积极

主动的个体的自我认识。人通过自我认知来确认自己；通过相互认

知———即从他人角度来观察自己的行为，把对每一个体的认识拓展到

全人类。作为类存在的人，通过视觉、味觉、嗅觉、听觉乃至触觉等一系

列作为人的独特身体构成和特征，得以确认和表现自身；并通过某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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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３２６ 页。“类”这个术
语通常仅被用于人，但马克思至少在有的地方并未做出明确区分，其他生物也

属于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２７２页。



有人类才能完成的活动将自己表现为一个类存在。

那么，“自然力”与“类力量”又该如何区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生命活动”这一概念。当马克思说：“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

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

性”①时，他业已成功地对他的“人性一般”这个概念进行了概括总结。

“生命活动”的核心是生产性工作，而这种生产性的生活就是人的类生

活。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生命活动是生命本身———能量、运动、速度和

节奏的变化都是为了满足自然需要；而作为类的生命活动，则需要对它

的意识、意志力、目的性、适应性、注意力和社会性等这些方面着重强

调，因为正是倚靠它们才能够让人去追求他独一无二的类需求。

至此，马克思的“人性一般”在“人的”与“自然的”关系中得到阐

明。随着社会演进，人的关系也愈发复杂多样。其中，人的一般本性

（或者说类本质）也发生了变化。从这里开始，我们将关注点转至资本

主义社会中的“人”，即人与社会的关系。

（二）异化：从“人性一般”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

马克思曾言，“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② 对资本

主义社会中人的考察，马克思绝不会仅仅将其视为孤立个体，运用那种

忽视其社会关系以及时代特征的“非历史的”研究方法。相反，马克思

的人性观具有历史性。实际上，这种历史性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以贯之

的，其根基乃是感性的人类生活实践。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的唯物史

观绝不是某种僵化的定律，而是全面且动态的。唯物史观离不开人与

社会的关系问题，而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四种关系可以说是

整个社会关系的集中反映。因此，这里以异化为切入点，分析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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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２７３页。活动在马克思
的主张中承担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１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版，第 １０８页。



社会中人与他的生产活动、他的产品、其他人和类之间的异化关系。①

对于生产活动的异化，奥尔曼从劳动是不劳动的人的私有财产以

及劳动导致了人的机能和动物性机能颠倒这两方面入手，对马克思的

异化劳动展开阐释。首先，劳动只是作为一种“能动的外化”与工人发

生联系，其实际上并不属于工人的本质而是作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存

在。在这一过程中，异化就体现在工人忍受资本家的压迫与剥削，不断

施展自身的体力与智力，最终却仅仅换来对自身的不断否定与越来越

大的不幸的劳动过程之中。与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活动能够在占有人

们力量的同时为他们的自我实现创造机会相比，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

中的人乃是“失去自身的人”。其次，当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使用人自

身的机能———比如劳动时，丝毫感觉不到自由与轻松，而进行与动物机

能相似的行为———吃、喝、生殖时，反而感受到惬意自在。动物的东西

成为人的，而人的东西沦为动物的，即发生“人的机能与动物性机能的

颠倒”。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工作是对人性的肯定，那么资本主

义的劳动是对它的否定，与共产主义社会相比，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

的悲惨现状就是一种“异化”，这是第一种异化关系。

第二种异化关系是劳动的个人与他生产的产品之间的关系，这一

异化主要体现在工人自己生产出的劳动产品演变成了异己的、统治他

的对象。造成这一结果与上述第一种异化关系即生产活动的异化息息

相关，因为工人生产产品的活动是异化了的活动，而产品不过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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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论述展开前，值得一提的是，奥尔曼论述异化四方面的顺序与《１８４４ 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顺序有所不同。我们知道，马克思是从人和他的产品

的异化展开论述的，但奥尔曼选择尝试从人和他的生产活动出发进而更好地

阐明异化。同时，为了便于阐述，奥尔曼将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异化放置到人与

类之间的异化之前，因而颠倒了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的第三与第四方面。因

此，呈现在马克思那里的对异化的解释顺序是产品、活动、类和其他人，而在奥

尔曼的解释里呈现的顺序为活动、产品、其他人和类。奥尔曼强调这一做法正

是对其内在关系哲学的佐证，即四种异化关系是一个有机整体的不同方面，关

于异化的解释可以从任一关系出发并且能够自然地过渡到其他关系。



生产的总结。具体表现在工人生产劳动产品却不能自我占有，此乃

“控制的丧失”；另外，这些产品流通于市场唯有金钱能够赎回，而穷苦

工人由于缺少财富仅能买回很少的产品，他们接受这种状况却并不清

楚对生产产品失去控制的表现之一就是金钱控制力的丧失，因而对此

感到“困惑”。在奥尔曼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生活方式已经

退化为超出了对他自己的产品需要的状态，里面包含着人造的非人的

力量控制着人”。

第三种异化关系是人与他人的异化。那么，这一异化关系是如何

与上述两种异化———活动和产品的异化发生联系的呢？事实上，倘若

产品是同工人们相对立的独立力量而非属于经由劳动产出它的工人，

那么只会存在一个原因，即它已然被归属为他人（资本家）所有。奥尔

曼进一步指出，这一异化还有更深层次的方面———就是社会关系的异

化，这也是奥尔曼关于异化的讨论的独特之处。实际上，异化理论不仅

关于个人，也关涉社会。正因为资本家与工人没有站在人的角度来关

怀彼此，进而导致两种后果：一方面，相同阶级的人与人彼此间相互冷

漠；另一方面，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彼此间相互冷漠。资本家为牟取更多

利润占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彼此较量，工人们出于对高薪酬的渴求以及

工作岗位的需求而彼此相争。不难想象，社会中的人自此相互敌对，此

乃社会关系的全面异化。由此可见，异化与马克思视域中的社会现实

总体相联系。

对于第四种异化关系———人的类异化，就体现在人的类本质的丧

失。通过人与动物相互比较，不难发现，最初人的力量和需要比任何动

物都要大、都要多，这样就使人得以享受各种各样更加复杂的关系。也

就是说，人原本能够在生产活动中创造出并非当下需要的对象，能创造

出更多更美的事物；他还能对他在自然界中发现的对象进行再生产。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异化之后的人不再拥有上

述这些能力，人之为人的所有特征都被剥夺丧失。人不但同自身的本

质力量分割，也与其理想分割。这一异化用奥尔曼的话进行总结，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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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已经成功地变得面目全非了”。

综上所述，奥尔曼对异化的重新考察始终以人的关系问题为核心。

从“人性一般”到“历史中的人”，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到人与社会的关

系。首先，通过“自然人”与“作为类的人”的划分，厘清人的类本质。

进而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四重异化关系的梳理，凸显出资本主

义社会生产中异化的人的类本质丧失。如果奥尔曼止步于此，那么他

所做的工作只能说是对马克思早期理论的再阐释。而实际上，奥尔曼

始终将马克思理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且动态的考量，异化也绝不

是仅作为理论“断裂”的一部分呈现。下一步，他的研究则深入经济领

域与生活、政治、宗教诸领域，透过关系性现实观，去考察异化与历史唯

物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

二、“关系性现实观”下的异化与历史唯物主义

通过第四种异化关系———人的类异化，之后奥尔曼的研究可分为

两方面：一方面在经济学领域，即通过“分工”与“私有财产”走向《资本

论》中资本主义的经济要素；另一方面在有关人的生活及政治、宗教诸

领域，而上述异化关系就渗透在这些领域中。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马

克思关于人和社会的理论经由异化理论的中介达成整合。更重要的

是，透过“关系性现实观”视域，看到异化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

“内在关系”。

谈及马克思经济学，恩格斯曾言，“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

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①在这一点上，奥尔曼十分认同。

他坚称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依然是异化，只不过换了一种更加迂

回的方式，即异化关系渗透在资本主义社会物与物的关系之中。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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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２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４４页。



最重要的两个概念就是“分工”与“私有财产”①。

“分工”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

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②，是“人的活动和本质力

量———作为类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明显外化的表现”③；而私有财

产是“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④，即异化劳动生产的对

象。因此，奥尔曼认为私有财产也具有类似的异化本质。在他看来，分

工与私有财产，一个就活动本身而言，一个就活动产品而言，在确定异

化这一点上具有同一性。二者的关系等同于异化劳动与它的产品之间

的关系，其中一个解释了另一个的必要条件和结果。遵循这一逻辑，

“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

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

且我们将重新发现，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

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⑤也就是说，通过私有财

产与异化劳动，其他的社会关系也得以揭示。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与那些国民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区分就在

于对“私有财产”的认识上。国民经济学家从私有财产经验到片面现

实推导出一般规律，且难以言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

产生。而马克思强调，“只有把劳动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才能同时

弄清楚国民经济学的运动本身的真正规定性。”⑥这里的劳动就是异化

劳动，正因为私有财产是一种广义的关系，即“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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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奥尔曼指出，分工从历史学意义上说成为人们离开原始共产主义的出口，从社

会学意义上说是社会分化为不同阶级的根本原因，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它是私

有财产的源泉，而从心理学意义上，分工又是对不同阶级中的人的区别性特征

进行定位的方法。可以说，马克思对分工的处理既是分析的也是综合的。同

样，私有财产也是兼具分析与综合得出的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３５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３５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２７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２７８—２７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３５２页。



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① 因

此，私有财产得以用来传递特殊实体的意义，并且支配规律就“产生于

私有财产的独特本质”。简言之，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是对资本主义

运作方式进行揭示的切入点，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本书的最

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②

可以说，奥尔曼对异化理论的再考察在经济领域是以马克思经济

学中的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为切入点的。之后，他指出，异化作为现实

存在的思想主线，在劳动价值论③之中得到更加具体多样的展现并将

劳动价值论中的诸要素联系到一起。以劳动、价值、价值的形态变化和

商品拜物教这四个马克思经济学中的重要特征为例，奥尔曼对异化是

如何与之密切联系及其具体表现进行揭示。

奥尔曼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赋予价值双重属性，是因为他看到劳动

质的方面创造使用价值，量的方面创造交换价值。④ 而“劳动”⑤是异

化了的生产活动，“劳动力”是异化了的生产活动的潜能。因此，可以

说，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潜在的生产活动）就是劳动（现实的生产活

动），异化就是对使用价值的放弃。于是，奥尔曼将劳动与价值之间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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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８年版，第 ３５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４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１０页。
不同于斯密和李嘉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是在说劳动生产了价值，而是揭

示在价值的形态变化过程中各个方面的全景。在这一过程中，劳动与价值之

间的等价关系是最根本的假定。

对奥尔曼的这一推论，或许可以从恩格斯关于“工作”与“劳动”的区分中得到

理解：“创造使用价值并具有一定质的劳动叫作 ｗｏｒｋ，以与 ｌａｂｏｕｒ 相对；创造
（交换）价值并且只在量上被计算的劳动叫作 ｌａｂｏｕｒ，以与 ｗｏｒｋ相对。”（《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４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６１页。）
之所以晚期马克思用“劳动力”取代“劳动”，奥尔曼这样解释：与劳动相比，劳

动力这一概念的无差别性质更为明显，它强调的是与特殊活动没有任何联系

的生产潜能，而劳动则是一种隐藏在现实差异之后的抽象品质。事实上，马克

思这一把劳动视为抽象物，即“劳动一般”纳入经济话语中的做法经常受到批

判。但无论如何，从多维视角出发把“劳动”理解为“异化劳动”，是理解马克

思经济学理论的关键所在。



作一种等价关系，二者同一，即“价值是劳动”，它“在一般社会形式上

是对象化劳动”。① 由于劳动在所有的产品中都是同样的异化劳动，因

此价值也能够根据在生产中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衡量。正是在这一意义

上，异化理论得以回答“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

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②这一问题。

而正是由于劳动与价值等价，现实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商品、地产、

利润、利息、地租、工资和货币等具体的经济规定都源于工人异化的生

产活动，这些经济形式在一连串的形态转换过程中承担了价值含义。

作为价值的构成要件，它们都是同一有机体———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

侧面。因此，“《资本论》这一标题能够传递资本主义的整个历程。这

个历程逻辑上发端于异化劳动，经由创造价值到达了各种各样的具体

的经济规定———其中资本③是最典型的例子。”④作为最重要的具体的

经济规定，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

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

质”。⑤ 当然，作为私有财产最抽象（即抛弃所有特殊性）的形式，价

值⑥是《资本论》的真正主题。这一意义上，“《资本论》是一部关于价

值规律的著作，而且同样也是一部关于异化的著作。”⑦而作为异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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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６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 ９２２、４２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４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９８页。
资本已经从以前的劳动产品，转化为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生产出价值，它

假定所有这些条件都是必要的并将它们纳入到构成性关系中。因此，马克思

把异化了的工人视为“可变资本”，而资本家也“包含在资本的概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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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一样，都受价值规律所支配，因而马克思对通过多种形式参与资本流通的

价值发展规律进行图示。如果“科学的任务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

的”，那么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的工作就是“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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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２０１１年版，第 ２４１页。



具体表现形式，商品拜物教的实质就是用物与物的虚幻关系遮蔽其背

后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在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形式中，“商品形式

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

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

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

的社会关系。”①奥尔曼还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并不需要为他在资本主

义社会发现的拜物教负罪，因为他赋予产品的那些力量从来不会被认

为是自然的本质性力量。”②

论证到这里已然暴露出一个问题，即奥尔曼在对异化理论的考察

中缺乏对商品拜物教———或者说对异化问题做出一种历史主义的客观

判定。尽管他力图将异化理论整合到整个的马克思体系之中，然而，这

一维度的缺失将会造成异化地位的削弱。实际上，奥尔曼是认识到历

史唯物主义并非停留于物质表象而是深刻揭露出隐藏在商品形式背后

的异化关系，进而引发资本主义社会变革这一点的。然而，更应当被补

充的另一点，就是不能只看到异化的消极影响，而是将异化作为资本主

义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具有暂时性的、客观必然的历史现象加以把握，如

果从引发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性力量这一角度上说，异化乃是具有一

种积极意义的。

当然，异化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不会仅停留于经济领域，生产活

动中的四种异化关系同样可见于生活领域。诸如国家、法、宗教、科学、

艺术等生活表现形式，实际上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③，同样受私

有制规律支配。资本主义社会中，根据它们与异化对象的世界之间的

内在关系，这些生活表现形式实际上都是人的异化的某个方面，并作为

消除异化的必经阶段受到它的规律的影响。因此，奥尔曼强调“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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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发生在哪个领域，本质上都是一样的”。① 如同经济领域中包含无

差别的要素一样，生活领域中异化活动的产品也有其相似之处，即无论

它们是何种特殊形式都可表现为“价值”。“阶级、国家、宗教都是价值

的不同方面，或者说是‘价值关系’”。② 如果把马克思的体系看作是

一个整体，不难发现，阶级在其体系中的地位与劳动和价值的地位类

似。劳动由于包含着异化了的生产活动及这种活动的产品———价值

（私有财产最特殊的表现形式），可以说是经济领域最重要的关系。但

对于囊括在生产活动中并通过活动产品建立起的人与人的关系而言，

阶级则是最重要的关系。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理论要素“关系”具有弹性。他将社会视为由

各个部分内在联系构成的有机整体，对人与他们所有的活动、产品和其

他人之间的关系都给予关注。对他来说，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的人类

关系都是必要社会状态的一部分，是生产活动和交换领域中产生的结

果，因此也是它们关涉主题的合理拓展。在这种研究方法中，整个社会

的诸多要素彼此之间相互依赖，只有联系起来看才能知道它们是什么

以及将要成为什么，这种方法就是马克思想要揭示的“经济运动规

律”，才是马克思理解的“科学”。这也说明马克思对社会现实的研究

从不是僵化的描述，其视野中社会现实的本性正是变化与相互作用。

奥尔曼将这一特征视为马克思的方法———辩证法的实质，即全面且动

态地把握社会现实。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奥尔曼借助对马克思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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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再考察，实现了辩证法的“复兴”。

谈及异化理论的定位，奥尔曼强调，“绝不能将异化理论从一个关

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理论（把关于人的论述整合到对整个系统如何

运转的解释当中）缩水成一个仅仅描述人们对他们生活条件做出主观

反应的心理学理论，以及发现这种匮乏情形的伦理学理论。”①也就是

说，他反对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仅仅理解为人道主义立场上的以抽象

的人本质为基础做出的否定性道德评判。那么异化理论在整个马克思

体系中应当居于何种地位？实际上，加之之前我们从历史主义层面做

出的补充，可以说异化理论从属于以历史演化的客观必然性为基础的

历史唯物主义。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一方面是历史的进

步；另一方面又是在一定的狭隘的生产关系内个人之间自发的必然的

联系，异化具有历史必然性。这一点对于正确把握异化理论在马克思

思想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奥尔曼有关这一观点的论证却不

乏其问题，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详细分析。

三、回到马克思的方法：作为研究与表述方法的辩证法

经由前两部分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再考察，不难发现，透过关系性

现实观，奥尔曼对马克思的重新解读切近辩证法的实质，即“将多数人

孤立看待的东西结合起来。在多数人只能看到现象的时候，马克思的

辩证法允许他得以发现关系。”②具体来说，辩证法是马克思用来研究

他所观察到的世界并对他在其中所发现内容进行表述的方法。一方

面，作为研究方法的辩证法以内在关系哲学与抽象方法为基础，得以将

社会现实达成整合；另一方面，作为表述方法的辩证法体现辩证逻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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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主义。奥尔曼在对辩证法进行辩护的同时，证实了异化理论绝不

只是意识形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不会仅停留于描述层面，他对社会

现实的把握是全面且动态的。

（一）作为研究方法的辩证法：内在关系本体论与抽象方法

马克思的方法可以说是其“理解现实和说明现实的途径，包括他

为了研究和叙述的目的而组织和利用现实的所有途径。这种方法有五

个层次，代表实践中五个连续阶段：本体论；认识论；研究；思维重构；叙

述。”①其中，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研究，即马克思关于世界的本质

和结构的最基本论断。我们知道，事物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同其他事物

产生联系，并不存在孤立碎片化的个体。马克思则是在这一认知基础

上，不仅深入认识到事物内部的相互依存，更将事物存在的条件视为事

物是其所是的一部分。以资本为例，资本不仅是物质生产资料，还包括

使这些资料得以像它们那样产生和起作用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整个

模式。

这里体现出内在关系哲学②的基本特征，即“将任何事物所处的关

系都视为其自身本质，这些关系中的任何重要变化都意味着事物所处

系统的一种质变。由于构成现实的基础不是事物而是关系，概念的含

义可以依据它想要表达的特殊关系的程度而发生某种变化。”③也就是

说，构成整体的那些关系体现在它的部分中，并且每个部分是什么可以

通过它本身与其他部分乃至整体中所有事物间的关系来确定。奥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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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对于马克思来说，现实（实在）最基本的要素不是物，而是关系。

关系是不能简化的最小单位。事物是因为与其他事物存在时空联系存

在并发挥作用的，把事物当作关系来考察，事物本身存在的这种相互依

存被视为它是其所是的一部分，并通过它是此物而非彼物这一事实得

到充分说明。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的本体论理解为一种社会存

在本体论，抑或物质本体论，没有看到马克思这里最为重要的一步推

进，即将事物理解为社会事实①或关系，并通过这些关系的必要条件和

必然结果将它们扩展至总体。奥尔曼指出，“马克思本体论的最大特

点在于如下观念，一是把现实当作由内在相联的部分构成的总体，二是

扩张这些部分以至于每一部分在其全面的关系中都能代表总体。”②由

此，马克思的本体论被奥尔曼理解为内在关系本体论。

当然，对作为研究方法的辩证法的把握仅仅依靠内在关系哲学是

不够的。内在关系哲学只是一种使马克思方法成为可能的哲学基础，

但对辩证法的充分把握必须要对辩证法的其他因素同样予以关注。建

立在马克思本体论基础之上的是他的认识论，是马克思如何认识并在

思想中组织他所看到东西的方式。如果说马克思的本体论提供给他的

是关于世界由什么构成这样的观念，那么认识论则是他如何去认识这

个世界的观念。对马克思而言，展开对现实的思考首先要把现实分解

成诸多可控要素，需要从对社会整体的认识深入对部分的认识，这一过

程被奥尔曼描述为：感觉；抽象（将被观察的事物分为不同要素）；概念

化；推理。③ 作为马克思认识论的核心，抽象方法保证了马克思辩证法

的生命力。

我们知道，看什么与看到什么二者是存在区别的，抽象则是为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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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划定界限的精神活动。正由于事物乃是相互联系的整体，要认识整

体首先就要对个体有所把握，所以必须要通过抽象来简化整体。也就

是说，抽象乃是分解世界以利于人们思考的精神活动，其实质是从特定

的角度出发简化认识对象，是人们认识事物的首要步骤。马克思曾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谈及抽象，即“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

正确的方法……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

的再现”。① 尽管马克思强调那种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仅仅是一种“思

维具体”而非“现实具体”，但抽象依然是对“现实具体”达成认识所必

需的一步。不过，与其他哲学家不同，马克思的抽象不仅包括变化或历

史，更包括这种变化或历史产生于其中的系统的某个部分。由于任何

事物的变化都只能存在于内在联系着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并通

过这种相互作用而发生。因此，把变化看作任何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同

时，也要求我们以同样的方式看待使这种变化得以发生的相互作用。

通过对抽象方法的把握，奥尔曼对马克思是怎样通过抽象方法来展现

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方式的演化以及整体性问题做出解释。此外，马

克思抽象的对象不是孤立的、单个的事物，而是过程和关系，这一点与

其内在关系哲学达成契合。

那么，奥尔曼依据内在关系哲学与抽象方法对辩证法做出的重新

解读有何重要意义？对于这一问题，必须结合奥尔曼对马克思异化理

论的考察进行回答。事实上，包括卢卡奇、萨特、列斐伏尔以及马尔库

塞在内的众多哲学家同样意识到异化理论在马克思著作中的重要性，

但他们却未能将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与异化理论联系在一起，一个重

要的难题就是不同时期马克思有关异化术语的使用存在变化。实际

上，解读马克思思想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马克思“对语言的‘独特’

使用”。基于此，奥尔曼更加强调要借助内在关系哲学和抽象方法重

新解读辩证法。只有这样才能揭示马克思如何能够根据他的主题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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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已被普遍接受的界定范围，又能根据不同的场合自由地界定范围。

面对那些认为马克思前后思想不一致、使用的术语有所不同的观点，奥

尔曼指出，“伟大的思想家绝不会出现前后不一致，或者是没有把自己

的理论贯穿到所有著作之中的能力，但是当这种思想家偏离了他们的

一般概念的时候，最大的可能是我们误解了他”。① 尽管马克思的语言

如蝙蝠一般，②不过它们都有着自己的含义，这些含义促使我们回到马

克思的方法，不仅要看到曾被多数人孤立看待的事物的内在关系和有

机联系，还要从作为现象的事实进展到作为本质的现实。

综上所述，奥尔曼将内在关系哲学与抽象方法视为他对马克思的

异化理论重构的两大支撑。内在关系哲学将事物本身存在的条件和所

处的“关系”视为该事物的本质，是把世界或社会现实理解为变化与相

互作用的本体论基础；而抽象过程是马克思辩证法得以运行的动力机

制，是马克思认识论层面的辩证法。可以说，如果不理解马克思的内在

关系本体论和抽象认识论，则很难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更愈加难以

把握社会现实。

（二）作为表述方法的辩证法：辩证逻辑与历史主义③

此外，辩证法也是马克思的表述方法。如果说研究的辩证法旨在

探究抽象要素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那么作为表述方法的辩

证法则是马克思向读者阐释这种关系的方法，其具体涉及马克思在著

作中如何组织他的主题以及他对所用术语的选择。表述的辩证法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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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奥尔曼：《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１１年版，第 １１页。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将马克思的语言形容成蝙蝠———既像鸟又像老鼠，为了

说明想要对马克思的术语所表达的内容有深刻的认识是困难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存在着有关历史主义的论述，“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

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

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就意味着他们的存

在是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的。”



重辩证逻辑的同时，更体现出历史主义。而许多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

也正是发生在这一层。①

在马克思看来，表述是对关系的阐明，奥尔曼将其特征概括为“关

系性的现实观”。异化首先是历史现象，而不仅是心理上、道德上的现

象，因而对异化现象的考察应该以对现实历史的正确解读作为出发点。

研究现实的同时，还需要对所考察的历史时期中各要素的内在关系加

以阐明。比如此前我们讨论的价值、劳动、资本这些要素，在关系性现

实观视域下它们都属于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把它们联系起来的辩

证关系也只是世界历史上某个特定阶段的产物。通过它们与其他社会

要素之间的联系，马克思同时揭露出它们的历史关系。这一方法特征

被恩格斯称为“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

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②

在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社会和政治现象的特殊影响的过程中，

我们理应遵循马克思结合辩证逻辑与历史主义的方法。然而一直以来，

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学界对于马克思方法问题的探讨有着两种截然不

同的立场。一种观点肯定辩证法在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强

调其对于社会现实的富有生命力的考察，典型代表为辩证法的马克思主

义者奥尔曼③；与此相对，另一种观点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则主张放弃

辩证法，尤其认为辩证演绎只会陷入功能主义和目的论。他们认为辩证

法理应被更加科学的分析方法取代。分析方法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对概

念明晰性与论证严谨性的重视。为了强化方法的科学性，他们还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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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６，ｐ．１４６．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２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４３页。
尤其是他将辩证法“用关于‘事物’的‘过程’观（包含着事物可能的历史和

可能的未来）和‘关系’观（把一种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当作该事物本

身的一部分）取代了关于事物的常识（认为事物有其历史，但与其他事物之

间的联系是外在的），并以这样的‘过程’观和‘关系’观重构了我们关于现实

的思想”。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强调个人的有目的的行动的重要

性，其中典型就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约翰·罗默的“博弈论”。

博弈论既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则的具体运用，也是理性选择原

则的凸显。罗默将博弈论视为一种“演绎的机制”，能够“预言在尚未

见过的新形势下将会发生什么，进而对未来发展提供良好的指导”。

他的理论建构在两层“抽象”上，然而，这种抽象与奥尔曼的抽象方法

是不同的：奥尔曼的抽象源自马克思的“现实具体—抽象—思维具

体”，是马克思辩证法得以运行的动力机制，是认识论层面的辩证法。

相反，罗默的抽象显然并不具备这一动态特征，两层抽象可大致理解为

“现实—理论—数学模式”的线性模型。其中，第一层抽象是将现实概

括成为理论；第二层抽象是将理论简化为数学模式。然而，这种缺乏动

态性并且经历二重简化的僵化模型，真的可以推演出现实社会现象的

诸多变化吗？此外，博弈论通常设定行为主体在诸多可供选择的方案

中采取某种有意识地评估，往往带有一种理性主义倾向。

由此可见，尽管反对辩证法，但罗默却并没能给出“更科学的方

法”。相反，这种建立在个人主义和理性原则基础上的微观分析存在

诸多弊端。那么，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攻击是否有效呢？这

里以科恩与罗默对辩证逻辑与历史主义的批评为例，进行批判性回应。

科恩直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拥有一种独

特的有价值的方法（即辩证法）”，并且“不存在能够挑战分析推理的辩

证推理形式”。① 针对辩证法中的历史主义，科恩更是明确指出，马克

思和黑格尔的历史观都是介乎于彻底的宗教历史观和彻底的世俗历史

观的折中方案。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一种非经验的历史哲学，

具有强烈的目的论倾向。对于辩证逻辑，罗默将其视为一种“特权逻

辑”，同样含有目的论倾向，忽视严密的推理与分析。“在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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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Ｇ．Ａ．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７、８页。



义社会科学领域，辩证法通常被用来证明一种懒散的目的论推理的

正当性”。①

那么，马克思辩证法是否含有目的论倾向？奥尔曼对于这一问题

的回答无疑是否定的。倘若只是将辩证法当作一种证明和预言事情的

工具，建构正、反、合三个阶段，历经线性发展并在事实发生前就做出预

判，这样的辩证法可以说完全掩盖了它的真正价值。奥尔曼指出，问题

的关键就在于使用辩证法的目的———即到底应不应该用于预测。当辩

证法被用于预测时，仿佛出现这样一种逻辑自洽，即无论怎样它都可以

自圆其说，然而恰恰是这种自圆其说却暴露出它完全失去价值的一

面。②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并未将辩证法作为这样一种目的性工具

来使用。恩格斯曾言，“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

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历史地必然的。相反地，他在历史

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地实际上已经实现，部分地还一定会实现以后，

才又指出，这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这就是一切。”③由

此可见，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将资本主义的所有条件视为从属于一个有

机整体的具有内在联系的诸要素。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与它的过去和

未来一样，只是一个“暂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并且与这一过程的

其余阶段有着密切联系。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部分的特殊性有

可能影响到整体的普遍性，随之会引发未来阶段的变化。没有一成不

变的未来历史，一切都处于辩证发展之中。因而，绝不能将马克思思想

认定为历史目的论。在这一意义上，辩证逻辑与历史主义深深影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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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预期的合题未曾出现，则轻易就改变为另一合题。而我们怎样能够决定

在诸多提供给我们的合题中选择出正确的呢？又或者，我们怎么知道在合题

出现之前，经由我们分离的正题是否正是当前所处阶段的核心正题呢？这些

问题都会涉及对纷繁杂多的关系进行分析，而实际上，对这些问题我们并不可

能得出结论性的答案。

［美］奥尔曼：《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１１年版，第 ７３页。



马克思研究主体的方法及组织方式，与内在关系本体论和抽象方法共

同构成马克思的方法———辩证法的核心，实现对于社会现实的富有生

命力的考察。

四、理论意义及其限度

通过前文论述可知，奥尔曼借助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再考察，将内

在关系哲学与抽象方法作为他对马克思的辩证法重新解读的两大支

撑，对辩证逻辑与历史主义受到的批判做出回应，重新建构马克思的辩

证法，在这一意义上实现了对马克思辩证方法的辩护。然而，这一辩护

却不乏其问题。其中，受到学界最多质疑的是内在关系本体论。为什

么要将内在关系哲学作为马克思辩证法的本体论根基？内在关系哲学

在马克思那里是否真的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此外，就内在关系哲学本

身而言，内在关系观念的存在是否会导致认识的可能性的削弱？这些

问题一方面是对内在关系哲学与马克思思想相联系的合法性的质疑；

另一方面是针对内在关系哲学的有效性的攻击。对此，必须给予重视

并给出回应。

内在关系最早由巴门尼德提出，再在斯宾诺莎的思想体系中被着

重强调，之后经由莱布尼茨对其发展并于黑格尔处获得了系统表达，可

以说这一哲学传统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密切相关，同时也是马克思

思想体系的关键所在。之所以将内在关系哲学作为马克思辩证法的本

体论根基，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马克思把事物当作“关系”来看待这一

观点的阐述。“物本身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

人是现实中“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由于马克思将事物理解为关系，

他才能既将人看作社会关系的总和，又得以把他们理解成物。马克思

还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或者说人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它

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此时我们看到的显然不是一

种外在关系。不仅是人，在马克思看来，事物与社会关系间也存在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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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使它们彼此联系。并且，否定马克思思想与内在关系哲学之间的

联系就意味着严重割裂了马克思同那些滋养他的哲学传统的关系。黑

格尔、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都曾讨论过事物的意义进而使事物的性质

得以在内在关系中体现，作为青年马克思极为慎重研究过的哲学家，其

思想上的联系绝不能否认。

而对于内在关系哲学有效性的质疑，具体就体现在认识的过程中：

“既然整体中各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如何从相互联系的整体中将个

体分离乃是认识的关键，因为认识只能从个体开始；而即便做到了对整

体中部分的个体化，这一个体化认识是否正确也属未知。另外，为了认

识某一个体而认识与之相关的所有关系也是不必要的”。① 其实，上述

观点对内在关系哲学的驳斥并非强有力的。首先，认识的确始于对个

体的把握，但不应因此就否定部分在整体中的相互联系。要知道，抽象

的对象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事物，而是过程和关系；其次，个体化认识究

竟是正确还是错误属于经验问题也亟须验证；最后，在认识个体的过程

中应不应该将与其相关的诸多关系一一达成共识，属于实用性的问题，

认识与否理应考虑人们现实生活中的需要，而不能直接做出断言。

那么，奥尔曼对马克思异化理论重新做出的考察具有何种意义呢？

这一点应将其纳入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中来理解。在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对马克思异化理论提出质疑并以此攻

击其思想一致性的典型是阿尔都塞提出的“认识论断裂”，而奥尔曼对

马克思异化理论重新考察的重要意义则在于正面回应了阿尔都塞的批

评。可以说，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设定了这样一个前提，即青年

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彼此间是相互对立的。在他看来，二者分属于截

然不同的问题框架，前者处于由异化及人道主义构成的一种“意识形

态”框架，而后者超出了原有框架，转而确立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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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框架①。

那么马克思的方法究竟是断裂的还是一致的？异化理论果真是前

科学乃至非科学的吗？基于奥尔曼关系性现实观视域下对辩证法的辩

护，我们认为，奥尔曼已然在这一意义上对上述两个问题做出了自己的

回应。

对于第一个问题，奥尔曼倾向于认为马克思的方法具有一致性。

但他并未忽视其中发生过的细微变化，只是在他看来，这些细小的变化

并不足以支撑起“断裂”这一判定。② 对于马克思方法的解读，他认为

不应仅局限在马克思思想的某一部分，而是要从总体上去认识。所谓

的成熟著作、早期著作，都与其著作中贯穿始终的方法的某方面有关。

“重要的是把马克思的著作视为一种在单一理论框架内进行的理论表

述，而不是对那些出现的相对较少和微不足道的变化进行无谓的强调，

否则只能为理解这些表述之间的内在关系增加困难”。那么，该如何

解释那些在马克思思想中确实发生了的众多微小的变化和发展呢？奥

尔曼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进化。正如我们看到的，马克思的研究领域

与研究结果都与其理论发展保持一致。尽管 １８４２ 年、１８４４ 年、１８４６ 年

和 １８４８年的著作显示出马克思思想的波动，但所有主要思想的发展在

本质上是同一的这一点一定不能被丢弃。总之，异化是马克思一生理

论思考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在异化概念的发展中，并不存在根本性的

断裂。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异化理论果真是前科学乃至非科学的吗？奥

尔曼的回答是否定的。在奥尔曼看来，异化理论包括马克思的内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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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０年版，第 １６页。
比如马克思在草撰晚期著作时经常参考他早期的笔记。如恩格斯所言，马克

思在写《资本论》时使用了他 １８４３—１８４５ 年所做的笔记。作为马克思《资本
论》的第一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１８５８ 年）就包含了好几页从手稿中
誊抄过来的内容。在出版的《资本论》中，也存在着很多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和

概念，而不是刚刚被认识到的概念。



系哲学以及他的人性观都有其科学特征，并未受到经验证据的影响。

关系性的现实观决定了异化理论绝不会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领域，它

不仅要求人们发现那些原本被孤立看待的事物彼此间的内在关系，还

促使人们将观察到的现象事物作为本质的现实来看待和处理。阿尔都

塞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视为意识形态，不仅是对异化性质的错误估计，

更贬损了异化理论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异化理论贯穿于马克思的著

作始终，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将各种要素整合。那些仅将异化理论定位

成马克思在当时情境下选取的让人们相信他的分析并接纳它的一种理

论形式，实际上是对异化作用的弱化。

然而，针对奥尔曼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考察，俞吾金教授曾言，异

化是马克思一生理论思考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在异化概念的发展中，存

在着一个根本性的视角转换，即从青年马克思的“道德评价优先”转向

成熟时期马克思的“历史评价优先”，而这一视角转换的前提则是马克

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① 但奥尔曼却倾向于认为马克思并没

有一个伦理理论，由此，俞吾金教授指出：“奥尔曼没有区分出马克思

异化概念中存在的两个不同的视角”，导致他“并没有提出实质性的

新见解”。②

首先，俞吾金教授对奥尔曼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对奥尔曼

认为“马克思没有一个伦理理论”③这一观点的指责。奥尔曼坚称不存

在马克思伦理学。其中，伦理体系被他理解为一种被人们想当然接受

下来的一种思维方式，即它们都有一个预设的判断基础，这一基础在做

出判断之前已经存在。也就是说，在“事实”被收集在一起以及它们与

判断标准之间的关系被澄清之前，就已经存在悬置的道德承诺，因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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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俞吾金：《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中

的视角转换》，《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 ２４期。
参见俞吾金：《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马克思异化理论发

展中的视角转换》，《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 ２４期。
Ｂｅｒｔｅｌｌ Ｏｌｌｍａｎ，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ｘ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 ｉｎ 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６．



后的“评价”成为一个有意识的选择。在这一意义上，奥尔曼赞同罗伯

特·塔克的观点，“伦理研究仅仅是一种基于悬置的道德承诺①的可

能，但马克思绝对没有悬置他的道德承诺；他也没有有意识地选择认可

或不认可；也没有针对他研究的事情明确表示他可能做出了其他什么

样的判断。”因此，奥尔曼否定马克思异化理论中道德维度的存在。在

他看来，倘若将异化理论理解为人道主义的、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基础

的否定性道德评判，那么“这里进行伦理判断的主体不是现实的人，而

是抽象的人。进行判断的标准不再是一个内在于现实社会中的潜在

物，而是同样抽象的善的观念，成为一种绝对原则。也就是说，这一意

义上的异化理论已经屈从于事实———价值之间的二元区分”。②

但矛盾的是，奥尔曼将价值伦理维度从马克思理论中抽离的这一

做法恰恰建立在他的内在关系哲学所反对的事实、价值二元区分的基

础之上。内在关系哲学中，“关系”包含着人们认为具有评价特征的要

素，但其实际乃是对事实的陈述，而非主观意义上的评价。事实上，内

在关系哲学已然将事实与价值二者密切联系在一起，③证明了马克思

思想中显然存在着价值伦理的维度；然而奥尔曼又反对马克思伦理学

的存在，尽管他反对的是预设抽象的道德范畴出发的伦理学，但他据此

反对马克思思想中的价值伦理维度则是他思想的一个内在矛盾。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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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种“道德承诺”，可以理解为伦理学所一般包含的一种有意识的选择。是一

种伦理预设，对于每个被研究的问题来说，都存在这样一个阶段。在奥尔曼看

来，将事实与价值二元对立，就是一种典型的失败预设。

［美］奥尔曼：《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１１年版，第 ３０７页。
在奥尔曼看来，“我们的‘价值’都与我们所获取的‘事实’联系在一起，而且不

可能把它们分隔开”，“所谓的事实—价值之间的区分就变现为一种自我欺骗

的形式”。Ｓｅｅ Ｂｅｒｔｅｌｌ Ｏｌｌｍａｎ，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ｘ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 ｉｎ 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６，ｐ．４６．并且，马克思著作中
“事实”与“价值”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必然联系已经被很多学者指出，例如，以

赛亚·伯林就曾评论说，“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民主理论相反，马克思认为脱

离事实不可能对价值进行思考，价值必然依赖于如何看待事实的态度”，Ｓｅｅ Ｉ
ｓａｉａｈ Ｂｅｒｌｉｎ，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６０，ｐ．６。



俞吾金教授所言，“退一万步说，即使马克思没有其独立的伦理理论，

也并不妨碍他从伦理学维度出发进行思考和评价”。①

不过，这一内在矛盾或许可在奥尔曼之后的论述中找到原因。在

奥尔曼看来，把伦理学赋予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会为资产阶

级的目的服务。他指出，马克思并不是带有主观色彩的去批判资本主

义，而是在力图表明，资本主义所做的事情与他们思考的不一致，他们

所说内容的来源和作用机制不同于他们所了解的内容，而且通过这种

分析本身让读者产生另外一种理解和行动。② 也就是说，如果马克思

的这种科学特征受到误解，那么马克思主义巨大的内在批判力就会被

消融。从这一角度上，奥尔曼是坚决将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

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做出区分的。但为了上述目的，即避免消解马克思

主义中的科学性和内在批判力，为此否认其伦理学维度却是一种过度

后撤。

因此，奥尔曼在这方面的确存在着其理论限度。但是，“正因为奥

尔曼没有区分出马克思异化概念中存在的两个不同的视角，所以他并

没有提出实质性的新见解”③这一观点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一断言

似乎完全遮蔽了奥尔曼重新考察异化理论所做出的努力。事实上，奥

尔曼基于辩证法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再考察是有其理论意义与现实意

义的。它有助于当前关于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深入理解。通过

关系性现实观，奥尔曼将资本主义视为汇集多种关系的有机整体，扭转

了原本只看到部分却忽略整体的狭隘认识观。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当前

资本主义的理解，更能俯瞰资本主义的全貌；不仅关注资本主义社会本

身，更能着眼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美国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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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俞吾金：《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中

的视角转换》，《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 ２４期。
参见［美］奥尔曼：《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第 ６３页。
俞吾金：《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中

的视角转换》，《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 ２４期。



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将奥尔曼评价为马克思方法领域最重要的研

究者。

不过，尽管俞吾金教授提出马克思异化概念发展中存在着视角转

换，但是他坚称马克思思想是具有一致性的。而奥尔曼运用内在关系

哲学、人性观等说明也是为了论证马克思思想的一致性，因此，在反驳

阿尔都塞的“断裂说”这一层面俞吾金教授与奥尔曼达成了共识。在

俞吾金教授看来，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与他的“视角转换”二者之

间是存在着根本性差别的，阿尔都塞的“断裂说”设定了这样一个前

提，即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彼此间相互对立。而无论是奥尔曼还

是俞吾金教授，都不认同这一前设，因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既没有抛弃

“异化”，也没有抛弃“人道主义”。与“认识论断裂”相比，“视角转换”

这一观点更为合理。它不仅表明马克思在青年时期与成熟时期思想上

存在的差异，更将彼此间的内在联系阐述清楚。因此，马克思思想的一

致性是毫无疑问的，异化理论可以说是基于唯物史观的价值维度的

理论。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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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价值形式中发现商品拜物教的秘密
———皮凯蒂对主流经济学意识形态的批判

张 米 兰

摘要：本文通过梳理从简单价值形式过渡到货币形式的过程，得出

了关于价值形式三重结构的两方面结论：价值形式的叙述方式是按照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分析的；从简单价

值形式到一般价值形式的三层结构表面上看似采取了黑格尔“正—反—合”

的辩证法结构，但马克思最终的目的是揭露存在在商品形式本身中的矛

盾，而非统一。对价值形式发展过程的历史分析为商品拜物教批判奠定

了基础。拜物教对人的社会关系的抽象统治实际上源于政治经济学家

对商品形式历史性的忽视。因此商品拜物教的真正意义在于激活了超

越资本运行规律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关键词：价值形式　 商品拜物教　 历史性

《资本论》的重读热潮在当今学界愈演愈烈，其主要用意都是用现

代学术资源去重构《资本论》文本，以应对当下世界的问题和基本处

境。詹姆逊认为，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构需要把握马克思如何“再现”了

资本主义总体性，“当代对真理的质询，以及对总体或实在的质询，必

须以再现（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问题为中心”。① 《资本论》全书都在试图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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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重读〈资本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版，第 ３页。



不同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进行“再现”，而商品章中价值形式一

节是马克思对于货币形式进行再现的尝试。在价值形式一章的开始，

马克思表明本章的主要任务是“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

事情：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①。詹姆逊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考察货币形式“没有前行，而是后退了”。具体的货币已经呈现在政

治经济学家面前，马克思要做的是用抽象的价值形式分析解开货币先

验的面纱。

历史上关于如何阅读《资本论》第一卷前三章，西方学者存在各种

争议。阿尔都塞曾建议读者跳过《资本论》第一卷前三章，因为其中渗

透了过多青年马克思的异化思想。他声称这些异化思想会使得马克思

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退回到了哲学框架内②。但是詹姆逊却强调“开篇

三章实际上包含了《资本论》的所有基本命题，因而是进入整部作品的

必然通道”。③ 价值理论的存在就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市场中价格和

交换现象背后的深层规律———即不同物品之间如何进行等价交换，以

及资本家如何从公平交易中获利④。笔者认为，前三章解释商品和货

币的形成过程是商品拜物教批判的基础。只有了解资本市场平等的意

识形态背后的“迷的性质”，才能理解物对人的统治如何建立以及被

批判。

一、价值形式的三重结构

《资本论》第二版价值形式的一部分与第一版相比有很大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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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６２页。
参见［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

社 ２００８年版。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重读〈资本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版，第 ９页。
参见夏莹：《试论马克思对物的追问方式及其激进维度》，《现代哲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３期。



放在附录中的价值形式被放在正文中重新编排，并且加上了“教科书

式”的小标题。除此之外，第一版正文价值形态理论的分析和第二版

的分析很显然有目的上的不同，第一版更侧重与如何表现作为总体的

商品价值，而第二版相对侧重“关系”中两个商品对等下的矛盾（另一

个侧面例证：第一版附录标题是“价值形式”，而第二版正文小标题是

“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说明马克思这里更注重描写了交换价值）。

（一）简单价值形式

简单价值形式首先要在物与物的交换中解决“相等”的问题。在

２０码麻布＝ １件上衣这个等式中，麻布和上衣作为不同物的量，只有在

化为同一个单位后才能在量上相互比较。实际上“麻布＝上衣”是这一

等式的基础。但是使得不同种有用劳动用等号连接起来的原因是什么

呢？马克思认为：①其中一个要素是“价值关系”：如果说我们把单个

商品看作人类劳动凝结而成的价值，说明我们“把商品化为价值抽

象”，但是这个价值抽象并不具有价值形式；但如果我们把单个商品放

到和另一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中，我们看到一个商品的价值能够通过

另一个商品表现出来。因此只有在商品与商品之间发生价值关系的时

候，抽象的价值才能以同质的价值形式表现出来。但仅有这一个条件

还不够，②另一个必要的条件是：抽象劳动的对象化。在“麻布＝上衣”

的等式中，缝和织作为不同的有用劳动等同了起来，只能说明这两种劳

动就价值而言不具有相互区别的特征，同属于抽象的人类劳动。但是

“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或人类劳动形成价值，但是本身不是价

值。它在凝固的状态中，在对象化的形式上才能成为价值。”①抽象劳

动必须附着在对象化的商品身上，才能作为价值的载体。这个价值载

体既能反映麻布的价值，又能使麻布和其他商品在此基础上进行交换。

马克思认为等价形式的特点是“使用价值成为它的对立面，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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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表现形式”①。这使得马克思重提了作为商品章前两节重点讨论

的二重性问题。前两节中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集中表现为一种性

质和数量的对立，特殊人类劳动的性质差别在商品的形式上只能通过

数量来说明②。商品的价值形式中爆发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绝对对

立，这种对立现在是以两个商品直接的交换关系为表现的。在这里，

“商品的自然形式成为价值形式”，这种转换只有在商品 Ａ和不同于商

品 Ａ的其他商品发生价值关系时才能实现。任何商品具有价值形式

的前提是，“使另一个商品的自然外形成为它自己的价值形式”。商品

Ａ价值形式的实现意味着对商品 Ｂ 价值形式的剥夺，这种剥夺披着

“对等”的外衣，不仅掩盖了商品形式本身的对立，而且产生了所有与

自由交换相关的意识形态的表面的合理性。马克思举了塔糖和铁的重

量相等的例子来说明商品 Ａ 的自然形式只有在同商品 Ｂ 发生关系时

才能成为价值形式。但他随即指出，塔糖的例子和商品价值形式有一

点不同，塔糖和铁的重量相等是出于自然属性，即重量；但是商品之间

的价值相等则是“某种纯粹社会的东西”。马克思说，相对价值形式把

自己的价值表现为某种和自己的自然属性完全不同的东西，这其中本

身就很明显的蕴含了一个社会关系；但是等价形式的社会关系却表现

为一种自然的东西，一个商品之所以具有等价形式，是因为这个商品本

身就表现价值———所以商品 Ｂ 的等价形式并不是在和商品 Ａ 发生关

系的时候才产生的，而仅仅是因为同商品 Ａ 发生关系才得以表现出

来。这里就出现了等价形式的“谜的性质”（等价形式的社会关系被掩

盖，而表现为一种自然的东西），这种形式只有在等价形式发展成货币

的时候才似乎刚刚呈现在政治经济学家眼前，但是马克思说实际上等

价形式的“谜的性质”从最简单的价值表现中就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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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扩大价值形式

同一商品和不同商品发生价值关系就会产生不同的简单价值表

现。随着与它不同的商品种类的延伸，个别的价值表现就转化为一个

扩大的价值形式。在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与简单

相对价值相比的两个变化：首先，麻布“通过自己的价值形式，不再是

只同另一种个别商品发生社会关系，而是同整个商品世界发生社会关

系”①。从马克思分析简单等价形式的社会关系时，可以看出这个“同

整个商品世界发生的关系”并不是在扩大价值形式中第一次出现的，

而是作为前提存在于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简单交换关系之前的，只不

过这个“同商品世界发生关系”的外观在扩大的交换关系中才显现出

来；其次，在简单价值形式中发生的两个商品以某一比例的交换可能出

于偶然，但是在扩大价值形式中，前一个偶然的必然的背景“马上显现

了”②（从“显现”Ｅｒｓｈｅｉｎｕｎｇ 的用词看，马克思想表明这一现象在扩大

交换中明显了起来，但并不是首次产生）———“两个单个商品占有者之

间的偶然关系消失了”。马克思总结道：“显然，不是交换调节商品的

价值量，恰好相反，是商品的价值量调节商品的交换比例”③。由抽象

的人类社会劳动决定了的价值量是产生交换的前提条件。在扩大等价

形式中，马克思指出先前存在的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对立进一

步扩大了，每一个等价形式甚至彼此对立，成为一个个特殊的等价

形式。

（三）从一般价值形式到货币

马克思在一般价值形式出现后，比较它与前两种价值形式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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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简单形式只能出现在交换的最初阶段，也就是劳动产品只能偶然

的转化为商品的阶段。扩大价值形式“在某种劳动产品不再是偶然地

而是按照习惯地同其他不同商品交换的时候”才出现。在这两种不完

全的价值形式中，商品的价值通过交换关系中一个或许多个不同商品

构成的序列被表现出来，后者作为等价形式只起着被动的辅助作用。

一般价值形式的出现必须是整个商品世界共同活动的结果，“商品的

价值对象性只是这些物的‘社会存在’，所以这种对象性也就只能通过

它们全面的社会关系来表现”①。在一般价值形式中，一切商品现在不

仅表现为质上的等同，而且表现为量上可以比较的价值量。每个商品通

过一般等价物表现了和一切商品共有的价值，因此“只有这种形式才真

正使商品作为价值互相发生关系，或者使它们互相表现为交换价值”。

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对立关系在三种价值形式中是逐步凸

显的。简单价值形式中这种对立关系由于不同商品在交换中角色的可

变性而没有固定下来；在扩大价值中这种对立只能在充分展开了的那

种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中呈现；到了一般价值形式中，一切商品都不具

有等价形式，而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也完全不可能具有相对价值形

式，这种对立的形式已经完全固定了。虽然一般价值形式阶段的对立

最为突出，但是这种对立却又因为交换形式的变化而被遮掩———简单

价值形式和扩大价值形式中的商品都不能进行直接交换，只有到了一

般价值形式阶段的一般等价物才能直接交换。但是直接交换的阶段性

却被庸俗的社会主义推广到商品交换的一切历史阶段上去了。同样

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无视了直接交换的历史性。后者之所以产生这

种错误，原因在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

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②。

陷入价值量的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没有注意到等价交换背后存在的价值

８５２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７９页。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９８页注释 ３１。



形式，也就不可能看到价值形式的历史性。而马克思跳出了价值量的

研究，直接分析商品形式的社会历史演进过程，才能超越等价交换的表

象从而发现剩余价值的秘密。

对价值形式的历史性分析给马克思接下来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做了

铺垫。商品的神秘性质从来不在于价值量的大小，而在于价值形式本

身。商品的价值形式使得“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

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

力的消耗，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生产者的劳动的那

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

式”①。从具体劳动中发现了以时间来计量的抽象价值是国民经济学

家的功劳，但是从“物的形式”到“价值量的形式”并不是商品发展的全

部过程。在价值量的现象背后蕴含着商品价值形式对社会关系的统

治，才是商品全部的秘密所在。

二、关于价值形式的两个结论

首先梳理本节：简单价值形式→扩大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

货币形式，其中分析作为价值形式秘密的起点的简单价值形式的结构

更为突出：分析相对价值形式的内容→分析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等价

形式→简单价值形式总和。

从这个结构中初步能得出两个结论：首先，价值形式的叙述方式是

按照《〈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分析的，并

且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式是通过价值形式的三层结构螺旋式上升

的。大卫·哈维在分析价值形式的论证时提出了这个问题：“马克思

是在做一个历史论证还是在做一个逻辑论证？”②表面上看，从简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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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形式到货币形式的发展是一个时间性的历史演进，而不是分析的逻

辑结构，因为历史上的确先从简单商品交换的逐步发展中产生了货币。

但是马克思在分析的一开始就是从“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

抽象形式以及两者的相等关系出发的，简单价值形式中出现的偶然交

换实际上是以整个商品世界的社会关系的发展为前提的。如果没有这

个前提，一方面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相互关系不可能被确定下

来；另一方面简单价值形式也不可能逐步发展成更完善的货币形式。

虽然作为“偶然交换的背景”的商品世界是在扩大的价值形式中显露

出现的，但是这个抽象的预设是在简单商品交换的具体事实呈现之前

而存在的。“我们的分析表明，商品的价值形式或价值表现由商品价

值的本性产生，而不是相反。”①这个表现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

的价值，只有当个人劳动成为总劳动的一部分，从而在社会中确立了自

己的位置的时候才能产生。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里的从简单价值形式

的“抽象”上升到货币形式的“具体”的路径上，货币形式作为最终的终

点表现为等价形式和相对价值形式在每一个阶段的矛盾关系的统一。

抽象的相对价值和等价形式的对等关系在价值形式逐步发展过程中导

致了货币的具体再现。虽然货币看起来是商品交换的起点，但是马克

思通过解释货币形式的起源的确确证了它是整个价值形式发展的逻辑

近路的结果。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马克思这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

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差距究竟在哪儿？新辩证法学派代表人物克里

斯托弗·约翰·亚瑟（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Ｊ．Ａｒｔｈｕｒ）认为马克思受黑格尔辩证

法影响之深，以至于并非马克思自己所说的仅仅“和黑格尔的表达方

式调情”那样简单②。他在《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第五

章中指出《资本论》中“从商品交换到价值”的部分和黑格尔逻辑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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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论”的部分相对应，货币与商品二重性与“质论”相对应，而资本

的实现方式是与黑格尔认为“概念”在绝对形式中的实现是相对应

的①。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商品的异质性在交

换过程中被抽象的过程，以及这种抽象以可见的方式在价值上表现出

来，是和思维的抽象展开方式一致的②。价值形式通过交换过程从商

品的具体内容中抽象的产生，然后摆脱了具体内容，并为自身设出抽象

的内容，是亚瑟对于价值形式分析的独到之处。但是要理解价值的抽

象如何在货币身上取得现实性，就必须研究从商品到货币的转化过程。

这种转化过程并不是纯粹的思想活动，而是现实的发生在交换过程的

历史演进中的。所以马克思强调，“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

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③。黑格尔的辩证法

能够是逻辑的自身演进，马克思的辩证法就必须下降到现实的历史环

节中理解。

第二个结论是，从简单价值形式到一般价值形式的三层结构表面

上看似采取了黑格尔“正—反—合”的辩证法结构，但马克思最终的目

的是揭露存在在商品形式本身中的矛盾，而非统一。这个矛盾体现在

单个商品上，是以“消失”（ａｕｓｌｏｅｓｃｈｅｎ）为表现形式的④。在“价值形

式”一节最开始，马克思就指出了一组关系：“（小麦等商品体）他们表

现为商品或具有商品的形式，只是由于他们具有二重的形式”。在总

结相对价值形式的内容时又出现了这两个形式：“通过价值关系，商品

Ｂ的自然形式成了商品 Ａ的价值形式”。商品作为一个整体是具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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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形式和自然形式的，但是这两种形式在价值关系中不能在同一个商

品身上同时存在。具有等价形式的商品 Ｂ 为了表现相对价值形式的

价值而出现，等价形式自身的价值并不能被表现，因此商品 Ａ 价值形

式的表现是以商品 Ｂ 价值形式的消失为代价。马克思在分析简单价

值形式总体时再次使用了这两个关系，而且是以表面上与上文矛盾的

形式使用了这两个概念，“这一关系中商品 Ａ 的自然形式只是充当使

用价值的形态，而商品 Ｂ 的自然形式只是充当价值形式或价值形

态”①。这段话表述了在价值关系中具有价值形式的是商品 Ｂ。那么

到底商品 Ａ和商品 Ｂ 哪个具有价值形式呢？如果从二者的矛盾关系

上看就不难理解。商品 Ｂ为了表现商品 Ａ的价值出现，说明商品 Ａ本

身无法表现自己的价值。因此商品 Ｂ 作为等价形式本身必须先作为

价值形式存在（如果商品 Ｂ 不具有价值形式，它就无法表现商品 Ａ 的

价值），但是一旦商品 Ｂ表现了商品 Ａ的价值，这个价值形式便从商品

Ｂ身上过渡到了商品 Ａ身上，这时看起来好像商品 Ａ本身就具有价值

形式，而商品 Ｂ的价值形式就消失了。所以上述两段话中，第一段描

述的是商品 Ａ和商品 Ｂ价值关系的结果，第二段描述的是价值关系建

立的开始。这个开始和结束实际上同时发生，价值关系等式形成时，商

品 Ｂ价值形式的消失，与此同时商品 Ａ价值形式出现。此时在价值关

系中，单个商品内部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通过两个商品之间相对价

值形式和等价形式之间的对立体现出来的。

马克思在“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这一节所采用的“再现”货币本

质的方法，是一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理论的结构。虽然马克思

表面上采用了“与黑格尔调情”式的辩证法结构，但是他最终试图揭露

的是在价值形式等价的面纱下隐藏着的绝对对立。与此相反，“正反

合”的合题是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那里达到的，政治经济学家们

取消了货币形式在历史上的特殊性，忽视作为前提的商品世界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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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把直接交换的可能性推广到历史上的一切社会形态中。詹姆逊

强调，可以把“商品章”看成是“对商品交易对等的大规模批判”。出于

这种批判的目的，作为价值形式的终点的货币形式必须表现为从简单

商品形式中就存在的商品本身二重性矛盾的集中爆发，而这种爆发被

“对等”所展现的自由交换所掩饰，最终凝结成商品拜物教中“一个既

可感又超感”的神秘实体。

三、商品拜物教的问题在于无历史

“把握个别分析和命题在整个结构中的位置是解读《资本论》的方

法之一”①。如果说价值形式理论要解决等价交换和获利的问题，那么

商品拜物教批判就是要揭示在市场原则下蕴藏的公平交易的意识形态

是如何以物的抽象统治消解了人的主体性。价值形式对商品形式“谜

的性质”的追问本身只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固有本质的描述，而商

品拜物教则是完成了对这种固有的本质进行批判，从而完成将商品形

式祛魅、将消失的主体性还给人的工作。

在对价值形式的分析中，马克思揭示了货币形式看似是相对价值

形式和等价形式的统一，实际上内涵了商品二重性体现在货币身上的

绝对对立。这种商品内部自身性质的对立到了拜物教阶段，发展为人

与物之间的对抗关系。这种人与物的对抗关系源于商品内部的对立，

表现为“既可感又超感”的商品神秘性。马克思首先指出，商品的神秘

性质不是源于其物理性质，而是源于劳动产品所采取的商品形式。从

劳动产品到商品形式经历了一种由“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到“视

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的转变②。这种转变就是生产劳动产品的劳

动开始具有社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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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进一步在“交换”中分析了这种劳动的社会性质。首先，私

人劳动的社会性只有在交换中才能表现出来。独立劳动的私人生产者

通过交换劳动产品从而发生社会联系，这种私人劳动才能成为社会总

劳动的一部分。其次，在交换中，私人劳动获得了二重社会性：①生产

者的私人劳动要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必须首先作为有用劳动来

满足社会需要；②有用的私人劳动只有同另一私人劳动发生对等的交

换关系，前者才能从社会生产中满足自己的需要。在私人劳动获得二

重社会性过程中，一方面具体的有用劳动被抽去了实际的差别，化成作

为抽象的人类劳动———私人劳动的社会有用性成为劳动产品的有用

性；另一方面，私人生产者的社会关系成为不同劳动产品之间具有的交

换关系———劳动者交换的社会关系成为劳动产品对等的社会关系。因

此，生产商品的劳动在被赋予社会性质的过程中，私人劳动的二重社会

性彻底变成了商品本身的社会性。

在马克思对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我们看到，表面上作为客观范

畴的商品其实内含着对生产劳动及其主体的社会性的褫夺。但是拜物

教批判揭示了深层的问题。人们沉浸在商品对社会关系的抽象统治中

不能自拔，根本原因不是由于物与物之间形成的拜物教统治如此强大

以至于无法挣脱，而是因为人们没有看清这种属于商品的社会生产方

式的历史性。于是接下来马克思分析了四种没有商品生产，也不存在

拜物教统治的“直接社会化劳动”的生产方式：鲁滨逊的故事、中世纪

欧洲人身依附关系、原始农村家长制生产和一个“自由人联合体”。

詹姆逊指出了前三种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的相似之处：无论是以

宗教形式、家庭形式还是封建城邦形式为统一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其

与当时社会的主导经济生产方式都是相区别的。与此相反，资本主义

通过分离的个人而构建起来的社会形态，同资本主义生产类型（即私

人劳动的社会化）相一致，使得意识形态主导因素和经济生产因素在

资本主义社会达成了“首次的统一”。这种统一原则上使资本主义社

会有可能成为“第一个透明的社会，即第一个公开了生产秘密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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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但是这种真理能够被揭示的可能性旋即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

遮蔽了。① 这种意识形态的问题在于消除了商品的历史性，而将其固

化成一个客观的经济范畴。这样一来导致两个问题，一是“没有商品

形式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成为无法理解的存在，“政治经济学对待资产

阶级以前的社会生产有机体形式，就像教父对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一

样”。②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既然商品作为客观的经济范畴一直存在，

那么超越市场经济这种社会生产方式的可能性就被消解了。这就使得

人们摆脱拜物教统治，从而真正从物的关系之下解放人的社会关系成

为不可能。

因此商品拜物教的真正意义在于激活了超越资本运行规律的可能

性与必然性。既然从简单商品形式到货币的发展是一个历史性过程，

那么作为商品内部矛盾集中表现的货币权力就能够被历史地推翻；既

然从直接劳动社会性生产的原始社会到以市场为原则的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是一个历史性过程，那么抽象地统治了私人劳动及其社会关系的

商品拜物教就能成为历史的过去。这样整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就不仅

局限于解释和描述资本运行的规律，而在于寻找资本运行的内部矛盾，

从而通过革命对拜物教统治予以突破。

小　 　 结

如果说马克思在分析价值形式时是采取正向的历史性叙述来描述

货币形式的形成过程，那么在拜物教批判中，马克思则是采取逆向的形

式把商品作为资本世界业已确定下来的结果，从后向前批判商品本质

中蕴含的拜物教统治。因此马克思在正向分析中发现了价值形式的历

史性，在逆向批判中找到了超越商品拜物教的可能。所以作为分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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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拜物教基础的价值形式理论，其在《资本论》整体结构中的意义是不

能被忽视的。这种历史性的分析表面上采用了黑格尔“正—反—合”

的辩证法方式，最终揭示的不是二重性在商品形式中的和解，而是在价

值形式发展到货币时的集中爆发。矛盾在历史发展中的凸显也意味着

矛盾将被历史地解决，一旦逃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笼罩在商品拜物教

身上的一切魔法就立刻消失。这说明商品范畴不是固化的客观存在，

超越资本统治的可能性就蕴含在资本内部。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在

价值形式分析的基础上才能理解商品拜物教的秘密及突破的可能。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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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批判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阿多诺视域下的巴克豪斯价值形式理论

梁 思 远

摘要：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社会批判理论闻名于世，

与马克思不同，他们的理论重心并未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上。受阿多诺

的启发，“新马克思阅读”的奠基人巴克豪斯发现在《资本论》第一版到现

行版的演变中，关于价值形式的辩证叙述消失了。据此巴克豪斯再度从

社会批判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发展出一套以价值形式辩证法为核心的

价值形式理论、货币价值理论和拜物教理论，重构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

其理论的目的在于为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奠定政治经济学基础。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　 社会批判理论　 价值形式　 辩证法　

巴克豪斯　 阿多诺

早在 ２０世纪，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就已经看到经济事实

和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因素纠缠在一起，学科之间的孤立研究

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了。因此，社会批判理论不再只关注政治经济的领

域，精神分析、现代社会学等新兴学科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内部理论研究

热点。但是只要深入了解法兰克福学派史及其成员的著作，就无法否

认政治经济学仍在整个批判理论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例如阿多诺就

是从资本主义交换体系来对同一性进行批判。但这一社会批判理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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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致命的缺陷：“新马克思阅读”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赖希尔特对此评

论道：“阿多诺关于交换与现实抽象的反思总结了辩证理论的所有主

题，但所有的主张都局限于断言的领域。”①“如果批判论中所有的相关

概念不予以具体的阐述，那么这一理论将会面临社会理论思辨的指

责。”②针对这一问题，“新马克思阅读”可以被视为一项为阿多诺社会

批判论奠定政治经济学基础的计划，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其创始人巴克

豪斯为整个运动提供一个有前提的纲领性的起点，他的理论以价值形

式的辩证法为切入点来解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及现实，在此基

础之上重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

一、巴克豪斯对《资本论》的再解读

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１９２９—　 ）是德国经济学家、哲学家。

冷战时期，他曾从东德赴法兰克福大学求学，其间跟随阿多诺学习，虽

未能成为阿多诺的亲传弟子，但深受其影响，对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

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后就职于法兰克福大学和不来梅大学。组织

编写了 １２辑《社会马克思理论研究》，先后发表过《价值形式的辩证

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辩证原则》、《哲学和科学之间：作为批

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学》等文章，不仅直接引领了“新马克思

阅读”运动，其思想也对后来的新价值形式学派的亚瑟、开放马克思主

义的霍洛威、博内费尔德等人的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巴克豪斯对价值形式的研究兴趣直接来源于对《资本论》的文本

研究：他于 １９６３ 年在法兰克福的一个图书馆内无意间发现了《资本

论》第一版的一份复印件：“初看之后可能注意到在概念的建构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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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问题设定上存在一种范畴上的差别，这在第二版中只被简要提

及。”①这一点引起巴克豪斯的注意，在同赖希尔特等人一起仔细研究

这一文本之后，他们看到价值形式的问题是值得加以密切关注的。这

首先是因为价值形式理论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完成过程中于理论

上倾注了最多心血的一部分。一方面，这个问题一直被他视为政治经

济学批判的重点，它对于货币的必然性的证明、拜物教的破译以及交换

过程论证至关重要；更为关键的是对古典经济学派来说，价值形式的这

种把握方法是完全没有意识到的问题，由此马克思进入对政治经济学

的批判，并逐渐与西方经济学分道扬镳；另一方面，理解价值形式的分

析是十分困难的，就研究对象本身来说，对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细

胞的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分析，较之资产阶级社会这一具体的社会形态

的分析更为困难，但又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在经济的各种形式的分析

中只有头脑的抽象力作为分析工具。

其次是因为对价值形式的理解仍然迷雾重重、充满争议，除了这个

问题的研究本身就十分困难外，更重要的是巴克豪斯认为马克思本人

并未留下一个完整讨论价值理论的文本，虽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

批判》中对劳动价值学说的问题有所阐述，但是直到《资本论》他才着

手对价值形式进行详尽研究，并在《资本论》的修改中留下不同版本的

分析。巴克豪斯注意到在整个修改过程中，分析最大可能地通俗化了，

除了初版自身在问题提出和概念建构上隐含的矛盾消失外，初版中有

关价值的“等价形式”的分析中存在着的辩证矛盾也消失了，然而这些

问题都未引起学界的重视。于是巴克豪斯用还不为大众所熟知的价值

形式的分析方法去处理马克思的相关理论。这种做法虽然充满争议，

但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对于这一问题的考察是十分有必要的，并

鼓励他继续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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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巴克豪斯并未给出有关马克思《资本论》几个版本中具体的

修改细节，但是以他的简要叙述为线索，通过对比《资本论》第一版正

文、附录以及现行版，我们可以发现巴克豪斯所说的辩证矛盾：

一方面，在问题的设定上：第一，在《资本论》价值形式理论的开头

相关自然段中马克思做出的删减，使价值实体和价值形式，尤其是货币

之间的地位、关系有了微妙的差别。在第一版正文开头部分论述道：

“由于这个形式 ２０ 码麻布 ＝ １ 件上衣是单纯的，因而在分析上是有困

难的。其中所包含的不同的规定多为隐而不显，是未展开的、抽象的，

而只有通过使用抽象力，才能确保分析地进行。”①价值形式一是货币

形式的胚胎，构成这个形式的各种规定还是潜在的，它可以说是细胞形

式，因而价值形式一只能从具体的价值形式（货币）中抽象出来。可以

明显看出马克思采用从后往前的思索方法，但是这里引述的段落在附

录和现行版中都被删去了。不仅如此，现行版中论述方式完全改变了：

由于这个量的关系是由等号连接的，因而麻布和上衣作为价值量是同

一单位的表现、同一性质的物，所以“麻布 ＝上衣”是这一等式的基础。

这一表述更加严密地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价值，

通过预先设定商品之间等价的标准，进一步突出了价值实体和价值量

之间的关系。这里两个版本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第二，在初版正文价值形式第七自然段中，“在简单的相对价值 ｘ

量商品 Ａ＝ｙ量商品 Ｂ中，如果只考察量的关系的话，从中发现的只不

过是关于上述展开的相对价值的运动的各种规律，这些规律全部基于

各个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这些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这一事

实。但是如果从质的方面来考察两种商品的价值关系的话，能够发现

这个简单的价值表现中的价值形式的，即货币的秘密。”②在这段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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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初版又附加了一个脚注（２０）：“经济学家们为被一贯对材料的关

心所影响，以至于错漏了相对价值表现的形式内容就不足为奇了。之

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黑格尔之前，甚至连专门的逻辑学家也错漏了判

断例和推理例的形式内容。”①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清楚地将价值实体与

价值形式作出区分，并判定古典经济学虽然阐明了价值实体，但却未能

提出价值形式的问题。而他认为自己理论的独到之处恰恰在于第一次

正确地提出了价值形式的问题，因而马克思的研究绝不会是古典政治

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的继续，即不会是从劳动走向货币。

另一方面，在概念建构上：对《资本论》初版正文中明显运用了黑

格尔特色的语言被大量删减，最明显的是“二重化（ｖｅｒｄｏｐｐｅｌｎ）”概念

的运用。例如：在初版正文的形式一中的第 ５ 段以及注释（１９）中：在

“麻布＝上衣”的等式中，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是在裁缝劳动中被具体

化的，与黑格尔的概念无需外在的对象而能够把自我客观化是同一回

事，“概念最初只是主观的，无需借助于外在的物质或者材料，按照它

自身的活动，就可以向前进展，以客观化其自身。”②类似于黑格尔所说

的“概念”的具体化。同样，在初版正文价值形式三部分的第二自然段

关于一般等价物有一个类比：“在形式三中，麻布对其他一切商品，都

是作为等价物的类的形式而出现的。这就比方说按照分类，动物界中

有各种属、种、亚种、科等等，不仅存在与狮子、老虎、兔子以及一切其他

的现实动物，与之相并列，还存在表征整个动物界的个体的具体化的

‘动物’这种东西。这样一个单一体就是一般，就如同动物、上帝一样，

其中包含了所有现实存在的种。因此麻布通过另外一种商品作为价值

的表现形式与之相联系，与作为个别等价物时一样，麻布取得了一切商

品共同的价值表现形式，成为一般等价物，一般价值实体，抽象人类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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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一般体化物。因而在麻布中被物化的特殊劳动，现在就作为人类

劳动一般的实现形式，作为一般劳动而具有效力。”①人类劳动是动物

或者神之类的一般的东西，一种现实的抽象。在价值关系及其所包含

的价值表现中，并不是抽象的一般的东西被当作具体可感觉的现实的

东西的属性，而是相反，可感觉的现实的东西被当作只是抽象的一般的

东西的具体实现形式。

在之后的诸版本中，以上充满辩证意味的表述都被删改了。这种

明显的改动有两点是值得关注的：首先，在概念的建构中，马克思是从

抽象劳动具体化的角度来论证价值形式的等式的，这明显与他在问题

设定时提出的从货币来研究是矛盾的。其次，虽然初版正文和现行版

都是从抽象劳动的视角讨论“麻布 ＝上衣”这一等式，但是两者讨论方

式是有显著差异的：初版是从抽象概念自身二重化产生差异的角度来

论证的；而现行版则是从“麻布和上衣作为价值量是同一单位的表现，

是同一性质的物”②的角度出发。巴克豪斯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细微

的差别，并以此为契机发展出价值形式的辩证法理论。

二、价值形式的辩证法

既然巴克豪斯将其理论核心概括为价值形式的辩证法，那么准确

理解巴克豪斯所谓的辩证法就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辩证法对于《资本论》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马克思认为

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辩证法是否定的和革命的。阿多诺继承了

马克思的理论传统，发展出“否定的辩证法”。与自古希腊以来的哲学

传统不同，阿多诺认为哲学真正关注的是概念和非概念的、个别的、特

殊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因而辩证法是对非同一性的前后一贯的认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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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非同一性”就是那些特殊的存在物，是感觉、思维反映出来的外

界的个别事实，是概念无法容纳的异质性的东西，只有非同一性的东西

才倾向于真实。因而只有否定的辩证法才是真正的辩证法，因为否定

的力量就在于非同一性，它是推动事物发展的真正动力。“否定的辩

证法”尤其反对同一性，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所要反对的同一

性实际上是主客体的同一性，它会导致同一性思维的强制、概念的拜物

教。在哲学史上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笛卡尔的我思、康德的自我统

觉、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卢卡奇的无产阶级意识，甚至海德格尔的存在

的本体论都落入了同一性暴力的窠臼，与之相反，否定的辩证法最终想

要达到的是概念的星丛———一种既保持着异质性，同时又相互关联的

状态。

阿多诺对同一性哲学的批判不仅仅只是在概念逻辑的层面，阿多

诺还找到了它的现实基础———交换的同一性，因此阿多诺理论重点聚

焦于交换领域中的价值形式问题，而非生产领域。他认为：“交换原则

把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概念，因而从根本

上类似于同一化原则。”①商品交换是同一原则的社会模式，正是通过

交换，不同的个性成了可通约的和同一的，因而交换并不仅仅是手段，

而且是内在地决定每一社会事实联系的前提，可以说交换实现了客观

的社会联系。阿多诺抓住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点———以交换作

为社会综合前提，从而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分道扬镳。资本主义

社会的交换逻辑使其相对于封建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进步的，至少在

政治上人们实现了自由平等，个体权利得到尊重；但是与此同时，阿多

诺也批判了交换逻辑带来的同一性的暴力：根据交换原则，质的非同一

性不得不进入量的同一性的坟墓，有个性的个人拥有的异质性被取消，

取而代之的是形形色色的集体的伪主体性。因而，在阿多诺强调：“社

会实现的任何一面都不能被观察者理解为最终的或自身完全的，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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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如实证论者所相信的作为社会理论基础的真正存在，只是普遍与

特殊、要素与整体的永恒冲突。”①

受到阿多诺的启发，巴克豪斯的理论探索开始于资本主义商品的

交换这个事实中，探讨作为本质内容的价值如何表现为货币这种形式。

价值是一个抽象物，一个商品的价值没办法通过自身表达出来，必

须通过不同于自身的他物表达，于是等式的一边成为使用价值（相对

形式）将自身的价值对象化于另一个商品体（等价形式），这样抽象的

价值就以物的形式显现出来，这就是价值的对象化。价值表达的迂回

之路的根据在于对马克思来说商品不是一种无差别的僵化的实体性内

容，而是内含差别的整体（Ｅｉｎｈｅｉｔ），会在不同性中展开自身的主体。

从《资本论》价值形式部分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

中，交换活动和产品必须通过一种特殊同时也是一般的产品中介，这个

产品就是货币。此时作为等价物的货币就只有作为价值形式一项职

能，不再是形式一中商品 Ｂ那样，既具有商品的属性，又同时作为价值

形式。作为货币的货币存在于一种矛盾结构的统一体中：一个特殊的

存在直接显现为一个一般的存在。这样商品是它自己，同时它还等于

他物———货币，因而它是同一性和非同一性的统一，这种不同性中的同

一以黑格尔的术语“二重性”而闻名。

巴克豪斯认为这种辩证的概念被马克思改变了：为了表明商品—

货币—等式（Ｗａｒｅ－Ｇｅｌｄ－Ｇｌｅｉｃｈｕｎｇ）的结构：商品交换使商品自身二重

化为商品和货币，这种外部的对立表述的是内部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

立。巴克豪斯想要强调：“商品 ＝货币”的价值形式四中涉及的是一种

真正的异质性的对立，这种理解正好与传统马克思理解不同：相对价值

形式将价值对象化到自己对立面的等价形式，从价值形式一发展到价

值形式四，最终到货币价值形式，对立面合为一，这就是类似于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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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合”的辩证法，如果按照这种理解价值形式的辩证法中包含

的异质性实际上被取消了。

价值形式的辩证法中包含的异质性到底是什么？巴克豪斯在《价

值形式的辩证法》一文中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四条的改写中有

所提示：“李嘉图是从经济上的自我异化，从商品被二重化为价值物：

假想物和现实物的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把劳动作为价值的基

础。他没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呢。因为

商品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一个独立的经济范畴王国，

而固定为意识，这一事实，只能用社会劳动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

明。因此，对于社会劳动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

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在劳动中发

现了价值的秘密之后，劳动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在实践中

受到革命改造”①。这里巴克豪斯认为传统“预先设定好商品中包含有

一般人类劳动，劳动创造价值，人们可以凭借价值进行交换，由于交换

的需要产生了价值形式”的解释路径需要加以重新审视和推敲，其中

“劳动一般”这一抽象概念的直接设定充满了形而上学的意味，是值得

怀疑的。他坚信在马克思那里，劳动绝不可能是一个超历史的永恒范

畴。需要以逻辑的考察代替历史的考察，这就必须考虑概念的给出条

件，即我们所讨论的“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一

异质性是抽象概念无法消解掉的。

三、货币价值理论

按照价值形式的辩证法的理解，传统对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解

读误解了马克思，混淆了马克思研究方式和叙述方式，或者说根本未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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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到马克思从后思索的方法；巴克豪斯认为持有这种观点的古典政治

经济学、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甚至是马克思本人关于价值形式的叙述都

可以被归为前货币的价值理论；与之相反，巴克豪斯将自己的价值理论

称为货币价值理论，其核心观点是认为抽象的实体化的劳动不是前货

币的、前价值形式而具有的，如果没有交换就不会也没法计较商品中包

含的劳动，因而价值纯粹是交换的结果，价值的内容是由形式来赋予

的。因此，以巴克豪斯为代表的“新马克思阅读”重建政治经济学批判

的出发点在于否认将马克思的方法解读为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同时巴

克豪斯指出：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在《马克思价值理论重建材料》一文中，他将“历史和逻辑统一”的观点

归结于恩格斯，他所谓的“简单商品流通的前资本主义阶段”这个概念

是虚假的。恩格斯首先在 １８５９年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的评论中显示出这种误解和简化，他在关于“简单商品生产”的讨论中

认为：价值论是简单商品生产规律的逻辑理解，价值形式是货币在社会

中历史性呈现的逻辑反映。这一观点后被苏联马克思主义教条地奉为

圣经被加以广泛传播。客观的（经典的或马克思主义）与主观的价值

理论也同样共享了这一观点，他们假设了货币出现之前物物交换的初

期状态，以及价值形式由于经验上面临的困境而从形式一到形式四的

历史形成过程。据此，巴克豪斯强调马克思的价值论必须被理解为是

对这些前货币的或非货币的观点的批判，他甚至认为马克思本人就力

图否认价值规律可被追溯到一个前资本主义的商品所有者的社会，坚

持前货币的商品概念是无法被思考的。

货币价值理论和前货币价值理论之间的差异首先在于对价值形式

等式中的“等价”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前货币价值理论认为两个商

品如果都是劳动产品，在纯价值的意义上他们的等同性在于劳动。抛

开所有自然属性只考虑商品中包含的一般人类劳动，此时的价值形式

只是附庸于价值的表达形式。二是通过货币来等同，此时交换是按照

“商品—货币—商品”来交换的，有时甚至不是劳动产品（按照前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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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就意味着没有价值），Ｃ—Ｍ—Ｃ′的等式也是可以成立的。价值

形式的辩证法最后是通过货币来完成的，特殊的物与物之间通过货币

直接等同。与之相应，存在着两种辩证法：一种是前货币价值理论中涉

及的辩证法，最典型的体现就是《资本论》中价值形式从形式一到形式

四的辩证法发展的过程的分析：价值和价值形式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物，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那里，价值基于抽象的同质化的劳动，

只是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劳动的耗费有关，因而价值是本质性的东

西，价值形式只不过是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最简单的价值形式中，商

品 Ａ的抽象的价值抽象只通过商品 Ｂ才能确定，才能在社会意义上得

到承认；个别的价值形式是偶然的、具体的、只适合小范围的，因此必然

会到总和的或者扩大是价值形式二，就是不仅和某一固定的商品交换，

还和其他商品交换，是庞大的分散的东西；但是价值形式在与大量不同

的商品中的交换仍然是特殊的、有局限的，所以必须要到价值形式三，

即一般的价值形式，此时有一个统一的一般的标准，其他商品都可以与

它交换；但是一般价值形式对于不同的群体可能是不同的，在某种意义

上仍旧是偶然的，不具有普遍性、普世性，交换仍然会面临中断；在任何

时期任何地点都统一适用，不会因为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的，类似于

“普照光”的价值形式就是价值形式四———货币价值形式。从个别—

特殊—普遍的过程是黑格尔辩证法非常重要的环节，是一种纯粹就形

式的维度而言的辩证法，商品 Ｂ是商品 Ａ的价值形式，只是形式，不是

内容，内容是 Ａ本身。另一种是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商品—货币—商

品”，这种辩证法只关注价值形式四，而不关注价值形式四之前的价值

形式的变化：商品 Ａ和商品 Ｂ都是个别的东西，但是在有了一般、普遍

的价值形式之后，通过货币把两者之间连接起来，此时特殊与一般就直

接处于矛盾对立的张力中。这种理解的根据在于价值形式四是理解之

前所有形式的现实的前提。

巴克豪斯对价值形式的理解是与阿多诺对辩证法理解息息相关

的。阿多诺认为，黑格尔的否定观是不彻底的，在肯定—否定—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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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的过程中，每一阶段都使事物的同一性得到增长，最终所谓否定之

否定实质上是肯定。因此，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蕴含着反辩证法的因

素，差异最终都辩证地达到了和解。阿多诺则坚持彻底的否定而与黑

格尔划清界线：用同一性来消弭辩证矛盾，只是向纯粹推论的思维的复

归，因而只是主观上忽视了辩证矛盾所意指的东西，真正剩余的异质性

是无法消除的。因此辩证法的规律不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而

是“否定，否定，再否定”。在非同一性作用下，任何同一性都必然要走

向瓦解，任何对同一性的坚持本质上都是为现存事物的辩护。

巴克豪斯认为前货币价值理论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困境：首先，按照

前货币价值理论来看，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如果不从抽象的思想

物出发，而是通过具体现实的劳动来看，那么劳动和价值是异质的，等

式无法成立。但是问题在于：第一，在《资本论》第一章第一节价值首

先不依赖于它们的形式而被考察，这种阐述带有主观断言的嫌疑；第

二，不依赖于现象形式的本质的分析导致马克思完全突然地，没有任何

内在必然性征兆地回到了分析现象形式之上，这样二、三节之间的叙述

就是断裂的；第三，在头两章里对价值实体学说和劳动的二重性学说阐

述是充分的，“然而第三节———价值形式学说———多数情况下只是被

理解为一个附带的论证或者作为对前两章已经被推导出的结论的‘辩

证’的修饰而已”①，这样极容易使读者将货币认作为了交换方便而人

为设定的联系，因而作为附属的货币是可以取消的，对此巴克豪斯强调

商品和货币的关系不仅仅是心理现实（主观价值理论认为这种关系只

是一种介于一个主体和客体之间对于内容的心理学关系），而且是社

会实在，具有客观维度，这恰恰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

其次，前货币价值理论的讨论是有前提的，但是这一点却常常被他

们忽视了。这个前提就是：他们作为逻辑起点的价值实体的劳动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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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社会才出现的劳动一般。而这一前提背后有丰富的政治内涵，

最为关键的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主义社会与

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

处于人身依附关系中，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处于双重自由状态。

一方面，工人获得了形式上的自由，由于政治解放，人身依附关系被打

破，至少在法律上人人生而平等；另一方面，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分离，

工人无财产的束缚，除了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因而他们要想生存下去就

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第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最直接的目

的是满足统治阶级的欲望———限制被统治阶级的需要并且满足统治阶

级对不断扩大的奢侈品和战争的需要；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唯一

目的就是资本的增殖。在以上两个方面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中交换

占有统治地位，任何财富都必须通过货币来中介，马克思指出，“个人

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个人通

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①。

对政治前提的考察是巴克豪斯对《资本论》做出逻辑解读的根据，

也是他们的价值形式的理论上优越于重商主义的根本之处。“对现代

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探讨———重商主义———必然从流通过程独立化

为商业资本运动时呈现出的表面现象出发，因此只是抓住了假象”②。

即“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同商品相对立，或者说，交换价值必须在

货币上取得独立形式，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③ 但是看不到这个

基础背后的政治内涵，因此批判只能流于现象，而无法把握其实质。同

时，亚当·斯密的价值规律的合法性也面临着同样的质疑：虽然亚当·

斯密断定商品的价值被劳动时间表征，但是他之后又将价值的这种决

定因素的真实根据转移到前亚当时期。换句话说，亚当·斯密建立的

经济学模型是在没有资本主义的天堂里（在那里资本家、工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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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者等只是作为简单的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商品的价值被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但是一旦开始检验更高更复杂的资本、工资、租

金形式时，他考虑简单商品时视为依据东西就变得不清楚了。

最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路径难以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

出现的现象———价值形式表达的价值和实体的价值之间是有错位的。

虽然在商品 Ａ与商品 Ｂ的交换中，商品 Ｂ 是商品 Ａ 的价值表现，但是

这极有可能是在社会承认、社会权力的意义上表达出价值，这是和它真

实的内在包含劳动的价值之间无法完全等同起来，最极端的例子是不

包含社会必要劳动的商品却具有价格，例如地皮。而这种表现和实在

的差异恰恰就是资本主义危机之所在，以及资本主义中对抗性矛盾出

现的政治经济学的原因。

认为前货币的交换经济存在着逻辑上矛盾，当然不是说前货币的

绝对价值本身不能思考，更不是要否定历史唯物主义，普遍商品交换当

然是奠基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的，但是巴克豪斯认为问

题的关键在于前货币价值的一般特点根本上的显现和实现并不是在一

种前货币的交换价值结构中，而是在有货币中介的商品—货币这一结

构中，这种前货币的价值在一个前货币的交换价值中实现是不可能产

生的，但它本身是商品交换中最高的真实、最抽象的实在。巴克豪斯通

过这种逻辑考察方式，发现了交换的社会形式及其背后的权力逻辑：随

着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展开，现实存在的方方面面体现为一

个被资本逻辑建构的过程。

四、拜物教理论

巴克豪斯的理论脱胎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因此对于

他来说政治经济批判不仅需要对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批判，更重要的

是要对资本主义社会拜物教现实进行批判，巴克豪斯甚至说：“我一生

唯一关注的问题就是拜物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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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豪斯看到：德语中“ｖｅｒｒüｃｋｔｅ Ｆｏｒｍｅｎ（ｐｅｒｖｅｒｔｅｄ ｆｏｒｍｓ）”一词有

两个意思“ｍａｄ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ｄ———疯狂的和替换，价值形式作为一种颠

倒的异化和物化的疯狂表象而遭到批判，这两层意思包含了抽象和具

体两者之间的内部联系。”①在“商品 ＝货币”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具

体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具体劳动是现

实可感的，而劳动一般则是现实的抽象。在价值交换中，并不是抽象的

一般的东西被当作具体的、可感觉的现实的东西的属性，而是相反，可

感觉的现实的东西被当作只是抽象的一般的东西的表现形式或一定的

实现形式。其次，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货币的中介下，私人劳动被确证

为社会性的存在。私人劳动只涉及物对人的有用性，只有与其他劳动

产品相交换的形式时，它才具有社会形式，此时的个人才是真正现实的

个人。最后，一个特殊的存在直接显现为他自身的对立面———一个一

般的存在，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般等价物（货币）不是作为

使用价值起作用，而是作为万物交换的中介，这样在交换关系中，原本

具有使用价值特殊性的商品变成普遍性、一般性的价值形式。

在马克思早期的著作中，拜物教一般被看作一种虚假和颠倒的意

识，即它从根本上颠倒了人的感性活动和意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

关系。而在马克思晚期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进一步意识到

商品拜物教不只是反映现实的虚假意识，而且是在社会现实中起作用

的“谜”。阿多诺敏锐地捕捉到了：拜物教就是当今资本主义的社会现

实，只不过是颠倒的现实，它实际上表述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

货币和资本的运动。其中最深层次的事实不过是商品、货币表征的实

际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正因如此，巴克豪斯指出“抽象”是对这个充斥拜物教的歪曲世界

的构成和运动的理解，马克思的抽象是存在着的抽象，也就是说社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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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或社会客观性的概念能够被理解或讨论，当且仅当客观性被视为一

种存在现实中的抽象。因此《资本论》中的“劳动”概念的存在是原始

积累的一个历史的结果，并且颠倒为资本主义的歪曲的世界的社会实

在的历史和观念上的假定。同时巴克豪斯认为经济观念上将自身断定

为“客观性、客观逻辑、客观存在”的东西在马克思那里都被理解为“异

化的主体性”①，人们在他自己的世界中消失了，并且只是作为经济范

畴的人格化———一种异化的主体存在，这种异化的主体归于物的世界，

并且反过来否定他自己的世界。

但是更重要的是，交换过程中，社会这一客体日渐变为拥有自我意

识的主体，而原本真正作为主体的个人却表现为无意识听任支配的客

体。阿多诺认为社会作为“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体”的概念至关重要，可

以用来表述这个正在发展的主客观性倒置的进程。对此巴克豪斯解释

道：“社会是客观的，因为它是统摄并支配特殊性的抽象的普遍性；同

时，社会是主观的，因为他唯有通过人类才能存在并再生产着自身”②。

在交换中，普遍和特殊之间是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的关系。就对立一

面看来，巴克豪斯强调价值形式的权力维度：一方面，社会是主体化了，

在市场上现实的个人只是作为经济人，无意识中被交换的社会性、抽象

性所支配，因而个人颠倒为客体；另一方面，在这个成为总体的社会中，

货币成为统治一切的“曼纳”，形式理性就会变成形式主义，内容由货

币这一价值形式赋予。真正的特殊性和差异已经消失，看似五花八门

的商品和具有个性的个人实际上只是受同一个形式宰制，特殊与普遍

之间的张力被取消。人人都去追求普遍一般性，想要占有其背后的权

力，因而毫不怀疑地欣然接受了那个抽象的同一性，将似乎为自己所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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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 Ｂａｃｋｈａｕ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ａｒｘｉｓ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ｉｎ Ｗｅｒｎｅｒ Ｂｏｎｅｆｅｌｄ，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ｕｎ ａｎｄ Ｋｏｓｍａｓ Ｐｓｙｃｈｏｐｅｄｉｓ，
ｅｄｓ，Ｏｐｅｎ Ｍａｒｘｉｓｍ，Ｖｏｌ．１，Ｐｌｕｔｏ Ｐｒｅｓ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９２，ｐ．１２．
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 Ｂａｃｋｈａｕ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ａｒｘｉｓ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ｉｎ Ｗｅｒｎｅｒ Ｂｏｎｅｆｅｌｄ，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ｕｎ ａｎｄ Ｋｏｓｍａｓ Ｐｓｙｃｈｏｐｅｄｉｓ，ｅｄｓ．
Ｏｐｅｎ Ｍａｒｘｉｓｍ，Ｖｏｌ．１，Ｐｌｕｔｏ Ｐｒｅｓ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９２，ｐ．１２．



有的虚假的权力放大到无限，实际上却将真实地有个性的个人缩小到

极致，守不住这种辩证对立的张力，就是遗忘了“原初的自然”，更糟糕

的是人们遗忘了这种遗忘的原因，这是拜物教的极端形式，政治经济学

就是其典型代表。但是特殊与普遍又是相互依赖的，没有普遍性就没

有特殊性，反之亦然，我们只能从同一性走向非同一性，因而巴克豪斯

才强调只有从资本主义的前提出发才能理解前货币价值理论的观点，

只有从价值形式的辩证法才能够理解并且有可能破解拜物教，因为巴

克豪斯所做的批判是有前提的批判，即强调交换的意义并非是要倒退

回物物交换的原始状态。

尽管师承阿多诺，但是巴克豪斯和阿多诺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著的。

阿多诺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由外在的压迫转向内部，阻碍人

的自由发展，于是他通过揭示交换造成的同一化转向工具理性、对文化

工业和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因此，阿多诺对拜物教的批判的核心与其

说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如说是意识形态批判。但是巴克豪斯却强调

只有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揭示出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的内在关联，意识形态批判才能真正突破意识的内在性，深刻揭示其现

实的基础，从而完成对资本主义的彻底的批判。

五、对巴克豪斯价值形式理论的评价

由于发现了《资本论》中叙述的颠倒，巴克豪斯在思想史上首次将

《资本论》中价值形式理论作为研究重心并将这一问题理论化，发展出

一套价值形式的理论，揭示了交换的社会形式及其背后的权力逻辑，为

社会批判理论奠定了政治经济学基础。他的逻辑主义的研究路向影响

了众多学者，为资本主义的批判提供一个有前提的纲领性的起点，但不

幸的是这一条路并不为大多数学者所追随。究其原因首先可能在于研

究方式上：正如巴克豪斯自己所言，其理论置于哲学和科学之间，他接

受了阿多诺对于马克思实践批判辩证法的哲学思想的犹豫态度，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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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范畴不只是经济学的，而是哲学的，因而他的对经济领域问题的

讨论趋向于保持在一种高度抽象的层面上。

其次在学理上，巴克豪斯的理论也面临着众多质疑与批评，大致可

以分为三方面：第一种质疑的声音来自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代表有沃

尔夫冈·豪格。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在本

书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

系。”据此这一类观点尤其反对巴克豪斯对《资本论》的逻辑解读，认为

他对价值形式的研究中，生产是被假定的，因而生产的问题并不在其视

野之内。不论巴克豪斯是出于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是普遍的商品

交换的目的，还是因为这只是“新马克思阅读”的纲领性理论，因而还

不是成熟完善的观点也罢，生产问题确实被巴克豪斯有意无意地忽略

了，这样带来的问题：一是他所研究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是被阉割过

的，因而并非真正的现实；二是由于他的理论只着重处理了资本的简单

形式的规定，因而被质疑对资本的理解过于简单化，有将马克思的政治

经济学批判简化为纯粹货币理论的风险。

第二种观点承认巴克豪斯把握住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特点———

价值是被形式中介的，但是他停留在关于资本主义总体性构成的论证、

止步于拜物教的研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内部是存在资本与劳动的对

立，从劳动的主体性方面是可以战胜资本的统治的。例如霍洛威就是从

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对立中看到具体劳动“裂解”资本主义的可能。

第三种观点同样批判巴克豪斯将革命的问题放在其学术研究领域

之外，主张进行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正如马克思所言：“一离开这个简

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

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

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

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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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４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２０５页。



在巴克豪斯甚至是阿多诺那里，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商品逻辑、货币逻

辑。货币是社会综合的前提，在交换中货币是上帝，虽然是异化状态

下，但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而资本逻辑则不同，在劳动力成为商品之

后，货币这一派生的实在进一步颠倒为第一性的、似乎拥有先验权力的

主体，此时资本逻辑除了异化的维度外还包含权力的一度，资本家可以

代表资本对进行工人的剥削。所以巴克豪斯、阿多诺最多只是从先验

或者本体论的视角出发讨论人的自由问题，而不涉及政治性革命主体。

但是在革命的问题上，这一观点认为在当今资本逻辑统治着生产逻辑

的现实面前，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逻辑并不会因为内部活劳动的对抗

而消亡，唯有进行彻底的资本主义批判，即通过阶级斗争等方式从外部

打破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例如博内费尔德继承了巴克豪斯的批判前

提，并且沿着政治路线的解决方案走下去，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只有

联系国家和政治运动才是彻底完整的。

综上所述，从社会批判理论回到政治经济学，巴克豪斯在对《资本

论》逻辑路向的解读中，发现了马克思在价值形式理论部分的叙述颠

倒，由此发展出一套以价值形式的辩证法为核心的货币价值理论以及

拜物教理论，他的这套理论无疑是对资本主义的有前提的批判，因而是

深刻和富有启发性的；但又因其作为一种开创性的理论，在方法论和革

命主体等问题上，给我们留下了极大的讨论、发展空间。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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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激进理论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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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与马克思

［美］尤金·Ｗ．霍兰德　 梁冰洋　 译

本文带有思想实验的性质。众所周知，马克思熟悉斯宾诺莎；事实

上，其笔记本中留下了整段的《神学政治论》摘录，只是目前这些摘录

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尚不太清楚。① 这里，思想实验的目的是有意放

大这一影响，即将斯宾诺莎置于马克思学说的核心要素。

这一思想试验中的第一步已经发生。最值得注意的是，阿尔都塞

努力将黑格尔主义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消除，包括在许多方面用斯宾诺

莎取代黑格尔，尽管阿尔都塞对斯宾诺莎的依赖和信心仍不清楚。更

为显著的是，安东尼奥·奈格里坚决主张支持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这

表明他是马克思全部现代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早期现代先驱。皮埃

尔·马舍雷（Ｐｉｅｒｒｅ Ｍａｃｈｅｒｅｙ）在斯宾诺莎和黑格尔之间展开了一场直

接对话，指出前者逃避了后者对哲学史的把握，并因此替代了黑格尔。

最后，吉尔·德勒兹（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ｌｅｕｚｅ ）通过挖掘西方哲学传统以替代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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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斯宾诺莎对马克思的可能影响，参见［法］米利安·吕贝尔（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ｅｎ
Ｒｕｂｅｌ）：《马克思遭遇斯宾诺莎》，第 ７—２８ 页；亚历山大·马特隆（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Ｍａｔｈｅｒｏｎ）：《青年马克思的神学政治》，第 １５９—２１２ 页；［美］艾伯特（Ａｌｂｅｒｔ
Ｉｇｏｉｎ）：《斯宾诺莎政治理论对马克思的影响》，第 ２１３—２２８页，在《斯宾诺莎笔
记本》１中（Ｃａｈｉｅｒｓ Ｓｐｉｎｏｚａ １）（１９７７ 年夏季），这些也完整地再版了手稿段落
（译为法文）。



格尔，而斯宾诺莎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了。① 这些是我将沿用一种斯宾

诺莎式的马克思主义代替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时所运用的主要

资源。

一

首先，需简要概述何以在过去几十年里黑格尔和黑格尔式的马克

思主义的替代品会显得那么令人向往。阿尔都塞所处的正是法国共产

党内部与斯大林主义进行斗争的时期。② 对于德勒兹和许多后结构主

义者来说，尼采的吸引力来自其观点和方法均与黑格尔形成鲜明对比

（他将斯宾诺莎视为现代哲学的先驱），在此比较视域里，马克思是缺

席的③。更一般地来说，在法国，重新评估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实是

为了回应战后的形势，在政治和学术领域：法国工人阶级作为具有“阶

级意识”的政治行动者与法国共产党作为“革命”领导者的地位，在第

五共和国中衰落，同样还有苏联的灭亡以及当代中国的发展。如此等

等，导致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对马克思主义中的某些黑格尔因素日益

不满。④

针对许多历史学家的不满，有关 １７８９年法国大革命的解释充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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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德勒兹对在哲学上标新立异的人感兴趣，特别是柏格森和尼采；然而，斯宾诺莎

是德勒兹唯一一个明确地用两本书来叙述的人物。有趣的是，分析斯宾诺莎的

贡献就体现在德勒兹《反俄狄浦斯》的著作中；在这方面的一些线索，参见尤金·

Ｗ．霍兰德著：《精神分裂分析导言》，劳特里奇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版，特别是第 ４章。
参见［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的再次发现》，《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１９７５年 ８月 ２２日，第 ９４２—９４３页。
尼采和黑格尔之间主要的区别，可能是后者基于不平等（主人 ／奴隶）的关系建
立其现象学，而前者以平等关系开始其谱系学，参见尼采的《道德谱系学》，尤

其是第一篇。

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评估的原因进行更全面的回顾和讨论，参见［美］斯坦

利·阿罗诺维兹（Ｓｔａｎｌｅｙ Ａｒｏｎｏｗｉｔｚ）：《历史唯物主义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的阶级、政治和文化》第二版，麦克米伦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版。



挡箭牌的作用，修正主义学者挑战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 １７８９ 年的

大革命可视为“资产阶级”革命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典范。① 这

个问题与其说是 １７８９ 年大革命的结果———不可否认（尽管大约 ６０ 年

后）贵族权力的转移最终导致了资产阶级统治———不如说是资产阶级

起作用的结果。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法国资产阶级并没有发动革命：主

要由法国贵族“开始”却由法国人民“完成的”；法国资产阶级所扮演的

重要角色，不仅限于其通过政治手段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在历史“唯物

主义”哲学视域下，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从人际关系转移到社会关系，从

而使社会各阶级（而不是“绝对精神”）成为历史主体；每个团体都想成为

主体———这其中又由许多个体组成———（有意或无意地）追求“自身”的

阶级利益。简而言之，问题是如何调节特定人群的动机与实际行为的多

样性，以及政治家如何在历史领域扮演政治代理人（而不是在经济领域

中资本的人格化，这里阶级的定义与功能似乎相对不成问题）。

由此阿尔都塞表明：历史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要在“复杂”

叙述中，分解具体行动者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一方面，在生产模式中

“严格”定义阶级功能；另一方面，阿尔都塞在哲学方面的一个重要影

响就是怀疑黑格尔的“表现因果律”，通过否定其意义来“解决”阶级代

理问题：马克思主义不是历史主义。阿尔都塞在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

其他方面描绘了斯宾诺莎哲学，他把人类不可能穷尽的因果关系与历

史过程，与人类产生关于该过程的想法区分开来。② 对于黑格尔来说，

现实是理性的，理性是现实的，因此，对历史进程的无缝的、明确的叙述

是可能的。相比之下，对于斯宾诺莎而言，现实和理性在很多方面依然

保有距离：一方面，我们主要在想象、猜想、迷信等模式中理解现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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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 １７８９年的修正主义的解释，参见［法］弗朗索瓦·弗雷特：《马克思和法国
大革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以及乔治·科密尼尔（Ｇｅｏｒｇｅ Ｃｏｍ
ｍｉｎｅｌ）：《重新思考法国大革命：马克思主义和改革主义挑战》，反面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版。
阿尔都塞关于斯宾诺莎的讨论，见《自我批评论》，国家图书馆委员会出版社

ＮＬＢ；大西洋高地，人文出版社 １９７６年版。



界；另一方面，只有与第一领悟力保持一定距离，才能理解人类推理指

向的那个世界。（在第三种领悟模式中，即斯宾诺莎所谓的“直觉”中，

对现实完全理性的把握在原则上才是可能的，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上

帝的特权）这是斯宾诺莎与两种不同思想的区别之处，与拉康在人类

精神或经验上区分符号和想象的音域交融，构成阿尔都塞早期科学—

意识形态二分的思想重要基础（尽管他后来将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

绝对区分作为一种理论错误）。①

毫无疑问，马舍雷最著名的英文作品是《文学生产理论》（１９６６

年），他将阿尔都塞的二分思想进一步扩展到文学研究中。② 但在《黑

格尔和斯宾诺莎》（Ｈｅｇｅｌ ｏｕ Ｓｐｉｎｏｚａ ）中（１９７９年），他回到了这个区别

的起源，并审视斯宾诺莎和黑格尔之间的问题。③ 阿尔都塞在他的《自

我批评论》中，已经概述了斯宾诺莎唯物主义对于将马克思主义从黑

格尔唯心主义那里解放出来的好处：作为“假想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

概念和作为数学的科学概念（源自斯宾诺莎三种知识的前两个）；一种

非先验因果关系的模式，凭此（“不在场”）原因内在于其结果中（阿尔

都塞后来遗憾地称之为“结构”因果关系）；对人类活动和历史的观点

是反主体和坚决非目的论的。虽以阿尔都塞的著作为背景（引第 １１

页），但没有考虑对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舍雷在《黑格尔

和斯宾诺莎》中解释了为什么斯宾诺莎哲学可以“真正替代黑格尔哲

学”。（第 １３页）我们的思想实验将从这里继续。

在详细介绍马舍雷的比较之前，我们应该清楚他的主张有哪些，特

别是其对非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仍未被阐明。关键的论断是

“斯宾诺莎客观地驳斥了黑格尔”（第 １３页）。而马舍雷坚称斯宾诺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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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法］路易·阿尔都塞：《自我批评论》，特别是第 ２章。国家图书馆委员会
出版社 ＮＬＢ；大西洋高地，人文出版社 １９７６年版。
参见［法］马舍雷：《文学生产理论》，劳特里奇和开根保罗出版社 １９７８年版。
参见［法］马舍雷：《黑格尔和斯宾诺莎》，弗朗索瓦马斯佩罗出版社 １９７９年版；
页面参考文献按照文本引用。恰当地说马舍雷在这里提出，而不是回答斯宾

诺莎作为黑格尔的替代品，可能会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怎样的贡献。



和黑格尔解决了许多相同的问题，方法虽不同但并非截然相反。马舍

雷认为，黑格尔十分清楚斯宾诺莎的重要性，但是为了保持他的主观唯

心主义，黑格尔不得不误读斯宾诺莎，并将其置于哲学历史的进化论

中，并以此宣称任何先辈都会以某种方式被后继者发现（第 １１—１３，

９０—９４，１０７，１３７—４２，１５７，２５８页）。黑格尔对斯宾诺莎的辩护性误读

具有“症候价值”（第 １２页），因为它建构了“斯宾诺莎”的缺陷，而黑格

尔目的论—主观唯心主义的前提，阻碍他看到先辈的非终极目的论和

反主观唯物主义。所以，通过研究黑格尔对斯宾诺莎误读的缘由，马舍

雷不仅恢复了斯宾诺莎在哲学史中的地位（而且我想补充一点，也恢

复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展现了黑格尔的哲学历史，继而证明黑格尔

的历史哲学是错误的：斯宾诺莎代表的不是一个可以在哲学史中被简

单取消—保留—超越（扬弃）的时刻，而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学说，却被

黑格尔主义的胜利和西方唯心主义，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压制（也许

是暂时的，当然是局部的），至今仍未受到重视。① 因此，马舍雷的阅读

是经典的阿尔都塞式的意识形态批判：黑格尔误读斯宾诺莎不是一个

断言，而是一个证明，鉴于他的前提和规划，黑格尔必须以特定的方式

和原因使斯宾诺莎错误。

黑格尔认为斯宾诺莎的哲学是实证主义的，静态的和缺乏本质的，

而与之相比，自己学说的动态性是：消极性。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消

极性使精神能够将自己定义为“物质”（最初的否定），然后在一个（或

这个）历史进程中将自己恢复为精神（否定之否定），最终导致在历史

终结时，物质在绝对精神中的和解———重新整合。对这种观点的指控，

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是众所周知的：唯心主义，其主要行动者或代理人

是精神或心灵；先验主观主义，历史代理人即绝对精神，是一个超越所

有具体主体以及历史本身的主体；目的论，因为历史的终结是由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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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样，斯蒂芬·古尔德在《精彩的生活：伯吉斯页岩和历史的本质》（Ｗ．Ｗ．诺顿
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版）中以进化论来反对目的论。



否定的辩证过程来保证的，所以即使是错误和不幸，最终也有助于绝对

精神通过历史来实现。然而，许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包括

马克思本人的一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只是将黑格尔唯心主义转

化或反转成一种“唯物主义”，尽管如此仍保留了先验主观主义和目的论

倾向：在阶级斗争的历史“辩证法”中，阶级作为先验主体，根据必然律，

在资本主义趋于灭亡时将产生一个无阶级社会。① 正如我已经提出的，

这种宏大的末世历史叙述，甚至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已不能再激发出全部

信心。马舍雷的研究不是重复众所周知的批评，尽管只是暗示，但提出

了斯宾诺莎是“黑格尔和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替代者”。

然而，作为真正的替代，斯宾诺莎和黑格尔必须有共同之处：正如马

舍雷所说，他们共享的思想和物质的基本原则是“最终同一”的。但这种

“最终同一”的形式非常不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通过否定之否定将事

物交由思想，而斯宾诺莎提供了一种肯定的反唯心主义观点（正如马舍

雷所指出的）。斯宾诺莎认为，思想和物质是绝对平等的，思想不是凌驾

于物质之上（或物质超越思想，例如一个简单的“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

的反转）：思想和广延不同，但与物质的属性并不对立。物质属性的特征

是被给予的———而对于黑格尔来说，精神和物质的同一只有在历史终结

处才能实现。更重要的是：对于斯宾诺莎而言，思想是物质的属性，而非

主体；斯宾诺莎提供了一种内在的客观主义来代替黑格尔的先验主观主

义，非消极性和非矛盾性使这种客观主义成为可能或必要。② （笛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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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当然不是马克思当下唯一明确或隐含的历史哲学。具体的历史研究肯定要

复杂得多。然而即使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样一个复杂的解释仍

保持了辩证的历史进步概念，其中地下工作的“鼹鼠”为不可避免的革命准备

了条件。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一个全面研究，参见［美］沃尔特·亚当森：《马

克思的四个历史：关于其智力发展的方法》，《历史与理论》１９８２年第 ４期。
黑格尔把斯宾诺莎当作一个“一元论”者，他的哲学缺乏理解事物复杂性的消

极动力；相比之下，马舍雷看到了斯宾诺莎物质中的复杂性，而不是与精神互

动的后续；同理，德勒兹看到物质本身产生的差异。参见德勒兹：《表现主义哲

学：斯宾诺莎》，区域图书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版；迈克尔·哈特、吉尔·德勒兹：《哲
学的学徒》，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版。



几何学的成功和斯宾诺莎自己独特的眼镜制作商经历无疑非常有助于

他坚信宇宙是可知的，并以数学“思想”作为其本质属性）斯宾诺莎的

宇宙观是客观可知的；知性是其固有特征之一。

但是，这种客观知识是否在人类思维中实现又是另一个问题，对于

斯宾诺莎而言：它依赖人类的批判反思能力，以克服第一种知识的主观

局限性，从而使第二种知识更接近物质本身所固有的“客观”思想。充

分的思想发展不是主动地追随精神的进展与理性的诡计，而是取决于

人类与失真的主体性思维保持距离的能力，对此斯宾诺莎称为“想象

力”（阿尔都塞称为“意识形态”）。这种能力各不相同，而且不能保证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增加。所以替代黑格尔的目的论，斯宾诺莎只提

供了一种可能性，即人类放弃以主体为中心的想象幻觉并发展更充分

的知识。

最后，这就是斯宾诺莎唯物主义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充分发展

的主要方法不是精神和物质的最终和解，而是人类力量的实现和增加。

人类和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一样，都是客观物质的确定方式，（斯宾诺

莎称之为“努力”）并最大限度地发展其力量。① 使人类与自然物相区

别的是，人类通过思想和广延的模式行事，他们能够理解，接受，参与并

由此增强自然力，但他们仍然是其中的一部分。（斯宾诺莎坚持人类

在自然中的地位并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这使其受到现代环保主义者的

青睐，并以“一元论”替代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②）与想象不同，适当的

思维进一步促进人类本质的发展，而不是阻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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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努力”参见［法］吉尔·德勒兹：《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城市之光书店出版

社 １９８８年版；以及迈克尔·哈特：《吉尔·德勒兹》；关于人类本质力量在斯宾
诺莎体系的发展，参见德勒兹：《反俄狄浦斯》，维京出版社 １９７７年版。
关于斯宾诺莎和环保主义，参见［挪威］阿内尔·内斯：《斯宾诺莎和生态》，齐

格弗里德·赫辛（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 Ｈｅｓｓｉｎｇ）主编，劳特里奇和开根保罗出版社 １９７７ 年
版，第 ４１８—４２５页，他声称“没有哪个伟大的哲学家如巴鲁赫·斯宾诺莎一
般，在澄清和阐述基本的生态方面有如此多的能力”（第 ４２３页），以及他的《自
由，情感和自我生存》，弗拉格特出版社 １９７５年版；也可参见安德鲁·科里尔：
《无机的身体和模糊的自由》，《激进哲学》第 ５７期（１９９１年春季），第 ３—９页。



二

斯宾诺莎的“理性”批判反思实践批判的是，将宗教视为“想象”思

想的主导模式；但他的评价是历史地而不是严格的认识论。① 他最早

从世俗的角度研究犹太教—基督教传统表明其不是只有错误的一面：

它在某一群体发展时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在斯宾诺莎时期，它早已失去

效用，现在却阻碍人类本质力量的发展，尤其是在反对自然科学方面。

今天，我们可能会以同样的方式宣称，与资本主义市场相关的占有性的

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可能一度增加了人类的本质力量，但这些

在我们的时代已成为一种阻碍，甚至威胁到他们的可持续发展。

马舍雷在《黑格尔和斯宾诺莎》的结论中暗示，现在可以辨别的那种

“唯物辩证法”与“将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唯物主义辩证法区分”的问题相似

（第 ２５９页）：“在阅读了斯宾诺莎的著作之后，黑格尔使我们提出一个非黑

格尔的辩证法问题……［即使］它本身并不能使我们回答该问题”（第 ２６０

页）。来自斯宾诺莎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也许确实能与马克思历史哲学中的

辩证法相比：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而不是阶级斗争定义为“历史

的动力”。这可能是马克思几种历史哲学中最少的黑格尔主义因素，因为

它避开了阶级斗争的先验主观主义模式。② 在这里，对立阶级主体之间的

矛盾必定导致无阶级社会的整合，但两者之间的张力———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既不是主体性本身，也没有完全跨越阶级界限。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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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荷］斯宾诺莎：《神学政治》，Ｅ．Ｊ．布里尔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版。
马克思有几种历史哲学。与其在马克思那里寻找一个明确的“断裂”（正如阿尔都塞那样

做的），不如以不同或者“对抗的”观点看待文本中的张力反而会更严密和富有成果。

生产力包括无产阶级的劳动力，当然也包括资本家提供的知识，技术和组织方式；

生产关系包括阶级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文化或意识形态因素（例如占有主义的个人

主义或禁欲主义），这些关系可能是工人和资本家共有的，但不能为双方的利益服

务。关于试图用先验的主观术语来解释阶级，参见尼科斯·普兰察斯：《当代资本

主义阶级》，新左派书籍 １９７５年版，以及吉列尔莫·卡尔科迪（Ｇｕｉｌｌｅｒｍｏ Ｃａｒｃｈｅｄｉ）：
《关于社会阶层的经济认同》，劳特里奇和开根保罗出版社 １９７８年版。



然而，从斯宾诺莎唯物主义的角度考虑马克思的模式，仍然包含先

验主观主义和目的论的残余因素：根据这种模式，在生产关系停滞不前

的情况下，目的论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与生产力发生冲突，生产力却继

续发展，从而引起革命的爆发，用更高层次的生产关系代替旧有关系，

使生产力继续发展；①一些主观主义仍然认为以人为中心的生产力的

发展是历史的动力，（假定人类自由的实现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斯宾

诺莎的唯物主义将用两种方式消除这些误会。

首先，对斯宾诺莎来说，历史上的“生产力”不是完全或主要由人

类完成的，而是整个自然界，人类当然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也

只是一部分。斯宾诺莎因此提出了一种反人本主义的思想（这可能比

阿尔都塞更彻底），这将促使马克思主义避开“生产主义”（即对市场生

产力的唯一关注）并认为人（如马克思本人经常做的那样）②是自然的

一部分，而不是主人。这与斯宾诺莎对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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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种模式出现在《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学和哲学的基本著作》，

双日出版社 １９５９年版）：“在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某个阶段，封建社会
下的生产和交换的条件不再与已经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相适应，它们变得如此

束缚。他们必须被炸毁；他们已经被炸毁了”（８４）———然而，阶级斗争的历史
也出现在其最引人注目的表述中：“迄今为止所有的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

历史”（８１）。马克思的天才之处就是用改造人类劳动与自然环境的辩证法取
代了黑格尔的精神与物质的辩证法。但是对黑格尔的这种“唯物主义”逆转最

终只会产生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的形而上学”（根据鲍德里亚：《生产之

镜》，泰勒斯出版社 １９７５年版）；并且 ／或者仅仅再现主—客体辩证法，其中人
类的命运不可逆转地与自然的统治联系在一起。无论如何，推测生产力自身

的发展会产生人类自由的设想似乎越来越令人怀疑：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马
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灯塔出版社 １９７４ 年版）提出一个重要术语“剩余压
抑”指生产力发展与实现自由之间的滞后；最近，雷吉斯·德布雷（Ｒｅｇｉｓ
Ｄｅｂｒａｙ）（《政治理性批判》，反面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版）甚至已经否认了生产力发
展与政治进步的前景和实现自由之间的任何联系。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坚持从大自然和人

类劳动中获得价值；还可参见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
的段落，其中他断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例如马克思：《早期著作》，霍尔（Ｑ．
Ｈｏａｒｅ）主编，佳酿出版社 １９７５年版，第 ３２７—３２８页。



斯》中对“自然＝工业……＝历史”的肯定相符。① 其次，这是在广义自

然的基础上理解的“生产力”，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将完全消除革命的

必然性以及历史本身的前进性，因为对斯宾诺莎而言，无法保证人类的

思想会不断地，甚至连续地达到客观性，这需要协助生产力而不是阻碍

生产力的发展。换言之，不能保证发展中的生产力必然会打破生产关

系的束缚，甚至也不能保证广义上的生产力会不断发展。相反，如果停

滞的生产关系变得非常根深蒂固，以至于完全阻碍革命，甚至引起生产

力的缩小而不是继续发展又该如何呢？难道不能说事实已经这样了

吗？② 对于马克思主义，严格意义上的非目的论历史哲学必须面对这

种可能性。（或者这不是当代现实吗？）总的来说，当前的生产关系促

进了生产力的消亡而不是发展———无论这些被如何理解，如古典马克

思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摧毁的目标是人类劳动的生产潜力、种族灭

绝、营养不良、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失业、缺乏教育导致的智力迟缓都

是极为普遍的形式），或者更广泛的来说，如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谈论的自然作为一个整体的生产潜力，以及全球范围

生态破坏的普遍形式：环境恶化、栖息地的丧失、物种枯竭等）。在这

种情况下，斯宾诺莎式的马克思主义将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方面

消除目的论：即使面对限制性或破坏性的生产关系，也不能保证生产力

将继续发展；即使他们愿意，也不能保证这种发展就一定会导致人类自

由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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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使人类和自然不可分割，这是其马克思主

义表现的一个关键特征，特别参看第 ２５页：“自然＝工业，自然＝历史。”
这就是奈格里和保罗·维里利奥所提出情况，他认为 １９１７年或 １９２９年是一个
关键的转折点，资本主义危机不会推翻其生产潜力，而是潜力的自我毁灭，以

永久战争的形式代替人类的休闲和社会享受；参见［意］奈格里：《革命的寻回：

马克思，凯恩斯，资本主义危机和新社会主体》，红皮书 ／红色笔记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以及保罗·维里利奥：《速度与政治》，塞米托特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特别
是第四部分“国家的紧急状态”。



三

以上只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黑格尔和斯宾诺莎之间做出选择的少量

影响，而马舍雷的重要研究则奠定了大部分的基础。此后，在其《黑格

尔和斯宾诺莎》发表后的两年，意大利的法学和政治哲学家安东尼

奥·奈格里发表了一本有关斯宾诺莎的书，Ｌ’ａｎｏｍａｌｉａ ｓａｌｖａｇｇｉａ．Ｓａｇｇｉｏ

ｓｕ ｐｏｔｅｒｅ ｅ ｐｏｔｅｎｚａ ｉｎ Ｂａｒｕｃｈ Ｓｐｉｎｏｚａ（１９８１）①。马舍雷提供了一种纯粹

的哲学，对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的“深入”阅读。奈格里在斯宾诺莎的

基础上，并在 １７ 世纪荷兰的社会背景下变革其哲学，使斯宾诺莎的唯

物主义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性有了明确的主题。作为本书的重要

见证，法译本（Ｌ’ａｎｏｍａｌｉｅ ｓａｕｖａｇｅ：Ｐｕｉｓｓａｎｃｅ ｅｔ ｐｏｕｖｏｉｒ ｃｈｅｚ Ｓｐｉｎｏｚａ）②

随即面世，该书不少于三篇序言：其中一篇是马舍雷本人所著，其他两

篇出自同样著名的法国斯宾诺莎学者，吉尔·德勒兹和亚历山大·马

特隆。在他简短的序言中，马舍雷特别强调和赞扬了奈格里把斯宾诺

莎“回归生活”的思想引入当前政治，最后提出一个简短但是尖锐的问

题，是否奈格里的阅读还是太具有目的性。但是在该年晚些时候出版

的一篇文章（名为 Ｄｅ ｌａ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à ｌ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ｄ＇ｕｎ ｐａｒ

ｃｏｕｒｓ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ｆ《中立宪法：描述无产物特征》③）中，马舍雷更详细地审

查了奈格里对斯宾诺莎的阐释，并回到其残留的黑格尔主义问题上。

就像奈格里想要试图摆脱黑格尔的思想模式一样，马舍雷的阅读也不

会完全成功。

奈格里开创性阅读的关键是他在斯宾诺莎与早期泛神论和更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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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费尔特里出版社 １９８１年版；翻译为《野蛮的异常：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和政治
的力量》，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版。
法兰西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２年版。
在《斯宾诺莎笔记本》（Ｃａｈｉｅｒｓ Ｓｐｉｎｏｚａ ）第 ４ 卷（冬季 １９８２—１９８３）第 ９—３７
页，（以下简称“ＣＳ”）；页面参考文献按照文本引用。



的唯物主义之间做出区分。争议和困难出现在这种阅读中，因为奈格

里所谓的斯宾诺莎思想中的第一和第二“基础”的区分直接体现在他

的《伦理学》中。虽然斯宾诺莎真的打断了伦理学的构成，并在重新修

订和完成其巨作之前起草了《神学政治论》，但远不清楚完成的文本有

多少以及如何彻底修订“早期版本”。马舍雷认为奈格里使一个已经

很困难的文献学问题变得更加糟糕，通过使斯宾诺莎的思想发生戏剧

化的转变，以便在可随意处理的“第一”和必不可少的“第二”之间建立

一个清晰的历史断裂。①

奈格里戏剧化地打击了马舍雷过于黑格尔式的讽刺，奈格里想把

斯宾诺莎看成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并且从马克思主义中根除黑

格尔式的辩证法和目的论。奈格里不仅根据两个“基础”的前后叙述

对马舍雷产生怀疑，他更是声称这是第一基础的“内部矛盾”，以促使

斯宾诺莎超越他们并进入第二基础，这种矛盾表明马舍雷继承了黑格

尔的辩证发展。马舍雷认为奈格里是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引用“广延”，

历史条件是斯宾诺莎思想的演变原因而非内部矛盾；并且肯定这是奈

格里阅读的一个独特优势，他将斯宾诺莎的思想如此仔细地置于早期

荷兰资本主义潜在地民主社会关系的背景下：斯宾诺莎政治著作的一

个主要动力是抵挡侵犯绝对主义国家的真正威胁，其对《伦理学》的修

订同样也保有争议但并不明显。然而，即使人们想要从历史过程的叙

述中消除黑格尔的矛盾———正如马舍雷做的那样———难道矛盾的概念

在哲学思想中不能保持某种有效性？诚然，斯宾诺莎（尤其《伦理学》）

的两个“基础”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一种决裂不如说是一种张力，这

可能更有说服力（特别是鉴于现有的文本证据），但是能否将第二基础

的发展归因于对第一个矛盾的承认，特别是如果这种承认受到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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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奈格里对斯宾诺莎的阅读反映了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阅读：尽管有相当大的

语言学困难，他们仍努力在其各自的文本中构造“断裂”。



历史事件的刺激呢？① 充分地处理，更不用说回答这些问题就远远超

出了本文的范围；提出它们的意义仅仅是表明，从历史过程的叙述中消

除辩证矛盾的概念，不一定意味着从语篇和思想的分析中消除它；没有

理由假定历史反映了思想，反之亦然。

马舍雷指责奈格里残余的黑格尔主义因素，首先在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他保留了矛盾概念的叙述。其次在评价奈格里的立场时他的判断

更专业也更具深远意义。这与斯宾诺莎对属性概念的认识有关（马舍

雷在自己的书中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据马舍雷所言，奈格里和黑格

尔对此有过同样的误解。对他们来说，属性是纯物质与模式之间的中

介，使其服务于意识；对于黑格尔，斯宾诺莎的属性代表了一种原始的

和不足的辩证法；对于奈格里，他们又太辩证，被斯宾诺莎在“第二基

础”中抛弃。奈格里对斯宾诺莎属性的误读，在他对斯宾诺莎思想进

行黑格尔式的改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拒绝属性在物质及其

模式同一性（不是辩证法）中的功能，奈格里将斯宾诺莎的观点分为两

部分：一个是纯知识的禁欲主义的方面（对应第一基础），另一个是唯

物主义（对应第二基础）———在生产力发展之前，他们的实现都将被

推迟。

在当今的资本主义危机中，奈格里沉溺于后验的黑格尔式的目的

论，他和马舍雷都企图将这一模式从马克思思想中消除。根据马克思

的历史哲学，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可以将人类从极端贫困中解放出来

的时候，真正的民主自由才可能实现。而自从斯宾诺莎将真正的民主

放入现代议程中时，我们就不得不长期等待，但现在，这一时刻已到

来……这种禁欲主义目的论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对斯宾诺莎而言，

没有办法保证伦理“唯物主义”一半的完成必然会导致“禁欲主义”一

半的完成，也没办法保证为了参与奈格里所说的“快乐世界”，禁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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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勒兹对造成道德早期和晚期部分之间的差异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理由，

与从推理到实际考虑的转变有关；参见他的《哲学中的表现主义》。



义的人格将随着自己的意愿“枯萎”：如上所述，人类只是有可能，而不

能保证，掌握了真正的思想就能实现自由。因此德勒兹和加塔利《反

俄狄浦斯》的重要性就是：他们坚持从斯宾诺莎唯物主义的角度，同时

分析禁欲的个性和资本剩余压抑，而没有给予任何因果优先权。但更

重要的是，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排除了“唯物主义者”和“禁欲主义者”

之间任何一种的“辩证法”：物质的生产力（包括人类生产力）在任何特

定时候总是与自身以及有效实现自由的总量等同（尽管它们也总是包

含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这些在历史上可能实现也可能实现不了）。物

质过去没有，现在也不会有任何消极性；它总是充满了生产力，甚至充

满了纯粹积极的潜力去发展。

这并不是说物质的潜力总是随处可以实现的，也不是说它所达到

的任何一种实现都是简单或和谐的。相反，斯宾诺莎承认物质的发展

会引起复杂性、动荡和冲突的增加；在奈格里的阅读中，没有什么比 １７

世纪荷兰市场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更能体现斯宾诺莎这一思想了，市

场资本主义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使彼此间相互抵触，这是封建主义共同

体从未出现过的，从而威胁社会秩序的结构。奈格里将这种发展称为

现代市场诱导“危机”。在他看来斯宾诺莎只是给出了适当的回应。

而对马舍雷，尽管他有黑格尔主义残余因素，却明确地赞赏奈格里指出

了斯宾诺莎当今的政治意义。马舍雷在一篇应对其他危机的文章中

（如他在其书中所做的那样）指出，斯宾诺莎与黑格尔和现代欧洲政治

思想所共有的东西，以便强调他为何与众不同。① 事实表明，斯宾诺莎

与黑格尔在关键方面的相似之处多过了霍布斯或卢梭，甚至保留了对

统治传统致命的批判和可行的替代，尽管他们有所区别。正如迈克

２０３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参见［法］皮埃尔·马舍雷：《斯宾诺莎，历史的终结及理性的狡计》（ｌａ ｆｉｎ ｄｅ
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ｅｔ ｌａ ｒｕｓｅ ｄｅ ｌａ ｒａｉｓｏｎ ），斯宾诺莎：《问题与方向》，Ｅ．Ｊ．布里尔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版，第 ３２７—４３６页；（以下简称“ＳＩＤ”），页面参考文献按照文本引用。
马舍雷有关德勒兹对斯宾诺莎阅读的评论，参见“Ｐｅｎｓｅｒ ｄａｎｓ Ｓｐｉｎｏｚａ”，《文艺
杂志》２５７（卷），１９８８年 ９月，第 ４０—４３页。



尔·哈特（奈格里的美国翻译）也坚持说，“力量”和“权力”、有效结合

人类活动的政治权力及其在政治制度和命令中的中介表达，是使斯宾

诺莎与众不同的原始的、唯物主义的政治概念。① 这需要更细致的

分析。

与其他人一样，斯宾诺莎想解决人类社会的基础问题，因为它的封

建社团主义基础已经由于市场的出现和“占有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意

识形态而陷入危机。但是，他拒绝承认这个基础与人类社会有所分

离———无论是以“自然权力”的形式预先存在，然后根据霍布斯和卢梭

的社会契约论维护政治社会的基础；还是根据黑格尔，以超越精神和理

性诡计的形式，仅仅使用人类社会实现自己的目的。与卢梭和霍布斯

相反，斯宾诺莎理解的人类自然状态，既不是硝烟弥漫的战场（霍布

斯）也不是孤独纯洁的状态（卢梭），而是始终政治化的。人类总是在

社会上生活，并且其社会性是对立的，除非人类认识到个人在合作群体

中的优势力量———人类社会在本质上和原初上就是政治的。事实上，

斯宾诺莎是最坚决反对卢梭的，正如马舍雷指出，因为他坚持认为个体

不存在，只是作为其组成部分中的一个抽象：正如马舍雷所说的，“个

人存在，并且只有在与他人建立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才能意识到自己，这

导致他们一开始就（彼此之间）相互沟通”（ＳＩＤ，第 ３４３页）。所以对于

斯宾诺莎和黑格尔来说，政治先于个人，因此不能在预先存在的个人之

间建立一个自愿契约模式。

但是，对黑格尔来说，政治有历史（精神通过人民和国家的发展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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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美］哈特：《野蛮的异常》英译本中的《译者序言》（注 ２６）；以及马夏尔·
格罗（Ｍａｒｔｉａｌ Ｇｕｅｒｏｕｌｔ）的两卷研究，《斯宾诺莎》，Ｇｅｏｒｇ Ｏｌｍｓ Ｖｅｒｌａｇ 出版社
１９６８ ／ １９７４年版，当大多数译者和评论家对此持否定态度时，这些文本通常被
引用证明斯宾诺莎对此（潜力 ／权力）区别的重要性。然而，必须同时注意到，
奈格里和哈特倾向于使斯宾诺莎比他实际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通过使潜力（ｐｏｔｅｎｔｉａ）超过权力，以及忽视他对权力的重视与辩护。然而，根据
奈格里的观点，斯宾诺莎时代的社会相对不发展，因此这样的辩护成为必要；

现在社会已经在物质和社会方面取得发展，故不再需要权力（ｐｏｔｅｓｔａｓ）了。



观地实现自己），对于斯宾诺莎，政治内在地存在于历史中———被认为

是（非目的论的）人与生俱来的权力的全部实现。而对于黑格尔，超个

人的政治情况是精神的先验主体，对于斯宾诺莎来说，政治只是被扩大

的自然力量，是个人以群体的方式历史地有条件的组合。在历史上这

种结合产生了一种潜在的、无限多样的社会政治形式，但始终源于人类

对人际关系和形式群体的基本天性。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建立政治社

会，人类不必“放弃”他们的自然权力：他们的人际关系从一开始就已

经政治化了，他们的政治力量取决于如何广泛地、强烈地、和谐地建立

起那些充满激情的关系。对社会契约的拒斥消除着对超越权威（权

利）的需要，以集体的力量（潜在多众）内在地约束政治。① 因此，没有

理由或动机提出外部命令或国家调停，因为以激情为基础的人际关系

必然采取直接的政治形式，而不要求这些激情契约地升华为国家公民

利益。当然，斯宾诺莎非目的论的历史观不允许任何黑格尔式的“理

性的诡计”不服从人类的动机，并保证政治形式作为客观精神的显现

将得到改善；相反，斯宾诺莎的政治是激情领域而不是理性的领域，有

理由理解这一点并充分利用人类与生俱来的激情来改善政治组织，而

不是支配或压制他们。

四

马舍雷对斯宾诺莎政治影响的讨论在文中所涉及的哲学著作中没

有被阐明；但是通过比较斯宾诺莎与资产阶级的传统，最终得以在黑格

尔处提出反黑格尔的可能性，甚至是一个“非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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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要了解潜力和权力（ｐｏｔｅｓｔａｓ）之间的区别，想想即兴爵士和交响乐间的差异
（分别）；参见尤金·Ｗ．霍兰德著：《非法西斯主义生活介绍：德勒兹和加塔利
的“符号语言学革命”》，１９８７ 年夏季，第 １９—２９ 页；尤金·Ｗ．霍兰德著：《〈精
神分裂导言〉前言》，劳特里奇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版。



治。一种受斯宾诺莎启发的政治在一些相关意义上将是非辩证性

的。① 一方面否定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对立，据此，以牺牲生产力和人类

享受自然为代价并通过市场生产力的克己发展，人类从自然那里获得

了（将要获得）自由。相反，争取自由的斗争将位于自然发展的一部

分，而不是作为它的战利品；正如马舍雷所说，解放不是通过主体来操

纵现实，这些主体以某种方式将它们置于其所强加的安排之外：［解

放］是种表达，是本体论力量的运用构成主体本身，不是作为独立的个

体，而是作为共同体中［最］多样的因素在其内部的相互关系网中活

动。当然，对于斯宾诺莎（马舍雷在这里总结了斯宾诺莎的自由观），

所有人类行为发生的“共同体”不仅是人类社会，更是整个生物界。

另一方面，在辩证的综合、解决冲突或差异的意义上，斯宾诺莎式

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将在一个更高层面上避开调解———例如国家或政

党，因为他们倾向于在党派冲突或差异中强调“更高阶层”作为自私自

利的统治地位。相反，政治组织将着眼于“群众”，从基层向外（而不是

“向上”），与其他基层群体进行水平联系而不是形成等级金字塔；这已

经是法国“工人自治”和“微观政治”的策略，意大利的“自治”，美国的

“直接”“激进”或参与性民主和联盟政治———所有这些都对其体制和

理论形式的“代表性”政治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和批判，并将国家本身解

释为一个内在斗争领域，而不是先验的，综合调解冲突的社会力量。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斯宾诺莎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拒绝所有形式

的目的论。因为不能保证———黑格尔或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

“历史”在“我们这边”，精神或者市场生产力的发展必然（或者可能）

导致人类自由的实现。相反，政治斗争将必须承担———更大的———立

即实现人类自由的责任，不论在哪，不论对谁，不论生产力的水平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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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其他几个重要方面，它可能仍是“辩证的”，但是没有一个将辩证法归咎于历

史进程本身的：特别是在允许对历史事件或趋势做出平衡而不是全部的判断，

并将政治与知识分子的立场与历史情况和目标联系起来。



（这种立场当然不排除提高人类生产力作为斗争的一部分，只要这种

提高仍然服从于自由的实现）。我们必须消除自满，甚至是神秘的黑

格尔式的信念，即“历史总是进步的，即使其有坏的方面”，即通过灾难

而不是通过成就———灾难以辩证的方式（否定之否定，理性的诡计）从

长远来看总有一天是有益的。（按照我们现有的速度，人类根本没有

一个“长久的时间”来拯救资本主义市场所产生的灾难：从长远来看，

这一天变得越来越短，我们都将死去。）最后，受黑格尔影响的适用于

资本主义的“辩证”历史哲学，可能只是 １９ 世纪进步的神话，天真的乐

观主义被一种崇高的、悲剧性的情感所取代，即愿意在不确定的未来中

牺牲现在以实现最终的救赎。

历史就这样切断了黑格尔的辩证目的论，并仍按照自己的方向前

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定律”经马克思之后仍然适用：利润率的倾

向虽在下降，但相反的倾向也如此显著以至于“最终的”利润危机可能

永远不会到来；贫富差距的趋势在不断增加，贫困化转移至全球各地，

而世界范围内的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有效地政治组织的范围之外；资本

积聚和集中的趋势，市场的地理扩张（以及心理上的强化），商品生产

（或消费）包括越来越广阔的社会生活，经济增长需要承担过度生产或

消费不足的周期性危机，等等。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也就是

说，在这些方面仍存在着深刻的矛盾。① 而这些矛盾（或者至少其中一

些）可能确实成为历史动力。但他们不再被解释为黑格尔式的马克思

主义意义上的辩证矛盾，即注定在未来某个时刻要被综合 ／解决。资本

主义的发展确有矛盾，但没有任何消极性：它的倾向和反倾向都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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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他一些方法包括：受资本主义经济计算限制的工具理性与整个不合理性的

制度之间的矛盾；抑制工资和 ／或消除工作的倾向与增加购买力的需要，以实
现所生产货物利润之间的矛盾等。在这一点上，值得回顾阿尔都塞的悲叹，对

于其全部的唯物主义，斯宾诺莎所缺乏的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得到：矛盾的

概念（见《自我批评因素》（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ｄ’ａｕｔｏ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第 ８１ 页）。对于马舍雷，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之一是发展一种从否定辩证法中解放出来的历史矛盾

概念（这不可避免地要求主观性和唯心主义）。



的力量，被确定在一种只有积极力量的对立中，而不是由某种否定之否

定来决定结果。这样的历史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曾经

表明的那样）；也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因为除了神奇

的目的论思维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确保这两者之中的任何一个会

成为决定性的（即革命的）矛盾，从而可以辩证地处理。对于受斯宾诺

莎启发的马克思主义，唯一的普遍历史就是资本主义作为生产方式的

历史；它的运动，不管是好是坏，都是资本本身持续的（和矛盾的）自我

扩张：历史没有主体，无论是阶级主体（无产阶级）还是先验主体（类存

在物）。

放弃目的论的最后残余，除了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活力，还可

能会使其他活动家减少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偏见，因为我们不能以世界

共产主义必须进步的名义容忍非资本主义的反人类罪行，最终以否定

资本主义的方式否定全人类。对于斯宾诺莎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

唯一可证明的历史趋势是资本扩张和资本主义加剧。它取决于我们，

即多众，通过坚持首要目标，在现有生产力的条件下实现每个人无论何

种程度上的自由。我们将不再宽容任何罪恶……并揭露所有表象的

虚假。

（作者　 俄亥俄州立大学名誉教授，

译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

　 　 　 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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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与自然主义

［澳］保罗·巴顿　 李仙飞　 译

摘要：与将德勒兹视为唯物主义者和自然主义思想家的倾向不同，

本文表明：德勒兹的核心哲学包含着一种与当代科学的自然主义不相

容的自然主义承诺。他为哲学和自然科学不同版本的区分辩护。这种

辩护既与方法论自然主义不相容，也与将世界视为单一因果关联系统

的科学意向不相容。将德勒兹哲学与本体论自然主义相协调的困难，

特别明显地体现在他反复论及的“纯事件”这一概念中。这一概念无

法化约为肉身和事态。最后，本文立足于其早期有关卢克莱修的研究，

探讨了德勒兹的思想与一种更自由的多元论及其伦理自然主义之和解

的可能性。

关键词：德勒兹　 自然主义　 纯事件

能否将德勒兹视为一位自然主义哲学家？如果可以的话，又是何

种意义上的“自然主义”？这些问题在以往的二级次文献中都还没有

得到广泛的讨论。在他的全部作品中被反复论及的自然科学，加上将

他的哲学与复杂性理论、非线性动力学、“新物质主义”的最新进展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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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起来的种种努力，促使众多学者将他视为一位自然主义思想家。①

尽管“成为一个自然主义思想家究竟意味着什么？”还是一个有争议的

问题，当代哲学大多数的观点认为，自然主义意味着一种承诺。这种承

诺将把握世界的科学概念和方法视为获取知识唯一可靠的途径。尽管

德勒兹经常论及自然科学，我仍然有很好的理由对将德勒兹视为彻底

的科学自然主义者这样的论点提出质疑。

少数的不同观点支持一种更为自由、非还原形式的自然主义。这

种自然主义允许一个比自然科学更具包容性的自然概念。② 即使德勒

兹的形而上学多元主义与这个当代的自由自然主义有更多共同点，但

在重要的方面却与之不同。在 １９６１ 年首次出版的一篇关于卢克莱修

和自然主义的文章中，德勒兹罗列了既是推理的又是实践的自然主义

的许多原则。③ 在德勒兹看来，卢克莱修哲学的重要性源于他将自然

主义视为反对一切形式的神秘化，伤感和人类无能力的手段。终其一

生，德勒兹都赞成他在伊壁鸠鲁的自然主义中看出端倪的伦理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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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Ｓｅｅ Ｍａｎｕｅｌ Ｄｅｌａｎｄａ，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２００２；Ｊｏｈｎ Ｐｒｏｔｅｖｉ，Ｌｉｆｅ，Ｗａｒ，Ｅａｒｔｈ：Ｄｅｌｅｕｚ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ＭＮ：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Ｒｉｃｋ Ｄｏｌｐｈｉｊｎ ａｎｄ Ｉｒｉｓ ｖａｎ ｄｅｒ Ｔｕｉｎ，Ｎｅｗ Ｍａｔｅｒｉ
ａｌｉｓｍ：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Ｏｐｅ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Ｍａｒｉｏ Ｄｅ Ｃａｒｏ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ｉｎ
Ｄｅ Ｃａｒｏ ａｎｄ 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 （ｅｄ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１．
最近关于德勒兹与古希腊自然主义之间联系的探讨包括海登（Ｐａｔｒｉｃｋ Ｈａｙｄｅｎ，
“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ｌｅｕｚ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Ａ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ｉｎ Ｂｅｒｎｄ Ｈｅｒｚｏｇｅｎｒａｔｈ （ｅｄ．），Ａｎ［Ｕｎ］ｌｉｋｅｌｙ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ｗｉｔｈ Ｄｅｌｅｕｚｅ ｜ Ｇｕａｔｔａｒｉ ，２００８，ｐｐ． ２３ － ４５，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 Ｕｐｏｎ Ｔｙｎ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福尔摩斯（Ｂｒｏｏｋｅ Ｈｏｌｍｅｓ，“Ｄｅｌｅｕｚｅ，Ｌｕｃｒｅｔｉ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ｍ
ｕｌａｃｒｕｍ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ｉｎ Ｂｒｏｏｋ Ｈｏｌｍｅｓ ａｎｄ Ｗ． Ｈ． Ｓｈｅａｒｉｎ（ｅｄｓ），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ｐｉｃｕｒｅａｎｉｓｍ ，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ｐｐ．３１６－３４３．）和安塞尔·皮尔森（Ｋｅｉｔｈ Ａｎｓｅｌｌ－Ｐｅａｒｓｏ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Ｐｒｏ
ｔｅｖｉ，“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ｉｎ Ｋｅｌｌｙ Ｊａｍｅｓ Ｃｌａｒｋ （ｅｄ．），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Ｈｏｂｏｋｅｎ，ＮＪ：Ｗｉｌｅｙ －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１６，
ｐｐ．３４－３８．）。



取向。对此，他描述如下：

“从卢克莱修到尼采，追求和实现同样的目标。自然主义是

思想和感觉的证实。它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否定性的声望；它剥

夺了否定性的一切力量；它拒绝了否定性精神以哲学的名义发言

的权利……卢克莱修确立了自然主义长久以来的含义：肯定性的

自然；作为肯定性哲学的自然主义；与多重肯定联系在一起的多元

主义；与多样性的喜悦相联系的感性主义；和对所有神秘物的实际

批判。”①

在概述了他的哲学与科学的自然主义不相容的一些方式之后，在

本文的最后部分，我将回顾德勒兹的自然主义这一实践维度。

任何关于“德勒兹是否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自然主义哲学家”的考

虑一开始就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是何谓德勒兹的哲学？第二是自然

主义何指？德勒兹的哲学中是否存在这一问题以及它的性质如何，这

些问题在研究德勒兹的学者们之间引起了不断的争论。引发这个问题

的部分原因是德勒兹的早期作品采取了对他人的思想进行重建和评注

的方式。他所关注的一些自然主义的哲学家，尤其是康德、柏格森和尼

采是争论的主要话题。② 然而，另外一些他论及的哲学家，特别是卢克

莱修、休谟和斯宾诺莎，被广泛认为是自然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德

勒兹关注的这些哲学家都各具特色，因而他不得不把自己的思想置于

与之相衬的各种语境之中。弗朗斯瓦·苏尔比克威利（Ｆｒａｎｏｉｓ Ｚｏｕｒａ

０１３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ｌｅｕｚｅ，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Ｓｅｎｓｅ ，ｔｒａｎｓ．Ｍａｒｋ Ｌｅｓｔｅｒ ｗｉｔｈ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ｔｉｖａｌｅ，（ｅｄ．）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 Ｂｏｕｎｄａ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１９６９］），ｐ．２７９．
请参阅扎米托（Ｊｏｈｎ Ｈ．Ｚａｍｍｉｔｏ，“Ｋａｎｔ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Ｉｎｑｕｉｒｙ，
Ｖｏｌ．５１，Ｎｏ．５，２００８，ｐｐ．５３２－５５８．）关于“康德与自然主义”的论述，莱特（Ｂｒｉａｎ
Ｌｅｉｔｅｒ，“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ｉｎ Ｋｅｎ Ｇｅｍｅｓ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ｅｄｓ）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ｔｏ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ｐｐ． ５７６ － ５９８．）关于“尼采”的论述，安塞尔·皮尔森和普泰卫（Ｋｅｉｔｈ
Ａｎｓｅｌｌ－Ｐｅａｒｓｏ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Ｐｒｏｔｅｖｉ，“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ｉｎ Ｋｅｌｌｙ
Ｊａｍｅｓ Ｃｌａｒｋ （ｅｄ．），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Ｈｏｂｏｋｅｎ，ＮＪ：
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１６，ｐｐ．３４－４８．）关于“柏格森”的论述。



ｂｉｃｈｖｉｌｉ）将这种历史性重建描述为一种对自由间接叙述技巧的非常规

运用。在这种重建中，德勒兹自己思想的声音和他所探讨的思想家的

声音相互激荡。故而，我们不好分辨哪些是德勒兹本人的思想，哪些是

柏格森、休谟、康德、尼采，抑或斯宾诺莎的思想。①

如何描述德勒兹哲学这种困难一直延续到德勒兹晚期作品中，无

论是以他自己的名义发表的还是和加塔利合著的，但却另有缘由。这

里，问题不在于对其他哲学家的话语借用，而在于德勒兹自己的语言、

概念和哲学抱负在不同著述中的不断变化。例如，《千高原》（１９８７

［１９８０］）一书的目标与《差异与重复》（２０１１［１９６８］）一书的目标的差

异非常大。后者确认的是一种支配哲学传统的总体形象。而前者试图

发展一种思维实践，这种思维实践被差异的、根茎的或游牧的思想形象

所管控。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这些哲学方法和词汇的变化，并将德勒兹

的系列作品视为一种以问题驱动为导向的实践哲学，而不是作为一个

单一的，连续的思想或系统。无论他从别的哲学家那借用什么都总是

为了特定的目的并总是和特定的问题相关。即使他回到同一个思想

家，同样的问题，或相同的概念，也是为了再次开始；以至于我们每次

都仿佛面对一个不同的思想家、不同的问题或不同的概念。在他的

思维中，这种从一问题到下一系列问题的变化和不连续是显而易见

的。例如，在《尼采和哲学》（１９８３ ［１９６２］）、《游牧思想》（２００４

［１９７３］）和《千高原》中，德勒兹分别呈现的是尼采哲学的不同样态。

在《尼采和哲学》中，呈现的是围绕强力意志这一复杂概念建构严谨

和系统自然哲学的思想家。在《游牧思想》中，呈现的是与外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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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Ｆｒａｎｏｉｓ Ｚｏｕｒａｂｉｃｈｖｉｌｉ ａｎｄ 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ｌｅｕｚｅ：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ｐ．４２－４３．可参见乔·休斯的理论（Ｊｏｅ Ｈｕｇｈｅ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ｆｔｅｒ Ｄｅｌｅｕｚｅ ，Ｌｏｎｄｏｎ：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２０１２，ｐ．６．）。他通过将他人的声
音视为一种“哲学口技”来描绘这种哲学思维的实践。还可参阅他对德勒兹

《差异与重复》一书中的自由间接话语实践的进一步探讨（Ｊｏｅ Ｈｕｇｈｅｓ，
Ｄｅｌｅｕｚ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Ｇｕｉｄｅ ，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２００９，
ｐｐ．１４－１７．）。



和笑声具有本质联系的反系统思想的创造者。这样的尼采几乎不属于

哲学。①

德勒兹以这种含蓄的实用主义对待哲学。这种含蓄的实用主义

在《什么是哲学？》一书中是显而易见的。在那里，他将哲学定义为

概念的发明。他建议，概念总是被发明以回应问题。概念的价值体

现在使一种描述事物、事件和事态的新方式成为可能之中。哲学，他

写道：

“并非存在于智识之中，也非由真理赋予灵感。相反，它是类

似‘趣味’或决定成败的‘重要性’之类的范畴。”②

他将哲学视为一种以明晰的词汇进行创造和试验的实践。在这个

意义上，有理由相信他自己的想法不能化简或囿于任何一种“终极词

汇”（借用理查德·罗蒂的一个术语）。③ 总而言之，德勒兹以一种自

由、间接的话语对待哲学的方式和不断用哲学新词汇进行的试验使我

们难以将某种东西界定为德勒兹的哲学，更不用说一个稳定的文本语

料库。然而，我仍将其核心文本《什么是哲学？》作为探索德勒兹和自

然主义之间关系的基础。因为《什么是哲学？》一书在许多方面是对德

勒兹和加塔利合著的《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中所追寻的哲学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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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ｌｅｕｚｅ ，“Ｎｏｍａｄ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ｎ Ｄｅｓｅｒｔ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ｅｘｔｓ １９５３ －
１９７４，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Ｔａｏｒｍｉｎａ ａｎｄ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Ｄａｖｉｄ Ｌａｐｏｕｊａｄｅ，（２００４
［１９７３］），ｐｐ．２５２－２６１，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Ｙ：Ｓｅｍｉｏｔｅｘｔ（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Ｎｉｅ
ｔｚｓｃｈｅ ａｕｊｏｕｒｄ’ｈｕｉ？Ｔｏｍｅ １：Ｉｎｔｅｎｓｉｔéｓ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 Ｔｏｄａｙ？Ｖｏｌｕｍｅ １：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ｐｐ．１５９－１７４，Ｐａｒｉｓ：ＵＧＥ １０ ／ １８．布鲁克·福尔摩斯（Ｂｒｏｏｋｅ Ｈｏｌｍｅｓ）在德勒兹的
职业生涯中对卢克莱修的反复陈述中识别出一个相似的模式，认为德勒兹几

次三番回顾卢克莱修，创造了他的哲学多元主义不断变化的意象（Ｂｒｏｏｋｅ
Ｈｏｌｍｅｓ，“Ｄｅｌｅｕｚｅ，Ｌｕｃｒｅｔｉ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ｃｒｕｍ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ｉｎ Ｂｒｏｏｋ Ｈｏｌｍｅｓ
ａｎｄ Ｗ． Ｈ． Ｓｈｅａｒｉｎ （ｅｄｓ），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ｐｉｃｕｒｅａｎｉｓｍ ，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ｐ．３４１．）。
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ｌｅｕｚｅ ａｎｄ Ｆｅｌｉｘ Ｇｕａｔｔａｒｉ（１９９４［１９９１］），Ｗｈａｔ Ｉ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ｒａｎｓ．Ｈｕｇｈ
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ａｈａｍ Ｂｕｒｃｈｅｌｌ，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Ｙ：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ｐ．８２．
关于德勒兹与罗蒂和实用主义、新实用主义之间总体联系的探讨请参阅阿兰

和巴顿（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ｏｎ，２０１５）的相关著述。



顾性描述，同时也是对以上两部作品与《感觉的逻辑》和《差异与重复》

的重叠关注和连续性的一种叙述。

任何探索德勒兹与自然主义关系的研究必须面对的第二种困难在

于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自然主义”。在哲学里探讨自然主义，人们

通常一开始就指出这个词是否有精确的意义或者仅仅是个空洞的能

指，类似于每个人都在宣誓维护却依旧各执己见的“世界和平”：一旦

你开始具体且精确地界定涉及什么并且如何实现它，达成和维持一种

一致和排他的“自然主义”就变得异常困难①。虽然自然主义的精确边

界存在着不确定性，但当代哲学家们对自然主义方法仍然有一定程度

的重叠共识。对科学的自然主义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维度做出区分已经

成为一种惯例。本体论自然主义集中关注现实的内容并坚持自然科学

告诉我们的那些主张：现实没有为“超自然”或其他“鬼神”之类的实体

留出地盘②。帕皮诺（Ｐａｐｉｎｅａｕ）指出当代版本的本体论自然主义依赖

“因果封闭性”和物理王国的完美这样一些潜在的原则：物理状态或事

件只由物理状态或事件引起。在其最强的形式上，这相当于物质主义

的教义“世界只包含了物理学认可的实体”③。较弱的版本可能允许非

物理状态或事件的存在，条件是这些非物理状态或事件不产生物理

效应④。

相比之下，方法论自然主义集中关注的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

它通常赞成自然科学是一种特权，如果不是知识的唯一形式的话。它

通常还赞成旨在产生知识这个意义上，哲学是科学的延伸：方法论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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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Ｂａｒｒｙ Ｓｔｒｏｕｄ，“Ｔｈｅ Ｃｈａｒｍ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ｉｎ Ｍａｒｉｏ Ｄｅ Ｃａｒｏ ａｎｄ Ｄ． 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
（ｅｄ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２２．
Ｄａｖｉｄ Ｐａｐｉｎｅａｕ，“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ｈｔｔｐ：／ ／ ｐｌａｔｏ．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ｄｕ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ｓｐｒ２００９ ／ ｅｎｔｒｉｅｓ ／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 ．
Ｄａｖｉｄ Ｍ．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Ｆｉｒ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 ，Ｓｔ．Ｌｕｃ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ｐ．１５６．
Ｄａｖｉｄ Ｐａｐｉｎｅａｕ，“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ｈｔｔｐ：／ ／ ｐｌａｔｏ．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ｄｕ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ｓｐｒ２００９ ／ ｅｎｔｒｉｅｓ ／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 ．



主义者认为哲学和科学本质上致力于共同的事业①。较弱版本的方法

论自然主义允许与之有区别的哲学知识和致知路径，只要这一切没有

和科学知识相冲突就好②。Ｌｏｐｔｓｏｎ 推进了一种总结本体论和方法论

自然主义的构想：

“世界是一个因果关联的整体，不存在‘神’或系统性的‘目

的’，并只能通过科学手段最好地理解或理性地理解。”③

毫无疑问，德勒兹否认神的存在和系统性的目的。他对卢克莱修、

斯宾诺莎和尼采的评论都清楚地表明，他将那些关于神、灵魂、后世甚

至道德责任的想法视为幻想，即便这些想法可能是必要的。他反对历

史和人类繁荣的目的论思想。然而，他并不赞成将世界视为只有科学

的手段才能理解的单一的因果关联的系统。

一方面，他为一种与科学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目标、对象和方法

的哲学概念辩护；这种辩护即使是和最弱形式的方法论自然主义也

难以调和；另一方面，他赞成存在着一些决定性的“不可思议的”实

体，如“纯事件”，抽象机器其他种类的虚拟现实，这使得我们很难将

他视为本体论自然主义者。在关于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主义哲学

的评论中，他还特别关注了他们使因果关系复杂化的不同方式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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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Ｄａｖｉｄ Ｐａｐｉｎｅａｕ，“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ｈｔｔｐ：／ ／ ｐｌａｔｏ．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ｄｕ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ｓｐｒ２００９ ／ ｅｎｔｒｉｅｓ ／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 ．
Ｂｒｉａｎ Ｌｅｉｔｅｒ，“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ｉｎ Ｋｅｎ Ｇｅｍｅｓ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Ｒｉｃｈ
ａｒｄｓｏｎ （ｅｄｓ），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ｔｏ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ｐｐ．５７６－５９８．
Ｐｅｔｅｒ Ｌｏｐｔｓｏ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ｉｎ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 Ｖ．Ｂｏｕｎｄａｓ （ｅｄ．）Ｔｈｅ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Ｃｏｍ
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ｓ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ｐ．１１６．
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ｌｅｕｚｅ ，“Ｌｕｃｒèｃｅ ｅｔ ｌ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ｅ”［Ｌｕｃｒｅｔｉｕ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Ｌｅｓ
éｔｕｄｅ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ｓ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Ｓéｒｉｅ，１６（１），１９６１，ｐｐ．１９－ ２９．［Ｒｅｖｉｓ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ａｓ “Ｌｕｃｒｅｔｉ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ｃｒｕｍ”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ｓ ａｎ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Ｓｅｎｓｅ，ｐｐ．２６６－２７９］；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ｌｅｕｚｅ，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Ｓｅｎｓｅ ，ｔｒａｎｓ．Ｍａｒｋ Ｌｅｓｔｅｒ
ｗｉｔｈ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ｔｉｖａｌｅ，（ｅｄ．）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 Ｂｏｕｎｄａ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１９６９］）．



在《感觉的逻辑》《差异与重复》中，他假定的因果因素，范围囊括卢克

莱修的“克里纳门”（意指“原子的偏移能使宇宙发生变化”）和虚拟想

法的差异，这与将世界视为单一的因果关联的系统的现代科学意向不

一致。

一、哲学、科学和试验的条件

在整个工作中，德勒兹反复论及和使用科学素材，尤其是数学、物

理和生物科学。例如，在《差异与重复》的第四章中，在将观念或结构

的概念详述为特定的思想版图或经验现实时，他诉诸微积分的历史并

汲取了 １８和 １９世纪的萨洛蒙（Ｓａｌｏｍｏｎ Ｍ．）、隆斯基（Ｈ．Ｗｒｏｎｓｋｉ）和布

达斯·德莫林（Ｊｅａｎ Ｂｏｒｄａｓ－Ｄｅｍｏｕｌｉｎ）对他的解释。在第五章中，他为

了说明虚拟结构在时空上实现的复杂过程借鉴了大量的物理和生物科

学的要素，包括热力学、进化理论和胚胎学。在每种情况下，他都明白

无误地表示他使用自然科学的要素有着明确的哲学意图。此外，他还

在勾勒他的超验经验主义的过程中使用它们。这种超验经验主义与强

式或弱式的方法论自然主义都不相容。

《差异与重复》一书提出了一种关于差异的结构主义形而上学。

在其中，思想被建构为问题或结构。这种问题或结构的要素完全由相

互间的差分关系确定。这些问题或结构被呈现为真实但虚拟的多样

性。这种多样性的存在与由它们产生的实际域相比具有逻辑先在性：

“虚拟的现实包括差分元素和关系以及对应于它们的奇异点。虚拟的

现实是结构”①。在这种德勒兹式的形而上学的语汇中，思想决定了自

然、社会、语言或心理现实等不同区域的界分。换句话说，实存的特性

是由相关思想或结构的差分特征来“裁定”的。其中问题的裁定是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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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ｌｅｕｚ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 Ｐａｕｌ Ｐａｔｔ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１ ［１９６８］），ｐ．２６０．



构性的而不是线性的。① 这种裁定的模型包括两种方式。在第一种方

式中，语言结构决定了特定语言的显著特征。在第二种方式中，对一个

数学问题的说明决定它的解决办法的区别性特征。德勒兹认为，特定

的结构有自己的“纯粹逻辑的、想象的或辩证的时间”。这时间反过来

又决定了“差异化时间，更确切地说，对应于结构的关系和奇点的规律

或现实化的差异时间，并且作为他们的一部分，测度从虚拟到现实的通

道”②。德勒兹并没有停留在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的因果关联上，但似

乎清楚的是，现实化进程的结果是自然科学所关注的因果关系只适用

于广延和时间的世界。这里，正如他早期关于卢克莱修的文章那样，德

勒兹似乎很高兴接受一种“高度结构化的因果关系原则”③，允许不同

的领域和不同种类的因果互连。

《差异与重复》勾勒了世界的形而上概念，这与世界的单一因果关

系的自然主义观念是不相容的。这个世界被分为两个部分：由结构限

定的内部或虚拟的部分和作为现实化进程结果的外部或实存部分。通

过后者，想象的联系或虚拟的差异被表达或转译成具有特定时空属性的

种类，物种和个体事物。德勒兹将虚拟思想现实化的进程称为差异

化———一个综合了数学的差异概念和生物学或物理学差异概念的新词：

“鉴于分化表达了虚拟的现实化和解决方案的构成方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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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异与重复》一书中，在阿尔都塞和他的合作者们试图弄清马克思经济决

定论的真实含义的语境下，德勒兹赞同结构的因果关系概念。他认为“这个结

构从未按时间顺序进行自然演替，相反，它通过在多元的社会中具体化它的多

样性和对每一次，在每一种情况下，构成现在的所有关系和情境的同时性进行

记述来起作用：这就是为什么‘经济’从未被正确地言说，而是标明一个待解释

的有差别的实质并总是被它的实显形式所覆盖”［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ｌｅｕｚ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Ｐａｕｌ Ｐａｔｔ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１
［１９６８］），ｐｐ．２３４－２３５。
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ｌｅｕｚ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 Ｐａｕｌ Ｐａｔｔ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１ ［１９６８］），ｐ．２６２．
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ｌｅｕｚｅ，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Ｓｅｎｓｅ ，ｔｒａｎｓ．Ｍａｒｋ Ｌｅｓｔｅｒ ｗｉｔｈ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ｔｉｖａｌｅ，（ｅｄ．）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 Ｂｏｕｎｄａ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１９６９］），ｐ．２６８．



过局部的集成），分化决定了观念的虚拟内容作为问题。分化如

同差异的另一种形式。为了指明客体的完整性，我们需要分化的

复杂观念。”①

在英译版的前言中，他仔细地指出，利用科学的功能公然地是为了

哲学的目的。并且绝无推进所涉及的科学领域的意图②。哲学在这种

关系中没有特权地位：占优越地位的是科学思想，哲学在其基础上创造

和阐述自己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他建议：

“努力从分化的数学函数和生物功能中建构出哲学概念，探

求两个概念之间是否存在一个可以陈述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他们

各自客体的层次上可能不会出现。”③

《千高原》更是充满了来自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材料，既用于

建构又用于展示新颖的概念，如聚集、抽象机器、分层、光滑空间和条纹

空间。Ａｎｓｅｌｌ－ Ｐｅａｒｓｏｎ和 Ｐｒｏｔｅｖｉ认为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机械唯物主义

与较弱形式的自然主义兼容，因为他们的“机械主义”意味着物质系统

的创造性自组织④。然而，这个机械本体论的特征恰恰表明《千高原》

和《差异与重复》一样地和本体论自然主义不相容。例如，内部虚拟世

界及其外部实现之间的区别这一版本重新出现在绝对和相对的解辖域

化之间的区分中，其中前者是所有形式的相对解辖域化的潜在条件。

“绝对解辖域化”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关于抽象、非有机和创造性生活的

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在现存聚落的解辖域化、解辖域化元素之间的联

结以及新聚落的再组合中都获得表达。它是变革、现实中自由的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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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ｌｅｕｚ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 Ｐａｕｌ Ｐａｔｔ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１ ［１９６８］），ｐ．２６１．
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ｌｅｕｚ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 Ｐａｕｌ Ｐａｔｔｏｎ，ｘｉｖ，Ｌｏｎｄ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１ ［１９６８］），ｐ．２６１．
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ｌｅｕｚ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 Ｐａｕｌ Ｐａｔｔｏｎ，ｘｉｖ，Ｌｏｎｄ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１ ［１９６８］），ｐ．２６１．
Ｋｅｉｔｈ Ａｎｓｅｌｌ－Ｐｅａｒｓｏ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Ｐｒｏｔｅｖｉ，“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ｉｎ
Ｋｅｌｌｙ Ｊａｍｅｓ Ｃｌａｒｋ （ｅｄ．），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Ｈｏｂｏｋｅｎ，ＮＪ：
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１６，ｐｐ．３４－４８．



或运动的内在源泉。任何时候，一旦相对解辖域化出现，这种内在的源

泉就被激活。德勒兹和加塔利对此描述如下：

“一个绝对的，但并非未分化或超越的……结合物质和功能

的更深层运动———绝对解辖域化，等同于地球自身———仅以各

自领土的形式出现，消极或相对解辖域化和补充的再辖域

化。”①

聚落的概念也再现了《差异与重复》中思想或结构与它们现实化

的领域之间关系的一些特征。聚落或多或少是物质事物和非物质陈述

的具体安排。但它们被内含的虚拟或抽象的机器定向。德勒兹和加塔

利在抽象机器的定向能力与其他乍看起来以一种因果联系的方式出现

的模式之间作了区分。这些与将世界视为单一因果联系的思想不

相容。②

《千高原》所勾勒的世界与方法论自然主义和本体论自然主义都

不兼容。当德勒兹在一次访谈中坚持认为《千高原》不是别的，而只是

哲学作品时，他重申了哲学与科学的方法论区别③。在对哲学和科学

之间做出区分的先例中，康德也许是最重要的。在《差异与重复》中，

哲学公然地以关于思想或问题的康德式描述呈现，在其中，康德将超验

思想视为没有解决方案的问题。正如德勒兹所言，这些问题既内在于

８１３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③

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ｌｅｕｚｅ ａｎｄ Ｆｅｌｉｘ Ｇｕａｔｔａｒｉ，Ａ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 ，ｔｒａｎｓ． Ｂｒｉａｎ Ｍａｓｓｕｍｉ，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Ｍ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 ［１９８０］），ｐｐ．１４２－１４３．
“毫无疑问，一个聚落从不包含具有因果关系的基础结构。然而，它的确，而且

达到最高程度，拥有创造性或特定因果关系的抽象线条，它的逃逸线或解辖域

化。这条逃逸线只有在与另一种性质的一般因果关系建立联系时才可以实

现”（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ｌｅｕｚｅ ａｎｄ Ｆｅｌｉｘ Ｇｕａｔｔａｒｉ，Ａ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ｃｈｉｚ
ｏｐｈｒｅｎｉａ ，ｔｒａｎｓ． Ｂｒｉａｎ Ｍａｓｓｕｍｉ，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Ｍ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０］），ｐ．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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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ｓ Ｈｏｄｇ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ｋｅ Ｔａｏｒｍｉｎ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Ｙ：Ｓｅｍｉｏｔｅｘｔ（ｅ）［Ｒｅｖｉｓ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３］），ｐ．１７６．



又超越于知识的相关领域①。德勒兹跟随康德在由科学提供的时空中

客体的经验知识与由哲学提供的经验知识之条件的超验知识之间做出

区分。然而，和康德不同的是，他并没有为一套独特的纯概念辩护。这

样的纯概念蕴含在超验主体之中并形成所有知识的智力条件。相反，

德勒兹为置身于非主体的先验领域的思想或问题的开放式内在关联系

统论争。其细节仍然需要借助于“超验经验主义”来思考②。在这个意

义上，对于德勒兹而言，哲学的任务与其说是发现不如说是生产知识和

经验的条件。

弗朗斯瓦·苏尔比克威利（Ｆｒａｎｏｉｓ Ｚｏｕｒａｂｉｃｈｖｉｌｉ）在论证德勒兹和

加塔利创造的概念应当被视为经验的局部或区域性条件时，接受了德

勒兹运用于《千高原》之中的哲学概念对于这样一个非主体的先验领

域的解读。康德认为理解力的纯概念大体上需要一个先此应用于世界

的先验概念来补充。这些纯概念反过来由自然科学的经验概念填补。

类似地，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创造的概念可以被理解为仅适用

特定的经验领域。它们相当于关于自然的一些哲学碎片，提供限于特

定的自然世界和社会生活方面的经验的条件。例如，虽然肯定人类的

生活是由逃逸线组成的这样的思想可能会显得很奇怪，但我们不知道

除了这类联系之外，人类的生活究竟怎样。我们习惯于将生活视为自

然过程、进步或者从开始到结束的运动，等等。以克分子线和逃逸线这

样的措辞来理解生活蕴含着人类生活的另一种理解方式或另一种

经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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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Ｄｅｌｅｕｚ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Ｉｄｅａｓ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的相关著述。
Ｆｒａｎｏｉｓ Ｚｏｕｒａｂｉｃｈｖｉｌｉ，Ｌａ ｌｉｔｔéｒａｌｉｔé ｅｔ ａｕｔｒｅｓ ｅｓｓａｉｓ ｓｕｒ ｌ’ａｒｔ ［Ｌｉｔｅ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Ａｒｔ］，Ｐａｒｉｓ：ＰＵＦ，２０１１，ｐ．７１．



二、《什么是哲学？》中的哲学与科学

在《什么是哲学？》中，德勒兹对哲学、科学和艺术之间的差异进行

了更全面的描述。德勒兹将三者视为智力生产的不同模式，各自有着

自己独特的目标、方法、原料和产品。哲学，而且只有哲学生产概念。

科学生产命题或函数。哲学和科学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有认知的而

非情感的功能。哲学和艺术，尤其是现代艺术，二者都不诉诸和表征独

立存在的客体或事物的状态。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哲学与知识无关”

和“哲学的确提供一种与科学不同的知识”两种理解之间犹豫不决。

但总体上倾向于后一种理解并认为科学提供经验过程和事物状态的知

识，而哲学通过概念提供纯事件的知识。哲学的如下定义可以被看作

是决定性的：“纯概念的知识”①。

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差异最初是生产不同种类的思想客体之间的差

别。科学以参数面为基准生产函数。科学史涉及根据可能被决定的函

数对这样一种参数面进行解释和相关坐标进行规范。相比之下，哲学

生产概念，这种概念被理解为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基于“内在性平面”生

产的某种内涵客体。“内在性平面”意指关乎思想本质的若干概念。

在概念的组件自身也是概念性的这个意义上，概念是复杂的。这些概

念组件既不是常数也不是变量，而是“根据他们的相邻概念来排序的

纯粹和简单的变化”②。概念总是产生于一个特定的问题：什么是思

维？什么是政治或市民社会？它们由组成部分之间的内部关系以及与

其他概念的外部关系所界定。因此，例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一个

复杂的概念，有三个组成部分：我（怀疑）、思考，存在。它们三个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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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概念的组成部分———怀疑的我、思考的我和存在的我———就像这么

多密集的坐标安放在相邻的区域或生产从一个到另一个通道的不确定

性，并构成他们的不可分离性①。

除了哲学概念和科学函数之间的形式差异之外，《什么是哲学？》

一书还论证哲学和科学与各自客体的不同联系。哲学概念表达纯事

件，这是我们使用不定式动词描述的未确定事件并且以确定的形式实

现：思考、说话、走路、成为动物、解辖域化，等等。哲学概念及其所表达

的事件之间的关系内在于概念。因此，德勒兹和加塔利声称“概

念……无需参照物：它是自我指涉，［在某种意义上］，在它被创造的同

时设定了自我及其客体”②。相比之下，科学的函数指事态，被假定相

对于函数独立存在的事物或身体。命题函数和日常语言的形式化句子

例证了这种参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构成概念延伸的独立客体由被

认为服务于论证的单个术语的参照对象给出。坐标或变量的独立性对

于方式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方式中科学界定了使“虚拟在参照平面

实显”的事物或事态的性质。而哲学概念表达“在一个内在平面上使

虚拟获得一致性的事件”③。

德勒兹和加塔利提供了一个哲学概念和科学函数之间区别的醒目

例证。鸟的科学特征体现为种属及其特点。鸟的哲学概念则包括姿势

构成、颜色和歌曲④。这种对比与《千高原》中个性化物体的两种模式

之间的对比相似：种属分疏的肉身差异和部件相对运动与情感之间的

差异。后者是个性化或事件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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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高原》一书的主旨之一在于说明，对于哲学，这种类型的个性

化是首要的。在哲学概念中，鸟被表述为运动、声音和颜色的单一聚

块。换句话说，鸟作为个性化存在或事件。

三、事件和本体论自然主义

正如我们在开头部分对自然主义的初步定义中看到的那样：它的

核心思想之一是将世界视为一个单一因果关联的系统。“自然主义的

关键是这样一种思想：一统的世界以及强调这种统一的名词法则”①。

在他的著述中，德勒兹始终以一种难以与本体论自然主义协调的方式

描写事件的性质。他将“纯事件”和实显事件区别开来，就像他关于虚

拟想法或抽象机器的概念，似乎意味着一个名词分裂的世界。加上他

在哲学和科学之间做出的方法论区分以及关于纯事件性质的论点，使

我们很难把他视为一个彻底的自然主义者。

德勒兹对事件性质的兴趣与他偏好过程或生成哲学而不是实存有

关。在 １９８８年的一次访谈中，德勒兹暗示自己一直关心事件性质的部

分原因在于他认为只有哲学概念具备取代“成为”及其性质的能力②。

在他的著述中，关于存在与生成之间的区别不停地出现变化。例如，绝

对解辖域化与相对解辖域化之间的区别，生成的虚拟领域与历史事件

的实显领域之间的区分。在 １９９０年接受安东尼奥·奈格里的访谈中，

德勒兹评论说，他越来越意识到在生成与历史之间做出区分的可能

性③。在《什么是哲学？》一书中，这种区分采取了一种对比形式。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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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形式在“纯事件”的非历史领域和实显事件为身体和事态的历史

领域之间做出区分。

“纯事件”和它们在身体和事态中的实显事件之间的区分可以追

溯到《感觉的逻辑》。它提供了一个关于生成的无实体领域以及在德

勒兹那随处可见的事件的最详尽描述。这是一本以系列或短篇构成的

大胆的实验性书籍。它还关注感觉或意义的性质等其他事项。除了对

刘易斯卡罗尔、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语言的评述外，它也可以作为一

篇捍卫事件的本体优先性的杂记文来阅读①。德勒兹凭借斯多葛哲

学，将事件的概念明确地阐述为非物质实体。这种实体在命题中得到

表达并归因于身体和事态。斯多葛学派在身体和事态的物质或物理领

域与非物质实体的非物理领域之间进行了根本的区分。后者包括时

间、地点和感觉，或对“什么是表达”（Ｌｅｋｔａ）的陈述。他们认为对感觉

的陈述与在其中获得表达的事件是相同的：“感觉，作为命题的表达，

是一个无形的、复杂的且不能简化的实体。在物的表面，纯事件在命题

中存在”②。

这意味着事件是与身体和状态不同的存在顺序：“事件存在于语

言中，但在物中产生结果”③。在德勒兹对这种斯多葛学派形而上学

的描述中，事件是奇异的无形实体，不同于物理体，但能够在特定的

构形和身体的运动中得到表达。通过这种方式，例如，真实的战争由

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的某些身体的移动和事件设备组成，但战争的

事件不局限于这些要素，因为它可以用完全不同的元素表达并在其

他场合重现。事件在这些特定要素中得到表达，然而不可替代：在任

何血肉之战中，“事件悬停在自己的领域，在关系到世俗事物的实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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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保持中立”①。

德勒兹对事件和它在特定情境中的实显之间做出区分。这一区分

在《感觉的逻辑》中对实际事件发生的历史时间（Ｃｈｒｏｎｏｓ）和不能被简

化为前者的“事件时间”（Ａｉｏｎ）进行的区分中再次得到强调。这一区

分进一步支持事件在某种意义上“逃离历史”是正当的观点。《感觉的

逻辑》开篇部分以刘易斯卡罗尔为例，揭示事件以一种在线性时间内

不可想象的方式暗含事物相互矛盾的性质。当我们说爱丽丝长大了，

这暗指她比以前高了。然而，同样的道理，她也变得比现在矮（假设她

继续成长）。虽然丝毫不是说她在同一时间变高又变矮。我们却可以

说她同时变得更高和更矮，从而表达出“生成的同时性。这一生成的

特点是逃离现在”②。“事件时间”和“线性时间”这一区分深层的原因

牵涉与识别、历史的时间、事件发生的确切时刻联系在一起的悖论。假

设我们采取事件之前和事件之后的时间：系列时刻的无限可分性暗指

事件两边各存在一个会聚序列，但这两个序列却没有理由相遇。因此，

从历史时间的角度来看，没有现在事件发生的时刻。正如德勒兹

（１９９０，６３）③在《感觉的逻辑》中所论及的要点：“纯事件令人苦恼的方

面在于它总是同时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和将要发生事情，永远不是正在

发生的事情。”

日常历史时间和事件时间之间的区分是德勒兹的斯多葛主义更令

人困惑的一个方面。它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以这种方式理解的事件

能否被认为与自然主义单一因果关联的世界概念相互兼容。就斯多葛

学派来说，德勒兹论证道：一方面是身体与事态的二分，另一方面是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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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无形事件和效果的二分。这意味着因果关系的肢解，借此，有形事

物之间相互因果关联而无形事件只是形体的属性或效果①。他引用了

爱弥尔·布雷耶尔对来自塞克斯都·恩披里克的例子的评论：有形物

对另一有形物的作用所产生的效果与他们自己的形体无关，这种效果

是在命题中得到表达的无形属性：

“当手术刀切入肉体，第一个有形体在第二个有形体上生产

的不是新的特性，而是新的属性，即被切割的属性。那个属性并不

表示任何真正的品质……相反，它总是用动词来表示，这意味着它

不是一个存在，而是一种存在方式。”②

同时，事件位于与其他事件的“准因果”关系中，不仅仅是逻辑依

赖的关系，而且是和谐或冲突，兼容或不兼容的关系。即使事件是有形

缘由的效果，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能从彻底确定的因果秩序中推导而

出（Ｂｏｗｄｅｎ，２０１１，３７）③。对于斯多葛学派来说，事件是通往世界知识

的一种手段。这一手段在人们于给定时刻获得彼此之间全面且合理的

代表之时获得。

回到德勒兹将哲学视为表达纯事件的概念的创造这一构想中来，

毫无疑问，用给定哲学概念对实显事件或事态进行的描述具有因果效

应。历史和政治科学的争论都是由此产生的。考虑在特定国家殖民的

事件：以最纯粹的形式，这样做是相当于通过优越的技术力量捕获领

土、人民和资源？或者毋宁说它是异质的人们相遇时可能采取的与历

史截然不同的形式？我们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可能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

解决过去殖民事件带来的后果。但这些都是哲学问题，既不是通过审

查历史事实予以回答，也不是以我们想象的科学家沿着重建物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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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虚拟起源之路行进的方式来回答。

但是事件本身究竟如何？在哲学概念中表达的事件如何与本体论

自然主义有关？它们是否形成自然世界的部分因果秩序？它们确实如

此。原因之一在于德勒兹不情愿地承认事件超然于事态并在事态中实

显，而且他还坚持认为事件是内在的。这是他的思想的重大变化之一，

同时他日益致力于生成和历史之间的区分。在《差异与重复》中，他很

乐意将虚拟想法或问题当作既是内在的也是超越的，并且归因于事件

的理想系列：“与真实相关的内在与超越的双重属性”①。相比之下，

《什么是哲学？》将超验描述为产生于创造哲学概念的内在平面的错

觉②。它否认“纯事件”是超验的，并坚持认为它们是“尚未实显且不

屑于实显的纯内在性”③。

这可能会导致我们猜测“纯事件”和德勒兹后来在内部、虚拟与外

部、现实世界进行区分的更普遍的版本与科学兼容，即使这种区分的确

暗含着一个特别复杂的自然画面。不巧的是，这种解释被如下事实排

除在外：德勒兹还坚持认为在科学函数里实显的与在哲学概念中表达

的并非同一个“虚拟”④。从虚拟下降到实际与从事态上升到虚拟沿着

的不是同一条直线：“实显和相反效应不是同一直线的不同线段，而是

不同的直线”⑤。如果科学为了回溯路径的虚拟开端与哲学反实显的

实际的事件和事态产生的虚拟不是同一个虚拟的话，留给我们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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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方法上和实质上与自然主义不相容的分化的世界。

四、德勒兹和伦理自然主义

虽然德勒兹哲学无视当代科学的自然主义限制，它却与一种更为

自由和多元的自然主义相一致。例如，在早期关于卢克莱修和自然主

义的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些被认为是沉思哲学的自然主义原则。这种

沉思哲学同时包含着一种本体论多元主义和一种与自然科学不同的哲

学致知形式的确认。他认为哲学多元主义真正高贵的行为开端于“伊

壁鸠鲁学派”①。在卢克莱修那里，哲学多元主义以一种自然概念的形

式出现。这种自然概念不仅是多样性而且是多样性的持续生产。根据

这一构想，自然不是一个大杂烩或包罗万象的整体，而是一个事物在时

间里分布的开放系统。据此，“没有任一综合能一劳永逸地囊括自然

的所有元素，也没有特制的世界或绝对的宇宙”②。它不受逻辑统一性

和悖论的约束，而仅仅是结合和分离、相似和差异、组成和分解。在卢

克莱修的世界里，“万物形成于连接，密度，冲击，相遇，同时涌现和运

动”③。在他的著作中，德勒兹明确指出自己与如下两种情况一致：一

是将世界视为多样性的生成力量的思想方略；二是同时被他认为是首

要的，是将自然与那些通过恐惧和迷信奴役人类心智的错觉区分开来

的实践路向。将卢克莱修、休谟、斯宾诺莎、尼采和德勒兹联系起来的

是他们对否定性的批判、对欢乐的培育、对内在性的仇视、对力量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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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化、对威权的谴责等等①。

在德勒兹借用斯多葛学派“纯事件”概念的措辞中，《什么是哲

学？》概述的哲学概念重申了实践相对于沉思的优先性。哲学产生的

概念表达“纯事件”的主张意味着感觉、意义或“纯事件”的领域无法

化简为科学描绘的时空世界。对于斯多葛学派而言，在语言中获得

表达的“纯事件”与道德责任捆绑在一起。德勒兹将这一道德责任

润饰为“事件意愿”，它并非是一个发生了的意愿，“而是意愿之中出

现的某事，以及与此一致的将要到来的某事”②。在这些术语中，事

件是那些为了自由地存在于他在斯多葛学派中发现的自然伦理学的

术语中必须被思考和意愿的。当他建议哲学的任务是响应那些决定

和塑造我们的生活的事件时，德勒兹保留了这种伦理学的某些内容，

表述如下：

“事件中有一种如‘命运之爱’那样无法与哲学分离开来的尊

严：等于事件，或成为自己事件的后裔……哲学的唯一目标就是配

得上事件……”③

配得上事件这一意味与相伴随的乌托邦使命一同被估量。德勒兹

将这一乌托邦使命归因于哲学并用它与现存联系的方式来予以界定。

哲学通过创造表达“纯事件”的概念帮助我们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

以哲学的方式思考现存是响应用来描述历史事件和过程的概念中所表

达的“纯事件”。依据这样的哲学观念来描述当前的事件是将它们重

新与“纯事件”联系起来，其中，哲学观念只是作为一种特殊限定出现。

以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将“纯事件”从它的实显的特定形式中分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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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ｌｅｕｚｅ，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７２－１９９０，ｔｒａｎｓ．Ｍａｒｔｉｎ Ｊｏｕｇｈｉ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１９９０］）．
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ｌｅｕｚｅ，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Ｓｅｎｓｅ ，ｔｒａｎｓ．Ｍａｒｋ Ｌｅｓｔｅｒ ｗｉｔｈ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ｔｉｖａｌｅ，（ｅｄ．）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 Ｂｏｕｎｄａ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１９９０］），ｐ．１４９．
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ｌｅｕｚｅ ａｎｄ Ｆｅｌｉｘ Ｇｕａｔｔａｒｉ，Ｗｈａｔ Ｉ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ｒａｎｓ．Ｈｕｇｈ 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ａｈａｍ Ｂｕｒｃｈｅｌｌ，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１９９１］），
ｐｐ．１５９－１６０．



并指向其他确定的实显的可能性：另一种正义，不同民主，或一种一些

人对另一些人并非采取法律、政治、经济或文化捕获的殖民地遭遇。哲

学被理解为概念的创造不是仅仅从事物中提取任何事件，而是提取永

远是新的或可再生的“不合时宜”的事件，如正义、无条件的好客或生

成中的一种民主这类的“纯事件”，或者如光滑和条纹的空间，游牧战

争机器或绝对解辖域化。这样，哲学创造了使我们能够打破既定或不

言而喻地理解和描述的形式的概念。对于德勒兹来说，哲学不是科学

的延续，而首先是一种实践的理由。这种理由提供了新的描述形式并

从而产生了思想与行动的新的可能性。

（作者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

译者　 哲学博士，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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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工人阶级不稳定性理论

［美］贾米尔·约恩纳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夏银平、查懿珊编译　 　 　 　 　 　 　 　 　 　 　 　 　

（译自Ｍａｒｘ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ｅ

ｖａｎｃｅ Ｔｏｄａｙ ）

摘要：近些年，由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掌权以及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的挫伤，工人阶级的生活与就业呈

现出的不稳定状况日益凸显。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和贾米尔·约恩

纳在其合写的《马克思工人阶级不稳定性理论》一文中指出不稳定性

问题可追溯到以马克思、恩格斯、莫里斯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

中，劳动后备军这一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支撑为工人阶级不稳定性

理论的结构基础。尽管不稳定性概念的使用在后马克思时代泛化了，在

一些思想家的使用中失去了批判意义，但两位作者依旧认为，在当下劳

动后备军不减反增的背景下，工人阶级工作和生活的不稳定状况变为了

全球性的问题，且这种不稳定相较于马恩时代甚至更为危险，故而在今

天仍有必要延续马克思对工人阶级不稳定性概念的论述思路。

关键词：工人阶级　 不稳定性　 不稳定型无产者　 劳动后备军　

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

过去 １５年中，工人阶级不稳定性（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ｎｅｓｓ）概念在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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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重获重视，这一趋势在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后尤为明显。

许多学者认为缺乏以下因素均可纳入不稳定性：充分就业通道、不被无

故解雇的保护、职业发展前景、工作长期稳定性、充分的安全性、新技能

发展、最低生活工资，以及工会代表权等。

工人阶级“不稳定性”概念的明确使用可溯源于皮埃尔·布尔迪

厄（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早期对阿尔及利亚的研究。他把不稳定性概念直

接和马克思对劳动后备军的分析相联系。然而后来的研究者往往略过

布尔迪厄对这一概念的成熟思考。布尔迪厄认为当大规模的劳动后备

军存在并给予在业者以随时可被替代的危机感时，工人的不稳定性便

是一种现实。同时，与马克思由流动的、潜在的、停滞的、赤贫的人口组

成工业劳动后备军这一概念相一致，布尔迪厄多把不稳定性与他所称

为“流氓无产阶级”的群体联系在一起，他倾向于把流氓无产阶级和无

产阶级区分开来，并把无产阶级视为开启“革命性工程”所必要的

支撑。

事实上，工人阶级不稳定性概念远非一个新概念，这一概念在社会

主义思想中存在已久。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对工人阶级不稳定性概念的

使用从一开始就是与劳动后备军概念相联系的。恩格斯在《英国工人

阶级状况》中谈论产业后备军时介绍了不稳定性的观点。马克思和恩

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在同一语境下使用了不稳定性。其后，在

《资本论》（第一卷）中不稳定性成为了马克思分析产业后备军的重要

元素。马恩之后，以威廉·莫里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ｏｒｒｉｓ）为代表的一些早期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发展了这一分析，明确地把他们对资本的批判很大

程度地根植于“不稳定性”概念。因此，不稳定性概念和马克思主义对

资本主义的批判结为一体。及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不稳定性概念在以

哈里·布雷弗曼（Ｈａｒｒｙ Ｂｒａｖｅｒｍａｎ）和斯蒂芬·海默（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ｙｍｅｒ）

为代表的理论家的著作中获得新意，不稳定性概念被置于对垄断资本

主义以及资本国家化背景下的剩余劳动的探讨之中。

然而，主流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把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积累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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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规律”中对劳动人口在就业和相对贫困上不稳定性增加情况的分析

当作简陋的贫困化理论而抛弃。直至最近几年，有学者重新发现不稳

定性概念作为工人阶级一般生活状况的价值。但是，在当今社会科学

和人文科学中通常是折中主义者、还原论者以及非历史主义者把这一

词汇当作一股时尚潮流在使用。他们的语汇实际上与马克思和社会主

义传统中使用的资本积累理论中的不稳定性的使用相分离了。这种理

解是把不稳定性当作一种偶然的存在，而不是如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把

不稳定性理解为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

以前国际劳工组织（ＩＬＯ）的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Ｇｕｙ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为代表的一些批判的社会科学家使用了“不稳定型无产者”

（ｐｒｅｃａｒｉａｔ）这一新词来指称以年轻工人为主的体验了不稳定性所有主

要特征的新阶级。法国社会学家贝阿特里·阿佩（Ｂéａｔｒｉｃｅ Ａｐｐａｙ）对

此解释道，“不稳定型无产者”这一术语是“不稳定的”（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和

“无产阶级”（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这两个词的缩合，这个词重组了失业者和奋斗

在各部门生产中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不稳定的工人。但是，因

为马克思把无产阶级定义为以不稳定性为特征的阶级，所以按照马克

思对无产阶级概念的使用来说，“不稳定型无产者”这一术语只是一个

新潮却错误地对无产阶级概念的替代词，抑或是指称次无产阶级（ｓｕｂ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的子范畴。这类似于早期理论中把“下层阶级”视为脱离工

人阶级整体的存在的做法。不稳定型无产者概念的使用通常是与大工

业时代下过度僵化的无产阶级概念进行对比———后者被定义为正式

的、稳定的，通常受工会组织和保护的在业工业劳动力，然而他们对不

稳定型无产者概念的使用和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经典定义相差甚远。

法国激进社会学家卢瓦克·华康德（Ｌｏｃ Ｗａｃｑｕａｎｔ）提出，与马克

思历史视角中终要通过联合和普遍化来消灭自身的无产阶级相反，不

稳定型无产者仅能够改变自己以立刻消灭自身。这意味着不稳定型无

产者仅有两个选择：或获得“稳定的工资”成为正式劳动力，或逃离“共

同工作的世界”。华康德认为，工人阶级不稳定性的增加是一朝向“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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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化而非无产阶级联合”的运动。马克思主要用“雇佣和生存

的不稳定性”这一术语描述工人阶级的状况，而这种用法在此处已经

完全不存在了。在安德烈·高兹的《和无产阶级告别》宣言书中，“不

稳定型无产者”和工人阶级“不稳定性”这两个概念作为无产阶级概念

的替代而提出，这往往是为了表明在当代条件下以工人为基础的革命

事业是不可能的。

社会主义批评家理查德·西摩（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ｅｙｍｏｕｒ）在《我们皆是不

稳定的》一文中提出：“‘不稳定型无产者’不是一个阶级，这一概念作

为文化基因在持不同政见者中被广泛接受，这一说法与左翼文化全不

相干。相反地，这一概念是一种民粹主义独有的说明和标识”，表现为

“今天的资本主义对其真实而危险的反抗力量的操纵”，使得世界范围

内以失业、不充分就业、临时或应变就业为特征的灵活劳动力不断

增加。①

与上述那些偏离马克思原初用法的观点不同，受后现代主义影响

的左翼的建构主义社会学家甚至用更平庸的术语把工人不稳定性概念

化，其与马克思意义上的不稳定性概念的分歧如“好工作”和“坏工作”

的区分一样巨大。此外还存在有一种强烈的趋势，即响应法团主义者

所有阶级一起重建一个有组织的劳动和有组织的资本之间的社会契约

的主张。换言之，即通过调整工作状况而把劳动由不正式向正式转移。

这是对有组织的劳动正在减少的一种回应。但是这种停留在表面的、

改良主义的分析几乎没有触及资本积累的历史动态分析，而事实上正

是资本积累驱使着不稳定性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重现。总的来

说，传统的社会科学家缺乏分析工具而无法说明这种根植于资本主义

积累固有特征的现象。上百年的古老概念遮蔽了他们的视角。

以上这些观点的大多数只是对孤立社会问题做出带有片面性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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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故而，重回第一次提出不稳定问题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是必要

的。１９世纪的马克思、恩格斯、莫里斯以及当今的哈里·布雷弗曼、斯

蒂芬·海默、萨米尔·阿明等思想家的观点均是理解不稳定性所不可

缺少的。这些思想家提供的分析框架可运用于美国甚至世界范围来观

察工人不稳定性状况，并达成对当下资本积累以及工人阶级不稳定性

的发展路径、工人阶级不稳定性对当今时代危机影响的明确结论。

一、恩格斯、马克思、莫里斯的不稳定劳动概念

对与产业后备军密切相关的工人不稳定性理论的建构根源于经典

历史唯物主义，其中，以恩格斯、马克思、莫里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

代表。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写道：“每一部新机器都会

带来失业、匮乏和贫穷，而在英国这样本来就几乎总有‘过剩人口’的

国家里，在大多数情形下失掉工作就是一个工人可能遭遇到的最倒霉

的事情。不用说，技术不断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失业所产生的这种生活

无保障的现象，对于一个生活本来就已经十分动摇不定的工人，起着怎

样使人泄气，使人沮丧的作用呵！”①因此，工人阶级普遍的存在状况可

用不稳定性来描述，这一阶级始终面临着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日益加剧

的因失业或未充分就业而成为“过剩人口”的威胁。恩格斯认为这种

不稳定是“未雇佣的劳动后备军”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而“未雇佣的

劳动后备军”就是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基础。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延续以上思路，认为“资产者

彼此间变本加厉的竞争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得工人们的工

资愈加摇摆不定；由于机器日益迅速的发展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得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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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者的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①

接下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工人阶级雇佣和生活的不稳定性

理论充分发挥了劳动后备军概念。在解释积累的一般规律时，马克思

写道：“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进，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越

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个规律在不是工人使用劳动资料，而是劳动资料

使用工人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表现为：劳动生产力越高，工人对他们就

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因而他们的生存条件，即为增加他人财富或为资

本自行增殖而出卖自己的力气，也就越没有保障。因此，生产资料和劳

动生产率比生产人口增长得快这一事实，在资本主义下却相反地表现

为：工人人口总是比资本的增殖需要增长得快。”②并且，“为他人生产

的财富越多，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是提高，他们连充当资本增殖手段的

职能对他们来说也就越是没有保障。”③

进一步地，马克思通过讨论“相对过剩人口的各种存在形式”这一

“积累的一般规律”的具体结果发展了对工人阶级不稳定状况的分析。

他把相对过剩人口区分为四种不同形式：流动的过剩人口，潜在的过剩

人口，停滞的过剩人口和赤贫的过剩人口。劳动后备军中最为动荡的

是流动的过剩人口，这一群体是机器广泛应用的对应物和劳动过程强

化的产物。在现代工业的中心，劳动人口处于不断变动中———不仅只

是迫于资本对于减少劳动力的要求，也源于“资本消费劳动力是如此

迅速”④———以至于人体仅能在短时间内承受这种工作的身体折磨，一

旦不再能承受便不再符合资本的要求，进而被淘汰。

因此，工厂、车间、矿山便会更倾向于在后备军中寻找精力最充沛、

最易剥削的阶层———特别是儿童、年轻女性和“游牧”（农民工）工人。

由于现代工业生产的无序性和激烈性，流动人口的流入和流出往往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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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频繁。工人“被排斥又被吸引，被赶来赶去，而且被招募来的人的性

别、年龄和熟练程度也不断变化”。①

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与劳动的这种异化关系是现代工业的一

个显著特征：在经济扩张期间，新劳动力在一段时期内被吸引，与此相

对应的是在经济紧缩时期时会受到同样强烈的排斥。尽管如此，从最

近的就业历史趋势看，由与活跃劳动大军联系密切的工人组成（尽管

某种程度上联系不太稳定）的流动过剩人口在下一个扩张时期时很有

可能先被雇佣。

按照马克思的描述，劳动后备军的下一个层次是潜在过剩人口。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层次人口指的是（相对独立）的农业（农村）人口

阶层。这一人口形式是资本主义工业潜在劳动力的巨大来源。马克思

在《资本论》中指出，爱尔兰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劳动力储备库，这个储

备库中，有着大量的剩余农村工人的庞大潜在过剩人口，并随时听候英

格兰工业的召唤。这一情况以及后来在全球范围内的类似情况是英国

征服爱尔兰以及之后的殖民历史的结果。马克思说：“今天的爱尔兰

仅仅是英格兰的一个被大海峡隔开的农业区，它为英格兰提供着谷物、

羊毛、牲畜、工业新兵和军事新兵。”②英格兰和爱尔兰农村工人的状况

是如此的不稳定以至于其“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泥潭

里”③，所以，这些工人在工业需要的时候很容易便被吸引，也在其不直

接为资本积累提供用处的时候随意被抛弃。

在马克思看来，停滞人口是呈现劳动力整体不稳定性最尖锐的代

表。这一层次不断吸收着源源不断地被驱逐出现代工业和农业的人

口，是一个“可供支配的劳动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④。它的特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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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时间最长而工资最低”①。在这一层次中雇佣是“极不规则”的，

其成员最终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就业后所受剥削的程度也是极高的。这

是“工人阶级中一个会自行再生产和繁衍不息的要素”②，这使得他们

始终无法摆脱贫困宿命。

停滞人口“数量随着由积累的规模和能力的增大造成的‘过剩’工

人的增长而增加”，其增长“与工资的水平……成反比”。③ 这便是停

滞人口中工人的状况，马克思写道：“它使人想起各种个体软弱的、经

常受到追捕的动物的大量再生产”④。马克思正是在这里预言了著名

的人口转变理论，认为随着工资的增长，人口增长是呈下降而非上升趋

势———这是与马尔萨斯的假设所相反的。与停滞人口相关，他指出按

日付费的劳动是所有劳动中“工资收入极不稳定”的，因为这种劳动往

往需要通勤于工作地和栖身地，工作时间长且工资极低，完全没有安全

保障，助长着疾病和贫穷，这种现象在爱尔兰尤为明显。

对停滞人口进行结构性管理的核心是发展“所谓的家庭工业”或

“现代家庭工业”以及“现代工场手工业”（现代工艺品生产）。现代家

庭工业主要在工人的私人住宅或者小工厂中，例如花边制造场所。这

是一种马克思称作“碉堡”或工厂系统劳动外包的形式。他认为在现

代家庭工业中剥削比现代制造业中的剥削还更为“无耻”。而这是因

为：工人的反抗力由于工人的分散而减弱；在真正的雇主和工人之间挤

进了一大批贪婪的寄生虫；家庭劳动到处和同一生产部门的机器生产

或者至少是工场手工业生产进行竞争；贫困剥夺了工人必不可少的劳

动条件———空间、光线、通风设备，等等；就业越来越不规范；最后，在这

些由规模化的工业和农业所造成的“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里，工人

之间的竞争必然达到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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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家庭工业以停滞的过剩人口为基础，故而其劳动条件尤为可

怕。停滞过剩人口是大量便宜的、精力充沛的可利用劳动的来源———

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现代家庭工业中工人的不稳定性反映工人

被剥削至“无法获得足够报酬且需过度劳动”。典型的现代家庭工业

以妇女和年轻女孩为主，她们作为与现代工场手工业相关的家庭工人

在服装工厂里工作。她们“所获的报酬往往低于最低工资”。

马克思提到一家伦敦德里的衬衫工厂，这家工厂雇佣着 １０００ 个工

厂工人和额外的“９０００ 个散居在农村的家庭工人”。这样的家庭工人

受雇于分散在各个领域的小型血汗工厂，这种分散削弱了家庭工人们

有组织地集结和反抗的力量。最臭名昭著的服装手工工厂的“女佣

房”所强调的便是“采用机器生产才系统地实现的生产资料的节约”。

“在英国兵营中，每个士兵规定占有 ５００—６００立方英尺的空间，在军医

院里规定占有 １２００ 立方英尺。而在这样的小工房里，每人只有 ６７—

１００立方英尺。同时煤气灯还消耗空气中的氧气。”“生意好的时候”儿

童开始劳动的平均最低年龄是 ６岁，每天至少工作 １４个小时的情况并

不少见。①

马克思所称的“现代工业”或工厂系统日益受工作法的约束，但是

与现代家庭工业（以及工场手工业）相联系的停滞人口获得的极不稳

定就业，仍然“在剥削上不受法律限制”，不受“法规”约束，这类似于今

天的非正规经济。马克思强调，在这些场所中仍有儿童被迫从凌晨 ４

点工作至午夜。他援引了《每日电讯报》对这些行业仍存在每天需工

作极限的 １８小时所带来影响的报道。考察了陶瓷业、壁纸制造、面包

制作、花边生产等不同的生产分支后，马克思以伦敦时装工的状况来结

束讨论，而这一讨论与其在之后所进行的现代家庭工业的讨论有所重

叠。马克思讲述了当时众所周知的 １２ 岁时装女工玛丽·安·沃克利

的故事，这位女孩在伦敦一家很有名的时装工厂连续工作 ２６．５ 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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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因睡眠不足、缺氧、空间太过拥挤而死亡。沃克利为给威尔士亲王夫

人的舞会生产礼服而被迫长时间工作。甚至自由贸易论者的机关报

《晨星报》也叫喊道：“我们的白奴累垮而进入坟墓了，无声无息地憔悴

而死了。”①

正如约瑟夫·弗拉基亚（Ｊｏｓｅｐｈ Ｆｒａｃｃｈｉａ）所注释，资本主义下对劳

动力的剥削是以后备军为支撑的，“具体而鲜活地根植于个人的肉体

中，在马克思看来，‘工人人口这一处于痛苦中的畸形存在随时准备着

去适应资本不断变化的剥削需求’……资本主义通过在代际间不断保

持‘贫穷个体’阶级来进行劳动力供给再生产。终极一生的贫穷伤害

着这些处于艰难境地中的人的肉体和肌体能力。”②资本主义下雇佣的

不稳定性延伸到了工作状况本身且日益耗尽人类生存的身体基础。

马克思认为相对过剩人口最底层的停滞人口逐渐成为赤贫人口。

包括相对过剩人口最底层部分和无就业可能人口在内的赤贫层次使得

工业后备军和劳动阶级这一整体处于低就业水平上。这一层次人口的

大部分陷于“需要（官方）救济的赤贫的境地”———除去“流浪者、罪犯

和妓女，一句话，撇开真正的流氓无产阶级不说。”③马克思所言的“需

要（官方）救济的赤贫”包括：“第一类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只要粗略地

浏览一下英格兰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统计数字，就会发现，他们的人数每

当危机发生时就增大，每当营业复苏时就减少。第二类是孤儿和需要

救济的贫民的子女。他们是产业后备军的候补者，在高度繁荣时期，如

在 １８６０年，他们迅速地大量地被卷入现役劳动军的队伍。第三类是衰

败的、流落街头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属于这一类的，主要是因分工

而失去灵活性以致被淘汰的人，还有超过工人正常年龄的人，最后还有

随着带有危险性的机器、采矿业、化学工厂等等的发展而人数日益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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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业牺牲者，如残疾人、病人、寡妇等等。需要救济的赤贫形成现役

劳动军的残疾院和产业后备军的死荷重。它的生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

口的生产中，它的必然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必然性中，它和相对过

剩人口一起，形成财富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的一个存在条件。”①

相对应地，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强调工人阶级最贫穷

的那部分人被迫叫卖其所拥有的一切，他们在每一个街角“争先恐后

地叫卖”，靠卖“鞋带、背带、带子、橘子、饼干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还

有“火柴……火漆、有专卖权的引火用的混合剂”来勉强维持不稳定的

生活。其他的人，即“所谓的零工”则在街头徘徊，找一些偶然的零活：

工作几小时或者一天的工作。这便是无处不在的和贫穷联系在一起的

非正规经济。②

马克思根据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普查数据指出，工人阶级中女

性的正规就业比男性多得多，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女性占了家佣比

例的 ８５％，且家佣的人数超过了纺织厂工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和

儿童）和冶金工人（冶金厂的工人比纺织厂少，但男性居多）。因此，作

为后备军构成一部分的不稳定性更为可能降临到男性的头上———按照

传统，男性一旦就业便会得到比女性更高的工资，但在资本主义工业

中，资本家永远寻找廉价劳动力，尤其是可以方便寻找到大量女工替代

背景下，男性工人的市场越来越小，日渐失业。

资本主义是一全球性的生产体系而非仅限于单个的国家。因此，

马克思指出剥削越来越成为一个国际的现象，并不断通过殖民把资本

主义周围更广的范围纳入其中。“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

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

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③ 进一步地，马克思说

明了“投在殖民地等处的资本，它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是因为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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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由于发展程度较低，利润率一般较高，由于使用奴隶和苦力等等，劳

动的剥削程度也较高。”①如果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生活是便宜的，那

么原始积累的条件仍然普遍的外围殖民地更为便宜。马克思在对“工

业资本家的产生”的分析中写道：“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

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

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

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②

其后，１９世纪英格兰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主义者的威

廉·莫里斯发展了马克思工人阶级不稳定性理论。莫里斯比 １９ 世纪

８０年代和 ９０年代的其他思想家更好地在马克思劳动后备军理论的基

础上最先证明了工人不稳定性的增加。在其 １８８３年《财阀统治下的艺

术》一文中，莫里斯宣称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过程的退化以及即使被

雇佣也是工资微少的状况导致了工人极不稳定的状况。同样地，莫里

斯在其著名演讲《有用工作和无用苦工的对抗》（此演讲最先于 １８８３

年发表，并收入了 １８８８年《变化的迹象》一书）中写道，“工人生活的不

稳定性”起因于“增加‘劳动后备军’数量”的趋势。工人给工会交纳的

经费就是工人为对抗“就业不稳定性”而不得不从其工资中交付的额

外费用，因为有组织的劳动是对抗这种不稳定的唯一方式。③

莫里斯认为这一问题对定义资本主义下工人的状况十分重要，故

而他在 １８８７年《社会主义者想要什么》的演讲稿边缘处标注“不稳定

性”以表明这是之后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主要问题。在他 １８９４ 年“是什

么，应该是什么，将会是什么”的演讲中，莫里斯认为“更高的工资、更

稳定的工作、更多的闲暇、更多的公共利益占有”是工人的主要需求，

但这些目标仅能通过“开启社会主义”来实现。在莫里斯看来，工人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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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生活的不稳定性———频繁地进行保卫工作或找工作的斗争，面临失

业和不充分就业的威胁（也是许多人的现实），从事极端体力和脑力劳

动的痛苦、潦倒，甚至面对剥削下的工作环境带来的死亡，以及无处不

在的贫困———构成了工人阶级生活的本质。这种不安全、潦倒和无用

辛苦劳作破坏了本应能够自由发挥的人类潜能。①

二、不稳定性泛化时代的全球后备军

劳动后备军这一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支撑构成了马克思工人

阶级不稳定性概念的结构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无保障和受剥削的

工人阶级提供了完整的理论方法和科学的观点。与此不同的是，西摩

把当今工人的“不稳定性”和“危险系数”视为“文化基因（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ｅｍｅ）”，故而工人需适应这种革命性的社会变化。照此观点，无产阶级

不再是与不稳定性相对抗的概念，不稳定性反而成为工人阶级生存和奋

斗的决定性动力要素，这也孕育出“不稳定型无产者”这一全新概念。

以美国、西欧、日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二战后几年基于

以下原因迅速扩张：（１）无可争议的美国霸权；（２）美国的第二波自动

化发展；（３）受战争影响的欧洲和日本经济进行战后重建（以及欧洲和

日本的自动化发展）；（４）以麦迪逊大道为代表的销售业绩的大幅增

长；（５）随着冷战的军事化趋势发生的亚洲两个区域性战争。以朝鲜

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尤为明显的更高的就业率，美国对工人行动的镇

压，以及福利国家政策共同创造了垄断资本和保守商业工会之间相对

和平的年代。在这一时期，跨国公司作为世界舞台的主要参与者出现。

处于资本主义系统中央的工人间接地受益于世界帝国主义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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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在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末和 ７０年代初达到顶峰，但由于曾经

支撑经济发展的各种外部因素的衰落而逐渐回落。随后陷入了严重危

机时期（此时期与越南战争的结束时间相一致），导致了长期的经济增

长减速，并最终变为完全停滞。直至 ７０ 年代末，资本开始了全球经济

转型进程，采取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抨击工会等一系列措施，自上而下

开始了“新自由主义”阶级战争。

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企业和富人在过度积累和市场饱和的局势下

寻求剩余资本的出路，在当时大环境下，生产性投资不再可行，剩余资

本越来越多地用于投机———先是企业并购，其后金融系统的投机则更

为普遍。与可用经济盈余相关的疲软投资带来的利率下降鼓励了纯粹

的投机性借贷。金融部门基于增加债务通过创造无数的可分散风险的

外国金融衍生工具对此做出应对。在金融垄断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新时

期中，美国和世界经济的金融化产生了有限的扩张。然而，这一切都没

能阻止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经济停滞的加剧。因此，美国 ／加拿大、

欧洲和日本三重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从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到现在逐年下

降。在跨国公司推动的新全球经济下，全球性的劳动力套利（ｌａｂｏｕｒ ａｒ

ｂｉｔｒａｇｅ）成为趋势，企业通过把生产转移到工资支付水平更低的发展中

国家来获利，及至 ２００８年，这些发展中国家承担约 ７０％的世界工业生

产，而这个数据在 １９８０年时仅约有 ５０％。①

这种资本转移给发达国家工人的实际工资施加了压力，因为他们

面临着更高的失业率以及发展中国家低工资工人日渐激烈的竞争。来

自贫穷国家的移民工人作为潜在后备军（例如相对于美国的墨西哥和

中美洲工人，相对于德国的土耳其工人，相对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工

人）在国内和国际工人阶级内部产生了进一步的冲突，就像在中东、前

南斯拉夫以及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和 ２１世纪最开始的 １０年的北非的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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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帝国战争（苏联从世界舞台上消失而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苏联

社会的解体和中国重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使得全球后备军额外

增加了上亿的工人，这也开启了全球化的新纪元。所有这些都使得世

界各地工人工资和工作条件降到低点。总的来说，全球工人阶级及其

在生产的各个环节很快就陷入了资本家的逐底竞争，这一现实不免会

形成一种新的不稳定感。

尤其是 ２００７年最先在美国出现并在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延伸至全球的

金融危机导致的大幅增加的全球失业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大量的兼职

工作、临时工作、应变性工作的增多，伴随普遍增加的失业和不充分就

业构造了新的、更危险的国际劳动力市场结构。绝大多数分析理论都

是不成功的，甚至包括用马克思的一般积累规律来理解以上问题的一

些左翼理论在内也是如此，如传统社会科学把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日渐

增加的剥削关系视为与资本主义体系无本质关联的异常现象，而且这

种现象没有先在的历史和理论作为根基。推崇纯粹的话语建构的后现

代左翼理论家对以上问题也并没有解释得更好。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此时期回到马克思的劳动后备军理

论，把此作为试图理解再度出现的停滞以及其对工人阶级和垄断资本

国际化的影响的一部分。生产全球化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经济危机产生了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甚至早于经济停滞显现之

前。然而，在一些有先见之明的激进理论家看来，停滞、资本国际化和

全球劳工处于更危险状况这三者的联系从一开始就是显而易见的。

对劳工状况及其与积累的关系最重要的理论发展产生于 ２０ 世纪

７０年代哈里·布雷弗曼和斯蒂芬·海默的开创性的作品中。布雷弗

曼著名劳动过程理论就是使用了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分析来说明垄断

资本主义下的劳工情况的恶化。同时，他对美国工人阶级结构和组成

进行了彻底研究———既包括活跃的劳动大军，也包括劳动后备军。海

默是最有名的跨国公司理论家，他基于工业组织理论和垄断资本理论

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地依据马克思积累的一般规律来把他的工作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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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检验劳动国际分工的效用。

１９７５年，布雷弗曼指出劳动后备军在美国及其他地方发展迅速：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的美国失业统计数据最吸人眼球的一点

是，官方统计的失业贫困人口平缓而持续地增多……５％到 ６％的失业

率本是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经济衰退的特征，但此数据却成为过去 ７０ 多年

中最低的数据，如果现今有这个数据，也是让大家高兴的数据。”①

然而，布雷弗曼认为可利用数据的缺乏意味着这些数据于真实数

据而言只是粗略的，因为产业后备军的大多数（大量的从事兼职且在

寻找全职工作的工人、临时工、失业却不积极找工作的人、边缘人群，以

及在经济上不作为的人口）没有被计算进官方的失业率里面。劳动后

备军这一整体的迅速发展极大地破坏着相对高报酬部分工人阶级（甚

至中产阶级领域）的安全感，进而形成了更广泛的不稳定感。越来越

多的工人进入了低收入的服务领域和零售领域中。

布雷弗曼在一个详细的统计分析中说明了美国在 １９７０ 年约有

６９％的可用劳动力（包括活跃劳动大军和后备军的相关部分）都隶属

于六个基本的非农业工人阶级职业：工匠、职员、工厂工人、销售人员、

服务人员和非农工作者。② 最近的分析表明，１９７０ 年的数据在其后的

４０年仍持续适用（允许数据中职业的改变以及其他职业的无产阶级化），

２０１１年美国可用劳动力构成中有 ６９％为工人阶级。③ 然而，就业的质量

大幅下降，更多的工人处于低收入领域并从事兼职、临时或应变性的工

作。这一切意味着劳动力的不稳定性以及劳动后备军整体形势在变糟。

海默在 １９７５年所写的《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一种激进的方法》

一文中发展了一种劳动国际分工的方法来补充他对跨国公司发展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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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海默基于马克思积累的一般规律主张资本主义进行劳动剥削的两

种主要因素是：（１）技术变革，这可以代替工人并提高产业后备军的档

次；（２）吸收农村地区的潜在剩余人口，以增加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总

量。用这两种海默称为“产业后备军”和“外部后备军”的方式，资本能

够增加劳工供给，这与马克思“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①的

基本命题一致。海默写道：代表着庞大的管理级别人员、技术人员和官

僚阶层来管控无产阶级，并通过保持无产阶级的分离状态以克服其反

抗。在这种体系下是许多通过技术变革和新腹地开辟来谋求生计的失

业者、不充分就业者和低收入阶层，如此削弱其地位并抑制其自身阶级

意识的形成。这些后备军驱使劳工贵族继续工作，并保持对资本主义

制度的忠诚，以避免从优势地位跌落。由此，这些不同的阶层往往来自

于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不同种族或民族，不同的年龄和性别阶层。因

此，工人之间竞争的分裂中往往反映了种族、信仰、人种、年龄、性别，和

国籍的区分，这使得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更为困难。

海默引用马克思的《资本论》来强调，工人阶级意识的产生是工人通

过生产劳动生产出更多的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增加了资本的经济控制

力量，造成对雇佣工人需要的减少，由此增加对工人阶级的掌控，进而使

得工人阶级的状况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更为不稳定”。一旦工人阶级

意识到这一点，工人将会发挥其革命作用———努力消除阶级内部竞争和

不平等，并达成更广阔的人类解放。尽管劳工日渐被新的国际劳动分工

以及不同的社会身份分割开来，且处于日渐增长的不稳定状况中，海默

仍对劳工将通过努力减少阶层内部斗争寄予希望，他认为劳工可以统一

于“越来越高的水平上，直至达至比资本高得多的世界历史视角，并用社

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然而，这种统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②

今天，马克思的一般积累规律发挥作用的领域遍及全世界。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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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恩格斯、莫里斯探讨了 １９ 世纪的劳动斗争，海默则进一步地认为

２０世纪末的劳动斗争必须是国际范围的。劳工的不稳定性随着全球

劳动后备军状况起起伏伏。外部的后备军不是取之不尽的，尽管这一

群体仍然庞大，但相对量正在不断减少，这就要求积累如仍要继续资本

就要对当前的劳动力进行重新分布。如弗雷德·马格多夫（Ｆｒｅｄ

Ｍａｇｄｏｆｆ）在《不稳定的存在：数十亿人的命运》一文以及迈克·戴维斯

（Ｍｉｋｅ Ｄａｖｉｓ）在《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一书中阐述的，数十亿人集中在

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城市中心，在那里，近三分之一的工人每天生活花费

不到 ２美元，绝对的不稳定性就是现实。①

只有新的国际劳工（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才能够处理这些庞

大的人口所面临的灾难性状况：包括世界大范围的经济破坏、军国主义

和战争的增多，以及全球生态的不和谐。正如海默在关于兴盛时期的

帝国秩序趋势的问题上所写：“美利坚帝国在过去保持的一些秩序的

结构正在消解，霍布斯式的人与人之间的争战在世界层面上浮现。”②

在这些情况下，一个朝向公共福利的理性社会主义的社会势在必行，这

不仅仅是为了一个更好的世界，也日益成为人类生活本身的要求。

我们可以通过国际劳工组织（ＩＬＯ）的数据看全球劳动后备军的意

义以及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不稳定的根源，这个数据采用的分类与马克

思后备军分层密切相关。图 １ 显示了从 １９９１ 年到 ２０１５ 年的“全球工

人阶级层级”。在这里可以看到全球的后备军———即使按保守的定

义———占了世界可工作人口构成的 ６０％，远远超过了包括薪资工人和

小业主在内的活跃劳动大军。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２０１５ 年，相

较于 １６ ６亿人的活跃劳动大军，全球后备军的人数超过了 ２３亿人，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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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Ｆｒｅｄ Ｍａｇｄｏｆｆ，Ａ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Ｔｈｅ Ｆａｔｅ ｏｆ Ｂｉｌｌｉｏｎｓ？”，ｉｎ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
Ｖｏｌ．９，Ｎｏ．５５，２００４，ｐｐ．１－１４；Ｍｉｋｅ Ｄａｖｉｓ，Ｐｌａｎｅｔ ｏｆ Ｓｌｕｍｓ ，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２００７；
“Ｗｏｒｌ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ｕｔｌｏｏｋ：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Ｊｏｂ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ＬＯ］，２０１５，ｐ．２８．
Ｈｙｍｅｒ，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ｐ．２６３，ｐ．２５９，ｐ．２７１．



活跃劳动大军中还有不少人是没有稳定工作的。官方失业人口（大致相

当于马克思的流动人口）将近有 ２亿工人。约 １５亿工人被列为“脆弱雇

佣”（类似于马克思的停滞人口），这部分人口由从事“自营”工作的工人

（非正式职工和农村低保人员）以及“进行家庭劳动的劳动者”（家务劳

动）组成。另外 ６．３亿工人处于 ２５岁至 ５４岁这一主要工作年龄的个人

被归类为经济不活跃人群，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群体，但可简单说这一群

体是由拥有黄金工作年龄优势却是赤贫人口一部分的人群组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NBMM�1SPQSJFUPST

8BHF�8PSLFST

7PMOFSBCMF

6OFNQMPZFE

*OBDUJWF	������ZFBST


:FBS

(MPCBM�3FTFSWF�"SNZ

1F
SD
FO
UB
HF

图 １　 １９９１—２０１５年全球工人阶级层级

资料来源：“Ｔａｂｌｅ Ｒ３．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Ｔａｂｌｅ Ｒ５．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ａｔｅ”（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ｇ
ｇｒｅｇａｔｅｓ）ａｎｄ “Ｔａｂｌｅ １３．Ｉ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Ｑｕｅ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ＬＯ），
“Ｋｅ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ＫＩＬＭ）”，９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Ｇｅｎｅｖａ，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注：关于不活跃部分的数字由国家提供，由于某些国家和年份的数据无法使用，故而总体数据有

所降低。在“劳动力市场主要指标”第 ９版数据库中，有不活跃部分数据的国家共 １９３个。

然而，这些数据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全球范围内后备军的比例———

按照马克思意义上的后备军概念，因为这份数据中把从事兼职、临时或

应变性工作的工人视为已被雇用，故而这份数据没有考虑到这些不充

分以及不牢靠就业的人日渐不稳定的状况。① 全球范围内每天收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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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Ｆｏｓｔｅｒ，ＭｃＣｈｅｓｎｅｙ，ａｎｄ Ｊｏｎｎａ，“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Ａｒｍｙ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ｉｎ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６，Ｎｏ．６３，２０１１，ｐｐ．１９－２６．



多于 ２美元的员工的比例在 ２０１４年达到了 ２５％。有工作的穷人（每天

所赚不多于 ４美元）占超过总工作人口一半的发展中国家的不稳定性

尤甚。全球将近 ６０％的工资工人是从事兼职或一些临时的工作；另

外，超过 ２２％的是个体经营者（通常处于恶劣情况下）。

图 ２显示了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发布的以上人口在发达国家的情

况。在发达国家中的薪资工人所占比例较大，而劳动后备军所占比例

较小。然而，即使保守估计，在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不算入兼职

和应变性劳动人员的劳动后备军也是庞大的，约占 ２０１５年可用劳动力

的 ２６％，因此仍然有着不稳定的情况（２０１３年，发展中国家的后备军占

可用劳动力的 ６５％）。此外，不稳定性往往和兼职以及应变性工作相

关，即使在发达国家中转入这两种工作状况的人口也在快速增加，故而

不稳定的增长比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所显示的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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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９９１年以后十年以来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层级

资料来源：同图 １。
注：“发达国家”类别相当于“劳动力市场主要指标”第 ９版数据库中的“高收入”类别。发达国
家不活跃部分数据为 ６５。另见图 １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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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尤其对于左翼而言，不稳定性这一新的焦点成为资本主义，尤其是

当今全球的垄断金融资本严峻现实的标识。“危险系数”还有“不稳定

型无产者”这些概念在更充分地描述劳动后备军状况以及活跃劳动大

军工作和体面就业环境日渐变糟的意义上仍然扮演着一定的角色。这

些概念可以帮助证明马克思曾强调的一个事实：资本不断对工人做出

的承诺是虚假的，当下重要的事情是工人阶级和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的

方向前进。愈一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使我们意识到马

克思着眼于 １９ 世纪中叶欧洲的一个小角落所描述的状况现在变成了

全球的情况，且变得更为危险。在当下阿明称为“广义无产阶级”与

“广义垄断资本主义”相对抗的时代，不稳定性所牵涉的新的革命道路

清晰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①

事实上，与华康德“不稳定型无产者只能时刻做出改变来造就自

己”的主张相反的是，我们需要再次强调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理解中的

劳动后备军的重要意义。② 这是一个存在已久的历史问题：工人阶级

联合体的锻造。这一联合体不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普遍化，而是为了超

越无产阶级。

（译者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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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ｓｉｓ Ｅｌｅｖｅｎ ，Ｖｏｌ．１，Ｎｏ．９１，２００７，ｐｐ．７２－７３．



从民族国家到网络国家
———卡斯特论网络社会中的国家转型

闫　 婧

摘要：卡斯特集中论述了网络社会中的国家转型问题。在他看来，

经济全球化以及社会关系的网络化，推动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也使得民

族国家在社会治理、合法性、认同等方面面临着一系列危机。在应对危

机的过程中，民族国家逐渐形成一种包含了国家联盟、国际机构和地方

政府在内的多层次的网络国家，这个新的国家体系依循的新的权力关

系形式，对社会生活产生更加强大的影响力。民族则与国家相分离，围

绕着各种文化要素组成新的认同政治。但网络国家系统本身蕴含着诸

多的矛盾，加之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些都预示着在全球资

本主义时代，民族并未与国家真正的分离。

关键词：网络社会　 民族国家　 网络国家　 认同

随着全球各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领域的深入协作，民族国

家在管理国际和国内事务方面，日益失去往昔的操控力和独立的决策

权。对于国家在当今社会中的角色和作用，有一种观点主张，传统的民

族国家正在消失，城市国家将取而代之，日本学者大前研一是此观点的

代表。而与之相对，吉登斯认为，尽管与领土相关的主权处于衰落中，

但民族国家将借助于世界多层治理结构而趋于普遍化。哈特和奈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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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认为，民族国家主权的衰落不意味着“主权”的衰落，而是在一种单

一逻辑的主导下发展出“帝国”的新的形式。卡斯特则通过对网络社

会中人类关系的网络化以及权力关系的转型揭示，对民族国家如何借

此过程转型成网络国家，并强化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进行了详尽的

论述，丰富了当下对国家角色和功能的认识。

一、网络社会的崛起与民族国家的危机

卡斯特认为，国家的转型源自其根植于其中的社会形态发生了重

大的变化，简言之，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起，资本主义借助于通信技术革命，

实现了生产方式从工业化向信息化的转型，从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

了社会的重构。

生产方式从工业化向信息化的转型，意味着信息交换成为直接的

生产力，而一种水平的、网状的信息交换方式显然更为高效，因而，经济

活动也推动着人类整体的社会关系以水平的、多重的网络结构展开：经

济活动的全球化，市场的主体也从独立的企业主体向企业间各种形式

联合而成的网络主体转变，政治活动也越来越倚重信息网络，多样性的

文化正在网络上交织，时空突破地理和历史的局限，全球信息网络框架

正形成一体化的“流动的空间”和瞬间性的“无时间的时间”，而这些领

域之间的复杂互动正形成一个“网络社会”。①

与工业社会相比，在这个正在浮现的网络社会中，由各种“节点”组

成的网络成为社会行动的主体，单独的个体、企业乃至国家都需要通过连

接至相应的网络中，才能够生存，“在网络中现身或缺席，以及每个网络相

对于其他网络的动态关系，都是我们社会中支配与变迁的关键根源”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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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５７０—５７８页。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５６９页。



族国家的转型从本质上也从属于这一过程。总体而言，民族国家从

“拥有主权的主体转变成只有战略性的地位和角色”①进行转变，以应

对社会变迁带给国家多方面的冲击与危机。

导致民族国家的主权衰退的首要影响因素是经济全球化，人类社

会主导性的活动逐渐即时的或在指定时间内进行全球一体化操作，因

此，全球化必须以不同于世界经济的全新的意义上去理解，其中，“核

心的经济活动全球化、媒体和电子通讯全球化以及犯罪的全球化”三

类活动过程对于削弱国家主权起着关键的影响②：金融是其他经济活

动的基础，尽管资本的输出国仅是少数国家，金融的全球化却使得几乎

所有国家的经济活动对金融投资活动产生了依赖，贸易、生产和服务等

活动的全球化又都是以格局为基础的，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国际关系与

秩序；作为全球化经济的不可见部分，犯罪经济已经形成了跨越地区

的、不同产业之间相互勾连的巨大利益链条，以洗钱为最终目的，犯罪

经济全面侵蚀着民族国家的权力体系；媒体和电子通讯的全球化是经

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为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和支持，而

此全球性的网络架构为社会生活全部领域的网络化都产生了巨大的推

动力。

在上述因素的推动下，社会关系的进一步网络化使得民族国家在

社会治理、合法性、国家认同、社会平等方面遭遇到一系列危机③：在社

会治理上，金融市场的管制、安全问题、环境问题等对社会造成严重困

扰的问题都是全球性，且国际恐怖组织和国内不安定因素的联合，对民

族国家对暴力的垄断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疲于应对各种全球性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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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５７０—５７８页；［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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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使得民族国家在调节国内矛盾和不平等状况上日益乏力，而全球化

带来的劳动过程的变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工作的个体化使得国家失

去了对工人的最后的庇护。

与社会治理能力的下降相比，对代议制民主的不信任更加影响民

族国家合法性，据统计，在 ２００２年的一份调查中，北美有 ５２％认为他们

被他人的意志所操控，欧盟国家高达 ６１％。① 主要由几个原因导致：媒

体的全球化带来信息化政治的兴起，使得国家失去了对信息的掌控权，

而随着电子媒体成为政治的特权空间，加之政党的开放竞争、犯罪经济

对于民族国家的侵蚀，使得丑闻政治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瓦解了民众

对于代议制民主的信任。

合法性的危机还引发了合法性认同的危机，民族国家及其相关机

构建构的基于公民身份的政治认同，日渐失去统摄人心的力量，人们围

绕各类文化资源建构起新的认同，基于对外界压力的抵制而形成的各

类认同的力量是最为普遍的形式，其中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具有最

大的影响力，此外，存在一种更积极筹划新的社会关系的认同力量，环

境主义是其中一种，这种认同形式往往不通过诉诸于政治诉求，而通过

借助电子媒体扩大影响力，对政府形成挑战。

在一系列危机面前，民族国家事实上已经丧失了主权这个概念的

含义，以至于支撑民族国家的权力关系结构也处于挑战之中。在原有

的结构中，“强制性的和（或）建构意义的方式”②，两种方式相互补充

和相互作用：前者源自于韦伯意义上基于暴力垄断的制度论的国家主

义传统，后者则是经由普兰查斯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③，即从阶

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待国家的整合。普氏认为，国家通过对教育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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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控制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技术的运用，瓦解了工人基于工作场所

形成的阶级认同生产出对于国家的认同。普兰查斯实质上将福柯对微

观权力的分析传统与国家理论联系起来，使得“规训性的话语以暴力

的潜在使用为支撑，国家暴力在塑造和影响人们行动的话语中得以理

性化、内在化，最终合理化。”①

在新的政治权力系统，民族国家将逐渐失去其中心地位，成为多元

权威（城市国家、贸易联盟、帝国、军事和外交联盟等）的来源之一②。

除此之外，民族国家还处于一种更为微妙和复杂的权力关系的争夺之

中，“资本、生产、信息、犯罪、跨国组织、超国家军事即图案、非政府部

门组织以及跨国的宗教性或公共意见运动等等所组成的网络”③。

随着社会各领域的变化和转型，以及全球范围内人类社会关联的

深入及其自治性的提升，民族国家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逐渐转型成基

于各种网络的联合体，即网络国家。而合法性认同的瓦解导致的民族

与国家的分离的前提下，民众围绕各类文化要素以认同的政治的形式

重新聚集。

二、网络国家的浮现与认同的政治

面对重重危机，民族国家采取了针对性的应对之策，并引起了其在

组织形式的转变，转变的机制主要有三种④：第一，为了应对全球性的

问题，民族国家相互联合形成国家网络，其中一些国家网络由宪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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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定义和区分，例如欧盟，针对贸易、安全等具体问题组织的一系列联

盟，如 ＮＡＴＯ，或者一些地区性联盟，如东南亚国家联盟。在最强的联

盟中，各国之间共享主权。第二，由国家推动的国际组织和超国家组

织，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安全局等，这些机构在国际事务中独

立的发挥作用。第三，为了更集中地应对国际事务，民族国家分散一部

分权力给地方政府、区域政府，以及一些能够拓展市民社会中的决策过

程的 ＮＧＯｓ组织，以图在对社会事务联合共治中增强其合法性，巩固政

治认同。

卡斯特认为，在这三个层面的转型中，民族国家的各级政府和机构

之间，以及民族国家之间逐渐发展出一个多层次的系统，“在这个多样

化的过程中浮现出来的一种新形式的国家———网络国家，它的特点在

于其内部国家共享主权和责任、管理方式的弹性化，以及各政府之间和

民众之间的关系在时空上更加多样化。整个系统通过制定特殊的、实

用的决定而不断发展，有时候还受到相互抵牾的政策和机制的引导，并

试图将政治代表系统遮蔽同时使之摆脱政治的操控。”①显然，这个系

统开创了各国家之间的横向关联，也延续了既有的纵向的权力关系，形

成了一个全球的、国家的和地方的网络组成的社会互动的多维度的空

间网络。

而网络国家发挥作用的方式也随着权力关系的转变，而发生了重

大的变化，在网络社会中，随着生产方式向信息化的转变，人类社会的

权力关系转移至信息生产、传播的网络之中，“新的权力在于信息的符

码与再现的意象”②。

权力关系主要围绕四种网络化的类型而组织③：第一，网络对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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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力（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社会行动者和组织皆由网络而形成联盟，

并由此将他者排斥在外。因此，守好“网络之门”是关键，这主要是一

项排他性的权力。第二，网络内的差异化权力（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ｏｗｅｒ），在网络

建构的过程中，网络规则制定的过程基本上也决定了网络内部成员之

间的交互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权力关系，并主要体现占主导性的社会

行动者的利益诉求，“华盛顿共识”便是例证。第三，网络间的对比性

权力（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ｐｏｗｅｒ），在一个由各类网络组成的人类社会中，军事、

政治、金融、技术等网络既具有独立性，又动态交织在一起，但全球金融

网络具有最终话语权。第四，建构网络的权力（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ａｋ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是网络权力中最关键的形式，其由两部分机制组成，分别由网络的“程

序员”和“转换者”来负责，前者负责按照一定目的建构并重构网络组

织，后者通过分享共同目标、整合资源排挤其他竞争性网络，与目标网

络寻求联合。

卡斯特指出，对于这个多重的权力关系系统而言，网络国家不是唯

一的权力来源，而是通过多种方式发挥其影响。首先，“在多层次的全

球化之中，国家成为一个特定网络的非常重要的节点，无论是政治的、

组织的，还是军事网络的，这些网络在社会实践的建构过程中与其他重

要的网络重叠和交织在一起。”①网络国家本身由各级政府和机构组

成，这些组织单位往往本身就是某个网络的节点，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等，可以说，国家将自身分解至各种网络之中，作为主导性的节点而

影响和操控整个网络，以及通过网络之间的联合来影响其他的社会

网络。

其次，国家作为相关政策的制定者对于社会网络的建构实施着总

体性的影响，例如，国际的技术政策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在技术

发展和运用方面的具体情况，对于这一方面的影响尽管卡斯特没有特

别强调，但是他认为俄罗斯在信息技术革命中的政策失误，导致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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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的失败，佐证了这一观点。因此，尽管网络的“程序员”和“转换

者”并不是国家，但国家的宏观政策对于网络的建构及其动态关系，依

然具有基础性的影响。

最后，尽管国家已经不再拥有对于权力的垄断权，但国家依然保有

对暴力的使用权，并成为社会权力使用的最后保障。

网络国家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民族国家以单个民族或多个民族

共同的文化和历史聚集并提升而成的政治形式的话，卡斯特认为，网络

国家在试图朝全球共同治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推动着民族和国家的

分离，“这就是权力衰落的国家如何在‘踢掉’由民族所做成的阶梯的

条件，仍能持续以胜利之姿存在”①，“只残留着政治的最初工具性目

的”②。而这种分离导致民族主义的复兴，以及重建主权优先性的趋

势。由全球化进程引发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卡斯特

所谓的抵制性认同的范畴。这种认同的形式是被支配性逻辑所排斥和

压迫的行动者产生的，这些民族主义的诉求依然是建立现代性的民族

国家，撒南非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多属于此种类型。但民族主义也可能

从对外界压迫的反抗逻辑中，形成一种新的逻辑“肯定民族胜于国家，

以及在分享主权的不同几何形势下营造政治制度之多重网络”③。

三、对卡斯特网络国家思想的一些思考

卡斯特对于民族国家在当下转型的理解，与吉登斯对民族国家并

没有消失，而是在“抛弃以前传统特征的同时，越来越趋于普遍化”④的

趋势的判断，以及哈特和奈格里关于“主权已经拥有新的形式，它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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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国家的和超国家的机体构成，这些机体在统治的单一逻辑下整

合”①的思想，具有某种一致性，即民族国家在传统的主权形式受到削

弱的情况下，通过形成新的形式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反而不断增强。

相比之下，卡斯特的理论贡献在于，他在对社会生产方式及社会结构、

权力关系的网络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独立实体性国家转型成为实

体性的网络联盟，并借助新的权力关系影响社会生活的过程予以详细

的分析。但卡斯特对于网络国家作为与民族分离的判断，与现实中的

民族主义趋势仍存在一定差异。

卡斯特并不认为网络国家是一个超民族的联邦政府，而且，他认

为，在可见的将来也没有这种可能性，清楚地意识到网络国家体系内部

充满着网络国家所代表的普遍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特殊性之间的冲突：

在组织形式上，民族国家内部高效运行的机构已经不再适用，其原有的

结构、奖惩系统以及操作原则都失去了效力，而国家机构往往对新技术

采取抵制，干扰了国家转型的进程；政治协作的不协调性，主要因为网

络化的联合给官僚系统造成了严重损失；在意识形态上，公共政策的

协调有赖于公共的语言和价值观，各国政府往往秉持着具有差异性

的原则；在地缘政治上，传统的政治逻辑依然居主导地位，各国追求

民族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以及本国占统治地位的行动者的各方面利益

诉求，“全球治理网络依然被民族国家看作是追求它们自身利益的谈

判桌”。②

网络国家并非超民族国家，但卡斯特还是认为，网络国家是实现了

国家和民族的分离的政治国家，尽管国家权力的重构是“以民族为基

础的”，也就是说，国家权力的转型使得民族从合法性认同中脱离出

来，围绕本民族的文化要素而凝聚成新的认同。这种观点与卡斯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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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于民族国家的理解也不无关联，其国家理论主要源自于韦伯和普

兰查斯的民族阶级国家理论，在韦伯主义制度论传统中，强调国家在历

史疆域上国家制度的自主性和主权，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国家主要作

为统治阶级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安德森、霍布斯鲍姆等人对于民族

作为一种基于集体认知的共同体，以及这种共同体在与其他民族进一

步整合和提升的意义上形成现代国家，在卡斯特的民族国家理论中并

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卡斯特认为绝大部分的现代民族国家，在其初始

阶段都由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群体对其他群体的文化和历史的否认的基

础上形成，“是国家而非民族，在现代年代创建了民族国家”①。因此，

随着民族国家合法性的瓦解，被压抑的各种民族会重新围绕其原初认

同组织起来。

但民族与国家的分离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卡斯特所谓的正在形

成中的全球性市民社会并不足以成为这样的基础。卡斯特指出，公共

意见活动、ＮＧＯｓ组织与认同的社会运动是三类典型的全球性民众运

动，借助信息网络形成的全球性的公共空间形成全球影响力，从而向政

府施压，因而是全球市民社会形成的推动力。因此，他认为，全球市民

社会的兴起反映了民众重新掌控权力并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但是他也

看到，这些草根组织“在试图来弥合代议制和合法的政治决策之间的

鸿沟上的效果非常有限”②，因为它们囿于各自的利益相互隔绝和对

抗。网络社会具有高度排斥性，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民众被排斥其外，而

抵制性认同作为最普遍存在的认同形式，依循的恰恰是网络封闭的社

区逻辑。在这样的社会中，既缺乏哈贝马斯和贝克所描述的那种后民

族国家的全球治理系统所必需的全球性文化的基础③，也没有葛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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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期望的“治理有方的社会的各种要素变得越来越明显”①。而当社会

自身仍处于分离之中，尚未形成自治的秩序之时，民族依然需要国家来

凝聚其精神，将之制度化，并抵御外界的竞争和压迫。否则便可能如安

德森所言，“一旦‘民族’概念脱离了‘民族国家’这个实体，就会像软体

动物被从其硬壳中扯出来一样，立刻变得歪歪斜斜、软软绵绵。”②

实际上，而当我们用卡斯特的权力理论来对网络国家进行分析的

时候，这种矛盾更加突出。网络国家试图形成一种能够超越民族国家

特殊利益的普遍性，而这种普遍性作为网络国家的特征应当同时体现

在构成网络国家的三个层次中，事实上，这种普遍性在任何一个层面几

乎都不存在：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国家联盟中，网络国家作为网络逻辑在

政治领域的体现，对网络内部的成员高度开放，对网络外部的成员保持

封闭。网络国家只是少数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联盟，对于绝大部

分国家具有明显的排斥性，无论是欧盟、Ｇ７，还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地

域性的国家联盟，都体现了这一点，就此而言，网络国家更像是民族国

家排斥逻辑的扩大化，而非一种普遍性逻辑。这种排斥与其说是为了

共同体的利益，倒不如说是借助于共同体的形式，最大化本国的利益。

与民族国家组成的国家网络不同，作为网络国家之第二个层次的

国际机构似乎具有明显的超民族国家的性质，在卡斯特看来这些机构

只服务于自身的理性，“它是它自己的经济人，它基本上受新自由经济

教条的意识形态所影响，同时又坚信在这个建立在非理性期望之上的

危险世界中，它必须要作为政策与理性的防护罩。”然而，就其对于网

络建构原则分析而言，对于同一个网络内的成员而言，尽管并不存在垂

直的领导关系，但节点的权重不同，在构建网络的过程中，主导性的节

点也主要体现它们的利益和价值诉求。因此，这些依照客观的理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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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来执行对整个世界予以操控的机构，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

形态本身，就是少数民族国家本身的意志的理性化。因此，正如卡斯特

在《千年终结》所指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输出政策，使得撒

南非洲国家更加依赖资本输入国，并陷入更深重的社会灾难，也就不足

为奇了。因此，普遍的治理逻辑背后是占主导性的民族国家的利益

诉求。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上，地方自治性提升的一个显著的

表现是全球性大都市的崛起，诸如纽约、东京、伦敦、北京、上海等，这些

城市的自主性远远大于工业城市，“正如回溯到世界经济的开端时，从

１４世纪到 １６ 世纪，那时城市国家是世界性的个性和商业中心。”①但

实质上，当下的全球性城市不仅没有脱离民族国家，而且是民族国家发

展的引擎，此类城市作为全球性的网络架构的节点，整合周边城市和腹

地资源，进行全球性交换。因而，全球性城市对于民族国家参与世界竞

争无疑具有战略性意义，同时也被卡斯特看作是资本主义新的排斥机

制的核心部分。不难看出，在网络国家中，民族和国家不仅没有相互分

离，而且以更加多样化的形式相互支撑和交织在一起。

除了网络国家自身矛盾重重之外，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民族主义

运动，与卡斯特的分析也并不完全相一致，尤其是那些广大的非西方国

家。对于非洲曾经的殖民地国家而言，其国家的形成主要是基于西方

列强的势力划分，而非一种内在的精神凝聚，此类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

往往企图建立新的民族国家以抵抗全球资本主义②。以中国为代表的

国家，在其悠久的历史中，以民族之间的融合和凝聚为基础，已经形成

了特定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只是在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受到了西

方民族国家建构浪潮的强烈冲击，当下借着全球化的趋势，重新实现其

民族复兴的道路，这既是出于对全球化的应对，也是其自身文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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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历程，因此突破了卡斯特对于抵制性认同和计划性认同的划分，更

应该看作是二者的结合。

而当下欧洲的民族主义则提供了一种与卡斯特的分析相反的趋

势，如苏格兰、加泰罗尼亚的独立运动。在卡斯特的分析中，加泰罗尼

亚民族在与西班牙政府长达 １００ 多年的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和

运行良好的社会网络，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对该民族并不紧迫，但是，

２０１２年加民族正式表达了独立的政治诉求。这一事件反映出，国家依

然是民族在当下借以抵御外在压迫和发展自身的实体形式，这一点几

乎与卡斯特的分析相背离。因此，与其说合法性认同的瓦解导致了民

族认同的兴起，倒不如说，在多民族国家内部，未能与民族国家实现实

质整合的民族，随着全球化引发的新的不平等，以及民族精神和文化的

发展，具有了建立自己国家的需求。

可见，尽管民族国家已经难以再拥有其在历史上的影响力，但是，

在超民族国家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将民族和国家割

裂开来，无异于肯定了网络国家的超民族主义倾向。不可否认，在全球

化的冲击下，民族国家正在转型，新的国家形式在组织、功能和发挥作

用的方式上都与传统的民族国家有所区别。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其

民族复兴之路，将不可避免地与西方民族国家的转型相遭遇，把握这一

转型背后的意识形态及其运行逻辑，对于中国民族国家的建设有着重

要的意义。

（作者　 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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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卡利尼科斯的新帝国主义论

刘 明 明

摘要：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经济的视角界定帝国主义，卡

利尼科斯根据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的交互关系来看待现代帝国主

义，据此他将帝国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经济自由化，政治多极

化，领土扩张现象严重，军备竞争与国家资本主义相互强化，种族意识

形态泛滥等为特征的古典帝国主义；二是以建立资本和商品自由流动

的国际秩序，经济竞争与地缘政治竞争局部分离，第三世界遭到排挤等

为特征的超级大国帝国主义；三是以美国称霸，发展的不平衡，持久的

利润率危机，全球经济力量的重新分配，持续的地缘政治竞争等为特征

的冷战后的帝国主义。卡利尼科斯的新帝国主义观为我们认识当代资

本主义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

构成了挑战。

关键词：卡利尼科斯　 地缘政治竞争　 经济竞争　 帝国主义

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Ａｌｅｘ Ｃａｌｌｉｎｉｃｏｓ）是当代英国著名的马克

思主义学者和政治理论家，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欧洲研究中心的教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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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有《历史的报复：马克思主义和东欧剧变》（１９９１）、《平等》

（２０００）、《反对第三条道路》（２００２）、《反资本主义宣言》（２００３）、《帝国

主义和全球政治经济》（２００９）、《幻想的篝火：自由世界的双重危机》

（２０１０）、《卡尔·马克思的革命思想》（２０１２）等。在《帝国主义和全球

政治经济》一书中，卡利尼科斯根据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的交互

关系将帝国主义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古典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帝国主

义和冷战后的帝国主义，为我们准确把握当代帝国主义的特征提供了

新的视角，值得学界关注。

一、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视角下的帝国主义理论

“帝国主义”这个词虽然很早就被人们所使用，但是一般都认为，

随着霍布森《帝国主义论》一书的问世，其才受到人们真正的关注。在

霍布森看来，帝国主义即意味着建立政治上的控制。① 对帝国主义的

界定有的从非常宽泛的视角出发，如库珀（Ｃｏｏｐｅｒ），他力图强调统治者

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异是由庞大的、奉行扩张主义的政治单位培植和

制度化出来的，它也在并入其中的人们中间产生了分化和不平等。这

种宽泛的定义超越历史界限的视野，旨在涵盖古罗马、中国、奥斯曼帝

国、莫卧儿帝国，以及更多的现代国家。相比之下，也存在着另一种较

窄范围的界定：帝国主义被等同于一个非常具体的历史片段，即在 １９

世纪期间欧洲列强以及其后的美国和日本所实施的形式上使世界大多

数国家从属于它们的统治的政策。例如，考茨基就认为：“帝国主义是

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

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

民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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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帝国主义界定的诸多理论中，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尤其引

人注目。他们认为，帝国主义既不是一个超历史的政治形式，也不是一

项国家政策，而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具体阶段。如布哈林将帝

国主义界定为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它支撑金融资本的结构；它使全世

界服从于金融资本的统治；它以金融资本的生产关系代替古老的前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正像金融资本主义是一

个历史上限定的时期，即仅限于近几十年一样，作为金融资本政策的帝

国主义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①而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

的最高阶段》中提出了他著名的论断：“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

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

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

段的资本主义。”②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卡利尼科斯指出，它“被界定为

这样一种主张，即列强间为了争夺全球的支配权而进行的地缘政治角

逐是 １９世纪末资本主义结构变化的一个结果———尤其是，经济权力的

日益集中及其与国家的交织”③。在他看来，虽然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帝

国主义理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也存在一些饱受诟病之处：一是如有

的学者所指出的，它将历史的普遍性同具体性混为一谈，例如列宁从希

法亭那里承袭的金融资本理论（普遍性）主要从 １９ 世纪末的德国所具

有的特征（具体性）中推断出来；二是帝国主义的理论家们对待经济危

机的看法也是存在问题的，因为他们没有预料到资本主义在 ２０世纪期

间的变化；三是这一理论有将地缘政治背后的角逐简化为经济利益的

倾向。所以，卡利尼科斯提出了自己对帝国主义理论的理解。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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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两百年前，两种植根于不同生产方式的竞争逻辑泾渭分明：一

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初期的经济竞争，另一个是以推动欧洲国

家体系形成的封建主义为特征，被罗伯特·布伦纳称为‘政治积累’，

即在军事扩张和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地缘政治竞争。帝国主义是这两种

逻辑融合的产物。如果不存在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才能产

生的经济根源，就不会再有地缘政治竞争；但被卷入日益全球化的贸易

和投资网络中的资本又依赖于其所在民族国家的各种形式的支持，从

关税、补贴到军事力量的使用。”①所以，他是从资本间的经济竞争与国

家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来看待帝国主义，二者的融合标志着资本主义社

会进入了现代帝国主义阶段。依据这种新的视角，卡利尼科斯将资本

帝国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古典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帝国主义、冷战后

的帝国主义。

二、资本帝国主义的第一阶段：古典帝国主义

在卡利尼科斯看来，古典帝国主义（１８７０—１９４５）是资本帝国主义

的初始阶段，其间经历了列强瓜分世界，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逐渐

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中心等重大事件，这个阶段的帝国主义有五个

方面的特征。

第一，在便捷、低成本的交通和工业资本主义的推动下，世界经济

开始走向自由主义化。卡利尼科斯指出，资本帝国主义的起始点可以

从两个方面理解：政治上，随着美国内战的爆发和德国的建立出现了新

的列强群；经济上，一种真正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形成。在这个阶段，

卡利尼科斯指出，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工业资本主义形式

（在技术驱动的大规模生产条件下，工资劳动真正地从属于资本）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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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在地理上仍然局限于在西北欧与美国的东北和中西部相对小

的飞地中，而世界大多数人口仍然是小生产者，主要是农民。但是，这

一社会经济体制的结构逻辑正在日渐支配世界，它将食品和原材料的

农业供应区与工业化区捆绑在一起。世界落后地区融入自由主义的世

界经济，在生产力发展的意义上，它代表着一种进步，但其代价也极为

惨重。

第二，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地位受到美国和德国的挑战，世界

经济和政治呈现出多极化。１９ 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比以前更为

多元化，英国不再是唯一一个充分工业化的国家，其他国家也加入到了

工业化的潮流中。从制造业的产出来看，在 １９ 世纪，美国和德国都先

后进入工业化的快车道，迈入 ２０ 世纪后相继超过英国。“工业资本主

义的扩散加重了列强之间的竞争”①，由此导致两个结果的出现：一是

由快速的技术革新所驱动的海军军备竞赛；二是到 １９１４ 年，英国最终

并入欧洲所划分的两大军事集团之一。在一个由少数欧洲大国支配的

世界中，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彼此强化。在这个阶段，英国的经济和军

事霸权受到了美国和德国的严重挑战，但英国选择与德国对抗而容忍

美国的崛起。

第三，在资本积累的驱动下，领土扩张现象愈演愈烈。卡利尼科斯

指出，要理解为什么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在这一时期彼此强化，就需要

更仔细地察看资本积累和领土扩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领土扩张方

面，欧洲的殖民地占领从 １８６０年的 ２７０万平方英里和 １４８００ 万居民到

１９１４年的 ２９００ 万平方英里和 ５６８００ 万居民；伴随着殖民地占领的是

对外资本输出的膨胀，从 １８６２ 年的 ２０ 亿英镑到 １９１４ 年的 ４４０ 亿英

镑。② 对于英国这样依赖于殖民地的帝国来说，对海外殖民地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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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重要，其所占投资总额的比例从 １８６０—１８７０ 年的 ３６％上升至

１９２７—１９２９年的 ５９％①。所以，卡利尼科斯总结指出，正式帝国对处于

古典帝国主义时代的英国投资者来说极其重要。

第四，军事竞争与国家资本主义相互强化。卡利尼科斯指出，霸权

国家从正式和非正式帝国中获得的经济收益促使其他国家也纷纷效

仿，相继走向领土扩张之路。德国担心被奉行封闭的贸易保护主义的

英国、美国、法国和俄国等帝国排除在出口市场和原材料之外，所以，德

国走向了同这些国家对抗的道路。为了走出 １９２９年的经济大萧条，从

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到“极权主义”专制政权都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形

式。然而，国家资本主义没有给大萧条提供一个解决办法。实际上，各

个大国走向经济的自给自足只会加重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它给

那些无法便利地进入殖民地市场和原材料的国家提供了强有力的刺

激，这些国家为获取更大的全球资源份额，不惜动用军事机器。

第五，在古典帝国主义背景下，种族意识形态泛滥。在卡利尼科斯

看来，种族歧视在现代帝国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确立

了对自由工资劳动剥削的前提下，资产阶级秉承“黑人低人类一等，因

此不应该获得被越来越认为是人类权利的平等尊重”的观点，仍然心

安理得地从种族奴隶制中获益。他认为，基于等级概念使得欧洲殖民

主义和列强自身间愈演愈烈的竞争合法化，南方世界作为农产品和原

材料的供应者而融入 １９ 世纪的世界经济包含着各种不同的劳动强制

形式，以及资本主义的全球统治产生了人口的巨大流动这三个理由，古

典帝国主义的背景有助于解释种族意识形态的系统化。

三、资本帝国主义的第二阶段：超级大国帝国主义

超级大国帝国主义（１９４５—１９９１）是资本帝国主义的第二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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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阶段，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霸，构成了这个阶段的帝国主

义的主线。该阶段有三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经济上采取门户开放政策，倡导建立一个资本和商品可以自

由流动的国际秩序。门户开放政策的鼓吹者和主导者是美国，在威

廉·阿普尔曼·威廉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ｐｐｌｅｍａ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看来，门户开放不

只是针对中国的一个外交倡议，实际上它已经构成了自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

代以来美国的全球战略。威廉斯敏锐地看到，门户开放政策旨在为美

国压倒性的经济实力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拓展美国体制扫清道路和创

造条件，而不会有传统殖民主义的窘迫或低效。① 门户开放政策使得

超出政治—领土界限而进行资本积累的跨国扩张成为可能，这种资本

积累方式也是帝国主义所希望的，因为直接的殖民统治往往代价极大。

二战后，对美国国家管理者所追求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来说，最重要的

障碍来自苏联。这不是因为苏联给美国带来了任何直接的军事威胁，

而是因为在苏联保存下来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及其在 １９４４—１９４５ 年

扩张至中东欧，代表着战前敌对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集团秩序的持续存

在。所以，美国既遏制莫斯科的扩张，又扶持西欧和日本的经济重建，

为因为战争而开启的巨量商品生产寻找消费市场。

第二，经济竞争与地缘政治竞争局部分离。卡利尼科斯认为，虽然

在超级大国的帝国主义阶段经济竞争不断激化，但并没有转化成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二者出现了局部分离。这一点与古

典帝国主义时代有着根本不同，因为经济和地缘政治冲突在古典阶段

倾向于相互强化。但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

竞争仍然非常激烈。德国和日本因为专注于经济建设而在短时间内实

现了经济腾飞，对美国的经济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尽管在美国和它的

西方盟友间经常发生政治紧张，但这没有导致西方集团的分裂。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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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方集团内相对和谐，主要是因为三个因素的存在：一是同苏联的两

极冲突扮演着一种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约束力量；二是美国寻求采

取强制手段确保它的霸权地位，介入对其挑战者的破坏；三是尽管经济

竞争不断激化，但美国霸权仍然被认为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总体利

益”的代表，在它所倡导的跨国自由主义体系中，其他国家也受益。①

第三，第三世界被排除在世界贸易和投资之外，遭遇恶意忽视，与

此同时，以东亚为代表的局部地区走向了工业化。卡利尼科斯指出，第

三世界的处境在超级大国的帝国主义时代是矛盾的：一方面，它提供了

热战的主要场所，美国和苏联借此检验它们的相对实力；另一方面，在

二战后，第三世界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其经济重要性逐渐缩小。

在卡利尼科斯看来，列宁所描绘的建立在资本向殖民地输出的基础之

上的帝国主义体系与 １９４５ 年后的世界经济模式完全不一致。资本并

非压倒性地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相反，外国投资越

来越由发展中国家自身给出。在古典帝国主义下，殖民地的一个主要

角色在于为它们的宗主国越来越专门化的工业经济提供原材料。但

是，在超级大国的帝国主义下，发达国家经过 １９１４—１９４５ 年三十年战

争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模式后，对原材料的依赖大为降低，因为人造替

代品被大规模地研发出来，原材料被更有效地利用，以及工业国家的农

业产出大幅提高。此外，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值发达国家繁荣时期，

资本的利润率也比较高，所以，会持续不断地吸入世界其他地区的储

蓄额。

四、资本帝国主义的第三阶段：冷战后的帝国主义

冷战的结束，标志着超级大国帝国主义的终结和一个新的帝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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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阶段的开始。冷战后的帝国主义（自 １９９１ 年以后的时期）的标志是

美国确立其霸权地位和经济权力在全球的分配处于不断变化中。我们

可以从卡利尼科斯的论证中梳理出五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美国称霸，成为冷战结束的最大受益者。两个超级大国对立

的帝国主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

超级大国，成为新的霸主。与前霸主英国相比，两国有共同之处：一是

两国都推崇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二是英国和美国霸权都严重依赖对

国际金融体系的控制，不管是美国的华尔街还是英国的伦敦金融城都

扮演着世界金融中心的角色；三是英国和美国都严重依赖由其全球的

军事基地所支撑的远洋海军和空军力量。但也有不同的地方：一是建

立在不同的经济结构基础上，英国的经济结构是一个由无数较小规模

企业构成的跨国、去中心化的网络，美国是一个允许官僚管理的大型企

业实现规模经济的大陆式经济；二是国际关系上，不同于英国霸权时代

的压倒性优势，美国面临着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力竞争；三是国

际治理上，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在美

国霸权中扮演着的特殊角色；四是对世界的积极意义上，英国是资本输

出国，美国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后一直是国际债务人。

第二，根深蒂固的不平衡发展。卡利尼科斯指出，冷战结束后，世

界并没有变成平的，“１９４５ 年后产生的经济排斥模式在冷战结束后还

一直存在：１９９２—２００６年间，发达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全球流动中

所占的平均份额为 ６７．３４％”①。与超级大国的帝国主义阶段一样，资

本在冷战后仍然钟情于发达国家，主要因为规模经济可以得到高回报：

在经济上成功的地区，成功滋生成功，倾向于将投资、生产和消费聚集

于某些地区。② 世界为什么没有变成平的，另一个关键原因是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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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劳动生产率更高。《金融时代》指出，新型经济体工人的低工资优

势经常被夸大，因为伴随着低工资的是低生产率。例如，墨西哥平均制

造业的工资几乎低于美国的 １０倍，但前者的生产效率比后者低 １０ 倍，

资本的追利性决定了它会流向那些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的地区。

第三，持久的利润率危机。资本主义世界的利润率在二战后的繁

荣时期达到顶峰，从 ２０世纪 ６０ 年代末和 ７０ 年代初开始显现出危机，

自此之后，利润率一路走低，直到 ９０ 年代有所复苏，但进入 ２１ 世纪后

又开始陷入更严重的危机。在此期间，工资被压制在相当低的增长水

平上，但仍没有促使总利润率大幅提高。根据布伦纳针对美国所有非

金融性公司所做的计算显示，“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６ 年的利润水平比 ２０ 世

纪 ５０年代和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低三分之一左右，比 ２０世纪 ７０ 年代早期

也低 １８％左右”①。所以，卡利尼科斯指出：“这一旷日持久的收益率问

题———罗伯特·布伦纳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所表明的并不限

于美国，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普遍的———表明一系列的经济危机

并没有消除低效资本的剩余，而要想使投资回报恢复到它 ２０世纪五六

十年代的水平，必须消除这些低效资本。”②但是，从 ９０ 年代末开始，美

联储力图避免对剩余资本进行破坏性的清除，最终酿成了 ２００８年的金

融危机。

第四，全球经济力量的重新分配。一个经济上不是平的世界并不

意味着它永远保持稳定，卡利尼科斯认为，每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全球

范围内处于不断的变化中。按照对南方世界国家有利的购买力平价来

衡量全球主要国家的 ＧＤＰ 份额，我们可以发现：一是金砖四国中的巴

西和俄罗斯在全球 ＧＤＰ 中所占份额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呈现下降

趋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１９９２ 年俄罗斯占世界 ＧＤ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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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０６％，巴西占 ２ ９９２％，２０００年分别下降至 ２ ６９４％和 ２ ９５９％，２００７

年进一步下降至 ２ ３７％和 ２ ４２％。二是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

美国之外自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开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世界 ＧＤＰ 的份

额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如日本 １９９２ 年占 ９ １８４％，２０００ 年降至

７ ７０７％，２００７年进一步下降至 ６ ６０７％。三是中国作为制造业商品的

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强势崛起，１９９２年占 ４．３２４％，２０００ 年占 ７ ２２９％，

２００７年跃升至 １０ ８２７％，按购买力平价衡量早已居世界第二位。

第五，持续的地缘政治竞争。根据巴瑞·布赞（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的

观点，冷战结束后的全球权力结构是一超四强，即唯一的超级大国美

国和作为强国的中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美国为维持其霸权地

位，将会与其他国家发生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一是美欧之间的地

缘政治。虽然美国一直维持着其在欧洲的霸权地位，但这并不意味

着美国和主要的欧洲国家之间没有缝隙，如 ２００５ 年，华盛顿成功地

阻挠了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售的决定；再如 ２００８ 年，法国和德国阻

挠了布什政府想让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努力。① 二是美日

之间的地缘政治。卡利尼科斯指出，日本是四强中同美国关系最密切

的国家②，它在短期内不可能从美国的霸权中挣脱出来，日美之间实

际上是一种双赢合作：日本从战略性地从属于美国中获得了安全保

证和金融条件，美国不仅可以获得资金和先进技术，还可以在其主导

的围堵中国的战略中获得日本的支持。三是美俄之间的地缘政治。

苏联解体后，虽然俄罗斯无法与美国进行势均力敌的竞争，但在军事

实力上还是让美国不敢小觑。尽管美国通过一系列的行动已经完成

了对俄罗斯的包围战略，但莫斯科没有束手就擒，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利用

美国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泥潭中的机会发动了对格鲁吉亚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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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以此来展示它的军事肌肉，并且将西方的侵蚀限制在它的边境

上。四是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四强中最有可能对美国构成挑战的

是中国，卡利尼科斯指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能在接下来的数十

年内使它成为亚洲地区（世界资本主义最有活力的地区）最强大的

国家。它处于美国的联盟体系之外，两国的地缘冲突表现在：其一，

中共领导层已经设定了其国家目标。其二，中国的崛起已经正在使

现存的全球关系模式变得不稳定。“华尔街—美国财政部—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复合体已经越来越对中国的投资和贷款在南方世界的扩

散表现出不满，因为它给了更贫穷国家使用资本的权利，却不需要被

限制在世界银行以贷款作为交换而要求的新自由主义条件之内。”①

其三，中国和俄罗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合作已经表现出在限

制美国在中亚的扩张方面的一些成功，如诱使乌兹别克斯坦脱离美

国的势力范围。

五、简要评价

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经济的视角分析帝国主义，卡利尼

科斯建构了一种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双重视角下的帝国主义理

论，并据此划分了资本帝国主义的发展阶段，为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

提供了新的视角。首先，卡利尼科斯用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的视

角来看待当代帝国主义国家背后的动机，这一点颇有现实意义。例如，

就美中贸易来说，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一直都严格限制对华高科

技产品出口，甚至不惜冒着承受两国巨大贸易逆差的风险，不惜以放弃

高新技术企业丰厚的利润为代价。而且，美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

对华实行围堵和封锁，试图最大限度地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将中国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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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第一岛链之内，为了达到此目的，美国不惜用金钱和好处收买盟

友，不惜花销巨额的军费。从这一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地缘政治在帝

国主义国家的某些行为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次，卡利尼科斯

运用其帝国主义理论得出的论断和列宁基本一致。列宁以垄断资本为

中轴剖析帝国主义，得出了经济发展不平衡、军事竞争、少数富裕国家

剥削多数穷国、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等结论，卡利尼科斯根据经济竞争与

地缘政治竞争也做出了上述判断，这从侧面证明了其帝国主义理论的

可行性。最后，卡利尼科斯对冷战后帝国主义的分析，基本符合当前国

际局势的发展，当前世界各主要力量围绕着经济与地缘政治展开了激

烈的角逐，如美欧和俄罗斯为争夺对乌克兰的控制而引发的冲突，六方

在朝鲜半岛展开的博弈等，这为我们准确研判国际形势提供了新的

视角。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

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阶段，也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和垂死阶段，它的特

殊性主要表现在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列宁根据垄断资本的寄生性和

腐朽得出结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它是资本主义最

后的“狂欢”。卡利尼科斯批评这种单纯从经济视角分析帝国主义的

做法，认为是一种“经济还原主义”。他以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为

例，指出美国不是因为经济利益的驱使才发动战争，而是背后有深层次

的地缘战略意图，即警告所有国家：公然蔑视美国军事力量是要付出巨

大代价的，从而防止“能与美国抗衡的竞争者”出现。据此可见，卡利

尼科斯的帝国主义理论存在一个重要缺陷，即消解了经济动因在帝国

主义行为中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地缘政治竞争和军事竞争是以经

济力量为后盾的，经济实力羸弱的国家很难实现自己的地缘政治意图，

反而很容易成为世界大国角逐的牺牲品。反过来讲，地缘政治竞争归

根结底是为经济利益服务的，赢得胜利的一方，往往也同时拓展了自己

的国际市场。

总而言之，卡利尼科斯建构的帝国主义理论为我们把握当代资本

６７３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主义提供了新的认识工具，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

存在过于强调地缘政治而忽视经济动因的缺陷。

（作者　 哲学博士，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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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对话：评西蒙·乔特对马克思主义
与后结构主义的重构

杨 丽 婷

摘要：２１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实现了从对抗到批

判性对话的华丽转身。西蒙·乔特的《从马克思到后结构主义：利奥

塔、德里达、福柯、德勒兹》反映了这一转变，体现了 ２１ 世纪以来西方

“马克思学”研究的新特点。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乔特对马克思

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重构，关涉到在当代语境中如何重新理解马克思

主义，关涉到马克思主义阐释与言说当代问题的能力何以可能的问题。

但在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开放性的同时，也需警惕重构的界限。

关键词：后结构主义　 马克思学　 重构

自后结构主义诞生之始，它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学界

热议的话题。在人们的印象中，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是两种截然

不同的思想流派，两者之间似乎很难建立起“友好”的关系。如乔森·

里德所言，“在学院界，至少对‘理论’感兴趣的人来说，近几十年是以

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争吵为标志的，双方互相敌视，争夺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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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霸权。”①后结构主义的支持者们认为，后结构主义优于马克思主

义，因为马克思主义过分执着于整体、目的论和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

义仍建立在过时的形而上学命题之上。后结构主义能够弥补经典马克

思主义的不足和幼稚，甚至可以完全取代它。在某种程度上，后结构主

义的勃兴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终结。马克思主义者则把后结构主义视

为一种倒退或者一个不受欢迎的威胁，并对它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在

马克思主义者们看来，后结构主义有遗忘历史走向虚无主义和以语言

游戏取代政治之嫌。在这种相互批判中，双方毫无困难地达成了这一

共识：后结构主义始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拒斥，或者至少是一种改变命题

的意图。尽管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着一个明显的共性，即批判

性的怀疑，但这是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质之上的，且表现为异质的方法

论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存在着无法对话沟通的

巨大鸿沟。１９８２年，美国学者麦克·瑞恩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解构》

一书。作者大胆地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结合起来，试图扭

转人们对二者对抗性关系的定见。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关系

的转折点，但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直到世纪之交，在福山宣告了马克思的死亡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

德里达选择在《马克思的幽灵》里表达了他对马克思的解构式致敬。

德里达坦言直陈，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我们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遗

产，我们都是马克思精神遗产的继承人。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德里

达终于正面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关系问题，并试图建构一

种“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德里达的华丽转身如一石激起千层浪。

以詹姆逊、奈格里（Ａｎｔｏｎｉｏ Ｎｅｇｒｉ）、蒙塔格（Ｗａｒｒｅｎ Ｍｏｎｔａｇ）为代表的支

持派和以伊格尔顿、刘易斯（Ｔｏｍ Ｌｅｗｉｓ）、艾哈麦德（Ａｉｊａｚ Ａｈｍａｄ）为代

表的反对派就此展开激烈的论争，使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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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迅速升温，并一直持续到 ２１世纪初。支持者们强调马克思思想及其

解读的多元化和开放性，认为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有助于在

当代语境中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深化马克思的当代理解。在对待德

里达问题上，他们或深表赞同，或有限度地表示理解和认同。如詹姆逊

认为，“这种结合也提供了一种机遇，以解决长期存在的与马克思主义

传统中的传统经济模式不相适应的问题。”①雷奇在《晚期德里达：主权

的政治》中指出，德里达所表达的解构式政治哲学愿景，为解构颠覆后

冷战时代的全球政治霸权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② 反对者们则态度

激烈。他们指责解构的马克思主义通过文本游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选

择性的解构与置换、嫁接与缝合。他们担心，解构的马克思主义明显的

“去政治化”倾向将使马克思主义背离政治实践的主旨。如伊格尔顿

将德里达的马克思主义讥讽为“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

它只能使反形而上、反体系、反理性主义的论辩成为一种“招摇过市的

混乱宣示，也许非常潇洒，非常风光，但它的理论信度将遭受严重损

失”③。这些论辩直接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关系推向一个全

新的高度。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的争辩，都反映了这么一个事实：马

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存在着批判性的对话空间。双方之间难分

胜负的论辩正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

复杂关联。这种关联不能仅停留于表面的描述和简单类比式的比较研

究，而是需要深入到精神实质和理论境域中，将两者所具有的既相异又

共同的精神气质相连接和比较，如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开放的批判

精神的共通性等。这一立场成为 ２１ 世纪以来大部分马克思主义与后

结构主义研究者们所秉持的新共识。西蒙·乔特（Ｓｉｍｏｎ Ｃｈｏａｔ）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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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到后结构主义：利奥塔、德里达、福柯、德勒兹》以批判的对话模

式重写了马克思与后结构主义者的历史，有力地强调了这一新共识。

乔特是一名典型的西方“马克思学”学院派研究者。他曾任伦敦

大学玛丽皇后学院政治学讲师，后任职于金士顿大学。他在英国华威

大学获得历史与政治的学士学位，在约克大学获得政治哲学硕士学位，

在伦敦大学获得政治哲学博士学位。乔特的研究领域涉及政治哲学、

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后民主问题等。其新近的研

究成果包括论文《新自由主义危机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①

和《政治、权力与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对后无政府主义的回应》②，新著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读者指南》③。《从马克思到后结

构主义：利奥塔、德里达、福柯、德勒兹》一书是乔特的博士论文研究成

果，也是 ２１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学”比较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乔特强调，他的目的不是要使后结构主义成为隐微的马克思主义，或论

证马克思是一位后结构主义的先锋，而是要证明后结构主义是在与马

克思的对话中形成发展的。所以，马克思对后结构主义者们产生了怎

样重大的影响、后结构主义者们如何看待马克思并且用各种不同的方

式采用马克思的思想资源，这是值得重视的。这是“透过后结构主义

视角看马克思”，而不是“马克思与后结构主义”。由此乔特形成了自

己的独特视角和阐述方式。

在布局几位思想家之间的思想矩阵时，乔特匠心独具地采用了

“非时间性”（ｕｎｔｉｍｅｌｙ）的呈现方式。与其他三者相比，德里达是其中

最后一个写马克思的人，但他却被置于福柯和德勒兹之先与马克思对

话。作者的意图很明显。他希望打破编年史顺序考察的旧法，根据思

１８３

批判的对话：评西蒙·乔特对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重构

①

②

③

Ｓｉｍｏｎ Ｃｈｏａｔ，“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 ｉｎ ａｎ ａｇｅ ｏｆ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Ｃｌａｓｓ，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７，２０１６．
Ｓｉｍｏｎ Ｃｈｏａ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ａ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ｐｏｓｔ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１８，Ｉｓｓｕｅ ３，２０１３．
Ｓｉｍｏｎ Ｃｈｏａｔ，Ｍａｒｘｓ ‘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Ａ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Ｇｕｉｄｅ ，Ｌｏｎｄｏｎ：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 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２０１６．



想家们介入马克思思想的不同层次和主题来重构对话场域。就与马克

思的关系而言，利奥塔、德里达处于同一论域，即历史主义的普遍本体

论主题，关于起源和历史的观念，二者涉及的是哲学家的马克思；而福

柯与德勒兹的焦点则是资本批判层面上的权力与政治，二者涉及的是

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乔特指出，利奥塔对马克思的元叙事批评并不

正确，他对失落的起源或目的的批判伴随着一个后果，即在当下我们无

法发现也并不存在一个用于批判资本主义的视野。利奥塔的批判是对

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的误导。德里达也批判马克思的目的论，但他仍

然希望保留某种弥赛亚的元素，一种没有救世主的弥赛亚，一种开放意

义上的未来。利奥塔和德里达在批判马克思本体论的同时仍然想保留

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于是，在对本体论的批判和对政治经济学的保

留中，马克思被刻画成“坏的哲学”、“好的政治”。与此相反，福柯与德

勒兹因为突出了二元逻辑而拒绝了辩证法，二者对待马克思上的相似

性可描述为“反辩证法的唯物论”（ａｎｔｉ－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ｂｕ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他

们把唯物主义，或物质性的范围从经济领域拓展到其他关系，如权力的

生产率（福柯）和欲望的生产率（德勒兹）。但值得注意的是，福柯和德

勒兹的生物权力、纪律、解域和欲望生产等概念对资本魔力有着令人惊

喜的解构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马克思的批判。

由此可见，人道主义、历史主义和黑格尔的批判是该书贯彻始终的

论题。乔特别出心裁地将不同的后结构主义者对马克思的解读置于并

列的场域中，让它们相互比较和对抗。在该书里，乔特展示了后结构主

义所谓的统一实体与马克思哲学复合体的差别。但对于这二者而言，

乔特不是一个简单的支持者或是反对者。在乔特看来，马克思与后结

构主义的相遇不是一个谁胜谁负的问题，而是在马克思与后结构主义

的交叉中生长出一个新的唯物主义。正是这一理论旨向决定了阿尔都

塞在该书引论和结尾中的两次出场。诚然，作为福柯和德里达的老师，

阿尔都塞与后结构主义之间关系密切，在某种程度上，阿尔都塞思想对

后结构主义具有起源意义。但对乔特而言，重点更在于阿尔都塞对马

２８３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链接意义。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阿尔

都塞便极力证明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之间的断裂。他期望通过

“认识论的断裂”来清除马克思思想中的人道主义与历史主义因素。

阿尔都塞眼中的马克思是一名非目的论者，将历史理解为“没有主体

或目的的过程”，这样，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与其说是一名黑格尔主义

唯心传统的继承者，不如说更是一名具有斯宾诺莎传统的唯物主义者。

于是，阿尔都塞为后结构主义者与马克思的相遇提供了条件。后结构

主义者们继承了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思想中的人道主义、历史主义和黑

格尔传统的批判，且将这种批判从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区分扩

展到对马克思所有思想的批判。在后结构主义者们看来，结构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并未肃清马克思思想中的唯心主义残余。乔特对后结构主

义的激进视角进行了有所保留的批评。后结构主义完全放弃本体论与

目的论的做法很容易将批判性思想一道遗弃。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处

理目的论问题上，后结构主义陷入了与马克思一样的困境。现在，对唯

物主义哲学来说，真正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将对本体论与目的论

的批判与着眼于特定情境的、力量的冲突和欲望的具体分析结合起来。

因此，乔特求助于一种新的唯物主义。这一新的唯物主义内在包含着

三个“实践需要”，这是后结构主义所无法企及的，即新唯物主义“必须

是批判的”、“必须是历史的”、“必须关注现存的社会关系”。①

乔特的工作获得了多方的关注。乔森·里德（Ｊａｓｏｎ Ｒｅａｄ）和罗

里·杰夫斯分别于 ２０１０年和 ２０１２年撰文进行了评介。② 里德和杰夫

斯都肯定了乔特在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关系上所做的创新性探

索。里德认为乔特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另一种历史，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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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一部描述轴心国赢得第二次大战，或约翰·布朗成功地袭击了

哈珀渡口的小说一样”①。但他把思想史与权力和冲突的历史相分离，

把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放在观念的领域，却忽略了作为观念背景

的经济和资本维度，同时也破坏了作为新唯物主义基础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杰夫斯指出，乔特深受厄尼斯特·拉克劳、尚

塔尔·墨菲、米歇尔·哈德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等后马克思主义者

的影响，他是寻着类似的路径来到了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

十字路口。但无论如何，乔特使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关系研究迈

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乔特对既有的历史进行了卓越的修订，比起马

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旧的争论与分歧，他证明了它们之间的相

遇是多么地积极……无论如何，乔特扫除了旧有争论的尘埃，让‘死人

埋葬死者’，写就了一部当下思想史，既使超越思想史成为可能，又顾

及了充满权力和冲突的当下现实。”②杰夫斯也指出，“乔特的书为马克

思与后结构主义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路径，不再强调旧有的分

歧，而是展示了两者之间的开放的亲近关系。”③

两位评论者对该书的布局、观点和思想史意义做了中肯的评价。

但值得强调的是，乔特对马克思和后结构主义者们的解读有着自己的

立场和方法论视角。从思想史的发展角度来看，乔特对马克思主义与

后结构主义关系的重构体现了 ２１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新

取向。首先是坚持两类“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立场。许多西方学者在

讨论马克思主义时往往倾向于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科学的马克思

主义”，另一类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前者指的是第二国际时代正

统马克思主义，一种机械决定论框架下的封闭的、僵化的理论体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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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指的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进行的开放性探讨而重现、阐释和建

构的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者们所感兴趣并对之进行探讨研究的主

要是第二类的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看来，“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打破了

正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故步自封的框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

性、批判性，从而展示了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批判精神和开放意识。而当

研究者将这一精神运用于自身，在经典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反思探索，将

推动、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的历史演进。这是 ２１世纪以来诸多西

方“马克思学”研究者共同展现的鲜明的理论旨向。显然，乔特是其中

之一。在乔特等人看来，简单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初经典中寻找与

现实相对应的理论依据已不再可能。若要激活马克思主义言说当前现

实的能力，需要借助于某种连接的理论中介，以此消除历史的间距，激

活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与解构。其次是实现研究方法上的

重构。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重构将带来双重结果。一方面，

这既带给了我们重构后的不同面相的马克思，也在其他思想流派中注

入了或多或少的马克思色彩，同时生长出新的问题域；但另一方面，虽

然乔特强调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遗产，并展示了后结构主义者们对马

克思遗产的继承，但在他的转换性解读和具有争议性的方法中，后结构

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初思想也被遮蔽了。这是 ２１ 世纪以来许

多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共同面临的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乔特对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重

构，关涉到在当代语境中如何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涉到马克思主义

阐释与言说当代问题的能力何以可能的问题。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

无论马克思的文本还是思想，它们在被后世的不断诠释过程中，其意义

总是开放的。我们不再可能返回到纯粹的、不被任何“认识”或“解释”

所遮蔽的原初的马克思那里去。而时代的变革也将引发新的理论问

题。马克思主义出于自身发展，需要自觉地汲取现实的思想资源。一

旦历史唯物主义跟不上时代变革的步伐，脱离了活生生的社会实践，只

能“失语”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新现实，最终被人们束之高阁而变成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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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条。因此，根据当代的现实重新反思和重构马克思的思想，尝试以

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整合不同的学术资源，回应当下的社会历史问题，这

是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马克思后继者的历史使命和理论追求。

根本而言，对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关系的反思正从属于这一根本

任务。但是，重构的界限仍需警惕。

张亮先生指出过，在冷战结束后西方“马克思学”呈现出解释学转

向趋势，即“一些学者不再争执谁的理解、解释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

本、思想的唯一客观解释，肯定每一种解释都具有自身的合理性，进而

力图根据自己主体的状况建构出自己视野中的马克思恩格斯。”①在

２０世纪末，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向开始萌芽、形成，到了 ２１ 世纪，它已成

为西方“马克思学”尤其马克思与当代思想家之间关系研究的基本范

式。研究者们认为，重要的不在于结论是否一致，而在于过程是否规

范、是否能够自圆其说。他们倾向于在马克思与当代思想家之间的比

较中挖掘对话的可能性，取长补短，互为借鉴。这种研究范式呈现两种

倾向：一是注重互补性，而非差异性。二是注重借鉴性，而非传承性。

乔特的研究工作代表了这两种倾向。这与 ２０ 世纪西方“马克思学”研

究具有明显的差异。至少在 ２０ 世纪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中，研究

者们很乐意突出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之间的不同之处，最好是优越之

处。此外，挖掘马克思与当代思想家们之间的传承性也是重心之一。

由此可见，研究者们并不急着去“落实”当代思想家身上的“马克

思印记”，他们是否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也并不重要，关键是思想家们

如何理解并使用马克思的思想。这使他们很少直接回到马克思，而是

通过思想家的视野回到马克思。因此，他们关注的重点在于在当代思

想家所讨论的问题中是否具有马克思的思想资源，这些资源是否具有

当代意义。这种研究范式呈现出“比较性”与“解释 ／再解释”特征。研

究者们自信地认为，这将使马克思走下圣坛，呈现出较为真实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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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更为亲近马克思，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焕发经典理论的时代

生命力。首先，这在一定程度上继续营造了西方“马克思学”所谓的对

马克思保持中立的神话，甚至营造了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假象。其

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零散而片段式的呈现，对马克思主义思路方法

而非结论体系的强调，将使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走向碎片化。最后，

这无法逃避“六经注我”的质疑。研究者们默许了当代思想家们对马

克思的重构，并且在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对马克思又进行了再重构。这

让人们不得不担心，在思想家、研究者这二重的视角棱镜中，马克思不

再是一个客观的思想史研究对象。甚至，在多元主体的解读下，“经典

权威的马克思解释”似乎已不再必要。从这个视角来看，乔特的工作

同时也展示了这一潜在危险。

（作者　 哲学博士，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

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７８３

批判的对话：评西蒙·乔特对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重构



８８３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三、新左翼语言哲学研究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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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的地平：结构主义、
解释学与马克思的“相遇”

李 金 辉

摘要：结构主义寻求科学的语言和理想的元语言，通过语言符号的

操作来制造语词的世界和符号的世界。这样的世界规定了人的思维结

构、人对世界的理解的界限。语言符号作为先验结构制约着人类的文

化活动和文化理解，人类现实的生产表现为受语言符号控制的文化生

产和意义再生产。结构主义者的语言观是先验的唯理论的，他们持有

一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立场。利科的解释学理论重新恢复了人对语

言符号的控制，指出语言学的研究应该与人的自我理解相结合。语言

学应该具有人文科学的内涵，作为人文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对语言

的看法，超越了结构主义和解释学理论，将语言理解为人与自然界、人

与人之间相互交往和沟通的媒介，使语言具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

马克思由此发展出一种辩证的、历史的语言学理论。这种语言学表现

为历史的科学，即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统一的、以工业实践和物质生

产为基础的历史科学。

关键词：语言　 结构主义　 解释学　 实践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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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哲学将语言作为主题，通过分析语言实现了哲学研究的

语言转向。英美分析哲学主要通过语言分析活动驱除形而上学，将语

言看作是对世界进行表象和认识的认识论命题体系。欧陆哲学中，解

释学、结构主义也不约而同关注语言的问题。但它们都否认语言与真

理和认识论有关。他们认为语言具有自身的独立性，语言不仅仅是客

观世界的反映和思维表象的工具。语言可以构造人的思维和世界的意

义结构。结构主义将语言和人的具体言语行为割裂，强调语言自身的

系统和科学特征。形式化的结构主义进一步将语言代码化和符号化

了。语言不再具有现实的指涉，变成了脱离所指“纠缠”的能指漂浮系

统。语言最终变得神秘了，变成了纯粹符号自身的再生产系统。在解

释学理论看来，语言与人的存在、人的生存方式和人的自我理解息息相

关，语言是人通往存在的道路。解释学将语言的理解存在化，造成了抽

象的人道主义。马克思将语言与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相关联，主张对语

言的实践的理解。通过实践消除语言的神秘性和抽象性。语言不仅仅

有先验的逻辑性、结构性和系统性，语言还有自己的变化和历史。语言

的历史同思维的历史、同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历史一样长久，语言同人

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交往活动、与人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我们认为，只

有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辩证法的观点才能对以上学派的语言观

进行历史的分析和辩证的批判，才能形成马克思与它们的真正“相遇”。

一、结构主义的符号语言学：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立场

从发展阶段上，结构主义可以分为分析阶段和综合阶段。在分析阶

段，结构主义将普通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结合，“通过运用如分析和编配

以及区分和对立的专门步骤”建立一个“普遍理论和普遍的解释原则”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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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克曼，１９８７年，第 ８页）分析阶段的代表人物有索绪尔、列维—斯

特劳斯、雅各布森等人。分析阶段的结构主义用语言的秩序代替了思

维和世界的秩序。认为“语言远非仅仅临摹万物万象，它根据毋宁说

自身的区分予以归类和再创造，并在后者‘缺席’的情况下使之繁衍再

生。因此，语言深刻地影响着每个语言群体的思维方式。”①

在综合性阶段，结构主义活动被理解为文本符号的书写实践。人

的现实必须经过文本的书写活动中介，“人类活动是一种符号书写的

活动，人类的历史应当看作是一套符号书写整体。”②

综合阶段的结构主义进一步将语言从思维概念的深层结构改造成

了符号书写的形式化系统。正因为作为纯粹形式系统，所以具有一般

方法论的意义。综合阶段的结构主义作为符号学的结构主义可以为语

言学、历史学和人的科学奠定科学性的基础。“符号学的结构主义不

仅是语言学的一个简单分支，它还一直试图把所有的人文科学纳入自

己的版图。”③符号语言或语言符号决定人的言语行为，决定人的历史，

决定人的科学，人成为语言人、符号人。符号学摆脱了指涉物的限制，

摆脱了语言学研究系统内部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在索绪尔看来，所

指作为概念是语言系统内部的意义参照，能指作为符号还要受到所指

的限制和制约。而符号学进一步将语言形式化了，所指也被摆脱了，符

号系统不再作为一个以所指和概念为基础的意义系统，而是一个自身

差异化的能指书写系统和音位差异系统。符号学的操作和体现为符号

先验自我的内部游戏，通过这种游戏，符号建构自身的历史和生命。不

仅如此，现实对象是由符号构成的，通过符号的自由组合现实得到了理

解。一切现实都成了“在语言中可视的结构现实”。符号的“结构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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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试图从现实中提炼出非时间性的组织起来的结构现实，无论它处于

怎样的语境框架中，也无论它具有怎样的内容”。① 现实只具有纯粹形

式化的符号意义，现实的意义被符号的结构所支配。从此，“现实不被

赋予意义；而且，现实甚至不能再支配现实的意义。”②意义从现实的手

里交给了符号系统和先验结构。符号系统之外再无现实和意义。一切

都是符号，符号就是一切。这就是巴尔特所说的“符号帝国”。人的世

界受符号帝国的统治。综合阶段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对语言的理解越来

越形式化、抽象化。

总之，无论是分析阶段还是综合阶段的结构主义者，都割裂了人与

语言、言语行为和语言系统的辩证关系，夸大了语言和符号对人的言语

行为的制约作用。语言和符号系统是反对人的，是在理论上制造人的。

结构主义的语言符号观既与人的现实活动无关，也与世界没有关系，既

没有历史内容，也没有经验内容。

结构主义割裂了语言和人的现实活动的关系。结构主义研究的语

言是纯粹语言、理想语言和超验逻辑语言。结构主义所主张的理论对

象和认识对象，不是人们在日常交往实践中所使用的实际语言、日常语

言和现实语言。结构主义将这种语言作为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语言，

是虚假的语言和作为现实对象的语言。结构主义引发作为理论对象、

认识对象的语言和实践对象、现实对象语言活动之间的认识论断裂。

阿尔都塞认为，我们不应该把“认识的对象同现实的对象混为一谈”，

不能把“认识对象的‘性质’赋予现实对象。”③他认为理论的和结构主

义的对象与实践的、现实对象存在认识论的断裂，二者不能混淆。不能

把理论和认识对象的性质赋予实践和现实对象。阿尔都塞批判历史主

４９３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③

［法］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 ２０世纪思想主潮》，中央编译出版
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２８３页。
［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帝国》，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９年版，第 １２３页。
［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１１８页。



义和人道主义将现实对象混同于认识对象，并用现实对象的性质掩盖

了理论对象的性质，造成了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的结构主

义强调理论生产的独立性，强调理论自身生产的独立逻辑是有其合理

性的。但是，他夸大了理论生产的结构制约性，将理论和结构自身的生

产独立于甚至主宰现实生活实践的生产。使结构和理论的生产变成了

与现实无关的结构和理论内部的自身再生产，导致了结构主义和唯理论

的意识形态。这是与他的结构主义立场不可分割的。结构主义将语言

也同样作为“认识对象”而不是现实对象，强调语言自身的再生产，造成

了语言符号的世界与人的现实生活、历史和经验的认识论断裂。

综上，结构主义将抽象的语言系统和形式化符号系统与人的言语

行为割裂，过分强调语言的理论特征、先验形式化特征，强调语言系统

和符号系统对人的现实语言活动、历史活动的制约和反作用，没有看到

后者对前者的决定作用。没有看到人的现实言语活动对语言系统和符

号系统的改造和发展，丧失了语言与人文科学、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发

展的逻辑关联。语言成了先验的、僵化的形式化逻辑系统，成了没有历

史和来源的符号自身再生产的神秘系统。语言系统和符号系统仿佛具

有了自我意识并进行自我再生产，而人的自身再生产则要依赖于语言

和符号的再生产，人的历史依赖于语言符号的历史。从方法论上立场

说，结构主义是反人道主义的、先验的、唯理论的。

因为持有唯理论的语言观，结构主义者忽视了对“语言应用过程

中说话者的活动”的研究。忽视了人在语言运用中作用。① 结构主义

者强调语言的系统性、形式化的方面，忽略了语言的可交流性特征，忽

略了语言的语用学的方面。“这种言词是无趣味的，缺乏交际性的。

然而却充当着‘语言’。”②结构主义者和逻辑主义者要求语言的“逻辑

的晶体般的纯粹性”，这是一种危险的要求。它和我们实际的语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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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我们应该对日常生活中实际的语言进行研究，对语用学进行研

究。语言毕竟是人的语言，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语言离不开人的交往

实践活动和人的自我理解。语用学的研究正确地看到了言语活动对语

言理解的重要性。

语用学研究与结构主义相反，强调人的言语行为和人们在现实生

活中使用的实际语言。但是它也有夸大言语行为贬低语言系统研究的

倾向。容易导致对语言的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的理解，进而取消语言

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语言不仅仅是交流工具和媒介，它还有自身的规

律性和独立性。言语活动总是还要受到语言系统规律的制约。言语行

为的交流受到语言的限制，忽略这种限制会导致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

进而将语言的理解相对化、工具化，取消语言的独立地位。这是一种非

科学的研究态度，与结构主义一样，都违反了语言和言语行为之间的辩

证关系。对语言的结构主义研究和语用学研究，脱离人的现实历史实

践活动都容易导致结构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种过分强调语

言自身的独立性和生产，取消人的独立性和人自身的生产。一种过分

强调人自身的独立性和生产，取消语言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必须看

到，只要我们不割裂语言和言语活动的辩证关系，就不会导致结构主

义和人道主义的对立，就不会有阿尔都塞所说的认识论断裂。相反，

二者可以形成相互的补充。作为完成了的结构主义等于人道主义，

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结构主义。这就是在语言和人的问题上

的辩证法。脱离人去理解语言是盲目的，脱离语言去理解人是空洞

的。利科正是看到了语言和人、语言和言语活动之间的辩证关系，才

超越了结构主义和人道主义，建立了自己关于语言的辩证的解释学

理论。

二、解释学的语言学：人道主义的回归

利科作为解释学的集大成者，对语言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吸取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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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主义语言学观点和话语理论，突出了语言和话语在人的自我理解中

的重要作用。

相较于结构主义的语言观，利科反对将语言理解为脱离言语的封

闭系统。利科认为结构主义的语言是抽象空洞的和可能的形式，还没

有实现为现实的话语。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应该向信息的语言学过渡，

在这个过渡中话语作为事件凸显出来。“只要我们考察从语言系统的

或者编码的语言学过渡到话语的或者信息的语言学的过程，话语这个

概念就会作为事件而出现。”①话语作为事件具有不同于语言系统的内

涵。首先，话语在时间中并在当前被实现，具有活生生的即时发生的特

征；而语言系统是虚拟的并在时间之外。其次，语言系统没有主体。话

语总是指向说话者、指向主体自身。再次，语言系统与世界无关；话语

总是“指涉一个它试图描述、表达或者表象的世界”。② 最后，语言系统

只是交流的先验形式条件；而话语“不仅拥有一个世界，而且还有一个

他者，一个别的人，一个它指向的交谈者”。③ 总之，话语作为事件，是

在主体和主体之间即时发生的现场交流和直接对话，这个交流和对话

只在交换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但是，话语并不仅仅表现为反映现实、

交流信息的工具，话语还有创造性。话语还要超越事件作为意义。话

语作为意义与人的自我理解有关。“在进入理解的过程的同时，话语

在含义中作为事件超越自己。在含义中发生的事件之超越是话语的本

质特色。”④话语作为意义使作为事件的即时言语行为具有了客观内

容，使语言空洞的意向性具有了思想内容。

因此，话语既作为事件又作为意义，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这

种辩证关系构成了利科的文本理论的基础。利科的文本理论集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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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对语言的不同理解。语言首先是作为话语实现。话语是作为结构

化的作品而实现。作品作为世界的投射，具有自身的意向性。话语作

为人类理解自己的媒介。利科对语言的理解强调语言的话语特征，强

调话语的客观性、结构性、意向性和理解的媒介性。文本作为客观化

的、结构化的话语和作品，具有可以说明的结构和符号意义。同时又具

有指向可能世界的含义，作为开放的文本。话语不仅仅作为孤立的、封

闭的结构主义的语言符号系统，更是要求人的行动打开的文本。它指

向一个人和文本相互作用而展开的不断变化的可能意义世界。话语和

文本由此超越了语言系统，具有了行动和意向性的内涵。话语和文本

作为客观化的话语与人的行动和人的自我理解密不可分，话语和文本

甚至激发了人的自我理解的想象力，使人具有话语和文本所建构的可

能性维度，进入话语和文本所构造的可能世界。

利科认为话语必须经过自身的外在化和客观化过程，作为作品和

文本而存在。“话语需要这个一直以来都很复杂的自身外在化过程。

这个过程开始于说出的东西和言说之间的间距，在文字的记录中得以

延续，最后在各种话语作品———其中就有叙事作品———的复杂编码中

得以完成。这种在物质性标记里实现的外在化以及在话语编码里进行

的记录不仅使得通过说明而进行的理解这一媒介是可能的，而且也是

必然的，叙事结构分析是对这种媒介的最杰出的执行。”①因此，对话语

的客观化结构、对文本进行叙事结构分析是解释学所不可缺少的媒介。

通过这种媒介，解释学具有了方法论的含义和人文科学的特征。

利科对语言的理解是辩证的。语言不仅仅是话语行为也是文本化

的语言系统，语言既是一个表意行为和交流信息的即时对话行为，也是

具有叙事结构的文本；语言既是一个即时生成的交流事件，也是一种符

号化的意义系统。而解释学的理解过程需要从语言事件过渡到语言系

统，又需要从语言系统过渡到话语行为。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缺一不

８９３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法］保罗·利科：《从文本到行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１７９页。



可。一方面，文本“从作为话语事件的现实性中被剥离出来，而被化约

为某个系统的变量状态，这个系统则只是许可和禁止的紧密结合在一

起的整体。”另一方面，“从系统到事件，从语言系统到言语或者更准确

地说是到话语”。① 这样，解释学就达到了以文本结构分析为基础的说

明和以话语即时交流为基础的理解的统一，超越了结构主义者所制造

的话语和语言的对立。形成辩证的解释学的语言观。在利科那里，文

本作为客观化的话语，不“只有一种意义，即它的内在关系，它是一个

结构”，它还有“一种含义，也就是阅读主体在话语自身中的实现，通过

它的意义，文本也许只有一个符号学的维度；现在通过它的含义，它又

有了语义学的维度。”②文本作为客观化的话语，是符号学和语义学的

统一，既有结构分析的符号学意义，又有解释学的理解含义。文本作为

话语的实现，就这样与人的活动联系起来，具有了认识论和伦理学实践

的内涵。

总之，利科的解释学的语言观，包含着从言语到系统，系统到话语

的辩证运动，是一种辩证的语言观。它与结构主义割裂言语和语言，将

语言作为自我运作的抽象结构是完全不同的，后者导致语言被符号化

了，失去了与世界和现实生活的关联，是一种符号的形而上学。而“话

语对立于和现实没有关系的语言系统”，“唯有话语指向事物，与现实

一致，表述世界。”③话语具有语义学的维度，语言则只有符号学的维

度。在利科看来，话语和文本的含义是不能消解的，话语不能被简化成

结构主义的语言。结构主义通过语言系统“间接表达出来的各种对立

本身并不是”有意义的对立，“由对立与合并组成的整个系统所代表的

这种语言游戏将会失去所有的含义。”④进而，将语言抽象化和形式化。

利科关于语言的理解具有合理的辩证法因素，对结构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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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颠覆性的。利科文本世界理论和话语理论尤其具有启发性。真正

说来，人类活动的历史及其相伴随的话语都是以符号、文字和文本的形

式传递下来的。而文本一经形成，就脱离了人类原初的话语处境和现

实条件。这种脱离是一种文本世界的解放，文本由此开始自由地构造

世界，开启可能意义世界。而这需要一种以结构分析为基础的深层语

义学。这种语义学需要一种符号学操作和编码系统，它能作为结构分

析的模式无限扩展。扩展到其他领域，比如与语言符号相似的所有其

他类型的符号。符号学作为结构分析的元模式，它的重要功能是发挥

符号的———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象征建构功能。“符号学的或者

象征的功能在于用符号替换事物，在于通过符号的手段来表象事物，如

果符号学模式是可行的，这个功能看起来就不只是社会生活的上层建

筑了。它构造真正的基底。根据符号学这种普遍化的功能，我们应该

可以说，不仅象征功能是社会性的，而社会现实从根本上也是象征性

的。”①社会由此被结构化、符号化和象征化了。这正是结构主义的

逻辑。

利科认为，被符号化的社会结构，并不仅仅作为符号，它也有指涉。

“这些结构，它们也有指涉的维度，它们指向社会生存的各种矛盾”。②

符号结构的指涉，“是对一个不只是处境的世界的投射”。③ 符号分析

为基础的深层语义学是作为可能世界的语义学。它的世界是不确定

的，是一种符号世界自身的意向性相关项。它构成了社会科学的基础。

但这种符号学分析的深层语义学虽然将人的生活客观化和科学化了，

但他仍然要面对人的现实生存处境和现实生活形式。正是人的现实生

活决定了哪一种符号化的语言游戏和可能世界是现实的，由此，符号世

界才能被转化成对人有意义的解释学世界。符号化的社会科学如果没

有人的自身理解的和自身意义的投射，就不可能具有人文意义和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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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这种科学至多是符号自身内部的自我游戏，并且只能作为游戏

而已。这种语言游戏不可能变成一种现实的人的生活方式。因此，符

号学的结构分析和解释学文本说明只能作为人自身理解的方法论准

备，“正是这些方法构成了个人投入的媒介”，而“我们无权将个人投入

的最终行为排除在客观的和说明的方法的整体之外”。① 所以，符号学

模式或语言学模式，只能作为我们自我的理解方法论工具和认识论媒

介，我们的自身理解才是目的。我们要通过这些工具和媒介来达到重

新占有自身的目的。我们必须将这些经过符号学、语言学充分发展的

科学和其对应的意义世界重新化为己有，使它们具有人类学的含义。

语言学应该向人道主义回归。

必须看到，解释学仍然局限于语言和人的关系，作为认识论的人与

自然的关系仍然在解释学的视野之外。利科的解释学仍然无法摆脱结

构主义分析方法的限制。结构主义者认为“语言在谈论世界的同时也

在重新创造世界，语言在组织事物和概念时所遵循的原则，不妨称作双

重构造原则。”②这种双重构造表现在：其一，语言通过抽象建立范畴，

这些范畴作为普遍的成分存在于各种语言中。这些范畴具有先验性特

征，使世界被纳入语言中得以可能。其二，语言组成一个内部网络体

系。语言是独立于世界的关系体系。语言是由独立的音位系统和语法

系统相互作用组成的关系系统，这一系统“跟外部现实并无对应物可

言”。③ 语言中的世界不是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世界而是人文科学的世

界，这个世界是“人类语言凭借符号所创造的概念”中的世界。它不在

“可以感知的世界里”。④ 语言学属于人文科学，“它在语言里头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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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已经存在的概念和范畴。”①而自然科学“出于描写和解释可感知世

界的种种现象的需要，创造自己的概念和范畴。”②语言学的概念和范

畴是超越感知领域的先验框架，它使感知得以可能。人们对世界的理

解和感知受这一先验文化人类学的语言结构限制，这是一种充满文化

意义的符号世界。人类的感知受到语言的中介和构造，“通过语言掌

握世界和通过受到语言影响的思维活动重构世界”是一回事。③ 通过

语言，“人们所发现的世界业已被语言区分成不同的范畴，符号已被紧

密地组织起来。”“语言锻造了表现世界的方式。”④通过一种语言，我

们过一种生活。通过一种语言，我们拥有一个符号化的文化世界。而

与文化世界不同的自然世界、经验世界，我们在其中获得生存资料的感

性世界，它们都不在解释学和结构主义的语言视域内。对这种自然世

界的认识，需要一种不同的语言———历史科学的语言。

三、马克思的语言观：与结构主义和解释学的对话

结构主义者认为语言构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它具有自我意识、自

我生产的历史。语言作为实体已经成了主体。

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实体就是主体。语言作为实体是空洞的，它必

须具有自我发生的历史才能成为主体。离开语言内部的自我发生，语

言是神秘的。语言的结构和实体依赖于语言的内部发生机制、依赖于

语言内部的历史。语言内部的历史其实就是思维内部的历史，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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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再生产的历史也是思维再生产的历史。这种历史和再生产的动力

从何而来，它与人类的真实历史和物质生产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对

结构主义者和黑格尔来说仍然是神秘的。

结构主义者对语言的理解和黑格尔对思辨思维的理解是一致的。

黑格尔实现了思维对存在的颠倒，用思维的生产和历史取代了存在的

生产和历史。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颠倒。结构主义者实现了语言和思

维的颠倒，用语言的生产和历史取代了思维的生产和历史。语言像思

维一样具有了自我意识。结构主义者语言再生产的逻辑在形式上与思

辨逻辑类似。结构主义者是隐秘的黑格尔主义者，是先验的、唯理论

的、语言唯心论论者，他们以颠倒的形式说明了思维的辩证逻辑。

对于结构主义者的语言的思辨的、颠倒的逻辑和历史，马克思的实

践观点特别具有批判的方法论意义。包括语言，人类的“全部社会生

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

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①马克思的语

言观是和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紧密相关的。语言是由于生产力发展

的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需要产生的。这种与他人交往的需要产生

了现实的社会关系以及对这种关系的意识，这种关系和意识的载体就

是语言。“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

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

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②语言是一种实践的，在人与人之间通过交往、

通过物质生产活动形成的社会的意识和现实的意识。正如“意识一开

始就是社会的产物”一样，③语言也是社会的产物。语言不能脱离人的

感性物质需要，脱离社会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关系而存在，否则就

像孤立的意识一样，成为抽象的、封闭的语言。语言总是实践的、社会

的产物。脱离实践和社会活动谈语言，只能使语言神秘化和抽象化，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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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虚假的意识形态。

同黑格尔的思辨逻辑思维一样，结构主义的语言也通过神秘化的

语言符号再生产来维持自己合理性的外观。但语言符号自身再生产是

封闭的、抽象的历史。这种历史是按照神秘的先验语言结构来编写的。

“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

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

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①语言的生产、历

史和世界的生产、历史失去了联系，变成了先验的神秘结构自身的生产

和历史。语言的理解由此被神秘化了，变成了某种非历史的东西和脱

离日常生活的东西，变成了世界之外和世界之上的形而上学的东西。

这种语言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超验的语言。没有现实基础和现实来源

的抽象的、神秘的语言。这种语言具有神秘的力量，可以制约人、统治

人。语言在说人，而不是人在说语言。语言在场，而人不在场了。由

此，结构主义者成功地实现了“颠倒”，形成了语言拜物教和结构拜物

教。语言和结构具有了神力，人在语言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人被语言

和结构“异化”了，人自身的历史变成了语言结构的历史，人的现实物

质生产活动变成了语言结构自身再生产的动力。人的生产不是为自身

的生存而进行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为语言结构的再生产而进行的

异化劳动。这样，结构主义者在人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

物教外，又加上了语言和符号拜物教。在各种意识形态的统治之外，又

增加了语言的统治。

马克思对语言统治的神秘逻辑进行了揭露。这种语言作为意识形

态如果进行统治，结构主义者必将语言同这些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

来，从而承认一般或普遍语言在历史上的统治。必须使这种语言具有

某种秩序和结构，必须证明，在一个个相继出现的占统治地位的语言之

间存在着神秘的联系，把语言看作是“概念的自我规定”。把语言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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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语言来看待，“因而就变成自我差别”①，变成由语言自身“产生的

差别”。结构主义者为了消除语言这种“自我规定的概念”的神秘外

观，便把它变成某种人物———“自我意识”，人成了语言的自我意识和

人格化代表。语言通过人“被看成是历史的制造者”和创作者，“这样

一来，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就可以任凭自己的思

辨之马自由奔驰了。”②这就是资本的语言的思辨的逻辑，也是结构主

义语言统治的逻辑。这种逻辑是作为意识形态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

的幻想，而要消除这些神秘逻辑和幻想，必须从“他们的实际生活状

况、他们的职业和分工出发”，这样是“很容易说明这些幻想、玄想和曲

解的。”③同消灭思想的意识形态一样，要消灭语言统治和意识形态，必

须消灭分工。而要消灭分工，必须通过发展生产力消灭私有制和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语言学家作为职业以及由此产生

的语言的独立化和神秘化必然被消灭。由此，以语言为基础的，语言中

的“精神生产”的产品，即“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

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④

马克思对结构主义语言观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利科是相同的。但是

他们给出的方法是不同的。利科是通过解释学达到对结构主义的人本

学超越。马克思给出的方法则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达到对人本学的批

判，通过生产实践来解决语言的理解问题。利科对结构主义的超越仍

停留在思辨的人本学领域，对于他来说，完成了的结构主义等于人道主

义。而利科的人道主义按照马克思的逻辑来说，还是未完成的。对于

马克思，完成了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利科解决的是人和文本结构

与话语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解决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

系。利科仍停留在话语和文本结构内部来解决人自身的理解问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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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则将目光投入到社会历史领域和物质生产领域来解决人的自身理

解问题。利科仍然坚持一种思辨的语言，并没有超越黑格尔思辨的辩

证法。马克思则坚持一种物质性的、感性的、对象性语言观，对黑格尔

的辩证法进行了唯物主义的革命性的颠倒。利科仍然以思辨理论的方

式解释世界，而马克思则通过实践改变世界。马克思的语言具有改变

世界的力量，它的语言是一种改变世界的革命的生活方式。利科通过

语言来沉思，通过文本来写作。马克思通过语言来唤醒无产阶级的行

动。利科是保守的，马克思是革命的。利科对语言的批判，并没有超越

理论的视域。马克思对语言的批判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紧密相连，

和共产主义的人类解放旨趣密不可分。

综上，结构主义的语言的神秘逻辑背后是唯心主义的思辨思维逻

辑，是头脚倒置的逻辑。必须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将它们颠倒过

来，将语言理解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现实交往活动的产物，恢复

人自身的实践行动和历史在理解语言中的基础地位。人自身的物质生

产活动不同于人和话语结构和文本结构的解释学对话，正是在这一点

上，马克思的语言观超越了利科的解释学的语言观。利科的解释学语

言至多是人与作为前人活动记录的符号系统和文本结构的对话，不涉

及人和自然界的交往活动，缺乏唯物主义的基础。解释学的语言充其

量表现了人与人的交往活动，缺少人与自然界交往的认识论维度。解

释学的语言主要局限于人文科学的内部，无法涵盖自然科学的内容。

结　 　 语

结构主义和利科的解释学仅仅是文化领域、人类学领域的方法论，

它解决不了主客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认识论问题。他们对语言的

理解缺乏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内容，它只局限于文化人类学和结构人类

学的视域，无法走出文化符号自行运作的和先验结构主义的语言牢笼。

结构主义者和利科没有看到，人不仅仅是文化、符号和语言的动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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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在文化、语言、符号之内的与他者对话的动物，更是自然存在

物、感性存在物和对象化的存在物，是与自然界进行交流的存在物。人

的科学不只是文化科学、语言符号科学，更应该是自然科学，二者是一

门科学。马克思将之称为历史科学。先验的文化科学、语言符号科学

和解释学必须同自然科学相结合，这种结合只有通过人的生产生活实

践，通过工业生产实践的历史才能实现。我们不能将语言符号的文化

科学与经验论的自然科学割裂，造成文化科学语言和自然科学语言的

割裂，而应该通过人类的实践过程和工业生产历史过程将它们结合，建

立一种历史科学的语言。这种科学语言将包括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

具有历史的、唯物的和辩证的维度。历史科学必将超越结构主义和人

道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二元对立，建立一种揭示人与自然界、

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的总体性语言。

（作者　 哲学博士，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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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哲学的现实功能
———以英国新左派语言哲学四重奏特质为例

马　 援

摘要：相比于语言内部本体论的研究而言，对语言哲学现实功能的

探究更为重要，因为这为解决现实历史困境和建构理想社会提供了一

种新的思考方式。本文选取具有当代语言哲学代表性的英国新左派思

想为例，以历史文化语义学窥探现实社会深层矛盾、政治语言哲学洞见

文化社会权力、语言实践生成理论折射社会总体性和搭建话语实践模

式提升微观主体能力，即其思想四重奏的特质，试图呈现语言哲学的现

实功能。

关键词：语言哲学　 现实功能　 英国新左派

英国新左派关于语言哲学的研究，是在针对现实社会发展的历史

困境、解释人类生活和社会运行方式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而成

的。他们在探讨语言哲学问题时，并非徘徊于内部语义、句法逻辑之类

语言本体论的论证，而是将语言置于文化、社会、历史、政治更为广泛的

现实场景中，追溯语言生成的复杂历史过程，以语言的实践性替代语言

的抽象语法规则，拓宽了语言哲学的研究视域和现实功能。本文以聚

焦历史文化语义学、正视语言的实践属性、指向语言政治哲学和搭建主

体性的话语模式四个方面，即英国新左派语言哲学四重奏特质为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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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呈现语言哲学的现实功能。

一、窥探现实社会深层矛盾的历史文化语义学

尽管乔姆斯基强调语言变化的重要性，但是他始终循着自然主义

的路径疾驰，无法摆脱建构完美整齐语言哲学殿堂的束缚，以科学化、

抽象化语言拜物教为追求，走入了自我封闭的巴别塔境界。然而，正如

《圣经》永远不可能竣工的语言巴别塔所指的那样，人类的语言充满了

无尽的丰富性、差异性和异质性，无法像求得自然定律那样，将千变万

化的人类语言进行某一法则的概括总结。英国新左派认为语言科学不

是在于形成法则，而是在于观照现实的人和世界。他们主张语言意义

的流动性，表明语义变化与具体历史社会条件制约的相关性，强调语言

生成含有文化的和历史的具体性的特质。他们力图使语言哲学从纯粹

的、绝对的、理性逻辑的世界，回归立足于寻求人的现实生活的意义之

中。英国新左派从历史文化语义学的视角，阐释了社会历史发展当中

作为社会聚焦点的关键词语，对其形成变化和历史语义进行了剖析，其

目的在于揭示现代性社会的深层矛盾。具体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英国新左派以历史文化语义学探讨语言生成的意义和价值，

强调语言的现实属性和社会属性。正如卡勒对语义形成的论述：“因

为它是任意的，因此符号完全受制于历史，一个已知的能指和所指在某

一特定时刻的结合是一个历史进程的偶然结果。”①英国新左派赞成这

样的观点，认为“语言应该能够足以表达新的体验，并能解释变迁”②，

并试图以历史文化语义学揭示现代性社会的新变化。

他们做出了一种逆向性思考，即借助语言构成意义，反思所指对象

世界和社会历史发展变化之间的关联。威廉斯在接受 Ｖ．Ｎ．诺夫的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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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后，试图建构马克思主义语言的概念，突出语言历史性和实践性的意

义。他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指出：“在思考关于语言的发展中，应

该回到马克思主义，首先强调作为活动的语言，其次强调作为历史的语

言，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时刻。”①同样，霍加特反对文字游戏式的

语言理论或使用故弄玄虚的专业术语，认为这样一来就使得语言从现

实生活中强制性地剥离开来，使之语料与现实生活之间产生遥不可及

的距离感，失去了语言本真的价值与意义。他提出，“语言永远不可用

来纯粹审美或抽象沉思，就本质而言，我们每个人都在现实生活中使用

语言”②，“语言在于帮助我们建立人类本性的共同感受”③，重申了语

言用途的意义和价值。霍尔为结构主义获得了文化研究的范式地位，

实现了“文化主义范式”与“结构主义范式”两种范式的嫁接。他认为，

“通过生成浓缩了一系列不同内涵的话语，不同社会集团的分散的实

践条件可以有效地将这些社会力量聚合起来……从而能够成为一种干

预性的历史力量”④。这体现了社会历史条件与语言生成之间的关联，

以及语言用途的社会功能的思想。

可以说，英国新左派思想家不是把语言作为人类思维表达和实践

活动的手段或工具，而是把语言作为人类思维活动和现实生活的重要

构成。他们着力分析的不是语词的含义或者固定的用法，而是在特定

历史文化的语境中构成这一语义或用法的形成过程，从而窥探社会历

史发展的总体趋势。

第二，英国新左派以历史的纵深度和文化的广延度，把握记录现代

性社会发展“重要词汇”历史的和文化的语义，破解英国“无阶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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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幻象。战后英国社会所呈现出的福利制国家的政策干预、战前贫瘠

生活一定程度的改善、大规模失业率的有效缓解，都在缔造英国社会发

展的“黄金十年”，“无阶级社会”仿佛成为留给这一时代的烙印。在这

样的背景下，英国新左派从历史的纵深度和文化的广延度视角，探究影

响和承载社会历史变化的“重要词汇”，将对这些关键词的语义分析作

为探究社会生活和历史变迁的主要途径。

他们从历史文化语义学的视角，展开对“工业”、“民主”、“阶级”、

“文化”等语义变迁的探寻，认为“这些词汇有一个总体变化范式，可以

把这个范式看作一张特殊的地图，借助这张地图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与

语言变化明显相关的生活和思想领域所发生的更为广阔的变迁”①。

英国新左派着力从历史文化语义学的视角，分析了自 １９世纪工业社会

产生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分析了“无阶级”一词的语义

及其包蕴的概念生成与演化规律。在他们看来，“无阶级”一词出现在

“转型社会”，即传统文化秩序断裂和大众文化兴起的语境中，这一词

与“文化”、“工业社会”、“大众消费”之间有着特定的关联。霍加特、

威廉斯、霍尔沿着“工业社会”不断兴起，“大众消费”急剧膨胀，并相伴

产生一系列新兴大众文化现象和相关社会问题涌现为研究线索，探究

了“无阶级感”形成的历史语义逻辑，力图解蔽同质化、均质化的大众

媒体语言所造成“无阶级社会”的幻象。

第三，英国新左派以历史文化语义学寻觅工人阶级的语言特质，揭

示现代性社会的语言变体，力图重塑工人阶级文化。汤普森改变以往

旧史学的叙事方式与目标，从对历史政治事件、“伟大人物”的史学记

录，转向对工人阶级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分析和陈述。《英国工人阶级

的形成》将“织袜工、卢德运动的种植者、织布者、乌托邦的工匠”作为

研究对象，其目的不仅在于改变“巨大后代对他们的不屑一顾”②，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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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展示他们如何成为具有现代化的、有组织的和有政治意识的工人阶

级。关于历史文化语义学对“整体生活方式”文化概念的思考，以及文

化实践与政治形成之间相关问题的探究，最终构成威廉斯更为丰富阶

级文化的研究视域。威廉斯将“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嵌入经验与实

践活动中，就是以经验和行为活动为例证，借助感觉结构加以证实和确

认，并逐步达成一系列约定俗成体系的过程。他反对一味强调新兴文

化产业对工人阶级文化的绝对干涉，以“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意义，

探究工人阶级文化本质特征和工人阶级文化形成的根基。

为此，英国新左派思想家拒绝“文化大规模化”的论述，坚持以特

殊性和复杂性的视角审视现代性社会与文化转向之间的关系，批判用

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群众”、“大众”的语词替代“工人阶级”来解释

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他们认为“无阶级社会”的幻象遮蔽了社会

经济结构和政治身份所带来的权力与地位的阶级差异，是对“工人阶

级”主体性更加隐秘的物化。在此情景下，无论是霍加特努力打捞工

人阶级的童年生活记忆，追溯工人阶级的有机社会，还是威廉斯建构的

“感觉结构”理论，重塑工人阶级的文化；无论是汤普森采用历史主义

的思维方法，还原作为阶级形成标志的阶级意识，还是霍尔推动“身

份”政治学，主张文化多元主义的观点，都显示出从历史文化语义学的

视角，借助历史过程、文化形态的意义阐释阶级的形成与变化，以历史

的痕迹和文化的连续性论证目前阶级存在的现实状况，从而窥探现实

社会的深层矛盾。

二、折射社会总体性的语言实践生成理论

“语言没有固有的历史，并不是以音位、语素、句法的历史构成某

种特定的语言。语言的历史是整个社会过程的历史，必须从社会的整

体视角去思考：它是文化的历史、各社会阶级的历史，它写在常识（也

拥有历史）———陈词滥调、隐喻、话语转化、语法化过程之中。换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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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语言的历史只能是一种整体实践的历史。”①英国新左派在聚焦历

史文化语义学的同时，正是作为实践活动的语言观，将语言生成定位于

整个人类社会实践之中，强调语言具有的实践属性，为解决社会矛盾提

供了现实途径。

相比于索绪尔语言内部结构的分析而言，英国新左派更加关注语

言行为。索绪尔的语言生成理论是通过分析具有差异性的语言结构化

系统，从而获取语言系统的规则和常规。在英国新左派看来，语言的生

成通常被组织在特定文化场景和历史语境中，通过语言实践活动，将已

有的文化习俗、礼仪规范与当下具体行为活动相结合，生成意义序列的

过程。索绪尔强调语言符号的先在性，即语言结构的客观规律先在于

人的主观经验，语言的结构是经验存在的原因而非结果。英国新左派持

有文化主义的人文主义观点，与结构主义的反人本主义倾向具有本质上

的不同。他们将语言作为被分享的文化系统，突出语言符号互动的和沟

通的功能，把语言还原到被语言嵌入的群体社会生活之中，强调以社会

行动解释语言，彰显作为实践活动的语言生成理论。他们主要从实践活

动的语言用途和群体意义生产的语言行为两个层面进行了具体阐释。

层面一：实践活动的语言用途。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现

代性社会更多呈现出具有人造环境的文化物质特征，物质与符号之间

的划分不再明显，自然化的物质世界成为存于人的现实生活的残余。

英国新左派探究源于社会生活模式沉淀而成的语言用途，揭示了实践

活动的语言用途与作为商品生产的语言符号之间的本质区别。他们以

现代性社会的文化生产视角，探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与语言符号生产

之间的关系，从生产、分配、消费、使用的整个过程，对承载语言符号，诸

如文学、广告和电视节目之类产品进行了分析，批判官僚机构所把持和

出售的语言符号产品对普通人民社会生活的作用和影响，强调实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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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结成语言的意义。

霍加特反对大众传播技术怂恿下的相对主义，认为这直接导致了语

言的均质化和同一化，具有生命肌质的语言特质正在被腐蚀。他进一步

对商业化的文化语言与源自日常生活的语言进行了对比分析，“绝大多

数的大众娱乐最后都成了 Ｄ．Ｈ．劳伦斯所称的‘生活的敌人’。这种娱乐

哗众取宠、道德低劣……既无法充实大脑，又不能安抚心灵。过去那些

催人奋进、促进和睦、内涵丰富的娱乐方式渐渐枯竭，而现如今的娱乐除

了让人掏空腰包，无一是处。”①霍尔“编码 ／解码”模式对资本主义语言

符号生产做出了理论化的阐释。在他看来，话语并不是“对‘现实’的‘透

明’呈现，而是通过‘符码操作’来对知识进行建构”②。他将“使得意

义”成为“可能的符码”，力图解蔽被符号编码的现代性社会。

英国新左派积极恢复语言本真的实践属性，强调实践活动的语言

用途，从而有力地回应和甄别商品社会语言符号生产的问题。威廉斯

提出了“不朽的整体实践”的观点，用以作为一种寻找阐释特殊艺术作

品和总体社会生活新连接的方法，从而发展具有社会总体性的理论。

汤普森倡导实践在社会历史当中的地位，指出“这是一种能动的过

程———同时人类据此过程得以创造历史———而这正是我所一直秉持的

观点。”③英国新左派学者从投射在社会实践总体性基础上的语言研

究，力图系统思考语言科学的意义和价值，据此奠定了一种探究人类社

会活动的语言哲学。

层面二：群体意义生产的语言行为。物理主义的语言科学认知科

学，从神经元、神经网络等神经生理活动，提出“体现的语言”（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的理论。这一理论将语言自然化，涉及另一类的身体，掺入了

物理主义的形式。它把个体身份作为研究对象，以生物禀赋的物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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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据研究语言生成，排斥语言生成过程中历史和社会层面的因素，这

样最终陷入了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维戈茨基反对这种观点，认为从一

般生物体到智力发达的人类，这种演进的本质在于从简单生物进化到社

会历史总体进程的根本性变革。“言语思想不是天生的或自然行为形

式，而是由历史文化过程决定的。”①同样，英国新左派拒绝生物还原主

义，反对语言内部结构或生物个体特征的单向度分析，认为这禁锢了社

会历史发展现实语境的作用。当代社会生活的语言分析有助于理解群体

意义生产时所共享的规范、态度与价值。英国新左派摆脱纯语言学自我封

闭式的分析，探究深嵌于社会生活的语言生成思想。而语言本身就透露着

某种关系力量，它不可能是一个人的言语，而是一个群体社会的语言集合。

如果承认语言是社会群体行为，那么它是如何建构的？在英国新

左派看来，语言的生成不仅需要根据语法、句法和语义的内在规定性，

而且必然受到社会群体公共意义的限制。对当代社会生活的语言分析

显示出了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观照社会生活的语言分析有助于

理清语言的历史变化，例如，语言变体、隐喻变化等；另一方面，通过语

言分析可以追溯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规律，为建构人类社会发展提供

一定依据。这体现出了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英国新左派从群体社会

语义的产生和公众对话探究语言的生成，并以历史社会的视角，思考思

维、语言与人类意识发展之间的关联。因此，他们讨论或找寻的不是先

决条件的语言内在关系，而是社会历史变化系列反应的过程。

三、洞见文化社会权力的语言政治哲学

英国新左派并非某个政党组织，也没有固定化的政治口号，然而他

们积极汲取具有创造力的政治观点，形成了组织松散的“边缘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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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①。他们将政治语言哲学作为达至政治诉求和追求理想社会的

突破口，在深入阶级、文化权力关系、社会治理和理想社会的问题时，不

再简单局限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反映论的关系，而是将文

化、语言、符号加入其中，“将文化问题作为政治活动的中心议题”②，实

现政治图景多维化的理解和建构。他们借助语言政治哲学，深入现实

的社会生活，从而洞见文化社会的权力关系，发挥语言用途的政治功

能，力图实现变革社会的意义和价值。虽然不可否认第一代、第二代英

国新左派思想理论的差异性，但是不管是第一代英国新左派以文化唯

物主义为旗帜，将文化作为变革社会的利剑，还是第二代以结构主义转

向为特色，强调意识形态、社会、语言的政治意义，本质上两者之间具有

一定的继承关系，体现了两代人共同的革命立场和政治愿景。

第一代英国新左派将当下的政治现状与英国传统文化根基相结

合，摆脱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局限性，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基本

原则和未来出路。消费主义的兴起成为潜在政治格局的颠覆者，此时，

无阶级成为消费主义环境滋生的产物，阶级衰落的观点就此形成。英

国新左派回归阶级问题在社会发展中重要性的思考。他们认为，工人

阶级作为社会政治景观的重要组成，不仅表现在经济层面或政治运动

的阶级类型划分，更重要的表现在，作为一个独特文化结构的存在。他

们以文化的平等性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凸显了平民政治的特点，呈现

了 ２０世纪英国社会主义的思想特征。在他们看来，现存社会的不平等

不仅是经济上的不平等，更是文化上的不平等，并且对于工人阶级而

言，社会的不平等正在加剧。他们从文化上寻求战略，挖掘承载普通人

民语言特质的文化政治功能，关注社会政治改革运动中微观主体的力

量，对当代政治进行干涉。

汤普森认为，当代社会结构的重要母体是大众文化，对大众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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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可以深入理解当代社会结构中隐藏着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威廉

斯坚持主张，一个良好的社区，一种活的文化……不仅提供一个空间而

已，而且能够积极鼓励每一个人，让其间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为共同所

需的进步意识提供自己的力量。他提出一种具有社会总体性预设的文

化政治理论，力图在政治上动员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参与。霍加特、威廉

斯倾向于对工人阶级社会生活的“深描”，分析他们表达政治态度共享

的习语，以工人阶级特有的言辞肌质彰显他们的政治意识。这样使得

语言的政治功能从隐性显现成为显性的政治哲学分析的关键部分。第

一代英国新左派将源自于经验性的语言特质看作是群体共享认知的标

示，探究了群体认识世界以及达成社会秩序的过程。

以霍尔为代表的第二代英国新左派，力图为第一代人的努力寻求

进一步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经验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嫁接。

他主张，不必为这些失效的隐喻而悲叹，因为文化研究正在“迅速移离

这种戏剧式的简单因素与二元对立”的隐喻方式，它需要一种“构想文

化政治学”、虑及“‘社会’与‘符号’之关系”①的崭新隐喻。他着力从

意指，即语言的运作，洞见文化社会权力，分析社会潜在的深层结构。

霍尔在受到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的深刻影响下，开始了结构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转向，并将这种范式转向沿用到了他一直关注的媒体研究

中。他认为，这种范式转向对于媒介研究而言具有理论革命性的意义，

“这种变革的核心则是意识形态、社会、语言的政治意义、符号和话语

政治学的再发现”②。这种再发现主要表现在，作为囊括表征、图像、符

号的意识形态，定义了“社会形式和情境”，形成了生产意义的规则，并

“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社会关系和自我处境的工具”③。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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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综合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突出“积极而有机的意识形态”①

的作用，试图打破权力关系固化产生语义链条的束缚，再构社会主体阶

级意识形态斗争的活动。

正如沃洛希诺夫所指，“符号成为了阶级斗争的舞台”②。语义的

生成一方面受到语词固定含义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在社会权力关系中

产生。无论是结合社会历史经验的阶级语言探源，还是意识形态话语

生成探究，第一代和第二代的英国新左派都认识到了语言政治哲学的

意义和价值，力图变革精英主义既定的语言序列，变革消费社会相对主

义的语言运作逻辑，通过语言实践主体具有辨识度的意识形态话语的

生成，引导构筑变革经济、文化、政治整体社会力量的运行方式。

四、提升微观文化主体能力的话语实践

与消极意义的被语言亵渎感知主体形成对比，英国新左派搭建话

语实践模式，把语言感知系统转向一系列积极的主体文化行为过程。

他们对语言哲学的思考，体现着对语言生成生命意义的关怀，而话语实

践正是其生命意义的具体展现。他们从普通文化实践者自身的言说艺

术、陈述方式、阅读经历，展示微观文化主体对社会发展的理解和创造，

努力破解权力关系、消费社会形成的复杂话语场。

具体而言，英国新左派的话语实践模式包括了审视被编码的文本、

有效建构话语分析的文本阅读和提升话语实践者的主体能力三方面内

容。首先，从微观文化主体的话语实践层面，对现代性的文本生产进行

批判性的审视。现代性社会的文本生产围绕着特殊的权力关系、政治

计划和一定的社会形态而生产，以特定的编码方式统治着普通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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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英国新左派主张借助话语实践甄别表征系统、传播媒介和符号

生产在现代性社会的变化本质。他们认为，现代性社会的话语体系设

定了权威知识的先决条件，即特定知识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多数人只能

成为这一体系被动的接受者。他们强调话语实践的重要性，通过关注

微观话语实践者的力量，让普通人民从主体的视角批判性地审视社会，

认清被现代性编码的文本生产。

其次，建立文本生成与文本阅读的双向互动过程。英国新左派指

出，微观文化实践者在审视现代性社会的文本生产中，通过对话、批判、

剔除、重叠、延伸、重建和创新，并在实际的现实生活和具体语境中得到

确认，从而实现话语分析的有效建构。这种有效的阅读是微观文化实

践者进一步获得主体资格的过程，是实现普通人民从使用文本到自主

建构文本，最终达至提升主体能力和改造社会为目的诉求。

最后，提升话语实践者的主体能力。英国新左派的话语实践模式

不是在寻求一般意义上的政策或组织形式，而是以关注人类总体的生

活状况为基础，以是否符合人的生存需要，是否符合社会的合理发展，

是否能得到人的解放为根本诉求的治理。从人的实践性、从被组织起

来的话语意义关系、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话语实践中，提升话语实践

者的主体能力，寻求达至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和社会公平有序的治理

之路。霍加特、威廉斯注重大众教育、媒体研究和现实主义小说的分

析，将精英主义文学分析的方法传授给普通人民，为普通人民具备自

省、自觉、自主的话语实践能力提供重要途径。同样，霍尔关注公共教

育的作用，探析了学习、主体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联，分析了微观话语

实践者的特殊性与更广泛的质询和公共对话间的张力结构，从表征对

话和伦理对话层面，强调文化的教育力量。

英国新左派搭建了由内而外、由表及里的话语实践模式，实现了文

学文本向人的现实生活文本的深入。这里包含了对文学文本、日常生

活文本、大众媒体文本、语言符号文本的话语实践阐释。它以语言生成

的民主性，有效批判了被操纵的符号生产和被封闭的话语系统。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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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指出，“实现语言的民主可以让我们勇于向现实社会状况提出挑战，

解除固定社会结构的捆绑，从而使我们习惯性地力求消散恒常的二维

存在（给予—服从）模式，逐渐形成具有批判意识、不断反思、多维度思

考的存在方式。”①英国新左派对搭建话语模式的新构想，实现了对文

化霸权主体大写化和后现代主义主体碎片化的破解，具有民主性的话

语实践模式尝试着为微观主体提供维护自我权利、参与社会的话语政

治途径。他们通过对话语特征的分析，彰显话语实践对文化主体意识

的传承，以及内在精神提升的意义和作用。

结　 　 语

英国新左派语言哲学的思考并入了当代现实社会的具体问题，对

语言哲学进行了实质性的运用与发展。这不是传统意义语言学转向，

即拒斥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将语言本身作为哲学自我理解的方法，而是

将经验主义的知识谱系与语言交互、实践功能交织在一起，从自我封闭

语义逻辑的语言哲学分析，迈向了历史、文化、政治和社会，包括一切形

式人类普遍活动的语言哲学范式研究。

在现代性社会实际运用的过程中，语言的起源受到资本运行制度

的操控，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形成了市场、商品、货币、流水线、贸易之类

各种形式的资本隐喻关系。这种隐喻关系通常用抽象的词语或者概念

隐喻进行表达，语言此时具有了恋物癖的特征，成为当下提供商品拜物

教的陈列场。在对语言生成进行一种逆溯式思考的过程中，英国新左

派从现代性社会产生的文化现象和视觉图景中，深入地探讨语言符号

派生物，如商业性影像、大众传播的形成过程，垂直性地对“无阶级社

会”、工人阶级文化、精英文化、社会主义社会进行历史文化语义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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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思考。他们力图破解这种被隐蔽的语言拜物教，恢复人们在社区

活动和家庭生活中源于生活语言生成的作用。他们倡导实践活动的语

言用途，其意义在于恢复作为实践语言的原生性和特殊性，体现人的实

践本质，突出语言作为人类典型实践活动的意义。

英国新左派寻绎话语实践的具体途径，挑战了精英主义和相对主

义的话语体系，为微观实践者获得主体资格，具有变革社会和建构理想

社会的意义和价值。他们从话语建构与社会关系的角度，通过审视话

语的表征系统，理解当代社会发展状况，搭建文本生产与读者双向互动

的阅读模型，使之话语表征与话语实践得到统一，实现微观治理主体的

优化，推动社会体制的变革，达至符合人类本性和良性的社会发展秩

序。他们搭建的话语实践模型，对促进话语与民主政治实践，话语与主

体意识的建构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总之，英国新左派语言哲学思想立足于现实社会发展的具体状况，

借助语言哲学的社会功能，力图解决现实社会的深层矛盾，寻求建构理

想社会的动力机制。他们对语言哲学的思考不是为了获取语法规则、

内部语义和句法逻辑而进行思考，而是在于植根具体的历史，以及深入

现实的人的生活。英国新左派语言哲学四重奏特质具有相互协调和内

在一致性的特征，以聚焦历史文化的语义学和正视作为实践活动的语

言生成理论，实现对现代性社会深层矛盾和社会总体性认知的近距离

观察，达至“解释世界”的目的，而寻求社会变革的政治语言学和提升

微观主体能力的话语实践，则对于解决社会矛盾和建构理想社会提出

了具体路径，达至“改变世界”的诉求，实现“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

的内在统一。为此，英国新左派的语言哲学研究对于当代民主政治建

设和深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　 哲学博士，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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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ＡＮＧ Ｚｈｉ－ｊｕ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ｙ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ｎ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ｍ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ＹＡＮＧ Ｓｈｕ－ｊ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ｉｓ Ｎｅｗ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ＬＩ Ｑｉａｎ－ｋｕ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ｏｒ Ｌｏｇｉｃａｌ？

２２４



ＣＡＩ Ｓｏｎｇ－ｒｅ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Ｉｔ：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Ｈｅｇｅｌｓ 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Ｒｉｇｈｔ

ＣＨＥＮ Ｑｕ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ｌｌｍａｎｓ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ｆｏｒ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ＺＨＡＮＧ Ｍｉ－ｌａ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ＬＩＡＮＧ Ｓｉ － ｙｕａｎ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ＹＡＮ Ｊ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ｔｏ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ａｔｅ

ＬＩＵ Ｍｉｎｇ－ｍｉｎｇ　 Ｏｎ Ｃａｌｌｉｎｉｃｏｓｓ Ｎｅｗ 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ＹＡＮＧ Ｌｉ－ｔｉｎｇ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Ｃｏｍｍｅｎｔ ｏｎ Ｓｉｍｏｎ Ｃｈｏａｔｓ Ｒｅ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ＬＩ Ｊｉｎ－ｈｕｉ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Ｈｅｒ

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ｒｘ

ＭＡ Ｙｕａ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３２４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Ｔｈｅ“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ｏｆ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ｏｆ 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

———Ａｌｓｏ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ｇｉｃ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

ＷＡＮＧ Ｘｉｎｇ－ｆ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 ｉｓ ｃｏｎｃｅｉｖｅｄ ａｓ Ｂｉｂｌｅ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ｂｙ ａ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ｓｍ．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 ｌｏｇｉｃ ｈａｓ ｓｏｍｅ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ｉｄｅａｌ ａｒｅ ｒｉｖｅｔｅ ｗｉｔｈ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ｉｇｈｌｙ ｃａｎ

ｇｉｖｅｓ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ｉｄｅａ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ｍａｋｅ ｉｔ ｅａｓｙ ｔｏ ｆａｌｌ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ｔｓ ｐｒｏｐｈｅｃｙ ｗａｓ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ｂｙ ｒｅ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Ｍａｎｙ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ｈａｖｅ ｎｏｔｉｃ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ｕｎｄｉｓｓｅ ａｎｄ

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Ａｎｔｏｎｉｏ Ｎｅｇｒｉ ｉｎ Ｍａｒｘ Ｂｅｙｏｎｄ Ｍａｒｘ，ｂｕｔ Ｉ ｗａｎｔ

ｔｏ ｇｉｖｅ ａ ｎｅｗ ｅｘｐｌａｉｎｍｅｎｔ．Ｇｒｕｎｄｉｓｓ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ｄｉａｇｌｏｓｉｓ ｏｆ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

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ｎａｍｅｌｙ，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ｔｓ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ｉｓ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ｔｈｅ ｒｅ

ａｌｉｓｔｉｃ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ｏｎ ｉｔｓ ｏｗ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Ｉ ｃａ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ｃ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ｏｆ ｎｏｒｍ－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Ｍａｒｘ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

ｌａｒ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ｈｅｒｅ．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ｗｈｉｃｈ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ｔｈｅ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 ｖａｌｕｅ，ａｎｄ ａｔ ｌａｓｔ ａｒｒｉｖｅ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ｃｏｎｃｅｉｖｅｄ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ｏｒｍ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ｇｒａｓｐｅ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

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ｂｙ ｈｕｍａｎ．Ｉ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４２４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ｂ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ｉｓ

ｉｍａｇｅｄ．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ｌ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ａｓ ｔｏ ｂ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ｔｈａｔ 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ｆｏｒ ｕ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ｎｏｒｍ －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ｒｅ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ｒｔｈｕｒｓ “Ｎｅｗ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ｎｄ Ｍａｒｘｓ “Ｎｅ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ＭＡ Ｙｏｎｇ－ｊ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Ｍａｒｘ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ｒｔｈｕｒ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ｉ

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Ｈｅｇｅｌｓ ｌｏｇｉｃ，ｗｈｉｃｈ ｌａｙ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ｔｈｕｒ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ａｂｏｒ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ｗｉｔｈ

Ｈｅｇｅｌｓ ｌｏｇｉｃ ，ｗｈｉｃｈ ｈｅｌｐｓ ｕｓ ｔｏ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ｂｅｙｏｎｄ ｂｏｔ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ｒｔｈｕｒ ｆａｌｌｓ

ｉｎｔｏ ｅｒｒｏｒｓ ｏｆ 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ｎ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ｓｍ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ｇｌｅｃｔ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ｎｅ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Ｔｈｉｓ ｍａｋｅｓ ｈｉｍ ｕ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

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ｈｅｎｃｅ ｍａｋｅｓ ｈｉｍ

ｔｒａｐｐｅｄ ｂａｃｋ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ｄ ｂｙ ｙｏｕｎｇ Ｍａｒｘ ｌｏｎｇ 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ｌｅｓｓｏ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ｆｏｒ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ｘｏｌｏｇｙ，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ｃｉｒｃｌ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ａｂｏｒ；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ｅ；ｎｅｗ ｅｐｉｓｔｅ

ｍｏｌｏｇｙ

５２４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Ａｒｔｈｕｒｓ “Ｎｅｗ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ＬＩＵ Ｚｈｅｎ－ｙ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Ｍａｒｘ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ｒｔｈｕｒ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ｍ．Ｈｅ ｔｈｕｓ ｓｅｔｓ ｏｕｔ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Ｍéｓｚáｒｏｓ’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ＳＲ，ａｒｇｕ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Ｍéｓｚáｒｏｓ ｉｓ ｗｒｏｎｇ ｔｏ

ｔｒｅａｔ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ＳＲ ａｓ ｄｉｓｇｕｉｓ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ＳＲ ｉｓ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ｎｏ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ｓｔ，ｂｕｔ ｎｏ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ｕｎｄｅｒ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ｇｉｍｅ．Ａｒｔｈｕｒ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ａｎ ｄｏ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ｒｅｖ

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ｔ ｉｓ ｓｕｒｅ ｔｏ ｆａｉｌ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 ｔｉｍ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ｓ ｈｅ ｒｅｊ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ｅ

ｃｏｎｏｍｙ，Ａｒｔｈｕｒ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ｅｍｐ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ａｎｄ ｈｅｎｃｅ ｕ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ｐｏｓｉ

ｔｉ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ｓｅ ｖａｌｕｅ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ｖａｌｏｒｉ

ｚａｔｉｏｎ，ｌｅｔ ａｌｏｎ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ｎ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ｉ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ｎｅｗ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ｂｅｙｏ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ｃ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６２４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Ａ 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Ｆｏｒｍ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ｓ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ｕｔｈｕｒｓ “Ｎｅｗ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ＳＵＮ Ｌｉ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ｙ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ｒｘｓ ｆｏｒｍ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Ｈｅｇｅｌｓ ｌｏｇｉｃｓ，Ａｕｔｈｕｒ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Ｍａｒｘ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ｓ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ｓ ｏｆ ｆｏｒｍ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ｎｅｗ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ｆｒｏｍ

ｏｆ ｗｈａｔ ｔｈｒｏｗｓ ａｗａｙ ｄｅｔａｉ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ｅｓｓｅｎｃｉａｌｌｙ ｉｓ ｊｕｓ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ｒｕｌｅ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Ａｕｔｈｕｒ ｈａｄ ｔｏ ｃｕｔ ｏｆｆ ａｎｙ ｂａｓｉｃ ｔａｓｋ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ｂｓｏ

ｌｕｔｅｌｙ．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ｉ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ｈｅ ｒｅｇｒｅｃｔｅｄ ａｌｌ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ｌａｂｏｕｒ，ｍｉｓｕｎｄｅｒ

ｓｔｏｏｄ Ｍａｒｘｓ ｖｉｅｗ ｏｆ Ｂｅｉｎｇ，ｒｅｖｅｒ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ｏｇ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ｔ ｉｓ ｑｕｉｔ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ｆｏｒｍ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ｂｙ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Ｈｏｌｌｏｗａｙｓ ｏｐｅｎ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ｔｒｙ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ｏｒｍ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Ａｕｔｈｕｒ；ｎｅｗ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Ｎｅｗ”ｉ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 ？

ＢＡＩ Ｇ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Ｔｏｎｇ－ｇ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ｉ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ｌ ｏｆ 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 ，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ａｒｅ

“ｔｗ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ｏｂｊｅｃｔ”ｔｏ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ｎｏｎ－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ｏ

７２４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ｏ “ｌａｂ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ｉｓ ａ ｎｅｗ ｌｏｏｋ，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ｏｂｔａｉｎｓ

ｉｔｓ ｌａｔｅｓｔ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ｆｕｌ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 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 ，ｓｏ 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 ｉｓ Ｍａｒｘｓ

“ｎｅｗ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ａｂ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ｙｓｔｅｒｙ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ＷＡＮＧ Ｓｈｉ－ｚｈ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Ｍａｒｘ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ｅｙ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

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ｍｏｎｅ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ｆ ｉｔ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ｗｅ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ｄｉｓｃｌｏｓｅ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ｇｅｔ ａ ｌｉ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ａｒｘｉｓｔ，ｔｈｅｎ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ｒｘ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ｏｎｅｙ；Ｐｏｗｅｒ；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Ｐｏｗｅｒ 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Ｍａｒｘ

８２４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Ｆｏｒｍ”ｉｎ Ｍａｒｘｓ Ｅａｒｌ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Ｆｏｒｍ”ｉｎ Ｈｅｇｅｌ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ＷＵ Ｍ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ｉｍｓ ｔｏ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ｆｏｒｍ”ｉｎ Ｍａｒｘｓ ｅａｒｌ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ｆｏｒｍ”ｉｎ Ｈｅｇｅｌ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Ｉｔ ｉｎｓｉ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ｉｎ Ｍａｒｘｓ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ｆｏｒｍ”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ａｔ ｏｆ Ｈｅｇｅｌ，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

Ｍａｒｘ ｏ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ｎｄ ｉｎ ｈｉｓ

１８４４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Ｍａｒｘ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ｏｆ

Ｈｅｇｅ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ｌｐ ｏｆ Ｆｅｕｂａｃｈ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ｈｏｓｅ ｉｎｎｅｒ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ａｌｉｅｎ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ｓｅｓ ｏｎ Ｆｅｕｂａｃｈ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ｍ”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ｆｏｒｍ”ｏｆ Ｈｅｇｅｌ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 ａｎｄ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ｒｘ；Ｈｅｇｅｌ；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ｆｏｒｍ”；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ＨＵＡＮＧ Ｚｈｉ－ｊ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ｓ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ｕｎｆｏｌｄｅｄ ｉｔｓｅｌｆ，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 ｉｔｓｅｌｆ．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ｄｉａｌｅｃ

ｔｉｃｓ ｉｓ，ａｓ ｉｔ ｗｅｒｅ，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ｓｍ ｉｔｓｅｌｆ．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ｖｅｒｔ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ｔｈａｔ ｉ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９２４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ｋｉｎｄ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ｆｒｏ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 ｔｏ ｕｐｄａｔｅ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ｍ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 Ｍａｒｘ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ｍｏ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ｗｉｔｈ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Ｈｅｇｅｌｓ

ｌｏｇｉｃ ｈａ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ｅｎ ａ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ｉｓ，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ｅｓｓａｙ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ａ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ｉ．ｅ．，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ｄｉ

ｖｉｓｉｏｎｓ，ｉｔ ｃ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ｗｈｅ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ｍｓ Ｍａｒｘｓ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ｉｎ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ｍ；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ｌｏｇｉｃ

Ｗｈａｔ ｉｓ Ｎｅｗ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Ｊ．Ａｒｔｈｕｒ

ＹＡＮＧ Ｓｈｕ－ｊ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Ｍａｒｘ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Ｊ．

０３４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Ａｒｔｈｕｒ ｉ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ｉｓ Ｎｅｗ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ａｔ ｗｈａｔ ｉｓ Ｎｅｗ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ｗｈ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ｗｅ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ａｓ ａ ｎｅｗ ｏｎｅ？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ｈｉ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ｇ ｏｕｔ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ｗｅ ｗｏｕｌ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Ｈｅｇｅｌｉ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ｒ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Ｍａｒｘ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ｙ，

ｗｅ ｃｏｕｌｄ ｍａｋｅ ａ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Ｎｅｗ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ｉｓ Ａ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ａ Ｎｅｗ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ｏｒｌｄ ｖｉｅｗ；Ｔｙｐ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ｏｒ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ｉｎ 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Ｉ Ｑｉａｎ－ｋ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Ｍａｒｘ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ａ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ｊｏｒ ｄｅｂａｔｅｓ．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 ｔｈ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２０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ｒａｉｓｅｄ ｕｐ ｂｙ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ｓａａｋ Ｒｕｂｉｎ；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ｄｅｂａｔ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７０ｓ ｉｎ Ｗｅｓｔ Ｇｅｒｍａｎｙ，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ａｒｘ－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Ｈａｕｇ ｗｈｏ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ｔｈｏ

ｄｏｘ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ｒａｉｓｅｄ ｕｐ ｂｙ ｎｅｗ ｄｉａ

ｌｅｃｔｉｃ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ｗｈｉｃｈ ｍａｉｎｌｙ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ｌｕｅ ｔｈａｔ ｒｕ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ｒｅｅ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ｉ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Ｍａｒｘ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 ｆｏｒｍ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ｅｒａ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ｏｒ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ｓ ａ ｐ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ｅｒａ．Ｔｈｅ ｔｗｏ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ｄｅｅｐｌｙ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Ｍａｒｘ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ｍ ｉｓ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ａ ｌｏｇｉｃａｌ

１３４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ｇｒａｓｐ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ｓｉｍｐｌｉｆｙｉｎｇ ｉｔ ａｓ 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ｍ；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ｉｔ：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Ｈｅｇｅｌ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Ｒｉ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

ＣＡＩ Ｓｏｎｇ－ｒｅ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ｔ ｉｓ ｎｅｖ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ａｃｋ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ｅｇｅｌ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ｏｆ ｉ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ｅ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ｅｑｕａｌ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ａｌｌ，ａｎｄ ｆｏｒ Ｍａｒｘ ｉｔ ｉ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ｂｌｅ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ａｓ Ｈｅｇｅｌｓ）ｍａｙ ｅｖｅｒ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ｅｖｅｎ ｉｆ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ｒｅｖｅｒｓｅｄ”

ｗａｙ）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Ｈｅｇｅｌｓ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ｔ

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ｈｉ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ａｎ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Ｒｉｇｈｔ ｉｓ 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ｗｏｒｋ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ｍｏｓｔ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ａｒｘ ｈａｄ ｎｏ ｍｏｒｅ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Ｈｅｇｅｌ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Ｒｉ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 ，ｙｅｔ ｉｔ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ｒ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 Ｖｉａ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ｎ

Ｈｅｇｅｌ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Ｄａｓｅ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

２３４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ｌｌｍａｎｓ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ｆｏｒ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Ｎ Ｑ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ｉｎｇ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Ｂｅｒｔｅｌｌ Ｏｌｌｍａｎ ｒｅｔｈｉｎｋｓ ａｎｄ ｒｅ －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Ｍａｒｘ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Ｂａｓｉｎｇ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ｈｅ ａｆｆ ｉｒｍｓ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Ｍａｒｘｓ ｍｅｔｈｏｄ，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ｍａｋｅｓ ｄｅｍ

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ｆｏｒ Ｍａｒｘ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ｔ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ｎｓｅ，Ｏｌｌｍａｎｓ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ｕｌｄ ｇｉｖｅ ａ ｄｉｒｅｃ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ｎ－ｄｉ

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Ｍａｒｘｉｓ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ｉｓ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ｈａｓ ｉｔｓ ｌｉｍｉｔ．Ｔｈｅ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ｄｉｆｆ ｉｃｕｌｔｙ ｌ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ｉｓ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ｒｘ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ｈｉｓ ｏｗ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ｗｈｉｃｈ ｓｅｅｍｓ ｔｏ ｅｘｉｓｔ ａｎ ｉｎｎｅｒ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Ｏｌｌｍａｎｓ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ｏｎ Ｍａｒｘｓ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ｗｈａｔ ｓ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ｗｏｕｌｄ ｇｉｖ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

ｎｉｆ ｉｃａｎｃｅ ｏｎ ｇｒａｓ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ｔｓｅｌｆ．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３３４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ＺＨＡＮＧ Ｍｉ－ｌ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ｙ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ｏｒｍ，

ｄｒａｗｓ ｔｗｏ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ｉｓ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ｉｔ ｓｅ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ｌａｙｅｒ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ｈａ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ａｇｅｌ，ｂｕｔ ｔｈ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ａｉｍ ｆｏｒ

Ｍａｒｘ ｉｓ ｔｏ ｅｘｐｏ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ｉｔｓｅｌｆ，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ｕｎｉｔｙ．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ｍ ｈ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ｍ

ｍｏｄｉｔｙ，ｈａｓ ｉｍｐｏｓｅｄ 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ｒｕ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 ｉ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ｈａｓ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ｄｏｒｎｏ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Ｂａｃｋｈａｕｓ

ＬＩＡＮＧ Ｓｉ－ｙｕ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ｗｅ ａｌｌ ｋｎｏｗ，Ａｄｏｒｎｏ ｗａｓ ｗｅｌｌ－ｋｎｏｗｎ ｆｏｒ ｉｔ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Ｈｅ ｄｉｄ ｎｏｔ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ｒｘ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Ａｄｏｒｎｏ，Ｂａｃｋｈａｕｓ ｗｈｏ ｉ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ｅｒ ｏｆ “Ｎｅｕｅ Ｍａｒｘ Ｌｅｋｔüｒｅ”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４３４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ｆｏｒｍ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Ｂａｃｋ

ｈａｕｓ ｉｎｓｉ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ｍｅ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ｍ，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ｎｅｙ－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ｗｈｉ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ｍ．Ｂａｃｋｈａｕｓ ａｉｍｓ ｔ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ｒｘ．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ｍ；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Ｂａｃｋｈａｕｓ；Ａｄｏｒｎｏ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ｔｏ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ａｔｅ

———Ｍａｎｕｅｌ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ＹＡＮ Ｊ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ｏｒ Ｍａｎｕｅｌ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ｉｓ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ｐｅｒｉｌｓ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Ｂｙ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ｒ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

ｍ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ａｔｅ，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ｎｌｙ ｍｕｃｈ ｍｏｒ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ａｔ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ｐａｒ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 ｆｏｒｍｅ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ｂｏ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ｔｓｅｌｆ，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ｎｅｖｅｒ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ｓ．

５３４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ａｔ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ｎ Ｃａｌｌｉｎｉｃｏｓｓ Ｎｅｗ 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ＬＩＵ Ｍｉｎｇ－ｍ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ｗｈｏ ｄｅｆ 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ａｌｌｉｎｉｃｏｓ ｖｉｅｗｅ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ａｃ

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Ｈ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ｔｈｅ ｆ ｉｒｓｔ ｓｔａｇｅ ｗａ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ｕｌｔｉ－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ｔｈｅ ｍｕｔｕａｌ ｒｅｉｎ

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ｒｍａ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ｉｎ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ｃｉ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ａｇｅ ｗａｓ 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ｗｉｔｈ ｆｒｅｅ ｆｌｏｗ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ｇｏｏｄｓ，ｐａｒｔｉａｌ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

ｔ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ｓｔａｇｅ ｗａｓ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ｔｈｅ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ｐｒｏｆ 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ｔｈｅ ｅｎｄｕｒｉｎｇ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Ｃａｌｌｉｎｉｃｏｓｓ ｎｅｗ 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ｕ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ｏ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ｘｔｅｎｔ ｐｏｓｅｄ 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ｅｎｉｎｓ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ａｌｌｉｎｉｃｏｓ；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６３４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Ｃｏｍｍｅｎｔ ｏｎ Ｓｉｍｏｎ Ｃｈｏａｔｓ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ＹＡＮＧ Ｌｉ－ｔ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ｉｎｃｅ ２１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ｓｔ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ｈａｄ ｔｕｒｎｅｄ ｔｏ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ｅ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ｏｆ 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ｙ．Ｓｉｍｏｎ Ｃｈｏａｔｓ Ｍａｒｘ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ｏｓ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ｉｓ ｎｅｗ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ｘｉｓｍ，Ｃｈｏａｔｓ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Ｍａｒｘ

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ｂｙ Ｍａｒｘｉｓｍ．Ｃｈｏａｔ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ｏｎ Ｍａｒｘｉｓｍ；ｈｏｗｅｖ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ｖｅｒｙ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ｏｓ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Ｍａｒｘ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ｒｘ

ＬＩ Ｊｉｎ－ｈｕ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ｓｅｅｋ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ａｌ ｍｅｔａ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ｓ，ｔｈｅｒｅｂｙ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ｓｙｍｂｏｌｓ．Ｓｕｃｈ ａ ｗｏｒｌｄ 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ｉｚｅ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ｓｅｔｓ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ｙｍｂｏｌｓ，ａｓ ａ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 ｈｕｍａｎ 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Ｒｅ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ｌｓｏ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ｓ

ｉｔｓｅｌｆ ａ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ｓ’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ｉｃ 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ｃｈｏ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ｔｉ－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ｔａｎｃｅ．Ｒｉｃｏｅｕｒｓ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 ｒｅ

７３４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ｓｔｏｒｅｓ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ｙｍｂｏｌｓ，ａｎｄ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ｗｉｔｈ ｍａｎｓ ｓｅｌｆ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ｕｓ ｃｏｎｎｏｔｅｓ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ｓ ｔｏ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

ｔｉｅｓ．Ｍａｒｘｓ 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ｓ ａ ｍｅｄｉｕｍ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ｈｅｒｍｅ

ｎｅｕｔｉｃｓ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ｉｃ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ｂ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 ｄｉａ

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ｕｓ ｓｈｏｗｓ ｕｐ ａｓ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ｆｅａｔ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ｒｘ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Ｎｅｗ Ｌｅｆｔ

ＭＡ Ｙｕ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ｔ ｉｓ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ｈａｎ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ｐｒｏ

ｖｉｄｅｓ ａ ｎｅｗ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ｉｄｅ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ｈｏ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Ｎｅｗ Ｌｅｆｔｉｓ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Ｎｅｗ

Ｌｅｆｔ，ｔｈａｔ ａｒｅ，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ｃｏｎ

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ｏ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ｏｔａｌｉ

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ｍｏｄｅ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ｒｏ

８３４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ｃｏｓｍｉｃ ｂｏｄｙ．Ｔｈｉｓ ｆｏｕ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Ｎｅｗ Ｌｅｆｔ

９３４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书书书

策划编辑：崔继新

责任编辑：崔继新

封面设计：王春峥

版式设计：东昌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１５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
　 邹诗鹏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１２
（２０１７年第 ２期·总第 １５辑）
ＩＳＢＮ ９７８ ７ ０１ ０１８６００ ９

Ⅰ①当…　 Ⅱ①复…②邹…　 Ⅲ①马克思主义 研究 国外 现代

　 ②西方马克思主义 研究 现代　 Ⅳ①Ａ８１②Ｂ０８９．１

中国版本图书馆 ＣＩＰ 数据核字（２０１７）第 ２９０５５０号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１５）
ＤＡＮＧＤＡＩ ＧＵＯＷＡＩ ＭＡＫＥＳＩ ＺＨＵＹＩ ＰＩＮＧＬＵＮ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编

出版发行
（１００７０６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９９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第 １版　 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北京第 １次印刷

开本：７１０毫米×１０００毫米 １ ／ １６　 印张：２８

字数：３７３千字

ＩＳＢＮ ９７８ ７ ０１ ０１８６００ ９　 定价：６９．００元

邮购地址 １００７０６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９９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２５００４２　 ６５２８９５３９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０１０）６５２５００４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