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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自然与自由
———论卢卡奇对黑格尔第二自然概念的转化

张双利

(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

【摘 要】文章以第二自然与自由之间关系为核心线索，通过分别解析第二自然概念在黑格尔和卢卡奇

那里的不同内涵，力图说明他们在处理第二自然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以及他们之间的复杂思想关系。第二

自然在黑格尔那里有两种不同内涵，它主要指人们在健全的伦理共同体中习得的第二天性。借助第二天

性的概念，黑格尔试图说明我们如何能够在伦理生活中达到实体性与主体性的同一，实现对抽象的道德

立场的扬弃。黑格尔还提到了错误的“第二自然”的立场，它是对主观自由原则的直接放弃。黑格尔断定

它与抽象的道德立场是处于同一错误水平上的对立的两极。透过这两种不同的内涵，我们可以看到黑格

尔的重点在于说明伦理立场对于道德立场的超越，其思想的落脚点在于守护现代伦理生活。以黑格尔的

思想为参照，文章进一步指出，第二自然在卢卡奇那里只有否定性的内涵。它说明根本没有现代意义上

的伦理生活。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分离和普遍交换的双重前提之下，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社会联系成为

一种独立的力量，它反过来使每一个个体被下降为被规定的材料。与此同时，文章也指出卢卡奇在处理

第二自然问题时对黑格尔的相关思想进行了直接继承。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他同样认定道德的立场

与第二自然的立场是处于同一错误水平上的对立的两极，并力求借助于黑格尔来实现对两者的同时超

越。但由于他断定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只有普遍的物化现象、没有以自由为原则的现代伦理生活，故

他最终只能诉诸没有第二天性中介的革命行动。

【关键词】第二自然 自由 现代伦理生活 物化 革命

自卢卡奇以来，第二自然( second nature) 问题一

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主题之一。

卢卡奇直接用第二自然的概念来界定现代人的根本

困境，强调自由的原则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已经走向

瓦解，个体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彻底的被规定

的对象。与之相对立，第二自然的概念在黑格尔那里

却绝不只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黑格尔指出伦理生

活是自由的理念，第二天性( second nature) 是伦理生

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借助于第二天性我们在伦理生

活中达到实体性与主体性的同一。那么，第二自然的

概念为什么在他们两人那里会有如此重大的差异?

这一差异又在多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实现自

由道路的思考? 本文将通过分别考察黑格尔和卢卡

奇的第二自然概念，具体说明卢卡奇对黑格尔的第二

自然概念的转化，并进一步指出由于这样的转化卢卡

奇在对实现自由道路的思考上如何拉开了与黑格尔

之间的距离。

一、黑格尔: 伦理生活与第二天性

黑格尔 在《法 哲 学 原 理》中，针 对 着 以 康 德 哲

学为代表的主观主义哲学的错误，反复强调伦理立

场 ( ethical point of view ) 是 对 抽 象 的 道 德 立 场

11



( moral point of view ) 的 超 越。他 指 出 伦 理 生 活 是

自由的理念，它是自由的概念与实存的统一，具体

到人的自觉行动上，它是实体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是对囿于纯粹的主观性的道德立场的扬弃。为了

进一步解释我们何以能够在伦理生活中达到实体

性和主体性的同一，黑格尔特别提出了第二天性的

概念。借助于该概念，黑格尔力图说明我们的意志

何以能够达到精神的高度，实现自然意志和主观意

志的直接同一。
1． 伦理生活与自由的理念

黑格尔认为，相对于仅仅停留于纯粹的主观性的

道德立场，伦理生活对于前者的扬弃就体现在它是实

体性与主体性的同一。“伦理是自由的理念。它是活

的善，这活的善在自我意识中具有它的知识和意志，

通过自我意识的行动而达到它的现实性; 另一方面自

我意识在伦理性的存在中具有它的绝对基础和起推

动作用的目的。”①黑格尔在这里明确指出伦理生活

是自由的理念，它意味着我们在自由行动中达到实体

性与主体性的同一。实体性的方面指我们行动的根

据( 即善本身) 内在于伦理性的存在中，主体性的方面

指我们在知识和意志中达到了这个有具体内容的普

遍的善，并在行动中实现它。

关于人在伦理生活中所达到的这种实体性与主

体性的同一，黑格尔进一步指出，它既是一种直接的

同一，也可以是经由反思中介之后的统一。前者是

指，虽然实体性的伦理生活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是自在

的，但主体与伦理的实体性之间又处于一种直接的同

一关系中:“另一方面，伦理性的实体，它的法律和权

力，对于主体说来不是一种陌生的东西，相反地，主体

的精神证明它们是它特有的本质。在它的这种本质

中主体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并且像在自己的、同自己

没有区别的要素中一样地生活着。这是一种比信仰

和信任更具同一的直接关系。”②这也就是说，伦理性

的实体及其法律和权力虽然不是来自主体，但达到了

精神高度的主体却恰好证明了它们就是他的本质，他

与这个本质之间不是相互区别的关系，而是直接同一

的关系。伦理性的东西成为了主体的现实的生命原

则。后者是指，这种直接的同一可以被转变为经由反

思中介后的同一，我们在概念中所把握到的实体和主

体的同一正是这种经由反思中介之后的同一。“伦理

性的东西在其中成为自我意识的现实生命力的那种

关系，或者更确切些说，那种缺乏关系的同一，诚然

可以转变为信仰和信任的关系，和转变为通过进一

步反思而产生的关系”，“然而充分认识这种同一则属

于能思维的概念的事情”。③黑格尔在这里提醒我们，

实体与主体的同一虽然要从这种直接的同一出发，但

它却并不仅仅停留于直接的同一。以伦理生活为支

撑，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上升到概念知识的高度，只有

在概念知识中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到实体与主体的

同一。
2． 第二天性与实体和主体的直接同一

那么，为什么能够在伦理生活中达到实体与主

体的直接同一?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黑格尔依次阐

发了义务、德性和第二天性 ( second nature) 概念，并

特别指出正是由于第二天性的养成，我们才能在伦

理生活中达到实体性与主体性的直接同一。“但在

跟个人现实性的简单同一中，伦理性的东西就表现

为这些个人的普遍行为方式，即表现为风尚。对伦

理事物的习惯，成为取代最初自然意志的第二天性，

它是 渗 透 在 个 体 实 存 ( individual existence ) 中 的 灵

魂，是 个 体 实 存 ( individual existence ) 的 意 义 和 现

实。”④黑格尔在这里用风尚、习惯、第二天性和个体

实存四个概念来具体界定实体性和主体性的直接同

一。风尚是普遍的行为方式，它直接连着伦理的实

体; 经由后天的教育，普遍的风尚被落实为个人的

伦理生活习惯; 对于个人来说，获得这种伦理生活习

惯意味着在他身上已经发生了从第一天性向第二天

性的提升，后者成为规定着个体实际行动的根本。

这样，我们在伦理生活中后天习得的第二天性就成

为了规定个体实存的灵魂。

关于风尚、习惯和第二天性对于伦理生活的极

端重要性，黑格尔进一步指出风尚是与自由的精神

相匹配的规律。“法和道德都还没有达到叫做风尚

的那种东西，即精神。……在这里，即在伦理的观

点上，意志才是精神的意志，而且具有与自己相适应

的实体性的内容。……在习惯中，自然意志和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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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之间的对立消失了，主体内部的斗争平息了，

于是习惯成为伦理的一部分。”①黑格尔在这里主要

强调了两点: 首先，我们通过对风尚的自觉遵从达到

了精神的高度，实现了对抽象法和道德的同时超越。

在抽象法阶段，我们的自由意志仅仅停留于特殊的

自然欲望的水平; 在道德阶段，我们的自由意志虽然

具有形式的普遍性，但没有真正的普遍性的内容，最

终只能停留于任意; 借助于在健全的现代伦理生活

中所养成的第二天性，我们的自由意志则切实攀升

到了普遍的高度，它不仅有普遍的形式，而且有来自

于风尚的普遍性内容。其次，我们在精神的高度上

将达到自然意志与主观意志的同一。之所以如此，

一方面是因为此时的自然意志已不是未经普遍性中

介的第一自然意义上的自然意志，而是我们在第二

天性中所生出的与风尚相合的意志; 另一方面则是

因为此时的主观意志不再仅仅停留于和外部伦理生

活之间的对立，已经能够认出我们所由以出发的目

的恰好就是伦理生活的普遍性。

为了具体说明我们在第二天性的中介之下所达

到的主观意志与自然意志的同一性，黑格尔又进一步

强调了两点。首先，它意味着良心与外部伦理生活之

间的对立已经被取消，伦理的实体性被我们的主观意

志认作是法: “伦理实体性就这样地达到了它的法

( right) ，法( right) 也获得了它的实效，这就是说，个

人的主观意志和他的良心在伦理实体性中消失了，这

种良心曾经自为地存在，也曾与伦理实体性相抗衡。

当他成为伦理性的性格时，他就认识到他的起推动作

用的目的就是普遍物，这种普遍物是不受推动的，而

且在它的规定中表现为现实的合理性。他还认识到，

他的尊严和他的特殊目的的全部稳定性都建立在这

种普遍物中，而且他确实在其中达到了他的尊严和目

的。”②这也就是说，我们在主观意志中自觉认伦理实

体性为根据和目的，从而切实超越了在道德的观点上

必然出现的伦理实体性与主观意志之间的直接对立。

其次，它意味着我们在现代伦理生活中真正达到

了义务和权利之间的一致。义务关联着伦理实体性，

权利在这里则主要指“个人对其自由进行主观规定的

权 利”( the right of individuals to their subjective

determination to freedom) 和“个人对他的特殊性的权

利”( the right of individuals to their particularity) 。关

于前者，黑格尔强调我们只有在伦理共同体中才能真

正实现对自己行动目的主观规定，因为只有在“第二

天性”的中介之下我们才能在自我规定中达到客观

性。③关于后者，黑格尔指出，由于伦理生活的实体性

( 普遍性) 要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因此个体的主观

自由同时还必然包括对自己的特殊性的追求。④

综上所述，黑格尔认为自由的原则要在现代世界

中落到实处，现代人必须首先生活于健全的伦理共同

体中。借助于在伦理共同体中所养成的第二天性，我

们的自由意志才能切实攀升到与伦理共同体相匹配

的精神的高度，才能真正解决自然意志与主观意志的

对立，才能达到义务与权利的一致。

二、卢卡奇: 伦理生活的陷落与第二自然

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第二自

然的概念，后来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又对它做了

进一步发挥。与黑格尔正好相反，卢卡奇强调正是由

于伦理生活的解体，现代个体才陷入了第二自然的处

境。第二自然意味着现代人彻底丧失了任何自由行

动的可能。
1． 习俗的世界与第二自然

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试图通过讲述现代世界

的小说来把握现代世界的根本难题。卢卡奇明确指

出，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意味着古典伦理生活的彻底

衰落。伴随着古典伦理共同体的解体，人与人之间的

有机关联被切断，人们被打散为相互分离的个体。对

于现代个体来说，这一方面意味着主体性的原则被

上升为绝对，主体为自己的行动确立目的和意义; 另

一方面，它同时还意味着现代个体与他展开社会行

动的外部社会生活领域之间处于永恒的紧张关系之

中。为了说明现代个体与外部社会生活领域之间的

紧张和对立，卢卡奇依次用“结构”、“习俗的世界”和

“第二自然”来界定这个外部社会。

首先，这个外部社会生活领域是与我们的灵魂

之间不再有任何有机联系的结构。“灵魂在成长为人

的过程中必然遭遇到这些结构 ( structures) ，因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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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他在人群中展开其行动时所必需的行动场所和

行动条件，当已经不再有任何目的在这些结构中被给

与时，这些结构就失去了它们的那超越于个人的理念

的必然性。它们仅仅只是实存的，它们或强大、或脆

弱，但是它们既在自身中没有绝对的神圣性，又不是

承载 我 们 的 灵 魂 的 不 断 溢 出 的 内 在 性 的 自 然 容

器。”①卢卡奇在这里直接用结构来讲述这个外部社

会生活领域: 一方面现代个体必须生活于其中，在其

中展开社会行动、达成与他人的关系; 另一方面，这些

结构已经失去了相对于古典城邦公民的那种神圣性，

它们与我们的灵魂之间也不再是有机统一的关系。

其次，这些结构构成了制约着每一个个体的“习

俗的世界”( the world of convention) 。“这些结构形成

了习俗的世界，这个习俗的世界具有无所不包的权

力，只有灵魂的纯粹内在的过剩才能逃脱它的掌控，

这个世界到处都体现为形式的多样性，这些形式过于

复杂，无法被我们真正把握。”②卢卡奇在这里强调指

出，现代个体虽然以主体性原则为绝对，但他们实际

上却被这个习俗的世界所掌控，根本无法真正识透

这个习俗的世界的实体性内容。

最后，这个“习俗的世界”对于现代个体来说就是

“第二自然”。“它在形成和存在过程中所具有的严

格的规律，对于认识主体来说是必然地显明的，但尽

管它有如此的规律性，这个世界既对于寻求目的的主

体不提供任何意义，对于行动的主体它也不是感性直

接性意义上的内容。它是第二自然，像第一自然一

样，它只是作为那可被认识的、无意义的必然性才是

可确定的，因此它在其真正的实体中是不可被理解、

被认识的。”③关于这个第二自然，卢卡奇在这里主要

指出了它的两个规定性: 其一，对于认识的主体来说

它具有必然的规律性，且认识主体可以达到对其必然

规律的认识。其二，更重要的是，认识主体所达到的

这种认识并不涉及它的实体性内容，它在根本上是无

法被主体所把握的，主体根本无法通过对它的把握来

确定其生命的目的和意义。因此，这个第二自然对于

行动着的主体来说只是外部必然性，不是成就其主体

性地位的实体性内容。面对着如此的第二自然，卢卡

奇在《小说理论》中认为，摆在现代个体面前的只有两

条道路: 或者放弃主体性，彻底屈从于这个外部的必

然性; 或者以反讽的方式来坚守绝对的主体性原则。

如果说前者意味着彻底放弃自由，后者则意味着在与

第二自然的永恒紧张中坚守自由。《小说理论》所要

阐发的恰恰是我们怎样通过小说来践行后一条道路。
2． 物化与第二自然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仍然认为第二

自然的问题是现代世界的根本难题。卢卡奇在讲述

资产阶级思想的社会根源时，明确指出根本的问题还

是第二自然问题。“这是这样一种社会状况: 人们在

其中一方面日益打碎了、摆脱了、扔掉了纯自然的、非
理性的和实际存在的桎梏，但另一方面又同时在这

种自己建立的、‘自己创造的’现实中，建立了一个包

围自己的第二自然，并且以同样无情的规律性和他们

相对立，就像从前非理性对自然力量( 正确些说: 用这

种形式表现出来对社会关系) 所做的那样。”④与《小

说理论》相比较，他关于第二自然的思想也发生了重

要的变化。概括地说，该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借助于马克思和韦伯的相关思想，他具体揭示

出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导致第二自然的社会根

源和复杂机制。其次，正是因为揭示出了必然导致第

二自然的社会根源，他进一步断定在现代社会中所有

的个体都处于物化的普遍命运之下，我们根本不可能

在不彻底改变第二自然的前提下坚守主体性的道路。

这样，他就与《小说理论》中的主观主义立场拉开了

距离。

关于导致第二自然的社会根源，卢卡奇在此时完

全接受了马克思的思想，认为商品形式在现代资本

主义社会中的普遍性 ( 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根本标

志) 是导致第二自然问题的根本原因。卢卡奇指出，

第二自然的问题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

的物化问题，而后者同时也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

拜物教问题。在上一段的引文之后，卢卡奇直接用马

克思的话来对第二自然的问题进行概括:“马克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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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

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①现代

个体的社会运动之所以具有物的形式，是因为在商

品形式的普遍中介之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发生

了物化，它获得了“物”的形式，相对于每个个体的独

立存在，且具有严格的自律性。这也就是说，第二自

然的问题之所以出现，不仅仅是由于古典伦理共同体

的解体和主体性原则的出现，更加是由于商品形式成

为展开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唯一的、普遍的中介。

在此前提之下，卢卡奇进一步揭示了导致第二自

然问题的具体机制。简要地说，它主要包括三个环

节。首先是合理化。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前提之下，

购买了劳动力商品的资产者根据商品形式的需要对

劳动进行不断合理化。“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

在这里起作用的原则: 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

调节的合理化的原则。”②合理化的前提是对劳动对

象和劳动过程的计算，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劳动对象

的具体内容，还是劳动者的独特个性，都在这个合理

化的过程中被明确排斥。其次是直观的态度。卢卡

奇指出，面对着这个由合理化所带来的理性的、自足

的过程，工人不得不承认它就是绝对，在这里不可能

再有任何对主体性的想象，只有对这个新的“绝对”

的直观( contemplation) 。此种直观的态度将必然导致

我们关于自身和世界的各种基本范畴的重要转变，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时间范畴的空间化。③一旦时间范

畴被空间化，《小说理论》中所坚守的那条绝对的主观

主义的道路就彻底被阻断了。最后是自我客体化。

直观的态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直观态度的中介

之下，资产者对于工人的规定和外部社会关系对个

体的强制都被实现为由每一个个体所自觉进行的自

我客体化( self-objectification) 。这个自我客体化的过

程也就是工人排除其自身的特殊内容，把自己抽象

为商品形式的过程。

在此基础之上卢卡奇进一步得出结论，物化是资

本主义社会中个体的普遍命运。首先，对经济生产的

合理化必然要求着对其他相关领域的合理化。之所以

会有此必然要求，是因为没有后者，经济领域的合理

化过程就无法产生实际效果。其次，劳动力成为商品

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生产领域，它同时发生在政治、军

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借助于韦伯对现代官僚制度的

论述，卢卡奇再次强调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已经发生在

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职业活动领域中。在此前提之

下，合理化的原则已经成为规定着整个社会的普遍原

则。最后，直观的态度已经不再局限在工人身上。当现

代官僚制度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时，各个不

同领域的职业从业者们对于日益合理化的外部生活都

会产生同样的直观的态度。在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

之下，第二自然的问题就被更直接地表现为我们被束

缚在一个彻底合理化了的系统之中。对于处在该系统

中的每个个体来说，只有被不断重复着的自我客体化

的过程，没有黑格尔意义上的自由( 既没有任何主观规

定意义上的自由，也没有追求特殊性的自由) 。

三、对待第二自然的两种不同立场

论述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黑格尔和卢卡

奇在对现代世界的根本判断上正相对立。借助于第

二天性的概念，黑格尔强调在现代世界中存在着健全

的伦理共同体( 现代国家) ，在伦理共同体中，以各行

动领域之间结构性平衡关系为前提，现代个体可以在

自觉行动中达到主观自由与客观必然性的一致。借

助于第二自然的概念，卢卡奇则强调在现代世界中伦

理共同体已经彻底陷落。现代人在归根结底的意义

上只是被外部理性形式所规定的被动材料，现代自由

的原则已经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但在关于第二自然的问题上，两者之间的关系又

不仅仅如此，简而言之，他们之间的思想关系至少还

包括另外两层内涵: 首先，以卢卡奇的第二自然概念

为参照，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也提

到了卢卡奇意义上第二自然。其次，黑格尔把第二自

然的立场和主观主义的立场看成是同一水平上的两

种错误的理论立场，强调必须实现对这两者的同时超

越。这一观点后来在卢卡奇那里得到了直接继承。

但问题是，黑格尔认为我们可以在伦理的立场上解决

第二自然的难题，卢卡奇则强调我们必须通过革命才

能切实改变第二自然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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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黑格尔: 伦理立场对抽象的道德立场的超越

为了说明法哲学是关于客观精神领域的科学，不

是一种关于国家和法的主观主义意见，黑格尔在《法

哲学原理》的序言中特别提到了自然规律与法的规律

之间的根本区别，并在阐述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时明

确指出，人们在把握法的规律时可能陷入两种错误的

立场: 一种是极端的主观主义，另一种则是把社会行

动领域看作是在根本上与自然领域一样的又一个领

域，即，第二自然。

规 律 分 为 两 类，即 自 然 规 律 和 法

律。……关于法的认识一方面与关于自然规

律的认识相同，另一方面又与此不同。……

在法律方面，所不同的在于它们激起考察的

精神。各种法律之间的分歧就已引人注意到

它们不是绝对的。法律是被设定的东西，源

出于人类。……人不只停留在定在上，也主

张在自身中具有衡量法的尺度。……这里就

有可能发生存在与应然之间的争执，亘古不

变而自在自为地存在的法和对什么应认为法

而作出规定的那种任性之间的争执。这种分

裂、这种斗争只有在精神的基地上才会出现，

又因为精神的长处看来就是导致龃龉和不

幸，所以人们往往不得不从生活的任性退回

去考察自然界，而准备把自然界作为典范。

可是恰恰在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法和任性所

认为的法的对立中，包含着一种需要，对法加

以彻底的认识。在法中，人必然会遇到他的

理性，因此他也必然要考察法的合理性。①

在这段文字中，黑格尔首先明确指出了关于自然

的规律和关于法的规律之间的异同: 二者之间的相同

之处在于，关于自然的规律和关于法的规律都具有自

在的意义。正如我们可以在知识中达到对自然规律

的认识一样，我们也可以获得关于法的规律的知识。

二者之间的相异之处在于，在反思精神的作用之下，

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关于法的规律还具有另外两个重

要的特点: 一是法的规律实际上是由人设定的，因此

它并不是绝对的; 与此必然相关，对于法的规律，我们

并不仅仅把它当作是自在的，同时要求它必须与我们

内心的尺度相合。换言之，关于法的规律同时又必须

与我们的主观意志对于它的自我规定相合。

黑格尔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两者之间存在着这

样的差别，我们在处理法的规律时就往往会陷入两种

正相对立的错误立场。一种是绝对主观主义的立场，

它意味着我们坚持只从主观意志出发来给出关于法

的规律的规定。又由于这种脱离了伦理生活的实体

性内容的主观意志只能根据抽象的善来做出规定，它

最终所规定的内容往往只是原先就已经在其自然意

志中被给定的内容，它只不过赋予了它们以绝对主观

性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处理关于法的规律

时，就陷入了任意。另一种是对所谓的“第二自然”的

信仰。它是对绝对主观主义立场的直接反动: 当我们

停留于任意时，我们所必须面对的往往就只是存在与

应当之间的对立，自在自为的法与我们在主观意志的

高度上对它的任意规定之间的对立。如此一来，客观

精神之相对于自然的优越性就被转变为这些纷争和

对立，在这些纷争和对立中人似乎再也找不到任何坚

实的根据。作为对这一状态的直接反动，人们会彻底

放弃主观意志的自我规定，反过来把客观精神领域当

作是自然领域，把法的规律当作仅仅只是自然规律意

义上的自在的规律。

关于这两种错误的立场，黑格尔在这里明确指出，

这是我们在反思的精神觉醒之后在抽象的道德立场上

容易陷入的错误的两极。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

于超越抽象的道德立场，进入伦理的立场，并在伦理生

活的中介之下在理性概念中把握住法本身。这也就是

说，我们之所以会必然陷入对第二自然的信仰，是因为

我们停留在了抽象的道德立场，无法为我们的具体行

动给出有实体性内容的普遍规定。黑格尔在《法哲学

原理》的正文中进一步指出，进入伦理的立场意味着进

入健全的伦理共同体( 国家) ，并在伦理共同体中养成

与普遍的伦理规范相匹配的第二天性。在第二天性的

中介之下，我们可以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结

构性关系中，把主观自由的原则和富有实体性内容的

伦理生活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就必然能够在现

代伦理生活的支撑下克服掉对“第二自然”的信仰，把

现代社会认作是实现自由的领域。在此基础之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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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才能进一步在哲学领域中达到对整个现代伦理生活

的概念把握，即在思想中达到对法本身的把握。从这

个角度看，可以说黑格尔所指出的解决第二自然问题

的道路是伦理生活加上哲学( 即，对伦理生活的概念反

思) 。也正因如此，他在《法哲学原理》中才会一再强

调，伦理的立场与思辩哲学的立场内在一致，而抽象的

道德立场则与主观主义哲学的立场内在相通。
2． 卢卡奇: 转向马克思的革命立场

从《小说理论》到《历史与阶级意识》，卢卡奇的

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在《小说理论》中，他寄希望于

绝对主观主义的立场，希望能够借助反讽来摆脱第二

自然的困境。卢卡奇指出，尽管伦理生活已经彻底陷

落，主体的任何行动都将受制于外部的“第二自然”，

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自觉地守住主体与外部世界之

间的永恒张力来守住绝对的主体性。这种在与外部

世界之间的永恒张力中守住我们的绝对主体性的立

场，被卢卡奇界定为是反讽的主要内涵。① 在《历史

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则已经自觉超越了新康德主

义哲学的立场，他明确接受了黑格尔的观点，强调主

观主义的立场和第二自然的立场( 即，对客观事实的

崇拜) 是同一水平上的错误的两极。
“现在所指的对经验的拒绝，这种对它的纯粹直

接性的超越决不是对这种经验的简单的不满，决不是

一种简单的———抽象的———改变它的愿望。这样一

种愿望，这样一种对经验的评价，事实上仍可能是纯

主观的，是一种‘价值判断’、一种意愿、一种乌托邦。

但尽管乌托邦的意愿采取的是哲学上较为客观、较为

精致的‘应该’的形式，但这种愿望决没有超越对经验

的接受，并因而决没有超越哲学上更精致的、旨在变

化的主观主义。”②卢卡奇在这里对新康德主义哲学

进行了直接清算。新康德主义哲学在处理社会历史

问题时，反对实证主义哲学的立场，坚持抽象的道德

立场，强调“应当”与现存之间的对立。卢卡奇透过对

以李凯尔特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的批判，强

调这种坚守抽象“应当”的立场与实证主义哲学所主

张的崇拜经验事实的立场完全一致，它们同样都意味

着既定的社会现实无力改变。在这一点上，卢卡奇与

黑格尔的观点完全一致。黑格尔强调人们对第二自

然的信仰是对主观主义立场的直接反动，卢卡奇则指

出新康德主义哲学之重新复活“应当”与实存之间的

对立，是对第二自然立场的直接反动。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达到对两者的同时超越? 卢

卡奇给出的回答与黑格尔正好相反，之所以如此是因

为他们对伦理生活与现代世界之间关系的理解完全

不同。黑格尔断定在以主观自由为原则的现代世界

中依然有健全的伦理共同体，在伦理共同体中有国家

与家庭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平衡关系; 卢卡奇则

断定以主观自由为原则的现代世界不仅必然伴随着

伦理共同体的彻底解体，而且还同时带来了第二自然

对人的统治。

卢卡奇的这一论断主要在两个层次上展开。首

先，卢卡奇分别从两个方面揭示出了产生第二自然的

社会根源。一方面是由于传统伦理共同体的解体，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切断，人们被打散为相互分离的个

体;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商品形式的主导，个体与个体之

间的关系反过来被这个新的外部中介所掌控，人与人

之间的普遍的社会关系就被发展为一种外在于每一个

个体、并规定着每一个个体的独立力量。因此，对于资

本主义条件之下的人们来说，第二自然决不仅仅只是

一种错误的理论立场，它是现代人的实际生存境况。

如果我们把卢卡奇的上述观点与马克思的现代

社会批判理论相对照，我们就会看到他在《小说理论》

中对导致第二自然的第一个方面的社会根源的揭示，

恰好与马克思在 1843 ～ 1844 年间对现代国家与市民

社会之间关系的批判性分析相呼应。关于现代国家

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现代国家将带来

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又必将导

致现代国家的衰落。③因此，现代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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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主要被实现为市民社会领域中人与人之间

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

识》中对导致第二自然的第二个方面的社会根源的揭

示则直接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依据。在《资本论》

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

不是霍布斯意义上狼与狼之间的战争关系，也不是斯

密意义上具有道德内涵的社会关系。在货币的中介

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与个体相独立的力量，

并规定着每一个行动着的个体。从这个角度看，我们

可以说卢卡奇在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判断上

与马克思完全一致，他强调伦理生活已经彻底不在，

第二自然是现代人的实际生存处境。

其次，卢卡奇通过揭示导致第二自然问题的具体

机制，还进一步分析了现代人在第二自然的统治下所

形成的第二天性。我们在前文中提到，卢卡奇不仅指

出了导致第二自然问题的社会根源，而且揭示了致使

这一问题的具体机制。仔细分析他所指出的这些具

体机制( 直观的态度、自我客体化等) ，我们就会发现

它们与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提到的那种使人

堕入死亡境地的第二天性刚好相合。黑格尔在讲述

第二天性时，顺便提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又人死于

习惯，这就是说，当它完全习惯于生活，精神和肉体

都已变得迟钝，而且主观意识和精神活动之间的对立

也已消失了，这时他就死了。”①这段文字相当费解，

它指出习惯还可以导致一种极端的状况，即，我们的

主观意识与精神活动之间的对立完全消失。这意味

着我们不再有由主观意志所给出的行动的目的，只剩

下对外部对象进行认识的精神活动。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虽然仍可以对来自于外界的信息进行认识，并习

惯性地做出反应，但却已经没有任何自主行动的兴

趣，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行动。假如我们确实可对这

段文字做如此理解，那么卢卡奇笔下的由泰罗制所训

练出来的工人大概就处于这种极端的状况。如果我

们不同时设想这些工人在其内心深入还藏有“尚未枯

萎的灵魂”②，这些仅仅根据机器的节奏来进行习惯

性的操作的工人们大概就处于黑格尔在这里所说的

精神死亡的状态。

对于这种致死的第二天性，黑格尔在《法哲学原

理》中没有直接给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但综观整本著

作，我们不难发现黑格尔一直为创设文明的英雄们留

下了足够的空间。关于这条创设文明的道路，黑格尔

指出它是专属于英雄们的道路，这些英雄的行动刚好

与精神之道相合，他们通过建立伦理共同体把我们从

野蛮带入了文明。但是当伦理生活已经彻底陷落，当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第二天性已经变成这种

致人于死地的第二天性时，我们是否可以说人类再度

进入了文明开始之前的那种野蛮状态? 假如我们的

确可做如此推理，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说黑格尔的思

想已经为那种重新创造历史的革命留下了可能? 当

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断然不可能想象现代文

明会再度走向野蛮，因为《法哲学原理》所表达的是他

对现代国家以及国家与家庭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结构

性平衡关系的充分信心。

同样是面对着这种致死的第二天性，卢卡奇则断

定它意味着理性主义的现代文明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理性走向了非理性，文明走向了野蛮。卢卡奇强调指

出，要真正克服第二自然对人的统治，并彻底改变现

代人的第二天性，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把握住内在于当

下社会现实之中的历史发展趋势，必须以这种直达历

史总体的思想为根据，切实展开彻底变革人与人之间

社会关系的革命实践。于是，革命的道路就取代了伦

理的道路，它被看作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关于这

条革命的道路，正如黑格尔强调英雄的行动必须符合

精神之道一样，卢卡奇也同样强调思想之对于革命实

践的极 端 重 要 性，甚 至 提 出 无 产 阶 级 意 识 就 是 实

践。③无产阶级意识是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它意味

着我们从无产者的客观生存境况出发，借助于一系列

中介最终在思想中把握住了历史的必然发展趋势。

也就是说，它在根本上是对历史总体的把握，是达到

了哲学高度的思想。卢卡奇强调，此种思想由于切中

了历史发展过程本身，它必然具有实践的功能，能够

作为一个决定性的环节参与到历史发展过程中，带来

历史的下一个环节。

论述至此，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卢卡奇和黑格

尔在解决第二自然问题上的根本差异。在黑格尔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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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是先有伦理共同体，然后才有我们在伦理共同体中

所习得的第二天性、以第二天性为中介的自由行动和

我们在哲学中对整个伦理生活的概念反思。在卢卡

奇这里首先则是断然否定还有任何意义上的伦理共

同体。在此前提之下，他所给出的道路在方向上与黑

格尔正好相反: 先有在思想上对历史总体的把握，再

有以变革整个社会为目标的革命行动，最后才是由革

命所带来的新型社会。也就是说，在卢卡奇这里最关

键的是没有健全的第二天性中介的、只是以关于历史

的真理性洞见为根据的创造历史的革命行动。在黑

格尔那里，这是那些创立文明的英雄们才能展开的行

动。因此，尽管卢卡奇借用了大量的黑格尔术语来界

定革命实践( 中介、客体与主体的统一) ，我们绝不能

直接用黑格尔意义上的自由行动来理解卢卡奇意义

上的由无产阶级政党所领导的革命实践。

四、结 论

根据前文的论述，关于卢卡奇对黑格尔第二自然

思想的转化，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三个结论:

首先，在黑格尔那里，第二自然( second nature) 有

两种不同内涵。它主要指人们在健全的伦理共同体

中所习得的与伦理规范相匹配的第二天性。与此同

时，黑格尔也提到了那种错误的“第二自然”的立场，

当人们无法承受由抽象的道德立场所带来的与外部

社会生活之间的紧张和对立时，人们会简单放弃主观

自由的原则，把社会生活领域认作是“第二自然”。但

无论是对“第二自然”立场的批判，还是对第二天性的

强调，黑格尔的重点都在于说明伦理立场对道德立场

的超越，在于守护现代伦理生活。

其次，在卢卡奇这里，第二自然( second nature) 则

只有否定性的内涵。它说明根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

伦理生活。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分离和普遍交换的

双重前提之下，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社会联系成为一

种独立的力量，它反过来使每一个个体下降为纯粹

的、被规定的材料。第二自然不仅是现代人的实际生

存处境，在此处境之中现代人同时也必然会采取“第

二自然”的立场，认社会生活领域为“第二自然”。在

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第二自然在卢卡奇这里也具有双

重内涵，只不过它们都是否定性的。

最后，透过对第二自然的双重内涵的解析，卢卡

奇的重点在于说明必须有以变革整个社会为目标的

革命。只有通过如此的社会革命，我们才能从当下这

种彻底被规定的状态重返自由的状态。但卢卡奇在

指出革命道路的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双重难题: 既

然革命行动本身是没有健全的第二天性的中介的，那

么革命与自由之间的关系究竟该怎样处理? 既然革

命旨在建构新型社会，那么在这个新型社会中我们是

否依然需要黑格尔意义上的第二天性?

Second Nature and Freedom: On Lucacs' Transformation of Hegel's Concept of Second Nature
ZHANG Shuangli

( School of Philosoph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cond nature and freedom as the main thread，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icate
the different attitude of Hegel and Lukacs toward the issue of second nature as well as the complicated 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concerning this issue，through the concret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 connotations of this
concept of second nature in their work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second nature has two different connotations in Hegel． It
firstly refers to the second nature that individuals acquire through education and habit in an ethical community．
Through the explication of the exact meaning of second nature in this sense，Hegel tries to illustrate how the individuals
could arrive at the unity of substantiality and subjectivity in their ethical life and thus transcend the abstract moral point
of view． Secondly，Hegel has also mentioned the wrong standpoint of“second nature”． Hegel points out that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individuals' simply giving up subjective freedom and mistakenly taking social life as nature． In this sense，

Hegel concludes that this standpoint of “second nature” and the abstract moral point of view are actually two
oppositional poles on the same level． Basing on the above-mentioned two different connotations of second natur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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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gel，it could be seen clearly that the focus of Hegel's thinking is on the necessity for us to sublate the moral point of
view and to move on to the ethical point of view． In other words，Hegel's own standpoint is to sustain the modern
ethical life．

Taking Hegel's theory of second nature as the reference point，it is then argued that second nature is purely
negative to Lukacs． According to Lukacs，modern individuals have been pushed into the condition of second nature．
This means that there is no modern ethical life at all in this capitalist world． Lukacs argues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total separation of individuals from each other and that of universal commodity exchange among them，the universal
social relations among these individuals has become an independent“thing-like”power，which has made the separated
individuals into pure objects． But there are also further element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gel and Lukacs
concerning the issue of second nature．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Lukacs do have directly inherited Hegel's relevant
thoughts． In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he makes the same argument as Hegel that the standpoint of second
nature and the abstract moral point of view are actually the two oppositional poles on the same level． Based on this
judgment，he then tries to go back to Hegel to find the way to transcend both of them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since
he has already made the total judgment that there is no modern ethical life in this capitalist world，he could then only
resort to the revolutionary action，which is without the mediation of sound second nature．
Keywords: second nature; modern ethical life; freedom; reification;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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