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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形而上学的沉思（节选）

（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 ｚｕｒ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

［德］阿多诺（Ｔｈｅｏｄｏｒ Ｗ．Ａｄｏｒｎｏ）著　 王凤才　 译

奥斯维辛之后（Ｎａｃｈ Ａｕｓｃｈｗｉｔｚ）

人们再也不能这样断言：真理是不变的，表象是变化的、易逝的，暂

时性观念与永恒性观念是彼此漠不关心的，即使用黑格尔的大胆的说

法———暂时性的定在因为其概念中固有的永恒的毁灭，而服务于在毁

灭的永恒性中表现出来的永恒———也不行。在辩证法中被世俗化的神

秘的冲动之一，就是这样一种学说，即尘世的、历史的东西与被传统形

而上学抬高为超越性的东西相关联，或者并不神秘地、彻底地说，至少

与哲学教规指派给形而上学的问题之有意识的立场相关联。奥斯维辛

之后，在情感上，我们反对任何关于此在肯定性的空谈、反对此在无罪

于牺牲者的肯定性的断言、反对从牺牲者的命运中榨出任何一种被如

此耗尽的意义。在将这些从肯定性地设定的超越性中散发出来的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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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译自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Ｗ．Ａｄｏｒｎｏ，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 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 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 ｖｏｎ Ｒｏｌｆ Ｔｉｅ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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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否定辩证法》，阿多尔诺著，王凤才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９ 年版。为纪念
阿多尔诺逝世 ５０周年，承蒙商务印书馆同意，选取部分在此发表，特此致谢！）



性意义建构宣判为嘲讽的事件之后，我们的情感中的确有客观性要素。

这种结构肯定了绝对否定性，并有助于它从意识形态上继续存活

下去；在现存社会原则中直至它自我毁灭，这种否定性一直现实地存在

着。里斯本大地震①足以使伏尔泰摆脱莱布尼兹的神正论；而且，与第

二自然，即社会的灾难相比，第一自然之一目了然的灾难是微不足道

的。第二自然抽走了人的想象力，因为这种想象力从人的邪恶中引出

了现实的地狱。趋向形而上学的能力瘫痪了，因为实际发生的事情摧

毁了思辨的形而上学思想与经验一致性的基础。令人难堪的是，从量

到质的突变之辩证动机又一次取得了胜利。随着通过行政管理手段对

数百万人的谋杀，死亡变成了某种再也不令人害怕的事情。在个人经

验的生命中，死亡再也不可能作为任何一种与生命过程相一致的东西

出现。（死亡）作为留给个体最后的、最可怜的东西也被剥夺了。在集

中营中，不再是个体的死亡，而是试验品的死亡。这种死亡想必也刺激

了那些逃脱了行政管理措施的人们。

种族灭绝是绝对的整合。在人们被当作同样的，就像德国军队所

说的必须“被干掉”的那样，直到他们被当作完全无用的概念之偏离需

要从字面上抹掉一样，到处都准备好了这种整合方式。奥斯维辛确证

了纯粹同一性就是死亡这个哲学原理。来自贝克特《决胜局》的大量

文献（表明）：人们对在集中营里给他们提供第一手试验材料的实践反

应根本不是感到害怕，而是在这种一度令人尊敬的实践概念中有目的

地潜藏着对非同一性的毁灭。绝对的否定性是看得见的，不再令人惊

奇。可怕的是与自我保护的个体化原则联系在一起，这个原则由于始

终如一而自我废黜。集中营里的施虐狂们预先通知他们的牺牲者：明

天你们将化作一缕青烟从这个烟囱中缓缓升入天空。这种预报表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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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里斯本大地震发生于 １７５５年 １１月 １日 ９：４０（持续 ３．５—６分钟），里氏 ８．７级，
死亡 ６万—１０万人，随后引发的火灾、海啸使里斯本毁于一旦，令葡萄牙帝国
从此衰落。里斯本大地震催生了现代地震学，推动了神正论与崇高哲学的发

展。———译者注



历史所趋向的对每个人生命的冷漠。个人即使在他的形式的自由中也

是可互换的、可替代的，正如在清算者的脚下一样。

然而，由于在以普遍的个体利益为法则的世界中，个人不过是已经

成为无关紧要的自我，那么人们所信任的、古老趋势的发生同时也是最

恐怖的事情。人们很难从这种趋势中走出来，就像很难逃脱集中营的

带电铁丝网一样。人们有权利表达持续不断的痛苦，就像遭受酷刑者

有权利喊叫一样。因此，奥斯维辛之后不再让写诗，这也许是错误的。

但提出一个不太文明的问题却不是错误的：奥斯维辛之后你是否还应

该活着？特别是那些偶然逃脱，但依法必须被处死的人是否还可以继

续活着？他的继续活着需要冷漠，即资产阶级主观性的基本原则。没

有这一原则，也许就不会有奥斯维辛：奥斯维辛是那些被赦免的人的巨

大罪过。为了报复，他将受到梦魇的折磨：似乎他根本不再活着，而是

于 １９４４年被投进了焚尸炉中。他以后的整个生存不过是在想象中，一

个在二十年前就被处死的人之扭曲愿望的流溢。

思想家、艺术家时常表达一种并非完全在场的、并非共同参与的感

受，似乎他们根本不是他们自身而是某种旁观者。其他人对于这种经

常出现的情况感到厌恶，克尔凯郭尔将由他自己提出的所谓美学领域

论战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相反，对哲学人格主义的批判，赞同所有生

存行为在超越自我保护动机蒙蔽的要素中，赋予对直接的东西进行否

定的立场以客观真理性。“这根本不重要”———人们喜欢将这句话与

资产阶级的冷漠联系在一起，但正是在这句话中，个体很轻易地、毫不

恐惧地觉察到其生存的空无性。不人道的方面在于，在旁观中拉开距

离并得以提升的能力，最终是人道的方面，是意识形态家所抵制的

方面。

如此表现的那部分是不朽的，这并不缺乏说服力。萧伯纳①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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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萧伯纳（Ｇｅｏｒｇｅ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Ｓｈａｗ，１８５６—１９５０），爱尔兰现实主义剧作家，费边社会
主义者，１９２５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往剧院的路上将他的证件递给一个乞丐并匆忙地说：“报社的。”这个

场景表明，在玩世不恭的外表下隐藏着一种意识，它承担着阐释令叔本

华感到吃惊的事实：在不是他人而是我们自己的死亡面前，人的情感常

常是很脆弱的。也许，人们无一例外地处于魔力之下，已经没有人能够

去爱，因此意味着每个人很少感受到被爱。但旁观者的行为同时也表

达出对事情能否完全如此的怀疑，尽管主体与其蒙蔽如此关联，不过是

这个可怜的东西、在感情冲动中像动物一样短命的东西。

在魔力之下，活生生的人要在不自觉的无动于衷（一种出于软弱

的审美）与被卷入的兽性之间进行抉择，这两者都是虚假的生活。不

过，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为了正当的超然与同情。那种自我保护

之有罪的冲动一旦被克服，也许正好强化了不断当代化的威胁。自我

保护唯一令人怀疑的东西，就是自我保护强加给生活的东西，是否变成

了令人不寒而栗的东西，变成了幽灵，变成了鬼怪世界的一部分；而觉

醒的意识又将这个世界视为不存在的。这种生活作为纯粹事实已经剥

夺了其他生活的可能性。从统计学上看，这种生活的罪责在于，通过极

少数人的被拯救来弥补绝大多数人的被谋杀，似乎这是由或然性统计

预测到的。这种生活的罪责与生活不再能够和解。这种罪责不断地再

生产出来，因为目前它还不能完全意识到这一点。

这就是被迫从哲学上进行思考的东西。在这里，人们体验到了震

惊：哲学越是深刻地、越是有力地穿透事物，人们就越是怀疑哲学远离

了实际事物；对本质之曾经的揭示，也许能够使最肤浅的、最平淡的直

观，真正嫌弃那些指向本质的直观。由此，一束耀眼的光线就落在了真

理身上。思辨感受到了某种义务：为它的对立面，即共同感开启矫正的

立场。生活哺育了预感的恐怖：必须被认识的东西，更类似于在大地上

发现的东西，而不是类似于漂浮于空中的东西。这种预感在平淡事物

那里能够得到确证，尽管思想只有在提升中才有它的幸运，即真理的

前兆。

如果平淡事物都有最后定论，如果这个定论就是真理，那么真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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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贬值了。平淡意识，就像它在实证主义与非反思的“唯名论”中从理

论上表达的那样，也许比崇高意识更能接近“思想与事物符合”；在对

真理之滑稽的嘲讽中，它要比优越意识更真实，除非其他的真理概念比

“符合论”真理概念更加成功。形而上学只有通过自我废黜才能赢得

胜利，这也是刺激形而上学向唯物论过渡的原因之一。这种刺激也适

合于其他的真理。这种倾向可以追溯到黑格尔主义者马克思直至拯救

归纳法的 Ｗ．本雅明，卡夫卡的著作对于这种倾向加以神化。如果否定

辩证法要求思维进行自我反思，那么就明显包含着：思维为了成为真实

的，尤其是今天想成为真实的，那么它就必须对自身进行思维。如果思

维不用那种逃避概念的最外在的东西来衡量，那么事先它就被伴奏乐

的敲击声所掩盖，党卫军①喜欢用这种伴奏乐的敲击声来掩盖牺牲者

的惨叫声。

形而上学与文化（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 ｕｎｄ Ｋｕｌｔｕｒ）

希特勒将一个新的绝对命令强加给不自由状态中的人们：如此安

排他们的思维和行动，为的是奥斯维辛不再重现、不再发生任何类似的

事情。就像康德的绝对命令被给予性一样，这种绝对命令是如此反抗

它的论据。推论性地对待这种绝对命令，也许是亵渎：从这种新的绝对

命令中，可以亲身感受到伦理的附加要素。之所以说“亲身感受到”，

是因为这种伦理的附加要素在不可忍受的肉体痛苦面前实际上变成了

厌恶。个体，即后来的个体性，准备将这种痛苦的肉体当作精神的反思

形式而使之消失。道德只有在坦率的唯物论动机中才能幸存。

历史的进程迫使在传统上与唯物论直接对立的东西，即形而上学

走向唯物论。精神曾经自诩被规定为或被建构为类似于存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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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党卫军（Ｓｃｈｕｔｚｓｔａｆｆｅｌ，简称 ＳＳ）是德国纳粹党于 １９２５年 ４月成立的特务和军事
组织，最多时达 ９０ 万人，包括秘密行动队（主要屠杀犹太人、波兰人）、武装党
卫队（作战部队）、盖世太保（国家秘密警察）。———译者注



趋向于与精神不同的东西；但逃避精神支配的东西表明这种支配是绝

对恶的东西。活生生的人之肉体的、远离意义的层面是痛苦的舞台。

在集中营中，这种痛苦毫无安慰地烧毁了精神及其客观化，即文化的所

有安抚作用。这个形而上学曾经想反对的过程已经达到了它的逃离

点，通过这个过程形而上学不可阻挡地发生了变形。自青年黑格尔以

来，哲学不能排除形而上学迅速进入物质定在中的问题，假如它不为了

被许可的思维而出卖自己的话。

儿童从对屠宰场、腐尸、令人作呕的甜兮兮的腐烂气味、那些区域

可使用的脏话的着迷中预感到了这一点。那些区域之无意识的力量并

不比幼儿性欲的力量小。这两者叠加成肛门固恋，但两者又几乎不是

一回事。无意识的知识将被文明教育压抑的东西通过耳语传给儿童，

这涉及下述问题：在几乎很少被压抑的最高兴趣中、在“这是什么”与

“趋向何处”的问题中，引出了可怜的肉体生存问题。有人成功地用

“猪粪”和“猪圈”这样的语词使儿童们想起曾经侵袭他们的东西，这也

许比黑格尔的著作更接近于绝对知识。黑格尔的著作向读者许诺绝对

知识，为的是拒绝读者思考绝对知识。肉体死亡在文化中的整合从理

论上被废除了，但不是取悦于本体论上的纯粹本质的死亡，而是因为腐

尸的恶臭所表达的东西之缘故，并由于尸体被美化为遗体而受到欺骗。

一个儿童喜欢一位名叫亚当的小旅馆老板，他在观看亚当用一根

棍子打死从院子里的洞中灌出来的老鼠。这个儿童根据这个小老板的

形象塑造了人类始祖亚当的形象。“亚当”已经被遗忘了，人们不再理

解他们在狩猎者的车前曾经发现的东西。这既是文化的胜利也是文化

的失败。文化不再容忍对这个区域的记忆，因为它一再模仿古老的亚

当，而这种记忆恰恰与文化概念自身不相容。文化憎恶恶臭，因为它发

出恶臭；就像布莱希特在一个卓越的句子中所说的那样，“文化的殿堂

是用狗屎建成的”。在写出这句话几年之后，奥斯维辛无可辩驳地证

明了文化的失败。

在所有哲学、艺术、启蒙科学传统中发生的事情，并不仅仅是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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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传统、精神不能把握和改变人。在那些领域本身中、在它们被强调的

自足性的诉求中，存在着非真理性。奥斯维辛之后的所有文化，连同对

它们的急切的批判，都是垃圾。由于文化在其故乡中毫无抵抗地发生

的事情之后得到了恢复，文化就完全变成了它曾潜在地所是的意识形

态。从此以后，文化在与物质的生存之对立中，自以为给物质的生存带

来了光明，但这种光明对物质的生存隐瞒了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

离。若谁为这种极其罪恶的、卑劣的文化辩护，那他就成了这种文化的

帮凶；与此同时，若谁拒绝文化，那他就直接促进了文化所揭示的野蛮。

即使沉默也不能走出这个怪圈。沉默只能用客观真理状态使自己

主观的无能合理化，由此再一次将真理贬低为谎言。东方国家（尽管

是相反的家伙），它们废黜了文化，并使文化作为纯粹的支配手段变成

了废物。这样，对此发出呻吟的文化就遭遇了它理应得到的东西；并在

所有人的民主权利的名义下，热情地趋向于对人们来说平等的东西。

只有当高高在上的官员将行政管理的野蛮自夸为文化并将恶的东西当

作不可失去的遗产来看护时，才证明了它们的现实，即（经济）基础就

像（通过将上层建筑纳入其管理之下而消除的）上层建筑一样是野蛮

的。至少在西方，人们可以这样说。

危机神学记录了它抽象地因而徒劳地反抗的事情，即形而上学与

文化已经聚合在一起。精神的绝对性、文化的光环，是同一个原则。这

个原则不知疲倦地对它假装表达的东西施加暴力。奥斯维辛之后，任

何漂亮的空话，即使神学的空话，也不再拥有不可改变的权利。很早以

前尼采对观念所做的判断再次被运用到牺牲者身上。传统语词的挑战

在于，检验上帝是否容许而不是发怒地干预这个判断。

在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幸存下来的人，会以令人惊奇的力量激

动地反驳贝克特说：如果贝克特在奥斯维辛待过的话，那他肯定不会这

样写了，即不会用出逃者的战壕信念来写了。与贝克特认为的不同，出

逃者是正确的。贝克特和其他有自制力的人，在奥斯维辛会被打断骨

头，或许被迫承认出逃者用“他想给人以勇气”这样的语词美化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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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壕信念：仿佛任何一个精神构造物、仿佛那种求助于人们并适应于人

们的意图，并没有给人们带来他们所诉求的东西，即使他们相信相反的

东西。这是与形而上学一起出现的。

今日之死（Ｓｔｅｒｂｅｎ ｈｅｕｔｅ）

这就赋予这个要求———与形而上学一起从头开始，或者像通常所

说的那样，对形而上学进行彻底质疑———以诱惑力；并消除失败的文化

用来掩盖其罪责和真理性的幻想。但只要这个所谓消除满足于完好无

损的基础层面的渴望，那么它就刚好与自夸要消除的文化结成了同盟。

在法西斯主义者激烈地反对解构性的文化布尔什维主义时，海德格尔

则令人尊敬地将解构当作渗透进存在中的活动。文化批判与野蛮并非

没有一致性。这在实践中迅速得到了检验。那种试图摆脱围绕着它

的、被中介的文化因素之形而上学权衡，否定了其所谓纯粹范畴与社会

内容之间的关系。对社会的无视，鼓励形而上学以现存形式继续生存；

相反，这种现存形式又阻碍着真理性认识及其实体化。纯粹原始经验

的偶像完全像文化上被预选的东西一样，是选错了的、作为存在的东西

之范畴资源。唯一的出路是，在它们的中介性中从两个方面加以规定：

作为废物之覆盖的文化；与作为绝对的文化要求（它必须在所有的变

化中始终保持自身）之投射的自然，即使它将自身视为存在之基石。

甚至死亡经验也不足以作为最终的、无可怀疑的东西，作为笛卡尔曾经

从无效的“思维”中推演出来的类似于形而上学的东西。

死亡形而上学无论是退化为对英勇死亡的宣告，还是退化为“人

必有一死”这种显然是纯粹无聊的重复，其全部意识形态之恶或许奠

基于这个事实中：人的意识至今都持续性地虚弱，以至于难以承受死亡

经验，或许根本不能接受这种经验。任何公开地、自由地对待客体的人

的生活，都不足以完成在每个人的精神中作为潜在的东西而存在的东

西；生命与死亡彼此分离开来。那些给予死亡以意义的反思像同语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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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的反思一样无济于事。人的意识越多地摆脱动物性并成为固定的、

在形式上持久的，它就越固执地反对所有使它怀疑自身永恒性的东西。

“主体似乎是不可丢弃的”，这种欺骗与主体历史地提升为精神是

交织在一起的。早期财产形式与想消除死亡的神奇的实践叠合在一

起，人的所有关系越是完全地为财产所决定，理性就越像从前的仪式一

样固执地去驱走死亡。在最终阶段上，死亡本身在绝望中成为财产。

死亡形而上学的拔高解除了死亡经验。流行的死亡形而上学不过是社

会对下述事实的无力的安慰：通过社会变化使人们失去了对他们来说

曾经应该忍受的东西即死亡，失去了死亡与生命从根本上说如史诗般

统一的感受。

即使这种感受也只想用老年人和生活富足者的疲倦来美化死亡支

配。生活富足者因此敢于去死，因为他们从前艰难的生活甚至不是生

活，因为生活给予他们自身的力量还不足以抵抗死亡。但在社会化的

社会中，在社会内部不可逃脱的密网中，人们只是将死亡感受为一个外

在于、异于他们的东西；而没有关于死亡与他们的生命具有通约性的幻

想。他们不能接受“他们一定要死”这个事实。与之相联的希望，是反

常的、破碎的：正是因为死亡不能构成此在的整体，就像在海德格尔那

里一样，只要这个人不是愚钝的，他就会将死亡及其征兆，即疾病，体验

为异质的、异于自我的。

人能够灵活地对此进行论证，即自我不过是与死亡相对立的自我

保护原则，因而自我不能被“它本身就是自我”的意识所吸收。但这个

意识经验很少支持这种观点。面对死亡，意识经验并不必然像人们所

期望的那样采取抗拒姿态。“凡是存在的就一定要灭亡”，黑格尔的这

个学说几乎不为主体所确认。即使对那些已经觉察到身体虚弱症候的

老年人来说，“人总是要死的”这个事实似乎更表现为一种由自己的身

体引发的偶然事件，具有与今天典型的外在的事故同样的偶然性特征。

这就强化了与客体优先性见解相对立的思辨：精神是否不拥有独

立的、未混合的要素。恰恰当精神未吞噬所有这些要素并从自身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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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死期至矣”时，这种要素才是自由的。自我保护的兴趣无论多

么骗人，如果没有这种要素就几乎不能解释（如康德珍视的）灵魂不朽

观念的抵抗力。但正如在衰老的个体中一样，在类的历史中那种抵抗

力似乎也下降了。在曾经许诺要驱赶死亡的、（早已被秘密认可的）客

观宗教衰落之后，死亡今天彻底变成了完全异化的东西，因为从根本上

说它是通过社会决定的连续性经验衰落而变成的。

越多的主体越少地生活，死亡就越突然、越恐怖。从字面上看，死

亡使主体变成了物。这使主体觉察到它们永久的死亡、物化，以及由它

们共同的过失而造成的关系。文明对死亡的整合，没有战胜死亡的力

量，也没有在死亡面前可笑的、装模作样的对待死亡的力量。这种整合

形成了对商品交换社会之笨拙的、尝试性的社会反应，它试图堵住商品

世界敞开的最后一个漏洞。

死亡与历史，尤其是个体范畴的集体的历史，形成了一个星丛。个

体，例如哈姆雷特①，曾经从死亡的不可避免性的朦胧意识中推导出来

死亡的绝对本质。这样，个体就与整个市民社会的定在结构一起毁灭。

被毁灭的是一个自在的或许甚至是自为的虚无。因此，面对死亡是持

久的恐慌。除了通过死亡压抑之外，再也无法平息这种恐慌。这种绝

对的死亡，或者说，作为生物学上的原现象，不能从历史的缠绕中抽出

来②。所以，承载死亡经验的个体更多的是历史范畴。“死亡总是一样

的”，这个说法既是不真实的又是抽象的。意识容忍死亡的方式，连同

具体条件都是变化的，就像一个人的死亡归根到底是肉体的死亡一样。

在集中营里，死亡有了新的恐惧感：自奥斯维辛以来，害怕死亡意

味着，怕死是比死亡更糟糕的事情。死亡给社会上被判刑的人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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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哈姆雷特（Ｈａｍｌｅｔ），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１５６４—１６１６）篇
幅最长的戏剧《哈姆雷特》的主人公。《哈姆雷特》（１５９９— １６０２）与《奥赛罗》
（１６０３）、《麦克白》（１６０６）、《李尔王》（１６０６）一起，被公认为莎士比亚“四大悲
剧”。———译者注

参见 Ｈ．雷吉乌斯：《拂晓》，苏黎世 １９３４年版，第 ６９—７０页。



东西，对人们很喜欢的老人来说从生物学上是可以预知的。不仅他们

的身体而且他们的自我———被规定为人的所有东西，在没有疾病和暴

力干预的情况下崩溃了。最后一点对先验性之持续性的信任仿佛消失

在尘世生活中：对他们来说，还有什么是不应被毁灭的呢？信仰的安

慰，作为人的核心，还续存于这种解体或疯狂中；对死亡经验的漠不关

心，是某种愚蠢的和玩世不恭的东西。信仰的安慰被引申为厚颜无耻

的市侩式的聪明：但人总是保持他所是的样子，永远如此。一个人故意

避开可能实现的形而上学需要所否定的东西，是对形而上学需要的

嘲笑。

“死亡是绝对最终的事情”，这个思想也许是不可思议的。用语言

表达死亡的尝试，在逻辑上根本是徒劳的。谁是在此被预测到的主体、

此时此地已经死亡的主体？按照尼采使人易懂的话说，愉悦不仅是希

望永恒性、不仅是抗拒易逝的东西。如果哲学肯定性地、徒劳地召唤那

成为绝对的死亡，那一切根本上就是虚无；即使关于死亡的思想也只是

在空无中思考，根本不是思考真理。因为真理连同它的时间核心是持

续的，这是真理的一个要素。若没有持续性，就不是真理，连真理的最

后的痕迹也被绝对的死亡所吞噬。

绝对死亡观念像灵魂不朽观念一样不理会思维。然而，死亡的不

可思议性并没有保护思想抵抗住形而上学经验的不可靠性。包围着所

有人的蒙蔽关系分有着人们敢于用来撕破这个面纱的方式。“从根本

上说，形而上学经验是否还是可能的”这个历史哲学的问题，代替了康

德的认识论问题，即“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正如在“形而上学”一

词的学院用法中一样，“形而上学经验”从来也不是超时间的。人们已

经观察到，神话希望拯救形而上学经验的直接性，而反对由于制度安排

导致的形而上学经验的丧失。形而上学经验形成了传统并来自传统，

超越了相互视为“异端邪说”的宗教分界线。犹太教文集名为“喀巴

拉”，其实就意味着传统。形而上学的直接性，在它冒险前行至最远的

地方，并没有否定它也是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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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形而上学的直接性召唤传统，那么它也必须承认它对精神

的历史状态之依赖性。在康德那里，尽管形而上学观念使生存判断摆

脱了已经完成了的经验材料，但它应该（尽管是二律背反的）被置于纯

粹理性的结论中。今天，形而上学观念是如此之荒谬，正像人们拒绝分

类逻辑所指称的那些被说成是不在场的东西一样。但自我否定的意

识，否定历史哲学对形而上学观念的摧毁，又不能忍受这种形而上学观

念，除非它同时否定作为意识的自身。这就趋向于，不仅仅是语义学的

混乱直接将形而上学观念的命运抬高为形而上学本身的命运。因而，

公开的秘密就是，对以事实为基础的并拥有真理性的世界之绝望———

既不是审美的尘世疼痛又不是虚假的、该被诅咒的意识———准备保证

毫无希望的缺乏的东西之定在；与此同时，这个定在就变成了普遍的罪

责关系。

在所有由于神学原因而遭受的耻辱中，最令人气愤的是实证宗教

对不信教者的绝望发出的欢呼嚎叫。这些宗教正是在上帝被否定的地

方吟咏它们的感恩赞美诗，因为它们至少使用上帝的名称。就像在地

球上的全部居民都轻信的意识形态中手段篡夺了目的一样，在当今得

以复兴的形而上学需要中也篡夺了它所缺乏的东西。被篡夺了的东西

之真理性内涵成为无关紧要的。人们固守着需要，因为需要对人们来

说是好的。形而上学辩护者与它所鄙视的、先天的消解形而上学的实

用主义的一致性证明了这一点。绝望同样是被历史地、社会地制约着

的意识形态，正如那种一直吞噬着形而上学观念而又不能因“目的何

在”而停止下来的认识过程一样。

幸福与徒劳的等待（Ｇｌüｃｋ ｕｎｄ ｖｅｒｇｅｂｌｉｃｈｅｓ Ｗａｒｔｅｎ）

什么是形而上学经验？如果人们羞于将它拉到所谓原始宗教经验

上来，那么就很有可能像普鲁斯特那样将它想象成某种幸福的东西，诸

如奥特巴赫、瓦特巴赫、劳伊恩塔尔、莫恩布鲁恩那些村庄所承诺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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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人们相信，如果他们到那些地方去，他们就能如愿以偿，仿佛那里

有某种幸福的东西。事实上，如果人们到了那里，那些许诺的东西就又

像彩虹一样消失了。但人们并不觉得失望，而是感到现在更加接近了

它，尽管不能看见它。在这里，风景与决定着儿童形象世界的地区之间

的差别，也许根本不会太大。普鲁斯特在伊利埃①发现的东西，对同一

社会阶层的许多儿童来说，在其他地方也会发生。但由此形成的普遍

的东西、普鲁斯特描述的本真的东西，应该是人们在一个地方会着迷的

东西，而不用去窥视这种普遍的东西。

对儿童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即他们在自己最喜欢的城镇感到心

醉神迷的东西，只有在那里而不是在其他任何地方才能找到。他们是

错误的，但他们的错误在于确立了经验模型，一种概念模型。这种概念

模型最终就是事实本身的模型，而不是从事物中抽取出来的可怜的东

西。普鲁斯特的“讲述者”作为一个儿童，在那场婚礼上第一次见到了

盖尔芒特公爵夫人②。也许，在其他地点、其他时间也会举行这样的婚

礼，对其后来的生活同样也会有巨大影响。只有面对绝对的、不可消解

的被个体化了的东西时，人们才能希望：正是这个被个体化了的东西已

经被给出并正在被给出。只有实现这个希望，概念的概念才能实现。

然而，概念与幸福的许诺联系在一起，而这个否定幸福的世界是支配性

的、普遍性的世界，它固执地攻击着普鲁斯特对经验的重构。

幸福，这种唯一与形而上学经验联系在一起的、比微弱的要求更多

的东西，将对象内部的东西同时当作脱离对象的东西。相反，朴素地感

受到这类经验的人则将这类经验提示的东西当作在手的东西，屈从于

他想超越的经验世界的条件。但只有这些条件才能给他提供超越这些

条件的可能性。与康德的先验辩证法教导人们的不同，形而上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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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伊利埃，法国地名，位于博斯地区与博尔什地区之交界处。———译者注

盖尔芒特公爵夫人（Ｄｕｃｈｅｓｓｅ ｄｅ Ｇｕｅｒｍａｎｔｅｓ），是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
（１９０７—１９２２）中塑造的谈吐高雅又庸俗无聊、颇有姿色的女主人公之
一。———译者注



概念还是二律背反的。在自主的主体渴望不将他自己不理解的东西强

加给他之前，形而上学经验，如果不求助于主体经验、不宣布主体的直

接在场，那么它就是无用的。然而，对主体来说直接的、理所当然的东

西，都难免患上易误性和相对性之病。

由未断裂的主观直接性之愿景激发的物化范畴不应再拥有关键特

征，这种关键特征是由愉快地吸收唯物论思想的辩护性思维过于热忱地

赋予它的，它对所有在形而上学经验概念之下的东西具有反作用。自青

年黑格尔以来，客观的神学范畴被哲学攻击为物化，但这些范畴根本不

是要从辩证法中清除的残余物。对观念辩证法的弱点来说，它们是补充

性的。观念辩证法作为同一性思维并没有投诉那些沉入思维中的东西，

但只要同一性思维不将这些东西与作为纯粹他者的东西相比，那么，这

个可能的规定性就被吃掉了。在形而上学范畴客观性中沉积的，并不像

生存主义所想的那样仅仅是僵化的社会，而是作为辩证法要素的客体优

先性。所有物性的东西一点也不剩地液化倒退为纯粹行为的主观主义，

中介被实体化为直接性。纯粹直接性与拜物教同样都是不真实的。正

如在黑格尔的体制化中所看到的那样，对于反对物化的直接性的坚持，

任意地放弃了辩证法中的他性要素，就像后期黑格尔不再将辩证法停

留在一种超越辩证法的固定的东西之上。但主体形而上学经验不想说

出的超出主体的盈余，以及物性的东西之真理性要素，是在真理观念中

触及的两极。因为若没有挣脱表象的主体，就没有真理；同样，若没有

那种不是主体但又在其原型中拥有真理性东西，也不是真理。

显而易见，纯粹形而上学经验在世俗化过程中变得苍白和混乱，并

软化了古老经验的实质性。这种形而上学经验否定性地处于下述状态

中：“这就是一切吗？”这很可能在徒劳的等待中被世俗化。艺术对它

做了记录。在《沃采克》中，Ａ．贝尔格①将那些似乎只有音乐才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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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奥地利］Ａ．贝尔格（Ａｌｂａｎ Ｂｅｒｇ，１８８５—１９３５）与勋伯格、Ａ．ｖ．韦伯恩同属于“新
维也纳学派”，其表现主义代表作《沃采克》（１９１４—１９２１）根据 １９ 世纪德国剧
作家 Ｋ．Ｇ．毕希纳的同名戏剧改编而成。———译者注



的徒劳等待之节拍置于最高位置，并在关键的休止符与段落的结束处

运用了这些节拍的和声。但这些刺激，不是从 Ｅ．布洛赫指称的象征意

向中得出的任何东西，并没有免除与纯粹生活的混杂。徒劳的等待并

不保证人们期望的东西，而是反映了按照他的标准进行否定的状况。

人们留存下来的生活越少，对人们的意识就越具有诱惑性。对表现出

来的绝对而言，它想把握活生生的东西之贫乏的、破碎的剩余。

如果不承诺一种对生活来说先验的东西，那也许就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被体验为活生生的东西，也就没有任何概念的努力能够超越这些

先验的东西。先验的东西既存在又不存在。对是其所是之绝望，波及

了曾经用来禁止绝望的先验观念。无限煎熬的有限世界被一种神圣的

世界计划包围着，这对每个不关心世界事务的人来说，就变成了“与肯

定的规范意识和平共处”之荒谬。悖谬的神学构想，一个最后的、困厄

的堡垒，为世界过程所认可。这个世界过程将克尔凯郭尔关注的丑闻

变成了公开的亵渎神明。

（译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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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科学的逻辑

［德］阿多诺著　 　 谢永康译

补充报告人一般要么选择扮演迂腐的学究，要么就做主报告人的

附庸。首先我要感谢波普先生，让我能避免这种尴尬的处境。我要接

着他的话说，但又不用从头说起，也不用逐字逐句地大量重复他的报

告，尽管我本来是必须依赖于他的报告的。在拥有如此不同的知识背

景的作者之间，有如此大量客观的一致，简直令人惊叹。我常常不必针

对他的论点提出相反的论题，而能够先接受他所说的内容，并努力做进

一步反思。当然，我理解的逻辑概念要比他的更宽泛，在我看来，这个

逻辑更多的是社会学的具体操作方式，而非一般的思想规则、推论法

则。在此我不愿切除社会学中特有的问题。

我就从波普对完全的知识和无界限的无知之间的区分开始。在社

会学领域中，这是有足够说服力的，完全确定的。但是我们也不断地提

醒，直到今天，这个区分还没有成为一条被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学科门类

所承认的法则。而且这个区分包含着一种成问题的可能性，当然这属

于一种流行观点，肯定不是波普思想中的。按照这种区分，社会学由于

其众所周知的遗传特性，就在精确科学的后面亦步亦趋，首先安于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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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阐明方法，而不是要求提出有说服力同时也是至关重要的知识。

那么，对社会及其结构的理论思考往往就被视为一种不被允许的未来

预测而遭到禁止。但是如果我们从圣西门，而非其受洗神父

（Ｔａｕｆｖａｔｅｒ）孔德那里开始考虑社会学，那么它就已经有一百六十多岁

了，它就再也用不着以其年少无知而拘谨了。在它那里表现出的曾经

的无知，是不能在不断进步的研究和方法论中直接得到解决的，用一个

令人不快的、不甚恰当的术语来说就是通过“综合”而得到解决。而毋

宁说，事情是与由命题联结成的光鲜体系统一性相对抗的。我的目的

并不在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传统划分，正如李凯尔特的自然

科学与人文科学方法（ｎｏｍｏｔｈｅｔｉｓｃｈｅｒ ｕｎｄ ｉｄ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ｅ）一

样，这在波普看来比我还更加实证一些。但是事情本身，即社会并非一

贯，也非简单，对现有的范畴赋形来说也绝不中性，而是如其推论性逻

辑的范畴体系对它的客体预先期待的那样，在此一贯地、尽可能简单

地、如数学上简洁地阐明这种知识的理想便落空了。社会是充满矛盾

的，但的确是可规定的；是一个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体系和断裂的统

一，既是盲目的自然又是通过意识中介了的。对此，社会学的运作方式

应当尊重。否则，出于反对矛盾的纯粹主义热情，它便会陷入充满灾难

的境地：在它的结构与客体的结构之间。社会很少能逃脱的理性知识；

它的矛盾以及其条件越是透明，那么它就越不是通过思想前提用变戏

法变出来的，这些前提被扣减为与知识相对的无差别的质料，这个质料

不设定任何对那种常常与认知意识相协调的科学运用的反抗。社会科

学的运作永远受到这种威胁，即它出于对清晰性和精确性的偏爱，会错

失它想要认识的东西。波普批评这种陈词滥调，即认识经历一个逐级

上升的过程，从观察到组织、整理和材料系统化的过程。这种陈词滥调

在社会学中变得如此荒唐，因为它无法支配脱质化了的数据，而仅仅是

处理被社会总体性背景构建出的材料。所谓社会学的无知，在宽泛意

义上标志着作为对象的社会与传统方法的分歧；因此这也不能由这样

一种知识来弥补，这种知识倾向于从自身的方法论出发否认其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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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但另一方面，对理论的经验主义禁欲，却又是无法贯彻的———波

普却是毫无疑问地承认这一点的。离开对那个结构性要素的预期，对

整体的预期———这种整体在单个观察中几乎不可能适当地转换，那么

单个的观察就具备任何地位。从而，类似的东西，如文化人类学中，某

些原始社会中央集权和总体特征通过选出的西方文明的坐标系来进行

转述，这种趋势就得不到拥护。如果人们像我一样感到总体形式的向

心力以及个体的败落并非幻象，一个前个体社会和后个体社会之间的

诸区别便判然明确。在以民主的方式治理的工业社会国家中，总体性

是一个中介范畴，并非直接的统治和屈服。这包含着在工业化的交换

社会，绝不是所有社会性的东西无一例外地要从它的原理中演绎出来。

在它之中包含着不计其数的非资本主义飞地。需要考虑的是，在当前

的生产关系条件下，为了自身的永久化，它是否并不必须这样的飞地，

例如家庭。家庭特殊的非理性似乎在量上补充了结构的总体性。社会

的总体性并非在它所掌握的东西之上过着属于它自身的生活，它就是

由它所掌握的东西组成的。通过它的诸多单个环节，它生产和再生产

着自身。这些环节中的许多环节维持着一种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

是原始的总体社会所不知道的，也是其所未经历的。但是那个生活的

整体不能与其要素的合作和对抗隔离开来，同样，任何要素也不能单纯

就其功能，不顾对整体的洞见而得到理解；这个整体本身的本质在于诸

要素的运动之上。系统与单一性是交互的，并且只有在其交互性中二

者才能被认识。即使是那些飞地本身，那些不同时的社会图景，那种想

摆脱社会概念（一如其想摆脱十足的思辨哲学一样）的社会学的宠儿，

其所是将不是自在的，反而是处在与其所背离的统治性总体的关系当

中的。在今天最为人所喜爱的社会学观念，即中产阶级理论中，这一点

被严重低估了。

与自孔德开始引进的观点相对，波普主张问题相较于知识与无知

之间的紧张的优先性。关于波普反对自然科学方法的错误转换，反对

“错误的和误导性的方法自然主义或科学主义”所说的全部内容，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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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意的。如果他批评社会人类学的教义，即他通过可避免的更高的

客观性，就是那些从外部来思考社会现象的人的客观性，取消了追问真

理和非真理的问题，那么他是一个好的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前

言”中，有些人就被黑格尔嘲讽，因为他们超乎事物之上，而没有在事

物之中。我希望柯里希①先生不要生我的气，也批评一下波普的报告，

他这是哲学，而非社会学。在我看来，一个将辩证法视为诅咒的学者，

发现自己被迫走向根植于辩证思想中的诸多表述，这是有说明价值的。

另外，被波普签准的社会人类学与方法对事情的独立性思想密切相关。

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叠床架屋的更多（ｍｏｒｅｓ）与特罗布里恩群岛

落后的仪式相比起来，它肯定是有它的优点的，像一个野蛮文化的苍白

的理论那样。但是对坐标系选择的臆想的自由却突变为对客体的伪

造，因为关于现代国家的任何一个成员，说出其对这个的经济体系的从

属性，要比那些死亡和禁忌的漂亮类比实际上说出的内容丰富得多。

在我对波普批评科学主义和问题的优先性命题的赞同中，或许我

必须再进一步，如果他同意的话。因为社会学的对象本身，即社会，它

和它的成员维持其生活并同时经受着毁灭的威胁，这才是重要的问题。

但这就是说，社会学的问题并不总是通过发现而产生的，“我们的不可

靠的知识中有不对头的地方……我们的不可靠的知识与不可靠的事实

之间的矛盾”②。矛盾，如波普在此至少会猜想的那样，必定是一个单

纯出现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东西，对主体来说它仅仅表现为应该进行

的判断的不充分性。而毋宁说，它在事情中有其高度现实的位置，而根

本不是由于增长了的知识和更加清晰的表述在世界之外创造出来的。

这样一种在事情中必然地发展出的矛盾的最早的社会学模型，是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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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ｎé Ｋｎｉｇ（１９０６—１９９２），德国经验社会学家，其奠基的“科隆学派”（Ｋｌｎ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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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哲学译丛》１９８５年第 １期。



著名的黑格尔“法哲学”的第 ２４３ 节：“人们通过他们的需要而形成的

联系既然得到了普遍化，以及用以满足需要的手段的准备和提供方法

也得到了普遍化，于是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两重普遍性可

以产生最大的利润；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约束于

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日益增长。”①有一个模糊的地方

需要稍微指出一下：在波普那里，问题仅仅是认识理论的问题，而在我

看来它同时也是某种实践的问题，最终乃是世界的成问题状态。但是

对此做这样的区分也是有道理的。如果人们将内在的问题与现实的问

题极端地割裂开（这些现实问题在它们的形式主义中纯粹地反映出

来），那么就会将科学拜物教化。没有任何一种逻辑绝对主义，塔斯基

的或者胡塞尔的，能够颁布法令，让事实数据臣服于逻辑原则，这些逻

辑原则的有效性要求得益于清除所有事实内容。我必须满足于此，回

忆一下《认识论的元批判》中对逻辑绝对主义的批判，在那里这是与对

社会学相对主义的批判结合起来的，当时我对波普先生还不太熟悉。

另外，社会现实的矛盾性的观念，并不破坏其知识，交付给偶然事件，这

是由于这个可能性，即甚至将矛盾理解为必然的，并从而将合理性扩展

到其上。

方法并非依赖于方法论理想，而是依赖于事实。在问题优先性命

题中，波普怀有隐秘的算计。他断言社会科学成就的质量与其问题的

意义和兴趣之间存在着确然的关系，那么接下来无疑就是对这种无关

联性的意识，按照这种无关联性，无数的社会学研究就会被这样来评

判，它们屈从于方法上的第一性，而非对象的第一性；它们为了自身之

故而继续提出方法，事先挑选出对象，以让那些已经掌握的方法能够处

理之。波普关于意义或者兴趣的谈话内容指出了有待研究的事情本身

的分量。对它唯有以这种方式才能定性，即其与对象的关系也不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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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来进行判断。范畴之网结得如此紧密的地方，即某些处于网络下

的东西被意见的惯例所遮蔽，即使是科学的对象，那么这张网所没掌握

住的那些偏离现象就会获得有时意想不到的分量。对其特性的这种洞

见也会解释那被视为核心领域的东西，但绝非向来如此。这个科学理

论的动机可能与弗洛伊德致力于研究“现象世界的剩余”的决心曾经

不无关系；在西美尔的社会学中，它恰恰表明自身是成果丰富的，当他

质疑体系性的总体，沉浸到社会学的详细研究，例如对敌人或者是演员

的详细研究之中。即使是对问题的关联，人们也不必变得教条化；对研

究对象的挑选的合法性获得，在很大范围内是按照社会学家在他所挑

选的客体上能看出什么；而不是为了那些无数的、仅仅为了学术升迁而

乐于进行的项目提供借口，在这些项目中，课题的不相关性与研究技术

家们的枯燥乏味幸运地结合到一起。带着些许谨慎，我也想揣摩一下，

在问题相关性之外，波普赋予真实方法的那些特征。诚实，即不虚构，

即表达出一致的东西而不拐弯抹角，这应该是不证自明的。但是在实

际的科学活动过程中，这条规范常常被可怕地误用。从而，一个人纯粹

地沉浸于事情之中，就意味着他没有将自身的任何东西带到事物之上，

而是将自身等同于一个记录装置；取消想象力或者创造性的缺乏，被作

为科学的伦理强加下来。我们不应该忘记，坎特里尔和艾尔波特

（Ｃａｎｔｒｉｌ ａｎｄ Ａｌｌｐｏｒｔ）①在美国给对诚实理想的批判带来了什么；包括在

科学当中，诚实被视为纯粹虚荣的浮华，即想要看出某种特别的东西，

并且因此已经开始一道附和了。同样爽直和简单在事情复杂的地方并

不是无可置疑的理想态度。健康的人类知性的答案在这样一个广度上

让它的范畴涉及现存事物，即它倾向于增强现存事物的面纱，而不是穿

透它的面纱；就爽直的方面说就是，人们通向知识的道路是难以预期

的。就当前社会学的现状，我想在波普先生所谓的科学品质的标准下，

强调其推荐的答案中的大胆和魄力，这本身当然也仍是被反复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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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问题的范畴也不应该被物化。谁想在某种程度上不偏不倚地掌

控自身的问题，就会碰到如下情况，即承认只会加强所谓无前提性的禁

忌。不少人都是已经有了答案；它涉及某个东西，而人们接下来事后构

建出问题。但这不是偶然的：社会作为一个概括性和汇总性的东西，相

对于其诸多单个表现的优先性，通过这样一些洞见表达出来，这些洞见

源于社会的概念，并且通过已然被接受了的东西与特定素材的对抗才

转化到单个的社会学问题之中。或许一般地说，知识论问题，被培根和

笛卡尔以来的伟大哲学独立地提出并流传下来的知识论问题，即使是

在经验主义者那里，也是自上而下地被构想出来的。相对于新鲜地完

成的知识，它们在多方面仍显得不相称；从这些知识看来，它们已经将

一套陌生和外在的科学规划裁剪为归纳或者演绎的连续性。在知识论

已经完成了的任务中，尤其需要反思的是［如柏格森（Ｂｅｒｇｓｏｎ）注意到

的那样］，这究竟是怎样被认识到的，而非按照一个逻辑或者科学模型

来描述知识成就，而创造性的知识根本就是不符合这个模型的。

在波普的范畴框架中，答案的概念是归属于问题概念的。答案被

建议提出并接受批判。借助于批判的这个关键特征，朴素且远离知识

的观察第一性学说，便取得了一个关键性的位置。社会学知识事实上

就是批判。但是在这里却付诸阙如，正如科学立场与此的决定性差异

毋宁说常常变得微妙，即它似乎应该带来了宏伟的世界观概念。波普

说，如果一个答案尝试不能得到事实性的批判，那么就应该被作为非科

学而被排除，即使可能仅仅是先行排除。这至少是有歧义的。如果这

种批判指的是回溯到的所谓的事实，即将思想完全兑换为观察到的东

西，那么其所期望得到的不过是将思想拉平为假设，并且社会学便被夺

走了那种本属于它的预测因素。存在着这样的社会学定理，它作为对

表面背后的统治性社会机制的洞见，本身是出于社会的根据与诸多表

象相矛盾，即它从这些表象出发不可能充分地得到批判。它们的批判

是坚持不懈的理论，是持续思想的责任，而非（如波普先生没有说出的

那样）跟笔记条文相对抗。因此，在社会中，事实并不是最终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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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让知识可以附着于其上，因为事实本身就是通过社会而被中介了的。

并非所有的理论原理都是假设；理论是最终目的，并不是社会学的

工具。

在将批判与反驳努力相等同这一点上似乎还需要停留一下。反驳

只有作为内在批判，才是富有成果的。黑格尔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

在关于“概念的判断”问题上，“大逻辑”第二卷写下这些句子，它们可

以抵得上后来对价值的大部分语言：“善、劣、真、美、正确等宾词表示

事情在其普遍概念里，即在全然事先建立的‘应当’里，得到衡量，是与

概念一致或不是。”①从外部出发，所有事情都是可反驳的，同时也没有

什么事情可以反驳。怀疑主义者适合这种讨论游戏。它见证了对有组

织的科学这个真理主管机关的信任，面对怀疑主义社会学家都应该是

很脆弱的。考虑到科学性的思想控制拥有特别的分量（社会学本身也

要承认其为条件），波普要为批判的范畴留出中心位置。批判的冲动

与对向来流行的意见的固化的一致性的反抗是一回事。这一动机在波

普那里也出现了。在其第十二条论纲中，他将科学的客观性与批判的

传统严格地等同起来，这个传统“总是不顾任何反对，使批判占统治地

位的教义能够进行”②。像不久前的狄尔泰和更早的黑格尔一样，他呼

吁开放的、非固化的和非物化的思想。对这种思想来说，实验性的因

素，如果不说是游戏性因素的话，是必不可少的。但我无论如何都不能

不怀疑，是否能将其与尝试的概念毫无保留地等同，并引其为颠扑不破

的原理。在其所产生的语境中，“尝试”这个词是有歧义的；它恰恰携

带着自然科学的联想并且转而将矛头指向这种自身无法检验的思想的

独立性。但是某些思想，并且最终是本质性的思想取消了这种检验，并

占据真理的内容：因此与波普是一致的。其实没有任何实验能令人信

服地说明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对总体性的依赖，因为形成可把握社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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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总体，本身并不进入任何特殊的尝试程序。但是有待观察的社会

事物对整体结构的依赖，实际上要比任何单个事物中不可辩驳地可证

实的发现要有效得多，而所有一切不过是精心编造的思想谎言。如果

人们不想最终将社会学与自然科学模型相混淆，那么尝试的概念就必

须也要延展到这种思想，它饱含着经验的力量，超出经验，以把握经验。

在社会学中不同于在心理学中，狭窄意义上的尝试没有什么创造

性。———在社会知识中，思辨的因素并不缺乏，反而是社会知识不可或

缺的因素，即使曾经使得思辨大获繁荣的唯心主义哲学已经成为过去

了。当然也可以转变一下，即批判与答案之间不应该割裂开。答案有

时候是优先的、直接的以及暂时的批判，通过批判它才得以被中介到知

识的进步过程中来；但首先批判的形象也是反之亦然，如果它显而易见

地成功了，那么答案已然被隐含在其中了；二者向来都不可能是从外部

进入的。这就涉及规定了的否定这个哲学概念，波普距此其实已经不

远了，尽管他声称对黑格尔没有什么好感。由于他将科学的客观性与

批判方法等同起来，他就强调将这种方法提升为真理的机体。今天的

辩证法家没有谁能走得更远。

由此我很担心一个后果，波普的报告没有说出来，而我也不知道他

是否预见到了。他将他的立足点称之为批判的———一个十分非康德意

义上的批判。但是一旦我们像波普那样看重方法对事物的依赖性，如

他规定的对事物的关联和兴趣是内在于社会知识的尺度，那么社会学

的批判工作就不仅限于对其命题、原理、概念框架和方法的自我批判和

反思。它同时也是对对象的批判，而所有主体方面的东西，所有被囊括

进组织化的科学的主体，所有有确定位置的因素都依赖于这个对象。

如果可以将操作方式定义为工具性的，那么它在对象上的对应物总还

是被要求的，也应该是隐藏着的。如果它缺少这样的对应物，那么操作

就是非创造性的。事物还是应该按照自身的分量在方法中发生作用，

否则即使最精致光鲜的方法也是坏的方法。这里涉及的无非是，事物

必须表现在理论的内涵之中。何时社会学范畴的批判仅仅是对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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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判，何时在事物与概念之间的差异成为事物的负担，即事物并不是

概念声称其是的东西，是由有待批判的理论的内容所决定的。批判的

道路并不仅仅是单纯形式性的，而且也是质料性的；批判的社会学，如

果真有这个概念的话，按照其概念必然同时也是对社会的批判，如霍克

海默在他关于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论文中提出的那样。康德的批判

主义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这样。他针对上帝、自由和灵魂不死的科学判

断提出的东西，反对这样一种状态，即人们考虑通过歪曲事实的方式挽

救那些已然损失掉其神学约束力的理念。康德的术语，欺诈，在思维错

误中就是自身负有责任的撒谎。批判主义就是战斗性的启蒙。但是，

若批判的思考在现实面前止步，在工作中满足于自身，那么作为启蒙就

很难获得进步。因为它剪除了自身的动机，那么它必定也会漫不关

心———将受管制的研究与社会的批判理论做对照就鲜明地揭示出这一

点。时下应该正是社会学反抗这种藏匿在无形的方法背后的漫不关心

的时候。因为知识存活于与其自身不同的东西的关联中，与他者的关

联中。但是如果这种知识只是在批判的自身反思中单纯间接地执行，

那么它就能不满足于这种关联；它必须过渡到对客体的社会学批判。

如果社会科学———我在此不预先断定这些命题的内容——— 一方面将

自由社会理解为自由和平等，另一方面由于决定着人与人之间不平等

关系的社会权力而反驳自由主义观念中的这些范畴的真理内涵，那么

它涉及的就不是通过更加正确的定义来清除的逻辑矛盾，或者为了事

后添加上经验限制，限制其定义出发点上的差异，而是社会本身的结构

性特征。但是如果这样，批判就不仅仅是为了科学关系的一致性而重

组矛盾命题的问题了。这种逻辑性会因为推脱现实的分量而变成错误

的。我想要补充的是，这个转向刺激到了社会学知识的概念手段；社会

的批判理论将社会学知识那持久的自我批判指向另一个维度。我在此

只想回忆一下，我将对组织化的社会科学的天真的信任称为真理的担

保人，究竟暗示了什么。

所有这一切无论如何都预设了真理与非真理的划分，这是波普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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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地坚持的。作为怀疑论相对主义的批判者，他如此激烈地批判了尤

其受到帕累托和曼海姆影响的知识社会学，正如我重复做过的那样。

但是所谓的总体意识形态概念，以及真与不真的模糊化，并不是经典的

意识形态学说的题中之义（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它表现的是这个

概念的一种衰落的形式。它与这一尝试是结合在一起的，即让那种学

说接受尖锐的批判，并且在科学运作中将其中性化为一个科学分支。

曾经，意识形态被称为社会必然的假象。意识形态批判在具体的证据

上与一个定理或者一个教条的非真理性结合在一起；单纯的意识形态

猜测，如曼海姆所说，是不够的。马克思曾经以黑格尔的方式嘲笑其为

抽象的否定。意识形态从社会必然性之中推导出来，并没有减轻对其

真理性的判断。将它从商品拜物教特征［被称为第一的假象（ｐｒｏｔｏｎ

ｐｓｅｕｄｏｓ）］这样的结构性法则中推导出来，正是要将其置于科学客观

性的尺度之下，波普也着意于这种客观性。人们习以为常的关于上

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谈论，已经将这一点简化了。知识社会学（它将

正确意识与错误意识之间的划分软化）做出的举动，好像它是科学客

观性意义上的进步似的，但通过这个软化，它却倒退到马克思那里被

彻底客观地理解的那种科学概念的后面去了。只有借助于视角主义

这样的胡扯和造新词，总体意识形态概念才能跟世界观上空洞无物

的粗陋相对主义保持距离。从而，对于知识社会学的公开或者秘密

的主观主义，波普的批判是有道理的，并且在其批判中，宏大的哲学

与具体科学的工作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是绝不能与所有人类知识的

相对性的普遍一致相互混淆的。如果波普批判的是科学的客观性被

科学家的客观性污染，那么他击中的是一个完全被矮化了的意识形态

概念，而非真正的意识形态概念。真正的意识形态概念指的是，虚假意

识之客观的、与单个主体以及其多重立场相独立，在社会结构分析中可

以被证实的规定；另外这一思想，即使不是回溯到培根也是要回溯到爱

尔维修。热衷于考虑与单个思想家的立场捆绑起来，产生了一种虚弱，

即固执于曾经获得了的关于真理的客观的扭曲洞见。它与这些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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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整个的心理学之间了无关系。简言之，我与波普先生对知识社

会学的批判是一致的，从而也是与那种未注水的意识形态学说是一

致的。

在波普那里，正如曾经在韦伯的著名论文中那样，关于社会科学之

客观性的问题是与价值中立问题结合在一起的。在他那里，这个问题

仍未被忽略，即这个时下被教条化的范畴，这个只有借助于实用主义的

科学运作才能更好理解的范畴，必须得到重新思考。客观性与价值的

分离并非如其在韦伯那里读出的那么令人信服；在韦伯的文本中，这个

论点当然被评价得比它的啦啦队所期望的都要高。如果波普将无条件

价值中立的要求称为悖论性的，因为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本身也是价

值，那么这个洞见就并非如波普所估计的那样不重要。从其中是可以

引出科学理论后果的。波普强调，科学家的价值是不可能被禁止或者

被毁掉的，除非他作为一个人类也作为一个科学家被毁灭。但这说的

不仅仅是某种单纯知识实践的东西；“他作为科学家而被毁灭”涉及的

是科学的客观性本身。价值行为与价值中立行为的分裂是虚假的，一

旦价值和价值中立都被物化的话———的确，一旦精神的行为不能按照

偏好逃离物化的立场。被称为价值问题的东西，只是在这一阶段中才

成立，在其中目的与手段为了顺利实现自然统治的目的而被撕裂开；在

其中目的那种非但不减，反倒增加的非理性那里，手段的合理性获得长

足增长。康德和黑格尔也还没有使用在政治经济学中安家落户的价值

概念。价值概念只是到了洛采（Ｌｏｔｚｅ）才挤进哲学术语表的；康德在实

践理性中关于尊严与价格的区分与它应该是不兼容的。价值概念形成

于交换关系之中，一个为了他人的存在。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所有东西

都已经变成了这种功能性的东西———被波普觉察到了的对真理的否认

公开了这同一个事实状态；当“为他”这个概念变得不真实之后，当其

逐渐习惯于随心所欲地以流行的兴趣填充经验的真空之后，这个“为

他”就自身妖魔化为“自在”，妖魔化为实体性的东西。那些后来被人

们认可为价值的东西，并不处于事情的外部，并不是事情对面的分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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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ｏｒｉｓ），而是其内在的东西。事情，作为社会知识对象的事情，并不

是一个没有应当的东西（Ｓｏｌｌｅｎｓｆｒｅｉｅｓ），并不是单纯的定在者，它只有

经过抽象的削减才能成为这个单纯的定在，正如不能将价值牢牢钉在

理想天空的彼岸。对事情的判断肯定需要主观的自发性，它总是会同

时被事情预先规定，并非如韦伯想象的那样，形成于主观的非理性决断

之中。用哲学的语言说，这种判断就是事情关于自身的一个事情；事情

的脆弱性在此也得到见证。这判断在与这个总体的关联中形成自身，

这个总体藏在其本身之中，而不是直接给出的，不是事实性；这样就过

渡到这个命题，即事情应该用其概念来衡量。总的价值问题，是社会学

以及其他学科所携带的负担，但由此看乃是以错误的方式提出来的。

装作价值中立的关于社会的科学意识，忽略了这样一个事情，即它是建

立在或多或少地被预先规制并武断地确立的价值之上的；如果人们屈

从这一选项，那么他便会陷入悖论之中。即使是实证主义也无法摆脱

这些悖论；涂尔干，尽管他的物本主义（Ｃｈｏｓｉｓｍｅ）尤其在实证主义思考

上要胜过韦伯，但在他的宗教社会学中这也仍是一个待证主题（Ｔｈｅｍａ

ｐｒｏｂａｎｄｕｍ），他并不承认价值中立。波普在这个意义上对此悖论是有

所贡献的，即他一方面拒绝知识与价值之间的划分，另一方面又希望知

识的自我反思将本内涵于其中的价值内在化；就是想说，其真理内涵并

不为了证实什么东西而被歪曲篡改。其所期望的两个方面均是合法

的。这个意识仅仅是将其悖论纳入了社会学之中。存在与应当的二分

法就像历史的强制一样是虚假的，并且因此而不能简单地忽略。只有

通过社会批判透视到其强制性，它才会变得清楚明了。事实上，价值中

立行为不仅在心理学上，而且在事实性上也是不可能的。社会，社会学

最终是指向关于它的知识；如果社会学不想作为单纯技术的话，一般都

会围绕一个正确社会的观念而结晶出来。这个正确社会不应该被作为

现存的东西抽象地被证实，也就是当作预先给予的价值被证实，而是发

源于批判，也就是发源于关于社会矛盾和社会必然性的意识。波普说，

“因为尽管我们不能合理地证明我们的理论，而且甚至连它是或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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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证明，但是我们能够合理地批判它”①，这不仅是对社会，而且对

关于社会的理论都是如此。这就会导出一种态度，它既不仅仅抓住价

值中立（这会蒙蔽社会学的本质兴趣），也不会从抽象和静止的价值教

条主义中推导出来。

波普看透了那种价值中立的知识社会学那种天真的主观主义，知

识社会学尤其得益于其在科学上的无偏见性。顺理成章地，他还攻击

了社会学的心理主义。在此我同意他的意图，但或许我可以参引一下

在霍克海默的纪念文集中的那篇文章，在其中两者的不一致性在人的

科学这个稀薄的种概念下被概括为几条。但是，驱使我和波普走向同

一个结果的动机，并非同一个动机。在我看来，将人与社会周遭区分开

来是有些外在化了，尤其是过于倾向于上述科学蓝图，而波普是从根本

上拒绝这种科学的假设的。心理学承诺要研究的主体，并不是如人们

所说的被社会影响，而是其最内在部分都是通过社会而被构型了的。

人的自在的基底，即被存在主义再次复活的跟周围环境相对立的人的

基底，始终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物。反过来，以社会的方式发生影响的周

围世界，则是由人，由社会所产生的，尽管是以如此间接和匿名的方式。

尽管如此，心理学不能被视为社会科学的基础科学。我想简单地回忆

一点，即社会化的形式，使用英语研究机构的语言说，已经借助于其内

在动力独立于活生生的人类以及心理学，作为人类的如此陌生同时又

超强力的对立面出现，以至于回溯到原初的行为方式，如心理学所研究

的那样，也就是回溯到典型的、有说服力的普遍化的行为模式，都无法

到达在人们头上发生的社会过程。无论如何，由于社会相对于心理学

的优先性，我不会像波普那样得出两种科学之间彻底互不依赖的结论。

社会是一个总体过程，在其中被客观性所包围、操纵和赋形的人也反过

来对客观性施加影响；心理学本身很少进入社会学，正如单独个体之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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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进入生物学种类及其自然史一样。完全可以肯定的是，法西斯主义

是不能用社会心理学来解释的，正如人们有时候会误解“权威主义人

格”那样；但是如果那些与权威主义相结合的特征没有出于以社会学

方式透视的原因而如此广泛传播的话，法西斯主义无论如何是没有大

众基础的，而离开这个基础，它就不可能在一个社会成功掌权。社会过

程的自律因此就不是自在的，而是奠定在物化之中的；即使是与人类相

陌生的过程也仍然是人类的。因此这两个学科之间的界限是如此的不

绝对，正如社会学与经济学之间一样，或者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一样。

社会作为总体性，这个洞见还隐含着，所有人都在总体性中起作用，并

且根本不必须是毫无保留地相互还原的因素而进入知识；它们不能被

科学分工区域化。社会性的事物相对于个人性事物的优先性由事实得

以澄清，即个人在社会面前的无力，而后者在涂尔干看来直接的就是社

会事实（ｆａｉｔｓ ｓｏｃｉａｕｘ）的标准；但是社会学的反思也必须愈加针对科学

史的遗产，这个遗产诱使人们对这个后来的、在欧洲还总是不为“知识

的总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ｌｉｔｔｅｒａｒｕｍ）①公平接受的科学的自给自足过分

夸张。

女士们、先生们，波普先生在一次早于我的报告的通信中是这样描

述我们立场之间的差别的，即他相信我们生活在有史以来存在的最好

的世界，而我并不这么认为。至于他，为了使争论针锋相对，他的确有

点夸张了；在不同时代社会的糟糕之间进行比较，着实有些棘手；说再

没有什么社会比孵化出奥斯维辛的社会更好，我是难以接受的，而在这

点上波普先生对我的描述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只是不将对立理解为

单纯的立场，而是理解为可判定的东西；就立场哲学而言我们两人可能

是同等程度地否定的，就立场社会学而言也是如此。从对充满矛盾特

征的经验出发，这并不是什么主观偏好的出发点，而是构成社会学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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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的动机。用波普的话说，只有对现存社会能够进行另一种思考的

人，社会才会成为问题；只有通过其所不是的东西，才能揭开其所是的

面纱，而就此果真到达了这样一种社会学，正如其大多数计划的那样，

不满足于为公共的或私人的统治目的服务。或许这就是社会在社会学

这个个别学科之中不具有任何地位的原因。如果说孔德那里提出这个

新学科规划是出于如此目的，即在毁灭性的潜力面前保护时代的创造

趋势，保护生产力之解放，那么从那时候开始，社会学在这个出发点立

场上就没有做出任何改变。有所改变的是，它将这个出发点推向极端。

社会学本应该明确这一点的。孔德这位十足的实证主义者认识到那种

社会的对抗性特征是决定性的因素，而实证主义后来的发展却想将其

戏变为形而上学的思辨，从而实证主义后来的诸阶段上的愚蠢行为后

来再次证明，社会现实是如何沾染了它们的诉求。它的职业就是认识

这个现实。其中就有社会学必须越来越多地揭示的危机，它并不仅仅

是市民社会秩序的危机，而且也直接威胁到社会机体的总体存在。鉴

于社会关系那种赤裸裸地出现的强力统治，孔德的希望，即社会学可能

掌握社会权力的希望，被表明是天真的，它可能只是，为总体的权力拥

有者提供计划。社会学取消社会的批判理论就是退却：人们不敢冒险

去思考整体，因为人们必须怀疑改变这个整体的行动。但是如果社会

学因此就在服务现存事物的过程中对知识的准确信息宣誓效忠，那么

在不自由中的这种进步也会越来越多地损害那种细节洞见，并完全地

堕入漠不相关性，据说它以这种漠不相关性超越了理论。波普的报告

是以色诺芬的一句话结尾的，这象征着他像我一样在哲学与社会学之

间几乎不区分，这对今天来说有助于心平气和。但是色诺芬，尽管其有

爱利亚学派的本体论，也是一个启蒙者；甚至在他那里还发现了后来被

阿纳托尔·法朗士（Ａｎａｔｏｌｅ Ｆｒａｎｃｅ）①复兴的观念：如果动物也有上帝

３３

论社会科学的逻辑

① 阿纳托尔·法朗士（Ａｎａｔｏｌｅ Ｆｒａｎｃｅ，１８４４－１９２４），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
活动家。———译者注



观念的话，那么它与其本身的形象是相同的。这种类型的批判是整个

欧洲启蒙运动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今天这个遗产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

移交到社会科学手里。它意味着去神话化。这不仅仅是单纯的理论概

念，也不是不加选择的偶像破坏———这种破坏行为将正确与错误之间

的区别，将合理与虚假之间的差别打得粉碎。向来启蒙在祛魅这方面

所实现的东西，就其本义来说就是将人类从魔法中解放出来；过去是从

魑魅魍魉的魔法中解放出来，而今天则是从人类关系给人施加的魔法

中解放出来。启蒙，忘记这一点的启蒙，漠不关心地维持魔法原状并为

生产实用的概念框架而费尽心机的启蒙，自己破坏了自己的真理概念，

而波普还是将其与知识社会学对立起来的。在本来的真理概念中，社

会的正确建构是一道被考虑的，但不应该将其作为未来图景勾画出来。

以人为本，这点激励着所有批判性的启蒙，对这个人来说已然成为实

体，这个人只是在一个自身具有强力的社会中才得以产生出来。但是

在当今社会，社会性的不真是其唯一的索引。

（译者　 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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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论社会科学的逻辑

———从“实证主义争论”切入

谢 永 康

摘　 要：与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争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

的一个连续的传统，而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阿多诺与波普等人的论战，则是

其中最为著名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交锋。波普的理性批判主义恰

好处于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与当代实证主义之间，而其带出诸多实证主

义理论前提恰好给处于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中的批判理论家提供了攻击

的目标。针对波普对康德批判哲学的推崇，阿多诺首先认定波普只是

在形式上模仿了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而对其支撑整个认识论的同一

５３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法兰克福学派主体与主体间性问题的源流与意

义研究”（项目编号：１９ＡＺＸ００３）的阶段性成果。
这里我们将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理论和社会研究并列且不加严格区分。

由于涉及不同学派之间的分歧和争论，这几个概念各自侧重和角度有所不同，

但意义又相互重叠。就学科定位的意义上，我们将其统一于社会科学这个宽

泛范畴之内来讨论。这些术语在当时的社会学讨论中往往也是被混用的。

“实证主义争论”主要指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阿多诺、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
克福学派与波普等人就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德国社会学和社会哲学领域展开的

争论，此争论向前可追溯到霍克海默 ３０ 年代对实证主义的批判，阿多诺之后则
在哈贝马斯和实证主义社会学家之间展开。其中阿多诺与波普之间的争论影响

最为深远。波普其实很难说是典型的实证主义者，但由于其思想源于经验主义

传统，并且与实证主义共享着诸多观念，所以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等人将其处理为

实证主义。



性观念则置之不理，但后来的辩证批判则是基于这个同一性发展起来

的。黑格尔在肯定康德哲学的同一性核心的同时，指出其认识工具论

的外在批判缺陷，并试图以绝对精神的总体性来实现这种同一性，从而

实现真正的内在批判。阿多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认为黑格尔

的总体性事实上有其社会根源，其现实状态就是通过商品交换所构成

的现实总体性。同时他认为这种总体性本身是成问题的，而且正是这

个问题构成了批判的社会理论的现实动机。阿多诺试图承接古典哲学

的核心观念，将知识问题与实践问题，理论的奠基性与批判性结合起

来，以批评波普理论的非实践性。而作为结果，批判理论作为社会科学

方法论的角色始终含混不清，最终不得不面对批判标准和尺度的缺失

问题，而这正是批判理论进一步发展的着眼点。

关键词：社会科学　 批判　 理性　 证伪

阿多诺最重要的社会身份是哲学教授和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大学

社会研究所所长，并于 １９６３年当选德国社会学协会主席。这在一定程

度上标志着其理论贡献的主要领域。作为哲学家的阿多诺自不待言，

而对于社会学家阿多诺，除了音乐社会学、意识形态理论等特定的主题

之外，我们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其与波普之间的“实证主义争论”，或

者说关于社会学的方法论之争。与实证主义的争论，包含着阿多诺对

批判的社会理论的诸多自我理解和自我界定。法兰克福学派作为“学

派”的形成，与此有莫大的关系。作为批判理论的奠基人之一，阿多诺

理论工作中的“社会”要素体现在不同的层次：首先在最宽泛的意义

上，社会是批判理论的底色，无论涉及哪个学科的主题，阿多诺始终会

以社会作为其逻辑的最终支撑点和归宿；其次在研究主题上，阿多诺也

对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做了正面研究，其主要成果汇集在《阿多

诺文集》的第八卷和第九卷；最后是在研究方法上，阿多诺在战后对其

社会研究本身做了一系列的反省和自我界定。尤其是在“实证主义争

论”中，阿多诺就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勾勒出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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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特征，明确了批判理论与其他社会学学派之间的区别和界限。最后

一方面的工作因为涉及学派的自我理解，因此尤其具有理论价值。与

霍克海默在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区分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界定批判理论

任务和工作方式遥相呼应①，二战之后的阿多诺却更需要考虑批判理

论与政治形势的关联，同时也要更具体地面对其他学派尤其是波普的

批判理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一、经验的批判还是辩证的批判

二战后的社会科学家都必须面对一个迫切的政治任务，即反思集

权主义统治。一般而言，哲学家会将现实的统治与封闭体系以及构成

这个体系的概念总体关联起来，而这些又往往集中体现在某些哲学家

如柏拉图、黑格尔等人的思想中。为了祛除这种总体的统治，除了像阿

伦特等人那样尝试寻找前现代的解救资源，更多的哲学家还是试图以

某种方式恢复近代哲学中的批判性和理性主义精神，以炸开思想和现

实中的统治性结构。在这一点上，波普和阿多诺之间是一致的。阿多

诺在 １９６１年德国社会学大会的报告中说，他与波普之间有着“有如此

大量的、客观上的一致，简直令人惊奇。我常常不必针对他的论点提出

相反的论题，而能够先接受他所说的内容，并努力继续反思”②。波普

将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列为开放社会的“敌人”，因为社会的统治

性已然根植于他们的决定论体系，归根到底则是对理论及其使用的概

念本性的“偏见”。柏拉图和黑格尔作为阿多诺那里的“传统的”、“肯

定的”辩证法的作者，其哲学努力最终旨在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总体

体系，将经验事物囚禁于其中，而这种统治乃是由概念的拜物教所导致

的。而波普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与当时流行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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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Ｄｉａｍａｔ）相差无几，而对此阿多诺的确也是持激

烈的批评态度。所以初看起来，波普与阿多诺在关于现实问题与哲学

之间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以及解决问题

的路径，二者的立场却大相径庭：波普试图借助一种修改过的康德式批

判来破除概念体系的统治，而阿多诺则试图到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法

中去发掘解救的资源。

如前所述，波普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实证主义者，而通常被称为

一个理性批判主义者，但他却共享着实证主义的诸多基本信条。而这

些都可回溯到波普推崇的哲学家康德那里。康德说：“我所理解的纯

粹理性批判，不是对某些书或体系的批判，而是对一般理性能力的批

判，是就一切可以独立于任何经验
獉獉獉獉獉獉獉

而追求的知识来说的，因而是对一般

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进行裁决，对它的根源、范围和界限加以

规定，但这一切都是出自原则。”①康德的理性批判对象是人类理性独

立于任何经验而追求知识的能力，因而也就是形而上的理性能力。其

结果便是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以及不可能性，也就是说理性的批判具有

消极的和积极的两方面的结果。积极方面在于康德试图通过批判，从

特定的原理出发而对形而上学及其根源进行奠基，而消极的方面则涉

及人类理性的尺度，其针对的不仅是漫无边际的形而上学独断论，也包

括认为人类不可能获得理性知识的怀疑论。我们知道，康德为理性知

识奠定基础，关键在于自我意识（我思、先验统觉）的原理，而展示这一

原理，本身就是对怀疑论的驳斥，但是其对独断论的驳斥，则要借助于

人类理性有限性的一面，直言之就是其依赖经验的一面。用我们熟知

的方式表述，康德认为凡是科学知识都是先天综合命题，都必须拥有处

于时间和空间之中的经验对象，而对于任何超感官对象，我们均不能获

得知识，反过来说任何对超感官对象的知识主张，都是虚妄的。相对于

之前强大的唯理论传统，这个独断论批判是革命性，康德本人甚至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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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哥白尼在天文学领域中的革命相提并论。

康德通过经验批判形而上学的方法源远流长，向前可以追溯到唯

名论传统，而往后则延续到 ２０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者

认为，面对形而上学必须重新启用“奥康姆剃刀”，将没有经验对应物

的概念剔除。这其中包含着康德式的批判精神，但是这个批判却已经

将康德的哲学概念纳入其对象范围。实证主义者认为，知识中只有两

个部分是可靠的，一是形式逻辑，一是直接经验，而康德那里归属于

“我思”的范畴则是不可靠的，黑格尔、海德格尔等形而上学家使用的

概念就更是如此。因此科学知识本质上就是逻辑的正确和经验的证实

的组合。但是波普看到了这种经验主义学说的缺陷，即直接和有限的

经验其实无法保证知识的普遍有效性，这其实也是康德早就考虑到的。

所以波普将证实的理论做一个翻转，认为科学理论的科学性，本质上在

于其能够被证伪，而非证实。直接经验不能保证知识的有效性，但是却

足以否定知识的有效性诉求。而如果立足于证伪，那么这种批判便只

能得出否定的结论，任何对知识的正面主张就至多是暂时性主张，普遍

的逻辑是纯形式的，而经验又不能支撑有效的知识，所以批判在波普这

里不过是表明，“到目前为止，我们解决问题的尝试似乎还能承受我们

的最尖锐的批评。超越这一点的实证主义的证实是不存在的”①。这

样知识活动就被理解为一个试错的过程，任何知识都是不能被证明证

实的，而对它的批判不过是证明它暂时还有效。显然波普的理性批判

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改装过的实证主义，而其基本精神则是经验论传统

中一贯的形而上学批判，这的确构成了康德理性批判的一部分。

波普的确在不止一个地方表达了对康德批判哲学的推崇，但是正

如阿多诺直接指出的，其批判概念恰恰是“十分非康德的”②。我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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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康德的理性批判不仅仅意味着对理性的批判，也意味着这个批判的

主体是理性自身，这意味着批判是理性主体的自我批判，而且被揭露的

幻象恰恰是理性要为之负责的。这就是说，理性的批判并不是像波普

那种“质检”工作一般的活动，而其最终目的是要为知识提供基础和可

能性条件。在波普看来，理论不过是一系列假说，而且很多是脱离经验

的形而上学假说，与事实本身没有本质上的联系。基于外在性，波普就

将批判理解为一种外在操作，其理论方法或者工具是随时可以放弃和

更换的。这就使得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之间相脱离，知识被理解为各种

“尝试”。这种尝试是必须要经得住批判的，本质上就是暂时经得住批

判。但是这种无法自证为永远经得住批判的尝试，其两端却是同样无

法证伪的前提，一是客观的逻辑，一是客观的经验。这两端对于波普来

说是不可再深究的，也正因此而成为批判知识的工具。这就与康德的

知识论相去甚远了，因为在康德那里，逻辑与经验之间如何统一以构成

知识乃是知识论的核心问题，这两者都不是不可穿透的最终标准。所

以在康德那里，批判才将“我思”这个中间环节引入进来，成为知识的

“至上原理”。这个“我思”既是构成知识的机关，也是进行知识批判的

机关。所以，批判在康德那里是一种自我反思的行动，主体从不置身事

外。阿多诺说：“批判主义就是战斗性的启蒙。但是，若批判的思考在

现实面前止步，在工作中满足于自身，那么作为启蒙就很难获得进步。

因为它剪除了自身的动机，那么它必定也会漫不关心———将受管制的

研究与社会的批判理论做对照就鲜明地揭示出这一点。时下应该正是

社会学反抗这种藏匿在无形的方法背后的漫不关心的时候。”①的确，

康德在探讨启蒙和批判等概念时始终强调主体对谬误和蒙昧状态负有

责任，而波普在截取康德批判的激进一面之后，却设定一个外在的批判

者和批判方法，对于知识的构成前提也不做检查。

０４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Ｗ． Ａｄｏｒｎｏ，Ｚｕｒ Ｌｏｇｉｋ ｄｅｒ Ｓｏｚｉａ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ｉｎ 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 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
Ｂｄ．８．Ｓｕｈｒｋａｍｐ Ｖｅｒｌａｇ，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 Ｍ １９９７，Ｓ．５５７．



要理解阿多诺对波普的批评，首先要将其与康德剥离开，但是并不

意味着阿多诺是站在康德的立场之上。阿多诺说：“批判的道路并不

是单纯形式性的，而且也是质料性的；批判的社会学，如果真有这个概

念的话，按照其概念必然同时也是对社会的批判，如霍克海默在他关于

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论文中提出的那样。康德的批判主义某种程度

上说也是这样。”①宽泛而言，阿多诺的意图是捍卫社会科学领域中的

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甚至是“思辨”的传统，这个传统的开端当然是康

德。但是康德仅仅是开端而已，其开启的内在批判和自我反思的传统，

在黑格尔那里走向更加彻底的立场，而这种彻底化本身就包含着康德

批判。尽管康德的理性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是涉及内容的，但是仍然保

持一个工具论的基本结构。康德的认识批判有这样一个假设，即我们

的认识活动本质上是通过工具或者媒介去认识对象，而检查这种追求

真理的行为首先要从检查工具和媒介开始。他假定着“绝对站在一边

而认识站在另外一边，认识是自为的与绝对不相关联的，却倒是一种真

实的东西，换句话说，认识虽然是在绝对以外，当然也在真理以外，却还

具有真理性———这样的一种假定，不禁使人觉得那所谓害怕错误，实即

是害怕真理”②。康德的知识批判尽管是主体的自我批判，但是他假设

了主体之外的自在的真理却又无法达到，从而从康德那里开始同一性

理想就无法实现。

黑格尔的康德批判导向一种总体范畴，即不仅要将真理理解和表

述为实体，而且要理解和表述为主体。③ 这个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最终

就是绝对精神。阿多诺显然并不认同绝对精神为绝对真理，但是他却

不否认社会甚至整个人类生活已经发展为一个总体。这个总体正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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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研究和批判的对象，批判者不仅始终处于这个总体之中，而且也试

图超出这个总体之外。“其实没有任何实验能令人信服地说明任何一

种社会现象对总体性的依赖，因为形成可把握社会现象的总体，本身并

不进入任何特殊的尝试程序。但是有待观察的社会事物对整体结构的

依赖，实际上要比任何单个事物中不可辩驳地可证实的发现要有效得

多，而所有一切不过是精心编造的思想谎言。如果人们不想最终将社

会学与自然科学模型相混淆，那么尝试的概念就必须也要延展到这种

思想，它饱含着经验的力量，超出经验，以把握经验。”①这里阿多诺理

解的社会学批判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之中，一方面他必须接受社会

总体这个事实，而这个总体事实在今天又带有虚假性。也就是说，批

判理论也将统治性与总体性关联起来，其根源乃是概念的拜物教化，

但是祛除这种拜物教的方式必须是概念自身的“祛魅”，必须是黑格

尔的否定性之后的再次否定。显然辩证法并不完全反对康德式的批

判，但是这种批判是从概念活动内部发出的，其结果就是新形态的辩

证法。

二、社会学问题与社会学事实

批判方法的不同选择，并非阿多诺与波普之间的主观分歧，因为方

法最终要依赖于它的研究对象。波普认为，社会学批判产生于其遇到

的“问题”：“如果能说科学或者认识从何开始的话，那么认识并非开始

于感觉或者观察或者资料及事实的收集，它开始于问题。没有问题，就

无所谓知；同样，没有问题就无所谓无知。这就是说，认识开始于知与

无知的矛盾：没有知识就无所谓问题；没有无知就无所谓问题。这是因

为，每一种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发现了我们的不可靠的知识中有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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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的地方；或者逻辑地认为，由于发现了我们的不可靠的知识与事实的

矛盾；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发现了我们的不可靠的认识与不可靠的事

实之间的矛盾。”①问题在科学中处于优先地位，波普的这个主张阿多

诺是同意的。但是其中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却需要进一步深究。

在波普看来，问题就是发现了我们的知识有不对头的地方，发现了认

识与事实之间存在矛盾。这是一种相对朴素的说法。这个问题本质

上是主观的问题，即知识与事实之间产生了矛盾。因此，知识的批判

自然地就是检查我们的主观知识，批判活动中的各个元素其实是相

互独立：批判的对象、批判的标准和批判主体在本质上没有关联。但

如果这样的话，知识与事实之间的对应关系就首先成为一个非反思

的预设前提。

波普批判方法的一般结果是命题与事实的对应关系是可以的，但

却仅仅是暂时有效的，这个批判本身却已然预设了这种对应是当然的，

正如其质疑概念的使用但却又只能首先运用概念来提问一样。② 波普

不得不纠缠于知识与事实之间的区分。应该说这种区分是符合我们的

常识的，但是如果作为一条原则来坚持的话，就会导致扭曲科学观。如

阿多诺所说：“在波普那里，问题仅仅是认识理论的问题，而在我看来

它同时也是某种实践的问题，最终乃是世界的成问题状态。但是对此

做这样的区分也是有道理的。如果人们将内在的问题与现实的问题极

端地割裂开（这些现实问题在它们的形式主义中纯粹地反映出来），那

么就会将科学拜物教化。”③事实上这种科学的拜物教化，普遍地存在

于哲学的唯心主义之中，而这种唯心主义又不过是社会过程的一个表

征。这其中包含着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对社会学而言，这种区分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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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是有限度的，社会学在认识论层面的任务乃是要寻求两者的统一

性；但是阿多诺的理论却不满足于像康德那样为社会学知识奠定基础，

他力图将这种二分扩展为整个近代哲学尤其是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结

构，并指出必须将这个基本结构放回社会过程的总体之中，以最终将这

种科学观念鉴别为一种拜物教观念。所以阿多诺的理论中包含着批判

和“元批判”两个层面，就为社会学知识奠定基础的意义上，阿多诺会

认为指出社会过程的总体性就已足够，而就这种科学观念的社会根源

来说，则是对古典时代知识批判的二阶批判，阿多诺将这一工作视为其

核心任务。这两个层次的工作在阿多诺那里是一个总体性的工作，但

是若力图厘清两者的关系便可能出现问题，元批判的成果在何种意义

上影响到知识奠基工作。

显然，阿多诺这个计划恰好与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胡塞

尔的纯粹逻辑和严格科学的理想相对立，而阿多诺又恰好是从对胡塞

尔的批判走向社会研究的。我们知道，阿多诺大学时代的导师是新康

德主义者的柯内留斯，他也是胡塞尔当时的一个主要论敌。当然，阿多

诺对胡塞尔的批判最终超出了新康德主义的范畴，也就是从柯内留斯

的经验论走向了社会研究。阿多诺对胡塞尔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关于物

的问题，如其学生内格特所说，“非同一物的问题域在阿多诺那里首先

是锁定在物的问题上。胡塞尔现象学从其最早期著作一直到晚年始终

陪伴着阿多诺，这是绝非偶然”，“是否成功地脱离唯心主义，并拯救哲

学，还是在半透明的伪具体性中残留现象世界的经验多样性，全系于物

的问题”。① 当然，阿多诺尽管认为胡塞尔哲学是德国唯心主义之后的

最重要努力，但是这个努力仍然是局限在唯心主义内部的，并未真正超

出唯心主义的问题框架。“直观给予物中的最初的东西不应该与自然

主义的、经验的自在部分有任何关系。所以阿多诺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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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意识对象物根本不应该被划归位置和空间行的外部世界。胡塞尔

已经清除了唯心主义的任何思辨的残余，并达到了他所可能的最大程

度的实在性，但是并没有挣脱唯心主义。”①要真正走出唯心主义，便意

味着达到真正的实在性，而这就必须放弃传统的物的问题，揭示认识问

题的真正起源。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阿多诺将认识中的思维和概念理解为一种人

类活动，其原型乃是劳动和社会生活：“思维本身已是对所有特殊内容

的否定，是对强加于它的东西的反抗；这一点是思维从劳动与其质料的

关系，从它的原型那里继承下来的。”②所以，社会学研究的社会，就不

是外在地规划而来的研究对象，而是已然内在于思维和认知逻辑之中

的。“真实的社会生活过程，不是某种通过分配而运进哲学中的私货，

相反，这个过程是逻辑内容本身的核心。”③但是，这种社会内容对于普

通科学来说却是妨碍其有效性的不纯粹的起源，因此越是纯粹的真理

要求就越是排斥其逻辑的起源，这种矛盾事实上支配着整个的认识论

历史。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典范数学之中，数本身本质和发生却是不能

进一步追问的，而是首先被接受为先天和普遍的，这种先天和普遍则同

样源于社会过程中的排他性程序。所以在科学取得长足发展的今天，

一般的科学就转变为一种统治性的力量，或者对社会权力产生程序的

单纯接受。“数学通常会将数是什么这类问题当作数学之外的而打发

掉那样，哲学应当只关心普遍有效的东西的结构及其条件。然而，因为

这些主题是已经准备好了的，是由社会工厂所提供的，所以科学思想并

不依赖于这些主题所自发获得的东西，而是使它们服从于由社会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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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或打磨的程序。”①如果说具体科学对其社会起源的接受和认同还是

不自觉的，那么传统的知识批判则试图以某种方式巩固这个过程所取

得的成果，也就是试图割断认识形式与社会过程之间的发生关系，从而

将认识形式获得一种永恒性。

从社会科学逻辑的问题到整个认识的起源问题，而从整个认识

的起源问题又要回到认识的方法论的问题。如果说波普的批判方法

的问题在于其与问题的外在关系，那么阿多诺则是要试图表明其内

在关系，而这种内在关系最终又是整个理论认识与社会过程的内在

关系。因此阿多诺对波普的态度是从形式上的认同走向进一步的反

思，而进一步的反思所得出的是一般性的哲学前提，最后这个哲学前

提又要反过来提供社会学作为一门普通学科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根

据。笔者认为阿多诺的工作更多的是在前一个环节，而反思所获得

一般性前提如何统摄和支持作为一门具体科学的社会学却是不够有

说服力的，甚至按照波普的见解来说是含混的。不难理解，对于何为社

会学研究的问题，阿多诺是站在黑格尔—马克思的传统中的：“社会学

的对象本身，即社会，它和它的成员维持其生活并同时经受着毁灭的威

胁，这才是重要的问题。”②这样理解问题的话，社会这个整体本身就是

问题的根源，而批判者也是这个整体的一员，而且批判的标准也必须处

于这个整体之内。

在阿多诺的著作中，这个整体性往往是作为其论述的起点，被认定

为一个社会现实，而其构成机制则很少被主题化。阿多诺只是在很少

的地方提到，理论的同一性原则与现实的统一性之间存在着对应的关

系，而且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同源的”（ｕｒｖｅｒｗａｎｄｔ），这里他援引的是马

克思的经济学成果：“交换原则，也就是将人类劳动向平均劳动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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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一般概念的还原，与这种同一化原则是同源的。在交换中，这种

原则便有了它的社会模式，离开这种原则这种模式便不能存在；通过

它，非同一的、单个的东西和劳动成果（Ｌｅｉｓｔｕｎｇｅｎ）就变得可以通约，变

成同一的。这一原则的扩展将整个世界变成了同一的东西，变成了总

体性。”①社会存在与思维之间的这种同源性，是社会理论以及社会批

判有效性的基础，它不同于唯心主义将社会仅仅视为逻辑的应用（黑

格尔），也不同于实证主义将社会视为一个非反思的事实集合，在批评

了唯心主义的同时又坚持了必要的同一性。

如前所述，笔者认为阿多诺的这个理论基础在解释理论逻辑本身

的来源是有优势的，但是这个来源如何能够作为一门科学的规范而起

作用，也就是说，阿多诺的这个解释如何承担类似康德认识论上的奠基

功能，却仍然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究的。因为按照阿多诺的解释，社会

过程之抽象化为理论规则，是通过意识形态机制实现的，而作为必然的

虚假意识，意识形态的内在限度却还不能说已经得到确定的说明。当

然，阿多诺这一思想的认识论意义在其理论战友和追随者索恩－雷特

尔那里得到更进一步的展开，但是如果将社会抽象理解为一个综合过

程，那么至多只是获得历史学意义上的“演绎”，而不可能具有真正的

认识论效果。②

三、批判的社会科学与改变世界

辩证批判的认识论功能未得到突出，与阿多诺社会理论的实践取

向有很大关系。事实上，从先验的批判到辩证的批判，再到后来立足于

社会实践的元批判，也可以视为一个从理论走向实践的过程。从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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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以及批判理论第一代理论家所处的社会背景和实践需要看，其强调

元批判作为意识形态批判，强调其直接作为实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

从后来的理论发展来看，类似波普的经验主义路向在社会学学科领域

中更容易被接受，以至于实证研究仍然可以说统治着今天的社会学。

而辩证的社会理论，则很难说成果丰富，或者确切地说只是经过哈贝马

斯等人的改造才得以继续，但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主张的诸多命题已

经被替换，尤其是其中黑格尔—马克思的要素，即关于社会对象的同一

性基础，已经不再被认为是商品交换，而被替换为以语言为基础和模型

的交往行为。哈贝马斯更多地采用了康德式的理论模型，从学派的层

面上说，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实证主义社会理论的务实的退让。这一退

让正是为了相对突出社会批判理论的认识论功能。而与之相对照，阿

多诺晚年坚持的辩证的社会理论，则更加强调理论的实践功能，这正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核心部分。

如前所述，二战后的理论家大多有很强的实践意图，阿多诺和波普

均是如此。尽管波普强烈地批判过 ２０世纪的极权主义，但是他并不认

为现时代有多么糟糕。甚至在提到他本人与阿多诺的立场差别时，波

普认为我们生活在有史以来最好的世界，而阿多诺显然认为这个世界

是最糟糕的。阿多诺评论说：“为了使争论针锋相对，波普的确有点夸

张了；在不同时代社会的糟糕之间进行比较，着实有些棘手；说再没有

什么社会比孵化出奥斯维辛的社会更好，我是难以接受的，而在这点上

波普先生对我的描述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只是不将对立理解为单纯

的立场，而是理解为可判定的东西；就立场哲学而言我们两人可能是同

等程度地否定的，就立场社会学而言也是如此。从对充满矛盾特征的

经验出发，这并不是什么主观偏好的出发点，而是构成社会学之可能性

的动机。”①提到奥斯维辛，我们自然会想到阿多诺的两个著名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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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一是说希特勒强加给我们一个新

的绝对命令，即着眼于奥斯维辛之不再发生而去思考和行动。① 就第

一方面而言，显然波普的话显得有些“口无遮拦”，因为纳粹和奥斯维

辛是当代社会中最突出的事件，而阿多诺在此又一次提起奥斯维辛似

乎是认为波普的轻浮态度伤了受害者的感情，而且对于如此严肃的事

情其态度有些不负责任；就学理而言，阿多诺认为只有对现实有如此判

断，才可能认识到批判的社会学发生的真实动机，即以否定的方式改变

世界。

其实波普并不反对改变世界，其批判包含着很明显的实践旨趣。

波普试图通过对工具即方法的批判来消除虚假社会科学理论，从而避

免极权主义，走向开放和自由的社会。而阿多诺则认为外在于研究对

象的方法本身是可疑的，理论方法与理论对象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是

一体的，这是内在批判的基础。而这一意义上的内在批判，本身已经是

理论家对其批判对象（包括被批判的理论以及其研究对象）的参与，从

而也就是一种实践性的理论。显然，波普那里还预设了一个理论方法

“运用”于对象的环节，而阿多诺则认为批判本身已经就是实践。这两

种批判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理解为意识形态批判，波普意在通过方法

论的探讨，消除虚浮的社会科学，走向务实的经验研究；而阿多诺同意

这个意图，但是认为波普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有非批判的预设，而且其通

向实践的道路过于间接，因为社会对象本身已经有概念性，而理论的批

判直接就是现实的批判。

波普的批判主要着眼于主观的方面，也就是检验一种理论或者观

念的可反驳性，因为在他看来，“可反驳”或者可以“经验地反驳”是科

学理论的标准，而空洞的不可检测的形而上学观念则容易成为当权者

的工具。按照波普的理解，任何科学都是做预测的科学，但是不是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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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测都是科学的预测，因为只有可检测的预测才是科学的预测。而

历史主义那种绝对的预测则是不可检测的，黑格尔、马克思对历史发展

的整体性论断就属此列。科学的预测都是在特定经验条件下的预测，

而关于历史进步、自然的进化的预测则是无条件预测，因此不是科学预

测。所以在波普看来，关于国家、阶级等整体性的理论，进化论和各种

进步学说都是非科学的。科学预测的意义就在于其可以被证伪，以及

经受住证伪。波普将这种试探和清除错误的方法理解为最为普遍的科

学探索方法，以此为标准来检查黑格尔的逻辑学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对

黑格尔的运用，便发现辩证法乃是一种糟糕的研究方法。① 马克思主

义者主张辩证法为一种逻辑同时又是一种关于世界的一般理论，为波

普所不容，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含混不清的，尤其是其坚持矛盾与一般的

科学精神相违背。

针对波普而提出“可反驳”或者可以“经验地反驳”是科学理论的

标准，阿多诺认为，只有作为内在批判，反驳才是富有成效的。② 而这

个观念又要追溯到马克思的批判，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以及后来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无不同时将其视为现实批判的一部分。而这种观点

又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真的驳斥必须在对手方强有力的范围内，和他

角力较量；在它以外的地方去攻击它，在他不在的地方去主张权利，对

事情是没有进益的。”③辩证法强调的是反驳应该深入到事情本身之

中，在事情本身中内在的矛盾力量驱动否定的进程。而波普则认为反

驳应该立足于事实所提供的经验，不符合事实理论是错误的，而无法找

到相应事实的理论本身就是虚假的。两者所主张的可反驳标准可谓大

异其趣，就此阿多诺抓住的并不是这个经验标准在认识论层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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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其在实践层面意义的匮乏。因为在波普的反驳概念中，经验提供

信息可以被视为知识错误与否的标准，这就隐含着对于这个通常被视

为事实的部分，波普的批判方法是无法反思的，而这又可以扩展到这种

批判方法对现实社会秩序的屈从。

从实践旨趣的角度，辩证法对波普的证伪方法的批评应该是有其

道理的。但这是否意味着社会理论必然地走向辩证的社会学，却是一

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尤其是，社会理论不仅是一种批判性的

理论，而且也应该包含着具体科学的成分，因此其方法论中就不仅包含

着导向实践的部分，而且也应该包含着为经验的社会科学奠基的功能。

甚至其实践的部分，也应该有其理性的尺度。也就是说，如果科学，包

括社会科学的原则本质上乃是社会过程中的意识形态部分，但是这个

意识形态的真实与虚假的尺度却从来都是不明确的。我们一般会说，

一个思想原则都有其社会生活来源，如果将其绝对化并孤立于社会实

践，便成为虚假的意识形态。但这仍然是模糊的标准。甚至阿多诺提

到的新的绝对命令，似乎可以说是阿多诺提到的关于人的行动的最为

确切的依据，但是人们仍然无法依据这一条来采取行动，因为“奥斯维

辛不再发生”这个否定性的标准与实际的行动之间仍然没有直接的关

联。所以阿多诺在面对学生运动的“行动主义”时，他一再地主张其理

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间接的”①。然而这又似乎退回到其批判

对象的立场上去了。当然，我们并不认为阿多诺的立场与思辨的唯心

主义者或者实证主义者是一致的，但是这至少表明，批判的社会理论未

来所面对的最重要问题，或许应该是意识形态批判的理性尺度的问题，

这也是该理论如何展开自身的问题。

（作者　 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１５

阿多诺论社会科学的逻辑

①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Ｗ．Ａｄｏｒｎｏ，Ｋｅｉｎｅ Ａｎｇｓｔ ｖｏｒ Ｅｌｆｅｎｂｅｉｎ，ｉｎ 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 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Ｂｄ．２０．１．
Ｓｕｈｒｋａｍｐ Ｖｅｒｌａｇ，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 Ｍ １９９７，Ｓ．４０３．



社会事实何种程度上是
艺术的一种特性？

———从阿多诺美学思想出发的一个考察

孙　 斌　 张艳芬

摘　 要：艺术就其本义而言与制造或生产有关。阿多诺对艺术的社

会解读定位于生产而不是对效果的研究和分类。与此同时，艺术作为社

会的精神劳动的产品又是一种社会事实。涂尔干把他社会学中的这个

术语指认为物。这样的物是被给定的产品，不能产生决定社会变革的力

量。艺术作为产品也是如此。但艺术的自律性使艺术通过对社会的反

对而成为社会的，而艺术中的社会的东西正是它内在的反对社会的运

动。自律性和社会事实作为艺术的双重特性在相依和冲突中表现出

来。艺术在社会中的两难处境使自律的艺术被整合为其他诸领域中的

一个无害领域。这个时候，艺术成为具有无害性这种社会功能的社会

事实。作为结果，艺术必须借着反艺术的元素才能对自己保持忠诚。

关键词：艺术　 社会事实　 自律性　 物　 反艺术

阿多诺在他进行有关艺术问题的思考时，几乎无时无刻不把这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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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置于社会的语境或者说视野之中。这很大程度上恐怕是因为他的这

种思考更多的不是研究，而是批判，或者，用霍克海默的话来说，不是属

于传统理论，而是属于批判理论———根据霍克海默的想法，批判的活动

就是“一种以社会本身为其对象的人类活动”①。即便如此，当我们看到

他把涂尔干②所说的社会事实指认为是艺术的双重特性之一———另一

个是自律性③———时，可能还是有些不解，因为如果要强调———一般而言

至少从柏拉图讨论艺术对城邦公民的影响开始就已经被注意到的———艺

术的社会意义或者说社会维度，他完全可以，就像其他人那样，采用诸如社

会性之类含义更宽泛的措辞，而不必采用社会事实这样一个有其严格界定

的社会学术语。而且，作为涂尔干社会学的谙熟者④，他对这个词的使用

也绝对不可能是随意之举，更不可能是误用。这是否透露了某种倾向，

即，艺术的社会方面在这个时代已经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宽泛的术语来

加以刻画，而是必须用随着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而发展出来的社会学

理论及其术语？或许这是一个会引起争论的问题，不过，无论如何，探

问社会事实对于阿多诺而言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是艺术的一种特性，对

于弄清楚这个问题以及可能其他更多的问题，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

一、作为生产的艺术

既然讨论的主题是艺术，那么从何处入手来讨论？这看似是一个

问题，而且如果要追问的话，甚至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好像没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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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人在这个问题上费神停留乃至耽搁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几乎毫不

犹豫地选择从艺术作品来入手。即便是海德格尔，正如他自己承认的，

在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之间绕了几个圈子之后，最后也表示：“艺术

在艺术—作品中成就本质。……什么是艺术？这应当从作品那里获得

答案。”①事实上，他正是以“艺术作品的本源”这个标题入手来展开他

的这项关于艺术或者说艺术本质的研究的。当然，更多的时候，选择从

艺术作品入手，根本不需要像海德格尔那样绕圈子，因为艺术作品是最

直接地被人们经验到的与艺术相关的东西，正如我们感觉到的对象是

最为直接地与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相关的东西———艺术作品使得

艺术在可被经验直观的对象中呈现出来，这无疑极大地投合了人的对

象性观察方式和思维方式。

那么，什么是艺术作品？这差不多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所

有尝试给出的有意义的回答后来都可能在理论和实践中得到质疑和驳

斥。不过，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像海德格尔或者几乎任何一个人那

样谨慎地从物来开始讨论。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一件物，确切地说，人

造物或人工制品，这个说法大概不会引起太多争议———毋宁说，它倒是

会被质疑为泛泛而谈。反过来，那些非人造的物，不管它们在外观上多

么令人愉快，也不能被算作是艺术作品。对此，杜威陈述道：“为了举例

说明，我们假定一个精制的对象，其质地和比例在知觉上极为令人愉快，

曾经被人们认为是某个原始民族的一件产品。而后来发现的证据却证

明，它是一件偶然的自然产品。作为一个外在的物，它现在分明就是它以

前所是的东西。但是同时，它却已不再是一件艺术作品了，而是变成了一

件自然的‘奇物’。它现在应归入自然历史博物馆，而不是艺术博物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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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对于一件物来说，确认其艺术作品身份的依据乃是其从前提

而言的是否出于人造，而不是其从效果而言的是否令人愉快。唯是之

故，物，如杜威所说，从前到后一直是那个并未发生任何改变的外在的

物，但由于被证明不是人造物而被剥夺了艺术作品的身份。杜威这番

话所道出的意思似乎是人们已经接受甚至熟知的，但其实是耐人寻味

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一个问题，即，当我们

从艺术作品入手讨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从某种人造物入手吗？至

少对于那些热衷于直接讨论艺术作品的社会功能之类问题的人来说不

是。原因很简单：人造或者说制造、生产这个根本的依据被极其不恰当

地忽视和遗忘了。

选择从艺术作品入手来讨论当然是合乎情理的，而且从其所取得

的成果来看甚至是值得鼓励的，但必须以艺术的方式，亦即遵从艺术的

本义。亚里士多德在比较制造与实践的不同时曾经表达过这样一个想

法，即，艺术（ｔｅｃｈｎē）的品质乃是制造，他说：“……如果没有与制造联

系在一起且合乎理性的品质，那么就没有艺术（如果没有艺术，也不会

有这种品质），艺术和那种与制造联系在一起的合乎真正理性的品质

乃是同一桩事情。每门艺术都关涉于产生的过程……其起源在于从事

制造的人而不是被制造的物。”①事实上，把艺术的根本性质归结到制

造或者说生产，不仅是亚里士多德的想法，而且也是古代希腊哲学的一

种普遍想法。以至于后来的美学家，如塔塔尔凯维奇，在把艺术的概念

追溯到了古代希腊的艺术（ｔｅｃｈｎē）时可以非常明确地指出它本来的含

义乃是“有技艺的生产”②，并进而指出，艺术“不是关涉于艺术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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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而是关涉于生产产品的活动……”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艺术

的本义而言，制造或生产构成了对于艺术的一个基本理解，而不管诸如

亚里士多德所考虑的制造或者人造在资本主义时代变成了怎样一种庞

大而复杂的社会生产，也不管艺术这个概念从古代希腊到现在随着人

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发生了怎样重大的演变。相应地，从制

造或生产入手，也就成为我们由以考察艺术作品这种人造物的一条

线索。

阿多诺正是以他在艺术思考中对生产的强调接续了这一线索。不

过，他显然并不是要仅仅接续这个线索，而是要从这个线索中发展出他

对艺术的社会解读。他这样说道：“对艺术的社会解读兴趣必须定位

于生产而不是满足于对效果的研究和分类，因为这些效果常常会出于

社会的原因而完全背离艺术作品以及它们的客观社会内容。自古以

来，人对于艺术作品的反应都被极度地中介了……事实上，它们现在被

社会所中介②……对于社会效果的研究没有达到对艺术中的社会的东

西的理解……”③这番阐述提醒我们，当人们根据艺术在社会中的功

能而把艺术考虑为社会的时，艺术恰恰不再是社会的了，因为功能是

从效果来讲的，而效果，如阿多诺所说，背离了艺术作品及其客观社

会内容。造成这种背离的原因是社会，亦即，社会完全遗忘或否认了

艺术的本义即生产，而仅仅把艺术中介为一种能产生特定效果的产

品。换句话说，艺术就其效果而言的社会功能更多的不是关联于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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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所中介的。”以及“太阳底下没有什么东西，我的意思是绝对没有什么东西，

由人类智能和人类思维所中介，却不同时也在社会上得到中介。”（Ｔｈｅｏｄ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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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作品，而是关联于对艺术进行中介的社会。这种区别也在阿多诺

所做的一个辨析中得到透露，他说：“有一样东西变得明显了，这就是

完全是功能性地形成的艺术作品与它实际上的无功能性之间的不

同。”①在这里，与艺术作品实际的无功能性形成对照的是遗忘其生

产从而有着这样或那样社会功能的产品———后者即产品被阿多诺考

虑为社会事实。

阿多诺说：“如果，从一个方面来看，作为社会的精神劳动的产品，艺

术总暗中是一种社会事实，那么在成为资产阶级艺术时，它的社会方面

就变得明显了。”②这里所说的社会事实正是那个来自涂尔干的概念。

那么，什么是社会事实？正如我们所熟知的，涂尔干对于这个社会学研

究对象的概念有着明确的定义。③ 这个定义中的核心意思是外部给予个

人的普遍约束。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很容易把阿多诺这里的意思解读

为：艺术就其是劳动产品而言，成为某种外部的东西，并由此在资产阶级社

会中履行它的社会功能即普遍约束，从而将自身的社会方面明显地呈现出

来。这种从与社会异化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事实④做出的解读，就阿

多诺的整个思想旨趣来说并不错，但是，事情在这里有必要得到更为

具体的分析。我们注意到，对于社会事实，阿多诺选择了它的一个特

点即不可入性或者说不透明性来加以考察：“……而涂尔干持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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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

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法］Ｅ．迪尔凯姆：《社
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３４页。）
比如，在本泽尔看来，涂尔干的社会事实在阿多诺那里的意义就是对于异化的揭

示，他说：“根据阿多诺，社会事实的概念有益地提出了社会异化的问题。……通

过说明社会异化如何作为一种不变的东西降临到人类头上，涂尔干的社会事实

概念强烈地突出了当代社会中的社会异化。”（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Ｂｅｎｚｅｒ，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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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即，社会学本质上不同于心理学……因为真正的社会事实不能

被理解，它们是不可入的和不透明的，并且应该就像他指出的那

样———尽管他本人并未完全了解他所说的东西的含义———被当作

‘物’；因此，涂尔干的社会学也可以被称作是物化主义。”①我们知

道，涂尔干在他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反复强调要把社会事实当作

物来考察，并称之为比如“我的方法的基础”“第一条也是最基本的规

则”②等。

二、作为产品的物

当然，比涂尔干对社会事实是物的强调更为重要的事情是，究竟

什么是物？或者说，当涂尔干对他所说的物给出说明的时候，阿多诺

认为他并未完全了解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先来看涂尔干的想法：“实

际上，我不是说社会事实是物质之物，而是说社会事实是与物质之物

具有同等地位但表现形式不同的物。那么，物究竟是什么呢？如同

从外部认识的东西与从内部认识的东西是对立的一样，物与观念也

是对立的。……凡是精神只有在摆脱自我，通过观察和实验，逐渐由

最表面的、最容易看到的标志转向不易感知的、最深层的标志的条件

下才能最终理解的东西，都是物。”③在这里，涂尔干，正如阿多诺前

面所评论的，是从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区分来定义物的，即，物是一种

外在的因而无法通过心理学，确切地说，个体心理学意义上的内省来

认识的东西。或者更为简单地说，凡是不以观念的方式存在并且无

法以内省的方式认识的东西都是物，至于它是不是物质之物则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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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紧要的，因为物之为物的地位由此而确立了。而当阿多诺继续从

前面所说的社会事实的不可入性来对此加以分析时，他发现，涂尔干

的这个竭力要与心理学区分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东西乃是非理性

的。对此，他这样阐述道：“你遇到种种既没有理性原因也不是———

或许这太对了———来自个体心理学的行为模式。它们是长期建立的

仪式———有点像上巴伐利亚给恶棍穿上山羊皮并驱赶到玉米地里的

做法，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这些现象例证了涂尔干在他说恰是某

种‘不可入性’契机构成社会本质时所指的东西。”①如果说作为物的

社会事实的这种不可入性实际上乃是对其非理性或者说不合理方面

的刻画，那么涂尔干所设想的“观察和实验”就没有意义了———至少

在阿多诺看来，上巴伐利亚地区的这种没有理性原因的做法无论怎

样观察和实验，也无法找到“不易感知的、最深层的标志的条件”之

类的东西。

不过，涂尔干的重点也许不是后面的这个措辞，而是前面的那个即

“摆脱自我”，所以他并不担心是否能找到理性的原因。这在他对社会

制度的解释中得到了集中说明：“但首先要知道，社会制度的绝大部分

是由前人定好而遗留给我们的，我们丝毫也没有参与它的建立，所以反

躬自问时，不可能找到产生这些制度的原因。”②恐怕正是这一点吸引

了阿多诺，因为这表明，社会制度乃是一种产品。如果说物，如涂尔干

所说，不限于物质之物，那么产品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不要把产品狭

隘地理解为出自某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物质产品，因为这种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本身，就像涂尔干说的“前人定好而遗留给我们的”那样，

也是产品。

由此，前面关于艺术的两种理解———即从生产和产品出发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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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讨论就得到了推进，因为阿多诺所说的作为“社会的精神劳

动的产品”的艺术，现在并不仅仅指向通常所理解的物质之物意义上

的某件艺术作品，而且指向艺术作品中被“定好”的一切，因而是一种

更为整体的东西，所以阿多诺在谈及社会对艺术作品的中介时所说的

那句完整的话是：“它们现在被社会中介为整体”①。事实上，涂尔干正

是在物或者说社会事实的层面上把社会制度与艺术作品看作了两样可

以相提并论的东西———这个层面在阿多诺看来大概就是产品的层面。

涂尔干的表述是这样的：“物中除了存在于社会之中的有形物体外，还

应该包括以前的社会创造的东西，如已经建立的法律，已经形成的习

俗，不朽的文学、艺术作品等等。但是，显而易见，无论哪一种物都不能

产生决定社会变革的力量，因为它们没有任何驱动力。”②涂尔干这里

的结论即“没有驱动力”，即便在阿多诺看来也是对的，这是因为，这里

的艺术作品乃是仅仅从物或者产品来说的，用阿多诺的话来讲，乃是仅

仅从被社会所中介的物或产品来说的。对于这样的没有驱动力因而

“不能产生决定社会变革的力量”的艺术作品，阿多诺自己也做出了分

析。比如，他说：“贝多芬的交响乐语言，就其最秘密的化学而言，不仅

是资本主义的常年不断的灾难的表现，而且也是资产阶级的生产过程。

它与此同时由于其悲剧性的肯定而变成了社会事实：事物就像它们必

须和应该所是的那样，所以是好的。”③在贝多芬的交响乐中，那些“定

好”的事物作为必须和应该所是的东西得到了肯定，它们因此是好的，

当然也是无须加以变革的———这是贝多芬交响乐变成社会事实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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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也是它的效果。①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尽管贝多芬的交响乐语

言表现了资本主义的灾难，但是它无论如何没有因此而成为变革社会

的力量。在这方面，我们甚至还可以考虑阿多诺就音乐所做的一个隐

喻性描述，即，“党卫军喜欢用音乐伴奏的本性来淹没它的牺牲者的尖

叫”②。

但问题是，在阿多诺看来，正如前面所援引的，“对艺术的社会解

读兴趣必须定位于生产”。所以，涂尔干所考虑的“没有驱动力”的艺

术作品可以或者说必须得到另外层面上的分析。这个层面就是我们一

直所讨论的生产。不过，阿多诺明白，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获

得其现实性的，所以当他在生产而不是产品层面上———正如他实际上

常常做的那样———讨论艺术以及作品时，他会频繁地涉及生产方式，尽

管这种生产方式就像涂尔干说的社会制度那样仍然是一种产品。这意

味着，更为艰巨的任务不是对照着物质之物，而是对照着生产方式来讨

论艺术以及作品的社会性。接过这项任务的阿多诺这样说道：“然而，

艺术之所以是社会的，不仅是因为它的生产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的辩证法聚集于其中的生产方式，也不仅是因为它的主题材料的社会

来源。更为重要的是，艺术成为社会的乃是通过它对社会的反对，它只

有作为自律的艺术才能占据这个位置。通过在自身中凝结成某种对自

身来说是唯一的东西，而不是遵从现存的社会规范而取得‘对社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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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资格，它仅凭存在来批判社会，所有的清教徒都为此而谴责

它。”①在这里，定位于生产的对艺术的社会解读，没有指向物质之物之

于艺术的意义，而是更深刻地指向生产方式和主题材料这些“与物质

之物具有同等地位但表现形式不同的物”之于艺术的意义及其限

度———艺术以它在这个限度之外的存在而成为社会的。或者，结合阿

多诺前面的话来说，艺术以它对把艺术作品中介为整体的社会的反对

而成为社会的。

这样一来，阿多诺使我们在艺术上看到了涂尔干没有看到的驱动

力。事实上，如果仅仅把像艺术这样的社会事实当作“以前的社会创

造的东西”———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大概就是，现在的社会中介的东

西———来加以接受和遵从，那么，我们是永远不会看到其中的驱动力

的，因为我们所考虑的永远都是艺术如何“对社会有用”。驱动力仅仅

存在于艺术对社会的反对之中，或者说，驱动力仅仅表现为艺术的反对

社会的运动———正是这样的运动将艺术刻画为社会的东西。阿多诺

说：“艺术中的社会的东西乃是它内在的反对社会的运动，而不是它的

那些显而易见的主张。它的历史姿态击退了艺术作品因为它们是物而

不过是其一部分的经验现实。如果非要用社会功能来表述艺术作品，

那么这只能是它们的无功能性。……它们的社会本质需要对它们的自

为存在和它们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双重反思。它们的双重特性在每一处

都是显而易见的；它们改变并反驳自身。”②也就是说，艺术作品就其为

物而言乃是经验现实的一部分，但艺术改变了这一状况，亦即揭示了艺

术作品被经验事实中的社会功能所掩盖的无功能性。改变这一状况的

原因正是艺术的双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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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艺术的双重特性的辩证法

不难发现，前面的讨论逐渐把一项必须立即处理的工作摆在了我

们面前，这就是将作为社会事实的艺术置于艺术的双重特性之下来考

虑，亦即联系自律性来考虑———既然是双重特性，那么这样的联系是不

言而喻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循着阿多诺的阐释来展开分析

和考察，这是因为，如果以社会事实为线索，那么艺术双重特性的辩证

法就当代艺术理论而言可能包含着甚至阿多诺本人也没有预料到的重

要意义。当然，这些意义就其实质而言无非是阿多诺在艺术的名义下

对当代资产阶级社会所做的批判的延续和深入，只不过，这种批判现在

更为明显地表现为———就像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或明确或不明确地提

示的那样———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

在阿多诺看来，艺术的自律性和社会事实之间是一种既相依又冲

突的关系。他说：“艺术的双重特性———它的自律性和社会事实———

不时地在两个领域之间明显的相依和冲突中表现出来。艺术的生产中

经常有直接的社会经济介入，当前的一个例子就是画家和比较喜欢被

称为有‘个性风格’的，或者更坦率地说，有噱头的作品的艺术商人之

间的长期合同。”①如果觉得阿多诺这里的例子不够具体的话，那么我

们可以去了解一下比如毕加索和卡恩韦勒、罗森伯格兄弟、维尔登斯坦

等人的关系，特别是他与保罗·罗森伯格之间持续了二十一年的合作。

在他们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李昂斯·罗森伯格向毕加索宣布：

“联合，我们将坚不可摧。你将成为创造者，而我将会是行动！”②也可

以看到：“……毕加索将艺术家和经销商间的关系视为‘阶级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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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经销商是艺术家的对头’。”①更可以看到：“毕加索坦率地承

认他的商业目标，这可能会使一些人感到震惊。这些人所受的教育使

他们相信，至少在前卫艺术中，艺术创作是不考虑财政获利的，但这种

理想主义显然并不符合毕加索的动机……如果说毕加索挣钱的热情有

所收敛的话，那仅仅是因为他希望抵制资产阶级在富足的基础上的生

活习惯，他的目的是用金钱来创造一个生活和艺术上的自主空间。”②

无论如何，在那里，艺术和市场以及艺术家和经销商成为了就像阿多诺

说的那样，彼此有着“明显的相依和冲突”的两个领域。与此同时，与

经济领域同样重要的———如果不是说更为重要的———另一个领域即政

治领域，也在阿多诺那里得到了分析。

事实上，他紧接着就说：“德国表现主义如此迅速地突然消失，也

许有它的艺术原因……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类型在政治上被废弃了，

因为它的革命动力没有得到实现，而且苏联开始指控激进的艺

术。”③就阿多诺这里的分析而言，即就艺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分析而

言，既然政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艺术遭到废弃的原因，那么，根据

阿多诺的提示即“相依和冲突”，我们完全可以设想，政治同样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成为艺术得到支持的原因———阿多诺也可以这样设想。

他也许会也许不会想到，如果某种艺术由于激进或任何其他原因而

不符合苏联的口味，那么它的政治对手恐怕就有可能支持这种艺术

以便来攻击它。不管阿多诺有没有想到，有一件事是微妙而耐人寻

味的，这就是冷战期间美国与显然不符合苏联口味的抽象表现主义

的关系。比如，我们看到：“一名中情局人员在冷静地说明中央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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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为何介入艺术之前就开玩笑地说：‘说到抽象表现主义，我倒是希

望我能这样说：它是中央情报局的发明创造……我们认识到这种艺术

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毫不相干，而它的存在却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显

得更加程式化、更加刻板、更加封闭。这种对比关系就曾在某些展品中

加以利用。当时，莫斯科对于任何不符合他们那种刻板形式的东西，都

不遗余力地进行谴责。所以我们可以有足够的依据准确无误地推断，

凡是他们着力大肆批判的东西，我们都值得以某种方式加以支

持。……’①”②作为结果，我们看到，这一类型的艺术得到了比如现

代艺术博物馆的重视，而相关的艺术家也获得了更大的组织活动的

自由以及更多的产生影响的机会。不过，事情总是复杂的，或者说，

总是表现为两个方面的相依和冲突。所以，当施沃博斯基试图在瓦

尔纳多的《无物之画：从波洛克以来的抽象艺术》③一书中寻找抽象

表现主义与中央情报局之间关系的真相时，诸如以下一些观点被否认

了：“像波洛克这样的抽象表现主义之所以获得成功，乃是由于中央情

报局的阴谋”④，以及抽象表现主义乃是“冷战的武器”⑤———原因很简

单，即“……真实的情况是，抽象表现主义从未被有效地用作宣传，因

为它的意义太不确定了”⑥。这个原因恐怕正是说，从自律性的角度

来讲，艺术总是无法被归结到某种确定的因而能被有效操纵和利用

的效果或者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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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无论“两个领域之间明显的相依和冲突”达到怎样的程度，

在阿多诺看来，自律性是艺术的双重特性由以不断再生的东西，他

说：“艺术的双重特性即既是自律的又是社会事实，不断地在它的自

律性的水平上再生出来。”①不过，我们千万不要据此认为，自律性成

为了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某种超越性实存物———这样的超越之物

也是与阿多诺的星丛思想相背离的。事情毋宁是，艺术的自律性意

味着艺术具有某种像施沃博斯基评论抽象表现主义时所说的不确定

性，或者说，艺术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这种摆脱任何可被指认的特定

功能的不确定性而成为自律的———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不断再生成为

可能。事实上，阿多诺在阐释艺术的自律性时，也明确地把它和不确

定性和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无功能性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他说：

“……艺术的地位变得不确定。它在摆脱崇拜功能和它的形象之后

取得自律性……所有通过给予艺术以社会功能———艺术不仅对于社

会功能来说是不确定的而且通过社会功能来表现它自己的不确定

性———的方式来修复艺术的努力都注定是失败的。”②到这里，似乎一

切看起来都很顺利。

然而，反讽的是，就在艺术以其不确定的地位而摆脱社会功能乃至

摆脱在其中一切都有确定功能的社会而独立的同时，它又被给予了另

外一种与它已经摆脱的诸如崇拜功能之类非常不同甚至可以说截然对

立的社会功能，后者的情况就是阿多诺说的，“艺术的自律性，它的逐

渐摆脱社会的独立性，乃是与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资产阶级自由意

识的功能。”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说，艺术的双重特性的辩证法

发展出了一种无功能的功能，正如它同时也发展出了一种确定的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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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也就是说，一种转化发生了。对此，阿多诺这样陈述道：“艺术的

双重特性———某种使自己与经验现实因而与社会的功能语境分割开来

的东西，同时又是经验现实和社会的功能语境的一部分———直接显现

在审美现象中，后者既是审美的又是社会事实。……当人们有意或无

意地从一种外在的有利位置来看或听艺术时，以及，当然地，当艺术总

是为着从其自律性的拜物化中得到保护而迫切需要这种外在视角时，

这种双重特性变得在面相学意义上可解释。”①本来，艺术是由于摆脱

崇拜功能而获得它的自律性的，但是现在，它本身又成为了拜物迷恋的

对象。

这无疑是悖谬的。这种悖谬只能从前面所说的那种转化来解释，

亦即，尽管艺术就其自律性而言意味着不确定与无功能，但是在它的拜

物化的保护下，它的不确定性和无功能性获得了一个被指定的领域，确

切地说，一个在社会的整合中的被指定的领域。而它之所以需要保护，

是因为它处于两难之中，即，“……艺术在社会中的处境现在是两难

的。如果艺术放弃它的自律性，它就会把自己交付给现状的诡计；如果

艺术严格地保持自为，它就会受到整合从而成为其他诸领域中的一个

无害领域”②。如果艺术放弃它的自律性，那么它就只剩下因而也就只

等于社会事实。但是，如果艺术坚持它的自律性，那么它就成为社会中

的一个无害领域，也就是说，无害性就是它的社会功能，只不过这种功

能与其他领域的社会功能看似有很大不同。不难发现，后一种情况同

样意味着艺术成为了一种社会事实。如果结合前面提到的面相学，那

么这一点可能会更加清楚。我们知道，在黑格尔看来，面相学解释意味

着一种内在与外在的对立：“面相学考察特定的个体，是就其内在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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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亦即有意识的本质与具体存在着的形象之间必然的
獉獉獉

对立关系中来考

察的……”①就这里的讨论而言，只要有自律性的拜物化的保护，那么

我们可以不顾艺术已经成为社会事实这个外在方面，而坚持认为它的

内在本质是由与之对立的自律性来刻画的。然而，这样的面相学的解

释恐怕既不能令黑格尔也不能令阿多诺满意。

四、走向反艺术

如果不走出艺术的双重特性的辩证法，那么以下这种状况就无法

得到改变，即，一方面，艺术很大程度上只剩下社会事实这一特性，另一

方面，艺术仍然被解释为一种具有自律性的东西。事实上，这种悖谬的

状况到处存在：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置身于自律性艺术的领域之中，并在

这个领域中保持其不确定性和无功能性，然而，这个领域本身恰恰是由

社会的整合所指定的。比如，阿多诺告诉我们，没有谁不像资产者那样

在听音乐的时候还要制定一份资产负债表，上面写有比如“今晚听了

第九交响乐，我过得非常愉快”之类———在他看来，这种应该被批判的

现象已经成为了常识。② 而且，这样做的听众正是那种良好听众。我

们知道，阿多诺在《音乐社会学导论》中对音乐态度的类型进行了分

析，他在分析“良好听众”的类型时说道：“从社会学上看，这一类型还

有第三种继承者。他们本来更接近资产阶级，在歌剧和音乐会的观众

中具有权威性或者说占有控制地位。我们可以把这类人称为有教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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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或有教养的消费者。……他们对音乐的关系完全是某种拜物教式

的。他们按已消费过的人的公开态度为标准去消费。消费的愉快，音

乐所‘给予’他们的———用他们的语气来说———愉快，要胜过作为一部

艺术作品的音乐本身所要求于他们的愉快。……在一位小提琴家的音

乐会上，他们的兴趣将会集中在他们所称呼的演奏音色上，即所谓‘声

音产品’上……这样的人是估价者。”①在这里，可以说，对这样的听众

来讲，他们对音乐的欣赏和消费以及对资产的估价和计算在他们的教

养中得到了整合。而整合的前提是，就像阿多诺这里的一个措辞所暗

示的那样，音乐这种艺术现在只剩下或者只等于“声音产品”。

同样地，艺术家似乎获得了一种特权：他们所做的一切不管多么标

新立异都可以得到理解———因为这是艺术，只要无害就行。然而，真的

是无害就行吗？恐怕不是，当他们成为艺术家的时候，就已经被限定在

一个指定的领域之中了，这就是艺术家这份职业。就此而言，即就这里

所说的商标名称而言，他们所从事的更多的是一种被称为绘画的职业，

而不是一种被称为绘画的艺术。如果我们考虑一下马克思的那句话，

那么这一点会变得更加清楚，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

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②这

样一来，无论是丹托说的艺术世界还是迪基说的艺术制度，就其实质而

言，无非是要把艺术明确地界定为社会诸领域中的一个领域，以便使艺

术家对他们的商标名称的坚持于其中得到合法地承认，而这种承认又

反过来强化了这个领域的确定性或者说指定性。

可是，这样的领域是什么？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迪基关于他从丹托

的艺术世界发展出来的艺术制度的一个比较早期的说法：“但是，艺术

世界里终究还是有一种实践，而这一实践便决定了一种社会制度。社

会制度并不一定非正式制定章程不可，不一定要有官长、规章等才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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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才能授予地位———社会制度有些是成文的，有的却没有成文。……

艺术世界的中坚力量是一批组织松散却又互相联系的人，这批人包括

艺术家（亦即画家、作家、作曲家之类）、报纸记者、各种刊物上的批评

家、艺术史学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等等。就是这些人，使艺术世界的

机器不停地运转，并得以继续生存。”①不难发现，迪基笔下的这种作为

不成文社会制度的艺术世界，正是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事实：无论是它

的构成和组织，还是它的实践和运作，等等之类，都是以社会事实的方

式存在着的。事实上，当迪基用“社会制度”这个词来描述艺术世界

时，或许就已经在暗示我们：艺术之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社会事实并

无不同。如果说迪基的艺术制度的理论———无论是早期在《何为艺

术》还是后期在《艺术圈》中的那些想法———就其对艺术系统中惯例性

实践的强调而言，还属于分析美学的范围，那么其他更多学者的相关讨

论则逐渐更加明显地引入了社会学的原则和方法，比如像贝克在《艺

术界》中所做的那些分析就完全是从社会学出发的了。这不仅进一步

证实了一件事情，即艺术乃是社会事实，而且进一步把艺术家和艺术作

品无可逃脱地纳入社会制度之中。

由于这样的社会事实或者说社会制度，不仅艺术作品所“给予”人

们的愉快，而且艺术家要坚持的商标名称，都得到了保证。但是，这恐

怕不是阿多诺希望看到的艺术的样子，因为这意味着，艺术非但不像阿

多诺所认为的那样是对社会的反对，反而倒被社会同化或者说吞没了。

这个时候，用阿多诺的另外一个措辞来说，艺术的权力被社会剥夺了，

他说：“正是由于被社会剥夺权力，艺术被贬低为社会事实的角色，但

是它拒绝扮演这个角色。”②而拒绝的方式就是走向反艺术，亦即反对

这个被贬低为社会事实的艺术———艺术藉此而保持对自身的忠诚。阿

多诺说道：“……确实，如果没有这种反艺术的元素，艺术就不再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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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了。这完全是说，艺术必须超出它自己的概念以便对这个概念

保持忠诚。”①这里的反艺术当然与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有

关，但是，如果结合社会事实特别是涂尔干说的社会事实的强制属性，

那么我们会注意到它的社会学方面的意思。涂尔干说：“当然，当我心

甘情愿服从这种强制力时，我就感觉不到或者说很少感觉到它是强制

的了，而它也就不成其为强制的了。尽管如此，强制并不因此而不再是

这些事实的属性，其证明是：我一去反抗它，它就立即表现出来。”②当

人们消费艺术作品“给予”他们的诸般快乐时，当艺术家在制度的保证

下坚持他们的商标名称时，他们恐怕正是心甘情愿的，因此他们感觉不

到强制，感觉不到艺术已经成为了一种有着强制属性的社会事实。只

有去反抗艺术，才能证明它的作为社会事实的强制性，证明这种强制性

带来的约束以及痛苦，并进而证明这样的艺术是必须加以反对的。或

者，我们也可以结合阿多诺的阐释来理解涂尔干的这番话。阿多诺说：

“与涂尔干的评论相一致，人们或许可以稍微有些夸张地说，社会在它

带来痛苦的地方变成直接可知觉的。例如，人们也许会在某些社会情

境中，像是在找工作而‘碰壁’的情境中，有一种所有的门都在他面前

自动关闭的感觉……所有这些，我要说，都是社会现象的直接指标。”③

这意味着，人们一去反抗社会事实，社会事实就立即以给人们带来痛苦

的方式表现出来。而这样的表现，或者阿多诺这里说的直接指标，正在

成为或者说已经成为了艺术的表现和指标。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艺术的反面就是社会的反面，或者说，走向

反艺术就是走向对社会的反对，而后者，如前所述，在阿多诺看来正是

艺术由以成为社会的东西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这项工作———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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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反艺术或者说走向对社会的反对的工作———也在阿多诺“艺术乃是

社会的社会性反题”①这个命题中得到了刻画。最后，我们大致可以

说，社会事实乃是在这样的程度上成为艺术的一种特性的，即，社会事

实使艺术获得了一个由以反对自身并由以在这种反对中成为社会的艺

术的契机。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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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表征主义：德勒兹的自在
差异与阿多诺的非同一性概念辨析

吴　 静

摘　 要：德勒兹和阿多诺都致力于在同一性的世界中寻找到恢复

差异的基始性的办法。他们认为绝对的同一性逻辑是导致法西斯主义

的根本原因。然而，在对同一性的批判，他们的角度和力度各不相同。

差异和非同一性是他们各自哲学构架的中心概念，集中体现了二者学

说的相似问题式和迥异的批判思路。但从反对同一性的观点来看，差

异和非同一性都可以被看作是对表征主义的挑战。它所体现出的“内

在差异”逻辑谱写出了德勒兹和阿多诺之间的一种共鸣。

关键词：自在差异　 非同一性　 表征主义

德勒兹和阿多诺，是 ２０世纪尤其是战后时代最有影响力的两位哲

学家。他们的著作同时涉及了哲学、文学、艺术等众多领域。不过，由

于他们的根本立场和方法论的不同，二人的哲学思想不但呈现出迥异

的态势，更在很多方面背道而驰。但在另一些方面，他们的主张不谋而

合，甚至连他们的抗争模式都有相类似的地方。有趣的是，这种极度的

“异”和“同”之间不但不是断裂的，反而存在着内在联系。差异和非同

一性是德勒兹和阿多诺哲学构架的中心概念，也集中体现了二者学说

的相似问题式和迥异的批判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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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勒兹那里，差异概念是与重复概念成对地放在一起讨论的。

在《差异与重复》中，作者试图挑战“大多数哲学家”，因为他们将差

异从属于“同一性、相似性、对立性或可比性”①。德勒兹想实现的是

思考自在的差异。这也就意味着他要颠倒差异与上面提到的四类范

畴之间的关系，在本体论意义上来定义差异。差异与重复这一对概

念，被德勒兹用来表达他对存在的理解。对于德勒兹来说，自在的差

异就是存在的本质，而重复就是存在的方式。而德勒兹则认为，如果

一种关系预设了同一性作为基始性，那么它实际上就肯定了概念的

表征功能所造成的压迫和强制，并以“表征主义的方式来定义世

界”②。表征系统是通过建立一套固定的规范作为模型来运转的。

而差异与同一性的统一也就是这些基本模型中的一个。它起到了表

征的媒介的作用。表征主义正是以将差异从属于同一性的方式扭曲

了差异的实质。德勒兹所要做的就是反对这种抑制了创造性力量的

模式。在他看来，表征主义将我们的注意力从自在的存在上引开了。

结果，人们所关注的通常是它所解释的东西。差异正属于这种情况。

在表征模式中，差异被表达为从属于同一性的具体的差异。这种静

止的等级式结构不可能想象出与差异相关的变化。因此，德勒兹认

为，不能“在一种有机的中介的内在媒介中”③来表现差异。这也是德

勒兹的差异概念的第一个特点。其次，德勒兹的差异中没有把他性作

为否定性的异己因素：它是纯粹的差异，肯定的差异。德勒兹认为，差

异在传统的表征式思维方式中通常被认为是否定的替代品；是对相同

因素的否定。但德勒兹的差异却是一种不能被归结为其他概念的纯粹

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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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勒兹在本体论层面上对差异的讨论不同，阿多诺是在一个

伦理学语境中考虑非同一性概念的。它是作为阿多诺对同一性概

念———他相信这个概念是整个理性哲学的核心概念———的批判产物

而出现的。在《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详细阐述了“同一性”这个语

词的三个维度：第一，作为统一的人类意识的同一性；第二，表达了思

维与其客体之间相等关系的同一性；第三，作为主体与客体之间一致

的同一性。① 这三个维度为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提供了认识论基

础。没有它们，就不可能设想出经验客体以及知识形成的过程。“非

同一性”这个词所描述的恰恰是这三个维度的反面。不过，阿多诺对

这个术语的使用并不是意味着一种非理性哲学或不可知论；相反，它

为哲学家本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供了基础。阿多诺将现实的世界

看作一个被管理和统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不能够自由地思

考，因为他们的思维被同一性原则所局限，而后者正是“意识形态的

最初形式”。② 非同一性主要表达了主体和客体之间不匹配、不一致

的关系。阿多诺将这个原则当作是对不自由的思想的拯救，因为它所

着力探索和勾勒的是两个原本被认为一样的事物之间的鸿沟。这个鸿

沟恰恰是可以为思维带来乌托邦因素的源泉。不过，非同一性原则并

不是阿多诺对知识形成的认识论问题的解决方案，因为这个原则在政

治上是理想化的。

从反对同一性的观点来看，差异和非同一性可以被看作是对表征

主义的挑战。它所体现出的“内在差异”逻辑谱写出了德勒兹和阿多

诺之间的一种共鸣。这也提供了一个基础让我们可以思考这两者之间

的区别：肯定性对否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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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勒兹的自在差异

德勒兹从对表征理论的批判入手，质疑了哲学史中思维映像的不

真实性和不完整性。在《差异与重复》的第一章的一开始，德勒兹提出

了一个关于中介的问题：“差异是不是必需经过‘中介’才是可以触及

和可以思考的？”①根据他的理解，在哲学史传统中，对差异的一般观点

是与异己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它显示了概念之间的一种等级秩序。

在这个观点的指导下，人们习惯于按照具体的现象来思考差异。这个

意义层次上的差异实际上是被看作特定的差异：它是某种被表现和表

征的东西。这一关于差异的观点不能够接受产生出变化的条件，因为

它是用来对两个不同的物体进行比照的。这种对比假设了“判断必须

在抽象的表现中对众多的特征作出选择”。② 说得再准确一点，这种特

定的差异并不能够标注出物体的本质，因为它是从物体的众多特征中

被摘取出来的。事实上，当我们根据具体事物的特征来考虑这个事物

时，特定的差异就只能是外在的。并且，当我们比较两个不同的客体

时，我们总是假设了某种同一性的因素作为基础。按照这种观点，（具

体的）差异总是次要的；它总是从属于某种作为基础的同一的东西。

在德勒兹看来，这种具体的、特定的差异并不是最大的、最本质的差异，

因为它被限制在一种固定的差异与同一的统一模式中，这种模式从一

开始就否定了差异的本体论地位。在这里，所谓的“最大的差异”指的

就是自在的差异，它是一种不依赖于任何具体特征和比较的本质性存

在，与变化的条件相关。因此，这种差异是基础性的，它是真正的第一

原则，不需要被第三者中介。统一性（ｕｎｉｔｙ）或同一性（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必须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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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为第二层次的运作，在这一层的运作中，自在的差异被具体化为不

同的形式。

德勒兹将自在的差异定义为一种单义的存在，它既不是某种固定

的存在，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此他接受了尼采“存在是一种生

成”的观点：在自在的差异中，有一种内在的自我区别的冲动，使自在

的存在在它的每一种具体实现形式中都得以区别开来。所有存在的一

切其实都始终处在一个生成的过程中，它永远也不会完成。但这一内

在差异却可以体现为不同的形式：它是多样化的。用德勒兹自己的话

说，这个单义的存在“在单一和相同的意义上，存在于它所有的个别差

异或内在形态中”①。从这个观点来看，差异的概念可以被解读为德勒

兹对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的重新解释：它是区别性因素或变化条件

的生产。在德勒兹看来，意志想要做的是肯定它自身的差异性，因为差

异正是它自己的存在，是它区别于其他存在的特性。或者，我们可以把

德勒兹的这种肯定称之为“差异意志”（ｗｉｌｌ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差异意

志”与“权力意志”一样，其所体现的是一种生存的欲望和创造的本能，

因为差异本身是以存在为前提的。在尼采那里，权力意志是一切事物

的本质，一切事物无不是权力意志的表现。而德勒兹则认为，在一个事

物与“他者”的本质性关系中，意志使其自己的独特差异成为肯定的客

体。这意味着差异并不来自某种类比；相反，它正是存在本身。

在《差异与重复》中，德勒兹指出，黑格尔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差

异的问题。他说，“黑格尔对他的前辈哲学家所作的批评正是，他们在

差异的纯粹的、相对最大高度上止步不前，而没有达到绝对的最大高

度”②。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首先来看黑格尔自己对差异的定义：

“这种差异（绝对差异）是自在自为的，即绝对的差异，本质的差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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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自在自为的差异而非外因引起的结果，但它是只与自身相关的差

异因此也是单纯的差异。……自在的差异是只与自身发生关系的差

异；它也是它自身的否定性，这种差异不相对于某个他者，而是相对于

其自身。”①从这里可以看出，黑格尔在对差异地位的判定上与德勒兹

是一致的，分歧的地方在于他将差异定义为对自我的否定。这当然与

遵从二元逻辑的辩证法息息相关。而在德勒兹看来，这样一种对差异

的规定是对差异的简单化、缩小化的处理，它仅仅显示了作为多样性的

差异的一个非常狭隘的方面。这也正是德勒兹反对以否定的形式来定

义差异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黑格尔把这个最大的差异误理解为矛

盾了。这种运动形成了一个死胡同：“每一个反面必然更进一步地排

斥它的他者，因此也排斥它自身，从而变成了它所排斥的他者。”②这实

际上正是同一性的逻辑，因为在这个循环中，同一性或统一性变成了确

定差异的充分条件。③ 并且，矛盾错误地把差异简化为对立。④ 换句

话说，对立通过在其自身内预设差异的做法歪曲了差异的本质。德勒

兹提出，差异不能被简化或上溯为矛盾，因为前者的模式远远要多过后

者。正因为如此，多样性是内在于差异本身的。当传统哲学将差异误

读为从属性的特质的时候，差异的被压抑不是某个或某些差异的被抵

制，而是以同一性为主导的生产机制在目的和路径选择上都最大限度

地扼杀了差异产生的可能性。

如果说自在的差异概念使得德勒兹可以脱离传统的理解和思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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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那么重复概念就使得他可以发展出自己的（单义的）存在运动理

论。① 重复，用尼采的术语来说，就是永恒的回归。尽管尼采是用这个

概念来反对传统的价值哲学，德勒兹却是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使用

重复的。他将重复本身定义为时间的纯粹形式（自为的重复），并将差

异概念和重复概念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德勒兹用自为的重复解释了

事物是如何被决定的，以及差异在这个决定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

作用。

“永恒的回归并不是引起相同的或相似的东西的回归，它本身是

来自于一个纯粹差异的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永恒的回归实际上是

一种差异的结果，这个差异是起源性的、纯粹的、综合的和自在的（尼

采将其称之为权力意志）。如果差异是自在的，那么在永恒的回归中

的重复就是差异的自在性。”②

因此，重复不是相同的东西的表征，而是差异的永恒回归。③ 在时

间中被重复的正是差异。但在这里，差异不是某种特定的细节或具体

的、不同的现象或经验，而是自在的差异。

Ｄｅｓｃｏｍｂｅｓ将德勒兹的差异的永恒回归解释为对否定性的一种自

毁。④ 在每一次回归中，强势因素（对差异的肯定）抑制了弱势因素

（对同一的否定）。在这种情况中，自在的差异变成了一个独立的、高

贵的灵魂（主人）与一个与之相对立的、卑微的意识（奴隶）的竞赛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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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流失，能指和所指的分裂，如同商品一样，仅仅在空虚的、同质性的时间中

永恒地重复着。这种永恒回归的观点其实是对尼采的一种误读，与德勒兹更

是截然对立，它是一种同质性的不断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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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胜者。Ｄｅｓｃｏｍｂｅｓ认为这一标准显然是可以适用的，因为德勒兹把

原本意味着不确定的否定当作了一种确定作用。这一意见在经验现

实中是有其真实意义的。然而，德勒兹对差异的理解除了在伦理学

层面上之外，还上升到了本体论层面。对他而言，自在的差异，是一

种本体预设，它刻画出了一种主动的、独立性的存在。这一点不能与

经验层面的肯定的差异相混淆。因此，差异的重复与 Ｄｅｓｃｏｍｂｅｓ 的

问题———即弱势因素是如何被强势因素所抑制的———无关，而是涉

及到了可以恢复并凸显差异的条件的生产。而且，Ｄｅｓｃｏｍｂｅｓ所认为

的作为不确定性的否定误解了德勒兹对差异的规定性。在前面，我

曾经谈到过，德勒兹的差异本身不是作为同一性的对立面而出现的

东西；相反，它恢复了同一性所压制的众多的可能性。在这里，“同

一”与“差异”并不是表现为数量上的不对称性的具体的“一”与具体

的“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论及差异时首先

谈到了自在的差异与具体的差异之间的区别。Ｄｅｓｃｏｍｂｅｓ 根据经验

现实原则，认为对“一”的否定仍然是一种不确定，实际上正是将自

在的差异误认为是具体的差异。德勒兹所肯定的是作为虚拟力量存

在的“多”，而不是“多”中的某一个。因为作为多样性存在的自在差

异，和黑格尔的矛盾一样，是一种“多余”（ｅｘｃｅｓｓ），它本身是对非同

一性的自觉，而非对某种定在的肯定。否则，永恒回归的就不可能是

差异，而只能是同一了。

差异的重复构成了“一”的多样性。然而，这个“一”并不是某个特

定的同一性范畴，而是单义的存在：差异。它是通过重复的方式回归并

实现为新的形式。重复并不是允许某种已经存在的东西回归回来。相

反，自在的差异每一次被重复，它都获得了一种新的形式。这就是德勒

兹所说的“面具”。① 差异在每一次表现中都被不同的面具所遮盖。因

０８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Ｄｅｌｅｕｚｅ，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ｐ．１８．



此，面具不仅仅是差异的形式，也是它存在和发展的方式。也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德勒兹说“面具才是重复的真实主体”。① 然而，面具并不是

一种表征。自在的差异是不能被表征的，它总是被掩盖着。在每一个

新的面具之下，差异被表明出来。在这里，我们需要放弃表征主义的传

统方式来考虑这个示意的过程，因为我们不可能通过表征主义的理解

来达及本体性的自在的差异。

在差异与重复的关系问题上，重复是选择性的：它不关注任何的否

定性，它所极力肯定和使之重复的只是差异。在《尼采和哲学》中，德

勒兹用掷骰子的比喻来描述一与多、必然性与偶然性、生成与存在的

关系：

“骰子每被扔出去一次，都是对偶然性的肯定，而它们落下来所形

成的总和又是对必然性的肯定。也正是在存在被肯定为生成、统一被

肯定为多样性的意义上，必然性被肯定在偶然性中。”②

重复就像掷骰子：当骰子每一次被掷出去的时候，它可以肯定所有

的偶然性。差异被以重复的方式生产出来。当我们掷骰子的时候，差

异不是在别处被确定的，它是在内部出现的。然而，差异在这里是以虚

拟性的形式存在的。但在每一次骰子被掷之前，差异都是真实而不现

实的：它的在场表现为一种虚拟的势能。尼采把这称之为“生成的存

在”：它是纯粹的多样性。在德勒兹看来，真正的生成没有外在于它自

己的终点或目的，生成是存在的唯一方式。

德勒兹的差异的骰子游戏是在内在性平面上玩出来的。这个先验

性的场域为德勒兹哲学提供了一个生产意义的场所。在这个平面上，

思维发生了，差异出现了。但是，这个平面不是空间中的某处几何平

面，它是前哲学的先验性场域。在这个语境中，界外（ｏｕｔｓｉｄｅ）或界内不

再是表示抽象的（仍然是在几何学之内）或具体的空间中某个相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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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不同地点，它们在某个共同的参照系统中相互投射和产生共鸣。

界外是一个绝对的外在，它既不是任何内在的对立面（在这个意义上

它可以粉碎一切的参照框架），也不符合任何的现存形式。换句话说，

这种界外是一个彻底的外在，一个没有内在的外在：它是一切体系、一

切参照系统或位置规则的界外，甚至是一切外在的界外，是“我”和

“我”的思维的界外。对此，康斯坦丁·庞达斯在论及德勒兹作为一个

“界外的思想家”的时候，曾经这样说：“哲学封闭自身，拼命限制自己

的学科，常常把空虚和无效误认为智慧和严格，把内部的臭气误认为知

识和道德操守的标志。打破限制，一股新鲜空气就会从外部扑来，而不

是把时间浪费在破译哲学面临的终结的征兆上。尽管哲学的问题就是

界外的问题，界外并不是保护不同于哲学学科的场所，它是哲学自身发

生变化的场所。”①

界外，在这里意味着打破场域的限制，将封闭体系内部所不具有的

外在性因素引入进来，改变原有场域的张力，使超越成为可能。而这种

超越正是不断地“生成界外”。逃逸线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是由原有体

系的极限所勾画出的虚拟势能，也是不同场域相互交流的通道。它使

这些场域之间的分歧明显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凸显和保存差异。

“没有内在的外在”到底意味着什么？事实上，它是对一切为评

估、定义或定位而生的体系和结构的超越，它将经验世界的逻辑归于混

沌。这样一种界外是极限———思维和表征的极限———的替代。实际

上，德勒兹将自在的差异诠释为某种本体性的东西正是试图超越表征

的极限。界外不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相反，它存在于一切极限之

外：它是某种不可界定的、不可表征的，甚至不可想象的东西，是思维的

尽处。然而，正是这种不可触及性，为思维提供了没有被表征主义同化

的新鲜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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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外”理论是德勒兹哲学中最矛盾的部分。事实上，他想揭示的

是这种不可想象的“界外”是怎样作为思维的核心和动力发挥作用的，

以及它是如何帮助思维挣脱表征主义的束缚、不断地实现创新的。在

德勒兹看来，能够发动思维的不是逻辑、不是观念、不是知觉、不是感

觉，而是这种在一切执行能力之外的不可想象的因素———界外。思维

在各种“相遇”———力与力的相遇、力与无器官身体的相遇———中发

生。德勒兹相信感觉是哲学的肇始，因为只有在由与他者、与界外的相

遇所激发的感觉（特别是震惊）中，人们才能够挣脱现实、经验和理性

的枷锁，不断地趋近思维的极限。思维不是对具体事件的思考，它就是

事件本身。因此它有三个特点。

首先，思维不是主体的行动或选择，它在最开始是被驱使发生的。

思维作为一个事件的发生源于一种相遇。其次，相遇的发生是偶然的。

它就像一个掷骰子的游戏。在骰子落到桌子上之前，没有人可以预先

知道结果。最后一点，思维从本质上意味着差异，因为它是由来自界外

的不可想象的因素激发的。这就是为什么德勒兹在与 Ｃｌａｉｒｅ Ｐａｒｎｅｔ 的

一个谈话中用“发现、相遇、窃取”这样的词来形容思维的发生。① 在他

看来，“相遇就是发现，是捕获，是窃取……它所创造的不是某种相互

的东西，而是一种不对称的阻塞，是一种不平行的进化，杂交，它总是

‘界外的’和‘在中间的’”②。界外并不作为他者存在；相反，它是被隐

性的他者所压抑的东西。更准确地说，在德勒兹那里，界外是借以反对

对思维产生了影响的他者的力量。引入界外是为了凸显差异，以独特

的差异的名义说话。

界外本身就意味着差异；它总是在所有的极限之外。德勒兹哲学

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反对一切基于本体论第一性的差异的本体论，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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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论是法西斯主义，还是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或是强势文学，再

或者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德勒兹用“界外”这个术语强调的是一种

绝对的差异。然而，这种界外并不是可以作为具体的差异之源头的实体

性（不管它表现为什么形式），正如上帝被认为是真善之源那样。相反，

界外同时是抽象和具体的，它既超出一切平面之外，又内在于每一个单

独的事件之中。在每一个事件之中，界外通过其他力的干涉被引入，从

而生产出新的质素来。在两个物体相遇的那一瞬间，某种不属于两个物

体中任何一个的特质被生产出来：它不会改变两者的本质，它只是停留

在特定时刻的相遇的表面。这个过程就是新质素被生产出来的过程。

二、阿多诺的非同一性

和马克思一样，阿多诺非常关注两个在他看来被同一性法则所支配

的现象：商品交换和劳动者的工资。这两种交换形式的问题都在于它们

是在平等表面所掩盖下的实质的不平等。但这不是对马克思的《资本

论》所揭示的问题的重复。阿多诺声称，这种平等与不平等之间的不平

衡状态是由同一性原则所造成的。并且，这种被假设的普遍存在的同一

性同时也产生出来拜物教现象。除了坚持在经济学领域内的批判之

外，他对文化工业的分析同样深刻地揭示了资本逻辑在制造意识形态

幻象方面的肆虐。而彰扬非同一性，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

非同一性所反对的是主客体、思维与现实之间的直接的对等性。

阿多诺通过分析知识获取过程中的同一性作用揭露了这个原则是在何

种意义上成为第一性原则以及为什么这种第一性带有虚假性。阿多诺

用“同一性思维”这个语词来意指被作为第一性的同一性接受的思维

的形式。① 他希望通过揭示同一性观念形成过程中的强制性机制来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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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现代社会中的权力和统治的关系。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强调和凸显

非同一性概念来反对这种强制。阿多诺相信非同一性概念可以通过引

入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差异性因素来实现思想的彻底自由。

然而，阿多诺本人也承认没有直接的路径可以达到非同一性。在资本

主义条件下，思想只能通过对错误的同一化进行概念性批判来努力趋

向非同一性。

在阿多诺看来，从哲学和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同一性原则已经变成

了人之行为中的一种无意识。人们在思考过程中尚未来得及对它进行

有意识的思考的时候就已经将它付诸应用了。不过，在社会生活领域

中，同一性的真实体系不仅仅是一个观念性的存在，而且是对真实机制

的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反映。在资本主义现实中，这个机制就是由

市场中的交换价值所产生出来的同一性总体性。但是，与封建社会中

的外在的同一性不同，资本主义系统中的同一性不再是一种外在的强

制，而是一种由主体和客体所组成的无意识结构。它是一种自发的、非

强迫性的惯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将之称为“公理”）。在市

场中起作用的同一性是同质的、量化的货币，而在现实中“公然藐视同

一性的包容性的”则是使用价值。① 换言之，市场经济是现代同一性逻

辑的真实基础，因为在这个机制中，所有不具有可比性的、独特主体都

在市场中被物物交换原则同一化了。主体在这一过程中被变成了可交

换的某种“东西”。在劳动力交易中，主体的价值是由他的劳动的价

值，即工资来衡量的。而在商品的交换中，不同的使用价值被抽象成量

化的价格；同样地，主体的具体的劳动也被抽象的劳动所代替。结果，

主体在市场中丧失了其作为独立的人的尊严：对他的评价不再取决于

他的才能或创造力或其他的品质，而是取决于一种外在于他的标准：货

币—金钱。因此，同一性原则是在金钱（或资本）的形式中被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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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阿多诺会说，“一个从客观角度为总体性而准备的世界

是不可能解放人类意识的”①。

阿多诺对拜物教的批判同样也从形成机制的角度显示了同一性原

则所造成的奴役。在这里，阿多诺明确地引入了黑格尔的逻辑：市场经

济中的交换假设了“一种总体的概念，同时也假设了这个（虚假的）总

体中的一般（文化交换或资本主义体系）与特殊（产品及其消费）之间

存在着错误的调和或总体性”②。马克思所批判的商品拜物教中所运

行的正是这一逻辑。

所有的这些拜物教形式都暗含了一种对物质（如商品、货币或资

本）的误读，即认为这类物质有一种增殖的魔力。阿多诺指出，这实际

上是把物质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相混淆的一种错误做法。人们总是

习惯于将它们当作一种中立性的客体，认为它们有自己的生活，与其他

商品发生直接联系，但又独立于人类的相互作用之外。但事实上，人类

的行为正是支撑一切商品的基础。因此，商品的拜物教实质上是物对

人的统治———在马克思看来，它是一种在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中应当被

扬弃的异化。

为了刻画概念的同一性，阿多诺仿照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概念，发

明了另一个术语，概念的拜物教。他指出，前面他所提到的作为哲学真

正旨趣的非概念性正是这种概念拜物教的对立面，但不是概念的对立

面。“拜物教”这个语词在这里的使用意指一种已经发生的错误的置

换作用。概念本身，作为人类理性的成果，并不是阿多诺所反对的东

西。相反，没有概念，哲学思考就无以进行。并且，阿多诺认为，所有的

概念（包括哲学概念）都指向一种非概念性，这种非概念性所体现的是

一种经验主义意义。换句话说，概念本身不是自足性的，因为它们来自

现实。没有概念是自在自为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直接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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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非同一性正是内在于概念本身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把概念绝对化

成具有第一性的元素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概念的拜物教之所以被认

为是一种同一性的暴力，其原因在于它通过把世界归结为它认为具有

（假想的）无限性的逻辑命题或抽象概念，从而吞噬了整个鲜活的客观

世界。

阿多诺对拜物教的这一批判与他对工具理性的反对是一致的。

事实上，他的“概念拜物教”的提出就已经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

域的批判延伸到了认识论上。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指出，阿多诺

在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对同一性逻辑的批判不

但需要从心理学角度溯源，还要从语言哲学上探究和追问。因为“在

工具理性的骨子里显示出某种交往实践，因为这对于语言意义的存

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种交往实践既不能约减为某种自持的主体

性，也无法约减为某种构成意义的主体性”①。除此之外，维尔默还从

自然科学发展趋势的角度肯定了阿多诺的这一认识论批判。因为，当

科学越来越依赖于公理化的方法、高精度的仪器的时候，“工具理性接

受了社会秩序的形式，在这一秩序中，人的主体性变成了纯粹的干扰因

素”。② 而这，正是卢卡奇所描述的作为现实社会进程的物化的意识。

阿多诺对卢卡奇关于物化和异化观点的赞同是有保留的。他不赞

成异化终将为具有革命性的工人阶级所克服的结论。对阿多诺而言，

最大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在现代社会条件似乎有能力消除不公平、奴役

和苦难的情况下，这些令人痛苦的现象还在继续存在。他认为，这其中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控制了整个社会，并趋向

极致，使得财富和权力出现了最大限度的集中。③ 社会围绕着交换价

７８

反对表征主义：德勒兹的自在差异与阿多诺的非同一性概念辨析

①

②

③

［德］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

性批判》，钦文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８４页。
［德］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

性批判》，钦文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１６２页。
Ａｄｏｒｎｏ，Ｔ． Ｗ．，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Ｅ． Ｂ． Ａｓｈｔｏｎ，Ｔｒａｎ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Ｓｅａｂｕｒ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３，ｐｐ．１８９－１９２．



值的生产被组织起来。没有人可以从市场中逃脱。

“物物交换原则，将人类劳动还原为平均劳动时间这样一个抽象

的普遍性概念，从根本上说类似于同一化原则……通过物物交换，非同

一的个体和特性，变成了通约的和同一的。这个原则的传播迫使整个

世界变成同一的和整体的。”①

可以看出，阿多诺对拜物教的批判不是着眼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对工人的经济剥削，而是对整个人类思维的内在统治。因此，他对资本

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不是一种对不公平的经济现象的愤恨，而是一种

“内在批判”。非同一性正是抵御资本主义普遍性的武器。

非同一性命题所标注出的是阿多诺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唯心主

义之间的区别，它旨在重建一种消灭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支配法则的、主

客体之间的新型的辩证关系。阿多诺并没有否认黑格尔所提出的思维

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理性与现实之间的思辨的同一性，但他怀疑这种

同一性是否能以肯定的方式实现。事实上，德里达对于这个问题也有

自己的思考。他认为，“作为自我中心主义的某种认同和具体生产工

作，这种同一游戏具有某种否定性。这是一种有限的否定性，它是某种

内部的、相对的变动，通过这种变动，我在其自身的认同运动中打动自

己”②。这其实也是对具有不完全的否定性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注

脚。换言之，只有完全的否定、彻底的否定，才能通往非同一性。而这

种极端的否定，从某种角度而言是无限定的、永不停息的，它从内部发

力，撕开了严丝合缝的理性。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否定性的非同一性也

是无法被叙述的，甚至连阿多诺寄希望的艺术本身，也“正变成为一种

无明确界限的事件：在最坏的情况下，艺术是某种社会妄想；在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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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它则是一种仪式或典礼”①。因此，对于阿多诺而言，才是天上

地下，无处遁身。

三、内在差异：反对表征主义和同一性

德勒兹和阿多诺都致力于在同一性的世界中寻找到恢复差异的基

始性的办法。他们认为绝对的同一性逻辑是导致法西斯主义的根本原

因。然而，在对同一性的批判，他们的角度和力度各不相同。

与阿多诺对历史进行的“元批判”相比，德勒兹所走的是完全不同

的一条道路。他没有将自己局限在一般性的经验概念和主客体之间的

传统关系上。他通过使用一系列新型概念———力、奇异点、内在性平面

等———建构起了一个先验性的框架。德勒兹（和加塔利）借用了康德

的用法，把他们对精神分析的形而上学批判称之为“先验的”批判：它

把无意识中的内在活动与形而上学活动区分开来。在《反俄狄浦斯》

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对不同的社会形态进行了历史分析。然而，这

并不是一种马克思意义上的历史批判，而是为了证明，传统哲学的存在

（Ｂｅｉｎｇ）概念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它压制了生产的欲望并使它陷入了表

征主义的陷阱。作者的目的是将欲望从存在的限制中释放出来，使它

能够自由地进入生成，而这种生成是创新的来源。因此，对德勒兹（和

加塔利）来说，欲望的联系事实上就是对差异的肯定：它只能在创造或

生产中展示和证明自身。他们用分裂分析来代替精神分析，描绘出了

一种可以创造出差异的关于利比多和社会的新型的经济学。这一理论

目标与德勒兹早期对差异概念的强调是一致的。而通过赋予差异以本

体性的意义，德勒兹要颠覆的是以表征主义方式产生出来的思想的

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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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的差异概念与阿多诺的非同一性概念之间有几点重要的相

似之处。首先，它们都体现了一种自由因素。但这种对自由的理解必

须在不同的意义上被解读。德勒兹描述了差异是如何内在于存在的每

一个奇异点，以及每个奇异点是如何将多样化的、区分性的因素包含在

自身之内。阿多诺则截然不同：他的非同一性概念与存在的本质无关，

揭示的是认知行为中主客体之间不一致的关系。但他们的重点不同。

德勒兹坚持差异对同一性的优先性，而阿多诺则抨击了同一性思维的

实证主义功能。并且，在反对同一性以及表征主义的同时，这两位思想

家都不否认同一性的媒介作用。

德勒兹指出，现代社会使人们异化，将能力从他们身上剥夺。而真

实的现实本身作为一个充满偶然性（哪怕是“必然性中的偶然性”）的

领域，应当是变化和差异的流动。要肯定这种流变的、而非服从于因果

律的必然的现实，我们就必须颠覆已经建立起来的同一性，开启不受限

制的可能性空间，变成我们所能变成的一切———尽管我们根本无法提

前知道那是什么。通往自由的实践道路就是创造。不过，这里的自由

并不等同于行动的自主性或在特定的社会形式内追求自己利益的权

利，而是与社会结构自身的变化条件相关。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

直接将差异与创新的条件相联系起来。因此，强调差异实际上就是将

思想从固定的东西以及辖域中解放出来，这种自由是从理性所笃定的

命运中的越狱和逃离。

借助差异和非同一性概念，德勒兹和阿多诺表达了他们对“表征”

的世界的不赞同。换言之，在对“表征主义”进行质疑的过程中，他们

两人之间出现了有趣的关联。而这正是在他们难以调和的特征之下的

一种潜在的共鸣和默契，即他们对待客体的方式。

德勒兹把表征主义的世界当作同一性的第一性的结果。从这个角

度来说，表征主义的方式也是对差异的歪曲和抑制。表征模式没有办

法触及和表达自在的差异，因为它的任何的表征形式所能够表达的只

是特殊的、具体的差异而已，它们只是自在的差异的 Ｎ多“面具”之一。

０９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正因为此，表征模式也无法触及思维与生活的真实根基，因为它是根据

一系列由某种同一性形式所派生出来的范式和标准来组织思维的。

所以，自在的差异实际上是对哲学、政治学、美学和伦理学以及社会

中的等级制的、有机思想的完全颠覆。德勒兹自己就曾说，对自在的

差异的强调是“产生出一个能够影响外在于所有表征主义思维的运

动问题。它也是一个如何让这个运动成为一个没有中间环节的构筑

的问题，是用直接的符号代替间接的表征的问题，是如何创造出可以

直接触及意识的震动、旋转、涡流、引力、舞蹈或跳跃的问题”①。表

征主义的世界不能理解自在的差异，因为它是通过被表征的东西来

衡量差异的。同样的，思想的映像也是被这样制造出来的。表征主

义认为思想对世界的映照应当是真实的、全方位的。但其实这不过

是一种“概念假象”。它是通过一系列前哲学的假设构成了对思想

的理解以及概念生产的特征。这其实与萨义德对表征主义危机的批

判是一致的。后者认为，关于他者的知识本身不是自发和自在的，而

是被建构出来的。它不仅是被“他者的他者”所建构，而且“他者”本

身就是一种虚构，真正的他者存在于他们自身之中，我们永远无法企

及———这与德勒兹对界外的描述是何等相似！因此，表征主义认为

可以表征世界的不是真正的思想，而是他们所假想出来的思想的

映像。

阿多诺对同一性的先在性的批判可以在他对实证主义和工具理性

的批评中见到。在《启蒙辩证法》中，他和霍克海默指出，工具理性和

实证主义正是客体被具体化和被表征的方式。它建立起了一种虚假的

等式，使得平等关系只与客体的特殊功能（工具化特质）相关，而与客

体的内在属性无关。这种不合理的表征式的等式实际上是对互动式的

中介作用的妨碍：它阻止了主体进入客体。其结果就是，世界被设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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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具理性对它的表征一致的样子。这种由同一性的第一性制造出来

的表征主义是极端保守性的，它除了为现状背书之外，别无他能。而这

种保守立场，是不可能对任何陈旧的东西发出挑战的，从而抑制和扼杀

了新质素出现的可能。

阿多诺的非同一性概念探索了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拒绝表征主

义。“在主客体之间架设的同一性越少，对认知主体以及他不被束缚

的能力和公正的自我映照的要求就越矛盾。”①非同一性概念同时强调

了客体的优先性和主体的能动性，拒绝用一种工具化的方式来表征客

体。正是在这个基点上，非同一性成了反对表征主义和创新的关键。

“新的东西渴望非同一性。”②

另一方面，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其实也是对表征模式的一种

拒绝。因为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过滤，制造出了不具有批判能

力的一种镜像。而这种镜像本身的塑形取决于媒介控制者的意愿。这

也正是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得以被广为接受的心理成因。由于这种表征

本身的目的论色彩，它必然以剔除和掩盖差异作为手段。这不单单是

纳粹意识形态的散布方式，也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逻辑：它以强

大的文化工业和媒体控制成为了表征理论最好的实例。也正是这个原

因，导致阿多诺对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投了不信任票。因为集体作为

一个利益总体，始终是以根除差异作为目标的。就这个角度而言，我们

不单可以明了阿多诺对于极权主义的抗争，也可以一窥他对于阶级斗

争表示出极度怀疑的部分原因。

正是从反对表征主义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把德勒兹和阿多诺

的理论认为是对同一个问题的路径争论。而差异与非同一性这对概念

之间的差异也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两人哲学立场的对立。于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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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就出现了：如何实现差异或非同一性呢？回答是另外一对概念：块

茎和星丛，两种不同的关系性生产模式。

（作者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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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与现象学

马 迎 辉

摘　 要：阿多诺对现象学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从胡塞尔到海德格

尔，从意识问题到存在问题，他步步为营、层层深入，尝试揭示现象学内

在的理论困境。尽管阿多诺对现象学的“绝对”和存在问题的理解往

往显得外在，但他还是从马克思哲学和辩证法角度对现象学，尤其对海

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提出了重要的质疑和批评。他的批判启示我们：

存在一般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存在的综合无时无刻不在面临着剩

余性和否定性的冲击。

关键词：意识　 存在　 大生产　 辩证法　 否定

与卢卡奇对胡塞尔，马尔库塞对海德格尔的亲近不同，阿多诺对现

象学的态度一开始就是激烈批判。《认识论的元批判》聚焦胡塞尔，①

《否定的辩证法》批评海德格尔。从思到存在，阿多诺的批判一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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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阿多诺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批判，拙著《先验性的界限———对阿多诺〈认识

论元批判〉的现象学审思》中已经做了专门的研究，这里不再重复。笔者的基

本看法是，尽管阿多诺对胡塞尔多有误解，有些误解甚至是非常基本的，但他

基于辩证法和马克思哲学还是提出了很多值得重视的问题，比如发生现象学

与辩证法的关系问题，作为一种思想形式，现象学的社会存在的基础问题等

等，本文也可以看作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回应，尽管从研究的深度看仍然是初

步的。



立，不仅现象学运动会轰然倒塌，现代西方在思想上的自我革新自然也

是不可能的了。① 如果看到现象学志在重塑巴门尼德、柏拉图和亚里

士多德就已经提出的最基本的哲学问题，那么他对现象学的批判显然

又不能简单地归为如何理解眼前这个特殊的时代，更合适的说法似乎

是，应该如何从这个时代的独特视角理解现象学所探讨的那些基本问

题，它们应该以何种形态呈现，或者甚至根本就不应该出现。

根据阿多诺的批判逻辑，本文将尝试探讨如下问题：首先，他对现

象学从思到存在的理解是否恰当，这关系到阿多诺的海德格尔批判的

基础牢靠与否；其次，阿多诺对海德格尔的批判本身是否合理，他与存

在论之间有哪些原则性的差异；最后，我们将尽力深化阿多诺的海德格

尔批判，揭示其中马克思哲学与海德格尔的生存论批判的根本对立

何在。

一、论胡海关系

学界对胡塞尔、海德格尔的思想关联已有大量的探讨，主流的看法

无非是影响、超越，阿多诺与现象学运动中的大部分人的看法不同，在

强调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继承性的同时，他甚至倾向于将这种“继承”

的实质确认为“倒退”和“暴力化”，这种看法比较特别，因为即便如梅

洛－庞蒂那样坚定的胡塞尔派，也只是认为海德格尔“重复”了胡塞尔

的相关探索。②

在《否定的辩证法》的第一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阿多诺的相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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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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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从 ２０世纪初开始，现代西方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革命，在哲学上
这体现为现象学、心理分析、结构主义等思潮的兴起和相互影响，它们不仅从

各自角度回应了尼采和马克思等人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的批判，而且也为西方

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产生提供了基本的思想资源。

譬如梅洛－庞蒂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意向性直接发端于胡塞尔在对象意向性
之下 发 现 的 操 作 层 次。（Ｍａｕｒｉｃｅ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Ｐｈéｎｏｍéｎ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 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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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譬如他认定胡塞尔以直接意向取代了间接意向，不加限定地把握了

实事总体，海德格尔的“突破”在于将艾多斯生存论化，以适应他对最

高存在的探求。① 阿多诺对海德格尔如何继承胡塞尔的理解堪称精

确，因为无论海德格尔本人，还是众多海德格尔研究者，他们都更愿意

强调生存论建构对《逻辑研究》中的范畴直观的突破，强调它们之间的

差异甚至断裂，对生存论建构与艾多斯的超越论建构之间的继承和镜

像关系往往关注不够。

阿多诺对海德格尔的所谓“突破”进行了如下评述：一方面，海德

格尔看穿了胡塞尔的幻想，即是说，将直接意向建立在主观的意识积淀

之中，并在反思中使这种意识可以成为现实存在，而海德格尔则借助存

在概念避免了在主客之间、概念与实在之间做出选择；②但另一方面，

他的做法却牺牲了和推论性概念的联系，将认识论批判仅仅视为前存

在论因素，从而消除了胡塞尔的合理要素。③

在阿多诺看来，胡塞尔仍然受制于主客之间、概念与实在之间的对

立。但这不是事实。能思（ｎｏｅｓｉｓ）与所思（ｎｏｅｍａ）的关系被称为先天

平行关系，这是理解超越论建构的关键。所谓客体是以被意识的状态

及其存在的方式显现的，而主体相应地也就是对这种状态和存在的意

识建构，简单地说，存在，无论以何种样式显现，它总是被意识到的，而

意识，也只是因为相关于被它意识到存在才能存在，这一说法类似马克

思本人所说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④。胡塞

尔无须在主客之间做出选择，因为它们是直接相关的。概念与实在同

样如此。概念在超越论现象学中一般与艾多斯，即形式化的本质相关，

根据平行关系，艾多斯与实在之间在本质类型上是相应的，即是说，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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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５７— ５８
页。部分引文对照原文做了修改，下同。

［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版，第 ６５页。
［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版，第 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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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样的本质关系反映的就是什么样的实在存在，实际上这也是“被意

识到的存在”与“意识”之间的相关性的另一种表现。胡塞尔同样无

须，其实也根本无法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它们之间存在的只能是描述

视角的差异。

当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借助存在概念避免了胡塞尔所谓的两难

时，这里渗透的主要是马克思另一个相关的重要论断：“人们的存在就

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①，他显然倾向于认为，只有超出意识与被意

识到的存在的人的实际生活才是真实的存在，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被

众多研究者认为在胡塞尔的基础上跨出了可贵的一步。但笔者认为，

至少有两点需要说明。

首先，超越论现象学从不排斥实际生活，“超越论”不是内在的或

纯粹的，而是建构的。纯粹意识的对立面是物化意识，它当然包含了生

活世界的存在，胡塞尔晚年的生活世界现象学的说法其实也只是他早

年规划的集中展示而已。阿多诺的合理性在于，他实际上点出了实际

生活的存在是否拥有独立于思的存在的法则问题，超越论的意识可以

揭示被思的存在的法则，但如果实际生活本身的存在法则是刚性的、独

立的，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现象学能够如其所是地揭示这一法

则？换言之，胡塞尔通过超越论还原所揭示的意识与被意识到的存在

之间的相关性何以能包含社会存在的全部内容，这里是否会存在增添

或缩减？人们当然可以说，存在只要被言谈，它就已经被思了，社会存

在同样如此，但这里涉及的恰恰是它何以能为思和言谈，被批判的恰恰

是以何种方式“进入”相关性，而非相关性内部的本质构型。因而，尽

管这一构想更多地来自社会批判视角，但的确对以数学理性为底本的

胡塞尔构成了相当大的挑战。

其次，海德格尔的功绩在于把现象学拉出了意识的范围，使它能直

面超出了被意识到的存在的存在，但这种“超出”是以丧失批判性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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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的，这是阿多诺的基本看法。这与我们上文提到的他对胡海关系的

看法其实并不矛盾，将艾多斯生存论化，使其适应最高的存在，恰恰是

以取消艾多斯本身承载的对概念的反思、还原、建构等批判性操作为前

提的。阿多诺的新康德主义底色似乎并未完全褪去。从社会存在角度

说，阿多诺试图确立的批判当然意味着对社会存在的批判，海德格尔跨

出胡塞尔的步子似乎太大了，从被意识到的存在到存在一般，从形式化

到形式显示，社会存在的范畴同时也就被超越了，胡塞尔“不足”，海德

格尔“过度”，他们都错失了对社会存在本身的现实的、当下批判。如

果说胡塞尔缺失了对社会存在何以能在现象学还原中“如实地”成为

被思的存在的说明的话，那么海德格尔的缺失就在于他无批判地跳过

了社会存在这一现实环节，忘记了他本人及其思想都是现实存在的产

物，他从胡塞尔那里挪用来的艾多斯化的表达方法就建基于发端于 １９

世纪的数学革命。

笔者可以补上另一个重要的批判环节，海德格尔的存在一般的理

论原型是基督教的上帝的存在。“无中生有”是基督教对古希腊存在

问题的基本立场，而这个“无”在基督教那里体现为上帝的超越的存

在。与胡塞尔在《观念》第一卷悬隔上帝的存在相似，在对宗教生活的

考察中，海德格尔也悬隔了上帝，但上帝的超越的存在却被保留下来

了，阿多诺指出的海德格尔以生存取代胡塞尔的艾多斯的基础即在于

此，因为存在一般本身是超越的，它才能拒斥胡塞尔改造自柏拉图主义

的艾多斯，这在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向中世纪过渡时就早已存在过了，与

超越的存在相关的是生存着的此在，此在的原型就是向着上帝（的存

在）而在的“信众”，他处身于与上帝存在的相关性之中，因领受上帝之

在而于此存在。

在此意义上，阿多诺与现象学，尤其与海德格尔之争又意味着什

么？阿多诺能否在现象学的“不足”与“过度”之间找到切实的存在？

它不仅与人的现实存在相关，而且能生成意识与超越的存在。实际上，

马克思早就揭示了这种可能，社会意识只能是社会生产的产物，意识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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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必须建立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基础之上。阿多

诺似乎只需以马克思的这一立场为基础，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间确

立起社会存在的根据地位即可。

但问题其实没有这么简单。阿多诺仍需内在地说明在“批判”问

题上，社会存在的批判何以能在超出胡塞尔的思的批判的同时保留其

范畴建构的可能，同时，在摒弃海德格尔的存在的一般性的同时又能保

留其相对思的超越性。从海德格尔的角度看，他似乎也提供了一种存

在批判，这种批判因存在的一般性而包含了阿多诺希望确立的社会批

判，阿多诺看似令人遗憾地误解了海德格尔。

二、对存在的批判

基础存在论要么否认范畴，要么使之升华，存在由于超出了功能性

关联，从而获得了独立的法权，①这种存在拒绝了概念和直观，拒绝了

任何中介化，因而只能靠自己来理解，②这是阿多诺对海德格尔存在问

题的一般看法。有趣的是，即便从海德格尔本人的角度看，阿多诺的这

些看法也更像是恰当的总结，而非批评，因为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明确

地将自己的现象学方法标明为形式显示，以此区别于仍然建立在艾多

斯直观之上的形式化和意向的功能性关联。艾多斯直观、形式化和功

能性关联是胡塞尔对 ２０世纪西方哲学的独特贡献。在阿多诺眼里，这

些现象学操作多少还是保留了批判哲学的底色，一旦试图在它们之间

建构存在，其结果只能是将存在封闭在独立的王国中，对存在的理解也

就只能封闭在存在自身之内了，这种理解存在的方案被海德格尔称为

解释学循环。存在因对实在和异在的排斥而获得了治外法权，在阿多

诺看来，以存在之名为人的奴役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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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不应该成为抽象的自在，它一开始就已经是中介化的产物了，

这是阿多诺对存在予以范畴批判的出发点。阿多诺指出，存在最早在

巴门尼德那里就已经被思想中介化了①，因而存在必然与主体相关，或

者用他更加习惯的黑格尔的术语，存在必然也是自为的。巴门尼德的

“被思的就是存在”这一命题很容易让人想起胡塞尔的贡献，因为正是

后者将此命题改造为了能思—所思的先天平行关系，或者可以提出一

种被阿多诺遮蔽的真正的范畴批判的可能性，我们后文将再次回到这

一问题上。现在需要强调的是，阿多诺的武器除了马克思的社会生产

与再生产的理论之外，还有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两者并不分离，马克

思对资本主义大生产的考察本身就蕴含了历史辩证法的因素。

“是”（存在）作为系动词不能脱离主词和谓词，它所标明的事实状

态与意向性有关，与存在无关，海德格尔将“是”理解为超越的存在本

质上是一种物化。②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将“是”理解为判断上

的综合符合一般的见解，事实状态与意向性相关显然暗指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中对存在的著名讨论，对此问题，学界已有讨论，一般的看

法是海德格尔将胡塞尔那里作为相合或充实状态的“存在”改造为了

敞开性。③ 但与一般的理解不同，阿多诺将海德格尔在存在问题上的

超出理解为物化，这一看法体现了马克思哲学和辩证法的特点，“是”

作为系动词，它中介了主客体，将之视为纯粹的超越性的存在就使其脱

离了辩证的过程，成为了现成存在的物，这种超出实际存在的剩余物只

能是幻象、神秘化以及不可表达性。

笔者已经指出，海德格尔这种改造的原型在中世纪超越柏拉图主

义时早已提出了，其中最具奠基意义的应该是阿奎纳对“是”的著名的

发生学考察。因此，就阿多诺对海德格尔的存在的批判而言，笔者更加

倾向于认为他们之间是立场的差异，一个隐秘地建基于神学，一个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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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现实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毫无关联，当海德格尔尝试建

立一门实际性的现象学时，它必然会遭遇来自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因为

实际性本身也应该包含社会生产的现实存在，而后者一旦拥有了独立

的奠基性的规律，那么在实际性中展现的存在自然也就成为了现实生

产的物化以及异化形态了，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的此在的存在及其生

存论建构一开始就进入了马克思的批判逻辑，在此意义上，我们不难理

解阿多诺何以会将海德格尔的存在斥为神话了：“但他的神话仍然是

一种 ２０世纪的神话，仍然是被历史揭示的幻想。这种幻想之所以引人

注目，乃是因为根本不可能使神话与现实的合理性形式调和起来（每

一可能的意识都和现实纠缠在一起）。海德格尔的意识惦记着神话的

地位，仿佛这种意识可以具有这种地位，同时又和神话同类。”①

阿多诺认为存在论差异是一种同语反复和捏造，②因为没有存在

者，存在是不可思议的，没有存在，存在者同样如此，它们互为中介。中

介化与相关性是辩证法与现象学在方法论上的最大的差异，辩证法将

中介化理解为存在的基本形态，而现象学致力于在相关性中考察存在

与其显现形态之间的关系。这一对立集中体现在对存在者的看法上，

阿多诺认为，个别的存在者可以还原到它的概念，因为存在者一般包含

了所有存在者的概念，所以它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概念，一种完整地转入

存在的结构中的存在论结构，最终的结果就是将非概念的东西概念化

为非概念性。③ 阿多诺的这一批判是值得商榷的，关键在于何谓“概念

化”。海德格尔曾借助胡塞尔的总体化和形式化的区分表明了其存在

论建构的超越性，总体化是个别与种属的关系问题，而形式化与总体化

有根本的差异，因为形式超出了特别的事质领域，我们不能认为它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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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种与总体具有相同内涵的概念，阿多诺的概念与非概念之辩在

此是含混的。

转机出现在《存在与时间》的研究对象上，正如海德格尔本人所说

的，他前期建构的是此在的存在，而非存在一般，其实更确切地说，他的

研究对象首先应该是此在的在世结构，此在之“此”的在世展开，他必

然和人、物以及世界打交道，而这些对象本身是可以被概念化的，尽管

海德格尔坚决反对对它们予以概念化的考察，但它们毕竟为概念化留

下了空间。对阿多诺来说，这些问题本身就是马克思哲学的经典问题，

它们首先应该在社会化生产所构建的概念化的空间中得到批判性的考

察。阿多诺与海德格尔在此彻底分道扬镳了。

三、辩证法与现象学

这里涉及辩证法的三个因素：绝对、中介化和否定，尽管阿多诺特

别关注其中的“否定”向度，但相比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的原始形态，

他在方法论上其实并无多大的推进，笔者认为，他对“否定”的强调更

多地还是为了顺应他的社会批判所选取的特别角度，因此在具体讨论

中，我们也会将这里的讨论提升到现象学与辩证法的方法论对话的

高度。

绝对问题。学界对现象学有一个批评，至少是疑虑，人们会认为现

象学，尤其是胡塞尔那里只谈内在性，反思是内在的，意识也是内在的，

因而归根到底是主观的，客观性都是问题，更遑论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

了。在描述心理学阶段，反思体现为内感知或内在感知，它意味着对已

然发生的意识行为的回返性地明察，但其中被揭示的是意识与世界的

直接的关联，世界已经作为意识对象存在了，因而，这里“内”或“内在”

是指对关联于世界的行为的本质性研究，而不是实在意义上的。超越

论现象学中更是如此，现象学还原之后，胡塞尔明确认为纯粹意识具有

一种可规定的无限性。“绝对”在现象学中是作为纯粹意识的特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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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而对此具有建基意义的内时间意识研究的“内”则特别地指建

基，笔者认为，在胡塞尔那里，它源自非欧几何意义上的“内蕴”（ｉｎｔｒｉｎ

ｓｉｃ）关系的“内”，当有人问与它对立的“外”何以可能时，这恰恰是一

种自然态度，超越论现象学的“内”就是绝对的意思。

相比而言，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反倒显得更为形而上学了，因

为超越论现象学的“绝对”观念是与这个时代的整体知识同构的。胡

塞尔揭示了主体与绝对的一种新的关系，即主体在其行动中直接规定

绝对存在，绝对的“可规定性”的要义即在于此，黑格尔似乎与此相反，

“主体”的行动展现了绝对的某种形态，“主体”无非是理性的狡计的载

体而已。因而，他们之间的差异大致可归结为：从自足的活的主体规定

绝对，还是从“形而上”的绝对规定“主体”。在此意义上，现象学当然

意味着主体哲学的现代重建。上文提到的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思的哲

学的存在论改造即与这里的主体与绝对的新关系的建立有关。此在在

其去—存在中对存在的领会之所以可能，正是在于胡塞尔已然揭示的

主体在其行动中规定其绝对存在。当阿多诺对海德格尔强调“存在论

差异”耿耿于怀时，①他似乎没有看到，这种“差异”本身就是批判性

的，它要引向的是对此在之存在建构，也即对绝对存在之建构。

中介化问题。阿多诺对这个问题尤其敏感，譬如他会专门提到：在

存在与存在者的辩证法中，存在者与存在互为中介，但海德格尔压制这

种辩证法。② 与现象学对新的绝对观念的揭示相关，在海德格尔那里，

此在与存在不是中介关系，而是存在在发生上与它的在此（Ｄａ）存在的

关系，此在（Ｄａｓｅｉｎ）的本义就是存在（Ｓｅｉｎ）于此（Ｄａ）。在黑格尔那

里，中介化只有在绝对中才有意义。当阿多诺说没有中介化，要素就不

成其为要素时，笔者认为，这里恰恰遗漏了这些要素首先必须是绝对本

身的要素：要素是绝对本身的于此存在的形态！黑格尔那里的意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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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以及为对象的互为中介所试图揭示的正是作为它们共同存在基础

的绝对，在此意义上，现象学运动从胡塞尔开始对新的绝对与主体的关

系的揭示恰好彰显了黑格尔揭示绝对与其因素间的关系的隐秘的欲

望，可惜，“绝对”在生成上的直接“于此”被黑格尔戏剧化为了理性的

狡计，因为他没有真正澄清绝对本身如何内在要素化，而是致力于从作

为生成结果的内在要素出发建构要素何以能绝对化。阿多诺没有在海

德格尔那里看到辩证法潜在的理论要求。

中介化何以可能？从绝对出发，某物与另一物互为中介，它们首先

必须处于同一性的关联中。在黑格尔那里，同一性的关联表现为绝对

精神，而在现象学这里则至少表现为胡塞尔的意向关联域和海德格尔

的此在在世的因缘意蕴的整体。同一性的关联是基础性的，否则就不

可能有中介项之间的“互为”。但现象学的确像阿多诺批评的那样，将

内含否定的中介化敉平为了关联性，在海德格尔那里更明显，此在并未

在上手和在手之物上看到自己的变异形态，而是直接建构了它的在世，

此举无疑将此在在物上的变异形态———在马克思哲学中特别地体现为

物化———泛化为了非本真状态，此在对非本真状态的否定也就成了对

常人整体的否定，单个此在似乎就此无须承担伦理责任。

这里最关键的是否定：对谁的否定，如何否定？在辩证法中很清

楚，是某个因素对其变异形态的否定。只有通过否定，意识才可能洞悉

其存在的根据，进而才能达到更高的阶段。这是辩证法最令人震撼的

理论成就，笔者在此问题上愿意部分地接受阿多诺对现象学的同一化

哲学的批评。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是一种本质化的运动，这尤其体现

在中介化对自身的本质性的要求中，①即是说，某物只有在其自身的变

异形式中找到它的本质，只有这样，绝对精神对自身的否定以及自身的

绝对化才是可能和必要的。阿多诺看到了同一性作为总体性具有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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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上的优先性，但他更为强调其中的非同一性对同一性的抗争。但阿

多诺所强调的非同一性，即否定因素有着强烈的脱本质化的倾向，他甚

至就此指责黑格尔未能贯彻他已经提出的非同一性原则。问题是，一

旦脱离了本质化，那么，这种作为自身中介化之核心环节的否定就有可

能呈现为单纯的否定，譬如在他指责黑格尔未能公正地对待非同一物

作为与所有同一物相对立的他者时，①笔者认为，这种理解实际上已经

偏离了经典辩证法的问题语境，笔者甚至很难再将阿多诺式的否定纳

入其中。

现象学在阿多诺对经典辩证法的偏离中甚至更为坚定地支持后

者。超越论现象学建立在新的形式关系之上，海德格尔曾特别地从中

发展出形式显示的学说，此在的在世存在是合乎本质在形式上的自身

显现的。因而，现象学与辩证法都坚持合乎“本质”，但在“本质化”中

的差别在于，此在作为存在于此已然是本质性的了，而辩证法则会认

为，在自身中介化之后扬弃自身，即在合题中，本质才特别地显现出来。

在此意义上，现象学似乎又澄清了辩证法的一个隐含的预设，自身中介

化和异化之所以能走向本质，最终成为本质，是因为它们从来就在本质

关系之中，从来就已经在投射出本质。

相比否定，现象学更多的还是谈同一性建构，阿多诺的这一判断大

致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同一性建构内部没有否定。在胡塞尔那

里，明见性是可错的，经验关联同样可以自身否定，甚至中断，②海德格

尔除了阿多诺不断提及的对存在论“差异”的强调之外，此在在其向死

而在中对本己本身的回返甚至体现出了对实存的最彻底的否定。但现

象学谈论的否定和黑格尔一样都是在绝对和本质之中的，阿多诺则不

然，他的否定由于对立于一切同一性，因而只能在绝对之外。尽管笔者

对阿多诺仍然以辩证法之名心怀疑虑，但这种溢出绝对和同一性的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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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确使他走出了现象学。

据此，阿多诺所掀起的现象学与辩证法之争应该分为两个角度：其

一，现象学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关系，这里的讨论完全可以不受阿多诺

的看法的左右，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两种方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对立关

系，现象学实际上不时体现出了为辩证法奠基的意图；其二，阿多诺本

人的否定观念与现象学的关系，这一问题在理论建构上甚至可以独立

于前者，但笔者对这种外在于绝对和本质的否定本身如何存在，如何起

作用，仍然有待进一步的说明。

四、深　 化

阿多诺认为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破坏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建构，①

但在笔者看来，这种所谓的破坏首先意味着建构，也就是说，社会化大

生产建构了海德格尔生存论的基础。阿多诺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实际上

可以归结为何谓存在于“此”（Ｄａ），更具体地说，当海德格尔试图以具

有向来我属性和去—存在这两种特性的此在为起点建构存在的意义

时，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哲学视角提出如下关键问题：此在的“此”及其

对存在的向来我属、去—存在这些特性源自何方？因领会其存在而在

此？因这一领会而拥有存在并绽出生存？

从马克思哲学看，此性的本质恰恰在于社会化大生产，生产与再生

产创造了此在的去—存在的可能。在资本主义大生产中，此在的生存

的空间性，即定向、去远并非此在本身的特性，它扎根于生产的空间性

中，生产资料的不断集中、重组，生产中的跨地域的协作、分工，商品在

全球市场流动，无时无刻不在重建此在的空间性。协作，在马克思那里

首先是指：“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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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① 分工则更

为激烈地打破和重建了生产空间的统一性、个人存在以及与他人共在

的时空的单一性。这一点不难理解，同一个时空中的协作在分工的发

展中，可以在生产上划分出新的时空阶段和顺序，而生产者在此划分中

也成为了在时空被压缩和扭曲的创造者。在此生产过程中，空间最终

成为了由资本的生产和价值增殖过程所决定之物，空间当然不是客观

的，也不是基于此在本身的生存能力所开创的，而是资本生产过程赋予

此在的特征。当然不是说此在意识不到自己的空间，而是说所谓的空

间的“本己性”本质上是失根的，甚至是虚幻的，它充其量只能是社会

化大生产铭刻在此在身上的标记。

此在的时间性同样如此。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中，时间是最根本的

要素，因为空间上的并列倍增的是单位生产时间，马克思说：“距离也

归结为时间，例如，重要的不是市场在空间上的远近，而是商品到达市

场的速度，即时间量”②，而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甚至体现在“用时间去

消灭空间”。③ 此在生存的根基即在于资本生成的时间化，资本主义大

生产最恰当地体现了此在消散于世这一基本的生存状态，人的存在被

分割为生产资料和商品等存在形态，在此背景中，此在的时间性的到时

不是此在带着其过去从将来而来，而是剩余价值在市场上的兑现时刻。

在此在的在世建构中，个体的向死存在恰恰是对生产资料的可替代性

的验证而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本主义大生产一开始就创造了此在

拥有其“当下”的可能，其当下一开始就被限制在生产的时刻表中，马

克思的劳动力的生产的意义即在于此。此在无力凭其自身的生存获得

其当下，他充其量只能揭示社会大生产已经为其规定的当下。

这里仍需辨明，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建构同样也是一种批判，我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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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致地称其为生存论批判。常人的无差异性和此在的无家可归正是

商品生产消除一切质的差异的体现，“遗忘存在”同样源自社会生产的

总体化建制，因为超越的存在本身就是幻象，因而，海德格尔的生存论

批判与马克思哲学之间并无绝对的矛盾。但它们之间存在如下差异：

首先是建基序列的差异：以此在的本真存在为旨归的生存论批判为社

会批判提供基础，还是说它本身应该建立在最直接的、同时也是最基本

的生存形式，即社会化大生产之上？其次，他们的理论目标并不相同，

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建构中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塑，这一点尤其

明显地体现在他前期试图在此在聆听自己的良知的呼唤中建构其本己

存在上，但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来看，当下只能以剩余的方式呈

现，本真性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剩余价值不可能属于劳动者自己，非

本真性建基于对剩余性，马克思从资本生产的角度一早就取消了海德

格尔回归本真性的可能性。

何谓存在，何谓存在的基础？海德格尔将领会着存在的此在与存

在的相关性视为基础存在论的支柱，尝试在此在的一种特殊的现身形

态，即向死的当下中建构其本己存在，阿多诺的马克思哲学视角则要求

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中建构现实存在以及存在者的基本处境，当下化

建基于资本主义大生产，社会化生产才是存在的基础，哲学家不应将基

础理解为超种属的存在一般，而应该致力于对现实生产予以批判性的

范畴建构。何谓绝对和本质之外的否定？黑格尔的自身否定是绝对精

神内在的事情，严格地说，在阿多诺的批判中，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无疑

也应该归入同一性哲学的范围。从思想原型上看，在笔者看来，阿多诺

的否定观念源于马克思的不可被消解的剩余价值的剩余性，它在社会

化大生产的绝对存在之外构造着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这也是他整个

社会批判的最终理论根据。

阿多诺试图建立何种范畴批判？按《否定的辩证法》的主旨，这种

范畴批判是一种以否定为内核的黑格尔式的反思批判，但现象学提出

了另一种可能，即在相关性先天中确定对社会存在的超越论建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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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再将存在视为超出思的超越者，都积极尝试在思的发生中考察存

在的本质变更，卢卡奇就曾经敏锐地看到现象学在探寻历史生成的动

力时相比辩证法的优越之处，而与现象学几乎同时产生的心理分析运

动则更加专注于对精神存在的压抑、替代和变形的考察。在此意义上，

阿多诺的现象学批判的一个重要的效应在于，我们确实有必要着眼现

实，整合各种理论资源，重建存在批判的理论平台。

（作者　 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浙江大学哲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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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存在与现代伦理生活的可能性
———对《最低限度的道德》的重新考察

宋 一 帆

摘　 要：阿多诺将《最低限度的道德》奠基于知识分子私人领域的

经验之上。为了把握这一独特立场的方法论意义，首先必须结合《作

为形式的论说文》讲述文本中对于断片、经验的陌生化以及反讽的多

重运用，进而说明阿多诺“私人存在”区别于卢卡奇的主观讲述与黑格

尔的客观讲述，是对于内在批判方法的贯彻。“私人存在”具备双重

性，一方面是社会理性化与经济进程对于伦理生命的侵害，另一方面是

保存着最后及最小伦理可能性的反思空间，何以协调两者就成为必须

解答的理论难题。最后，通过将阿多诺的道德哲学把握为“内在包含

着错误的批判性道德理想”与“积蓄着他人相关性与历史织体的苦难

经验”，形成一种独特的意在守护文明底线的抵抗的伦理学。

关键词：最低限度的道德　 私人存在　 正确生活　 苦难经验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结构性变化被指认为公共与私人两个领

域间界限的渐趋消融。经济生活领域与私人利益对于政治领域的全面

入侵，使得公共性的空间被破坏（即阿伦特所谓“劳动动物的胜利”）。

另一方面，一种私人生命的自律性，也被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权力关系

证实为仅仅是幻象，曾经属于家庭领域的东西（无论是爱、婚姻或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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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都绝无法在其中自我维系。双重意义上的生命之被损害，构成了

今日批判理论所必须面对的难题。

阿多诺却在《最低限度的道德》的致辞中出人意料地宣称：“社会

分析可以从个体的经验中学到的远比黑格尔所承认的多得多……以严

格意义上的、流亡知识分子的私人领域为出发点。”①同时他又清醒地

自知这种对于“私人存在”的强调又一定是不合时宜（Ａｎａｃｈｒｏｎｉｓｔｉｓｃｈ）

的，因为在盖世太保“不详的敲门声”面前，全部的私人生命将只是一

纸空言。把握“私人存在”对于阿多诺重塑否定的道德哲学之重要性，

将有助于理解批判理论的核心内涵及其晚近以来的转型。

一、论作为方法的“私人存在”

在一个破碎的时代，阿多诺诉诸论说文（Ｅｓｓａｙ）以延续理论的可能

性，《最低限度的道德》是这种碎片化书写的完美呈现。“论说文的亚

历山大主义（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ｎｉｓｍ）回应下述事实，即丁香花和夜莺的存在。

无论在哪儿，普遍之网允许它们存活，它们都意在使我们相信生命仍然

鲜活。”②如果说文化工业的产品呈现为单一形式对杂多内容的规定，

无力担当起内容对形式的抵抗，那么，论说文作为一种形式，将保留丁

香花和夜莺，使得客体得以讲述自身。

论说文的先驱———从蒙田到尼采———提供了一种典范，即以断

片的面貌书写，让被每一个被讲述的对象与中心之间皆为等距，遂构

成一种松散的、不是基于理念而是由于物与物之间内在关系的联结

体。论说文放弃了斯宾诺莎主义———在后者那里事物的秩序（ｏｒｄｏ

ｒｅｒｕｍ）总是保持着与观念秩序（ｏｒｄｏ ｉｄｅａｒｕｍ）之间的一致，而这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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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论的承诺只能源于主体的暴力，将那些直接性的东西认作是真理。

与其诉诸理念对总体的把握，论说文凝视着现象在自然历史之中的

流变，因此它关注的仅仅是个人所能触及的经验。“一个客居他乡的

人被迫说当地语言，与在学校把各种元素组合起来不同，他不借助词

典。在不断变化的文本中，他看了一个词三十多次，他就捕捉到了这个

词，而且远比在词典中寻求其全部含义更为清晰。”①在这个广泛引用

的段落中，阿多诺以客居他乡之人的语言类比论说文，从而甚至表现

出了某种后期维特根斯坦式的睿智。我们深知这种语言学习带有深

深的试验性（Ｖｅｒｓｕｃｈ）与易逝性，它总是会出错，但每一个自然历史

中的现象又莫不如是？论说文将毫无关系的片段并置、重新组合，从

而提供了一种全然陌生的关系，在经验的陌生化中激起对业已凝固

之物的反思。

阿多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是论说文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和解，唯

有通过论说文才能把握其独特方法。蒙田也是“最小限度”的运用大

师，“他反讽地将自己适用于这种渺小（ｓｍａｌｌｎｅｓｓ）———却是直面生活

最深刻的智性作品的那永恒的渺小———甚至通过反讽的谦恭强调了这

一点”②。论说文作者不耽于书写法典，也无意于建构道德法则，相反

他们满足于私人领域，从这种个体经验“渺小性”中唤起醒悟与自觉。

正如同“最低限度的道德”（Ｍｉｎｉｍａ Ｍｏｒａｌｉａ）对于亚里士多德以“至善”

为目的的大伦理学（Ｍａｇｍａ Ｍｏｒａｌｉａ）的反讽，这种“最小限度”所具有

的“反讽的谦恭”，是“内在批判”得以施展的场域———通过戏仿“大”

的另一极（那里有宏大的总体与封闭的体系），在这种极端中敞开其错

误性，呈现出每一个微小的道德经验是如何被既定的生活形式所损害。

“意识形态的假象所包含的非真理性，揭示了文化仍然受制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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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说文的凝视下，第二自然开始意识到自身是第一自然。”①凝视意

味着从总体中分离、截断和重新把握。通过个体经验的反思，使得僵化

的社会关系得以重新理解为一种“活生生的”、镶嵌在自然史中流动的

自然，这是今天一切伦理生活得以展开的前提，也因而论说文指向了道

德的反思。

围绕着现代伦理生活的争论，阿多诺的理论重担正是如何将个体

经验（主体）与社会批判（实体）两个维度糅合起来。但是在奥斯维辛

之后面对这个问题，两者之间无比巨大的张力远远大于黑格尔时代关

于“实体即主体”的简单宣称。

主体经验出发，其实是在面对世界之祛魅时某种危险的哲学诱惑，

因为这种当下的生命仿佛是物化社会中唯一的依凭。作为韦伯后学，

又经历了以狄尔泰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的洗礼，卢卡奇在《小说理论》

中给出了一种关于现代社会的主观讲述———随着以史诗为代表的伦理

总体性的破碎，抛出来的是无家可归的现代个人。他们面对着的是一

个如同第一自然般僵死了的第二自然②，小说家为这样的个体披上主

体的外衣，让他们与生活再一次展开搏斗。“小说在形式上所要求的

内在意义，将由人的体验来给予，而对意义的这种单纯一瞥就是生活所

能提供的最高级的东西，就是值得整个生活投入的唯一事物。”③卢卡

奇的现代个人努力寻找着失落的总体性，试图借由艺术敞开的生命意

义，但这只不过是在面对吞噬一切的体系时，毫无基础地逆转进程的乌

托邦。

黑格尔是对纯粹主体哲学的批判者。阿多诺开篇坦言正是“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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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的方法引导着最低限度的道德”①，但是黑格尔的形象在实践和理论

哲学中却产生了分裂，以致表里不一。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

黑格尔明确反对以数学为模本的体系，一种斯宾诺莎式的界说却是游

离于内容之外的认识活动，里面存在着仅仅是僵死的、无关本质的东

西。相反，黑格尔之所以将“哲学”自称为“革命性的”，正是立足于方

法与哲学对象之间的一致，不能借助知性“高高在上地谈论个别实存”

而“要深入到事情的内在内容”②。辩证运动要引向自在自为的对象，

只有服从于客体自身的本质，才可能抵达真理。“概念的意义既是确

定的，因为这样它们才能成其为概念，又是流动的。它们会因为客体的

指示而改变自身，而不是反过来扭曲对方。”③因此否定性的力量并非

来自主体自身的抽象概念，而是事物存在本身所给予的。这一转向客

体的“唯物主义”版本的辩证法，使得主体能够不复为空洞的主体，不

仅仅为外在的实体所规定，又能自觉地受到实体内容的引导，并自由地

为行动给出根据。

但是，黑格尔一旦将实体性哲学在实践领域展开又背叛了这一原

则。“在前史中知识以客观进程的面貌坚称自己凌驾于人类之上，它

凭借对个体质性的消除，———不诉诸在思想中建构普遍与特殊的和

解———成为在历史中从未完成的一个环节。”表面上的否定性，却是现

实的肯定性。在精神的自我运动之中，当主观道德导致绝对的恶时，必

定引向下一个环节的伦理生活，前一种生活形式的自我否定必须以后

一个环节为前提。因此，他所希望的能够包含道德自律原则的伦理生

活，在肯定性中就退化为包裹在国民精神之中、被吞没了的个体。

阿多诺以高度反讽的笔调来处理该问题———真理不是总体，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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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是错误”（Ｄａｓ Ｇａｎｚｅ ｉｓｔ ｄａｓ Ｕｎｗａｈｒｅ）①。他在黑格尔的实体哲学

基础上完成了一次原则性的回撤，《最低限度的道德》并非抵达概念的

必然性与逻辑学，而是停留于序言中所论的“言谈”（Ｋ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②，

与数学不同，它代表了日常生活当中一切转瞬即逝的东西，它显得更加

自由与任意，不理解事物在既定整体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为了满足

好奇心而不是为了提供认识的历史训导之中。”③每一个当下的经验不

以知性认识为目的，而要求将自身理解为是以往历史的结晶与积淀，以

往全部的实体性内容所中介。如果将哲学坐落于此，坐落于主体苦难

的经验之中，那么辩证法就会指向否定性，从受苦者的全部回忆中形成

对当下环节持之以恒地抵抗。此时便指向了阿多诺最负盛名的“否定

的辩证法”。

因此，阿多诺的“私人存在”并非如卢卡奇般在总体中敞开生活的

意义，相反它要求在碎片中的驻留。它拥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是整

个社会理性化与生产关系最直接的伤害者，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甚至生

命本身的实体性都无法守住；但另一方面，由于其自身的否定性就使得

“私人存在”超越了纯粹的自然存在④，这是一个不可被还原的最小的

反思空间。它不直接面对“善”或“好”等薄的、抽象的教义，而是通过

一些厚重的、具体的伦理学德性（如谦卑、抵抗）展开对私人经验的反

思。“私人存在（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ｚ），竭尽全力去模仿一个足以被称为人

的东西，却背叛了后者……唯一负责的道路是否认自身对自身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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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性充斥其中，人只能在族群的意义上被保存，由此向极权主义敞开。“当

现代人丧失了彼岸世界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也没有赢得这个世界，严格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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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式的误用，剩下的则是在私人领域中谦卑地、不引人注目地、

质朴地做事，就如同所要求的那样，不再是基于好的教养而行动，而是

羞耻———在地狱之中却仍然呼吸着空气。”①

二、私人存在与正确生活的损毁

《最低限度的道德》始于苏格拉底之问：“什么才是好生活？”但是

它讲述的却只是忧郁的科学（Ｄｉｅ ｔｒａｕｒｉｇｅ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只能以否

定的方式来思考今日的伦理生活。无论写于二战期间的《最低限度的

道德》还是 ６０年代所做的“道德哲学的讲座”，阿多诺皆提纲挈领地将

其核心理念概述为“在错误之中无法有正确的生活”②。（ＭＭ，３９）阿

多诺以“正确生活”（ｄａｓ ｒｉｃｈｔｉｇｅ Ｌｅｂｅｎ ／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ｌｉｆｅ）改写“好生活”，实

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两大重要转型的指认。其一，公共生活被私

人性的东西所取代。以“自我保存”为特征的纯然特殊性与自然必然

性无法支撑起任何意义上的共同生活。其二，“正确”暗含着一种对直

言命题的逻辑判断（ｔｕｒｅ ／ ｆａｌｓｅ），亦即无论良善生活，甚至连个体生命

本身也很难被称作真正存活。这是阿多诺所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这一转型打破了私人自律的迷梦，自主性的空间如今作为物质生产过

程的附属品而出现。生活本是生产的根据和目的，但如今两相颠倒，生

活成为单纯的表象（Ｓｃｈｅｉｎ）。

１．现代伦理生活的困境

现代世界面临着“伦理上的好”与“道德上的正当”之间的巨大沟

壑，仿佛对于道德规范的遵循并不必然地涉及“我是谁？我又何以是

道德”这一追问。但是，阿多诺却以一种高度的时代严峻感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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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应该”的分立（从康德起被划分为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两个

部分）根本无力面对今日的理论问题，甚至当我们注目于道德领域时

暗含着理论理性对其责任的放弃。关于正确生活的教诲（ｄｉｅ Ｌｅｈｒｅ

ｖｏｍ ｒｉｃｈｔｉｇｅｎ Ｌｅｂｅｎ），在苏格拉底那里被表述为“知善者必能行善”，这

一古典的哲学关联恰恰以否定的形式切中了现实———如果经历了奥斯

维辛之后，还固执地以为以第二自然形式残留下来种种规范性概念仍

然有效，那么就是无力直面现实发生着的苦难。因此，我们必然地陷入

“善之不可知”的认识论困境。“传统的资产阶级美德独立、坚韧、远

见、审慎被完全地腐化……资产阶级的存在形式被粗暴的保存，他们的

经济前提已经不复存在。”①最低限度的道德，其言外之意是一切更高

的道德，无论是关于善好的规范性理想抑或其定义都彻底地受到了侵

蚀。因此，阿多诺以一个提名为“思之道德”（Ｚｕｒ Ｍｏｒａｌ ｄｅｒ Ｄｅｎｋｅｎｓ）的

小节，“他们作为主体与意识的关系———反思———在每个环节被保留，

最直接地表现了这种道德，且在矛盾中呈现其全部深度。”②通过思之

道德，“是”和“应该”两个维度被关联起来，“概念的准确性替代了事物

的自身性，而事物并未完全呈现在当前”③。传统形而上学的“真”是

使对象服膺于主体而建立的确定性，这仅仅是形式真理。但是在我们

的道德之思中，这种概念非但不是“真的”，而且是“坏的”，因为它们阻

碍了我们关于对象之所应是的思考。作为论说文的《最低限度的道

德》正是意图让我们在日常经验中重新学习各种厚的道德概念，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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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否定的方法与既定社会的道德律令展开持续的周旋，简言之，就是以

一种规范性的真实（事物成为其所应是）来取代纯粹描述性的真实。

这种“应该”与“道德的要求”并非诉诸外在的原则，而是每一个具体的

事物都镶嵌在历史本身的规定性当中，它可以通过对既定概念的反思

之中获得。因此，正确生活（而非简单的好生活）意味着仅仅是对于既

定生活形式的自觉反思就已经构成了道德的一部分①。

继而，阿多诺强调伦理学必须与社会批判联系起来。他拒绝亚里

士多德主义的德性伦理学，“政治学的目标善究竟是什么，在实践中所

能实现的至善又是什么？在名称上，大多数人在这里诚然是一致的，一

般大众和有教养的人都把它称之为幸福，他们把好生活（ｇｏｏｄ ｌｉｆｅ）和

好品行（ｖｉｒｔｕｅ）与幸福等量齐观。”②当我们在卓越的意义上把握美德，

其应然性就落实于功能和目的的现实化中，人的至善正是使灵魂遵从

美德的要求，而在公共生活中积极地践行生命。阿多诺评述道：“关于

正确生活、正确行为的观念实际上被还原到了这个程度：人们的行动要

与人们的真实情况相符合。人们应当按照自己的本性、自己的本质去

生活，这就是单纯的如此存在（ＳｏＳｅｉｎ）。”③阿多诺已经敏锐地看到，

古典的美德是在第一自然的意义上锻造人的本性，使得人生长为能够

与共同体相合的“政治动物”。但恐怕如此这般屈从于自然伦理“Ｅｔｈｏｓ

就是魔力，或许还可以说，Ｅｔｈｏｓ是人的命运”④绝对开创不出现代伦理

生活，因为通过第一自然所联系起来的共同体，失去了对于权力的理性

守护，总暗含着对极权主义的放纵（《启蒙辩证法》文化工业部分所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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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正是通过“自然”名义的统治）。

黑格尔则以现代的眼光提供了一种带有伦理性质的市民社会。市

民社会的双重性在于，一方面是作为私人将特殊性发展到极致，但另一

方面通过作为目的外部国家，确保伦理的现实机制。因此，黑格尔意义

上的私人呈现出普遍性之间的紧密关联，“教化就是要把特殊性加以

琢磨，使它的行径合乎事物的本性。”①市民可以通过教化的环节上升

到第二自然的高度，即摆脱情欲的直接性又将自由的原则包含在实体

内部。但是，黑格尔简单地将“私人”导向“普遍性”，意味着他并不理

解市民社会内部真实发生的权力关系，也不理解这种普遍性反过来将

私人吞没。“因为在第二自然中，即在我们所处的广泛依赖性之中，是

不存在自由的。”②

故而，我们再一次看到阿多诺与马克思之间的紧密关联，他们共同

面对的是一个失去了伦理性质的社会，一个第二自然只能以神秘化和

第一自然化面貌出现的社会。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意味着市民（ｂｏｕｒ

ｇｅｏｉｓ）和公民（ｃｉｔｏｙｅｎ）两种身份的分裂，国家必须否定市民社会，“它

试图压制自己的前提———市民社会及其要素，使自己成为人的现实的、

没有矛盾的类生活”③。但是，企图用没有质料性基础的第二自然来支

撑起共同生活，就会遭遇到社会内部的负隅顽抗。曾经的教化活

动———通过出走自身并在普遍性中返还的教化活动———在劳动的异化

状态中仅仅意味着对象的丧失，因此从市民社会中抛出的就是承担着

普遍苦难的无产阶级。

马克思正确地将错误社会（社会批判）与伦理生活的不可能联系

起来。但他试图超越市民社会的私人性，并且诉诸新唯物主义所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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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的人”———对于阿多诺的时代来说仍然是外在的、不合时宜

的。阿多诺笔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两大根本性变化，其一，私有财

产不断垄断，真正掌握私有财产的只是外部理性交换体系。传统马克

思主义话语中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关系，如今呈现为高度理性化的社

会对全体成员的权力支配。其二，家庭的环节彻底为市民社会所吞噬，

这意味着最小的私人生命的空间亦难以自我维系。但同时这种吞噬不

表现为剥削，而是过剩（一幅消费社会前期的景象），在对于欲望的消

费之中个体不断确证着自身的主体性，但又不知道这种虚假的主体性

服膺于文化工业总体的生产进程。为此，阿多诺必须诉诸更为深刻的

内在批判立场———我们只有这一个极端错误的社会，真正负责的做法

只有在“私人性”向“普遍性”过渡的进程中进行截流，在一个个片段化

的、被损害的私己性经验之中，重新置入产生着不公正的历史结构，在

两者冲突的极端痛苦中带出真正的正确生活。

２．忧郁的科学：生命实体性的丧失

“忧郁的科学”是对尼采《快乐的科学》（ｔｈｅ ｇａ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的重要仿

写，《快乐的科学》几乎暗示了《最低限度的道德》从形式到内容上的许

多原则———这部著作中，尼采选择警句的方式以打破知识体系化、僵硬

化的现状。他要求读者依连贯性的科学所包含的全部规范，忘记那些

“严肃”且抽象的方法，去体会丰富的经历和体验，收集和总结这些探

索经历的辛劳，记忆起每一个小心求证的紧张。简言之，快乐的科学意

在将美的享受重新置入知识之中，让饱满的、健康的生命原则再次站

立。“在我们，生命就是一切，我们总是把生命、把遭际的一切化为光

与火，舍此便无所作为。”①快乐的知识教导人们如何过伦理的生活，存

在之目的并未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对类群的保存，这无非是奴隶道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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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否定，伦理必须以健康的生命进行自我肯定。

尼采将自然性原则释放在 ２０ 世纪的生命哲学之中———在《启蒙

辩证法》的第二附录中，尼采运用自己的道德谱系学，清算了真正的美

德（ｖｉｒｔｕｅ）与性格（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之间的张力。以奥德修斯为代表的现代

资产阶级个体需要用狡诈的性格来蒙蔽本性，使得每个殊异的个体能

够适应社会，但强者从来不需要性格的托词，他“仅仅将从自然中收获

的东西体现在行动之中”①———强大、美丽、残暴、统治，而这正是美德

的强者渊源。强者所肯定的生命原则，在法西斯主义与当代的文化工

业产品彼此呼应，前者是被尼采命名为“金发野兽”的高贵而充满强力

的身体（这本身就是社会权力具身化的场所），莱妮·里芬斯塔尔

（Ｌｅｎｉ Ｒｉｅｆｅｎｓｔａｈｌ）为 １９３６ 年柏林奥运会所作《奥林匹亚》正是其完美

的代表；后者则是试图在消费所创造的幻境中抵达欲望的繁盛，但是就

两者皆作为某种被复魅（ｒｅｅｎｃｈａｎｔ）了的第一自然而言，它们都代表着

神话般的强制力。“文化工业没有得到升华；相反，它所带来的是压

抑。它通过不断揭示欲望的肉体、躺着汗的胸脯或运动健将们露裸着

的躯干，刺激了那些从未得到升华的早期性快感。”②这种未被升华的

性快感在抹去一切个体殊异的暴力中得到满足。

因此，阿多诺的“忧郁的科学”正是关于“生命之无法存在”（Ｄａｓ

Ｌｅｂｅｎ ｌｅｂｔ ｎｉｃｈｔ③）的科学。但这里的“无法存在”不是指由于死亡将其

抹去，相反，是经由尼采、狄尔泰、克拉格斯的生命哲学所抵达的工业产

品，在直接性层面上谈论生命将同等地败坏生命。“哲学曾一度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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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Ｌｅｂｅｎ）的东西变成了私人领域的存在，现如今则是纯粹的消费

品”①，生命成为依附于生产过程的一个表象（Ｓｃｈｅｉｎ ／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这

是关于个体仍然拥有自主性的表象，其所遮蔽的是启蒙复归神话力量

的事实。从文化的角度看，主体失去了能够真正获得教化的外部对象，

并在工业所提供的总体性生产的幻景中寻找认同，这一现象被阿多诺

命名为“半教化”（Ｈａｌｂｂｉｌｄｕｎｇ）———“将有限的知识实体化为真理，无

法忍耐内部与外部之间、个体命运与社会法则之间、表象与本质之间的

鸿沟。”②半教化将表象生活下的自主性认作是全部，将自身毫无保留

地向普遍性敞开。当如此这般的文化成为客观精神，就宣告着黑格尔

所希冀的教化事业之彻底覆灭，伦理生活的场所就必须从普遍性的共

在返还到更小的、能够为反思意识所具体面对的经验中。

工业对于私人生命的入侵，使得阿多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生命权

力话语的先驱。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套用了康德的“图式法”

（ｓｃｈｅｍａ）来重解文化工业。康德所创造的人与第一自然的完美和谐，

是由于知性按照普遍性的先验原则建构了现象世界，而图式正是联结

感性经验与普遍必然范畴的中介。从工业的角度来看，文化工业则实

现了人与“第二自然”间的同质。在该过程中，个体的生命经验已经率

先地被文化工业的既定模式所规定，而通过对产品内容的认同维系起

来的正是“我们的”意识形态。文化工业巧妙地将自然性重新在社会

层面上复魅③，使得文明的创伤在娱乐中获得压抑性的升华，欲望被极

大地刺激、满足并且再生产。娱乐是劳动的延伸———被掌控的大众从

强制劳动中逃离，却仍然只是为了进一步投入劳动，至此权力与无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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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矛盾被遮盖。在消费过程中，整全的生命经验成了自身的表

象———被打散为碎片化的震惊感。“关于行为样式的制度化模式规范

入侵到了曾经消逝的经验领域。”①

对于阿多诺来说，经验（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与体验（Ｅｒｌｅｂｎｉｓ）的区分至关

重要。经验意味着时间性，人的生命正是在经验的连续性中才被确

认为一个整体。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能够在他人之间传递，可以由私

人抵达公共话语，这构成了私人存在得以言说的首要规定。正像本

雅明曾经在《讲故事的人》中所讲的，经验与记忆内在相关。讲故事

的人，必须将经验在时间上连续下去，不断地向生者传话，因而“故事

总是连着故事”②。其次，经验必须包含着自然史的内容。“死亡赋予

讲故事的人以无所不可以谈的特权。讲故事的人从死亡那里获得权

威。换句话说，他的故事讲述的是自然历史。”③经验的内容传达的是

真正的苦难，拒绝对生命的美化，使以否定方式将过去一切受苦者的记

忆在当下聚集。相反，物化总是意味着遗忘。正如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 ２９ 日

阿多诺致本雅明的一封书信中提到“真正的任务是将感性体验

（Ｅｒｌｅｂｎｉｓ）与恰当的经验（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的彻底对立带入与一种遗忘的辩

证理论的关系中吗？或者也可以同样地说，带入与物化理论的关系中

吗？因为所有的物化都是遗忘：客体成为物的时刻，正是他们中的某些

东西被遗忘的时刻”④。

震惊体验的极致就是战争。在第 ３３ 条箴言中“战争缺乏连续性、

历史和‘史诗’的要素，但看上去可以从任何一个阶段全新的开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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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它不会在记忆中留下永久的、无意识保存的图景。”①战争无法作为

故事被讲述，因为或无人归来，或归来者沉默寡言，不会将战争的经验

向生者传达。战后的重建无法从战争的震惊中继承经验。如果试图在

战后重塑一种规范性的良善生活，而不回应极权主义常存的可能性，那

么只是证实了，我们从震惊体验中一无所获。在关于战争的宣传中又

要全力抹去战争所敞开的苦难，反而在相片中、在评论中，赞美与肯定

英雄的生命，遗忘无名者的牺牲，仿佛战争如此崇高。“这只不过是经

验萎缩（ｖｅｒｄｏｒｒｔｅ 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的另一种表达，个人与他所处命运之间的

空场，其中本该存在着他真实的命运。”②因此，面对生命被贬谪为表

象，碎片化的震惊体验主宰一切，如何重塑足以支撑起伦理生活的私人

经验便成为理论的任务。

三、通向抵抗的伦理学

１．理性的自然主义基础

正确生活的损毁之后就面临着重建的问题。而这一点首先是从阿

多诺与尼采的暧昧关联中给出的，这种多元性恰恰指向了《最低限度

的道德》自身的复杂性。负面版本的尼采在生命的直接性中败坏了生

命。但尼采仍然具备更深远的意义，他直面欧洲所浮现出的消极虚无

主义，从而要求创造一种以自我塑造为中心，以强力为内容的新道德。

阿多诺直言尼采对于他的启迪，更甚于黑格尔，也因此他才甘愿将自己

与尼采同归于“私人伦理学”门下———“从来不曾像尼采的理论那样对

欺骗、对意识形态本身的机制作过如此深入的研究。在此背后的困难

自然是私人伦理学的困难，也就是说，个人行为早就赶不上客观上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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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坏的东西了。”①

在此意义上，正是尼采的道德谱系学采取了一种“最小的”心理学

的视角，从怨恨到坏良心再到禁欲主义，深刻地揭露其背后以“自我保

存”为唯一内容的奴隶道德，而这一自然史的追溯也同样回响在《启蒙

辩证法》之中。萨德和尼采所代表的自然差异原则是对于奥德修斯借

以控制自然的自我保存理性的一次复仇。他们痛恨同情，因为同情排

斥了任何自然的冲动，仅仅要求特殊个体能够站在普遍的类高度关怀

同类（这是“叔本华的形而上学”）。而且，它们消极地接受苦难的存

在，却试图用邻人之爱加以解决，这种人类共同体的幻象企图教导人们

去忍受普遍的异化。②

阿多诺与尼采的道德哲学相似，表面上的非道德主义实质上蕴含

着更深层的道德关怀。“非道德主义，这一尼采用以批判陈旧的非真

理的学说……作为对无法被削弱的抵抗（Ｗｉ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之保

障，在此他仍然是孤独的，正如以往他将恶的面具朝向日常世界，教导

规范去害怕自身的邪恶。”③因此，尼采的道德谱系对旧道德展开全面

批判，通过转向自我完成了抵抗性的建构，这一点为阿多诺所共享。阿

多诺要求对日常经验进行截流，从普遍性的暴力中试图拾起某些更人

性的生活的片段。追问在奥斯维辛之后“何以成人”实是为了重塑现

代道德哲学传统中一个被遗忘的环节———关于主体的自我理解与塑

造———并且将这种可能性与既定生活形式紧密关联。

同时，当道德主体在对特定行动进行自我归因时，尼采为阿多诺提

供了自然主义的视角。在前者那里是一种身体性的强力意志，后者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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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受折磨的身体、从苦难中涌出的一种冲动（Ｔｒｉｅｂ ／ Ｉｍｐｕｌｓｅ）。但是

阿多诺绝不停留于自然，故而命定性地超越了尼采，这种冲动将指向理

性的自我反省与限定。或者说，理性从来都不是外在于这种冲动的另

一个领域。“从中剧烈地喷涌而出的是自发性，康德将之移植到纯粹

意识当中（ｉｎ ｒｅｉｎｅｓ Ｂｅｗｕｔｓｅｉｎ），否则建构性的自我就岌岌可危。”①在

康德那里，经验的自发性（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ｉｔｔ）仅仅是在知性上，作为范畴的综

合功能，而非在自由（自主性 ／ 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ｅ）上加以理解。作为自然领域

的东西，它无法将自己设定为一系列自由行动的起点。而在道德领域，

康德又排除了一切质料性因素，“在允许自我被情感和偏好所掌控上

强加了禁令（无动于衷的职责）”②。真正的道德法则是属于纯形式的

一个断言命题，个人可以彻底摆脱非理性情感的左右，从而使得绝对的

主体得到确定，由于个人的能动性退缩回了私人领域，因而普遍性的交

往原则得以完全渗透进每一个人之间———涉及自我之外的道德事物是

无关紧要的，它会以合理的方式被安置、被给出，遂而对理性义务的服

从何以构成与社会权力的共谋。

对于阿多诺来说，理性自我，必须是某种冲力（而非暴力③）的表

达。暴力意味着从普遍性的高度抹去差异，是同一化机制的运用；相反

“恰恰是一种坚定的自我反思———它是这样一种实践———被尼采称为心

理学；能够坚守住关于自身的真理；并一而再地展现出来，甚至存在于孩

童时期首次有意识的经验之中；对此展开反省的冲动也并非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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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性，并且抹去差异性的活动都被阿多诺归为暴力，在这个意义上伦理也可

以是一种暴力。“这种强制的东西就会被包含在伦理习俗中，正是伦理习俗中

的暴力和恶使得伦理习俗本身与德行相矛盾，而不是像颓废派理论家们所抱

怨的那样，这是简单的道德沦丧。”［德］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谢地坤、

王彤译，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２０页。



的’，它们常常包含着模仿、游戏、渴望成为不同（Ａｎｄｅｒｓｓｅｉｎｗｏｌｌｅｎ）的要

素。”①冲动，包括模仿，实是一种保存着主体与客体之间亲和且无法被

彼此还原的关系，因此它总是指向着他者。理性无法就自身来界定自

身，它总是需要一个他者性的要素———冲动遭遇到的是一个非同一的

物，而且在模仿的对象与社会压制下所呈现的对象两者的巨大差异中，

引向对正确道德的反思。

正如同阿多诺对于“爱”的界说，它只能在冲动与理性的中介关系

中加以理解。“爱，本属于资产阶级的观念，但能够超越资产阶级社

会。”②（１）直接性 ／冲动：爱，作为私人经验，与近代哲学所努力守护住

的自由意志不同，它是非自愿的感觉的直接呈现③。真正的爱不是基

于主动性的个人欲望、需要，恰恰在于对象的绝对无可替代性，我们对

于他者的感觉只能由他者唤醒，正是在爱之中保留了两个特殊的个体。

这种他者的优先性，阿多诺在别的地方又给了拓展———“爱，只有在你

示弱而非展示强力时存在”④，因而能够躲避权力关系，成为一个私人

的庇护所。这是爱所蕴含的真理本质。（２）忠诚（Ｔｒｅｕｅ ／ Ｆｉｄｅｌｉｔｙ）：所

谓忠诚，就是“对于非自愿关系的有意识的意志”⑤。正如阿多诺在献

辞中所说，理论绝对不能停留于直接性。如果爱流于被动的直接性，就

无法从本质上将自身区别于动物，而社会统治恰恰就是借着自然的名

义加以实施的。因此，在直接性之中必须要求忠诚。忠诚意味着在由

冲动所建基的自然之爱上，重新进行道德原理化的可能。阿多诺希望

讲述的不是自然之爱，而是伦理之爱，在对他者的坚守中发现自己，忠

诚环节的实现注定与社会所给出一切“爱”的意识形态（既抵抗奥德修

斯与帕涅罗帕，又抵抗萨德的性组织）构成持久的反抗。然而，“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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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所索取的忠诚是通向非自由的工具”①。忠诚本身如果失去了爱的

被动性，体现的无非是社会所强加的控制，一种抽调了自然的纯粹形

式。阿多诺透过这个概念呈现了批判性的道德哲学———道德不是缘起

于纯粹的理性，而就其自身内部包含着错误②，无论是直接的冲动抑或

忠诚，但凡持一种同质的、纯洁的幻想都会同等地引向灾难。奥斯维辛

的教导，正是没有一种生活还能是无辜的。但正如同论说文的形式，它

允许在一次次的错误中尝试，允许在不断兴起的灾难中反省。阿多诺

拒绝人之为道德英雄，反倒是其易碎性、脆弱性，才让道德成为可能。

这些否定性的环节（直接的自然或忠诚）是被吸纳在任何一个道德理

想自身的异质性当中的，然后我们又会发现在一切错误之上，鲜明地存

在着一种道德的规范性（伦理的爱）。

就此，阿多诺和尼采也就拉开了原则性差距。门克（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Ｍｅｎｋｅ）的评价一针见血“如果人们———如尼采及其自由批判者———将

道德误解为是同质的（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那么任何对道德法则的批判就都

是道德的消解”③。尼采草率地颠倒了对生命的戕害，谴责教士道德，

诉诸肯定性的生命强力。他以为从私人出发，讲述伟大自我的另一种

道德要求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道德的问题。

但是，阿多诺的道德哲学始终强调，道德只有追溯到自己的身体和

整个生活史才有效，必须朝向个体与他者性要素的持续互动（生命与

精神、自然与历史等等）：一方面是冲动，一方面是形成道德原理的理

性，“没有被冲动（Ｔｒｉｅｂｅｎ）滋养的思考是不可能的……冲动，作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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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更加人性生活的主体。这样的道德主体并非道德英雄的形象，而是总是处

于“可错性”（ｆａｌｌｉｂｉｌｉｔｙ ／ Ｆｅｈｌｂａｒｋｅｉｔ）之中。
［德］门克：《谱系学与批判———道德的伦理学审问的两种形式》，选自《剑桥阿

多诺研究指南》，谢永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版，第 ３６７页。



必须逃离的东西———若要成为完整的知识，反而必须在思想中被‘保

留和超越’”①。两者任何一端以直接性面目出现都是赤裸裸的错误，

但是在两者有差异的结盟却是真正形成道德认识的必要前提。

２．私人伦理学的规范性：论苦难的绝对律令

阿多诺关于传统道德哲学的批判，有效地瓦解了永恒的道德范畴

与资产阶级的社会强制之间的秘密共谋关系。他通过将爱、婚姻、居住

等亲密关系的重新语境化，将伦理经验与特定的社会条件结合起来。

但是，语境化的危机是某种历史主义问题，在历史的河流中我们如何甄

别使得正确生活出场的语境，怎样在一次次失败的尝试和道德的挫折

中走向理想，又怎样证明某一个历史阶段就注定比另一个更接近真理？

因此，阿多诺最低限度的道德哲学还必须树立一个规范性的坐标———

即作为绝对律令的苦难。

首先，阿多诺意义上的痛苦并非彻底个体的、身体性、私人的感受，

毋宁说本身就是个体性与普遍性剧烈矛盾的产物。雷蒙德·高斯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Ｇｅｕｓｓ）曾给出极为精彩的评述：“阿多诺的哲学可以被视作

一种苦难精神（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ｓｐｉｒｉｔ）的哲学；一种阐明痛苦精神经验（ｔｈｅ

ｐａｉｎ ｓｐｉｒｉ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的方法，该经验直面着一个阻碍了其渴求的世

界，同时，也是对那个世界的批判。”②正如同黑格尔所讨论的苦恼意

识，它指向心灵内部的冲突，心灵分裂为两极却不仅不能和解，反倒矛

盾更加激化———心灵不再确信自身，乃至怀疑、否定自我。苦恼意识最

初体现在中世纪的基督教意识和十字军东征，它的纯粹痛苦在于上

帝———普遍的东西被认作是遥远的彼岸，个别的感性生活则显得琐碎、

无意义与非实体性。意识总是意识到自身的反面才是本质，因此每当

意识的内部斗争获得短暂的胜利时，会立刻从统一体中驱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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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以生命，以它的实存和行动为对象，它为实存和行动感到痛苦，

因为它在这里不得不认识它的对立面才是本质，而它自己却是一种虚

妄的东西。”①因此，苦恼意识的痛苦来源于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矛盾，在

阿多诺那里可以被落实为主体与社会之间的张力（比如“离婚”揭示的

“真正的普遍性不再可能”正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同时，苦恼意识

教导我们，矛盾无法被和解和同一，永远的无法满足意味着始终的自我

批判，拒绝向一切既定性妥协，这与《最低限度的道德》中关于“否定”

的方法内在相通。

可惜的是，黑格尔那里“苦恼”本身是需要被扬弃的东西。“精神

的创伤已经愈合，没有留下任何伤疤。”②此处对创伤的扬弃，意味着恶

是某种精神自我运动中必然环节，他其实在暗自地证成了恶的存在。

但是，阿多诺不和解的态度，却是强调奥斯维辛所带来的断裂是根本性

的，痛苦无法被超越和扬弃，它必须开创出崭新的道德哲学。无怪乎，

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导言中指出，必须存在一种经验，逃过概念

的罗网，辨识出客体表面最微小的东西。阿多诺看到在“苦恼意识”中

这种经验得到了保存，苦恼意识是“内在于精神，是唯一真实的尊严

（从与身体的分裂中获得的）。这种分裂以否定的方式提醒着它的身

体性方面”③。苦恼意识暗含着社会批判的力量，因为它发现个体精神

与身体所受痛苦之间的不协调，背后占着的是启蒙的理想与启蒙设立

的压制自然的社会规范之间的巨大沟壑，事物之所是不断转换为其所

不是———《启蒙辩证法》在附录一的结尾是奥德修斯之子施展惩罚时

的暴行，荷马以冷静而克制的笔法将死者的每一份痛苦精确记录。在

附录二中萨德细数对身体的虐待与残忍。在此意义上，荷马史诗和萨

德的朱莉埃特才都是小说，打破快乐幻象所遮蔽的现实，使人们回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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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来所遭受的永无止境的苦难。被折磨的身体在警醒着精神，之

所以痛苦不是一个人的痛苦，而是诸多个体被硬生生地嵌入社会所带

来的痛苦。苦恼意味着这种嵌入不再是前反思的，相反是从总体中分

裂出个体意识的一个短暂的瞬间。换言之，苦难真正敞开了个体与社

会之间的不协调，并且撕下了意识形态的伪装，然后才会在一种规范性

的秩序下提出个体自主的要求。

“希特勒强加给不自由的思想以一条新的绝对律令———安置思想

与行动，使得奥斯维辛不会重复自身，任何的类似事件不再发生。”①新

的绝对律令其实是对于理性与自然的双重安放。现代道德学说必须守

住一条底线，亦即每一个人都有一具能够感觉苦难并感知他人苦难的

身体。这种自然主义的基础是我们得以再次展开道德反思的原点。

“在粗糙的要求中只有这唯一的温柔———没有人应当继续忍受

饥饿。”②

“无产阶级的语言是由饥饿讲述的”③。

私人领域内的道德冲动将撑起整个公共领域内的责任。因为苦难

的消除绝对不是属于一个人的事情，它一定带来的是与受难者同在的

团结意识，因此它才能“无产阶级的语言”。对于奥斯维辛的追问，要

求一个私人承担起责任是没有意义的，它只能要求共同责任，以及对于

这些苦难的自觉抵抗。遂而，这些苦难就构成了转瞬即逝的伦理事件

（ｆｕｇｉｔｉｖ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ｅｖｅｎｔｓ）④，街角忍饥挨饿的孩子应当成为一种能够引领

其他理性的理性，告诉我们何以继续过一种人性的生活。阿多诺的道

德理论要求我们对于苦难感受性的提升与敏锐化，这是在当下获得良

善生活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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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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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Ｗ．Ａｄｏｒｎｏ，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Ｄｉａｌｅｋｔｉｋ，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 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２，Ｓ．３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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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基于苦难的伦理学说会带来诸多质疑———痛苦在维特根斯

坦处作为“私人语言”怎么可能通达彼此？由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区分自己的苦难与他人的苦难，常见的伦理诘难就是我们习惯于

加深自己的苦难而贬低他人①。阿多诺作为中介性的倡导者，可能无

中介地提倡苦难之绝对律令吗？作为私人语言的痛苦是镶嵌在主体内

部的，无法言说、无法交流的晦暗状态。但阿多诺所论述的苦难经验，

它坚守着客体的在先性，它捕捉到的是我的身体以及其他许许多多身

体所遭受到的不公与折磨。苦难经验是一座博物馆，它积蓄着历史中

受苦者的记忆，每个当下的经验都是历史总体的经验，囊括着自己与他

人的全部生活的相关性。

因此，阿多诺的绝对律令又在严格意义上区别于康德，不是抽象

的、永恒有效的道德法则，它指向特定的道德的情境———奥斯维辛。换

言之，道德理论只能在具体的、身体与其周遭的感受中获得。作为道德

学说的苦难经验在奥斯维辛之后仍然具备意义———比如如何守住爱与

忠诚的中介性，如何回忆起“真正的给予就是想象接受者的快

乐”②———这一切必须拥有一个以苦难为核心的规范性坐标，而最低限

度的底线的扩展，只能建立在对痛苦感受性与伦理自觉地提高之上。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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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力操纵与情感救赎
———论《启蒙辩证法》的情感批判理论

金　 翱

摘　 要：《启蒙辩证法》结合马克思主义与经典精神分析，对资本

主义社会中的个体情感进行了研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围绕弗洛伊德

的“欲力”概念，将情感的社会建构主义与生物主义这两条研究进路进

行整合，既强调了社会权力对情感的重塑，并揭示出社会对个体情感操

控的现代模式，与此同时，又通过对笑与悲伤等情感的辩证分析，揭示

情感的否定性和解放意义，以此来扩展“启蒙的积极概念”内涵。

关键词：《启蒙辩证法》　 情感社会学　 精神分析　 欲力

尼格尔·多德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主线可概括为“两个结

合”，即在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上，它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辩证批判和

韦伯的理性化分析相结合，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把马克思主义思

想与精神分析传统相结合。① 然而，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往往重

视前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韦伯化的方面，聚焦于社会合理化中异化与

物化现象的诊断和批判，对后一个方面，即对弗洛伊德对马克思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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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或情感意志主体的内部异化相对地被冷落了。这一不对称性特别

明显地反映在《启蒙辩证法》的研究之中。其实，对现代社会中个体情感

现象的精细描述和理论反思是《启蒙辩证法》诸多主题之一，这些有关情

感的探讨虽散布于这本著名的“哲学断片”中，却绝非是不成体系的只言

片语或灵光一现的随想。实际上，它们打开了社会批判理论的全新维

度———现代社会以全然不同于传统的方式塑造、操纵和利用了被抛于其

中的个体的自然情感，批判理论要努力澄明这种操控的最新机制和可怕

后果。同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情感力量本身具有的去物化冲动的揭

示，丰富了《启蒙辩证法》提交的“启蒙的积极概念”的内涵和层次。

本文试图说明，《启蒙辩证法》关于情感的思考即使放到现在依然新

颖而深刻，它不仅可以视为情感社会学的思想前驱，还同样是其前沿所

在，这特别体现在对情感社会建构主义与情感生物主义两种取向的有机

结合之上。在情感社会学的框架下，《启蒙辩证法》尤其关注以下问题：

情感是如何被社会所建构的？在这样的建构中，情感的生物性成分扮演

了什么样的角色？情感又如何与支配、权力等社会学传统范畴发生关

联？本文力图探索性地阐发《启蒙辩证法》中的情感理论。本文首先梳

理了这种情感理论与弗洛伊德主义的思想关联，然后再以“笑”与“悲

伤”这两个被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充分探讨的情感现象为例，勾勒两者

批判的情感社会学的基本内涵，最后，在上述反思基础上，讨论《启蒙

辩证法》中情感维度的凸现对重新理解批判理论究竟有什么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化了的弗洛伊德主义

要领会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情感社会学”批判，我们必须意识到

《启蒙辩证法》对经典精神分析的吸收和超越。如果说，德国观念论强

调人作为意识存在者的反思性，马克思将人置于社会关系，尤其是以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经济基底的社会生活中去考察，那么，弗洛伊德的

工作则开显了人的身体维度———个体的人受制于生物性的种种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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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生存形态是处理来自皮肤内外的刺激的调节性产物。诚如维尔默

所言，对弗洛伊德的接受使《启蒙辩证法》不再将人视为康德式的“目

无世界”的先验主体，而是有血有肉的现实个体。① 批判理论因为戴上

了弗洛伊德的眼镜而变得更加现实和冷峻。一方面，经典精神分析理

论以其对个体内心世界的深刻洞察，提供了两位作者把握个体情感的

理论背景，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富有创见的心理拓扑学以及略带悲观的

社会人类学思考，勾画出一幅人类本性受到文明压抑的图景，这激发出

了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的新视角。

从情感社会学的角度看，法兰克福学派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

结合起来，是其具有理论深度的关键所在。大量有关情感的社会学研

究都过分强调情感的社会建构论，即所有情感都被文化和实践定义，是

社会建构的产物。他们忽视了情感活动、体验和表达与人的生物学身

体息息相关。② 社会研究所的情感研究因为对精神分析的吸收而得以

免受这一指责———弗洛伊德的本我（ｄａｓ Ｅｓ）和欲力（Ｔｒｉｅｂ）③概念提供

了一个具身化的人类形象：人有着多种多样的生物性需要，他们不断追

求着性、爱、享受、身体的触摸。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也使社会研究

所成员在重视情感的生物特征的同时，将情感的社会建构性剖析得淋

漓尽致。自马克思起，马克思主义者就已经看到了情感与社会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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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成本能。Ｔｒｉｅｂ指一股驱使生命体朝向一个目的的天然推力，它源于身体
的刺激，同时追求解除主宰欲力来源的紧张状态。它没有明确的方向，也无法

消除，是心灵与身体之间的临界概念。本文采取《精神分析词汇》中的译法，将

Ｔｒｉｅｂ译作“欲力”，“欲”既关乎身体也关乎精神，表达 Ｔｒｉｅｂ 的临界性；“力”则
强调 Ｔｒｉｅｂ自身作为一种推力存在。“欲力”一词没有“心”作偏旁，表明 Ｔｒｉｅｂ
与无意识的关联。对 Ｔｒｉｅｂ词义的进一步澄清以及“欲力”这一译法的优点。



紧密联系。虽然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没有明确的情感解释，但他颠覆了

亚当·斯密对道德情操的理解，并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如何创造

出具有特定情感的主体；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同样将情感研究置于资本

主义社会的经济基架之上，并进一步将情感与权力、意识形态等传统马

克思主义范畴联结起来，最终发现这几者之间的最新隐秘关联。

我们可以通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欲力”这一精神分析核心概

念的接受和改造来理解上述情感社会学特征。弗洛姆（Ｅｒｉｃｈ Ｆｒｏｍｍ）

在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的理论研究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欲力并非如弗

洛伊德所言，仅仅是固定的生物局限，它会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出

完全不同的形态。在对精神分析的态度上，社会研究所成员深受弗洛

姆的早期论文的影响。① 《启蒙辩证法》沿着这一思路继续作马克思主

义式的推进，它强调，欲力不但会受社会历史塑造而显示超出生物学特

征的一面，而且在现代社会最新的操控机制下，会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经

济—政治的整体进程中，并最终成为权力的仆从。这种现象反映在诸

多社会化了的个体情感中，在屠杀犹太人的法西斯政治和抹杀主体性

的文化工业中俯拾皆是。

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左右，弗洛姆开始否定经典精神分析中欲力理论

的意义。相比之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一直坚持着“欲力”这一术语的

重要性。对他们来说，欲力是心理学研究个体不可或缺的概念，且表现

了人的自然本性与整体社会要求的冲突，以欲力来理解个体可以防止

将个体完全社会化，是批判理论追求的非同一性的体现。②每个人都有

一个不断涌动着欲力的肉身，欲力形成着自然冲动，这种自然冲动作为

给定的生物事实无法被取消，时时刻刻都被社会历史中介而丧失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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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样态。在《启蒙辩证法》中，对欲力的重新诠释开显了全新的视野。

传统哲学所忽视的存在者的非理性部分，人身上的带有自发性的机能，

或社会生活中的看似不由自主的情感反应，在启蒙进程中都已经受到

了工具理性和文化层面的合理化模式的钳制，沦为病态现象。因此之

故，怀特布克说：“法兰克福学派转向欧洲的‘地下历史’———亦即转向

‘被文明化所取代和扭曲的人类欲力和激情的命运’———该转向标志

着社会理论的一个彻底革新。”①

然而，在当代社会理论中，由《启蒙辩证法》打开的情感研究和它所

蕴含的身体社会学一样，它们的独特进路都被遮蔽了。虽然法兰克福学

派激发起的对身体的兴趣在社会理论中全面流行开，但人们关注身体的

视角却发生了逆转———弗洛伊德传统的唯物主义过快地被福柯式的建

构主义取代了。符号对身体的塑造能力被唯心论式地无限制强调，理论

家们却忽视了身体本身的自然特征。② 相应的，情感研究领域从一开

始便有泛建构主义的倾向，否定情感的生物基础。这样来看，重视人

的自然肉身的《启蒙辩证法》还有未被发掘的理论资源。后现代主

义虽然质疑和挑战了启蒙理性主义的主—客二元论，但它简单地将

自然化约为社会的符号建构，这并没有完全摆脱它自己所反对的人

类中心主义。相较而言，《启蒙辩证法》对自然的思考更为辩证和复

杂———自然既成为宰制的对象，也可以是抵抗宰制的力量。它作为

某种诡谲的文明之剩余，与人类启蒙的吊诡命运相互纠涉。“文明是

社会对自然的胜利，而这胜利将一切都转化为纯粹的自然。”③《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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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约尔·怀特布克：《沉重的客体：论阿多诺的康德—弗洛伊德阐释》，载

［美］汤姆·休恩编：《剑桥阿多诺研究指南》，张亮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版，第 ６７页。
怀特布克称这种学术范式为“能指的帝国主义”，［美］约尔·怀特布克：《沉重

的客体：论阿多诺的康德—弗洛伊德阐释》，载［美］汤姆·休恩编：《剑桥阿多

诺研究指南》，张亮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版，第 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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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中隐喻式的“自然”概念，突出了“启蒙向自然的回返”这一现

象———人类启蒙是要去对抗人的自然本性的，无论是欲望抑或是情感，

但最后，文明发展到顶峰的种种形式，这些自然本性不过换了表现的形

式，它从未真正被克服。这一洞见，与精神分析的术语“被压抑物的回

返”遥相呼应，提请我们思考，在启蒙历程中，对人无法摆脱的自然特

征的呈现是如何映射了整个社会结构的。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情感社会学的另一重要贡献在于，他们揭示

了社会情感被意识形态化、并与权力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人的冲

动和情感、特性及其反应类型，都打上了社会生活进程在任何时候借以

展示自身的权力关系。”①《启蒙辩证法》对经典精神分析理论的超越，

除了将欲力置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

暴露出被操控的欲力与社会权力的关联之外，还揭发了现代社会欲力

控制的新方式，其结构完全不同于经典精神分析所讨论的自文明伊始

便不断重复着的传统控制模式。新的结构进一步加深了权力对欲力的

支配。这一点围绕弗洛伊德有关本我—自我—超我的第二拓扑学结构

展开。在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中，本我作为力比多的储存库，分化出了自

我（ｄａｓ Ｉｃｈ）和超我（ｄａｓ ｂｅｒＩｃｈ）。自我在如何协调本我和超我之间

扮演一个居间的调和者，它负责将欲力以一种超我容许的方式实现出

来，同时尽可能地满足本我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对超我的妥协已经

使欲力被社会规则所过滤，但即使这样，作为个体调节自身欲力的施动

方（Ｉｎｓｔａｎｚ，ａｇｅｎｃｙ）②，自我依然具有能动性。弗洛伊德认为，超我源于

个体对外部权威的畏惧，外界权威渐渐内化并形成了个体心理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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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德］霍克海默：《权威与家庭》，载《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６６页。
Ｉｎｓｔａｎｚ一词在德文中被直译为“机构”“审级”，在弗洛伊德的语境中指精神装置
的次结构，本我、自我、超我均是 Ｉｎｓｔａｎｚ。将 Ｉｎｓｔａｎｚ有些不恰当地翻译成英文 ａ
ｇｅｎｃｙ，使得这一词带上了些许行动者的主动意味。然而，在批判理论的视角下，
ａｇｅｎｃｙ这一翻译在理解作为 Ｉｎｓｔａｎｚ之一的“自我”时反倒很贴切，它表明“自我”
所蕴含的自主性，因此，本文在使用 Ｉｎｓｔａｎｚ时按照语境将其译为“施动方”。



的超我。它最初形成于俄狄浦斯情结之中———儿童一方面认同作为权

威的父亲，将他视为“理想自我”，以父亲自居，“应该以父亲的方式行

事”，自发形成对自身的要求；另一方面因为选择母亲作为性对象而视

父亲为阻碍，产生对父亲的仇恨，但在“阉割恐惧”的幻想下，为了不受

恐惧所折磨，此类仇恨必须被自己压抑下去，于是，这种压抑内化为了

一种道德禁令和良心谴责。这两个过程形成了超我的两面。① 随后，

超我在家庭之外又被教育、宗教、道德等社会机制进一步加强。我们可

以发现，在弗洛伊德的分析模式中，社会对个体欲力的控制是经由一个

内化了的超我来完成的，自我在超我的监控之下组织着欲力，筹划着自

我的理想与禁忌，在社会中表达自己的情感。这样的社会控制模式最

突出的特征是，自我和超我之间的紧张带来了个体强烈的负罪感②，它

迫使个体在与群体规范性的互动中主动裁剪自己的冲动和欲望，不断

使自己“正常地”社会化，以此实现自我保存。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借第二拓扑学分析了现代家庭、文化工业、反犹

主义等现象，然而他们发现，虽然弗洛伊德所揭露的前现代社会控制模

式如今依然大规模地存在着，但许多领域出现的新型操控模式，已经超

出了他目光所及的范围。这种现代社会控制的特点是，欲力不再受到

追求自我保存的自我的自发性调节，而是直接被社会特定机制支配。

“欲力经济的主体在心理层面上被剥夺掉了，被社会更合理地经营。”③

自我作为社会要求和个体欲望之间的中介环节被取消了，个体也随着

自我的萎缩而丧失了仅存的自主性，成为纯粹的客体。弗洛伊德曾强

调的个体负罪感失去了生成空间，这也表明“欲力经营”变得更加隐

蔽、不被人所意识到。社会对欲力的直接控制表面上更合理了，这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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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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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文博主编：《自我与本我》，九州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 １７２—１７７页。
车文博主编：《文明及其缺憾》，九州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２９ 页。情感控制从
传统到现代的转变的标志之一便是负罪感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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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合理性体现在：一方面，它更高效地处理人的自然冲动，取消自我

的自主性意味着将人自然欲力的不可控性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它将这

些欲力整合入一个合理化的系统中，将人的自然推力纳入社会的轨道，

借助它们去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利益，为权力服务。“如果以前的

公民把强制作为良心义务内摄到自身或劳工身上，那么现在，整个人类

都是压抑的主客二体。”①人既是压抑的主体又是被压抑的客体，它表

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境况：前现代由自我来掌控欲力与情感的社会支配

模式（人作为主体自发进行）和现代由社会直接控制个体欲力与情感

的模式（人作为客体被动受统治）在现实中交汇，共同发挥着宰制的

作用。

欲力—情感操控机制为何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两位作者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分析了原因———“去自我”的欲力—情感操

控机制坐落于 ２０世纪最新出现的经济基架之上。垄断资本主义的经

济过程不再像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突出个体的重要性，个体反而成为体

系性生产的阻碍。不同阶层的个体都为了适应经济合理性去个体化

了：工人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被市场物化，如今又被技术物化，在让自

身适应复杂的技术的过程中进一步丢掉了个体的独特性；而小型独立

业主也被整合进大型企业中，这些大型企业做出相似的经济决策、形成

相似的文化制度来努力适应越来越强大的资本。大量独立业主的消

失、日益增长的失业现象同时导致了资产阶级家庭的解体，父亲的软弱

形象很难再支撑起儿童的认同，家庭在市场或国家面前起到的保护性

作用更加有限，个体发展自我的最始源的生活空间被完全挤压了。②

对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来说，本我—自我—超我所体现出的个体在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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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ｘ Ｈｏｒｋｈｅｉｍｅｒ，Ｔｈｅｏｄｏｒ Ｗ．Ａｄｏｒｎｏ，Ｄｉａｌｅｋｔｉｋ ｄｅｒ Ａｕｆｋｌｒｕｎｇ，Ｆｉｓｃｈｅｒ Ｔａｓｃｈｅｎｂｕｃｈ
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２，Ｓ．２１３．
Ｍａｘ Ｈｏｒｋｈｅｉｍｅｒ，Ｔｈｅｏｄｏｒ Ｗ． Ａｄｏｒｎｏ，Ｄｉａｌｅｋｔｉｋ ｄｅｒ Ａｕｆｋｌｒｕｎｇ，Ｆｉｓｃｈｅｒ
Ｔａｓｃｈｅｎｂｕｃｈ 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２，Ｓ．２１２．法兰克福学派在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关于国家资本
主义与家庭的研究中已经得出了这些结论。



力冲动、良知和自我保存之间的“痛苦的内在辩证法”①，虽然也会造成

内心的压抑，仍不失为一种主体性成就，个体即使深深受制于外在的社

会规定，却因为依然保留有自我的理性选择和反思能力，才不至于被完

全同化成社会的一部分。但随着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落幕，那个自康德

以来便在启蒙中树立起来的具有自主性的先验自我，在这样的社会历

史背景下便根本无法落实为真正的现实个体性。

我们已经大致勾勒了《启蒙辩证法》所突出的新型意识形态以及它

的形成条件。然而，对欲力的现代控制究竟经由什么机制发挥作用，还

处于一片晦暗不清之中。事实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描绘的这类机制十

分具体，很难作一般性的概括。但他们关注了塑造特定的人类情感的社

会建制，并指认，这类建制将自然情感的原生意义覆盖，导向某些经济统

治或政治图谋的可怕图景。下文将选取“笑”（Ｌａｃｈｅｎ）和“悲伤”

（Ｔｒａｕｅｒ）来进一步推进主题，原因在于：二者被视为欲力操控的典型情感

表现，同时，两位作者在它们身上赋予了绝望后的希望，并将它们与“启

蒙的积极概念”关联起来，从情感角度为超越现代性提供了某种出路。

二、笑与悲伤：情感的物化与权力的利用

社会对欲力的直接控制导致了情感的物化，并被服务于权力，这是

《启蒙辩证法》现代性批判的核心论点之一。按照哈贝马斯的总结，从

卢卡奇到霍克海默的物化概念的内涵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

位的对象性形式预先决定了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具有言语和行为

能力的主体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各自主观世界发生关联所能具有

的方式和方法”②。情绪的物化也包含在这一表述之中：原子化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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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

社 ２０１８年版，第 ４４４页。



表达自己情感的方式已经事先被社会总体的政治经济条件所规定，在

这一规定之外，人们无法自由地作为情感动物而存在，这就意味着现实

情绪的板结化和对自然情绪的遗忘。

在现代社会中，自然情绪的流露令人感受到“怪陌”（Ｕｎｈｅｉｍｌｉｃｈｅ），

因为它已经受到了文明长期的压抑。① 弗洛伊德曾分析过 Ｕｎｈｅｉｍｌｉｃｈｅ

一词同时具有的“在家的”、“熟悉的”与“陌生的”、“怪异的”两组相反

的含义。他认为，Ｕｎｈｅｉｍｌｉｃｈｅ 体现了精神分析所揭露的心理现象：人

的怪陌感来自一些熟悉的、在精神中早已出现过的事物，只是由于经历

了压抑机制的作用后，它们的不经意出现才显得陌生和怪怖。前缀

“Ｕｎ”是压抑的标志。②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借这个词来形容现代人对

自然情绪的感受。情绪的自然流露作为“在家之物”，在合理化的环境

之中会显得非常尴尬和不合时宜。人天然的情绪动势（Ｒｅｇｕｎｇ）具有

一股无法消除的推力，但它经由社会中介，上升为了冲动（Ａｕｆｒｅｇｕｎｇ），

在这一情感整合过程中，本身具有多种潜力、未定型的冲动逐渐固定为

服务于社会特定目标的物化之物。③ 原先属于自然的动势所生成的自

然情感不被合理化的系统所承认，受到压抑而被排除在社会之外，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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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ｘ Ｈｏｒｋｈｅｉｍｅｒ，Ｔｈｅｏｄｏｒ Ｗ．Ａｄｏｒｎｏ，Ｄｉａｌｅｋｔｉｋ ｄｅｒ Ａｕｆｋｌｒｕｎｇ．Ｆｉｓｃｈｅｒ Ｔａｓｃｈｅｎｂｕｃｈ
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２，Ｓ．１９１．
?Ｄａｓ Ｕｎｈｅｉｍｌｉｃｈｅ“，Ｓｉｇｍ．Ｆｒｅｕｄ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 Ｗｅｒｋｅ （１２．Ｂａｎｄ）．Ｓ．Ｆｉｓｃｈｅｒ Ｖｅｒｌａｇ，
１９６１，Ｓ．２２７－２５６．Ｕｎｈｅｉｍｌｉｃｈｅ一词也很难找到合适的中文翻译，本文姑且将其
译为“怪陌”“怪陌感”。它表示一种既熟悉（一种说不上来的、奇怪的熟悉）又

令人陌生和不适的感受。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使用了 Ｒｅｇｕｎｇ 和 Ａｕｆｒｅｇｕｎｇ 这一对词做语言游戏（可见于
Ｄｉａｌｅｋｔｉｋ ｄｅｒ Ａｕｆｋｌｒｕｎｇ，Ｓ．１９１．）。Ａｕｆ这一德文前缀有“上升”的意思，表明了
Ｒｅｇｕｎｇ被整合和社会化的过程。Ｒｅｇｕｎｇ 是精神分析的术语之一，指“一运动
的轻启”、“未分化欲力的无意识扰动”，或是“模糊的身体运动之扩散激发”，

强调的是情感的原初性、未分化状态，常常和欲力连用（Ｔｒｉｅｂｒｅｇｕｎｇ）。（见《精
神分析词汇》，第 ２７８、２８０ 页）这两词十分难译，本文将其分别译作“动势”和
“冲动”，但这样的译法并不完善。“冲动”一词给人一种强烈的情感印象，然

而，Ａｕｆｒｅｇｕｎｇ虽常常像反犹主义情绪那样表现得强烈，但并非所有 Ａｕｆｒｅｇｕｎｇ
都有激动的特征。



不小心以原生姿态出现就会引起周围人的怪陌感和厌恶感，这正是启

蒙进程中人对内在自然的统治导致人丧失自然本性的表现。

《启蒙辩证法》聚焦于“笑”这一情感流露。① 笑一直都是美学热

烈讨论的主题，而精神分析对笑以及与笑有关的诙谐、滑稽、幽默都做

了深入的分析，它的独特视角导向了对笑的意识形态维度的开显。弗

洛伊德在研究笑时极有社会学深度，他认为，笑直接关联着社会对个体

的压抑和个体对此种压抑的反抗，作为个体被社会塑造的经典表征，它

暗示了个体努力适应社会同时又追求欲力满足的艰辛过程。诙谐引发

的笑是快乐的象征，因为用于抑制某些不被社会所允许的心理能量，借

由诙谐达成了意识与无意识的妥协，由此释放出来。② 而诙谐的笑缓

解了文明的性压抑，同时也是个体对社会权威的反叛并逃避其压力的

手段。③ 从批判理论的视角看，这样的笑恰恰意味着一种非同一性，一

种在社会物化体系下个人的自发反制。但另一方面，笑同样也是对怪

怪和陌生感的遮掩———只有当人以开玩笑的姿态对待自身的生物欲望

时，方能逃脱文明规则而沉迷其中。自然的生物欲望唯有在笑声中才

不会令人感到怪陌。不过，这仅仅是对满足的模仿而绝非满足本身。④

《启蒙辩证法》继承了弗洛伊德对笑的社会心理学分析，但它更强

调笑作为社会对个人自由的掩盖的方面。在《文化工业》一章，笑作为

对大众的欺骗而登场。“滑稽是一种药浴。娱乐工业不断开出这类药

方。在其中，笑变成诈骗幸福的工具。”⑤在文化工业中，笑的物化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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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含义：首先，文化工业所营造的笑，完全失去了精神分析揭示的个体

主动性的层次，成为被动的、被设计好了的发笑，一种行为主义式的反

应。康德曾将图式（Ｓｃｈｅｍａ）理解为能够处理感性杂多的主体性，但在

文化工业中，图式的运用完全相反，图式作为一种外在规定被强加给个

体。文化工业产品分门别类，每一个类别都有规定好的材料的细节，由

专家理性地计算和高度技术化地加工，然而，这些细节实际上是无内容

的，仅仅是缺失意义的符号，只有同一性。笑即是这种同一性的产物。

在广播、电影（尤其是现今的综艺节目）中，滑稽或幽默等情感表现都

是事先被计算过了，每一个笑料或段子，往往在节目开始录制之前，已

经根据观众的预计反映设计得细致入微，幽默风趣的人也并非自身便

是如此，而是受整体节目的指派而扮演的角色。这些笑料和整体的作

品内容之间没有实质上的联系，它们仅仅被设计出来逗人发笑。文化

工业的受众，遇到笑点便不自觉地大笑，看似欢乐，但这样的情感是被

强加给人的，是符号性的反应，没有任何反思性，同时也意味着自身没

有内容可言。由此可见，文化工业事先筹划了人的最自然的、最内在的

情感反应，并把这一反应合理化。

在自发的符号反应背后，物化的笑的第二层含义便不难理解了：笑

承认了肯定现存秩序的权力，“是对那无法挣脱的权力的回音”①。两

位作者点出了笑与权力媾和的两个方面：第一，笑与劳动的关系。娱乐

意味着对强制劳动的逃离，然而他们却强调，这种逃离是虚假的，“娱

乐是工作的延长”②，是为了使人更有效地再次工作。作为娱乐的核心

要素的笑，被文化工业植入精细计算的模式，正如高度合理化的生产流

水线的劳动作业一样，都强迫个体进入一种去个体化的自动反应的状

态，笑帮助实现了娱乐与工作的无缝转换。娱乐工厂（Ａｍüｓｉｅｒｂｅｔｒｉｅ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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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笑同时也释放了劳动的疲惫与紧张，劳动力进入再生产的循环，更好

地被纳入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第二，物化的笑把个体的反抗娱乐

化了。文化产品是一种过滤器，它决定人在社会中的所见所思。文化

工业对日常生活细节不断地简单复制，经由图式的同一性整合并灌输

给受众，使受众在不自觉中逐渐与现实认同。人们不是直接面对生活

的杂多，去综合、去反思，而是以文化工业所呈现的图像来理解现实。

此类认同遮蔽了生活的其他可能性，使人持守在现实权力规定的生活

筹划之中。两位作者举卡通作品中的笑为例，卡通片不再看重开显美

好世界以否定当下的作用，反而一味重复那些滑稽的卡通形象或搞笑

的素材，激发受众的符号性发笑。在笑声中，唐老鸭不断地受挫，暗示

着现实就是如此。而唐老鸭的抗争被娱乐化、无意义化，更消解了生活

中的反抗力量。①

由此，《启蒙辩证法》总结：文化工业的“糟糕的笑”（ｄａｓ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ｅ

Ｌａｃｈｅｎ）是一种虚假的和解，人们在电影院中放声大笑，表面上是个体

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和谐关系，而实际上，笑将“幸福卷入社会的无耻总

体性之中”②，意味着对权力的承认。这里的关键是，符号性的发笑与

自我无关。文化工业强行渗入了人的生活场域，在其中，它没有留下能

够生成笑的原生意义的空间。笑不再是自我对欲力的投注—撤回的活

动，不再是自然欲力和社会压抑两端之间夹缝中的游戏。文化工业通

过操纵笑这一情感动势，越过个体直接操纵了欲力，将个体视作客体直

接合并入社会之中。

而与笑遥遥对立的悲伤，也在现代社会遭遇了类似的情境。《启

蒙辩证法》中一则名为“鬼神理论”（Ｚｕｒ Ｔｈｅｏｒｉｅ ｄｅｒ Ｇｅｓｐｅｎｓｔｅｒ）的札记

指认，破碎的悲伤体验是现代人残缺经验（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的重要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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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伤相较于其他感受更多地被丑化，被刻意当作社会性的形式行

为。”①作者从丧葬仪式的角度切入对悲伤的考察。所爱之人的死带来

了巨大情感冲击，个体有秩序的生活被不可控的力量截断，如弗洛伊德

所言，此时“世界变得贫乏和空洞”，而自我需要消耗大量时间和能量

把所有的力比多从它依附的对象中收回。② 作为社会形式的丧葬仪式

在其间扮演了重要作用，它提供给我们重新组织生活的方式，并作为一

个合理化的遗忘程序，使人能够尽快摆脱悲伤，正常生活。虽然这些仪

式具有其必要性，但是霍克海默依然敏锐地觉察到潜在的缺陷———限

制悲伤情感本身会让人丧失正视死亡、反思生命真义的机会，而资本主

义又将这种缺陷进一步现实化了。在严密的资本主义体系中，任何不

具有市场价值的感受都会被革除出社会。悲伤无法在心理层面恢复劳

动力，是文明的伤痕、“反社会”的情感，很难被效益化，无法被纳入工

具理性所规定的现实轨道。霍克海默不仅揭露资本主义生产秩序与个

人自发情感之间否定关系，而且进一步提出，资本主义还通过集体性仪

式将人自发的情感加以改造，以使情感服务于现实的社会秩序。现代

社会的丧葬仪式被高度技术化、合理化了，较短的持续时间保证了劳动

力不会长时间中断，而在葬礼上，悲伤中所含有的天然的情绪失控被否

定了———成年男性在丧礼上掉几滴眼泪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③ 现代

丧葬习俗极力压抑自然悲伤、隐藏它引起的怪陌感。

也许对比中国传统儒家的丧葬观，我们更能看清现代的情感控制。

儒家的丧葬理念认为，仪式具有多重含义：它提供了情绪的出口，让人

既能与逝者情感相连，又能将悲伤保持在“中道”，以保证日后的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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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守孝三年”之规一方面表达了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相依共生情

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货篇》），另一方面，以时

间的社会形式保证生者从巨大的悲痛中自然过渡至新的生活，在这里，

时间显然并没有完全被合理化。资本主义体系则不然，它要求人们尽快

忘掉死亡，摆脱悲痛，重新投入到劳动中去。它的丧葬体系事实上逼迫

着哀伤情绪的刻意消失。这种情感控制可谓与传统儒家有云泥之别。

相比于物化的笑，对悲伤的操控虽然似乎更接近个体的意识层次，

但依然越过了自我这一主体极。仪式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构筑了情感

在其中生成和生长的空间。然而，《启蒙辩证法》的情感仪式理论进路

达到的结论，却揭露出现代丧葬仪式背后的工具理性：其设计的目的恰

恰是为了压制人之自然天性，扭曲自发的情感倾向，它服务的依然是经

济权力———剔除悲伤，满足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维系运转的需求。自我

并没有在面向他人之死时自由地组织自己的欲力形式。当个体不自觉

地沉浸在这类现代的仪式习俗之中，自我已经因狭隘的活动空间而几

近窒息了。

除了丧葬仪式中的悲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还提醒我们，文化工业

以及法西斯政治中也有物化了的悲伤。文化工业不只是娱乐，它也可

以对生活的阴暗面进行精确复制，以悲剧的形式来展现现实的苦难。

但是文化产品归根到底是对悲剧原则———对命运进行反抗———的瓦

解。在文化工业的图式中，悲剧仅仅变成这样一个环节：它表现悲剧

性，为的是表现反抗命运的不可能。人们沉浸在悲伤中，接受到的不是

对既有权力秩序进行反思的必要性，而是权力的告诫———看看那些越

界者的残酷下场，学会循规蹈矩。“以前，个体与社会的对立是悲剧的

实体……而今，悲剧被溶解到那个社会和个体的错误的同一性的虚无

里去……”①真正的悲剧带来的悲伤浸透着在社会强权中个体性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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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然而，在文化工业操控下的悲伤亦与笑一样，表现了受众与受虐者

命运的认同，丧失其本真意蕴。

悲伤情绪的自然宣泄带来的是对现实的千疮百孔的感受，这是人

接受不了的；因此，悲伤极易被规训成无害的娱乐或狂热的民族主义。

法西斯主义者“褫夺了自然的悲鸣，并且把它变成技术的元素”，在现

代媒体的帮助下，他们将人苦难中的悲伤动势改造为对极权主义的认

同，精心制作成战争机器的润滑剂。①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同样不自觉

地将欲力交由国家权力进行管理。现代情感控制的模式作为一种新型

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命题内容，却更加高效、稳固，渗透到个体生命的方

方面面。在情感社会学中，符号互动理论的一个洞见是，当情感没有得

到承认时，情感的强度可能会增强，并且越来越倾向于干扰社会关系的

平稳运行，甚至使人从事暴力活动或参与社会层面的攻击运动。《启

蒙辩证法》证实了这一点：社会对欲力的压抑本身并不会取消欲力，在

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这些无从发泄的心理能量甚至会被法西斯主义

者有心整合，导向对犹太人的仇恨，堕落为非理性政治的工具。“法西

斯主义之所以是极权主义，也在于它使得被压抑的本性对于统治的反

抗直接为统治所利用。”②情感与权力之间被人为架起一座危险的

桥梁。

三、情感的反思与启蒙的拯救

我们已经初步探索了《启蒙辩证法》在情感社会学诸主题上的阐

发。但《启蒙辩证法》还因自身带有现代性批判的哲学成分而不同于

传统社会学。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情感的反思并没有止步于临摹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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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个体情感境况，他们还思考了人类情感在拯救启蒙的过程中意

味着什么，或者说，是否存在一种“情感救赎”的可能性。

《启蒙辩证法》暗含这样一条线索：某些特定的自然情感蕴含着解

放的可能。被社会过滤后，能使人与人直接照面的非物化情感动势，如

抚摸、依偎、安慰、劝告，不同程度地让人感到怪陌。但在怪陌的同时，

自然动势释放着一种原初感动、一种不可抗拒的感染力，我们在其中感

受到了熟悉的在家感（ｈｅｉｍｌｉｃｈ），直接体会到人与人温情脉脉的和解

关系。通过对比那些压抑已久的情愫，现实中人际关系的物化被识破

了，人们发觉在市场交易或政治运作中人与人的物化关系实际上不过

是权力关系。① 原初情感动势具有冲击权力关系的潜能。

虽然自然情感因其具有的解放力量而弥足珍贵，但两位作者并没

有从对情感物化的批判直接转向情感反抗的自然主义立场。在他们看

来，情感动势凭自身无法实现拯救，它需要被充分反思后，才能真正形

成改变现实的力量。② 《启蒙辩证法》的情感之思敦促我们重新理解

“启蒙的积极概念”中理性与情感关系的复杂性。两位作者不断重唤

理性的自我反思的重要性，但这个理性却长期遭受了片面化的、“唯理

论”的理解，仿佛人仅仅依凭完全理性的头脑，用概念痛斥工具理性的

泛滥，批判性地把握住社会的问题，启蒙的救赎之路就可以打开。霍克

海默在“历史哲学”这一则札记中隐含了对这种理解的反对：真正的历

史动力不来自于预先规定人类行动的人文理念（如黑格尔的历史哲

学），而来自人之自然欲力，它引导个体不断走向许诺着幸福和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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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① 人在社会中被压抑的欲望，或引发的自然情感往往透露出对

现实的不满，强烈的欲力—情感动势是理性反思的动机所在。没有人

的自然身体，启蒙的拯救仅仅是一句口号。因此，“启蒙的积极概念”

一方面具有高度的理性原则，另一方面是情感化、肉身化了的。自然情

感与理性的反思的糅合才能敞开新的希望。

一种蕴含了反思性的自然情感何以可能？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依然

以笑和悲伤为例摹状其形态。弗洛伊德认为，幽默是反叛。它表现了

自我的胜利，对现实原则的否认。幽默往往源于人对无法满足自身需

要的外部秩序的轻视和不屑：它太糟糕、太荒谬，以至于任何对它的适

应都失去了意义，与其卑躬屈膝，不如幽他一默。此刻，向来秉持着现

实原则的超我实际上与现实断绝了关系，转而服务于幻想———现实世

界仅仅是一个游戏，仅仅值得开个玩笑罢了！② 这与《启蒙辩证法》中

真实的笑的形象不谋而合。在附录一中，先知让奥德修斯借助笑话来

平息海神波塞冬的愤怒，以逃离报复。作者给出的解释是：因荒谬而笑

是控制不住的情感反应，属于自然的强制性力量；围困奥德修斯的海神

亦象征着自然强力，即使这种自然强力无比强大，它同样也受制于笑的

自发性。奥德修斯一旦使海神发笑，就意味着奥德修斯反思并识破了

自然的强制性，同时还能以笑来掌控它。“即使笑声至今始终是暴力

的标志，是自然的盲目而固执的情绪发作，但在它自身中亦蕴含了对立

的元素———在笑声中，盲目的自然认识了自己，并且放弃毁灭性的暴

力……笑和主体性的罪有所共谋，但是当它所宣布的法律被悬置时，其

意义就超出了共谋。它应许了回家的路。”③人们因生活的荒谬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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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然地发笑，在笑声中，人们意识到现实的种种弊病并开始反思：既定

秩序的必然性会不会仅仅是一种假象？我们是否能筹划一个更自由的

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不会再因这些荒唐而无奈发笑？物化意识在

这一瞬间被撕开了一道小缝。笑作为自发的情感反应，自身包含对现

实的否定，它保留了拯救启蒙的可能性。

在真实的笑中，反思不仅指向了被笑的对象或引发笑的环境，还指

向了笑本身，我们认识到了笑作为情感的自然本性，才知道它表征了荒

谬。《启蒙辩证法》的情感之思不仅告诉我们情感是思的动机，还要求

我们将它作为思的对象本身，正如理性要反省理性自身一样。只有知

道了动势自身的特点，以及它如何被社会操控，我们才能珍视与保护自

然情感流露的积极面向，不再将其视作怪陌之物。而对人自身情感负

面性的了解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情绪化的社会对异己者的迫害，并防止

情感被权力利用。两位作者认为，投射作为人天然的防御机制被法西

斯主义合理化并培养成了民族主义妄想症，犹太人问题的解决依赖于

我们对自身情感机制的洞察。“犹太人问题是历史的转折点”①，只有

洞察人的情感本性，启蒙才能摆脱社会运作的盲目力量的支配，人才能

从统治的史前史中获得解放。

真实的悲伤更接近批判理论的精神所在。悲伤的物化是整个社会

中个体情感世界浮浅化最突出的侧显。它作为最基本的情感，构型了

人与世界的关系，牵连着个体的回忆与遗忘，并更直接地通向具身化了

的理性反思的能力。突然遭遇死亡而产生自然的情感悲伤是高度个体

化的情境，它将外部现实暂时推开，提供给人在流泪中反省自身生命价

值的机会。《启蒙辩证法》关注现代社会中悲伤消失的后果。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给个体带来许多苦难和疼痛，同时却削没了个体的悲伤感

受，人终日迷失在高度运转的流水线上，孜孜不倦地、情感冷漠地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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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失去悲伤能力使得真正的回忆消失了———人们不愿回想过去，厌

恶留下痕迹。合理化的时间敉平了意义生发之源，个体被化约为每个

点状的当下的前后相继，人再也无法通过回忆构建自身的同一性 ／主体

性。悲伤与回忆之死带来的是遗忘死亡，而对死亡的遗忘就是对人自

身的遗忘。①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启蒙辩证法》附录一的末尾处，真实

的悲伤情感推动整篇附录进入高潮。在回家后，奥德修斯吊死了所有

背叛他的宫女，法西斯式的残暴行为放大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苦难。

然而荷马在记述这个情节时别出心裁，他精细地，甚至过于冷酷和直接

地描写了身体受刑的残忍细节，并在其后让“叙事的内在流动静止下

来”。这样的“切肤之痛”活生生地刺激着读者，使读者无法掩抑心头

悲哀。直面肉身的痛苦，不逃避死亡的带给人的原生震颤与悲伤，在阿

多诺看来，这表达了荷马对暴行的反思，也成就了《奥德赛》作为真正

的艺术品的伟大。此种态度乃“文明之光亮”。② 自然悲伤蕴含着的浓

厚的身体肉感性，从奥德修斯的王宫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让每个人都感

同身受。这样的悲伤更使得人们在奥斯维辛之后灵魂震颤而无法成

诗。肉体之痛的记载保存了悲伤的回忆，真正的悲伤 ／回忆体验使我们

正视死亡，否定错误的当下：“唯有我们完全意识到死亡的恐惧，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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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和死者建立正确的关系：和他们合而为一，因为我们和他们一样，都

是同样的境遇和绝望的受害者。”①

哈贝马斯批评《启蒙辩证法》仅仅提交出非物化的个体审美经验，

这种审美救赎“对交往理性的足迹和现存形式视而不见”。② 但霍克海

默和阿多诺想表达的洞见恰恰是：直接性的身体触摸或情感安抚变得

怪陌，正表明社会对情感的操控消解了个体情感经验中的社会交往维

度，或将社会情感互动异化、引向对特殊群体的仇恨。在此意义上，对

情感的异化的批判也是对情感控制的交往理性批判。不仅如此，“对

自然的回忆”这个启蒙的积极概念还因情感之思而更有层次感了。它

不只是如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反思性地体认到理性作为一种自

然力量本身的局限性，它还指向了我们对情感之身的回忆，那身体已经

因为在海妖歌声中追求自我保存而双耳封蜡。也许对比马尔库塞的观

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情感之思的特点能更好地体现出来。两方都

突出欲力 ／情感在批判中的重要性。不过，马尔库塞对“自然的回忆”

的精神分析重构强调的是人记忆中天然的享乐状态。它可以作为批判

现实的标准———对往日的幸福追忆让人明白现代社会的控制和压

抑。③ 而《启蒙辩证法》的“自然的回忆”恰好相反———它回忆的是启

蒙堕落后带来的肉身痛苦、情感悲伤，由此激发对造成悲痛的工具理性

与社会权力的“有规定的否定”，为重建启蒙事业扫清障碍。弗洛伊德

发现，当癔症患者在身体痛楚、情感折磨中，用充满情绪的回忆努力反

思病因所在———现实生活的真实压抑和苦难时，并逐渐领会了癔症自

身的机制后，癔症便开始消退。《启蒙辩证法》的回忆与精神分析具有

同构性———概念式反思帮助我们回忆起理性如何虚假地追求人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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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并同时与权力相互纠缠，启蒙如何一步步控制了我们的欲望、情感、

身体，由此，启蒙的癔症在回忆中开始得到医治，个体的自我重新建立

起来，而身体的切肤之痛、灵魂的切己之悲一直都作为最核心的要素，

伴随着回忆的整个展开过程。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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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对历史主义线性时间观的
批判与重构

郭　 广

摘　 要：在本雅明看来，历史主义的线性时间观在本质上是同质

的、空洞的、理性的，从根本上消解了时间与人类世界之间一体共存的

内在关联，有意摒弃了过去的历史苦难和未来可能的灾难性维度，全面

迎合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雅明在有限的时间性存在与无限的永

恒性存在辩证统一的整体思维方式中重新理解时间，认为真正的历史

时间是表征在当下的每一个瞬间有限的时间性存在与无限的永恒性存

在连为一体的弥赛亚时间，本真的历史是坐落在当下瞬间的弥赛亚时

间观基础上的辩证统一的整体结构。本雅明对历史主义线性时间观的

批判和弥赛亚时间观的重构，旨在用辩证统一的弥赛亚时间取代同质

空洞的历史时间，捕捉历史时间中存在的作为无限的永恒性存在的弥

赛亚力量，在当下的弥赛亚时刻点燃革命的导火索，以打断资本主义虚

假的历史连续统一体，重建人类世界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

关键词：本雅明　 历史主义线性时间观　 整体性思维方式　 弥赛

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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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项目编

号：１６ＣＫＳ０３０）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历史是在时间维度中延续和展开的，时间是把握历史存在和变迁

的密码。基于不同的时间观念，建构出的历史观念亦不同。从 １９世纪

到 ２０世纪上半叶，以利奥波德·冯·兰克为代表的德国实证的历史主

义思想传统，一直掌握着欧洲思想界的主流话语权，在欧洲史学研究中

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历史主义者看来，人类历史是由建立在过去、现在

和未来线性时间结构上的一连串因果相继的客观历史事件构成的一个

朝着理想方向连续进步的序列过程，伴随着理性的进步和时间的推移，

人类可以逐渐避免或克服历史进步道路上存在的诸多障碍和人类社会

中存在的各种苦难，人类社会的未来必然会超越过去和现在，最终走向

美好、文明和幸福的理想之乡。对于亲历两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

恐怖统治的本雅明来说，历史主义以进步概念建构的历史连续进步观

念，既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历史观念的集中表达，更是“２０ 世纪最猛烈的

麻醉剂”①，致使人们把人类社会遭遇的“紧急状态”视为“惯常状态”。

本雅明深知若要彻底批判和打破历史主义的历史连续进步神话，必须

揭开和击穿它赖以存在的时间秘密。“人类历史的进步概念无法与一

种在雷同的、空泛的时间中的进步概念分开。对后一种进步概念的批

判必须成为对进步本身的批判的基础。”②历史主义的历史连续进步史

观的基石是“雷同的、空泛的”线性时间观，而对线性时间观的批判则

是历史连续进步观念批判的前提和基础。在犹太教弥赛亚主义思想传

统的影响和启迪下，本雅明从有限的时间性存在与无限的永恒性存在

辩证统一的整体思维方式出发，重新审视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历史

时间点及其连续存在的关联，对历史主义的线性时间观进行了深刻批

判，重新建构了一种全新的弥赛亚时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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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埃利奥特·贾克斯曾说：“时间之谜就是生活之谜：自文明思想的

开端，它就一直折磨着诗人和哲学家。因为生活就生活在时间之中。

没有时间，也就没有生活。”①时间观念是与人类对现实存在的认知和

社会生活的体验相伴而生的，用以表征现实存在运动变化的节律、周期

和方向等特征。在西方历史上，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近现代社会，

伴随着人类对于现实存在的认知和社会生活的体验的不断变革，先后

形成了循环时间观念和线性时间观念。

在古希腊时期，由于生物体自身内部存在时钟，而天体又具有固定

的周期循环运动，无论是自然现象的更替还是人类自身的生死，希腊人

都认为它们的运动变化具有无限循环的本性。通过对日月星辰在空间

中的位置和运动规律的观察，希腊人运用空间化的思维方式，在一条圆

形的曲线上按照天体前后顺序连续运动的点来直观化地量度时间和形

象化地表达时间的运动趋势，形成了一种循环时间观。循环时间观是

把时间理解成一个圆形图像，周而复始，周而复返，永不疲倦地循环往

复。希腊哲学始祖泰勒斯提出的“本原”概念就带有鲜明的循环时间

观念：万物出自本原，但最终又回到本原。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

古希腊时期生成的循环时间观念是与古代人类社会生活的节奏受制于

季节性的周期变化这一事实密切相关的，反映着人类以自然变化作为

参照来认知和解释现实存在的。正如古列维奇所说：“在原始社会，时

间不是以从过去到将来的线性方式流逝的；它要么是静止的，要么是循

环的。因此，每隔固定时间，那早已存在的又会重新出现。这种时间知

觉的循环观……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类并未使自己摆脱自然，其意识仍

９５１

本雅明对历史主义线性时间观的批判与重构

① ［英］约翰·哈萨德编：《时间社会学》，朱红文、李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３页。



然服从于季节性的周期变化的事实有关。社会生活的节奏受到季节变

换和相应的生产周期的控制。”①但是，希腊人的循环时间观意味着在

变动不居的现象界之中持存同一和永恒的可能性，它的深层动机是追

求永恒和不朽的理念世界。“希腊思想崇尚圆，因为它圆满（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ｎｅｓｓ）、完全，崇尚圆周运动，因为它循环不止、无始无终、永无穷尽。循

环之所以被推崇，因为它通向永恒”②。

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始终是欧洲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意识形态。在基督教文化中，由于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

能者”（《新约全书·启示录》１ ∶ ８；４ ∶ ８），无论是历史还是时间，它们

“完全流自于上帝，并依赖于上帝———也须成为上帝‘绵延’的一部

分”③。通过反对希罗多德等异教徒的循环时间观念，以奥古斯丁为代

表的早期基督教思想家从《圣经·旧约全书》中汲取了将时间体验为

一种末世论过程的观念，强调人类历史的直线发展趋势，期待在人类历

史与时间的绵延中展开上帝的永恒意志和实现尘世的终极救赎，从而

初步提出了一种线性时间观。基督教的线性时间观是以上帝的创世行

为为起点，以基督的降临（诞生）为原点，以基督的再降临（末日审判）

为终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三重时间结构的直线前进运动图式。在这

种线性时间观的图式中，“基督是一切时间之主，他在自己身上把所有

的时间统一了起来，由此，过去依他而得以完成，未来依他而得以预期。

这进一步证实了基督既是历史的‘目的’，又是历史的‘终点’这一断

言。”④基督的降临与再降临使时间的运行不再处于循环往复的永恒轮

回之中，具有了明确的目标和不可逆转的方向性。“基督降临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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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个时间原点，过去和未来借此获得方向：全部的过去的事件都

奔向它，作为它的准备阶段，全部的未来由之涌出，成为它的展开和漫

延。”①与古希腊时期的循环时间观相比，在基督教的线性时间观中，现

实存在和人类历史从自然节律的控制中摆脱了无限循环的宿命，而被

赋予了永恒的意义和指向；过去、现在和未来三重时间维度之间结束了

缺乏绝对区别的状态，而被厘定出相对清晰的界限；人类对永恒世界的

追求和实现，不再寄托在空间中的理念世界，而是指向在时间中的未来

彼岸世界。然而，在基督教的线性时间观中，虽然时间是矢量的、线性

的和不可逆的，但是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循环观念的影响，只是对循

环观念的解释发生了根本变化。“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本身在创世和

世界末日的框架中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圆：人和世界回到造物主的身

边，时间则回到永恒。”②即便如此，基督教的这种指向未来救赎的线性

时间观却催生了人类对未来时间的向往和憧憬，对过去时间的遗忘和

厌弃，加快了西方世界走出黑暗的中世纪而迈向现代社会的步伐，开辟

了整个西方文明的新路向，并把线性时间观念的种子深深地种植在西

方思想文化中，对现代社会的线性时间观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

响。正如彼得·柯文尼和罗杰·海菲尔德所指出，基督教初步提出的

线性时间观“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开辟了道路，从而把我们和原始生物

在时间上连接起来。总之，线性时间概念的出现，和因之而起的思想改

变，为现代科学以及其改善地球上生命的保证，打下了基础”③。

自近代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机械钟表的发明和机器的广

泛应用，时间开始从现实存在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独立实

体，现代社会的线性时间观逐渐取代循环时间观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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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时间观念。尽管基督教会坚决主张线性时间观，但整个中世纪的生

活步伐实质上是由封建社会的土地性质控制的，人们依然直接依赖于

自然的周期性节律来从事生产和劳作，既不需要精确性的时间，又不了

解时间测度的最微小的分隔，以达到赢得时间和节省时间的目的。与

此相应的是，在人们的知觉体验中，时间是现实存在和人类生活不可分

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是一个可以独立地体验其真实的与客体有

关的内涵的一种自主范畴，它不是一种世界存在的‘形式’：时间和存

在本身不可分割，因此唯有凭藉自然的、拟人的概念才能察觉它”①。

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和工业技术成就的日益辉煌，人类通

过工业技术生产的各种工具设备和机械装置，成功地构造了一个独立

于自然的人工世界。在这个人工世界的时间环境中，人类使自己与自

然界分离开来，日常生活完全脱离了自然周期性节律的制约，更多的是

受到自己建立的人工系统的操控。在此情况下，基督教会的牧师根据

宗教节日、世代交替、君主统治和教皇任期等宗教或政治事件所作的时

间测量和设置的时间，与人们现实的生活实践已变得毫无关联、毫无意

义，人们开始迫切意识到需要对时间作更精确、更标准化的测量。于

是，时钟便应运而生了。１３５０ 年，意大利人丹蒂制造出第一台结构简

单的机械打点塔钟，日差为 １５— ３０ 分钟，指示机构只有时针没有分

针。到 １７世纪中叶，钟表的最小日差已从每天 １５ 分钟减少到 １０ 秒

钟②，精确的机械钟表出现了，欧洲各地区的时间概念协调统一了，人

类也拥有了精准至分和秒的时间感。至此，精确钟表的发明和应用带

来了一种新的现代社会的线性时间观念。这种时间观念把精准化的测

度时间与单向线性时间密切结合在一起，致使时间从现实存在中完全

分离出来成为一种外在的、独立的、客观的、自律的存在形式，被表现为

一条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方向均质的、不可逆转的、无限延展的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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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它的刻度精准，单位相等。对每个人来说，过去是已然消逝的，未来

是尚未到来的，而此时此刻的现在却是瞬息流逝的、拒绝回溯的和短暂

过渡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三重时间维度之间的界限清晰而又明确地展

现在自己面前。正如古列维奇所说：“时间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始被‘分

离’为一种处于生活之外的纯形式……时间第一次并永久地以一条直

线从过去，经过一个称作现在的点，向未来‘延伸’。在较早的时代，过

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异一直是相对的，而且它们之间的分界线一直

是不固定……但随着线性时间的胜利，这些差别变得异常明确，现在时

间被不断‘压缩’，直至其仅仅成为一个沿着从过去通向未来的直线不

断滑行，使未来变为过去的点。现在时间变得急若流星，不可逆转和难

以捉摸。人类第一次发现———过去他只是在与事件有关时才注意到时

间的流逝———甚至在没有事件的情况下时间也不会停止其流动。”①从

此，时间彻底地从自然的“周期时间”和上帝的“绵延时间”转变成自在

的“世俗时间”，不再受任何现实存在的运动来规定，亦不再是自然、上

帝和人类的奴仆，恰恰相反，它却成为任何现实存在运动的尺度、人类

生活世界的控制者和衡量一切存在的价值标准。到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

末，达尔文进化论的问世及其广泛传播，从生物进化的高度科学而详实

地重新诠释和证实了线性时间观念，使现代社会的线性时间观彻底取

代了循环时间观，并成为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时间观念。不过，线性时

间观念在现代社会的支配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最为关键的还是机器

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机制中，遵循物理学

运动过程的机器，不仅扮演着自然时间载体的角色，而且“也成为人类

必须遵守的社会时间秩序的调节器。通过机器，线性的、均质化的、可

以被任意划分的连续体时间结构被从自然领域传送到社会领域。科学

家在他的创造物即机械中设置了自然时间，这样一来，机器就具备了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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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时间方面的秩序权力；相对这个时间秩序来说，所有其他的社会时间

观念都是次要的”①。正是由于机器把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成功地联

系起来，线性时间观念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得以长期处于难以动摇的

霸权地位。

从纵向上看，人类历史是时间运动的外在表征，一个以人类诞生之

日为起点的人类不断发展进化的社会时间进程。正如西尔维娅·阿加

辛斯基所说：“一切历史都是时间的外形，而不是事实在时间中的简单

记录。”②而人类所坚持的历史解释模式，无论是循环式的还是直线式

的，要选择哪一种模式来解释历史和确定哪一种模式在人类思想中占

主导地位，其标准是由历史学家“对整个历史的态度来决定的，以及

由———与之相联系的———他对时间的态度来决定的”③。以兰克为代

表的德国实证的历史主义者所秉持的历史连续进步解释模式，选择的

正是现代社会的线性时间观念。在均质流逝的线性时间数轴上，历史

主义者把人类历史分割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直线前进的时间阶段，

即过去是业已完成、永恒不变的客观事实，现在是变动不居、短暂过渡

的真实存在，未来是超越以往的、尚未来临的美好阶段，并且借助于线

性的时间数轴，三个历史阶段表现出一种前后相继、客观连续、无限趋

于进步的序列关系，每个阶段的历史事件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历史时间

坐标点，各个历史事件之间亦能确立起前因后果的必然法则。于是，历

史主义者便把人类历史编撰为由一连串受因果必然性支配的过往客观

历史事件构成的，建立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线性时间数轴上的一条前后

相继、不可逆转、持续进步的直线运动过程。对此，伊格尔斯曾指出，兰

克“执行一种一维的、线性的时间观念，认为在一个连贯的序列中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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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事件紧随早前发生的事件”①。历史主义基于线性时间观念建

构的连续进步的历史解释模式，被现代人想当然地视为人类历史发展

的真实面貌，且成为人们认识和理解历史的根本原则和主导模式，他们

乐观地坚信人类社会必然会越来越美满，呼啸前进的时间列车最终会

将其带到自由、文明、幸福的理想社会，从而使现代人对永恒世界的追

求和人类最终解放的实现寄托于线性时间观中的未来乌托邦。正因如

此，兰克欣喜自豪地说道：“我把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的做法，现在为

全世界所接纳了。”②

二

在本雅明看来，历史主义通过如实直书建构的前后相继、客观连

续、不断超越、无限趋于进步的历史图景，是一种虚假的、非历史的历史

形象。究其缘由，则在于历史主义者撰述和建构历史的“方法七拼八

凑，只能纠合起一堆材料去填塞同质而空洞的时间”③，即他们选择和

遵循的线性时间观在本质上是同质的、空洞的、理性的。

第一，线性时间观把时间理解为一种同质性的存在，历史主义据此

将历史描述为一个朝向理想目标的同质发展过程，彻底遮蔽了历史的

真正本质，全面迎合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在线性时间观念中，时间被人们理解为一种同质性的存在，无论客

观世界如何变幻，它如同流水一般均匀地流逝着，始终能够无声无息地

保持自身整体的同一性。历史主义者利用同质性的历史时间来界定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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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生成和变化，把历史描述为一个朝向理想目标的同质发展过程。

在朝向理想目标前进的历史过程中，历史进程的各个阶段虽然在不同

时空中有所变化，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相对完整的同一性，具有同样的性

质。与此相应的是，在同质性的历史时间链条上，历史进程中发生的所

有历史事件虽然在不同时间段上迥然相异，但始终起着前因后果、承上

启下的相同作用，具有同样的性质。否则，历史主义者将无法判定历史

发展的此一阶段相比彼一阶段是持续进步的。正如格内鲁尔所说：

“在讨论历史的发展或过程时，如果不能指出某些事物在发展或经历

这一过程时仍保持其同一性，则这种讨论就没有丝毫意义。它现在怎

样，过去就必定一直怎样，过去同现在必定一样；它不能根据历史来定

义：归根到底，传统概念所指的，与尊重传统有关的，正是这种不变性

（ｓａｍｅｎｅｓｓ）、持续性（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ｎｃｅ）和绵延性（ｅｎｄｕｒａｎｃｅ）。”①也就是说，

同质性的历史时间是历史主义历史线性进步观念的忠实辩护师。

在本雅明看来，历史主义“按照它本来的样子”来认识和撰述历

史，把人类的现实生存和历史存在置于同质性的历史时间之中，“给予

过去一个‘永恒’的意象”②。所谓“永恒”，即在同质的历史时间天平

上，所有异质的过往历史事实和人类苦难的现实生存状况都被称量出

同一的重量，一切历史的真理与谬误、正义与罪恶都被测度出齐一的性

质，历史呈现出永远同一的同质运动过程。在这种“永恒”的历史形象

中，均质流逝的时间成为历史的核心因素，历史的意义、真理和价值却

遭到了遮蔽，人们只能看到永不停歇的历史同质运动，而无法摆脱同质

连续的时间信仰，认识到历史的真正本质。本雅明认为，正是为了迎合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利益，时间被理解为同质的、可测量的和无限可分

的理性化之网，历史主义利用理性化的时间之网将历史的欢喜与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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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与谬误、正义与罪恶过滤得同质齐一后，又为同质运动的历史过程

赋予目的论，并冠以“进步”之名，从而使作为标志性的同质性时间完

全占领了人类历史。① 而“根据上层建筑是对经济基础的反映这一事

实，既不存在同质的经济历史，也不存在同质的文学或司法历史”②。

所以，这种“同质”的历史时间和“永恒”的历史形象在本质上皆是一种

虚无主义的观念。

第二，线性时间观是一种无关乎人的现实存在和鲜活的现实世界

的空洞时间观念，历史主义据此把历史抽象为一串前后相继的孤立的

客观历史事件的念珠，醉心于在线性的时间链条中揭示历史事件之间

前因后果的必然性规律，从根本上消解了时间与人类世界之间一体共

存的内在关联。

时间观念产生于人类对现实存在的认知和社会生活的体验，时间

与人类世界的现实存在是紧密相连、融为一体的。当线性时间观把时

间理解为客观存在的独立实体，突出强调时间的客观性和实在性时，时

间便被当作高悬于现实存在之上的外在认识“对象”，不再与人类现实

生活世界和人的感性活动本身有任何内在的关联了，人类自身也成为

任由时间操控和摆布的机器。历史主义者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把时间理

解为客观存在的独立实体的线性时间观念，把外在的、独立的、测度化

的、自律的物理时间看作是世界历史进程中发生的所有事件最权威的

参照点，确定单个历史事件的空间位置和运动过程，揭示各个历史事件

之间前因后果的必然性规律，以便把独特的个别历史事件嵌入总体的

世界历史进程当中，客观地再现过去发生的所有历史事实，重建过去历

史的本来面目。马克思曾批评地指出，这种只见历史事件而不见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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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主义，“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

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

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

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

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①。

在本雅明看来，线性时间观念在本质上是一种无关乎人的现实存

在和鲜活的现实世界的空洞时间观念。“历史学家是传令官，邀请死

者在餐桌旁就座”②，他们忠实地按照过往历史事件发生的前后时间顺

序来编织总体的世界历史进程，好像历史不过是一条源远流长的时间

长河，一串前后相继的孤立的客观历史事件的念珠。历史主义者的目

光聚焦于过去的客观历史事实，醉心于在线性的时间链条中揭示历史

事件之间前因后果的必然性规律，恰恰忘记了鲜活的现实生活世界、现

实的人和人的感性活动这些真正的历史前提，其结果必然是在繁荣昌

盛、和谐进步的历史表象下，蕴藏着一个现实历史内容缺场的极端空洞

文明。究其深层缘由，本雅明认为遵循线性时间观念的历史主义者依

然囿于主客二分的现代知性思维方式，从自身和客观世界相分离的主

观视界来看待世界，机械化地理解和把握时间与存在的关系，把原本完

整统一的人类世界分裂为时间性的存在和永恒性的存在，从根本上消

解了时间与人类世界之间一体共存的内在关联。

第三，线性时间观是一种人为地强加于永恒运动和不断变化的整

体性世界的理性观念，历史主义据此把历史归结为一个从过去到现在

再到未来方向无限延展的虚假连续统一体，完全歪曲了真实的历史进

程，有意摒弃了过去的历史苦难和未来可能的灾难性维度。

在本雅明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一个永恒运动和不断变化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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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存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历史处于一种相互交融、完整统一的本

原状态。为了认知和把握永恒运动和不断变化的整体性世界，人类把

自身从整体性世界中脱离出来，强加于世界一套时间观念和空间界限，

用一条均质流逝的线性时间数轴来表征永恒运动和不断变化的世界，

从而把永恒运动和不断变化的整体性世界人为地设定为过去、现在和

未来三个固定的时间点，直观地表现为一条沿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方向

不可逆转的直线连续运动过程。实际上，本真的整体性世界并不存在

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不同的时间点及其连续存在关联，线性时间观念

不过是一种人为地强加于永恒运动和不断变化的世界的理性观念。正

是在理性的线性时间观念的观照下，历史主义者凭借现代科技的进步

和人类知识的增长，把历史归结为一个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方向无

限延展的连续统一体，描绘出一幅令人欣慰、幸福美好的未来社会远

景。在这一历史连续统一体中，人类历史被历史主义者分割为过去的

历史、现在的历史和未来的历史三个连续运动的时间阶段。过去的历

史是业已完成、永恒不变的客观事实，现在的历史是变动不居、短暂过

渡的真实存在，而未来的历史既是超越以往的、尚未来临的美好阶段，

又是真实的过去和现在的最终目的及其存在的合法性根据。正如阿格

尼丝·赫勒所说：“过去通常被视为‘必然的’（因为它不可改变），它被

认为是现在的前导———现在本身作为一种限制，作为一种‘此时此刻’

（ｊｕｓｔ ｎｏｗ），作为一个总是向无限未来超越的重要阶段，被想像成自由

的领域。以现代主义的观点看来，现在就像是一个火车站，我们这些现

代世界的居民需要坐上一列快车经过这个车站，或是在此停留片刻。

那些火车会把我们带向未来。”①由此，历史主义者依循理性的线性时

间观念，不仅建构出过去、现在和未来连续运动的历史连续统一体，而

且把人类自由解放的最终实现寄托于在技术和理性不断进步基础上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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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到来的未来乌托邦社会。

然而，本雅明认为历史主义建构的历史连续统一体是一种用移情

手法勾勒的虚假的整体幻象。正如本雅明所说：“俗语云，历史学家是

一名面向过去的先知，这句俗语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从传统上看，

它意味着历史学家把自身移送到了一个遥远的过去，他在那过去时间

预言的事情被视为未来，而与此同时，未来呈现出他过去预言的样子。

这种观点确切地符合了移情的历史理论……但是，这句俗语也可以理

解为意味着其他完全不同的东西：历史学家在他自己的时间里转过身，

然后他先知者的眺望被前人的峰值所点燃，因而他们越来越深地潜入

过去。事实上，历史学家自己的时间与现在的梦想眺望是明显不同的，

而且与‘与时俱进’的当代人的时间也是远远不同的。”①而历史连续

统一体之所以是虚假的整体幻象，乃是因为历史主义依循理性的线性

时间观念，以尚未来临且永远无法实现的未来乌托邦社会幻影作为真

实的过去和现在的最终目的及其存在的合法性根据，为人们勾画出一

幅前后相继、不可逆转、持续进步的历史假象，完全歪曲了真实的历史

进程，有意摒弃了过去的历史苦难和未来可能的灾难性维度，彻底掩盖

了历史进步表象下的现实社会“紧急状态”。正基于此，居伊·珀蒂德

芒热指出，在本雅明看来，“这种乌托邦主义被禁闭在一种极其空洞和

荒谬的存在观中，对于它所造成的暴力行为熟视无睹”②。事实上，人

类自由解放的最终实现永远不会在线性时间观念中实现，依循理性的

线性时间观念的“进步”号历史列车，飞速驶向的最终目的地不是“人

间天堂”般的未来世俗乌托邦社会，而是“人间地狱”般的奥斯维辛集

中营。因此，理性的线性时间观念只会使人们催生历史无限进步的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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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效应，而不会为人类过去和现在的生存提供意义归宿。这正是“１９

世纪的历史观所特有的一种眩晕感。它对应的是一种观念，即世界的

进程乃是一个由物化事实组成的无限序列”①。

三

在西方历史上，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方式一直操控着西方历史文

化的发展方向和变迁历程，主导着人们对时间的认知格式和理解模式。

现代社会线性时间观念的认识论根基，就在于主客二分的现代知性思

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把理性当作至高无上的唯一真理性力量，不仅

依照实证的经验把蕴含于整体性人类存在中的一切超越性的绝对经验

视为神秘的东西抛弃了，切断了人类有限性的生存体验与绝对性经验

之间辩证统一的血脉关联，而且把时间从整体性人类存在中完全分离

了出来，用以表征有限性存在的存在样式，割断了时间与无限的永恒性

存在之间内在统一的本质关联。这就造成现实世界内在整体性的破

碎，人类总体性生存经验的断裂。为了克服和弥补破碎不堪的现实世

界存在状态，历史主义者利用神秘的理性力量主观地建构出一个虚幻

的总体性世界，编织出一个连续进步的现代性历史神话。如此一来，在

主客二分的现代知性思维方式下，人类世界具有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

个连续性的时间存在状态，现实存在获得了虚假的合法性和确定性，人

类历史变成了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同质空洞的时间结构上的无限

趋于进步的虚假连续体，而人类自身却难以辨识本真世界完整统一的

真实图景，更难以撰述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本真面貌。然而，“随着本

雅明作品的问世，新的历史思想和对时间的新思考诞生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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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出生于一个被基督教同化的犹太商人家庭，虽然在他家中，

犹太教只剩下外在的形式，其本人也一生都没有完全认同自己犹太教

的民族文化身份，但他血液中流淌的犹太文化，尤其是犹太教神秘主义

喀巴拉阐释学，在本雅明的思想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对他独特的弥

赛亚时间观的生成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格雄·肖勒姆曾明确指出，

在本雅明的著述中“有两个范畴———特别是它的希伯来语形式———占

据了中心位置：一个是启示，《妥拉》和一般意义上的圣书的理念；另一

个是弥赛亚观念和救赎。作为统辖其思想的规范性观念，它们的重要

性怎么估价都不过分”①。根据犹太教神秘主义喀巴拉阐释学，从犹太

教神秘主义的生成历程来看，犹太人会历经神话时代、历史时代和弥赛

亚时代三个阶段的存在状态。在第一阶段，原初世界是一个幸福和谐、

完整统一的伊甸园世界，人与自然、上帝、真理处于内在同一、直接沟通

的本原状态；在第二阶段，随着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人类进入一个

创造的历史时代，作为有限性存在的人类与作为无限的超越性和永恒

性存在的上帝之间丧失了内在同一、直接沟通的本原状态，划出了一条

不可逾越的鸿沟，处于一种二元分裂的生存状态；在第三阶段，历史上

出现了一种神秘主义的现象，它旨在探求缩短和跨越有限性存在的人

类与无限的超越性和永恒性存在的上帝之间鸿沟的隐秘通道，努力拼

接破裂的真理碎片，在新的层面上恢复原初世界完整统一的本原状

态。② 可见，在犹太教神秘主义喀巴拉阐释学中，最高最深刻真理的神

秘主义形式就是“回归”观念，即复归至原初世界伊甸园般完整统一的

本原状态。③ 正是在犹太教神秘主义喀巴拉阐释学“回归”观念的影响

和启迪下，本雅明认识到世界在本质上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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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了人类苦心孤诣找寻的无限的永恒性存在就蕴藏在现实经验世界

和世俗历史中，揭示了现实经验世界中无限的永恒性存在和有限的时

间性存在之间的秘密关联。即在有限的现实经验世界中可以实现人与

上帝的直接沟通，无限的永恒性存在与有限的时间性存在是辩证地融

为一体构成存在的整体，在有限的时间性存在中蕴藏着无限的永恒性

存在，无限的永恒性存在通过有限的时间性存在得以显现自身。而在

现实经验世界中的有限性存在，正是因为与无限的永恒性存在辩证地

结合在一起，方才真正作为一种合法性和确定性存在。正如肖勒姆所

指出，犹太教神秘主义喀巴拉阐释学的思想实质在于，“它的全部注意

力集中于‘活的上帝’这一观念，这个上帝显现于创造、启示和救赎中。

推到极致，对这一观念的神秘观照就产生了‘神域’，即自足的神性领

域的概念。‘神域’处于我们感官经验的世界之中，在所有存在物中活

跃着”①。

然而，本雅明扬弃了犹太教神秘主义视弥赛亚为一个确定的救世

主之宗教化认识，否定了唯有在未来时刻降临的弥赛亚才能弥合人类

世俗的历史世界存在状态与弥赛亚王国存在状态的神秘主义观念，而

是把作为无限的永恒性存在的“活的上帝”这一弥赛亚力量，视为内在

于人类现实存在和世俗历史中的不可解构的绝对性力量和正义精神。

因此，它不再是宗教神学意义上未来时刻必然来临的弥赛亚事件，而是

始终与有限的时间性存在不可分离地连接在一起而处于“在场”状态，

并非与有限的时间性存在相互分离而处于“缺场”状态，人们在现实生

活世界和世俗历史中能够真实地体验和客观地发觉到它在场的痕迹，

在当下的每一个瞬间随时可能开显出存在辩证统一的整体性本质，重

现人类世界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正是基于对存在辩证统一的整体性

本质理解基础上，本雅明在有限的时间性存在与无限的永恒性存在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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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统一的整体思维方式中理解时间，把时间中承载的作为无限的永恒

性存在的弥赛亚力量与当下的现实存在重新连为一体，将时间划分为

两种截然对立的时间：一种是奠基在主客二分的现代知性思维方式上

的历史时间，即客观存在的物理时间，也就是与历史主义连续性的、进

步的历史观念密不可分的线性时间；另一种是奠基在有限的时间性存

在与无限的永恒性存在辩证统一的整体思维方式上的弥赛亚时间，即

引发革命契机的当下时间，也就是与历史唯物主义断裂性的、反进步主

义的历史观念相联系的救赎时间。

本雅明从有限的时间性存在与无限的永恒性存在辩证统一的整体

思维方式出发，重新审视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历史时间点及其连续

存在关联，建构了一种新的弥赛亚时间观。在他看来，过去、现在和未来

三个历史时间点及其连续存在关联，并非像历史主义者所描述的那般是

作为相互独立的历史时段按照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前后相继序列

依次到来的时间结构，宛如一条均质向前的、不可逆转的、无限延续的直

线，而是与作为无限的永恒性存在的弥赛亚力量不可分割地连接在一

起，能够跳跃出同质空洞的线性时间链条，在当下的每一个瞬间随时可

能结合起来的辩证统一的历史整体。“过去”并非是已然消逝、永恒不变

的客观事实或一个线性历史时间的无关紧要环节，而是镌刻着世代被

压迫者未完成的革命诉求和救赎期许的场所，孕育着弥赛亚时间种子

的母体，一个历史整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本雅明所说：“我们

关于幸福的观念牢不可破地同救赎的观念联系在一起。这也适用于我

们对过去的看法，而这正切关历史。过去随身带着一份时间的清单，它

通过这份时间的清单而被托付给救赎。过去的人与活着的人之间有一

个秘密协议。我们的到来在尘世的期待之中。同前辈一样，我们也被

赋予一点微弱的救赎主的力量，这种力量的认领权属于过去。”①“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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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也并非是变动不居、瞬息流逝的历史时刻，一个过去和未来之间的

短暂过渡阶段，而是标志着同质空洞的线性历史时间断裂和停顿的时

刻，意味着过去未完成的革命诉求与存在于未来的救赎希望连接起来

的革命救赎时刻，一个感悟历史整体在场的“当下”（Ｊｅｔｚｔｚｅｉｔ）①瞬间。

正如本雅明所说：“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没有这个‘当下’的概念。这

个当下不是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当下里，时间是静止而停顿的。这

个当下界定了他书写历史的现实环境……他把历史事件的悬置视为一

种拯救的标记。换句话说，它是为了被压迫的过去而战斗的一次革命

机会……现代作为救世主时代的典范，以一种高度的省略包容了整个

人类历史，它同人类宇宙中的身量恰好一致。”②换言之，本雅明的“当

下”概念与传统历史学性质上的纯粹“现在”概念是截然不同的，它既

是把过去、现在、未来和瞬间辩证统一起来的整体时间，又是一个人类

从同质空洞的线性历史时间观中警醒的启示瞬间，还是一个神学意义

上的真理时间。“在这个当下中，真理被时间装满到要爆炸的程度。

（这个爆炸点不是别的，正是主体意图之死，因而它与真正的历史的诞

生相吻合，即真理时间。）”③正是在此意义上，彼得·奥斯本指出，本雅

明的“当下”概念“执行了双重结合的功能：把历史（现在）和自然（瞬

间）结合在一起，以及把历史整体（永恒）和历史性现在（现代性）结合

在一起。本雅明的此时此刻既非瞬间又非现在，而是‘作为此时此刻

的现在’。它总是历史上特定的现在”④。“未来”亦并非是尚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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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遥不可及的乌托邦理想，一个过去和现在因果联系的结果状态，而

是表征着无限的永恒性存在和有限的时间性存在辩证统一的世俗弥赛

亚王国，一个存在于过去与现在之中的弥赛亚力量和正义精神在当下

的每一个瞬间随时可能现实化的时刻。“这驱除了未来的神秘感……

这并不是说未来对于犹太人已变成雷同、空泛的时间，而是说时间的分

分秒秒都可能是弥赛亚（Ｍｅｓｓｉａｈ）侧身步入的门洞。”①故此，弗莱切指

出，“本雅明要揭示一个不为人知的、非目的性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

讲，弥赛亚的未来要求现实把历史、文化领域中那些被掩埋的‘历史多

样性’时刻展现在世人面前。那些以‘被压迫者的历史’为特征的时

刻，会重新出现在现实之中……在本雅明看来，幸福并不是希望在未来

的圆满实现，而是历史经验在现实中的圆满再现。现实中重新抓住曾

经错失的机遇，并不完满的历史片断在现实中重获圆满，这才是幸福的

真谛”②。

至此，通过对历史时间的重新阐释，本雅明在犹太教神秘主义喀巴

拉阐释学的视域下改写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历史时间点及其连续

存在的关联，建构了一种全新的弥赛亚时间观，试图完成一场时间哲学

中的“哥白尼式”翻转革命。正如阿甘本所指出：“肖勒姆想在本雅明

１９１８年 ２０岁生日那天给他的题献之一（总共是 ８３个）是‘弥赛亚时间

就是反转性 ｗａｗ的时间’……弥赛亚时间既不是完成式也不是未完成

式，也不是过去式或将来式，而是所有这些的倒转……这里，过去（完

成式）重新发现了现实性并成为有待实现的东西，而现在（未完成时）

获得了一种实现。”③正是基于这种全新的弥赛亚时间观，本雅明认为，

真正的历史时间不是表征有限的时间性存在与无限的永恒性存在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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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的线性历史时间，而是表征在当下的每一个瞬间有限的时间性存在

与无限的永恒性存在连为一体的弥赛亚时间。本真的历史并非如历史

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建立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同质空洞的线性

时间观基础上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连续体，而是坐落在当下瞬间的弥赛

亚时间观基础上的辩证统一的整体结构。“历史是一个结构的主体，

但这个结构并不存在于雷同、空泛的时间中，而是坐落在被此时此刻的

存在所充满的时间里。”①历史唯有建立在真实的弥赛亚时间观基础

上，才能把内在于人类现实存在和世俗历史中的作为无限的永恒性存

在的弥赛亚力量凝缩入当下时刻，打断线性历史时间无限延续的脚步，

在当下的人类生存中实现世俗历史整体的救赎。正因如此，本雅明说：

“我们的生活可以说是一块强健的肌肉，足以将整个的历史时间加以

压缩。或换句话说，真正的历史时间概念完全是建立在救赎的意象上

的。”②相应地，他明确地把人类历史最终解放的希望不再寄托于线性

历史时间不断进步的“未来”终点，而是线性历史时间突然停顿的“当

下”时刻。正如迈克尔·马克所指出：“在本雅明那里，历史显然不是

一个完结的计划。它不是一个沿着线性时间预设的‘进步’想象上达

到顶点和以现代性的实现为终点的分层次结构。”③

总之，本雅明对历史主义线性时间观的批判和弥赛亚时间观的重

构，旨在用辩证统一的弥赛亚时间取代同质空洞的历史时间，捕捉历史

时间中存在的作为无限的永恒性存在的弥赛亚力量，孕育出“当下”的

革命救赎契机，以唤醒人们破除同质空洞的线性时间观念的信仰，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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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主义建构在线性时间观基础上的虚假的历史连续统一体，重建原

初世界过去、现在和未来辩证统一的历史整体，开启人类历史的新纪

元。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哈贝马斯认为，本雅明历史主义线性时间观批

判的“目的———这个目的与意识形态批判不同———是为了挽救那个充

满了永存不朽的现时（Ｊｅｔｚｔｚｅｉｔ）的过去。它锁定了这样一些时刻，此刻

间，艺术的感悟截止了装扮成进步的命运，并把乌托邦的体验译成一种

想象化的辩证法（辩证法形象）———永远同一中的新颖”①。

（作者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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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形式与社会形式
———阿瑟“新辩证法”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于　 沫

摘　 要：克里斯多夫·阿瑟（Ｃ．Ｊ．Ａｒｔｈｕｒ）的“新辩证法”延续了价

值形式学派以“价值形式”为核心对《资本论》的解读模式，但是，与一

般的价值形式学派局限于价值形式理论的逻辑分析不同，面对苏联解

体所带来的马克思主义社会转型理论与实践的危机，阿瑟对价值形式

理论的体系辩证法的分析，其最终的落脚点是价值形式作为一种特殊

的社会形式所体现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即社会主义社会形式替代资

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历史必然性。由此，阿瑟将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

拓展到资本形式，力图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与物质生产的矛盾统一

中寻找社会转型与实践的真正途径。

关键词：社会形式 　 价值形式 　 辩证法 　 物质生产 　 历史唯物

主义

近年来，国外马克思学关于《资本论》的价值形式研究思潮日益成

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的潮流，并且其影响在日益扩

大，而以克里斯多夫·阿瑟为代表的“新辩证法”是其中一种重要的解

读模式。但是，阿瑟的解读一经发表也遭到了许多质疑，其中最主要的

质疑在于认为阿瑟对《资本论》的“新辩证法”式解读拒绝了黑格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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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辩证法，而将《资本论》中的价值形式理论与黑格尔的体系辩证法

相联系，由此导致阿瑟几乎放弃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

“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的失误是线性解释或历史叙事……他们强调

逻辑的连贯性，而不是社会的发展，因此，关注社会的发展方向对他们

而言是次重要的陈述”①。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那些对阿瑟的非历

史性进行批判的文章，就会发现其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批判，是因为他们

把精力集中于对阿瑟所提出的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是如何与黑格尔

的逻辑学相对应的解读之上，这种理解实际上是将阿瑟对价值形式理

论的分析仅仅看作是对马克思《资本论》中逻辑方法论的重释，却忽视

了“价值形式”概念本身所体现的历史性维度，而这一点却恰恰是阿瑟

将价值形式作为对《资本论》的重释的中心位置的原因。对价值形式

的历史性维度的理解必须将其放在“社会形式”的范畴之中，阿瑟正确

地认识到了社会形式问题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重要意义，

“仅仅由于社会形式的不同，马克思才会坚持认为，不存在像一般‘经

济学’那样的东西，但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性和特殊的运动规

律”②。所以，只有当我们在社会形式的范畴中理解阿瑟对价值形式理

论的分析时，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所体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

才会显现出来，才会发现阿瑟的“新辩证法”不仅没有排除历史，反而

为我们理解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提供了一种新的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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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为社会形式，何为价值形式：

阿瑟对鲁宾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阿瑟的“新辩证法”采用价值形式理论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

重释，而在所有的价值形式理论家中，伊萨克·鲁宾（Ｉｓａａｋ Ｒｕｂｉｎ）对阿

瑟的影响是最大的。鲁宾作为价值形式理论的开山鼻祖，在其著作中

已经详细地说明了价值形式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以

及价值形式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所体现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这

些观念对阿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再加上阿瑟在《新辩证法与马克思

的〈资本论〉》一书中所谈到的对价值形式、社会形式的概念性理解，以

及对价值形式论的各种质疑的回应，基本上是直接借用鲁宾的说法。

所以，在进入对阿瑟的理论分析之前，有必要弄清楚鲁宾对作为社会形

式的价值形式的理解。

鲁宾开启了研究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先河，主要针对的是当时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以价值内容和实质为核心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解

释。在鲁宾看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它揭示了隐

藏在价值后面的抽象劳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劳动

要采取这种抽象的形式，为什么“劳动需要用其产品的价值来表示，而

劳动时间需要用其价值的大小来表示”？① 由于劳动只有在特定的社

会，即商品生产社会中，才会变得抽象，所以，鲁宾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

论的核心并不是李嘉图式的劳动创造价值，而是要对价值所表达的特

定社会历史特征进行追溯，从社会形式的角度研究价值，以作为形式的

价值，即价值形式作为研究主题。

在鲁宾看来，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将“价值形式”作为劳动价值论的

研究主题，是因为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与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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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密切的概念联系。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

社会的基本要素，它的发展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物质生产活动

是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而这种变化

和特点主要体现在与一定的物质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整体性质

之上。历史上的各种经济形式或经济类型就是根据生产关系的总体性

质相区别的，例如古代奴隶经济、封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鲁宾认

为，这种生产关系的总体性质就是生产的“社会形式”方面，生产的不

同社会形式就代表着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也就是历史上不

同的社会经济类型，鲁宾也称之为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所以，马

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就通过以社会形式作为研究的基本主题而体

现出来。与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观念相对应，鲁宾认为马克思的

政治经济学必须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作为分析的主体。因

为只有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方面进行分析，才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经

济的特征及其相对于其他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特殊性，“讨论商品资

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预设了一种具体

的社会经济形式，一种具体的经济社会形态为前提。如果我们忽视一

个事实，即我们正在处理发生在特定社会中的事件，我们就无法正确理

解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任何一句话……从一个具体的社会学假定出

发，即从一个经济的具体社会结构出发，政治经济首先必须给我们这种

社会经济形式的特征及其特有的生产关系”①。所谓的“价值形式”，

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的社会形式”的典型表现，是资本主义商品

关系所特有的社会形式。这种社会形式的特殊性就体现在，一方面，人

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不是直接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而是通过在

交换领域中的诸事物的转移而组织起来的。既定的生产关系只能通过

诸事物可交换性的社会特征被表现出来，生产关系被物化为事物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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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特定的社会形式。包括“价值形式”在内的各种政治经济学的物

质范畴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劳动产品所获得的不同类型的社会特

征的表达。另一方面，由于事物以一种确定的且固定的社会形式出现，

所以社会形式对物质生产的规范作用，表现为事物本身对人们的影响

和塑造，拜物教也由之产生。所以，鲁宾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正是

通过对包括“价值形式”在内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学范畴的考察，揭示出

存在于这些物质范畴背后的社会生产关系，并通过进一步追溯这些生

产关系之所以必然采取物化形式的原因，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

构的历史特殊性的揭示。

阿瑟直接继承了鲁宾对社会形式以及价值形式的概念性理解，肯

定了鲁宾通过充分地讨论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形式来阐明资本主义经

济的历史特殊性的做法。但是阿瑟认为在鲁宾那里，其关注的焦点过

多地放在了纯粹交换诸形式之上。也就是说，虽然鲁宾的观点乍一看

与其他价值形式理论家的观点不同，表现在其形式分析并不那么激进，

反而非常强调物质生产过程与社会形式之间的必然关系，鲁宾认为按

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我们在研究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时候，应

该把其看作是一种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整体。但是当进

一步细致审查鲁宾的论证时，会发现鲁宾并没有将物质生产过程纳入

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之中，反而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所

处理的仅仅是纯粹交换诸形式及其中的逻辑关系。其最初所设定的物

质生产与社会形式的内在联系成为一种未实现的承诺。而阿瑟则认

为，虽然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形式在塑造社会物质生产的特征和方向上

的重要性，以至于马克思的叙述要从交换诸形式开始，但是这种形式分

析并不能与对物质生产过程的分析截然分离。所以阿瑟进一步深化

“社会形式”范畴，将价值形式拓展到资本形式，并通过资本形式现实

化自身的需求，从纯粹的形式分析转向物质生产，坚持资本形式与物质

生产之间相互区分却又相互渗透的辩证统一性。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差

异，是因为在鲁宾那里是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理解为对特定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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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形态进行科学分析，将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形式

与物质生产之间的分离当作了既定的前提。所以，虽然鲁宾强调马克

思的经济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是他根本无法理

解马克思力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分析，寻找到对资本主义的

真正的和彻底的取代的途径。而阿瑟则正确认识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

学研究的理论目的是为了瓦解资本主义，所以在阿瑟看来，马克思对资

本主义诸形式的分析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为了说明交换诸形式作为一

个既定的“先验结构”对社会的塑造作用，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瓦解这种

“先验结构”，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取代。

二、从价值形式到资本形式：社会形式与

物质生产的矛盾统一

如上所述，阿瑟将价值形式追溯到资本形式，在资本形式的被现实

化需求中实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形式与物质生产的统一。所以，不

同于价值形式学派对资本逻辑的同一性的单向度强调，阿瑟认为，在资

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形式与物质生产是共同起作用的，二者之间的统一

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而非一方面被简化为或归属为另一方面。

毋庸置疑，阿瑟花了大力气来说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关系，不

仅认为《资本论》与《逻辑学》之间存在着方法论上的同构性，而且提出

资本形式作为“黑格尔逻辑理念的真实化身”，强调二者在本体论意义

上的一致性。由此，一些读者就会轻率地认为阿瑟将马克思的资本形

式与物质生产的统一性等同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及其内容的同一

性。的确，在阿瑟看来，马克思与黑格尔体系辩证法的叙述方法都是为

了追溯一个理想的总体，即现实世界在其统治之下的抽象总体。所谓

的体系性逻辑就是一种向总体进行“回溯”的后退逻辑，即对总体已经

展开的自我运动形式的“重建”。按照黑格尔的体系辩证法，范畴之间

从抽象到具体的体系性序列意味着从最基本的和最抽象的范畴向最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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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和最具体的范畴的追溯，每一范畴相较于下一范畴而言都是不充分

的，而范畴之间的转换动力就来自于对自身的不充分性的克服以及对

自身存在的必然性证明的追溯，最终追溯到“无条件”的总体，叙述才

会结束。所追溯到的“无条件”的总体为所有体系内的范畴提供合法

性证明，所以必然是完满的和自足的。在黑格尔那里，这个“总体”体

系是由“绝对理念”建构起来的，而马克思形式分析最终追溯到的最后

一个环节是资本形式，即“自我增殖的价值”（Ｍ－Ｃ－Ｍ’）。但是，阿瑟

并不认为资本形式就其本身而言能够成为“绝对理念”式的总体化的

规定性，因为资本形式并不是完满的和内在自足的。资本形式实现自

身所必需的物质生产领域并不是内在于形式之中的，相反，只是外在

地、偶然地提供给资本形式的。并且，在物质生产领域中永远存在无法

被资本形式纳入自身发展中的部分，最终发展成为破坏资本的对立面。

所以，在阿瑟看来，马克思对资本形式的追溯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论证

资本统治一切的理想性，而是要揭示资本形式试图成为“绝对理念”式

的“理想总体”的虚假性，并由此实现对资本形式的否定。“对资本、资

本的权力、资本的规律、资本的真理，‘我们别无选择’……当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诉说这些‘真相’时，他的论述因而典型地采取了辛辣讽刺

的形式。”①

所以，在阿瑟看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对象既不是单纯

的社会形式，也不是物质生产过程本身，而是社会形式与物质生产之间

的统一。不同于二者在其他社会经济形态中的内在统一性，即物质生

产作为社会形式的“自然承载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二者是相互区

分的，资本形式与物质生产之间的统一性不能按照“形式与内容”的同

一性辩证法来进行理解。资本形式并不是在物质生产自身的发展中产

生的，而是产生于其他地方并外在地施加于物质生产过程之上，将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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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地形塑为它自身的内容。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是“内容通过其

形式的中介而发展自身，而是形式通过包含物质并将之转变为自我增

殖的承担者而稳定自身”①。所以，阿瑟区分了“物质与形式”和“内容

与形式”，也就是说，不同于资本形式与物质内容的同一性，就物质生

产本身来说，其与资本形式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阿瑟用了一个非

常生动的比喻来说明这种外在性，“如果我从生面团中切出一个姜饼

人，那么生面团就是制造出形式的物质，它不是内容。相同形式能从任

何可加工物质中制造出，且物质与被外在施于其上的形式无关”②。所

以，在阿瑟看来，物质生产本身与资本形式是处在一种对立面的辩证统

一关系中，并且，在物质生产方面永远存在着资本形式的“外在他者”。

也正是如此，资本形式才具有被瓦解的可能性。

三、社会形式与生产方式：阿瑟“新辩证法”

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阿瑟所处的时代，恰好是苏东剧变的时期，苏联的解体给马克思主

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每一个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的人都必须汲取这一失败尝试的教训，并且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

须为‘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提供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相一致的

解释。”③阿瑟则力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形式与物质生产之间

的矛盾统一性的探讨，为分析苏联模式的失败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转

型理论与实践提供一种新的解读模式。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那里，生产力被看作是社会进步、转型的唯一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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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因素，这导致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被曲解为历史主义的

永恒自动进化思想。在阿瑟之前这种理解就已经受到了批判。阿瑟本

人虽然没有否定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观

念，但是阿瑟认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兴趣点显然早已不在于此，

即不在于“恢复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宏大叙事并将之与历史唯物主义

相联系”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研究对象不再是一般的历史事

实及其规律，而是对既定的社会历史境遇———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

态———进行批判性分析。并且，这种分析并不仅仅停留在对人类历史

上最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揭示，澄清其本质、划清其界限，而是要在

这种分析中发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必然性和根本途径。阿瑟认为，虽

然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失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社会主义替代

选择的必然性断言失效，而是由于其解放路径和目标的错误。按照阿

瑟的理解，苏联模式的悲剧就在于它在还没有能力彻底地克服资本主

义的物质内容的时候，就首先片面地废除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阿

瑟认为虽然马克思通过形式分析发现了资本形式力图作为统治一切的

理想总体的虚假性，以及这种理想性与物质生产在本质上是矛盾的，但

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并不能通过对资本形式的废除就能够实现，即社

会形式的单向度转化并不意味着社会有机整体的历史性转变。

为了说明社会有机整体的真正转型，阿瑟引入了马克思的“生产

方式”概念。阿瑟将生产方式定义为“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的稳定的

和相对和谐的结合”，是“几乎能自动地再生产自身的有机整体”②，并

认为历史上的任何社会经济形态都应该在这些因素的辩证地内在相关

性中被理解。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向下一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性转化，

实际上是一种生产方式对另一生产方式的取代，如果生产方式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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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这种历史性转换也只能是失败的。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其特殊

性就在于作为社会形式的资本与物质生产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内在相关

的，二者最初是相互分离的，并且资本形式是强制性地实现对物质生产

的统治，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样也只有在资本形式控制生产并将

之形塑为它的充分内容，即工厂体系之后，才真正被建立起来。而只有

当物质内容在其不断发展之后，不再能够为资本形式的增值规定性提

供充分内容反而力图冲破资本形式的控制之时，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衰退以及被取代的客观必要性。所以，虽然社会主义取代资

本主义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有机体在马克思那里具有历史必然性，但是，

阿瑟并不认为苏联的后资本主义模式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形式

在苏联被摧毁，资本的物质化内容却被保留了下来，如工厂体系，事实

上，苏联也没有能力克服这种物质内容，“除了大量的政治劝诱，孤立

的苏联没有人力和技术资源去避免复制资本主义技术”①。苏联的政

治性强制指令无法为遗留下来的资本的物质化提供有效规范，二者的

结合最终所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效率低下和生产力的停滞不前，即“政

治性强制指令不能以控制工厂的方式推动生产力在稳定和持久中发

展”②。如此一来，苏联模式的“自我流产”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由此可见，在阿瑟看来社会主义革命不能仅仅被看作是类似于苏

联模式的对资本形式的单向度批判，而应该被理解为对由资本所建立

的社会有机整体的变革，也就是在否定资本的同时克服资本制度的物

质内容。所以，阿瑟提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最终所表达的根本

立场，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以实现对资本主

义的持久的和真正的取代。而在阿瑟看来，这种立场的现实性至今仍

然是历史性地开放的，马克思在 １９世纪所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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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至今仍是有效的。

四、“新辩证法”对马克思“社会

形式”解读的问题所在

总的来说，阿瑟“新辩证法”借用价值形式学派将“社会形式”置于

研究的中心位置的观念，对比价值形式学派纯粹的社会形式研究，阿瑟

的理论贡献在于将马克思的社会形式分析从价值形式扩展到资本形

式，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从纯粹的社会形式研究扩展到社会形式与物质

生产的矛盾统一性研究，并由此给出了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历史

必然性以及解放路径。但是，由于阿瑟过度强调价值形式理论与黑格

尔辩证法之间的一致性，强调交换的社会形式作为一种“理想主体”对

物质生产的形塑作用，所以阿瑟并没有理解物质生产在马克思政治经

济学批判中的基础性地位，最终导致了对生产与交换的真实关系的

倒置。

阿瑟虽然强调在社会形式与物质生产的整体性中理解资本主义经

济，但是他认为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是纯粹的，不带有任何历史的特殊

规定性，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规定性是由交换的社会形式所规定的，物质

生产过程只是被消极地假定为交换形式的“承担者”。阿瑟凭此则将

马克思对交换诸形式的追溯当作了《资本论》的核心问题，并认为这种

形式是如此重要，以至于马克思“应当”在《资本论》的开始就完全排除

生产方式和物质对象等问题，直到将资本完全概念化为形式规定性之

后才可引入这些问题，甚至认为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也是由于其作为资

本形式得以实现其概念可能性的基础。所以，尽管阿瑟认为马克思的

叙述方法是对现实运动的观念表达，但是他将现实运动直接理解为

“抽象主体”即资本的自我创造过程，将马克思的叙述方法的研究目的

仅仅理解为对资本作为社会主体的剖析。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这个

独立主体，则现实运动就没有存在的可能性。但这种对交换的社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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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黑格尔式解读恰恰是对马克思最大的误读。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使用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体系辩证法虽然具有相似之处，即都是在

“现实的抽象”中把握现实运动过程，但二者之间的区别恰恰就在于，

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以独立主体作为运动过程得以可能的根据，马

克思认为在抽象中所反映出的运动过程，不过是“在人的头脑中被改

造过的物质的东西”①。所以在“观念的抽象”中显现出来的运动和变

化过程不是抽象主体的结果，而是在抽象之外的物质的实际运动过程

的观念反映。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就在于这种“抽象的东西”才是作为

表象的、可以被直接把握的“实质性现实”，真正的决定这种表象的“物

质的东西”反而是被遮蔽的、不可以被直接把握的。由此，马克思对

“抽象的东西”的考察，并不是为了在观念表象之内追溯使表象得以可

能的“抽象主体”，而是力图揭示在这种直接表象背后的、决定表象（即

“物质抽象”成为“实质性现实”）之所以以观念形式显现出来的“物质

的东西”是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这种“物质的东西”是生产

方式，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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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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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发

现，这种情况只有在一种十分特殊的生产方式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基础上才会发生。但这种研究不属于商品分析的范围”②。

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资本形式的追溯并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

判的目的，相反，这种追溯仅仅是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入口，政治经济学

理论止步的地方恰恰是马克思批判理论的起点。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

的叙述方法并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从最抽象规定性的范畴追溯到

包含最丰富规定性的范畴，而是从作为直接现实表象的政治经济学理

论出发，通过对其的考察和重述揭示产生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物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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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并且进一步对这种物质基础得以可能的历史性前提条件进行分

析，即资本的原始积累等问题。也只有这样，才是马克思的抽象形式分

析方法与历史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

事实上，阿瑟已经触碰到了能够发现资本主义中生产与交换的真

实关系的边缘，即阿瑟已经意识到了资本形式是被给予的，是从其他地

方产生的，以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一部分关于资本的原

始积累的历史性解读不同于之前逻辑的形式分析方式。但是由于阿瑟

过度强调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关系，导致他并不能对这些问题进行

深入考察。

１９１

价值形式与社会形式



从交换习性看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
———《资本论》的有关分析及其讨论

牛 小 雪

摘　 要：为强调商品价值是对象化的抽象劳动这一客观规律，已

有的《资本论》研究更多地从抽象人类劳动出发来规定价值，一定程

度上忽视了商品流通运动中的交换习性。本文将从习性和经济制度

的关联出发，透过交换习性这一独特的表征，重新考察马克思的价值

理论。为阐明交换习性在《资本论》的给出语境，本文第一部分集中

于分析马克思对价值来源问题的讨论，以期进一步研究交换习性的

范围和特征；第二部分借鉴制度经济学的隐喻式研究方法，以习性、

习惯为分析重点，重新解读价值一般形式的确立过程；第三部分作为

总结，既回应制度经济学派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还原论”曲解，同

时也正面提出交换习性对马克思分析资本特定社会形式的重要

意义。

关键词：价值规律　 凝结劳动　 社会习惯　 隐喻　 制度经济学

在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关注的一个重要

问题是：价值如何转化为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定的生产价值，又进而

成为现实市场的“竞争价格”？在处理这一所谓的“转型问题”（ｔｒａ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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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时，有关价值的争论大量出现。① 这些讨论都或多或

少地对马克思劳动价值中心论提出了质疑，也即，将商品价值的来源和

标准定位到抽象劳动凝结上的做法是否具有足够的理论解释力？如果

马克思在论证商品价值之前已经预先设定了“抽象人类劳动”这一理

论准备，那么对价值问题的讨论无疑是在做一种还原论的解释，也即价

值的源泉理所应当地被归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生产。这显然违背了马

克思要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做全面批判的理论设想，后者是将劳动范畴

视为不证自明的价值决定要素。

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强调了价值规律与自然规律类似，

具有铁一般的必然性。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价值取决于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的判断并非是去语境化的断言，相反，马克思的这个论断

是在不断追问资本主义这一特殊机制是如何产生并发挥作用等系列问

题后得到的，也即，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之所以成为价值的衡量标准，是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历史条件。普遍交换的社会机制许诺任意商

品可以用统一单位转化为抽象劳动，这一交换机制内化于商品社会演

进过程，虽然看似脱离了交换者的意志和活动，但这一运动过程实质上

却离不开行为者的参与。从《资本论》第二章有关“交换过程”的分析

中，也可以观察到具有行动力的真实个人是如何参与到社会结构的搭

建过程中的。因此，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并非是对将劳动作为中心的目

的论还原，霍奇森（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Ｍ．Ｈｏｄｇｓｏｎ）和玛莎·坎贝尔（Ｍａｒｔｈａ Ｃａｍｐ

ｂｅｌｌ）等理论家质疑马克思“因缺少习惯和文化积累的分析从而造成了

经济结构和行为者的断层”②这一批判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并未在

价值分析中割裂了行为者（ａｃｔｏｒ）和社会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的关系，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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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考伊恩·斯蒂德曼的“价值非劳动”理论、斯拉法的“价格理论”、霍奇森的

“价值演化理论”等等。参见［英］伊恩·斯蒂德曼、［美］保罗·斯威齐等：《价

值问题的论战》，陈东威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６年版。
参见 Ｍａｒｔｈａ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ｕ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Ｒｉｃｃａｒｄｏ Ｂｅｌｌｏｆｉｏｒｅ，Ｎｉｃｏｌａ Ｔａｙｌｏｒ，“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Ｖｏｌ
ｕｍｅ １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２００４，ｐｐ．６３－６７。



将对这二者的分析融合到了对资本主义特殊历史社会机制的论述方

法中。

本文将从《资本论》对价值范畴的论述入手，梳理马克思在《资本

论》中就习性和经济制度的关联的考察，并对有关研究进行可能的回

应。为了弄清交换习性在《资本论》的给出语境，第一部分集中于分析

马克思对价值来源问题的讨论，以便进一步研究交换习性的范围和特

征，第二部分借鉴了制度经济学的隐喻式研究方法，以习性、习惯为分

析重点，重新解读价值一般形式的确立过程，第三部分作为总结，既回

应制度经济学派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还原论”曲解，同时也正面提出

交换习性对马克思分析资本特殊社会形式的重要意义。

一、交换习性的范围及其特征

《资本论》对商品社会的分析引出了一种关于社会主体性与社会

客体性的建构理论，在经济过程中，劳动产品作为商品生产出来，私人

劳动作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得以表现，这是由于交换使得产品之间、

劳动者之间发生着关联。商品作为交换价值发生着关联，使得形态不

一的劳动产品可以由等同的劳动时间进行化约，使得私人劳动有机会

参与到社会总体分工体系之中。交换关系作为连续性的人和人之间的

相互作用来自于交换行为的不断重复，随同交换行为，交换者也产生了

对交换关系的共同意识。交换的行为和意识不断巩固，社会客体性和

主体性在交换习惯或交换风俗的社会复合体中获得了新的规定，交换

成为新的社会历史建构形式。从此种意义上来看，交换既是被建构的，

同时也具有建构性。作为主体的交换者，首先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

在”①，他既是可以独立转让财富的私人所有者，同时又以商品普遍关

系作为彼此交换的必要前提。根据历史的特定社会形式，马克思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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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中私人的独立性产生出了对整个市场交易的全面的依赖，独立和

依赖在现代社会同时并存。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指出的：“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

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

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

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①个人的生活方式受到与他人的交往

方式的影响，而非单一的由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所决定，他们的生活形

式取决于其所生活的特定历史社会形式。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

想的关键理念。

在明确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特殊社会背景之后，接下来可以简

要分析价值研究在马克思理论分析中的重要性。首先，将商品价值和

交换价值混为一谈是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反驳核心之一，与

前者时而从劳动、时而从价格来解释价值的游移不同，马克思剥离了商

品交换价值形式的外壳，进一步澄清只有凝聚在商品中的劳动才是价

值的本质。其次，从《资本论》的叙述顺序也可以看到，有关商品“价值

实体”和“价值量”的讨论出现在“一般等价物”和货币之前，这说明正

确理解价值形式是着手分析商品体系的第一步，因为对价值形式的批

判考察不仅揭示了考察对象的历史特殊性，也符合其所表达的诸概念

的历史特殊性，正如马克思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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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最后，马

克思在 １８７３年的第二版《资本论》中，将第一版（１８６７ 年）“价值形式

附录”写进了第一卷正文，并且在有关价值和价值形式的部分做了大

量修改、调整和补充，较之于发展更完全的货币形式，价值形式虽然更

为基础，但《资本论》第一章有关价值存在的推演并非只是为价值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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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一个定义，而是要呈现出资本社会特有的思想形式，并通过展现社会

深层结构的方式来为之后诸范畴的展开做准备。当然，对社会结构的

论述也不应当被看作纯粹的逻辑推演，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体

系的分析极力避免从某种第一原理出发来推出万物，这种超历史的立

场是他极力反对的。价值并非从天而降的理论假想，而是资本主义历

史整体性中的一个环节。

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内嵌于他对商品的分析中。商品的二重属

性———价值和使用价值———引导马克思进一步讨论为何要从商品世界

中分离出能够表现一切商品的“第三物”。商品 Ａ 与商品 Ｂ 之间要想

实现等价交换，首先需要价值形式从交换价值转变为价值，实现从实际

的使用价值到表现为凝结劳动物的“质”的转化。其后，又需要从价值

转向交换价值，用以分别衡量商品 Ａ和商品 Ｂ各自的“价值量”。这一

双向运动背后潜在着关于价值形式的规定，也即为何交换会成为社会

公开承认的有效法则，由此可见，“价值量”、“价值质”和“价值形式表

现”这三者在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中密切相关。《大纲》写道：“价值

不仅是商品的一般交换能力，而且是它的特有的可交换性。价值同时

是一种商品交换其他商品的比例的指数，是这种商品在生产中已经换

到其他商品（物化劳动时间）的比例的指数 价值是量上一定的可交换

性。”①商品要想实现和其他商品的交换，就必须被“设定”为和自身自

然属性无关的他物，被设定为价值。不是因为同一性，而是因为对自身

的否定才能够跻身于商品世界，转化成实际价值。克里斯多夫·阿瑟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Ｊ．Ａｒｔｈｕｒ）将商品交换价值的这一实现过程与黑格尔“存有

和无”的论调（Ｂｅｉｎｇ—ＮｏｎＢｉｎｇ—Ｂｉｎｇ）做类比，认为内在于资产阶级

社会特有的商品交换关系中的价值，只有通过否定自身的物理属性才

能获得更加完满的形式（ｆｕｌｌｅｒ ｆｏｒｍ），并为之后重新返回交换链条来实

现自我生产（ｓｅｌ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中做准备。通过自我生产，价值形式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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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种特殊的内容。① 可见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与

它位于商品交换世界中密不可分。简单来说，马克思从《１８４４ 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时期将价值与物质财富挂钩，再到吸收古典政治经济学

家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基本判断，再到将价值与整个商品世界联系

在一起，都充分说明马克思对价值问题的思考并非如制度经济学派所

讲的，是将劳动先入为主塞进价值概念。这一点会在下文继续探讨。

伴随商品交换的发展，交换成为一种自发的形式。商品交换形式

的普遍化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社会表现———私人劳动被当作等同的社会

劳动、劳动产品被当作无差别的价值发生买卖关系。在解释这些社会

表现的出现原因时，马克思并未预设一种普遍的带有方向性的历史动

力，而是将商品生产者为何会被客体化的社会关系（价值和资本）所塑

形的原因追溯到了有关交换过程的历史特殊形式。在 １８７９ 年针对瓦

格纳《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发表的评论中，马克思回应道，将价值形式

归结为“共同的社会实体”（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是“很奇怪

的”，他并没有将价值形式“简化”为类似的社会实体———劳动。② 可

见，如果对价值缺乏商品关系的语境规定，就会陷入瓦格纳表达的“价

值是由使用价值规定的”错误论调。马克思这样阐述自己对商品世界

的表达方式：“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

形式，这就是‘商品’。我分析商品，并且最先是在它所表现的形式上

加以分析。在这里我发现，一方面，商品按其自然形式是使用物，或使

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从这个观点来看，它本身就是

‘交换价值’。对后者的进一步分析向我表明，交换价值只是包含在商

品中的价值的‘表现形式’，独立的表达方式，而后我就来分析价

值。”③在分析商品的过程中，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不是孰先孰后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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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顺序，ｘ量商品 Ａ＝ｙ量商品 Ｂ也并非是可以抛开物化劳动或交换过

程任一方而横空出世的等价公式。恰如普殊同总结的，“商品的范畴

是以资本的范畴为前提的，资本主义分析的严谨与有力证明了它的有

效性，而它正是这一分析的起点”①。资本主义的商品结构对价值、交

换价值、劳动一般等范畴具有重要的赋义作用，任何剥离开商品与价值

互相作用的价值形式分析只会陷入价值由某一要素支配的单一决定

论。有关交换习性的讨论必须被规定在资本主义的特殊生产模式中。

二、习惯对商品普遍交换的赋义作用

本文采用的有关隐喻的分析，主要借鉴了演化经济学家杰弗里·

霍奇森（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Ｍ．Ｈｏｄｇｓｏｎ）的生物学隐喻策略。在他看来，虽然科学

家经常强调去掉隐喻、展现被它掩藏的本质，但是如果将经济学和其他

科学完全理解为精准的、全面的科学实证主义表达，就会面临两种风

险：一是只知道承认当下事实，二是陷入还原论危机。因此，霍奇森强

调要认识隐喻的重要性：“我们无法简单地根据事实建立理论。事实

不会‘自我表白’，它既不能证实也不能严格地证伪我们的理论。隐喻

不是一种饰品：它是构成和整理我们的思想所必不可少的一种手

段。”②隐喻意味着对构成复杂事物的多元要素和不确定性的承认、对

演化过程而并非只是演化结果的重视，以及对人类的想象、行为和选择

的关注。

在分析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超越之处时，存在一种这样

的理解，即上述双方存在理解分歧的原因在于二者的理论研究方法有

着根本的不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停留于从现象层面对经济生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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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诸如对价格和收益体系的重视或是以市场变动为重点的讨论

等。而马克思则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深入分析，超越了现象

来探寻资本主义社会的实在（ｒｅａｌｉｔｙ）。这样一种立场假定：有关经济

生活的诸多表象和其内在本质之间有着根本分野，并且从逻辑角度来

看，后者要比前者更加高阶。也就是说，超越表象以寻求本质的研究方

法是成熟时期马克思的理论贡献。新马克思主义者萨米尔·阿明

（Ｓａｍｉｒ Ａｍｉｎ）就曾表达过类似见解，在他看来，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

的超越正是在于前者将注意力从“市场”、“价格”等具有浮动性的经济

表象，转移到了更高逻辑版本的“社会价值”（ｓｏｃ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马克思所分

析的抽象社会的无意识的深层结构，要远比直接分析市场更加精妙。①

要质疑这一立场，就需要质疑下述假设：马克思是否为了追求某种本质

而彻底回绝了表象、回绝了资本主义模式下显露出的诸多隐喻？

事实上，批判理论要想保持其自我反思性，就必须针对问题本身而

非通过概念对立的方法来试图化解问题。表象和本质或是现象和概念

的二分，只是在用一种逻辑（浮于表面的市场交易属性）来战胜另一种

逻辑（普遍永恒的资本同一性），是用“还原”的方法来展现资本主义阶

段的“固定内核”，而忽略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特殊性以及事物真正

是其所是的原因。接下来，本文将化用霍奇森“生物演化隐喻”的提

法，讨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章“交换过程”中，表达出来的各类价

值隐喻是如何在演化过程中获得了资本形式化表达的。

不同于第一章以商品和商品关系为重点的解读，《资本论》第二章

终于出现了交换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ｓ）在交换过程中的真实行动。这一真实

的交换过程把商品应有的属性从想象状态，通过习俗（ｃｕｓｔｏｍ）力量的

中介转化，变成了可实现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与完全依据习俗和身份

认同构建起来的礼物交换社会不同，在商品社会，交换主体———商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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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关系的承担者———作为私人所有者，为了满足自身的交换需求，不能

只是对共同社会法则的完全服从，还需要在头脑中构想一套可以普遍

交易的等价法则，构想一种可以在两个商品之间充当中介功能的“第

三物”、对产品进行头脑中的比较和估价。这里依旧隐藏着关于交换

习惯和客观劳动量之间的隐喻之谜。如果人们的等价交换行为只是出

于想象和习惯，那么源自一般劳动的价值量又该如何维持自身的客观

性？既然市场和交易法则并不能规定现存资本社会的一切关系，那么

社会中的非商品关系（ｎｏ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对于整体的资本主义

形式又会产生怎样的作用力呢？

强调社会习俗和文化规范是经典社会学家（如涂尔干、韦伯等）惯

用的分析社会的方法。在马克思对商品二重性的分析那里，同样可以

看到社会习惯在确定商品价值量、确立交易关系、固定金银为货币形式

等市场行为中的作用，只不过马克思对“习惯”的引入，并非是霍奇森

所分析的为了弥补行动者（ａｃｔｏｒ）和社会结构（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之间空

隙所设立的“中间物”，也并非是为了从“历史”流动的角度解释由前资

本主义时期转型为资本主义时期的发生动因。而是从社会实践的角度

来考察产品被赋予交换属性的过程和机制，解释从具体到抽象的化简

机制为什么能够在整个社会中发挥作用（无论是商品的具体使用价值

到抽象价值，还是劳动的具体形式到普遍抽象的形式）。而马克思在

《资本论》前两章提到的习惯只是机制中有关隐喻表达的一部分。而

且，只有在这一机制中，各类隐喻才获得了充分的表达，反过来看，考察

价值形式也离不开对这些隐喻的重新审视，也即它们是如何在价值关

系中表现自身的。

拿麻布是如何成为普遍等价物形式为例。麻布作为商品不可能自

己跑到市场上进行交换，必须要有麻布的监护人———麻布的生产者且

是所有者的参与。如果这位监护人正好有 ２０ 码麻布，并且有换出这

２０码麻布以换取 １ 件上衣的意愿，那么他 ／她就必须要找到持有 １ 件

上衣的所有权并且同样有让渡意愿的上衣所有者。也就是马克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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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

品，占有别人的商品”①。这就表现为简单的、偶然发生的物物交换。

但需要强调的是，麻布的监护人在生产麻布时就已经是有意识地在从

事价值生产工作，而后发生的真实的交换的实现，也就并非是偶然的、

不经意的事件，而是麻布监护人将麻布作为一般等价物来转让的必然

环节。可以说，“简单的、个别的价值形式”已经内涵了“一般价值形

式”，在麻布监护人那里，麻布在一开始就被当成是可以同整个商品世

界发生关系的“等价物”。关于普遍等价物的实现甚至在关于它的想

象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起初是行动。因此他们还没有想就已经做起

来了。商品本性的规律通过商品所有者的天然本能表现出来。他们只

有使他们的商品同任何别一种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相对立，才能使

他们的商品作为价值，从而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②商品形式的社

会属性在最一开始就将“等价交易”的市场黄金法则传递到了任一商

品所有者的意志里，而表现为谜一般的货币商品，最终在“社会习惯”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的作用力下，同商品金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了一起。由此

来看，价值是在交换过程中被实现的“真实的抽象”，隐喻的展开过程

也是它自身参与建构的过程，价值的社会形式的充分发展是由各类价

值表现的参与才达成的，而非是由事先就准备好了的先决条件规定。

作为商品的社会关系的表达，价值形式在交换中成就商品并且被

商品规定的演进过程彰显了资本主义特殊历史社会结构的隐喻式的运

作机制。产品的交换者在交换过程中关注的实际问题是用自己的产品

可以换取多少别人的产品，因此产品监护人会将自己手中的产品视作

衡量其他一切产品的一般等价物，但是，这里便出现了“特殊”和“一

般”两种属性不能同时被一种产品拥有的难题，于是，“商品所有者的

天然本能”开始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行动力，通过集体社会活动，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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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等价物”的尊贵地位赋予了除自己持有的商品之外的别一种商

品，因此，“其他一切商品的社会的行动使一种特定的商品分离出来，

通过这种商品来全面表现它们的价值。于是这一商品的自然形式就成

为社会公认的等价形式。由于这种社会过程，充当一般等价物就成为

被分离出来的商品的特殊社会职能。这种商品就成为货币”①。货币

拥有了执行一般等价物功能的社会职能。上述分析表明，货币形式不

过是其他一切商品关系的反映，是交换过程以及交换过程中的商品持

有者的意志和行为的产物。在这之后，经过习惯的固定，货币与其他商

品的等价关系达到了交换“量”上的稳定，以至于货币对其他商品的价

值尺度功能看上去像是与生俱来的一样，并进而出现了对货币结晶的

一系列魔幻解释。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所有者让渡自己商品的价值以换取对他有用

的使用价值的行为，必须在交换成为整个社会的规则框架下才能获得

解释力。私人劳动产品可以普遍交换成为实际的商品交换行为的前

提，这意味着私人所有的产品在最开始就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然而，

如果交换规则是因为普遍的交换行为而固定的，而人们的交换行为又

是来自既有的交换规则，这难道不是在循环论证吗？对此，马克思在其

《资本论》第二章中给了一个理解线索———关于商品所有者意志的法

权隐喻。马克思的阐述是：商品所有者“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

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的

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②。法权系统的运作依赖于

其自身的自发演化过程，而非外部权威的强制规定，但是随着法权逐渐

稳固成新的社会机制，便开始发挥范导作用，规范着法权主体的行为。

法权的动态演化过程对商品所有者交换关系的确定同样适切。以下未

比对“产品交换者实际关心的问题，首先是他用自己的产品能换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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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别人的产品，就是说，产品按什么样的比例交换。当这些比例由于习

惯而逐渐达到一定的稳固性时，它们就好像是由劳动产品的本性产生

的。”①富有深意的方面在于，马克思这种通过法权隐喻、交换象征所图

绘的资本主义历史特殊性原则，不仅赋予了商品普遍交换的运作以客

观性，也建立了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解释机制。

三、交换习性的特殊意义

关于价值的隐喻机制为理解商品普遍交换和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

品形式提供了理论的脚手架，也明确了只有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语

境下才能合理定义价值形式的理论要旨。本文的兴趣也正是在于这种

隐喻机制是如何构成或运作的，否则所谓的隐喻不过是在习俗推演过

程和劳动决定论之间玩跷跷板，作为干扰性因素的人的目的性和不确

定性会悄悄溜进来，妨碍对现实社会形式的理解。

在 １８６８年与恩格斯的通信中，马克思这样谈及价值规律的形式变

动：“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

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

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

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②所谓的自然规律仅仅是指资

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可以看出，价值不是纯粹思想的建构物（因此不

能导出普遍利率）也不是纯粹的物质累积（劳动联系是过程而非物化

结果）。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行为者交换需求的满足，既是以产品

的物质属性为基础，同时也参与了实现商品客观世界的过程。在此过

程中，规则作为特定行动的一种习性或倾向，重又表现为蕴含着隐喻意

涵的习俗，使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行为者依其行事。马克思的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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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

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①这里对“客观经济关系”的强调为

之后制度经济学（后发展为演进经济学）的攻击埋下了伏笔。霍奇森

指出：“马克思主义正确地强调了社会结构的重要性。但在对社会经

济现象的解释中，它在把个人归入到社会结构这方面走得太远……马

克思既承认个人，也承认他们之间构造的社会关系，但最为根本的只是

结构。”②

霍奇森借鉴了托尔斯坦·凡勃仑（Ｔｈｏｒｓｔｅｉｎ Ｖｅｂｌｅｎ）的制度主义经

济学传统，把制度作为复制或选择的社会单位进行整体性研究，发展出

了自己的演化经济学理论。在 １９９９ 年出版的《经济学和乌托邦：了解

经济为何不是终结历史》这本书中，霍奇森表明自己的理论研究是为

了彰显社会结构中的差异要素、反对主流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主义

学派）用概念装置（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解释社会条件的做法。在他

看来，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通病是二者都采用了还原论的研究

方法来处理社会经济的复杂事实，区别只不过是用于最终简化的“第

一原理”不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本质是劳动，而新古典主义的价

值本质是市场供需。但这二者都是立足于普遍性假设，试图用高度抽

象化的分析体系理解社会规则和个人选择，而忽略了不同时空下制度

的特殊性及文化的差异性。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在交换过程中对习惯和规则隐喻

的化用，正是为了依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定条件，建构起能够把握

社会关系形式的那些范畴，回避所谓的“无历史的普适性概念”的第一

原则和黑格尔的绝对知识的观念。虽说交换本能离不开劳动对产品价

值的构建，同时又是从文化习俗的塑造和传递中获得的稳定性，但这两

个层面的分析同时被涵摄为资本主义内核的必然表现形式，如果离开

４０２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 １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１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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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维度，离开了各类隐喻机制，非资本主义社会的

产品和资本主义的商品之间的严格区分就会被消解。举例来看，部落

文明中的礼物交易虽然也具有表面上的平等互惠关系（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被交换者交换的产品甚至也是由劳动产生，但是这里的产品却

不能被当成商品理解，双方交换也不是商品社会的价值交换。比之于

资本主义时代中劳动具有的独特社会功能，这一语境下的劳动产品更

具有被部落习俗文化所规定的直接物质性（比如“礼尚往来”等社会文

化），而不会出现将蕴含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作为财富形式的“准客

观”的社会手段。

霍奇森提出的———“劳动力的确是重要的独一无二的中心环节。

但是，我们必须去证明这种独一无二的中心性，而不是在一开始就赋予

它这种特性”①———这一判断是无误的，想说明价值来源，就必须要解

释为什么劳动产品会成为商品形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为什么劳动力要

表现为物的价值。但是霍奇森在之后所说的“劳动作为价值的来源和

尺度的作用，和其他任何商品起的这种作用是无法区分的。任何其他

的‘来源’同样可用于价格的形式确定”②则完全偏离了《资本论》的分

析，因为《资本论》的理论旨趣并不是要为“价值”找到“本体论”的解

释，或是将它回溯到某一实际存在的经济范畴，而是要透过价值形式分

析资本主义独特的社会历史形式。“（马克思的意图）并非是建构一种

价格理论，而是去展现价值如何引入了一种将自身遮蔽起来的外在表

现……马克思指出，社会现实的这一层面无法借由价格和利润这些

‘表面’经济范畴得以阐明。同时，他展开他的资本主义深层结构范畴

的方式也表明，那些看似与这些结构性范畴相矛盾的现象事实正是它

们的表现形式。由此，马克思试图证明他对深层结构的分析，同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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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伊恩·斯蒂德曼：《价值问题的论战》，陈东威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６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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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表明社会形态的‘运动规律’在直接经验现实的层面上被遮蔽起

来了。”①

总之，当代演进经济学派（是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歪曲了马克

思的动机，把马克思对社会所具有的“自然规律”误解成“不变的自然

给定性，因此变成了意识形态”。早在《大纲》时期，马克思就意识到了

客观规律和外在必然性与所谓的自然王国之间的区分。以科学的名义

压抑自觉个人的相互作用和内在本质，主体就会窒息与本应释放的自

然的自发性，实在化的“不变的自然给定性”成为新式拜物教。要克服

这种歪曲的理解形式，就不得不再次强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

究方法———分析前提被给出的方式。“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

规律是如何实现的，所以，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和规律矛盾

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李嘉图的错误恰好是，

他在论价值的第一章就把尚待证明的一切范畴都预定为已知的，以便

证明它们和价值规律的一致性。”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不是从绝对前

提扩展到待解释事物，不是从被规定，而是从无规定性的形式即价值本

身展开讨论。相反，是从理解各类隐喻的表现方式中展开的逻辑分析。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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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交换行为抽象基础上的自然科学认识论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商品交换的阐释

李 灵 婕

摘　 要：索恩－雷特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立场出发，将自然科

学认识论定位为被社会存在决定的意识形式，并尝试从手脑分工入手，

对商品交换行为进行时间—空间的重新阐释，以寻找认识论范畴的现

实根源。这一尝试要求视野的拓宽，以商品交换为透视点，关注交换行

为自身的抽象性质，在拓宽了其历史范围拓展的基础上，索恩－雷特尔

将交换行为解释为导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社会行动，康德哲

学的二元论也借此获得了全新的内涵，自然科学认识论的先先天综合

本质，不过是由交换所成的社会综合之理论表达。而交换行为内涵四

重时间—空间变化，成为先天范畴的纯粹时空和个人的内在经验的

“现象学”基础。

关键词：劳动分工 　 社会综合 　 先验范畴 　 交换 　 自然科学认

识论

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在其著作《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

历史的认识论》中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尝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分工

理论并结合《资本论》中的交换概念对西方自然科学认识论进行批判，

其初衷在于填补马克思著作中理应出现的自然科学批判这一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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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人不难发现，对自然科学的相关论述

是随着政治经济学一同进入马克思视野的。《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曾对工业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进行了简略概括：“自然科学展开了大

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

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

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

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

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①虽然

这段话对于现今读者而言依旧充满灵动的活力和无限的启迪力量，但

必须承认，既确定了自然科学的“异化”本质后，这一问题继而被搁置

了，对于马克思而言首要重要的是扬弃异化的现实运动，而揭示异化本

质需要借助的第一工具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德意

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自然科学理解为与人类史相互制约的自然

史，并且把二者理解为历史科学的两个方面，但为了去除意识形态对人

类史的遮蔽作用，以及从人类史的角度更好地理解自然史，对自然科学

的讨论被搁置了。虽然在后续著作中，马克思偶尔提及自然科学问题，

但都作为某种附属物依附在其他论题之上。

索恩－雷特尔显然不满足于此。如果说时代的界限划定了马克思

理论所能够涉及的范围和西方认识论批判的界限，那么由于社会历史

变动所造成的时代差异而形成对事物呈现方式的不同，督促着历史唯

物主义必须对日益强大起来的、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统治”作出

回应。致力于“完成”历史唯物主义对当下资本主义的批判，索恩－雷

特尔将目光从一度对资本形成遮蔽的政治经济学转向另一种可能行使

着同样职能，但形式更为隐蔽、遮蔽效果更为显著的自然科学。对于索

恩－雷特尔而言，那越是表现得客观的意识，越具有社会存在的特殊

性，就越是对真实的事物形成更彻底的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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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和“意识”结构性关系的描

述，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对“社会存在”

组织作用也必须得到正面处理。自然科学认识论具有整理并统一社会

复杂整体的功能，它在思维的层面提供了对社会复杂系统可理解性的

抽象范畴模式。但它绝不是自然的物质客观性规律。相反，在与人类

社会发生着不可抽离的联系这一特点上，正是人们的社会行动生产并

维持了其存在，因此索恩－雷特尔定义自然科学认识论实际上是一种

认知性的社会网络，其抽象特征和运作方式应当从社会行动出发进行

尝试性理解。抽象绝不仅仅是思维的运作方式，它的真正基础是现实

抽象，后者在人们的交往中即是“行为抽象”，它只有在分工到达一定

阶段时才完全抽离为纯粹思维抽象。这个行使着抽象职能的行为即是

商品交换。

一、拓宽交换的历史范围

“商品交换”的时空阐释是索恩－雷特尔西方认识论批判的起点，

也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笔墨相对较重的部

分。但作者显然有意延长了“商品交换”的历史跨度，将这一概念的时

间线拓展到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在《资本论》中得到极致发挥的

概念理应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语境下才能正常运作，它如何自行跨越至

前资本主义时期呢？换言之，商品交换能否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

呢？索恩－雷特尔的答案是肯定的。但与其说是“商品交换”，不如说

是交换行为本身才是他批判的真正起点。交换行为不同于交换形式，

后者是差异性的集合体，它作为生产的诸多要素之一，受到社会形态及

其历史条件的制约。与之相对，同样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交换行为具

有元行为的特征，无论交换者是个人或共同体，它侧重行为的发生是对

时空观念的影响，因此可以不对其具体形式做讨论。但既然锁定了自

然科学认识论潜藏于商品交换形式中，并且由于这种交换形式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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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主导化与资本主义的诞生直接相关，索恩－雷特尔聚焦于对这一

特定交换行为的“现象学”阐释。但是，他无意识地“错用”了商品交换

的历史时间，反而扩大了交换行为的适用范围。据此立场，在具体解释

商品交换发生了怎样的时空变化之前，需要对交换行为与交换形式以

及二者的关系与差别作出恰当的理论补充。

柄谷行人在其著作《世界史的构造》中表达了对交换概念几乎相

同的观点，不同的是，他侧重于交换形式的一方。虽然旨在通过交换样

式阐释资本主义的国家和民族以及各种历史上的社会形态，并且由此

出发描述共产主义社会交换的可能形式，但他同样延展了交换的时间

范围，并且在绪论中首先“破除”了交换概念的资本主义屏障：“说到交

换，人们会立刻联想到商品交换。只要我们身处商品交换占统治地位

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还存在着与此类型不同的

交换。……这里，看上去仿佛是个人在交换，而实际上乃是作为家庭、

部落之代表的个人在交换。马克思强调这一点目的在于批判亚当·斯

密的交换起源于个人之间的观点，认为这不过是把现在的市场经济投

影到了过去而已。”①

但这并非否定商品交换的私人性和客观性特征，相反，对交换概念

的扩充以商品交换的个人属性及建筑于其上的意识形态为视点，各种

交换样式由此得到了系统性梳理。将从古至今的交换样式概括为包含

互酬、掠夺与再分配和商品交换在内的三种类型，柄谷行人拒绝某种简

单的“交换化约论”，而是认为这三种交换样式在每种社会构成体中同

时存在，只是由于占支配地位的交换样式掩盖了其中的差异。支配地

位对形式差异的掩盖可以用一个马克思主义专有名词来概括，即统治。

举例而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商品交换为主导的交换样式对其他样

式进行了统治，其赋形功能不仅使得另外两种交换样式发生变形，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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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形了的”交换样式还能够适应性地在商品交换中继续发展。

比如以互酬为交换样式的社会形态即民族和以掠夺与再分配为交换样

式的社会形态即国家，在商品交换样式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继续发

挥着作用。在柄谷行人的阐释中，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体现着的“三

位一体”现代世界体系，便被理解为此三种交换样式所构成的资本—

民族—国家的结合体。柄谷行人强调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对其他形

式的赋形力量，据此，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他分享了同一立场。

这一立场弱化了各种社会形态之间的历史和文化差异，用系统或

结构中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和统治关系造成的差异进行解释。阿尔都塞

在《论再生产》中讨论了结构主义理解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生产力

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仅为多元决定论提供了更为详细的解说，也提供了

扩充交换概念内涵的重要思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生产方式的两

个方面，就表面形式而言的确构成简单的线性作用与反作用关系。但

是一旦深入到三者之间的具体内容，并牵涉阶级之间的复杂交互时，这

种简单的直接作用关系就立刻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相互作用。阿尔都塞

首先承认了社会形态与生产方式的单一对应关系在理论建构时的必要

性，并且提示了阶级关系施加的影响。对于理解一个特定社会统一体

的整体运作方式而言，这种直接的解释方案能够对当下的统治阶级与

其他阶级的关系有直接的呈现，但同时必须注意，阶级关系也为理解生

产提供了必要的视角。比如，虽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资本主义

剥削关系……关键的就是不要只考虑剥削，而在私下里放过生产”①。

他并非为了表达，剥削关系与生产关系之间在整体的层面存在错位的

可能性，而是为了强调，在生产领域中，剥削关系绝不是以直接性的简

单方式被直观的。相反，它们在空间或时间上的确存在部分性的错位。

为了理解这种错位，就要考察以往的社会形态所产生的生产力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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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以及并非属于以往和当下的生产关系的、可能是未来社会形态的

生产关系。结构主义对历史和文化差异的弱化恰恰从结构的层面进行

了肯定，如果没有历史上的“拿破仑大帝”，就不可能有小波拿巴的闹

剧。阿尔都塞看到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对各种以往、当下和未来组成

的生产力总和与生产关系总和的汇聚和交融作用，在一个具体的社会

形态中，后者借助各种历史和文化上的差异内容回应前者，以表明对

“统治者”的臣服。但臣服同样是掩盖和累计矛盾的过程。从这个视

角出发，多元决定论语境下爆发革命所需要的复杂矛盾体及各种矛盾

之间的相互作用得到了更加清晰的解释。

阿尔都塞没有提及交换，但是作为生产的重要环节，它应当服从于

前述的复杂系统。换句话说，以往、当下和未来的交换形式结构性地存

在于当下社会形态中，不过占统治形式的交换形式有力量让其他的交

换形式自行变形以服从其统治。从结构主义立场出发，交换的多样性

的确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个社会中，它为肯定交换对历史时间轴的充

溢提供了合理的论证措施。

承认了交换形式的多样性和历史性，柄谷行人和阿尔都塞试图解

释社会运动的复杂性质并为共产主义找寻现实的可行道路，因此他们

需要关注进行交换的双方或多方的身份关系。交换者是否具有阶级特

征以及由此产生的统治倾向和剥削能力，是理解交换形式呈现的社会

关系之关键。承认阶级关系固然重要，但对于索恩－雷特尔来说，这样

的视角依然局限于阶级之单纯性中，如果“人们总体上停留在社会阶

级统治上，即便这统治采取的是社会主义的官僚统治形式”，①那么就

算推翻了阶级统治，只要手脑分工仍然存在，阶级关系就很有可能与所

有历史力量一同被召唤回来以保证资本平稳运作。历史的经验告诉

他，“在当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中就能够看出这一真理：人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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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但却依然不能摆脱阶级对立。一方面是资本

与劳动的阶级对立，另一方面是脑力劳动与手工劳动的区分，这二者之

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关联”①，因此阶级视角和分工视角缺一不可。索

恩－雷特尔谨遵马克思的教导，关注到历史科学的人类史和自然史双

方面。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剥削关系不能仅限于政治经济学这个人类史

方面，也必须涉及自然科学这个自然史方面。不需要在现象学的意义

上理解他所谓的“脑力劳动与手工劳动的分离中的显现方式”，只需要

知道，他把“显现”简单地理解为具有纯粹客观性的直观理论，且分工

关系的“显现”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显现”。既然马克思已经破除了作

为阶级斗争“显现”的政治经济学对社会存在的理论遮蔽，并且把它归

结为历史科学的人类史方面，那么自然科学认识论作为历史科学的自

然史理论遮蔽、作为分工关系的“显现”，以及自然科学对资本主义剥

削关系的“臣服”引发的技术统治，且创造了一个承认了手脑分工的虚

假无阶级社会图景，同样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不论是否出于有意识的行为，索恩－雷特尔

对交换的理解都在结构主义的框架中扩展了使用的历史范围，但是手

脑分工为何必然要经过交换行为才能得到解释？除去了交换者身份的

纯粹交换行为是如何孕育自然科学认识论所需要的时空观念的？对上

述两个问题的解答指向对康德哲学的理解和交换行为的时空解构。

二、康德问题与社会综合：交换行为成就的“一”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康德哲学从关于普遍性二元对立的认识论

问题，转化为关于普遍性二元对立的社会存在问题，为这一转化提供可

能性的正是表面上被跳过的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哲学为索恩－雷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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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联结认识论二元论难题与自然科学敞开了可能性，他继而能够将其

扩大为关于自然与历史之间的争论问题，并诉诸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

会实践以最终解决这一争论。事实上，黑格尔哲学没有也不需要在认

识论的意义下解决二元论难题，对他而言，思维与存在之间的二元对立

本身就是虚假的。康德哲学采取的思维方式只是绝对精神自我异化的

极端表现，所以只需要在自身历史展开过程中再多迈出一步，便能够克

服异化回归自身。绝对精神自我展开的历史会消解这种对立形式，其

历史过程便获得了解释的优先地位。黑格尔与康德对话的基础是思维

与思辨的紧张关系，而通过把康德问题化作绝对精神的一个环节，黑格

尔在体系完成处便扬弃了二元对立。但是通过对康德哲学坚持不懈的

批判，黑格尔无疑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确实

是当下的普遍性观念，它在纯粹范畴与感觉材料的自然科学认识论中

得到最突出的表现。因此，“不是所谓的康德还是黑格尔，而是在黑格

尔框架中的康德”①成为这一联结的真实对象。

马克思与黑格尔对话的基础无疑是辩证法。黑格尔正是在逻辑学

的辩证法中将纯粹知性范畴的二律背反化解为各个规定在运动中的必

然对立过程，从而肯定了辩证法的思辨性质。而马克思的辩证法在肯

定社会实在性的基础上适用于社会存在，这也就意味着黑格尔思辨性

解决的康德问题，必将在马克思的语境中转变为对于二元对立的社会

存在之探究与相应的实践性解决。被黑格尔和马克思确定为当代普遍

性特征的二元论问题之提出就蕴含着其解决之道，历史唯物主义对纯

粹数学、自然科学以及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三个问题的关注点完

全不同于唯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提醒索恩－雷特尔特别注意纯粹或

先天的性质与自然科学关联起来的社会过程。这一关联不仅标志着自

然科学独立成为一种关于纯粹先验事物的事实，而且意味着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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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脑力劳动拜物教已经在哲学中取得相应的意识形态，并以普遍性名

义对其他质料性的非脑力劳动施予剥削。

对应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索恩－雷特尔给出了他的“社会综合”

概念，这一概念受到《资本论》对商品交换以及涉及的价值和使用价值

与商品占有者之间关系描述的启发：“商品所缺乏的这种感知商品体

的具体属性的能力，由商品占有者用他自己的五种和五种以上的感官

补足了。商品占有者的商品对他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一切商品对

它们的占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占有者是使用价值……每一

个商品占有者都只想让渡自己的商品，来换取另一个具有能够满足他

本人需要的使用价值的商品。就这一点说，交换对于他只是个人的过

程……只有社会的行动才能使一个特定的商品成为一般等价物。”①

交换这一社会行动中存在着产生一般等价物的“社会综合”，它是

保证具体社会维持运行的“抽象”力量。它概括性地成为作者对社会

运行机制的理解。首先，社会整体的可理解性诉诸一种特定的抽象行

动，这种行动发生于个人的交互行为中，是个人社会化的必要中介。作

为组织性的整理力量，社会综合提供了一个场地，个人能够抽离性地在

此场地中保持自身，并通过参与这一行动进入社会。其次，前一过程间

接性地独立于个人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无意识存在于每一个具体社会

形态中，而后者成为个人能够“参与”到集体中去的“个人有意识”。最

后，先天综合是社会综合这一抽象行为的理论表达，由纯粹范畴和感觉

材料的分离造成的二元论难题据此获得了非理论困境的社会阐释，它

在无人参与的纯粹性中取得了“社会有意识”的普遍性和组织整理的

特征，并且在功能上成为可以被统治阶级利用的“一”之工具。以商品

交换为表现形式的私人交换行为成就了能够施行统治力量的“一”，只

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突出成为压倒其他形式的交换行为，而自然科

学认识论范式也随之享有强大的解释权。私人交换行为的社会综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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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就已经存在了，但从来只是社会的某一元

素，其影响范围极小，而且由于它的特殊性本质，在诞生之初总被当作

是抽象的“一”。

索恩－雷特尔赞同并认可了黑格尔对古希腊哲学家的评价，并且

认为这一评价肯定了私人交换的希腊社会起源。他认为，那些被黑格

尔评为创建了真正起点的哲学理论，无疑标识了脑力劳动相对于体力

劳动的分离和独立，但在其诞生之初只停留于这种分离和独立的事实

性以及单纯性当中，尚未形成力量上的差异或关系上的压迫，但二元论

以及统治关系的隐患就深埋在古希腊哲学开端之处。抛开伊奥尼亚学

派尚未与具体物质元素分离的思想形式，他选取了毕达哥拉斯、赫拉克

利特和巴门尼德作为理论对象。其特殊性在于，数学、抽象时空和

“一”的综合作用是自然科学认识论必不可少的三个要素，而在这三位

早期思想家中，毕达哥拉斯把各种凡俗事物的特征归结为数字的，赫拉

克利特理解了时间的特征，而巴门尼德第一个提出了作为“一”的“存

在”。正如把数学和抽象时空归结为自然科学之社会综合的要素，索

恩－雷特尔赋予了巴门尼德以突出位置。正是巴门尼德的“存在之一”

包含了数学的起点和“万物皆流”的时间性，“一”不仅囊括了事物的独

一性特征，而且充溢时间轴的方式将万物归“一”。作为纯粹的哲学

家，他们的理论因高度抽象而远离体力劳动人群。所谓“为思想”的思

想家，是在不为体力劳动者所理解或不被大众接受的层面上加以定义

的，比如众所周知的毕达哥拉斯甚至只是一个秘密教团的总称，作为一

小部分人的“信仰”，它甚至被当作某种“迷信”。因此，这种抽象化的

思想并非从一开始就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它指向社会存在层面同样尚

未取得普遍性力量的私人交换行为之特殊性。

作为元素与作为统治力量的私人交换行为不仅在地位和力量上产

生差别，且这种由于整体社会条件改变引发的主导交换形式变更，是召

唤出隐藏在私人交换中的时空变换以产生超越性事物的必要条件。它

与个人经验的内在化一同为自然科学认识论的理论模式提供了行为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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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社会基础。马克思对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关系以及个人对商品

的内在经验想象的描述，成为索恩－雷特尔对私人交换内涵的四重时

间—空间变化阐释的重要理论根据。

三、交换行为的“四重时空”

前述引用《资本论》描述商品交换行为时，发生于商品占有者、商

品、使用价值和五感之间的交织关系，不仅启发了索恩－雷特尔的社会

综合概念，同时为自然科学认识论视域下的社会行为抽象过程提供了

“现象学”解释的可能性。

根据他的分析，资本主义召唤出了潜藏在私人交换行为中的四种

时空样态，并且通过自然科学认识论的方式将其“科学化”地固定下

来。这四种时空样态分别为：纯粹的无时空性、对时空的充溢、有限性

时空和内意识时空。基于人的五官感受及其对象性形式的有限性时

空，是原始的手工艺劳动中蕴含的时空样态。人手制造的产品在对象

化的意义下获得的暂时性存在，既是经由人之五感确证的产品的有限

性实存，随后在使用和再生产过程中对它的消耗，又成为从产品角度对

人之有限性的再度确认，二者在相互确证中肯定了有限时空的现实性。

只与个人产品及使用相关的有限性时空，包含使用价值的创造和消耗。

相应地，内意识时空也部分共享了这种有限性，但与其不同之处在于，

由于只存在于个人意识内部，因此只是一种不具备实存的想象性有限

性时空。索恩－雷特尔从经验的角度出发，将内意识时空的想象性质

解释为现实交换行为的缺席，并且以此为基础反推出商品与其所有者

之间的关系，即不需要实际性地占有并消耗产品，就能够想象性地使用

商品。换言之，使用价值在这种有限性时空中是想象地实现的，根据过

去经验形成某种内在惯性想象，个人在意识中对其使用价值进行预估，

以推动交换行为的完成或制止。使用价值是否能够真实的实现，取决

于交换行为是否完成，虽然内在性时空观只是对使用价值的预估，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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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真实地影响交换行为的进行。作为一种极端私人化的时空观，内意

识时空与人的五感间接相关。相对于此两种有限性样态，前两种样态

则独立于个人而具有无限性的特质。所谓对时空的充溢，即是那种整

体性意义上的有限性集合，“社会综合”概念便以此为基础，它指向社

会存在与意识的同构形式。虽然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学分立为独立的

学科和领域，并且它们之间似乎毫不相关，但同一个社会存在以及在其

中的社会综合确保了它们的可理解性前提之同一。因此“社会综合”

对时空的充溢是相对于社会整体而言的，它充溢时空的方式通过发生

在每一个与生产相联系的领域得以完成，且不单独脱离出来成为独立

的抽象形式。纯粹的无时空性意味着超越时空的或非时空的，它脱离

社会实在成为整体性或起源性事物，此种时空观只存在于脱离了社会

存在的意识形态中，例如基督教中创世的上帝或先天综合判断中的范

畴。必须澄清《资本论》中的价值概念也共享着这个时空样态，柄谷行

人因此将康德的先天范畴与价值概念共同称为“超越论假象”。它们

都是异化形态下的一般性事物。

这四种时空样的辨析和转化就在索恩－雷特尔所重释的交换行为

中显现。不同于前述四种时空样态的划分标准，必要的视角转换给予

了处于非现实的时空样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优先性。正如柄谷行人

在《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中做出的区分，对时空的充溢和有

限性时空着重强调个体性— 一般性，而另外两种样态则侧重单独性—

普遍性维度①。只有在商品交换行为社会化的前提下，后者才有能力

吞噬前者，取得时空观念的优先地位，并将现实发生的时空样态异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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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分别来自经验的抽象和某种“飞跃”。参见［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

判———康德与马克思》，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版，第 １２２页。



超越论式的和纯粹内在意识性的。在商品交换尚未取得统治地位的前

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之间的交换行为并不以固定比例为基准，他们生

产、交换和使用产品，以肉体需要的有限性感觉为衡量尺度。这种原始

交换行为的发生具有偶然性。由于不存在绝对客观的统一标准，没有

稳固的外在标准作为意识反映，纯粹自我的稳定状态也无法固定，因此

无法产生纯粹自我的内在观念，一切都要借助共同体的整体稳定才能

平稳运转。原始共产主义中共同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大概也是由于这

种“不稳定”才能够保持在紧密的联系中，因为个人的有限性时空必须

与共同体的时空充溢有机性地结合为一体，才能够保证双方的共存。

但资本的降临将这种简单交换行为的内涵复杂化了，“所有在世界中

并可在物上被感知的东西，都被作为私人资料在他们之间以原子论的

方式分隔开了……交换的发生只凭借交换者在实践上的唯我论，唯我

论使得交换者们不能洞察他们所造成的社会化”①。借助货币和数学

原则固定下来的价值衡量尺度不仅产生了稳固的量化标准，而且由于

其纯粹的无人性，使得价值一跃成为行使支配力量的超越论假象，进行

消费的个人不再是处于原始交换中持有产品，并根据需要才交换的生

产者，而是践行着“实践的唯我论”的原子式个体，他的交换行为之发

生动机也不再是需要，而是想象。在这里发生了双重的时空变换，一方

面价值作为交换者双方的中介，把二者应当发生的实质性交换关系转

接至商品原子上，对使用的原始五官感受也经由此中介成为对使用价

值的想象性内在经验；另一方面由于内在经验的想象特征，使用价值

成为只有通过外在标准衡量才具有现实性的可量化事物，成为仿佛

是价值的分殊。但实际上发生的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分离，换言之，

是纯粹私人的想象中的“实践的唯我论”和纯量的无时空抽象的分

离，它把有限性时空的一切经验和实存都内在化为个人的内意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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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经验，完全去除了时空充溢中的社会实在规定性。于是整个商品

交换行为就失去了它原初的现实特征，转而被两种无现实性的时空

样态统治。

“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

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①在商品交换中

发生的分离将商品的质与量撕裂为由完全不同的标准所衡量的两类事

物。这种撕裂只发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换行为中，因此索恩－雷特

尔用第二自然来表示由此导致的质量分离看法，并且认为第二自然在

此意义上压制了第一自然，对商品的质—量解读既是人与人关系的物

质表达，更是人对外部自然的理论理解。从原始质量和谐共处到量对

质的统治，数学获得了自然科学和经济学中的根本性解释地位。从埃

及的测量术发展而来，并在古希腊完成其抽象独立，数学的纯粹脑力劳

动特征臻于完美。这一纯粹量化的特征经由伽利略在近代自然科学中

得到广泛应用，将起点放置于纯粹抽象时空可量化样态的运动之上，自

然科学在实验方法的助推下，对一切原本不可脱离原始有限时空的自

然运动进行量化解释。“通过数学化，现代科学与商品经济的价值概

念共享了直接与间接服务于它们的兴趣的量化。由于它们与资本及其

生产方式的同源性（Ｓｔａｍｍｖｅｒｗａｎｄｔｓｃｈａｆｔ）对于经济承载者来说完全是

隐匿不现的，所以在其古典时代———这个时代以概念形式的普遍性，以

及其与资本之间的实存的和理想的距离为基础，这些经济承载着因其

研究动机的虚构的独立性而自鸣得意。”②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与自然

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同构性，那么人对自然的控制和奴

役，以及技术统治下人和自然对技术的服从，只能恰当地理解为资本主

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统治关系以及资本对劳动的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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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批判与审视

联结西方认识论于商品交换之社会特征，索恩－雷特尔选择的批

判理路难免要面对来自许多方面的批评。但部分批评在一定程度上轻

视了作者的初衷，或者抓住资本的其他环节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

视角反对交换环节的单薄特征。这两类批判虽不能算作失败，却也未

能命中要害。

第一种批评方式认为，偏向结构主义的交换行为定位，忽略了资产

阶级统治在政治层面的主体性问题。部分政治哲学视角认为，资本主

义并不是一个从天而降的纯粹客观性事物，社会中的各个阶级只能在

资本的客观性结构中扮演相应的角色。关于抽象统治的观念实际上正

是资产阶级所施加的一种意识形态，索恩－雷特尔的方式中性化了意

识形态的批判维度，并通过归结其为社会行为实在的思维表现，最终掩

盖其阶级斗争实质。第二种批评方式与第一种类似，只是选取的角度

有所偏差。从货币章节出发的理解立场认为，货币主体制造的自我意

识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体主体的观念，同样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伎俩。不

论是内意识性质的时空样态还是抽象时空，都是基于资本主义下货币

伪主体创造的假象。

这两种批评方式无疑忽视了作者的批判立场。其实，索恩－雷特

尔将手脑劳动分工奠定为自然科学认识论的社会前提，继而把脑力劳

动对体力劳动的支配与资产阶级剥削相关联，已经表明了对资产阶级

统治的批判态度。他在讨论康德的先验统觉时，曾直接命名其为“资

产阶级拜物教”。自然科学认识论的纯粹客观性、无阶级性外观，是他

批判掩盖资产阶级统治的本质功能之关键。这种虚假外观对个人意识

具有现实说服力的原因在于，认识论所依赖的时空样态存在于每个人

能够经验到的社会行为抽象。因此个人自我意识的形成也不是索

恩－雷特尔着重想要强调的部分，它只是为了说明抽象范畴产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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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借助的必然中介。

相对而言，后两种批判立场真正形成了挑战。自然科学认识论与

交换行为的一致性承认了社会统一体的关系性前提，即社会内部一切

事物能够在社会的“主河道”基础上分化为其支流，不论“支流”事物外

表看似多么独立，都能逆流而上找到其从属“主河道”环节或阶段。物

质关系的同质性预设必然遭到异质性立场的反击，这一反驳强调社会

的多样性、开放性和不协调性、非一致性，在此视角下自然科学独立于

资本的可能性被打开了。也就是说，不仅索恩－雷特尔的批判出发点

即社会齐一性前提，可能只是自然科学或资本的虚假意识形态，而且将

二者勾连的尝试也只能理解为强行结合的意志。与之相应，另一种批

判方式提出了“劳动力商品”视角的缺乏。对商品交换的理解如果只

停留于物物交换的原始阶段，而忽视了资本主义时期的特殊商品形式

即劳动力商品在交换中的重要角色，那么前述的时空样态变化分析就

必然显得过分简单了，所以必须引入更为复杂的维度。虽然个人意识

只是阐明时空变化的中介，但劳动力商品同货币一起进入流通领域，纯

粹时空和内意识时空的简单变化就需要重新考虑。实际上，索恩－雷

特尔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困难，因此他强调自然科学诞生之后相对于

资本的独立发展，只在逻辑上享有共同的剥削结构。

自然科学与资本是两种异质性事物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

它们是否进行了某种“合谋”？如果不是，那么它们是否能够在对方的

框架中安放好自己的位置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解释结构？马克思在青

年时期未能遭遇这样的棘手问题，但却是在当下技术统治的前提下，讨

论到自然科学问题时必然要面对的困难。正如资本滋生于商业，却能

够独立发展为统治性力量一样，滋生于资本的自然科学，是否会成为继

资本后或能够吞噬资本的新型统治力量呢？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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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资本逻辑的近代主义批判
———日本宇野弘藏马克思主义理论初探

尤 歆 惟

摘　 要：宇野弘藏创立的宇野学派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

流派。该理论在框架上分为原理论、阶段论和现状分析三个阶段，其中

原理论阐述的是资本主义的纯粹形态，宇野学派理论对资本主义的理

解以原理论为核心向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辐射。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

主义经济规律的关系问题上，宇野弘藏认为，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人

类物质生产活动得到自立化并表现为规律性的社会，因此要理解贯穿

一切社会形态的物质生产活动本身，有必要先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规

律。在经济危机问题上他认为，危机的根据在于劳动力商品化，劳动力

商品的过量和不足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为一个经济周

期的循环往复过程。这样，宇野弘藏将阐述资本主义纯粹形态的原理

论置于理解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中心，将资本主义置于理解人类历史的

中心位置，又将资本主义描绘成一个通过经济周期而永恒循环的封闭

过程。这种理论立足于资本逻辑这一近代主义视角，它通过深入发掘

资本逻辑的理性而寻找着超越近代主义的道路。

关键词：宇野学派　 资本逻辑　 历史唯物主义　 经济危机　 近代

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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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日本学者宇野弘藏创立、他的诸多弟子继承的宇野学派，是日

本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中最具独创性的学派之一，它不仅在日本哲

学社会科学界拥有崇高的地位，而且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也拥

有一席之地。本文的写作目的，是通过“立足资本逻辑的近代主义批

判”这个主题，来对宇野弘藏所创立的理论进行一个宏观和全面的

把握。

一、宇野弘藏和他所创立的宇野学派的学术地位

宇野弘藏（１８９７— １９７７），出生于日本冈山县仓敷市，毕业于东京

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历任东北帝国大学（现日本东北大

学）法文学部助教授、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及所长、法政大学

社会学部教授，是一位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奠基性意义的重要

学者。宇野学派作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对整个日本社

会科学理论界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该学派创立之后，由宇野弘藏的

学生继承下来，其中产生了诸如山口重克、伊藤诚、小幡道昭、关根友彦

等享誉世界的学者，他们的理论对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产生

了重要影响，孕育出如阿瑟（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Ｊ．Ａｒｔｈｕｒ）和阿尔布瑞顿（Ｒｏｂｅｒｔ

Ａｌｂｒｉｔｔｏｎ）等学者。

宇野学派的理论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一环。关于战后日本马

克思主义研究的流派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五大学派，即战后讲座派、战

后劳农派、宇野学派、市民社会派和数理马克思经济学派。① 不过，这

种划分更多地体现了一种罗列的关系。首先，宇野学派在很大程度上

承接了劳农派的观点，而战后讲座派又逐渐演变成所谓的“正统派”。

因此，战后实际上存在的横向理论关系是正统派、宇野学派和市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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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之间的关系。其次，从建设“日本马克思主义”范畴①的角度来看，真

正有代表性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学派应该体现出日本的独特性和理论独

创性。讲座派和劳农派其形成和发展与现实的政策密切相关，其理论

的独特性色彩并不强，因此只能作为我们了解日本马克思研究的一个

有意义的背景。另外，虽然日本学者在将数学导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的研究中确实作了突出贡献，但这一做法也并非日本独创，因此数理马

克思经济学派能否纳入“日本马克思主义”这个范畴中去，也是值得探

讨的。在笔者看来，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学派中，最能代表

“日本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是宇野学派和市民社会派。这两个学派是

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界的独创，带有很浓厚的日本问题意识，是对世界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杰出贡献。

宇野学派的理论是一种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它首先把对

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置于理论的核心地位，将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纯

化为“原理论”，然后以这个原理论为中心构建出对资本主义乃至于对

人类社会发展全历史的理解。要理解原理论的理论核心地位，就要首

先理解宇野弘藏提出的“三阶段论”的理论框架。

二、宇野弘藏的理论框架：三阶段论

宇野弘藏把自己的理论分为三个部分，即原理论、阶段论和现状分

析。这三部分构成宇野理论的基本框架：三阶段论。

宇野弘藏认为，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理论，论述的是资本主义的

纯粹状态。这个理论基于英国 １９ 世纪初到 １９ 世纪中后期的发展状

况，而这段时期英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正处于最接近纯粹状态的典

型资本主义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国家都必须完全按照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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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资本主义道路来发展资本主义。宇野弘藏指出：“资本主义到了

１９世纪 ７０年代之后逐渐展开了一个所谓金融资本的时代，这种社会

在或多或少保留着过去的小生产者社会阶层的同时而逐渐发展起来，

因而已经不能说还处在一个逐渐实现那经济学原理所设想的那种纯粹

资本主义社会的方向了。”①在这个时期，以德国为代表，资本主义发展

出了不同的形态，这就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形态。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

下所不具备积极意义的社会阶层，在金融资本主义状态下却具有了积

极的意义。“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让旧的社会阶层继续存留，不仅可以

利用它来服务于资本增值，而且不得不利用它来服务于资本增值。”②

因此，我们不能用理解纯粹资本主义的理论去理解金融资本主义。基

于这个理由，宇野弘藏主张对资本主义的把握要分阶段去把握，而不能

用一以贯之的纯粹原理去把握。

资本主义可以分成三个历史发展阶段：重商主义阶段、自由主义阶

段和帝国主义阶段。在重商主义阶段，商人资本占据主导；在自由主义

阶段，产业资本占据主导；在帝国主义阶段，金融资本占据主导。在资

本主义的这三个阶段中，自由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代表了最典型的资

本主义，资本主义的逻辑在这个阶段才能得到最纯粹的表现。以自由

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为依托，我们就能够构建出描述纯粹资本主义的

原理论。探讨资本主义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类型理论，就是阶段论。

以阶段论为中介，我们才能进而理解资本主义在不同时间、地点的现

状，这就是现状分析。现状分析构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终极目标”。③

宇野弘藏这种独特的理论框架的构思，来自他对日本的劳农派和

讲座派关于日本资本主义性质的论战和德国修正主义论战的思考。劳

农派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必须进

行社会主义革命；讲座派则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并没有成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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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有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因此当务之急是首先

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宇野弘藏认为，两者的错误在于都试图

把《资本论》中描述的典型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运用于日本的社会现实

中，只不过一个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社会结构属于典型资本主义

社会因而肯定其资本主义性质，另一个认为其不属于典型资本主义社

会从而倾向于否定其资本主义性质。在这一点上德国修正主义的争论

也有相似的结构。在宇野弘藏看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也都在一定程

度上误读了《资本论》，他们都将《资本论》描述的典型资本主义视为唯

一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只不过一个倾向于否定它，而另一个试图肯定

它。在宇野弘藏看来，１９ 世纪末期开始所展开的资本主义，已经表现

为一个不同的样态，但这一点并非是对《资本论》及其所代表的原理论

的否定。不如说它是在另一个维度上的问题，即阶段论层面上的问题。

原理论只有一个，这是我们把握资本逻辑的唯一可能的基本理论。但

我们必须看到，不纯粹状态下的资本主义表现出的新形态，是不能用原

理论直接去套的。因此，只有立足于阶段论，我们才能理解不同时期资

本主义的不同特征；也只有以阶段论为中介，我们才能真正做到立足于

《资本论》和原理论去理解具体的资本主义现状。

由此，宇野弘藏的三阶段论的理论框架，表现为一个以原理论为中

心向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行辐射的结构。原理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

纯粹逻辑，这个纯粹逻辑以 １９ 世纪英国资本主义为依托，不过它并不

是通过实证研究 １９ 世纪英国资本主义而归纳出的理论，不如说，由于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 １９ 世纪之前表现为一个逐渐向纯粹资本主义靠拢

的过程，而到了 １９世纪终于以英国的资本主义这种典型状态而发展起

来，所以它才能成为原理论所依托的特定历史状态。而资本主义的不

同发展阶段，可以说是资本主义逻辑面对异质于它的现实时表现出来

的把握样态。只有通过这些样态，我们才能理解资本主义在不同历史

时期的特质，才能最终做到将原理论所表现出的纯粹理论运用于具体

的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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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宇野弘藏的理论并非只辐射到资本主义历史。它甚至还辐

射到了人类的全部历史，成为彻底践行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对于

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一“从后思索法”的典型理论。要理解这一

点，就需要分析宇野弘藏理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

之间的关系。

三、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之间的关系

恩格斯在他的著名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将马克思的最重

要的功劳归结为两点：首先，马克思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①，

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其次，马克思揭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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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这一点通过剩余价

值的发现而变得明朗。恩格斯的这个概括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一生的理

论贡献作出的最经典的概括。

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作为一般规律，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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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特殊规

律，两者之间处于怎样的关系中？如果认为两者仅仅构成普遍与特殊

的关系，那么问题就被简单化了。很显然，马克思并非简单地“挑选”

了历史上五大社会形态之一来加以研究；对资本主义的剖析，具有揭示

全部人类历史之秘密的意义。张一兵教授指出，唯物史观中存在着两

个不同的理论层面：广义的层面上，它是“对贯穿全部人类社会历史过

程的一般基础即物质生产的确定”；狭义的层面上，它是“在经济力量

为历史主导因素的社会经济形态中，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状况的客观

描述”。③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层面上我们可以区分“物质生产”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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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形态”这两种不同的维度，历史唯物主义对两个不同纬度问题

的研究分成“广义的”和“狭义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即

是“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在理论上又需要确定“经济社会形态”和“物

质生产”之间的关系。对此，宇野弘藏提出了他的独创性思想。他认

为：马克思“试图从解剖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学中，去寻求所有社会所

共通的历史规定”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目的，是将资本主义商品经

济作为体系来予以阐明。但通过资本主义才全面发展出来的经济领

域，“在资本主义之前的诸多社会形态中也拥有共通的地盘”②，因此在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殊规定中，“统摄着其他诸多社会形态所共通

的东西”③。这个诸多社会形态所共通的东西，就是经济基础。我们通

过研究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将经济基础最鲜明、最全面发展出来的社会

形态，才能够以最完全的形态来把握经济基础，从而洞悉人类的所有社

会形态。

宇野弘藏将人们的经济行为分为经济原则和经济规律。经济原则

指的是“对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这样一个一般性经济生

活进行规制”④的原理。经济原则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但是，

“这个经济生活一般的规定，其自身却不能构成经济学研究的对象。”⑤

构成经济原则的经济生活一般规定，只是消极的规定，其本身并不能自

为地生成经济规律。经济规律指的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人

们的经济行为表现出的规律。经济规律是经济原则这个经济生活的一

般规定通过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殊社会所表现出的积极形态。

那么为什么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原则”才能表现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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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宇野弘藏：《经济学方法论》，东京大学出版会 １９６７年版，第 １００页。
［日］宇野弘藏：《经济学方法论》，东京大学出版会 １９６７年版，第 １００页。
［日］宇野弘藏：《经济学方法论》，东京大学出版会 １９６７年版，第 １００页。
［日］宇野弘藏：《经济学方法论》，东京大学出版会 １９６７年版，第 ８—９页。
［日］宇野弘藏：《经济学方法论》，东京大学出版会 １９６７年版，第 ９页。



规律”这个积极形态呢？宇野弘藏认为，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这样一

个一般性经济生活，作为经济原则，虽然构成任何社会形态延续和发展

的基础，但它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并没有获得其独立的形态，其或多或

少依附于经济之外的因素。“比如在中世纪封建社会中，人们本来的

经济生活受到经济之外的政治权力的支配，因而对这些社会的经济生

活不需要特别进行经济学的阐明，而且也不能把它们拿来直接地对经

济生活进行一般性规定。”①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的物质生产活

动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它表现出一种规律性，能够不依附于经济生活

之外的要素而“无政府性”地维持自身，即表现为一个自立和自律的领

域。在资本主义社会以规律性的方式表现出的经济原则，就是经济规

律。人类社会一般性的经济原则，要通过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经济原则

获得自立性和自律性的社会形态来得到自我表现。②

很显然，宇野弘藏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首先立足于人类社会普

遍规律来理解资本主义特殊规律的做法，而是首先立足于资本主义特

殊规律，以一种“从后思索法”反过来透视构成人类历史一般性原则的

物质生产活动。宇野学派学者大内秀明引用了列宁的关于唯物史观是

“假说”的理论，指出：“从 １９世纪 ５０ 年代到 ６０ 年代一直到其晚年，马

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直面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同时，也重复着尝试对唯物

史观进行科学论证的工作。”③按照这种理解，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

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一位的工作，历史唯物主义则成为第二位的工

作。我们不能在构建一套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科学理解之前，就先

科学地建立一套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在宇野学派的理论中，资本主

义的经济规律占据着研究的核心地位，以这个规律为中心，理论向历史

上的不同社会形态辐射。虽然宇野学派并不排斥对历史上的物质生产

０３２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③

［日］宇野弘藏：《经济原论》，岩波全书 １９６４年版，第 １页。
参见尤歆惟：《论〈资本论〉的劳动主体性问题———基于日本宇野学派的理

论》，《天府新论》２０１８年第 ５期。
［日］大内秀明：《宇野经济学の基本问题》，现代评论社 １９７１年版，第 １２７页。



活动进行的实证研究，但如果想真正以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理

解历史，我们就必须首先理解资本主义这个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最全

面、最发达的形态，以获得对物质生产生活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解。

以宇野弘藏的观点为基础，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经济社会形态”

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问题：人们的“物质生产”作为任何社会延续

和发展的基础，可以说体现了宇野弘藏所说的“经济原则”，但这个“经

济原则”只有在资本主义这样一个“经济力量为历史主导因素的社会

经济形态”的社会中，在资本逻辑对社会生产的统摄状态下，才表现为

一个自立和自律的状态，即表现为宇野弘藏所说的“经济规律”。我们

要理解贯穿一切社会历史的物质生产，需要首先去理解这个物质生产

所采取的自律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状态，这就为我们研究资本主

义经济规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意义。

四、宇野弘藏的经济危机理论：资本

主义永恒循环的幻象

宇野弘藏的理论以资本逻辑为核心，不仅意味着他试图通过对资

本主义的理解来透视人类一切社会形态，还意味着他改变了传统的马

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思路。宇野弘藏的危机理论，将资本主义打

造成一个永恒循环的场所，这一点可以说让他的“近代主义视角”达到

了极致。

传统马克思主义一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就体现了这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会产生

生产的相对过剩和消费的相对不足，劳动者萎缩的购买力无法支撑资

本主义再生产的平衡，因此以危机的方式爆发出来。而以经济危机为

契机，孕育着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可能。这样，资本主义就走向了终

结。传统马克思主义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敞开的领域，认为它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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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通过自我的内部矛盾走向灭亡的。

宇野弘藏并不否定以经济危机为契机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属于“崩溃论”的问题，而资本主义的崩溃是一个

实践的问题。在理论上，经济危机论是不同于崩溃论的。由于崩溃论

建立在价格机制失效的前提下，而在原理论中我们不能假设价格机制

的失效，因此在原理论中就不能得出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的必然性。但

是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得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那么资本主

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其契机在哪里呢？

在宇野弘藏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其实在于劳动力的商品

化之中，正是劳动力商品化才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可能。但是，劳

动力毕竟没有办法彻底地成为一种资本主义商品。真正的资本主义商

品，必须能够通过资本主义再生产来实现商品量的调节，从而实现资本

主义市场的供需平衡，但是劳动力商品的再生产却无法通过资本主义再

生产的方式实现。关于劳动力这种商品，宇野弘藏这样描述道：“劳动力

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唯一的所谓单纯商品———非资本主义商品，这个

单纯商品不是单纯的产品。它虽然必须通过每年的劳动生产出来的生

活资料来实现再生产，但它是对劳动者的劳动力的再生产。这不过是

作为绝对的劳动人口通过出生和死亡而进行的自然增殖过程，从这一

点来说劳动力对资本主义是通过外部而给予的东西，它和土地一起可

以说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外部条件。”①所谓单纯商品，指的是不能通过

资本主义再生产获得价格调节，因此其价格只受到流通领域规制的商

品，比如艺术品。宇野弘藏认为，在原理论体系中，劳动力商品是唯一

的一种“单纯商品”。当劳动力人口过多或者不足的时候，资本家没法

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对它的增产或减产来实现价格的调整。劳动力商

品的这一特征，构成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的钥匙。

在繁荣时期，由于在当前水平的资本构成下资本家能够顺利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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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资本的积累，因此他们对改善生产方法的积极性不高，资本积累倾向

于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条件下进行单纯量的扩张式的积累。在这个

过程中，过多的劳动力即产业预备军，逐渐被吸收进资本的量的积累过

程中。因此随着经济越来越繁荣，劳动力不足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由

于劳动力商品无法通过资本主义的生产来调节，因此劳动力价值即工

资水平会提高，资本的利润率会逐渐降低，物价也会上涨。而另一方

面，随着投资的量的扩张，从产业资本的流通资本中所产生的闲置资金

也通过银行信用的方式得到利用，但随着物价上涨和对闲置资金利用

的加剧，利息率也逐渐提高。工资水平的提高和利息率的提高从两个

方面压迫了资本家的利润，但在这种情况下单个资本家采取的做法并

不是减少积累，而是通过进一步扩大投资来弥补利润的损失。结果是

随着信用的必然崩盘，资本主义爆发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

定以金融危机的方式发生。

但是经济危机的发生，在理论上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的崩溃。危机爆

发之后，在残酷的竞争中，只有技术水平得到改善的资本才能够存活，而

改善了技术水平的资本，其生产方法以及由此决定的资本有机构成就构

成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基础。危机下的破产重组和资本的技术改善，也导

致劳动力大量过剩，他们作为相对过剩人口被纳入产业预备军，为下一

轮经济周期的资本的扩张提供了条件。每一轮经济周期，都是资本主义

在一个更高的有机构成的条件下进行积累的过程，而资本主义的发展，

也就表现为一个通过经济周期而不断实现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过程。

宇野弘藏的经济危机理论提出后遭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批

评，其中大多是批评他试图通过改造传统危机理论而为资本主义辩护。

但这种批评显然错误地理解了宇野弘藏的意图，也低估了宇野弘藏的

理论价值。宇野弘藏不无遗憾地指出，当他说资本主义“仿佛是永恒

地运行”时，“批评我的时候人们忘记了‘仿佛’这个词了”①。宇野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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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宇野弘藏：《资本论に学ぶ》，ちくま学芸文库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１２３页。



藏并不是想论证资本主义的永恒性，他想表达的是，资本主义的崩溃是

无法依靠资本的内在逻辑就能得到理解的，资本的内在逻辑会让资本

主义呈现为一个通过危机无限循环的现象。资本逻辑就像一个自我封

闭的场，要打破这个场，就需要一个外在的力量：无论是劳动者通过实

践去打碎这个逻辑，还是由于民族、环境等问题导致资本逻辑的瓦解，

都是外部力量对资本逻辑的破坏。原理论中给出的资本主义“永恒循

环”的现象，正好留下了在实践领域打破这个幻象的空间。

五、宇野理论的意义：立足资本

逻辑的近代主义批判

综上所述，宇野弘藏的理论一方面以对纯粹资本主义的研究即原

理论为中心，向资本主义的历史乃至于全人类的历史进行辐射，另一方

面又通过重新打造经济危机理论，将贯彻资本逻辑的资本主义理解为

一个“仿佛是”永恒循环的过程。这让宇野弘藏的理论表现为一个立

足于资本逻辑、贯彻了“从后思索法”的近代主义视角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历史不再是一种平淡的发展史，而是一个以资本主义这个合理性

得到最大发挥的社会为旋涡的立体型社会。这个合理性，就是建立在

阐述资本逻辑的原理论的基础上的。基于原理论，我们理解了历史上

不同社会形态的规律和目的：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是贯穿所有社会形

态的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取得自立性和自律性的社会，因此是一个典型

的理性主义社会形态；而在原理论中，资本主义又会表现为一个通过经

济周期而永恒循环的过程，仿佛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典型的理性主义社

会是一个将一切吸收在其中的场，我们只能在里面无限地兜圈子。

然而，正是这种对资本主义的“肯定”中，才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的

真正的“否定”的可能性：既然资本主义基于资本逻辑表现为一种合理

性社会，那么我们要反对资本主义，就有必要跳出合理性本身，去思考

理性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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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原理论内部，就隐藏着外在于资本逻辑的东西了。青木孝

平指出，在宇野弘藏的原理论中，其实到处都存在着外在于理性的“他

者”：对于商品来说，人类劳动被设定为“外部”的过程；货币其实被设

定为商品“外部”进来的东西，资本也在商品流通的外部存在。① 在原

理论的生产论和分配论中，其实也都隐藏着外在于体系的“他者”。虽

说青木孝平在这里试图为宇野弘藏的原理论的每一步都寻找一个“他

者”的做法略显粗糙和任意，但是确实，原理论作为一种基于资本逻辑

的一元化理论，里面把很多不兼容的东西都“视为”同一个逻辑下的不

同环节而包括在其中，虽然这些东西其实从历史上来看，都是外在于资

本的。这已经表明，资本逻辑作为统摄全社会并向人类全历史辐射的

“合理性”，其实是将异质的东西吞并到自身中并“便秘”化，我们跳出

理性主义之外就能看出这种统一性的虚幻性。

更重要的是，资本逻辑将异质于自己的东西吞并进去，自己就在制

造着自己的局限性和矛盾。比如在危机理论中，造成危机和经济循环

的根本原因即劳动力的商品化，这说明资本将不能变成商品的东西强

行变成商品，这才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要以繁荣—危机—萧条这

种“踉跄”的脚步前进。又例如，男性和女性在生理结构上的不同，在

资本逻辑的统摄下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虽然男性和女性都

变成了同一的劳动力商品，但女性由于有生育需求因而在劳动力市场

上竞争力不如男性。这一点表现出资本逻辑统摄一切时面临无法同一

化的硬核，这些反过来构成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同理，环境问题和

民族问题也都可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内部问题。资本逻辑所统摄的

“合理性”范畴，不仅在外部，也在内部制造着自己的界限。

因此，宇野弘藏的理论作为一种立足于资本逻辑的近代视角理论，

蕴含着超越近代主义的诉求，可以说它是一种立足资本逻辑的近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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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日］青木孝平：《“他者”の伦理学――レヴィナス、亲鸾、そして宇野弘蔵

を読む》，社会评论社 ２０１６年版，第 ２６９—２７８页。



义批判理论。立足于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近代社会，我们才能不仅仅

将资本主义作为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社会形态予以扬弃，还要反思近代

性和理性主义本身，寻找真正能够超越近代性的方案。宇野弘藏的这

一思路，对于我们反思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界限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也对于我们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寻找一种西方道路的

可替代方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　 日本北海道大学经济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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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兰尼对于复杂社会里的
自由的探索

［德］克劳斯·托马斯贝格尔、米歇尔·布里卡尔著

张润坤译　 汪行福校

摘　 要：本文从《大转型》的最后一章和相关的理论背景入手，从

三个角度讨论了波兰尼关于复杂社会里的自由问题的探索。首先，

在批判自由主义自由概念的乌托邦性的同时，波兰尼指出了全局观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对于自由且负责任的决定的必要性。其次，波兰尼明确区

分了反向运动的载具和反向运动自身，在此基础上说明了自由的实现

与“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内在关联。在第三部分，本文分析了当下的自

由所面临的威胁，强调了 ２１世纪的自由的实现需要社会转型与全局观

的扩展。

关键词：全局观　 反向运动　 自由　 责任伦理

今天，波兰尼的作品主要因其对无节制的资本主义的有力批判而

得到赞赏。正如罗伯特·库特纳①所注意到的，波兰尼将“两次世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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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是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复杂现代性与中国发展之道”（项目编号：１５ＺＤＢ０１３）阶
段性成果。

Ｋｕｔｔｎｅｒ，Ｒｏｂｅｒｔ．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Ｉｔ Ａｌｌ．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Ａｐｒｉｌ １５，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ｋａｒｌｐｏｌａｎｙｉｅｘｐｌａｉｎｓｉｔａｌｌ．



战之间的灾难、大萧条、法西斯主义以及二战视作极端自由放任主义的

逻辑顶点”。库特纳的论断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它还只是部分地把

握了波兰尼的作品。波兰尼贡献的更深意义在于这个事实：他并不停

留于经济的自由主义（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的批判。① 事实上，他从未

幻想着社会保护能解决技术文明的问题。

本文的论点是，上述这样的解读只是把波兰尼全部思想还原为对

自由主义乌托邦的深思熟虑的批评。究其原因是许多学者没有意识到

波兰尼本人所看到的现代性的根本挑战。对波兰尼的阐释经常限于

《大转型》（ＴＧＴ）。更进一步说，长时间以来《大转型》的最后一章“复

杂社会里的自由”未受多少注意。② 波兰尼最主要的问题，即他毕生的

探索过程的主题，可以被总结为一句话：“处于社会事实之中，我们何

以能够是自由的？”③然而，这个问题却被广泛忽视了。无论是他在中

欧时的早期作品，还是英格兰时期的作品，抑或在皮克林（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时

所写的晚期手稿，复杂社会里的自由的问题都隐含在其中。在本文中，

我们试图证明严肃对待波兰尼核心问题的阐释，不仅能让我们抛开一

些表面上“在其作品中未能解决的矛盾”④，而且能揭示其至关重要的

洞见。

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无法从其生平传记视角进行研究。因而，我

们将集中于对波兰尼的核心观点，即自由的问题进行重构。为了把论

题置于上下文中，我们将从《大转型》的最后一章开始扼要地总结我们

对于复杂社会里的自由这一问题的了解，在这一章当中，波兰尼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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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在本文中，ｌｉｂｅｒａｌ与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的概念是在其原始含义上被使用的，直到今天其
原始含义仍盛行于欧洲的讨论中。我们很清楚这两个概念在美国已经有了截

然不同的意义。

《大转型》的最后一章是本文作者三年前在纽约组织的研讨会的中心议题。研

讨会的论文已被出版，参见 Ｂｒｉｅ，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ｎｄ Ｃｌａ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ｂｅｒｇｅｒ，ｅｄｓ．． 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ｓ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Ｂｌａｃｋ Ｒｏｓｅ Ｂｏｏｋｓ，２０１８。
Ｐｏｌａｎｙｉ，Ｋａｒｌ．，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ａ Ｆｒｉｅｎｄ，Ｉｎ：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 ｉｎ Ｖｉｅｎｎａ，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
Ｌｅｖｉｔｔ ａｎｄ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ＭｃＲｏｂｂｉｅ，Ｍｏｎｔｒéａｌ：Ｂｌａｃｋ Ｒｏｓｅ 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６，ｐ．３１７．
Ｇａｒｅｔｈ Ｄａｌｅ，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Ａ Ｌｉｆｅ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Ｐ，２０１６，ｐ．７．



他的自由概念，批判了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

波兰尼首先将自由的问题区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制度性的（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另一个是道德—宗教性的（ｅｔｈｉｃａｌ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在第一个层次上，波兰尼强调，文明的任务是在制度上确保那些我

们因其自身之故而被珍视的自由———良心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

结社自由。在技术社会条件下，这些自由必须得到制度的保障。这个

任务意味着要在个人自由的得与失之间发现一种平衡。个人自由的扩

展包括两个方面，保障不服从（ｎｏ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权利和相对化效率标准：

“一个工业社会是能够承受自由的。”①日益增长的官僚化的消极后果

是能够通过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深化来控制的。在制度性层面上，波兰

尼认为，（工业社会中———译者加）并不存在什么从未被提出过的根本

性的新问题。②

波兰尼的道德批判是更加困难的部分。它并不直接针对自由主义

的自由概念本身。波兰尼甚至并不关心诸如自由与平等、自由与团结

之类的价值之间的冲突。对它们的不同评估处在《大转型》考察范围

之外。相反，波兰尼继承了马克斯·韦伯在《以政治为业》中的伦理

观，为“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相反）进行了辩护，这意味着“一个

人必须顾及自己行动的可能后果”③。加雷斯·戴尔正确地指出，“表

面上看，波兰尼的个人责任的伦理学与哈耶克很相似”④。事实上，他

们两人都认为自由的人类决定只能是那些让个人为自己决定的后果承

担责任的选择。波兰尼可能会接受哈耶克的论断：“自由与责任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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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Ｐｏｌａｎｙｉ，Ｋａｒｌ．，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２６４．
关于制度性方面更加细致的讨论，以及其与波兰尼的自由的观点的联系，参见

Ｃａｎｇｉａｎｉ，Ｍｉｃｈｅｌ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ｓ Ｄｅｍ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Ｉｎ：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ｓ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ｒｉｅ ａｎｄ Ｃｌａ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ｂｅｒｇｅｒ，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Ｂｌａｃｋ Ｒｏｓｅ Ｂｏｏｋｓ，２０１８，ｐｐ．
１５４－１６７。
Ｗｅｂｅｒ，Ｍａｘ．，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ｓ ａ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１９），Ｉｎ：Ｆｒｏｍ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
ｇｙ，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Ｈａｎｓ Ｈ．Ｇｅｒｔｈ ａｎｄ Ｃ．Ｗｒｉｇｈｔ Ｍｉｌｌ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Ｐ，１９４６，ｐ．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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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割的。”①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行为的影响负责，但不用对其他人的

决定负责。

波兰尼对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的批判之所以重要，还有另外一个

原因：他并不声称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是错误的。他反对的理由是，它

是不充分的（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免于强制的自由（“消极自由”）需要被补

充，但不仅仅需要由以赛亚·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即“个人希望成

为自己主人的愿望”②补充。在现代条件下，个体间的直接社会关系已

经被“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③所代替，为自己良

心负责的可能性还取决于能否克服由劳动分工所造成的透明度的缺乏

（ｌａｃｋ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分离以及市场关系表面上的

客观性。波兰尼将这些问题称为“全局观问题”④（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ｐｒｏｂｌｅｍ）。

他认为，每个人的个人自由取决于所有其他人的自由。由此可以得出

结论，“社会自由”⑤依赖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透明性。最后同样

重要的是，个人自由要想成为现实就必须是实质自由（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ｆｒｅｅ

ｄｏｍ）。自由预设个人不仅拥有权利，而且还拥有根据良心来行动的物

质上的可能性与手段。⑥ 在《大转型》的最后一页，波兰尼将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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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的概念，尽管他和波兰尼处在不同的语境中，但他也以此强
调了经济、社会或政治条件对于实现实质自由的重要性。



的自由概念的缺点追溯到了它的基督教根源上，他指出，这一点最先是

由罗伯特·欧文揭露的。

对于理解波兰尼的责任伦理与自由主义的观念之间的区别而言，

上述后两个方面非常重要。那么当波兰尼指责自由主义无视“社会的

现实”（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①时，这意味着什么呢？他写道，在市场经

济的条件下，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意味着没有人“需要对诸如发生失

业和饥馑时自由所受到的粗暴限制承担责任。每一个正派的个体都可

以设想自身免于一切责任……他的不负责任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他

以他自由的名义否认了所有这些罪恶的实际存在”②。波兰尼认为，由

于不可能将社会现象归因于个人行为，自由主义得出结论：没有一个人

是有责任的。出于这样的自由观念，自由主义者甚至否认了那些没有

一个人可为之负责的社会现象的现实性。今天，在诸如非自愿性失业

或人为的温室效应的现实被否认中，我们不难看到这种态度。撒切尔

夫人著名的问题：“谁是社会？并没有这样的东西！只有个体的男人、

女人以及家庭”③，正是以简洁形式表达了波兰尼的批判所指向的那种

观点。

波兰尼的结论是，如果说没有任何个人施加权力或生产价值、制造

经济危机或带来气候变化是正确的，那么同样真实的是，这些事情仍然

是以人的行动为基础的，而且只以人的行动为基础。在一个复杂社会

中，没有任何人类决定不会产生社会结果。一方面，商品、服务和资本

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交换通过看不见的手将每一个个人与他们的同胞相

连，另一方面，它却妨碍了全局观（ｏｖｅｒｖｉｅｗ）和认知。他的结论干脆利

落：如果在市场社会的条件下真正的自由的和负责任的选择是不可能

的，这个社会的结构就必须被改变以增加其透明性。这个转型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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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务。虽然也许不可能争取到一个完全自由的社会，但也没有什么

东西可以阻止我们为自由和责任的扩展而奋斗。在《大转型》中，波兰

尼以有些抽象的要求结尾：承认社会现实且“不顾现实如何，仍然坚守

自由的权利”①。但他既没有说明他对责任伦理的阐释的根源，也没有

解释他的结论。

我们的简要概述已经很长了。为了阐明波兰尼关于复杂社会中自

由问题的观点，我们会详细阐述三个问题：（１）波兰尼的自由概念的源

头在哪里？（２）他的这些洞见对于解释市场社会、双重运动（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及其限度来说意味着什么？（３）这一概念对于理解当下情

境，即对于理解社会自由主义的危机和右翼政治力量的崛起来说，会有

什么样的效果？

一、红色维也纳：全局观问题

波兰尼从最一开始就被自由问题占据着头脑。在布达佩斯期间的

作品中，他就已经把自由描述为“最高的社会义务”②，并且强调“再多

的知识也不能免除我们做自由和自主决定的责任”③。而维也纳时光

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在这里探寻波兰尼理解复杂社会里的自由

问题的根源。

要想理解波兰尼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政治背景和理论背景两者

都重要。当他到达维也纳的时候，哈布斯堡王朝和 １９ 世纪奥匈帝国

已经崩溃了。与此同时，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也已打开了全新的

意想不到的视野。１９２２ 年，即便是路德维希·米塞斯（Ｌｕｄｗｉ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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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ｓｅｓ）也承认，“社会主义是我们今天的口号和标语……它已在我们

时代打上了烙印”①。

１９１９年分别由奥图·纽拉特（Ｏｔｔｏ Ｎｅｕｒａｔｈ）②和奥托·鲍威尔

（Ｏｔｔｏ Ｂａｕｅｒ）③写作的两本书，开启了后来被称作“社会主义算计之争”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ｂａｔｅ）的讨论。这两本书都赞成社会主义转型。

路德维希·米塞斯，这位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提出了激烈的反

对观点：在现代技术文明的条件下，理性的经济计划在逻辑上是不可能

的。他的论点广为人所知（后来被哈耶克④和李普曼⑤加以完善，直到

今天作为“协和谬误”仍然在经济学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一个小

的、易管理的共同体当中，做出自由和理性决定没有问题。然而，在现

代社会中，情况就不同了。正如米塞斯所说：“在封闭家政的简单条件

中，从头到尾监督整个生产过程是可能的。”⑥紧接在这几句话之后，他

将这一状况与现代状况加以比较：“但是，在我们今天无比复杂的情况

下，这就不再可能了……当我们不得不在不同的生产过程或不同的生

产中心之间做出决定时，我们可能完全茫然无知。”在一个复杂的技术

文明当中，没有单个行动者（也没有任何计划委员会）能够做出自由和

负责任的决定，因为没有谁拥有对整个生产和消费过程的全局观。

这个论证并非是全新的。马克斯·韦伯在其对现代合理化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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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写道：“不断进展的社会分化和合理化

肯定不会导致知识的普遍化……而是极有可能恰恰相反。‘野蛮人’

对其自身存在的经济与社会状况的了解比‘文明人’多得多。”①韦伯

重复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拜物教章当中的论述，在这里马克思

对比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透明性与农民家庭和自由人联合体当中

个人生产者之间“简单明了”②的关系。韦伯和马克思都很清楚这样的

事实：在现代技术社会中，逐步增加的非透明性和全局观的丧失阻碍了

理性、自由和负责任的决定。但是只有米塞斯将自由的问题用来为自

我调节的市场辩护。市场价格取代了全局观。因此，如果个人自由要

得到保证，那么除了制定价格的市场之外别无选择！米塞斯是第一个

宣称自己科学地建立了“别无选择原则”③（ＴＩＮ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的人。④

米塞斯承认自由的问题是现代性的首要的道德问题。我们不能用

“降低政治的作用的承诺”⑤来说明“自由市场意识形态诱人的持续存

在”；相反，后者的力量在于，它有能力通过诉诸自由的问题来促进市

场竞争合法化。

波兰尼接受了挑战，他拒绝米塞斯的答案，因为它是：（１）伦理上

无法接受的；（２）乌托邦式的。在《论自由》当中，为了说明米塞斯的答

案在道德上的粗暴性，波兰尼提到了一则寓言，一则关于谋杀中国人的

玄思：

如果我们有机会通过按动一个按钮就能立即实现每个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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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是每按一次按钮就会使得遥远中国的 ４ 亿人中的一人死去，

那么有多少人会忍着不去按这个魔法的按钮呢？……今天，对于

每一个人来说，全人类就是由那些无名的中国人组成的，他已经准

备毫不犹豫地为实现自己的愿望而结束掉他们的生命，事实上这

就是他所做的事。①

全局观的丧失在道德上是无法承受的，因为在市场社会中任何人只要

付出合适的价格就能够买到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东西。金钱发挥着“魔法按

钮”的功能。不论谁按下按钮似乎都可以心安理得，因为他看不到自己的

决定“在市场的另一面”所产生的结果。在波兰尼看来，复杂社会里的自由

的问题十分重要。如果没有关于我们行动的后果的知识，“真信仰”（ｔｒｕｅ

ｆａｉｔｈ）②和“人类信念”（ｈｕｍａｎ 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③都将是不可能的。

相信市场价格可以作为理性决定的基础的信念，不仅在道德上是

成问题的，而且是一种误导和幻觉。自由和责任都是人类的成就。以

匿名的、无灵魂的机制取代人的全局观就等同于让结果变得偶然和任

意。波兰尼颠倒了米塞斯的批判：扩展民主的期望并不是乌托邦，米塞

斯让市场取代全局观的提议才是乌托邦。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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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米塞斯的诘难，如果仍要捍卫人的尊严，社会主义者必须深

入到问题的中心。关键问题是：如何促进人们自由地和负责任地参与

经济抉择？如何让他们参与决定什么人的什么需求应该得到满足？波

兰尼拒绝诉诸行政的方式，因为他相信，没有任何机构能够拥有所需的

知识。通过实际地增加全局观，使市场互动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直接

关系，“是社会主义的任务”①。借助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观念，波兰尼

将那些曾经在旧社会环境中存在的全局观要素视为天然的起点。他将

目光投向工人阶级运动的组织。他强调，“工会、行业协会、合作社和

社会主义基层政权目前已经提供了全局观”②。他避免提交不成熟的

答案，因而专注于转型的变化、趋势和途径。虽然他在维也纳提出的观

点是试验性的③，但它们都指向了同一个方面：“这种还是那种可能的

组织形式能保障更好的内在的全局观的问题”对于“我们作为社会主

义者应当支持哪种可能的模型”④来说成为决定性指标。这是一个重

要的洞见，直至今日其意义丝毫不减：全局观提供了将社会主义转型与

其他转型进程区别开来的一个简单明了的标准和指向。

二、反向运动（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之谜

２０年之后，政治状况发生了改变。《大转型》的第一句话十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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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１９世纪的文明已经瓦解。”①两场世界大战、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

提出了新的不同的问题。如何解释在一代人中超过六千万欧洲人的惨

死？谁要为 ２０世纪欧洲的灾难负责？责任伦理的视角深刻影响着波

兰尼这部最著名的作品，而这也说明了为何《大转型》在吸引着公众的

注意的同时，实证主义科学对其持保留意见。在阅读了半完成的手稿

之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评论家较之后来的批评者特别地批评这本书

的“非历史方法”：波兰尼“从未看到武力对决定的影响，而是认为现今

状态取决于决定。……没有历史学家会认为一个人可以忽视产生政策

的武力的研究”②（黑体由本文作者所加）。

在《大转型》中，双重运动是关键概念之一。波兰尼从“斯宾塞

（Ｓｐｅｎｃｅｒ）和萨姆纳（Ｓｕｍｎｅｒ），米塞斯（Ｍｉｓｅｓ）和李普曼（Ｌｉｐｐｍａｎ）等

自由派作家”③那里得到了这一概念。根据他们的说法，自我调节的市

场———若任其自行发展———本可以避免崩溃。他们指控反向运动应对

欧洲经济危机、独裁和法西斯主义负有责任。波兰尼在《大转型》当中

的目标就是要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强调，反向运动的主要目的

是保护社会和自然免遭市场体系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因此波兰尼赋予

反向运动以合法性和尊严。

尽管如此，波兰尼在《大转型》中关于 １９ 世纪文明瓦解的解析并

没有免除反向运动的责任。汉纳斯·拉切尔（Ｈａｎｎｅｓ Ｌａｃｈｅｒ）正确地

提醒我们，波兰尼的结论是“保护主义加剧了市场体系的危机并且促

进了它的灾难性的解体”④。反向运动并没有能够阻止欧洲的自我毁

灭。一方面，波兰尼强调保护人与自然免遭不负责任的、自我调节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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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系的破坏性后果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他强调保护性措施削弱了市

场机制的整合力量。波兰尼何以在强调保护的必要性的同时，又指责

反向运动推动了 １９ 世纪文明的瓦解呢？布洛克（Ｂｌｏｃｋ）和萨姆斯

（Ｓｏｍｅｒｓ）在谈到这个悖论时指出：“波兰尼宣称任何约束或限制市场

自我调节的努力都注定会带来系统性危机，这是不符合逻辑的。”①

“反向运动”的确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范畴。在《大转型》中波兰尼

只使用了单数形式的“反向运动”概念。在整本书中，他从未使用其复

数形式。显然，这一选择与另外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相关：波兰尼将作

为整体的社会（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ｓ ａ ｗｈｏｌｅ）视为反向运动的基本驱动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ｄｒｉｖｅｒ）。他强调“社会现实”②，即便他也充分意识到社会自

身并不能作决定。那么当他强调社会是行动者的时候，他的意图是

什么呢？他对于保护的考量是如何与自由问题相关联呢？我们将尝

试说明波兰尼的自由概念是理解我们所谓的“反向运动之谜”的

关键。

一方面是社会，另一方面是特定的团体、阶层或阶级，这两者之间

的关系是《大转型》第十三章的关键问题之一。为了区分开这两个层

次，波兰尼指出了（１）反向运动的载具和（２）运动自身这两者之间的区

别。他承认“局部利益乃是推动社会与政治变迁的自然的载具”③。然

而，他坚持“‘挑战’是针对社会整体的”，即便“‘应战’才是来自团体、

部门和阶级的”④。

毫无疑问，工业化、竞争和自由贸易带来了经济进步和“生产工具

的近乎神奇的改善”⑤。但这种进步的代价是自我调节机制的产生，后

者根据自身的规律运行，并且使社会臣服于规律，即竞争的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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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ｌｏｃｋ，Ｆｒｅｄ，ａｎｄ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Ｒ． Ｓｏｍｅｒｓ，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Ｐ，２０１６，ｐ．８５．
Ｐｏｌａｎｙｉ，Ｋａｒｌ．，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ｐ．２６６－２６８．
Ｐｏｌａｎｙｉ，Ｋａｒｌ．，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ｐ．１５９－１６０．
Ｐｏｌａｎｙｉ，Ｋａｒｌ．，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ｐ．１５９－１６０．
Ｐｏｌａｎｙｉ，Ｋａｒｌ．，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３５．



伴随着劳动力和土地的市场形成，共同体诸结构（在滕尼斯的意义

上）①被代之以一个掌控人类命运的盲目体系，它破坏着旧的社会组

织，创造着新的经济依附关系并且毁坏着普通人的生活。② 波兰尼强

调，在没有全局观的情况下，原本由能够为社会福祉负责的人类行动

者（各色团体、阶层、阶级等）进行的社会管控被转交给了没有灵魂

的机制。由于无法深入到问题的根基，无家可归者、被压迫者和蒙羞

者以一些相互矛盾的方式做出反应。一些人产生了针对社会精英的

怨恨和深刻的愤怒，他们甚至通过物理上毁坏机器的方式来阻止进

步。另一些人则从不人道的、破坏性的、践踏尊严状况的新社会机制

那里寻求保护。其结果是，１９ 世纪的反向运动采取了各种各样的甚

至是相反的形式。这些运动并没有把社会本身（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ｓ ｓｕｃｈ）纳入

考虑范围。

因此，对于解释“反向运动”范畴时出现的乱象，我们不该感到惊

讶。一些作者例如布洛维③甚至认为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反向

运动的一部分，他忘了在非自由主义社会中“反向运动”一词会失去意

义。布洛维没有注意到，按照波兰尼的解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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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Ｔｎｎｉｅｓ，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Ｐ，２００１．
克里斯托弗·福尔摩斯（Ｈｏｌｍｅｓ，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Ｐｏｌａｎｙｉ ｉｎ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ｄｅａｓ，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Ｌｔｄ，２０１８．）关于波兰尼的“后现代的”阐释混淆了因果。在波兰尼的叙
述中，居住与利用的区别并不“优先于或早于市场和国家制度的出现”

（Ｈｏｌｍｅｓ，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Ｐｏｌａｎｙｉ ｉｎ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ｄｅａｓ，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Ｌｔｄ．，２０１８，ｐ．２９．），
而是恰恰相反：“工业城镇的兴起、贫民窟的出现、童工的长时劳作、特定类型

工人的低工资……对于它们的共同基础而言，所有这些仅仅是附带的，这个基

础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Ｐｏｌａｎｙｉ，Ｋａｒｌ．，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
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４２．）。
Ｂｕｒａｗｏｙ，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ｆｔｅｒ Ｐｏｌａｎｙｉ，Ｉｎ：Ｍａｒｘｉｓ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ｒｉｓｉ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Ｍｉｃｈｅｌｌｅ Ｗｉｌｌａｉｍｓ ａｎｄ Ｖｉｓｈｗａｓ Ｓａｔｇａｒ，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ｂｕｒｇ：ＷＩＴＳ ＵＰ，２０１４，ｐ．３８．



期，双重运动终结在了僵局当中①。这一僵局的结果就是 １９ 世纪欧洲

文明的瓦解。正如波兰尼在《大转型》最后一章中所论述的，社会主义

和法西斯主义超出市场社会的地方在于，它们试图为技术文明的问题

寻求不同的答案。还有一些作者试图将“双重运动”的概念应用到二

战之后的世界，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波兰尼从未研究过在欧洲文

明瓦解之后明显地统治着西方世界的美国的情况。② 鉴于反向运动倡

议的多样性，戴尔（Ｇａｒｅｔｈ Ｄａｌｅ）声称反向运动的概念“除了作为启发工

具外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这个概念被更多地给予一些内容，只要你

想的话，它就会作为一种‘坏的抽象’发挥作用”③。然而毫无疑问，波

兰尼十分清楚反向运动由多种力量组成。他强调“对自由放任的限制

是自发开始的”④。他还强调“行动所针对事项的多样性让人眩目”⑤，

并且他指出“提出这些措施的那些人，绝大多数是自由放任主义的忠

实信徒”⑥。如果这些是真的，那么他怎么可能说反向运动由一个原则

所驱动和由一个行动者即社会所引导呢？为什么他将“阶级战争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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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Ｐｏｌａｎｙｉ，Ｋａｒ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Ｍｉｃｈｅｌｅ Ｃａｎｇｉａｎｉ ａｎｄ Ｃｌａ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ｂｅｒｇ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
ｐｐ．６１－６５．Ｐｏｌａｎｙｉ，Ｋａｒｌ．，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ｐ．
１４０，２４５．
波兰尼对战后世界的错误判断并不是“波兰尼错误的乐观主义”（Ｂｕｒａｗｏｙ，Ｍｉ
ｃｈａｅｌ．，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ｆｔｅｒ Ｐｏｌａｎｙｉ． Ｉｎ：Ｍａｒｘｉｓ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ｒｉｓｉｓ，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Ｍｉｃｈｅｌｌｅ Ｗｉｌｌａｉｍｓ ａｎｄ Ｖｉｓｈｗａｓ Ｓａｔｇａｒ，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ｂｕｒｇ：ＷＩＴＳ ＵＰ，
２０１４，ｐ．３８；也可参见 Ｂｌｏｃｋ，Ｆｒｅｄ，ａｎｄ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Ｒ． Ｓｏｍｅｒｓ，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Ｐ，２０１６，ｐ．１９，２１８．）
的结果，而是由于缺乏对美国社会的研究。正如我们从亚伯拉罕·罗特斯泰

因（Ｒｏｔｓｔｅｉｎ，Ａｂｒａｈａｍ．，Ｗｅｅｋｅｎｄ Ｎｏｔｅｓ．，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Ｃｏｎ ４５ Ｆｏｌ
０４ － Ｃｏｎ ４５ Ｆｏｌ ２０．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 ｃａ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ｏｌａｎｙｉ ／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ｈｔｍｌ，
１９５６．）那里所了解到的，波兰尼从未落实对“美国的大转型”的研究。
Ｄａｌｅ，Ｇａｒｅｔｈ．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Ｋ：Ｐｏｌｉｔｙ，２０１０，
ｐ．２２０．
Ｐｏｌａｎｙｉ，Ｋａｒｌ．，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１４７．
Ｐｏｌａｎｙｉ，Ｋａｒｌ．，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１４７．
Ｐｏｌａｎｙｉ，Ｋａｒｌ．，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１５３．



终极现实。终极现实是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利益”①这一洞见归因于马

克思？我们能解决反向运动之谜吗？

在《大转型》中，正如在其早期作品中②，波兰尼细致地讨论了局部

利益的界限。他写道，阶级利益“只决定了阶级为之奋斗的宗旨与目

的，但并不决定他们的努力的成败”③。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的问题

在于，作为反向运动的载具而行动的阶级并不考虑他们的决定对社会

整体所造成的结果。在为《奥地利国民经济》（?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ｉｓｃｈｅ Ｖｏｌｋｓｗｉｒｔ）

撰写的诸多文章中，波兰尼检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工人阶级的

政策，以及他们对于为稳定金本位而降低工资的抵抗。不同的社会阶

级致力于保护他们自己的局部利益，不惜降低出口工业的竞争力，损害

了英国市场经济的运转。

波兰尼的论述表面上看是逻辑矛盾的东西，其实是由社会斗争的

狭隘性所导致的窘境：执行反向运动的社会团体、各方力量和阶级产生

了幻想，认为市场体系是用以实现他们目标的单纯工具。他们坐井观

天并且否认社会现实，在破坏市场灵活性的同时没有提供一个替代性

选择，从而削弱了市场机制。这也回答了布洛克和萨姆斯所指出的表

面上的悖论。如果反向的运动（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④的参与者不仅是

作为特殊利益的相关者而行动，同时在行动中意识着作为整体的社会，

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为其有关社会的选择的结果承担责任，那么这个难

题就能得到克服。即便社会自身不能做决定，社会力量却能够以社会

的名义和社会的利益来行动。对于复杂社会里的自由问题的意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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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Ｐｏｌａｎｙｉ，Ｋａｒｌ．，Ｆａｓ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Ｍｉｃｈｅｌｅ Ｃａｎｇｉａｎｉ ａｎｄ Ｃｌａ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ｂｅｒｇ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ｐ．１３３．
参见 Ｐｏｌａｎｙｉ，Ｋａｒｌ．，Ｆａｓ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Ｍｉｃｈｅｌｅ Ｃａｎｇｉａｎｉ ａｎｄ Ｃｌａ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ｂｅｒｇ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ｐｐ．１２５－１３４。
Ｐｏｌａｎｙｉ，Ｋａｒｌ．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１６０．
这里的“反向的运动”在原文中的用词是带有连词符的“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区
别于已经成为一个特定概念的“反向运动”（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译者注



他们能够以对整体社会负责的方式行动。这一洞见在现在如同在波兰

尼时代一样重要。在今天超全球化的世界（ｈｙｐｅｒ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ｅｄ ｗｏｒｌｄ）中，

在意识到保护措施的总体后果的基础上展开行动的困难丝毫不减。

格列高利·鲍姆指出，“波兰尼不是一位哲学家”①。他认为波兰

尼把自由置于思想的中心并不是因为“爱智慧”，而是因为坚信自由（包括

其消极意义和积极意义）是西方文明存活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在维也纳

时，波兰尼说道：“如果没有全局观就没有自由，因为如果没有知识就不可

能有选择。”②在波兰尼晚期的作品中，他仍然坚信这一观点。对他而言，

自由和民主并不是诸多价值之中的特殊价值，而是追求其他价值的条件。

自由，是为自己的决定承担社会责任的机会，是追求诸如人道、团结、平等、

社会正义或所有人的美好生活等价值的先决条件。民主不仅仅是表达人

们的偏好的机制，而且是增加总体照管（ｏｖｅｒｓｉｇｈｔ）和增进相互理解的方式。

这解释了为什么他将“社会主义”定义为“通过有意识地使市场从属于一个

民主社会”③来超越市场体系的运动。只有为增进全局观、自由和民主而

斗争的反向运动才能避免那种引发 ２０世纪欧洲文明崩溃的困局。

三、２１世纪的自由

我们再一次强调，今天自由至少受到三重威胁：（１）全球化、金融化

和商品化已经导致了互联性、非透明性和模糊性的巨大增长，其结果是

政治控制与民主显得无能为力。（２）新自由主义将自由与市场竞争画上

等号，所谓全局观的丧失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将责任限定在个人关系

的领域可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些将个人自由缩减为免于强制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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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Ｂａｕｍ，Ｇｒｅｇｏｒｙ．，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 ｏｎ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ＭｃＧｉｌｌ Ｑｕｅｅｎｓ
ＵＰ，１９９６，ｐ．３６．
Ｐｏｌａｎｙｉ，Ｋａｒｌ．，Ｏｎ Ｆｒｅｅｄｏｍ，Ｉｎ：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ｓ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ｒｉｅ ａｎｄ Ｃｌａ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ｂｅｒｇｅｒ，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Ｂｌａｃｋ Ｒｏｓｅ Ｂｏｏｋｓ，２０１８，ｐ．３１２．
Ｐｏｌａｎｙｉ，Ｋａｒｌ．，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２４２．



由。（３）由于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复杂性也在增加，反向运动非但没

有被削弱，反而倾向于着重保护局部利益和好处。右翼政治力量抓住这

个机会，以政治控制和保护运动的丧失为由谴责自由主义政党和他们的

政策。为保护国民在商品、服务、金融、自然资源和劳动方面免遭来自世

界市场的竞争，右翼势力呼吁强化民族国家和国家机构的作用。这既带

来了国家之间更加严重的利益冲突，又导致了国际组织的削弱。同时，

自由的概念被缩减为消极自由使得以自由为目的本身而进行的斗争被

削弱了。虽然历史尚未重演，但问题已经出现：导致 １９世纪欧洲文明瓦

解的冲突现在正在影响着世界上更广泛的区域，影响着更多的人口。

今天尚有进步性的倡议，旨在尽可能地扩大全局观并赋予人们承

担起责任的可能性。与全球南部进行贸易的行动者和行动群体，各种

贸易伙伴，要求产品认证的消费者，购买集合资金（ｐｕｒｃｈａｓｉｎｇ ｐｏｏｌｓ），

共同品运动（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等，他们都旨在通过积极对话和在

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创造透明性来共担责任。然而，只要是在一个行

动者几乎没有机会知晓他们选择之后果的世界中做决定，这些倡议的

作用就是有限的。在今天的社会中，确实没有任何个人能够为失业、羞

辱和蔑视、经济危机、气候变化和物种灭绝负责。“责任伦理”赖以生

长的根基被动摇了。以一种功利主义的人的动机概念和“信念伦理”

为基础的超级个人主义取得了进展。对伦理绝对真理（ｅｔｈｉｃａｌ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ｓ）的狂热正威胁着那些尊重差异与宽容的人们。

在这种情境下，“巨大弹力带”的形象①———要么把资本主义拽进

深渊②，要么回摆到一个更嵌入的状态（ａ ｍｏｒ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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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Ｂｌｏｃｋ，Ｆｒｅｄ．，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ｙ 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Ｂｏｓｔｏｎ，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ＸＸＶ．
Ｓｔｒｅｅｃｋ，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Ｈｏｗ Ｗｉｌ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Ｅｎｄ？：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ａ Ｆａｉ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Ｌｏｎｄ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Ｖｅｒｓｏ，２０１７，ｐ．６１．
Ｂｕｒａｗｏｙ，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ｆｔｅｒ Ｐｏｌａｎｙｉ，Ｉｎ：Ｍａｒｘｉｓ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ｒｉｓｉ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Ｍｉｃｈｅｌｌｅ Ｗｉｌｌａｉｍｓ ａｎｄ Ｖｉｓｈｗａｓ Ｓａｔｇａｒ，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ｂｕｒｇ：ＷＩＴＳ ＵＰ，２０１４，ｐｐ．３７－４１．



没能够把握住挑战的本质。“沿着更加民主的和平等主义的线路重建

市场社会并没有任何内在障碍”①的断言也低估了国家机构内的冲突

范围和战略偏向。全局观的获得和自由的维持都是挑战，它需要一种

同时克服了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和双重运动的辩证法的转型。②

为了凸显所需转型的范围，卡尔·波兰尼③用了“我们意识的变

革”这样的表述。今天类似的其他说法已司空见惯。我们所谈的是一

种根本的社会转型，它包括一种超越了经济主义———无限量的增长和

技术进步的信念———的新的大众文化。波兰尼的思考在这里至关重

要，我们再次强调，这是因为批判的重点并非指向一些价值，而是指向

否认社会现实的乌托邦路线。最为根本的问题是，在现代的复杂社会

中，为诸如人类尊严、民主、团结和可持续性等价值而进行的斗争是否

足够有效？如果成功实现这些价值的社会前提是缺失的，那么，这些价

值如何落实呢？在今天充斥着几乎无限制的竞争的不透明世界中，理

性行动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私人偿付能力限制着判断，每个人的责任都

被限缩至家庭、办公室、公司或者股票持有人的封闭圈子内。④ 因此，

我们需要问：谁还拥有为他或她在全社会和全球性层面上的决定的后

果承担责任的自由呢？今天难道除了接受市场竞争、非透明性和责任

的有限性的命运外，就别无选择了吗？抑或如本文所论证的，难道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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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Ｂｌｏｃｋ，Ｆｒｅｄ，ａｎｄ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Ｒ．Ｓｏｍｅｒｓ，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 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Ｐ，２０１６，ｐ．９６．
关于一个根本性的转型需要什么的问题，在 Ｂｒｉ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ａ Ｒｅｎｅｗ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Ｉｎ：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ｓ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ｒｉｅ ａｎｄ Ｃｌａ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ｂｅｒｇｅｒ，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Ｂｌａｃｋ Ｒｏｓｅ
Ｂｏｏｋｓ，２０１８，ｐｐ．２４１－２６３当中有更多详细讨论。
Ｐｏｌａｎｙｉ，Ｋａｒｌ．，Ｎｅｗ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Ｏｕ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Ｍｉｃｈｅｌｅ Ｃａｎｇｉａｎｉ ａｎｄ Ｃｌａ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ｂｅｒｇｅｒ，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ｐ．１９９．
弗里德曼（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将企业的社会责任视作“彻底的破坏性的教条”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Ｍｉｌｔ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２，ｐ．１１３．），这当然是片面的和极端的。但是，在市场经济当中经理最终还
是要对公司负责，也就是说，要避免违约。



最重要的任务不就是为使自由的、负责任的和有价值取向的决定成为

可能而去改变社会前提和扩展全局观吗？

（译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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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理论与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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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缘起、
代际发展与理论意义

———访乔治·科米奈尔教授

张 福 公

乔治·Ｃ．科米奈尔（Ｇｅｏｒｇｅ Ｃ．Ｃｏｍｎｉｎｅｌ）是加拿大著名马克思主义

学者，“政治马克思主义（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ｒｘｉｓｍ）”的代表人物之一，加拿大

约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１９７７—１９８４ 年，他师从著名马克思主义学

者埃伦·伍德（Ｅｌｌｅｎ Ｍ．Ｗｏｏｄ，１９４２—２０１６），参与并见证了自 ２０ 世纪

７０年代中后期以来由罗伯特·布伦纳（Ｒｏｂｅｒｔ Ｐ．Ｂｒｅｎｎｅｒ）和埃伦·伍

德共同创立的“政治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流派的整个发展历程。

２０１７年，笔者利用在约克大学访学的机会，围绕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历

史发展与理论意义等问题对科米奈尔教授做了专访。通过这篇访谈，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政治马克思主义是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诸多

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结构主义马克思

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相互碰撞、融合和竞争的产

物。第二，政治马克思主义是两位创始人布伦纳和伍德及其学生在特

定历史语境下独立探索、相互影响和共同发展而成的集体智慧。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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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政治马克思主义已发展为拥有两三代理论传承、多个学术重镇、影

响诸多学科领域的理论流派。第四，历史特殊性、阶级关系和阶级分析

构成了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对历史唯物

主义的历史—政治维度做出了重要深化。

张福公（以下简称“张”）：众所周知，“政治马克思主义”肇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年代中后期，布伦纳和伍德对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做出

了开创性贡献。实际上，中国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伍德教授的思想著

述，但直到最近几年才将“政治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理论流派

加以研究。① 您能否介绍一下政治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理论

渊源？

科米奈尔（以下简称“科”）：好的。我首先向你推荐一本书，即美

国历史学家哈维·Ｊ．凯伊（Ｈａｒｖｅｙ Ｊ．Ｋａｙｅ）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

家导论》②。他阐述了以莫里斯·多布（Ｍ． Ｈ． Ｄｏｂｂ）、乔治·鲁德

（Ｇｅｏｒｇｅ Ｒｕｄé）、艾瑞克·霍布斯鲍姆（Ｅｒｉｃ Ｈｏｂｓｂａｗｍ）等人为代表的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独特研究路径。他们从底层群众出发考察

历史的方法促使 Ｅ．Ｐ．汤普森从不同视角来思考阶级问题。他们共同

建构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强调工人群众能创造自己的历史。因

此，“阶级”概念代表着一个过程，而非纯粹的范畴。阶级关系对于工

人阶级的自身权利是至关重要的。受其影响，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开始

注重考察历史，其中就包括布伦纳、伍德和我。所以，通过这本书，你可

以了解布伦纳和伍德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同 Ｅ．Ｐ．汤普森等人的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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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的历史观之间的学术渊源。其次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马克思主义

研究在北美的许多高校迅速发展，特别是以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为代

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１９７７ 年秋，埃伦·伍德和

尼尔·伍德（Ｎｅａｌ Ｗｏｏｄ）在约克大学开设了一门研究生研讨课，我当

时是班上的学生之一。我们都不是阿尔都塞主义者。阿尔都塞认为，

人们一旦掌握了正确的理论，理论就绝不会被证伪。因此，他不相信历

史。但我们认为，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是有问题的。如果历

史是一回事，那么，关于历史的理论就是另一回事。当你选择历史时，

你就必须使理论符合史实，而不是相反。当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批

评我们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竟然用历史来质疑理论。最后是佩里·安

德森出版了《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①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

谱》②，试图阐明奴隶制生产方式、封建制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革命所

带来的历史转变等重大问题。但他试图将所有东西都纳入一种连续同

质的、符合他的整体历史观的理论。而在我们看来，他所理解的历史实

际上脱离了真实的历史。当然，他的错误并非完全来自他自己，而是当

时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种种误读所导致的。总之，我们不仅要

同正统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而且要在吸收英国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观点的同时，警惕他们的理论缺陷，同他们保持一

定距离。更重要的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在北美高校的勃兴并没有持续

多久，很快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等思潮就开始泛

滥，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此，我们又必须同它们作斗争，你从

伍德的著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张：这样看来，政治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语境是非常

复杂的。您作为伍德教授的学生，想必亲身经历了政治马克思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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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形成过程。您能否具体谈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

科：好的。刚才提到的埃伦和尼尔开设的那门研讨课就是我在讲

的研究生课“历史视域中的国家理论与实践（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①。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门课

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目标首先是理解政治理论，准确来说是关于阶

级社会的政治理论。因为我们认为，当时的主流政治理论在很大程度

上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因此必须进一步考察过去历史中不同阶级

社会的政治理论。我们想通过回溯古代历史来探究阶级社会的重要意

义。为此，埃伦自学了希腊语，认真研究了古代理论家的思想，并集中

考察了古希腊社会。而尼尔则考察了古罗马社会。总之，当时他们已

经对古代和近代早期的政治理论做了深入研究。他们在《阶级意识形

态和古代政治理论》②一书中探讨了社会历史语境中的苏格拉底、柏拉

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

我们发现，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奴隶制生产方式的观点是行不通

的。正如后来埃伦在《农民—公民和奴隶》③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马

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奴隶制实际上是一种关于古代社会的自由资产阶级

构想，即古代社会主要是基于公民和奴隶的对立，而公民将最终聚集为

更富有的公民。而我们在考察统治阶级和作为非生产阶级的奴隶时却

发现，事实上并没有足够的奴隶充当生产阶级，尤其是并非所有奴隶都

从事基础性的农业生产。于是，我们遇到了一个难题：如果奴隶并不是

整个阶级体系的基础，那么，如何确定这是一种奴隶制生产方式呢？因

此，“奴隶制生产方式”这一表述就存在简化事实的嫌疑。这些都发生

在 １９７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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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布伦纳刚开始他的批判和辩论。但我们在组建这个研讨班来

探讨上述问题之前并不知道布伦纳和他的文章。实际上是埃伦的弟弟

彼得·梅克辛斯（Ｐｅｔｅｒ Ｆ．Ｍｅｉｋｓｉｎｓ）读了布伦纳的文章，并把它们带给

埃伦。布伦纳发表在《过去与现在》（Ｐａｓｔ ＆ Ｐｒｅｓｅｎｔ）①和《新左派评

论》（Ｎｅｗ Ｌｅｆｔ Ｒｅｖｉｅｗ）②上的关于东西欧差异、英法差异的文章，同我们

正在探讨的一些问题恰好契合。我们认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

史理论无法有效地解释阶级关系问题。历史理论必须通过考察历史来

加以检验和确证。因此，当我们读到布伦纳的文章时，我们发现他提供

了很好的个案研究。这也使我们立即产生一种紧迫感，因为有人已经

认识到重新考察历史本身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性。当然，我们

认为这个历史学家的工作还不够完善。

到了第二学期，我将课堂陈述的主题定为法国大革命。因为我发

现当时许多学者都一再强调英国和法国有着相同的历史，由此引出一

个重要问题：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理论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展之上

的，但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并没有资本家卷入其中。这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的法国史学界已成为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当时许多曾是马克思主

义者的法国历史学家正在抛弃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认为 １８世纪末和

１９世纪初的法国并不存在能够引发一场革命的资本主义。受其影响，

我和埃伦开始质疑这种资产阶级革命理论，这也成为我的博士论文的

研究对象。我和埃伦花了大量时间来研究和讨论这些问题，并得出这

样的结论：在马克思之前，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已经被建构起来，

马克思继承了这种思想并加以发展。拉斐尔·塞缪尔（Ｒａｐｈａｅｌ

Ｓａｍｕｅｌ）等人也指认了当时历史学家对马克思相关思想的影响。他指

出，马克思自己就称赞过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们最先提出了阶级思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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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于是，我沿着这一线索重新研读了马克思的

著作及其同时代的历史学和政治学著作。我发现，马克思从未对前资

本主义社会做过单独研究，虽然他在《资本论》中偶尔讨论过封建主

义，但他对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所有阐述几乎都是直接继承于自

由主义历史学家。而借助布伦纳关于英法历史差异的观点，我们就

更容易理解为什么英国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而法国却有所不同。

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在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哪些是资本

家，哪些是贵族，特别是封建贵族？人们通常认为英法两国的革命都

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阶级，但我们却发现：两国都不存在资本家

与封建贵族的对立。比如在英国，革命双方由资本家和地主所主导，

因此，在资本主义的变革体系中并不只有资本家，还有地主。而这两

股势力属于同一个阶级，是同一阶级的两个方面。因此我们认为，英

国革命在本质上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内战，而不是两个阶级之间

的革命。

我在考察法国革命时看到了同样的情形。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并

不存在纯粹的资产阶级，同时，统治阶级也并不只是封建贵族阶级，而

是建立在布伦纳所说的政治构成性财产（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之上的。法国的政府官员同时拥有土地，无论资产阶级还是

贵族都拥有政治构成性财产。因此，在英国和法国都是统治阶级内部

的斗争，而不是两个阶级之间的革命———这两种判断有着根本差别。

这也是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强烈反对伍德和布伦纳，尤其是我的观

点的主要原因之一。“法国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之间的革命”这一观点

实际上意味着这一革命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模板，比如，许多

托洛茨基主义者就主张我们应该发动一场永久性革命（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ｒ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即我们可以先从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之间的资产阶级革命开

始，随着时间的推移，革命就会转变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无产

阶级革命。

但是，如果一开始就没有资产阶级革命，如果这场革命不是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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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和封建贵族阶级之间的革命，那么，它又将如何转变为其他革命呢？

因此，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我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实际

上，我并没有这样做！我只想说明无产阶级革命将不同于法国大革命，

而法国大革命也绝非唯一的革命指南。而有些人恰恰将法国大革命奉

为一种革命圭臬。有些人甚至试图重现法国大革命、１８４８ 年革命或者

１８７１年的巴黎公社运动。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不管怎样，这些以探讨阶级社会本质为开端的问题逐渐发展出相

关的政治理论。我发现，“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提法恰恰是一种自由主

义意识形态，它赋予了资产阶级革命以合法性和历史意义。因此，它构

成了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一部分。自由主义者相信，在这种革命历史

进程中，资产阶级将成为人类文明中正在崛起的力量———这是他们的

自我确证。因此，如果我们质疑它，那么我们就必须进一步追问这种观

念背后的历史真相是什么，即必须在历史源头中寻找答案，而不是假定

一切都是现成的和固定的。

张：这样看来，在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当时共同的历

史语境促使伍德教授和布伦纳教授在互不相识的情况下几乎是同时

捕捉到了相同的问题，并开始思考相似的重大理论问题。这的确改

变了我对政治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因为不少中国学者认为布伦纳教

授是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而伍德教授则只是他的追随者和拥

趸者①。但根据您所说的，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而是比我们想象的更

加复杂。您能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伍德教授和布伦纳教授之间的学

术关系吗？

科：布伦纳教授当时已发表了两篇文章，当然也只是两篇而已。这

些文章非常具有影响力，他的思考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我

们在读到他的文章之前已经在探讨有关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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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都认为布伦纳的个案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于是，埃伦与布伦

纳取得联系。１９７７年，埃伦邀请布伦纳来到多伦多，我们都结识了他。

当时，他正在准备回应别人对他的第一篇文章的批评。埃伦花了大量

时间同布伦纳一起工作，并把她的一些关于如何回应的想法告诉布伦

纳。因此，布伦纳的许多观点都跟埃伦有所讨论，埃伦也给他提出许多

建议。例如，他在撰写发表在《过去与现在》上的第二篇长文①的过程

中就征询过埃伦的意见。当然，这篇文章完全是他自己的理论成果。

而且，正是布伦纳最早被法国历史学家居伊·布瓦（Ｇｕｙ Ｂｏｉｓ）称为“政

治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布伦纳犯了“政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②

而当时埃伦的著作还不为人知，但她很快就同布伦纳齐名了。

因此，真实情况是并不是布伦纳独自创立了政治马克思主义。但

必须承认，他构成了这一理论传统的首要环节，这集中体现在他对英国

与法国、东欧与西欧的历史差异的研究上。而我认为，英法两国的差异

要比东欧西欧的差异更为重要，因为前者所指向的是英国的资本家—

地主关系与法国的政治构成性财产关系之间的差异。它的重要意义在

于：如果西欧并非只有一种历史轨迹和发展道路，那么，我们就必须重

新思考历史。人们总是假设西欧只有一种历史，而我们却发现还有其

他几种发展道路：英国不同于法国，英法又不同于意大利。埃伦和布伦

纳经常对此进行讨论。

张：我了解到，由于布伦纳教授和伍德教授的巨大影响力，已经有

一批学者深受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您能具体谈谈到目前为止政治

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发展状况吗？

科：好的。实际上，我们的许多学生都在继续推进这一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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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汉内斯·拉切尔（Ｈａｎｎｅｓ Ｌａｃｈｅｒ）①主要从事全球化和民族国家

问题研究。我的另一个学生米歇尔·安德鲁·兹莫莱克（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ｎ

ｄｒｅｗ ｍｏｌｅｋ），在他的《反思工业革命》②一书中利用政治马克思主义

的方法考察了五百多年的英国经济发展史，以展现英国资本主义的形

成与发展。他认为，资本主义最初并不是产生于城镇，而是产生于乡

村，而国家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即使在农村，国家也控制着

资本家来指挥全体工人。总之，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形成两代政治马

克思主义者，第三代政治马克思主义者即我们的学生正在加入进来。

张：这样看来，从伍德教授到您再到您的学生已经形成了一种紧密

的理论继承关系，构成了政治马克思主义中一股强劲的学术传统。

科：是的。现在我的这门研究生课就是我从埃伦手中接过来的。

当然，许多学生都有各自的研究兴趣，因此，并不是所有学生都是政治

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每隔几年就会有新成员加入我们。有人会采用

我们的研究方法和解读路径来做自己的研究，也有人对我们的工作产

生兴趣。因此，我们的学术纽带一直保持着，彼此之间相互交流。汉内

斯从约克大学硕士毕业后去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等地求学，后来又回

到约克大学政治系。丹尼斯·皮隆（Ｄｅｎｎｉｓ Ｐｉｌｏｎ）也听过这门课，并利

用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加拿大政治问题。还有其他人也深受政

治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虽然他们并不一定做同样的研究。总之，从这里

走出去的学生都具有政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背景。因此，在某种意义

上，这里已成为政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中心。

张：总体来看，“政治马克思主义”已发展成为一个理论旗帜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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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自觉的理论流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与研究。据我

了解，由罗莎·卢森堡基金会（ＲｏｓａＬｕｘｅｍｂｕｒｇＳｔｉｆｔｕｎｇ）和“Ｈｅｌｌｅ

Ｐａｎｋｅ”协会共同创办的“Ｍａｒｘ２００”论坛网站就将“政治马克思主义”作

为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的众多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之一而作了专门介

绍。①而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本诺·特施克（Ｂｅｎｎｏ Ｔｅｓｃｈｋｅ）和塞缪

尔·科纳弗（Ｓａｍｕｅｌ Ｋｎａｆｏ）也组建了“政治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ｏｕｐ）”②，并专门创建了“政治马克思主义与

社会科学（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网站。请问您是

否关注到这一理论动向？

科：的确如此。特施克著有《１６４８ 的神话：阶级、地缘政治和现代

国际关系的形成》③一书。他与汉内斯的关系很好，都是政治马克思主

义者。塞缪尔·科纳弗也是我的学生，他和特施克组建的研究团队使

政治马克思主义在英国迅速发展，因而构成了政治马克思主义在英国

的一个分支。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张：所以，现在比较活跃的年青一代政治马克思主义者几乎都是您

和伍德教授的学生。不过，我也了解到，在美国除了布伦纳教授，查尔

斯·波斯特（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ｏｓｔ）④教授也被称为政治马克思主义者。请问您

和伍德教授与波斯特教授有怎样的学术关系呢？

科：我和埃伦是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纽约“社会主义学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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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现在的“纽约左翼论坛”）上认识查尔斯·波斯特的。虽然他并不

是我们最初的研究小组成员，但他同我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从那

时起，我们就建立起了学术联系。现在，他正在同我和埃伦的一个学生

萨维埃·拉弗朗斯（Ｘａｖｉｅｒ Ｌａｆｒａｎｃｅ）合编一本书①，主要考察政治马克

思主义比较视域下的历史发展，比如英国和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的历史

差异性，以挑战那种认为这些国家都遵循同一发展模式的观点。

张：这样看来，政治马克思主义在 ４０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仅形成

了薪火相传的学术传统，而且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实现了在诸多学科领

域中的多元发展，并且在英语世界中建立了多个学术重镇。现在，我想

把谈话拉回到政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身。您认为政治马克思主义的

根本方法和核心思想是什么？或者说，您是如何从政治马克思主义的

视角出发来重新思考马克思的思想精髓和时代价值的？

科：虽然“政治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最初是作为贬义词而被使用

的，但我们始终强调，历史分析的核心是阶级关系。马克思曾说过，在

农民社会中，阶级关系是超经济的，它不是单纯由市场所建构的关系，

实际上，市场的作用还微乎其微。而阶级关系恰恰是政治的。这在封

建社会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当我发现并不只有两种前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奴隶制生产方式和封建制生产方式）时，我就想去考察各种阶级

关系，揭示这些阶级关系的本质。于是，我发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占有

剩余的政治形式。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阶级关系是如何结构性地

使农民放弃自己的剩余而被统治阶级所占有的？很多人认为，马克思

所谈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 １９ 世纪的印度和中国，其实这是错误

的。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时，他是在谈论农民

社会（ｐｅａｓａ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在这种社会中，没有私有财产，并且具有两种迥

异的社会形式，即西方封建社会和亚细亚社会。也就是说，这种社会同

时具有建立在农民家庭（ｐｅａｓａｎｔ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和农民公社（ｐｅａｓ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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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ｔｉｅｓ）基础上的两种社会形式。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的经济基础

是相同的，但包含财产形式在内的政治关系却是不同的，因而攫取剩余

的形式也有所不同。而且，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每一种经济力量只

对应于一种阶级形式，经济决定论便是如此。比如，农民只对应于封建

主义。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论了两种阶级社会，它们具有不同的

组织形式，但却有着相同的经济基础，且都是建立在农民阶级之上的。

因此，马克思认识到，相同的经济生产形式可以成为不同的阶级关系的

基础。这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现在，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批判资本主义而向往共产主义。但

如果我们相信历史唯物主义，相信中国、美国、英国等国家有着各自不

同的发展道路，那么，我们就必须考察各种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以理

解这些社会是如何成为现在这样的。譬如，尽管英国和法国在某种程

度上看起来非常相似，但我们必须找出它们之间的差异。

作为一个政治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阶级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因为我们不能假设我们已弄懂了一切阶级关系的本质。我们还需要继

续考察剩余价值是从哪里来的，是何种社会关系将这种剩余转移到另

一个阶级的手中。实际上，这是一件非常吊诡的事情。因为在近现代

史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转移剩余的政治法律关系。正是基于这些关

系，一种阶级社会转向另一种阶级社会。如果霍布斯鲍姆重新思考 １９

世纪 ６０年代的半封建主义（ｓｅｍｉ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就会发现当时到处都是

半封建主义，比如半封建的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等。更重要的是，

他们都完全不同于英国或欧洲的封建主义，但所有这些国家都有农民。

因此，似乎农民所对应的唯一范畴就是半封建主义。然而，“半封建主

义”这个范畴并不能解释任何东西。如果只是考察正在发生的所见所

闻，并由此产生某种感性认知，那么，所得到的结果将是非常糟糕的。

张：您提出的这些问题和观点的确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最后，

我想问的是伍德教授在《民主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使用了“重建历史

唯物主义”这样一个副标题，那么，在您看来，政治马克思主义是在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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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意义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呢？

科：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还是结合我自己的研究来

回答你。我经常引用《资本论》，特别是有关地租起源的章节，我一遍

遍地引用它们。因为我认为这是马克思从抽象层面对阶级关系的理论

化，而且几乎是其所有著作中的唯一一次。在这里，马克思区分了没有

私有财产的亚细亚社会和封建社会。因此，即使经济基础是相同的，阶

级关系也会有所不同。由此，马克思指出，直接生产者创造经济产品的

特殊形式决定了阶级社会的结构。我认为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也就是

说，我们必须认识到阶级社会是建立在剥削的基础之上的，而剥削并不

只是一个经济范畴。我们必须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

到底是什么，考察剩余是由谁生产的，它又是如何被夺走的。在《共产

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历史中的各个阶级都可以归结为剥夺者和被

剥夺者。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关于剥夺和被

剥夺的问题，是使用权力进行统治和剥削的政治问题。因此，我们必须

真正理解剥削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但是我们不能从想象的剥削出发。

譬如，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口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因此，这个社

会就是基于谷物生产的农业社会。对此，你可以确定它的阶级关系是

同剥削农民有关的。但问题是，这种剥削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它是

一种合法关系还是一种权力关系？它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它同统治阶

级有怎样的关系？统治阶级内部是竞争关系还是合作关系？等等。因

此，我认为，政治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

政治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问题的深化。当马克思说迄

今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时，他是正确的。但我们

必须进一步追问阶级斗争是什么？问题就在于，太多的马克思主义者

认为，如果他们读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他们就

弄懂了关于阶级的一切问题。在这里，马克思罗列了几种生产方式，但

很多人都不求甚解。实际上，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些生产是如何组织的，

剥削是如何进行的。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佃农所遭受的剥削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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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大半粮食被地主直接拿走。而在其他农民社会中，这种剥削却

有所不同。因为农民被要求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这样一来，农民的粮

食就没有被夺走，因为他们从未拥有这些粮食。但农民在地主的土地

上付出了所有劳作。对此，我们必须思考这种阶级关系到底是什么？

这种转变体现在哪里？等等。我认为，这就是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即它研究的是阶级关系在历史过程中得以表现

和发展的方式及其内在矛盾。

（作者　 乔治·Ｃ．科米奈尔，加拿大约克

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张福公，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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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是一种社会燃素吗？

———对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中交换公平的争论的解读

魏　 博

摘　 要：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提出，公平是一种社会燃素。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麦克布莱德、莱文和桑德洛等，认为恩格斯的

这一观点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相对主义。本文试图还原和重构恩格斯与

米尔伯格关于“住宅问题”的争论，以论证米尔伯格的公平观实际上是

一种交换公平，它背后的图景是建立在“自由的个体占有”这一观点之

上的“永恒公平”。恩格斯认为仅仅在交换领域去谈论公平是毫无意

义的，因为交换公平概念在雇佣关系面前是无法自洽的。在这个意义

上，公平是一种社会燃素。但是恩格斯并没有否定公平本身，他提出不

是从公平本身去理解公平，而应该从否定性的角度去理解公平，即从经

济关系和现实斗争的角度去理解公平。

关键词：永恒公平　 《论住宅问题》　 交换公平　 社会燃素

一、社会燃素与道德相对主义

斯坦福大学哲学教授艾伦·伍德在《哲学与公共事务》杂志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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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一文引起了北美学者的兴趣。他们试图探

讨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的不公

正性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但是又反对蒲鲁东和拉萨尔等人的公平观，似

乎这里存在着一个悖论。从讨论的结果来看，大部分学者倾向于认可

构造出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威廉·麦克布莱德分析了马克思和恩

格斯在正义问题上的相关话语，认为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批判了蒲

鲁东的道德主义，正是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激发了“两位美国人最近论

证马克思关于正义主题的灵感：一篇是艾伦·伍德发表在《哲学与公

共事务》杂志上的论文，另一篇是罗伯特·塔克的专著《马克思主义者

的革命理念》中的一章”。他反对这两者的观点，认为恩格斯把正义这

个概念当作一种“社会燃素”来意旨正义概念的意识形态性的做法是

一种历史相对主义的做法，而恩格斯这一做法“把他带到了对马克思

主义理论中的真理主张造成彻底破坏的危险的边缘”①。大卫·莱文

也同意马克思主义存在着道德相对主义，认为原初的道德代表了集体

的利益与其中的个体成员的利益的对抗，而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

实际上说明了这个观点。②

阿兰·桑德洛也认为，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把正义的概念描述

为“社会燃素”时，表达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中存在的一个难题，

即“贬低关于正义问题之讨论的重要性，而且将最终消除这种思想”③。

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使共产主义社会不能将一种正义概念作

为多余的东西而排除，而这恰恰说明了对某种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

需要。但是罗杰·佩登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他回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

对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历史，认为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对空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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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麦克布莱德：《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人论正义》，王贵贤译，载李惠斌、

李义天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 ３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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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９８４．
阿兰·桑德洛：《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王贵贤译，载李惠斌、李义天编：

《马克思与正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 ３４７页。



主义者的道德原则的分析和批判切中了“正义”、“公平分配”和“平

等”等概念空有形式的要害，空想社会主义者没有认识到这些价值概

念是和他们的社会结构相关的，是不可以单独地从法律角度来观察的。

和恩格斯的观点一样，他也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人类需要的观点

是建立在田园式的幻想之上的，这个幻想来自准封建的资产阶级社会

阶段，这些观点只能带来反动和保守。

那么，在恩格斯看来，公平是一种社会燃素吗？我们的旅程将从恩

格斯所批判的米尔伯格的文章开始，相信这会有益于主题的展开。笔

者在这篇文章中的工作将分为三步：首先，从恩格斯与米尔伯格的论战

中获得笔者所需要的主要信息，从而排除细枝末节的干扰，以还原出恩

格斯批判对象的公平观点的实质；其次，分析和论证这个公平观点的深

层图景，以及它在概念上无法自洽；最后，回答恩格斯在何种意义上认

为“公平是社会燃素”这个问题，以引导出对于公平概念的另一种

理解。

二、《住宅问题》中的公平观念

（一）米尔伯格的公平观念

米尔伯格将住宅问题定义为：“住宅缺乏现象，即房租极其昂贵”。

他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住宅问题……同真正的中间等级、小手工

业者、小资产阶级、全部官僚的利益有极大的关系，总之，同不是自己的

房屋或自己的住宅的所有者和占有者的一切社会成员的利益有极大的

关系”。① 米尔伯格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抓住“资本生产率”这

头“牛的双角”，它在城市中的形式就是“租金”。因为能创造价值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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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劳动而绝不是资本，而租金是一种不劳而获的“虚假的存在”，它

夺取了来自“房屋、建筑场地等原来的成本价格同它今天的价值之间

的差额”的“剩余价值”，而这本来是归于社会的“正当的权利”。①

为了论证建筑成本与租金之间的巨大差额是归属于社会的正当权

利，首先得从公平权利开始。在米尔伯格看来，“租赁合同”与其他现

代社会生活中的交易一样，都渗透着“权利观念”，到处都按照“严格的

公平要求”进行。然而，他认为实际的交易是不公平的，到处充满了欺

骗，“现代租赁合同……是种种不公平和压迫的根源”。在米尔伯格看

来，正如资本家通过资本雇佣工人不劳而获一样，房主收取承租人租金

这种资本形式和前者是同样的增殖形式。那么，要想达到“把雇佣工

人的社会改造成自由生产者的社会，从而使每个人可以享受其全部劳

动所得”的要求，首先应该“废除住宅租赁制”。②

米尔伯格废除住宅租赁制度的办法是“赎买出租住宅”，即“过去，

交付的房租是承租人偿付给资本的永恒权利的贡赋，而现在，从宣布赎

买出租住宅之日起，承租人所付出的那笔精确规定的金额，就成为补偿

转归他所有的住宅价值的每年付款”。③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通过分期

付款将原来由少数的房屋所有者和绝大多数受压迫的承租人所组成的

社会变成由独立的自由的住宅所有者所组成的总体，如此才能将公平

的权利贯彻到底。在米尔伯格看来，房屋的建造本身就构成了“获取

一定部分的社会劳动的永恒权利根据”，但是这个权利根据使得建造

房屋原先的成本价格以租金的形式得到了巨量超额的补偿。因为某种

不公平的权利导致了不公平，所以要废除这种权利。而这个不公平的

权利在米尔伯格那里就是资本生产率的不劳而获的特权。

６７２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③

阿·米尔伯格：《住宅问题》，载《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 ２ 辑，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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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尔伯格：《住宅问题》，载《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 ２ 辑，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９
年版，第 １３７页。



米尔伯格认为现代社会本身充满着法的精神，但是权利观念承认

某种不公平的特权的合法性，也就承认了某种不公平现象，所以他要废

除这种不公平的权利。这个思路实际上暗含了一个前提，即废除了不

公平的权利，就等于废除了产生这种不公平现象的实在条件，或者说这

种不公平的权利是造成这个不公平现象的经济条件。米尔伯格的做法

实际上是用法学词汇来解释经济现象，使得人们只能观察到租金与权

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忽略了法律现象背后的经济现实，看不到房租

实际上来自工人阶级的总体的剩余价值。这样就只能用法的标准即公

平的标准来衡量，并且发现这种现象是不公平的。在米尔伯格看来，法

的精神肯定了与其精神不相符合的权利，所以要反对这种权利，以维护

这样的精神。然而，如果这种权利根本不是租金产生的物质条件或物

质来源，那么即使在法的领域禁止了这样的权利，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

受到的剥削不会受到任何改变，只不过发生了转移而已。

至此，可以清楚地呈现米尔伯格解决住宅问题的基本思路及其深

层的观念成因：住宅问题影响着每一个人，而住宅租赁制度保护了收取

租金的永恒权利，这个权利是一种不劳而获的权利，伤害了所有没有住

宅所有权的人的利益，尤其是“真正的中间阶级”的利益，使得法的观

念或者永恒公平没有得到满足，所以要废除租赁制度以维护法的观念。

但是，这个公平观念的形象很朦胧，仍然无法得知其具体内涵，所以我

们需要进一步细致分析。

（二）永恒公平的图景

从一开始，这种解决住宅问题的思路及其背后隐藏的公平观念就

限定在商品交换的领域———住宅需求大于供给，即卖方市场，所以价格

昂贵。而这个昂贵的价格在米尔伯格看来是不公平交换的结果，因为

属于房东的资本生产率无偿占有本应属于社会的房屋和地皮的“剩余

价值”。可是，米尔伯格凭什么说“剩余价值”就应该属于全社会呢？

他有一个逻辑前提，就是劳动价值的法理化———“有生产效能的，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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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能创造价值的，仅仅是劳动而绝不是资本”，而“资本生产率是不

存在的”和虚假的，所以劳动在法理上应该获得它的造物。在米尔伯

格看来，这里似乎有一个矛盾，即法律视收益权为所有权的合法产物，

也就是承认了租金作为住宅所有权的结果的合法性，而这个产物其实

是劳动创造的，也就是说，根据“法的观念”，这个产物理应归劳动者所

有才是公平的。一个形式上是公平的法律，即租赁制度，违背了在内容

上是公平的法律，即“法的观念”。如果追问他的“法的观念”，那么他

在逻辑上就一定会回到在思路上和他一致的蒲鲁东的“永恒公平”上

去。而那个“永恒公平”充满了矛盾和神秘。

恩格斯在《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中简要地谈到了蒲鲁东的“永

恒公平”的内涵。他说蒲鲁东在其一切作品中都是用“公平”来衡量一

切社会的、法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也就是这些原理的优劣真假存去

都是根据他所谓的“公平”来判定。恩格斯提到这个“公平”在《贫困的

哲学》中被称为“永恒公平”（ｊｕｓｔｉｃｅ éｔｅｒｎｅｌｌｅ），而在蒲鲁东 １８５８ 年出

版的《论革命中和教会中的公平》一书中，这个公平的形象是“各社会

中的基本原则，有机的、起调节作用的、至高无上的原则，支配其他一切

原则的原则……是人类自身的本质”。① 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中

有这个观念的雏形，而这个雏形乃是“永恒公平”的基石。

蒲鲁东认为所有权是“一种不劳动而可以取得利益的权利”②，而

“永恒公平”和这个权利相反。蒲鲁东将其规定为“一切社会的一般

的、原始的、绝对的定律”，它“决不是法律的产物”，相反“法律永远

不过是正义的表示和应用”③。而人类的正义是对法权的尊重和遵

守，而正义是一种社会性的本能。这里似乎和前面的“正义决不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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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产物”以及“绝对的”相矛盾：一方面必须尊重法权才有正义，而

且正义还是社会性的；另一方面，它又不产生于法律，而且还是绝

对的。

蒲鲁东划分了三等社会性：社会性的理性、正义、公平。这三类

社会性刻画了“永恒公平”的上升之路。最初它表现为人是一种有

理性的社会动物，由此每一个理性都要求获得相等的承认，而表现为

“平等的人格”，即正义。最后正义以体现“社会相称性”的感情为基

础，而在每个人身上形成“公平”。“社会性、正义、公道，这就是本能

在它的三种不同程度上的确切的定义，这个本能使我们和同类交往，

它的具体的表现是可以用下列公式来说明的：对自然财富和劳动产

品有平等享受的权利。”①“永恒公平”是一种平等对待财产的自然权

利，而自然权利或称自然正当（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的本意就是一种永恒的

东西。

因此，米尔伯格将自己的视野无意识地限定在交换领域，而这绝不

是一种偶然。在米尔伯格看来，充满正义和公平的社会是一个“由各

个不依赖别人的、自由的住宅所有者所组成的总体”。在这个总体中

私有财产是没有特权的，是“自由的个体占有”。米尔伯格所强调的

“自由的个体”的历史存在就是“真正的中间阶级”，或者说小手工业者

和小资产阶级。他们的特点在于其资本非常有限，以至于只能自产自

销，或者完全从事销售，也就是说他们的活动集中在交换领域。他们几

乎完全是自己劳动力的主人，因而不存在雇佣劳动，当然也就没有《资

本论》意义上的“剩余价值”了。所以，只要搞好公平交换，或者按照

“法的观念”进行交易，一个全部都是“真正的中间阶级”的社会就没有

不公平了———因为公平的内涵萎缩成交换公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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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换公平的悖论与否定性的公平

（一）交换公平的循环论证

米尔伯格认为，承租人之于房东的关系完全和工人之于资本家

的关系一样，恩格斯却说“这完全不对”。在恩格斯看来，租赁合同

体现的是一个单纯的商品买卖，只是“一个”交换关系。在“这个”交

换关系中，关系的双方都是固化而不会在内部增长的定在。这个关

系是一个封闭的局限存在，即使交换并不是等量地进行，也只是说明

关系一方的量向另一方的量倾斜或者转移了，而不增减这个关系体

的总量。

而雇佣关系则复杂得多，一方面工人与资本家的劳动合同在法

律的领域中是一次交换关系，即以工人自身的劳动力作为标的的商

品交换。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这一次封闭的交换关系中，双方的交换

可能是等价的，也可能是不等价的，就如同其他的商品交换一样，这

完全是凭借交换的两方的各个个体在交换中的各自优势而定的。在

这个角度上也只是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劳动合同和租赁合同具有共

同的形式。然而，另一方面，在劳动合同的内容方面雇佣关系则体现

了和租赁关系完全不同的质的区别：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具

有内生性———它不仅是其他一切商品产生价值的动力因，还是自身

存在的动力因。

无论在劳动合同中双方是否凭着诚心诚意的“法的观念”进行公

平的交换，这个增量在总体上都会发生。那么，这个增量的归属问题就

成为一个分水岭，一个暴露“法的观念”或者“公平观念”的效力范围的

问题。遵循交换公平的规范，如果一次雇佣关系能够称之为作为交换

公平的雇佣关系，那么雇主或者资本家付给雇员或者工人的工资就必

须是与其劳动力价值等值的。即使暂且假定在一次雇佣劳动中，双方

的交换是等价的，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交换公平与否的问题，可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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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关系仍然面临着增殖归属问题。

如果遵循现存法权精神的要求，即承认增殖归雇主或者资本家，那

么作为劳动过程的自然的必然结果，这个增殖就被人为地赋予这个过

程的他物。而这根本违背了现行实在法的哲学基础，即自然法的内

涵———我们都是作为上帝的创造物而存在，所以我们在法权上属于上

帝———即造物属于造物主。如果遵循造物属于造物主的要求，即承认

增殖归雇员或工人，那么这就意味着承认现行的私有制在实际运行过

程中违背了高于它的自然法，而自然法根本就是私有制的理念模

型———我们都是作为上帝的私产而存在的。

前面的分析建立在雇佣劳动是公平的交换这个假定基础之上，但

是公平交换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有人可能说，交换公平的本质规定是

雇佣关系中劳动力交换现象是否符合公平精神的内在尺度。但是，如

果劳动力和其换取的货币在数量上是等值的就可以称之为交换公平，

那么，什么情况才能称之为等值呢？如果认为劳动力获得再生其本身

的价值的量就称之为等值，那么无疑在合同签订的时候，在逻辑上事先

就是交换公平，那么增殖就与该劳动力无关而被切割开来；如果认为劳

动力获得其全部的价值量，即包括其造物的增殖，才称之为公平，那么

增殖在签订合同之时，在逻辑上事先就是交换不公平的，那么增殖就被

人为地归属于他物上。

在雇佣合同中，交换公平的定义一直是自我循环的：如果不能确定

等值的标准，就无法确定增殖的归属，就无法确定何为交换公平；如果

不能确定交换公平，就无法确定增殖的归属，就无法确定何为等值的标

准。在雇佣关系中，交换公平就陷入了自身矛盾的泥沼之中。当交换

公平在一个封闭的关系体中面对一个凭空的或者神秘无来源的增量

时，它可以通过把这个增量斥责为不公平的交换结果而否定其存在，这

样就可以维持其固定的、清晰的、同一规定性。但是，当交换公平在这

个关系体中面对着一个有实际来源的增量时，悖论就出现了，它本身的

公平形式就要被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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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否定的角度理解公平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先总结一下前述论证的收获。米尔伯格的

公平观念本质上是一种“交换公平”，它的图景是建立在“自由的个

体占有”的永恒公平观念之上。如果没有这个图景，交换公平就是一

种循环规定，而恰恰在雇佣关系中这个图景暴露了自身的非现实性。

现在可以回答文章开始所提出的问题了：在恩格斯看来，公平是一种

社会燃素吗？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的一段话中给出了他的回

答。这个回答一共有五个要点：（１）法律产生于不断重复的生产、分

配和交换的行为的习惯，而随着分工的发展，法律进一步发展为立

法，因此显得好像是一种“独立的因素”，好像它的发展是有内部根

据的；（２）法学和法学家把“各民族和各时代的法权体系”的共同点

称为“自然法权”，其最抽象的表现就是“公平”；（３）法权的目的在于

使由法律表现的人类生活条件愈益接近于永恒公平，但它不过是“现

存经济关系在其保守方面或在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神圣化的表

现”；（４）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是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

它是“一个人有一个理解”；（５）在关于经济关系的科学研究中，“永恒

公平”是社会燃素。①

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法律不具有独立的地位，而是依赖

于社会经济的进步。只是单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才显得法律有一个

独立自足的根据，也就是公平概念。按照公平的概念去理解经济和社

会的发展，就会把经济关系观念化和神圣化，而成为一种不变的形式或

范畴。但这种观念化的理解其实并不是永恒和普遍的东西，因为它的

具体内涵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因此它相对于经济关系而言，只是

一种意识形态。那么对于剖析经济事实的科学研究而言，它的存在就

是一种没有意义的存在了，就如同化学中早已被抛弃的燃素概念一样。

在“永恒公平是社会燃素”的回答中，看似恩格斯否定了公平概念，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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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平概念只是意识形态。而实际上他只是否定了单纯从公平概念出

发去理解公平，否定了从公平概念出发去理解经济关系。

从否定的角度去理解公平就是从经济关系的角度去理解公平，

而不是求助于一个固定不变的范畴，这是否定性的公平的第一个内

涵。这一点不仅仅针对公平概念，也针对被形式化理解的一切概念。

在恩格斯看来，公平的内涵取决于斗争的形式和内容。无产阶级的

发展会把“永恒公平”的“万应灵丹”扔在一边，“并在工人阶级本身

中产生一种认识：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预先虚构出来的面面俱到

的‘实际解决办法’更不切实际的了，相反，实际的社会主义则是对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一种正确的认识”①。无产阶级对于公

平的理解是从反面系统地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这种批判不是为了获

得“十足的工资”，不是在一个局部关系中去获得等价交换或某种

财产。

否定性的公平的第二个内涵落脚在通过斗争来消灭私有制中。因

为无产阶级的运动不是为了促成“自由的个体占有”，或者说不是使社

会变成每一个人都拥有劳动资料而自给自足的个体，而是为了促成自

由人的联合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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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新的经

济关系的基础上去理解的公平概念就不再是交换公平了。在新的经济

关系中，个体与个体的交换已经被消灭，但是分配仍然存在。因为在这

个重建的个人所有制中，一部分财富“重新用作生产资料，仍然是社会

的；但另一部分用于消费，因此必须在所有成员之间进行分配。分配方

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和劳动者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③换句话

说，在交换公平已经被取消的经济关系中，分配公平的内涵仍然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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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３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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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这个实际情况也包含了劳动者的需要的发展。

因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也就不被称之为一种“公平的”分配原则

了，而只是对社会财富极大丰富和劳动者需求情况的一种事实确认和

客观描述而已。

（作者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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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自主与认同：情感再奠基的三个维度
———对马克思与斯宾诺莎的一种比较

乔　 戈

摘　 要：出于批判马克思“人本主义”解释路向的逻辑，学界长期

忽视了马克思理解人类情感问题的独特视角及其贡献，进而缺失了

唯物史观进入当代社会科学情感主题讨论的理论基础。当代国外马

克思主义研究中以“新斯宾诺莎主义”潮流为代表，重新揭示了马克

思与斯宾诺莎哲学之间的多重内在关联。也为进一步反思“广义唯

物论”传统中情感观念的独特认识提供了研究线索。本文通过对比研

究，展示了马克思与斯宾诺莎将情感予以理性化的共通哲学方案及其

目的。从方法论逻辑来看，两者不约而同地遵循了 １７世纪以来的情感

“制衡原则”，重新提出了区分主动与被动情感的标准，将情感的主动

性奠基于因果机制的认识条件之上。从价值诉求来看，两者对情感主

动性的追求，旨在强调情感（依存）与理性（自由）的调和，而非去除情

感本身，借此重获完满人性。从政治目标来看，两者共同思考了人类情

感之间的认同如何可能超越基于自利的政治契约，从而实现真正的

“自由联合”。

关键词：马克思　 斯宾诺莎　 情感　 自主性

当代激进左翼理论家及“新斯宾诺莎主义”（ＮｅｏＳｐｉｎｏｚｉｓｍ）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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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斯宾诺莎思想遗产的普遍重视，使马克思与斯宾诺莎之间的种种关

联成了不断获得突破的研究视角。这些视角，从实践哲学（德勒兹）到

政治政治学（巴利巴尔），从唯物主义新传统（阿尔都塞、托塞尔［Ａｎｄｒé

Ｔｏｓｅｌ］）到诸众解放理论（奈格里、维尔诺［Ｐａｏｌｏ Ｖｉｒｎｏ］），两人之间的

种种关联在新的语境下得到诠释，马克思哲学的许多重要范畴也被直

接追溯至近代。作为哲学概念的情感或激情观念，一直是当代左翼思

想家追溯斯宾诺莎遗产的重要精神资源，比如德勒兹将斯宾诺莎的伦

理学作为一种区别于道德哲学的行为生态学（ｅｔｈｏｌｏｇｉｅ），它旨在以类

似尼采的方式批判否定现实生活的“痛苦激情”及其超验观念；①巴利

巴尔则在一种“后阿尔都塞思想谱系”中，把构成社会枢纽形式的真实

情感认同，视为斯宾诺莎后期“人类学”文本《伦理学》和《政治论》处

理社会性、服从和交往三大难题的核心主题之一；②而奈格里则把斯宾

诺莎的努力（ｃｏｎａｔｕｓ）和欲望作为其破除先验先入之见的力量，以恢复

诸众自我创造并进入政治实践行动的内在丰富性和现实性。③

左翼理论家对斯宾诺莎情感观念的类似阐述，在许多语境中都涉

及了他们对唯物论传统中情感观念的独特认识，而马克思与斯宾诺莎

对这一问题认识的内在关联实质上构成了这批思想家思考的参照系。

正如推进这种工作的主要学者之一蒙塔格（Ｗａｒｒｅｎ Ｍｏｎｔａｇ）指出，部分

左翼思想家习惯将斯宾诺莎作为他们阅读马克思的优先参照点，是因

为他们认为，斯宾诺莎或许是哲学史上“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④这一

论断是否完全无可置疑暂且不论，但从两人的问题意识及其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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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吉尔·德勒兹：《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冯炳坤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５ 年
版，第 ３０—３３页。
［法］巴利巴尔：《斯宾诺莎与政治》，赵文译，西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１７、１２８—１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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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巴利巴尔：《斯宾诺莎与政治》，赵文译，西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２０７页。



来看，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与斯宾诺莎（实体一元论和犹太教批判）

的思想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同构性，例如，都偏好以某种“结构性”的

视角来剖析其世俗化世界观的因果关系。① 而两者对世俗化和理性化

的因果关系的探讨，又总是套嵌在他们洞察人类自由与必然之张力的

认识中：一边是对某种憧憬“完满”的、未经玷污、不曾割裂的人类情感

与理性的统一状态的追溯；另一边是作为自然世界的部分，人类又需要

理性的科学的方法认识和遵循世界的本然秩序。无论是斯宾诺莎对于

其特定含义的愉悦（ｈｉｌａｒｉｔａｓ）状态的探求②，还是马克思对“现实的个

人”与“真正共同体”理想幸福状态的构想，都包含了他们调和上述张

力的独特诉求，即探讨人应如何重新实现情感（依存）与理性（自由）的

统一。

在此问题背景下，本文将从三个维度对比分析马克思与斯宾诺莎

对人类情感观念的共同反思，并指出两者为情感奠基的共通目的：首

先，出于各自不同内涵的“一元论”世界观，两者通过回归一种“新自然

主义”的维度———都采取了某种非传统的道德基础主义的话语，确立

了人类情感的必然性，较之于霍布斯等人的自然法观念，他们恢复了情

感对于人性完满的内在价值。此外，两者在因果关系的结构性视角下，

重新界定了情感与理性（认知）的关系，并以类似方式论证了：情感如

何可能从被动的、破坏性要素变为主动、充满生命力的人性要素。最

终，斯宾诺莎与马克思确立情感要素的“唯物主义路线”，为超越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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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Ａ．Ｋｉａｒｉｎａ Ｋｏｒｄｅｌａ，Ｓｕｒｐｌｕｓ：Ｓｐｉｎｏｚａ，Ｌａｃａｎ，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ｐｐ．１－３．
如何翻译和理解斯宾诺莎的 ｈｉｌａｒｉｔａｓ观念在今天西方学界也存争论，英语研究
界通常译法有 ｃｈｅｅｒｆｕｌｎｅｓｓ（欢乐）和 ｍｉｒｔｈ（欢快）等。在内涵上，斯宾诺莎的
ｈｉｌａｒｉｔａｓ观念重在强调身—心两个方面的愉悦，是理性与情感相交汇的、更高
层次的、在时间上持续的反思性欢乐，也是一种从身体整体出发全面获得更高

生命力和主动性的状态。有人甚至认为，在强调时间持续性上类似于亚里士

多德哲学中的 ｅｕｄａｅｍｏｎｉａ（幸福）观念。见 Ｇｅｎｅｖｉｅｖｅ Ｌｌｏｙ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ｓｓｉｏｎｓ：Ｓｐｉｎｏｚａ ｏｎ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ｓｓｉｏｎｓ”，ｉｎ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Ｇａｕｋｒｏｇｅｒ，ｅｄ．，Ｔｈｅ Ｓｏｆｔ
Ｕｎｄｅｒｂｅｌｌｙ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８，ｐｐ．４０－４４。



于个人主义的现代政治提供了怎样独特的可能性。

一、情感观念的“复兴”与“新自然主义”转向

无论是理性还是启示传统的古典视野中，情感或激情首先是一种

需要被克服、利用和驾驭的心灵或肉体状态。尽管柏拉图将激情（ｔｈｙ

ｍｏｓ）界定为理性与爱欲之间的中介，但在此后希腊、罗马乃至西方中

世纪基督教文化中，情感已逐渐演变为囊括各种欲望、爱恨、苦痛、愤

怒、恐惧等心理状态的总体性范畴。①人类的某些情感首先被设定为堕

落的恶，如对于金钱、肉体和荣誉的欲望皆是如此。这种从道德意义上

对激情和欲望展开批判的观念，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传统兴起之后，

受到了全面的挑战，尤其是当马基亚弗利式的“政治现实主义”扭转了

政治对于美德（能力 ／ ｖｉｒｔú）的预设后，似乎激情和欲望不再是一种神学

和道德意义上的邪恶，传统的道德教化和宗教救赎观念已经让位于那

些更能约束和利用情感的政治手段和世俗方法。②至 １７ 世纪下半叶，

斯宾诺莎提出了一种实体（神或自然）一元论，将情感视为思想属性的

一种样态，还原了情感最终属于自然组成部分的必然性基础③，这从根

本上拒斥了中世纪以来基督教传统中的自然目的论和上帝造物的“人

类中心主义”对情感的贬黜，也否定了把情感纯粹看成是精神意志任

意产物的观念，这是近代宇宙论变革带给斯宾诺莎与马克思的共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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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英］苏珊、詹姆斯：《激情与行动：十七世纪哲学中的情感》，管可秾译，商务印

书馆 ２０１７年版，第 ７—１０页。
斯宾诺莎曾明确表示，“尽管大家都相信，宗教与之相反，教导每一个人都要爱

邻如己，也就是像维护自己的权利一样维护他人的权利。但是，正如我所指出

的，这种信条在控制情感方面几乎是无能为力的”。见［荷］斯宾诺莎：《政治

论》，谭鑫田、傅有德、黄启祥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版，第 ３页。
斯宾诺莎指出，他并不把人的情感视为恶，而是看成跟天气变化等自然现象一

样，它们出于不可避免的自然本性。理解情感之本性，就是要认识情感产生的

充分和最终原因。见［荷］斯宾诺莎：《政治论》，谭鑫田、傅有德、黄启祥译，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版，第 ２页。



神遗产。①

英国学者塞耶斯（Ｓｅａｎ Ｓａｙｅｒｓ）曾提出一个尖锐的评价。他认为，

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着一类倾向，要将马克思的工人阶级予以

“清教伦理化”解释。似乎在马克思眼中，任何激情与欲望满足的观念

都只是阻碍无产者实现自我解放的幻象。②这一预设导致对马克思的

解释重新落入了历史目的论的困境———无产者成了历史的“理性狡

计”实现自身的工具。③以至于无产阶级的自由和全面实现的状态被描

述为清教徒式的精神与职业救赎。这种看法本质上与马克思的真实意

图相去甚远。

马克思早期对激情或者情感的认识，首先来自其“彻底的自然主

义或人本主义”诉求。这一诉求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表

述为双重意涵：即，人的“感觉”和“激情”，“不仅是［本来］意义上的人

本学规定”，更应该是“对本质（自然）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④马克思

一方面辩护了激情的“自然正当”。他在黑格尔的“现象学”意义上呈

现了激情（欲望）主体对自然的否定以及扬弃，将主体作为一种对象性

存在物承认了“激情（欲望）一般”就是人的本质力量或人本身。同时

又将费尔巴哈“感性直观”和自然人本学予以了吸纳，因而，尽管马克

思强调了自己对费尔巴哈复归赤裸自然的批判，将人本学的自然观念

置入社会历史尤其是工业化实践中，但他这种“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

道主义”⑤，依然是建立在对人自然需要及其精神冲动的肯定之上，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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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近代宇宙论从中世纪世界观中的一大转变就是，自然被赋予了更高的地位，人

不再是宇宙的中心。宇宙从一个封闭的等级世界变成了一个开放的世界。自

然就是这个开放世界，人只是自然的部分。见［法］亚历山大·科瓦雷：《从封

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７年版，第 ２页。
［英］肖恩·塞耶斯：《马克思主义与人性》，冯颜利译，东方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第 ８８页。
Ｓｃｈｌｏｍｏ Ａｖｉｎｅｒｉ，“Ｔｈ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Ｈｅｇｅ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ｘ”，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Ｖｏｌ．１，Ｎｏ．４，１９７３，ｐｐ．３９４－３９７．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２４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２０９ 页。



言之，科学和工业化的价值先服务于人的自然需要和情感，缺乏情感的

人本学奠基，将丧失基本的人性动力。人类的情感是在历史、社会和自

然的统一进程中完成的。即便是在共产主义阶段，人的情感只会以更

加充分的方式予以实现，它将是一种情感获得更为复杂而充分满足的

高级阶段。值得一提的是，２０ 世纪科耶夫在欲望问题的思考上，正是

借鉴了马克思对“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的结构性反思，从而将

欲望作为对象本身的最终满足视为历史发展的终点，弥补了黑格尔

“理性狡计”对欲望主体的贬抑。科耶夫的这个方案本质上就是对马

克思激情“人本学规定”的发挥。①

此外，马克思对激情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辩护，立足于他对

自然的双重含义的理解，即自然的内与外的统一。马克思将外部自然

视为人自身的延伸和外化，“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

人的无机的身体”，②换言之，人的内在自然延伸到了外在的自然界。

因此，对人的激情的“自然主义”辩护也就是对人与自然异化关系的纠

正，当然也包括对人与自身生命活动相异化的纠正。同时，克服劳动异

化的四个层面也就构成了回归自然的内外统一的途径。

马克思的情感观念，固然包含了人的基本生存欲望和物质需要的

心理状态，但在广义上牵涉到人对于自我发展的各种物质和社会条件

的欲求，如身心健康、免受精神压迫和复杂能力发展等。马克思从早期

的“人道主义”劳动异化观至后期的资本逻辑批判，一直有一条或明或

暗的线索存在，即现代意义的无产者的生存欲望（狭义激情）与生命力

的全面实现（广义激情）之间的张力和冲突。早期资本主义始终将人

压制到单纯的生存需要，但人对于更高层次的需要和精神冲动使其

努力逃离这种压制。然而，资本逻辑的深入在本质上追随了人的激

情的发展阶段，不断以更为复杂的方式使人的激情被异化和扭曲，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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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法］科耶夫等：《驯服欲望：施特劳斯笔下的色诺撰述》，贺志刚等译，华夏出

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１３８—１３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１６１页。



此，对人的激情的“自然主义”辩护，在后期《资本论》中，实质上转变

为马克思对一般意义的物质生产（生存欲望满足）与资本主义下资

本逻辑支配的物质生产（包含对生命的全面政治控制）两个层面的

区分和剖析。

马克思对激情的“自然主义”辩护跟斯宾诺莎一样，接续了前述 １７

世纪以来的观念，即重新将情感作为人性实现的内在条件和一个自然

事实予以承认。①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中，情感主要包含了痛苦、快

乐和欲望三种主要形式。斯宾诺莎界定了自然或神作为唯一实体的无

限意义，同时又使自然脱离了目的论的世界观，将其还原为一个因果互

动的世界。由于人只是（自然或神）实体在思想和广延属性上的样态

（ｍｏｄｕｓ），而人与其他存在物之间又不可避免发生着相互的偶然关系，

因此，人的大多数情感就是这种与外物相互关系在身体上产生的结果。

“欲望”作为情感的原始形态之一，斯宾诺莎将其定义为“人的本质自

身”，也就是“人竭力保持其存在的努力（ｃｏｎａｔｕｓ）”。②由于人身处自然

万物之间，人的理性首先要求确保自身的利益和存在。人的各种动机

和情感都跟人“努力”引发的自保相关联。

由于受马基亚弗利和霍布斯的影响，斯宾诺莎将保存自我的情感

和努力作为首要的“德性”予以强调，在他看来，“遵循德性而行”，“不

是别的，即是在寻求自己的利益的基础之上，以理性为指导，而行动、生

活、保持自我的存在”。③ 斯宾诺莎所指的“德性”与道德意义上的

“善”的内涵，并不完全重叠，一方面它类似于马基亚弗利思想语境中

的能力、力量、权力或生命力；另一方面，它也涵盖了道德意义上的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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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伦理学》汉译本译为“情绪”、“情感”，斯宾诺莎使用的原词为拉丁文的

ａｆｆｅｃｔｕｓ，目前英文权威译本将其主要翻译为“ａｆｆｅｃｔ”，Ｃｕｒｌｅｙ认为，ａｆｆｅｃｔ优于 ｅ
ｍｏｔｉｏｎ的地方在于，斯宾诺莎的情感有身体和心灵情状的双重含义。见 Ｅ．
Ｃｕｒｌｅｙ，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Ｓｐｉｎｏｚａ，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２００６，ｐｐ．６１３－６１４。
［荷］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７年版，第 １５０、１８３页。
［荷］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７年版，第 １８７页。



和理性生活的原则。①人首先要了解自己在自然之中的真实本质，它包

含着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丰富差异，认识这种差异，才能真正了

解对自己有利的事物，方可保存自身的独特存在和力量。②这种力量的

增减也是判断情感善恶的原则。又由于人只是实体的样态形式，与自

然万物一样都是不完满的，人类的情感也必然充满缺陷。德性的意义

就是要让人能够承认和理解这些缺陷，通过认识充分的观念和自己的

本质，使情感成为有助于提升而非削弱自身的力量。

情感的演进和驯服意味着，情感不再是传统自然和灵魂等级秩序

中应予以消除的低劣部分。政治的最高目的更不是要消除而是要保存

情感，将情感的合理要素予以最大化，从而实现情感内部的调和与提

升，这是马克思和斯宾诺莎回归“现实之人”并为情感重新奠基的首要

基础。

二、情感的制衡方法与新分类学

至 １７世纪，由于对身—心二元论、道德的人性基础与生命力关系

的重新认识，情感和激情重新成为自我认识与行动的重要主题，情感和

激情内部出现了崭新的分类方式。赫希曼（Ａｌｂｅｒｔ Ｏｔｔｏ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将

其称为“激情的制衡原理”。③具体而言，就是首先承认情感的某种合理

性，将人类情感的内涵予以优化和剥离，通过鼓励情感之中的合理、无

害的部分，去压制情感中的堕落、有害的部分。而按詹姆斯（Ｓｕｓａｎ

Ｊａｍｅｓ）的看法，“选择一种［激情的］分类体系，便意味着选择了一套总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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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Ｋｉｓｎｅｒ，“Ｓｐｉｎｏｚａｓ Ｖｉｒｔｕｏｕｓ Ｐａｓｓｉｏｎ”，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Ｖｏｌ．６１，
Ｎｏ．４，２００８，ｐｐ．７７４－７７６．
在斯宾诺莎看来，“德性与力量在我理解是同一的东西”。见［荷］斯宾诺莎：

《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４年版，第 １７１页。
［美］阿尔伯特·赫希曼：《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政治争论》，冯克利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１７—２４页。



的激情理论，而任何一套激情理论，反过来又会被人们比照已有的分类

加以衡量”。①情感的内部分类和剥离，情感开始在 １７ 世纪获得了正当

性，并重新作为一个合法的范式，奠定了近代政治哲学探讨自然权利和

契约论的基础。②对情感的分类和重新整合，使情感在 １７ 世纪后重新

获得了在自然中的地位。

马克思与斯宾诺莎在这种传统中占据着地位。两者都对情感范畴

内部进行辨析和剥离，希望提出一种标准和方法，在自由与自然之间找

到一条纽带，使那些更为自主、丰富、理性的情感最终能够扬弃和克服

被动、粗陋、低级的情感。他们都阐明了主动情感对于被动情感的优先

性，或者是人如何从被动情感向主动情感（自由）的演进，从而奠定一

种非神学和反目的论的人性观念。③

马克思强调的激情“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包含了其内在规定性

和自主性的两种含义：一是人基本的生存需要和感受性，另外则是自我

发展的能力、生命力和潜力。后一层次含义带有某种亚里士多德式的

“潜能”“实现”观念的色彩。④当代研究者大多重视马克思的“需要”概

念对于马克思社会理论的重要价值，较之“激情”或“情感”这类概念的

感性和宽泛，似乎“需要”是一种更为客观的社会范畴。而人的“需要”

自主性是情感自主性的直接表征。

在马克思看来，富人“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在这

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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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英］苏珊、詹姆斯：《激情与行动：十七世纪哲学中的情感》，管可秾译，商务印

书馆 ２０１７年版，第 ８页。
［英］苏珊、詹姆斯：《激情与行动：十七世纪哲学中的情感》，管可秾译，商务印

书馆 ２０１７年版，第 ２７—３３页。
有学者认为，斯宾诺莎哲学体系中的反目的论和自由诉求，是出于对笛卡尔反

目的论不彻底性的不满———其未将此逻辑彻底贯彻到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

见吴增定：《斯宾诺莎的理性启蒙》，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５２—５３页。
［美］纳斯鲍姆：《本性、功能与能力》，载麦卡锡主编：《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

郝亿春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２３１—２３３页。



而贫困，作为“被动的纽带，它使人感觉到自己需要的最大财富是他

人”。①贫富之人的差别，不只是财富的多寡，本质上体现在，与需要相

伴而生的情感状态的主动与被动，即人的自主和被塑造。马克思认为，

独立的人，并非生活在群体之外，而是在自我意识中不把自己视为一个

他者的从属物，“如果我不仅靠别人维持我的生活，而且别人还创造了

我的生活，别人还是我的生活的泉源，那么我就完全靠别人的恩典为

生；如果我的生活不是我自己的创造，那么我的生活就必定在我自身之

外有这样一个根源”。②概言之，贫困的人不仅认为自身存在的基本需

要来自他人，并且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的这种需要本身也是被他人创

造和塑造的，是他者提供了这种想象。这一虚假意识构成了贫困之人

在情感（需要）上的双重被动。同时，也就模糊了贫富之间的伦理

意识。

马克思主张，情感的主动与被动，能动与受俘，两者的辩证关系一

定程度构成了劳动异化的前提。贫困之人在基本生存需要尚不能在物

质和想象上独立时，其自我实现的劳动和其他对象化过程，脱变为异化

和自我丧失的过程。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后期在《资本论》“商品拜物

教”段落中谈到的“物象化”问题，实质上是这一问题的逻辑延续。即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情感关联，不再体现为主体—客体的直接关系，而

是虚假的社会和价值关系，一种“被物象化作为客观的某种东西假象

性地呈现出来的东西而已”。③

在资本主义的交往关系中，情感的满足不再取决于自我的直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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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１９４—１９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１９５页。
［日］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庄倩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第 １４５页。广松涉从《资本论》“物象化”的批判体系入手，提供了一种交互
主体性的立场，以反思价值对象的虚构性。试图进入一种路径超越传统“人

道主义马克思”诠释的主体—客体框架。笔者认为，这一路径恰好与斯宾诺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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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和满足，而是来自于处于不对等地位的一方所能塑造情感来源的有

效性及其强度。因而，在私有制下，创造他人的情感和需要，成了迫使

对方做出牺牲的手段，只有当他人产生了此种依赖，并追求这种新的

“享受”，受制于异己的力量，创造情感者自己的情感也才能获得满

足。①正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所指的，资本主义造成无产阶级是不

被满足、感到自身“毁灭”的对象，而有产阶级则是依靠向对方提供这

种满足，而获得“自我强大的证明”，但本质上，有产者和无产者双方都

处于一种“自我异化”的过程之中。②简言之，物的社会关系使被异化的

双方经历了情感从主动到被动，从全面享有人性到逐渐丧失的过程。

此后，科耶夫的欲望和历史终结论一定程度上将马克思这一逻辑推向

了极限。

在马克思本人的语境下，情感和需要的自主与被动，最终关涉到历

史的结构性前提和实践的主体性问题。它意味着，自我将意识到自身

需要对外部世界和他人的依赖程度和限度，当新的社会关系塑造了新

的需要，与之相应的情感也会发生自由和自主性的改变。

情感的主动与被动问题，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甚至《政治论》中

同样占据着极其关键的地位。首先，长期以来，不少学者认为，情感属

于被动的心理状态，因此不能够提升人的力量，也就与美德和理性无

关。然而，斯宾诺莎并不认为所有的情感都是有害的，他甚至谴责那些

“把困扰我们的情感视为我们由于自己的过错而导致的恶。因此他们

总是嘲笑、怨叹、责骂这些情感”的哲学家。③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

一个主要的论题就是如何主宰自身的情感以获得自由。为了让人获得

情感的自主，斯宾诺莎提供了控制和审视情感的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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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庄倩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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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版，第 １页。



斯宾诺莎将所有关于掌控情感的论证奠立在一个独特的基本前提

之上，即“一个情感只能通过一个和它相反的，较强的情感才能克制或

消灭”①，言下之意，情感是人的本性，而人关于善恶的真正知识（理

性）本身并不能驯服情感，唯有关于善恶的真正知识运用另一种更为

强烈的情感时，才能克制某些不当的情感。②

斯宾诺莎重新区分了自由（ｌｉｂｅｒａ）与必然（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ａ）的差别，自

由意味着，凭借自身本性而存在，仅仅由自身所决定的东西；而必然意

味着受制（ｃｏａｔａ），即一物的存在及其行为受他物决定。③真正自由的事

物也就是拥有自因之物，它只能是无限的实体，也就是神或自然这一唯

一实体。由于人不是实体，人在自然中的存在需要靠努力的冲动而得

以维持，换言之，人并不在自然之外享有自由，而是在充分理解自然的

必然性之后，方可具备获得自由的能力。因此，人的情感实际上是人与

其他存在物在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力量此消彼长的心灵属性的反映。

人首先获得的知识，也只是被动获得的关于情状的观念。要想让情感

从被动上升至主动，需要将这种知识提升至“共同概念”和充分观念，

甚至理智直观的知识。④

斯宾诺莎强调自己总是以“几何学”考察面、线和体积的综合方法

考察人的情感和行动。在《伦理学》中，他对区分主动与被动情感的

“界说”（定义）主要基于两个层面：其一，引发情感的事情的发生是否

出于我们的本性，也就是，我们自身是否是这件事的充分原因（观念）

或正确原因。反之，则是被动情感，被动的情感出自外在的偶然性或不

正确的原因。⑤其二，更为根本的是，斯宾诺莎所谓的出自自身和本性，

带有认识论的前提，即衡量情感的主动与被动的标准最终在于，情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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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７年版，第 １７５页。
［荷］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７年版，第 １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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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晖：《天人之境：斯宾诺莎道德形而上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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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７年版，第 ９７页。



原因能否被充分、绝对地知晓，从而我们可以从这一原因中完全理解情

感产生的原委。充分的原因（观念）是我们从中可以推导出某物的所

有性质的观念，也就是某物导致我们情感的全部、终极原因。①

斯宾诺莎试图将情感的主动与被动、合理与错误建立在一个认知

的、非单纯道德主义的基础上。虽然斯宾诺莎没有排除道德因素，但他

确实在论证上试图呈现一种“超善恶”的理论形式。在他看来，衡量善

恶知识的标准“不是别的，只是我们所意识到的快乐与痛苦的知识”，

“所谓善或恶，是指对于我们存在的保持有补益或有妨碍之物而言”。②

主动与被动的情感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快乐与痛苦。一种对我们的力量

有所增益的快乐，若未被我们充分认识其原因的观念，那它依然是被动

的情感。相反，一种同样能增进我们力量的短暂痛苦，我们如果能充分

认识其原因，那就是主动的情感。个人追求的最高善，也就是最能提升

自身的力量，理性应该让人认识到自身利益和他人是一致的，只有如此

才能实现相互力量的最大化。主动的情感要求人能看到相互之间的这

种共同本质，它首先是利己，同时也是人与人彼此间最为有利的状态。

这一状态涵盖了道德上的至善，也包含了自然权利和生命力的最大化。

斯宾诺莎在《政治论》中明确表示，国家的自然基础不应该在理性的教

诲中发现，应该在人共同的本性中去发现。但斯宾诺莎并不是要否定

理性，而是要重新认识理性，使其与情感共同回归自然秩序的一个环

节。③在自然中发现更为普遍的人类共性，使人与人的情感能够达成相

互的满足，从而实现自身力量的提升。

马克思和斯宾诺莎对情感的奠基除了价值论上的“最低限度”的

辩护之外，并没有将情感诉诸任何道德主义的基础。斯宾诺莎将这类道

德情感视为宗教产物，而马克思则认为是意识形态。对此，两者将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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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一种类似的理性框架之内。表面上，其目标只是将人类情感从被动

转向主动，属于一种内在反思的理智结果。但实质上，两者对于情感发

生机制真实性和充分性的强调，呈现了一种外在的批判性视角，这一视

角的充分有效性在斯宾诺莎语境中是一种“准知识论”的问题，而在马克

思那里，则是人类生产和交往社会条件的真实性和合理性问题。这种情

感认识论为一种保存人类情感丰富性的理性主义政治观给予了可能性。

三、共同体的认同：个人情感如何超越自利

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体系中，贯穿始终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类如

何可能认识自然万物的因果规律———即实体的自因及其无限属性和样

态的关系。由于斯宾诺莎反对一种目的论和上帝意志论的自然观念，

并将实体（内在于自然的上帝）视为内在的自因，因此，理解上帝这一

实体也就是理解自然作为内因导致的因果关系。情感问题的本质，也

就是理解人与外物（或他者）之间相互作用在因果链条上的充分、最终

的原因。而马克思早期对实践和社会关系的强调以及“去神秘主义”

的理论批判，本质上，属于对社会生活及其交往形式的因果关系的事实

性探讨。①

巴利巴尔认为，斯宾诺莎“最伟大的充满理智勇气的行动之一就

是打破传统的二元选择，根据这种传统选择，要么个体相互对立且社会

涣散（人对人是狼），要么社会作为整体而构成，进而和平与爱必然主

导其成员（人对人是上帝）”。②斯宾诺莎的“最大勇气”就是要揭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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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费尔巴哈提纲》第八条的这一表述，“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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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情感背后的确定性原因，也就是人类情感的共同本质。情感在本质

上并不必然导致人与人的分离，也不必然导致人与人的联合。所谓本

质，在斯宾诺莎那里，并不代表情感的整齐划一和抽象均质化，而是代

表着不同情感在人与人之间得以相互作用和激发的条件。情感从被动

到主动，从分离到联合，意味着人类需要充分认知，自我保存的欲望和

情感也应该是对他人同样有利的情感，在此基础上，人与人的情感才能

形成最大的合力。

巴利巴尔还看到，斯宾诺莎对情感起源或本质的追溯，其内在隐含

着两条主要纽带：一是人与人之间通过情感的相互强化获得的共同利

益，再者，是人与人在情感上的相互模仿认同，也就是对于同类的一种

共同感和想象。①前者这种彻底的利益互惠及其最大化，最终还需后者

的补充甚至奠基，否则单纯的利益算计很容易演变为冲突。此外，情感

的认同还将表现为，人对于自己阶级和国家的认同。②简言之，阶级、民

族和国家是人类认识情感本质的外在途径。③

由于情感的本质要求个人需看到情感超越个人的更高可能，也只

有在人与人能相互承认对方的情感时，自己的情感和力量才能获得更

大的满足，因此，情感的本质，不是一种内在的抽象，而是人与人的情感

之间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马克思跟斯宾诺莎一样，在为情感进行自

然主义奠基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核心的问题，即随着情感在现代资本

主义系统中演变了一种扭曲的抽象关系时，情感如何可能充分实现其

不被异化的本性。所以，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情感的本质和自主表征为

人性的全面实现和经济关系的权力合理性。

马克思把这一层面的情感分析，明确视为，对激情的“真正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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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肯定”。①情感不仅在人的“自然主义和人本学”的意义上予以规定，

它还伴随历史进入了更为复杂的中介性体系。在他看来，人类历史上，

情感首先获得了私有财产的中介性。私有财产及其所有制使人的情感

得到了全新的实现方式和抽象化延伸，情感演变为可以公约和量度的

抽象利益关系，以货币的方式予以呈现并实现交换和流通。② 正是在

这种激情的“真正本体论”的意义上，人类情感才彻底进入了社会关系

的现实化。当情感借助于私有财产和货币形式表现为私人利益的商业

形式，即马克思所说的“私有财产的异化”，情感的实现反而成为约束

人的自然情感、需要和自由的社会机制。由于货币具有将情感普遍化

和形式化的能力，人对于自然原本不同的各种情感和欲望也就被抽象

化和均质化，原本在“人本学规定”上需要捍卫的人本主义情感和自然

需要就转变为自利的抽象观念和绝对手段。因此，情感在经由私有财

产和货币的中介后，竟丧失了本来的自然丰富性。

当作为人类情感对象的私有财产被异化后，至此马克思也就面对

跟斯宾诺莎共同的问题：如何实现人与人情感的普遍认同？

马克思反对任何一种抽象的人性预设，同样，“激情”并不是作为

一种普遍的人性要素而被抽象化，因而马克思对情感的辩护，实质上也

蕴含着情感的现实差异性以及最终的普遍目的问题。情感在不同的时

代、地域、文化表现出具体的形式，但无论任何特殊社会都必须首先满

足个人在自然层次的需要，在此基础之上，情感会通过人的需要在现代

经济体系中成为普遍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情感实现并不必然导

致冲突。这是他与斯宾诺莎的相同前提预设。进而马克思开始进入了

其早期的问题意识：人作为感性或情感的差异化存在者，在特定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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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如何确保差异化的个体能够掌握自身存在的基础，最终又如何

实现普遍的目的。

塞耶斯曾准确地指出，马克思的情感和需要观念被镶嵌在一种社

会发展理论当中，因而，马克思并不会否认在超出最低生存意义的需要

之上，情感还有更高的认识和道德意义，此外，马克思也不会认为，现代

工业创造的所有人类情感、欲望和需要都是“虚假”幻象和罪恶诱惑。

相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人类某些虚假情感和欲望，因为具有历

史的相对性，必定会随着历史进步的力量消亡，抑或随着人的自主力

量、需求和人性的提升而最终被超越。①

在承认情感的自然正当和差异化，并追求情感的普遍性上，斯宾诺

莎与马克思都诉诸一种利益的共同体的现实基础，但斯宾诺莎将情感

的善恶奠基在一种对自然秩序本质的共识之上，而马克思则引入了历

史的维度，换言之，情感的善恶在斯宾诺莎“柏拉图主义”式实体观念

下首先是认识问题；而马克思认为情感的真正实现是一个社会历史的

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世界的激情（需要）与人类社会创造的

激情（需要）处于一种张力的关系，个体之间差异的激情最终在“真正”

共同体或自由的联合体中获得普遍目的，并在全面掌握自己的生存条

件基础之后，获得自由。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社会

契约论时表明，现代社会的分工只是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己的”

“必然”联系，真正的个体之间的联合是要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

的条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每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所属的阶

级和利益共同体，方可形成真正自由的联合体。②由于人与人之间的情

感差异，因此联合体的形成有赖于差异化的激情（需要）的保留，并在

此基础上，通过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将情感和需要的

差异在更高的阶段予以扬弃和升华，从而实现个体与普遍的融合。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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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明确提出，个体的自由只有在那些有别于“虚假共同体”的真实共

同体中才能实现。①

余论：唯物论传统与当代情感哲学

当代哲学在情感与认知之间关系的研究上获得了诸多突破，研究

者开始重视情感作为个体与环境之间因果关联的内在意义，正因如此，

斯宾诺莎主义传统逐渐受到当代情感理论研究的关注。②从这一传统

的特点来看，马克思同样提供了对于人类情感的类似思考，这在今天社

会科学所谓“情感转向”（Ｅｍｏｔｉｏｎ ／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ｕｒｎ）的研究潮流中已经得

到回应。③ 斯宾诺莎的哲学受惠于 １７ 世纪的新自然哲学和机械论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这一思想资源与马克思哲学可共同追溯至古代原子论

的古典唯物论传统。④如何进一步挖掘这一传统对人类情感问题的独

特思考，以至于为当代研究提供更丰富的资源，尚留有大量有价值的

工作。

（作者　 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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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论对自我和他人的治理

李 嘉 弘

摘　 要：本文扼要梳理了米歇尔·福柯生命最后七八年时间的工

作、特别是他 １９７７—１９７９年在法兰西学院所做系列讲座的内容。本文

认为：以《规训与惩罚》为代表的“权力”时期的福柯思想和后来“自我

修身”时期的福柯思想之间并不存在着某种断裂；相反，这一时期存在

着一段以治理为主题的平稳过渡。经由治理问题，福柯先前采用的权

力—抵抗的旧的分析模式最终转向治理与真理的关系结构，进而形成

了后期褔柯自我治理和主体塑造的叙事框架与基本线索。同时，福柯

这一时期对现代治理技术的历史分析也为我们批判性地认识现代国家

概念和当代新自由主义学说等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关键词：福柯　 治理　 新自由主义　 主体技术

过去学界一般认为，福柯在其理论生涯的晚年经历了某种程度上

的思想转变，从较早前对权力和规训的分析最终转向了以古代欧洲修

身文化和所谓生存美学为对象的专门研究。这种转向经常被国外研究

者认定为福柯晚期思想中的某种哲学回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ｔｕｒｎ）。① 这

样的印象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福柯生前出版著作的不连贯。从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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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训与惩罚》到《性经验史》的第一卷问世，再到《性经验史》之后

两卷在研究主题上的重大调整，很难确定福柯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演进

能够在这些不连续的著作中得到充分反映。而随着新世纪以来福柯在

法兰西学院的系列讲座陆续结集出版，如今他的研究者已经能够更加

深入地把握晚期福柯思想的发展。① 上述系列讲座不仅具有很强的连

贯性，而且也更加直接地反映了福柯本人在这一时期的实际工作。通

过对福柯“治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思想的进一步认识，可以发现，在权

力分析时期的福柯和修身技术时期的福柯之间，不仅不存在某种断裂

或者转折，而且形成了一条缓慢而渐进的思想发展路径。

一、福柯对治理概念的解释

实际上，福柯在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后期和 ８０年代初的研究主题就发

生了一次可大可小的转移。他在这一时期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为后来

的研究者留下了诸多重要的理论资源。其中“生命政治”概念对诸如

内格里和阿甘本等后代学者的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② 在 １９７７—

１９７９年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先后完成了题为“安全、领土、人口”和

“生命政治的诞生”的两个系列讲座。在随后的 １９８０ 年，福柯将其在

法兰西学院的年度讲座定名为“对活人的治理”，并且在讲座的第一次

课程宣布他随后的研究将由权力转向治理、由知识转向真理。③ 在这

一年讲座的一开始，福柯重拾了他曾在 ７０ 年代初分析过的希腊悲剧

《俄狄浦斯王》。在较早前的分析中，福柯将悲剧主人公俄狄浦斯所追

索和提取的知识看作是一种冗余的知识、一种相对于其统治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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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非法的知识。① 在 ８０ 年代他对相同的文本做出了更进一步的解

释。福柯认为，俄狄浦斯的知识就其本身来说并不是多余的。俄狄浦

斯悲剧的内在矛盾在于这样一类真理同俄狄浦斯所掌握的专制君主权

力的背反。② 这种背反实际上反映了古典时代希腊城邦政治对真理问

题的基本态度。对古希腊城邦社会而言，存在着一类真理，这类真理只

能来源于城邦公民，而统治者则无法获得这类真理。在福柯看来这样

一类真理就是治理的真理。

从这一年的讲座开始，福柯的研究重心逐步转到了修身技术的问

题上。这方面的研究最终反映在福柯去世前出版的两卷《性经验史》

以及他在法兰西学院最后几年所做的讲座中。③ 尽管从 ７０ 年代后期

直到去世，福柯的研究领域从早期近代和当代社会转向了中世纪基督

教和古典时代的地中海文明，但是这并不表示在其学术生涯的晚期存

在某种断裂或者转折。对盛行于古代基督教的“灵魂指导”技术的考

察在 １９７８年的法兰西学院讲座中就已经出现过。④ 而这一年的讲座

主要讨论的是西方治理风格的历史。到了 １９８０年，福柯又在法兰西学

院的讲座中涉及古代基督教的课题。这一次他集中讨论了古代基督教

的忏悔实践和真理问题。⑤ 古代基督教的忏悔实践恰恰处于基督教治

理模式同真理问题这两者之间，但同时也处于对自我的治理与对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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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理之间。忏悔实践一方面代表了基督教教会对教民施加的一种治

理技术，另一方面也是基督教徒显示自身之真理的一种自我修身的方

式。正是在基督教的忏悔实践中忏悔者才将自身建立为说真话的主体。

福柯的分析表明，对治理模式的探讨不能脱离对自我治理和自我技术的

研究。换句话说，对自我的治理和对他人的治理总是分享着共同的内在

布局。例如对于古典希腊城邦而言，自我治理是专属于城邦公民阶层的

特权。这一特权是统治者无法掌握的。但是在另一方面，自我修身又成

为公民阶层对地位更为低下的人群加以统治的正当性依据。城邦的男

性公民对奴隶和妇女的统治是建立在男性公民对自我的充分治理之上

的。而与此同时，统治者对于城邦的统治却又并不建立在统治者类似的

自我治理之上的。也就是说，城邦名义上的统治者并不掌握一种能够

治理城邦公民的技术，原因在于统治者的自我治理并不能使他成为比

一般公民更优越的人，而其统治只是出于血统或继承等先天和偶然原

因才确立起来的。因此，在古典希腊城邦内部的这种自治与他治的并

存关系中，治理技术的风格是一贯的，尽管其对象发生了改变。

由此可见，福柯的研究课题在 ８０年代由现代西方的治理技术转向

古代的自我技术并不意味着他对前一研究主题的放弃，也不意味着他

试图在古代世界的各种自我技术中寻找某种对抗现代治理的灵丹妙

药。实际上，他在 ８０年代的工作延续了 ７０年代他所分析的问题，而在

福柯的谱系学分析中，现代西方治理技术和古代欧洲—地中海盛行的

自我修身文化都从属于同一条历史线索。

如果我们从这一点出发来阅读福柯在 １９７７— １９８０ 年间所做的讲

座，那么他在这一时期提出从权力转向治理的研究计划就可以得到很好

的理解了。在 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度讲座的一开始福柯将讲座的主题定为生

命权力。但是随着讲座的进行他很快表示希望放弃讲座原有的标题而

将其研究的问题改为治理风格的历史。① 在解释治理概念的时候福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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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我理解的‘治理’是一种趋势、一种发展线索，这一趋势很长一段时

间在整个西方持续地导致了我们称之为‘治理’的那一类权力凌驾于其

他所有权力———主权、规训权力等等之上，并且一方面发展出了一系列

特定的治理机制，另一方面也发展出了一系列的知识。”①在这里我们看

到福柯所说的治理乃是一种形式的权力，但它并不只是与主权权力或者

规训权力等并列的另一种权力，而是时常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的某种权

力形式。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回过头去考虑福柯曾经着重分析过的规

训权力的话，那么我们应当意识到，规训权力在很多场合乃是治理的一

种具体手段和体现。在西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些大型的教养所、监

狱、收容所、济贫院、孤儿院、工厂、医院、精神病院等机构，一方面在方法

上是规训权力集中施加的场所，但另一方面从目的上说也是一类治理机

构。作为治理机构，它们关心的是人的行为操守（ｃｏｎｄｕｃｔ），而规训技术

只是对人的行为操守进行塑造的某一种具体方式。

二、古典时代的他治（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ｔｈｅｒｓ）

问题和国家理性（Ｒａｉｓｏｎ ｄéｔａｔ）

福柯所说的治理实际上指一类特殊的活动，这种活动的目的是

“引导人、指导他们的行为操守、限制他们的行动和反应等等”②。因此

并不是任何一种政治权力都意味着一种治理。比如，古希腊城邦社会

的阶级分化包含着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两个层面。一方面是城邦公民

对奴隶和妇女的统治和剥削，另一方面则是城邦贵族和统治者对城邦

的统治。但是这两个层面都不包含治理的成分。自由人对奴隶的统治

并不意味着前者对后者行为操守的关切。这种统治仅仅涉及人身支配

和物质资料的剥夺。这两个层面并不表示自由人需要对奴隶的行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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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等等方面加以特别的关注，并且奴隶的德行仅仅附属于主人的德

性。同样，城邦贵族和统治者并不是城邦公民行为操守的指导者。与

此类似，我们知道在近代西方历史上开始形成的现代国家同样是庞大

的经济集中和权力行使的中心。但是福柯在 １９７７— １９７８ 年度所做的

讲座却并没有分析现代国家作为税收机器和权力主体的角色，而是着

重考察了现代国家的治理功能。福柯的兴趣并不在建立某种关于国家

和统治的政治理论或者经济理论，而是发掘现代治理技术在历史上采

取过哪些形式。这也就是为何在他开始对近代国家的分析之前，福柯

首先回顾了古代东地中海社会和基督教的灵魂指导技术。这种技术正

是他治实践在古代西方的最为突出的表现。换句话说，将自我的德性

与他人的行为操守联系起来，在古代基督教观念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影

响。对于基督教而言，自我的得救始终是同他人的得救密切相关的。

因此与古典希腊城邦社会公民圈子的自治文化不同，古代基督教关注

所有信徒的得救、强调对他人的治理。这种他治理念明确体现在古代

东方宗教流传的牧人—羊群的寓言之中。①

那么，福柯是如何理解近代以来兴起的国家形态的治理功能的呢？

在原本题为“安全、领土、人口”的系列讲座中他分析了近代国家所具

有的治理功能。福柯原本是打算把安全、领土、人口等问题作为生命权

力的一部分来加以研究的。但是随后他发现把这些问题纳入一种对治

理风格的总的历史考察或许更为恰当。如果我们坚持以分析权力关系

的方式来理解近代以来产生的上述这些观念，那么有一些问题就无法

得到很好的理解。譬如说，福柯一度将规训权力视作是 １８世纪资产阶

级对抗民众非法活动时动用的一种博弈手段。而规训权力之所以关注

人的身体、行为操守，只是因为这种权力把身体和行为操守当作是其作

用点之故。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 １８ 世纪西欧的一系列规训机构同时

也承担重大治理功能，那么就很难将这些机构对身体和行为操守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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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单纯理解为一种以身体和行为操守为作用点的权力的结果。在中世

纪的欧洲无论是群体之间的政治冲突还是阶级之间的经济压迫都从不

依赖于一种关注人身和行为操守的权力技术。相反，这样一种技术或

许最早是在基督教会对教徒得到拯救的关切下发展出来的。福柯很清

楚规训技术与古代基督教的这种复杂历史关系。同样，他也知道像教

养所这样的机构是如何在一些新教教团内部发展出来并且随后被资产

阶级社会广泛使用的。① 如果说在近代欧洲规训技术开始被运用到世

俗事务上去的话，单纯将这种转移理解为一种技术的借用恐怕是不能

令人满意的。仅仅将规训技术看作是权力博弈中的一种工具仍旧无法

解释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为何规训权力作为一种跟主权权力截然不同

的权力形式会如此地关注人的身体和行为操守？与此相同，如果说相

比于规训权力对身体和行为的关注，生命权力转向了人口和安全等等

问题，那么这种转向本身是何以发生的？面对这样的疑问，福柯重组了

他之前所研究问题的分析方式，不再从权力技术的角度来考虑不同权

力技术及其作用点的替换，而是在治理的总框架下考察不同治理风格

的变迁。

虽然规训技术同生命权力的作用点不同，但是它们都是近代西方

产生的非常重要的治理模式。这就意味着，它们首先不是涉及对他人

行为操守的塑造，而是对自我的关注。福柯对古典时代西方世界的哲

学复兴做出过一种饶有趣味的解释。他把笛卡尔的主体性哲学看作是

一种近代形式的关心自我或者自我治理的模式，将其理解为一种塑造

真理主体的尝试。福柯进而指出在这一时期的西方，一方面基督教会

所代表的各种他治实践在不断加强，但另一方面古代哲学所包含的关

心自我、自我治理的成分却也得到了复兴。② 而近代西方公共领域的

他治问题则是伴随着私人领域的这种自我治理文化的复兴而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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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柯解释道：“在公共领域产生出一种问题，这一问题涉及主权权

力的行使如何并且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并且必须承担起这些以往不被承

认的指导行为操守的任务。”①换句话说，新的他治模式实际上是新的

自治诉求的延续。因此，在福柯看来，在近代兴起的国家和政治领域内

的他治实践不是古代基督教的他治实践的继承和转移。但是，国家和

政治领域对治理的关注也不是治理观念被直接带入政治诉求和国家权

力的结果，因为国家权力本身也将按照新的治理模式加以重建。在这

时国家和政权开始关注治理问题的原因在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权力

或者说主权权力被现代国家的力量观念所代替，而后者又开始被认为

依赖于对被统治者的治理。简单来讲，在某一个时期，对于近代形成的

庞大的绝对主义国家而言，一个国家的力量强弱和稳定被认为恰恰取

决于其国民是否能够很好地治理他们的行为操守。国家力量不再被认

为来自其君主的德性，而是建基于其国民的行为操守，这构成了近代国

家关注治理问题的根本原因。而主权权力本身也将在治理问题之下被

加以重组。因此福柯才会提出，不是将治理问题作为国家的一个部分

来加以考虑，而是将国家形态放入治理风格的历史中加以理解。现代

国家不是治理实践得以展开的唯一途径。相反，现代国家的观念却只

是围绕着治理实践才能够被建构起来的。

所以，现代国家的治理职能即是一种自治同时也是一种他治。作

为一种自治，国家理性关注的是国家自身的力量强弱和存续，以及同其

他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差异。而另一方面，国家的力量和存续取

决于国家对某个内部对象的他治；这一特定的治理方式就是古典意义

上的“警察”（ｐｏｌｉｃｅ，一译“公共管理”）。根据福柯的叙述，“警察”概

念在 １５—１６世纪的欧洲指的是由某种公共权威治理的社群及其治理

的实践活动②。可以看到这时作为一种治理实体和治理实践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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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还没有同国家建立起联系。它更像是资产阶级社群对其成员的某

种内部治理，而不是国家治理。但是到了 １７ 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的对

内治理，也就是“警察”活动开始被同国家的治理联系起来。在福柯所

引用的一段 １７世纪初的文本中我们看到，“警察”活动关心的是“一切

为城市提供修饰、形象和光辉的东西”。但是在一段 １８ 世纪末的文本

中，一位德国作者却把“警察”定义为“服务于国家的光辉和其全部国

民福祉的一系列举措”。① 可以看到“警察”概念是如何从资产阶级社

群的内在治理转变为国家对国民的治理的。很明显这一转变的基础在

于国家力量最终被同国民的行为操守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在于这

样一种观念：国家的力量取决于国民的福祉。由此，一个新的治理对象

被建立了起来。这个治理对象便是“人口”。对于近代形成的国家理

性而言，只有治理好“人口”，国家才能治理好自身。时至今日，正是近

代西方产生的这一观念仍旧在福利国家的框架下发挥着作用，尽管现

代治理风格在 １９ 世纪以后的发展将会不断地挑战现代国家的这一治

理职能。

三、他治权力的内在界限与新自由主义学说

在 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度讲座最初的几次课程中，福柯试图从生命权力

的角度对 １８ 世纪西方国家为应对食品短缺而采取的不同措施进行一

番分析。由于他不久后出于某种考虑变动了这一年度讲座的主题和基

本框架，因而在此之后他暂时搁置了对上述现象的分析。直到这一年

度讲座的最后一次课，福柯才又重新回到 １８世纪西方近代国家对食品

短缺问题的处理这一课题上。而这时他对这一现象已经有了更新、更

深刻的认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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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之所以在讲座的末尾坚持回到他一开始搁置的问题，甚至不

惜为此专门将讲座拖延了一周的时间，其原因在于 １８世纪后半叶在西

欧国家展开的有关食品短缺问题的争论标志着西方现代治理风格发展

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按照近代国家理性的原则，确保城镇的食品

供应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职责。因为在重商主义者看来，国家财富

的积累来自商品的对外出口，而城镇则是出口商品制造的基地。良好

的食品供应保证了城镇稳定的商品生产。鉴于此，当城镇的食品供应

出现危机时，近代国家采取的基本措施一方面是限制食品的流通、禁止

食品的外流和囤积，必要时采取没收手段，另一方面则是控制食品价

格、强制定价以保证城镇居民能够以低价购买食品。这样一套应对措

施在 １８世纪受到了重农学派的批评，其理由是流通和价格管制措施反

而导致食品的生产衰退和进口削减，从而加剧食品短缺、适得其反。福

柯把这样一种批评看作是对近代国家治理的一种反制。重农学派通过

引入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来为国家治理职能设置一种界限，从而划定

了一个国家权力无法企及的治理领域。这一领域从本性上来说是排斥

国家介入的，并且倘若国家权力试图违反这一领域对他治的排斥本性，

其结果只会事与愿违。

由此，新的治理空间才在近代形成的国家治理之外确立下来。虽

然近代国家形态在财政、军事和外交方面的职能保留了下来的，但是它

对内治理的活动却获得了新的形式。在 １９７８— １９７９ 年的法兰西学院

讲座中，福柯紧接着上一年的讲座内容分析了西方治理风格历史上的

这一重大转变。他把西方政治经济学作为国家治理的某种内在限制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如果说 １８ 世纪西方社会关于法权问题的诸多思考

是从外部限制近代国家治理职能的一种尝试的话，那么现代西方经济

思想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如何从内部确立国家治理活动的有限性。①

这种有限性不是由个人的某种自然权力或者全体个人的共同理性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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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而是产生于市民社会的某种内在自然和必然规律。国家对这

种内在自然和必然规律的违反只会损害国家的力量，而只有在这些必

然规律按照其自然状态正常运转时，国家的治理才能够有效。因此任

何国家只有在市民社会的内在运转出现异常时才应当介入。相应的，

需要建立一种关于市民社会内在自然和规律的知识门类。现代西方经

济学即承担了这一任务。

另外，现代经济思想不仅仅为国家治理提供了一种界限，同时它也

是这样一类思考：其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国家治理和资产阶级社会的自

我治理———尤其是抽象经济人（ｈｏｍｏ ｃｏｎｏｍｉｃｕｓ）的自我治理之间的

关系，在于如何处理自治与他治之间的关系。在福柯看来，亚当·斯密

的学说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最早的回答之一，因为亚当·斯密试图论证

的恰恰是个人福祉同集体财富的积累之间的关系。① 与之类似，新自

由主义则是对这一问题回答的一种现代版本。新自由主义理解下的经

济人不仅仅是追求自身利益和做出理性计算的古典意义上的经济人，

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对自我的客观环境和外在条件、对自己的健康、身

体、无意识、职业技能、人力资本（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等等进行资产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管理的主体。同时，新自由主义学说中的经济主体并不限于

个人。任何对自身资产进行治理的人、组织机构、企业乃至国家和社会

都可以纳入经济分析之中。由此，国家的他治权力在新自由主义学说

中得以同个体经济人的自治等量齐观。

以生命政治为例，福柯告诉我们，在 １９世纪，人口的外部环境和生

存条件开始形成新的他治对象。疾病、居住环境、水源、健康等等开始

进入国家治理职能的视野。② 从这时起，国家对人口的治理开始包含

一个重大内容。那就是对人口的生活环境的治理。而资产阶级则在此

基础之上重新试图从内部为国家在这方面的治理实践划定内在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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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作为国家治理对象的人口就必须具有某种内在自然和必然规律。

人口的这种内在自然和必然规律便是生命。① 作为治理对象的现代意

义上的“生命”就是由此被生产出来的。而一旦生命开始被作为治理

对象生产出来，那么现代社会的生命政治便诞生了。

这些构成了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背景。这种学说将人口的

生活环境视作是一系列的公共物品或者社会资产。同政治经济学的策

略相同，公共物品的提供也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纳入经济活动自身

的内在规律中来思考。其基本结论是：凡是那些能够确保市场规律顺

畅运转的治理领域都应划归个人自治，而只有那些出于各种原因无法

保证自律的治理领域才交由非市场机构治理。例如人力资本理论和所

谓“罪恶税”（ｓｉｎ ｔａｘ）等学说都是这种立场的表现。② 以医疗市场为

例，只要能够保证医疗市场的自律，那么为自身提供医疗资源便仅仅成

为个体自身关注的问题和决策领域。只有在医疗市场的某些部门或者

出于某些特殊原因整个医疗市场无法保证自律的情况下才允许公共权

力的介入。究竟要将多少资源投入到自身健康的资产管理中去？这一

问题需要由经济个体通过理性计算来决定，而其资产管理和决策的风

险也同样要由经济个体自己来承担。

新自由主义的这样一种理论策略产生了一个后果。那就是各种经

济主体对自身生活环境和客观条件的治理进入自由市场和经济交换的

分析之中。也就是说，生命成为资产，而主体对生命的资产管理变成为

现代经济主体自我治理的基本内容。由此，在古典意义上追求个人利

益并进行理性计算的经济人之上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主体。而对

自身生命的出色管理成了优秀的现代主体的基本要求。另外，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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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学说实际上处理的正是自治与他治之间的关系。它将这两个原本

互相封闭的治理领域贯彻起来，从而重组了这两个治理领域。由于生

命政治的产生，由于作为资产的生命既是国家他治也是经济人自治的

对象，因此这两个领域之间变得可以交流了。反过来讲，将国家的他治

同个人自治联系起来的正是它们所具有的共同对象。那就是作为资产

的生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能够将国家和个人的治理纳入共同的分析

框架，恰恰是由于资产管理被看作是一切治理活动的本质。而现代经

济学则是关于资产管理的学问。

总的来说，如同重农学派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一样，我们仍旧可以把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看作是近代国家治理权力同资产阶级自治要求之间

博弈和妥协的一种结果。但是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改变现代

治理问题从 １９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面貌。在这里不难看到福柯所

分析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同他对生命政治的批判之间的内在关联。

在福柯看来，生命政治作为一种现代治理风格同任何传统治理模式不

同的地方在于：生命政治通过以生命为治理对象来治理自我和他人，并

且在这种治理活动中不断将“生命”生产出来、把主体塑造为具有生命

的人。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要旨则恰恰在于：经济主体通过对自

身资产的管理来达到自我治理的目的，同时在对“资产”概念的不断扩

充中将作为治理对象的资产生产出来。在生命权力与新自由主义的结

合点上，“人力资本”这样的概念就是“生命政治生产”和资产概念膨胀

的最好例证。而当代社会无限衍生的各种医疗实践和话语则是一个不

断“生命政治化”和“新自由主义化”的社会的标志之一。

从一个更广的角度来说，新自由主义所表征的现代社会的问题并

不在于，现代性掩盖或者扭曲了诸如生命等所谓本质。在福柯看来，像

生命或者劳动这样的所谓人的本质并没有在现代社会遭到削减或者还

原。实际上，这些东西恰恰是作为治理对象被现代社会生产出来的。

当代社会面对的问题因而不是本质的贫乏或者异化，而是本质的剩余

和过度膨胀。新自由主义所能够设想的唯一的治理手段，就是经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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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对资产的治理。而新自由主义学说本身所从事的便是治理对象的无

休止的生产。反过来，在现代社会，不需要生产治理对象的治理风格却

边缘化了。从这个角度看，晚期福柯试图在古代欧洲—地中海文化中

寻找的，不是摆脱治理的可能性，而是另一种不包含对象生产的治理风

格的可能性。

四、结　 论

福柯在 １９７７—１９７９年间在法兰西学院所做的系列讲座在其思想

发展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此后的工作中他将逐步转向对古代

欧洲—地中海文化和自我修身问题的研究。然而日后的这些研究仍是

他在以上两年所做工作的直接延续。诸如治理、真理和主体化等等问

题都是在这两年的讲座中首次被提出的。同时，这一时期福柯研究的

具体问题，比如古典时代和 １９ 世纪的知识问题、权力关系、生命政

治 ／生命权力等等却又同他更早前的研究范围相重合。可以说，在这关

键的两年里福柯所做的正是从一个新的理论叙事框架出发重组他之前

研究过的问题，并借此来完善这个新的叙事框架。而从 １９８０ 年开始，

他将借助这个新框架分析一些他之前并没有考察过的现象，比如古代

地中海文化中的修身技术等等。

相比于福柯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开始建立起来的权力关系的分析框

架，他在理论生涯的晚期所使用的叙事框架不再是围绕着权力—抵抗

的关系而组织起来的。在 １９８０ 年初的讲座中他把这个框架关注的要

点确定为治理和真理之间的关系。在福柯看来，任何形式的治理总是

与某种展现真理的方式密切相关。在随后的几年中，主体性概念又逐

渐在这个理论框架中浮现出来。我们知道，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福

柯研究的基本课题便是主体塑造和关心自我。可以说，治理和真理的

展现都是围绕着主体塑造而构建的。从根本上说，晚期福柯的理论分

析框架就是一种关于主体塑造和自我治理的叙事框架。从《规训与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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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时期的权力关系框架到一种关于主体塑造的叙事框架的最终形

成，构成了福柯思想后期发展的基本线索。

如果我们由此出发回过头去审视福柯 １９７７—１９７９年的讲座的话，

可以看到福柯对国家理性直到新自由主义经济人这之间历史的分析实

际上是对现代西方历史上一些至关重要的主体塑造技术的梳理。国家

治理问题的提出反映了近代国家从 １６ 世纪以来被逐步建立为新的政

治叙事主体的过程。国家理性实际上正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主体技

术学。而作为新叙事主体的国家及其自我治理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流行

于资产阶级社会的个人自我治理伦理的挑战。以上两种主体塑造技术

和叙事的冲突和博弈构成了福柯所分析的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和经济思

想谱系的最根本的内在线索。而生命政治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治理模

式，便是在此基础上被建立起来的。正是在福利国家的他治和理性经

济人的自治的不断拉锯之中，作为治理对象的“生命”的各种具体内容

才被生产出来，并被作为客观真理加以接受。而在新自由主义既作为

一种政治思想又作为一门经济学存在的今天，我们实际上仍旧没有摆

脱现代社会的治理问题，也没有摆脱现代主体问题这个一般思想内核。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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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理论：理解列斐伏尔的另一把钥匙

关　 巍

摘　 要：晚期列斐伏尔对时间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节奏分

析理论，并将其作为自身整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节奏分析理

论的核心旨趣是将节奏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重新思考日常生活的异

化问题。贯穿“节奏分析”理论的逻辑主线是“日常生活何以被异化、

以何异化、如何克服异化”。列斐伏尔以节奏分析理论完成了对其一

生理论观点的再综合，既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以节奏控制为方法的时

间异化控制模式，又试图将对日常生活和身体的微观研究与时间的宏

观研究相结合，探索人类解放模式。

关键词：列斐伏尔　 日常生活　 时间　 节奏分析　 身体

亨利·列斐伏尔（Ｈｅｎｒｉ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１９０１—１９９１），西方马克思主义

著名代表人物，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空间生产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

研究和节奏分析理论的开创者。列斐伏尔的思想理论影响深远，尤其

是晚期以节奏分析为载体的时间理论，既是列斐伏尔最后的理论创建，

也是对自身日常生活批判、空间、城市研究的综合性尝试和原理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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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目前国内学界较为关注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理论、空间生产理论

和城市问题研究，而对列斐伏尔的时间和节奏分析理论的研究则相对

薄弱。事实上，列斐伏尔将节奏分析与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研究相结

合，试图对资本主义制度主导下人类社会生活异化的根源进行本质性

说明，以探索以身体为核心的微观与宏观辩证结合的人类社会解放道

路。对列斐伏尔时间理论的研究，构成理解其思想的另一把钥匙。

列斐伏尔认为，以往哲学对日常生活被压制状态的“失察”，造成

了自身对现实生活的“失语”。日常生活的全面异化提出了对日常生

活进行哲学批判性考察的迫切任务。因此，列斐伏尔将系统考察资本

主义制度与日常生活的对立、探索人类社会的革命性解放之维，作为终

其一生的总问题。“以往模式的革命只注重宏观世界的革命，即重视

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重视社会解放，而忽视了微观世界的革命，即忽

视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忽视个人解放。”①列斐伏尔认为，摆脱异化状

态，微观日常生活革命恰是人们的不二之选。列斐伏尔以《日常生活

批判》三部曲，系统构建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

与自身理论研究的深入，列斐伏尔逐渐意识到实现宏观与微观握手言

和的重要性。其晚期著作《节奏的分析要素：节奏分析知识论导论》，

列斐伏尔以时间为研究对象，以生产方式表征人类社会发展、表达人类

日常生活变迁、生活方式更替，系统提出了节奏分析理论，以重思日常

生活异化；以节奏分析为方法，将身体作为节奏异化的载体和时空统一

体，以“疾病”和“革命”的双重逻辑，构建了人类社会节奏化的“一般原

理”和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异化本质的节奏化“特殊原理”；回答日常生

活“何以被异化、以何异化”这一困扰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核心问

题，清理自身理论的地基，试图实现宏观与微观的和解。

学界对列斐伏尔在多部著作中反复“预告”并于其去世后最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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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学明、吴松、远东编：《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列斐伏尔、赫勒论日常生

活》，云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版，第 ２２页。



场”的时间问题研究成果———节奏分析理论涉猎较少，尚未深耕。其

原因，一方面相较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其晚期

时间问题研究著作的翻译，尤其是英译本出现得较为晚近，影响了学界

对节奏分析理论的了解与掌握；另一方面在理论文本中列斐伏尔对时

间问题长期并未给出完整系统的理论探讨，以至人们认为列斐伏尔将

不会对时间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建构。此外，列斐伏尔研究者和传记

作者的“忽略”，也成为影响学界知觉的重要原因。事实上，从列斐伏

尔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踏入理论界伊始，到 １９９１ 年离世，非但并未放弃时

间研究，反而对时间问题的思考始终贯彻于其整个理论体系中，可谓

“草蛇灰线，伏延千里”。

一、列斐伏尔时间理论的酝思与最终出场

在列斐伏尔漫长的研究与写作生涯中，时间问题在其头脑和“作

品”中挥之不去。从初踏理论界，到成为法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家，再

到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城市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的建构，列斐伏尔屡

次涉及时间问题，尤其认为时间与日常生活和空间有着内在关联，对前

者的说明，有助于阐明日常生活异化与城市问题和空间研究的本质。

同时，一些思想家对相关问题的探讨，一定程度上构成列斐伏尔时间研

究的理论资源。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中，指出循环时间

与线性时间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必须予以密切关注，因此我们将建构

社会节奏分析来考察这一问题。在《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指出，时

间与空间的关系有待于清晰的阐明，而时间研究将构成《日常生活批

判》的第四卷，也意味着《空间的生产》的最终完成。在 １９８１ 年出版的

《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中，列斐伏尔给出研究时间问题的关键概

念———节奏的定义以及节奏分析理论的部分内容。列斐伏尔指出，节

奏分析是一个正在构建的新科学，研究这些高度复杂的过程。它可能

会补充或取代精神分析。它把自己置于身体、生理和社会之间，是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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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核心。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中叶，年轻的列斐伏尔与一批巴黎哲学生们展开

了密切的合作与思想交锋，以“瞬间”理论，为时间研究奠基。此时，挑

战柏格森哲学的统治是他们关注的重要话题。① 列斐伏尔认为，正是

在这一时期，开启了列斐伏尔的时间，形成了———“瞬间理论”。② 列斐

伏尔认为，相对于柏格森的“绵延”，“瞬间”更为重要而深刻。列斐伏

尔深受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影响，将“瞬间”理解为现有的正统观念遭

遇可能被推翻或彻底改变之挑战的关键时刻。瞬间虽为“一眨眼的工

夫”，但却意味着一个“关口”，在那里过去和未来冲突、融合、轮回、循

环。列斐伏尔以“瞬间”反叛连续的线性时间，意识到以时钟为标志的

线性时间，包含着同质化的隐忧，人们的生活显然是异质性的、充满趣

味与想象的。生活中间断的瞬间，如游戏、休息等，对人们尤为重要，它

们形成了人们相遇、交流的模式，也是在场的模式。因而，在这一时期，

列斐伏尔形成了必须将时间理解为“生活”的和社会的，这一重要

观念。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作为法国共产党理论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列斐

伏尔对研究和译介马克思的思想著作作出重要贡献。列斐伏尔尤为关

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尤其是其中关于异化问题的探索，列斐

伏尔以此为基础出版了研究专著《辩证唯物主义》。列斐伏尔以马克

思为思想导师，认为马克思对生产方式，尤其是对生产关系的分析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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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轻的人包括诺伯特· 古特曼、乔治·波利策、保罗·尼赞、乔治·弗里

德曼。列斐伏尔和他们一起组成了“哲学家小组”，编辑了种类繁多的杂志，包

括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的《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ｓ）与《思想》（Ｌｅｓｐｒｉｔ）；马克思
主义传入后，他们于 １９２８ 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创办了《马克思主义杂志》（Ｌａ
ｒｅｖｕ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ｅ）。此后，列斐伏尔与古特曼一同翻译并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早期
著作简读本，包括对《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译介等。
“瞬间理论”是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与时间研究的重要理论内容。尤其

是在时间理论中，“瞬间”被理解为连续性的中断，意味着断裂和革命。列斐伏

尔以“节庆”作为“瞬间”的比喻也见于《城市的权利》和《城市革命》等著作。

关于“瞬间理论”的详细阐明，见《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



产生了重要影响。列斐伏尔以马克思相关理论为基础，对造成时间异

质性的根源有了本质性的领会，尤其是对不同生产方式构造的时间

“占用”和生活模式有了深刻领会，意识到生产方式与时间社会性之间

的内在关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斐伏尔参与反抗法西斯主义

的地下活动，流亡法国南部，１９４７ 年出版《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此

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列斐伏尔中断了对时间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但

这并不表明列斐伏尔忽视甚至遗忘时间问题，也并非意味着时间问题

的次要性，时间研究以潜在的形态存在于相关问题的探讨中。十年后，

列斐伏尔为该书撰写的第二版序言中的《日常生活中的工作和闲暇》

部分，以历史眼光，通过“工作—闲暇”间关系的揭示，具体探讨不同社

会形态下的时间“占用”问题，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对“闲暇”时间的占

用、制造和控制。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之后，法国思想界研究主题的切换以及相关理论

研究的影响，开启了列斐伏尔时间研究的新思路。彼时，以福柯、德里

达和利奥塔为代表的一批理论家，为 ２０世纪 ６０ 年代差异性哲学（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的兴起作出了重要贡献。列斐伏尔积极关注差异

性哲学，认为差异性根源于人类的现实生活境遇。列斐伏尔认为，差异

并非意味着简单的对同质性、统一性的否定，而是代表着平等、民主和

社会主义。尤其是，差异性哲学为列斐伏尔思考时间的差异性、异质性

开辟了新道路。在这一阶段，列斐伏尔的好友乔治·古尔维奇对时间

问题的研究，对列斐伏尔产生了一定影响。列斐伏尔视贾斯廷·巴士

拉为自身时间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通过巴士拉，列斐伏尔将“节奏分

析”一词的历史追溯到葡萄牙作家卢西奥阿尔贝托·皮涅罗·多斯·

桑托斯。巴士拉对“要素”问题的研究，对列斐伏尔有一定的影响。列

斐伏尔的时间理论在涉及节奏分析的成分或者基本原则问题时，将要

素理解为某种构成世界的最初元素，而节奏具有和要素相类似的属性，

是某种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精神分析理论在传入法国近 ４０ 年后发展势头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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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减，列斐伏尔对此经过长期的了解和研究后，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

精神分析的批判态度，试图构建新的方法———节奏分析方法，以替代精

神分析方法。列斐伏尔与精神分析学家纠葛颇多。在精神分析理论传

入法国后，列斐伏尔最初受其吸引，但不久之后即产生疑虑。在 ２０ 世

纪 ６０年代，列斐伏尔对精神分析学家的态度变得更为强硬。虽然他和

拉康都参加了 １９６０年关于无意识理论的研讨会，但列斐伏尔认为，弗

洛伊德将性欲理论化，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性泛滥，而心理学家也不再将

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作为性泛滥的根源，这样的观念被普遍接受，严重

削弱了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批判。列斐伏尔对拉康的理论尤其难以

容忍。列斐伏尔将建构一种新的理论与方法形态以替代精神分析，作

为一项重要工作。最终在《节奏的分析要素：节奏分析知识论导论》第

二章《节奏分析学家》中，列斐伏尔着重强调了节奏分析学家的社会诊

断功能，试图以之抵御精神分析方法。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对列斐伏尔节奏分析理论

核心概念“身体”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时列斐伏尔对该问题的

思考体现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列斐伏尔认为，西方哲学已经摒弃

了身体研究，这是不能容忍的①，因而在《空间的生产》中，始终贯穿着

身体的在场。列斐伏尔指出，身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眼睛、耳朵和手

并不是身体的被动组成部分，它们在身体这一承担生物性、物理性和社

会性互动的载体中拥有各自的节奏。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通过干

预、影响、控制、重建身体节奏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列斐伏尔

明确指出：“没有一刻，节奏的分析和节奏研究忽视了身体。”②列斐伏

尔在《节奏的分析要素：节奏分析知识论导论》中用大量篇幅、以隐喻

的方式，分析和描述了身体节奏干扰、控制与重建的方法。列斐伏尔试

图表明，资本是在蔑视生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以对身体和生活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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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的裁制为统治基础。

１９８５年《节奏分析理论研究》（Ｌ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ｒｙｔｈｍａｎａｌｙｔｉｑｕｅ）和 １９８６

年《地中海城市节奏分析随笔》（Ｅｓｓａｉ ｄｅ ｒｙｔｈｍａｎａｌｙｓｅ ｄｅｓ ｖｉｌｅｓ

ｍéｄｉｔｅｒｒａｎéｅｎｎｅｓ）两篇论文的发表，使列斐伏尔的时间研究以节奏分析

理论的形态得以初始显现。① 列斐伏尔认为时间研究能够提高对人类

现实生存状态的分析质量，节奏分析能够弥补《空间的生产》的不足，

通过时间，资本主义空间部署与安排的原则和机制能够得到更好的说

明。列斐伏尔尝试以节奏研究综合视觉上观察到的占空间的物体及各

种有形的感觉。这一构想最终在《节奏的分析要素：节奏分析知识论

导论》第三章《从窗户向外看》中得以实现。列斐伏尔试图综合抽象

的、带有暴力性和生殖崇拜的空间视觉统治，这是他在《空间的生产》

一书讨论的一个主题。② 在后一篇论文里，列斐伏尔将节奏分析方法

应用于地中海城市的节奏研究，给出了使用节奏分析方法的实践范例。

列斐伏尔试图以此说明中心和边缘、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的相互

影响、空间干涉和布局关系。以此为基础，１９９２ 年《节奏的分析要素：

节奏分析知识论导论》出版，标志着列斐伏尔时间理论的正式提出。

此外，列斐伏尔时间研究的直接灵感源自音乐。列斐伏尔认为，节

奏在音乐理论中是最重要的，且音乐给了我们一种替代线性模型的选

择余地。在《节奏的分析要素：节奏分析知识论导论》一书的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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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和节奏》中，列斐伏尔系统讨论了音乐问题。

二、列斐伏尔时间理论的主要内容

列斐伏尔以节奏分析理论作为其时间研究的理论形态，明确指出

节奏分析理论的核心旨趣“是要找到一种科学，一个知识的新领域”。

这一研究的目的在于将节奏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以揭示日常生活异

化的本质原因，诊断资本主义制度的症候，深化日常生活批判，探索人

类解放模式。列斐伏尔节奏分析理论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时间与日常生活的内在关系

列斐伏尔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出发，指出日常生活时间存

在两种“计量”方式，或者说日常生活既可以进行自我计量又同时被他

物所计量，且这两种计量方式需要保持一定的平衡，方能使日常生活保

持稳定、持续运转并制度化自身。日常生活时间的自我计量方式，源于

自然，表达为循环节奏；日常生活时间的他物计量时间源自人类社会，

表达为线性节奏。循环节奏源自宇宙和自然。线性节奏则源自社会实

践和人类活动。循环节奏与线性节奏在日常生活中相互交织，但线性

节奏以一种同质化的统一性力量，日益消除时间乃至空间质的差异性，

使日常生活趋于同质化。因此，对循环节奏与线性节奏关系的说明，将

有助于找出日常生活异化的根本原因。

列斐伏尔指出，循环节奏和线性节奏的斗争，在不同的社会形态

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程度差异，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也随之

存在差异。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围绕时间的占用和斗争虽然存在，但

尚未对人们长期演化形成的自然节奏构成严重威胁。随着资本主义制

度的发展，社会经济、技术原因的引入，社会节奏与自然节奏、循环节奏

与线性节奏的斗争日益激化。日常生活时间日益呈现出配给性和碎片

化。比如，由于经济目的，工作时长的增加，夜晚侵占白天，破坏了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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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缩短了睡眠时间，带来了疲乏的社会症候和精神身体疾病；由于

技术的原因，工作步骤的碎片化、重复化形成了差异性的时间使用与工

作模式，构成了时间的等级制，贬低了劳动者的自我价值和创造力。列

斐伏尔以循环节奏和线性节奏的辩证关系构建了人类社会节奏化的

“一般原理”，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节奏控制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异

化本质的节奏化“特殊原理”。

（二）时间与空间的本质关联

列斐伏尔的时间研究早于空间研究，但对时间与空间的关系长期

言而未明、思而未决。但他坚持，只有对时间进行充分研究，空间与日

常生活理论才能最终完成。

在节奏分析理论中，列斐伏尔反复强调时间与空间的辩证统一关

系，在二者的地位与作用上，时间是空间的动力机制，空间是时间的表

征或投影，即空间是时间的产物或者产品，这是列斐伏尔通过节奏分析

理论对时空关系的重要解答。时空关系在作为时空统一体的身体上表

现得最为明显。“节奏借助空间存在于城镇和城市的工作中、存在于

城市生活中、存在于运动中。同样地，节奏也存在于自然生物和社会时

间尺度的冲突中，由此出现了身体的节奏和社会的节奏。”①列斐伏尔

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时空关系，指出“社会空间和社会时间被交

换所主导成了市场的时间和空间。尽管不是所有的存在都成了商品，

但至少节奏变成了商品”②。节奏的商品化，是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制

度进行批判的重要内容。资本主义通过空间的生产，将资本逻辑贯彻

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城市化进程和思维模式，但是节奏的商品化、资本

主义线性节奏成为“领奏”，统治和制裁自然节奏和多样性社会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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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人类社会节奏和社会发展的同质性，是我们时代资本逻辑的重

要统治方式。

（三）时间权力及其运作批判

循环节奏和线性节奏，宏观上表征了两种时间作用模式，但是，列

斐伏尔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关于时间及其使用的艰辛而隐秘的

“斗争”。也就是说，“循环节奏和线性节奏的关系并不简单，它们可以

是互动关系、干预关系，或一方统治另一方，或一方反抗另一方。总而

言之，二者是辩证统一关系。它们一方渗透于另一方，但却处于无休止

的抗争之中：有时妥协、有时分裂。然而，它们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

结，如钟表重复的滴嗒声‘计量’日夜循环，反之亦然”①。

线性节奏作为理性的、数字的、定量的、同一性的节奏尽管没有改

变身体的各种自然节奏，却将自身叠加在身体各自然节奏之上，如呼

吸、心跳、饥渴等等，使自然节奏纳入社会权力运作。时间的重复性带

来的感觉消减了人们对时间权力问题的自觉意识，忽视了现代社会时

间控制与安排的给定性和限定性，对时间控制的批判尚未走入社会批

判理论的视野，节奏分析理论研究将扛起时间权力及其运作机制的批

判性考察，将时间权力批判带入前台。

（四）资本主义制度下时间斗争的微观身体研究

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理论，将身体作为时间控制的焦点，指出时间

权力斗争和时间节奏控制是阶级社会权力运行和斗争的角斗场。节奏

分析理论的一个重要目标在于使人们理解时间斗争、抵抗时间异化。

列斐伏尔开启了哲学的日常生活研究路向，这种相对微观的研究及其

成就，已经被人们所公认，但节奏分析理论显示，身体才是列斐伏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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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研究的微观“单位”。

节奏分析理论视域下的身体具有如下特征：身体是自然节奏和社

会节奏的承担者，自然节奏和社会节奏在身体上对立统一、复合平衡，

形成身体节奏；自然节奏和社会节奏通过融入、占据、表达身体得以显

现；人类个体，节奏是其独有“风格”与“姿态”的表征；身体作为空间存

在，融合了时间与空间；身体节奏紊乱带来的肉体与精神疾病，是资本

主义条件下时间异化隐秘性、严峻性与破坏性的具体显现。列斐伏尔

认为，对身体的研究代表着对精神和知觉研究的胜利，身体是差异性产

生的根源，也是差异性的表征，身体承载着自然与社会力量，是二者节

奏的直接作用对象。时间节奏的重复、线性、循环等都铭刻在身体之

上，这条路径使身体从不成熟走向成熟，最终走向疾病、衰老和死亡。

从身体的日常节奏和对它的规训出发，我们能够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

权力运作模式，把握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对身体的戕害这一基础上

的，因而，列斐伏尔指认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敌视人的。即，资本的

线性节奏，取代了自然节奏，压抑并抹杀了各种差异性节奏，以对身体

的否定为基础，妄图建立以自身为基础的同一性节奏，这种毁灭性的力

量是我们时代身体、精神症候的根源，也是社会症候的根源。

（五）节奏分析法及其应用研究

节奏分析法是列斐伏尔以节奏分析理论为基础，通过节奏的区分

与辨识，诊断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异化的病态性日常生活的方法。该方

法以节奏分析学家为主体，强调调动以听觉为核心的综合感官，“倾

听”节奏与节奏差异，进行节奏诊断。其核心目的在于，确证资本主义

制度特殊的社会节奏与生活节奏，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经成为世界性的

“单一节奏”，破坏了节奏的多样性，以“单一节奏”统治、干预其他社会

制度、文化传统、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身体存在模式，形成全球资本主

义“节奏统治”。

以节奏分析法为基础，列斐伏尔给出了将节奏分析法应用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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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范例：一是“地中海城市”节奏分析，二是“巴黎街道”节奏分析。

前者着重于在传统与现代、中心与边缘、保守与革新的对立统一中，揭

示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各文明传统、社会制度、国家、人民的节奏共

振、融合与对抗；后者则更为微观地展示城市、街道作为人群的集聚地，

由于文化传统、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差异性所带来的节奏对立与复合

关系。

三、列斐伏尔时间理论的重要意义

列斐伏尔节奏分析理论对时间问题的研究，改变了笛卡尔以来，西

方传统的时间解释模式，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对时间问题的理解，一定

意义上带来了哲学传统时间解释模式的转向与唯物史观时间问题的自

觉。节奏分析理论在对时间社会历史性揭示的过程中，将时间问题与

资本主义制度的异化本质相结合，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以时间控制进

行异化统治的实质、策略和方法，开辟了一个审视资本主义异化问题的

新视角。

近代以来，知识论研究背景下，牛顿和康德对时间问题的探索具有

代表性。以牛顿和笛卡尔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将时间视为

自存的客观实在。这种对时间物理性的理解存在两种后果：要么造成

人们在讨论时间问题时将时间理解为完全客观的，从而丧失了社会历

史规定性；要么在思考社会历史问题时，时间成了标的物或“刻度”，使

时间成为抽象的、社会历史事件的附属物。作为近代哲学的集大成者，

康德将时间理解为内直观形式，从而为自然界立法———赋予现象界以

主观秩序，又使时间丧失了社会历史性的言说权力。

列斐伏尔对时间的理解，不同于上述方式。他以马克思的时间研

究为基础，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丰富马克思的时间理论，促进了唯

物史观时间社会性研究及其动力机制的当代自觉。马克思对时间的理

解和阐释，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包含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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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维度和未来社会的解放维度。在博士论文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马克思提

出时间问题是感性存在者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时间对人的意义，在于

人通过时间能够把握现象世界，认识事物，但是人对现象世界的把握、

对事物的认识不是抽象地讨论人的认识能力或范围，而是通过把握事

物的现实性和本质，以创造性地发展人的可能性维度———通过现实把

握未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谈论“时间”，

但却通过实践概念，提出了“历史”这一问题。马克思认为，历史是人

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同时也是实践活动的前提。这就将实践概念引入

时间和历史，构成了马克思时间理论的主体内容。此后，通过政治经济

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批判，比如指出：“工厂制度的特点是，

它本身显示出剩余价值的真正本质。在这里，剩余劳动，从而劳动时间

问题成了决定性的东西。但是，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

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随着资本侵入这里，剩余劳

动时间成了对工人精神生活和肉体生活的侵占。”①马克思清楚地表

明，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是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对

自由时间的争取，事关人类的自由与解放。“剩余产品把时间游离出

来，给不劳动阶级提供了发展其他能力的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在一

方产生剩余劳动时间，同时在另一方产生自由时间，整个人类的发展，

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

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

必要的基础。”②

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理论对时间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区别于近代

以来思想家们对时间的理解模式，通过资本主义制度节奏异化的揭示，

将时间作为批判武器，自觉时间社会性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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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的时间理论虽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对时

间与人类社会的具体关系，尤其是时间与日常生活及其权力争夺与控

制的关系，对时间与空间的内在关联，对时间与身体的关系等，尚未充

分揭示。在节奏分析理论中，列斐伏尔试图提出人类社会节奏化的

“一般原理”和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异化本质的“特殊原理”。在该原理

之下，身体构成节奏分析理论微观研究的核心范畴，以揭示资本主义条

件下时间控制、节奏异化的隐秘性、严峻性、破坏性，将个体肉身与社会

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以补充马克思的研究视角，实现宏观与微观的辩证

综合。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理论，揭示了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时

间上的异质性，对西方现代性中对日常生活的遗忘、对时间单一的客观

性和同质化理解，做了系统的反思和批判，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时间理论

的开显，和对马克思“时间是人的生命尺度”的致敬。但是，将时间控

制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异化的原因与社会控制方法，并未深入到资本主

义制度的本质的一度中，不能回答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及其动力机制，

也未找到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因而列斐伏尔试图超越

历史唯物主义的目标并未达成。列斐伏尔希望通过身体节奏革命这一

微观革命模式重建“和谐节奏”，最终实现人类解放，对推动历史唯物

主义解放问题研究具有一定意义，但是以时间维度建构人类社会的解

放维度的目标从本质上难以实现。虽然如此，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理

论创造性地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的时间“规训”模式———通过

节奏控制人们的生活、身体和思想，制造出病态的社会和病态的人，为

批判和反思资本主义制度，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供了新视角。

（作者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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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性身体观：吉登斯生活
政治学的理论基点

陈　 曲

摘　 要：身体作为社会理论中的重要维度，在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的西

方社会理论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变化，身体问

题已然超越了传统哲学意义上的身心概念思考，而逐渐发展成为身体

社会学，与政治、历史、社会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一变化与其作为实

践领域与社会文化变化形式密切相关。在晚期现代性社会，身体、财

产、性之间的传统关系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发生变化。同时，通过身体引

发的伦理问题也进入社会理论的研究视野。英国当代社会理论家吉登

斯将身体视为日常接触的行动系统，具有能动性特征，成为晚期现代性

社会新型亲密关系的载体。本文主要结合吉登斯的关系性身体观，探

讨其理论渊源并揭示与生活政治学之间的关联。

关键词：关系性身体观　 行动系统　 能动性　 情境空间性

一、关系性身体观的理论渊源

吉登斯关系性身体观的核心就是将身体视为日常生活的行动系

统，且具有能动性特征。较之于先前传统哲学中有关身体的探讨，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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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在晚期现代性背景下赋予身体更为现实具体的概念内涵。一方面是

对笛卡尔身体—心灵二元对立观点的突破；另一方面将身体纳入日常

生活领域中结合行动的自我加以分析。

具体来说，起初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将身体视为受灵魂指令支

配的机器，使其从属于精神。此后，斯宾诺莎的“身心平行论”对身体

概念的重新阐释实现了有关身体研究的重要推进，但依然未能抛弃笛

卡尔对身体和心灵的二元划分。事实上，真正开始处理并跨越主—客

二元对立问题的是梅洛－庞蒂，他在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和海德格

尔的此在现象学的基础上提出前意识的“现象身体”，心灵与身体的观

念被相对化。“我们已经看到身体不是一部封闭的、心灵只从外面作

用于它的机器。只有通过它的可以提供所有层次的叠合机能，它才能

够获得界定。”①因此，“现象身体”是超越二元对立、混合精神与物质

的存在。梅洛－庞蒂彻底否定了笛卡尔的意识主体，“将身体的内在世

界和身体主动感知到的身体交叉起来，于是身体不仅标识了自我的存

在，也成为感知外在世界的主体”②。身体间充满着各种关系性的存在

并延伸普遍至生活世界之中。“事物总是处在与我的关系中，并烙上

了身体的印迹。”③此时，身体已然不再是孤立的客观存在，而是处于关

系之间。在此基础上，吉登斯将身体视为个体行动与其周遭生活世界

的中介，是将个体与社会联结在一起的行动领域，这一关系性身体观彻

底与笛卡尔传统区别开来。

此外，梅洛－庞蒂的“情境空间性”（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也成为

吉登斯身体观的重要理论来源，即将身体定位于在场的时空之中，只

有在具体的行动中才能被理解为身体。身体作为存在与展开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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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能仅被理解为物质性空间，相反，“身体的轮廓是某种无法被一

般的空间关联跨越的边界”①。身体的空间性使其维持成为一个系

统，身体的统一使人们认识到周围世界的统一。基于此，吉登斯着重

关注时空中的情境化实践，将身体空间性作为共同在场的基础，是与

他人发生社会交往关系的行动领域。只有在情境化实践中，身体才

能成为身体。

然而，吉登斯的思想随着其研究重心的转移发生变化，因此，对于

吉登斯身体观的考察需要结合前后期思想加以分析。本文旨在揭示吉

登斯的关系性身体观与其后期生活政治理论之间的关联。此时，吉登

斯整体研究方向已逐渐侧重于晚期现代性背景下的自我与社会。而作

为其核心概念的“反身性”也随着研究重心的偏移，与“自我的反身性

投射”关联在一起。身体作为反身性的载体与表现，似乎已然受到反

身性的影响和控制。对此，有学者指出，如果说吉登斯早期著作《社会

的构成》中，身体是作为对社会行动约束的自然有机体出现的，得以对

个体施加自然约束。既受社会结构影响，又积极主动再生产社会结构。

那么，在后期的生活政治理论中，身体则被吸纳为现代性内在指涉的反

身性的定位场所。吉登斯的身体观随研究重心发生了变化，这种对反

身性的放大似乎忽视具身性中的生产性要素，身体对结构性规则和资

源的再生产和转化所发挥的作用都让位于反身性。可以说，“社会的

反身性力量和具备反身性能力的个体结成相互决定的关系，似乎没有

给肉身化主体的能力和倾向留下任何积极肯定的余地”②。

对于上述观点的反驳，理应结合吉登斯关系性身体观的基本特征

加以分析。事实上，尽管吉登斯身体观存在研究领域的变化，但其核心

特征并未因此改变。处于关系中的身体必须从一开始就与笛卡尔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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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于精神的身体严格区分开来。首先，与笛卡尔身心二元论所体现

的主体主义自由意志不同，作为社会理论家的吉登斯，其出发点始终是

生活世界中行动的自我与身体。我们知道，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将精

神与身体分离，身体只是被心灵操控的物质实体。相反，吉登斯所关

注的是日常生活中作为行动领域的身体。其中，以日常接触作为分

析切入点，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动置于共同在场的情

境之下，即日常接触的区域化实践。在具体定位的互动情境之下，个

体与他人进行日常接触。吉登斯对情境空间性的重视深受欧文·戈

夫曼关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理论的影响，即“个体在他人面前出现时

会造成一种情境定义……其他人不管处于多么被动的角色定位，他

们也会通过自己对个体的回应，通过他们对个体发起的任何行动方

式，来有效地影响这种情境定义”①。同时，吉登斯比戈夫曼更加重视

日常接触的例行化实践对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其中所体现

出的社会系统制度性特征，这一点在吉登斯有关现代性内部指涉体系

的分析中得到详细阐述。在这一意义上，其身体观早已与笛卡尔主义

相距甚远。

关系性身体观的另一特点是重视能动性，即身体从来都不是在道

德奴役和组织权威双重影响下“被驯服的肉体”，这一点区别于福柯纪

律权力下的身体。在吉登斯看来，福柯关于权力、话语、身体的理论，缺

失了真实历史及其主体，他的“‘身体’并非行动者”②。在福柯的权力

话语中，所关注的是身体在各个阶段受社会和文化影响被驯服的历史。

现代社会中权力的焦点是政治的作为权力关系产物的身体。产生作为

权力客体的身体是为了对它进行控制、认同和再生产。③ 在这一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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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福柯的身体具有被动铭写性，身体不是根据它自身的主动力量而

展开”①。不同的是，吉登斯所考察的是具体的历史及其主体，其中，自

我的反身性（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作为核心机制持续内嵌于日常生活中的行动

流之中，身体本身得以解放。同时，行动者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ｂｉｌｉｔｙ），即行动时具有自觉意识并知其所为。如果说意识

是情境性主体的肯定性活动，而能动性则是强调对潜在具有可塑性的

客观世界的干预。

立足于关系性身体观，吉登斯以身体作为行动中的自我统合体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借由自我的反身性联结自我与社会，“自我”是“社会自

我”（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ｌｆ），自我认同（Ｓｅｌｆ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一方面由现代性制度所塑

造，同时也塑造着现代性制度本身”②。伴随晚期现代性社会对生活世

界的影响，一种不同于解放政治、更为关注个体生活方式选择与自我实

现的新政治话语———生活政治产生，其中，自我与身体成为其展开的重

要领域。

二、生活政治的重要领域：自我与身体

在晚期现代性社会，自我与身体在自我认同的反身性投射中变得

更加亲密和协调，成为生活政治理论的重要领域。以关系性身体观为

理论基点，生活政治围绕自我的社会关系世界，关注生态问题、贫富差

距问题、家庭问题、身体问题、自我认同与自我实现问题等等。这些问

题固然与解放政治所关注的社会公正、正义和解放等问题具有相关性，

但更多涉及与价值认同和价值选择相关联的生活决策、生活方式的选

择，即在传统与自然趋向衰微之后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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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在当今是一种通过反身性方式而获得的成就。自我身份认同

的叙事需要在与不断变迁的本土和全球社会情境的关系中被形塑、修

正并以反身性方式被保持。个体必须以这种方式把多元化的传递性经

验所产生的信息与本土的实际生活相整合，从而使未来的投射与过去

的经验得以通过一种合理且连贯的方式实现联结。而只有当个体能形

成一种内在真实性时，这样的整合和联结才能实现。”①也就是说，生命

历程被理解为一个统一体，进而形成一种基本的信任框架。因此，与关

注权力与资源的差异性分配的权力等级制的解放政治不同，生活政治

中的权力是生成性的，即作为转换能力的权力，旨在形成一种在全球化

背景下促进自我实现且在道德上合情合理的生活方式，对生活政治的

现实关切昭示着未来社会秩序意义深远的变迁与发展。

首先，“生活政治的理论论争和实践斗争的一个根本要素就是对身

体过程和身体发育的反身性的获取”②。身体与反身性的结合，成为生

活政治领域关于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议程。我们知道，自我的投射注

重“控制”与“真实性”，但随着现代性抽象体系③对自我和身体的渗

透，鉴于人们的私密感受度，这种投射成为将日常生活重新道德化的根

本推动力。因此，除真实性之外，道德问题也成为自我反身性投射密切

关注的内容。尤其是身体所有权问题，即个体如何在生活规划中作出

有关身体发展策略的抉择，以及该由谁来决定对身体产物和身体部分

进行“处置”。这种自我的反身性规划直接关系到“我将如何生活”，即

生活政治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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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与传统社会相较，自我和身体不再是自然的，也就是说，不

再是原初给定的，而是发生着“自我社会化”与“身体社会化”。我们的

身体，是经由“自我反身性规划”的身体，反身性使身体不再被接受为

个人生活的既定“图像”，而是具有“全面排查程序”（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这一身体的自检程序，时刻对身体的健康程度

进行监控，利用饮食和医疗知识组织个体未来生活。另一方面，现代性

使反身性自我认同的积极建构成为可能。在传统社会，自我仅被理解

为具有独特性的某个人；而在晚期现代性社会，拥有自我必须要通过行

动才能够回答“我是谁”，完成自我实现与自我认同。“自我”不是只能

承受外在影响的被动实体，自我身份认同更强调经由反身性认知所实

现的建构过程，其中的“自我”是一种“具备反身性的行动者”，而“身

体”在其中起到类似中介的作用，用以接收和传递经验信息。自我通

过反身性构建其身体，并以此为基础完成自我实现与自我认同。查尔

斯·泰勒曾言，“为了形成并保有一种自我感，我们必须清晰地知晓我

们来自何处，又去向何方”。自我与身体的社会化过程具有历史性，即

不断吸纳周围发生的事件并纳入自我生平。

同时，道德与生存问题通过自我和身体集中体现在生殖领域，构

成生活政治的实质性内容。吉登斯指出：“性认同越来越成为一个生

活方式问题，至少在最近的将来，性差异将继续与人类的繁殖机制联

系起来。”①受现代性内部指涉体系影响，自我与身体在生殖领域中

实现联结。这里涉及的现实问题是生殖伦理。生物学意义上，生殖

固然体现的是基因的传递，但从道德角度上来说，它还触发生存性矛

盾。其背后所关涉的乃是自我的超越，即人的个体生命有限性与无

限接近自身限度的问题。比如刚刚出生的胎儿具有何种权利？又或

者未出生者具有何种权利？这些问题不仅是分析问题，更是道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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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此外，生殖领域也体现出个体生活方式的选择与全球性影响之

间的联系与作用。比如传统社会科技的滞后造成避孕手段的单一与

局限，造成生殖方面人为控制的可能性极小；而随着现代各种避孕手

段的出现以及生殖技术的发展，生殖领域充满多元选择，基因传递可

以不依赖于生物体而是以人工的方式实现。从此前通过避孕控制生

命跨越到如今依托技术创造生命，个体决策有可能直接关涉到整个

社会秩序的变动，这种围绕整体和个体权利的问题将长期影响人类

的生活世界。因此，生殖领域引发的多样选择为生活政治议程中的

机遇与风险提供了丰富内容。

不难发现，晚期现代性社会中的自我身份认同有着既稳健又脆弱

的矛盾特征。一方面，由于其具备一种预设的本体安全感———接受他

者的存在但不会依赖于他物，因此保障了自我身份认同的稳健性；而另

一方面，由于外部环境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变迁，那些构成自我身份认

同主要内容的“自我生平”也会发生变化。现代性的抽象体系彻底渗

透了自我与身体，并使之成为各种生活方式选择的检验场。自我与身

体以一种私密的方式置于自我身份认同的反身性投射之中，其中还渗

透着个体生活伦理学，即一个人不重新发现道德生活，就不能“成为某

个人”。这一日常生活再道德化的过程昭示着晚期现代性社会生活的

转型，身体作为新型情感关系的载体，从外部关系转至现代性内在参照

体系，吉登斯称之为“亲密关系的变革”，透过生活政治议程表现为私

人领域的民主化。同时，受个体反身性与社会反身性的双重影响，私人

领域民主化又与公共领域民主化之间存在某种对称。

三、晚期现代性社会的民主化与社会团结

在吉登斯看来，晚期现代性社会中“个人之间及家庭成员之间的

关系不再建立在财产契约之上，而是建立在通过亲密关系和性接触来

实现的对个人满足的一系列期盼之上。这些新型的亲密关系也表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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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工业社会中身份属性与个人观属性的重大变化。”①在生活政治中

体现为“作为民主的新型亲密关系”，强调主体间沟通交往的平等与尊

重，包容多元与差异。

在个人生活领域，情感力量以身体作为载体，成为晚期现代性社

会中纯粹关系的重要维系。纯粹关系之所以纯粹，正是由于脱离了

外部的制度性压抑，依靠基本信任维护本体性安全。在这一意义上，

这种关系是基于情感交往而非制度给定的关系，因而是抽象的、纯粹

的。置于关系性身体观中，身体作为情感关系的中介，其特征是“能

动”与“自治”，尤其体现在对于身体控制、操纵的剔除以及有关社会

关系的生成性特征上。相较于解放政治时期理性与情感之间所存在

的严格遵循两性差异的制度分化，生活政治重新定义了可塑性性征

与生育性征。所谓亲密关系的变革，在性关系上直接体现为女性的

性自主与性多元主义的突破。自此，性欲经由情感重新整合成为爱

欲，性认同把广义的自我认同与道德关怀联系起来，“性和感情平等

的纯粹关系使个人生活的大规模民主化成为可能”②，构建伦理原

则。值得注意的是，吉登斯对于情感的理解，是与伦理维度结合在一

起的。这一点不同于弗洛伊德。在弗洛伊德那里，情感受理性支配，

而理性因其性质与伦理相分离，伦理仅存在于公共领域。与之不同，

吉登斯将情感视为交往手段，这种情感关系模式意味着在个体和群

体生活中的伦理框架。“作为一种生活政治，情感问题并不是恢复激

情的问题，而是要为评价和证实信念而发展伦理准则的问题。”③因

此，这一发生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关系变革，伴随着反身性自我规划，既

是对自我生活的重塑，也是现代性内部指涉体系对传统生活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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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

吉登斯进一步指出：“个人生活的民主化与全球政治秩序中各种

民主可能性之间存有一种对称。”①以关系性身体观为依托的生活政

治，是以对话民主为特征的差异政治。他将对话民主描述为“以更加

民主的方式管理的全球关系趋于原则性的谈判。这里，各方的相互

作用以发现相互的基本关怀和利益开始。首先辨识出一定范围内的

可行选择，然后进行筛选……既可能坚持谈判的实质内容，又可能对

对方持支持和尊重的态度。总之，如在个人领域一样，差异可以成为

交往的手段”②。尽管其中不乏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但这种包容多元

性与差异性的民主模式，体现出自主与团结的结合，成为晚期现代性

社会民主化的重要特征。基于此，吉登斯提出一种建立在新型民主

关系之上的社会团结方案———“后传统社会的普遍伦理”。这种普

遍伦理，作为生活政治的目标，为处于生活世界中的我们揭示了普

遍性价值，即在自主、团结、追求幸福的主题引导下恢复积极的生

活价值。普遍性伦理原则承认人类生命的神圣性以及幸福和自我

实现的权利，同时人类也要承担推动民主化与社会团结的义务，容

纳差异与多元。由此可见，现代性带来的是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

的重组，其中逻辑不再是“为自我持存而斗争”，而是致力于社会

团结。

当然，生活政治理论并不是一项完备的政策方案，但其意义在于揭

示出晚期现代性背景下的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从权力等级化的解放

政治转变为以关系性身体观为基点、情感关系为交往手段的生活政治。

“自我”不再作为被限定的个人领域与政治领域相隔离，行动者在共同

在场情况下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具有交互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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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生活政治重视情境空间性，但其论域并非限

于柯林斯所描述的“微观情境”，社会结构也并非由相互关联的微观情

境逐渐变为宏观。具体来说，柯林斯将互动仪式的核心机制描述为高

度的相互关注与情感连带①：高度的相互关注，即高度互为主体性；高

度的情感连带，借由身体的协调一致所焕发的情感能量，这些共同引发

群体的身份认同与团结模式的形成，并构成稳定的社会关系。然而，尽

管吉登斯在有关行动者的交互实践以及身体作为情感关系的载体等方

面与柯林斯概念共享，但这种宏观 ／微观的划分，吉登斯认为毫无意义。

事实上，柯林斯的“互动仪式”源自欧文·戈夫曼，因此也就沿袭了戈

夫曼的微观互动立场。在吉登斯看来，戈夫曼把“行动者的活动存在

于一个由社会的结构所决定的预先框架中……但他们对社会结构的形

成和发展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戈夫曼的著作正

好符合成为现代社会学重要特征的宏观和微观研究分野”②。相反，吉

登斯认为，这种宏观 ／微观划分所讨论的内容与现象，实际上涉及的是

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之间的关系。“即使是那些最为变动不居、范围

有限的微观情境，也深刻蕴含着制度化的行为模式。”③日常的区域化

实践，必然受到现代性内部指涉体系—制度反身性、脱域以及本土与全

球之间的相互渗透影响。在这一意义上，以关系性身体观为理论基点

的生活政治并非简单的微观话语，而是超越了经济发展和技术控制的

文明，分析共同在场情境中的互动与日常接触。其中，反身性以身体作

为载体联结个体与社会，与社会系统的制度参数相互影响。在晚期现

代性的轮廓下，由现代制度引发的社会生活变化直接影响着作为行动

系统的身体并与自我相交织。生活政治将自主权利与个人和集体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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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联系在一起，体现出自我作为行动者对生活方式所进行的具有生成

性、可能性与创造性的决策与设计。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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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走出黑格尔法哲学的
“过度制度化”？

———基于霍耐特承认理论的视角

任 祥 伟

摘　 要：霍耐特极力强调黑格尔法哲学的当代价值，他认为黑格尔

的《法哲学原理》中包含了丰富的相互承认思想，尤其是在伦理领域，

相互承认构成了其中心主题。但是这种承认关系往往是奠基于形式化

的法律和制度之上，因此，这反而凸显了黑格尔法哲学的“过度制度

化”的特征。为了走出黑格尔“过度制度化”的窠臼和实现黑格尔法哲

学的再现实化的目标，霍耐特在《个人自由的病理学》中展开了对黑格

尔法哲学的修正和发展，尤其是强调“爱”和“友谊”这种习惯化的交往

关系，以及承认的对称形式和水平维度。

关键词：霍耐特　 黑格尔　 承认　 过度制度化　 法哲学原理

迪特·亨利希指出：“被黑格尔称为主观意志的个体意志，完全依

附于不同制度的秩序，而这些制度是论证它的唯一法则。”①因此，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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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前主要社会思潮的最新发展动态及其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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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的法哲学被其称为“绝对制度论”。霍耐特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

分析，也包含类似的看法，即认为黑格尔法哲学中具有一种“过度制度

化观念（ｏｖｅｒｌ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ｉｄｅａ）”①。所谓“过度制度化”，即在黑格

尔看来，在建立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伦理实体方面，一个社会只需重

视法律制度，而忽视了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或者说，社会生活中的其他

交往关系被黑格尔排除在社会制度系统之外。为了走出黑格尔法哲学

的“过度制度化”，霍耐特以《法哲学原理》为蓝本，在他的《个人自由的

病理学：黑格尔的社会理论》（以下简称《病理学》）②一书中试图转向

承认理论去寻找解决方案，并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重构和发展。这个

过程同时也是霍耐特将黑格尔法哲学再现实化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

为了对解决当今社会问题产生有益的启示和影响。

一、解决“过度制度化”的必要性：

黑格尔法哲学的再现实化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是一个时常引起歧义和争论的文本，从马

克思时代开始，对于该文本就有诸多不同的解释。虽然不少人对该书

中黑格尔表现的保守趋向存有质疑，但是很少有人将《法哲学原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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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哲学相关的问题联系起来。霍耐特则试图将黑格尔法哲学再

现实化，以期对当代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在《病理学》中，德文

“Ｒｅａｋｔｕ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一词被翻译为英文“ｒｅａｃ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即“再现实化”，

这意味着通过对文本的再诠释，从而引出它的现实意义。在霍耐特看

来，要做到黑格尔法哲学的再现实化，必须要摒弃黑格尔的两大缺陷：

其一，黑格尔是在《逻辑学》体系的框架下展开其法哲学理论的，而这

个方法体系（即逻辑推演）束缚了人们对它的理解。其二，黑格尔法哲

学的“过度制度化”以及由此导致的黑格尔政治学说的保守性和反民

主性。

在霍耐特看来，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远比支配当代政治哲学的

康德范式更适合反思现代问题，但是，由于黑格尔的反民主观念以及他

整个哲学的本体论前提，当代政治哲学家不愿意诉诸《法哲学原理》。

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由于其本体论的精神概念，对我们来说已经变

得完全难以理解”①。在这里，霍耐特重申了对黑格尔形而上学的批

判。除了霍耐特之外，对《法哲学原理》类似的批判者还包括查尔斯·

泰勒（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ａｙｌｏｒ）、艾伦·伍德（Ａｌｌｅｎ Ｗｏｏｄ）等人。② 霍耐特还认

为，不能通过论证《逻辑学》的结构和概念映射到《法哲学原理》上的某

种程度来理解两本著作之间的关系，甚至我们能够摒弃黑格尔在《逻

辑学》里提供的方法论指导，因此“最好还是把这个文本（指《逻辑

学》———引者注）当作有许多孤立的闪光思想的采石场来处理，而不是

徒劳无益地把这个理论作为整体重构起来”③。可见，霍耐特只是选择

性的吸收黑格尔的《逻辑学》，进而把《逻辑学》与《法哲学原理》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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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来，这种做法俨然抛弃了黑格尔哲学的整体逻辑，抛弃了黑格尔概念

化、逻辑化的概念体系。但是霍耐特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更好地转向相

互承认的法律关系、规范关系和伦理关系，更好地使法哲学再现实化。

因此，霍耐特必然会偏离黑格尔法哲学的整体逻辑。

其实，霍耐特并非要直接面对这些形而上学问题，而是旨在表明

“我们可以不借助国家概念或者逻辑学的推演过程而富有成效地解释

这本书（指《法哲学原理》———引者注）的目的和结构”①。在霍耐特看

来，这项工作的合理重构只需考虑黑格尔的该观点，即“所有社会现实

都有一个理性的结构”以及在这个现实中采取“制度化的互动”（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② 霍耐特转向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主要

是因为它有着使社会和政治制度日趋合理的规范性功能。但是当黑格

尔把现存的社会制度纳入其法哲学体系的时候，却潜在地证明了现存

制度的合理性，这是黑格尔哲学中的保守趋向。甚至于，黑格尔总是诉

诸现实世界中已然存在的固定化、形式化的法律和社会制度来充当实

现个体自由的充分必要条件。为此，霍耐特进一步批判黑格尔实现

“个体自由的过度制度化观念（ｏｖｅｒｌ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ｉｄｅａ）”。③

在霍耐特看来，黑格尔的“过度制度化”并不能充当个体自我实现

的充分必要条件，相反，一味地维护现存的法律制度反而使黑格尔陷入

保守主义和反民主的窠臼之中。为了走出黑格尔的“过度制度化”，从

而能够使黑格尔法哲学再现实化，霍耐特转向了《法哲学原理》中丰富

的承认思想资源。但是黑格尔法哲学中的承认思想大多也是强调的对

法律形式、社会制度的承认，仍然是为其保守的政治观念所服务的。因

此，霍耐特要做的就是，扬弃黑格尔的承认思想，进一步发展出对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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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法哲学具有再现实化作用的承认理论。霍耐特承认理论的思考重点

在于，要达到个人的自我实现，就必然要预先假定各种形式的相互承

认。相反，如果社会不能为个人的自我实现提供相互承认的条件，个人

自由的病理学就会发生。人们实现自由的伦理条件表现了主体间性的

相互承认关系。这个伦理条件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人们之间存

在着一种交往关系；其二，在这种交往关系中，人们相互承认；其三，人

们还必须把这种承认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从人们实现自由的伦理条

件上看，只有当人们之间的相互承认被表达出来的时候，一个人才能获

得自我实现。实际上，这就是要表明，人的自由和自我实现只有在社会

交往和相互承认中才是可能的，一个人即使感到自己得到了自我实现，

但是如果他的目标、价值观和实践活动不被别人认可，那么这也不是真

正的自我实现。

二、爱和友谊：走出“过度制度化”的起点

（一）制度化的家庭领域

在家庭领域，黑格尔明确地将爱定义为一种相互承认的关系概念，

他指出：“爱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不欲成为独立的、孤单的人，我如果

是这样的人，就会觉得自己残缺不全。至于第二个环节是，我在别一个

人身上找到了自己，即获得了他人对自己的承认，而别一个人反过来对

我亦同。”①《法哲学原理》中的这句话被霍耐特在《病理学》和《自由的

权利》中部分地所引用来证明一种相互承认的形式。② 黑格尔还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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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这种自由在我们的感觉的形式中，例如在友谊和爱中已经有了，

我们在自己内部不是片面的，而极愿意在对他物的关系中限制自己，

并且在这种限制中明知道自己本身。”①在这里，黑格尔认为，在友谊

和爱的主体间关系中，人就获得了自由。获得自由的前提条件就是，

在友谊和爱的交互关系中，人自愿地限制自己，并且人与人之间的普

遍性也得到了承认。这其实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伦理。在爱和友谊的

伦理关系中，这种普遍性实际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被普遍接受的共

同规范。

由于人要遵守普遍性的规范，所以黑格尔对于爱和友谊的承认关

系的理解转向了制度化的建设。在黑格尔那里，家庭领域中的关系需

要用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是因为，家庭领域的情感关系并不具

有固定性和稳定性，黑格尔指出：“爱既是感觉，所以在一切方面都容

许偶然性，而这正是伦理性的东西所不应该采取的形态。”②为此，黑格

尔认为家庭关系必须由法律化和制度化的婚姻形式所保障，因为“婚

姻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这样就可以消除爱中一切倏忽即逝

的、反复无常的和赤裸裸主观的因素”③。黑格尔强调家庭中的关系必

须被理解为契约关系和法律关系，而不是从友谊和爱的习俗化的交往

关系中去理解，一切家庭的相互关系都要在制度的框架中得到保障。

这就是说，习惯化的爱和友谊等交往关系渐渐远离了黑格尔的视野，取

而代之的是形式化的制度。

但是，如果将家庭这个伦理实体“过分的制度化”，也会导致一系

列的困境。例如，黑格尔认为，婚姻必须抛弃激情的偶然性因素，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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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式就是通过“伦理性的权威来维持婚姻（伦理的实体性）的

法”①。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保障家庭的稳定秩序，特别是防止离

异。他指出：“婚姻是伦理性的东西，所以离婚不能听凭任性来决定，

而只能通过伦理性的权威来决定，无论是教堂或法院都好。”②而且这

种伦理性的权威把各种形式（例如婚姻生活中一时脾气的偶然性，如

此等等）同完全隔离相区别，“只有在确证完全隔阂的情况下才可以离

婚”，比如“由于通奸而发生了完全隔阂”③的情形下，教堂或法院的权

威就必须允许其离婚。但是这种做法俨然违背了当代社会的婚姻自由

的价值观，因为夫妻双方在达成协调一致和相互承认的基础上，并非一

定是发生了“完全隔阂”的情况下也是可以离婚的，也并非一定要诉诸

制度化的伦理性权威。在家庭财产问题上，黑格尔则指出：“家庭作为

法律上人格，在对他人的关系上，以身为家长的男子为代表。”④那么为

何男子代表了家庭财产的所有者呢？这样做的好处是免于家庭中伦理

性的情绪还在直接阶段的“分歧和偶然性之弊”⑤。但是这种做法俨然

违背了当今社会的男女平等的自由观念。综上所述，黑格尔在家庭领

域诉诸的制度化形式，并不能保证一种公平正义的组织形式，也并不能

完全保证家庭领域的相互承认关系。

（二）强调习惯化的爱和友谊等交往关系

在霍耐特看来，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主要缺陷就是，在“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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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论述人们之间的关系时过度地强调那些制度化的法律关系，而忽

视了那些习惯化的交往关系———爱和友谊。霍耐特认为，黑格尔仅仅

局限于固定法律形式的家庭制度，广义上的友谊、社会关爱等伦理关系

被排除在他的视野之外。应该说，霍耐特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在现

代社会中的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等领域中，除了存在法律维系的各种

关系之外，必然还存在着其他的交往关系。所以，霍耐特对“友谊”和

“爱”等交往关系的重视，也是为非制度化的交往关系留下地盘，这也

成为霍耐特试图走出黑格尔“过度制度化”的出发点。

霍耐特要做的就是，努力汲取黑格尔关于友谊和爱的关系中所蕴

含的相互承认的内涵，更加强调的是一种习俗化、共识化的主体间性的

承认关系。例如霍耐特认为：“朋友总是有助于部分地实现他们的自

我，因为在互动中，他们是根据互助互利的道德规范来行动的”①，显然

友谊中的承认形式是对称的，根据习惯化的互助平等的道德规范，人与

人之间达到一种主体间平等的承认关系。在基于相互承认的前提下，

爱和友谊的伦理关系就是取得共识的情感纽带，是人之常情的东西，这

种伦理关系显然超越了制度化的法律范畴。在霍耐特看来，家庭秩序

固然需要法律制度的维系，但是爱和友谊这样的承认关系模式同样是

个体自我实现的必要保障。

在霍耐特这里，爱和友谊的承认内涵为何如此重要呢？因为这更

加凸显了家庭作为伦理实体的重要意义。在家庭领域，人的本能的需

要得到满足，而家庭领域中爱的关系就是一种本能的情感关系。如果

仅仅局限于这一点，那么家庭就没有伦理意义。那么家庭为什么具有

伦理的意义呢？这是因为，家庭成员通过主体间的爱来满足自己本能

的需要，即“使家庭成为伦理要素的特殊情况是，个体本能需求的满足

是在相互爱的形式中实现的，即在我与她同她与我同一的情感互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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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①。在这里，人都被作为家庭共同体中的成员而相互承认。与

爱的承认内涵相类似，霍耐特也看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认的情感关

系是丰富和多样的，朋友之间也存在着情感关系，这就是友谊。在朋友

之间，人们也不会固执于自己的利益，而是要限制自己的片面性，并在

其中相互承认。家庭成员之间建立爱的关系，朋友之间则建立友谊的

关系，他们通过爱或友谊的互动关系来满足自己的自然需求，其本质就

是通过爱或友谊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家庭成员之间和朋友之间平等的

相互承认关系。总之，不论是爱的关系还是友谊的关系都是基于相互

承认，都是个体自我实现的必要条件。

三、承认形式的转变：进一步走出“过度制度化”

（一）承认形式从“不对称”到“对称”

“承认”一词首次出现在黑格尔专门讨论抽象法的部分中，目的是

为了讨论交换和交易中的自由条件。“契约以当事人双方互认为人和

所有人为前提。契约是一种客观精神的关系，所以早已含有并假设着

承认这一环节。”②显然，契约只有当合作伙伴相互承认之时才会生效，

这里是一种对称的承认形式。但对黑格尔来说，这种对称的承认形式

是基于一种纯粹抽象的契约形式。抽象法规定承认的对称形式，这是

因为它是从处理社会交往的组织形式里抽象而来。此后，在对市民社

会的讨论中，黑格尔继续发展一种客观化、形式化的承认模式，从而赋

予一种制度化的特征，即“在市民社会中所有权和人格都得到法律上

的承认，并具有法律上效力”③。在黑格尔那里，抽象的承认形式是现

代社会的一部分。现代社会不再被“为支配而斗争”所规定，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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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已经置身于这样一个政治秩序的法律和制度中，即每个人都

承认他者的自由，无人有权力去奴役他人。

然而，这种在法律形式上对人类自由的抽象承认并不排除这样一

个事实，即参与主体之间的实际伦理生活中仍然存在着不对称的承认

关系。例如，家庭成员、同业公会的成员、国家公民等在实际的社会联

系中是否真做到了对称形式的相互承认，这仍然会有争议。其实，不对

称的承认关系仍然是黑格尔法哲学关注的焦点。因此，黑格尔在《法

哲学原理》中明确提到“承认”一词的地方，他认为很多的承认形式是

不对称的。例如，“承认有权任意订立遗嘱，很容易造成伦理关系的破

坏，并引起卑鄙的钻营和同样卑鄙的顺从”①。这种承认形式显然是不

对称的，而且这种不对成的承认形式会导致“社会病理学”（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ｎ

ｄｅｓ Ｓｏｚｉａｌｅｎ）。病理学从康德对理性会产生病理现象的分析开始，经由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所指的是由于对理性的盲目崇拜

而产生的社会紊乱现象，对工业文明和技术理性的批判大抵如此。霍

耐特的病理学观念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社会认同机制出现了障碍，承认

的对称是理性主体所要求的，但问题就是这个相互承认才能构成社会

认同的规范前提不见了的时候，社会就会陷入紊乱状态。黑格尔在法

哲学中所陈述的不对称的承认，就是现实的“社会病理学”的真实写

照，黑格尔经常使用“孤独”、“空虚”、“压抑”等词汇来描述这种社会

的紊乱现象。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诉诸法律的制度化形式来解决非对称

形式的承认问题，他是基于一种纯粹抽象的法律形式。与此不同，霍耐

特更加注重的是生活世界中主体间性的相互承认，并试图寻找承认对

称性的规范条件。在这方面，黑格尔的早期思想给予了霍耐特重要的

借鉴。早在黑格尔耶拿时期的“为承认而斗争”观念的提出，就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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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这个对称性承认的艰难，所以需要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因而，

规范建构的前提恰恰就在于不对称的出现，或者由于社会紊乱的出现，

但是，黑格尔只是提出了“为承认而斗争”这个概念就中途放弃了，转

而从事理性哲学的建构。而霍耐特所要批判的就是黑格尔的这个纯粹

“理性”的视角，所以他引入“犯罪”、“歧视”、“病理学”这些观念来与

纯粹的“理性”相抗衡，充当“为承认而斗争”的道德动机，这在某种程

度上是继续完善黑格尔未竟的“为承认而斗争”事业。在此基础上，霍

耐特要做的就是倡导承认的对称形式，以此走出现实社会的紊乱状态，

即通过对称形式的相互承认，使个体主体在不平等的痛苦中解放出来，

并为所有社会成员创造平等地自我实现的条件。

（二）承认形式从“垂直”走向“水平”

承认还有第二个显著特点，即垂直维度的承认和水平维度的承认。

在《法哲学原理》后半部分，黑格尔突然用垂直维度的承认（即“我—我

们”之间的承认）取代了水平维度的承认（即“我—你”之间的承认），

霍耐特指出，“在黑格尔开始谈论‘国家’一章中相应的承认关系的那

一刻，水平关系突然被垂直关系所取代……承认获得确定的意义”①。

也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个人之间的水平关系要融入个人与共同体之

间的垂直关系中，个体之间的承认要发展到个体和共同体之间、公民和

国家之间的承认，在这里承认获得了垂直维度的确定意义。

在霍耐特看来，黑格尔垂直维度的承认主要作用于国家领域。在

《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认为现代国家是一个由理性法律、有能力的

管理人员和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维持的有组织的整体，因此，国家是合乎

理性的最高的伦理实体。所以，黑格尔的这种垂直维度的承认关系就

在于对共同体（国家）的承认。除了对共同体的承认，霍耐特认为，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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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垂直维度的承认内涵还包括对普遍的法律制度的承认，这种垂直

维度的承认内涵也符合《法哲学原理》强调社会制度化的整体思路。

例如当黑格尔在他对婚姻的分析中使用“承认”这个术语时，它不是指

丈夫和妻子之间发生的相互承认的行为，而是家庭和群体承认婚姻这

个固定的法律制度的行为，即“庄严地宣布同意建立婚姻这一伦理性

的结合以及家庭和自治团体对它相应的承认和认可，构成了正式婚姻

和婚姻的现实”①。这里承认的对象是作为法律形式的婚姻制度，承认

的主体是家庭成员、市民社会成员乃至整个国家公民。

黑格尔强调通过法律形式来建构稳固的制度体系，并且通过垂直

维度的承认来保障这些法律制度的顺利运转，以此保障整个社会的稳

定秩序，这也是他重视以法律规范来调节伦理实体（家庭、市民社会和

国家）的主要原因。然而，如果过分强调某种法律制度的稳定性，一味

地去承认现存的社会制度并为之做出辩护，那么社会制度的变迁和合

理化问题无法得到满意的解释，反而会陷入反民主和保守主义的窘境。

必须承认的是，法律系统具有可预测性的重要功能，即能够简化复杂的

社会过程，从而使人能够预期自己和他人的符合法律规范的社会行为。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的法律制度本身是一成不变的。相反，社会制

度的合理化变化与发展，恰恰需要水平维度的相互承认来予以保障，即

通过主体间性的“为承认而斗争”来保障法律制度的合理化进程。所

以，霍耐特特别强调水平维度的承认形式。

在《病理学》中，霍耐特指出，政治领域应该被“在共同的善的创造

中合作”②的主体所规定，这俨然与黑格尔的国家观不一致。在《自由

的权力》中，霍耐特进一步指出，黑格尔对国家的“集权主义的和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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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叙述完全忽略了“公民之间的横向关系”①。可以说，不论是

在《病理学》还是在《自由的权力》中，霍耐特都反对黑格尔的国家观

念，而强调一种水平维度的主体间性关系。对此，西方学者波尔（Ｋａｒｉｎ

ｄｅ Ｂｏｅｒ）指出，“霍耐特拒绝黑格尔的国家观，这是因为他意识到，伴随

着黑格尔专制的、独裁的，甚至极权主义的立场，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

的关系是垂直的、不对称的”②。其实，马克思早就在《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中对黑格尔的国家观进行了批判，并进一步指出是市民社会决定

了政治国家。与马克思的视野不同，霍耐特则是更加强调家庭和市民

社会领域中水平维度的承认关系，即“我—你”之间的相互承认，以此

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合理化的修正和完善。因此，为了更合理地论证

市民社会中水平维度的相互承认，霍耐特认为，作为子系统的同业公会

不适合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所以他在市民社会中移除黑格尔关于同业

公会的分析，以此来修订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根据霍耐特的观点，

同业公会应该放在“国家”领域的框架内，他认为“也许黑格尔不该将

‘同业公会’这个中间领域定位在‘市民社会’，而是把它放在国家组织

的领域内，这或许更明智”③。虽然这个方案可能带来其他问题，但黑

格尔“至少可以避免必须在同一领域容纳两种完全不同的承认形式

（即垂直维度和水平维度的承认———引者注）的困境”④。

综上所述，黑格尔在国家领域强调垂直维度的承认形式，这种对权

威的契约制度或法律制度的承认是单向的垂直承认，它既是黑格尔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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诟病为反民主和维护现存制度的主要原因，又是黑格尔走向“过度制

度化”的表征和确证。霍耐特则更加强调水平维度的相互承认，其原

因在于，一方面，通过强调伦理领域中水平维度的承认关系，以此来不

断合理化地修正和完善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存的制度；另一方面，霍耐特

认为只有水平维度的相互承认才能保障个人的自我实现，即“社会互

动的形式，其中只有通过以某种方式表达对另一个人的承认，一个主体

才可以获得自我实现”①。

四、结　 语

早在《为承认而斗争》中，霍耐特就认为承认思想毫无疑问在黑格

尔耶拿时期的著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② 后来，德克·瓦德弗利格

（Ｄｉｒｋ Ｑｕａｄｆｌｉｅｇ）曾做了个对霍耐特关于黑格尔“承认”概念解读的批

判性讨论，他认为黑格尔的“承认”并没有被霍耐特相互的、对称的或

主体间性的形式所穷尽。③ 在此基础上，笔者试图通过解读黑格尔《法

哲学原理》文本，尽可能地呈现出黑格尔承认思想的丰富内涵，继而通

过对霍耐特《病理学》的解读，我们会清楚地看到，为了走出“过度制度

化”的困境和实现黑格尔法哲学的再现实化，霍耐特是如何吸收、修正

和发展黑格尔法哲学中的承认思想。其实，霍耐特并不是反对制度化，

相反，霍耐特的承认理论离不开制度化。例如，波尔就明确指出：“在

霍耐特那里，相互承认需要充分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保障，而并非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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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体间性关系的问题；衡量社会繁荣的程度就是要看一个社会通过

其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加强相互承认的形式，因而那些未能加强相互承

认形式的社会制度则需要批判和改进。”①霍耐特真正反对的是“过度

制度化”，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只强调要法律制度的重要作用，而其他

的社会交往关系被排除在黑格尔的视野之外。霍耐特认为，正是因为

黑格尔没有区分清楚这两种情况，才导致了“过度制度化”的危机。他

说：“黑格尔没有清楚地把下述两种情况区分开来，一种情况是，伦理

领域需要确立适当的法律前提，另一种情况是，制度作为一种事实仅仅

由于国家的强制性契约而得以存在。”②然而黑格尔没有看到这个“国

家的强制性契约”总是存在着内在的危机。

一直以来，现代西方法治危机都与现存的法律制度和形式紧密相

关，如果现存的社会制度“过度化”，更是会加剧这种危机。这是因为，

现存的法律制度必然存在着内在和外在的两种紧张。从内在方面看，

法律规则只具有合法律性而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它们只具有事实

强制力而缺乏规范上的有效性；从外在方面看，现代国家的法律统治只

具有事实的强制性而缺乏规范的有效性和可接受性。解决这个问题的

关键就在于，要从外在他律性的法律权威转向人的“自我立法”。关于

这个命题，在历史上经历这样一个嬗变的过程：卢梭秉持一种伦理整体

主义的伦理观，主张笼统的“公意”，是一种公意论立法思想，难免会产

生“集体专政”和“多数暴政”的后果。康德诉诸理性的“绝对命令”，

主张从个体主体出发的“自我立法”，但是这不免会成为远离现实的海

市蜃楼。哈贝马斯则为“自我立法”找到了现实的基础，即诉诸主体间

人际互动的交往模式，通过话语商谈的民主程序，为公民的“自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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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找到操作性路径，立法的实现和合理化来自交往理性和商谈理由

的力量。“霍耐特肯定哈贝马斯在解决早期批判理论困境方面的贡

献，但同时认为哈贝马斯在语言理论框架中理解交往范式是狭隘

的。”①因此，霍耐特试图通过交往范式的重新理解，从哈贝马斯的语言

交往理论转向自己的承认理论，他的“为承认而斗争”也构成了制度合

理化的内在道德动力。

霍耐特试图以相互承认的视角来重构黑格尔的法哲学，一方面，他

主张对爱和友谊这类相互承认关系要加以重视，以此突破黑格尔“过

分制度化”的壁垒，为习惯化的交往关系留下地盘；另一方面，他继续

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的未竟事业，在现实的交往关系中继续探求对

称形式的承认和水平维度的承认的现实条件，试图改变非对称承认形

式下的不合理现状和垂直维度承认形式下的反民主和保守性，以此充

当社会进步的内在道德动力。霍耐特对黑格尔法哲学的重构，这在思

想史上是全新的。过去，自马基亚弗利和霍布斯开始，人们习以为常地

从功利主义角度去理解社会冲突和斗争（斗争是为了追逐实质性的利

益或荣誉），这种解释无法为斗争提供道德—自我实现维度的规范说

明。霍耐特突破这个理解范式，指出斗争的道德性质和实现方向，即

“为承认而斗争”。一旦在自我实现、交往和承认之间建立起联系，霍

耐特很容易进入一个新的理论空间，当代诸多道德规划、社会诊断、正

义思想、批判路径都能围绕承认—实现这个轴心获得伦理解决。

（作者　 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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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消灭分工的另类思考
———论阿里·拉坦西对马克思分工思想的解读

李 向 上

摘　 要：拉坦西揭示了马克思从消灭分工到消灭脑体分工的路径

转向，分析了这一转向的深层背景在于马克思思考分工的逻辑起点发

生了从“交换”到“生产”的转变，探讨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分

工、交换与市场的看法，认为马克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保留了社会分工

而对市场和交换持一种拒斥态度的观点需要修正。拉坦西的观点对我

们深入把握马克思分工理论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但也表现出一些值得

商榷的地方。拉坦西没有注意到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分工理论中的

重要意义以及消灭分工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在马克思理论话语中的内

在关联，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晚期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区分以及对交

换关系的重新思考。

关键词：分工　 异化　 拉坦西　 阶级

阿里·拉坦西在《马克思与分工》一书中，详细阐述了马克思分工

思想的发展脉络，通过选择性地分析马克思的“消灭分工”概念，他澄

清了马克思使用分工概念的某些含糊不清之处，揭示了马克思从消灭

分工到消灭脑体分工的路径转向。拉坦西认为，马克思在早期文本中

将分工与阶级关联起来，并提出了消灭分工的主张。而在马克思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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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著作中则试图区分“阶级”与“劳动分工”，以便揭示阶级的消亡

并不意味着劳动分工的消亡。在他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再指称废

除劳动分工，而是以需要废除“旧式分工”的这一说法代替之，是因为

他们放弃了早期文本中废除劳动和废除劳动分工的观念，而把关注点

转移到克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方面。在马克思那里，在社会主

义制度下仍然存在某种职业专门化。拉坦西观点对我们今天进行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分工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从消灭分工到消灭脑体分工的理论转向

拉坦西指出，“分工”一词在马克思那里不是一个既成事实，马克

思对分工的理解和亚当·斯密一样有许多含糊不清的地方。这源于劳

动分工概念本身的历史变动性，这种情况被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和快

速性进一步加剧了。因此，马克思对劳动分工的分析只能根据上下文

变化和对构成其理论背景的思想传统的选择性选取来得到恰当理解。

拉坦西将马克思的劳动分工观分为三个时期：（１）早期著作时期，从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站在“全面解

放”的立场上，将“劳动分工”概念完全吸收到“阶级”中；（２）过渡阶

段，主要体现在《哲学的贫困》（１８４７）中，马克思区分了社会劳动分工

和工场手工业分工———代表着一种从再生产到劳动分工的分析状态的

分离；（３）成熟的著作，始于《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６— １８５７），在其中

马克思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并在分析中开始将“阶级”与“劳动分工”

分开。①

拉坦西认为，马克思消灭分工的思想受到了黑格尔和早期社会主

义者圣西门、欧文、霍吉斯金等人的影响。黑格尔和他同时代的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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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荷尔德林等人都已经认识到分工带给个人生活和文化发展的负

面影响。拉坦西指出，黑格尔认识到分工造成了下等阶级的依赖性与

痛苦，使他们无法享受更广泛的自由和精神益处，“对任务的细分逐渐

达到一种阶段，在这一阶段，许多劳动变得枯燥而机械，而且常常与贫

困结合在一起”①。通过将贫困与分工联系起来，黑格尔将阶级的作用

叠加在劳动分工之上，从而将阶级与异化问题联系起来，这一思路影响

了后来的马克思。

另一方面，废除劳动分工包括废除交换的思想在 １９世纪早期的空

想社会主义者那里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与黑格尔企图通过保留阶级来

解决现代问题不同的是，这些社会主义者寄希望于社会重组。圣西门

就提出，生产者应该合作，并以理性有效的方式从事计划性的生产。霍

吉斯金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出发提出，不生产的劳动者构成市场扩

大、分工细化以及一国生产力发展的重大障碍，劳动者之所以没有从分

工中受益是因为“对产品的不公平占有、在财富聚集中的篡夺和掠

夺……对贫穷聚集的屈服和应允”②。拉坦西指出，这些社会主义者

“都主张对早期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的生产形式和政治表现形式带来更

大潜在威胁的变革”③。

拉坦西提出，受此影响，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他认为废除分工是

必要而且可能的，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充分、适当发展的基本前提。废

除分工的观点早就预设在马克思关于解放和消除异化的观点中。拉坦

西指出，在马克思以前的社会理论中，阶级、所有权和劳动分工在各方

面的合并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此外，受青年黑格尔思想特别是其异化思

想的影响，此时的马克思坚信通过社会重组来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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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因此，“对于普遍解放的总的信念以及使无产阶级成为解放的

最高工具的阶级理论”①构成马克思废除分工的思想背景。在这一背

景下，马克思不断同化阶级与分工概念，提出劳动分工构成人类解放的

障碍，废除阶级就等于废除劳动分工并把阶级的废除看作实现人类进

步的关键。拉坦西指出，马克思在 １８４４ 年之前的一些著作表明：他对

劳动分工概念的使用是由他在批判中发展起来的话语结构决定的。在

这一阶段，马克思并没有提到劳动分工概念，这一概念只是马克思在

“对黑格尔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过程中出现的更广泛的有关阶级、

交换，异化和解放的辩证法中被包含和预设的”②。马克思在接触古典

经济学以后，从中借用了有关阶级、交换和劳动分工等概念，这表现在

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劳动分工的概念。在这

一手稿中，马克思采用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立场，认定无产阶级和私

有财产、交换关系以及异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使他在将劳动分工

纳入其分析框架时能够立刻接近阶级的概念。他从逻辑上将分工与阶

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认定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才能实现人

类的普遍解放，随着对阶级和私有财产的全面废除，分工必将完全

消失。

拉坦西指出，随着马克思理论研究的进展，“马克思的兴趣从废除

劳动分工转移到克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方面，在他成熟的讨论

中，这是一个始终出现的广泛主题”③。他批评麦克莱伦没有注意到马

克思早期和成熟期的作品的这一重大变化。在拉坦西看来，这一变化

不仅意味着马克思放弃了废除劳动分工的想法，开始将阶级和劳动分

工分离开来，而且意味着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中分工地位与作用的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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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这其中的一个含义是，随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阶级的

消失并不一定必然意味着职业专业化的彻底消失”①。

二、从交换到生产：马克思思考分工的

逻辑起点的转变

拉坦西认为，马克思有关阶级和劳动分工关系的修正归因于他思

考分工的逻辑起点发生了变化。根据拉坦西的研究，在“劳动分工”与

“阶级”之间起中介作用的是马克思对交换关系和市场力量的看法。

黑格尔认为交换协调并使得人们之间处于相互依赖关系中，但也由此

使个人嵌入到一个“不可估量的盲目相互依赖”的结构当中，“使个人

失去对其产品的控制，工作变成他无法控制的一种外来力量”②。这一

观点对马克思发生了重要影响，在早期的马克思那里，交换关系构成异

化的表现。马克思对交换关系的批判首先表现在，他认为市场力量将

工人变为商品，使工人的命运受供求关系的变化无常的影响。拉坦西

提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随后的文本中又用交换这一概念

表述了生产的全面失控这一异化状况，“这种关系就像古典古代的命

运之神一样，遨游于寰球之上，用看不见的手把幸福和灾难分配给人

们，把一些王国创造出来，又把它们毁掉，使一些民族产生，又使它们衰

亡”③。只有理解到马克思同化了劳动分工、交换关系和私有财产才能

理解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分工造成的生产力异化的指责。

拉坦西指出，尽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劳动分工”

的用法有相当程度的扩展，以至于把分工变成“所有社会利益划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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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名词”①，但其核心仍然是强调阶级和劳动分工之间的融合，这一原

则承袭自《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如果说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中，“阶级”和“劳动分工”的概念区分还处于一种遮蔽状态的话，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则设法使二者合并起来。拉坦西进而

指出，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历史发展的各方面描述来

看，“这两个概念几乎可以互换和不加选择地使用”②。这一状况一直

持续到《哲学的贫困》中，拉坦西指出，虽然在《哲学的贫困》中劳动分

工得到详尽阐述和成熟分析，马克思却仍然把阶级和劳动分工混为一

谈，他相信随着阶级社会的瓦解，仍然存在完全从劳动分工中解放出来

的可能性。

拉坦西肯定了马丁·尼古拉斯 １９７２ 年在《不为人知的马克思》一

文中提出的把“交换”与“生产”的关系分别作为马克思早期和晚期著

作的基本理论出发点的观点，他指出，马克思的理论中发生上述变化的

原因在于马克思在 １９世纪 ５０年代到 １９世纪 ６０年代，“他的理论起点

从交换到生产的转变，迫使他不得不重新反思人类的生产生存条

件……这使得马克思反过来修改他早期信仰在未来无阶级社会从劳动

分工中彻底解放的可能性”③。从“生产”这一新的起点出发，马克思

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基本机制在于交换和流通体系的观点，认识到市场

作为一种幻象“代表了一种更为本质的潜在过程，而这一过程包含着

资本主义运作的真正线索：资本主义在生产过程中从劳动者那里抽取

剩余价值的体系”④。拉坦西指出，随着马克思分析的基础出发点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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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他对劳动价值理论的肯定以及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马克思认识

到劳动分工的许多方面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大规模工业生产中。

作为一种组织方式，分工是由物质生产过程强加的，它独立于由阶级的

存在所引起的变革，因而“修正了他先前对废除劳动分工的可能性的

信念”①。

拉坦西认为，从《哲学的贫困》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起草构

成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劳动分工概念化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一时期

既存在对早期的继承，也存在某种突破。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

斯重申了废除劳动分工的观点，同时也讨论了“在一个阶级较少的社

会中，仍有可能出现另一种形式的劳动分工。后一个命题的出现，就恩

格斯而言，不仅是修辞上的华丽辞藻，而且是对阶级关系和劳动分工的

重新思考，从而摆脱了早期文本所持有的概念上的合并”②。在指出这

一点之后，拉坦西评论道，《共产主义原理》毕竟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完

全废除劳动分工的词句仍然被保留和贯彻下来。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马克思对分工和权力关系的重新思

考。拉坦西提出，马克思的劳动分工概念实际上总是隐含着包括从属

和优越地位的不平等关系，因此，马克思废除分工的想法总是伴随着对

打破行政部门（不管是生产部门还是政治机构）的专业化的思考。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国家被简化为分工，后来更被当作一种相当粗

糙的阶级工具主义。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尝试将阶级和权威区

分开，这表现在马克思对协调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指挥劳动和监督劳

动的看法。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指挥劳动比比皆

是，但“这种劳动并不随着资本的消失而自行消失；只要这种劳动不只

限于剥削他人劳动这个职能；从而，只要这种劳动是由作为社会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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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形式引起，由许多人为达到共同结果而形成的结合和协作引起，

它就同资本完全无关，就像这个形式本身一旦把资本主义的外壳炸毁，

就同资本完全无关一样”①。拉坦西认为，既然协调和权威的规定包含

在劳动分工的概念中，马克思的这种做法显然就是要把分工与阶级的

概念分离开来。

同样的变化也表现在马克思对剥削概念的理解上，马克思剥离了

分工和剥削之间的关联而将其源头认作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的榨取，

“关于剩余价值的详尽阐述和因此发生的对交换关系和市场的取代，

构成马克思分析解决和剥削的方法的和实质的起点”②。拉坦西认为，

马克思早期指控的事实是，工人变成了商品，雇佣劳动成为和其他商品

一样的存在，从这一角度出发，“他将工人的非人化定位在劳动分工

上”③。而在《资本论》中，剥削的概念发生了一次换位，马克思转而把

关注的视角放在一种非对等关系上，他指出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自

由契约，掩盖了这种不平等性，剥削“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从工

人阶级提取和占有剩余价值的基础上”④。

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工与交换

拉坦西指出，马克思在后期著作中用废除“旧式分工”的说法代替

了废除分工的说法，转而关注如何克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所

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一点根源于他对技术变革后面隐藏着的职业和

技能流动性的预测。他肯定了麦克莱伦关于马克思对分工的看法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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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原因在于其对先进的机械尤其是自动化发展的开放式理解的观

点。拉坦西引述了马克思的下述看法来说明技术带来的新变化：“大

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

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

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①他进而从马克思阶级

理论的变化对此做了进一步发挥。他认为，马克思在 １９世纪 ４０年代后

期的分析中确立了两极分化理论即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产阶级将很

快消亡，只留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而在《资本

论》中，马克思则提出了三种长期存在的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和差别，这

表现在：第一，劳动力被划分为操作工和“监督员”；第二，机械化所带来

的劳动的减轻，导致妇女和儿童被纳入劳动力；最后，产生了工业后备

军。② 此外，随着股份公司的增长，又产生了第四个新的集团，即“众多的

工商管理人员”，他们接管了资本家的监督和管理职能，使资本家变得超

级贪婪。拉坦西认为，虽然如此，两极分化理论在《资本论》中仍然存在。

在马克思看来，技术带来的新变化被资本主义制度抵消了。

马克思认识到技术是中性的，生产力也是如此。“机器就其本身

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

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

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

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

民”③。拉坦西认为，这段经典话语表明了马克思对技术中立性的思

考，马克思已经认识到“生产工具的本性可能由提供其存在与发展条

件的社会关系的类型来标记”④。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把分工带来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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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拉坦西认为，马克思后期试图“把一种

特定生产形式（“大规模的联合劳动”）中隐含的‘技术’要求与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所造成的特定变形区分开来”①。这意味着分工与阶级和

资本主义制度的剥离。在拉坦西看来，马克思已经认识到脑体之间的

有害鸿沟是由于资本主义对经济和政治职能的支配必然产生的，工厂

内分工的资本主义形式是资本家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的直接结

果。拉坦西指出，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文本显示，分工的某些有害形式，

“注定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消失或经历剧烈地变革。……他们的存在

只是由于社会关系的弊端”②。马克思在有关巴黎公社的文章中致力

于改变未来社会劳动分工的性质，例如以“武装人员”代替常备军，赞

成将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合并等等，这表明马克思明确肯定了在社会

主义制度下仍存在某种职业分工。

拉坦西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大规模工业生产的迫切需要为未来社

会劳动分工的继续存在提供了机会。与早期相比，马克思理解到重组

社会的可能的物质界限，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做法为此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例证，这表现在他放弃了废除分工的主张，把阶级的出现看作

生产力不够发达的结果，并指出只有在消除匮乏的基础上才能废除阶

级和废除劳动。“生产力本质中立性的命题，是与匮乏和丰富的概念

及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密切相关的”③，消除“匮乏”是建立社

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因此，必须利用分工来发展生产力。

在肯定分工的同时，拉坦西指出，马克思却仍对市场和交换持一种

批判态度，这导致了某些理论缺陷，“在生产资料共同所有的条件下，

社会分工和交换关系共存的可能性在讨论中被排除了，这一缺憾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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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必要和可能的交换形式的理解上的一些局

限”①。拉坦西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未能将商品生产和交换关

系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区分开来，因此，他坚决反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交

换生产而主张一种计划生产的可能性。在马克思的视域中，交换是与

资本主义的非理性即完全由交换支配的异化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思认为，交换生产对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以及由此产

生的资源浪费和需求相对不足负有主要责任，因此“任何规模的交换

生产从根本上都不符合社会主义”②。拉坦西提出，尽管一些社会主义

市场的改革者试图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寻找某种论据支撑，但“市场社

会主义”这一不妥当的说法显然违背了马克思的本意。在拉坦西看

来，马克思在其早期文本中暗示劳动分工和交换必须共存，并把废除二

者作为社会主义完全实现的条件，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却承认劳

动分工不一定意味着商品生产，他以印度原始公社为例说明了这一点，

这意味着劳动分工的继续存在与消灭商品交换关系并不矛盾。

拉坦西指出，马克思完全消灭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交换关系的看法

是不正确的，“现在看来，完全废除市场力量（这是马克思对效率低下

的解决方案）很可能会产生其自身的非理性”③。他指出，马克思曾在

关于巴黎公社的著作中提出了一个关于代表制和问责制的详尽建议，

然而马克思没有考虑到这些分权措施在实行计划生产基础上的决策机

制问题，事实上“作为工作场所民主化前提的经济决策的有效分权没

有市场力量的一些空间是不可能实现的”④。拉坦西批评了新左派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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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生产的效率低下和浪费归因于官僚机构膨胀和生产者对此缺

乏民主控制的观点，指出他们从不分析那些直接生产者是如何控制经

济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反市场概念排除了任何形式

的自我管理，因此必然与其设想的通过直接生产者对生产过程进行

经济和政治控制的愿望相冲突。他进而引用赛勒基的说法表示，“要

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自我管理，就必须改革马克思主义对市场经济

的排斥”①。

四、对拉坦西观点的简要评论

拉坦西揭示了马克思从消灭分工到消灭脑体分工的路径转换，分

析了这一转换的深层原因，并探讨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分工、交

换与市场的看法。他的分析深刻而富有条理，对我们把握马克思分工

思想的内在逻辑和理论特质具有重大启示意义，但也应该看到拉坦西

观点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

废除分工的观点确实构成马克思早期思考分工的一个主要方面，

拉坦西强调了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对分工与阶级问题的同化，并把握到

此时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立场。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马克思对分

工的看法发生了重要变化，拉坦西显然对这一立场变化及其带来的影

响强调得不够。拉坦西认识到马克思后期将阶级与劳动分工分离开来

的尝试，但他认为“这一理论转变的含义并没有被马克思完全阐明，也

没有被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或社会主义概念连续地吸收”②。事实

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借助于分工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

基本框架，而后在《哲学的贫困》中则从唯物史观的角度重新审视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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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分工，揭示了分工的社会历史性，从而奠定了其分工理论的独特品

格。马克思在对蒲鲁东的批判中强调了分工受物质生产条件的影响而

不断发生变化的历史性质，他把分工看作和信用、货币一样的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指出这一关系的变化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他不仅初

步区分了社会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分工，而且强调了工具的改进对分工

形式变迁的影响。在他看来，手推磨时代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时代的

分工，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分工不同于大工业时代的分工。对于这一点，

拉坦西强调，“虽然在《哲学的贫困》中劳动分工得到详尽阐述和成熟

分析”①，但马克思继续把阶级和劳动分工混为一谈。可以看出，马克

思哲学立场的变化及其影响没有引起拉坦西的重视。

拉坦西注意到马克思对技术中立性的思考及其将分工与资本主义

制度剥离开来的倾向，但忽视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强调，因

而将马克思从消灭劳动到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理论转向简单归结为从

废弃分工到消除脑体对立的转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批判工场

手工业分工的资本主义性质入手，阐述了分工形式的革命性变革与资

本主义制度的保守性质之间的矛盾，阐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驱

使下社会分工与工场内部分工的矛盾对抗性，指出了变革资本主义制

度的必要性。在马克思看来，机器使社会分工革命化、扩大了社会内部

分工、使社会分工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使生产力得到巨大增长；机器

提供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工人的全面流动性的条件，机器从技

术上废除了旧式分工。马克思指出，虽然机器从技术上废除了旧的分

工制度，但是这种旧制度“被资本当作剥削劳动力的手段，在更令人厌

恶的形式上得到了系统的恢复和巩固”②。工厂手工业分工的旧形式

和机器带来的革命性变革之间的矛盾通过工人的牺牲、劳动力的浪费、

社会无政府状态、灾难表现出来，因此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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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阐述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及其灭亡

的必然性，并且指出了未来社会分工形式与人的发展的新形态。在

《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提出，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变化，在

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可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而且将

使每个人有闲暇去获得和发展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精神性的东

西。拉坦西注意到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分工继续存在的观

点，却将分工与交换割裂开来，单纯强调马克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

交换和市场的排斥。应该说，在马克思那里，交换和分工是一个问题

的两个方面。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分工、交换与市场发育有着内在的

关联。社会分工构成了商品生产基本条件，正是在劳动的社会分工

的条件下，产品才成为商品，商品交换才成为生产的条件。商品生产

又反作用于社会分工，使社会分工不断增进。马克思在批评亚当·

斯密时曾指出，交换不是分工的基础，相反，交换是分工的结果。在

《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区分了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和高级

阶段，指出前者“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

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

迹”①。马克思以按劳分配为例，指出在这一阶段，交换关系依然存在

着但是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变化。综观马克思的理论思路可以看出，

马克思着力强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是消灭旧式分工的首要条件，而在

资本主义制度被推翻以后，这种分工的旧式性质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

随着这种过渡条件的消失，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一种新式的分工形

式才会被真正建立起来。

总之，拉坦西感受到了马克思分工进路中的某种转向，也通过探讨

马克思对技术中立性及其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的思考正确接触到了马

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并没有把重心放在这一方面，没有看到

马克思对分工理论所完成的革命性变革，因而没有真正把握历史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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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对马克思分工思想的重大影响，因而在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制

度下分工和交换问题的讨论中陷入某种矛盾。

（作者　 上海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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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研究的类型学考察

张 米 兰

摘　 要：民族主义在近代历史上作为一种强大的塑形力量对世界

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具有巨大威力的社会思潮在 ２０ 世纪中

期成为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竞相讨论的研究主题。本文旨在对目

前西方民族主义的主要学派做一种类型学的梳理，厘清经典理论关注

的核心问题，并指出新一阶段的民族主义理论在何种意义上突破了经

典框架。把握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的研究脉络，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研

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民族主义　 民族　 族群

一、不同语境下的民族主义与族群理论

古代法文（ｎａｃｉóｎ）和英文（ｎａｔｉｏｎ）的“民族”一词源于拉丁语

ｎａｔｉｏ，其动词词根 ｎａｓｃｉ 的本义是“出生、繁衍”。在罗马语境下，民族

指的是“一群人因出生的相似性而聚集在一起”①。这种出生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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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指某种血缘和地缘上的接近，由此形成的民族规模处于宗族

（ｃｌａｎ）和家庭之间。根据意大利学者圭多·泽纳托（Ｇｕｉｄｏ Ｚｅｒｎａｔｔｏ）的

考证，罗马人用“ｎａｔｉｏ”一词多指罗马帝国时期居住在城中的外国民

族，以便和拥有高贵血统的罗马公民相区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民族”一词带有贬低色彩的使用逐渐被中性

含义取代。如马基亚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将支持帝国的吉伯林派

称为一个民族（ｎａｚｉｏｎｅ Ｇｈｉｂｅｌｌｉｎｏ），这代表“民族”一词自 １３ 世纪以来

有了新的意涵，即指有相同意见和意图的团体，特别是世俗或宗教团

体。正如孟德斯鸠所指出的，“第一和第二两时期，常常召开全国会议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ｏｆｔｅｎ 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也就是说领主们和主教们的会议；那

时还没有平民（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问题”①，民族问题在当时被认为是和政

治精英或宗教领袖相关的议题。

里亚·格林菲尔德（Ｌｉａｈ Ｇｒｅｅｎｆｉｅｌｄ）指出，民族内涵的历史性转

折出现在 １６ 世纪初的英格兰：它首次超越了精英的范围，被用来指

称英格兰的全体人民。② 这不仅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的产生，

更“开启了民族主义的时代”。人民脱离了“群氓”（ｒａｂｂｌｅ）进入了政

治领域，并直接与领土上的主权国家相连。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概

念逐渐通过政治的、地域的或族裔身份来巩固自身区别于其他民族

的特殊性。到了 １８ 世纪，民族已经成为政治动员中不断被召唤的重

要主体。

因此，从广义上看，“民族”一词既包括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也包括历史上的各种共同体，例如希腊城邦、东方王朝、

非洲部落、罗马帝国等。从狭义上看，民族特指近代民族国家，即拥有

自治权的政治共同体和拥有共同历史和习俗的文化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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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２２４页。英文版参见
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ｔ．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Ｌａｗｓ，Ｋｉｔｃｈｅｎｅｒ，２００１，ｐ．５４４。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１０年版，第 ５页。



在中国的语境中使用的“民族”一词是近代从日本引进的。当今

学界主流看法认为英文的“ｎａｔｉｏｎ”应该被翻译成中文的国族，因为国

族强调必须有国家实体，而民族不强调自治权和国家形态。以下针

对“民族”与“少数民族”等词的翻译问题举几个有代表性的学者的

看法：

马戎对“ｎａｔｉｏｎ”和“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的中译有长期的研究，他主张区

分民族和民族主义的不同用法。① “民族”一词被用于“中华民族”和

“５６个民族”两处的含义不同，而“民族主义”被用在反对帝国主义的、

代表全体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和与少数民族相关的“地方民族主义”

这两个层面的含义不同。因此他提出翻译有关术语的“两种选择”，一

个是从“国族”的新角度来使用“中华民族”这个习惯用语同时保留 ５６

个民族的称呼；二是“中华民族”的称呼不变，以便和英文的“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相对应，而把 ５６个民族改称“族群”，与英文的“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相

对应。他认为中国对民族术语的翻译应当根据国家官方确认的民族理

论和民族政策，即斯大林的“民族”定义②和我国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展

的“民族识别”工作。

许纪霖指出，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只能是民族而不能是族群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二者的区别在于，族群一般缺少独特的高级文化或经

典“大传统”，只有以日常生活为背景的民间风俗等“小传统”。③ 而民

族在长期的历史演化中拥有自己的史诗、神话等高级文化，有由本民族

精英自觉构建的民族精神。对于多民族国家（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而

言，是否具备统一的身份认同是整体意义上的国家能否形成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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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马戎：《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
年第 ４期。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对“民族”的界定是：“民族是人们

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

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

许纪霖：《国族、民族与族群：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如何可能》，《西北民族研

究》２０１７年第 ４期。



就中华民族的情况来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国家与民族同构的国族

（ｓｔａｔｅｎａｔｉｏｎ），其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二元合一，形成对作为民族国

家的中国的认同。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拥有共享的文化和

历史，在晚清以来也逐渐成为拥有自我意识的“自为的”民族。因此，

“国族”恰好代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性。

中文“民族”和英文“ｎａｔｉｏｎ”“ｅｔｈｎｉｃ”的对译问题首先源于中文

对于“民族”一词在多重语境下的含义不同的情况，另外也源于

ｎａｔｉｏｎ 本身兼具国家和民族的双重含义而产生的混乱。除此以外，

反对将 ｎａｔｉｏｎ 译为国族的学者普遍从“族”和“国”两词的连用是否

会过于强调“族”的政治意涵的角度出发。另外对于少数民族与中

华民族中的“民族”一词是否应分别对应不同的英文，前者应该被

翻译成“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还是“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也是很多学者考察的

焦点。

二、经典民族主义理论的解释框架

历史学家沃克·康纳（Ｗａｌｋｅｒ Ｃｏｎｎｏｒ）在 １９８９ 年提出“民族何时

出现”（ｗｈｅｎ ｉｓ ａ ｎａｔｉｏｎ）的问题①，能很好地概括经典民族主义理论的

主要研究议题。在很多历史和人类学家看来，“民族”似乎是在人类历

史起点上就业已存在的古老的社群单位。但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产

生，“民族”一词的内涵和表现形式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不仅冠以

“民族”名义的国际冲突愈演愈烈，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狂热

也似乎暗示了民族在当代的全新内容。如何看待民族的历史延续性及

其产生的原因？美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史密斯（Ａｎｔｈｏｎｙ Ｓｍｉｔｈ）依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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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Ｃｏｎｎｏｒ，Ｗ．，Ｅｔｈｎ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同学派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民族主义分为四大范式①：原生主义（Ｐｒｉ

ｍｏｒｄｉａｌｉｓｍ）、永存主义（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ｉｓｍ）、现代主义（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和族群象

征主义（Ｅｔｈｎｉｃ 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

（一）原生主义和永存主义

原生主义学派的共同之处是相信民族的原生性（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②。这

种从发生学意义上对民族起源的理解包含对民族的非人为性（或自然

性，ｎａｔｕｒａｌｎｅｓｓ）和历史性（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的确认，这意味着现代民族国家只

是民族历史发展的新形式。坚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大多倾向于相信民族

单位会在历史上永存。因而在一些学者看来，永存主义（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ｉｓｍ）

属于原生主义学派的一种极端情况。

原生主义对民族自然性的理解可以追溯到 １８世纪自然主义，如休

谟把民族特性的形成归结为两个原因：精神（ｍｏｒａｌ ｃａｕｓｅ）和体制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ａｕｓｅ）。后者强调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脾气秉性的改变，而

精神方面则是“心灵长期作用的情况，如政府性质，公共事务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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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史密斯的分类在总体上成为民族主义学界的经典解释框架（该框架的系统性

提出在 Ａ． Ｄ． Ｓｍｉｔ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Ｔｈｅｏｒｙ，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２００１ａ），但学者在诸多细节上对这一框架有不同的理解，如格雷厄姆·戴伊
（Ｇｒａｈａｍ Ｄａｙ）和安德鲁斯·汤普森（Ａｎｄｒｅｗｓ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主张一种“后经典”
（ｐｏｓｔｃｌａｓｓｉｃ）的解释框架来补充史密斯框架的有限性。（Ａｎｄｒｅｗ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ａｎｄ
Ｇ．Ｄａｙ，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４）另外，就某一特定理论
究竟应归属哪一范式，目前仍存在争论。如，史密斯在《民族主义：理论、意识

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一书中认为约翰·阿姆斯特朗（Ｊｏｈｎ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的神话—符号理论应放在永存主义的分类下，但哈金森（Ｊｏｈｎ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则认为该理论应属于族群象征主义的范畴（Ｊｏｈｎ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Ｆｏｎｔａｎ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Ｓｈｉｌｓ，Ｅｄｗａｒｄ，“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ｓａｃｒｅｄ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ｔｉｅｓ：Ｓｏｍ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８．２ （１９５７）：ｐ．４２．爱德华·希尔斯的该文章被认为是描述原生主义对
民族的理解的第一人。他认为这种民族的原生性起源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依赖

感，这种情感的特点是难以形容的（ｉｎｅｆｆａｂｌｅ）和强制的（ｃｏｅｒｃｉｖｅ）。



等”①。从长时段（即习惯）的角度对民族性形成原因的分析恰好反驳

了对原生主义“有机性”（ｏｒｇａｎｉｃ）的批评②，但另一个角度的批评却无

法避免：原生主义对民族时间延续性的坚持很难解释历史上民族边界

的变动和消亡。

克利福德·格尔茨（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在对原生主义辩护的过程中发

展出了从文化的角度理解民族的新视角。他认为只有当人们相信血

缘、共同语言和宗教等因素的强制性力量时，这些因素才能对民族的持

存起到决定性作用，而这种信念的建构恰好是文化的力量。③ 阿扎

尔·盖特（Ａｚａｒ Ｇａｔ）则指出，民族和族群（ｅｔｈｎｉｃ）早在民族国家建立之

前的历史中就是政治性的共同体，但这种政治性在前现代只能以一种

粗糙的方式杂糅在宗教和血缘因素中。④ 原生主义虽在民族主义的现

代语境中屈居弱势，但仍不断有理论从新的角度为民族在起源上的原

生性辩护。

（二）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是在批评原生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经

典的现代主义强调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现代性，认为民族在前现代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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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衡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０年版，第 ８５—８６页。
针对原生主义“有机性”的批评，见 Ｂｒａｓｓ，Ｐａｕｌ Ｒ．，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Ｖｏｌ．８，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Ｓａｇｅ，１９９１，ｐ．７２；对原生主义的其他批
评见 Ｓｍｉｔｈ，Ａｎｔｈｏｎｙ Ｄ．，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Ｅｔｈ
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ＵＰＮＥ，２０００，第二章结论。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Ｖｏｌ． ５０１９，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１９７３，ｐ．
２６０。查尔斯·梯利（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认为这种文化原生主义实际上属于结构主
义或工具主义。因为这里对民族主义的文化认同起到的是手段的作用，整个

文化价值体系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们通过选择而建构起来的。因此，原生主

义又常常被分为有机论和工具主义两种倾向。参见 Ｔｉｌｌｙ，Ｃｈａｒｌｅｓ，“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ｔａｔｅ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６３８ （１９７５）。
Ｇａｔ，Ａｚａｒ，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Ｄｅｅｐ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ｐ．６８．



找到痕迹。除了这个共同的观点之外，现代主义在“民族和现代性何

者催生了何者”、“作为民族起点的现代究竟在什么时间”以及“是现代

性的哪个方面和民族密切相关”这些问题上均没有达成共识。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汤姆·奈伦（Ｔｏｍ Ｎａｉｒｎ）从批判启蒙的立

场上研究民族的形成。启蒙的经典叙述提供了一种“不平衡发展理

论”（ｅｖ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虽然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在早期资本积累和资

本的全球扩张方面抢占了先机，但这种领先的趋势会随着资本全球化

的发展逐渐消失。但现实恰好相反，核心国家在垄断技术和资源的前

提下与落后国家之间产生了无法消弭的落差。这一压倒性优势使得落

后国家的精英阶层不得不采用语言、肤色、地域性等方式进行民族主义

的宣传，动员国内各个阶层团结起来反抗发达国家的压榨。① 当民族

叙事在落后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后，发达国家为了回应这场意识形态战

争，也会采用民族主义的手段进行政治宣传。因此奈伦强调，正统马克

思主义没有看到在帝国扩张的阶段，根本性的矛盾已经从阶级矛盾转

化为民族矛盾，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在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才催生了

民族叙事的形成和壮大。②

与强调民族间排他性和对抗性的奈伦不同③，英国历史学者约

翰·布勒伊（Ｊｏｈｎ Ｂｒｅｕｉｌｌｙ）主张通过反思民族的历史原型与现代民族

国家的关系来避免排他性民族主义的弊端。传统历史学对民族主义的

研究主要用时间先后排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来描绘民族，但这种研究暗含

了一种目的论的预设，即历史叙事的起点往往是业已形成的民族。

“仅仅选择那些发展成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来书写他们的起源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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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ｉｒｎ，Ｔ．，Ｔｈｅ Ｂｒｅａｋｕｐ ｏｆ Ｂｒｉｔａｉｎ：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Ｎｅ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ｐ．３３７．
Ｎａｉｒｎ，Ｔ．，Ｔｈｅ Ｂｒｅａｋｕｐ ｏｆ Ｂｒｉｔａｉｎ：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Ｎｅ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ｐ．３６３．
奈伦的“不平衡发展”理论包含两方面：一者是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催生了民族

叙事，二者是民族叙事在落后国家总是率先诞生并具有更强的动员力量。而

这两方面的不平衡发展都是在 １８ 世纪工业革命后国与国之间经济竞争越发
激烈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可以说奈伦的理论是强调民族的对抗性和排他

性的。



成，看起来好像这些民族注定要在历史上成功一样———而这正是民族

主义的辩护者们想要达到的效果。”①这种研究的另一弊端是“消失的

民族”的历史面临无人言说的危险。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布勒伊提倡

一条“外在主义（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ｔ）”的近路，即有意识的抛开民族主体来讲述

历史。这种视角不仅不会以碎片化的形式取代整全的民族框架，反而

可以通过动态（ｄｙｎａｍｉｃ）和辩证的眼光客观审视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

形成。

现代主义中的另一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Ｅｒｉｃ Ｈｏｂｓｂａｗｍ）同样

强调对民族主义叙事进行反思。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都是

“传统的发明（ｉｎｖｅｎｔｅ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的产物，即通过和某个恰当的过去

（ｐｒｏｐｅｒ ｐａｓｔ）建立起连续性历史，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行动提供正

当性证明，并以此来巩固群体团结。“某个恰当的过去”意味着这一历

史建构过程往往充满人为色彩，需借助一种不断重复的仪式化过程来

强调其内容的真实性。② 另外，霍布斯鲍姆强调民众（ｔｈｅ ｍａｓｓ）的看法

在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民族主义是“双元性（ｄｕ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的，一方面必定是由居上位者创建的，另一方面也必须

通过分析民众观点才能完全理解民族主义。这不仅因为官方意识形态

对民族主义的描写不能完全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而且也证明了民族

建构不仅需要客观事实的支撑，同样需要了解参与者的主观认同。在

这方面，霍布斯鲍姆批判了借用单一的客观标准或主观标准研究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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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Ｂｒｅｕｉｌｌｙ，Ｊｏｈｎ，ｅｄ．，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ＯＵＰ Ｏｘｆｏｒｄ，
２０１３，ｐ．７．
霍布斯鲍姆认为惯例（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与传统不同，前者仅仅具有技术层面的功
能，而后者具有思想意识性质。任何需要反复重复的社会活动都会形成惯例，

但它们并不都具有显著的仪式或者象征功能。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比以往更

频繁的发明新的惯例，因为惯例有助于便利和高效的完成工作。当惯例和传

统相结合时，二者通常具备了更强的赋予意义的功能。见［英］Ｅ．霍布斯鲍姆、
Ｔ．兰格编：《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１１页。



内涵的局限性。① 就划分民族的客观标准而言，至今尚无一致的通论

或原则，可作为民族区分的标准。但如果用客观标准来取代主观标准，

如借助“集体认同”或者“个体认同”②来界定民族，则容易被出于其他

目的的民族建构运动裹挟。换言之，只有采用两种标准结合的方法才

能看到相对真实的民族全貌。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的另一位现代主义的重要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

森（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着重分析了文化因素在民族产生过程中的意

义。在安德森看来，民族是一个建立在共同想象基础上的真实的共同

体。这一共同体在 １６世纪前的欧洲主要表现为教团和朝代王国（ｄｙ

ｎａｓｔｉｃ ｒｅａｌｍ），其中“宗教的共同体”的衰落是促成民族产生的重要原

因。根据安德森的分析，传统宗教通过把一切偶发的灾难归结为命运，

并通过神圣世界将偶然性转换为延续性（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通过把死亡

和死后重生的世界联系起来，一切偶然的东西都即将在死后世界中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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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对民族和族群问题的研究中，原生论强调族群与生俱来的特性，这种特

性通常与血缘、领土、故土等条件相结合，并且在早期社会文化都相对静止的

情况下，族群往往被认为伴随着特定的“共享文化（ｓｈａｒ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但是随
着时间的推移，族群的文化在社会环境的变迁下逐渐发生变化，于是对族群特

质的研究从强调客观标准转变为重视行为者的主观认同。一般学界认为从强

调客观标准到强调主观认同的理论转折点是弗雷德里克·巴特（Ｆｒｅｄｒｉｋ
Ｂａｒｔｈ）在 １９６９年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一书中提出的边界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偏重客观条件的分析，就
会使民族主义的研究变成文化研究、地理因素研究或语言研究等等，重要的是

族群作为一个组织其如何在区分自己和他者的过程中进行的划界（Ｂａｒｔｈ，
Ｆｒｅｄｒｉｋ，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ｖｅｌ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关于判定民族时应采用主观原
则还是客观原则的问题，在民族自决的政治议题中十分重要。参见安东尼·

史密斯的《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其中“自愿论和有机论”一节对

阿尔萨斯究竟归属德国还是法国的分析。

支持个体认同的是以奥托·鲍尔（Ｏｔｔｏ Ｂａｕｅｒ）为代表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
的看法：他们认为“民族性”乃是个人的特质，不管他们住在哪里或与谁一同居

住，只要他们声称自己属于某个民族，他们就是属于哪个民族的。见［英］埃里

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第 ７页。



得新的意义。在宗教衰落之后，就需要新的世俗力量将人类命运的偶

然性转化为连续性，再把这种连续性赋予意义。民族就能胜任这个工

作———每个民族都是深深的和过去的历史相连，然后无限延展到未来，

民族本身的宏大叙事也给予了身处其中的个人一个历史使命感。宗教

衰落的另一个后果是，建立在神—人垂直关系之上的“同时的延续时

间（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ｉｔｙａｌｏｎｇｔｉｍｅ）”被印刷资本主义建立的“同质的空洞时间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ｅｍｐｔｙ ｔｉｍｅ）”代替了。① 后者通过小说和报纸让人们得

以想象一个在共识性和历史性的横纵轴上得以持存的民族共同体。总

之，现代民族在三个因素的交汇点上产生：宗教时间观的转变、古老共

同体的衰落和印刷资本主义的产生。

（三）族群象征主义

从广义上讲，族群象征主义就是强调神话、符号、记忆、价值观和传

统在民族和族群性（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的形成、持续存在和变化过程中的重要

作用。② 与原生主义和现代主义相比，族群象征主义内部的各种观点

趋于一致，该派学者认为民族不是一个“白板”，而是从复杂的早期社

会和族群形成中产生的。“族群祖先们”对现代民族的影响会随着时

间被改变，但不会完全消失。族群象征主义是在批评现代主义理论对

历史的忽视中逐渐形成的学派，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人类学家

安东尼·史密斯。

史密斯认为，关于民族起源的问题应该被进一步细分为三方面问

题：１．谁是这个民族（ｗｈｏ ｉ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即现代民族的族群原型是什

么。２．一个特定民族是如何的？３．民族在何时何地出现的？为了回答

第一个问题，史密斯考察了族群形成的两种模式：合并型（ｃｏａ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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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

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第二章。
对族群象征主义特点的总结参见 Ｏｚｋｉｒｉｍｌｉ，Ｕｍｕｔ，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Ａ Ｃｒｉｔ
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２０１７，ｐｐ．１５４－１５５。



和分裂型。（ｄｉｖｉｓｉｏｎ）①。前者是多个民族通过同化或吞并的方式结合

成一个单一民族。后者是在一个单一族群内部逐渐产生细小分裂或

“衍生”（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②。史密斯认为民族原型和现代民族国家之间

的关系虽然不像原生主义强调的那样没有丝毫变化——— 一些客观

因素如战争、宗教改革等确实会对族群认同的文化内容产生深刻影

响———但他坚持认为即使是最极端的事件都不能摧毁民族的持续

性。史密斯进而找出了维护民族自我延续（ｓｅｌｆ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的四个

路径：宗教改革、文化借鉴、民众政治参与和神话的选择（ｍｙｔｈ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这些机制有助于帮助族群共同体在外部因素和时间

的双重冲击下横跨几个世纪得以存续。但上述产生于早期族群共同

体的因素是如何影响后人的呢？史密斯指出，对前现代共同体的文

化进行阐释、演绎和传续的角色由“族群核心（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ｒｅ）”来完成。

族群核心是指“一群相当有凝聚力，并能察觉到自身独特性的族

群”③承担，通常是某一共同体内部的教士、识字阶层或贵族精英。虽

然民族的边界和文化内容在历史上不断产生变化，但鉴于族裔核心塑

造了民族的基本特性，以之为基础产生的多民族国家才能借助相对稳

定的民族内容得以持存。

由于族群象征主义诉诸一个“过于连贯的模型（ｏｖｅｒｃｏｈ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

ｅｌ）”来解释族群原型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这种解释经常面临“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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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安东尼·Ｄ．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译林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版，第 ２７页
译文有改动。

此处安东尼借用了唐纳德·霍洛维茨（Ｄｏｎａｌｄ Ｌ．Ｈｏｒｏｗｉｔｚ）在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１９８５）一书中分析的族群互动模型。分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指的是族群边界正
在变窄，即从大群体逐渐变成更小的群体；而衍生意味着“一个新的群体产生，

而产生这个群体的‘父母群体’不会失去它的原有身份”。霍洛维茨：《民族认

同》，《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２００２年第 ３０期。
［英］安东尼·Ｄ．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译林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版，第 ５０—
５１页。



民族物化（ｒｅｉｆｙ）和永恒化”的批判。① 面对此种批评，族群象征主义第

二代学者约翰·哈金森（Ｊｏｈｎ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主张借助后现代主义对冲突

的理解补充族群象征主义对持久性的强调。哈金森首先描述了族群象

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路径的区别：族群象征主义的学者强调“长时段

调查（ｌｏｎｇｕｅ ｄｕｒéｅ）”，这种对历史的理解导致该学派把民族看成一个

相对同质的统一体，并把民族的现代性看成是一个漫长并扎根古老传

统的发展过程。而由尤瓦尔·戴维斯（Ｙｕｖａｌ Ｄａｖｉｓ）等学者提出的后现

代视角则强调集体和个人在民族认同时间上的不一致，甚至在认同内

容上的冲突，这种民族群体内部的冲突和互动形成了一个持续更新自

身内容、并无固定形态的民族主义。② 哈金森综合两者的路径寻找出

一个新模型：这种新的理解把民族看成是族群的特殊发展阶段，很偶

然的和国家这种共同体形式相结合，并且承认国家对民族认同的控

制力量是波动且受限的。“该模型把民族嵌入到了一个更古老族群

共同体中，这一共同体内部持续存在的功能性差别———即认同多元

性和文化多元性———需要民族主义者们在现代的语境下来解决。”③

民族作为一个冲突的空间，通过制度化的机构和政治组织，反映到现

代民族国家身上。这种冲突表现为周期性的传统权力与新权力的斗

争以及国家对民族认同控制力的强弱变化。哈金森的解释路径既淡

化了传统族群象征主义对民族原型的强调，同时也补充了后现代主

义者对制度性认同的忽视，因此成为 ２０ 世纪初比较有影响力的解释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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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化的角度批判族群象征主义，参见 Ｍａｌｅｓｅｖｉｃ，Ｓｉｎｉｓａ，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６，ｐｐ．１２９－ １３１。Ｍａｌｅｓｅｖｉｃ
认为史密斯对民族的物化导致了一种进化论的历史主义（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
ｃｉｓｍ）。
Ｏｚｋｉｒｉｍｌｉ，Ｕｍｕｔ，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２０１７，ｐｐ．
１７５－１７８．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Ｊｏｈｎ，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ｚｏｎ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２００４，ｐ．４．



三、突破经典框架的多种尝试

经典民族主义的框架围绕“民族何时产生”这一核心议题建立起

来。但也有不少学者质疑该视角是否过分强调了编年史（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和事实历史（ｆａｃ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对民族主义的影响，而忽视了社会

科学领域其他主题———如阶级、性别、社会心理学等———对民族的建构

作用。① 出于此种考虑，新一阶段民族主义的议题通过质疑经典理论

的基本信条，一方面放弃传统的宏大叙事，给出了更加“局部性”的理

论；另一方面试图超越以往对民族的具体化理解，从更多元和动态的角

度挖掘被以往理论忽视的主题。以下选取 ２１ 世纪以后关于民族主义

研究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议题。

（一）民族主义的主体：从阶级到事件

经典民族主义研究中，关于“民族的主体究竟是精英还是大众”的

问题有两派不同的回答。霍布斯鲍姆、布勒伊等学者基于以下原因强

调大众视角的重要性：首先，在基础教育并未普及的年代，唯一掌握读

写能力的上层知识分子遗留下来的文献材料无法完全代表民众的声

音。② 如 １４世纪法国贵族使用的“法兰克式拉丁语”与法国下层民众

使用的“日耳曼语”差别之大以至于基本无法沟通，而后者却与德意志

境内的各种方言出自同一语系，因此法国上层贵族口中的法兰西民族

很难包含下层民众的认同。其次，民族主义作为民众的认同之一和作

为民众的最高认同是两个不同情况。只有民众愿意将国家利益放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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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提出“民族何时产生”这一议题的学者康纳对时间性因素在民族主义研究中意

义的反思，见 Ｃｏｎｎｏｒ，Ｗａｌｋｅｒ，“Ｔｈｅ ｔｉｍｅ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１０．１－２ （２００４）：ｐ．４５。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 ９—１１页。



他一切利益至上，才能得出民族主义已经获得普遍认同的结论。① 最

后，由精英产生的民族意识要传播到大众心中被最终接受需要很长时

间，如果忽视这二者的差别就会导致对民族产生时间的定位有很大

误解。②

厄内斯特·盖尔纳（Ｅｒｎｅｓｔ Ｇｅｌｌｎｅｒ）和史密斯则从两个不同的角度

反驳了上述观点：持现代主义的学者盖尔纳认为，正因为前现代社会中

等级流动性差，贵族需要通过“高文化”（ｈｉｇ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来固化阶级差

别，所以前现代没有产生统一的民族认同的可能性。③ 而史密斯则认

为，历史学家对大众意见的善意倾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农民的

民族情感在决定民族是否产生的方面几乎没有影响。在早期专制皇权

或者教权统治的历史中，很少有哪个民族能被称为是“大众民族（ｍａ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大众的意见在那段历史上本来就是缺席的。但史密斯承

认，由于国民教育和大众传媒等因素的发展，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必须把

大众的认同纳入重要考量。④

但关于民族主体为何者的上述讨论在罗杰·布鲁贝克（Ｒｏｇｅｒｓ

Ｂｒｕｂａｋｅｒ）看来陷入了一种“群体主义（ｇｒｏｕｐｉｓｍ）”的错误。布鲁贝克

认为，在民族主义研究中，群体主义意味着“倾向于把族群、民族和种

族当做实体（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并把这一实体当做行动和利益的主

体”⑤。这种理解最终有可能沦为一种化约论（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ｍ），即把民

族、族群和“未成功建构的民族”严格区分，并把成功的民族建构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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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ｒｅｕｉｌｌｙ，Ｊｏｈ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２．
Ｃｏｎｎｏｒ，Ｗａｌｋｅｒ，“Ｅｔｈｎ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
［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
版，第 １４—１６页。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３７— ４０ 页。另参见 Ｓｍｉｔｈ，Ａｎｔｈｏｎｙ 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６８．１ （１９９２），ｐｐ．７０－７２。
Ｂｒｕｂａｋｅｒ，Ｒｏｇｅｒｓ，“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ｇｒｏｕｐ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ｅｕｒｏｐéｅｎｎｅｓ ｄ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４３．２ （２００２），ｐ．１６４．



为几个固定的客观标准。

与之相反，布鲁贝克提出应该把族群和民族概念化为一种动态的、

过程的和关系性的离散术语（ｄｉ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ｔｅｒｍ），并将其视为正在发

生的“事件”（ｅｖｅｎｔ）。① 布鲁贝克对群体性的批判基于他对范畴（ｃａｔｅ

ｇｏｒｙ）和群体（ｇｒｏｕｐ）的区分。严格来说，范畴和群体只是在“群体性的

程度”（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ｇｒｏｕｐｎｅｓｓ）上有量的差别。群体属于一个严格区

分外来者的排他性范畴，而范畴则表明群体在某些侧面有很弱的一致

性。针对群体这一无法分割的行为实体，我们会问这一群体需要什么

或倾向于做什么；而范畴则关注某一组织逐渐嵌入某一具有象征意义

的神话或历史记忆，并最终使自身制度化的过程。历史上的民族建构

（ｎａｔ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就是逐渐把动态的范畴转化为相对固定的群体

的过程。②

把注意力转向群体性之下范畴的可变方面，在如下方面可以超越

群体性的民族理解：首先，如果假定族群是一个“有清楚界限的群体”

（ｂｏｕｎｄｅｄ ｇｒｏｕｐｎｅｓｓ），那么民族主义的研究通常以此为主体考察其起

源和特性。但布鲁贝克注意到，族群内部并非一个均质的经验整体，如

果从日常实践的角度理解经验群体的自我认知，那么视角就不仅仅局

限于大众和精英的差别，还有诸如城市和乡村、不同方言使用者等更微

观和更贴近事实的考察。其次，把视角从民族的连续性转换到其事件

性的方面，有助于更好的理解“极端团结（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和与

之相反的“冷却期”。布鲁贝克指出，由于民族内部成员的日常实践经

常是分离甚至对立的（如经济活动中的买卖双方利益不同），群体的自

我意识通常需要借助特殊事件将各种不同日常认知凝结在民族叙述之

下，从而才能成功号召和动员其成员进行活动。从事件的角度理解民

１９３

民族主义研究的类型学考察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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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有利于考察民族从日常的隐身状态得以现身的过程。“如果把群体

性当做事件，当做正在发生的某物，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群体性未发

生’的可能性”，并防止一种把民族看成是到处都在起作用的“过度民

族化（ｏｖｅｒｅｔｈｎｉｃｉｚｅｄ）”的理解。①

（二）民族主义的再生产：日常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②

上述布鲁贝克的理论用“事件”来分析群体性如何在日常状态下

“发生”，一定程度上展现了 ２１ 世纪的民族主义研究所共同关注的问

题：在民族主义话语逐渐淡出日常生活的背景下，民族情感是否只有在

特殊事件的激发下才能得以显现？麦克·比利格（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ｉｌｌｉｇ）针对

这一问题反驳了“通常把民族主义与一种试图建立国家的右翼政治企

图联系在一起”的主流观点。在比利格看来，这种观点把民族主义归

为没有成功完成民族建构（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也即国族建构）的民族的任

务，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的日常生活中是一种剩余，只有在秩序和规则

被打破的危机中才会重新回归。

但比利格认为，民族主义并不会在民族已经获得政治保障后就消

失，而是被吸收进已经建立起来的家园中。因此，比利格使用“日常民

族主义”指一种“意识形态的习惯，这一习惯使得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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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Ｂｒｕｂａｋｅｒ，Ｒｏｇｅｒｓ，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ｇｒｏｕｐ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ｐ．
１２－１３．
日常民族主义对应的英文有两个，一个是 ｂａｎ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参见 Ｂｉｌｌｉｇ，
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ａｎ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ｓａｇｅ，１９９５；另一个是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参见 Ｓｋｅｙ，
Ｍｉｃｈａｅｌ，“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ｉｌｌｉｇｓ
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Ｂａｎ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５７．２ （２００９）：ｐｐ．３３１－３４６。
前者出现时间较早，后者是在批判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Ｓｋｅｙ指出，由于
比利格强调语言在日常民族主义中的重要意义，因此在国家范围内掌握话语

权的群体似乎对民族主义的内容具有垄断的解释，因此 Ｓｋｅｙ 批判比利格的日
常民族主义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模式，没有看到语言受众的主动性。基于此种

原因，一些早期的翻译也将 ｂａｎ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译作“平庸的国族主义”。



被不断再生产”①。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已经从民族建构转向了日常

民族主义的再生产，这一再生产的过程给民族主义披上了新的外衣，即

爱国主义。比利格找到了爱国主义的产生的两方面渊源：

从历史角度看，爱国主义在前一阶段的民族建构过程中得到辨识。

“每一个家园都必须从总体性（ｔｏｔａｌｉｔｙ）和特殊性（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ｔｙ）两方面

被想象。”②比利格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术语进一步分析了想象

在民族建构中的作用。承担特殊性想象的是“自我范畴（ｔｈｅ ｓｅｌｆｃａｔｅ

ｇｏｒｙ）”，这一范畴关注从第一人称出发的认同，通过讲述“我们”的人

民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建立我们之为我们的特殊性叙事。而承担总

体性想象的是“关于故土的想象（ｉｍａｇｉｎ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这一想

象包含一种超越当下日常生活经验的地理归属，通过辨识他者来想象

某一从未见过的领土是值得为之付出生命的。关于自我和故土的想象

一经建立便很难再行重塑，如出生在他国的华裔仍与故土的身份认同

相连，这使得爱国主义有了相对稳定的认同基础。③

但为什么民族国家建立以后，人们仍然不会忘记自己的民族认同？

比利格指出日常语言时刻提醒我们身处于民族中。首先，“相似的语

言习惯（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ｈａｂｉ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发挥了重要的“指别（ｄｅｉｘｉｓ）”功

能。日常民族主义通常与语言学上的微观现象相连，“诸如我们、这

里、这个等小词（ｓｍａｌｌ ｗｏｒｄ）成为重要的提示词”。如“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人

民）中的定冠词“ｔｈｅ”把广义上的人类变成具有特定政治意涵的离散形

式。④ 其次，政治话语在日常民族主义的再生产中也起到重要作用。

其中政治家的功能在大众民主的时代不再是传播意见，而是借助其在

社交媒体上的名人效应，潜移默化的在大众心中植入关于民族的修辞

和叙事，为相似语言的“指别”功能的发挥提供重要语境。进而，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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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十分赞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大众传媒的重视。大众传媒通过话

语传递的形式直接将其受众塑造成“我们（ｗｅ）”，“国内版块（Ｈｏｍｅ）

不仅仅是一页报纸上的内容：它标记了新闻及其潜在读者的家园”①。

比利格特别分析了体育活动如何通过大众传统来渲染和强化了民族

叙事。

日常民族主义以上述方式无意识的渗透到每个人生活的各个方

面。比利格指出，在这种意义上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需要反思“价值

中立”的背后如何暗含了民族主义的话语。“作为社会学核心的‘社

会’，总是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被定义的。”②如约翰·麦休尼斯（Ｊｏｈｎ

Ｍａｃｉｏｎｉｓ）在 １９８９年出版的经典教材《社会学》一书中将社会定义为

“由在特定领土和共享文化的范围内互动的人民所形成的空间”③。这

一定义与“民族”对自身的理解不谋而合。社会科学的常识④对民族主

义意识形态的缺乏反思会导致如下结果：传统社会科学范式将民族主

义理解为一种极端现象，因此倾向于把民族主义“投射（ｐｒｏｊｅｃｔ）”到其

他民族身上，而把发生在自己民族身上的民族主义“自然化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ｚｅ）”成为一种爱国主义。⑤ 这样一来，民族主义就自然变成了

一种多余和异己的叙事，而爱国主义则被当成正常的自然情感而非反

思的加以接受。因此，比利格强调日常民族主义通过把民族主义去政

治化，回归日常生活实践，借此承认各个民族都是民族叙事的参与者，

爱国主义作为民族主义再生产的一个重要表现，也需经过理性的反思，

把它和中立的叙述剥离开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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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西，但其对常识（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ｎｓｅ）、领导权（ｈｅｇｅｍｏｎｙ）等词的使用可能间接受
到葛兰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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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关于民族的宏大叙事是否可能

美国政治学家恩斯特·哈斯（Ｅｒｎｓｔ Ｈａａｓ）指出，现有的民族主义

研究呈现出一种盲人摸象的态势：理论的总体面貌在不同学者从不同

视角出发的研究中各有不同。① 这一比喻暗示了一种总体叙事在一定

程度上仍然是民族主义理论的努力方向。但关于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

在何种意义上是可能并有意义的呢？

关于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ｇｒ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意指一种能够解释民

族主义在任何一个大陆、任何时间以任何形式兴起的理论。很明显，虽

然历史上各个时期和地区的民族建构运动共同在民族主义的标签下运

行，但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一旦透过看似同质的意识形态框架试图找寻

其发生的原因，就不得不诉诸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历史背景。正如

克雷格·卡尔霍恩（Ｃｒａｉｇ Ｃａｌｈｏｕｎ）所指出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想要通

过单一的理论去言说和解释太多不同内容的修辞学。②”在他看来，例

如爱尔兰的分裂和苏联解体同属一种民族分离运动，但想用诸如阶级

政治的单一原因来共同解释这两种现象仍然是脱离现实的企图。

尤莫特·奥科瑞姆利（Ｕｍｕｔ Ｏｚｋｉｒｉｍｌｉ）从社会建构主义（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ｍ）的认知学的角度重新反思了这一问题。建构主义主

张“知识是由人类的主动性活动所构成的观念集合”，这一强调主体

（ａｇｅｎｃｙ）的理论关注“观念如何通过不同媒介、在不同语境下、在不同

个体的思维中被形成和传播”，并反对将社会话语体系理解为对客观

事实的中性描述。奥科瑞姆利指出，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彻底排除了

建构一个总体民族理论的可能性，这种总体民族理论既不可能产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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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被言说和描述。①

以上对于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的反思并不意味着建构这种理论的

尝试应该被彻底抛弃。它在两个方面对传统理论具有批判意义：首先，

反思宏大叙事有助于走出“物化”民族的陷阱，即把一个在漫长的时间

内形成并不断自我更新其内容的民族，人为的划定在某一客观范畴的

界限内，并以此为标准筛选和过滤掉不相关的历史和社会事实。其次，

从“局部”和日常经验的角度丈量民族原型，并非盲人摸象的尝试。相

反，基于生活实践去理解民族及其内容，在民族的话语与权力相互渗透

的当今社会，能够更好帮助我们辨别何者是空洞甚至虚假的民族想象，

何者是生动且真实的日常生活。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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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与民族主义

［英］埃里克·考夫曼著　 张米兰译

摘　 要：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族群象征主义，经典的民族主义理论

均强调精英的作用，以及想象的共同体从中心向外围的扩张趋势。近

来很多学科的成果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这些成果强调的不仅是自

上而下的流动，也包括自下而上和同阶层（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流动的力量。

最近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复杂性理论能够扩大我们对自下而上的民

族动力学的理解。该理论吸引了一些当代研究者的评论，并强调研究

者们应该关注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网络特征。复杂性理论指出，秩序可

能会从混乱中产生；因此，“民族行为”也许会在缺乏“想象共同体”的

情况下出现。如果将民族视为其形式自上而下呈现的复杂性系统，那

么研究应该聚焦于复杂性的四个核心方面：显现（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反馈环

路（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ｌｏｏｐ）、临界点（ｔｉｐｐ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和分布式知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或称为“群体的智慧”。该理论呈现了如何通过群体性活动

而不是国家行为来再现民族认同；为什么民族主义的思想会在小范围

内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后突然向外扩散；为什么分裂通常具有传染性；以

及为什么民族认同内容在地方性上存在的巨大差异会增强而不是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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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教授。原文载于 ２０１６ 年种族与民族主义研究
协会和约翰威立出版有限公司共同出版的《国家和民族主义》。



民族动员的力量。

关键词：复杂性理论　 日常民族主义　 地区民族主义　 多义主义

　 多义性　 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理论　 个人民族主义　 大

众民族主义　 临界点

本文认为复杂性理论———即复杂的社会现象可以从看似毫无关联

的个人行为中产生———能够增强我们对民族身份、民族主义和族群冲

突的理解。为人熟知的现代主义—族群象征主义（或者说建构主义—

永存主义）的理论轴心被纵向（“自上而下”）和横向（“自下而上”）的

维度一分为二。尽管这不是一个新颖的观点，但是人们却没有很好地

理解这其中涉及的民族主义“横向”发展的特征和网络结构的力量。

复杂性理论充分的阐释了这一力量在解释民族建构和民族主义扩张过

程中的重要性。它揭示并关联了研究民族主义中的一系列令人费解的

现象，特别是民族主义的变体以及对个人、团体及地区性民族认同的解

读；突然爆发且无法解释的民族狂热情绪的发展；以及为什么某些民族

建构和运动取得成功，而其他的运动却未能波及起关键作用的大众。

它为经验主义研究者们推进这一领域的发展而提出了新问题和新的解

释框架。

复杂性理论关注那些构成了民族的各个要素的本质。纵向理论，

即以精英为核心的模型，将民族看成由个人组成的网络，每个个人都与

各节点上的精英相连接。但这一理论受到了日常民族主义学者的一系

列批评。那些紧密的、“自发”的、同阶层构成的网络在民族的形成和

发展过程中甚至比纵向网络更为重要。如果民族是纵向的构成的，那

么它们的符号语料库（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ｃｏｒｐｕｓ）会充满了精英阶层的文献和宣

言。如果民族是横向地构成的，那么民族符号的内涵则会无处不在却

又无迹可寻：它不落脚于某个个体或某份文献中，但是就像一片森林或

一个鸟群一样，以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形式存在，从个人、团体和机构的

相互联系中显现自身。因此，要想窥见其形状，必须问询大量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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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和机构。

迄今为止，复杂性理论将日常民族主义、多义主义（ｍｕｌｔｉｖｏｃａｌｉｔｙ）、

竞争性民族主义、个人民族主义等截然不同的微观层面的文献联系起

来，作为地方性隐喻的象征。通过此种做法，它把社会科学领域宏观理

论的讨论与中程理论（ｍｉｄｄｌｅｒａｎｇｅ）形成联系。更重要的是，它为经验

研究打开了新的大门，帮助那些“自下而上”研究民族主义的人更好地

理解所得到的材料。日常民族主义，或“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这方

面的研究吸引着人们关注纵向理论模型的不足，在后者的模型中，精英

观点和权力结构将民族的概念向下扩散到全社会，并从核心扩散到外

围。国家就是最突出的精英节点，但是分离主义精英和个人也可以被

看作是中心节点，其思想从上至下、从中间往外围流动，影响了普通群

众。尽管这一模型在现代主义思想中最为突出，在地方管辖中强调国

家或次国家（ｓｕｂ ｓｔａｔｅ）精英①，但是它同时在族群象征主义思想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即将浪漫主义的知识分子强调为主要的行动者。② 因此，

民族主义理论中的现代主义—族群象征主义被一分为二成横纵两个维

度，而复杂性理论拓展了其横向维度的一面。

一、复杂性与民族主义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Ｅｒｉｃ Ｈｏｂｓｂａｗｍ）敏锐的洞察到了民族主义

在横纵两个方向上的发展。但是在这一主题上，他的表达却十分隐晦。

对霍布斯鲍姆来说，“自上而下渐进渗透的行为……在这一时期（１９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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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末的欧洲）可能占据主导地位”。但他同时也描绘了工人阶级发明

的“与上层社会阶级没有关联的”传统，比如足球。在这篇讨论“传统

的发明”一文的结论处，霍布斯鲍姆依然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提出的

问题甚至比给出的回答还要多：

“最后一个方面是有关‘发明’和‘自发产生’的关系。……这是一

个不断困扰现代大众社会中的研究者的问题。‘发明传统’有着重要

的社会与政治功用，而且如果它们不具备这些功能，这样的传统就既不

会存在，也不会得以巩固。然而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控制

的？……第二帝国时期德国民族主义政治并不能只是自上而下地加以

理解。已有研究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民族主义在这一时期脱离了那些

试图操控民族主义并以此获利的人的控制。”①

霍布斯鲍姆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跟盖尔勒（Ｇｅｌｌｎｅｒ）一样，我会

强调人为、创造和社会影响等因素，它们都参与了国家形成的过程。”

接着，他总结道：“如果说奈尔纳的民族学说有值得批评之点，那就是

他只从现代化（自上而下）的视角来谈民族问题……即便是最忠诚的

公民或支持者，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也并不会对他们的思

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民族认同及其所代表的意涵一定是会随着时

间而发生变化的。”②

霍布斯鲍姆的作品影响了布鲁贝克（Ｂｒｕｂａｋｅｒ）的研究③，后者的

团队在特兰夕法尼亚（Ｔｒａ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的克路治（Ｃｌｕｊ）进行了关于日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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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义的民族志研究。他们的研究显示，尽管民族主义政治家花费了

极大的努力，克路治的普通民众对自己的族群身份仍然不感兴趣。同

样这也表明无意识的行为，如加入特定教会或雇佣自己社交圈子内的

某人等行动，如何再生产出族群分化的结构。①

复杂性理论认为大范围原因（如政治动员）只能带来有限的影响

（如大众民族主义对此回应不足），但是小范围原因（如地方性事件）却

能带来极大的影响。在克路治的例子中，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罗马尼

亚克路治市市长反复鼓动群众，却未能激起群众的狂热情绪。然而，在

其他例子中，最开始的小型运动形成一系列反馈环路，由此产生巨大的

效果。戴维·莱廷（Ｄａｖｉｄ Ｌａｉｔｉｎ）认为苏联解体后形成的新国家在民

族同化方向上存在很大的分歧，变革的力量就像一个“引爆游戏”（ｔｉｐ

ｐｉｎｇ ｇａｍｅ）。变革开始可能很缓慢，然后随着爱沙尼亚语等此前有名

无实的语言得以发展并形成扩张之势时，变革也突然加速。人们关注

的不仅是民族主义者的促进和刺激作用，也包括他们所认为其民族同

伴们可以取得的成就。随着爱沙尼亚语的发展超过了临界点，增加的

不只是学习这门语言的实际好处，更重要的是人们转而关注的观念，这

一过程形成了一个自我实现（ｓｅｌｆ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的反馈环路。②

布鲁贝克及其同事关注的是显现，而莱廷重视的是非线性和反馈

环路。这些都是复杂性理论相互关联的方面。理解这些网络结构的力

量和特性能丰富对横—纵坐标系的理解，这一坐标系将民族主义理论

中的现代主义和族群象征主义一分为二。因此复杂性理论可以帮助历

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更好理解他们获得的材料，仔细研究经验事实，寻

找关于显现、反馈环路、临界点和分布式信息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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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复杂性理论与国家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人们逐渐认识到相比于牛顿的线性方法，“复杂

适应系统”（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能够更好地解释自然世界中的

很多现象。① 复杂性理论最初起源于自然科学，如气候中温度的增加

速率或者鱼类资源总量的改变似乎无规律可循，这与增量模式（ｉｎｃｒｅ

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的理解不符。既有的传统方法基于线性假定———

即评估模型中额外输入量的增加在某一时刻带来的影响，以预测作为

结果的边际利益的改变。与此相反的是，正如大西洋中鳕鱼数量原因

不明的骤跌，阈值条件表明小范围原因可以带来巨大的影响。鱼类总

数量持续下降，尽管食物的充分供给预示着总数量应回升到之前的水

平，但这种下降趋势最终达成了新的平衡。复杂性理论也应用于社会

科学领域。比如，市场和城市被认为是复杂性系统的范例。城市和市

场的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可见宏观力量不可以被化约为“有代表性

的”个人行为的简单相加。

但本文的目的不是总结关于社会科学领域中复杂性理论的已有思

想，因为其他领域已经有了很完整的概括。② 复杂性与民族主义之间

的联系也不完全无人探究。塞德曼（Ｃｅｄｅｒｍａｎ）③利用主体基模型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研究众多小型邦国如何最终构成一个大国家，

如德国；以及国家如何根据内部族群的相对大小整合族群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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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ｖｉｃ）两种形式的民族主义。莫克（Ｍｏｃｋ）探究认知情感网络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如何将个体联结成具有民族认同的更大

团体，在这一身份中，个体对符号的情感依附加强了符号在宏观层面的

再现。① 民族通过低层级的互动而得以显现。

此前的研究与复杂性理论有密切联系，但是本文即将展开的分析

也有如下的独特之处：它尝试在复杂性的指导下，总结并重组当下很多

对于“自下而上”民族主义理论的评论。从研究民族主义的视角出发，

笔者列出以下“复杂适应系统”的相关特征：

１．显现———该观点认为复杂性系统不是由中心节点控制，而是在几个

相互协调的基础规则之上，从独立部分的交互过程中得以显现的。它强调

的是系统自下而上自行组织形成一个复杂的整体。一群鸟类不受领头的

鸟控制，但仍有共同方向和集体行为———比如共同抵抗捕食者，因为所有

的鸟都遵循一套简单却相同的原则，即躲避捕食者并与周围鸟类保持等距

离飞行。鸟群内部不存在每一只鸟都应遵守的共同目标或方向。在人类

社会中，行人交通模式（ｐｅｄｅｓｔｒｉａｎ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２．反馈环路———亚马逊热带雨林通过蒸发，成为该地区降水的主要

来源。同样，温室效应通过云层将热量滞留在大气中而发挥作用，进而

融化冰层、释放甲烷，这些效应增加太阳光的吸收和大气层的厚度，使得

更多热量滞留在大气中，如此循环。当动物因炎热而体温升高、排汗降

温时，反馈有可能是负面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而当温室效应或流行病发生时，

反馈也有可能是正面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在以上情况中，事件的结果促使事件

的原因扩大，而原因扩大又助推了结果的进一步升级，最终导致整体系

统的失控。社会学中，时尚潮流的“病毒性”传播就是一个例子。

３．阈值效应或者“临界点”———通常来说，长期停滞的局面会被突

发的改变打破，而这些改变无法用相互分离的各个因素来解释。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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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温度上升一度就会沸腾，最后一粒砂会导致沙堆的崩塌，无法预知

的小范围原因可能导致戏剧性的后果。社会领域的例子是，一系列溃

败的积累之后，军队会因最后一次的溃败而士气不振。

４．分布式信息，亦即“群体的智慧”①———在这里，系统的“头脑”广

泛分布于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每个部分拥有不同的观点，当这些观点整

合在一起，会形成一个比由核心主导的系统更有效的实体。在生态系统

中，信息通过相互关联的不同物种之间构成的反复试错的进化路径而获

得。在社会体系中，信息的获得通常来自相互关联或与整体关联的许多

个体之间的反思与互动。市场通常被看作是这一理论的典范，它解释了

如何通过利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分布式信息来更好地满足个体主

义的人类需求，相比之下，由核心主导的分配体系下的计划者只能依赖

部分信息和专业知识。这并不是为市场所遭受的指控做辩护，这种指控

认为市场因无法提供公共产品而产生了诸如不平等、污染等社会弊病。

关键在于，相比于由核心主导的体系，市场处理信息的能力更强，因此能

根据个体需求———无论好坏———针对性地提供私人产品。

下文将逐个解释以上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

三、民族认同：从生产到消费

经典的现代主义民族理论，尤其是厄内斯特·盖尔纳（Ｅｒｎｅｓｔ Ｇｅｌｌ

ｎｅｒ）的著作②，假定了民族认同是由精英领导，并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崛

起所产生的现象。这一现象是精心筹划、控制和协调的结果。这不仅

适用于“狂妄自大（Ｍｅｇａｌｏｍａｎｉａｎ）”的国家精英，同样符合外围那些

“极富浪漫（Ｒｕｒｉｔａｎｉａｎ）”色彩的反国家精英（ｃｏｕ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ｅｌｉｔｅ），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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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流动的途径通常受到阻碍。经典理论关注的是民族主义的生产，

比如纪念雕塑或学校课本，而不是普通民众接受或“消费”这些民族主

义产物的方式。用盖尔纳的话来讲，国家“在民族不存在地创造了民

族”，国家的各个方面———教育、征兵、官僚体制———都被用来服务于

单一的民族愿景。① 民族主义通常从中心开始，进而从核心向外扩散，

从精英向全社会范围传播。用韦伯（Ｗｅｂｅｒ）的话说，当民族观念在前

现代的那种自给自足（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的地区性依赖的土壤上流传开来

后，农民就被改造成了法国人。② 随着国家语言的标准化和方言的消

失，地方性或少数群体的认同被同质的民族世界观所取代，这一世界观

以诸如法国大革命等的神话为基础。韦伯当然意识到了地域性条件的

重要性，他引用了法国周边地区的人民反抗征税和征兵的事例，以证明

２０世纪之前人民斗争的力量有多么渺小。③

自上而下的民族扩散理论也受到了挑战。霍布斯鲍姆将它看作是

盖尔纳论证中的缺陷。已故的弗雷德里克·巴特（Ｆｒｅｄｒｉｋ Ｂａｒｔｈ）也极

具说服力地介绍了族群界限如何在地方性的“复杂多民族系统”（ｃｏｍ

ｐｌｅｘ ｐｏｌｙｅｔｈｎ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中再生产，而这一同化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实

现，但在其他情况下却无法实现。族群性（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显现于邻近族群

间的互动（反馈环路），这些互动又再次加深了彼此的族群界限。精英

在族群性的建构和传播方面所起的作用相对有限。④ 过去 ２０ 年中，历

史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经验研究同样指出了自上而下理论的不足。麦

克·比利格（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ｉｌｌｉｇ）关于日常民族主义的重要著作为探讨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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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Ｇｅｌｌｎｅｒ，Ｅ．，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８３，ｐｐ．４８－４９．
Ｗｅｂｅｒ，Ｅ． Ｊ．，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ｉｎｔｏ Ｆｒｅｎｃｈｍｅｎ：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Ｆｒａｎｃｅ，１８７０ －
１９１４，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６．
Ｗｅｂｅｒ，Ｅ． Ｊ．，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ｉｎｔｏ Ｆｒｅｎｃｈｍｅｎ：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Ｆｒａｎｃｅ，１８７０ －
１９１４，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６，ｐｐ．１０６－１０７．
Ｂａｒｔｈ，Ｆｒｅｄｒｉｋ，“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Ｉ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１ （２０１０）：４０７．Ｂａｒｔｈ，Ｆ．，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ｖｅｌ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２１．



（ｔｈｅ ｏｆｔｅｎ ｒｏｕｔｉｎｅ）、世俗、本土和大众的民族主义再生产打开大门，让

私人媒介而不是国家扮演重要的角色。① 这使得人们更多关注“日常

的”民族主义，后者更注重水平而不是垂直方向上的关系，更关注大众

文化而不是上层文化，更重视当代而不是传统，更强调分散化而不是国

家中心化。汤姆·伊登索（Ｔｉｍ Ｅｄｅｎｓｏｒ）的理论是这一新体裁的典型，

他支持“‘自下而上’的流动、发展和联系……而不是自上而下、等级明

显的结构”，并将此看作民族认同的核心内容。②

他认为民族主义领域的现代主义理论过分关注国家主义，同时误

解了族群象征主义，即指责后者更重视传统和历史而非当代性，更重视

上层文化而不是大众文化的表达模式。③ 根据日常民族主义的观点，

民族认同比由核心主导的系统更类似“森林”———这是复杂性系统经

常引用的例子：“有些树枝枯萎、重生、嫁接或萌芽……这些正在发生

的过程都给彼此以反馈，巩固了理解和实现民族认同过程中的自然

属性。”这些联系创造了“一系列空间、行为、事物和表现形式之间的

关联性”，为展现民族认同提供了无数种不同的方法。④ 换言之，民

族认同如同一片树林，更多地产生于同层级间的流动和反馈，而不是国

家的指导行为，尤其在我们所处的后工业化的民主时代更是如此。

伊夫·德鲁瓦（Ｙｖｅｓ Ｄｅｌｏｙｅ）提醒人们关注民族再生产过程中的

“不可见性”（ｉｎ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伊登索则强调其非自反性（ｕｎ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的本

质。微观社会行为———居住在具有本土风格的环境中、听极具民族特

色的音乐、观看国家体育赛事、购买本国品牌的汽车等，比参与那些偶

然发生的、集中体现民族主义的活动，如国庆日，要更为重要。德鲁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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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ｌｌｉｇ，Ｍ．，Ｂａｎ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１９９５．
Ｅｄｅｎｓｏｒ，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Ｏｘｆｏｒ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ｅｒｇ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２，ｐ．３０．
Ｅｄｅｎｓｏｒ，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Ｏｘｆｏｒ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ｅｒｇ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２，ｃｈａｐｔｅｒ ｉ．
Ｅｄｅｎｓｏｒ，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Ｏｘｆｏｒ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ｅｒｇ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２，ｃｈａｐｔｅｒ ｖｉｉ．



指出了民族认同的传播“通过各种隐晦且模糊的方式，大量建基于无

意识的过程……缺乏清晰可辨的行动主体。这种情况的危险性在于，

民族认同的出现从总体上看是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①。当拥有不同

地域性文化实践和观念的移民进入英国，并给英国白人认为是理所当

然的习俗和理解带来问题时，一种不和谐的情绪就由此产生。这给刚

刚产生了自我意识的主流群体带来了本体论上的不安感。这一危机可

能助燃了反移民党派或街头抗议运动，这些群体的成功不可能仅仅归

功于极右翼的倡导者，而且还要依靠那些水平方向上的互动———这些

互动强化了在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中产生的当代民族认同。② 在宗

教—政治领域，另一个组织性认同得以显现的例子是“无领导的圣战”

运动，比如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③

尽管一些民族主义理论家，尤其是族群象征主义理论家，意识到共

鸣（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的问题———民族感召未能通过赢得民众的欢迎而扎

根———但是意义的生产仍然被认为是由精英主导的活动。④ 并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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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Ｄｅｌｏｙｅ，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ｉｎ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Ｊ．Ｂｒｅｕｉｌｌｙ，２０１３，ｐｐ．６１７－６１８．
Ｓｋｅｙ，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ｈｏｏｄ ｉｎ
ａ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Ｗｏｒｌｄ，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１．
Ｂｏｕｓｑｕｅｔ，Ａ．，“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ｏｒ
ｇａｎｉｓｉｎｇ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ｌｅａｄｅｒｌｅｓｓ ｊｉｈａｄ”，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１５，３，２０１２，ｐｐ．３４５－３６９．Ｓａｇｅｍａｎ，Ｍ．，Ｌｅａｄｅｒｌｅｓｓ Ｊｉｈａｄ：Ｔｅｒｒ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Ｐ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著名的失败事件包括欧西坦尼亚、帕达尼亚和本土“克鲁伊辛”（Ｃｒｕｉｔｈｉｎ）的阿
尔斯特新教教徒身份等运动（Ａｄａｍｓｏｎ，［１９８２］Ａｄａｍｓｏｎ １９９１）。后殖民时期民
族主义，尤其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未能取代明显的种族忠诚（Ｓｍｉｔｈ，１９８３）。根
据非洲晴雨表（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的调查，大部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都将种族置
于民族身份之上，但是也有特例，比如坦桑尼亚人把民族身份置于情感的首位。

可参见 ｗｗｗ．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ｏｒｇ，数据来源于 Ｒｏｕｎｄｓ １－４．２和 ２０１４年 ５月 ８日与乔
普·李尔森（Ｊｏｅｐ Ｌｅｅｒｓｅｎ）的私下交流。Ｓｍｉｔｈ，Ａ．Ｄ．，Ｅｔｈｎｏ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ｉｓｍ：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９，ｐｐ．３１－３２，７１－７２．
Ｏｚｋｉｒｉｍｌｉ，Ｕ．，“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ｎ ａｒｔｉｃｈｏｋｅ？：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９，Ｐａｒｔ ３，２００３，３４８－３５０。



如特纳（Ｔｕｒｎｅｒ）指出，符号是多义的（ｍｕｌｔｉｖｏｃａｌ）①，个人对于符号的解

读会因不同情境而变化。如英国国旗（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Ｊａｃｋ）不仅是 ２０ 世纪

６０年代摩登派反主流文化中使用的娱乐符号，也用作法西斯英国民族

阵线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ｏｎｔ）的标志。② 弗克斯（Ｆｏｘ）强调国家庆典活动的

多义特征的本质：群众对官方活动，如庆祝巴士底日，反应各异，有些人

无动于衷，有些人怀着强烈的爱国情绪，但是反映 １９ 世纪新古典主义

典故的雕像对如今的人们已经没有吸引力了。③

最经典的对民族的概括性理解当属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想象的共同体”（Ｉｍａｇｉｎ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一词。④

在安德森的指引下，围绕“民族何时产生”这一问题争论不休的历史社

会学家反复强调共同的想象是检验民族形态的重要指标。⑤ 这一结论

有待检验。鸟群或鱼群以共同的方式行动，但其中的个体却没有想象

过整体或提出领导性的计划。整体性不能只通过个体的部分就得到理

解。每一个个体遵循简单的规则，这些规则催生了复杂的整体。当一

群人根据某些受限的原因，如共享某种方言，以此为标准选择与一些人

合作而排斥另一些人，这一集体即便缺乏整体性意识，也可以像族群共

同体一样行动。群体中的成员无需对族群边界和普遍认同的一套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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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ｉｋｓｅｎ，Ｔ． Ｈ．，“Ｓｏｍ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ｆｌｆｌａｇｓ”，ｉｎ Ｔ． Ｅｒｉｋｓｅｎ，Ｒ． Ｊｅｎｋｉｎｓ （ｅｄｓ．），
Ｆｌａｇ，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Ｌｏｎｄｏｎ，２００７，ｐｐ．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１５．Ｔｕｒｎｅｒ，Ｖ．Ｗ．，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ｆ Ｓｙｍｂｏｌｓ：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ｄｅｍｂｕ Ｒｉｔｕａｌ，Ｉｔｈａｃａ：Ｃｏｒｎｅ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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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记忆有足够清楚的意识，就能够进行共同行动。

以上理论就质疑了“想象的共同体”的重要性，以及共识性认识是

否像许多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应被当作族群特征和民族形态得以产生

的必要条件。① 我并不主张大多数民族都是自发形成的，这种观点很荒

谬。但与此同时，在个体之间、村庄共同体之间形成的认识，以宗教或语

言为基础产生的互动，这些都能解释为什么阿姆斯特朗（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②认

为欧洲族群共同体（“民族主义产生之前的民族”）是建立在语系和宗教

所圈定的范围之上的。这些正是构成微观层面的互动、沟通和社会界限

的力量来源，从这一力量中，类似“民族”的行为得以显现，随后的民族主

义精英凸显出他们正在形成的集体意识，从而为他们的民族建构寻找共

鸣。同样，布鲁贝克③也提到了克路治的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他们

仅仅“无意识”地加入不同的宗教，从亲密的家庭和友情网络中雇佣他

们信任的人，帮助发展了这种族群特性。虽然这一行为的动因并不是

族群性的，但是其影响产生了推动族群意识形成的结构。

复杂性理论与横—纵网络的理论密切相关，后者又与现代主义—

族群象征主义的讨论密切相关。族群象征主义强调主观神话与符号的

重要性，这些都由宗教组织、王朝国家、宗派、游吟诗人和艺术家在前现

代中生产出来。④ 尽管这种意识的传播与其产生过程同时进行，但是

复杂性理论也使得“鸟群般”无意识的协作在缺乏共同意识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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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这是族群象征主义没有提到的一个现象。在前现代的德意志

土地上，如果说日耳曼方言的人与说日耳曼某一分支方言的人更多的

交流，相比之下与其周边说拉丁语或斯拉夫语言的邻居更少的交流，这

种现象可能就是类似“族群”边界的产生基础。大规模的冲突和合作

产生于场域（ｌｏｃａｌｅ）的微观力量，即便当地人并没有意识到在他们地方

性的互动中已然显现出了广泛的“族群性”。

这不是要反驳一个事实———即冲突通常发生在文化内部，并且足

以切断语言的延续性。比如，西班牙征服者在反抗阿塔瓦尔帕

（Ａｔａｈｕａｌｐａ）或瓜特穆斯（Ｃｕａｈｔｅｍｏｃ）的战争中有由当地人组成的盟

友。但是与此同时，人们也会想到，在美国发生的白人和印第安人的冲

突发生在前，而 １９ 世纪末形成的全国性质的“北美印第安人”的想象

的共同体随后才出现。① 从共享相同的神话和符号的角度而言，北美

印第安人不是一个族群共同体。② 然而，他们在一系列反抗白人殖民

者的侵略斗争中呈现出如同“鸟群般”的“族群”特性。各个印第安部

落的地方性合作并没有扩散成为全国性运动和意识，直到 １８世纪末通

过协会和书面交流的联系，这一局面才得到改善。但是鉴于当地人反

抗白人并与其他印第安部落合作，有人会将“新兴的”印第安“鸟群”提

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使这没有达到族群性意识的地步，这也不单单

是一系列独立的地方性现象。

四、地方性与民族

经典民族主义理论讲述了礼俗社会（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屈服于法理社

会（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前现代的地方主义让步于同质化的民族主义，而“呈

现”理论保持了对各种事件的不同解读，这些事件中，地方性成为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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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得以产生的活动主体。这件事至关重要，正如马来塞维奇

（Ｍａｌｅｓｅｖｉｃ）所说①，因为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ｓ）通常较为遥远和抽象，

所以必须被编织到产生情感依附和团结情绪的微观共同体中。一旦场

域———即部分———逐渐把自己看作是与国家紧密联系的———即整体，

地方主义会促进而不是阻碍民族认同。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利物浦人和

英国人、加斯科人和法国人，这两种身份会相互促进。社会历史学家认

为，城市和地域解释、塑造、推动国家之“被发明的传统”的传播。１９ 世

纪的国家庆典活动被嫁接在之前存在的公民传统中，以提供一个具有

延续性的地方叙事。

例如汉堡的城市缔造者们深受当地光荣的汉莎人（Ｈａｎｓｅａｔｉｃ）传

统的影响，在 １８８０—１９００年期间带领德意志帝国成为海上强国，流传

下来的贸易传统开启了海上帝国主义的未来。② 与此相反，德法交界

处的法尔兹（Ｐｆａｌ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地人诉诸德意志帝国统

一之前反抗法国入侵的历史，甚至还追溯到欧洲三十年战争和路易十

六时代。他们的历史成为了作为德国人的历史。在之后的二战灾难

中，法尔兹人远离纳粹主义，成为普鲁士的拥护者，并诉诸当地的另一

段法尔兹作为德国与法国枢纽城市的历史。当地的历史再一次融入了

德国的民族认同之中，这一区域也成为德国民主的摇篮。③

民族作为所谓的精神家园（ｈｅｉｍａｔ）的观点表明，地方性通过一种

共同选择的地方视角来窥视民族的准则。④ 许多民族神话最开始都是

地方城市的神话，逐渐被其他场域内的受众效仿并接受。比如圣女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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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雕像早在 １４５８年就竖立在奥尔良，贞德也成为当地人自豪的主要

来源。直到 １９世纪 ４０年代，贞德成为民族英雄，部分原因在于儒勒·

米什莱（Ｊｕｌｅｓ Ｍｉｃｈｅｌｅｔ）的《圣女贞德》（１８４１）一书。通常这一模型在

城市间的蔓延，而不是由核心来倡导实施，比如卡塔兰（Ｃａｔａｌａｎ）与普

罗旺斯（Ｐｒｏｖｅｎｃａｌ）边界地区花卉竞赛的传播，后来这一游戏得到卡塔

兰民族主义者的喜爱。① 在边界地区，新的界限叠加在之前存在的地

区差异上。民族因此被当作边界两边的当地人与对方进行竞争的资

源。正如萨林（Ｓａｈｌｉｎ）写道西班牙与法国边境上的一个地区，民族归

属感“相比作为国家意志的结果而言，更像是一个接纳和占据民族角

色的地方性过程……当地社会出于自身的目的来反对或利用国家，它

使得国家变成了一个村庄”②。

以不同的方式交流和解读民族象征意义的场域，激发了自下而上

的显现理论。非国家实体的地方性分支———爱国社团和联合会———经

常组织国家庆典。这种现象在中央政府较弱的国家尤为显著。美国在

内战之前缺乏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直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罗斯福新政出

台前，国家仍然缺乏积极的官僚机构。但是如果说美国缺乏民族认同

却是不恰当的。民族认同及其象征被众多主体以不同方式阐发和解

读。除了美国内战外，缺乏民族核心的情况没有减损国家的统一。民

族作为一种习语（ｉｄｉｏｍ）或象征性“冲突区域”（ｚｏｎ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在与

区域性和意识形态碎片化的趋势作斗争，并在这个过程中强化自身。③

美国北方各州从 １９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由诸如联邦退伍军人联合

会（ＧＡＲ）和妇女救济团（ＷＲＣ）等团体组织美国国庆日的庆祝活动，但

在美国南方，庆祝活动则由南部士兵联盟（ＵＣＶ）和联盟国之女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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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２１，１，２０１５，ｐｐ．２－２０．
Ｓａｈｌｉｎｓ，Ｐ．，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ｙｒｅｎｅｅ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ｐ．９．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Ｊ．，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Ｚｏｎ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



（ＵＤＣ）负责。爱国团体把地域性焦点———比如祭扫内战士兵墓地或

为内战将领建筑纪念碑等———与国家游行活动及其他庆祝活动相结

合。① 鉴于这些团体以地方性为基础，地域性的英雄进入了更广阔的

全国性舞台。由私人企业自主设计的纪念品在大众中传播了民族主义

形象。在这一独特的日常民族主义中衍生出的民族认同感，其影响力

不亚于由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国家主导的民族。在亚洲，类似的情况发

生在菲律宾民族主义与泰国民族主义所选择的不同道路上。后者以曼

谷为中心，强调国王的作用，而“菲律宾人显然缺乏对阿基米德点的理

解，从这一点出发，民族利益可以公开并中立地得以制度化……（菲律

宾的民族主义）既分散且大众化，它通过民众的表现和以‘菲律宾特色

（Ｆｉｌｉｐｉｎｏ）’为样式的抗争，自下而上的显现”②。

五、反馈环路和临界点

弗雷德里克·巴特写道帕坦人（Ｐａｔｈａｎ）或拉普人（Ｌａｐｐ）的认同

如何因地区不同而有所不同，进而一些地区出现同化现象的可能性高

于其他地区。族群界限在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中得到巩固。被其他群

体所接受的族群身份声明（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ｃｌａｉｍｓ）或身份转变（ｓｈｉｆｔｓ）进而巩

固了这些身份，由此形成了巴特所说的“自我实现”的过程。③ 接下来

我们讨论这些自我实现的反馈环路的影响，反馈环路中失控的因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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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Ｙ：Ｖｉｎｔａｇｅ Ｂｏｏｋｓ，１９９１．ＯＬｅａｒｙ，Ｃ．Ｅ．，Ｔｏ Ｄｉｅ ｆｏｒ：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ＮＪ：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
Ｓｉｄｅｌ，Ｊ．，“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ｐｏｓｔ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Ｏｘｆｏｒｄ：Ｊ．Ｂｒｅｕｉｌｌｙ．
Ｏｘｆｏｒｄ，２０１３，ｐｐ．４７４－４７５．
Ｂａｒｔｈ，Ｆｒｅｄｒｉｋ，“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Ｉ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１ （２０１０）．Ｂａｒｔｈ，Ｆ．，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ｖｅｌ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２８．



导致临界行为（ｔｉｐｐ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的发生。一个主动性反馈的例子就

是得以建立的民族使新生一代融入他们自己的符号象征中。民族国家

会产生刺激性因素———如荣誉和官职———以维系这一组织的持存，这

也就是斯廷奇库姆（Ｓｔｉｎｃｈｃｏｍｂｅ）所说的“无限环路”（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ｌｏｏｐ）①，

即使他们不再发挥经济或军事方面的职能。其他国家利用民族的标签

并扩大其使用。实际上，如今的民族国家更多地依靠这些反馈环路得

以维系，而不是依靠经济或军事命令，后者在城邦或帝国时代可能会更

好地促进一种跨越共同体的网络。② 民族的再生产只会受到物质或外

部冲击的阻碍。

民族的扩张是主动性反馈环路的一个典型例子。民族主义文献中

很少提及却不言而喻的主张是民族主义的观点顺利地在帝国内部从知

识分子中心传播到地区精英中间（就是盖尔纳所说的“极富浪漫”色彩

的精英），或者传播到海外殖民地之上的本族精英中，如尼雷尔

（Ｎｙｅｒｅｒｅ）和甘地（Ｇａｎｄｈｉ）。随后，这些人领导了脱离殖民国运动和独

立运动。由精英组成的小集团的作用经常被强调，这些精英在大城市

中接受教育，并创建了民族主义组织和刊物。

但是其中的网络力量（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ｙｎａｍｉｃ）是什么？民族主义的观点

如何进行传播？作为自上而下的网络的一部分，处于中心位置的知识

分子是否向有读写能力的个体传播了民族主义的观点，后者进而在公

共场合宣传了民族主义思想？还是同时也有水平方向上、同阶层之间

的传播力量起了重要作用？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民族主义理论的关

注点在于结构性的前提条件，而不是短期的作用③，但是后者在决定民

族主义运动能否在有利时机发展壮大这一方面至关重要。有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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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点的传播需要时间：在赫洛奇（Ｈｒｏｃｈ）所说的① Ａ阶段民族主义的

扩散，或 Ｂ阶段民族主义组织的出现，这些阶段的产生不仅依靠自上

而下的印刷资本主义，同样需要借助“至关重要”的同阶层之间的网络

联系。如同一场流行病，被这一观点感染的人越多，观点得以传播所借

助的媒介就越多，最终到达一个临界点。戴维·莱廷在前文提到的大

范围同化———即少数群体的成员在突破临界点的某一时刻，会突然从

帝国语言（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转向他们自己的方言———可以作为一个

例证。② 这种现象在大众教育发展之前尤为显著。对于李尔森（Ｌｅｅｒｓ

ｓｅｎ）来说，与其他现象相比，这一理论帮助解释民族主义在起沟通作用

的基础设施比较薄弱的社会中的如何传播，如 １７５０—１８２５年间信奉天

主教的爱尔兰；以及如何理解突然发生的范式转变，如 １９ 世纪出现的

历史主义。③

民族主义动员活动，尤其是分裂行为，创造了能够进一步激励其他

人的榜样人物。因此，新民族的诞生刺激了其他人的思想和行为，不管

现存国家或跨国行动的主体是否促进或抑制这一进程。如果潜在的分

裂分子目睹了邻国分裂分子的成功，这一传染性的分裂意识尤其容易

再度发生。④ 关于观念或民族主义运动会平稳地、线性地传播的假说，

可以从临界动力学（ｔｉｐｐｉｎｇ ｄｙｎａｍｉｃ）的角度被重塑。

在民族主义暴力的问题上也会出现类似情况。在纳卡（Ｎａｇｏｒｎｏ

Ｋａｒａｂａｋｈ）冲突中，杀人事件通常是自发的，而非组织性的，民族主义精

英只是回应，而不是引导事态的发展。谣言传入苏姆盖特（Ｓｕｍｇａｉｔ）

５１４

复杂性与民族主义

①

②

③
④

Ｈｒｏｃｈ，Ｍ．，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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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ｉｔｉ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ａｒ Ａ
ｂｒｏａｄ，Ｉｔｈａｃａ，ＮＹ，Ｃｏｒｎｅｌｌ，１９９８，ｐｐ．２１－３０．
来源于与乔普·李尔森（Ｊｏｅｐ Ｌｅｅｒｓｓｅｎ）的私下交流。
Ａｙｒｅｓ，Ｒ．Ｗ．ａｎｄ Ｓａｉｄｅｍａｎ，Ｓ．Ｍ．，“Ｉｓ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ｍ ａｓ 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ｕｓ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ｏｌｄ
ｏｒ ａｓ ｃａｎｃｅｒ？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ｓｅｃ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６，３，２０００，ｐｐ．９２－１１４．



后，在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ＡｒｍｅｎｉａｎＡｚｅｒｉ）之间引起了一系列针

锋相对的螺旋式暴力事件，随后暴力逐渐升级（Ｖｏｒｏｎｋｏｖａ，２０１２）。尽

管很多种族灭绝事件是由国家主导的，但是另一些情况下，比如由三分

之一的胡图（Ｈｕｔｕ）族人参与的卢旺达（Ｒｗａｎｄａｎ）种族灭绝事件，显示

了同阶层的传染性事件的力量。唐纳德·霍洛维茨（Ｄｏｎａｌｄ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

促使人们关注族群暴力的自发性特征，尤其是前一环节中暴力催生了

新的暴力，这是一个主动性反馈环路的经典例证。

在爱尔兰近代历史上，１９１６ 年复活节起义被看作是一个转折点。

在这之后，武装的爱尔兰分裂主义夺取了核心力量。但是通常被遗忘

的是，爱尔兰天主教强烈支持参加一战，却没有对复活节起义做出及时

的回应。爱尔兰共和派试图激发人民情绪的尝试经常受挫。当时已经

发生的情况是，民众的政治民族主义正在悄然崛起，与到达临界点之前

的蔓延阶段情况十分类似。① 正如民族主义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一样，

一种对数的（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同层级间的民族情绪的传播在爱尔兰民众

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比之下，复活节起义发生之前的几十年间，民族主义动员行为基

本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同样，１９５６—１９６２年发生的爱尔兰共和军边境

战役（ＩＲＡｓ Ｂｏｒｄｅｒ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是一个悲惨的失败，尽管有一系列十分有

利的条件（歧视、贫穷和组织）。这些有意识的努力未能带来任何结

果。根据复杂性理论可知，北爱尔兰天主教的民族主义情绪还没有到

达临界点。但是七年后，民众对再次发生的爱尔兰共和军边境战役反

应却截然不同———大量当地志愿者加入了战斗。同样是这个道理，尽

管发生了一系列诸如民权组织运动和警察镇压的重大事件，如果缺乏

触发机制，就无法使进程缓慢、各自分散地对共和国的同情转变为统一

的、突然的、大范围爆发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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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贝克①也揭示了为何克路治的民族主义情绪以潜在的方式存

在，而不是凸显出来。因为罗马尼亚群体虽然受到民族沙文主义的激

励，却未能到达一个关键的群众运动阶段，也无法激起一连串的动员和

反动员的连锁反应。关于网上请愿的经验调查显示，很多动员运动都

逃不开这样的命运：大部分运动都以失败告终，仅仅只有一小部分渗透

到了大众之中。聚集性行为十分重要：同意请愿却不明确表态的请愿

人需要确信，他们的同伴在支持请愿之前已经在请愿书上签名了。②

聚集性行为的作用在于整个过程引入一个反馈环路，就像莱廷所说，关

键在于民众是否能察觉到少数群体的语言在未来将会被广泛使用，这

种觉察能推动行为的自我促进和发展。

网络结构的组织可能会影响信息是否会跨越一个关键的阈值：研

究表示，如果个体从与之有社会联系的人中得知一件事，他们更可能转

而相信这件事。因此，成功与否只是部分地取决于请愿本身是否有吸

引力，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请愿背后涉及的资源。同时，成功也取决于由

参与者组成的网络形式，以及请愿信息是否传达到了能够起到连接不

同网络作用的关键个体。所以，一个极具吸引力和拥有丰富资源的信

息也有可能失败，如果该信息被孤立在网络之外的话。③ 进一步的研

究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尝试分析能够阻碍或促进民族建构计划的水平

的网络动力学。

六、分布式信息

上文已经分析过民族符号的多义性（ｐｏｌｙｓｅｍｉｃ）和模糊性（ｍｕｌｔｉｖｏ

７１４

复杂性与民族主义

①

②

③

Ｂｒｕｂａｋｅｒ，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Ｒｅｆｒａｍ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ｕｒｏｐ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
Ｙａｓｓｅｒｉ，Ｔ．，ｅｔ 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ａｒＸｉｖ ｐｒｅｐｒｉｎｔ ａｒＸｉｖ：
１３０８．０２３９，２０１３．
Ｙａｓｓｅｒｉ，Ｔ．，ｅｔ 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ａｒＸｉｖ ｐｒｅｐｒｉｎｔ ａｒＸｉｖ：
１３０８．０２３９，２０１３．



ｃａｌ），也提及了民族认同会因场域不同而有所变化这一事实。大量不

同的个体和地方性认同可能会无意识地产生诸如拉普人（Ｌａｐｐｓ）这样

的族群团体，或者会以更高级的聚合形式促进诸如 １９世纪捷克民族主

义这样的社会运动。同样，对例如旗帜等日常符号的不同地区性理解，

或例如法国人这类指称，会随着更高级的法国民族认同的出现而产生。

这也显示了复杂性理论的第四个方面：分布式信息。

正如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索罗维基（Ｊａｍｅｓ Ｓｕｒｏｗｉｅｃｋｉ）在其《群

体的智慧：如何做出最聪明的决策》一书中所宣称的一样，分布式信息

被用来解释为什么在提供私人物品方面，市场比集中计划更有效率。

１９８９年鲍里斯·叶利钦（Ｂｏｒｉｓ Ｙｅｌｔｓｉｎ）来到休斯敦的兰德尔超市时，他

对超市提供的多样化选择感到无比震惊。“当我看到货架上摆满了数

百件、数千件各种各样的罐头、玩具、商品时，我第一次为苏联人民面对

的绝望而感到不安”①。叶利钦或许忽视了市场未能给贫穷的德克萨

斯人提供医疗公共服务的缺点，但是市场满足私人需求的强大能力确

实无可置疑的。休斯敦的商店如何每天储存合适数量的牛奶和其他易

变质的食物，来满足整个地区个体的多样化需求呢？

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市场可以利用个体的分布式知识。每个个体

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他们对自己所提供的东西和自己与他人需要

的东西有着不同的理解。定价机制通过整合分布式信息来指导生产什

么，生产多少，向哪里提供，为谁提供。很少有人会质疑这一系统比由

核心控制的系统更能有效地提供私人商品，后者无法知道各个地方数

百万人的不同品位和购买能力，也无法根据不断变化其模式的需求来

调整生产和分配。简言之，从复杂性中产生的“自发命令”比由核心控

制的命令有着更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通常在后者模式下，知识掌握在

专门的决策者手中。我们在其他领域中也可以看到这一作用，比如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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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瓶中有多少颗豆子，在这一事例中，整合每个人的猜测会不断接近或

打败最佳猜测，或者可以赌一赌市场是否经常为专家们提供更恰当的

预测。①

分布式信息的原则可以运用在民族认同上，鉴于民族认同就像供

需一样，只用通过整合不同个体之间大相径庭的理解才能被更好的认

识。从结果上看，“唯一”的民族认同是无法被描述的，即使在一些情

况下，类似法国大革命或阿拉伯—以色列战争这种控制了大多数人情

绪的事件中，极端重要的神话动力（ｍｙｔｈｏｍｏｔｅｕｒ）②也不必然依附于一

系列固定的符号象征而存在。当英国连锁店———玛莎百货公司要求消

费者写下他们最喜欢的一样英国的物品时，百货公司收到了超过一千

种不同的回答，从英国君主制到一种叫考克斯的苹果。③ 从这个意义

上讲，尝试定义关于民族的主旋律的核心决策者不太可能比苏联时期

的公务员更好的照顾到群众的需求。

由安东尼·科恩（Ａｎｔｈｏｎｙ Ｃｏｈｅｎ）提出的“个人民族主义”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这一术语反映了相同的观点。在讨论苏格兰民

族主义时，他提到苏格兰在地理、宗教、经济、地域、族群方面的多样化。

“苏格兰的历史、文学、民俗、传统、语言、音乐、风景和食物”都是个体

用来建构他们个人视域下的民族所用到的社会事实。他进而指出，

“尽管这些事物被以不同方式加以理解，但民族情绪和依附感正是通

过分享这些事物得以开始的”。的确，个人通常没有“意识到他们民族

主义情绪中的个体性特征”。而试图利用民族情感的政治家们必须支

持一种极具包容性的民族主义，在这其中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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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科恩承认，狭隘的民族不会允许这种宽容度，并且如果国

家掌握了很强的控制，复杂性在这一框架下就很难发挥作用了。但是

正如尤瓦尔·戴维斯（Ｙｕｖａｌ Ｄａｖｉｓ）在其反对暴政的研究中指出的那

样，反抗仍然是可能的。比如，少数群体或者女性经常以不同于白人男

性霸权的方法看待民族。科恩总结道：“民族很显然在如下两个情况

中非常不同：一个是那些从个体角度出发的多样性视角被允许的情况，

另一个是那些试图将个体整合进民族模型的情况。”①

我们已经看到场域经常被看作是个体观察民族的重要窗口，这体

现在对民族身份认可度的不同之上。约翰·哈金森②进一步展示了这

种差别的更多维度，他认为竞争性意识形态和阶级分化以完全不同的

方式使民族神话发生变形。在 １８ 世纪到 １９ 世纪初的英国，辉格党人

承认盎格鲁－撒克逊人为自由民（ｙｅｏｍａｎｒｙ）的祖先，而托利党人认为皇

室缔造者诺曼人（Ｎｏｒｍａｎ Ｃａｖａｌｉｅｒ）才是这个国家的族群祖先。这一对

立现象在美国的内战时期得以重演，当时美国北方人支持盎格鲁－撒

克逊为自由民和共和党人的祖先，而南方人坚持诺曼骑兵的神话③；同

样，法国的高卢人和有贵族传统的法兰西人之间也产生了分歧。根本

上讲，地位较低的群体倾向于认同该民族过去发生的民众革命和抗议

事件，而地位较高的群体则关注国教或者贵族传统。然而，政治和社会

光谱的各个面向都使用了民族主义的话语，这一事实尤为重要，因为在

民族性的问题上争执不下，实际上巩固而不是削弱了民族。从混乱的

多样性中，在共同的民族话语之下呈现的统一得以产生，例如国旗这类

专有名词，这种统一所起的整合作用就像市场上的定价机制一样。但

如果相互竞争的政治力量在未考虑民族的情况下争夺各自的身份，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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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多样性无法带来团结，更高的秩序也无法从底层的混乱状态中产生。

场域、阶级、意识形态和族群性并不是仅有的审视民族的角度。性

别、心理学、生活方式和其他角度同样能反应民族形象，这些角度关注

另外的符号资源和其他取决于个体的可用历史。① 这再次印证了分布

式信息的理论：没有两个个体生活在完全一致的族群、地理、性别或心

理空间中。这些个体正如科恩和尤瓦尔·戴维斯所说，透过各自不同

的视角审视民族，如此产生了不同的民族认同。

个体的民族认同所指认的符号可能随着他们从家乡迁移到首都城

市或迁移到不同国家而发生改变。随着地点的迁移，他们对自己的民

族的看法也发生变化。这一转变即是从与核心认同相抗衡的地方性民

族主义转变为在与其他民族国家的互动中产生的外向型（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ａｃｉｎｇ）民族类型。后者比前者更贴合于民族认同的官方版本，但是并

不能因此被看成是“唯一”的民族认同。

无论个人的族群起源是什么，他们民族认同的适当名称和落脚点

仍然是民族，而不是他们的族群、信念共同体或生活社群。因此，民族

认同不是多个族群共同体共同承认某一国家公民身份的“多族群国

家”（ｍｕｌｔｉｅｔｈｎｉｃ ｓｔａｔｅｈｏｏｄ），而是另一种情形———即不同个人和族群团

体都以不同方式深切地承认“民族”这一拥有多重内涵的符号。差异

性促进而不是阻碍了民族主义的发展。“众 包 民 族 主 义”

（ｃｒｏｗｄｓｏｕｒｃ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意味着公民社会里的个人，与国家精英相

比，更能成为民族认同的集合体。因此，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特点就是

彻底的多义主义（ｍｕｌｔｉｖｏｃａｌｉｓｍ），即不同的民族身份在同一个民族中

毫无阻碍的相互交融。自下而上的显现方式可能比精英领导的自上而

下的精心编排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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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多义主义成为规范的立场？

本文关注复杂性理论，尝试厘清一系列当代关于民族主义理论的

评论。但是人们也可以把多义主义看作了解多元文化主义（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

ｒａｌｉｓｍ）、世界性个人主义（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和自由民族主义

之间的竞争性论点的途径。如果在稳定的自由社会中的民族认同高度

个人化，那么摒弃既定的民族定义（即科恩所说的“民族主义赞词［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ｌｉｔａｎｙ］”）而承认这种复杂性的国家，能更好地推进公民自由与

忠诚度。① 即使民族认同的变体相互冲突，这也会巩固而不是分化这

个国家，因为各方都使用了民族的习语来表达他们各自的理想。②

八、结　 论

本文提出民族看作复杂性系统，而不仅是由精英建构的。经典理

论认为民族意识是从上层精英扩散到下层大众，从核心传播到外围，而

复杂性理论则把民族认同的显现看作是自上而下发生的。国家和精英

群体确实是重要的行动者，但大众在民族的日常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

作用必不可少。复杂性理论指出了关于日常民族主义、争议性民族主

义、多义性、个人民族主义、自发的族群暴力、地区民族主义、相互关联

的文化运动等的理论之间的共同主张。然而，这些分散的话语未能系

统地融合在一起。当下的研究对特殊的力量，如阈值、反馈或网络结构

等，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因此复杂性理论建议未来的经验研究者应该

关注这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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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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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系统的几个重要方面———显现、反馈环路、临界点和分布式

信息———质疑以精英为核心的视角来审视民族。民族的涌现，或民族

主义观念的转播、分裂活动或暴力，这些情况的发生类似潜存于网络结

构中的病毒在到达临界点后突然爆发，而不是产生于由精英有意识的

规划并散播的民族蓝图中。在复杂性系统中，小范围原因可以导致大

影响，反之亦然。这使人们理解民族觉醒的无规则（ｅｒｒａｔｉｃ）本质，这一

觉醒可能在长期潜伏后伴随一系列突然的爆发，而这一爆发用任何单

一事件或危急时刻都无法解释。大规模的精英煽动行为或者惊人的事

件可能无法唤醒大众的意识，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小规模抗议或许会形

成反馈环路，进而导致群众运动。

显现理论帮助解释了在民族主义的时代之前所产生的“类民族

（ｎａｔｉｏｎｌｉｋｅ）”行为，以及前现代语言和宗教格局与现代欧洲和东亚地

区民族边界的大范围重合。它阐释了为什么民族运动会从自上而下发

起的民间组织和媒介之间的互动中产生，而不是从国家的有意识行为

中产生。排除最中心化和最集权的国家以外，民族认同在个体之间扩

散，进而民族的集体性表现形式不能被简单的解读为官方文件或某个

个人的理解。这也解释了在自由的民族国家中常常费解难懂的民族认

同现象。“群众的智慧”对民族认同的理解甚至可以延伸到规范的领

域，这意味着国家应该接纳民族主义的多义形式，与此同时可以增进其

国民的自由与忠诚程度。

（译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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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大众
传播的有效性问题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所探讨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不是单指经典原

文的翻译、出版和发行，也不是单指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论述经典著作应

该利用何种新技术、新方式进行传播，而是着眼于传播的有效性问题：

即在经典著作的不断翻译和引介过程中，选择哪些有代表性的原典、篇

章向当前社会大众进行传播，使其能够充分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

指导实践的力量，并由此使理论能够掌握大众、成为大众思想上的“武

器库”。

应当说，这种“有效性”，曾活生生地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彼时，

在“速胜论”与“亡国论”的对峙中，国人对于中国的前景感到迷茫，迫

切需要一种行之有效的“主义”去指示民族未来的道路，著名哲学家冯

契在回忆自己青年时代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就给此种有效性勾勒了

一个鲜明的实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我是在山西抗战前线读到

的。这本书当时给前线战士带来的兴奋和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没有

亲身经历过的、体验过的人是难以想象出来的。抗战初期，因为平型

关、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许多人盲目乐观，以为抗战不用太久就会胜利

结束。但接着打了许多败仗，日本长驱直入，很多城市沦陷了。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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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我们亲知国民党那些杂牌军确实腐败得不得了，而我们游击队的力

量又还比较弱小。抗战的前途究竟如何？使大家感到困惑，存在着许

多思想问题。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出来，给大家指明了前途，使我

们豁然开朗，解除了困惑，那种兴奋的心情是难于言表的。这本书以其

理论力量一下子征服了我们，它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的基本要素，

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出发展的两种可能性中什么是优势的可能

性，中国人将如何通过持久战来最后获得胜利。记得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完全被吸引住，一口气就读完了，后来又反复读。《论持久战》特别

使我感受到理论的威力，它以理论的彻底性和严密性来说服人，完整地

体现了辩证思维的逻辑进程。”①

可见，本文所研究的“有效性”，因而在宏观层面与时代问题相勾

连，即有效地指明中国未来的前途、有力回应“中国往何处去”这一主

题；在微观层面与思维方式相勾连，即给大众看问题、想问题、解决问题

提供一种富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这一问题的提出，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在当前文

化多元化的环境中，在矛盾不平衡发展的旋律中，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

传播，如何能行之有效地走进大众的内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巩固

并继续占有文化主导权。②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总体来说，国内外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采取了两种路径：要么

聚焦于经典著作传播的史料，侧面涉及有效性问题；要么聚焦于马克思

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侧面涉及经典著作的传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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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冯契文集》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版，第 １４—１５页。
归根到底，这一问题的提出无非是在理论上回应着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导言》中曾说过的两个分句：“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说服人。”



（一）国内研究状况

对于这一问题，学界的研究成果颇丰①，但研究的路径和角度与本

文有区分。学界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向展开：其一，以对马克思主义

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来介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传播的有效性问题。马

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始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学术界展开这一课

题研究，主要是为了驳斥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

义传入中国中断了中国的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封建

主义化’等谬论”②。很明显，学界展开这一研究，是通过在理论层面论

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正当性，来助推实践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有效传播，从而最终巩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

地位。其二，以回顾和总结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编译和出版的历

史，来呈现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学界在这方面的研

究，一般着眼于历史的长时段，分时代、分时期地描绘“从马克思、恩格

斯的著作零星介绍到中国，直到他们著作的全集本的出版”的全过程，

从而让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有个梗概的了

解”。③

上述两种研究路径，在研究方式上各有侧重：第一种采取哲学史的

叙述方式，着重以人物研究带动时段研究，主要关注李大钊、陈独秀、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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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以 ２１世纪为界限，前后有两本著作具有一定代表性：一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
在中国的传播：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３年版）；二是《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长江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仅从史料层面而言，前者考证了
从 １９世纪末 ２０世纪初开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传
播的历史概况，并附上相关编译人员在编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时的工作回忆；后者分为

三卷，辑录了 １９１７年 １１月至 １９２７年 ７月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紧密相关的原始史料。
有学者认为，该三卷本“可谓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资料搜集最丰富、最有价

值的工具性图书”（参见王毅：《近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与展望》，

《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８年第 ８期）。
何萍：《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两个基本问题》，《江苏社会科

学》２０１１年第 ５期。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３年版，第 ６、７页。



泽东、恽代英、瞿秋白、艾思奇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而通过群像式的

思想研究来梳理从 １９世纪末 ２０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中国到毛

泽东思想创立的过程。① 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会涉及马列主义经典著

作的传播，但对这一传播过程的探讨主要还是将其视为基础性的史料，

研究的重心均偏向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已然传入中

国并编译、出版的前提下）自身的理论阐释。第二种采取历史考证的叙

述方式，要么由各个时期从事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和出版工作的人员

根据自身的回忆或调查到的资料进行撰写，要么按历史年代顺序介绍各

个历史时期翻译和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情况。② 在研究过程中，研

究者会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但对这一传播过程的

引介主要还是为了配合历史史实，并为后者增添一部分理论性。

总的来说，在第一种研究路径中，大体存在着如下两种片面的理

解：其一，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

化的关系问题上，有的人认为，前者与后者共同构成了前后相继的两个

不同阶段———先有传播，后有中国化；传播是中国化得以可能的基础，

而中国化是传播的积极成果。按照这一理解，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截

然明确的分割，由此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仅仅是一个

“技术性”层面的事实，并未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③ 其二，有

些研究都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展开的。这

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中国没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马克思

主义哲学中国化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过程”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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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何萍：《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两个基本问题》，《江苏社会

科学》２０１１年第 ５期。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人民出版

社 １９８３年版，第 ６—７页。
参见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３年第 ８期。
何萍：《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两个基本问题》，《江苏社会科

学》２０１１年第 ５期。



这两种片面的理解，从思维范式的角度而言，归根到底都是受“二元论”

的统摄所致：它们片面地区分了传播与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要么

将传播拉低到一个经验 ／应用的层面（这是就第一种片面的理解而言），

要么将中国化拉低到一个经验 ／应用的层面（这是就第二种片面的理解

而言），而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一开始就是中国马

克思主义者自觉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来宣传、阐释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过程，它已经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

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①。在第二种研究路径中，由于其研究

性质的局限，上述的片面理解同样也存在，不过变换了其表现形式：只

是就传播而论传播，只是就描绘史实而描绘史实，未能理解到即便是编

译或引介，也事先存在一个编译者 ／传播者进行选择的问题。换言之，

编译者 ／传播者选择何著作或篇章，实际上已然或明或暗地表达了他们

对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形态下诸问题的思考和倾向。

因此，无论是在第一种研究路径还是在第二种研究路径中，以往的

研究都或多或少忽视了如下前置问题：即在编译者 ／传播者的视野里，

他们所引入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篇章，一定是那些能对彼时中国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有力回应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截然

划分的事先引入和事后解读：即必须先有一个翻译、传播的过程，之后

才能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生根发芽的过程。更具体地说，就

第一种研究路径而言，它忽视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传播过程中编译者

在选择文本时所有意或无意形成的总问题，而大都将著作的传播视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基础性环节，并存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

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区分开来的片面理解，因而只着重

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总问题。就第二种研究路

径而言，它大都将重心放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传播的历时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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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研究》２０１３年第 ８期。



上，着重搜集、考证这一过程的资料，同样忽视了编译者在选择文本时

所形成的总问题，因而只能在经验层面再现这一个过程。无论如何，在

两种研究路径的视野中，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传播过程中所潜在包含

着的总问题的形成、演变过程，均是一个空白的存在。这样一来，两种

研究路径由于其视野所存在的空白，不仅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

拉低到应用层面的倾向，而且正是这种“拉低”导致其在研究传播的有

效性问题时，或者只能截取“中国化”的这一端来进行论证，或者只能

以不断叠加感性材料的方式来进行侧面回应。①

（二）国外研究状况

总体来说，国外对于该问题的研究，直接关联本文主题的研究成果

并不多见，大都仅是侧面涉及。例如，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于 ２００６ 年出

版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就提出如下观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大部分是经由日本传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是

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想渠满而溢的结果。”②阿里夫·德里克在《革命与

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１９１９—１９３７》这本著名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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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以往的研究，较为偏于一面：要么单纯从哲学理论的角度分析中国化，要么纯

从史实材料的角度分析文本传播。其间，人们所忽略的一个问题在于：他们默认了被编

译和出版的文本是一个既成的事实，而没有进一步追问，为何偏偏挑选这些文本进行编

译？没有追问，这些文本与当时亟须解答的时代主题之间的关系。如果一定要做比喻，

不妨说，挑选出来的文本，已经暗含着编译者 ／传播者的“总问题”，暗含着其对中国走向
的思考。实际上，“进行选择”的这个“动作”并不是无意识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

经典著作的文本、篇章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母型”（Ｍａｔｒｉｘ），其中或明或暗地
折射出哲学范式的面貌。正是对这些经典著作文本、篇章的阐发，才进一步将马克思主

义哲学中国化的形象呈现出来。因此，母型是尚未完全形塑出来的总问题，或者说，一

种全新的总问题正是在选择、编译和传播的过程中，酝酿并崭露头角；而理论研究，则是

伴随着这一总问题逐步精细化的过程。也可以说，选择、编译和传播的文本，代表着一

种症候，代表着一种从旧有文化场域中脱离的新的力量要生发的“征兆”；而理论研究，

则是这一生发的新的力量与旧有文化场域以及其内包含着的各文化思潮 ／力量所作斗
争并逐步占据主导权的全过程在理论层面的反映。

参见王素莉：《“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若干问题探讨———也评石

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有关论述》，《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 ５期。



中，以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整体形态为切入点，将马克思主义

理论介入中国分为三个阶段①，并同样认为“从 ２０ 世纪头十年开始，直

到 ２０ 年代中期在苏联和欧洲受教育的学生开始承担马克思主义著作

的翻译工作之前”，日本作者承担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知识分子

之间的中介作用。② 可见，在国外学者的研究视野中，大都仅是关注马

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生发和形塑，而较少地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

传播尤其是有效性问题与中国彼时的实际相勾连。

三、研究的理路

通过对比上述两种研究路径及其存在的片面理解，本文拟探讨的

研究的问题得以树立的理论前提就清晰了：我们认为，马列主义经典著

作的传播，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传播学问题，而是在其进行选择、编译的

过程中，就已经潜藏着编译者 ／传播者在一定时代背景下对于彼时中国

问题的思考。换言之，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传播，不是一个如以往研究

所默认的单纯史实性、事实性存在，也不是一个前置性的、无须论证而

只需描绘的自明性存在，相反，这一传播在其输出开始之前，就已然内

化着一个总问题（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了，这一内化（无论其是有意识的或是无

意识的）应当被包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整个形塑过程之中。

正是因为我们将研究视野“往前”拓展到传播输出开始之前的选择、编

译过程中，正是因为我们确定了在这一过程中（甚至开始之前）应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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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德里克的三个阶段分期如下：１．从 １８９９ 年至“２０ 世纪最初的 １０ 年晚期，中国
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是非常有限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政治与思想也没有什么

重大的影响”；２．从 １９１８年到 ２０年代中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平稳地上升”；３．“始
于 ２０年代中期的革命运动，它使得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众多中国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
并为 １９２７年之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繁荣准备了基础”（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革
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１９１９—１９３７》，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第 １７页）。

［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１９１９—
１９３７》，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第 １８页。



含着与时代问题相勾连的总问题，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传播，就与有效

性问题合法地联系在一起了。因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问题，必须与大众的接受问题相联系，不存在只考虑单纯的、单线的输

出端而不考虑输入端的研究模式。这样一来，从宏观的或者说归根到

底的角度而言，本文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得以树立其上的理论基础，就是

在文化场域的意义上进行的阐释：即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大众传播的场

域是一个其内和其外充满着各种多元矛盾因素的文化场域。在其中，

每一种文化思潮 ／力量都试图通过去渗透大众的意识结构并使之能心

甘情愿地对其表示接受（内化于心）的方式，来占据意识形态领域的主

导地位。这样一来，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归根到底表现为各自的总问

题结构之间的碰撞、渗透与演变。因此，在理论最抽象的层面上而言，

选择、编译、传播乃至中国化的过程，应当被表述为总问题断裂、生发和

形塑的过程。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传播，以及与之相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

播与中国化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也正是伴随着这一过程，马克思主义

哲学逐渐在中国占据文化主导权，并成为支配人们思维的主导性观念

体系。由于这一特点，人们在对这一过程进行研究时，可以遵循两种完

全不同的研究理路：要么遵循连续性的研究理路，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的传播以及与之相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与中国化的复杂过程中，

找到一种连续性的因素，从而在普遍性的意义上贯穿这一过程；要么遵

循间断性的研究理路，聚焦新的观念得以生发的那些症候性因素，着重

考察新的观念是“如何从旧的观念中产生出来的，又经过了哪些变化

而确立起自己的原则，成为新时代的主导性观念”①。在这两种研究理

路中，我们认为应采取后一种理路为宜：很明显，编译者 ／传播者在选择、

编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过程中所隐含的总问题结构并非是一种连续

平滑的顺承过程。虽然他们在选择、编译或引介的时刻，所面对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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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何萍：《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史研究》，《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１年第 ５期。



主题都是“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都是关涉民族救亡图存、国家未来前

途的问题，但具体到不同的阶段，这些总问题结构都或多或少发生着某

种变革。换言之，在每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所包含的各个总问题结构之

间，它们各自的关系体现着一种断裂与演进的辩证关系：每一阶段的总

问题结构，都是一个既定时期、特定阶段包含了特殊认识方式（并凭借

此特有方式）去采取特殊的方法对概念群进行整合着的矛盾暂时平衡

体，它们与前一阶段的总问题结构之间，并非完全的断裂关系，而是一

种“断裂中的持续”或者说“持续中的断裂”过程（正是这种辩证的关系

诠释了总问题结构并非单线式的演进过程）。如果我们要将这一过程

呈现出来，就只能选择间断性的研究理路，从各个总问题结构的“自我

反思、自我批判中发现那些具有否定性的新要素，叙述它们的形成和变

化”①。

例如，在我们看来，虽然 １９４９ 年以前的时代主题与如今新时代的

时代主题不同———前者是“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后者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但归根到底，一方面，两者都是关涉“中国往何

处去”的问题；另一方面，从理论最抽象的层面而言，两个时代都是矛

盾不平衡的时代，都是存在着多元矛盾相互作用的复杂整体。因此，为

何在多种矛盾相互作用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能逐步占据意识形

态主导权，并最终开启崭新的中国道路呢？这个问题虽然在历史时段

上属于过去，但问题本身面向着未来。换言之，１９４９ 年以前的成功经

验，虽然看似只是适用于彼时那个特殊的时代，但具体到传播的有效性

问题上因而也就是大众接受的程度问题上时，我们认为，它反而能够给

予当今新时代以宝贵的借鉴和启发作用：通过探究彼时编译者 ／传播者

为何选择这般而非那般的文本进行编译，勾勒出其中隐而不发的总问

题结构 ／理论母型，找到这些总问题结构 ／理论母型在具体的历史分期

中与时代问题的联结，尤其是考察它们因为什么能够引起大众的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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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何萍：《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史研究》，《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１年第 ５期。



接受，或者说，它们与大众的意识结构之间是以何种方式最终能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从而为新时代的传播提供借鉴的范本。

四、当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传播中

存在的可能性问题

坦率地说，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做好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大众

传播问题，在理论研究层面，尚属于盲点。我们首先碰到的也是最为棘

手的问题在于：以怎样的方式选取何种文本，能对当前时代的问题，尤

其是大众所关注的焦点问题进行有效的回应？例如，在这样一个信息

化的时代，互联网上普遍传递的所谓焦虑感，归根到底，不是“异化”在

新的社会条件下的反复呈现吗？然而，作为淋漓尽致地展现“异化”概

念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经典文本，对于大众而言，却是一

种陌生化的存在。这意味着，提供大众在看问题、想问题、解决问题所

迫切需要的思维方式这一点上，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传播有时是处于

“失语”的阶段，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传播的有效性因而有时是处于无效

的状态。显然，问题当然不是只出现在文本的输出阶段，伴随着经典著

作的传播，对于经典文本的理论阐释阶段也一定是出现了某种问题。

正是在传播对象和输出手段都存在一定问题的情况下，马列主义

经典著作传播的有效性因而并未发挥出它本应充分发挥的程度。这一

不充分的有效性，进而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毕竟，不可能说

对于一手原典较为生疏，反而能生发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

因此，在理论传播也存在提升空间的情况下，对于文化领导权的巩固和

持续发展，就会有些许“漏洞”；而当前各种非主流思潮，正是抓住了我

们的这些漏洞，去影响和扩大它们的受众群体。实际上，这些思潮在对

时代问题、社会形态的考察和把握的深刻度上，是远远低于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它们的各种形态，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也曾以各种被批判

过的形式存在着。只是当前的受众，对于理论的理解有限（当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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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传播还没完全到位），他们只能选择或无意识地接受这些思潮，

尤其是接受它们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所谓切合生活经验或直观体验的提

法。例如，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在他的代表作《通往奴役之

路》中，就提到了社会主义是导致极权、走向奴役的道路。这一观点的

迷惑性在于，它所赖以分析的范本是苏联模式，或者说，是后期走向教

条与僵化的苏联模式。但苏联模式的失败，并不代表社会主义的失败，

更不代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失败；恰恰相反，苏联模式之所以失败，正

是由于它最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然而，对于没有马克思

主义理论背景的读者而言，这一观点的破坏性就在于，受众会把本不属

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进而特别是不属于中国社会主义的问题，套

用照搬到中国道路上来。他的直观体验会告诉他，哈耶克所讲的问题，

似乎在当前的中国也在发生着。如果接受了这样一种比对，甚至将这

一思潮当作某种启蒙，结果当然是糟糕的，它意味着这一新自由主义的

思潮，正在腐蚀、冲击着我们的文化领导权。类似的情况，当然也发生

在当前时代的大众文化领域。这些思潮此时不再是以“理论专家”或

“启蒙导师”的面目出现，而是混杂在消遣文化 ／娱乐文化中，在大众的

闲暇领域，悄悄地输出着它们的价值导向。

因此，我们需要正视新时代的问题，抓住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主要

矛盾，深刻理解巩固和持续发展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意义，并在意识形态

领域打好“阵地战”，对各种思潮进行有力的回应，保障社会转型时期

的生产与再生产。而做回应的第一步，就是需要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传播的有效性上做文章，需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进而在如何进

行有效传播方面下足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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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ｅａ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Ｋａｎｔ，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ｂａ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ｉｄｅａ．Ａｐｐｒｏｖｉｎｇ ｏｆ Ｋａｎｔｓ ｉｄｅｎ

ｔｉｔｙ ｉｄｅａ，Ｈｅｇｅｌ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Ｋａｎｔｓ ｉｎｓｔｒｕ

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ａｎｄ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ｉｔ ｂｙ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ａ ｔｒｕｅ ｉｍｍａｎｅｎｔ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Ａｓ ａ Ｍａｒｘｉｓｔ，Ａｄｏｒｎｏ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ａｔ Ｈｅｇｅｌｓ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ｈａｓ ｉｎ ｆａｃｔ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ｔｏｔ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ａｒ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Ａｄｏｒｎｏ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ｔｏｔａｌｉｔｙ ａ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ｕｐ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ｍｏｔｉｖｅ ｏｆ

５３４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Ａｄｏｒｎｏ ｉｎｈｅｒｉｔｓ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ｄｅａ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ｘｉｓ，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ｎ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ｏｐｐｅｒｓ ｔｈｅｏｒｙ；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ｍｏ

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ｓ ｐｒｏｔｒｕｄｅｄ，ｗｈｉｌｅ ｉｔｓ ｒｏｌｅ ａｓ ａ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ｓ ｎｏｔ ｖｅｒｙ ｃｌｅａｒ ｙｅｔ．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ｄ Ａｄｏｒｎｏ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ｈａｓ ｔｏ ｆａｃ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ｗｈｉｃｈ ｍｕｓｔ ｂｅ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ｆｔｅｒｗａｒｄ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Ｒｅａｓｏｎ，Ｆａｌ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Ｆａｉ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 Ａｒｔｓ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Ｗ．Ａｄｏｒｎｏｓ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ＳＵＮ Ｂｉｎ，Ｚ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ｅｉｆｅ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ａｒｔ ａｎｄ 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ｂｏｕｎｄ ｕｐ ｗｉｔｈ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ｈｉｎｇ．Ａｎｄ Ａｄｏｒｎｏ ｉｎｓｉ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ｃｉｐｈｅｒ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ｔ ｍｕｓｔ ｏｒｉｅｎｔ ｉｔｓｅｌｆ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ｂｅ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ａｓ

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ｏｆ ｓｐｉｒｉｔ，ａｒｔ ｉ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ｌｙ ａ ｆａｉｔ ｓｏｃｉａｌ．Ｉｎ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ｓ ｏｐｉｎｉｏｎ，ｔｈｅ ｔｅｒｍ ｏｆ ｆａｉ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 ｈｉ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ｍｕｓｔ ｂ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ｓ ｔｈｉｎｇ．Ｓｕｃｈ ｔｈｉｎｇ ｉｓ ｆａｓｈｉｏｎ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ｎｄ ｃａ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ｕｌ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ｌａｃｋｓ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Ｓｏ ｉｓ

ｔｈｅ ａｒｔ 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ａｒｔ ｍａｋｅｓ ｉ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ｈａｔ ａｒｔ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ｙ ｉｔｓ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ｉ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 ａｒｔ ｉｓ ｐｒｅ

ｃｉｓｅｌｙ ｉｔｓ ｉｍｍａｎ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ｒｔｓ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ｔｓ ａｕ

ｔ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ｆａｉｔ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ｅｖｅｒ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ｌｐａｂｌｅ 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ｐｈｅｒｅ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ｉｔｓ ａｐｏｒｅｔｉｃ

６３４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ｏｄａｙ，ａｒｔ ｓｕｂｍｉｔ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ｏｎｅ ｈａｒｍｌｅｓｓ ｄｏｍａｉｎ ａｍｏ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Ｔｈｉｓ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ｔ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ｆａｉ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ｈｏ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ｔｓ ｈａｒｍｌｅｓｓｎｅｓｓ．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ｔｉａｒｔ，ａｒｔ ｉ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ｔｈｉｎｋａｂｌｅ．Ｔｈｉｓ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ａｒｔ ｍｕｓｔ ｇｏ ｂｅｙｏｎｄ

ｉｔｓ ｏｗ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ｒｅｍａｉｎ ｆａｉｔｈｆｕｌ ｔｏ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ｒｔ，Ｆａｉｔ Ｓｏｃｉａ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Ｔｈｉｎｇ，Ａｎｔｉａｒｔ

Ａｎｔｉ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ｍ：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Ａｄｏｒｎｏｓ

Ｎ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ｌｅｕｚ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ｉｔｓｅｌｆ

ＷＵ Ｊ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ｉｎ Ｄｅｌｅｕｚｅｓ ａｎｄ

Ａｄｏｒｎｏ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ａｓ 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ｕｃｈ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ｏ

ｎ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ｌｅｕｚｅ ａｎｄ Ａｄｏｒｎｏ．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ｗｅ ｃａ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ａ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ｉｔｓｅｌｆ，Ｎ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ｍ

Ａｄｏｒｎｏ ａｎｄ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ＭＡ Ｙｉｎｇｈｕ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ｄｏｒｎｏ ｈ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ｎｓ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Ｆｒｏｍ

ｈｉ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Ｈｕｓｓｅｒｌ ｔｏ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ｂｅｉｎｇ，ｈｅ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ｐｈｅ

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ｓｔｅｐ ｂｙ ｓｔｅｐ．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Ａｄｏｒｎｏ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

７３４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ｏｆｔｅｎ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ｔｏ ｂ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ｈｅ

ｓｔｉｌｌ ｒａｉｓｅ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ｏ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ｄｉａｌｅｃ

ｔｉｃｓ．Ｈｉ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ｉｎｓｐｉｒｅｓ ｕｓ ｔｈａｔ ｂｅｉｎｇ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ｆａｃ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Ｂｅ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Ｌｉｆｅ

———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Ａｄｏｒｎｏｓ Ｍｉｎｉｍａ Ｍｏｒａｌｉａ

ＳＯＮＧ Ｙｉｆ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ｄｏｒｎ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ｈｉｓ Ｍｉｎｉｍａ Ｍｏｒａｌｉａ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ｐｈｅｒｅ．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ｈｉ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ａｓ Ｉｍｍａｎｅｎｔ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ｗｅ ｍｕｓ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ｈｉｓ ｕｓａｇｅ ｏｆ ｆｒａｇ

ｍｅｎｔｓ，ｔｈｅ ｄｅ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ｅｒｆｒｅｍｄｕｎｇ）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ｒｏｎ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ｓｓａｙ ａｓ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ｓ ｈｉ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ｄｉ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ｚ”ｂｏｔｈ

ｆｒｏｍ Ｌｕｋａｃ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ｇｅｌ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ｒｉ

ｖａｔ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ｈａｖｅ ｔｗｏ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ｎｅ ｉ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 ｓｐａｃｅ，ｗｈｏｓｅ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ａｎ ｕｎｓｏｌｖｅ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ｔ ｌａｓｔ，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ｏｒｎｏｓ ｍｏ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ｏｒａｌ

ｉｄｅａ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ｌｙ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ｌｓｅ”ａｎｄ“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ｔｈｅｒｓ”，Ａｄｏｒｎｏ ｆｏｒｍｓ ａｎ ｕｎｉｑｕ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ａｉｍｓ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ｌｉｎ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ｉｎｉｍａ Ｍｏｒａｌｉａ，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Ｒｉｇｈｔ ｌｉｆｅ，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８３４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ｉｅｂ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ｏｆ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ＪＩＮ Ａ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ｏｆ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Ｈｏｒｋｈｅｉ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ｄｏｒｎｏ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Ｆｒｅｕｄ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Ｔｒｉｅｂ”，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

ｇｉｓｍ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ｓｏ

ｃ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Ｔｈｅ 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

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Ｉｔ ｉ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ｅｖｉｄｅｎｔ ｉｎ 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ａｄ

ｎｅｓｓ．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ｏｆ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ｓａｖｉｎｇ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ａｔ，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ｏｆ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ｒｉｅｂ．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ｓｔ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ｍｅ Ｖｉｅｗ

ＧＵＯ Ｇｕ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ｓｔ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ｍｅ ｖｉｅｗ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ｅｍｐｔｙ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ｈｉｃｈ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ｉｎ

ｔｒｉｎｓｉｃ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ｎｄ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ｌｙ ａｂａｎｄｏｎｓ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ｄｉｓａｓ

ｔｒｏｕｓ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ｆｕｌｌｙ ｃａｔ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ｍｏｄｅ ｏｆ

９３４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ｒ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ｓ ｔ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ｓｓ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ｅｔｅｒｎｉｔｙ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ｔｈｉｎｋ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ｉｍ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ｉａｈ ｔｉｍｅ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ｓｓ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ｅｔｅｒｎｉｔｙ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ｆｕｓｅｄ

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ｗｈ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ｅｖｅｒｙ ｍｏｍｅｎｔ，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ｓ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ｍｏ

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ｉａｈ ｔｉｍｅ ｖｉｅｗ．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ｓｔ ｌｉｎ

ｅａｒ ｔｉｍｅ 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ｉａｈ ｔｉｍｅ ｖｉｅｗ，ａｉｍｓ ｔｏ

ｕｓｅｄ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ｉａｈ ｔｉｍｅ ｔｏ ｒｅ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ｉｍｅ

ｗｉｔｈ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ｔｙ，ｔｏ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ｉａｈ ｐｏｗ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ｅｘｉ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ｉｍｅ ａｓ ｔ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ｅｔｅｒｎｉｔｙ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ｏ ｉｇｎｉｔ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ｅ ｏｆ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ｍｏ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ｅｓｓｉａｈ ｔｉｍｅ，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ｉｌｌｕｓｏｒ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ｂｒ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Ｗａｌｔｅｒ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ｓｔ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ｍ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Ｍｅｓｓｉａｈ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Ｍａｒｘｓ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Ｃｕｓｔｏｍ 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ＮＩＵ Ｘｉａｏｘｕ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ｕ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ａｂｏｒ ｔｏ ｄｅｆｉｎｅ ｖａｌｕｅ，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ｏ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ｔｈａ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 ｉｓ ｆｒｏｍ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ａｂｏｒ．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ｉｓ ｔｒａｉｎ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ｇｎ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ｈａｂｉｔｕ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

Ａ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ｓ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ｗｉｌｌ ｒｅｔｈｉｎｋ Ｍａｒｘｓ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ｕｓｔｏｍｓ，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

０４４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ａｂｉｔｕ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ｌｏｃａｔｅ

Ｍａｒｘ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Ｍａｒｘ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ｓｏｕｒｃｅ，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ａｒｔ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ｍ ｂｙ 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ｕ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ｓ 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Ｍａｒｘｓ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ｄｒａｗ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ａ ｐｅｃｕｌｉ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ｖａｌｕｅ ｌａｗ，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ｄ ｌａｂｏｕｒ，ｓｏｃｉ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ｎ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ｃｔ

———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ＬＩ Ｌｉｎｇｊｉ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ＳｏｈｎＲｅｔｈｅｌ ｄｅｆ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ｓ ａ 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ｉｎｇ．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ｆｉｎｄ ｏ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ｒｏｏｔ ｏｆ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

ｒｙ，ｈｅ ｒｅ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Ｉｔ ｉｓ ｉｎ ｎｅｅｄ ｏｆ ａ ｂｒｏａｄ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ｏ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ｃｔ ｎｅｅｄｓ ａ ｒａｔｈ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ｎ

ｔｈｉｓ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ＳｏｈｎＲｅｔｈｅ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ｓ ｔｈ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ｃｔ ａｓ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ｔ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ａｌ ｌａｂｏｒ．Ｔｈｅ ｄｕａｌｉｓ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Ｋａｎｔ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ｈｕｓ ｇｅｔｓ ｉｔ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ａ ｐｒｉｏｒ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ｅｄ ｂｙ Ｋａｎｔｓ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ｎｏ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１４４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ｏ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ｃｔ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

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ｒｅ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ａｓ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ａ ｐｒｉｏｒ ａｎｄ 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 ｉｍｍａｎ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ａ Ｐｒｉｏｒ，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Ｅｐｉｓｔｅ

ｍ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Ｂａｓｅｄ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ｎｏ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ＹＯＵ Ｘｉｎｗｅ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Ｕｎｏ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ｈｅｏ

ｒｉｅ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Ｉｔ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ｒｔｓ，ｉ．ｅ．ｔｈｅ ｐ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ｈｅ 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ｗｏｒｌｄ．Ｕｎｏ Ｋｏｚｏ ａｌｓｏ ｔｈｉｎｋｓ ｔｈａｔ 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ｆｉｒｓｔ，ｓｏ ａ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 ｈｕｍａｎ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ｂｅ

ｌｏｎｇｓ ｔｏ ａｌｌ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ｍｓ．Ａｔ ｌａｓｔ，Ｕｎｏ Ｋｏｚｏ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ｒｉｓｉｓ．Ｈｅ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ｏ

ｃｉｅｔｙ ａｓ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ｗｈｉｃｈ ｌｏｏｐｓ ｉｔｓｅｌｆ ｆｏｒｅｖｅｒ ａ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ｙｃｌｅ，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ｅｌｆｃｏｌ

ｌａｐｓ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ｔｓ ｏｗｎ ｌｏｇｉｃ．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ｉｓ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ｈｉｃｈ 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ｓ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ｏｒ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ｉｔｓｅｌｆ．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 ｏｆ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ｉｆ ｗｅ ｗａｎｔ ｔｏ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Ｕｎｏ Ｓｃｈｏｏｌ；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ｒｉｓｉｓ；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２４４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ｓ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ｎ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ｌａ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ｂｅｒｇ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ｒｉｅ

ＺＨＡＮＧ Ｒｕｎｋ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Ｐｏｌａｎｙｉｓ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ｎ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Ｆｉｒｓｔ，ｗｈｉｌｅ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ｔｏｐｉａ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Ｐｏｌａｎｙｉ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ｔｏ ｆｒｅ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ｂｙ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ｄｉｓｔｉｎ

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ｔｓｅｌｆ，

Ｐｏｌａｎｙｉ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ｓ ａ ｗｈｏｌｅ”．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ｔｏ 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ｎｄ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ｆｒｅｅｄｏｍ，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ｈｌｏｇｉｓｔｏ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ａｂｏｕ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ｉｎ“Ｏｎ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ＷＥＩ Ｂ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Ｅｎｇｅｌ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Ｏｎ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ｉｓ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ｈｌｏｇｉｓｔｏｎ．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ｎｇｅｌｓ ｉｓ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ａ

ｍｏ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ｍ．Ｉｎ ｆａｃｔ，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ｉｎ“Ｏｎ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ａ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ｂｅｈｉｎｄ ｉｔ ｉｓ“ｅ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ｆｒｅ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Ｅｎｇｅｌｓ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ｍｅａｎｉｎｇｌｅｓｓ

ｔｏ ｔａｌｋ ａｂｏｕｔ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ｏｎ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３４４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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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稿约

１《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是由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

心主办的学术丛刊，现已被收录为 ＣＳＳＣＩ 来源期刊（集刊类）。本刊以关注当

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动态，加强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交流与合

作，促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为宗旨，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赐稿。

２ 本刊学术性和思想性并重，倡导从哲学、社会学、史学、政治学、经济学、

法学、伦理学、宗教学、人类学、心理学、美学和文艺批评等专业的角度展开对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３ 本刊主要栏目为：研究性论文，专题论文，论坛，书评，学术动态，笔谈，

访谈等。其中研究性论文一般限制在 １—２万字，专题论文一般限制在 １ ５—３

万字，书评一般限制在 １万字以内。

４ 本刊对于来稿的形式作如下规定：原则上只接受电子投稿；电子版稿件

请用Ｗｏｒｄ格式，正文 ５号字体；注释和引文一律采用脚注；正文之前请附上英

文标题、中英文的摘要和关键词，作者简介，并请注明作者联系方式。

５ 本刊采用匿名审稿方式，收稿后 ３个月内将通知作者稿件的处理意见。

６ 来稿经采用发表后，将赠刊 ２本并致薄酬。

７ 凡在本刊上发表的文字不代表本刊的观点，作者文责自负。

８ 凡在本刊上发表的文字，简繁体纸质出版权和电子版权均归复旦大学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９ 编辑部联系方式和来稿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２２０ 号，复旦大学光华楼西

主楼 ２６２２室，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评论》编辑部，邮编：２００４３３　 电子信箱：ｍａｒｘｉｓｍｒｅｖｉｅｗ＠ ｆｕｄａｎ．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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