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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时间管控的生命政治

王庆丰　 李爱龙

从福柯一直延续到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其理论实质是在生命权

力的视域下对现代资本主义治理术的重新考察。在福柯看来，资本主

义治理术主要体现为空间意义上微观权力的布展，通过将个人全方位

地暴露在公共视线之中而实现对个体行为的规训，其典型场所是监狱。

而在阿甘本看来，资本主义治理术主要表现为权利意义上例外状态的

决断，通过悬置法律所规定的普遍性权利，将某些特定人群剥夺为“赤

裸生命”，其典型场所是集中营。生命政治以保护生命的名义将生命

置于隐性暴力之下。相对于传统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治理的进步

性在于，隐匿在“正常”社会结构中的“客观的、系统的、匿名的暴力”逐

渐替代主观的和显性的暴力。无论是福柯所研究的“监狱”，还是阿甘

本所考察的“集中营”，都是资本主义“生命政治”所发生的非典型性场

域。资本主义生命政治发生的典型性空间是“工厂”，而这一资本主义

典型性生命权力装置却是被马克思揭示并加以详细分析的。正是在这

一意义上，马克思虽然从未对资本主义社会治理展开过专门研究，但其

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已经率先抵达到了福柯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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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明形态变革的哲学理念创新”

（１８ＺＤＡ０１５）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的隐性暴力。

因此，我们有必要从马克思所开辟的生命政治视角去考察资本主

义的生命政治管控，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厂中来开显生命政治的新视

野。马克思指出：“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

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

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役畜。他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

富的机器，身体垮了，心智也变得如野兽一般。现代工业的全部历史还

表明，如果不对资本加以限制，它就会不顾一切和毫不留情地把整个工

人阶级投入这种极端退化的境地。”①可见，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对工

人的时间管控成为资本主义治理术的重要手段。资本家通过管控工人

的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把工人规训成为一架为资本家“生产财富的

机器”。工人本应是具有阶级意识的革命主体，但在资本主义生命政

治的管控尤其是时间管控下，被形塑成为服从资本逻辑宰治的“驯顺

主体”。“时间管控”成为资本主义实施隐性暴力的重要手段。它维系

着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既彰显了资产阶级社会治理

的进步性，又钳制了工人阶级全面发展的自主性，其生命政治后果在

于，革命主体性被钝化为驯顺主体性，资本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合

法操控。

一、劳动时间的物化：一种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

马克思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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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时间总是

与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相关联，是感性活动得以展开的生存论境域。

因此，“时间”总是具体地表现为劳动时间，而不是抽象地处于人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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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之外的纯粹时间。只有在劳动时间的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真实地领

会时间对于人的本真性意义。

马克思区分了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与劳动二重

性相应，劳动时间也被区分为双重存在样态：作为主体的劳动时间和作

为客体的劳动时间。“作为主体的劳动时间同决定交换价值的一般劳

动时间不相符合，正像特殊的商品和产品同作为客体的劳动时间不相

符合一样。”①作为主体的劳动时间从质的意义上彰显着劳动主体所具

有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是造形的“活火”，表征着人所特有的生命活动

方式。“在这个主体上，劳动是作为能力，作为可能性而存在。”②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主体的劳动时间亦可被称为活劳动时间。作为客

体的劳动时间则在量的意义上是衡量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并决定交换价

值的外在标尺，表征着人类改造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它在一个一般

产品、一般等价物、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时间中表现出来”③。因此，作

为客体的劳动时间也就是一般劳动时间。很显然，劳动时间的双重存

在样态，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从时间维度上对劳动

二重性的进一步规定。人类社会的生产过程总是表现为这样一种质与

量、劳动生产过程与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只不过在不同的生产资料

所有制下，这种统一性关系的具体表现及其与人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

变的。

在前资本主义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直

接同一的，“大地”是劳动者的天然实验场。在这样的所有制条件下，

个人并不仅仅把自己当作劳动者，而是把自己当作所有者和进行劳动

的共同体的成员。因此，个人从事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剩余价值，

即使是偶然出现的剩余产品的交换，也只是为了维持个人以及共同体

的生存。由此可见，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交换价值服从于直接的使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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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而使用价值的生产服务于共同体的政治生活。这就意味着，作为主

体的劳动时间与作为客体的劳动时间是直接统一的，进一步来看，劳动

时间与自由时间也是直接统一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佣劳动制度

作为间接的强制性劳动制度，打破了古代社会中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

的直接统一性，迫使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相分离。在前资本主义社会，

劳动者被束缚在土地及其所依附的所有制形式上。资本主义的雇佣劳

动制度要想成为可能，最重要的前提就是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

让劳动力成为商品。只有通过资本的购买和使用，劳动力才能与生产

资料再度结合起来。由于劳动力的使用不能与其物质载体相分离，资

本家对劳动力商品的消费必须以对工人的人身支配为前提。因此，工

人所出售的实际上是一种与自然生命直接相关的特殊财产权，是在一

段时间内使用其劳动能力的权力，亦即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权。作为

客体的劳动时间成为一种实体性的物质力量，获得了对作为主体的劳

动时间进行统治与支配的权力。由此，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自由时间，它

体现的不再是“人的积极存在”，而是来自资本的奴役和支配，人只有

在劳动过程之外才有自由个性可言。在这个意义上，雇佣劳动的本质，

就是劳动时间的物化，就是过去的（客体的）劳动时间对现在和未来的

（主体的）劳动时间的统治和支配，是量化的“死劳动”对主体的“活劳

动”的吸纳。

雇佣劳动制度从根本上确立了量化时间的统治地位，瓦解了传统

社会模糊的、混沌的时间观。“在现代人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则是量的

观点。”①传统社会直接的人身依附性关系被现代社会间接的人的依附

性关系所取代。本应作为主体时间之对象化和确证的量化时间，不再

是人类的“生命的尺度”和“发展的空间”，日益变成主体时间的异化形

式和对立面。“将时间切割成过去、现在和将来必然地为我们的生活

工作方式提供一个背景。在现代社会，我们的大部分活动是用钟表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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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计时来调整的。”①量化时间的精确性和可计算性对生命自身运动

的自然节奏展开了新一轮的重构。一切模糊不清的、不可计量的生命

存在都被当作异质性的因素而被塑形、规训与控制，一切社会交往都被

浸入到斤斤计较的时间盘算之中。时间被看作是最重要的经济成本，

资本主义也必然会以收益为尺度对时间进行精确的计算和管控。

从时间维度上来看，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实质上就是对剩余

劳动时间的追求，而剩余劳动时间只能来自劳动者的活劳动时间。这

样的话，资本积累的实质也就是量化时间的积累。如何将工人的活劳

动时间最大限度地转变为量化时间，成为资本增殖的关键。在这个意

义上，“工作日”这一概念便成为分析劳动时间物化的一个理论抓手。

马克思将“工作日”看作是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总和，是工

人生产他的劳动力补偿价值的时间和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的总和。必

要劳动时间构成的是对象化工作日，工资就是这种必要劳动时间的化

身；剩余劳动时间是资本未付酬而获得的工人劳动时间，剩余价值就是

这种额外劳动时间的对象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就是最大限度地支配

和占有工人的劳动时间，尤其是剩余劳动时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对象化工作日支配更多的活工作日，这是一切价值创造和资本创造

的精髓”②。为了能够支配更多的活工作日，资本盲目延长劳动时间，

不惜突破工作日的生理界限和道德界限。在法定工作日长度的条件

下，资本则致力于变革生产工具，提高劳动生产力，以达到减少必要工

作时间的目的。在严密的“工艺学”管理下，劳动时间被高度量化，从

而达到精确管控的目标。“时间”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重要的角

力场。

在这个意义上，时间管控不仅是一种协调人们生产活动的工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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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保罗·戴维斯：《关于时间———爱因斯坦未完成的革命》，崔存明译，吉林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中文版“前言”第 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０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６０３页。



且具有一种支配和管控生产活动的隐性暴力特征。在机器大生产条件

下，原本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活劳动时间更是直接被量化和

物化为丧失了主体能动性的彻底的死劳动时间。在马克思看来，自动

机器体系是适合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工具，它使工人劳动“去技能化”，

从根本上瓦解了工人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使最大限度地物化工人的

活劳动时间成为可能。“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

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

魂。”①作为“死劳动”的机器体系以其包含的一般智能代替了工人的

主体地位，工人只能作为机器体系的“人手”而成为生产过程的旁观

者。机器的生产节奏规划和控制了工人的生活节奏，使之陷入一种永

不停息但又毫无自主性的运动之中。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已经不

再表现为工人作为劳动主体的生产，而是一种资本宰制下的机器作为

劳动主体的机械化生产。因此，工人的所有劳动时间也不再是一种活

劳动时间，而是直接被物化为一种死劳动时间。

在技术的不断催逼下，量化时间逐渐异化为脱离人类社会的具有

自主性的客体结构。这一结构不再受制于人的目的性诉求，不再表征

任何意义的确定性，而仅仅表现为自我永不停息的运转。在这种量化

时间的客体结构中，作为原子化的差异性个体，大众及其集合实际上是

技术集聚的产物，他们既不是社会，也不是人民，而是丧失了主体性和

创构性的“赤裸生命”。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大众是纯粹的客体，已经

从主体的地平线上消失，已经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②。在技术革命

突飞猛进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机器体系向智能化的飞跃重新使工

人劳动“再技能化”。但这并没有恢复工人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相

反，它将处于工厂之外的非劳动时间也变成了资本吸纳的对象。因此，

劳动时间的物化直接体现为一种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维系和巩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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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它构成了资本主义时间管控的直接形式和

逻辑起点。

二、自由时间的侵占：钳制工人的生命基质

从商品交换的规律来看，劳动力商品的买卖双方都有平等的权利

要求从这一交换行为中得到尽可能多的利益。就卖者而言，雇佣工人

要求正常的工作日和劳动强度，以满足自身的发展需要，这是预先潜伏

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目标；就买者而言，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本

能地倾向于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增加劳动强度，劫掠工人的劳动力，

以来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这是资本的一种存在本能。“于是这里

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

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

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

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

争。”①“力量”成为维持和固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指标：一方

面，资本的支配权使得雇佣工人成为依附于资本家的活劳动工具；另一

方面，雇佣工人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与资本家相对抗的物质手段。这

就意味着，在力量对比中，雇佣工人在主体和客体两方面始终处于劣势

地位。由此所导致的是，劳动过程异化为价值增殖过程，自由时间与劳

动时间相分离，并成为后者的延伸与变形。在自由时间被肆意侵占的

条件下，工人很难实现自身发展的社会需要这一价值目标。

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最为直接的体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

斗争”。由于双方力量的悬殊，工人阶级经常处于失败和妥协的境地。

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延长工作日时间。

延长工作日直接侵占了工人的自由时间。工作日具有双重界限：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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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劳动力身体的界限，即工人需要足够的时间来恢复体力和智力的消

耗；其二是道德的界限，即工人必须要有充分的时间满足精神需要和社

会需要，这是由一定的社会文化发展状况决定的。只有在这双重界限

以内，工人的生命力才不会被过度消耗，其精神面貌才能达到一般的人

类水平。但是，在价值增殖过程中，不是工人将生产资料当作自己有目

的的生产活动的手段，而是生产资料将工人当作自己生活过程的酵母

来吮吸。“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

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①这种对工

人活劳动的无限制的吮吸欲望促使资本家“像狼一般地”延长工作日，

突破工作日的身体的和道德的界限。由此，工人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

发展和活动的条件就被剥夺了，其生命基质遭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

重摧残而处于萎缩状态：一方面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过早死亡；另一

方面工人变得庸俗粗鄙、麻木不仁。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是依靠缩短工

人的寿命而在一定期限内延长生产时间的。

无限制地延长工人的工作日，必然会造成工人劳动的过度使用，从

而影响资本主义社会的可持续生产。另外，工人阶级也逐渐意识到：限

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进一步谋求工人解放的尝试

都将遭到失败。为此，工人阶级围绕“八小时工作日”开始展开了激烈

的斗争。鉴于这两方面的原因，资本主义开始转变了策略：由延长工作

日转为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颁布专门的法

律来限制工作日长度。工厂法作为一种劳动保护政策，将资本对自由时

间的侵占规定在身体和精神可以承受的合理界限以内，使剩余价值的生

产具有秩序性和可持续性。“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大宪章，代

替了‘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冠冕堂皇的条目，这个大宪章‘终于明确地

规定了，工人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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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来，工人针对资本家的工作日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工人的

自由时间获得了法律上的保障。马克思站在现代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一针见血地指出，工厂法无疑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奴隶制，它最直接

地暴露出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虚伪性。尤尔将工厂法等同于“奴隶

制”，进而将限制工作日看作是英国工人阶级的耻辱。以法律的形式

来限制工作日的延长，看似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实则意味着资本家对工

人自由时间的管控更加隐秘了。

资本家在把工作日限制为八小时的前提下，开始缩短工人的必要

劳动时间，这样就会降低工人的劳动力成本，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其

主要方式就是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日直接侵占了工人的自

由时间，而增加劳动强度则间接侵占了工人的自由时间。在相对剩余

价值的生产模式中，工人的自由时间虽然免于资本家的任意剥夺，但自

由时间的运用却已经被资本所规划。机器体系的应用和管理方式的创

新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但它是以增加单位时间内的劳动强度为前提

的。“劳动强度的提高，可能使一个人在一小时内耗费他从前在两小

时内耗费的生命力。”①因此，更多的自由时间将被工人用于生命力的

恢复，留给自由个性发展的时间几乎是不存在的。不仅如此，机器体系

的应用打破了工种和熟练度的区分，使得妇女和儿童与成年男性工人

一道都成为资本所盘剥的对象。“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

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

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②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非物质劳动大有取代物质劳动而占据主

导地位的趋势。以智识、图像、共同性、奇异性等为代表的非物质劳动

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所谓自由时间以及非工作场所中完成的，

其本质在于自由时间的结晶。就其存在基础而言，非物质劳动本能地

１１

资本主义时间管控的生命政治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７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５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４６９页。



依赖于甚至决定于工人的智力等主体性因素。这就使它能够打破机器

体系中工人同质化的历史趋势，再度将工人区分为不同种类和不同等

级，如艺术家与程序员、熟练的与不熟练的等。但这果真意味着工人对

其自由时间的运用已经打破了资本对劳动时间的宰制而在逻辑上跃迁

到自由自觉的水平吗？事实恰恰相反。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变

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

体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能同抽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①。因

此，无论是物质劳动，还是非物质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它们

都是具体劳动的表现形式，都是可以在商品市场中用来交换的劳动产

品，从根本上受到抽象劳动之同一性原则的支配。虽然非物质劳动成

果自身具有的特殊性，但其非但没有动摇、反而更加有力地巩固了抽象

劳动之同一性原则的统治性地位，只不过其规训对象的表现形式发生

了变化而已。非物质劳动使得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具有内在同一性，

二者的界限日益变得模糊难辨。非物质劳动成果虽然是自由时间的结

晶，但其本质上是资本对自由时间的侵占。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过程需要劳动者调动各方面的实践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劳动者智力、想象力和主动精神的积极发挥。而

在资本主义时代，这些旧有的劳动习惯被打破了，工人的主体性被自动

化的机器体系一劳永逸地替代了，工人仅仅作为工作有机体的一个肢

体被固定于生产过程的某个环节。在机器大生产中，其实践能力的创

造性活动退化成重复性的机械劳动。虽然以机器生产为核心的工厂体

系使得工人的创造性的活劳动蜕化为机械性的死劳动，但是只要有自

由时间的存在，工人依旧有激发自己生命潜能的可能性。然而，资本主

义对自由时间的侵占，大大降低了这种可能性，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钳

制住了工人的生命基质。非物质劳动看似体现了劳动者的自主性和创

造性。劳动者虽然不受工厂体系的束缚，但这种所谓的自主性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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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依然为资本所宰制，非物质劳动所创造的产品依然要以资本的增殖

为目标。其所谓的自由时间实际上都变成了劳动时间，由一种被动的

劳动时间的延长变成了一种主动延长，由一种被动的劳动强度的增加

变成了一种主动增加。对于作为“诸众”的单个工人，资本可以轻而易

举地侵占其自由时间，好像是延长工作日这一直接形式在当代的复现，

只不过其形式更加体面，强度更加剧烈。

三、自由时间的填充：消解工人的斗争意志

自由时间的侵占致使工人无暇也无力去满足发展自身的社会需

要，这样就钳制了工人的生命基质。但无论是延长工作日，还是增加劳

动强度，资本对自由时间的侵占总是有一定限度的。换句话说，工人总

会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的。在自由时间内，工人依然拥有激发自

己生命潜能的可能性，但资本主义通过对自由时间的填充进一步堵塞了

这一通道，使工人彻底地沦落为符合资本主义的“驯顺主体”。现代社会

日益被构建成为一个“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形成不仅解决了资本主

义生产过剩的危机，实现了资本的增殖，而且把“消费活动”填充到工人

的自由时间中。资本对自由时间的填充，在马克思的时代初露端倪，在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大行其道，成为当下最为有效的时间管控模式。在

人本主义玫瑰色的包装下，自由时间的填充将工人囚禁在景观膜拜和

符号编码的幻象之中，在无形之中完成了对工人主体性的重新塑造。

资本对工人自由时间进行填充的人性前提就在于需要的生产。只

有打破中世纪禁欲主义传统，重新挖掘身体所负载的消费意义，将工人

的肉体全方位地开发为需要的主体，资本才能够获得其增殖能力得以

对象化的载体，实现一种“热病似的生产”和强制性的进步。马克思将

“需要”区分为“自然的需要”和“历史地形成的需要”①。所谓“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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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就是维持生命机体正常运转的基本需要，是每一个生命体无法

逾越的本能性需要。而“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主要表现为对舒适、便

利、简约等人性化体验的追求，其实质是欲望的膨胀与扩张，它已经超

越了动物性的本能水平，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所谓必不可少的

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①资本

的增殖本性需要欲望的膨胀和扩张。“一方面，人的欲望的扩张不断

地推动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资本的积累又使人的欲望空间不断扩

张。”②工人在逃脱工作时间的本质主义肆虐之后，在属于自己的自由

时间之中，反而陷入了花样迭出的历史性需要的重重包围之中。“物

指令”和“物体系”使得整个现代人迷失在拜物教的逻辑架构里。

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这些历史形成的需要还带有浓厚的自然

主义色彩，其实现仍然依托于实物商品的使用价值。那么，在资本增殖

逻辑逐渐突破其合理性界限而走向财富增殖幻象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

中，这些历史形成的需要自身也越来越“脱嵌”于实物商品的使用价

值，虚化为无孔不入的幽灵般存在。换句话说，在需要的意义上，当代

资本主义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商品社会，而且是一个

仿真的景观社会和虚拟的符号社会。这些景观和符号具有即时性、交

互性、大众化等特点，因此，它们能够随时随地、零敲碎打地被资本填充

进工人的自由时间之中。在这一趋势之下，工人的自由时间面临着被

全面架空的危险。

在仿真的景观社会之中，工人消费的是被大众媒介所建构出的景

象价值，消费过程是被景象制造的伪需要的满足。在居伊·德波看来，

“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

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

一种表现”③。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不仅仅是商品的巨大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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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还是景观的巨大堆积，而后者具有一种“脱嵌”于前者的本能倾向。

资本正是通过控制大众媒介，进而控制商品形象的生成与转换，从而达

到控制消费过程以及操纵社会生活的目的。对现代人来说，商品的使

用价值已不再重要，而被媒介所展示的景观则引导着社会风尚，表征着

个性自我。由此，工人的自由时间被大众媒介所左右，被仿真景观所填

充，继而被“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权力”所俘获，再也无暇去参与政治

生活，逐渐丧失表达主体诉求的意愿以及对本真生活的渴求。即使对

这种景观拜物教的反抗，针对的也只是仿真性的景观，尚未直击到景观

产生的物质根源和形成机制。因此，这种反抗，徒具斗争性的外观，经

由大众媒介的中介，最终被同一化为景观的一种表现形式，成为一种另

类的消费活动。

更进一步地，在虚拟的符号社会之中，工人消费的不再是大众媒介

所建构出的景观，而是作为景观之展示形式的大众媒介本身。如果说，

景观自身还具有它的实在对应物，那么，大众媒介本身则是实物缺席下

虚拟符号的狂欢，它作为纯粹形式而逃离其有形载体的束缚，完全服从

于主体自身病态的欲望。生产隐没，符号统治一切，符号的意义不是来

自实物投射，而是来自其在符号体系中的位置。因此，人们对符号的消

费过程，就是在符号所构筑的物体系中谋求自身的身份与地位、个性与

独立性，最终令其陷入个性解放的幻觉。身体作为消费的载体，越来越

多地承担起与自身正常存续无关的符号性意义。“人们给它套上的卫

生保健学、营养学、医疗学的光环，……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变成了

救赎物品。在这一心理和意识形态功能中它彻底取代了灵魂。”①在鲍

德里亚看来，人们不是主动进入而是被动陷入这种消费符号体系之中

的，其所营造的解放氛围实际上只是资本规划的产物，其根本意味在于

个性和独立性的丧失。“一切在名义上被解放的东西……都是建立在

５１

资本主义时间管控的生命政治

①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版，第 １２０—１２１页。



‘监护’价值体系之上的。”①因此，消费社会中所洋溢着的“慈母般的

关怀”实际上是资本伪装自身而掷下的人本学烟幕。

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时间作为真正的财富，其运用是与人类自由自

觉的生命活动密切相关的。自由时间一部分用于消费活动以此来恢复

劳动过程中体力和智力的正常消耗，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以此来

获得生命在逻辑层次上的跃迁。然而，在这种填充机制的引导下，生命

本身变成了一个由某个中心权力所建构而缺乏特定内容的空洞形式。

这就意味着，马克思所预想的自由时间的双重目标全都落空了。阿伦

特曾激烈反对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对生命基质的填充。在她看来，这

种填充机制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生命政治后果：“我们确实变成了无助

的奴隶，不仅是我们机器的奴隶，而且是我们的‘知道—如何’的奴隶，

变成了无思想的生物，受任何一个技术上可能的玩意儿的操纵。”②随

着需要的仿真化和虚拟化，资本主义对自由时间的填充逐渐摆脱物质

载体而变得无孔不入，从摇篮到坟墓、从身体到灵魂，遍布于生命活动

的每一个细节。填充之物的空前丰裕和生命意义的极度空虚相反相

成，资本权力的日益催逼与生命基质的腐化堕落并行不悖。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自由时间填充机制是一种更为隐蔽的权力逻

辑和治理方式，一方面实现了工人发展自身社会需要的虚假诉求，并将

这种诉求变成价值增殖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缓解了资本家生产过剩

的压力，消解了工人的斗争意志，实现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去革命化。这

就意味着，填充机制作为侵占机制的补充，将资本与工人之间的零和博

弈转变为历史性“和解”，又以二者“和解”的名义在广度和深度上强化

他们相互间的对立，最终进一步巩固资本增殖逻辑以及资产阶级的政

治统治。在资本主义时间管控下，工人犹如一台机器，不知疲倦地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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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不仅在劳动时间内从事机械般的“死劳动”，而且还在自由时间中

享受着机械般的娱乐消遣，一切都依赖于资本逻辑的运作。

资本的文明是以工人的野蛮为代价的，工人自身发展的社会需要

始终得不到满足。资本为了得到驯服的劳动力，不惜钳制工人的生命

基质。自由时间，在工人那里，只是劳动时间的延伸和变形，只不过是

资本统治权固有的世袭领地，其作为自由个性展现境域的原初含义被

遮蔽住了。随着资本对自由时间的侵占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加剧，工人

日益沦为“人格化的劳动时间”，其个人之间的区别仅仅是劳动时间长

短的区别。由此，工人的政治想象力日益变得贫瘠，再无暇也无力去想

象可能的生活方式。工人自主性的日益萎缩，意味着资本统治权的愈

发强大。资本统治权不仅是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权，监督工人有纪律

地并以应有的强度工作，而且使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

超出自身生活需要而从事更多的劳动。与直接强制劳动的野蛮暴行相

比，资本通过侵占和填充自由时间这一文明暴行，获得的不仅是源源不

断的剩余价值，还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

资本主义时间管控的生命政治学揭露了物质生产过程中的隐性暴

力，理应作为当代生命政治图景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与福柯

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相比，马克思时间管控的生命政治学具有三个

特性：第一，无论是福柯所揭示的监狱，还是阿甘本所分析的集中营，都

是生命政治所发生的非典型性场所，而马克思所揭示的工厂则属于资

本主义社会的典型性场所；第二，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以整个人口

为对象，侧重于对安全机制的分析，而马克思通过对生产过程的分析，

揭示的是资本家对工人的生命控制；第三，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权力侧

重于刑罚和法律，而时间管控则侧重于对人的生命基质的钳制。一言

以蔽之，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关注的是主权权力（政治权力）对生

命的规训和管控，而马克思则关注的是资本权力（经济权力）的统治。

相对而言，马克思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更具隐秘性。

我们不能无反思地把现代社会看作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相对

７１

资本主义时间管控的生命政治



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统治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政治权力，资本统治

权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最主要的权力形式。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是一种零

和博弈的关系。资本家对工人自由时间的侵占，将工人的政治主体性

置于日益萎缩的匮乏境地，这保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时间管控

不仅钳制了劳动者的生命基质，而且消解其斗争意志，使革命主体性退

化为驯顺主体性。阿甘本指出：“身体是一个双面性的存在：既是向至

高权力屈服的载体，又是诸种个人自由的载体。”①身体的双面性蕴含

着人类解放的可能性。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显性人身依附关系被废除

了，但它又通过资本的支配权在资本家和工人的主体性之间被积极地

塑造起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解放不仅仅是驯服利维坦的政治

解放，而且是驯服资本统治权的人类解放。从劳动时间的角度来看，就

是要彻底瓦解资本主义的时间管控，把工人的劳动时间转变成真正的

自由时间，一种体现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自由时间。

（作者　 王庆丰，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暨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李爱龙，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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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劳动力成为生息资本
———资本主义金融大众化的内在逻辑

张　 梧

在《资本论》第 ３ 卷中，马克思在讨论虚拟资本与生息资本时，专

门谈及“在 １７世纪下半叶（例如在配第那里），这已经是一种很流行的

观念”①。这种观念认为，工人的劳动力可以视为生息资本，工资具有

资本价值。这种从 １７世纪下半叶诞生的观念流传到 １９ 世纪下半叶，

在庸俗经济学家和德国统计学家那里成为“很流行的观念”。对此，马

克思还专门引用了当时德国的统计学家的观点作为佐证：

工人有资本价值，如果我们把他的常年服务的货币价值看作

是利息收入，就会发现这个资本价值……只要……把平均日工资

按 ４％的利息率资本化，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男性农业工人的平均

价值：在德意志—奥地利是 １５００ 塔勒，在普鲁士是 １５００，在英格

兰是 ３７５０，在法国是 ２０００，在俄国内地是 ７５０ 塔勒。（弗·雷登：

《比较文化统计学》，１８４８年柏林版，第 ４３４页）②

弗·雷登对劳动力“平均价值”的测算方法隐含着一个理论预设，

即劳动力价格转换成生息资本，这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们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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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错乱在这里达到了顶点”①。然而，这种“错乱”却成为当代金融资

本主义的现实逻辑。只要人们留心考察金融资本主义所鼓吹的“金融

大众化”的建构机制，便会明白：当劳动力成为生息资本，这件事究竟

意味着什么。

一、寡头与大众：金融资本主义批判的双重视角

２０１１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出现了这样一条抗议口号：“我们

代表社会的 ９９％，我们不再忍受那 １％的贪婪与腐败。”从表面上看，这

一口号凸显了金融资本主义中 １％的金融寡头与 ９９％的社会大众之间

的极端对立，充分暴露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内在困境，即资本主义金融化

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分化。然而，仔细深究一下这条抗议口号，

便会发现，这条口号正在提醒人们：围绕资本主义金融化发展趋势存在

着两条不同的批判视角，一是金融寡头化的批判视角，二是金融大众化

的批判视角。而后者被前者所遮蔽，以至于被人们逐渐淡忘。

长期以来，针对金融资本主义的传统批判路径主要是从金融寡头

化视角出发，这一视角肇端于希法亭和列宁。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

指出：“正像资本本身在其发展的最高阶段上变为金融资本一样，资本

巨头、金融资本家也合于一身，越来越以支配银行资本的形式支配整个

国民资本。”②而列宁则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

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便是金融寡头的出现，“银行资本和工业资

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③。

在希法亭和列宁的笔下，金融寡头成为金融资本主义的经典意象。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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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金融资本主义批判主要集中为金融寡头批判。

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美国著名左翼杂志《每月评论》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的历任主编，从创始人保罗·斯威齐到哈里·马格多

夫，再到约翰·Ｂ．福斯特形成了“垄断金融资本”的批判范式，格外关

注金融寡头化问题。１９６６年，斯威齐发表了《垄断资本》，指出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出现了少数巨型公司操纵大多数产业的垄断格

局。耐人寻味的是，在 １９９１年，亦即《垄断资本》出版 ２５ 周年之际，斯

威齐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垄断资本》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矛盾（在

理论和实际的历史发展之间），对此它毫无暗示更不用说解释。这就

是恰好萌芽于这 ２５ 年里的美国和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部门的极

度膨胀和日益复杂。”①斯威齐认为，未能对 ２０ 世纪 ７０— ９０ 年代的资

本主义金融膨胀进行预见，是《垄断资本》的缺陷。于是，斯威齐与马

格多夫开始关注资本主义金融化问题，提出了“生产停滞与金融膨胀”

的内在关联。他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之所以出现金

融膨胀，正是因为金融资本可以有效吸纳生产停滞所带来的“经济剩

余”。“经济剩余”正是斯威齐的《垄断资本》的独创性概念。在斯威齐

和马格多夫所揭示的金融扩张机制的基础上，福斯特进一步明确提出

了“垄断金融资本”这一概念。按照斯威齐和马格多夫的观点，金融资

本的出场是为了拯救生产资本。然而，福斯特之所以提出“垄断金融

资本”，则旨在揭示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颠倒，

即金融资本不再是附属于生产资本积累的内在要素，而是成为支配生

产资本的新型垄断资本。这意味着，金融资本开始脱离生产资本的积

累周期，而形成了金融资本自身的积累周期。于是，福斯特提出了资本

主义双重积累周期理论。

在福斯特看来，“垄断金融资本”出场的标志正是金融寡头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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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剧：

对于美国的新金融体系来说，关键是，随着主要的工业企业进

入新体系，从持股转变到负债融资，并发展出它们自己的金融子公

司，出现了“金融—工业联合体”。金融集中度迅速增长———当前

的危机只是加速了这一过程。就在 １９９０ 年，美国最大的 １０ 家金

融机构只持有全部金融资产的 １０％；今天它们拥有的是 ５０％。前

２０位的金融机构现在持有金融资产的 ７０％———这是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１２％上涨起来的。到 １９８５年底，美国有 １８０００ 家联邦存款保险公

司的成员银行。到 ２００７年底，这一数字减少到 ８５３４家，而从那时

起已经更进一步减少。美国在 １９９１ 年的 １５ 家最大银行（在那时

总共持有 １５０００ 亿美元的资产）中，到 ２００８ 年底只有 ５ 家（持有

８９０００亿美元的资产）还存在。……我们可以把上文所述的发展

视为垄断资本阶段转变为新的垄断金融资本阶段的标志。①

无独有偶，当大卫·哈维从阶级分化的角度重新界定新自由主义

的本质时，也关注到了金融寡头化的现象。哈维深刻意识到金融在新

自由主义中的重要地位，甚至提出了“新自由主义化就是将一切都金

融化”②的观点。在金融化的过程中，势必出现金融寡头。用哈维的话

说，“那种不仅能积累大量个人财富而且能控制许多经济部门的不可

思议的能力，却使得这一小撮人拥有了影响政治进程的巨大经济力

量”③。按照哈维的理解，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在于完成阶级力量的分化

与重建，即无产阶级的再次沉沦与资本家阶级的再度崛起，而金融寡头

成为上层阶级经济力量的核心。

然而，当资本主义社会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今天的晚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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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３８页。
［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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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阶段，金融大众化在资本主义金融化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总体上看，与强调规模化、批量化、组织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相比，

以复数形式出场的大众及其崛起，正是强调个性化、弹性化、差异化的

晚期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在此情形下，在金融寡头不仅没有退场反

而愈演愈烈的同时，社会大众的“金融狂欢”成为金融资本主义自我构

建的内在环节。正如有学者指出：“生息资本的投入领域中加入了越

来越多的工人消费对象，这正是现代的特征。”①由此出现了金融大众

化趋势。所谓金融大众化，是指金融资本将其触角延伸到普通民众，使

社会民众纳入普遍化的金融网络之中，其主要形式有：（１）工资收入的

金融化，其直接表现就是银行存款；（２）民众日常消费的金融化，其直

接表现是信用卡；（３）民众大宗消费的金融化，其直接表现是购房贷

款；（４）民众资产的金融化，其直接表现是个人理财；（５）民众福利基金

的金融化，其直接表现是养老金、医疗保险金；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与以往金融危机相比，其突出特

征正是金融大众化。也就是说，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肇端于金融大众化。

２００８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正是住房贷款的证券化。普通民众

的房屋资产虽然缺乏流动性，但却具有长期盈利的增殖空间。美国在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引导下，为了“创造”流动性，便把住房贷款的债权

打包分割成证券，进而投放到市场，吸引社会大众购买证券而获得流动

性资金，此即所谓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一旦与普通民众息息相关的金

融衍生品泡沫被戳破，就引发了连锁性的金融危机。这从反面证明，金

融大众化是审视资本主义金融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

虽然金融大众化开启了批判金融资本主义的新视域，但是这并不

意味着人们可以抛弃金融寡头化的批判视角，更不意味着金融寡头化

与金融大众化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恰恰相反，二者构成互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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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金融寡头化是金融大众化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没有金融寡头

的统治地位，也就没有所谓的金融大众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便是，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金融大众化的最终目的是维护金融寡头的统治地

位，而不是为了提高广大社会民众的资产收益。

第二，金融大众化是金融寡头化的发展形式，尤其是金融寡头化的

风险转移方式。在马克思看来，信用与金融资本正是为了防止资本逻

辑中断而进行的风险转移方式，金融寡头化导致了风险的集中，为了分

散风险而采取了金融大众化，最终使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在延迟的

同时也在集聚。

第三，金融大众化是资本主义社会构建金融霸权的内在环节。金

融霸权只有通过金融大众化而深入到社会民众之中，金融霸权的构建

才得以真正完成。在此过程中，普通民众在虚假的“财务自由”中被金

融霸权所奴役。

总的来看，金融大众化与金融寡头化共同构成了当今资本主义金

融化的总体性结构。从金融大众化的视角切入，其目的是为了揭示当

今资本主义金融化的结构性特征。如果只注重金融寡头化，乃至将批

判目光聚焦在占据 １％的华尔街金融寡头，那么也就无法意识到金融

寡头无非是金融资本总体结构的人格化表现而已，最终落入到“只打

麻袋不打驴”的批判困境中。这也正是从金融大众化视角批判金融资

本主义的深刻意蕴所在。

二、作为生息资本的劳动力：从“错乱”

到“现实”的金融大众化

既然资本主义金融大众化开启了批判金融资本主义的新视域，那

么一个值得进一步追问的问题便摆在人们面前：资本主义金融大众化

的内在运行机制是什么？是什么因素推动了金融大众化的迅猛发展？

对此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３ 卷中，批判了将劳动力视为生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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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错误观点。虽然马克思当时并无意于揭示金融大众化的运行机

制，但在客观上，劳动力的生息资本化却正是金融大众化的内在逻辑。

在此意义上，准确的说法毋宁是：２０ 世纪下半叶以来的金融大众化的

发展趋势，激活了马克思有关虚拟资本的相关理论。换言之，金融大众

化的现实语境中，当年马克思所竭力批判的劳动力生息资本化的观点

正从一种“错乱的观点”转变为“客观的现实”。

对于劳动力的生息资本化这一“流行的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

第 ３卷有关虚拟资本的段落中作出了如下批判：

我们现在来考察劳动力。在这里，工资被看成是利息，因而劳

动力被看成是提供这种利息的资本。例如，如果一年的工资等于

５０磅，利息率等于 ５％，一年的劳动力就被认为是一个等于 １０００

磅的资本。资本家们思考方式的错乱在这里达到了顶点，资本的

增殖不是用劳动力的被剥削来说明，相反，劳动力的生产性质却用

劳动力本身是一种神秘的东西即生息资本来说明。在 １７ 世纪下

半叶（例如在配第那里），这已经是一种很流行的观念，但是一直

到今天，一部分是庸俗经济学家，另一部分主要是德国的统计学

家，还非常热衷于这个观念。①

在此，马克思将劳动力的生息资本化视为一种错误的观念。马克

思之所以要批判这一错误观念，是为了揭示生息资本是“一切颠倒错

乱形式之母”②。按照马克思的批判，将劳动力视为生息资本的错误观

点存在着三重颠倒：

第一重颠倒是劳动力商品价格与生息资本的颠倒，即工资被视为

利息。原本是工人将节俭下来的工资作为存款存入银行，现在颠倒成

为银行支付给工人劳动力资本的“利息”。工资不再视为工人劳动的

产物，反而颠倒成了银行资本的产物。对此，马克思指出，工资与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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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颠倒之所以是错误的观念，是因为“在这里，不幸有两件事情和这种

轻率的观念令人不快地交错着：第一，工人必须劳动，才能获得这种利

息；第二，他不能通过转让的办法把他的劳动力的资本价值转化为资

本。”①所以，工资是利息的真实来源。然而在生息资本的观点下，工资

却成为利息的产物。

第二重颠倒是生息资本与虚拟资本的颠倒，即将“工资—利息”颠

倒为“劳动力—资本”。马克思在此批评了德国的统计学家的做法：由

于他们将工资视为利息，那么作为利息的工资是由劳动力提供的，因而

劳动力被视为能够生产出利息的生息资本。德国统计学家其实是从工

资倒推出劳动力的“平均价值”和“资本价值”。既然工资是劳动力这

一生息资本的利息，那么就可以从工资和利息率测算出劳动力资本的

价格。在他们看来，如果工人的年工资是 ５０ 磅，而且这一年工资是劳

动力这一生息资本的利息，那么按照 ５％的利息率，便可测算出劳动力

资本的价格是 １０００磅。于是，他们将这 １０００磅视为劳动力资本，这便

是后来所谓的“人力资本”的滥觞。事实上，对于工人而言，这 １０００ 磅

是不存在的。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将这 １０００ 磅视为虚拟资本。

“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作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

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一

个资本会提供的收益，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②按理说，虚拟资

本是生息资本发展的结果，但在这里，生息资本转化成了虚拟资本，于

是从实实在在的工资收入中便倒推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所谓“劳动力

资本”，而这种资本价值“也纯粹是幻想的”③。

第三重颠倒便是劳动力与资本的颠倒。明明是劳动力所创造的剩

余价值构成了资本的增殖量，然而在生息资本看来，这却被颠倒为用生

息资本解释劳动力的工资收入。于是，马克思指出：“和资本的现实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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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

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①

从以上三重颠倒中便可看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 ３ 卷中，工

资的利息化或劳动力的生息资本化是当时经济学家头脑中的“幻想”

或“错乱”。然而，本文所要强调的是，在资本主义金融化的语境中，当

时经济学家头脑中的虚假观念却成为活生生的现实。验诸现实，人们

不难发现，当工人想要向银行贷款时，其信用依据正是工资收入，而其

所获得贷款额度正是他的劳动力的资本价格。更形象地说，工人之所

以能够获得 １０００ 磅的年度贷款额，正是依据其 ５０ 磅的年工资收入。

由于他的 ５０磅年工资收入正是 １０００ 磅劳动力资本价值按照 ５％利息

率而得出的利息，所以他能根据 ５０ 磅的工资而从银行获得 １０００ 磅的

贷款。在此意义上，劳动力的生息资本化正是资本主义金融大众化的

基本模型。

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劳动力的生息资本化如何在金融大众化中

从“错乱”的观念发展成为“现实”？在马克思所身处的自由竞争资本

主义阶段，劳动力的生息资本化是容易被揭穿的幻象；然而，在马克思

之后的 ２０世纪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劳动力的生息资本化已经成为直接

的现实。劳动力的生息资本化之所以能从错误的观念转变为直接的现

实，这是因为：

第一，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善了工人的生活条件。在马克思的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工人之所以把工资转变为货币资本的积累，是

出于“实际的节约和节欲”②。正如马克思所说：“实际的节约和节

欲———它们提供积累的要素———这种由货币贮藏者所做的事情，由于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工，已经让给那些只能得到这种要素的最小限

额并且还十分经常地丧失自己所节约的东西的人去做了，例如在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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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闭时，工人们就是这样的人。”①但这种节欲机制下，工资转化为金融

资本的规模和限度总是有限的。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

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组织化资本主义、福特制生产方式、凯恩斯主

义经济政策和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综合因素下，工人的生活水平获得

了极大的提高，因而能将多余的工资投入到货币资本的积累。这是金

融大众化的物质前提。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消费社会的出场直接推动了金融大众化。资

本主义社会为了资本积累及其循环的顺利实现，已经深刻意识到了消

费不足给资本主义带来的严重挑战，进而认识到了消费拉动的必要性，

由此构建了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中，原本超出工人阶级承受范围的

奢侈品变成了必需品，诸如作为大宗消费或耐久品消费的汽车和房产。

在此情形下，消费性贷款由此应运而生，进而，在金融大众化的发展下，

为消费而金融的理念随着信用卡的普及而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从

此，“超前消费”成为时尚，“透支消费”成为常态。这是推动金融大众

化的动力机制。

第三，劳动力的生息资本化之所以能成为“现实”，还有赖于金融

大众化的经济限度。这一限度便是金融机构必须将货币资本转化为生

息资本。正如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要经历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一

跃”，同样地，金融机构也要经历从货币资本到生息资本的“惊险一

跃”。如果金融机构贷给工人的货币资本无法获得利息收益，即无法

成为生息资本，金融机构便会遭受毁灭性打击。为了确保货币资本转

化为生息资本，金融机构在向工人贷款时，便必须考虑债务人的偿还能

力，于是这才有了视工资收入为信用基础的贷款审查制度，这在客观上

推进了劳动力生息资本化的现实化进程。这是推动金融大众化的压力

机制。

正是在上述三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劳动力的生息资本化成为金

８２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６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 ５７４页。



融资本主义大众化发展的客观逻辑。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力生息资本

化的实现机制同时蕴含着金融大众化的内在困境：首先，从金融大众化

的物质前提来看，金融大众化的推广依赖于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这

意味着，金融大众化的实现环境是“顺周期”。因而，这也同时意味着，

金融大众化无法抵御“逆周期”的经济困境，这也正是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

机从大众金融产品开始爆发的原因。

其次，金融大众化的动力机制隐含着“风险集聚”的倾向。正如马

克思所说：“因此，驱使生产过程突破资本主义界限的必然性，同时也

一定会随着这种过剩而发展，也就是产生贸易过剩，生产过剩，信用过

剩。”①马克思所说的“信用过剩”具体表现为：金融大众化在金融链条

向普通民众的延伸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杠杆加剧”的客观效应，“杠杆

加剧”意味着“风险集聚”。

最后，金融大众化的压力机制必然伴随着“虚实分离”，即虚拟经

济与实体经济的断裂。对此，马克思已经揭示出：“表现在利息率上的

借贷资本的运动，和产业资本的运动，总的来说是方向相反的。”②借贷

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相反运动正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断裂的内在根

源，因而最终出现这样一种状况：“一旦新的危机爆发，信用突然停止，

支付停滞，再生产过程瘫痪。”③在 ２０世纪金融资本主义的大众化推动

下，“虚实分离”进一步体现为生产与消费的断裂，尤其是普通民众在

金融大众化中将面临来自生产、消费和金融三大领域的“三重剥削”，

由此导致偿还能力的枯竭化，这便是马克思所说的：“一切现实的危机

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

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④这便是金融大众化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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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当年马克思所批判的劳动力生息资本

化，不仅是资本主义金融大众化的内在逻辑与运行机制，同时也是导致

资本主义出现金融危机的根源。在此意义上，劳动力的生息资本化是

审视和批判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一把钥匙。

三、生息资本的神秘化：金融大众化的

形而上学构建机制

资本主义金融大众化的迅猛发展，不仅依赖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

客观条件，同时也有赖于资本拜物教的主观条件。这一资本拜物教在

金融大众化中突出地表现为劳动力生息资本化这一“幻象”对社会民

众意识观念的渗透与统治，这也正是金融大众化的形而上学机制，即马

克思所揭示的“生息资本的神秘化”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的

《资本论》第 ３卷中，劳动力的生息资本化还仅是资本家与经济学家头

脑中的幻象；然而，在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当代世界，劳动力的生息资本

化的幻想已经渗透到普罗大众的头脑之中。没有生息资本神秘化的形

而上学机制的操纵，也就没有社会民众对金融大众化的“认同”。

推动金融大众化的形而上学机制便是资本拜物教，这种资本拜物

教在人们的头脑中体现为资本脱离雇佣劳动过程而自动增殖的幻象。

资本拜物教在生息资本的形态上达到了顶峰。对此，马克思认为：“在

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它的最表面和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 Ｇ—Ｇ＇，是生产更多货币的货币，是没有在两极间

起中介作用的过程而自行增殖的价值。”①在生息资本的形态上，资本

增殖的“中介作用”被遮蔽了，而直观地表现为“Ｇ—Ｇ＇”的增殖形式。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

在 Ｇ—Ｇ＇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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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资本的生息形态，资本的这样一种简

单形态，在这种形态中资本是它本身再生产过程的前提；货币或商

品具有独立于再生产之外而增殖本身价值的能力，———资本的神

秘化取得了最显眼的形式。①

在此，马克思揭示了“生息资本的神秘化”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

的现实世界中，生息资本的神秘化看似是一个可以被轻易指认乃至揭

穿的幻象，然而，生息资本神秘化的背后却隐匿着精巧的形而上学机

制，这具体地体现为：

首先是“中介的隐匿”。从现实过程来看，资本增殖离不开以雇佣

劳动生产过程为基础的中介过程。然而在人们的头脑中，这一中介过

程却被遮蔽了。所以，生息资本神秘化的关键在于，“和资本的现实增

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②，于是生息资本就成为“资本

的没有概念的形式”。换言之，生息资本成为一种纯粹形式，一切构成

资本的实体性内容（诸如货币、机器、劳动力等）都被这种纯粹形式所

吸纳。生息资本的纯粹形式性不仅体现为形式对实体性内容的高度统

摄，而且也体现为这种统摄的直接性。此处的“直接性”表现为“钱能

生钱”的幻象。在金融大众化的现实语境中，生息资本的神秘化让社

会民众只看到“钱能生钱”的幻象，亦即“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

机的观念”③，从而驱使广大民众投入到金融投机活动之中。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介的隐匿”这一形而上学机制的作用下，生

息资本的神秘化使虚拟资本不仅与实物形态相分离，也与实际投入的

资金相分离。正如马克思所说：“所有这些证券实际上都只是代表已

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它们的货币价值或资本价

值，或者像国债那样不代表任何资本，或者完全不决定于它们所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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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资本的价值。”①这导致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彻底断裂，最终

使虚拟经济在造成实体经济资金枯竭的同时，也使虚拟经济脱离了实

体经济的界限而引发金融危机。虚拟资本与实际投入资金的分离，使

得虚拟资本的虚拟性达到了顶峰。

其次是“主体的召唤”。金融大众化的形而上学构建机制不仅依

赖资本拜物教，同时也依赖虚假主体性的生产，即阿尔都塞所说的“主

体的召唤”。金融资本的文化霸权对主体的“召唤”，体现为让个体充

分享受所谓的“财务自由”。人们在 Ｇ—Ｇ＇的“资本物神”观念中，认为

虚拟资本的不断增殖可以使自己获得充分的“财务自由”，进而“财务

自由”观念使人们错认自己在金融大众化中的虚伪的主体性。在此意

义上，工薪阶层的“财务自由”的幻象，使劳动力生息资本化的荒谬观

念得以正当化。正是在“主体的召唤”下，社会大众以一种“自觉”的方

式认同劳动力的生息资本化。然而，这种“认同”正是金融资本主义的

强制的另一面。正如马克思所说：“各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

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事

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②也就是

说，类似“财务自由”的虚伪主体性是为了完成个体对金融资本逻辑的

认同，劳动力的生息资本化正是通过个体看似自主的行为而被纳入金

融资本布展逻辑之中，成为构建资本主义金融大众化的内在环节。

最后是“时间的倒置”。从时间维度看，劳动力所换取的工资是对

过去劳动投入的价格确认，然而在劳动力的生息资本化，过去的劳动却

成为向未来索取价值的权利，这就出现了过去与未来的倒置。对此，马

克思深刻地指出：“但是，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完

成了。按照这个观念，积累的劳动产品，而且是作为货币固定下来的劳

动产品，由于它天生的秘密性质，作为纯粹的自动体，具有按几何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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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以致像《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这种积累的

劳动产品，早已对自古以来世界所有的财富进行了贴现，依法据为己

有。”①于是，这就出现了“时间的倒置”：“过去的劳动的产品，过去的

劳动，在这里本身就孕育着现在的或未来的活的剩余劳动的一部

分。”②通过“时间的倒置”，使当代世界的社会民众便将表征着过去维

度的工资置换为表征着未来维度的生息资本，并将劳动力的生息资本

化加以合法化。

正是在中介的隐匿、主体的召唤与时间的倒置这些形而上学机制

的运作下，资本拜物教的观念便在生息资本的形态中被牢固确立。马

克思指出：“关于资本是一种会自行再生产、会在再生产中自行增殖的

价值，它由于天生的属性，———也就是经院哲学家所说的隐藏的

质，———是一种永远保持、永远增长的价值，这种观念，曾经使普赖斯博

士生出许多荒诞无稽的幻想。它们已经远远超过炼金术士的幻想。”③

这种“幻想”使社会民众对生息资本神秘化加以“认同”，由此建构了金

融资本的文化霸权，最终实现了劳动力对金融资本的实质从属。至此，

在资本主义金融大众化中，金融资本的逻辑与资本拜物教的形而上学

完成了共谋，建构了金融资本的霸权地位。

既然资本主义金融大众化的发展离不开资本拜物教的形而上学机

制，因此金融资本主义的超越也离不开金融观念的合理变革，此即财富

观的重新启蒙，即财富观也需要“脱虚向实”，重建财富与劳动的内在

关联。马克思认为：“财富的独立的物质形式趋于消灭，财富不过表现

为人的活动。凡不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不是劳动的结果的东西，都是自

然，而作为自然，就不是社会的财富。财富世界的幻影消失了，这个世

界不过表现为不断消失又不断重新产生的人类劳动的客体化。”④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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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财富不能仅仅表现为虚拟的财务数字，而且也应当体现为人的本

质力量的主体性发展。也就是说，劳动成为衡量财富的真实尺度。正

如马克思所说：“劳动这种一般财富同资本相反，在资本上，财富是作

为对象即作为现实性而存在，劳动则表现为财富的一般可能性，这种可

能性在活动中得到实现。”①只有重新建立起劳动与财富的内在联系，

才能击穿资本主义金融大众化类似“中介的隐匿”、“主体的召唤”与

“时间的倒置”的形而上学幻象。

当然，对资本拜物教的形而上学批判而言，财富观的重新启蒙只是

其中的一个方面，还离不开其他观念的系统更新，更离不开对现实的资

本主义金融逻辑的实践批判。在此意义上，如何摆脱劳动力生息资本

化的金融大众化困境，这是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中的未经课题，对此还有

待进一步探索和思考。

（作者　 张梧，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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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权力批判理论的逻辑进路

翁 寒 冰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等著作中，表达了对马克思

的劳动过程理论中微观权力分析的关注。从劳动过程的微观权力领

域、从意识形态的主体再生产领域等方面挖掘马克思理论中的权力批

判因素，成为当代学者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政治解读的重要维度。这

一理论维度，也是继阶级斗争的权力理论之后，在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时

代条件下，激活马克思文本和思想的社会批判效应的新的理论增长点。

一种很有趣的现象是：一方面学界对于马克思理论中的权力批判因素

的挖掘与解读非常丰富；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对于马克思权力批判理论

本身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权力批判理论在

整个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如何？它的逻辑发展脉络是怎样的？它的核

心观点是什么？它的方法论特征是怎样的？

在笔者看来，权力问题并不是仅仅局限在政治话语或再生产理论

中的某种解读视阈。无论在哪一个时期，无论研究的对象、方法发生怎

样的变化，揭示资本权力与资本主义社会统治权力的运作方式，辨明其

基本特征与内在结构，始终是马克思固有的理论旨趣。在马克思的文

５３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资本观的辩证特征及其当代意义研

究”（１８ＣＫＳ００６）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和思想史发展中，他始终是从物对人的统治权力、人对人的统治权力

的双重逻辑进路，展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批判。并非福柯，而是

马克思第一个揭示了现代性的特殊权力结构———物化社会中的“中介

性”结构，这是被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式而呈现的现代社会

统治权力批判。

一、权力批判理论的双重逻辑的出场

青年马克思早期主要关注资产阶级法权批判，但是很快，马克思就

发现，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权力的根源不在于

资产阶级的政治国家和法律中，而在于市民社会的私有制中。值得我

们关注的是，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一开始进入政治经

济学研究，就不仅仅把资本理解为一种物，而是理解为“对劳动及其产

品的支配权力”。可见，虽然是基于人本主义的价值批判立场，而从社

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的角度理解“资本”概念，是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即已

具备的理论视阈。

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资本的统治权力即存在两个维度，即私有制

条件下人对人的统治权力和物对人的统治权力：“下面我们首先将看

到，资本家怎样利用资本来行使他对劳动的支配权力，然后将看到资本

的支配权力怎样支配着资本家本身。”①这一统治权力的双重逻辑的思

路，也体现在稍后的著名的异化劳动的段落中。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

异化、劳动过程与劳动者相异化，是从物对人的统治权力的角度进行阐

述；而劳动者与劳动者相异化、人与其类本质相异化，则是从人对人的

统治权力的角度展开批判。我们发现，人本主义的价值批判的哲学方

法，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围内的权力理论的初次出场方式，而

其中的双重逻辑进路已经初现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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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文本中，这种双重逻辑的辩证特性开始

凸显出来。这种辩证关系既是一种表征和中介的逻辑结构关系，又是

一种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的现实历史关系。

马克思在这一文本中，特别着迷于“物象”①对人的统治权力的分

析，将其作为“异化劳动”批判思路的一种延续。马克思以分工表征生

产力水平，而个体在分工所导致的作为人类整体力量的“物象”面前无

能为力：“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

扩大了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

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

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②马克思并不是把生产力看作某

种实体性的“物”，而是看到在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生产力是由人

们自然形成的分工所造成的共同活动。在这一历史阶段，由分工和交

换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凝结成一种“物象”，统治个体。马克思

通过“物象”理论所要强调的是，事实上物对人的统治权力只是人对人

的统治权力的间接表现。只不过通过“物”的中介，这种统治权力获得

了自身的独特的逻辑，它并不能再度被还原为人对人的直接统治权力。

同时，这种物对人的统治权力因其中介性和间接性，而表现出极大的迷

惑性，比如造成了“唯一者”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假象。

进一步，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异化思路的资本主义社会权力批判

话语，而是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历史运动，展现出物对人的

统治权力（物象理论）与人对人的统治权力（阶级斗争）的辩证的历史

解放维度。马克思始终强调：“这些生产力在私有制的统治下，只获得

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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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此将人们的共同活动所造成的社会力量称为“物象”。参照广松涉对于

“物象化”的界定：“作为一定的关系规定态在直接当事意识中以物象的形式映

现出来的情景。”（参见［日］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庄倩译，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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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①在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矛盾运动的具

体历史视阈中，权力批判理论从一种抽象的哲学批判转变为建基于历

史辩证法基础上的批判话语。物对人的统治权力与人对人的统治权力

始终具有内在的辩证关系。在特定的生产关系条件下，在特定的人与

人的关系中，才有特定的“物象”的统治权力形式。也因此，在当时的

马克思看来，只有共产主义社会，只有无产阶级的联合的自主活动，才

能摆脱“自然形成”的分工———这种外在桎梏，所造成的“物象”的统治

权力。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物象”理论，揭示了“物对人

的统治权力”和“人对人的统治权力”的内在辩证关系。它既是一种表

征和中介的逻辑结构关系，又是一种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的现实历史

关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权力批判理论的复杂架构，在这一文本

中得到了初步的展现。但是对于这双重逻辑的具体运作机制，马克思

并没有深入研究。而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的权力批判理论

的完整形态与丰富理论层次才真正得以呈现。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物化社会中

最深刻的“权力批判理论”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由自然形成的分工所造成的共

同活动理解为外在于单个人的“物象”，在这一意义上，“物象”本身就

不是实体性的“物”，而是以物的形式出场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延续这一思路，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敏锐地意识

到，商品、货币和资本，这些呈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表象中的“物

象”，其本质同样也不是实体性的“物”，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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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比《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物象”理论更进一步，《资本论》及其

手稿阶段的“物化”①理论不仅仅披露了这种物对人的僭越、颠倒、隐藏

和表征的逻辑结构，同时还致力于揭示作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商

品、货币、资本概念的复杂逻辑关系。对物与物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

也使得马克思更加丰富了对这双重逻辑的内在关系的解读。不仅是人

与人关系的“物化”，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人而言的外在性和异己性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即已提出），而且人本身也已经“物化”。“主

体”成为一种幻象，而作为“物”的存在方式才是人的本真存在方式。

因此，对“物”的研究，才是对“人”的研究的正确打开方式，对“物与物

的关系的解读”，才是对“人与人的权力关系”的解读的合理方式。至

此，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最深刻的资本主义社会权力批判理论。

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货币章”中，马克思将货币理解

为交换价值的直接存在形式，而交换价值则是交换关系的直接表现。

货币作为交换关系的物化表现形式，获得了某种似乎与生俱来的“权

力”：“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增长，货币的权力也按同一程度增长，也就

是说，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

权力。最初作为促进生产的手段出现的东西，成了一种对生产者来说

是异己的关系。”②这种物的权力，引来人们对它的崇拜：“个人通过这

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③。我们看到，一方面，个

人服膺于货币逻辑的统治和摆布，另一方面，个人通过对货币权力的追

逐而证明自身的社会权力。换言之，不仅人受到物的逻辑的统治，另一

方面，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并不直接表现出来，却通过物与物之间的

关系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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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及其手稿阶段的“物化”理论，同样继承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

“物象”分析的思路，又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为表示区别，也为尊重马克思自己

的命名，故称之为“物化”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０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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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物化”的社会：

“这种普遍的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

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

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①在这一段分析中，我们发

现马克思的解读思路触发了第二个理论层面。马克思所强调的并不再

是物对人的对立的、异化的统治权力，而是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

种特殊的“物化”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关系

与权力是隐蔽不见的，而以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变形呈现，并且必须以物

与物之间的关系形式呈现。继而，马克思从这种社会权力维度切入历

史分期，提出了著名的三阶段论②：“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

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

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资本

主义社会就是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由于普遍分工和交换的发

展，虽然社会的普遍联系已经形成，然而必须通过货币关系这种物与物

的关系之中介，才能得以实现。而导致这一物化现象的社会历史根源

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

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在这一段著名的“物化”社会结构分析中，马

克思不再仅仅关注物对人的压迫、物与人的对立，而立足于“人”不得

不依赖于“物”而实现其社会生活的特殊“物化”结构，并指出其社会历

史根源。

基于对这一物化前提的揭示，资本主义的社会呈现出一种扑朔迷

离的复杂结构。其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即已指出：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这种社会关系

并不直接呈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以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形式表

现出来，从而获得了某种“客观性”。与之相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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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呈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而是一种虚幻的关系。比如资产

阶级社会中对自由主体这一表象的建构，实则一种意识形态策略。其

二，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有其自身的客观逻辑，并成为统治个体的外在

性力量。要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的实质，必须研究资本

主义社会中物与物的关系（物的逻辑）。比如阶级对立关系，它不仅仅

是以阶级压迫的主体对抗的直接形式而出现，其实质则隐秘地存在于

资本和劳动力商品这样的物化关系中，即剩余价值剥削。其三，这种物

化结构是一种倒置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呈现出这种结构，是人

们共同活动的特殊历史阶段使然。只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超越了这一特殊历史阶段，人将重新占有物的力量，成为真正的历史主

体和社会主体，从而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部分，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不仅商品关系、货币关系、资本关系是一

种外在于人的统治力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机器体系、科

学技术对个体而言也呈现为一种统治权力。“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

以科学的性质。”①机器体系作为社会智力的体现，以固定资本的特殊

历史形态出现在生产过程中，从而使得“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的占有”

从劳资交换层面到达了生产过程之中，“这种包含在资本概念中的占

有，在以机器为基础的生产中，也从生产的物质要素和生产的物质运动

上被确立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性质”②。在这种资本主义的真正的生产

方式中，物对人的统治权力表现得更为直接：“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

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

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

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讨论机器、

科技对于个体工人的统治权力时，从来都没有抽离于资本主义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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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和历史发展。马克思始终强调：“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对资

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

要求的历史性变革。因此，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

的积累，就同劳动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

性。”①马克思始终是在固定资本，而非实体性的机器体系的意义上，理

解机器、科学技术对人的统治权力。在《资本论》第 １ 卷的“机器和大

工业”部分，马克思也坚持了同样的理论方法。

从对固定资本的统治权力的分析中，首先，我们发现马克思讨论

“物对人的统治权力”进展到第三个理论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在《德意

志意识形态》中发现的由分工所造成的人与人的共同活动，这种共同

活动作为生产力，成为一种对个体而言异己的力量。第二个层面是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货币章”中所指出的商品（关系）、货币

（关系）、资本（关系）对于个体的异己的统治权力，以及资本主义社会

特殊的物化结构。第三个层面是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指出的作

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体系及科学技术、社会智力对于个体的统治权力。

其次，我们也可以发现“人与物”互为镜像、相互中介的辩证关系

进一步丰富而深化。“物对人的统治权力”总是表现为最适合于“人对

人的统治权力”的形式，因此，“物（货币、机器体系、科学技术）对人的

统治形式”并不能抽离于“人对人的统治权力”（资本主义的特殊生产

关系）来理解，它并不是自身独立发展的产物，而在历史过程中表现为

资本主义的特殊生产方式。正如工业革命，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逐渐发展起来的历史环境中，才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及历史影响力。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统治权力的分析，比很多当代左翼技

术批判理论要丰富得多。在物化社会的前提下，马克思讨论“物”（生

产力、商品、货币、资本、机器、科学技术）不会脱离人的社会关系维度，

而马克思讨论“人的物化”理论也在不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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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

经济范畴的人格化”①的时候，正是基于物化社会的理论前提。资本家

只是资本范畴的人格化，劳动者只是劳动力商品的人格化，“人”的世

界完全被“物”的逻辑所包裹和吸纳。在这样的理论构境中，伦理价值

叙事不得不被资本逻辑的科学规律叙事所扬弃，权力批判理论转化为

叙述经济范畴内在逻辑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对劳动者的物

化的揭示特别深刻。首先，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劳动者就转

化为劳动力商品，被资本逻辑所捕获，成为资本逻辑运动的一个环

节———可变资本。其次，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劳动对资本从形

式上的从属转变为实质上的从属，劳动者沦为机器这一固定资本的附

属品，劳动不仅在经济学理论的意义上被抽象为一个“物”（劳动力商

品），而且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也丧失了主体地位，而沦为实

体性的“物”（机器）的附属和延伸。

马克思说，机器大工业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所没

有直接说出的是，在这种被资本逻辑高度抽象和压缩的社会中，再毫无

前提地直接讨论物对人的权力关系、人对人的权力关系就已经是完全

抽象的。因为“物”的世界及其固有逻辑已经完全消解了作为社会主

体的人的独立自主性。“物化”是现代社会最根本的“生命政治”。劳

动过程中的身体规训、再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塑型、劳动力价值下降、产

业后备军的必然存在、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塑型等理论都是其表现而

已。所以在这样高度物化的社会中探讨人类解放，首要的不是揭示其

中的异化和对立，而是研究这个物化世界的内在规律。在这一意义上，

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正是资本主义物化社会中最为根本的权力批判理

论，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则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统治权力的科学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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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对现代性权力结构本质特征的揭示

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直接呈现的社会，而是一个充满表征、中介

的复杂镜像的社会。马克思第一个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统治权力的这

种“中介性”的重要特征。我们知道，黑格尔特别强调“中介性”相较于

“直接性”的优越之处。黑格尔说：“开端、本原或绝对者，最初直接说

出来的时候，仅仅是一个普遍者……中介活动不是别的，……它是一种

自身反映，……如果把反映排斥在真相之外，不把它理解为绝对者的一

个肯定性环节，那就是对于理性的误解。正是这个反映使得真相成为

一个结果，同时还扬弃了结果与转变过程之间的对立。”①黑格尔强调，

精神自身的发展以及它的自我认识，都是充满着中介的过程。换言之，

我们对于事物的真正的认识不可能通过直观而达到，而只有通过中介

的方法，才能理解事物内部丰富的对立和矛盾特征。

早年，马克思曾经多次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批评黑格尔的“中介”

方法是一种逻辑神秘主义。而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日益

深入，资本主义社会自身这种充满“中介”的特性让马克思深深着迷。

“物”是洞悉人的社会本质的“中介”，人是理解“物”的社会本质的中

介，物与人互为中介，相互呈现对方。人与物互为镜像，造成了资本主

义社会谜一样的复杂结构。因此，不通过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深刻分

析，就难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而不理解物之背后的社

会关系维度，又容易陷入拜物教的意识形态幻象。马克思的权力批判

理论，正是建基于这样的理论洞见之上。当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

稿中，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式呈现资本主义社会权力批判理论的主

要方面的时候，正是基于对现代性的权力关系之中介性结构的本质特

征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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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庄振华译，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１３页。



福柯发现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权力从一种压迫性的消极权力变为

一种生产性的积极权力，这种权力通过知识和技术的方式施行于个体，

从而将个体纳入某种规范化的逻辑进程中，使人们变得“有用”①。这

种现代权力形式在日常生活中源源不断地生产出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生

活的“有用”的人，同时也不断巩固自身的逻辑。事实上，权力结构形

式的这种转变背后的深层逻辑，正是物化社会的中介性特征。正因为

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不再直接显现在社会生活中，而通过物与物之

间的关系，通过物的逻辑（资本逻辑、生产逻辑、技术逻辑）而呈现在社

会生活中。因此，这种物化社会的权力形式就转变为物对人的统摄，乃

至人的物化。人必须被纳入物的逻辑中，才能成为“有用”的一个逻辑

环节。整个现代性的权力技术，都为了服从于这样的目的而被发明与

实践。如果说福柯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了现代性权力技术的丰富

类型和隐秘特征，那么马克思则在百余年前就揭示了现代性权力结构

的本质逻辑及其社会历史根源。

然而马克思比福柯等人的乐观之处在于，当福柯绝望于现代性权

力关系的无孔不入的特征，而将解放的希望理解为“自由与逃脱”的游

戏，或者是主体的“美学救赎”的时候，马克思则通过辩证的研究方法，

超越了物的逻辑的统摄权力之单一维度。

首先，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矛盾性的运动。

资本的限制在于资本自身，资本主义逃不开自身的悖论性发展及其危

机的结局。因此这种权力形式本身也只是历史的产物，同样有其破灭

的结局。

其次，客体发展维度的矛盾，最终也会在主体维度显现。物的逻辑

在不断生产出物化统治权力的同时，也不断生产着劳资对抗的主体权

力维度。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物与人相互中介、相互映现的特殊结构

中，物对人的统治权力也会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现出来。比如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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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 １９９９年版，第 ２４７页。



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劳资对抗，实质上是资本权力的表现，但它也通过

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而呈现在社会历史中。一旦物的逻辑发生危

机，主体抗争必然随之出现。哈特和奈格里的思想无疑继承了马克思

这一方面的理论精神，他们始终强调在资本主义的权力技术日益丰富

和隐蔽的今天，新的革命主体也不断生成所带来的解放契机。

此外，这种人与人之间权力关系的呈现绝不可能完全隐匿，即便它

有时候在有些地方难寻踪迹，那也是囿于单个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

视阈局限所致。比如沃勒斯坦的“世界经济体系”理论就揭示了以西

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工与剥削机制。

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危机与斗争正在全球各个地区，以各种形式不断爆

发。这就是在说，虽然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被资本逻辑所高度压缩的

社会，虽然资本是普照一切的光，但是历史地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

论在哪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是唯一的生产方式，资本的力量也不是唯

一的统治力量。当我们理解了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性之后，就会

理解物对人的统治权力不可能是铁板一块，而必有缝隙。

最后，我们也发现，“人对人的统治权力”在资本主义时代也具有

了特殊的内涵。它已经不再是一种权力的直接显现方式。“人对人的

统治权力”与“物对人的统治权力”互为镜像而呈现，它是资本主义社

会统治权力的一个征候，而非根本。因此，并不是直接通过人对人的抗

争就可以直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统治机制。对于当代阶级斗争

与各种新社会运动的现实价值，我们必须始终将其放置在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的矛盾历史运动的视阈中，放置在对物的逻辑的自身矛盾运动

的经济哲学研究视阈中加以考察，才能进行恰当的评价。

（作者　 翁寒冰，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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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作为政治哲学的《资本论》

高　 超

“近年来，哲学界普遍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不仅

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而且从根本上说是一部哲学著作。”①而这里所说

的“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既不是“纯粹哲学”也不是“经济哲学”，

而是“政治哲学”。白刚教授就曾指出，“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

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之后，政治哲学又成

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形态，甚至出现了从‘历史唯物主义’到‘政

治哲学’的整体性转向”②，而“政治哲学就是完成了的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只有上升为政治哲学，才能达至其彻底的反思性、整全性

并获得其完全的意义”③。在这一转向过程中，作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

经典的《资本论》，自然成了“政治哲学阐释”的重要文本。然而，与马

克思早期著作———如《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

纲》《共产党宣言》等———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或政治哲学色彩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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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是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对唯物史观决定论解释模式研究”
（２０１８ＢＳ９）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８年 １月 ９日。
白刚：《从“辩证唯物主义”到“政治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

态演变及内在逻辑》，《求是学刊》２０１８年第 ５期。
白刚：《从“辩证唯物主义”到“政治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

态演变及内在逻辑》，《求是学刊》２０１８年第 ５期。



《资本论》通常被视为纯粹的经济科学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文

献表面看似乎支持对《资本论》的这种定位。这就使得对《资本论》的

“政治哲学阐释”何以可能成为一个问题。

一、“政治经济学”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资本论》究竟是经济学著作还是哲学著作，是近年来国内马克思

主义哲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虽然这一争论由来已久，但确实是有所

谓“主流”或“正统”观点存在的。比如节选收录《资本论》的《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 ２卷就在其“说明”中指出，这一卷是“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专卷”①；《资本论》（节选本）在“说明”中也称“《资本论》是马

克思用毕生精力写成的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学巨著”②。《资本

论》这部巨著无疑包含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法律、历史、教育、道

德、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众多方面的思想内容，但其主体和核心

终究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马克思本人就在《资本论》第 １ 卷第一版

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

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③，“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

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④。这一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与古典经济学并无

根本区别。而在向库格曼介绍《资本论》第 １ 卷出版情况的信中，马克

思更是说道：“这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

东西。”⑤

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提供的只是一些“断言”，那么，

在面对洛贝尔图斯诽谤马克思“剽窃了”他的剩余价值理论时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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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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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２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二卷说明”第 １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节选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版，“说明”第 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２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８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２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８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０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１９６页。



所做的驳斥，则足以构成确认《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学科归属的有力

证明。恩格斯指出：“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

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①，但只有马克思才“第一次确

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②。

这正如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关系一样。普利斯特列和舍勒最

早析出了氧气，但“他们为‘既有的’燃素说‘范畴所束缚’”③，将其理

解为“脱燃素气体”或“火空气”；而拉瓦锡认识到了这是一种存在于空

气中维持生命和燃烧的气体，因而被认为是氧气真正的发现者。显然，

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与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古典经济

学等学说的关系，同氧化说与燃素说的关系是一样的，是同一门学科中

相互竞争的不同学说。也只有在它们属于同一学科、研究同一对象、解

决同一问题的情况下，它们才能是竞争的关系。正如进化论再具有革

命性也不可能用来反驳地心说一样，如果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不是一

种政治经济学学说，就谈不上驳倒其他政治经济学学说。

剩余价值理论显然是《资本论》的“理论硬核”，《资本论》的理论

性质显然应由剩余价值理论而非“异化学说”“拜物教学说”的理论性

质决定。但是，《资本论》的副标题毕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这

正是马克思原先计划的六分册更宏大巨著的正标题———而不是“政治

经济学原理”或“政治经济学概论”。那么，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

治经济学批判”呢？

有学者特别强调，《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只）是“政

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二者归

属于不同的学科，进而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哲学。一般说来，“批

判”一词本身并不包含“哲学”的含义，只是在某些语境中，它才具有

“哲学”的意义。比如在孙正聿教授的哲学观中，哲学就是对思想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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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２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３０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２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３０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２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３０２页。



提批判———全部科学以整个世界及其各个部分为对象形成思想，而哲

学则以科学思想赖以形成的前提为对象进行批判性的研究。但是在通

常的语境中，批判就是批评、反驳，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 １８、１９ 世

纪德国哲学界的时髦用语，比如“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同样，

也可以说牛顿的光粒子说是对惠更斯光波动说的“批判”，托马斯·杨

的光波动说是“批判的批判”，而现代光学则是“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

批判”。“批判”在这里并没有特别的含义。

对于《资本论》的理论性质以及如何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

副标题，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给

出了十分明确的说明：“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

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

的规律为目的。既然经济学家无非是这些规律的代言人和辩护人，那

么，这种阐述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①。可见，“政治经

济学批判”这一用语似乎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对经济问题的研究，

另一方面是对其他经济学学说的研究，也就是对其他经济学家对经济

学问题的研究的研究。但这两个方面从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无论是别

人得到的正确的认识还是错误的认识，都是一位学者想要获得正确认

识的必要对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批

判”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也不足以区分科学与哲学。

但是，就资产阶级经济学对现存的经济制度主要是从肯定的方面

去理解，而《资本论》则在对现存一切的肯定理解中包含着否定的理解

而言，强调《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只）是“政治经济学原

理”，还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二、作为政治哲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资本论》的字里行间都是传统政治经济学所使用的术语，但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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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２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１０页。



者提出，其中最重要的那些术语实际上都是哲学概念，并认为这是《资

本论》所实现的“术语革命”。这种看法十分富有启发性，借助“术语革

命”的概念为《资本论》的“哲学阐释”提供了一种解释方案。但这里还

是有必要指出可能存在的理论困难。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 １ 卷英文版序言中谈及《资本论》在术语上

可能给读者造成的困难时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

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①，并认为“化学是最好的例证”②。拉瓦锡

实现化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发表了《化学命名法》，重新制定了

元素的命名方法，使化学发生了“术语革命”。恩格斯在这里所要指出

的是，术语的变化不只是名称的改变，而是整套观念的彻底变革。但无

论这一变革如何剧烈，它仍是发生在原有学科内部的。用“剩余价值”

这一术语取代“利润”“地租”等术语去表示“产品中的无酬部分”，这

是政治经济学自身的进展，这意味着古典经济学家没有看到利润与

地租的共同来源，而不是说他们没有看到利润与地租背后的哲学

意义。

一些学者之所以认为真正的术语革命必须是使经济学上升为哲学

的革命，就在于他们秉持一种将哲学视为更高的思想活动的哲学观。

在这种信念看来，科学是经验的、实证的，因而是较低的，哲学则是理性

的、辩证的，因而是更高的。黑格尔就是这种哲学观的典型代表。在

《自然哲学》中黑格尔指出，自然哲学与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一样的，

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各自运用的形而上学的方式”③不同，并认为物理

学有种种缺陷，自然哲学能够将其克服。今天我们知道，至少在自然领

域，黑格尔的论断是错误的。人们现在公认数学和实验才是研究自然

的唯一有效的方式。尽管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已经开始向社会、人文

１５

如何理解作为政治哲学的《资本论》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５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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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领域进展，但在关于所谓人的本质、人的存在、人类解放、社会形

态、历史变动等问题上，这种进展还很不明显。所以，黑格尔哲学观在

当今学界的流行并不是不可理解的。

只不过在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时代背景下，大多数西方科学

哲学家都将思辨哲学看作落后的东西，比如波普尔、拉卡托斯、斯皮格

尔等人就批评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而是哲学甚至宗教。在这种情况

下，特别是黑格尔首当其冲受到批判的情况下，默认接受黑格尔哲学观

而不对西方科学哲学家的批评做专门的回应，就使得对《资本论》的

“政治哲学阐释”的有效性大打折扣。这里的有效性问题指的不是这

种阐释是否符合事实的问题，而是说这种阐释可能正是西方科学哲学

家在批评《资本论》时所作出的解读。宾克莱曾说：“作为我们选择世

界观时的一位有影响的预言家的马克思永世长存，而作为经济学家和

历史必然道路的预言家的马克思则已经降到只能引起历史兴趣的被人

遗忘的地步。”①那么，对《资本论》的“政治哲学阐释”是否就是默认经

济学家马克思被人遗忘，而只是去追求影响人们世界观的马克思的永

世长存呢？这是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认真回应的。

但是，能不能把马克思的“批判”理解为一种政治哲学学说呢？谭

清华副教授就十分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如何可能，这是

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前提”，而“这不仅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政

治哲学，也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② 这对于《资本论》自

然也是适用的。谭清华副教授援引劳特利奇哲学百科的“政治哲学”

词条指出：“政治哲学是对人类共同生活如何才能实现最好安排所做

的哲学反思。”③这里的“最好安排”所示明的规范性将政治哲学与政

２５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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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科学区别开来①，这同时也就肯定了政治生活是可以选择或改变的。

在这个意义上很难说马克思不是一位政治哲学家。马克思毕生思

考的都是什么才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最好安排，以及如何才能实现这一

最好安排。英国学者劳·王尔德（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Ｗｉｌｄｅｒ）认为，“从骨子里

说，马克思是一个政治哲学家”②；阿伦特则认为，“马克思所产生的影

响及其科学工作的根底里的东西……是他的政治哲学”③。而对“人类

共同生活的最好安排”的思考不仅存在于马克思早年写作的文本中，

也深刻地存在于《资本论》等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中。《资本论》以

严谨科学的方式揭示了各项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不是完美无瑕和不可

更改的，“反之，它将现存的各项社会和政治制度看成是不完美的和可

以发展得更好的”④。这也构成了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根本

分歧。

可见，《资本论》固然是致力于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

政治经济学著作，但它所实际揭示出来的不只是“生产—分配—交

换—消费—再生产”这一循环的运动规律，更重要的则是资本主义是

如何生产出使自己走向灭亡的力量的规律———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

律。工人的悲惨生活将伴随着这一规律的作用而最终结束，“人类共

同生活的最好安排”将成为现实。可见，《资本论》有着强烈的政治哲

学关切，它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发挥着政治哲学的作用。⑤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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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资本论》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政治哲学。

但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政治哲学的《资本论》，其直接的论

敌毕竟是政治经济学的各种学说，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的各

种学说，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分析《资本论》是否是这个意义上的政治

哲学。

三、“政治哲学”还是“政治哲学批判”？

一些学者之所以主张《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政治

经济学，就在于在他们看来，《资本论》触动了传统上政治经济学的基

本前提，即《资本论》不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人类历史的最终形态，而

是试图揭示这种社会形态所蕴含的终将消灭自己的矛盾。那么，当人

们尽力使《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摆脱联系而使其归入政治哲学的谱

系时，是否考虑过《资本论》并非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分享共同的

前提，而是对通常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的基本前提展开批判，从而使《资

本论》不是“政治哲学”，而成为“政治哲学批判”。

劳特利奇哲学百科对政治哲学的定义，其核心在于“对人类共同

生活如何才能实现最好安排的哲学思考”，这个定义暗示了人类有能

力“安排”自己的共同生活，而由于对共同生活的安排归根结底就是政

治，所以政治哲学还暗示了它自身就是决定人类共同生活能否实现最

好安排的重要力量。比如罗尔斯在《正义论》开篇即提出：“正义是社

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安排

有序，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①。那么，何谓“必须

加以改造或废除”？如果某种制度实际上是自然规律在社会中的表

现，那么何谈“改造”或“废除”？所以在这里，罗尔斯显然默认了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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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自由选择共同生活的方式，即设计并实施各种政治制度。

毫无疑问的是，马克思曾一度明确表达了人类能够自己选择政治

生活的观点，并积极设想他所认为的“最好安排”。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

性”①，而“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

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②。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马克思还特别批评了旧唯物主义对人的能动性的忽视。如果马克思

的全部文本都包含类似的表述，那么“决定论与能动论之间的张力问

题”也就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独特的根本问题”③了。恰恰

是在我们希望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文本———《资本

论》———中，马克思明确写道：“问题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

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

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④“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

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

段”⑤。“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

过程。”⑥

如果工业较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不是最好的安排，而工业较落后

的国家又必然要重复前者的道路，那么后者如何能够作出“最好的安

排”呢？可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与政治哲学家们在问题的源头处

就分道而行了。政治哲学家关心的是，什么才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最好

安排以及如何实现这一安排；马克思首先追问的却是，人们能否自由地

安排自己的生活。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政治哲学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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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问题就毫无意义了。在 １８５２年完稿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

八日》中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

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

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而在各种各样的条件

中，经济条件是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物质生活的生

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

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②

可以说几乎全部政治哲学家都是在假设政治生活在人类生活中具有独

立地位的前提下展开他们的讨论的，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认为是政治

生活制约其他生活，因而人是“政治的动物”，而非“物质生产的动物”。

但只有马克思发现了：“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

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③政治哲学的思考对人类共同生活的安排

究竟能够产生多大影响，在马克思这里是要打上问号的。

对于通常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的实质和我们对它应该采取的态度，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早有一般性的判断：“社会的物

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

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而法律、政治、宗教、艺术或哲学不过就是“人

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形

式”④。虽然马克思并没有提及“政治哲学”一词，但无论柏拉图、亚里

士多德的，洛克、卢梭的，康德、黑格尔的，还是他无法见到的罗尔斯、诺

齐克的政治哲学，显然都会被他归入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形式”。

那么我们是否有必要致力于这个方面的研究呢？马克思指出：“我们

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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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①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代以来的全部政治哲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意

识形态，它从霍布斯、洛克到罗尔斯的历史演进，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到

资本主义生产力与封建制度的冲突，以及这种生产力与资本主义制度

的自我冲突，并力求把它们克服的种种理论努力。如果有所谓“马克

思主义政治哲学”，那么它与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根本对立首先就表

现为它们分别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之所以

能够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就在于它发现历史变迁的终极原因要在经

济中寻找，而所谓经济不过就是物质生活的生产及由其决定的分配、交

换和消费，而物质生活生产的主体就是无产阶级。因此，“马克思主义

政治哲学”直接反对的就是那种认为政治生活在全部人类生活中具有

决定性地位，认为人类能够通过哲学思考设计并实现共同生活的最好

安排的观点———唯心主义历史观。

可见，就通常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就是资产阶级政治哲学②，也就是

唯心史观的政治哲学来说，《资本论》关于人类共同生活最好安排的思

考就根本不是政治哲学。但它不是与政治哲学无关的别的什么科学，

参照“政治哲学批判”的说法可以说，它是“政治哲学批判”。

四、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政治哲学批判”

在“批判”一词的特殊意义上，即对某门学科进行句法分析、意义

澄清或“前提批判”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被认为是对政治

经济学的批判性的哲学思考，因而在学科性质上就不再是政治经济学

了。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各门学科都有相应的研究其基础、前提、意义等

的学科，它们被称为“数学哲学”“物理学哲学”等，亦可称为“元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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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物理学”。但对于哲学及其各部门来说，情况却有所不同。对哲学

及其各部门的句法分析、意义澄清、前提批判构成哲学观或元哲学，但

它仍然是哲学，而不是别的学科。用塔斯基“语言层次理论”的术语来

说，哲学以外的各门学科是“语义开放”的，对这门学科的研究不属于

这门学科本身；而哲学则是“语义封闭”的，对哲学本身的研究仍是哲

学。比如，对于宣称哲学没有意义的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就批评道：

“他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陈述哲学的命题，而且一个人对于他们不能

说的，必须缄口无言；但是他未保持缄默而写了整整一本哲学书。”①

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特别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对人类共同生活最好安排的思考，当然是对通常意义上的政治哲学亦

即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基本前提的批判，从而是“政治哲学批判”；由

于哲学与元哲学的特殊关系，使得“政治哲学批判”仍然是一种政治哲

学。但事实上，马克思对政治哲学的批判并不是通过构建一套新的政

治哲学学说来完成的。马克思首先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提出了唯物主义

的历史观，用恩格斯的话说，这一观念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

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

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②。而政治哲学所秉持的唯心史观却认为：“一

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

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支配全部历史的又是政治变动。”③这种历史

观的一个推论就是，政治哲学才是“第一哲学”。

唯物史观指出了政治哲学为什么不可能真正实现对人类共同生活

的最好安排，因为决定人们能够拥有何种政治制度的不是政治哲学家

的理论，也不是政治家的实践，而是人们以何种方式进行生产。“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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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卡尔纳普：《哲学和逻辑句法》，傅季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２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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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①，亦即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就决定了

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关系就是雇佣形式的剥削关系，而无论一个国家

采取君主立宪制还是民主共和制，这种雇佣关系都构成了对人类共同

生活最好安排的设计的极限。罗尔斯对正义社会的构想也不可能超出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界限。但是，唯物史观毕竟只是在原则上指出了

政治哲学为什么不可能实现对人类共同生活的最好安排，而没有说明

什么才是最好安排以及实现这一安排的方式。这个任务是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以政治经济学的方式完成的。

既然历史变动的终极原因在经济之中，那么解开何为人类最好生

活之谜的钥匙也将在经济之中找到。马克思对“最好安排”的设想，与

政治哲学家们一样，都是从现存制度的缺陷出发，然而马克思关注的并

不是现存的政治制度，而是决定政治制度的经济制度。而对现存经济

制度的研究，亦即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和交换关系”的研究的成果就是《资本论》。可见，正因为马克思发现

了人类对自己共同生活的任何重大安排，归根结底都受到物质生活的

生产方式的制约，所以他才放弃对法律、政治、宗教和哲学的直接研究，

而去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最终揭示了：人类共同生活是有“最好

安排”可言的，但这一安排不是政治设计的结果，而是生产力发展及其

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而这一“最好安排”如何从现存

安排的缺陷中必然产生出来，则由剩余价值理论、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

律等学说予以阐释。

尽管马克思相信历史变动受到具有“铁的必然性”的规律的支配，

但他从未否认过人的能动性———在社会变革时，人们毕竟能够“缩短

和减轻分娩的痛苦”②。因此可以说，《资本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是

具有规范作用的。基于《资本论》的规范性以及“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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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别就在于它的规范性”这一看法，有学者就主张《资本论》是通常

意义上的政治哲学著作。但对科学史的考察我们发现，规范性、批判

性、理想性等既不是社会研究与自然研究的界线，也不是哲学与科学的

界线；“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区别就在于它的规范性”这一说法，是

在理解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上的一个巨大教条。

孙正聿教授在 ２０年前出版的《哲学通论》中就已经指出：作为理

论的科学和哲学都是“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统一”，解释、

规范、批判和反思、理想和引导是任何理论都有的功能。① 科学不仅不

是单纯解释性的，而且它所产生的规范作用远远超过任何哲学学说，甚

至超过道德和法律。当科学家发现细菌是导致疾病的重要原因，而洗

手能有效消灭细菌后，勤洗手最终成了人们自觉遵守的规范。正是日

心说、进化论、精神分析学说彻底改变了现代人对宇宙、生命和自我的

看法，塑造了现代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马克思在历史和经

济领域所做的科学研究，则正在变革着人们对社会和历史的看法，塑造

了现代人的历史观。正是基于科学史的事实和马克思所进行的科学研

究，恩格斯才会说：“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

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

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②当然，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的

“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③。

但如果《资本论》就是政治经济学，那么如何解释它所表现出来的

政治哲学的特征呢？一个简单的解释就在于，“政治哲学”并不只是一

门学科，就其在人类历史上的普遍存在和深刻影响而言，它是众多理论

所具有的一种功能，可以说就是孙正聿教授所说的理论的规范、批判和

理想的功能。历史上，人们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批判不只是通过直接的

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的研究来实现，事实上更多时候承担这一使命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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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和科学。比如在推动欧洲现代化进程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科学

革命和启蒙运动中，专业的政治哲学研究只占有很小的比重。但是，无

论宗教的、艺术的还是科学的变革，没有一个不具有政治哲学的意义，

没有一个不足以成为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这个意义上，研究

政治哲学不能不读《资本论》，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不懂政治哲学。

可以说，马克思以非政治哲学的方式探讨并回答了政治哲学的重

大的前提性问题和基本问题。因此，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资本论》的

政治哲学意义，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以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范式去阅

读《资本论》。要构建以《资本论》为核心文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

学”，就必须深刻理解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矛盾关

系，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在吃、喝、住、穿的变化

中，而不是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①去寻

找人类共同生活的最好安排。

（作者　 高超，吉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中国社会

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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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对现代性危机之迷的
揭示及其实践哲学内涵

鲁 绍 臣

一、抽象与同一：国外左翼对

现代性的诊断及其批判

不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启蒙辩证法的批判，亦或是激进政治

对于现代主权逻辑的批判，都共同指向了西方现代文明抽象性与同一

性的逻辑。“自然和经验是无法辨认的，除非借助现象的过滤；人无法

获取知识，除非借助理智的反映；伦理世界也不可言说，除非借助理性

的图式。”②现代同一性的“主权反复地、广泛地完成一个奇迹：把奇异

性扬弃在总体中，把每个人的意志扬弃在公意中。”③可以说，现代的

“市民社会是由等价原则支配的，它通过把不同的事物还原为抽象的

量的方式使其具有了可比性。”④“对启蒙运动而言，不能被还原为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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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１７ＹＪＣ７１００５６）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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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霍克海默、［德］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

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 ５页。



的，或最终不能被原为‘太一’的，都是幻想。”①“启蒙精神……它摒弃

了一切不可度量之物。”②“启蒙精神……它不仅在私下中消除了质的

差异，它还迫使人们与现实一致起来”③。在阿多诺看来，西方启蒙运

动的结果就不再是解放，而是统治：“抽象的同一支配使得每一种自然

事物变成可以再现的，并把这一切都用到工业的过程中，在这两种支配

下，正是获得自由的人最终变成了‘群氓’，黑格尔称他们是启蒙的

结果。”④

但对于现代西方启蒙运动的困境，阿多诺等人并不试图寻找一个

总体上超越西方现代性的路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发现意识形态批

判的基础已经动摇了，但他们依然想坚持启蒙的基本框架。因此他们

把启蒙对神话所做的一切再一次完整第应用到启蒙过程中。”⑤对阿多

诺来说，他只能找到“可能凭借其过去的内容在一个崭新的、不同的、

摆脱了野蛮文化的社会中得以幸存”⑥的艺术来作为批判的力量，特别

是不同于社会事实的自律的艺术：“艺术具有双重性，它一方面是自律

实体，另一方面又是杜克海姆学派所指的社会事实。”⑦就如哈贝马斯

所指出的那样，对阿多诺来说，“《否定辩证法》与《美学理论》相互支

持，相互指涉，前者阐明的是非同一性的悖论概念，后者揭示的则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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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版，第 ９页。



书书书

锋派艺术作品中所隐藏的模仿内涵。”①

与阿多诺等人的艺术救赎之路不同，哈贝马斯和阿伦特等人试图

在西方现代性的内部，挖掘一度被忽视了的公共理性的公共领域的向

度，来对抗纳粹主义、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和将国家变成资本附庸的新自

由主义的危机与困境。在哈贝马斯看来，“就个人而言，启蒙是一种自

我反思的主体性原则；就全人类而言，启蒙是一种迈向绝对公正秩序的

客观趋势。无论是哪种情况，启蒙都必须以公共性为中介”②。“由于

私人的公开批判要求一种既正确又公正，而且没有任何强制的鲜明特

征，所以，诉诸公众舆论的立法显然就不能再说是一种统治了”③。

和哈贝马斯等人从话语解放的视角展开探讨不同，奈格里等人试

图重新复兴“唯物主义的目的论”。唯物主义的目的旨在发现内在于

人本身的潜能，“作为奇异的存在者，人类发现了自己在世界中的力

量，这种力量来源于一种对内在的理性和潜能的意识”④。“从但丁对

可能理智的辩护到托马斯·莫尔对自然生命和劳动的巨大而不可名状

的力量的赞美，从新教各派的民主到斯宾诺莎关于绝对民主的观点，都

是如此。当我们抵达斯宾诺莎时，内在性的境域和民主政治秩序的境

域完全重合了。在内在性的平面中，奇异性的力量得到实现。任何外

在的中介都无法存在，奇异的存在者们呈现为诸众。”⑤“斯宾诺莎的主

要成就是对奇异性和内在性的绝对建构，并在绝对中发现了身体和心

灵的解放之路。”⑥“没人把他的天赋之权绝对转付于人，以致对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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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他再不能表示意见。这样，所有的人仍然是平等的，与他们在自然状

态之中无异。”①“绝对是就其没有限制、无法度量而言。绝对民主把社

会契约和有限的社会实体等观念完全弃置到一边。”②同样，“后现代主

义理论家的创新在于指出了现代主权传统的终结，并大胆跳出二元论

和同一性的现代性范式，展现出一种关于奇异性和多重性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ｉｔｙ）的思想”③。和单一的现代资本文明不同，“这个社会更

像是万花筒，而不是多色块的静态镶嵌；色彩不断变换形成新的更美丽

的图案，甚至融合在一起形成新的色彩”④。

奈格里和哈特指出，他们的推理采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论：一

种是批判的和解构的（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另一种是建构的和伦理—政治

的（ｅｔｈｉｃ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他们宣称，这两种方法论都是“非辩证的（ｎｏｎｄｉａ

ｌｅｃｔｉｃａｌ）”和“绝对内在的”⑤。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是他们所要反对的那

种现代性范式的核心逻辑，“辩证法是现代的统治、排斥和掌控的核心

逻辑――它先把差异的多元性降低为二元对立，随后又把这些差别扬

弃在统一的秩序中。”⑥“批判性方法旨在揭示这一过程的矛盾、周期和

危机，因为在每一个时刻，历史发展所设想的必要性都可能向其他可能

性开放。换句话说，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幽灵统治的历史回顾的解构

揭示了另一种社会组织的可能性。”⑦

在这个被理想化了的世界中，虽然同一性和差异性是对立的，但共

同性和奇异性不仅是相容的，而且是相互构成的：一方面，奇异性力量

会不断创造出新的共同建构；另一方面，共同的东西也变得奇异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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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从现代资本文明以物为依赖性为基础和枷锁的自由中，真正得到彻

底的解放。在他们看来，“与帝国直接对立的、相互之间没有任何中介

的诸众”①，已然形成了一种抵抗性的力量。但就如夏皮洛（Ｋａｍ Ｓｈａ

ｐｉｒｏ）等人所批评的那样，这些批判让人回想起了乔治·索雷尔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Ｓｏｒｅｌ）对正统的列宁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式的背离。对他们来

说，不再有诸众掌权的可能性，只有系统性地使起义运动保持开放的可

能性。

二、《资本论》对现代性的诊断与批判

应该说，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问题，也由于对纳粹暴力的心有

余悸，国外左翼学者对于国家抱有很大的偏见。这使得国外左翼学者

难以从国家的视角来思考西方现代性的性质，也难以从国家的视角来

思考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可能路径。但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

真实的呈现形式是从“原始积累”一章开始的，将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辩

证法作为理解《资本论》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将资本理解为“自

在自为”的资本本体论的方法也遭到了破产。马克思曾说：“资本是资

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②“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

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特性或人的特

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

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③资本权力占据着绝对性的支配地位，它是“支

配工人劳动的物化的权力”④。但正如前文所述，资本权力的形成并不

仅仅依靠资本逻辑，资本逻辑背后还有国家逻辑，在哈维看来，“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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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某种法律、私有财产、契约和货币安全的制度框架之后，资本积

累才能通过以价格垄断为基础的市场交换而繁荣起来。一个拥有警察

权的强大政府或一个建立在暴力手段之上的垄断者能够保证上述制度

框架的运转，并未其提供明确的宪法性安排”①。

就如哈维所指出的那样：“对于资本主义活动而言，资产阶级国家

仍然是其首选，因为在资产阶级国家中，市场制度和契约法则（其中包

括劳动力方面）能够得到法律上的保证，监管框架能够遏制阶级冲突

和调节不同资本集团（如商人、金融家、制造业主、农民和食利者）之间

的利益诉求。此外，为了有利于资本主义活动，资产阶级国家还会建立

保证货币供应安全、促进对外贸易和插手外部事务的政策。”②其已经

超越了黑格尔所述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市民社会，这是各个成

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形式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

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

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③

因此，马克思始终是从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的视角来谈国家的

前提性作用，即“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

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

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

含着一部世界史”④。“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⑤哈

维认为政治权力一直是资本逻辑的核心：“国家在资本的最初或原始

累积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不但利用手中的权力迫使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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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资本主义制度安排，而且将其获取的资本私有化，并使之成为资本

积累最初的基础（如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剥夺教会财产，或英国政府实

行的圈地运动就是明证）。”①

另外，马克思还从雇佣劳动者如何被规训的视角谈了国家的作用，

“单是在一极有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出现，在另一极有除了劳动力以外

没有东西可出卖的人，还是不够的。这还不足以迫使他们自愿地出卖

自己”②。马克思指出：“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

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像它诞生

那样快地被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所吸收。另一方面，这些突然被抛出惯

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他们大批地

转化为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

境所迫。因此，１５世纪末和整个 １６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

者的血腥法律。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转化为流浪者

和需要救济的贫民而受到惩罚。法律把他们看做“自愿的”罪犯，其依

据是：只要他们愿意，是可以继续在已经不存在的旧的条件下劳

动的。”③

同时，“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

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

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了国家权力。”④国家法律限制着着不同地区，

不同形式的劳动的工资率，甚至明确规定“支付高于法定工资的人要

被监禁，但接受高工资的人要比支付高工资的人受到更严厉的处罚”⑤

残酷的禁制结社法压抑着工人们的反抗。国家法律对劳动者完成着很

大程度上的规训。从而使得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意识形态遭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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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但是，对于《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的马克思来说，历史评价，或

者历史唯物主义开始成为其评断一个社会的基准。

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向度

《资本论》不断揭示了现代性之迷的谜底，也揭示了现代性的必然

性，在批判将西方现代性美化为“天然正义”的意识形态的同时，对于

启蒙的政治经济学及其意识形态来说，由于看不到所有制为核心的国

家治理模式这一历史性的前提，因此就难以解释由其导致的危机与灾

难，对他们来说，两极分化和金融危机同样是正义的。但马克思也反对

任何纯粹基于伦理和德性的批判路径，其在历史唯物主义思考的基础

上，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文明面与危机性，因此，批判只能是对现代文明

的积极吸收和创造性转换的批判。其根本性的特征之一就是在历史的

过程中通过国家治理模式改善，不断调整和改造所有制其治理方式，

“在体制机制、制度政策上系统谋划”，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打通民生保障和经济

发展相得益彰的路子。”“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

彰。”形成“抓民生也是抓发展”的制度机制。

国外左翼由于抛弃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及其批判思想，因此均

未能达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深切领悟马克思实践哲学将合目的性

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辩证法。西方现代性的发展史同样是历史唯物主

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史。马克思在引述一段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辩

证法的评论，即“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做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史过

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

志、意识和意图……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

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

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

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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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

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说：“这位作者先生 ……描

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①

但这种辩证法是资本主义的辩证法，是被动的辩证法，而不是能动

的实践的辩证法，能动的实践辩证法在尊重历史唯物主义规律的基础

上，将被动性转换为主动性，“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

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

现存的事物”。② 在此意义上，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达到了认

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双重统一。但《资本论》所揭示的西方现代性，由

于其未能认识到其现代性之迷的迷底是其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并试图

遮蔽这一历史性的前提，因此其就在根本的意义上失去了实践哲学的

现实向度，只能以一种盲目和事后的方式等待必然性的到来。而基于

实践哲学的另一种文明类型则能将自由与必然、规律与价值、理性与情

感有机结合起来。

（作者　 鲁绍臣，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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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困境

吴 冠 军

自由主义，按照福山的观点，在“历史终结”时代已经取得了终极

胜利———自由主义将不再有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真正对手。① “苏东阵

营”的崩盘性垮台，意味着现代性两大根本理念———自由与平等———

的另一种替代性方案（即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坍塌的事业（ｌｏｓｔ

ｃａｕｓｅ），不复意识形态的有效性（甚至和“国家社会主义”一起，沦为 ２０

世纪“极权主义”的两种形态之一）。② 自由与平等只有在自由主义

中，才得到了真正有效而稳定的制度性安顿———罗尔斯（Ｊｏｈｎ Ｒａｗｌｓ）

发表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的“政治自由主义”，正是关于此种有效而稳

定之安顿的一个主导性的政治哲学企划。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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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ｆｉｌｅ，２０１４，ｐｐ．５４１－５４２，５４８．
Ｓｅｅ，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１９９４．
Ｊｏｈｎ Ｒａｗｌ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



然而，自由主义的问题，恰恰是它有一个阴暗的分身（ｓｈａｄｏｗｙ

ｄｏｕｂｌｅ），而它自己结构性地无法同那个身体断开———该身体就是资本

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这个“双身”结构，使得前者无法对自身之

理想贯彻到底，而只能成为一个“半吊子”。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核心

便是人民的民主—平等主义主权（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ｅｇ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但即便进入了自由民主大获全胜的“历史终结”时代，人民真的有权

吗？资本主义将基于平等理念的政治选举（即，平等性的一人一票）蜕

变成一个基于金钱、媒体、表演、博弈的大型狂欢游戏。从本根处言，资

本主义系统实质性地制造不平等，制造政治的无权者、被排除者（ｔｈｅ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乃至“赤裸生命”①，它使得自由主义的平等、人权（自由）、

法治②诸核心理念皆无法被彻底地贯彻到底。

资本主义并不奉持自由主义所宣扬的那些理念 ／理想（ｉｄｅａ（ｌ）），

它所遵从的逻辑，即为资本的逻辑———资本的拥有者，总是希望能够将

它投资到可以产生最多利润的地方，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资本

主义之所以同自由主义是一个“双身”之体，就是因为它们在本根处共

享同一个预设，即著名的“合理—经济人”（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ａｎ）预

设———亚当·斯密与霍布斯（洛克）③都以该预设为其理论大厦的基

石，资本主义市场与自由主义国家的典范叙述便分别建立其上。在这

个意义上，资本的逻辑，亦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同源导出的逻辑。罗

尔斯在其《正义论》中苦心孤诣所设计的“无知之幕”，也正是实质性地

建立在“合理—经济人”预设之上：每个处于“无知之幕”下的人，皆按

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逻辑进行思考（典范性的“合理—经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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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阿甘本“赤裸生命”论的分析，请参见吴冠军：《阿甘本论神圣与亵渎》，

《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４年第 ３期。
对法治之结构性困境的分析，请参见吴冠军：《认真对待德性：自由心证的法理

学再探讨》，《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５年第 ５期。
关于霍布斯作为自由主义奠基人的分析，请参见 Ｌｅｏ Ｓｔｒａｕｓｓ，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Ｈｏｂｂｅｓ：Ｉｔｓ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ｅｎｅｓｉｓ，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资本之追逐自身最大化的“合理性”逻辑（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便使得资

本主义生就如下的内在定势，就是它必须使资本保持赢利性积累；换言

之，它必须不断提供给资本以赢利性投资的地方，使之不断增长。资本

不能睡在银行里（银行给的“利息”亦取决于它能否将钱有效贷出去），

找不到赢利性投资的地方就意味着贬值。资本主义这一自身的内在定

势就使得，其发展绝不能停，停就意味着多米诺骨牌式的连续坍塌（资

本被迫睡在银行里、经济陷入停滞，并随之引起大规模失业、资本大幅

度贬值……），最后一路形成总体性的经济危机。这就是“资本主义经

济危机”的生成性机制。

２００８年以降肇始于美国、最终造成全球金融大衰退的“次贷危

机”，就是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为求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将资金贷给欲

购买住宅、但不符贷款标准的借款人（“次级贷款”）；而作为保险措施，

如果借款人在偿还抵押贷款时拖欠，贷款人就可以依贷款里的实收款

项依法占有房产所有权，通过法院将其在市场上公开拍卖。我们看到，

通过贷款给低收入者，表面上是推进自由主义之自由、平等理念，帮助

穷人实现“居者有其屋”的中产阶级梦（“美国梦”），然而其背后根本

的动力却实是资本的逻辑，即资本不能睡在银行里，必须找到（或“创

造”）赢利性投资的地方。并且显而易见的是，这种面向“次级”借款

人的金融操作，最大程度保护的，乃是金融机构的安全，因为若借款

人拖欠债务而不按约还钱，贷款人可以合法地直接侵吞其房产。①

然而，这类本来对金融机构而言相当“安全”、在既有制度下被认定

为“合法”的操作，却根本性地以前述资本主义内在定势为预设，即

预设经济总量始终会保持增长（“次级贷款”的案例，即以房产会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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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试想一个低收入的普通家庭为实现“居者有其屋”，而通过向银行进行“次级贷

款”购买到一处房产，然而一旦因个体性或社会性的经济问题而无法依约付

款，那么这栋房子就会被“依法”收回，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社会上低收入阶层遭

到进一步掠夺，他们那些数额少的可怜的存款则被完全剥光。



续升值为预设①）；换言之，这类为了使资本能继续保持增长的金融操

作，以资本总能进一步增长为预设。它构成的是一个反复“提前透支”

的自我繁殖系统。

不幸的是，２００８ 年的美国刚经历了一轮互联网和股市泡沫的破

灭。增大的失业率导致许多“次贷”借款人无法依条约按时还款，这就

致使由金融机构依法占有而进行“法拍”的房屋大量增加。② 法拍和待

售房屋库存的增加，则直接导致市场上住房价格下滑，从而进一步降低

其它所有房产业主的抵押资产的净值，导致更多的业主处于违约或法

拍危机边缘：房价的大幅下降③，导致许多借款人的住房净值为零或者

变为负资产；换言之，他们的住房价值已低于其抵押贷款（这意味着他

们还欠着银行的钱，都能够直接在市场上买到比自己住房更好的房

产）……于是，大量借款人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同他们的抵押贷款“脱

离”并放弃住房，这便大幅度加剧法拍屋的增多与房价的继续下滑。

法拍屋价值的大幅跌损、以及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之价值的下滑，转而全

面削弱了银行的净资产和财务状况。而此前银行已通过在金融市场上

出售抵押贷款的付款所有权来降低自身风险，并在房市繁荣下吸引来

各大金融机构的投资，然而当房价大幅下降时，各金融机构持有的大量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便迅速丧失了其大部分的价值（雷曼兄弟就这么破

产的）。金融市场上流行的各种信用衍生商品，原本是金融机构用来

确保自身规避风险、免于倒闭的工具，然而却使得那些同按揭贷款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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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宽松信贷的次级贷款得以繁荣，正是以相信房市会继续繁荣、房价将持续升值

为预设的大前提，所以它能鼓励许多工薪阶层选择通过次级贷款而购买价格

本来大幅超出他们购买能力的房产，甚至吸引了许多中产阶层的投机者，因为

他们相信房价持续上涨，后面总会有人接盘，即使日后发现无法支付较高月付

款，借款人也可以试着倚靠预期的“资产增值”来对其抵押贷款进行再融资。

一旦房地产价格在美国许多地区开始下降，借款人对其抵押贷款进行再融资

亦变得极其困难；而发现自己无法透过再融资以摆脱较高的月付款之借款人，

则被迫地违约、放弃房产……

时至 ２００８年 ９月，美国住房价格自 ２００６ 年中期峰值以来平均下降了 ２０％以
上，这是有现代记录以来最快的房价下跌速度。



直接关系的大型金融机构也被快速拖入“次贷危机”中……①最后，

“次贷危机”便一路迅速演变成全球总体性的金融大崩溃。

故此，资本主义的制度核心，就是其增长不能停滞（资本必须保持

赢利性积累），一旦整个社会经济增长转为缓慢、乃至处于停滞的状态

时，随之而来便很可能是大幅度的倒退与萧条，“财富”急剧缩水乃至

彻底蒸发。汉娜·阿伦特（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看到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

家如罗尔斯等所严重忽视的问题：“那种曾在几个世纪前造成了马克

思所说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并推进了各种更深层次的积累的那种简

单掠夺的原始罪恶，最终必须不断被重复，否则积累的动力会突然停

止。”②在资本主义系统中，经济危机，总是伴随着社会性的恐慌与动荡

一起急剧蔓延，罗尔斯所念兹在兹的自由民主社会之“稳定性”问题③，

恰恰建立在资本必须不断保持赢利这一资本主义内在定势之上。④ 故

此，对于资本主义秩序，其内在所面对的根本问题就是：如果资本的赢

利性出口无法被找到（或被“创造”），怎么办？诸种金融创新工具（如

“次贷”）只是以叠床架屋的方式对资本主义系统做各种深度性的壁沿

开撑（也使得其繁荣更加脆弱与表面），它们仍然倚靠实体经济层面有

效的赢利性增长；换言之，金融创新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相反往往使

得前述根本问题一旦爆发，情况会更加灾难性。

以资本逻辑（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市场行为）为动力的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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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金融体系环环紧扣（几乎所有银行都在金融市场中互相连结）这种“规避风

险”的结构，最终致使大量金融机构在“次贷危机”的恶性循环中面临全面的财

务崩溃。确实，诚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彭斯所言，“金融创新的目的旨在

重新分配并减少风险，而现在看来似乎主要是为了把风险从视野中隐藏。”Ａｎ
ｄｒｅｗ Ｍ．Ｓｐｅｎｃｅ，“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ｉｎ ＰＩＭＣＯ，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８，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ｐｉｍｃｏ． ｃｏｍ ／ ＬｅｆｔＮａｖ ／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 ／ ２００８ ／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 ＋ Ｌｅｓｓｏｎｓ ＋ ｆｒｏｍ ＋
ｔｈｅ＋Ｃｒｉｓｉｓ＋Ｓｐｅｎｃｅ＋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８．ｈｔｍ〉（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１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Ａｒｅｎｄｔ，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ｐ．１４８．
Ｒａｗｌ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ｐｐ．１４０－１４４．
对资本主义这一内在定势的进一步分析，请参见吴冠军：《“全球化”向何处

去？》，《天涯》２００９年第 ６期。



义系统，一旦当碰到国内市场接近饱和乃至已经完全饱和、激烈竞争使

得投资无法继续找到赢利性出口的状况（生产出来的商品大量滞销，

除非亏本卖出去）时，只有以下两种方式能够使其保持发展定势而不

至遭遇全面的经济危机：时间上的推延，与地理上的扩张。用哈维

（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ｖｅｙ）的著名术语来说，即“时间性修复”（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ｆｉｘ）与“空

间性修复”（ｓｐａｔｉａｌ ｆｉｘ）。前者指在社会中一些基础领域进行长期的投

资（如教育、科研研究），后者则是往别处寻找新的市场。① 晚近中国大

量修建各种高速公路（尤其在中西部地区等明显短期内收不回投资的

地方大量修建）②，就是采取“时间性修复”的手段：钱不能死在那里，

总要找活干。究其根本而言，“时间性修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是

暂时押后危机（以推迟资本价值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刻，从

而延后可能的经济危机），以期待在这过程中能找到别的投资性机遇。

与之比较，以资本的“空间性修复”操作来应对经济衰退，要有效

得多。正是资本的这种“空间修复”逻辑，是“全球化”浪潮的最根本的

动力———资本总是在空间地理层面上向高利润、低成本的位置移动。

在一个竞争激烈市场饱和的地区已无法取得盈利的剩余资本，在另一

个相应市场还未开拓的地区，却可以继续取得高利润。在这个意义上，

“全球化”实质上乃是资本主义系统与生俱来的趋向。全球化使资本

拥有了完全摆脱其各种对抗性力量的能力：如果某地工会的保护力量

太强、福利政府的税收太高抑或监管太多，资本可以直接撤离，转移到

其它地方。当“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成为了各国及其各层级政府的

一个主要行政目标时，资本已然彻底战胜国家，正如今天许多巨型跨国

企业完全拥有不亚于一国政府的体量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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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ｖｅｙ，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ｐ．
８７－８９，１０８－１０９，１１５．
根据国家公布的资料，２０１５年公路需建设 ５万公里的规模，其中高速公路 ２ ３３
万公里（含地方高速），，东部地区在建待建里程 ３８７６公里、中部 ５５５１公里、西
部 １０３５７公里、东北地区 ３５１５公里（参见《２０１５年度全国高速公路新开工及在
建项目》）。我们看到，已建成的中西部高速公路，道路使用率却很低。



历史性地来看，这种溢出性的“空间修复”，使新老资本主义国家

必须不断进行地理扩张———通过打开新的地区之市场（从野蛮的殖民

侵略或文明的外交“通商”），使自身国内的剩余商品得以输出（不用因

为卖不掉而价格跌落，从而导致整体资产缩水），从而实现持续的经济

高增长。换言之，正是应付过度资本积累（大量盈余资本在国内找不

到赢利性出口）的危机，产生出了 １９ 世纪末以来的新式殖民或者“美

国式殖民”模式：该模式并不直接派总督过来统治殖民地、以军事方式

占领殖民地，而只是要求开放市场。要占领与统治是帝国逻辑（或者

说前现代逻辑）；而就要市场，才是资本逻辑———让自身的资本可以继

续找到赢利性出口，并且免除了高成本的殖民地管理（包括镇压当地

反抗，等等）之繁重任务。① 很有意思的是，这种新式殖民模式后来却

被叫作“帝国主义”，其实它恰恰遵循的不是帝国逻辑。正如阿伦特所

言，“帝国主义不是建立帝国，扩张不是征服。”阿伦特对“帝国主义”作

出了如下精彩分析：“帝国主义扩张由一种奇特的经济危机所引发，过

度储蓄所导致的资本生产过剩和‘剩余’货币出现，在本国范围内再也

无法找到生产性的投资场所。”②如前文分析，这时就会出现负的经济

增长率、并引发资本大幅贬值。

在“美国式殖民”模式中，殖民地即便没有钱都没关系，可以先赊

账———我先借你钱，让你来买我产品。③ 直到今天很多美国式“国际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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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就是为什么说英国是最后一个大帝国（统治区域几乎覆盖所有时区的“日不

落帝国”）。２０世纪法西斯德国与日本也仍是遵循帝国逻辑，所以导致最终失
败（军事征服下来的殖民地统治成本太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世界范围

内迅疾爆发了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标识了帝国逻辑实质性的寿终正寝。

Ａｒｅｎｄｔ，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ｐｐ．１３０，１３５，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ａｄｄｅｄ．
这里所涉及的，实际上是“空间性修复”所面对的一个关键性环节，那就是剩余

商品被送去的地方，必须拥有可支付的手段，譬如，黄金、白银以及后来的美元

储备，抑或具备可以进行贸易的商品。那么，倘若该地区并没有可资交换的货

币储备或商品呢？“赊账”就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实质性办法：通过暂且让对方

“赊账”的方式来实现剩余资本在空间的移动，要远远好过在国内饱和市场状

态中不断贬值。“赊账”实际上就是哈维所说的复合型的“时间—空间修复”：



助”，不是真的援助，其实也是先让你欠着（即向没有可资交换的商品

或货币储备的“赤贫地区”主动出借货币，并让对方用这些货币来购买

自己的剩余商品），并且以开放市场准入作为前提条件。在这种“美国

式援助”下，许多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成为了剩余资本的“接收器”，从

而进入资本流通的“全球化”体系。① 而“国债”的偿还，则使得资本输

出国（债权国）成功规避资本的贬值，而风险完全转嫁到接收国（债务

国）身上。即便当年那被认为最能体现美国普世理想的“马歇尔计划”

（１９４７—１９５１年间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以助其

重建的计划），实际上亦没能超越出此种“美国式援助”框架。②

可见，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所内在固有的趋向。换言之，资本主义系

统是一个自我溢出性的系统：其自身的稳定，关键性地建立在向“外

部”的溢出。那么，倘若不再存在那样的“外部”呢？今天“历史终结”

时代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便恰恰是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由于运输与通讯产业的长足发展，就资本的移动而言，从 １９ 世纪

到今天，一个主要的变化便是———空间在不断“收缩”。诸如路程阻力

等 １９世纪时那些至关重要的因素，今天在那压缩了的“地球村”里，都

早已变得相当边缘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展，市场在全球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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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既在空间上产生资本的移动，又在时间上如同长期投资般，推迟了资本价值在
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刻。

沃勒斯坦所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很好地分析了“核心”与“边陲”（以及“半

边陲”）国家之间所构成的依附性的不平等全球秩序。作为对全球资本主义的

一个长程历史分析，该理论对本文此处的分析可提供一个呼应。Ｓｅｅ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Ｗｏｒｌｄ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ｕｒｈａｍ，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当时两次世界大战给欧洲造成的破坏，使得美国的工、农业皆一跃占据世界领

先地位，从中成长起来的众多美国私人企业需要在贸易自由政策下开辟的新

市场来获得利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一方面确实需要来自美国的产

品，但当时欧洲人没有足够的美元来进口这些必需物资，即所谓的“美元荒”

（ｄｏｌｌａｒ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美国就开始通过多种途径向欧洲提供所谓的“美元信贷”
（ｄｏｌｌａｒ ｃｒｅｄｉｔｓ），来帮助欧洲解决这些问题，而“马歇尔计划”正是这众多途径
之一。



围内越来越饱和，很多国家曾经是作为剩余资本的巨大吸收者而进入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随后自身也已逐渐转变为剩余资本的生产者。如

日本在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韩国在 ８０ 年代、中国台湾地区在 ８０ 年代末，

都开始从纯粹的接收者转变为纯粹的输出者。中国 ８０ 年代以降通过

制度改革而开放出它的巨大市场后，立即吸引来自西方各国乃至日本、

韩国、新加坡等大量金融资本的涌入。但现在已产能大幅过剩的中国，

亦正在快速转变成资本溢出者基因的逻辑———因道金斯（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ａｗｋｉｎｓ）的开创性著作（ｐｏｓｔｃｏｎｓｕｍｍａｔｉｏｎ ａｐａｒｔｎｅｓｓ），其实已经精准

描述了资本的逻辑：一旦市场饱和，资本拔腿就跑。①

然而，在高度“全球化”的发展下，全球资本主义的市场正在逐渐

地趋向整体性饱和。这就是资本主义在“历史终结”时代的困境：“空

间性修复”的潜力已逐渐趋向枯竭。彻底的“全球化”（“冷战”结束后

的“世界大同”、“地球村”），恰恰意味着该逻辑无法进一步扩展；随之

伴生的是，可供倾销商品的空白市场没有了，转嫁危机的空间越来越

窄。在 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风暴”等经济危机中，许多国际资本通过及

时的资本外逃而把经济灾难留给当地地区，等当地政府大量注资使风

暴平缓后，那些撤逃的外资才以国际剩余资本的形态重新进入，以最低

价购入当地那些遭到贬值后的资产，从而大获其利。然而，当全球金融

高度一体化后，投机资本在全球资本主义矩阵中已日趋陷入无处可逃

之境。在这个“历史终结”的时代，经济危机的“爆炸”（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形态

越来越转化为“内爆”（ｉｍｐｌｏｓｉｏｎ）。② 全球资本主义系统将各个国家高

度捆绑在一起（譬如，中国崛起转变为资本溢出国后，其选择就是大量

购买美国国债），一旦产生危机就只有连锁性“内爆”了，谁也不能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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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ａｗｋｉｎｓ，Ｔｈｅ Ｓｅｌｆｉｓｈ Ｇｅｎｅ，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其实，《自
私的基因》一著正是把基因以“合理—经济人”方式进行设定（书的题目就已

展露无遗）。

鲍德里亚首先将“内爆”概念化，指一个达到其极至、无法再扩张的系统，从其

内部崩溃。



逃离、彻底置身于爆炸之外。我们看到，金融危机越来越不会再只是

“某某地区的金融危机”，而是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的属性：对比 ９７ 年

亚洲风暴，十年后美国“次贷”这种初级的、面向普通老百姓的金融操

作，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影响力量本应远远小于当年对金融系统发动蓄

意冲击以谋取暴利的对冲基金的威力，但“次贷危机”竟如此迅猛地将

这股崩盘性的冲击力从美国迅速传递到全球，引发全球性衰退、经济萧

条与社会恐慌。这便是“历史终结”时代资本主义深度全球化所带来

的后果。

如前文所分析的，当资本主义系统内剩余资本的“溢出”不再能找

到转移的出口时，那么资本就会在经济的衰退中直接贬值：以前在“外

部”让别人爆炸（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在一个深度全球化了的、至大无外的全球

资本主义秩序里（资本已无法或无处转移），只可能是别人自己一起

炸，“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亦是“ｉｍｐｌｏｓｉｏｎ”，无人能幸免。其实，“全球资本主义”

是一个矛盾语（ｏｘｙｍｏｒｏｎ）①：资本主义真正扩展到了全球，就恰恰无法

再有效地自我维持（在这个意义上确实进入“终结”时代）。它将越来

越频繁地出现各种“自爆”，最后整个秩序在一个无可化解的大爆炸中

崩溃。② 那是因为，全球范围的过度资本积累（找不到赢利性出口），势

将带来一轮又一轮全球范围的经济—社会危机———金融机构、实体企

业皆纷纷被迫陷入破产、乃至政府亦陷入破产（如冰岛、希腊等

等）……

在一个高度成熟的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中，大规模大范围的金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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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矛盾语指句子或词组中包含着互相矛盾、尖锐对立的语辞。“ｏｘｙ”乃是一个希
腊词，指锐利、精明；“ｍｏｒｏｎ”则指傻蛋、猪头，“ｏｘｙｍｏｒｏｎ”（精明的蠢蛋）本身
便是一个矛盾语。“ｔｒｕｅ ｌｉｅ”（真实的谎言）、“ｌｉｖｉｎｇ ｄｅａｄ”（活死人）都是矛盾语
的典型例子，甚至，在进阶意义上，“ｈａｐｐｉｌｙ ｍａｒｒｉｅｄ”（幸福婚姻）、“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
ｉｃｓ”（商业伦理）、“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宗教宽容）皆是矛盾语。
现在越来越多被新设计出来的诸种风险互相转嫁的金融措施、调节杠杆、创新

工具，其所标榜的“安全措施”其实一点也不安全：从 ２００８ 年“次贷危机”就能
看出，一旦一个环节彻底倒塌，马上就是连锁崩溃、全面失控。



啸是无从避免的：通过大量的资本贬值、无数人的倾家荡产、社会财富

被深度毁坏，一些受灾相对较轻的资本家则趁机以极低的价格购入经

过大幅贬值的资本资产，从而再次将其投入赢利性的资本循环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全球资本主义系统实是一个自杀性的系统：只有找死

（“内爆”），才能继续苟延残喘（大家都希望这次死的不是我）。２００８

年全球经济危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被慢慢挺了过去。在至大无外的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只有全面的经济危机，才能使得剩余的资本找到

赢利性的出路，才能带来之后的一轮经济增长（或者说“复苏”）。然

而，随着全球化不断进一步深度化，每一轮“内爆”后的复苏将会越来

越困难。① 这就是“历史终结”时代的新常态，或如齐泽克（Ｓｌａｖｏｊ

Ｚｉｚｅｋ）在巴黎恐袭案后所说，“正在持续中的骚乱，应被视作世界新秩

序的真面目”。②

劳动过程也将由一种必要性的忍耐转变为创新性的快乐，原创性

将逐步成为中国下一轮发展的新起点，原创性将日益成为社会财富和

文化的新尺度。

（作者　 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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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所以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系统而言，科技是唯一一条路，“最后的救命稻草”。这

就是为什么风险投资都看好科技，不管数字科技还是生命遗传工程，因为在空

间高度压缩与内卷的世界里，只有它能实质性地“创造”新市场、新需求。然而

科技同样也会泡沫、投资其上的资本也一样大批死，当科技自身之发展跟不上

“创造市场之需求”的步伐时（换言之，资本赢利性增长兑现不了时）。

Ｓｌａｖｏｊ Ｚｉｚｅｋ，“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ｋｅ ｏｆ Ｐａｒｉｓ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Ｍｕｓｔ Ｅｍｂｒａｃｅ Ｉｔｓ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ｏｏｔｓ”，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Ｔｉｍｅｓ，１６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ｈｔｔｐ：／ ／ ｉｎｔｈｅｓｅ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８６０５ ／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ｔａｂｏｏｓｉｎｔｈｅｗａｋｅｏｆｐａｒｉｓａｔｔａｃｋｓｔｈｅｌｅｆｔｍｕｓｔ
ｅｍｂｒａｃｅｉｔｓ〉（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１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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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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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活：解开《神圣家族》之谜的
一把钥匙

任 帅 军

在早期，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一度沉浸在思辨

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当中。从合作撰写《神圣家族》开始，马克思和恩格

斯有意识地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彻底清算，将人解放自身的推动力归

结为改变人本身的生活条件，从而消灭非人化生活的基础。马克思和

恩格斯不再让现实生活中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去符合抽象的一般的人的

本质，而是从人本身的生活条件入手分析造成非人生活的原因。所以，

他们批判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把人的生活之因归结为是自我

意识发展的结果，而不懂得生活条件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人的社会

关系才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秘密的重要线索。也就是说，人的生

活是解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秘密的“斯芬克斯之谜”的一把钥匙。人

的生活在《神圣家族》中对批判思辨唯心主义，构建历史唯物主义或实

践唯物主义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不仅成为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或实

践唯物主义的理论枢纽，而且还揭示了人的现实生活存在、运动和发展

的全部目的。在这种诠释和解读之中，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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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建设项目“神圣家族”：

文本逻辑与思想内涵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人

权价值的生活实现问题研究”（２０１６ＥＫＳ００６）。



就可以被看作是从人的生活出发，以人的现实生活的解放为最终归宿

的生活哲学。

一、从观念的人到人的生活

埃德加·鲍威尔在 １８４４ 年的《文学总汇报》第 ５ 期上，针对蒲鲁

东的《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发表了《蒲鲁东》

一文，反映了思辨唯心主义不从人的现实生活入手来探讨和解决人的

问题的局限性。在如何理解和认识人的本质的问题上，以埃德加·鲍

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无法从现实的生活本身入手去观察人在现

实社会中的生活状况，反而从臆想出来的观念出发来解释现实生活存

在的状况。

在从价值层面探讨人的生活的问题时，鲍威尔认为，蒲鲁东把“公

平”当作绝对的东西，并由此出发来歪曲蒲鲁东。鲍威尔说：“蒲鲁东

发现了某种绝对者，发现了历史的永恒基础，发现了为人类指引方向的

神，它就是公平。”①显而易见，蒲鲁东是从现实生活能否公平的意义上

来揭示社会充满不公平和矛盾冲突的事实，从而论证社会中存在的违

反人性的问题，进而质疑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但鲍威尔却无

视蒲鲁东对现实生活中存在问题的揭露，也不把公平作为现实社会存

在的形式，反而从观念的意义上来理解公平，并将之绝对化。马克思和

恩格斯指出，鲍威尔没有从蒲鲁东探讨的语境出发来解读蒲鲁东，即没

有把蒲鲁东当成 １８４０年的法国人（出版《什么是财产？》这部书的那一

年），而是从 １８４４年德国的处境出发歪曲蒲鲁东，即误把蒲鲁东当成

１８４４年的德国人。鲍威尔既不研究政治经济学中提出的社会不公平

问题，也不关注蒲鲁东如何把私有财产的问题当作政治经济学和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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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问题。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对埃德加先生说来，由于

蒲鲁东提出了历史上的绝对的东西，由于他坚持对公平的信仰，所以他

就成了神学的对象；而批判的批判由于职业的缘故就是神学的批判，现

在就可以抓住蒲鲁东，从而在‘宗教观念’上大做文章了。”①在这里，

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了，埃德加·鲍威尔一定要找一个借口把蒲

鲁东的观点歪曲为神学，才能展开自己的批判。

这是因为，鲍威尔感兴趣的是观念。他从作为观念的人出发来审

视蒲鲁东对公平的论述，于是就得出了，只有把公平绝对化才能否定不

公平的观点，这无疑是一种绝对的“观念论者”的观点。蒲鲁东则与之

不同，他的特点在于，他能把人的经济活动放到现实生活中进行考察。

换言之，蒲鲁东之所以能够超越鲍威尔的地方，正在于他看到了现实的

人的生活问题，或者说他找到了问题的根源：私有财产本身。但令人遗

憾的是，蒲鲁东只是“从国民经济学观点出发”，即只是从私有财产的

个别的存在形式、局部的现实体现和扭曲的经济后果等方面对国民经

济学进行批判。然而他确实尝试对私有财产进行系统的批判，以至于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第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无所

顾忌的和科学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实现的巨大进步，这个

进步在国民经济学中引起革命，并且第一次使国民经济学有可能成为

真正的科学”②。不过，蒲鲁东在按照国民经济学的方式来考察人的经

济活动时，却总是被真实生活当中的经济活动与人性背离的现实困惑

着。之所以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因为蒲鲁东需要像《国民经济学批

判大纲》那样，超出国民经济学的视野———这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

经希望费尔巴哈超出哲学家的视野一样。可惜两人都未能达到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期望。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则不断前进，不断自我超越，直

到成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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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超越国民经济学，又是以怎样的方式

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从而理解和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当

中的“斯芬克斯之谜”？

在《神圣家族》里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通过集中批判埃德

加·鲍威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使人从观念的范畴里解放出来，强调人的

现实生活才是理解人的经济活动的一把钥匙。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埃德加·鲍威尔把财富和贫穷仅仅当作两个“范畴”，而不是当作真正

的现实，即现实生活。“按照埃德加先生的看法，拥有和不拥有对蒲鲁

东来说是两个绝对的范畴。批判的批判到处都只看到一些范畴。因

此，按照埃德加先生的看法，拥有和不拥有，工资，薪饷，匮乏和需要，为

满足需要而进行的劳动，都无非是一些范畴而已。”①在这里，马克思和

恩格斯已经指出了埃德加·鲍威尔的思辨逻辑，即把基于现实生活的

批判等同于基于纯粹观念上的批判。按照这种逻辑，资本主义社会如

果用观念上的拥有和不拥有这两个范畴就能够加以解释的话，那么资

本主义社会只需要通过观念上的“克服”和“扬弃”这两个范畴，就能轻

而易举地解决生活当中存在的贫困、匮乏和不公平的问题了。埃德

加·鲍威尔先生甚至认为面对蒲鲁东提出的问题，连说明一下拥有和

不拥有这两个范畴，都是不值得一做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拥有和不拥有当然也是两个范畴，

但它们的意义并不在于范畴本身，而在于它们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在

这一点上，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的改革比哲学的改革

更加重要。因为同为“范畴”，拥有和不拥有作为经济学家的分析工具

比作为哲学家的分析工具更加接近生活，更加接近实践，因而也更加重

要。“既然不拥有不只是一个范畴，而是最悲惨的现实，既然当今一无

所有的人也就是极其卑微的人，既然他连一般的生存之路都已被切断，

而合乎人道的生存之路就更无从谈起，既然不拥有的状态就是人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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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其对象性的状态，那么，蒲鲁东把不拥有看做最重要的思考对象，

就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正因为在蒲鲁东和所有的社会主义著作家以前

很少有人考虑这个对象，所以这样做就更加正确。不拥有是最令人绝

望的唯灵论，是人的完全的非现实，是非人的完全的现实，是一种非常

实际的拥有，即拥有饥饿，拥有寒冷，拥有疾病，拥有罪过，拥有屈辱，拥

有愚钝，拥有一切不合人道的和违反自然的现象。”①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这里直接指出，当人的现实生活成为认识的对象，它的重要性进入人

们的视野而成为思考的对象，并被充分认识的时候，它就成为思考一切

问题的最为重要的出发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认识得益于蒲鲁东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

财产所造成的悲惨生活的批判。但他们为蒲鲁东仅仅在国民经济学的

范围内扬弃国民经济学而感到遗憾。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意识到，国

民经济学是异化的科学，国民经济学反映的是异化的现实。要想扬弃

异化就必须进行双重批判，既对国民经济学进行理论批判也对现实经

济生活进行实践批判，从而实现副本批判和原本批判的一致。这就需

要不是作为“哲学”意义上的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希望蒲鲁

东能够通过辩证法来改造国民经济学。但蒲鲁东后来却从国民经济学

的自我批判走向了三四流的德国哲学（参见《贫困的哲学》），因而引来

了马克思后来的批判（参见马克思针锋相对的著作《哲学的贫困》）。

而在创作《神圣家族》的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工作是，对蒲鲁

东的批判视角进行全面的分析。蒲鲁东的批判仅仅局限于国民经济学

的种种前提，导致他仍然以对私有财产的拥有和不拥有的旧形式来理

解生活世界，来分析现实的人与自己占有的对象的异化关系，最终走向

了对私有财产的个别的具体的表现形式的攻击。这表明，蒲鲁东仍然

是以国民经济学的占有形式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悲惨生活，他对资

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仍然不能摆脱国民经济学的前提的束缚。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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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和分析上，蒲鲁东虽然比起青年黑格尔派起到

了巨大的进步作用，但是他仍然只是在“占有”的层面分析私有财产，

进而反对这种拥有的旧形式。换言之，他不得不把“占有”诠释为资本

主义社会的全部体现。在这样一种分析当中，蒲鲁东就看不到社会关

系的改变，在认识方面也就上升不到被异化的社会关系的自我扬弃的

高度。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蒲鲁东未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公

平”和“占有”作出恰当的阐述。“‘平等的占有’是国民经济学的观

念，因而本身也是下述状况的异化表现：对象作为为了人的存在，作为

人的对象性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了他人的定在，是他同他人的人的关

系，是人同人的社会关系。”①

二、从非人的生活到人的生活

马克思对社会关系本质的描述，是分别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条

件，以及掩盖在资本主义生活条件中的社会关系，即由资本主义私有制

的生活条件所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性关系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

非人生活；还有一种是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条件，以

及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出发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统一，即通过扬

弃资本主义私有制使现实的生活对人来说能够成为全面彰显个性的载

体，而不是一些人压迫、剥削和奴役另外一些人的途径来批判资本主义

的非人生活。

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对抗，导致

资本主义的生活成为非人的生活。于是就要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

生活条件，才能把资产阶级的对立面———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社

会的悲惨处境中解放出来。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不得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得不消灭制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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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财产。”①无产阶级只有

消灭私有财产才能消灭资产阶级，从而摆脱自身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无

产地位，所以革命导师才说无产阶级“不得不消灭自身”。换言之，资

本主义私有制使得资本主义社会成为非人的社会，使得无产阶级在资

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成为非人的生活。为了消灭已经丧失了一切合乎人

性的生活条件，无产阶级必须采取对立的革命行动，彻底消灭统治自身

的异己的力量，才能真正把人当作人，重新在社会中实现人与人之间关

系的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已经在自己的生活状况中

意识到要消灭对抗性社会关系的资本主义生活条件，以及导致资本主

义生活方式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无产阶级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已

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

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

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完全明确起来”②。

在改善自身的历史处境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需要

经过改变生活条件的主动选择，才能从非人的生活走向人的生活。其

一，无产阶级需要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对立的生活关系。在

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中，无法实现人既生产自己的需要也满足他人需

要的矛盾。因为，私有制使“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

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③。资产

阶级只把他人作为能够物化的利己的需要，导致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变成相互欺骗和掠夺、不断压榨和剥削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的关系。其二，无产阶级需要改变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国家与社会之间

的对立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仅使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暴力机器成为

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工具，而且使无产阶级作为个人的具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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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资产阶级作为整体的抽象生活。在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当中，

资产阶级往往把无产阶级作为抽象的生产资料和生活对象来看待，而

不是当作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个人，于是就导致资本主义社会把无产

阶级当作抽象的存在物同有血有肉有需要的个人对立起来，使得无产

阶级的劳动变成仅仅为维持个人生活的最低条件。马克思就一针见血

地指出这种对立的本质：“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异化；第二，它

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

的。”①其三，无产阶级需要改变片面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在资本

主义社会，生活对资产阶级而言是确证自身的力量的体现，但对无产阶

级来说却是畸形的、带有欺骗性的。无产阶级通过改变自己的生活条

件来解放自己，就是使生活“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

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②，就是让生活对他来说成为

确证自身和实现个性的源泉，从而让他在生活中感受到人的本质的规

定性，感受到生活中人的价值和意义。

要从本质上研究人的生活问题，还必须研究被市民的现实生活所

掩盖的生产关系，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生活条件以及在特定生活条件

之中人的现实生活权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生活条件与特权的关

系时，就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不懂得市民生活对构建现代国家的决定

性作用。“现代的‘公共状况’的基础、发达的现代国家的基础，并不像

批判所认为的那样是特权的社会，而是废除和取消了特权的社会，是使

在政治上仍被特权束缚的生活要素获得自由的发达的市民社会。”③一

方面，资本主义社会通过自由工业和自由贸易有利于消灭享有特权的

封闭状态，以及在封闭式的特权之间的内部斗争，这就容易让人产生一

种在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里，没有封闭的特权与公共状况相对立的错

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工业和自由贸易却用挣脱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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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束缚的（这种特权使人们同普遍整体隔绝开来，但同时又把他们结

合成为较小的排他性整体）、自身不再由于普遍纽带的假象而依赖于

他人的人，来取代那些封闭状态，从而引起人反对人、个人反对个人的

普遍斗争”①。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因

为自由工业和自由贸易变成了原子式的个体，但是仍然不能摆脱阶级

之间的对立。资产阶级在自由工业和自由贸易中处于主导地位，而无

产阶级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下的被统治者。于是，就在资本

主义社会里形成了一种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奇怪生活现象。“在现代世

界，每一个人都既是奴隶制的成员，同时又是共同体的成员。这种市民

社会的奴隶制在表面上看来是最大的自由，因为这种奴隶制看上去似

乎是尽善尽美的个人独立，这种个人把自己的异化的生命要素如财产、

工业、宗教等的既不再受普遍纽带束缚也不再受人束缚的不可遏止的

运动，当做自己的自由，但是，这样的运动实际上是个人的十足的屈从

性和非人性。”②这是因为，自由工业和自由贸易掩盖了资产阶级的特

权。以“批判”自居的青年黑格尔派却看不到这一点，自以为在特权和

自由的理论之间不发生任何矛盾，这无疑暴露了思辨唯心主义用观念

来取代生活的局限性。鲍威尔等人在观念的想象当中认为，只要自由

工业和自由贸易与自由的理论相符合，就不存在特权的封闭状态与公

共状况的对立。然而，恰恰是在资本主义的现实生活当中，自由工业和

自由贸易无法消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和对抗。在“批判”自

以为矛盾和冲突已经不存在的地方，才存在着现代国家发展的条件。

市民生活是现代国家存在的基础。在论述市民的生活条件与特权

的关系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了自由工业和自由贸易如何冲破特权

的束缚，谈到了中世纪虚假共同体中的个人如何分解为所谓的“原子

式”的个人，异化的“自由”个人与异化的“法”的统治之间的关系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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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古代既是奴隶制成员又是共同体成员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

指出，只有在消灭了特权的地方，才存在着完备的现代国家。他们同时

认为，人们只是想象自己是原子式个人，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什么“原

子”，因为原子是封闭的，而个人是对象性存在物，就是说，他不能离开

对象而单独存在。为了满足需要，必须获得对象。为了获得对象，就必

须与其他人发生交往。因此，自私自利的个人之间的交往只能是通过

相互满足需要，“可见，正是自然必然性、人的本质特性（不管它们是以

怎样的异化形式表现出来）、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联合起来。他们

之间的现实的纽带是市民生活，而不是政治生活”①。市民生活而不是

国家，构成他们的现实的纽带。他们只是在想象中把自己当作原子，实

际上不过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利己主义的个人。市民生活成为利己主

义的个人满足现实需要的纽带。资本主义国家也必须由市民生活来维

系，而不是相反。

三、从人的异化生活到人的美好生活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对无产阶级“生活”的发

现，不仅意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力量不是抽象的自我意识，而是决定人

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生活条件；而且明确指出通过消灭无产阶级自身

的生活条件即非人化生活的基础———私有财产———才能从被异化的生

活中解放出来，从而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自身作为人的本质力量。

在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中，无产阶级之所以过着异化生活，是因为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无产阶级所从事的异化劳动，导致了无产阶级与

劳动的产品的异化、与劳动的关系的异化、与劳动的过程的异化，以及

与人的本质的异化。第一，劳动的产品对无产阶级来说是支配他劳动

的对象，却不能满足他的生活需要，于是劳动的产品对无产阶级而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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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异己的对象的关系。第二，“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

出一个同劳动疏远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

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劳动的主宰起个什么

别的名字———对这个劳动的关系”①。第三，作为工人的无产阶级从属

于作为资本家的资产阶级，于是就在劳动的过程中被压榨、被剥削、被

奴役。这种劳动对无产阶级来说不是自在自由的劳动，而是外在于自

身的劳动，从而使无产阶级在劳动的过程中与自身相异化。第四，“一

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

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②。如果说“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

的本质的体现，那么就劳动而言，资产阶级支配和统治了无产阶级的劳

动。前者是“自由的有意识的”，后者仅通过自身的肉体劳动获得了维

持生活的最低的物质资料。

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把无产阶级当作异化劳动的人格化，把有

产的资产阶级当作私有财产的人格化。“无产阶级和财富是两个对立

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整体。它们是私有财产世界的两种形态。问题

在于它们二者在对立中所占有的特定地位。只说明它们是整体的两个

方面是不够的。私有财产作为私有财产，作为财富，不得不保持自身的

存在，因而也不得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这是对

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满足的私有财产。相反，无产阶级作为无产

阶级，不得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得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

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财产。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内部的

不安，是已被瓦解并且正在瓦解的私有财产。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

样表现了人的自我异化。但是，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幸福，

感到自己被确证，它认为异化是它自己的力量所在，并在异化中获得人

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消灭的，并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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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①在这段描述人的异化生活

的经典论述中，第一，马克思指出，在现存的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一整体

中，资产阶级作为矛盾的肯定方面，无产阶级作为矛盾的否定方面，表

明雇佣劳动关系的自我否定。第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同样是异化

的产物，但资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感到幸福，感到这种异化正是它的力

量所在，并因而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却只是感到被侮

辱、被损害，因而，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消灭阶级对立。第三，无产阶级的

阶级意识非常重要，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无产阶级的存在，即“无产阶级

究竟是什么”。马克思坚信，无产阶级迟早有一天会认识到自己的历

史使命。在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中，无产阶级并不是主宰着命运的神，

但是，它被历史赋予了解放全人类从而解放自身的命运。然而，“批判

的批判”自以为是神，能够在对立的双方之外超越这个对立的整体。

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臆想。

无产阶级消灭人的异化生活之后，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中生活，又能

开辟出一条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呢？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既定的历史条

件出发，研究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人的具体的生活条件的。无产阶

级在异化的生活中，知道资产阶级用私有财产和雇佣劳动，以及资本主

义的财产关系和社会结构来剥削和统治自己，才能用团结一致的阶级

反抗来消灭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和不人性。“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

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②无产阶级要想实现自身的解放，把人

的世界的各种关系回复到人的身上，就必须从批判和改变异化生活出

发寻找通向美好生活的道路。

第一，异化劳动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现统治的主要内容。只

有扬弃异化劳动，实现人的劳动的解放，才能在生活中真正解放人。在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对无产阶级而言，“劳动始终是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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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厌恶的事情，始终表现为外在的强制的劳动”①。当异化劳动把人的

自由自主的活动贬低为实现阶级统治的手段时，就使人的身体同人的

本质相异化了。无产阶级只有打破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形式，使

劳动成为人的内在的第一性的需要，才能在对异化劳动的超越中实现

自身的解放。第二，只有实现人的社会关系的解放，无产阶级才能结束

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性。“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

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在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

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归根结底是被剥削者与剥削者的经济

关系。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中处于被统治的否定面，而资产阶级却处

于能够实现自我满足的肯定面。只有推翻这样的社会关系，无产阶级

才不会让资产阶级继续成为与自身发展相对立的异己力量。第三，无

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消灭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

个性的解放。人的本质体现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当中。“生产生活

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

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

性。”③人的自由个体的实现孕育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当劳动不再

成为维持人的肉体存在的最低手段，当生活对无产阶级而言能够成为

自由的有意识的类生活的时候，无产阶级才能从被异化的群体转化成

为自由个性的群体，才能过上符合人性的美好生活。

这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党的十九大

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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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关注，为执政党建设美好生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第一，从人的异

化生活走向人的美好生活，预示了无产阶级通过解放自身从而解放全

人类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将社会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不仅仅是

为了解放工人自己。这种解放中同样也包含着人的普遍的解放。中国

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必然要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然要

通过继续深化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改革和开放，使人民从生产力

的不发达状态中解放出来。这是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最好诠

释。第二，人的美好生活是能够实现自由个性的共同体生活。建立在

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在探索如何

跨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卡夫丁峡谷”，而且在充分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

上努力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这就要

求社会主义社会不仅需要扬弃异化劳动，更需要激发人民进行创造性

劳动的主体性，才能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实现人的全

面发展的目标。可以说，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实践就是不断构建自由

个性的共同体生活的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论如何治国理政时，不断强调：“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②从《神圣家族》中对观念的人的批

判，对非人的生活的描写，对人的异化生活的揭露和剖析可知：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核心要义。准确把

握人的生活在《神圣家族》中的重要性，不仅能使作为人道主义的马克

思主义在新时代更加具有解释力和预见力，而且对于把握和丰富美好

生活的内涵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理论支撑。

（作者　 任帅军，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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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弃着的历史观”
———论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

訾　 阳

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是关于马克思理论发现的重大

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似乎表现为对两个独立领域相关性的指认。

然而，这种思路在阐释进程中往往会形成一种类似于“外部反思”的境

况，使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研究呈现出先在方法与实际

内容的关系。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消解这种二元论的理路。而对该

问题的解答还牵涉关于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性质的理解。

一、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关系的基本论述

对于唯物史观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关系的基本观点，有一种

是恩格斯给出的。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与《在马克思墓前的讲

话》确认了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按照恩格斯的观点，马克思不仅发现

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而且还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

前一种发展规律可以概括为唯物史观的核心成果，后一种运动规律可

以归结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核心贡献。恩格斯认为，过去所有

的历史观都是把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人们变动着的思想，而马克思

的历史观则把“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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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①看作历史的真正基础。恩格斯认为，马

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核心贡献是对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而先

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

黑暗中摸索”②。恩格斯对马克思所作出贡献的论述，使得马克思的唯

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看上去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换言之，这

似乎是两种独立的贡献，它们的关系在恩格斯的概括中并没有被直接

指明。但是，恩格斯分析了唯物史观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认为在资产

阶级社会之前的任何时期，对历史真正物质动因的探究是不可能的；而

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物质利益的冲突和阶级斗争已经变现为现代

历史的根本动力了，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唯物史观才获得其现实的可能

性。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指认，是以资产

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发展为依托的；对与唯物史观的分析，是落实在对

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分析基础之上的。

列宁比恩格斯在解释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上更近了

一步。列宁认为，马克思在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所得出的唯物史观仅仅是

个假设，而这个假设只有在充分研究资产阶级社会之后才被证明为了

科学。在提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假设的前提下，马克思“就着手实际

地（请注意这点）研究材料”③。而他所着手研究的材料便是商品经济

体系的政治经济学材料。列宁指出：“他从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

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

２５年的工夫来研究这些材料）对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做了

极其详尽的分析。”④正是在这些深入的分析之后，在《资本论》诞生之

后，唯物史观才变成了科学的。列宁以此为基础批判了米海洛夫斯基

试图寻求一种独立形态的唯物史观的要求，并回应了其对马克思、恩格

００１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７７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７７６页。
《列宁选集》第 １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９页。
《列宁选集》第 １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９页。



斯从未论证过唯物史观的质疑。在列宁看来，对于唯物史观的论证本

身根植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分析，而这种分析恰恰区别于一切历

史哲学。马克思的进步在于：“他抛弃了所有这些关于一般社会和一

般进步的理论，而对一种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一种进步（资本主义

进步）做了科学的分析。”①列宁认为，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

中，唯物史观才获得了它的科学性。

我们看到了恩格斯承认了唯物史观必须产于资产阶级社会这一事

实，而列宁强调了要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分析来证实唯物史观的最

初假设，因而，实际上是肯定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构成了唯物史观从

假设向科学过渡的中介。除了恩格斯的两种规律说和列宁的假设证实

说以外，学界对于唯物史观的看法大约还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观点认

为，唯物史观乃是一种研究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唯物史观是在方法论

地位上被考察的。这种方法应运用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便能实现政治经

济学在唯物主义上的革命，运用在社会主义学说上便能实现科学社会主

义；似乎唯物史观能够成为分析一切历史事件的金钥匙。这样唯物史观

就变成了一种形式性的方法，而一切给定的质料都似乎可以用唯物史观

进行分析，加以研究。因而，唯物史观虽然貌似获得了生命力，实则被看

成了一种外在的、僵死的方法论。这种观点的极端化会把唯物史观确认

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历史哲学。而这确是马克思本人从根本上反对的。

一种观点认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身蕴含着的社会唯物主义构

成了今后马克思唯物史观变革的源泉。这种观点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

经济生活重要性的确认理解为所谓的社会唯物主义。然而，判断一种

经济社会学理论究竟属于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关键在于其对社会

经济生活的本质认知。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差别并非在于肯定或否

认物质生活领域的存在或重要性，而一方面在于是否指认该物质生活

领域在存在论上具有优先性，另一方面在于是否能按照物质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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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领域进行客观的叙述。显然，在斯密那里，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构

成被还原为个人的交换倾向；而在重农学派那里，整个理论布景具有鲜

明的神学色彩，即使这种拥有浓重神学色彩的理论布景不影响对资产

阶级社会描述的经验性质，它仍旧是历史唯心论的典型范例。因而，从

古典政治经济学蕴含着的所谓社会唯物主义引的观点忽略了唯物主义

的根本定义。而马克思由于研究政治经济学，从而受到这种社会唯物

主义的影响而发现了唯物史观的观点，似乎是值得商榷的。

日本的望月清司还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认

知应该被分为马克思的历史观、历史认识与历史理论。而所谓历史观

是一种并非以经济认识为前提的历史观点，因而可以说是“直观的、先

验的理论”①；当这种历史观与时代经济的认识相重合时，它就发展成

为历史认识。这种历史认识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作为对象，并研究它

的特殊规定性及其与先前社会形式的区别。而当它从资本主义社会的

认识出发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世界史时，就变成了所谓的历史理论。显

然，这种论断把马克思历史观和他成熟理论区别了开来，当作一种先验

的或事后例证的先见之明。这一点似乎与列宁的观点一致，并且深化了

历史观与历史理论或有内容的历史科学的分离。但望月清司又不得不

承认历史观、历史认识、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对同一个命题深化理解，而这

实际上又潜在地包含着把历史观看作某种对经济社会研究的结果。

二、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定性

要解决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必须要回到马克思的相

关论述上来。要何求我们首先就要搞清楚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定位。

关于唯物史观的定位，我们可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找到对应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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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出发，这种历史观表明了自己同其他历

史观不同的前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唯物史观的前提是通过对

唯心史观的批判呈现出来的。唯心史观总以想象中的个人为前提，因

而是从个人的想象出发理解历史的。这种唯心史观的发生机制分为三

步：第一，把占统治地位的个人同其思想分开，承认其思想的独立性，因

而承认这种思想对现实历史的统治地位；第二，将这些独立的思想进行

排序，“必须证明，在一个相继出现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某

种神秘的联系”①，并且将这种联系看作思想的自我进展；第三，将这些

独立发展着的神秘思想转化成某种具有人格性的东西，例如哲学家、思

想着的人等，并把他们肯定为历史的创造者。而相对于这种唯心主义

的史观，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实践活动中的个人。因而，这种历史观所

肯定的自身之前提乃是现实的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

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

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②。

其次，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和前提，这种历史观表明了自己所具有的

同其他历史观不同的属性。一方面，这种历史观不同于抽象经验论的

历史观。它对于历史的观察是从处在现实生活过程中出发的，因而，这

种观察并不是把一些僵死的、孤立的事实汇集起来。它描述的是过程，

是物质生活过程，而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将人的

存在理解为“变”，理解为运动，理解为过程。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

困》中指出的那样：“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

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③，而所谓过程“表示一种从其全部现

实条件上来考察的发展过程”④。这乃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同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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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观的最大区别。另一方面，这种历史观描述的是通过经验可以

观察到的过程，是处在物质生产关系和物质生产力条件当中的人。就这

一点而言，它只是把人的意识看作他们的意识，从而肯定了物质生活对

于意识的先在性。这乃是这种历史观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最大区别。

最后，基于这样的特殊规定，这种历史观表明了自己生命力的来源

或存在的合理性根据。唯物史观显然必须根植在实证的科学之中，而

且内在地要求把自身扬弃在实证科学之中。第一，唯物史观最初不过

是某种对历史考察抽象结果的一般概括，而这种抽象，一旦脱离了具体

和现实的历史就不具备任何的价值。也就是说，如果唯物史观存在于

分析具体历史材料的过程中，那么，就不会有任何的意义。因此，唯物

史观的价值和生命力也就必然根植于对现实历史的理解与分析之中。

第二，唯物史观因而不具备独立的理论地位，一旦唯物史观具备了独立

的地位，它就会变成了某种历史哲学。而马克思最反对的就是这一点，

并认为“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①。也就

是说，唯物史观完全不能独立于任何具体的历史材料而成为一门实证

科学或现实科学，也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哲学。第三，唯物史观内含着

扬弃自身独立性的要求，这种要求规定着唯物史观务必亲身融入在对

现实生活过程的叙述中，而“随着对现实的叙述，独立的哲学会失去了

它的存在条件”②。企图用唯物史观的某些经典表述来诠释具体历史

发展的做法，或者戴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样的眼镜，无批判地将现

实生活削足适履地填充到这个框架之中，都是违背唯物史观本身的内

在要求的。这种做法无非是向马克思寻求“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

的药方和公式”③。唯物史观本身的生命力就处在不断扬弃自身的过

程之中。

唯物史观本身是扬弃着自身存在的理论，在这个过程之中，它务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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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实的生活过程水乳交融。因此，它对自身的扬弃本身就是现实的

科学或实证的科学诞生的过程，“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那

里，作为对人的实践活动和时间的发展过程的现实的、实证的科学（ｄｉｅ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才开始”①。我们看到，马克思在这里强

调的不仅是实证的科学，而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科学。习惯上马克思的

这个用语总是被翻译为“真正的实证科学”，从而使得马克思对科学的

另一方面规定掩盖了起来。关于现实历史叙述的科学，即可以称之为

现实的科学，也可以称之为实证的科学。现实的科学与实证的科学乃

是历史科学反对思辨哲学一体两面的规定性。一方面，所谓现实的科

学，是同非现实的相对应的。现实（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本身包含着发生作用

（ｗｉｒｋｅｎ）的内涵。而在马克思眼中，思辨哲学及其他一切意识形态最

大的问题，不仅在于它未曾接近过现实的历史，而且未曾对实际的历史

发生作用。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恰恰不仅要对实际的历史进行客观的阐

述，而且要对历史进程发生作用，所以这种科学内在的要求着革命性的

实践。另一方面，所谓实证的科学，是同非实证的相对应的。实证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本身包含着肯定的内涵。首先，非实证的科学乃是一种脱离

经验内容的“空话”，从而本身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它不是按照历史

的发展来叙述历史，而历史是按照它的叙述发展自身，经验材料成为服

从形而上学公式的附属品。从某种意义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最能体现

出这种非实证科学的性质，这是一种具有外部反思性质的理论。在这

种理论框架中，现实材料中的规律不得不服从于一种先验的联系。其

次，实证的科学是作为否定之否定科学的直接对立面。在《１８４４ 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明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乃是无批判的

实证主义。黑格尔的哲学看上去是由内在的否定之否定构成的，然而

否定作用本质上是重新恢复了被否定的抽象。这样感性和经验存在确

立起其现实性之后又葬送了其现实性，它们的现实性乃是某种为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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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抽象之现实性的虚假现实性。这一点最初是由费尔巴哈揭示出来

的，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的这一思想。所以，对于科学的实证倾向，

就要求将经验和感性的存在当作现实的。但是，马克思的感性与费尔

巴哈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对社会生活和实践过程的指认。这种指认构成

了马克思对过去一切唯物主义的革命。因此，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不仅

要以对感性活动的确认为前提，还要求历史观本身克服其对历史材料

的先验地位，要把自己“证成”确实的历史过程之中。因而，唯物史观

的生命在于扬弃它本身作为抽象概括的身份，而且这种抽象概括的规

定本身只具有第二性的地位。

唯物史观将自身扬弃成实证的、现实的历史科学的要求，提示着马

克思在早年对消灭哲学的论断和晚期对于抽象范畴的解读。马克思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消灭哲学的要求，实际上是分为

两个层次的。第一个层次便是消灭德国的法哲学与国家哲学。由于，

“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

上的德国历史”①，而鉴于德国现实的政治状况“是旧制度的公开完

成”②，其实际状况远远低于德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水平。按照马克思的

理解，对德国法哲学的直接实现就是对德国现实政治状况的改变，因为

“他们观念上的制度就是具有对他们现实的制度的直接否定”③。德国

的实践政治派提出了否定德国政治哲学的要求，而他们之所以否定德

国国家哲学，乃是因为他们认定该种哲学“低于德国的实践和为实践

服务的理论”④；因而，他们没有认识到德国的实际状况上远远低于其

思想水平。他们实际上仅仅囿于德国狭隘的政治实践。而马克思认

为，要消灭这种哲学，就意味着让哲学现实化，从而改变德国的政治状

况，实现现代国家的政治解放。但这种哲学的实现，在马克思看来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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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不够的，另一方面是不可能的。所以，第二个层次，便是必须消灭

以人为根据的哲学。这种哲学的消灭使得对德国的革命不仅仅是政治

革命，还是社会革命；不仅仅是政治解放，而且是人类解放。由于德国

社会的基本结构，决定了没有任何阶级能够直接的完成政治解放，而

“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

足点的解放”“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①。能够完成人类解放的

阶级是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

身”②。诚然，马克思所谓的消灭或扬弃哲学的口号并不是要求某种历

史观把自己融入对历史的深刻领会之中，而是要求哲学掌握群众，涉入

实践领域。然而，马克思已经表现出对独立哲学或意识形态的批判态

度，并且提出取消这种独立性并使其获得现实性和生命力的要求。而

这种内在的要求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历史观证成为现实

的科学的要求是一致的。

而马克思在后期谈及作为理论抽象的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时候，曾

经指出，对于诸如生产过程之所以要概括出其一般的规定，“正是为了

不至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③。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

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忘记了这种差别，因而，只有当下的资产阶级社会才

被看作真正的历史，而之前的社会形态不过被看作自然史种种。显然，

唯物史观扬弃自身而形成的历史科学必然要将历史的差别性囊括于其

中，而且正是这些差别，才构成了历史的不断发展。而对于这些差别的

澄清与指认，必然要求放弃先验公式般的理论形态，并且只有在占有和

分析现实向感性意识直接呈现出的实际材料时，才能够得以实现。马

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范畴提出的一般要求，恰恰反映出唯物史观的本质

规定性。而马克思之所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之中强调这一

点，乃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唯物史观证成自身的必然渠道，因为，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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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唯物史观生命力的来源，是一种对现实更切近的描述，是“从直接生活

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①，即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域场内的唯物史观发生

因而，我们看到唯物史观与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所以，马克思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达了所谓的

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这些基本观点是马克思在从事对市民社会也就

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剖析基础之上得出的。这一结果是马克思在巴黎

和布鲁塞尔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结果，但不代表这一结果仅仅在理

论上来源于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就思想来源看，它受到黑格尔、费尔

巴哈哲学的巨大启示，同时受到圣西门学说的直接影响②；另一方面，

就现实起源看，它直接是资产阶级社会现实向感性意识的呈现，而现实

在这里务必是业已展开的必然性。唯物史观所观照的现实必然是资本

主义社会的现实，这乃在于：第一，过去的历史已经是丧失了现实性的

历史，如罗马共和国的现实性被帝国的现实性所代替，过去历史的现实

性是过去了的现实性，而不是当下的现实性；第二，过去的一切历史条

件都以或多或少的萎缩形式体现在当下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中；第三，

人们站在资本主义社会对任何一个过往历史形态的认识都受到作为普

照的光的资本关系的影响。

同时，务必指出的是，这个结果仅仅是个一般的结果（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ｓ

Ｒｅｓｕｌｔａｔ，在中文译本中被翻译为“总的结果”），因而这个一般的结果与

生产一般（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 ｉｍ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都具有抽象（Ａｂｓｔｒａｋｔｉｏ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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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它本身并不具有任何独立科学的性质。因而，马克思对其研究一

般结果所做的简短的表述并不具有实在的意义，因为，这种简短的表述

还是抽象，“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①。一

旦我们从范式、模式、形而上学的角度理解这种表述的时候，恰恰犯了

杜林一样的错误。如杜林恰恰将否定之否定理解为马克思整理、研究、

表达一切经济关系的金钥匙了。

从对“现实”（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的理解方面和唯物史观的基本性质上

看，脱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史观就不可能获得其本真的生命。这

不仅充分表明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绝不是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处

于同一地平线上的经济理论的一般发展，还充分表明了马克思的唯物

史观也不是与德国古典哲学处于同一地平线上的哲学的一般进展。马

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那现实的、实证的科学。从这个方面我们

可以说，唯物史观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灵魂概观，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则

是唯物史观的现实肉身。二者是围绕一个共同主题展开的两个侧面，

这个主题就是现实发生着的历史，就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科学认识。

这一点，在马克思讨论交换价值关系的论述中得到鲜明的体现。

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

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人人都同样知道，要想

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

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

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

式，这是不言而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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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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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人的历史一开始就表现为双重的关系，

一个侧面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个侧面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

应地，马克思在这里揭示了两个规律。这两个规律都是尽人皆知、不言

而喻的。其中，第一个规律可以表述为：任何一个民族，只要停止劳动，

就会灭亡。马克思对这一规律的表述详尽地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在那里，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乃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

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

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①。人与自然的关系乃是通过具体的生产劳

动被中介的，“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

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②。这种劳动乃是

为了人类的需要，通过有目的的活动对自然的占有，它是“人和自然之

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自然条件”③，是生产使用价

值的劳动。这种自然规律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规律，而是像自

然必然性一样起作用的规律④。这种所谓的自然规律一开始就包含着

这样矛盾的关系：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却同时不是自然的一部分。一方

面，人的需要必然要通过与自然的关系得到满足，即从自然中得到满

足，这时候，人从生理学上和人类学上都是自然的一部分。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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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版，第 １５７页）。



自然并不能直接满足人类的需要，人类按照内在的尺度、按照自我的需

求来改造自然界、占有自然界。这一点，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就已

经确认过了。社会的绝大部分物质财富，乃是通过人的劳动，按照人类

不同的需求尺度所创造的。因此，要满足人的需求、维持人的肉体和社

会存在，人类就必须要劳动已获得维持自身存在的劳动产品。

第二个规律可以表述为：社会劳动必须采取一定的劳动分配形式

来实现不同需要的满足。马克思在这里研究的乃是人类历史过程中所

表现的第二种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人的社会关系。而在

第一种必然性基础上考察第二种必然性，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表现为劳

动与劳动的关系。人们的劳动总还是为了某种需求而进行的劳动。因

此，第二种必然性不过是社会总劳动为了满足不同社会需要而进行的

分配，而这是在不同形式下完成的。应该说，没有这种形式，这种分配

本身就不可能存在，因此，马克思才说这些形式是这种自然规律借以

“实现自身的形式”。现实中不存在任何脱离这种特殊形式的劳动分

配的抽象体系。这种分配形式，要么以资产阶级的抽象劳动形式进行，

要么以具体劳动形式本身进行；也就是说，劳动的社会形式要么是资产

阶级社会中的抽象劳动形式，要么是非资产阶级社会之中的具体劳动

形式。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在于在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和商

品私人交换的社会状态中，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自身的特殊历

史条件和社会形式，从而“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①。在政治

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之中，马克思实际上是要研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

在私人占有和商品交换基础上所呈现出来的特殊历史规定。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的某些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见解直接构成了他所从事的政治经

济学批判的起点和内容，而只有在唯物史观的地基上，马克思才能对立

统一地去具体分析内含着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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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正是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而这个基础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

基础，它本身的证成也源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生。政治经济学批判

让唯物史观获得了丰富的内容和生命。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人类的

现实社会形式的发展规律才被深刻而具体地揭示出来。这样，唯物史

观才“深入到历史的一个本质性维度中”①去了。另一方面，我们从中

也能看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性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乃是具有原则

高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绝不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家站

在相同的地基上。这是一种基于唯物史观对人类具体社会形式的剖

析，它阐述了经济规律，不过是以批判的形式进行的，即它指出了这些

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形成条件、作用范围、形变方式、发展趋势、存在界

限，它在阐述经济学规律的时候也阐述了这些规律背后的东西。

因此，当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从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抽出来时，它是空

的；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其唯物史观中脱离出来时，它是盲目

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个理论的两个面相，好像书籍的

目录与内容，还似黑格尔理解的方法与理念；而在黑格尔那里方法乃是

特定内容的方法，“是对理念各个环节（矛盾）发展的特定的知识”②。

唯物史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始终不断处于“扬弃”自身的过程，因而

始终处在否认自己独立外观和外在基础的性质。它在这种“扬弃”中

成为实证科学，不仅为自己的存在赋予了意义，而且为政治经济学批判

赋予了生机。

（作者　 訾阳，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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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问题批判理论

文 学 平

人们通常认为批判性思维是哲学思维的核心，马克思许多著作的

标题都以“批判”作为其题眼。问题批判是批判思维的一个重要维度，

甚至可以说，问题批判是哲学分析的一项主要任务，因为不先行分析问

题的合理性及其解答条件，就不可能给出正确的答案。马克思高度重

视问题批判，但这似乎并未引起学者们应有的关注。

一、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是问题

马克思在针对赫斯的《就集权问题论德国和法国》的批判性文章

《集权问题》中讲：

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

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

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

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个问题只要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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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①

为了阐释上的方便，我们可将这段针对问题本身的著名论述改写

成一个简单的论证形式，并将其称之为问题批判论证：

（１）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

（２）每个现实的问题（ｒｅ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ｅｎ Ｆｒａｇｅ），都能得到

答案。

（３）因此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

（４）所以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

这个论证的前提及其结论似乎跟我们的常识正好相反：一是并非

每个问题都可以有正确的答案，不少哲学问题尤其如此，似乎许多哲学

问题的解答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二是问题易

提而答案难求，似乎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提出无数的问题，却难以

求得正确的答案；三是人们重视的是答案而非问题，因为问题不能直接

确定我们的信念并指导行动，而答案却可以。这是否说明马克思的问

题批判论证难以成立呢？或许不是。但这些常识性的看法却逼迫我们

对问题批判论证提供其得以成立的合理解释。

问题通常用疑问句来表达，但并非一定要用疑问句，疑问句也可以

不表达问题，比如修辞性的疑问句，但所有直接或间接的提问都可以表

达成疑问句的形式。提问的目的是要求得有助于释疑解惑的确切信

息。因此问题通常被描述为一种要求信息的基本言语行为，答案就是

被求得的信息。问题和答案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信息匹

配游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ｇａｍｅ）”②。提出特定的信息要求似乎是

相当容易的事情，而要找到与之正相匹配的信息却有可能是相当困难

的。这看似很对，但它忽略了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问题”的含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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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现实的问题”并不是指跟理论问题相对应的实践问题，否则马克

思的讨论就会显得文不对题，因为集权问题，即“‘国家权力应当从一

个点出发呢，还是每个省、每个乡镇应当自己管理自己’”①，无论这个

问题的表述是否正确②，它都可以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③。马克思所

谓“现实的问题”（ｒｅ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ｅｎ Ｆｒａｇｅ），即是真实的问题而

非虚构的问题，实际的问题而非幻想的问题，表述正确的问题而非错误

的问题，精确周密的问题而非不着边际的问题。因此“现实的问题”可

解释成“合理的问题”，或曰真问题。

澳大利亚哲学家汉布林认为真正合理的问题有如下三个预设。

（１）“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一个陈述。”④真正的问题要求回答问题的人

提供正好与之相匹配的信息，而信息的基本单位是命题，命题由陈述来

表达，我们可以用“是”“否”或其他词语作为问题的直接答案，但它们

只是相应陈述的缩略形式而已。当然，无需答者给出有相应信息内容

之回答的问题不是真正的问题。（２）“知道什么东西算作一个答案就

等于知道相应的问题。”⑤正如知道一个命题的内容就是知道这个命题

的真值条件一样，知道一个问题就是知道这个问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算是得到了解答，即知道解答条件，因而可以说“一个问题的意义等于

其解答条件”⑥，不知道一个问题的解答条件，就等于不知道这个问题。

５１１

马克思的问题批判理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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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Ｈａｍｂｌｉ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３６，Ｎｏ．３，１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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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一个问题的可能答案是一组互斥且穷尽的可能性。”①也就是说

一个合理的问题会将整个可能世界分割成相互不重叠的一些部分。因

而我们可以说问一个问题就是以特定的方式将可能世界分隔开来，比

如，一个可以用“是”或“否”来回答的问题，就是将整个可能世界分成

相互排斥的两个部分，恰好其中一个世界里的相应答案为真。这种关

于问题的看法有时被称作“汉布林图画（Ｈａｍｂｌｉｎｓ ｐｉｃｔｕｒｅ）”②。

如果“汉布林图画”大致是正确的③，那么马克思的问题批判论证

就是相当合理的。每个问题如果提得适当，那么它是可解的，并且至少

有一个直接的答案为真，否则就是题目出得不对或曰问题不合理。当

代问题逻辑的重要代表人物柯亨曾讲：“问题仅仅是命题函数（或命题

形式）。‘３加 ５的和是什么？’在逻辑内容上似乎等于‘ｘ ＝ ３＋５’。”④不

同类型的问题有着非常不同的变量。或许马克思在直觉上有着跟柯亨

同样的想法，因此，他认为合理的问题与答案的关系就如“非常精确周

密”的方程式与其答案的关系一样，“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

解出来”⑤。出一道精确周密的题目比求出其答案困难，小孩首先学习

的不是出题而是解题。出题者必须知道问题的准确含义；知道问题的

含义就必须知道问题的解答条件；知道问题的解答条件就必须知道问

题的预设及其可能的答案集。题目精确周密，对其前提和可能的答案

集理解准确到位，求出答案就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因此真正的困难不

在答案，而在分析问题。

批判的目的是消除谬误并获得真理，或至少为求得真理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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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真理性的知识就是跟合理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的正确答案。在柯林伍

德看来，真正的“思想单元”不是命题，而是问题与答案的综合体，“在

问答这两项因素中，提问活动更为重要”①，“除非我们知道一个命题所

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否则便不能说出它是真或假。”②因此对问题分

析或批判比对答案的分析或批判更为重要。

马克思的问题批判论证意味着每个精确周密的问题都恰好预设了

至少有一个直接答案为真，这正如一道好的代数方程式那样。如果它

没有正确的答案或者正确的答案不确定等，都意味着问题本身有问题。

如果通过问题批判而发现问题本身是合理的，那么批判的过程也就是

答案自我显现的过程。

如果每个合理的问题都至少有一个直接答案为真③，那就意味着

不存在真正的开放性问题（ｏｐｅ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或者说，所谓开放性问题只

是一些不大合理的问题，比如有模糊不清、前提虚假或根据不足的毛

病。但似乎哲学史上充满了开放性的问题，比如世界是一还是多？世

界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美？什么是知识？对这

样的一些问题，我们似乎不可能凭经验事实和逻辑推理而给出唯一正

确的答案，任何一个充分理解情况、理性而诚实的人都可以对这些问题

的任何答案提出质疑，甚至有哲学家论证说哲学的研究对象就只是开

放性的问题。④ 然而，休谟认为任何合理的问题都可以由经验事实的

推理或数学逻辑方面的推理而得出正确答案，如果这两方面的推理都

没有，那么它就是应被“投在烈火里”的“诡辩和幻想”⑤；维特根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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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认为合理的问题都是可能得到解答的，而开放性的问题只是一些

“无意义的”问题①。马克思显然赞同将开放问题扔进休谟式的“烈

火”或归为维特根斯坦式的“无意义”的范畴，因为“只要按照事物的真

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

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②。因此，关键是要通过彻底的问题

批判而揭示出问题的前提及其解答条件，经验事实和逻辑推理是能对

真正合理的问题给出正确答案的。

二、多种不合理的问题

马克思区分了真正的批判与庸俗的批判。庸俗的批判常陷入“相

反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它注意到事情之间的相互对立，“它到处发现

矛盾”；真正的批判是要解释事物之“矛盾的形成过程和这些矛盾的必

然性”，揭示矛盾的观念“在人们头脑中的内在形成过程，叙述它的诞

生过程”③。任何一个理论或观念都有其要解答的特定问题，“知识仅

仅来自对问题的解答，而问题必须是正确的”④，除非我们知道一个命

题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否则我们不可能清楚地理解它的意思，“两个

命题只有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时，才有可能相互矛盾”⑤。因此，以求真

除错为目标的批判必须从问题出发，揭示问题的“诞生过程”，消除不

合理的问题，提出“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⑥，并解答

它。在批判性分析的过程中解答合理的问题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识

别不合理的问题却需要敏锐的洞察和细致的分析，因而比较困难。

问题批判跟问题的前提预设直接相关，问题的前提预设直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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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问题是否可解以及问题的可能答案。如果一个命题为真是一个问题

有正确直接答案的必要条件，那么这个命题就是那个问题的一个预设。

比如，“你已经不再殴打你老婆了吗？”其可能的直接答案是“还打”或

“已不再打”。这两个可能的答案，如果有一个为真，那都必须预设：

“你曾殴打过老婆”。因此“你曾打过老婆”是这个问题的一个预设。

当然预设还有预设，比如“你有老婆”、“你已经不是儿童”、“你是个男

的”，等等。① 你可以说，“不，我从未打过老婆”，从而否定那问题的前

提预设，或者说“不，我还是个小孩”，从而否定那个问题的前提之前

提。问题的前提预设可以有语义预设、语用预设和语境预设，任何一种

预设出错，都可能导致不合理的问题，从而使得相应的问题在原本设定

的范围内没有正确答案。

归纳马克思的看法，我们可以将因前提预设有误而无法直接解答

的问题归为三种：一是幻想的问题；二是错误的问题；三是抽象的问

题。② 它们都不是真正的问题。

先说幻想的问题。③ 荷兰工人运动活动家纽文胡斯在 １８８１ 年的

信中告诉马克思，荷兰社会民主党人打算将如下的问题提交到即将召

开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上讨论：“社会党人如果取得政权，为了保证社会

主义的胜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首要立法措施应当是什么”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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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命题的逻辑预设，语言学家们通常用“否定测试法”来确定：Ｘ 预设
Ｙ，这意味着：（ａ）如果 Ｘ为真，那么 Ｙ必须为真，并且（ｂ）如果 Ｘ为假，那么 Ｙ
必须为真（参见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Ｌｅｅｃｈ，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Ｍｉｄｄｌｅｓｅｘ：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１９８５，ｐ．２７８）。判定问题的逻辑预设的方法也与此相似，但不是
变换命题的真假，而是变换问题的直接答案。然而，判定问题之预设的预设

“否定测试法”是完全适用的。

马克思卷帙浩繁的著作中有大量对不合理问题的批判性分析，本文无力深入

细致地进行全面整理、归纳和分类，只是粗略地将其罗列为此三种而已。

马克思很少直接使用“幻想的问题”这个词，但他在《论犹太人问题》、《德意志

意识形态》、《资本论》以及其他一些著作中对宗教上的幻想、哲学上的幻想、经

济学中的幻想有着大量的批判性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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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简称为“首要措施”问题，马克思直截了当地说：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提得不正确。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

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

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而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

着边际的，因而这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①

解答问题的因素或条件已经出现，相应的问题才能成为真正的问

题。“首要措施”问题问的是未来某个特定时刻应该马上做什么。如

果这样的问题现在能有一个正确的直接答案，那么我们就必须知道未

来某个特定时刻“既定的历史环境”。然而事实上我们不可能真的知

道未来某个特定时刻既定的历史环境，提问题者却有意或无意地在幻

想中预设了我们已处于这样的历史环境，或者至少能预先拥有相应的

知识。因此提问者陷入了双重幻想：一是对实际产生相应问题的历史

前提的幻想；二是对解答相应问题的知识前提的幻想。“首要措施”问

题相当于一个人幻想出了一个方程式，但这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

不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②。因此，对这种问题的解答只能靠“对

问题本身的批判”③。马克思对哲学、宗教和政治经济学中许多虚假观

念的揭露和批判，都或明或暗的是对相应问题的批判。

我们再来看错误的问题。马克思在 １８６５年 １月应《社会民主党人

报》编辑施韦泽的请求写了评价蒲鲁东文章，在评论他“最好的著作”

《什么是财产？》时，马克思写道：

这本书的缺点在它的标题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问题提得非

常错误，甚至无法给它一个正确的回答。④

什么是财产？蒲鲁东的这个问题在问一个超越时空、超越历史的

普遍问题，他没有针对特定的时代和地域而发问，也没有针对特定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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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０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４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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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关系或特定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而发问。蒲鲁东的提问显然预设了

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可解答的，因而至少有一个真命题是其直接答

案，实际上蒲鲁东的答案是“财产就是盗窃”①。这预设了财产范畴是

“预先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而不是“历史的、与物质生产发展一定阶

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②，或者说财产关系是“不受时间影

响的自然规律”③。然而这些预设都是非常错误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

超越时空的非历史的财产关系。“古代的‘财产关系’在封建的财产关

系中没落了，封建的财产关系又在‘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中没落

了。”④像自然规律一样不变的财产关系只是头脑中的虚构。作为财产

之实际形态的生产关系是原初性的，作为其法律表现的意志关系只是派

生性的，蒲鲁东在其提问和解答中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区别，而是将它们

“纠缠在一起”，因而陷入了“关于真正资产阶级财产的种种幻想”⑤。

最后来看抽象的问题。马克思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

及“创世说［Ｓｃｈｐｆｕｎｇｓｔｈｅｏｒｉｅ］”时提到了这样的问题，即“谁生出了第

一人和整个自然界？”⑥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创世问题，对这个问题，马克

思说：

我只能对你作如下的回答：你的问题本身就是抽象的产物。

请你问一下自己，你是怎样想到这个问题的，请你问一下自己，你

的问题是不是来自一个因为荒谬而使我无法回答的观点。⑦

提问者在想到创世问题时预设了自然界和人可以是不存在的，即

“把人和自然界抽象掉了”。一方面是潜意识中设定“它们是不存在

的”，另一方面又希望回答者“证明它们是存在的”。通过对问题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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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马克思给出了四种可能的出路：一是放弃无根据的抽象，从而“放

弃你的问题”；二是“坚持自己的抽象”，并将抽象“贯彻到底”，不但设

想人和自然界不存在，而且要设想连提问者“自己也不存在”，当然那

个创世问题也就不存在了；三是只设想自己存在，而设定其他“一切都

不存在”，这样提问者就成了存在论上的“利己主义者”，因为其设定不

可能为真，其问题也就是无解的虚假问题；四是改变问题，即只是问

“自然界的形成过程”，而非问是否存在创世者，倘若如此，那么自然界

和人就是“通过自身而诞生”的。①

马克思对宗教、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揭露出了思想史上大量

存在的幻想的问题、错误的问题和抽象的问题。它们都含有幻想的因

素或错误的因素，但它们之间还是有一些原则性的区别。幻想的问题

不仅仅是说其前提是错误的，而是说其整个问题都是毫无根据的虚构。

“首要措施”问题是幻想的问题，不但其前提错误，而且产生这整个问

题的历史环境都不存在。错误的问题是说其某个或某些前提是虚假

的，但并非是毫无根据的虚构，比如，“正义是什么”的问题假定了存在

非历史的、跨越所有生产方式的正义范畴，因而是错误的，但针对特定

历史阶段或特定生产方式而言，确实有正义是什么的问题，因而它并非

是幻想的问题，只是一个预设有误的问题，这正如蒲鲁东问“什么是财

产”一样。抽象的问题不是说某个问题抽象难懂，而是说提问者在提

出其问题时，由于抽象思维而将某个或某些基本事实给“抽象掉了”，

因而使得问题无法回答。马克思所谈及的创世问题源自如下的思路：

“你是你父亲和你母亲所生”，那么“谁生出了我的父亲？谁生出了他

的祖父？等等”，如果我们仅仅是抽象地盯着这个无限的过程，就可能

问出创世问题。② 这个问题的产生是有一定根据的，只是因抽象思维

飞得太高太远而陷入了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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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个问题与一切问题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处在无穷无尽地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联系之中，

事物的任何一个方面或环节也都处在跟其他一切方面或环节的相互联

系之中，因此任何问题都不能孤立地存在，它都必然直接或间接地跟其

他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在对问题进行批判、分析或解答时，我们既不

可能同时将注意力集中到所有问题，也不可能同时分析所有问题，甚至

不可能同时叙述出所有的问题。因此，马克思在 １８５８年 ４月给恩格斯

的信中谈到“资本一般”的写作纲要时说：

假定工资总是等于它的最低额。……其次还假定：土地所有

制＝ ０，就是说，对土地所有制这一特殊的经济关系在这里还不加

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在研究每一个别关系时不致老是牵涉到

一切问题。①

“资本一般”只是现实的资本的理论抽象，即便是现实的资本也只

是经济关系中牵涉到社会总体的一个环节。马克思考察资本时将工资

抽象成了“它的最低额”，即劳动力的最低价值，将土地所有制抽象掉

了，即对它“不加以考察”。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工资显然并非总

是等于“它的最低额”，土地所有制也肯定要影响资本的运动。在解答

有关资本的问题时，马克思作出了这样的一些“不符合事实”的预设，

其要解答的相关问题是否也就成了幻想的问题、错误的问题或抽象的

问题呢？这涉及我们如何看待抽象。

在哲学史上，抽象通常是指“从不同事物中抽取出共同的东西，撇

开其他不相关的属性，从而形成概念或观念（抽象观念）的心智运

作”②，或者说，抽象是“辨认事物或现象之本质特征及其关系的推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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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也指进行概括、提出定律和理论的推理活动”①。因此知觉、概念

化、判断、推理等认知活动都是在不断地进行抽象。抽象力本身是非常

根本的认知能力。可以说，离开了抽象就没有任何知识，当然也不会有

任何谬误。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版序言”中讲：“分析经济形式，

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

替。”②当然不仅仅是分析经济形式是如此，分析任何社会现象都是如

此。即便是可用显微镜和化学试剂的地方，依然要以一定的抽象力为

认知前提，否则就不可能得到一般化的概念，更不可能得到规律或定理

之类的认知结果。

有学者曾指出，马克思的“抽象”范畴实际上有四种含义③：一是指

心智活动，即作为动词的抽象，我们的心灵将世界分解为我们能把握的

一些方面、要素或环节；二是这种心智活动的结果，即作为名词的抽象，

我们在思维中形成关于事物的一些规定性；三是指一种不合适的心智

活动及其结果，如德国意识形态家们对世界的错误抽象；四是指货币、

资本、地租等“实在的抽象（ｒｅａｌ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④，即马克思所说的“个人

现在受抽象统治”⑤的抽象。前面两种用法就是通常所认为的作为根

本认知能力的抽象⑥。第三种抽象是各种谬误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这

种抽象很可能带来诸多抽象的问题及其相应的错误解答。概括性地说，合

理抽象与不合理抽象的界限在于“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⑦，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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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界限之内的抽象就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抽象涉及范围、层

次和角度三个方面①，任何一个方面超越“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

况”，皆是错误的抽象。比如蒲鲁东直接问所有权是什么，这在时空范

围的抽象上是不对的，因为“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

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②。因此蒲鲁东进行

抽象的范围过宽。然而，李嘉图在货币和地租问题上的抽象，却是时间

范围太小③；边沁在人性问题上也是犯有抽象范围太窄的错误④。在

同一范围内，又有不同的层次，比如个人的层次、阶级的层次、资本主义

的层次或整个社会的层次等；在同一范围同一层次又有抽象的角度问

题，比如资本和劳动就被看作是“同一关系的表现，不过是从这种关系

的不同的两极出发而已”⑤。

正因为抽象的范围、层次或角度不对，所以“产生了关于‘实体’和

‘自我意识’的一切‘神秘莫测的崇高功业’的问题”⑥。所以“抽象”又

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抽象与唯物主义的（马克思

主义的）抽象⑦。唯物主义的抽象是要严格地依照事物本来的面目进行抽

象，比如，马克思说：“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

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⑧对于经抽象活动而

来的概念、特征、关系或一般法则，如果我们将它们预设为独立的存在

物，或将它们预设为可以同事物的其他特征或关系割裂开来的东西，就

会成为唯心主义的抽象，因而陷入空洞的形式、无用的思辨或主观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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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问题时，为了避免分析每一个别关系都“老是牵涉到一切

问题”的烦恼，就必须要靠心灵的特定抽象活动，将我们的注意力和分

析的重心聚焦在特定的范围、层次或角度。为此，我们必须区分实质性

的预设与工具性的预设。

（１）主体 Ｓ的问题 Ｑ实质性的预设了前提 ｐ，当且仅当 Ｓ在提出或

处理问题 Ｑ时，有意或无意地确实认为 ｐ 为真，而非只是有意识地暂

时将 ｐ当作像是真的那样来对待问题 Ｑ。实质性的预设并非一定是有

意识的预设，可以是无意识的预设。

（２）主体 Ｓ的问题 Ｑ工具性的预设了前提 ｐ，当且仅当 Ｓ 在提出、

分析或解答 Ｑ时，有意识地将 ｐ当作好像是真的那样来对待问题 Ｑ，而

非真的认为 ｐ为真。工具性的预设只是一个暂时的工具而已，它一定

是有意识的，不可能是无意识的。工具性的预设是临时的，当对问题 Ｑ

的处理进入到更加细致、更加具体的阶段时，原来预设的前提 ｐ会有意

识地被清除掉，在原来的预设下可能造成的误解会得到澄清，这属于研

究方法的辩证法。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一般时，有意识地预设“工资总是等于它的最

低额”和“土地所有制 ＝ ０”。这些预设只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的

而暂时使用的思维工具，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一般的分析并没有因为其

预设不切实际而陷入幻想、谬误或不合理的抽象。

在马克思看来，整个世界是一个有着复杂内在联系的有机体，当然

人类社会也是一个有机体，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内在关

系决定了事物本身，即关系决定了关系项是什么。我们对有着内在联

系的事物进行分析，必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马克思讲：“给资产

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

番”，要想将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或范畴来下定义，“这只能是

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①再如，马克思说“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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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社会”①，“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

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②，等等。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本体

论决不是单纯的物质本体论，也不是实践本体论或社会关系本体论，而

是内在关系本体论。整体的内在关系决定部分的存在、性质和功能，部

分是整体的表现形式，部分之间的内在关系造就了整体的结构③。因

此，逻辑上讲，要彻底知道任何一样事物，就必须知道一切事物，要彻底

弄清一个问题，就必须牵涉到一切问题。要搞清所有权这个范畴，就等

于要搞清楚“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要搞清人是什么的问

题，就必须搞清楚劳动、自然界、社会、国家，即弄清人的整个世界。为

了避免提出或分析任何一个问题都必然要牵涉到一切问题而带来的思

维困境，马克思的方式是诉诸合理的抽象来使问题得到简化。

四、问题的解答就是问题批判

问题的答案可以分为直接答案和纠正性的答案。当问题的全部预

设完全合理，能径直给予解答时，我们就可给出直接答案；当问题由之

而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预设有不合理之处，不能径直求解时，我们就只

能给出纠正性的答案。但无论给出哪种答案，其合法性都依赖于对问

题本身的批判性考察。批判不只是说问题不是如此或预设为假，而是

要将被遮蔽起来的种种前提预设带到理性的法庭上进行审判，使得原

本正确的东西闪耀出理性的光辉，或者让我们对习以为常的谬误感到

震惊，从而果决地走向真理。福柯曾说：“批判所关心的不是说事情如

此是不对的。批判所要指出的是，基于何种预设，基于何种熟知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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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挑战的、未考虑过的思维方式，我们接受了惯常的做法。”①因此，

我们对不合理的问题只能给出纠正性的答案，答案的内容就是问题批

判的内容，即问题的解答本身就是问题批判。

因此，针对纽文胡斯谈到的“首要措施”的问题，马克思说：“对这

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②；针对蒲鲁东的什么

是财产的问题，马克思说：“对这一问题，只能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

批判性分析来回答”③；针对创世问题，马克思说：“放弃你的抽象，你也

就会放弃你的问题”④；针对哲学是否应该在报纸上讨论宗教事务的问

题，马克思说“只有分析了这个问题，才能得出答案”⑤；针对犹太人问

题，马克思说“对犹太人问题的批判就是对犹太人问题的回答”⑥，如此

等等。可以说，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非常

根本的层面都是通过批判问题本身而对大量不合理的问题给出纠正性

的答案，而非在接受既定问题及其前提预设的基础上给出另外的答案。

马克思对不合理问题的纠正性解答不外两种：一是修正问题；二是取消

问题。

先看修正问题的情形。通过前提批判而将不合理的问题修正为合

理的问题，然后加以解答，这是马克思常用的问题解答方式。比如创始

问题，也可以通过前提批判而将原来的问题逼问成了：“我并不想设定

自然界等等不存在；我是想问你自然界的形成过程”⑦。又如，蒲鲁东

提出的什么是财产的问题，这本身是无法回答的，但通过前提批判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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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它修正成多个合理的问题：古代的财产关系是什么？封建的财产关

系是什么？现代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是什么？① 通过这样的问题修

正，就避免了将所有权看作是预先存在的、永恒的东西。问题的修正绝

不等于将一个合理的总问题分解为更容易解答的一些细小问题。合理

问题的分解，其先决条件是，它的前提预设是正确的，问题是可解的。

修正问题的过程就是对旧问题进行批判的过程，纠正旧问题中幻想的、

错误的或不切实际的前提预设，修正后的问题应该是置于正确前提之

下的新问题，新问题必须是有正确的直接答案的问题，否则旧问题的修

正就尚未到位。修正后的问题必须满足前提预设无误、解答条件具备

等要求。柯林伍德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至

善”、“什么是艺术”之类的问题，“都是含义不清的混成短语，它们包含

了许多可能的问题，却没有真正表达出其中任何一个。”②这个看法跟

马克思的问题批判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这些问题本身是

不合理的，我们必须借助问题批判的方式，消除错误的前提预设，重

新将它们修正为一系列可解的合理问题之后，我们才能获得真理性

的答案。

再看取消问题的情形。问题的取消可分为积极的取消与消极的取

消。问题的积极取消，即批判使问题本身变得“毫无思想内容而被取

消”。比如，“哲学也应该在报纸的文章中谈论宗教事务吗？”③我们可

将它简称为“报纸哲学”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这个旨在攻击哲学的问

题预设了：哲学在性质上不适合报纸，因为哲学“追求体系的完满，喜

欢冷静的自我审视”，而报纸“反应敏捷、纵论时事、仅仅热衷于新闻报

道”④，因此“哲学并不是报纸读者的精神粮食”⑤。倘若无此预设，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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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产生“报纸哲学”问题。对该问题，马克思直接针对其预设雄辩地

阐释了哲学的性质。“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

华”，哲学必然会“同自己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哲学正在世

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客观事实很清楚地说明，“哲学已进入沙

龙、教士的书房、报纸的编辑室和朝廷的候见厅，进入同时代人的爱与

憎”①。因此哲学当然是报纸读者的精神粮食，哲学在性质上也适合报

纸。但仅仅批判前提的虚假性还是不够的，真正的批判还需要揭明虚

假预设得以产生的原因：“一个人由于自己才疏学浅是会误解哲学

的”，而哲学却宽容那误解，因而对哲学的“消化不良”反而成了“反对

哲学的理由”②。在阐明前提的虚假性并揭晓形成虚假前提的原因之

后，马克思立即说，“关于应该不应该在报纸上讨论哲学和宗教这个问

题，由于问题本身毫无思想内容而被取消了”③。这即是说，如果将那

问题置于正确的预设之下，那么它就毫无思想内容可言了，因而不值一

提，更无须再给予明确解答。前面谈到的“首要措施”问题亦属于

此类。

问题的消极取消即通过批判而让问题“自行消失”。比如，马克思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谈到了布鲁诺所

说的“自然与历史的对立”问题，这个问题预设了：好像自然与历史“是

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好像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

的历史”④。但这个前提预设是幻想的产物。“如果懂得在工业中向来

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与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

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那么上述问题也就自行消

失了。”⑤因为一旦明白历史和现实都与这个问题的预设相反，那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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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正如有人问飞马奔跑的速度有多快，你只需

要告诉他飞马根本不存在，那问题就会“自行消失”一样。前面讨论到

的创世问题也可以通过前提批判而让问题消失。

（作者　 文学平，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教授）

１３１

马克思的问题批判理论



在《正义的理念》中发现马克思

———一种对阿玛蒂亚·森的批评

刘　 科

作为当代西方世界极具理论深度的学者，阿玛蒂亚·森在经济学

和伦理学方面的探讨深受国内外学界重视，尤其是他对广大发展中国

家是中国的问题保持了浓厚的兴趣。森认为他的理论深度源于对马克

思的了解和借鉴，他自称，“马克思的理论教会了我认识最为可怕的不

平等也许隐藏在我们看到那些规范和正义的幻想背后”①，一些研究也

指出森在实质自由、个人及社会发展方面的见解都同马克思有着惊人

的相似。尽管森从来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理论轨迹也极具多

样性，但本文希望通过指出森对马克思的误解和偏差，呈现当代西方主

流学界借鉴马克思理论的一个伦理学面向。当前国内研究多集中在森

的正义原则与马克思正义原则的区别上，但本文更侧重评价森在《正

义的理念》中建构正义理论的几个基本要素：对人的自我认知，理智的

能力、社会认同和选择，森自认为对这三个方面的思考受到马克思的启

发。而本文试图表明，正是对基本要素的理解偏差导致了森在分配正

义理论上无法触及马克思的深度，并尝试在上述解读的基础上建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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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马克思关于分配标准的可能对话。

我们认为森和自由主义阵营的正义理论家们都预设了一个基础的

事实，就是正义能够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达成的。尽管森希望运用

马克思的方法，但却永远无法触及马克思的深度，对马克思来说关于正

义的讨论只有通过批判和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完全发挥了它解释的力

度。本文试图论述以下问题：第一，森的正义理论主要是在哪几个部分

运用了马克思的遗产；第二，森在上述几个部分的运用分别受到当代学

者的哪些批评和质疑；第三，如何理解森的正义理论无法触及马克思理

论深度。

一、森对马克思理论方法的赞同

森的正义理论中出现的马克思其实是来自分析的马克思的传统，

森对正义理论的关注恰以当代西方分析马克思主义兴起为背景。西方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之前

由卢卡奇、葛兰西和科尔施为代表的对马克思理论的拓展，接下来是

５０年代至 ７０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鼎盛时期，以结构主义、存在主义

的马克思以及同时期声势浩大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为特色，而第三

个时期则从 ７０ 年代至今兴起的以英语国家学者为主用分析哲学的方

法展开的对马克思的讨论。这些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多与英美主流

学术圈有密切交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牛津大学的柯亨，毕业于牛津

的埃尔斯特以及耶鲁大学的约翰·罗默。对于森的理论方法，罗默曾

评价道：“它是受到马克思式的问题启发，运用了当代逻辑学和数学模

型的建构方法”，并且“不加掩饰地满足抽象化的需要”①；相应的，森

也对马克思理论最伟大之处，即关于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而建立社会主

义的理论进行了抽象讨论。事实上，马克思被森归到所有曾经在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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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范围内讨论正义的改革者中，这一做法反倒让马克思显得格外平

庸，显然是对马克思的误读。

森的研究进路：对于启蒙以来的思想，森认为有两种不同的研究进

路，一类是社会契约论式的构想，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霍布斯、洛克、卢梭

和康德。而第二类则由持有更加多样性的方法，比如他们关注行为、社

会相互作用、制度建构等各个方面，例如亚当·斯密、边沁、马克思和穆

勒等人。以第一类方法而论，森指出这是一种超越性的制度主义，因为

它试图为一个社会建起一种正义制度的安排并且囊括两个方面：一方

面是试图寻找一种完美正义而不是在正义和不正义之间进行比较，另

一方面是找出一种达到完美的正确制度的类型而不是考察那些现有的

可选择的方法①。相比之下，森更赞同第二类的方法，它们运用的是

“关注现实的比较”方法，不是限制在某种超越主义的分析之中，而是

在现存的各种社会中进行比较进而寻找更可能的新方法以去除现存世

界中的不公正②。森声称两种进路的差异是显著的，并且正是这种以

罗尔斯为代表的这种契约式方法占据了当代政治哲学，当然还有德沃

金、大卫·高契尔和诺齐克。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罗默对三种不

同的自由主义理论都展开过批判，罗尔斯代表的平等主义、德沃金代表

的运气平等主义以及诺齐克代表的极端自由主义，虽然森并不是一个

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罗默是赞同他对现实制度进行比较的探讨。

森认为自己运用的是比较的方法并指出他的《正义的理念》的目

的“是力图用类比方法考察社会事实的可实现的基础，以研究正义的

进步或者倒退”③，在这句话背后森认为明确一个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对存疑的事物始终保持警惕：其一，寻求先验

主义探索绝对制度的方法是否具有可能性，“正义的本质即使是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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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和开放的慎思的条件下也可能是无法达成一致的”①；其二，实践

的理性能力是一种与实际选择相关的理性能力，这种思考工具在一定

程度上只是要求人们对各种可行的正义方案进行比较，并不是去发现

一个不存在的或不可能被超越的完美状态。从而，森认为上述两点决

定了，合适的做法是把探讨问题的出发点从抽象制度和规则转到具体

社会中现实正义的实现。可以说，森从一开始思考的是“如何推进正

义”而不是一般意义上自由主义争吵的“什么才是绝对的正义制度”。

如何看待理智：关涉理论的出发点，森特意纠正人们一直以来对慎

思的理性所产生的误解。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主流思想至少将理智

（ｒｅａｓｏｎ）的思考放在主导地位，在非理性普遍存在的世界中，理性总能

占上风。森认为，人们能够凭借理性就获取真理和明确的道德判断，这

种想法的确过于乐观，因而理智的思考本身能给人们带来什么是需要

质疑和澄清的。尽管理智在人们的道德判断中至关重要，但理智是否

因此就使人们在慎思中获得真理？答案是，理智显然做不到上面任何

一点。既然如此为什么理智如此重要，森的主要论点在于理智的思考

虽然“不能确保一定能得到正确的判断，但它能使我们尽可能地客

观”②。森通过检视理智的慎思进而展示了明确的态度，他的第一个回

应是，即使那些基于非理性的活动在其背后仍确实地存在着某些“原

始的和对事实曲解了”的理由。他希望坏的推理可以通过融入更多理

性思考而被逐渐呈现出来，从而产生同好的推理进行比对的状况。第

二个回应则是，理智是否普遍存在于每个人的推理中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如果我们在一个非理性的世界里要理解正义，理智则有助于我们认

识各种合理立场，并更加客观地进行对比和思考，“理智思考的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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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正义”①。

尽管森从道德论证方法出发对思维工具的分析极具启发性，但是

他在《正义的理念》的实际论证中提供了一个综合了各种思想家理论

的广泛诉求，既体现了他的特点但也成为他的缺陷之一。森在他正义

理论中既接纳和认同了马克思，但又同时融合了其他资本主义制度范

围内讨论正义的思想家，这看起来有些古怪。马克思同这些思想家存

在很大差异，但森认为他们的共同点都在于试图建构一个更为正义的

社会，但仅就这一点能作为森把它们简单归为一类的理由吗？尤其是

当森把马克思同穆勒和边沁的思想放在一起比较，考察是哪些要素建

构了一个正义理念，更显得不可理解。众所周知，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

提到穆勒并不多，凡是提到的时候通常都以一种讥讽的方式来对待②，

并且尽量少地牵涉进穆勒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穆勒解释并推进了资本

主义，对穆勒采取一种讽刺式地称赞，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才智最为

出众”的学者，他的贡献在于证明了“中产阶级有多么扁平而乏味”，

“穆勒先生凭他惯用的折中逻辑，懂得既要赞成他父亲詹姆斯·穆勒

的见解，又要赞成相反的见解”，马克思在这里指责他持有矛盾的观

点，嘲笑他“以当代的亚当·斯密自居”，而事实上他在政治经济学方

面的工作是“既不广也不深的独创性研究”③。

边沁进一步受到了鄙视，因为马克思把他斥为“陈词滥调的平庸

制造者”，彻底拒绝了他的功利主义原则，因为它“假定现代小资产阶

级，特别是英国的小资产阶级是普通人”。通过将功利主义原则应用

于人类，边沁没有意识到他首先需要处理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性，然

后才是历史上每一个时期所修缮的人性”。马克思认为边沁是“资产

阶级愚蠢”的缩影。森希望采取一种折中主义，因为他想要一个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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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识和包容性，从而使他的正义理论变得切实可行，所以他简单地把

马克思纳入马克思所反对的那些思想家之中（而森是不会接纳马克思

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结论的）。当我们接下来讨论森对马克思关于

身份和社会选择的讨论时，这一矛盾则进一步加剧了。

二、认同和社会选择

对森来说，马克思意识到阶级分析是重要的，但它需要通过承认人

们是一些社会群体的成员来加强。森对人的社会认同的思考提供了两

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马克思对人的思考是基于他具体的社会关系和身

份的。森引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指出的，德国统一工人党

的错误在于，它只把工人当作工人，“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任何东西”①。

森借此着重说明，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个人

的思考、选择和行动只是研究实际上发生的事情的起始点，重要的是接

下来要考察社会对于人们的行动与思考产生的广泛且深远的影响。当

一个人思考时，他首先作为他自己而不是他人在思考———但是在不了

解他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身份的情况下，就很难理解他的选择、行动和思

考。因而从这个意义上，人的思想和行为不可能是独立于他所在的社

会境遇的。

森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马克思的社会认同思想应该包含着对人

的多种身份的理解。森把马克思的真知灼见与当今时代的氛围能够联

系起来，一个人仅仅被纳入一个社会类别，而排除其他可能的社会类

别，不去理会他是穆斯林、犹太人还是别的群落这种单一归类的做法都

是不合适的。然而森认为：“个体具有不同的多重身份、多重从属关系

和多元关联，是典型的具有不同社会互动类型的社会生物。”因此，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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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视为某一个社会群体的一员会忽略“世界上任何社会的广度和

复杂性”①。

那么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必然是在社会关系的

进程中发生的。森在文中对马克思深表赞同，马克思对个体的论述是

着眼于这样的社会事实和宏观整体。但森把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性本

质的讨论变成了他的方法论前提，因此森更注重对个人选择在道德哲

学上的理解，他认为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中虽然并没有

谈论到个人选择的问题，但他明确的指出自我是一个社会自我。森就

是将上述观点作为方法论为自己的可行能力做出了马克思式的解

释———尤其是他强调他的可行能力探讨绝不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个人

主义”。尽管森的可行能力方法确实是从个人能力来看待发展，这个

出发点虽然是个人的，但并不表示个人是脱离了社会背景和生活关系

的个体，这关系到研究一个人的选择行动时，到底是抽离于社会的还是

深受社群以及社会价值因素影响的。而森很清晰地指出后者才是他赞

同的，而如果论证基于“人的思想和行为独立于其所处的社会的不合

理假设”，那就无异于把“令人惧怕的怪兽”引进房子②。森还进一步

援引了约翰·埃尔斯特对于马克思的理解：“首先要避免是将社会作

为相对于人的抽象物进行重建。”③

但是，埃尔斯特的出现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论。正如埃尔斯特解释的那样，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概念意味着“所有

社会现象———它们的结构和变化———在原则上都是可以解释的，而且

只涉及个人———他们的财产观念和行动”，从而形成了“一种还原论的

形式”④。这意味着，所有社会现象必须通过个人思考、选择和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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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获得解释，从而应该简化为对个人主义的视角的研究。我们认为，

森一方面引用埃尔斯特对马克思的理解来印证自己是非个人主义的，

但同时却忽视了埃尔斯特刚好就是一位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学者。

当然无论是什么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对马克思来说都是错误的，因

为个体绝不能被孤立地理解，否则他们就会成为亚当·斯密和大卫·

李嘉图式的假设———他们以为抽象的个体才是一种“真正的”理解，而

并没意识到人的真实本质：社会存在物。斯密和李嘉图以这种方式把

个人想象为非社会性的原子，这些原子式的个体是由封建主义发展到

工业资本主义所产生出来的。

那么这就涉及某个群体能否作为一个思考主体的问题。森认为他

通过运用马克思关于人的多群体的身份解决并超越了斯密的抽象个体

主义。但同时森认为只有个体才是关注社会正义的，实践推理是由个

人而不是群体的做出的，群体并不以个人思考的方式来进行推理①。

森的理由是，群体成员身份会影响人们对正义进行推理和审议的能力，

因为它归属于人们彼此合作的层面，而这一点可能会对他们慎思的能

力造成限制。甚至当人们做出决定时，某种群体身份就将他们从他们

身处的具有复杂体系的世界中分离出来，反倒会强化不公正的现象。

正如将还原论归结为个人是不正确的一样，将个人归为某一个群体的

成员也同样是不合理的。在这里森刚好陷入了马克思批评过的鲁滨逊

式的个人主义。实际上我们认为森对个体和群体关系的理解是有问题

的，他把个体和群体作为两种事物僵化地分离开来，实际上“提出了一

种错误的二分法，因为他用并非辩证的理解看待自我，而辩证地来看，

自我是在许多对世界的不同解释中来运行和作用的”②。至少在对个

人选择行为的本质理解上，森忽视了马克思的辩证思考的维度。

接下来，森基于前述对理性、身份认同和个人选择的澄清，试图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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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纳入社会选择理论的传统中去。他认为，社会选择理论的价值

在于，在选择可供替代的社会形态中格外关注社会判断和公共决策的

理性基础。从孔多塞到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影响了他自己的“对不同

社会现实进行评价比较”的方法并且“在这方面这与比较传统有相似

之处”①，马克思和亚当·斯密、边沁、穆勒一起被认为是比较传统的成

员。但我们的疑问是，森并没有解释这是如何与马克思相关的，即使社

会选择理论的传统聚焦于选择的问题，但在没有质疑理性的概念以及

个人选择的社会本质的情况下，很难解释或证明马克思属于这个传统。

这是森假定的一种合理性，但在资本主义的结构之中，当面对阶级特权

和利益的意识形态时，这种合理性就会消失。

三、客观的幻象

森在《正义的理念》中提出了人们观察的位置以及由此引起的对

幻象的讨论，他这一点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和启发。在寻求正义以及排

除非正义的根基时，有必要考虑到一种认识论上的对人们位置视角的

超越。② 森认识到要根除不正义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人们不总能理

解发生在他们眼前的事其中的实质是什么，因为人们不能超出自身眼

界的限制。森通过太阳和月亮看起来一样大的例子来解释“观测位置

的变化”。他认为这是一种位置立场，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得出太阳和

月亮一样大的观点是来自地球的位置。处于相同位置的不同人都可以

证实这一说法。但另一个人在地球之外观测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太

阳和月亮在大小上看起来不相似，而这个因为位置变化带来的观点与

之前的说法并不矛盾。这就是“位置的客观性”。

森认为，“位置的客观性”意味着在观察位置固定的情况下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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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稳定性，而这与从不同位置观察到的结论是并不冲突东西的①。

在这里不同位置产生不同结论，以及不同人在同一位置做出相同观察，

从两个方面而言都不能说是主观的。因此，观察性陈述不一定是关于

一个人的心理活动的陈述，因为它也建立了物理上的性质，是独立于任

何人的思想的。对森来说，种位置客观性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有所不

同：例如，以关系为基础的个人责任，比如优先考虑自己的孩子，忽略其

他孩子的需要。尽管如此，一个更好的正义理论要求必须克服这一限

制，并尝试采取“客观的无偏狭”的方法。这就需要人们认识到，在与

自己的子女进行决策时，也要考虑到他人的子女。森指出，这涉及对世

界的“位置独立”或“换位理解”的探索，就超越了位置偏见和局部的

偏好。

森解释说，即使采取立场独立的观点，在实现无偏见的理解上仍然

存在障碍。人们会发现很难超越他们被位置限定的想象力，例如，“在

一个长期以来一直让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中，这成为一种文化规

范和一种被接受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一些女性会通过错误地解读当

地的观察来接受自己的从属地位。”②应对这一问题的一种方法是考虑

一个不同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女性被允许蓬勃发展而不是受到歧

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采取一种“公开公正”的立场，森在这里运

用了亚当·斯密的“公正的旁观者”概念，也就是通过远处和近处不同

的视角切换来理解（尽管森对斯密的理解有误，但本文在此不再赘

述）。当然森也提到了事实上克服偏见可能会有严重的困难，但位置

客观性提供了一种“科学贡献”，至少它通过交换位置的方法，而不是

通过某种超越的理解，揭示了人对自身处境中观察到事物的错误理解。

森认为，位置的客观性就是用来解释被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使用的

“客观幻象”的概念。他认为，“客观幻象的概念”不仅出现在马克思的

１４１

在《正义的理念》中发现马克思

①
②

参见 Ｓｅｎ，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Ｐｅｎｇｕｉｎ，２０１０，ｐｐ．１５７－１５８。
Ｓｅｎ，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Ｐｅｎｇｕｉｎ，２０１０，ｐ．１６２．



哲学著作中，也出现在《资本论》第 １卷和剩余价值论中①。他指出，马

克思主要关注的问题之一是，如何证明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上所谓的

公平交换是一种假象，尽管工人们事实上“被剥夺了他们所生产的产

品的部分价值”，他们却认为不是这样的。所以在森看来，这“一个客

观的错觉……”就是一种位置的客观性观念，事实上，就转换位置的判

断（ｔｒａｎ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而言，所谓公平交换的观念实际上是错误

的。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森引用了柯亨在 １９７８年写的关于客观幻

象的阐述。柯亨提出，从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当人们面对

空气的构成和天体的运动时，感觉会误导他们。比如说视觉体验，“正

如我们能客观地看见海市蜃楼，而不是幻觉，如果一个人在正确的条件

下看不到海市蜃楼，那么这个人的视力反倒是有问题地，因为他们的眼

睛没有注意到远处灯光的闪烁”②。

森从这个讨论中推断，这些观察是实证客观的，但相对于其他更令

人信服的真理标准方面仍然存在误导或错误，这些标准可以通过超越

位置的观点来说明。③ 森总结道，马克思对“客观幻象”的使用主要是

为了阶级分析，用来进行阶级分析的工具启发他开始研究所谓的“错

误意识”。我们发现，森提到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后马上就转变了话题，

而是接着“客观幻象”的话题，通过当代弱势群体的健康状况这一现实

中发生的客观错觉来印证他的观点。

然而，马克思从未用“错误意识”这个词来理解森所说的客观错觉

的本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可能要对这个概念的提出负责，至少是

阿尔都塞的有关阐述让很人们误以为这是马克思本人的解释。而且如

上所示，森对马克思的理解很大一部分来自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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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亨的论述。

在如何发现和纠正非正义这个问题上，我认为错误意识只是一种

分析式的抽象概括，因为正如艾伦·伍德所说，马克思并不认为有一种

凌驾于任何社会制度之上的某种先验之物。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

说，“正义根本上就是一个与法律和依法享有权利相关的概念”①，尤其

是法权概念是在某种制度体系内部生成的，而正义的实质内涵和相关

解释乃基于这个社会的法律关系，从而最终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生产方

式。也就是说，正义概念描述的是行为或制度与生产方式的匹配，而不

是与某个外在标准之间的匹配。马克思放弃了关于正义和规范伦理的

争论，而是科学地解释了剥削和压迫是如何在这个体系中形成的②，这

至少说明了，马克思关心的根本问题是生产关系以及它生成的阶级差

别。在我们看来，马克思对于错误意识的阐述也是由这样一种体系的

考察批判而来，抽离了他所关注的实质问题而单独讨论视角和位置的

客观性并不是马克思的初衷。因而，对森这样一位在当代西方自由主

义理论中堪称思想深刻、体系宏大的理论家而言，如果想用马克思来支

持他的理论，那么他的分析需要一开始就关注资本主义生成关系固有

的这些特征和结果。但森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才认为森只愿意

关注位置客观性的做法，不仅没有触及马克思的理论深度，而且还破坏

了马克思为创造一个更公正的世界而提出的实质建议。

森更愿意关注位置客观性，可能在于他需要为公共理性的推理建

立一种客观前提，因为位置立场对于人们试图理解正义诉求巨额运用

公共推理的过程中具有特殊作用。他指出，公共推理在实践中是有限

的，因为人们可能会误解他们生活的世界。森认识到，特别是当“位置

性的强大影响在社会理解中扮演模糊角色”，在试图评估正义和不公

正问题时，位置性的作用是“解释系统的和持续的幻觉的关键，这些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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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可以显著影响—和扭曲—社会理解和对公共事务的评估”①。

事实上，一些学者指出森把客观的位置性（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看的过于

重要了，且在这方面过于简单、乐观，他不理解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一个

人的客观位置性是另一个人的客观幻象。学者伊恩·弗雷泽列举了英

国首相卡梅伦在应对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时所采取的方式。英国通过大

幅削减公共开支和公共服务，以削减预算赤字，但结果造成了大量失

业，尤其是使社会中最脆弱的人群面临严重困难，这是一个明显不公的

例子。但卡梅隆这些政策的口头禅是“我们所有人都在一起”，必须为

了国家利益而忍受紧缩。然后，在一个普遍恳求和同情的媒体中，这被

作为一种传统智慧而永垂不朽。② 在许多更开明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和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么做并不是应对危机的唯一方式。但在媒

体的帮助下，卡梅伦的“位置”的强大影响力无疑掩盖了许多其他立场

的“社会理解”。

我们认为，森希望通过“拓宽可供评价的信息基础”来强化位置性

从而克服位置错觉，但却忽略了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

力量，它是与马克思的阶级问题分析互为因果的。对马克思来说，任何

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③。马克思揭示贯穿资

本主义的客观幻象，以它的实际运作方式，揭示了资本社会制度中的阶

级本质。马克思的批判表明，强权者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可以隐藏自

己的行为，同时让人觉得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其他人的利益。我们在英

国紧缩政策的案例中看到的是意识形态，它在服务于资本尤其是金融

资本时并不仅仅是森所说的可以轻易转换立场的位置客观性角色。实

际生活中的公共推理永远不会让卡梅隆和他的继任者改变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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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义再分配

马克思的思路最终影响了森关于什么构成了社会上的公平分配的

讨论，但是这种结构性的宏观思考反倒集中暴露了森在之前的几个基

本上的弱点。森指出，马克思认识到《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讨论存在

“不可避免的冲突”，一方面是消除对劳动者的剥削，另一方面是根据

需要分配①。第一种情况关系到什么可以被视为“获得最终努力成果

的正义”；第二种情况则涉及分配正义的要求。所以马克思理论的重

要性在于他承认这两种正义主张的相互矛盾之处，而冲突也是森自身

理论的主要特征之一。森以三个孩子安妮、鲍勃和卡拉为例探讨了这

个问题———他们为谁应该得到长笛争吵不休。② 但长笛的例子是先天

就有问题的，因为它排除了资本主义世界以及所有属于那个系统的各

种权力关系，毕竟现实中的分配决定都是由这个系统做出的。所以一

些学者批评道，森对高度抽象和假设的例子的使用往往缺乏说服力，他

的理论较少与现实世界中的具体现实相联系。③ 长笛讨论就表明了他

的这种抽象方法的内在逻辑和假设。

森为每个用笛子发声的孩子思考了各种各样的场景：鲍勃，他比其

他人贫穷；卡拉，她用自己的劳动；安妮，是唯一会吹它的人。森分别从

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角度考虑了这些相互矛盾的主张，并推断两

种主张最终都会认为把长笛送给卡拉是合适的，因为他们都认为人有

权利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④。其实森的这个观点是从柯亨对马克思的

分析的来的。在柯亨看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将尊重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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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的原则定为“按劳分配”，他又曾经把它描述为一种“资产阶级

的法权”，由此最终又产生了“按需分配”的原则。① 因此森认为这是

马克思在正义分配原则上的一种冲突。我们从柯亨在《历史、劳动和

自由》的文集中可以看到他对马克思劳动所有权的分析，以及国内外

学者对柯亨与马克思关于自我所有权的对比分析，这里不做详细分

析②。但是三个小孩的不同理由并不是在于对个人利益的理解存在分

歧，而是在资源分配的原则上存在分歧。

我们认为，森在叙述中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在讨论分配形式时实

际上是分两种情况的，并且马克思的讨论并不适用于笛子分配的例子。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首先讨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

这一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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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阶段中，工人们得到的回报除了“在做了各项扣除之后”③，恰恰是他

们的劳动力消耗的那部分。然后，他们会收到他们所投入的劳动力的

证明，因此来要求他们可以得到的。在这里，我们发现马克思揭示了

“劳动力”和“劳动”的差别。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上，资本家花钱

购买的是工人的劳动力，而一旦劳动力的购买完成资本家就获得使用

劳动力的资格。在工人的劳动结束后，无论他产生了多么巨大的价值，

他得到的也只是自己劳动力消耗的那部分，而他生产产品的价值是被

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因而所谓按劳分配，只是按照劳动力消耗而分配，

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并不具有实质的劳动所有权。或者进一步

说，马克思的推理在于，如果工人们得到了他们所生产的一切，那么也

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资本也不可能再对社会进行一般投资。

６４１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③

《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５年版，第 １２—１３页。
Ｇ．Ａ． Ｃｏｈｅ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Ｌａｂｏｕｒ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Ｔｈｅ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ｘ，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还可参见龙静云：《“自我所有”的谬误与灼见———马克思和科亨对
“自我所有”的双重镜鉴》，《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６年第 １２期。
《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５年版，第 １２页。



正如森正确地认识到的那样，因为劳动者在生理和心理能力上有

差异，所有的个人都是“不平等的”，因此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延长或缩

短劳动时间以求得他们的平等。森的确提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

“什么的平等”，这个问题即使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也是存在的。面

对这个问题，某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区别就在

于，工人们必须放弃他们为满足社会公共利益所消耗掉的那一部分。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则不同意‘扣减’，因为他们会被视为对保留自

己劳动成果的权利的侵犯……自由主义原则认为，工人应该得到他们

劳动的所有成果，这是一个建立在自我利益和利己主义基础上的社会，

而马克思主义理解下的人们应该回馈社会的原则将更加具有公共

性。”①正如森指出马克思和自由主义尽管会在某些结论上达成一致，

上述的区别只呈现出两种观点的可能描述，但我认为二者在伦理旨趣

上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分配原则更强调责任，从而具有在责任

基础上建立公共生活的理念；自由主义的考虑尽管分为不同的流派，

“罗尔斯式平等主义者的回答是基本善平等，而基本善是指自由、权

利、机会、收入和财富等。德沃金式平等主义者的回答是资源平等，而

资源既包括外部资源（自然物）也包括内部资源（天赋）”，而森更进一

步考虑的是可行能力的平等。在森看来，“重要的东西不是拥有基本

善，而是基本善能为人做什么事情，能够使人发挥什么功能。对于不同

的人，同样的资源能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因此，正义所应达到的目标

不是基本善的平等，而是能力的平等”②。至少从能力探讨而言，这已

经是自由主义阵营中非常接近马克思平等原则的观点。但是在很多分

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无论森还是德沃尔金同马克思最大的不同

的就是他们都忽视了正义原则中对责任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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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责任能够成为如此重要的因素，“平等主义者想要强调责

任，这需要一个前提，即‘选择’与‘环境’的区分。所谓选择指的是那

些人们能够控制的因素，那些来自人作为主体的自愿行动。所谓环境

是指那些人们无法控制的因素，其中既包括家庭、出身、阶级也包括天

赋和能力等自然因素”①。马克思主义者恰恰认为，正是那些人们看似

不能对之负责的因素影响了我们实质性的获得，责任的因素固然产生

于那些由于自由选择所产生的行动，但人们因为出身天赋、阶级差别等

先天不能为之负责的因素而处于不利情况也应该得到补偿，并且这种

补充意味着有理由使得社会再分配充满了责任基础和公共原则。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更高阶段，前述以工人的劳动作为分配尺度的

原则将会被取代。正如森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这将是从按能力分配到

按需要分配原则的转移，按马克思所说就是，“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

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②。现在的重点是你的需求是关于人与

人之间的差异，而不是你在生产过程中投入了什么。马克思所说的

“需求”可能会产生误会，它已经不再是初级阶段人们的生活的基本需

求的意识，而更持有一种广泛的含义，指的是人们发展和创造自身生活

所需要的更多利益。③ 这一含义在森的可行能力中已经获得表达，但森

无法提供关于能力的对应关系，也没有产生一个关于能力的普遍指标。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森提出的长笛例子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应

该做出怎样的分配？需求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因而最大的需求

是鲍勃的，可能森告诉我们，他的玩具比另外两个要少。安妮声称她应

该得到笛子，因为她是唯一会吹长笛的人，但这并不能胜过需要的原

则。我认为，如果把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引入这一例子，人们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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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安妮能帮助鲍勃学习演奏乐器。毕竟在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鲍勃

的贫困不会出现，在马克思的预言中，生产力的发展确保了一个产品极

大丰富的社会。① 并且，这仍然意味着安妮可能会帮助鲍勃吹长笛，这

样鲍勃就可以发展所需的技能。所以，我们设想马克思的希望就是，卡

拉会认为建设更美好的社会是正确的结果。在美好社会的实现过中，

也就是“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

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

权的狭隘眼界，如果一个社会的努力是为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那么所

有合作的将使财富之泉流淌得更丰富”②。

反过来如果我们回到森的原始长笛例子中来看，充满了诸多疑问。

长笛在马克思这里不是在市场上买卖的物品，而是直接消费的物品。

卡拉从哪里得到材料来制作长笛？为什么其他两个人不能用材料来制

作长笛呢？卡拉和安妮最初是怎么比鲍勃拥有更多的玩具的？在共产

主义社会，鲍勃肯定不会是贫穷的，不会有更少的玩具，这种状况就会

改变分配的结果。所以森的抽象假设例子很有可能导致不切实际的和

无法令人信服的结论。

在笛子案例中讨论能力平等时，三个孩子为笛子争吵的例子中，但

是森也承认了一种态度，尽管他承认平等的重要性，但当用能力考量平

等时，森并没有指出运用可行能力可以有充足的理据来评估平等，况且

森拒绝承认平等是我们生活中追求的唯一价值，“它并不总是‘胜过’

所有可能与之冲突的重大考虑”③。他虽然理解可行能力探讨在评估

平等主张和评估个人优势时自由的重要性，但他坚持认为，“对分配判

断还有其他要求，这可能不能被最好地视为对不同人的总体自由平等

的要求”。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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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森对马克思的正义思想的探索可以做四点归纳：第一，森把马克思

同那些不接受废除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汇聚在一起，而且森自己本身

也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之内讨论正义。森向人们展示的马克思理论其实

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而并非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分析马克思的问题

就是把马克思淡化为脱离了资本主义制度系统的抽象论证。第二，森

对身份和社会选择的讨论，虽然正确地把握了马克思关于多重自我的

概念，但最终还是回到了马克思所反对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并不能形成

一个公正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基础。第三，在客观幻象的问题上，森

对位置客观性的追求（如人们通过实践推理来认同什么是公正或不公

正这种方式），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统治阶级利益的强大论证下显

得非常薄弱。第四，森对马克思再分配理论的运用错误地排除了马克

思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观点，而使用了一种自由主义的视角，没有考虑根

据实际的劳动付出而获得报酬的观点。森退回到假设的抽象世界的做

法其实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弱点。这个抽象世界未能区分马

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不同阶段，也没有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对按劳

分配所作的清晰界定。因此，森的正义理论也无法与马克思对资本主

义手段的拒绝联系起来，虽然森希望“消除那些可以补救的不公正”，

但终究是“空中楼阁”。

（作者　 刘科，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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袪魅与超越
———艾伦·伍德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研究

郭　 丁　 管晓刚

人类社会经历了波澜壮阔的 ２０世纪。在这个世纪，社会政治制度

的变革之大，科学技术与经济水平发展之迅速，思想文化观念动荡冲突

之剧烈，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这使得学者对时代做出了一

些新的分析与判断，他们认为现代性已经宣告终结，启蒙运动的主要目

标大多已经达至，但他们对启蒙运动却持悲观态度，批评资本主义社会

经济增长表象下人的异化与工人阶级的碎片化，并主张放弃传统左派

的政治纲领。不仅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后现代主义作为现代社会一

种日益碎片化与平面化的文化表征在本质上与追求人类普遍解放的马

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文化必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立场。艾伦·梅克

森斯·伍德（Ｅｌｌｅｎ Ｍｅｉｋｓｉｎｓ Ｗｏｏｄ）是当代世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左翼

学者。作为一名活跃的左派理论家，伍德究其一生都没有停止过对马

克思主义的捍卫与发展。针对后现代主义的错误思潮，伍德对其进行

了激烈地批判，她指出后现代主义本质是“所谓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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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一种意识之产物”①，是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日渐式微，并从时代

观与历史观、整体主义的研究视阈以及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几个方面

对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捍卫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伍德鲜明

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娴熟的论证策略，值得我们

关注研究并加以借鉴。

一、坚守唯物史观的理论立场———对断裂

时代观与虚无历史观的批判

伍德指出，后现代主义源于人们对现代主义的反叛，他们认为启

蒙运动孕育出了现代主义并成为资本主义的文化代名词，主张现代

性已终结并被后现代所取代，资本主义发生了历史性断裂。与此同

时，后现代主义却否认历史，他们反对任何普遍的元叙事，拒绝所有

关于历史的一般理论，以具体的事件和人类的多样化经历来代替宏

大叙事。按照后现代主义者的理论，“我们不仅要否定像启蒙运动进

步观这样的陈旧的‘重要论述’，还必须摒弃所有纯概念性的历史发

展进程和因果关系说以及所有‘创造历史’观”②。伍德将后现代主

义的这种观点称之为一种“以否定历史为依据的时代变迁论”，对此进

行了批判。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都应归因于启蒙运动

所倡导的技术中心论、普遍知识、理性主义、线性进步论与信仰绝对真

理等价值观。他们认为随着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到

来，“启蒙运动的主要目标实际上大多已经达到：社会、政治组织已‘合

乎理性’；科学技术取得了就连对启蒙运动持最最乐观态度的理想家

２５１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美］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主编：《保卫历史》，

郝名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４页。
［美］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主编：《保卫历史》，

郝名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１０页。



也想象不到的进步；先进的西方社会教育大普及等等”①，资本主义已

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现代性随着资本主义质变的发生而宣告终结，人们

步入了一个被称为后现代时期的新阶段。伍德对此不予认同，认为这

是一种断裂的时代观。她首先对后现代主义者把启蒙运动与资本主义

画上等号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强调启蒙运动的诸多特征实质上根植于

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伍德指出，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价值观

并不与资本主义天然地相容，与之相反，她以法国与英国为例对后现代

主义进行了反驳。众所周知，现代性的方案起源于启蒙运动，诞生于

１８世纪的法国。彼时的法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专制国家，国内市

场依然依靠古老的低进高出赚取利润的实践模式来经营，还未进入凭

借攫取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原则运转的时代。启蒙时代法国的社会基

础是城市自由民与中间阶级，这些国家公职人员、知识分子同贵族和皇

权统治相抗争的理念正是基于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公民社会等普世性

价值观，而与把资本主义从封建社会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没有相关性。

“对启蒙运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物质基础是市民社会，而绝不是

资本阶级。”②在当时的非资本主义环境中，市民社会的阶级意识与资

本主义并不相关，他们不是呼吁资产阶级的解放与寻求建立资本主义

式经济攫取的剥削与统治关系，而是主张普遍主义的解放即解放全人

类，因而才会被广大革命人士所接受与推崇。对比同期的英国，在 １８

世纪达到了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巅峰，工业资本主义也在蓬勃建设中。

但英国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启蒙运动与现代性的故乡。在那个时期，

英国最典型的意识形态表现并不是启蒙运动所推崇的人类进步理念与

普世性观念，而是推行私有制，宣扬将资本凌驾于劳动之上以提高生产

效率与追求利润的典型资本主义思想。因此，在伍德看来，启蒙运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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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和资本主义具有相关性。后现代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的起源以及资本

主义自身固有的结构性缺陷与灾难性后果错误地归因于启蒙运动，鼓

吹资本主义内在地蕴含着启蒙主义的价值观，这使得他们将启蒙运动

与资本主义一起否定，将启蒙主义中解放全人类等最有价值的内容也

全部抛却。伍德认为这种做法“无异于将孩子和洗澡水一同泼掉，或

者说得更清楚一些，将洗澡水留下，而将孩子扔掉”①。

伍德指出，后现代主义者混淆了启蒙运动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他们

认为资本主义已随着启蒙运动的完成发生了质变，因此将资本主义的

历史人为地划分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两个阶段，一些马克思主义

学者亦对此和而不唱。例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Ｆｒｅｄｒｉｃ Ｊａｍｅｓｏｎ）就

对资本主义做了发展阶段的划分，认为后现代主义即是资本主义一个

新阶段，表现为全球化与信息化，并将其称之为后资本主义时期；大

卫·哈维（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ｖｅｙ）则更明确地指出：“在 １９６８ 年至 １９７２ 年之间

的某个时候，我们看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出现。”②他们“视‘后现代性’

为一种历史态势，视其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视其为一种有其历史

根源和物质基础、受制于历史演变和政治力量的社会、文化形态”③。

伍德认为这种划分使得资本主义出现了典型的时代断裂感，这种断裂

的时代观把后现代主义视作资本主义的一个新时期，隐蔽了资本主义

的特殊性，并自然化与中性化了资本主义，使得后现代主义不仅是对资

本主义上一个阶段的分离，而且与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全部割裂，是一

种根本错误的时代观。伍德指出，与其将后现代主义描述成为资本主

义的一个时代，毋宁“把这一切都归结于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由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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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代结束而产生的某种心理状态”①，他们误以为传统的资本主义

已经随着时代变迁发生了变化，人们已无需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而应

用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语言来替代传统的社会革命。诚然，霍布斯鲍姆

曾称 ２０世纪的发展造就了人类社会“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惊人变迁，

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巨大、最迅速、最根本的大改变”②，但时代发生的

重大转向并不是表现为从现代主义过渡到后现代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的日渐成熟。在这个世纪，资本主义已经成为覆盖全球的一种普遍化

的制度，它所弘扬的市场经济、资本积累、利润最大化与竞争等资本逻

辑已经潜移默化地主宰了人们的生活并改变了人类的本质。伍德认

为，后现代主义是在战后资本主义长期繁荣发展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知

识分子一种自觉的理论回应，他们所宣称的资本主义的时代断裂实际

上与之前是从属于同一个历史单元的，依然受资本逻辑与其内部矛盾

的制约，只是同一个时代的发展与延续。

在后现代主义者宣称确信时代发生断裂与存在差异的同时，他们

却对历史予以否定，持一种虚无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态度，认为根本就不

存在能够进行因果剖析的历史体系。伍德指出，这是后现代主义观点

的一种典型佯谬，对历史事实的充耳不闻与对资本主义时代差异的深

切感受自相矛盾地同时并存着。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所谓的客观历史

根本不存在，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能指符号的堆砌与位移，历史变化是

没有因果和无法预测分析的，一切都来无影去无踪，人类只能消极地顺

从于历史莫名与无序的发展，失去了主观能动性。伍德指出，后现代主

义者从早先“现代性终结论”中吸收了诸多观点，却对自身的历史全然

无视，“他们尽管确信时代的差异和特性，声称已揭示了所有价值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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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历史特性，然而对历史十分无知”①。由于他们主张不存在人们

认为的历史有序发展过程，只有不连贯的与原因不明的变化，因此无法

对历史和社会体系进行因果分析与逻辑阐释，无法把握社会关系的本

质，当然也根本不存在对资本主义的普遍反对与人类的普遍解放。伍

德对此一语中的地指出，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历史观本质是一种历

史唯心主义，是对资本主义批判日渐式微的表现。马克思曾经严厉地

批判这种历史观，强调“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

意识’中而告终的”②，正确的历史观“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

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

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③。

综上，伍德指出后现代主义者对启蒙运动的价值观予以抨击，认为

“始于启蒙时代的进步的信念是本世纪人类所遭受的灾难的根源”④，

将资本主义的种种破坏性恶果归因于启蒙运动，并主张资本主义存在

着断裂性，即从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又自

相矛盾地解构传统历史学，拒斥宏大叙事，对历史予以否定。伍德对后

现代主义的断裂时代观与虚无历史观进行了批判，指出启蒙运动与资

本主义并无关联，且“后现代主义时代新奇感的决定因素是无视、甚至

否定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现实———即将 ２０ 世纪各次时代断裂联系在

一起‘整体性的’资本主义———的存在”⑤。我们应捍卫唯物史观，认

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批

判并最终超越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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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调整体主义的研究视阈———对解构

与碎片化理论特性的批判

后现代主义热衷于解构，强调偶然性、差异性、破碎性，拒绝承认存

在整体性与普遍性的社会准则。因此“后现代理论的主线是强调世界

和人类知识的易变、不完整性”①，他们认为反对资本主义是一种整体

性政治主张，对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人类普遍解放观自然也不予认同。

后现代主义认为世界并不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性体系，类似的

事物之间不存在任何同一性与相关性。在他们看来，人们根本无法真

正认识除了语言以外的任何东西，人们所能感知到的世界与所有社会

关系全部都是由语言构成的。他们沿袭了语言学理论中的公式化语言

理论，将思维方式与分析模式限定在了语言的内存结构中，因此，“社

会和文化是以类似于语言的方式构建起来的，指导社会关系的基本规

则和方式类似于主导着语言的语法规则（或曰其‘深层结构’）”②。正

由于人们完全受限于语言，使得除了自身可以全部接纳的特指的语言

论述之外，任何外在的普遍知识与绝对真理对人们来说都是无关紧要

与毫无意义的。伍德强调，后现代主义者将科学知识视为一种依附于

特定语言论述、文化表征与利益集团的历史性、变化无常的社会概念，

认为自然规律只不过是在特定的社会准则下特定时刻的产物，并不存

在于自然界本身。

伍德指出，后现代主义者拒斥整体主义的研究视域，他们片面地强

调多元性、偶然性与异质性，“当代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当代资

本主义世界———的基本特征和历史特殊性并不是资本主义全部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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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动力，而是‘后现代’社会独特的异质性，空前的多样化程度，甚至

是分裂，都需要新的、更加复杂得到多元化的原则”①。生活经验与社

会关系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与时空的碎片化，无一不揭示了我

们已生活在一个全部旧的总体性与确定性已被差异性与碎片化所消解

的后现代世界中。后现代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作简化论与本质

主义的典型代表，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单一的世界观，忽视了人

性与人类感受的纷繁复杂性，将历史的决定性因素特许为生产方式，把

阶级与其他社会群体相对立，本质上是一种僵化与刻板的整体化理论

体系。在后现代主义者眼中，正因为主张整体观，马克思主义才会演变

成斯大林主义。他们由此将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画上了等号，认为

种种剥削与压迫的根源就是马克思主义。例如，后现代主义学者琳

达·尼克尔森（Ｌｉｎｄａ 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就曾指出：“２０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用生

产和阶级这样一些抽象化的概念剥夺了不能将其所受的压迫简单地归

之于经济因素的妇女、黑人、同性恋者及其他群众的需求。”②在后现代

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人类普遍解放的社会主义观与西方启

蒙主义平等观、理性观相同，都是总体主义的、普遍性的意识形态，并不

具有科学性。对于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制度，后现代主义者

则认为资本主义已弥散无序并断裂不整，本身就不作为一个有机整体

而存在，因此根本不存在可进行总体认知并加以反对的制度。在一

个被大众传播、文化符号、媒体充斥与主宰的世界里，人们对事实真

假难辨，早已无法进行任何政治表述了。因此，左翼应摒弃马克思主

义这种陈旧的政治纲领，承认差异与多元化并基于此建立一种新的

政治纲领。

不同于后现代主义对总体性认识观与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伍德

坚持强调整体主义的研究视域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对后现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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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予以了驳斥。伍德指出，后现代主义者通过否定总体性认识的可能

性，坚持认为不可能存在系统统一的思维与认知，荒谬地将整体主义的

研究视域与批判路径关闭，体现了自身的蒙昧无知。不可否认，２０ 世

纪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对社会结构总体性的分析不能建

立在忽视个体价值观差异与文化多元性的基础上，但后现代主义者所

秉持的激进多元论却基于拒斥所有多元因素中任何必然存在的共性，

乃至于否定一切可能促进互相理解与接近的假设，其理论的根基必然

会产生动摇。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杰兹·阿赫麦德（Ａｉｊａｚ Ａｈｍａｄ）对

总体性的视野与普遍性的概念予以了坚定支持，指出我们“不能放弃

普遍性这一概念，因为只有普遍性的权利确立了，特定的权利才能存

在。没有普遍性这一概念，就不会有反种族主义和种种集团性压迫的

斗争”①。例如，美国的黑人运动只有抛弃对肤色的错误认知才能真正

拥抱人类的普遍文明，妇女平权运动也是对超越民族与国家的性别结

构性不平等问题这一普遍目标的追求，而如果脱离了普遍性与总体性

这一范畴，对帝国主义的反抗也就注定只会沦为一种排外与狭隘的民

族主义心态。后现代主义以维护多样性为由将自身粉饰为思想解放的

标杆，并把马克思主义视作一种思维僵化的整体性理论体系，伍德对此

予以了驳斥。伍德指出，后现代主义自我标榜的思想解放只是一种丧

失鉴别能力的折中主义，会造成事与愿违与自相矛盾的后果，其理论在

本质上虚伪且具有欺骗性，而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维护反

抗压迫斗争形式的多重性，在恪守全人类总体性解放观的基础上对多

元性与差异性秉承包容与开放的态度。

伍德强调，我们生活的历史时期正是一个亟待被总体规划与整体

认识的时代。资本主义已渗入了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的方方面面，

扩张成了全球性的普遍制度，资本的逻辑诸如不惜一切代价获取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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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润、市场经济、资本积累等已经内在地成了社会秩序的一部分。

“资本主义社会呈‘整体化’状态，‘整体化’的方式和程度空前未

有”①，我们面临的是资本主义在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情景。正因为如

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当今比任何时刻都更加重要，而不应迷失于资

本主义的繁荣却对其结构性矛盾熟视无睹。后现代主义理论自身就是

一种排除与封闭了所有批判性思维与解放路径的不折不扣的消极整体

主义理论体系，他们不仅对理性的分析论证方法不予认同，将所有反驳

与批评拒之门外，还以无法实现与缺乏可行性为借口，阻碍人们对资本

主义进行系统地认识与彻底地批判以及付诸的所有有效政治实践。而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第一次使人类对外在世界的整体认识发生了根本

的革命，唯物史观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历史

的整体性与历史进步的整体性在这种科学的历史理论中得到真实而准

确的表达，借此，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了科学的、系统的解释”②。只

有通过马克思主义整体化政治目标的社会主义，我们才能实现普遍的

人类解放，真正维护个体的自主性话语权，在制度层面替代资本主义方

案。因此，在整体主义研究视域的维度上，马克思主义是对后现代主义

的超越。

可见，后现代主义者将差异性与碎片化的时代符号极端化为了自

身的理论品格，否定整体主义的研究视域，盲目自诩为思想解放的典范

并指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片面强调整体主义的教条与僵化的理论体

系。伍德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纯粹的商品数量以及各种各

样的消费模式来权衡的‘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在掩盖根本的系统统一

体，在造成多样性规则的同时，也加深了全球一体化的程度”③。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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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主义拒斥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与总体性的逻辑，代表着消费主义和

商品货币拜物教的勃兴与批判资本主义的日渐式微。伍德厘清了后现

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并将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社会形态从混乱

的差异与碎片中再次挖掘出来，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整体主义的

解放方案的同时一直强调多元性与复杂性，只有通过马克思的人类普

遍解放方案才能真正突破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实现对资本主义的

超越。

三、捍卫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对多元

主体论与身份政治说的批判

后现代主义者基于对资本主义胜利论的认可，指出在资本主义日

益普遍化的今天，工人阶级早已无法充当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主力军。

与阶级政治渐行渐远，后现代主义者主张应抛却解放全人类的宏观愿

景，强调微观层面的多元化斗争，并用身份概念来替代阶级范畴，从而

将民族、性别、环境等方面的斗争囊括进去。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启蒙运动所追求的理性化与资本主义的日

渐普遍化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实际的理性，“‘理性化’、官僚政治和

现代技术非但没有增进人们的自由，实际上反而是限制了人们的自由，

甚至是许多想象不到的罪恶之根源”①。理性与自由发展的严重不同

步造成的结果是出现了越来越多异化的人，他们被称之为“快乐的机

器人”。这些人随遇而安，自认为无力改变现状，无法与庞大的组织力

量相对抗，最终不再向往自由与谋求理性，遵从于消费主义并放弃了对

社会主义的追求。对于承担着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使命的工人阶级，后

现代主义者认为他们已转变成为这种人群的典型代表，往昔的政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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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劳工运动已经完全被资本主义的消费观所同化并受资本主义支配

了。由此，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当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已经过时，对社会

主义的激情已经消退，他们寄希望于资本主义间隙中的一些空间，期待

着那些局部和特别的反抗斗争，工人阶级从社会主义方案的核心中被

剔除了。

依据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资本主义的系统整体、其‘目标结构’

和总体规划已经让位于一种多元社会现实混合而成的结构，这种多元

结构甚为复杂多样，以至可以被散漫的结构重新排列”①。传统的资本

主义分裂成为被称之为“后福特主义”的许多碎片，每一个碎片都为解

放斗争开辟了一个空间。由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主线是强调人与世界

的流变无常与破碎多元性，因此作为主体的个人身份也是脆弱与变化

不定的，基于共同利益与类似感受的阶级共同体以及集体行动即阶级

斗争亦不复存在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其赋予了阶

级比其他个人身份更多的特权，将物质与经济等因素与对社会现实所

做的建构对立了起来，把纷繁复杂的人类历史简化解释为铁板一块的

单一世界观，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基础论”。在他

们眼中，固有的阶级关系只是诸多代表个人身份的范畴之一，不再因其

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而具有特权，他们由此将传统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

阶级政治学说与社会主义理念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在“身份”概念下的

群体政治甚或是“个体即政治”的分散斗争，强调左派应基于差异性与

多样性之上建立一种新的政纲。不同于本质主义与简化主义的阶级范

畴，“身份”的概念可以将从性别到阶级、从族裔与种族到性取向的一

切都一视同仁地囊括其中。后现代主义者指出，左派既要颂扬差异性，

也必须承认压迫与统治形式的多样性，以及多重的解放斗争，左派应用

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范畴———即民主来将社会主义取而代之，这一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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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赋予阶级特殊地位，对所有的压迫都一视同仁，是对复杂多样的

社会关系和所有不同经历与体验的人们的各式诉求做出的最好回

应。因此，对后现代主义者而言，身份政治的意义在于，在其对人类

体验复杂性的敏感程度上，比旧的社会主义政治看起来似乎更具有

包容性。

针对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阶级政治学说与阶级分析法咄咄逼人的

攻势，伍德予以针锋相对地回应，她指出了身份政治学说的缺陷并予以

深刻地批判，捍卫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伍德直言不讳地表明，

不置可否，“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会质疑差异的重要性，或质疑那些应

该废止的压迫的多样性”①，民主也毫无疑义地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

义。但是，身份政治与多元论先天存在的局限性使我们必然无法实现

其所声称的那些远远超越了一般原则的美好愿景。具体说来，后现代

主义宣扬身份政治这一包罗万象的概念，渴望建立一种民主的社会，这

个社会承认并尊重性别、文化、性取向等各种差异且不容许这些差异成

为压迫与统治的工具，这个理想的民主社会团结了各种不同的人群，不

压制任何人的分歧，也不否定任何人的特殊需要，所有人看起来都是平

等与自由的。但当我们试图将阶级差异置于其民主视野中的时候，无

论从理论上还是政治上，身份政治都暴露了它的局限性。民主社会可

以褒扬生活方式、文化与性取向的多样性，但是却无法赞同阶级差异也

是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根据定义，构成阶级身份的差异是一种不平

等的权力关系，不存在没有剥削与压迫的阶级差异，而性别与文化的差

异却无需如此。因此，伍德一针见血地指出，性别与种族的平等在原则

上与资本主义并不会不相容，但阶级平等的建立却需要建立在资本主

义终结的基础之上，阶级平等与资本主义是无法共存的，当代资本主义

一个显著的特性即是普遍存在着一种无法扩展到阶级关系平等的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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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平等。资本主义是由阶级剥削构成的，这种剥削决定了所有的

身份差异和社会关系，而后现代主义者显然没有看到这一点。在伍德

看来，后现代主义的身份政治学说与多元主体论未能正视资本主义作

为一种社会制度的整体性，用含糊与不确定的民主概念替代了社会主

义，将不同的社会关系淡化为诸如身份与差异这样笼统的范畴，使得阶

级的不平等淹没在身份的差异与多样性中，代表了对资本主义的投降

和自身意识形态的困惑。

伍德指出，面对资本主义普遍化的趋势，我们不能像“快乐的机

器人”那样对现实熟视无睹，对资本主义予以认可，而应当联合一致

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与其他身份相比，阶级正是可以团结最大范

围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联合一致的解放斗争而非分散出击的最有影响

的力量。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其革命斗争必然由工人

阶级来带领是由于资本主义特殊的生产方式历史性地生成的，工人

阶级的革命性是由自身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阶级的地位所决定

的。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工人阶级本质上作为被剥削的集体

生产者而存在，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与资本的系统性矛盾冲突之中，且

历史地来看，资本通常并不能一劳永逸地满足工人阶级的需求。作

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阶级，工人阶级为实现自身的目标有权去调

整甚或终止资本主义经济机器的运行。与此同时，作为社会的集体

生产者，工人阶级也具有客观能力去寻求建立一种非剥削的新的生

产方式。“这种利益、权力和创造能力的结合，使工人阶级有别于资

本主义社会的任何其他社会或政治力量，成为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

要素”①。由此，伍德捍卫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性地位，指出这并不

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虔诚，而是基于对现实社会生产方式科学分析

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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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传统的普遍性与确定性已被差异与多

样化所瓦解，固有的阶级团结已经被倍增的个体身份所消融，基于性

别、种族、族裔与性取向等其他身份的种种特殊与个别的反对不同压迫

的社会运动愈渐成为斗争的新热潮。伍德发现了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

学说的缺陷，指出其声称的民主可以与阶级不平等同时存在，且只会带

来很多特殊与不连贯的斗争，这些斗争最终屈服于资本主义，抛却了社

会主义普遍解放的愿望与反抗剥削的阶级政治。只有坚持工人阶级的

革命主体地位，通过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真正实现对资

本主义的超越与全人类的普遍解放。

四、结　 语

可以看出，伍德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批判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立场上对其进行的一次拨乱反正，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大行其道的今

天，这样的声音更显弥足珍贵，愈发振聋发聩。

首先，伍德厘清了后现代主义者对启蒙运动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错

误认知，强调资本主义与启蒙运动没有直接相关性，因此资本主义并没

有随着启蒙运动的完成而发生时代的断裂；与此同时，伍德指出后现代

主义者的历史观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在伍德看来，后现代主

义者错误的时代观与历史观代表着部分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日渐繁荣

的失望心态。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价值观诸如平等、自由与人类解放等

依旧是人类继续追求的目标与理想，简单地将启蒙运动与资本主义等

量齐观并粗暴地否定这些进步理念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我们应承认

与尊重历史事实，正视资本主义存在的系统统一性，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的方法来分析现实资本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其次，

伍德指出我们应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新变化，不能迷失在

现代社会日渐碎片化与差异化的时代特性中，将马克思主义整体主义

的研究视域与普遍意义的人类解放观抛弃。伍德对马克思主义予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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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名，指出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整体主义与多元复杂性的辩证统一，

碎片化的斗争方式无法取代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整体意义上的阶级革命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撼动。最后，伍德揭露了后现代主义者所倡导的多

元主体论与身份政治学说的实质，指出了这种政治方案的虚伪性与蒙

蔽性。伍德指出，后现代主义者“用一种含糊的民主概念，或者把变化

多样的社会关系简化为诸如‘身份’或‘差异’那样包罗万象的范畴，或

者用不精确的‘公民社会’概念取代社会主义，所有这些都等于是向资

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神秘化投降”①。资本主义的反题应该是也只

能是社会主义，所有不以阶级为主体的多元化斗争对资本主义都只

是蚍蜉撼树，必定被资本主义制度所消解。唯有回归工人阶级领导

的以消灭剥削与解放全人类为宗旨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解决

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与冲突，实现真正的平等与普遍意义上的

解放。

毋庸赘言，后现代主义思潮对 ２０ 世纪的理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许多知识分子由此主张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甚至宣告马克思主义

就此终结。伍德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批判体现了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

的忧虑感与使命感，她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上，对后现代

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全方位与切中要害地剖析与批驳，让我们看到了马

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与战斗力，有利于我们在形形色色的思潮与理论面

前保持清醒，认清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本质，祛除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消

极影响。与此同时，必须看到，伍德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也存在一些局

限与不足，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态度只是全盘否定，这是有失公允的。

首先，伍德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批判过于笼统，降低了其理论的指向性

与说服力，我们应对不同学者的不同观点具体分析。其次，伍德对所有

新社会运动一概而论地拒斥态度明显是不当的，对多元主体论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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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加］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吕薇洲、刘海霞、邢文增译，重庆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２５９页。



也还不到位，这对于左翼在实践中团结更多的力量具有不利影响。我

们应客观评价新社会运动的积极作用，辩证与科学地看待后现代主义

理论，真正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

（作者　 郭 　 丁，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所博士研究生；管晓刚，山西大学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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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统治阶级概念初探
———兼论雅克·比岱与杜梅尼尔、莱维阶级观点异同

程 恩 慧

阶级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２０１６ 年下

半年法国出版的《今日马克思》（Ａｃｔｕｅｌ Ｍａｒｘ）杂志以“世界统治阶级”

（ｃｌａｓｓ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ｅ ｍｏｎｄｉａｌｅ）为主题出版了专题期刊，以雅克·比岱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Ｂｉｄｅｔ）和热拉尔·杜梅尼尔（Ｇéｒａｒｄ Ｄｕｍéｎｉｌ）、多米尼克·莱

维（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 Ｌéｖｙ）①为首的两大阵营对阶级结构与民族国家、世界体

系、世界国家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世界统治阶级的问题。

文章试图以该期刊中雅克·比岱和杜梅尼尔、莱维对现代社会的阶级

构成以及世界体系、世界国家的分析入手，并结合三者的其他著作《总

体理论》（Ｊａｃｑｕｅ Ｂｉｄｅｔ，Ｔｈéｏｒｉｅ ｇéｎéｒａｌｅ，１９９９）、《另一种马克思主义》

（Ｊａｃｑｕｅ Ｂｉｄｅｔ，Ｇéｒａｒｄ Ｄｕｍéｎｉｌ，ＡｌｔｅｒｍａｒｘｉｓｍｅＵｎ ａｕｔｒｅ ｍａｒｘｉｓｍｅ ｐｏｕｒ ｕｎ

ａｕｔｒｅ ｍｏｎｄｅ ，２００７）、《大分化—正在走向终结的新自由主义》（Ｇéｒａｒｄ

Ｄｕｍéｎｉｌ，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 Ｌéｖｙ，Ｌａ ｇｒａｎｄｅ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 ｆｉｎｉｒ ａｖｅｃ ｌｅ

ｎéｏｌｉｂéｒａｌｉｓｍｅ，２０１４）、《新自由主义的危机》（Ｇéｒａｒｄ Ｄｕｍéｎｉｌ，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

Ｌéｖｙ，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２０１１）进而论述其三者有关阶级观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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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热拉尔·杜梅尼尔（Ｇéｒａｒｄ Ｄｕｍéｎｉｌ）、多米尼克·莱维（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 Ｌéｖｙ）以下
分别简称为：杜梅尼尔、莱维。



殊途同归与理论差异。

一、三极阶级构成与术语使用的差异

雅克·比岱与杜梅尼尔、莱维同为法国《今日马克思》杂志的主

要代表人物，他们的观点有很多相同之处。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的阶级结构的分析上，他们都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大致分为：

资本家阶级、组织管理者以及大众阶级，并对组织管理者赋予重要

性，但是他们无论是在术语的使用上还是理论的分析上都有着一定

的差异。

首先，他们都认同现代社会的三极阶级构成。雅克·比岱认为资

产者和权能者（管理者）共同组成了当代社会的统治阶级，杜梅尼尔也

将资产者和管理者统称为“上层阶级”①，从而与大众阶级相对应。雅

克·比岱认为财产和知识能力是统治阶级的两个极，占有财产的资产

者和占有知识（能力）的权能者共同组成了统治阶级。“事实上，一方

面，资产者（ａ）的极拥有它自己的‘领导团队’（éｑｕｉｐｅｓ ｄｉｒｉｇｅａｎｔｅｓ）；另

一方面，‘权能者’（ｂ）的极也同样参与统治。在这样的条件下，阶级的

对抗采取整体的形式，即统治阶级（ａ＋ｂ）与大众阶级（ｃ）。同时，亦是

三种‘原初社会力量’之间三角塑型。”②即雅克·比岱不仅提出了当

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的三极结构，更是将管理者放到了与资产者同等重

要的统治阶级的地位。雅克·比岱在《“他们”和“我们”？———左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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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上层阶级（资本家和管理者）”（［法］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

《大分化—正在走向终结的新自由主义》，陈杰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３０
页。）；“ｃｌａｓｓｅｓ ｓｕｐéｒｉｅｕｒｅｓ”（Ｇéｒａｒｄ Ｄｕｍéｎｉｌ，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 Ｌéｖｙ，“Ｃｌａｓｓｅｓ
ｓｕｐéｒｉｅｕｒｅｓ ｄｅ ｔｏｕｓ ｌｅｓ ｐａｙｓ ｕｎｉｓｓｅｚｖｏｕｓ ｓｏｕｓ ｕｎｅ ｂａｎｎｉèｒｅ ｉｍｐéｒｉａｌｅ！”Ａｃｔｕｅｌ Ｍａｒｘ，
２０１６ ／ ２（ｎ°６０），ｐ．９０．）；雅克·比岱也使用过“上层阶级”的术语 ｌａ ｃｌａｓｓｅ“ｄ’ｅｎ
ｈａｕｔ”（Ｊａｃｑｕｅｓ Ｂｉｄｅｔ，“Ｌ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ｄｅ ｃｌａｓｓ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ｅ，ｄｅ ｌ’?ｔａｔＮａｔｉｏｎ à ｌ’?ｔａｔ
Ｍｏｎｄｅ”，Ａｃｔｕｅｌ Ｍａｒｘ，２０１６ ／ ２（ｎ° ６０），ｐ．１０９．）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Ｂｉｄｅｔ，“Ｌ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ｄｅ ｃｌａｓｓ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ｅ，ｄｅ ｌ’?ｔａｔＮａｔｉｏｎ à ｌ’?ｔａｔ
Ｍｏｎｄｅ”，Ａｃｔｕｅｌ Ｍａｒｘ，２０１６ ／ ２（ｎ° ６０），ｐ．１０９．



粹主义的替代方案》（Ｊａｃｑｕｅ Ｂｉｄｅｔ，“Ｅｕｘ”ｅｔ“ｎｏｕｓ”？Ｕｎ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ａｕ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ｅ ｄｅ ｇａｕｃｈｅ，２０１８）一书中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结构的划分也

同样遵循了上述的三极结构。①

杜梅尼尔和莱维在《新自由主义的危机》的第三部分《一种三极阶

级构成：打破薪资收入的同质性》和《大分化—正在走向终结的新自由

主义》中也认为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由资产阶

级、管理者阶级、大众阶级三极构成的社会，并对管理者阶级（金融管

理者、行政管理者）的作用给予了特别关注。② 在雅克·比岱与杜梅尼

尔合著的《另一种马克思主义》中，他们也都将市场和组织视为两种影

响阶级的因素，从而将社会分为掌握市场的资产者阶级和掌握组织的

管理者以及大众阶级。③

其次，他们对组织管理者的具体术语指称上有所不同。尽管他们

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之间的分析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我

们甚至可以谈论雅克·比岱与杜梅尼尔关于当代社会新阶级的分析。

雅克·比岱和杜梅尼尔在资本家阶级这一概念中使用的术语大致相

同：“资本家阶级”（ｃｌａｓｓ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ｅ）或者“资产者”（ｌａ 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都指

生产资料的占有者。然而，他们在组织管理者的术语上用却有着差异。

在雅克·比岱和杜梅尼尔合著的《另一种马克思主义》中，使用的是

“管理者和权能者”（ｃａｄｒｅ ｅｔ ｃｏｍｐéｔｅｎｔｓ）的术语④，但是他们在各自的

文章中却依然坚持使用了自己的术语。

雅克·比岱经常使用的术语是“权能者”（ｌａ ｃｏｍｐéｔｅｎｃｅ）、“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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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Ｊａｃｑｕｅ Ｂｉｄｅｔ，“Ｅｕｘ”ｅｔ“ｎｏｕｓ”？Ｕｎ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ａｕ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ｅ ｄｅ ｇａｕｃｈｅ，Ｐａｒｉｓ，
Ｋｉｍé，２０１８，ｐ．１８．
参见［法］热拉尔·迪梅尼尔、［法］多米尼克·莱维：《大分化—正在走向终结

的新自由主义》，陈杰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１４—２２页。
参见 Ｊａｃｑｕｅ Ｂｉｄｅｔ，Ｇéｒａｒｄ Ｄｕｍéｎｉｌ．Ａｌｔｅｒｍａｒｘｉｓｍｅ：ｕｎ ａｕｔｒｅ ｍａｒｘｉｓｍｅ ｐｏｕｒ ｕｎ ａｕｔｒｅ
ｍｏｎｄｅ，Ｐａｒｉｓ，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２００７，ｐ．１４６－１５２。
参见 Ｊａｃｑｕｅ Ｂｉｄｅｔ，Ｇéｒａｒｄ Ｄｕｍéｎｉｌ，Ａｌｔｅｒｍａｒｘｉｓｍｅ：ｕｎ ａｕｔｒｅ ｍａｒｘｉｓｍｅ ｐｏｕｒ ｕｎ ａｕｔｒｅ
ｍｏｎｄｅ，Ｐａｒｉｓ，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２００７，ｐ．２３９。



者”（ｄｉｒｉｇｅａｎｔｅｓ）。① “权能者”（ｌａ ｃｏｍｐéｔｅｎｃｅ）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

指有能力（ｃａｐａｃｉｔé）的人，能够完成某项任务或者行使某种职能，主要

指的是企业组织中的“领导者”（ｄｉｒｉｇｅａｎｔｅｓ）。雅克·比岱还使用过

“权能—领导者”（ｃｏｍｐéｔｅｎｃｅｓｄｉｒｉｇｅａｎｔｅｓ）②的概念，在杜梅尼尔那里

也有使用“领导者”（ｄｉｒｉｇｅａｎｔｅｓ）的概念③。二是将行使职能这层含义

运用到司法裁决上，指具有一定裁决能力的人，将“权力”（ｐｏｕｖｏｉｒ）等

同于权利也指具有一定权力的人，主要指机构组织中具有一定权力的

官员或干部。杜梅尼尔则用的是“管理的”（ｍａｎａｇéｒｉａｌ）以及“干部”或

者“管理者”（ｃａｄｒｉｓｔｅ）。④ “ｃａｄｒｉｓｔｅ”与“ｅｎｃａｄｒｅｍｅｎｔ”一词有着密切关

联，后者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领导、控制或监管个人、团体、组织的全体

人员，这里主要指企业的领导干部、管理人员；二是有门窗的框架的含

义，引申为合作和工作的框架或体制；三是经济术语，有限制或者控制

的含义，如“控制信贷”（ｅｎｃａｄｒｅｍｅｎｔ ｄｅ ｃｒéｄｉｔ）。雅克·比岱在《统治

阶级概念—从民族国家到世界国家》（ｌ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ｄｅ ｃｌａｓｓ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ｅ，ｄｅ

Ｌ’éｔａｔｎａｔｉｏｎ à Ｌ’éｔａｔｍｏｎｄｅ）一文中用到“干部”（ｃａｄｒｅｓ）这个概念时

同时添加一个同位语：“一个从杜梅尼尔和莱维那里借来的术语”。⑤

再者，他们在术语使用上的差异不仅是语言学的，更来源于其理论

背景的差异。雅克·比岱的资产者和权能者是统治阶级的两个极，两

极分别与市场（经济）和组织（政治—法律）的两面相对应。占有财产

的资产者和占有知识（能力）的权能者分别与“彼此之间”的市场和“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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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Ｂｉｄｅｔ，“Ｌ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ｄｅ ｃｌａｓｓ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ｅ，ｄｅ ｌ’?ｔａｔＮａｔｉｏｎ à ｌ’?ｔａｔ
Ｍｏｎｄｅ”，Ａｃｔｕｅｌ Ｍａｒｘ，２０１６ ／ ２（ｎ° ６０），ｐ．１０６－１２０。
参见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Ｂｉｄｅｔ，“Ｌ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ｄｅ ｃｌａｓｓ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ｅ，ｄｅ ｌ’?ｔａｔＮａｔｉｏｎ à ｌ’?ｔａｔ
Ｍｏｎｄｅ”，Ａｃｔｕｅｌ Ｍａｒｘ，２０１６ ／ ２（ｎ° ６０），ｐ．１１０。
参见 Ｓｔｅｆａｎｏ Ｐｅｔｒｕｃｃｉａｎｉ，“Ｌ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ｄｅ ｃｌａｓｓ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ｅ ｄａｎｓ ｌａ ｔｈéｏｒ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ｅ”，Ａｃｔｕｅｌ Ｍａｒｘ，２０１６ ／ ２（ｎ° ６０），ｐ．２３。
参见 Ｇéｒａｒｄ Ｄｕｍéｎｉｌ，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 Ｌéｖｙ，“Ｃｌａｓｓｅｓ ｓｕｐéｒｉｅｕｒｅｓ ｄｅ ｔｏｕｓ ｌｅｓ ｐａｙｓ ｕｎｉｓ
ｓｅｚｖｏｕｓ ｓｏｕｓ ｕｎｅ ｂａｎｎｉèｒｅ ｉｍｐéｒｉａｌｅ！”Ａｃｔｕｅｌ Ｍａｒｘ，２０１６ ／ ２（ｎ° ６０），ｐｐ．９０－１０５。
参见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Ｂｉｄｅｔ，“Ｌ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ｄｅ ｃｌａｓｓ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ｅ，ｄｅ ｌ’?ｔａｔＮａｔｉｏｎ à ｌ’?ｔａｔ
Ｍｏｎｄｅ”，Ａｃｔｕｅｌ Ｍａｒｘ，２０１６ ／ ２（ｎ° ６０），ｐ．１１４。



多之中”的组织相对应，这也是雅克·比岱之所以使用权能者的概念

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与雅克·比岱从元结构理论的视角剖析当代社会

不同，杜梅尼尔对“干部”或者“管理者”（金融管理者、行政管理者）的

概念的使用则来源其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的特别关注。如

果说雅克·比岱使用的权能者是和其元结构的概念体系相对应的，那

么杜梅尼尔使用的“干部”则与其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危机的剖析相对

应。因此，尽管他们在有关阶级构成的分析表述了近乎一致的观点，但

还是使用了不同的术语。

二、组织优先性问题与管理者阶级

如果说从术语的使用上来探讨他们的异同，我们依然在语言学的

范围内兜圈子，对他们理论背景的初步分析也仅仅是我们的理论推演

的话，那么他们对组织管理者的探讨则使得我们对其有了更加直观的

认识。雅克·比岱认为无论是占有财产的资产者还是掌握知识能力的

权能者都属于统治阶级，它们只是构成统治阶级的两个组成部分，并不

具有独立的阶级属性，统治阶级是一元的。而杜梅尼尔和莱维则认为

我们可以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区分资产者和无产者，同样可以以是否

处于管理领导地位区分管理者（干部）阶级与被管理者阶级，它们具有

同样的阶级独立属性。雅克·比岱与杜梅尼尔以及莱维在组织问题上

都赋予了组织以优先性的地位，认为组织与市场一样都是影响阶级的

一大因素。但雅克·比岱从元结构理论出发，从市场与组织（国家）的

关系入手，将之为视为统治阶级内部的两极的分化；而杜梅尼尔和莱维

则通过对马克思阶级概念的扩展和具体的经济数据证实了管理者阶

级，并认为管理主义代表着未来。

雅克·比岱认为阶级的现代关系植根于理性的工具化，是从元结

构到结构的转化。雅克·比岱首先要处理的并不是对结构的普遍阐

释，而是对处于结构之上的“元结构”的重新思考，“这一术语指的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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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社会所公开宣称的形式，是现代国家认可的契约与理性合作之正式

关系产生的所必要的虚构（ｆｉｃｔｉｏｎ）”①。雅克·比岱认为现代社会依然

是一个契约社会，“现代阶级的一般概念在商品的个体间契约和组织

的中央契约的错综复杂的转化的基础上被重建”②。契约分为中央契

约和个体契约，契约的合法性在两个极之间的对立关系中形成。“彼

此之间”的市场是个体间的契约，“众多之中”的组织是中央的契约，两

者分别与“经济理性”和“法—政治理性”相对应。资产者占有财产，与

市场相关联；权能者占有知识能力，与组织联系在一起。元结构理论的

各个概念之间是一一对应、相互应和的关系，正如个体间的契约与中央

契约互为交织、互为依存一样，与之相对应的资产者和权能者同样是相

互交织、互为依存的。市场和组织是统治阶级的两面，资产者和组织管

理者共同组成了统治阶级，在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今天，

无论是单一的资产者还是单一的组织管理者都无法成为独立的统治

阶级。

我们在雅克·比岱的元结构理论中看到的是一一对应、互为依存

的概念体系，组织与市场同样是作为元结构的两个中介，我们似乎没有

任何理由认为在雅克·比岱那里有一个处于优先地位的概念。但是雅

克·比岱在《统治阶级概念—从民族国家到世界国家》一文中还是给

予了组织优先性的地位：“如果说当代社会的构成是从组织和市场这

两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介，从它们的工具化开始的话，那么在这座社

会大厦的顶峰，第一个优先于第二个。”③在这样同时既是两分的又是

三角塑型的框架下，资产者往往处于优先地位并有能力提出他们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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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法］雅克·比岱：《总体理论》，陈原译，东方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 ３页。
［法］雅克·比岱：《总体理论》，陈原译，东方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 ４页。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Ｂｉｄｅｔ，“Ｌ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ｄｅ ｃｌａｓｓ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ｅ，ｄｅ ｌ’?ｔａｔＮａｔｉｏｎ à ｌ’?ｔａｔ
Ｍｏｎｄｅ”，Ａｃｔｕｅｌ Ｍａｒｘ，２０１６ ／ ２（ｎ° ６０），ｐ．１１１．雅克·比岱关于该观点的另一种表
述：“我们应当使后者承认‘众多之中’对于‘彼此之间’的优先性”。“众多之

中”指组织，“彼此之间”指市场（参见雅克·比岱：《现代性和全球历史》，《马

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３年第 １期，第 ５页）。



则和目的，但是他们也并不是能够随意决定组织的结构和决策。国家

是最大的组织，国家作为独立的因素始终受到各种力量关系的影响。

或者更确切的说，国家是相对独立的，各个阶级在国家机器中实现妥

协。雅克·比岱认为我们又必须回到对市民社会（经济）和国家（政

治）的划分，因为市场并不代表整体，组织（国家）则承担了市场所不能

承担的那部分社会功能。从世界国家的范围来看，专家集团掌握了高

端科技，高级管理人员控制着全球的金融体系，掌握组织的权能者呈现

出优势的一面。而正是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纠缠关系为创造一种新的

政治提供了可能性。这种新的政治的可能性取决于三级阶级结构之间

的塑型。杜梅尼尔以及莱维认为资本家阶级与管理阶级或干部阶级的

妥协是一种右倾，而管理阶级或干部阶级与大众阶级之间的妥协则是

一种左倾，①实际上也赋予了掌握组织的干部阶级以优先性的地位，因

为组织决定了能否产生一个新型的社会关系，而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

则取决于管理者阶级是否是完全意义上的阶级。

杜梅尼尔和莱维明确提出了管理者阶级，“在我们看来，管理者所

构成的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类别：而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社会阶

级’”②。与雅克·比岱诉诸元结构的政治理论不同，杜梅尼尔和莱维

首先考察了马克思对阶级的定义，进而诉诸具体的经济数据来论证自

己的观点。杜梅尼尔认为，马克思对阶级的定义是围绕着“剥削”展

开。因此，要考察管理者是不是一个阶级的首要问题就转换为管理者

是否构成对工人阶级剥削的问题。杜梅尼尔和莱维考察了 ２０ 世纪资

本主义的发展历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化形成了新的生产

关系，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仅仅是资产者同时也包括资产阶级企业

中的管理人员和干部，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这些新的关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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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周思成：《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危机———热拉尔·杜梅尼尔访谈》，《国外理论动

态》２０１７年第 ７期。
［法］热拉尔·迪梅尼尔、［法］多米尼克·莱维：《大分化—正在走向终结的新

自由主义》，陈杰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１５页。



以定义为‘干部’，因为它允许干部控制生产体系，从而在一种新的剥

削关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中确立‘领导者’的角色。”①以是否占有

生产资料为圭臬，我们区分了资产者阶级与无产者阶级，那么以是否处

于管理体系之中为准绳，我们同样可以区分领导者阶级（干部阶级）和

被领导者阶级。史蒂芬诺·培楚西雅尼（Ｓｔｅｆａｎｏ Ｐｅｔｒｕｃｃｉａｎｉ）认为杜梅

尼尔实际上提出了与资本主义（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ｅ）相对的“干部主义”

（ｃａｄｒｉｓｍｅ），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统治阶级，前者代表着过去，而后者

则代表着未来。换句话说，尽管在当代西方社会存在着资产者阶级和

干部阶级二元并存的现状，但是资产者阶级和干部阶级并不是统一的

统治阶级，后者终将会取代前者并向着一个新型的社会阶级关系迈进。

“‘阶级’的定义并不参照某种不确定的主导形式，等级形式或者

剥削形式，而是与抽取剩余劳动的历史表现方式相关联。”②随着历史

的变革，从封建社会的赋税徭役到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剩余价值，不管剥

削的形式如何变换，剥削总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的占

有，正是这种占有使之成了两个对立的阶级。与资本家直接占有剩余

价值不同，管理者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则是以“薪资”的形式发放到管理

者手中。或许人们会反驳道：这仅仅是一个薪资高低的问题，而没有上

升到阶级划分的高度。然而，杜梅尼尔和莱维通过对高收入阶层的分

析，指出了这种偏见的错误所在。“首先，最富裕人口的收入中的相当

部分源于薪资。其次，这些薪资的历史变化简况区别与其他人口的薪

资的普遍趋势。”③人们也许会认为随着家庭总收入的增多，薪资收入

的比重在该家庭的收入的总比重中呈下降趋势。但是杜梅尼尔和莱维

通过对 １９５０年至 ２００７年美国家庭薪资收入在该家庭总收入的比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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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Ｓｔｅｆａｎｏ Ｐｅｔｒｕｃｃｉａｎｉ，“Ｌ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ｄｅ ｃｌａｓｓ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ｅ ｄａｎｓ ｌａ ｔｈéｏｒ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ｍａｒｘ
ｉｓｔｅ”，Ａｃｔｕｅｌ Ｍａｒｘ，２０１６ ／ ２（ｎ° ６０），ｐ．２３．
［法］热拉尔·迪梅尼尔、［法］多米尼克·莱维：《大分化—正在走向终结的新

自由主义》，陈杰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１６页。
［法］热拉尔·迪梅尼尔、［法］多米尼克·莱维：《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商务印

书馆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８１页。



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收入最高的 １０％的家庭中，薪资的收入

比例也占到了近 ９０％，即使在收入最高的 ０ １％的家庭中，薪资也占到

了 ４８ ８％。“２００７ 年这一极小人群的年家庭收入超过了 ２０５３００ 美

元。”①在新自由主义横行的几十年里，薪资已经成为高收入者收入的

主要渠道。对于管理者阶级与大众阶级而言，薪资是两者共同的收入

来源，但是“新自由主义极大的改变了收入分配的整体模式……在新

自由主义的数十年里（１９８０年至 ２００９年），０— ９５％的收入阶层的薪资

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普遍呈明显下降趋势，从 ６２ ２％下降了 １０ ８％至

５１ ５％。”②５％高薪资阶层的收入份额几乎和 ９５％的低薪收入阶层的

总份额相等，量的变化被质的变换所取代。这个高收入阶层就是工薪

阶级中管理者，管理者已经和大众阶级分离开来，成为资产者和大众阶

级之间的中间阶级。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管理者阶级

的高收入得益于其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

时，战后资本主义出现的全球金融管理革命也使得管理阶级的社会权

力和地位得以不断的增长。

三、世界体系和世界国家

如果说我们对三极阶级结构的探讨依然处在民族国家的理论视域

内，对组织优先性和管理者阶级的探讨则已经触及全球化的领域，那么

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性，我们可以将对阶级、统治阶级问题的探讨扩展到

世界领域？雅克·比岱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将对阶级关系的讨论局

限在国家结构的视域内，然而资本的全球化正在一步步改变着世界的

阶级结构，那么对世界体系、世界国家以及世界统治阶级的探讨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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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热拉尔·迪梅尼尔、［法］多米尼克·莱维：《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商务印

书馆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８２页。
［法］热拉尔·迪梅尼尔、［法］多米尼克·莱维：《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商务印

书馆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５４页。



我们无法回避的论题。

雅克·比岱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形式

的世界化的发展趋势：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的“体系”（ｓｙｓｔéｍｉｑｕｅ）的

发展趋势和以世界资产阶级为主导的“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ｌ）的发展趋势；

一种是“超国家的”（ｓｕｐｒ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另一种则是“跨国家的”（ｔｒａｎｓ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以欧洲跨国阶级学说著称的阿姆斯特丹学派的谢斯·范徳皮

杰（Ｋｅｅｓ Ｖａｎ ｄｅｒ Ｐｉｊｌ）认为，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一直存在着两

种宏大叙事：一种是霍布斯式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以阶级国家为保

护伞；另一种是洛克式的，以开放的跨国市民社会为基础，而且这种趋

势不可避免。德国和法国走的是第一条道路，第二种道路则是英美盎

克鲁—萨克逊体系的道路。① 威廉·罗宾逊（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则指

出，国家中心主义或者国家之间的分析模式已经过时了，提出了“跨国

资产阶级”（Ｃｌａｓｓ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ｅ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和“跨国家的国家”（Ｅｔａｔ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的概念。② 资本的跨国流动不是增强了民族资产阶级，

而是形成了新的跨国资产阶级。跨国资产阶级并不具有全球政治的诉

求，但是它们创立的各种经济组织和论坛恰恰是针对国家政治权利的

有限性而提出的。这些组织具有一定的国家形式（如达沃斯论坛），这

使得跨国资产阶级与国家共同分享着世界的统治权。列奥·潘尼奇

（Ｌｅｏ Ｐａｎｉｔｃｈ）和赛姆·根定（Ｓａｍ Ｇｉｎｄｉｎ）对威廉·罗宾逊的观点持否

定态度：“事实上，国家在资本积累的条件的开创和再生产上，包括在

新的国际条件下，一直都是未来也是关键的行动者。”③世界组织（联合

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背后的主要力量依然是国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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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ａｓｓ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ｅ ｍｏｎｄｉａｌｅ”，Ａｃｔｕｅｌ Ｍａｒｘ，２０１６ ／ ２（ｎ° ６０），ｐ．６７。



秩序依然是“国家的国际主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Ｅｔａｔ）。列奥·

潘尼奇和赛姆·根定特别重视美国在资本主义体系（金融体系）中的

中心作用，认为美国按照自己的面目给世界绘制了蓝图，是资本主义世

界体系的中心。

威廉·罗宾逊的分析是结构的，与“国家和阶级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ｃｌａｓｓｅｅｔｄ’Ｅｔａｔ）联系在一起，其最终指向是“世界国家”（Ｅｔａｔ

ｍｏｎｄｅ）；列奥·潘尼奇和赛姆·根定的分析是体系的，与之相对应的

是“世界体系”（Ｓｙｓｔèｍｅｍｏｎｄｅ）。雅克·比岱认为“体系”和“结构”只

是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在每一种进路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两种统治模

式之间的相互影响与重叠。从结构的角度讲，资产者因占有生产资料

而形成资产者阶级，民族国家实际上以政治共同体的身份占有领土和

国内市场，进而形成民族国家，个体间的契约上升为中央契约；从体系

上讲，民族国家的地理分割使得世界成了由单个的民族国家的点组成

的体系，国家是中央契约的最高表达，世界体系是中央契约之间的关

系，而不是另一个新的更高等级的中央契约。世界体系是民族国家的

世界体系，它在民族国家之间确立中心和边缘，是民族国家的地理学。

列奥·潘尼奇和赛姆·根定对美国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中心作用的重

视正是对世界体系的中心与外围的最好诠释。

世界体系是一种无契约的理性，尽管国家与国家之间并不具有中

央契约式的对领土和合法暴力的垄断，但是市场和组织的理性却是渗

透其中的。民族国家内部的生产力发展要求越来越广阔的市场空间，

“技术的发展即‘社会生产关系’背景下的‘生产力’倾向于将‘国家和

阶级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ｅｃｌａｓｓｅｅｔｄ’Ｅｔａｔ）的模式扩展到全球的规

模”①，世界体系因此又呈现出结构的特征。威廉·罗宾逊提出的“跨

国资产阶级”和“跨国家的国家”的概念正是对世界体系呈现出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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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的表述。“在这个最终在全球规模上出现的‘结构’与现代社会

形式的另一个维度—‘体系’的未来交织在一起。正是在这种‘二维’

的背景下（世界国家 ／世界体系），我认为有必要考虑中心国家（或一些

国家）的顶层推动与‘世界统治阶级’的不断增长的驱动之间的关

系。”①威廉·罗宾逊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以英美国家为首的中

心国家的影响下形成的联合国就是结构与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的集中

体现。

“尽管世界国家依然虚构多于现实，并且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陷于

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之内，其也不能被理解为乌托邦或一个调节性的理

念。”②世界国家是民族阶级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和潜在发展趋

势，世界体系实际上是阶级结构国家进展到世界国家的过程的一部分。

在世界国家的生成中，雅克·比岱还提出了阶段性的“欧陆国家”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ｓｔａｔｅ）的设想，阶级结构最终要越出民族国家的界限，由民族

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最终要被世界阶级国家所取代。③

四、跨国资产阶级与世界统治阶级

世界国家是民族国家的阶级结构对世界体系的渗透，那么这种在

民族国家内部的“国家和阶级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ｅｃｌａｓｓｅｅｔｄ’Ｅｔａｔ）被扩

展到世界范围是否构成“世界国家和阶级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ｅｃｌａｓｓｅｅｔ

ｄ’Ｅｔａｔｍｏｎｄｅ）④，即是否存在世界范围内的三级阶级构成的问题。

在民族国家内部，雅克·比岱和杜梅尼尔以及莱维都将统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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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资产者阶级和管理者阶级。“国家和阶级结构”向“世界国家和阶

级结构”的扩展同样使得我们对“世界统治阶级”的探讨分为世界资产

者阶级和世界管理者（干部）阶级的探讨。随着“国家和阶级结构”对

世界体系的渗透，结构与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实际上处于相互交织的状

态。雅克·比岱认为“体系在缓慢的国家性中不会消失，但是其内容

会被逐步代替”①。与世界市场相对应的是必然是世界资产阶级，各国

的资产阶级构成民族国家内部的统治阶级，世界市场的资产阶级也必

然构成世界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这个世界统治阶级并不是真正意义

上的统治阶级，或者说仅仅是全球资产阶级或者威廉·罗宾逊意义上

的“跨国资产阶级”，因为它仅仅具有全球资产者的维度，而不具有全

球权能者或领导者的维度。

我们对民族国家内部的资产阶级的分析，对世界范围的资产阶级

同样是适用的，因为市场仅仅是个体间的契约。而国家作为中央契约

的最高表达使得我们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管理者阶级的分析只能止于国

家的范围，更广的范围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世界体系的关系，

而不是世界国家的管理者阶级。虽然市场的国际化同样意味着组织的

国际化，与一个全球化的市场相对应的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但这个组

织并不是国家意义上的组织，而是作为私法的组织，如贸易委员会等。

世界国家植根于民族国家之中，民族国家统治阶级同样构成世界统治

阶级的一部分。但这个世界统治阶级并不是领导阶级，它没有为世界

人民所认同，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中央契约（国家）的维度。随

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资本和技术的融合，资本主义的世界越来越

是组织的世界，技术专家掌握着知识，高级管理人员控制着组织，他们

共同构成了权能者。权能者的从属地位也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以

及管理的日益精准化开始动摇。权能者越来越呈现出优势的地位，权

能者控制着组织、操纵着金融集团，世界资产阶级在资本权力和组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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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上双双受损，但却没有形成世界管理者（干部）阶级。没有原民族国

家的阶级结构意义上的世界范围的统治阶级，那么也无世界范围内的

大众阶级与之相对应，阶级结构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依然无法抹掉其

浓厚的国家地域性特征。

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结构向世界体系的渗透使得我们在讨论世界

范围的统治阶级的时候不得不考虑其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民族国家的

形成有赖于民族范围内民族语言的普遍化，世界国家同样需要一种能

够超越民族普遍性的世界普遍性语言，这种语言就是资本或者金融的

全球化。杜梅尼尔和莱维对跨国公司之间的相互持股的网络体系进行

了分析，位于核心地位的金融集团控制着全球近四成的跨国公司，它们

的子公司实现着全球近九成的利润。① 但是这些大的金融公司依然具

有明显的结构性和地区团体性，大的资本家依然与他所在的国家共同

体融合在一起，国家依然是他们自身利益的捍卫者。尽管跨国公司之

间互相持股使得最终的决策权和统治权掌握在少数大的利益集团手

中，跨国集团的国别身份出现模糊性的一面，特别是美国、西欧这个跨

大西洋的集团内部之间的资本的国别界限也越来越模棱两可。但全球

化依然障碍重重，民族国家的统一性无法脱离地理界限的围墙，高层干

部或管理人员也与区域性的团体联系在一起。杜梅尼尔和莱维认为国

家的全球化和阶级的全球化都还在进行之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单一

的极的迹象，而是一种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从民族国家内部的角度来

看，国家依然是一股重要的凝聚社会的力量，将社会各阶级联合起来。

从国际的层面上看，国家在国际活动中依然扮演的重要的角色。

结　 语

至此，我们从雅克·比岱与杜梅尼尔、莱维对现代社会的三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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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资产者阶级、管理者阶级和大众阶级）分析入手指出了三者在阶

级观点上的共同之处，并分析了他们在管理者阶级术语使用上的差异，

进而从语言学的差异追溯到其背后的理论分析的差异。雅克·比岱的

分析侧重于元结构的视角，市场和组织是影响社会结构的两大因素，资

产者阶级和权能者分别占有市场和组织进而构成统治阶级的两级。杜

梅尼尔和莱维则扩大了马克思的剥削概念，认为管理与被管理同样是

一种剥削形式，并以管理者阶级的收入构成对之进行了论证。随着金

融全球化的发展，阶级结构也不断的向世界范围渗透，围绕着世界化的

两种模式：结构（威廉·罗宾逊）和体系（列奥·潘尼奇和赛姆·根定）

的探讨，雅克·比岱与杜梅尼尔、莱维得出了两者相互交织的结论。雅

克·比岱认为尽管世界国家（结构）形成的条件尚未成熟，世界体系的

发展最终会使得阶级结构越出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杜梅尼尔和莱维则

认为国家在世界体系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资产者阶级和管理者阶级

依然具有浓厚的国家地域性。因此，世界统治阶级并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统治阶级，而是具有浓厚国家地域性的全球资产阶级或者跨国资产

阶级，并不具有全球权能者或领导者的维度。

（作者　 程恩慧，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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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重构一种整合型的“国家理论”
———巴罗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念的谱系学考察

洪 燕 妮

在政治哲学的研究领域内，对比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由罗尔斯掀起的

正义理论研究热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研究则再未能形成过往的

学术景象，似乎有所沉寂了。我们知道，在 ２０世纪，以米利班德为代表

的普通马克思主义（Ｐｌａ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ｍ）的工具主义和普兰查斯的新马克思

主义的结构主义所展开的国家观念之争，曾引起不小的学术史效应。

但进入 ２１世纪之后，国家理论未能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热

点，其原因当然有文本支撑方面的缺乏问题（虽然马克思有过国家理

论的相法，但终究没有写成）。正如杰索普所指认的那样，马克思“并

没有提供能配得上《资本论》规模和严谨性的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分

析，他关于国家的作品都是一些片段化和非系统化的哲学反思，大多是

马克思关于当时的历史、杂志和偶尔有感而发的某些感触而已”。但

更为重要的理论缘由在于，即使在那些重要的学者及其文献中，诸如米

利班德、普兰查斯、奥菲、杰索普等人留下的众多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

理论的研究文献中，大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有效性仍旧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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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态度；特别是他们认为，在马克思之后，由恩格斯发展处理的马克

思主义、第二国际以及第三国际等马克思主义谱系上的学者，对马克思

国家理论的阐释偏向了经济基础的研究，而对此种上层建筑“国家”的

关注显然是“负面”的。与此不同，克莱德·巴罗（Ｃｌｙｄｅ Ｗ．Ｂａｒｒｏｗ）①

有意识地与上述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国家理念讨论相区分，并以《批

判的国家理论》一书凸显了其所述的各种国家理论之间的竞争和理念

逻辑进展的发生史，其规避了传统叙述中那种单纯从霸权和自治等具

体概念及其运用着手的研究方式，以勾勒出每一种方法背后迥异的解

释逻辑，从而对国家整体理论做一种“模块”性的整体表述。

一、超越工具论与结构论之争：

国家理论的传统观念

对于西方的马克思研究者来讲，他们的兴趣始终逗留在国家与经

济危机方面。实质上，国家与民主政治的问题倒是一个低于前者的问

题。实质上也正是随着现代经济危机的波动，国家的起源、内涵、性质、

职能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才重新跃入学界的视野，应该说，工具主义与

结构主义的国家观念之争也是基于这样语境才有所呈现的。依照学术

史的回顾，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发生于 ２０ 世纪下半叶，随后发

生一次研究转向：即从强调国家霸权和文化机制的维护功能意义上的

制度依赖转向现代国家的限度性考察，抑或说转向资本与民主之间的

内在张力的研究。这次转变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来讲，是一次政治

性的“退却”，这当然也是西方学者不情愿又不得已作出的理论视角的

调整。所以，接下来的理论任务是要论证资本与社会民主不再被视为

全然二分的对立面存在，那么，以往的经济决定论的国家观和对国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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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治论的学者全然对立的状态被进一步打破了，这表明，此时的学者

视野中的国家观念，不再被视为一种外在于经济结构之外的自治体而

存在，而是作为内在于资本生产和再生产关系以及经济结构过程一种

手段而存在。为此，巴罗在推出其批判国家理论的视角之前，展开了马

克思主义现代国家观念在西方世界的种种阐释的回顾，并进一步辨析

了其各自的理论限度。

我们知道，在正统马克思主义那里，国家概念的研究视角直接依附

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及其交换关系的讨论，这导致了

资源归谁所有的核心论争，如此一来国家对于资源占有者而言无非是

一个阶级利益代表的判定。由此，便衍生了普通马克思主义的工具主

义，巴罗乐于将其称为“普通的马克思主义”①式的国家概念。对此最

有力的说明的文本依据是《共产党宣言》中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

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②这一句名言。然而，这

一设想虽然强调了国家的阶级性，却忽视了对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过

程中如何进一步实现社会各结构稳定化作进一步深入的分析。

依照巴罗的看法，普通马克思主义的工具主义做出了与之对应的

三种关于国家的设想：资产阶级掌握着占据优势的生产资料；国家是资

产阶级实现统治的工具和手段；国家政策偏向于资产阶级的一般利

益。③ 这种观点实际上承认资本和国家有着直接关联，然而质疑者发

现国家的重要职位和部门不全都是由占有重要资源的资本家之间操

控。面对质疑者的抨击，米利班德和顿霍夫等工具主义者表示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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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巴罗早在《普通的马克思主义，狡诈的马克思主义和怀

特·米尔斯》一文中就已经对“普通的马克思主义”做过明确的界定，他借用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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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身的影响力作用国家的决策，这种干预不一定是直接参与，而是

通过控制重要的经济资源、培养有利于自身的后备力量安插在政府工

作等手段来实现———特别是一些大财团和垄断的经济组织更是如此。

由此，现代国家很容易被解读为特定利益财团或大经济组织实现自身

阶级利益最大化的权力容器。对于这一点，巴罗的辩解是：“普通马克

思主义的工具主义在解释国家的运行统一性时，从来不把意识形态作

为唯一的因素。相反，普通马克思主义的工具主义往往将意识形态过

程视为……与其他政治过程的交互作用的一个因素而已。”①

另一方，涌现的新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学者们普遍意识到，那些

普通马克思主义的工具主义的国家阐释方式存在着的一种困境是，在

资本主义危机的情形下，如何合理地证成国家和阶级之间的必然联系，

这一点巴罗看得特别清楚。与普通马克思主义的工具主义把国家职能

和统治阶级利益的统一视为资本主义体系存在的原因不同，新马克思

主义的结构主义更乐意将其视为一种“偶然的结果”。据史丹利·阿

若诺威兹考证：“结构主义承认资产阶级与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客观

的要素。由于系统自身的原因，当社会形态确定后，国家职能与统治阶

级的地位也同时决定了：统治阶级的成员加入国家机关中并不是因，它

其实是果。”②为此，大多新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者从马克思的利润

率下降、剩余价值、资本积累、不均衡的发展态势等经济现象进一步揭

示了阶级结构的稳定性、国家意识形态的统治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直接的内在关联。

巴罗在其文献中，进一步讨论了库瓦达诺（Ｑｕａｄａｇｎｏ）这位结构主

义国家理论研究中较为温和的思想。依照他的判断，库瓦达诺融合了

普通马克思主义的工具主义主体实践性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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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发展均衡性的理念。库瓦达诺这种温和派的结构主义的做法进一步

表明国家对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政策的制定，其实质在于协调各

阶级利益、权衡各竞争资本的均衡发展，以实现劳动力和劳动方式的再

生产。另外工人阶级的实际利益构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① 据

此，库瓦达诺表示，辨识新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的权力概念的路径，

主要是通过分析掌握国家重要职位控制权的管理者对各部门的影响

力，通过勘定特定时期和特定国家行动下的现有经济、政治局限性，通

过评价与社会政治格格不入的工人阶级的需求来实现。② 到这个地

方，我们已经能够明白，巴罗通过引入新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的国家

分析，向人们呈现了原先的、或者说其理论对手普通马克思主义的工具

主义国家观念，在讨论国家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在权力机构分析上还是

不够彻底，难以达到结构主义对国家理解的阐释高度。

一方面，巴罗不同意普通马克思主义的工具主义者们，显然，如果

按照工具主义的做法把国家简单地诠释为占有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

利益代表，那么如奥菲在《福利国家的矛盾》中所提到担忧，一旦由于

各种政治制度将国防经济、社会政治联盟与商业整合到同一体制下，那

么，各种利益联合体将有可能使福利国家遭受各方攻击，“阶级妥协的

机制自身已成为阶级冲突的目标”③。另一方面，巴罗也不愿意简单地

把国家视为阶级斗争场域这种偏向于新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的看

法。新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于其他特

定社会形态制度下的国家形式具有更有利的自治行为，在缓解阶级矛

盾和社会冲突的强制性功能方面，资本主义国家有足够的能力平衡和

稳定各种竞争和对立的阶级关系。在这一视域下，新马克思主义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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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主义认为现代国家的职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一致性。然而，

如巴罗所看到的，新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将政治权力抽离于国家机

器的看法也是有风险的。其理由是：其一，国家权力的存在方式反对非

资本主义性质的利益集团；其二，国家机器不具有权力，它仅仅成了发

挥生产关系社会权力的工具。① 这意味着要改变社会存在的结构，马

克思主义理论者的任务依然是要瞄准国家机器。因为唯有国家机器更

有利于无产者，才符合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

二、派生主义方法论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按照巴罗的看法，当工具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陷入困境的时候，当

时的杂志《资本主义》将派生主义（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ｓｍ）带入英美学术界，后

又随着西方左翼学术界知名杂志《国家与资本》而声名大噪，俨然成了

一种超越或者走出以往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研究困境的有效方法。②

具体来讲，派生主义起于如下认识：“《资本论》揭示了‘资本的一般发

展规律’，它为解释特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奠定了概念性基

础”，以及“《资本论》中总结出许多经验事实和历史事实以阐明他关于

资本主义发展的潜在趋势的主题”③。显然，派生主义与工具主义、结

构主义都不相同，它主张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去分析国

家问题，这一点与哈维等当代左翼学者的分析极为吻合，即主张一种国

家的“资本逻辑”分析方法。说得再简单一点，这种分析方法既没有否

定国家为经济辩护的功能作用，也没有否定国家发挥功能时受着资本

主义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支配，所以，它不像工具主义与结构主义各执

８８１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③

参见 Ｃｌｙｄｅ Ｗ． Ｂａｒｒｏｗ，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Ｍａｒｘｉｓｔ，ＮｅｏＭａｒｘｉｓｔ，Ｐｏｓｔ
Ｍａｒｘｉｓｔ，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ｐ．４６－４７。
参见 Ｃｌｙｄｅ Ｗ． Ｂａｒｒｏｗ，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Ｍａｒｘｉｓｔ，ＮｅｏＭａｒｘｉｓｔ，Ｐｏｓｔ
Ｍａｒｘｉｓｔ，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７８。
Ｃｌｙｄｅ Ｗ．Ｂａｒｒｏｗ，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Ｍａｒｘｉｓｔ，ＮｅｏＭａｒｘｉｓｔ，Ｐｏｓｔ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７８．



一端，从而，这种派生主义的方法的进一步深化了对国家观念解释

力度。

为了进一步陈述这种国家与资本逻辑之间的关联或者说国家理论

这种视角阐释的可能性及其有效性问题，巴罗发现在资本主义的不同

发展时期，国家的职能也随着资本积累的强度而相应变化。首先，在早

期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政治功能在于为自由竞争创造一般条件，早期

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在前资本主义的孕育中得以发展，并超越了前资本

主义社会，其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实现一定程度的分离。其次，在竞争

资本主义阶段，国家的基本职能主要在于制定和裁定市场交易政策。

再次，为了维护私人经济持续盈利，原先由私人公司为主导的盈利活动

最终必将为国家所接管，这就迎来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阶段，在这一阶

段，资本生产以国家为基础，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能够通过干预手段实现

关键的成本投入。最后，随着跨国企业的扩大化的资本积累，统一的全

球市场随即到来，这就催生了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积累过程导致

国家危机，只有通过实现跨国联合和国际发展组织才能解决国家危机，

同时内部阶级斗争和国际资本竞争所带来的危机促进国家的进一步发

展。每一次阶级斗争爆发，国家都会实行阻碍、补偿或违背利润率下降

规律的政策。①

巴罗通过以上资本主义四个发展阶段分析了国家职能的演变，进

一步向我们展示了派生主义分析法的证成路径。在派生主义的资本逻

辑分析中，资本、国家和阶级是三位一体的，因为无产阶级是制度和规

则的顺从者，抑或是激进的行动者和反叛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

家如何定位资本与工人（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由此，在资本扩大化

了的积累过程中，资产阶级的不得不追逐以个体主义为彰显的政治权

力，由此一来就加剧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内在紧张。换句话说，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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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干预政策一方面需要以提供便利的公共服务为导向，另一方面则

要求以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来维护整个自由市场的运行。

在资本与国家的考察谱系中，当今颇具影响力的大卫·哈维也大

致会同意巴罗的看法，因为在他看来，“国家绝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

的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

形象和现实’，确切地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①。哈

维从观念的生产和商品的生产的双重维度试图发掘马克思《政治经济

学批判》的思想资源，并强调从生产方式入手阐明国家理论的重要性。

像哈维一样，拉克劳和墨菲在批判列宁将在研究国家问题时颠倒了政

治斗争与生产方式的优先性。他们称：“如果各阶级间的力量关系并

不是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之间关系的必然结果，更进一步，如果它不是单

一矛盾的产物，而是一个国家干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引发的各种作

用的多元决定的结果，那么……它的结果本质上将取决于政治

斗争。”②

在巴罗看来，上述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析法有两种论证路径。

其一，是系统分析法的研究路径，该方法主要聚焦晚期资本主义作为一

个整体体系加以研究，并通过界定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制度能力的不

足。巴罗认为系统分析法国家职能论述重点在于限制劳动数量以更好

控制核心权力机制，采取政策积极应对资本系统自发产生的无用结构

和现象。③ 以新社会组织为例，它既是新型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本质，

又是反资本主义的内在力量。这一点体现在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

一书中。奥菲认为，推行社会政策是国家必要职能和行动策略，其中包

括将非雇佣工人转变为雇佣工人，这是一种“积极的无产阶级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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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工业化过程因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遭到自然破坏而被迫将自身的

劳动力向市场出售的则是“消极”的无产阶级化。① 奥菲通过消极无产

阶级化和积极无产阶级化的界划，表明了国家对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

数量的调节功能，从而使劳动数量与市场需求保持平衡和稳定的发展

态势。在解构倾向的后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国家不仅是统治阶级实现

自身利益的代理机构（企业财团通过在政府中培养其利益的权力精英

影响国家决策），而且是阶级冲突与国家危机互为因果。在他们看来，

阶级不是一个单一的组织，而是体现了整个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国家

职能的发挥随着资本积累程度而不断演变。

其二，是组织现实主义的研究路径。巴罗认为组织现实主义把国

家界定为“扩大对国内领土和人们的强制力和政治影响力的组织”，

“其基本论点是：国家管理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以提高其组织

力、威望和财富”②。这种观点看起来与工具主义的国家分析法无异，

然而，国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内驱力已经超越了领土范围内的局限性，

而是走向一种跨国投资、跨国参与政治事务和文化生活的形式来完成

的，由此各国既能够在阶级冲突中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又能够对外

合作关系中化解自身的危机。因此，巴罗分析，组织现实主义在国际合

作关系下国家的职能表现为：“维护控制力和秩序的基本职能有可能

促进改革；国家参与国际商业活动将鼓励官员实现转型策略；当国家在

组织上实现官员团结一致，国家极有可能实现其潜在的自主性。”③巴

罗分析，尽管组织现实主义的方法对此前的国家分析法具有很大的进

步性，但它在论述国家在协调阶级矛盾的相对独立性问题时，却过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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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了政府决策的自由选择权的随机性和偶然性。①

三、现代福利国家的“缺陷”与整合性的建构

通过对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包括普通马克思主义、新

马克思主义、派生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研究，巴罗认

为有必要对现代福利国家再次界定。在国家起源问题上，马克思主义

研究者普遍的做法是以“所有制形式”作为现代国家与非现代国家界

划的重要依据。显然，巴罗遵循了这一逻辑，他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作为现代国家与非现代国家的分水岭。由此，巴罗推断福利国家与非

福利国家的划定标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发展的大萧条时期与

此前现代国家兴起之间的分野。② 学界对现代国家的界定方式有所不

同，那么也造就了他们对于福利的解读方式也各有迥异，譬如荷兰学者

克拉勃在《近代国家观念》就将国家分为旧国家、近代国家和世界国家

三种类型。③ 普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福利国家产生时期的界定介

于近代国家和世界国家之间，前者以自由竞争的市场模式为导向，后者

以跨国垄断经济为模式。从社会政策研究福利国家是目前为止一种较

为行之有效的方案。在这个意义上，金斯伯格认为福利国家的政府举

措主要涉及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医疗保健、住房、教育培训以及个人照

顾服务方面。④ 巴罗并不否认这一点，他试图通过 １９ 世纪自由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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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两次不自由的举措来界定福利国家的概念。①

第一，重新分配政策。作为福利国家首要举措的重新分配政策，是

政府实现物质和服务直接给予的分配方式。由斯蒂芬斯、安德森、卡斯

尔斯、迈尔斯等多国学者汇编而成的论文集《转型中的福利国家》直接

表明福利制度的多样性，由此可以看出各福利国家在分配策略上采取

的方式也是多元的，譬如安德森在编者序中就提到有些国家采纳了新

自由主义的路线，有些国家体现出社会民主的特征，还有一些国家则采

取混合的“第三条道路”②。尽管如此，巴罗更支持桑德拉·施耐德所

界定认为的，即福利国家“为老弱病残和失业者等特定人群提供服务、

便利和救助。更有甚者，在惠及福利制度的国家中，基本上都采取相类

似的福利措施，这些措施在实现统一普遍目标的过程中得以扩展”③。

显然，社会服务供给、失业救济、病假津贴、养老保险等分配策略凸

显出社会重新分配政策的公共服务的政府职能。不管是何种形式的福

利国家，这种立足于民生的职能发挥是福利标榜的首要目标。对当代

研究国家、信托和法人关系的理论家来说，国家俨然成了帮助法人团体

规避风险的人格化的意志共同体。④ 如此一来，有人不禁会对这种卢

梭式的公共意志的契约论发问：如果国家规避风险相安无事的话，那么

国家的危机就可以避免了吗？显然不是，因为这种重新分配策略无法

从根本上将全部社会财富纳入分配机制（这种诉求不过是完全平等主

义者的“妄想症”）。归根到底，这一分配政策实际上未能从根本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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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福利关于缩小贫富差距的初衷，反而有可能成为抑制工人阶级的手

段（这一论点在激进的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体现得尤为明显）。

另外，在私有化趋势和公共服务职能方面，现代福利国家重新分配

制度的推行一度陷入两难的境地。不管是在以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制

度为典型的瑞典、以社会市场经济为特征的法国、以法人市场经济的福

利政策为表征的美国，还是以自由集体主义为目标的福利英国，其普遍

存在的共同问题在于：一方面，这些国家旨在推行以公共服务体系为标

榜的政府职能；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内在运行的动力机制始终紧扣于私

有化的资本逻辑体系。在工具主义的国家分析中我们很容易了解到私

有权的大企业，能够轻而易举地直接或间接地占领国家的重要职位以

掌握有利资源，进一步影响国家做出有利于自身的决策。这就不难理

解为什么巴罗会说：“难怪有人会把私人企业视为福利国家的主要受

益者。”①

第二，规训政策。作为福利国家第二举措的规训政策，金斯伯格

（Ｎｏｒｍａｎ Ｇｉｎｓｂｕｒｇ）做出了较为全面的定义：它涵盖了包括减税在内的

各种有关个人福利的规定和津贴，具体包括雇主提供的职业福利，以及

由营利性机构、慈善机构、工会、社区、宗教和其他自愿组织提供的福

利，也包括由家庭成员、朋友和邻居非正式提供的福利（比如移民、法

律效力、工业关系和刑罚政策）。② 其中，作为上层建筑的法规是满足

资本积累内在需求的重要机制。因此，巴罗称福利国家的规训政策首

先直接转移了由私人和私有制度带来的“毗邻效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也就是说，它直接裁决私人活动的纠纷，并直接改变了个体和

制度的生活条件。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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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Ｃｌｙｄｅ Ｗ．Ｂａｒｒｏｗ，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Ｍａｒｘｉｓｔ，ＮｅｏＭａｒｘｉｓｔ，Ｐｏｓｔ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Ｐｒｅｓ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３．
参见 Ｎｏｒｍａｎ Ｇｉｎｓｂｕｒｇ，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Ａ Ｃｒａ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１。
参见 Ｃｌｙｄｅ Ｗ． Ｂａｒｒｏｗ，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Ｍａｒｘｉｓｔ，ＮｅｏＭａｒｘｉｓｔ，Ｐｏｓｔ
Ｍａｒｘｉｓｔ，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Ｐｒｅｓ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３。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社会流动性的进一步增强和福利制度的

不断完善，诸如家庭、教育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涉及的领域及其服

务，特别是数字时代语境下的资源共享空间的建构，福利制度已经从经

济、政治生活延伸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有可能进一步导致私有和

共有的界限不再分明。但问题可能还是依然存在，如哈维所认为的，消

除贫民窟、建造标准尺寸的房屋、学校、医院、工厂等福利手段并没有从

真正意义上消除贫富差距，推广福利措施无非是在资本主义在自身追

求利润的动力机制和内在需求的推动下，建构统一化的工业化体系和

现代理性国家以进一步保障特定阶级的既定利益。①

金斯伯格（Ｎｏｒｍａｎ Ｇｉｎｓｂｕｒｇ）通过深入考察发现在过去的 ２０年间，

福利政治并没有因为反种族主义组织、和平运动、女性主义、同性恋运

动、环境保护论等新社会运动而有所改变。家庭出身、收入水平、受教

育程度、种族、个人性取向、宗教信仰、地域、雇佣方式等身份识别方式

已然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学上的认同类型分析。② 实际上，全球普遍的

福利目标的推行遭遇到的最大障碍或许就是现实的不平等和贫困化所

带来的难题。大多数学者明白，在资本家的积累和利润最大化的需求

与工人阶级直接的福利需求是相互矛盾的。但他们中的很少人能够从

规训的批判视角中来颠覆国家机器与市民社会的倒置关系。譬如，当

我们今天再议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时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拜物教

化的价值规范经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化嵌入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观

念，人们甚至开始将这一虚幻的抽象形式当成了日常生活的具体

内容。③

无疑，用以上两种政策来界定福利国家，巴罗认为显然是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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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英］大卫·哈维：《后现代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商务印

书馆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９６页。
参见 Ｎｏｒｍａｎ Ｇｉｎｓｂｕｒｇ，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Ａ Ｃｒａ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９６。
参见洪燕妮、孙亮：《〈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价值”概念———基于“规训政治

学”的解读尝试》。



用他的话来说，它至少遗留了一个关于社会起源和阶级理论性质的悬

而未决问题。从社会起源说的视角来看，福利国家甚至可以被解读为

一个“用于权衡社会理论和作为社会主义第一阶段的私有资本社会理

论的中立机器”。而从阶级理论的性质方面来看，福利国家可以被诠

释为作为资本否定之否定形式的控制机器，劳动从抽象的形式中获得

自身具体的内容，进一步从资本主义的牢笼中实现自身的解放。①

对国家理论系统分析法的支持者而言，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系

统，其内在结构各要素之间（总系统下的子系统之间）相互关联，资本

主义的内在危机的爆发是资本关系生产或再生产无能的体现。因此维

护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功能，是稳定资本主义制度的系统要求和结

构要求。不管福利的手段是消极还是积极的，其背后运行的动力机制

始终是私有化的资本运行规则和逻辑。不管是强调国家行动实践性的

历史主体的工具主义分析法，还是通过社会系统分析的动力机制来阐

释国家职能的结构主义式的系统分析法，又或从逻辑批判、现实的组织

和制度批判等方式来界定国家的分析法，在巴罗的眼里始终是存在缺

陷的。所以他在批判中实质上试图倡导要将各种观点综合起来，但是，

巴罗又不愿意采用杰索谱的国家分析工具，在巴罗看来，杰索谱在国家

的实践主体性和阶级斗争场域的双重定位的方向上是失败的。巴罗

称杰索谱的论点显得矛盾重重，譬如“依照国家自身的狡计模式就把

它视为一种不执行权力的制度集体的看法，显得既没有逻辑又不够

历史”②。

依上述来看，巴罗所谓“国家观念”的试图综合性的去重构，但是，

纵观其整个理论的思想脉络来看，他只是更多地在批判其他学派的缺

陷，并始终在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寻求突破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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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Ｃｌｙｄｅ Ｗ． Ｂａｒｒｏｗ，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Ｍａｒｘｉｓｔ，ＮｅｏＭａｒｘｉｓｔ，Ｐｏｓｔ
Ｍａｒｘｉｓｔ，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Ｐｒｅｓ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３。
Ｃｌｙｄｅ Ｗ．Ｂａｒｒｏｗ，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Ｍａｒｘｉｓｔ，ＮｅｏＭａｒｘｉｓｔ，Ｐｏｓｔ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Ｐｒｅｓ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１５４．



家谱系上的争论。但他却遗漏了诸如国家发展趋势的历史分析和预测

内容，诸如“国家消亡论”，而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区别于任何一种国

家理论研究所绕不开的话题。巴罗的刻意回避实际上正是因国家理论

重构的内在悖论而不得不为之的做法。对此德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研究者奥本海在其《论国家》一书倒是点明了理解国家必须站在国家

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巴罗的缺陷：即国家消亡是一个必然的

趋势，未来国家将是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它通过政治手段联系人

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社会”则是通过经济手段而联系起来的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的总和。未来的“自由民联合体”社会将不再有“国家”而

只有社会。① 这一定意义上来讲，奥本海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的国家

观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契合，而巴罗却恰恰没能走进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念的深处。

（作者　 洪燕妮，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晨晖学者、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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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佛兰茨·奥本海：《论国家》，沈蕴芳、王燕生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４ 年版，
第 １２１页。



论广松涉的关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邓 习 议

自明治维新以来的 １５０年间，日本一直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因

此也就没有类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

但没有相应的概念，并不意味着相应的理论或实践就不曾出现或发生。

且不谈福本和夫的福本主义、河上肇的唯物史观、三木清的人类学、户

坂润的科技哲学、永田广志的唯物论、秋泽修二的无神论、服部之总的

历史论、平野义太郎的法哲学、山田盛太郎的经济哲学、冈邦雄的自然

辩证法①、梅本克己的主体性、岛崎隆的实践唯物论、平田清明的市民

社会论②和不破哲三的当代意识形态论等———“社会主义”、“共产主

义”、“辩证法”、“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生产力”、

“生产关系”和“唯物史观”等术语就是由日本学者首次翻译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至少，广松涉关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马克思

主义日本化”的经典范式。“马克思主义日本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

普遍原理与日本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点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成果的过程。

中江兆民（１８４７—１９０１）曾断言“日本没有哲学”。时至今天，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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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岩崎允胤『日本マルクス主義哲学史序説』、未来社、１９７１年。
岩佐茂·島崎隆·渡辺憲正『戦後マルクス主義の思想———論争史と現代的

意義』、社会評論社、２０１３年。



没人会否认此说为后来的西田几多郎（１８７０—１９４５）、广松涉（１９３３—

１９９４）所打破。如果说西田是日本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和高峰，那么广

松则无疑是日本当代哲学的高峰及西田哲学的超越者。广松涉哲学的

成就是多方面的，其范围涉及除中国哲学之外的所有哲学二级学科。

除了其原创性的《存在与意义》两卷本，当中尤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

方哲学的研究为最。就广松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其著作主

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１９６８）、《马克思主义的地平》

（１９６９）、《现代革命论的探索》（１９７０）、《论青年马克思》（１９７１）、《唯物

史观的原像》（１９７１）、《资本论的哲学》（１９７４）、《马克思主义的理路》

（１９７４）、《马克思的思想圈———以本国未介绍资料为中心》（１９８０）、

《唯物史观与国家论》（１９８２）、《生态史观与唯物史观》（１９８６）、《论恩

格斯及其思想形成过程》（１９８６）、《辩证法的逻辑———辩证法的体系构

成法》（１９８９）、《今天必须重读马克思》（１９９０）、《马克思与历史的现

实》（１９９０）、《黑格尔与马克思》（１９９１）、《东欧剧变与社会主义》

（１９９４）、《马克思的根本意想是什么》（１９９４）和《广松涉谈马克思与哲

学———单行本未收录讲演集》（２０１０）等 １８ 种，以及曾一度引起轰动的

译著《〈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复原新编版》（１９７４）。其中，《马克思主

义的形成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地平》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路》，被学界

称作“马克思主义三部曲”①，为广松涉带来广泛的学术声誉。

保罗·利科（１９１３—２００５）在其主编的《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设

有“现代印度和日本思想中的逻辑和本体论”一节，专门介绍了印度和

日本学界对排中律和矛盾律的研究。关于前者，印度哲学家卡利达斯

发现，“非排他性的‘或者’仅是 １６个可能的二项逻辑算子中出现的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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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一兵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之“广松涉哲学系列”已

推出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２００５）、《唯物史观的原像》（２００９）和《资本论的哲学》（２０１３）；即将出版的还
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含“马克思主义三部曲”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地平》、

《马克思主义的理路》）。



辑连词之一，这些逻辑算子可存在于二值真值函项逻辑中……如果选

替项之一被断定为真，那么其他选替项既可真亦可假”①。日本哲学家

大江精三质疑“把排中律用于不能截然二分化的领域”，“不仅在亚原

子层次上，就是在知觉层次上我们也未能发现这种截然分明的二分现

象。但是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运用具有这类二分性的逻辑思想去了

解并非二分性的经验，就会导致混乱”；关于后者，今道友信指出：“如

果我们接受矛盾律的话，就不可能思考全体或整体，因为理解整体的企

图总要导致悖论……然而如果要研究任何真正的形而上学，就必须思

考它———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放弃矛盾律，并把悖论看作是不自相矛盾

的。”②此外，克里施纳引入类似“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③的

观点，主张“将矛盾律应用于经验现实……要以对那类被施用矛盾律

的对象进行‘点—时—刻’分析为前提……因为每一时刻都可以当作

是一个新的时刻，这样就使矛盾律与人们打算将矛盾律运用于其上的

任何对象没有关系了”④。我们知道，排中律被表述为“Ａ 是 Ｂ 或不是

Ｂ”，矛盾律表述为“Ａ不能既是 Ｂ 又不是 Ｂ”。可是，这类古老的逻辑

定律却无法解释现代物理学中光的波粒二象性，以及量子力学和广义

相对论的不相容现象。凡此种种，如保罗·利科那本书的书名所显示

的，当代哲学涌现一股由 １９ 世纪的克尔凯格尔的作品《非此即彼》所

表征的隘路到由 ２０ 世纪物理学的“亦此亦彼”所表征的通路的趋势，

广松涉的关系主义哲学⑤即是这一趋势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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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法］保罗·利科：《哲学主要趋势》，李幼蒸等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８年版，第 ４３页。
［法］保罗·利科：《哲学主要趋势》，李幼蒸等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４４页。
《斯大林文集》（１９３４—１９５２），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２０６ 页；参见《列宁全
集》第 ３１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版，第 ５４、１７２页。
［法］保罗·利科：《哲学主要趋势》，李幼蒸等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４４—４５页。
需要说明的是，说广松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为“关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是沿用了类似“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国外马

克思主义流派概述的惯用表述。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

“接着讲”与“物象化论”

引言中谈道，广松涉的哲学研究成就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

学的研究为最。从价值取向上说，广松涉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

哲学的态度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持积极继承的态

度；对西方哲学持批判扬弃的态度①。这里需注意的是，说广松涉对马

克思主义哲学持积极肯定的态度，正如冯友兰先生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末在《新理学》一书中谈到其对于宋明理学大体上不是“照着讲”，而是

“接着讲”。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广松涉并非采取没有自己的主见的

注疏家之“照着讲”的讲法，而是哲学家的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之“接着

讲”的讲法。那么，广松涉哲学之“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讲”有何

不同呢？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讲”。在 １９ 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浪潮

中，犹太人被作为“异类”而受到很多国家的排挤，为了谋求犹太人解

放，当时的犹太知识分子提出了共产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两大方案②。

前一方案是“以卡尔·马克思为首的犹太人出身的左翼知识分子，认

为犹太人应该和本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一同反抗资产阶级的政治压

迫，在世界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③。在《共产主

义者同盟章程》（１８４７）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

合起来”，为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而斗争！明确了同盟的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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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邓习议：《实体主义批判———广松涉哲学视域中的西方哲学》，《河北学刊》２００９
年第 １期。
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的先行者和同路人的莫泽斯·赫斯，后来之所以

与前者分道扬镳，个中缘由在于其“前半生致力于社会主义，后半生致力于犹

太复国主义”（参见［德］莫泽斯·赫斯：《赫斯精粹》，邓习议编译，南京大学出

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 ２７６页）。
孙力舟：《中东乱局来龙去脉》，《青年参考》２００９年 １月 ６日。



“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

阶级旧社会，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①，而在《共产党

宣言》（１８４８）中则预言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

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

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这一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在实践上，由

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第一次使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后

一方案则是匈牙利犹太作家西奥多·赫茨尔在其《犹太国》一书首

次提出，其宣称“犹太人问题是一个民族问题，应该建立犹太人自治的

国家”③。

（二）广松涉哲学之“接着讲”。受身为共产党员的母亲的影响，广

松涉在 １１岁念小学时就阅读了恒藤恭写的《人类的所作所为》，对人

类社会史充满好奇；１６ 岁念高中时以必须“２０ 岁以上”才有入党资格

的年龄被破格吸收加入日本共产党。１９５３ 年如愿考入东京大学文科，

学习期间因多次参与学生运动而被迫中断学业，１９５６ 年以门松晚钟为

笔名出版了合著《日本的学生运动》，次年正式考入东京大学文学系哲

学专业。入学初期，为了克服研究黑格尔及马赫哲学的语言障碍，他坚

持在学习之余，每天到红露外语学校刻苦学习德语。如前所述，从

１９６８—１９９４年去世的 ２６年间，广松涉留下了近 ２０ 种关于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研究著作，约占其一生全部著述中的一半。在作为临终绝笔而

发表于 １９９４年 ３月 １６日《朝日新闻·夕刊》的《以东北亚为历史的主

角———建立以中日（关系）为轴心的“东亚”新体制》一文———我认为此

文是广松涉哲学的秘密和哲学遗嘱———中，广松涉指出自东欧剧变和

苏联解体以后，自哥伦布以来的五百年间的以欧美为中心的产业主义

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新的世界格局需要新的世界观、新的价值观；新的

世界观和新的价值观将产生于亚洲，并席卷世界。并预言“除了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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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 １３８页。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 ５１页。
孙力舟：《中东乱局来龙去脉》，《青年参考》２００９年 １月 ６日。



的，不，大乘佛教的一部分极少的例外，‘关系主义’将取代过去占主流

的‘实体主义’而成为基调”，必须扬弃实体主义的主观和客观的割裂

与对立，“对我来说，是把这一情况称作对‘意识对象—意识内容—意

识作用’的三项图式的克服或‘事的世界观’，我的说法妥当与否另当

别论，我想从物的世界像到事的世界观的转换确实是世纪末的大趋

势”。而美国作为美元发行者和世界消费者角色的时代已一去不复

返，日本经济必须将其轴心立足于亚洲。“东亚共荣圈的思想曾经是

右翼的特许专卖。日本依然被强调为帝国主义，仅仅是欧美的对立面。

但是，当今历史的舞台正进行着大回转。建立以中日为轴心的‘东亚’

新体制！以此为前提建立世界的新秩序！”①

由上可见，广松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是注疏家的“我注六经”

式的“照着讲”，而是“六经注我”式的“接着讲”。广松涉之“讲”不同于

与马克思之“讲”的地方集中体现在：马克思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

起来”，预言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

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

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广松涉则是倡导“建立以中

日（关系）②为轴心的‘东亚’新体制”，预言了亚洲的“‘关系主义’将取

代过去占主流的‘实体主义’”（广松涉哲学的精髓）。从国际视野来看，

广松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将马克思主义论域狭窄化之嫌；从哲学本体

论来说，广松涉的全部著述都是围绕“关系”③二字来批判西方哲学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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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廣松渉著作集』第 １４巻、岩波書店、１９９７ 年、４９８— ４９９ 頁；全文参见邓习议：
《四肢结构论———关系主义何以可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２１—２３页。
此处括号中的“关系”二字为笔者所加。

参见张一兵：《马克思哲学初始地平线中的关系本体论》，《马克思主义与现

实》１９９４年第 ４期。
参见［日］广松涉：《事的世界观的前哨》，赵仲明、李斌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日］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庄倩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



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①和建构自己的广松涉哲学②。作为实例，我想最

能体现广松涉之“讲”之特色的著作当《〈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复原新

编版》，该书分为德文、日文两册，日本学界称之为“广松涉版”。新编版

批判地吸收了阿多拉茨基版、梁赞诺夫版、新巴加图利亚版和东德新编

版凡四种版本的研究成果，使用不同的字体和左右对开的排版形式，凸

显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的笔迹及其对该书的删除、增补的过程，从文献

学上展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可能面貌。随后，广松涉将这一研究成

果理顺为“从异化论到物象化论”③的主题，其包含了对传统的苏联马克

思主义（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马克思

主义）两大阵营的根本批判与扭转。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是近代与资本

主义时代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在古代和中世纪并不存在。广松涉认为，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异化理论，已然不是“异化论”，而是“物象化

论”。马克思所扬弃的“异化论”，乃是黑格尔之流将人类史看作自我异

化和自我复归的方法，它的根本缺陷是“总是用后来阶段的普通人来代

替过去阶段的人并赋予过去的个人以后来的意识。由于这种本末倒置

的做法，即由于公然舍弃实际条件，于是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

展的过程了”④。它有着“未被异化的本真态时代—被异化的非本真态

时代—扬弃被异化的非本真态而实现不被异化的本真态时代”的三段

式逻辑，即“乐园（神）—失乐园（人）—复乐园（神）”的神学图式。但

问题是，我们不能说“被打坏的茶碗属于非本真形态，因此被打坏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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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日］广松涉：《唯物史观的原像》，邓习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版；［日］广松涉：《资本论的哲学》，邓习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南京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０５年版。
参见［日］广松涉：《存在与意义》第 １—２ 卷，彭曦、何鉴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日］广松涉：《世界共同主观性的存在结构》，邓习议译，南京大学
出版社即将出版。

参见邓习议：《四肢结构论———关系主义何以可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２３—３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０年版，第 ７７页。



碗具有自我复归到没被打坏的状态的内在必然性”①。马克思所谓的

“物象化”，“是对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际关系被错误地理解为‘物的性

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际社会关系被错误地理解为‘物与物

之间的关系’这类现象……的称呼”②。“物象化”（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德

文意为“使……具体化而成为某事”，广松涉特意用这个词区别于黑格

尔、马克思和青年卢卡奇使用的“使……具体化而成为某物”的“物化”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所谓“物象化”，简单地说，就是“把‘事’看作‘物’”、

“把‘关系’看作‘实体’”。“物”（もの。ｆüｒ ｅｓ，对于他们，当事者的直接

的意识）与“事”（こと。ｆüｒ ｕｎｓ，对于我们，学理的反思的见地）的区分，

隐含了广松涉所揭示的关系主义（事的世界观）和实体主义（物的世界

观）的质的差异。据此，广松涉指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之特质就在

于关系主义。作为当代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或公案，“广松涉版”于 ２００５

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也曾引发中日学者之间的一场学术讨

论③。两年后，与之相关的另一场学术讨论是韩立新先生和张一兵先生

围绕以内田义彦、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为代表的“市民社会论”及广松涉

的“物象化论”属于“日本马克思主义”④还是“日本新马克思主义”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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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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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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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５页。
参见张一兵：《文献学语境中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初理论平台———评广松涉

的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 １期；
鲁克俭：《“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马克思主义

与现实》２００６年第 １期；［日］大村泉、涩谷正、平子友长：《新 ＭＥＧＡ〈德意志意
识形态〉之编辑与广松涉版的根本问题》，《经济》［日本］２００６年第 ２０期；张一
兵：《文献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科学立场———答鲁克俭和日本学者

大村泉等人》，《学术月刊》２００７年第 １期。
韩立新：《日本马克思主义：一个新的学术范畴》，《学术月刊》２００９年第 ９期。
张一兵：《广松涉：日本新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１期。



的观点分歧①。今天回过头看，我想这两场讨论当与广松涉之于马克

思主义属于“照着讲”还是“接着讲”不无关联。

二、哲学基本问题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

当谈到广松涉的关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个不

容回避的问题，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有没有关系主义呢？对于这个

问题，广松涉首先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指认了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是

从“唯心论”的观点出发———分别从 Ｂ．鲍威尔和 Ｄ．施特劳斯来理解和

解释黑格尔哲学，但他们最初并没有使用“唯心论和唯物论”（Ｓｐｉｒｉｔｕ

ａｌｉｓｍｕｓ ｕ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ｕｓ）这种“歧义的说法”，而是使用唯心论和实

在论（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ｕｓ ｕｎｄ Ｒｅａｌｉｓｍｕｓ）。但当他们发现黑格尔主义的错

误———譬如天马的本质无法证明天马的实存———之后，即致力于近

代唯心论和实在论的扬弃与统一、近代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扬弃与统

一。在这一作业过程中，才由交互使用这两对概念转而使用“唯心论

ＶＳ唯物论”这一说法。就此而言，“‘苏联马克思主义’所流传的所

谓‘辩证唯物论’，即使具有辩证法的内核，也与 １８ 世纪的庸俗唯物

论并无二致……科学主义 ＶＳ人本主义的地平，最终无从把握马克思

主义世界观”②。

广松涉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摆脱唯心主义，一是在自

然观上，与他们从费尔巴哈的立场，扬弃了黑格尔主义的主观主义和客

观主义、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对立（马克思），扬弃了施特劳斯的主观和

客观、精神和自然、唯心论和唯物论、观念论和实在论的对立（恩格斯）

相关。在这一哲学基本问题上，他们高度称赞费尔巴哈：“唯灵论和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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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义原先的对立在各个方面都已经决出胜负，并且被费尔巴哈一劳

永逸地克服”①。二是在历史观、社会观上，与他们发现作为“斯宾诺莎

的实体”和“费希特的自我意识”相统一的黑格尔费尔巴哈式的

“人”———“实体即主体”概念———存在一个决定性的理论难点相关。

这一发现始于恩格斯读到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批判费尔巴

哈虽然指出了主语和谓语的颠倒，“人是自己的上帝”，但又将个人抬

高到“上帝”的位置，人成为全能者，身体的个人仍旧跪拜“人的本质”。

故而，“施蒂纳摒弃费尔巴哈的‘人’……是正确的……我们必须从

‘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出普遍

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像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申”②。“简言

之……我们必须从经验论和唯物论出发”③。而马克思则受与之密切

交往的莫泽斯·赫斯的启发：“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一词，有时设想

为市民社会的个别化的人……有时设想为社会的人、‘类的人’或‘人

的本质’，想要把这种本质赋予作为个人的人……但是，作为类的任何

人要实现自己，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即人通过自我活动而形成的一

定社会中才能够成为现实的东西，在本源上‘人的本质是社会的本

质’”④。由此，马克思才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人的本质

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⑤而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则进一步批判费尔巴哈对自然与人、自然观与历史

观作割裂的理解，“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是工业和社会

状况的产物”⑥。即便是大自然，也并非纯粹的自然。田园自不必说，

即便森林，也是人工培植的产品。

这里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解决个人与类的似是而非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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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如果定位为作为个人的人，世界是自在存在。可是，（β）如果定

位为作为类的人，世界是自我活动的物象化产物。”①在康德和黑格尔

那里，是分别将类主体求诸于“一般意识”和抬高到“绝对精神”。而在

黑格尔左派中，因将类的“大主体”引入到现实的人，而失去“整合性”，

出现（α）（β）的二极性。费尔巴哈因这种二极性而产生的苦恼，诱发

了施蒂纳和赫斯否认这一大前提。通过批判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

发现无论是“个人”还是“类”，都是知性的抽象概念，而不是现实的人。

“费尔巴哈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

“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②。

现实的人是存在于一定的自然、社会和历史的关系中进行对象性活动

的人，而意识则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即“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

的意识……人还具有‘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并非开始就是‘纯粹的’

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

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③。这意味着，不光存在

有重层，而且意识也有重层；存在的重层和意识的重层复以对角线的方

式形成新的重层。如此循环往复，周行不怠。在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

题上，存在并非只是意识的主观映像，相反，现实的存在决定人的意识。

盖存在作为意识之平台，具有之于意识的先决性，其始终为意识之底

盘，而意识也乐于为其播撒智慧的种子。人的存在，不是海德格尔式的

单向的“在世界—之中—存在”，而是马克思式的双向的“在历史—之

中—存在”④，是在“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⑤的交互作用所

形成的“历史的自然”、“自然的历史”中的存在。

除了上述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正面表述，广松涉还对恩格斯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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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

系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哲学家依照他们

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

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

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除此之外，

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①这一命题

中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之概念作了学术史的追本溯源。这对概

念，最初是莱布尼茨在经院哲学的形式主义者的意义上，称柏拉图为唯

心主义（理念主义者）、伊壁鸠鲁为唯物主义（质料主义者）。费尔巴哈

沿用莱布尼茨的说法，称黑格尔的客观唯心论是唯心主义（观念主

义）。１８４４年马克思恩格斯放弃了此前的“唯心论—实在论”的说法，

而沿用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这对概念。因此，恩格斯所

说的“唯心主义”是与马克思所说的“唯物论”相对的黑格尔的客观唯

心论，而不是与“庸俗唯物论”相对的主观唯心论。那么，恩格斯是否

认为存在诸如今天常识中的贝克莱式的主观唯心论？遗憾的是广松涉

并未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而仅是断言就算历史上存在过这种主观唯

心论，也没有创世说（造物主）立足的空间。盖“创世说”乃中世纪基督

教的合理化与柏拉图理念论的变种相结合的产物；而在《圣经》创世神

话中，上帝之于被造物是工匠与作品的关系，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是

原本与摹本的关系。故恩格斯所言“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

说……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

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②，当中所谓的唯心主义实则暗指

理念主义。总而言之，主观唯心论与“创世说”无关，坚持精神的本原

性并不意味着承认“创世说”，当中探讨的乃是作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的“另一方面”的“精神”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至此，可以发现广松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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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要通过消解“创世说”，让哲学基本问题的探讨回到“精神”与现

实世界的关系的轨道上来，回到前面的正面表述上来。广松涉坚持，这

样做有一个好处，有助于理解何为客观唯心论所谓的“本原性”。譬如

恩格斯就往往在关系含义上使用“本原”与“摹写”一词：“黑格尔的出

发点：精神、思维、观念是本原的东西，而现实世界只是观念的摹

写……”①作为本原的“理念”（“本质”、“类”）赋予现象世界以存在

性。这是唯心主义强调精神的本原性，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

的原因。与此相对，唯物主义则认为“物质”、“存在”、“个体”才是通

过其自身具有存在性的真正的实在，而理念不过是现实存在的反映。

说到底，广松涉始终是以“接着讲”的问题意识来探寻哲学基本问题

中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之概念的由来和机制，并着力从本体论上嵌

入自己所倡导的“关系主义”。当然，作为其最具原创性的理论成果，无

疑当属作为广松涉哲学之内核的“四肢结构论”。具体而言，即认识上的

“现象的所知的二肢二重性（现象的所与—意义的所识）和能知的主体的

二肢二重性（能知的个人—能识的人类）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以一种独

特的方式相互关联，共同形成四肢性的连环结构”②；实践上的“用在的财

物态的二肢二重性（实在的所与—意义的价值）和能为的主体的二肢二

重性（能为的个人—职位的人类）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以一种独特的方

式相互关联，共同形成四肢性的连环结构”③。是为广松涉哲学之精华。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和“非决定论”

拉普拉斯决定论主张，宇宙犹如一只精确的时钟，按照一定的节律

运动，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完全受先前存在的原因决定。量子力学则

认为，虽则宇宙遵循严格的数学形式而演化，但该形式只是决定未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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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几率，并不决定未来一定会发生什么。因为，假如说“我不在家

里，就在咖啡馆。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是一基本粒子，

那么该粒子就只有处在 Ａ 点（家里）或 Ｂ 点（咖啡馆）中的某个状态。

可以说，拉普拉斯和量子力学分别代表了自然科学领域存在的“决定

论”和“非决定论”的不同观点。

自普列汉诺夫、布哈林以来，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坚持“决定

论”，拒斥“非决定论”。这也同时被人指责为陷入宿命论。针对这种

责难，马克思主义阵营往往提出“是决定论但不是宿命论”、“自由是对

必然性的认识”来加以应对。在广松涉看来，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问

题设定本身就存在问题。所谓决定论和宿命论，虽然名称不同，但在

“没有自由的余地”（宿命）这一点上是共同的。而如果仅是“自由是对

必然性的认识”，那么自由与不自由的区别就只不过是“对宿命的自觉

和对宿命无知”的不同。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否定自

由”。以“决定论”的前见来看待马克思主义，这本身是值得商榷的。

诚然，马克思主义不是“非决定论”，但这并不等于“决定论”。这里，广

松涉明确拒斥那种“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知性的思维方式，只要想

起马克思主义所继承的康德、费希特、谢林及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的

学统，就不会作那种简单的割裂。

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扬弃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矛盾的？在探讨

这个问题之前，广松涉追溯了哲学史上“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成

因。一是基督教神学的内在难题。一方面，基督教神学主张上帝的绝

对统治，确立上帝“决定论”；另一方面，当中引发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坏

人作恶？这就需要承认人的自由意志，确立“非决定论”。二是道德论

层面的问题。根据决定论，在上帝决定一切事物、没有个体自由的情况

下，就不能对人进行道德的谴责、责任的追究。因为我们无法谴责“石

头坠下”、“石头没有向上的精神”①，正如斯宾诺莎所指出的，“自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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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没有预定的目的”，它“自高处坠下，恰好打在从下面走过的人的头

上，竟把这人打死了。于是有人论证道：这块石头坠下的目的就在打死

那人……我们也许回答道：这件事情发生是由于刮大风，而那人恰好在

那时从那里走过……天意是无知的避难所”①。由此，作为道德律之根

据的自由意志，要求“非决定论”。可是，“非决定论”也同样存在学理

上的问题。例如康德谈到有个奴隶从作为正题的神学决定论为自己的

过错辩解：“我并非按照自己的意志而犯罪，因此我不该受到鞭打”，而

主人则从作为反题的近代人的自律加以回应：“俺决定鞭打你。俺应

该鞭打，你应该被鞭打，这就是宿命！”②三是近代科学的公设。近代科

学拒斥诉诸上帝的奇迹干预和实体形式的灵魂的意志，主张万物服从

力学的规律性。然而，科学的这种看法实则体现对必然规律性的无知，

科学的建立恰恰基于作为某种信念的规律性的准则，是以“决定论”为

预设。科学的公设是不存在偶然和自由，但它只有高度的或然性，未必

足以确保“决定论”一以贯之。例如，瓜苗固然不会结茄子、猫固然不

会生狗仔，但瓜的大小、形状、颜色，恰恰是偶然和自由施展的空间。要

言之，“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真实态犹如时下热议的“量子纠缠”，

不可将二者的“关系”看作“实体”，不能对其作知性的割裂。

某些论者之所以认为马克思主义也同样陷入“决定论”和“非决定

论”的两难困境，原因在于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是），另一

方面将马克思主义道德主义化（应该）。但事实上，一方面，马克思主

义是通过唯物史观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是“用人们的存在说

明他们的意识……社会主义现在已经……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

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是研究

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

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③，其本身已内在地包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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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参见［法］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３年版，第 ３９—４０页。
『廣松渉著作集』第 １０巻、岩波書店、１９９６年、１４７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５４５页。



事实和价值的统一，故“从空想到科学”的命题与“苏联马克思主义”所

谓的“科学主义”的决定论（因果律）无关。另一方面，为赋予“应该”

的革命实践以权利，则易流于空洞的道德说教。最终，马克思恩格斯通

过继承黑格尔关于“偶然的东西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种根据，而

且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也就没有根据；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必然性

自我规定为偶然性，而另一方面，这种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

性”①的辩证法，扬弃了“决定论—非决定论”这种经院哲学的问题。

那么，决定性—规律性与非决定性—自由意志究竟有着怎样的关

系？关于这一问题，广松涉一以贯之地着眼于二者的关系性。康德认

为，“人类的行为……如任何别的自然事件一样，总是为普遍的自然律

所决定的。历史学是从事于叙述这些表现的……当它考察人类意志自

由的作用的整体时，它可以揭示出它们有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②。例

如，婚姻、出生和死亡，一方面看似基于个人的自由意志的行为而没有

任何规律可循，但若考察整体的统计则可事先计算出来它们的数字；另

一方面却也并不妨碍各国的年度表报证明它们是按照自然律进行。③

这里，作为自然事件的现象的所与，与作为普遍的自然律的意义的所识

构成一种二肢二重性结构，作为历史学家的能知的个人，与人类意志自

由的作用之整体的能识的人类构成一种二肢二重性结构，它们“以一

种独特的方式相互关联，共同形成四肢性的连环结构”。在决定论者

看来，具有沉重的自然之躯的人奢谈轻灵的非决定论的自由，这本身着

实是矛盾的、对立的。在广松涉哲学的逻辑架构中，必然和自由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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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６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 ５５２页。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０年版，第 １页。
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在其《概率论》导论部分，从决定论的立场提出一种科学

假设：“我们可以把宇宙现在的状态视为其过去的果以及未来的因。假若一位

智者会知道在某一时刻所有促使自然运动的力和所有组构自然的物体的位

置，假若他也能够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则在宇宙里，从最大的物体到最小的

粒子，它们的运动都包含在一条简单公式里。对于这位智者来说，没有任何事

物会是含糊的，并且未来只会像过去般出现在他眼前”。这个“智能”，被后人

称为“拉普拉斯妖”。



一，不能从二者的“实体性”的理解，应该从二者的“关系性”的理解，从

谢林的“理智的本质，能够遵循它自己的内在自然本性而行动。换言

之，行动只能从它的内在东西……以绝对的必然性产生。并且，只有这

种绝对必然性才是绝对的自由。因为，自由是在于遵循理智自身本质

的各种规律而行动，不为自己内外的任何其他东西所规定”①的理解，

证悟“真正的内在必然性是自由”这一命题。

黑格尔则从构成其哲学内核的“绝对理念”出发，强调“当一个人

自己知道他是完全为绝对理念所决定时，他便达到了人的最高的独立

性”②，即“自由”。反过来说，“自由以必然为前提，包含必然性在自身

内，作为被扬弃了的东西”③。这里，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理念”和“自

由”，大致与康德所说的“普遍的自然律”和“意志自由”相对应：“普遍

的自然律”或“绝对理念”处于“决定论”的一极；“意志自由”或“自由”

处于“非决定论”的一极。但不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从根本上说两极

是统一的。这种“统一”，在黑格尔那里，是通过“理性的狡计”来实现

的。“理性的狡计……让事物按照它们自己的本性，彼此互相影响，互

相削弱，而它自己并不直接干预其过程，但同时却正好实现了它自己的

目的……上帝放任人们纵其特殊情欲，谋其个别利益，但所达到的结

果，不是完成他们的意图，而是完成他的目的，而上帝的目的与他所利

用的人们原来想努力追寻的目的，是大不相同的”④。概言之，黑格尔

是在客观唯心主义的框架中实现绝对理念与个人自由的“统一”。

关于“理性的狡计”，中国哲学也有相关的讨论。譬如，老子关于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⑤的“天道—人

道之辩”；王夫之关于“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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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薛华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３０２页。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０年版，第 ３２４页。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０年版，第 ３２３页。
参见［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０年版，第 ３９４—３９５页。
《老子》，第 ７７章。



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

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①的“封

建—郡县之辩”。显然，与黑格尔的做法相类似，这都是在人格化的天

的思辨框架中思考天与人、公与私的关系问题，无法从根本上科学地回

答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以笔者之见，这个问题，是通过恩格斯著名

的“历史合力论”才得到合理解决的。即，“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

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

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

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

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

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

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

事物……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

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

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②。

历史唯物主义“摒弃‘决定论—非决定论’这种坏的二选一的方法，真

正将历史规律的存在结构与个人行为的中介关系性主题化”③。

总之，从哲学的党性之高度把握广松涉之批判实体主义和倡导关

系主义，是读者进入其西方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及其独创的

哲学体系之堂奥的一条通路。

（作者　 邓习议，湖州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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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船山全书》第 １０卷，岳麓书社 ２０１１年版，第 ６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７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１年版，第 ４６１—４６２页。
『廣松渉著作集』第 １０巻、岩波書店、１９９６年、１５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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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重要的事放在首位
———再分配、承认和辩护

［德］莱纳·弗斯特　 杨丽译

一

南茜·弗雷泽与阿克塞尔·霍耐特的之间争论代表了构建我们所

说的综合的正义的批判理论的两种最先进的理论尝试。他们各自主张

的方法之间的对立使我们想起了古老的“批判的分裂”，即源自启蒙运

动的批判性话语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两种理论标准之间的分歧。第一

种理论路径旨在克服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的不平等：它涉及政治经济

学领域，“剥削”曾经是、现在也是其核心议题。另一种理论路径则主

要谴责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个人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贫乏：在这

里主要的批判性术语是“异化”而不是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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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出自“Ｆｉｒｓｔ Ｔｈｉｎｇｓ Ｆｉｒｓｔ：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６（３），２９１－ ３０４，２００７。这篇文章的更早版本发表于
２００４年 ３月纽约市的“社会主义学者会议”以及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在芝加哥的美国哲
学协会中央分部的会议上。感谢与会者来着各方面的有用的评论和批评，特别

是南茜·弗雷泽和阿克塞尔·霍耐特的富有建设性的回应。本文的另外一个版

本，将与霍耐特的回应一起发表在《阿克塞尔·霍耐特的批判理论》一书中，参见

Ｄａｎｉｅｌｌｅ Ｐｅｔｈｅｒｂｒｉｄｇｅ（ｅｄ．）（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ｌｅｘ Ｈｏｎｎｅｔｈ，
Ｌｅｉｄｅｎ：Ｂｒｉｌｌ ———作者注。



确切地说，这些批判形式在很多方面曾经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①，

但在不断探求一种融合的现代理论的过程中，这两种方法之间的理论

差异也就显而易见了。前者的批判是以正义的观点作为基础，其目的

在于建立摆脱严重的权力不对称性和非正义的统治形式的社会政治关

系，而另一种批判则更多地用定性的、伦理上的实质性的术语作为批判

工具：“真实”的自我实现，“有意义”的生活形式或保留相互承认和社

会尊重的各种形式。

人们或许对与恩斯特·布洛赫一起分析这种差异感兴趣，他重构

了自然权利的教导和社会乌托邦之间的差异，前者关注人类尊严的理

念，后者旨在实现人类的幸福②。然而，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后者实质

性伦理批判的形式既不必然在任何“乌托邦”意义上，也并非缺乏尊严

的观念。正如霍耐特在他的著作中明确指出的，重构蔑视的各种形式

是为了构建积极的承认概念，以此提供关于人类尊严的丰富的、历史的

以及产生于社会斗争的实质性概念。尊严和幸福之间的并行不悖切中

了我们此次讨论的理论差异，因为它反映出最基本的有关理解批判事

业的康德主义与黑格尔主义之间的差异。并且，这种差异并不仅仅根

据事实，即第一种传统的理论家，例如南茜·弗雷泽，他们一直提醒第

二种理论家，幸福或“美好生活”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词汇，无法为多元

化的和后形而上学的时代提供正义要求的基础；然而，第二种传统的支

持者，例如阿克塞尔·霍耐特，则一直提醒其他理论家，为正义而斗争

的全部目标最终有可能导向愉快的、美好的生活。不仅仅如此，我认为

两者之间的争论还反映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即如何理解在社会关

系中的人类，例如社会本体论的问题。事实上，人们可以说，第一种传

统与第二种相比，前者基于“异化的”社会本体论观点，后者则主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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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著作为它们的结合提供了一种启发性示例。

Ｅｒｎｅｓｔ Ｂｌｏｃｈ，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ｇｎｉｔｙ，ｔｒａｎｓ． Ｄ． Ｓｃｈｍｉｄ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



注异化和其他“坏的”生活形式的现象；第二种从伦理的视角，它期待

“不可减少”的社会生活（如果无法认同）能将个人和社会联系成为一

个特定整体①。

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第一种方法的代表有理论优势，例如南茜·

弗雷泽没有建立起批判“病态”社会的社会批判框架，由此也避免了承

担起一种检验健康社会生活的重担，阿克塞尔·霍耐特则曾试图重新

承担这种负担，并在他的综合理论中加入少量形而上学的内容。他相

信，人必须承担这一负担以此避免减少批判形式，否则它无法处理生活

中的“错误”形式②。这一差异使我震惊，它或许是我们如何思考“承

认”还是“再分配”之间争论时遇到的基本议题；我想说的是，它比另一

种关于正义的争论更有意义。从弗雷泽最近的作品中（文本中）③借用

一个短语，它是关于批判性思考之适当“框架”的争论。并且如果如她

所提出的，关于正义框架的讨论是“反规范”对话的标志（相反，用新库

恩主义语言来讲，是“规范正义”），那么我们在此找到了另一种“反规

范”形式的争论：它不仅是政治正义涉及的问题，它也关涉正义思考之

基础方法论和规范的问题。另外，这也许还涉及下述问题的争论，即当

我们实践批判理论时正义是否应该是我们最主要关注的问题。在接下

来的简短评论中我将会处理这些议题。

二

弗雷泽和霍耐特的理论作为一种“先进”理论，他们都尝试克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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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阿克塞尔·霍耐特关于黑格尔的“理性的普遍”的理念，参见“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ｔｒａｎｓ． Ｊ．
Ｈｅｂｂｅｌｅｒ，ｉｎ Ｆｒｅｄ Ｒｕｓｈ（ｅｄ），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ｐ．３３６－６０。
阿克塞尔·霍耐特的“社会病理学”，见 Ｄａｓ Ａｎｄｅｒｅ ｄｅｒ Ｇｅｒｅｃｈｔｉｇｋｅｉｔ．Ａｕｆｓｔｚｅ ｚｕｒ
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ｅ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 Ｍ．：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２０００，ｐｐ．１１－６９。
Ｎａｎｃｙ Ｆｒａｓｅｒ，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即将出版。



提到的传统的批判的分裂，尽管他们的方法有所不同。南茜·弗雷泽

的理论始于这样一种诊断，即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是其具有

两种统治形式，并且它常常与非正义的主观经验相关：由于经济和政治

的不平等造成了资源匮乏，并且也缺乏对“个体是什么”及个体身份认

同的社会和文化承认。因此她提出一种二元正义论，其目标在于将再

分配“转换”成与承认同等的策略，并且旨在建立社会的基础结构，在

这种社会结构包含了所有成员都涉及的社会生活中的最重要的方

面———参与平等。但是，这种平等的理想并不以相互承认的美好生活

的实质性概念为基础；相反，它意味着一种“厚重的义务论的自由主

义”①的形式，其目标在于建立导向自主生活的平等机会（并不提供对

“自主”这个词的伦理解释）。

另一方面，阿克塞尔·霍耐特却主张，承认“一元论”是建立在承

认的三维分析之上，自我实现可以由此可以达成。在这一基础上，他声

称借助于例如弗雷泽的理论，我们无法识别和处理痛苦的形式，我们想

更好地理解各种为承认而斗争的社会动力学，这其中它不仅仅是一种

为获得“文化”上的承认而进行的斗争。毋宁说，有关经济再分配的争

论核心是关于如何评价和承认工作之特定形式以及对经济社会进程所

作出的贡献。最终，在他看来，在爱情、平等权利和社会尊严这三方面，

如果缺少一种承认的实质性生活理想，那么正义论将成为一种空洞的

和形式的，正义真正涉及的是美好生活，这至关重要。

但是如我所指出的，他的理论不仅仅是试图提出一种关于程序正

义的目的论观点，或者是正义的实质性方面；相反，他在这里的著作中

提出了有关个人、社会和规范性的不同的综合性框架。他强调，他的

方法依赖于强的内在的和先验的社会批判的观点，霍耐特指出，一种

承认的解释将通向社会和个人生活的维度，其展示出“一种规范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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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再度出现在社会现实的每个方面，因为它与人类利益的结构紧密

融合在一起”①。按照他的观点，在社会结构中嵌有一种人类学的、道

德的逻辑，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只有敏感的承认观念可以识别被蔑视的

经验；像弗雷泽的路径则始终与有关正义思考的常规范式相联系，尤其

是与“已经公开表达的目标”相联系，因此会忽略“每天，始终是非主题

化的，但仍然会打压社会痛苦和道德非正义的原初形式”②。

与这种观念相反，弗雷泽主张一种主观痛苦经验的规范性调解

形式③，并且，她还强调其路径的“非基要主义”、实用主义的特征④，这

种路径批判性地重建当前“正义的民间范式”，根据她的观点，它是

基于一种参与平等的理念来判断，这代表了当代为正义而斗争的关

键点。

三

考虑到这场争论涉及许多重要方面和维度，我无法假设在接下来

的叙述中能公正地对待它们。相反，我处理这个议题的方式是，我更愿

意在与弗雷泽和霍耐特的理论对话中发展出第三种———一种可选择

的正义的批判理论的方法。我把它称作“重要的事放在首位”的方法，

或更技术化地将它称为辩证的一元论和诊断评价多元化的方法⑤。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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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角度，我也许能够解释，我为什么（仍然）①认为，承认的解释为普

遍地社会痛苦和狭隘的非正义经验提供了一种不可缺少的感觉器，但

是，当涉及正义辩护之标准的问题时，程序性义务论、话语理论的解释

又是必需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定将自己限定在一种缺乏实质性内

容的“纯粹”程序性的正义解释中）。关于正义，我们必须使用一种辩

护的特殊规范语法，它深深影响着我们做出的规范性判断：它起着过滤

器一样的作用，能从非正义的要求中筛选出可辩护的部分，一个开启且

同时限制正义要求之可能性的（过滤器）。如果人们用批判性的方法

来理解正义，不仅是这种开放性，而且包括限制的时刻，那么则是确实

致力于解放的目的。最终，这就是本文所表达的实践理性，尊重他人的

要求。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认为存在这种特定的正义语法。当我们谈论

政治及社会正义时，我们其实是在谈论（用康德的话说，“完美”）既定

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成员的义务，为了基于规范建立制度，这种规范可以

合理地宣称其普遍地、相互地有效和具有约束力：正义的语境是一种特

定的辩护语境，其中所有的相关的基本的社会政治关系，包括基础的经

济关系都需要能够得到相互地且普遍地辩护。因此，相互性和普遍性

的标准转变了，反过来说，有效性标准转变为话语辩护的标准。从这种

方式看来，有关正义的语境是基于对这些标准辩护的语境；然而，从现

实主义的观点看来，大多数常见正义的语境首先是非正义的语境，并且

要从各种非正义形式的批判性分析中建立起关于正义的解释。这类特

定的正义论需要一种综合的非正义理论，不仅是作为一种规范性解释，

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分析的形式。尽管这类陈述必定会是复杂的和多维

度的，但通过递归论证（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的方法，我们可以阐述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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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首要的反思性原则：对所有作为政治—社会语境的成员来讲，并不

存在一种社会政治关系是不能够被普遍地和相互地辩护的。

根据这一观点，正义首先并不是关乎你拥有什么（或你不拥有的

什么），毋宁是，首要关乎的是你是如何被对待（的问题）。正义并不是

一种目的论的观点，而是首先依赖于正义语境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

道义论义务，其次，它的标准并非关于人们缺少某些本该是他拥有的东

西；而是关于人们被剥夺了某些他们有不可拒绝的理由相互地和普遍

地要求的东西。正义首先最重要的是，它终止统治和不合理，专治制

度，无论是政治或者是广义上的社会；它关乎的是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公

民的平等地位，例如，我称之为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的辩护权利①。正义

最基本的原则不是要求分配特定产品的特定形式；相反，它要求每次分

配都必须以一种可辩护的方式进行。重要的是要明白，我们也可以把

完全不同以及相互间有竞争的安排成为正义的或公平的，这取决于是

否所有相关人员他们都能以有足够机会影响最终结果的方式恰当地参

与进去。从这种反思性的、更高秩序的观点看来，存在某种民主正义的

解放优先性，这种民主正义聚焦正义语境中成员的平等地位。

这一解释与弗雷泽的理论不同（至少有一种方式不同），正义的一

元论方法，但也与霍耐特理论不相同，它不是以承认和自我实现的实质

性解释为基础的方法，尽管它也以承认的基本形式为先决条件：对基本

社会结构中每个成员的基本的辩护权利的承认可以视为对他们参与有

效社会辩护过程的平等的尊重。这是本文中人类“尊严”的含义（我会

在后面再次提到这一点。）

有一种对弗雷泽的方法的解读，即也可以将她的理论视为基于

（单个）普遍“参与平等”原则的一元论。然而，在她的理论中，这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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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似乎服务于不同的目的①。一种解读是，参与平等是建立正义社会

和政治结构的目的，是正义的最终形态：

再分配诉求者必须表明，现存的经济安排否认他们对于参与

平等的必需的客观条件。承认的诉求者必须表明，被制度化的文

化价值模式否认他们必需的主体间条件。因此，在两种情况下，参

与平等概念都是保证正当性诉求的标准。②

另外一种解读，也是许多人更倾向的解读是（也是根据弗雷泽最

近的作品），参与平等不是正义的目的而是它的主要方法：它保证了有

关再分配或承认的可辩护政策的民主争论中公民的必要的政治、社会

立场：“关于承认诉求价值的公平的民主协商，需要对于所有现实的和

可能的商谈者的参与平等。参与平等反过来需要公正的分配和相互的

承认。”③然而，就这种正义的目标而言，这一解释与弗雷泽在其他时期

提到的观点相比显示出了一种更强的理论不可知性。

为了克服这种不清晰和循环性，我建议基于（上述已经提到的）反

思性正义原则上区分基本的（最低限度）和最大的正义④。基本的正义

要求建立一种辩护的基本结构，在其中所有成员有足够的地位和权力

去决定他们要在生活在其中的体制。最大的正义则意味着要建立一种

完备的可辩护的基本结构，这种基本结构保障这些权利，即正义社会的

公民不能相互否定其他人生活的机会和善。显然，“参与平等”在基本

的正义和最大的正义模型中是完全不同的含义。在基本正义的模式

中，它的意味着在“反思性”的、民主地自我转换社会政治体制中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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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有效的辩护权利。本质上，这首先包括了物品生产以及分配方法的

基本制度的决定权。因此，如果我们与南茜·弗雷泽的争论（她同意

这一点）①，对社会正义的“转化”方式而言，我们必须谈论生产和分配

的制度公平，而不仅仅是谈论再分配。“再分配”给人一种错误印象，

即某些“自然的”、第一次分配似乎已经发生过了并且我们想要一种第

二次、不那么“自然”的分配。罗尔斯在他的“纯粹的程序正义”②的理

想性中强调这一点，我之后还会回到这一点。在最大的正义模式中，对

真实地、完备地过一种社会性的融合生活且没有任何结构的、社会非正

义的苦难的可能性来讲，“参与正义”可以是一个普遍但模糊的词汇；

但是，考虑到这种生活所必须的不可知论，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应该将正

义社会的理念称为是目的论的。

我对弗雷泽的路径的讨论可以总结为以下问题，即从这样一种角

度，“参与平等”是否是一个证明正义正当要求的充分标准，以及她提

出用它作为非正义现象的分析的概念工具是否是足够充分的。这里有

两大问题，我只能在此仅提示一下答案。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不确定如

何解决不可避免的关于什么是“分配正义”的不同解释之间的冲突；我

认为在这里平等的概念是决定性的，而非是某些关于“参与”的更实质

性的观念。但如果是这样，交互性和普遍性或许是一种更充分的规范

标准，因为它们将辩护的重担放在任何一个试图证明某些社会特权的

人身上，在此交互性的观点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关于同性婚姻的问

题，反对这些人拥有平等的权利，从交互性上看来是不能够得到辩护

的，（因为）它至少没有严重违反宗教或传统的婚姻意义的观念。当涉

及提供教育或有意义的、合适的有偿工作系统中的非正义问题，一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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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社会特权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在对于特定社会结构和社会关

系的交互性、不可拒绝的辩护意义上，关于“承认”或“再分配”的标准

要求，我们从“参与”转向到“平等”。

至于分析非正义现象的问题，我想说的是，非正义有许多种形式，

并且经济剥削或排他性或缺乏文化认同都包含在其中。但我不确定，

我们必须要将社会分析语汇限制于在这些形式；例如，如果我们批评媒

体操作的形式或者或政治排他性的形式，我们可能想要说，因为权利和

政治利益产生的特殊影响他们违反了民主原则，从经济还是文化方面

来分析这些基础现象，这是不明确的，因为这些现象也可能产生自其有

故障的代表系统；政治本身与二元理论所准许范围相比，似乎是一个更

广阔的更独立的领域。

四

现在我们回到阿克塞尔·霍耐特的理论，我重申刚才提到的两个

问题。如我所认为的，承认理论在识别非正义形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同时我也不认为我们需要以这种方式来限制我们的解释工具。以分

配（不）正义为例。在一些情况下，蔑视显然是由非正义的经济关系造

成的，在另一些情况下，矫正可能不仅需要制度改革（例如为社会中的

重要工作提供公正的经济补偿结构），而且还需要文化变革。有时，非

正义似乎不仅与承认问题有关，因为一些报酬很高的职业恰恰没有受

到很高尊敬，例如大公司的经理或房地产代理人。的确，如霍耐特所

说①，经济领域是普遍的文化承认领域的一部分，但经济领域的许多非

正义现象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并且它们遵循不同的市场或“系统”逻

辑，这些逻辑是我们需要确认并批批判的。

８２２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Ｎａｎｃｙ Ｆｒａｓｅｒ ａｎｄ Ａｌｅｘ Ｈｏｎｎｅｔｈ，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ｒ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
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ｔｒａｎｓ．Ｊ．Ｇｏｌｂ，Ｊ．Ｉｎｇｒａｍ ａｎｄ Ｃ．Ｗｉｌｋｅ，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２００３，ｐ．１４２．



再补充一点：即使通过承认某些群体的“贡献”来要求改变承认社

会结构是正确的，这种改变很可能只是导向正义的目的的手段，而不是

目的本身———目的可能是没有得到社会尊重，而是享有平等的社会地

位和机会，不再是歧视的对象（这与被特别重视是有区别的）。因此我

质疑霍耐特的指控，即道义论必然以错误的方式来把握手段—目的的

关系，并且对社会正义的目标而言是盲目的。

至于承认的标准是否足以确定正义的要求（和正义承认）的问题

是能得到辩护的，我有些怀疑。因为任何这样的要求都必须证明是符

合交互性和普遍性的标准：所有那些“蔑视”的形式都属于“非正义”的

范畴，非正义（反之）不能相互性地、普遍证明是正当的。称之为辩护

的先验性。事实上我并不认为这与霍耐特的论点相去甚远，因为当谈

到将一种现象，或者是将主观经验解释成对非正义的蔑视，并再次将其

解释成正义要求时，他通常使用的术语是“被证明是正当的”“公正”或

“平等”：要求承认必须是“有充分理由”①，非正义是“不正当承认关

系”②的表达。关于对这种关系或主张的辩护，我认为平等或相互性，

用我的话来讲是主要的，甚至我敢说，是唯一的标准。在法律承认领

域，这一点显然如此③，这同样适用于文化承认的要求，按照霍耐特的

观点，文化承认必须“穿过平等原则的针眼”④，因为“在承认一种文化

为某种有价值的事物中必需的那类社会尊重，并不是一种可能被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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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要求的公众回应”。①

在三个领域中能够被相互地“要求”是什么，我认为，即对个体对

于经济社会组织的贡献的评价，也遵循相互性的辩护逻辑，非正义的特

权被当作是不公平的。以下是霍耐特对黑格尔在这一观点的重建：

伴随着在我看来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秩序准备方式的三种

新形式的社会关系，承认的独特原则以主体可以声称不该承受的、

毫无理由的蔑视的特殊经验，以及因此产生的承认的扩展类型的

基础形式的方式，逐步显现出来。②

然而，对既定的和“不能够获得辩护”形式的批判和承认“贡献”的

标准最常用的术语是“公正”：

社会不平等的事实只可能或多或少遇到理性的一致同意，因

为，超越一切流行的扭曲，理性的合法原则包含那种以相互尊敬的

形式公平地和适当地考虑所有社会成员的个人成就的规范

诉求。③

因此，在将主观经验解释成正义的要求时，相互承认的逻辑是取决

于相互性和普遍性的标准：范围的实质性和包含的特定承认的种类不

会转变为正义提供辩护的不同标准。并且，例如对非正义现象的多方

面的感受也并非如此。这需要一个对“历史的确立起的承认秩序”④进

行更激进的批判，人们必须以此为导向，并且可能还需要对这一有问题

的“分配”观念本身进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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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规范意义上的总体的正义原则，我主张采取基本的一元论路

径，这种正义原则会首先对正义的基本社会结构进行实质性的阐述，但

关于我所说的“最大的正义”，我选择了一种激进的多元化的路径。这

里，如果你考虑到诸如“工作”或“健康”之类的东西应该如何分配的问

题的案例，我们考虑到一些与（最大）正义的论点相关的规范性的方

面，并且我认为，没有理由将其限制弗雷泽或者是霍耐特意义上的“二

元论”或“一元论”路径。一旦你有了基本的正义结构（这在实质正义

的术语中是很高的要求），并且一旦你在反对非正义地偏袒一方的论

点之时有了相互性和普遍性的标准，那么该论点就打开了规范性思考

的广泛视野，从政治共同体的传统到普通的人的需求或特定能力、效率

问题、特定的伦理价值等等。然而，在所有这些论述中，罗尔斯的差异原

则的对话（理论）的版本应该是适当的，如罗尔斯所说，既定的“最坏的结

果”是对不合理的分配的“否决”：“将平等作为比较的基础，那些获得更

多的人必须按照要求行事，这对那些获得最少的人来说是合理的”①。

五

“将重要的事放在首位”这句格言不仅仅当涉及辩护的先验性方

面具有规范性含义。据此，我们应该说，在正义问题上，权力是所有

“诸善”中最重要的，一种真正“超越善的”，因为“善”首先需要建立和

维持这种合理的基本结构。因此，正义的批判理论首先必须是对现有

辩护关系（或“辩护权力”）的批判。从“诊断”的角度来说，这样批判

有三个基本方面②。首先，通过批判的社会分析，它旨在揭露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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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不仅是狭义的政治关系，而且也是经济或文化本质的关系，

即所有的社会关系，大多数以制度化的形式，以不符合相互性和普遍的

正义标准并且排他性的或支配的形式为标志。其次，它意味着（部分

地，谱系性的）对这些“虚假”（可能是意识形态的）辩护关系的话语理

论批判，对掩盖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和排他性传统（例如按性别或阶级

划分）的辩护。第三，它意味着对揭露和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的有

效社会政治辩护结构的失败（或不存在）的辩护。

在规范制度方面，这种辩护性方式主张，只有公正的辩护结构建立

起来了，才能采取更具体的辩护方面。正义的社会结构会涉及许多方

面，但它本质上却指向同一件事情：一种相互地、普遍地可辩护的基本

结构。于是，首要目标是有效辩护的权力结构。因此，我主张在正义的

理论对话中进行一种政治转向，因为如果不首先处理社会中权力关系

的政治问题，就不可能对分配正义作出适当的解释：人不应该首先是正

义的接受者，而应是正义的代理人，即共同决定他们生活的生产和分配

的结构的自主的代理人———当然，既定的社会系统的限制条件是在现

代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尽管罗尔斯没有采取这种转变，也没有明确地

主张，政治权力是所有重要事物中最之重的，但他在这里认为一种“纯

粹背景的程序正义”的形式是至关重要的，他这样解释到：

基本结构是如此安排的以便当每个人遵守公认的合作规则

时……无论这些分配结果如何，物品的特定分配结果都是可接受

的（或至少不是非正义的）①。

他通过区分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和他所说的“财产所有的民主”来

阐明：

财产所有的民主制的背景是致力于分散财富和资本的所有

权，由此来防止社会的一小部分人控制经济，进而间接地控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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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相比之下，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允许一个部分阶层对生产资

料有近乎垄断的地位。财产所有制的民主要避免这种情况，这不

是说，通过在每个时期结束时将收入重新分配给那些收入较少的

人，而是通过在每个时期开始时确保生产资本和人力资本（即教

育和培训技能）的广泛所有权，这些反对正义机会均等的背景。

其目的不仅仅是帮助那些因事故或不幸而丧生的人（虽然这必须

这样做），而是让所有公民都能够在适当的社会和经济平等的基

础上管理自己的事务①。

我主张权力优先于善，主张一种有效的基本辩护结构，这意味着，

如果不强调行使权力的重要政治问题，再分配与承认之间的二维正义

观点就是充分的。然而，这与南茜·弗雷泽的理论主张的最新发展是

一致的，她目前在关于正确的框架还是正义语境（国家或跨国）的第二

秩序的争论中，主张一种“三维”正义论，强调将政治作为第三个维度，

而不能归于其他方面②：

政治的维度设定了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处理和解决争议的程

序：它不仅告诉我们谁可以提出再分配和获得承认的要求，而且告

诉我们如何提出和裁定这些要求③。

我相信是这不仅仅是一个“重构”正义领域中的案例，更普遍地来

说，我也相信，弗雷泽的步伐，把政治变成了“正义首要之维”④。如果

我们依赖辩护原则，政治问题必然也成了一个更高序列的正义问题，因

为在这里（如果我们不是把政治理解成狭隘的制度意义），非正义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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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经济和政治社会的实践可能受到挑战，可能会给这些领域带来一些

变化。

六

总而言之，让我强调一下为什么我认为通过辩证的一元论和诊断

评价的多元论的结合，可以构建我所说的正义（非正义）的批判理论。

这种建构确实包含了许多霍耐特以及弗雷泽泽所声称的理论需要具备

的重要特征，并且也这避免了我上述指出的一些问题。

首先，它确实并不依赖于一种“准先验”①人类逻辑或社会本体论

基础，而是在辩护原则和对成为具有实践理性能力的人意味着什么的

自我反思的理念中找到了一种递归的、先验的基础（即理解并接受该

原则，并能够根据它使用理性的人）。因此，我不会遵循这里的“非基

要主义”（弗雷泽）的道路。当然，在这一点上，弗雷泽可能会指责我的

基础主义，相反霍耐特可能会指责我的“将重要的事情先来”的方法把

事情引向歧途，因为它似乎还依赖于我所提示的“先验的承认”上：道

德上对尊重他人为人的承认，因为他或她有基本的辩护权。在这里我

并不深入地讨论这些问题，只回答第一种批评，即我认为任何正义的批

判理论和辩护理论，比如弗雷泽，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权利和义务之辩

护的道德基础，由此成为一个“道义论”②，然而，用康德（康德主义者）

的著名术语来讲，承认的先验和辩护的先验之间的竞争可以通过将

“原始”形式的道德承认解释为一种辩护理性的“事实”来解决，也就是

说，认知和道德两者，即认知和道德上承认对方是作为辩护的存在和给

予他们适当辩护的权威（在特定情况下），是没有更进一步地（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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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的、宗教的或自我利益的）的原因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对实

践理性的基本的、自主的道德洞察，因为从我们共享的理性能力的角度

来看待他者：作为能够使用和需要理性的人。因此，我并不认为这只是

一种实践承认的行为，这也是一种认知行为：对一种（辩护性）理性的

洞察①。学会把自己看成一个“理性的动物”，也就是说，被社会化进入

理性的空间，这假设这种洞察力并不需要与我的个人利益有更大关系

（广义的理解）。

从霍耐特理论的观点来看可能有第二个反对意见，辩护性的方法

仅仅基于抽象的理性原则，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但是，正如我试图在

其他地方表明的那样，即重建从早期基督教至今的宽容的话语②，正义

要求作为对一种相互的、可辩护的具体的社会政治关系的要求，即作为

对具有辩护权利的代理人的尊重的要求，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社会冲突

中的重要和核心驱动力。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讲着不同的“厚重的”

规范性语言的人们，质疑他们应该生活于其中和受之指导的结构和规

范的正当性，要求其有更好的理由。用霍耐特的术语来讲，为辩护而斗

争是社会冲突和解放运动的深层“语法”，把这种形式放进要求自身以

及其历史环境中。因此，辩护实践被看作一种基本的社会和动力实践，

它具有开启常规的和排他性对话形式的内在潜力。正如我所理解的那

样，理性是一种批判性和颠覆性的力量，但是理性必须是能够被用来批

判自己错误的实践“病态”和辩护的内容。批判理论确实需要一种自

由的立场和实践理性的情景概念。

因此为了回答承认理论家可能担心的第三个问题，就正义或者是

承认的“欲望”的心理学方面，换句话说，关涉的是“解放利益”，我相

信，具有受到他们尊重其为自主代理人的欲望，特别是在政治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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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理由是人类的一种深刻的、理性的欲望。它的基础是一种“尊严”

的道德意识，“无视”①或者是忽视其适当的辩护性的“权威”都是对这

种尊严的侵犯。被非正义对待的侮辱的感受是深刻的，而不被别人视

为有理有据的侮辱同样也是最糟糕的。自主（在有辩护权利的意义上

理解）不仅仅是本体领域的哲学理念，对我们个体的自我理解和自我

尊重来讲，它也是基础的。

七

最后还可能会涉及一些问题，但还是回到我的开场白。正如尤尔

根·哈贝马斯在他著名的关于瓦尔特本雅明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这

种正义版本会遗忘一些最重要的事情，这是有可能的；用哈贝马斯的话

来说，“有一天获得解放的人类将会存在于一个更大的意志形成的对

话空间中，但却失去了在其中能够将其生命解释为美好生活的

光明？”②

作为对此问题的第一个回答，我认为，对上述意义的正义体制而

言，采取一种充分的多元化的方法能够纳入“好”生活的许多方面，这

种生活是基于人们能够辩护的特定正义要求。然而作为第二个答案，

我认为我谈到的第一个传统，并且我也将自己的思考放在这种传统中，

必须为其伦理的不可知论付出一些代价：当然也有好的方面，与此相关

的是，可以肯定，这种方法无法确定，并且还有其他形式的批评，用特定

的概念工具来解决社会不能提供这些“好”的形式的方式。基于正义

概念的方法只能达到这个概念所允许的程度———我认为这正是南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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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泽所强调的。然而，我认为阿克塞尔·霍耐特的承认理论的优点

之一是，使他能够明确表达出了对社会实践的“病态”和伦理上“坏”的

形式的丰富的批判，这超越了正义的批判理论能够和应该做的。他最

近关于物化主题的坦纳讲座，分析“遗忘的承认”证明了这一点①。但

对我而言重要的是，不是概念上贫瘠而是丰富和清晰，当看到使用非正

义或正义的术语进行批判时，一种特定的相互承认，即在相互辩护的实

践中的具体化，是首要的。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批判形式是无力的或是

有误导性的；他们只是使用其他不同的工具，有其他目的以及可能蕴含

着不同的有效性要求。

（作者　 ［德］莱纳·弗斯特，法兰克福大学政治系、

哲学系教授，法兰克福学派新晋代表人物

译者　 杨丽，上海大学社科学部哲学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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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霍耐特：历史进步的
伦理辩证法想象

胡 云 峰

２００５年，德国霍耐特先生的《为承认而斗争》被翻译成中文，十几

年过去，恐怕就连当年的翻译者胡继华先生也想不到，霍耐特的思想在

国内受到那么多的关注和理解。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越是处于无蔽

状态，正确的东西反而越自行隐匿，过多的解读反而可能将这位理论家

身上某种气质或理论要素淹没起来。

提到霍耐特，不能不提到哈贝马斯，研究表明这两人身上有着很多

惊人的相似，如多产、都拒绝第一代批判理论的历史哲学框架、都力图

为社会批判寻求规范性基础、都进入主体间的批判理论范式、都在学术

晚期借助自身的元理论转入政治伦理学的研究①、都强调“非强制性”

和个体自主的重要性等等。但是由于元理论的要素不同，二人在建构

方法、内容侧重上还是给人留下了不同的印象，特别是霍耐特在去结

构—功能主义的道路上更进一步，按照个体—行动的人类学要求，以社

会心理学的方式，以亚文化语义学的隐喻，确认道德合理性乃基于个性

需要、实践自我关系、人的情感体验，以及交往反应，并以此为基础，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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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以社会自由为内容的民主伦理。

体系的庞大，容易让人首尾难以相顾，以至于今天我们唯有采取回

溯性的眼光来阅读霍耐特，我们才能挖掘出霍耐特本来想发挥、在其理

论早期本已经发挥、但在其理论中晚期被社会哲学冲动和民主伦理建

构努力掩盖住的规范进步图景和社会斗争构想。这在对未来保留着高

瞻远瞩冲动而又显得焦虑不安的当代，或许更加具有启发意义，而且对

于探讨这位理论家的批判特色也有一定的帮助。这种回溯将分为三步

走：第一步，说明霍耐特晚期民主伦理构建及其规范性重构的方法；第

二步，说明他理论中期的社会病理学和对自由诊断的不懈努力；第三

步，说明他理论早期阐发的伦理辩证法：包含规范进步图景的目的论以

及社会斗争构想。

一　 规范性重构与民主伦理

所谓“规范性重构”，是霍耐特对黑格尔法哲学方法的一个总结：

“从理智主体因为他的理性而期望的一种共同决定中，应该以历史给

定的关系梳理出，那些主体可以在现实中尽可能地按照理念的理想去

追随的目标”①。这种方法其实本质就是反思概念与历史、理性与现实

之间的距离和平衡，它包含三层结构：一是理想型或者自由的普遍目

标；二是社会学的分析；三是个体意识、境遇和目标。重构的最终目的

是寻找到一定社会历史给定状态下能够实现的规范目标、评估个体实

现美好生活的可能性②。霍耐特沉湎于这种方法，以至于哈贝马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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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阿克赛尔·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王旭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
版，第 ９３页。
这种方法其实也被我国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比如俞吾金先生在对我国

文化进行诊断时，就提出“理想型的市场经济”与“我国模式的市场经济”之间

的区别，后者脱胎于小农社会和计划经济体制，先天地具有特殊性，从而得出

我国现阶段仍然需要构建自主的道德主体的结论（参见俞吾金：《新十批判

书》，商务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版，第 ９—１８页）。



价他：“把历史的脚步从马克思退回到黑格尔”（见《自由的权利》一书

的封底）。

结合自由的观念史，霍耐特也提出社会自由概念。作为对消极

自由、反思自由的综合，社会自由意味着：参与到社会活动中的共

同体成员相互之间能够给予对方很多关心，社会成员为了彼此的

缘故相互帮助去实现各自有根据的需求。通俗地说，主体自我实

现从“我”走向“我们”、从原子个体到相互承认主体，而社会作为

环境因素、作为社会真实性的确定机制，不再被看作是一种“添

加剂”，而是自由实现的媒介或实施条件，即自由的机制化

基础①。

这种相互关心、照顾彼此的伦理要求，霍耐特认为并未超越 １８ 世

纪末资产阶级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规范要求，这些要求为后来

的早期伦理社会主义者接受，他们指望以相互承认的社会自由来克服

经济自由与社会平等、政治团结之间的矛盾，用“为在（Ｆｕｅｒｅｉｎａｎｄｅｒ

ｓｅｉｎ）”替代“共在（Ｍｉｔ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ｉｎ）”②的交往关系。

至于晚期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的实现除了需要对个体的法

权尊重意义上的个体性保护，还需要重视对个体私人需要、私人感情的

保护，以及在一定的民主机制中对公民发挥民主热情的保障，显然这些

对应于家庭、法制社会、共同体三个领域的承认要求。

构建民主伦理，就是经过规范性重构，阐明发扬民主热情所须的社

会机制条件。在《自由的权利》一书中，他列举了以下几点，可以视为

霍耐特民主伦理观的主要内容：

第一，国家保障公民个人言论自由和政治参与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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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概念最早由诺伊豪斯（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ｅｇｅｌ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Ａｃ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Ｆｒｅｅｄｏ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 Ｍ．，２０００）提出，霍耐特这里从承认论的
角度对这个概念做了发挥。相关内容可参见［德］阿克赛尔·霍耐特：《自由的

权利》，王旭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７０—７２页。
陈凡、高兆明：《社会主义与社会自由：霍耐特对早期社会主义的反思》，《马克

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７年第 ２期。



第二，所有与政治决定相关的各个团体和阶层都能参与一个普遍

的超越阶层的信息交流空间；

第三，大众媒体能够向民众就社会问题的产生、根源，以及怎么看

待这些问题做出启发性的解释以利于公众通过这类咨询形成自己的意

见和决策。

第四，参与话语决策的国家公民能够自愿为有众多民众参与的交

流意见集会做一些无报酬的准备和管理工作。

第五，参与民主的公众性需要个人作出这样的决定：将自己的私人

目标置放在社会公共目标之后，只有这样才能与其他人一道为改善社

会公共生活而努力。

第六，民主的法治国家：实现民主的自我立法自由。该条部分地包

含在第一条里。

第七，保证每个人的生存利益的社会政治措施，这是民众参与公众

言论表述的先决前提。①

这些机制条件非常具体，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和哈贝马斯一样，霍耐

特非常重视公共领域建设，强调民主的公众性，不过他把民主法治国放

在几乎最后的位置，表明他一贯的思想，即在构建民主性的政治文化

时，我们不能把法律这种显性机制放在第一位上，因为法律只不过是给

那些通过斗争而已经获得的改善追加合法性，第一位的是社会斗争以

及其带来的行为变化，因此当代正义论不能仅仅以法律范例为取向，而

应同时顾及对日常行为道德变化给予关注的社会学和历史描述。② 这

里霍耐特其实是在隐约地批评哈贝马斯，后者理论归宿是为多元社会

提供一条在三权分立制度下可以规制的决策和立法程序、社会整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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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阿克赛尔·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王旭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４７９—４８５页。
参见［德］阿克赛尔·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王旭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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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以调和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对立与紧张①，他过于重视立法过程

的磋商，而忽视了前立法的社会抗议和呼声、甚至未能系统地表达出来

的心理挫伤②。

所以霍耐特非常重视日益式微的公共领域，他指出：不是国家创建

了公众性，而是公众性创建了国家；国家只是一个“反射性组织”，或是

一个政治机构的网络，那些相互进行信息交流的个人们，能够依靠国家

的帮助，把他们通过“试验性”或“商榷性”获得的一些道德的或客观的

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的构想在现实中进行转换。③

霍耐特还认为，建立公众性自我立法决策机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这种机制以自由为前提，另一方面又是促进自由的：必须把公众性的自

我立法理解为是一种规范设置的学习程序，即把事先已经堆积起来的，

已经内在于其他领域的自由进行追忆和搜集，并用来作为实现自身自

由的条件。④

霍耐特把共同体领域内的机制视为比私人、家庭和市场经济领域

内的机制更为重要，并期望它能够促进整个社会民主道德复杂互惠网

络良性运行并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在一个复杂的互惠关系的网络里，

一个行动领域自己独特的自由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其他领域的各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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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曾经指出：“那些分化了的、自我多元化和解魅化的生活世界，在脱离

了神灵权威、摆脱了威严建制的交往行动领域中异议风险同时不断增长的情

况下，如何进行社会整合……走出这种困境的一条出路就是对策略性互动的

规范性调节，对此行动者们自己要达成理解。进行这种调节的规则的悖论性

质表现在这样一个前提上：事实性和有效性对行动主体本身来说分解为两个

互相排斥的向度”（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

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２页）。
对哈贝马斯轻视“民间反应”这种批评，亦见霍耐特的《权力的批判》（１９８６）。
参见［德］阿克赛尔·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王旭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５０５—５０６页。
参见［德］阿克赛尔·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王旭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５４６页。



本自由原则的实现①，也就是说，公众性民主立法又必须依靠在多领域

内培育政治热忱，道德敏感性和偏袒性（Ｐａｒｔｅｉｌｉｃｈｋｅｉｔ），以及历史方向

感，或者说依靠培育民主的政治文化。

然而，霍耐特也承认，历史经验表明：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在进行福

利刺激情况、或面临外来威胁的情况下，国家其实比公共领域具有更大

的支配权，公众性在现实中实现得并不是很好，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坚

持这种以公共性为基础的民主伦理。

通过规范性重构，霍耐特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承认的民主伦理，也彻

底实现了承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②，这对于我们了解西方民主规

范的形成和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规范性重构不能仅仅抱着

“理想型”这个杨树栳不放，还需要对照理想型，对既定社会关系进行

梳理，查找出社会既存的自由机制偏差或错误发展，以帮助明确规范的

历史方向。

二　 自由机制诊断与社会病理学

社会诊断并非从霍耐特开始，在霍耐特之前，哈贝马斯、霍克海默

尔、阿多诺，以及再之前的韦伯、卢卡奇，乃至马克思、卢梭等都有对文

明社会的诊断。但是把诊断对准人的自我实现状况以及人的实现所依

赖的社会承认机制，霍耐特是第一人。

早在《社会病理学：社会哲学的传统和现实》（１９９４）中，霍耐特就

明确提出要发展一种围绕社会发展过程、作为诊断学的社会哲学，即社

会病理学。文章在回顾了社会诊断的历史变迁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社会哲学的外围平地已经倒塌掉，剩下的只是社会哲学的伦理核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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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阿克赛尔·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王旭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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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才：《承认、正义、伦理：实践哲学语境中的霍耐特政治伦理学》，上海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版，第 ２４４页。



会哲学的未来就依赖于对人类社会必要生活条件进行合法证明和伦理

判断的可能性。① 社会哲学必须拥有自己独特的提问方式和理论要

求，即要讨论成功社会生活形式的标准，要诊断对社会成员“好的生

活”的可能性的损害，以区别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这种要求化为

后来霍耐特的不懈诊断努力：在《去一体化：一个社会学的时代诊断

碎片》（１９９４）中，霍耐特就已经开始对当代西方社会出现的个体化

的增长、传统家庭结构的消逝、消费主义的流行，以及社会贫困的再

现等社会现象进行了自由诊断；至于后来的《被组织的自我实现和个

体化的二律背反》（２００２）《资本主义的悖论》（２００６）基本上沿着同

样的诊断思路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做出“悖论”的诊断。而 ２００５ 年

出版的《物化：一个承认理论视角》，该书的封皮引用阿多诺的箴言：

“所有物化都是一种遗忘”，书中指出现实人际交往中人际“情感参

与”和“基础性承认”的遗忘和失位构成了当代社会自由实现的重要

障碍。

不要以为这种诊断只是霍耐特理论中期的一种理论策略，细心的

读者将会在《自由的权利》（２０１１）中再次见证霍耐特开展社会诊断的

细腻笔触：全书充满着对德国以及欧洲，乃至美国，从古典到现代，乃至

当代各种社会机制的诊断式梳理，指出自由实现的障碍，以及历史上欧

洲社会的屡次错误发展。他说：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规范性重构已经经历了所有自由民主社

会中的自由的机制性领域，但是对这个民族社会主义暴力统治历

史阶段的规范性的重构，只留给我们一些这个历史阶段自己特定

的、经常与其他历史阶段不相融合的内容；而恰恰是在这些内容

中，以实现个人社会自由为主线的历史发展不得不经常经历，它的

这条主线是多么的脆弱、纤细、和容易被扯断，历史扯着这条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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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所有的错误发展，因为自由的每一个扩展似乎都会伴随着

突变为害怕和恐惧的危险。①

这段话可以视为霍耐特对历史逻辑与历史经验之间的不对称的诊

断，尤其是“自由的每一个扩展似乎都会伴随着突变为害怕和恐惧的

危险”这句话，可以视为对自由的悖论———自由一方面积极合理的增

长，一方面又在消极地转化为对自由的放弃———的再度诠释（这句话

即使放到科技批判或者全球化批判的语境中同样具有生动的诠释效

果），同时规范不断依据历史经验重建起来，为规范进步提供了机会，

当然这是后话。

再比如在对当下欧洲共同体的团结现状诊断中，霍耐特指出：当下

欧洲面临的难题是民族文化的非同一性（民族主义）与在同一化努力

基础上的各国团结互助精神（法制国家要求）之间的两难。在这两种

选择面前，当下多数国家选择了前者；同时欧洲民众日益异质化，难民

的涌入更加恶化各国内部法制化进程，一体化进程遇阻。

在我们的规范性重构中多次遇到的宪法爱国主义②的思想，

暂时还不拥有足够的情感吸引力激发国家公民的团结互助精神，

因此还不能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替代民族国家的形式；宪法爱国

主义缺乏历史具体性，缺乏一种可以叙述的成功和失败的历史，而

只有在对历史的回顾中公民们才能够把自己理解成是一个有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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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阿克赛尔·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王旭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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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宪法原则的认同和忠诚。最初由德国政治科学家多尔夫·施特恩贝格尔

（Ｄｏｌｆ 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ｅｒ）提出，早在 １９５９年，他就已经在思考一种“宪法国家的爱国
情愫”，他还将这一思想回溯到亚里士多德，并认为最迟到 １８ 世纪末，基于对
法律和共同自由的热爱，所有的爱国主义都是“宪法爱国主义”。哈贝马斯是

宪法爱国主义积极的鼓吹者，他将宪法爱国主义构建为一种关于“后传统认

同”的观念，他认为国家认同不应过多地聚焦于某种历史认同，而应更多地关

注于权利和民主协商的程序。霍耐特对此不以为然。



互支持义务的命运共同体的成员。①

时下英国“脱欧”举措带来的糟糕反应无疑证明霍耐特上述诊断

是有预见的；同时上述诊断也警告：欧洲国家目前尚没有度过民族主义

的阶段，哈贝马斯所鼓吹的宪法爱国主义的实现尚缺乏互助精神的支

撑。民族主义的上升、福利国家的治理策略，同时还带来新的操控体

系———国家社团主义，在福利削减的时期，民众对国家和社团的失望进

而延伸至对法制的失望，从而产生的“政治愠怒或气馁”（Ｐｏｌｉｔｉｋｖｅｒ

ｄｒｏｓｓｅｎｈｅｉｔ），这些都是欧洲一体化当下面临的难题；当年导致纳粹极权

国家的那两个因素———民族主义意识和工人运动在欧洲战后依然潜

伏，欧洲民主压力十分巨大。

三　 规范进步图景与社会斗争构想

对自由实现的诊断完全可以置于规范性重构的框架之中，然而霍

耐特还需要一个关于人类社会进步和美好生活的目的论支撑和证明。

目的论一直是社会理论和批判理论需要解决但又十分棘手的难题，处

理得不好，极易被人抨击为乌托邦或者意识形态：首先批判理论的第

一、二代突破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工具进步、生产力进步带来人类整体进

步的历史哲学叙事（生产力进步、技术进步并不直接带来自由增长），

但是如果诉诸规范进步，这种进步的动力又源自何处呢？

就像霍耐特说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历史是一种按照纯粹自然意

志要求向前发展，我们必须面对人类自由增长确实依然面临诸多障碍

（如逃避自由的机制、深感自由匮乏等）、人类自由解放依然任重道远

的困境，但我们又不能诉诸规范退步，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将陷入虚无

主义或犬儒主义，真理的坠落将意味着批判的无根和批判的终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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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他不想放弃批判，对规范的进步证明将成为霍耐特的必由选择。

霍耐特最终从民间社会斗争那里找到社会前进的动力和规范进步

的依据：人类的规范进步必须依靠广泛意义上多领域内的社会承认斗

争、必须克服机制性障碍方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认为

社会斗争范畴在揭示社会现实方面具有构成性的作用。①

斗争概念在霍耐特那里具有三重意义：

一是作为规范呈现工具的“斗争”：借鉴青年黑格尔在《伦理体系》

中对“犯罪”的讨论，霍耐特提出：只有通过斗争才能把个体在社会人

际交往中以及社会中介中遭遇到的不公平感受表达出来，从而把要求

被承认的规范要求呈现出来。霍耐特说，今天谁如果为了获取规范社

会理论的基础，而努力地重建黑格尔对应模式的割裂的效果历史，那么

他就只有依靠社会斗争概念，以道德不公感受而不是以前定的利益作

为它的出发点。② 当这种个体反抗，其目标溢出个体意向的境域、经过

“集体语义学”被普遍化，就会被描述成“社会斗争”。③

二是作为个体或集体追求获得或扩张扩大再生产机会的利益斗

争。霍耐特并不否定这种斗争的分析意义，只不过这不是他要分析的

重点，因为这种功利主义的分析模式在社会学领域已经是主流，他只是

想指出，这种模式并不能取代上述第一种模式。至于社会斗争在何种

程度上服从利益追求的逻辑，或者服从道德反应的逻辑，霍耐特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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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雀斑。（汪行福、俞吾金、张秀琴：《意识形态星丛》，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版，第 ３７９—３８０页）



永远是个经验问题①。

三是作为现当代历史内容呈现和社会进步目的论证明的斗争。正

如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指出的一切（阶级出现以来的）文明史都是阶级

斗争的历史，霍耐特也提出一个类似的命题：在亚文化语义学解释框架

下，在斗争释放出现代法律和社会重视的规范潜能的意义上，历史过程

不再是纯粹的事件，而是冲突的发展过程，是承认关系不断扩大的渐进

发展②。尽管霍耐特没有过多地涉及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斗争，

但至少自启蒙、个体自主以来，甚至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指向个人完

整性（自信、自重、自敬）的“为承认而斗争”可以被指认为社会斗争的

理想解释模型，这种完整性就是自由全面充分实现的形式“目的”，召

唤和诠释着社会进步。由于未言明固定目标，霍耐特否认这是一种独

断论式的历史哲学观点。

上述第三种暗含着目的论的社会承认斗争构想与批判理论传统中

解放兴趣有一脉相承的旨趣：

在《理性的社会病理学：论批判理论的智力遗产》（２００４）一文中，

霍耐特提出一个问题，即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理想框架业已瓦解、基础

性信仰日益多元化的当代西方，人类解放理性如何获取保证？他指出，

如果我们足够耐心地梳理批判理论，我们将不难从中加工出“社会理

性缺乏”这一规范内核，并在这个意义上把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理解成

社会理性扭曲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理性就此被摒除而沦丧、绝

灭，相反从人类学需要和心理动机分析角度看，理性的扭曲导致的受损

害，必然导致人类主体心灵的痛苦不堪忍受，而处于痛苦压力中的主体

依然保持着摆脱痛苦的希望，从痛苦中解放出来恰恰构成了对处于病

态的当代社会提出转变要求的规范基础。这一反转颇有当年海德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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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述科技拜物教时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句：“但哪里有危险，那里也生

救渡”①的运笔，技术集置（Ｇｅｓｔｅｌｌ）的咄咄逼人，有可能把人类遣送和

召唤到新的命运关口和自由地带；而这里，理性扭曲的痛苦，以及对痛

苦的摆脱渴望把人类推到斗争的前沿，成为规范进步的根本动力。基

于此，霍耐特得出批判理论作为历史有效理性的反思形式有三个内在

构成部分：１．理性一般（Ｖｅｒｎｕｅｆｔｉｇｅｎ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ｎ）的规范动机、２． 理性

的社会病理主张、３．解放兴趣的概念。越是经历人类苦难和灾难的人

们，越能体验到社会规范的有效性和感召力，越有可能于绝望处获得希

望，以斗争的方式，从自身和外在社会条件中争取社会自由的机会。这

就是霍耐特伦理辩证法的重要内容。

批判理论中“理性一般”的规范动机，在霍耐特那里具体化为对社

会自由的期待、“具有形式特性的伦理概念或者伦理的形式概念”、“美

好生活的形式概念”、“假设的或权宜的终极状态”。这种概念，我们可从

一切特殊生活的总体性中被提取出来，又具有内在的发展潜能，具有历

史维度和历史变数，或者说是与时俱进的，而斗争将印证这个伦理概念

的内容开放性。在《为承认而斗争》的结尾，霍耐特说：“在这一新的历史

语境下这里所构想的概念必须从黑格尔和米德的失败方案中得到教训，

就是要允许不可克服的紧张关系存在：我们不能不宽容那些实在价值，

因为这些价值有可能产生后传统的团结，而这种团结与爱以及成熟的法

律形式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是，现在的方案本身也不能填补属于现

代伦理形式之关系网络中被规定为特殊场所的地位。因为，这些实在价

值是否在政治共和主义、生态苦行主义、集体存在主义运动中显示出来，

它们是否预见了社会经济环境的变革，是否相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条

件———所有这些都不再是理论问题，而是未来社会斗争的问题。”②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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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表明，未来社会斗争将决定着未来人们对伦理生活的规范期望如何，

作为社会理论我们只能指明超越于各具体实体价值的形式伦理条件就

够了；反过来说，这个形式伦理概念将在历史中不断引导社会承认斗

争、并在其中不断实现和实体化，发挥着目的论功能。

在《自由的权利》中，霍耐特并没有忘记给“为承认而斗争”记上功

劳，前文业已指出在培育公众性自我立法的政治文化方面，霍耐特把

“得到恰当理解的社会斗争”及其导致的变化列为首位的推动力量，民

主程序是无法规定法制国家实现个人自由的权力的，当下无论是家庭

领域、还是市场交换领域的规范变化，都不是民主立法努力的结果，而

是大都要感谢“为争取在社会上实现这两个领域各自内涵的自由许诺

的斗争”①。立法相对于社会斗争总是迟到一步。

随着文化和社会进入现代化的突破，自由因为它的融合性和

合法性而在结构性行动领域被加以机制化，但是自由那种充满冲

突并总是被暴力中断的发展，在欧洲的土地上已经编织成一种非

常严密的主体互动和交换关系……在欧洲内部，或是如我们一直

谨慎地称之为西欧的内部，正在进行着要求兑现 １８世纪末就给予

人们的一些规范性期望的斗争：对法律关系、道德意识、私人关系、

经济交换和政治统治都应当按各自独特的自由思想加以转换，并

从一开始起就为民众提供了一个超越民族超越国界的信息交流空

间…这些跨越国界的对历史意见相同的评判，早就叠加为一种集

体的记忆，并且把历史上有助于兑现机制许诺自由的事件，看作是

一种社会进步的征象。②

上段话表明，当时代依然需要兑现 １８ 世纪的规范要求，这足以证

明人类规范进步之途之艰辛。霍耐特的本意是通过回忆 １８ 世纪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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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阔的革命精神来振作公民的参与政治热情，推动社会团结之形成；但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评估人类遭遇的暴力、自由中断，以及各种机制性

障碍，斗争仍是人类实现自由须臾不可脱离的行动，如果人类尚保留对

自由的希望。注意，这里的“为承认而斗争”，它的主体是泛众的，跨社

会结构的，未必限于某个生产阶级或某个特定领域，斗争形式也是多样

和多元的，未必限于政权易帜、阶级革命。

四　 余　 论

至此，我们沿着回溯的路径，把霍耐特理论中早先就已发育形成、

但在中晚期被其他理论要素覆盖、包裹的规范进步图景以及社会斗争

构想打捞出来。规范性重构固然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民主

伦理、社会自由概念也固然非常显耀，但是如果没有目的论支撑和证

明，没有社会斗争概念，它们就将沦为非历史的抽象叙事：看不到社会

斗争，看不到规范进步，我们就只能面对历史的虚空。今天全球正面临

多极化挑战和失序风险，霍耐特的规范进步图景和社会斗争构想给予

我们如下强烈的呼告：启蒙之后，尽管历史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自由的

挫折或中断，但是经历困顿和斗争努力之后社会自由依然会顽强地重

建起来。

就批判理论内部而言，这种基于斗争的规范进步图景依然具有诊

断和批判意义。霍耐特曾经说过，社会批判不等于规范设定，也不等于

地方性或情境性的规划（无规范），社会批判必须牢牢把握住“历史进

步理性”的理想①。在另外一个地方他指出：“我只是想以更加社会学

的方式抓住交往理性的轮廓，寻求把它们作为相互承认的原则直接植

入社会再生产中。我正是在这样一种对交往理性的社会学化中力图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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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社会批判的：在每种社会秩序中，我们几乎都能找到相互承认的制度

化原则，它们拥有一种具有规范作用的‘有效性剩余’，批判可在坚持

普遍化能力要求的情况下以此为依据。”①

这样看来，作为新一代黑格尔主义者，霍耐特为我们提供了历史进

步的伦理辩证法想象，一方面这种想象往往给人留下“无批判”或“后

批判”的印象，但另一方面规范进步图景和社会斗争构想又被严密地

包裹在其中，霍耐特自始至终并不认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实现已

经臻于至善而无需斗争。他依然是我们时代哈贝马斯之后的伟大的批

判理论家！

（作者　 胡云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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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西方现代性危机中的宗教元素
———哈贝马斯与福山关注宗教问题的逻辑及启示

彭 玉 峰

按照经典的现代性理论，现代化与世俗化是一个同步进展的进程，

作为前现代文明残余的宗教将逐渐退出公共领域，变为一种个人信仰

的私人事务。在这个意义下，宗教由于现代社会的宽容原则而受到保

护，甚至被认为仅仅是作为一种文化遗迹而保有一些观赏价值。苏东

剧变以来，宗教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演变引发了人们对传统现代性理

论的反思，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过去主导性的世俗主义范式有其内

在的缺陷而需要作出调整。作为欧洲左翼思想家代表的哈贝马斯与作

为美国右翼思想家代表的福山是上述反思群体中的典型。随着欧洲外

来移民激增造成的社会整合问题和商谈困境，哈贝马斯的关注点转向

了宗教与社会团结的关系问题。而福山在对历史终结论自我反思的道

路上也开始关注宗教的社会作用。作为西方左翼象征及致力于批判当

代社会的批判理论家，哈贝马斯对赤裸裸颂扬西方制度的历史终结论

当然是有批评的，例如他在 １９９１ 年指出，对于人们所热衷谈论的福山

式问题，“坦率地说，我并不欣赏这种后历史的诊断……事实上，这个

被统治的世界正在滑坡”①。尽管这一基于其激进民主理论的批判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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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永恒价值，但两个曾经的论辩对手似乎在宗教问题上逐渐形成了某

种共识。他们转向宗教问题研究的逻辑反映出现代性文明中存在的张

力和难题。

一、哈贝马斯论人类未来及其宗教的意义

“对于像哈贝马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理论家来说，把

宗教传统作为一种积极的资源而不是消极的负担，是一个很大的思想

转折。”①哈贝马斯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视域下来认

识宗教，认为宗教在当今社会只能作为一种私人信仰而被宽容，必须从

公共领域中退出。但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开始，哈贝马斯对宗教在

公共领域作用的认识逐渐转向积极。作为一个坚定的世俗主义者，哈

贝马斯在某种意义上面临着一个宗教与其社会主义理念相适应的理论

难题。这种理论上的重大转向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并不轻松②，经过十

几年的反复思考之后，终于以“９·１１”事件这一哈贝马斯所称的“世俗

社会与宗教间张力的爆炸”③为契机而明朗化。

“自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０年这一时代转折点以来，宗教上的诸种信仰传统和

信仰共同体，赢得了一种新的、到那时为止都未曾预料到的政治意

义。”④冷战格局的结束及意识形态战场的重新洗牌是哈贝马斯转向宗

教问题的重要时代背景。关于哈贝马斯的社会主义理念与其对于宗教

的积极态度是怎样自洽的，我们可以回到哈贝马斯 １９８９ 年的《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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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在今天意味着什么？》一文（稍晚于福山论文《历史的终结？》），哈贝

马斯与福山在社会主义的未来命运问题上发生了某种交锋。该文很大

程度上可视为西方新左翼回应历史终结论及思考社会主义前途的典

范。我们可以从哈贝马斯对于社会主义未来的思考来理解其关注宗教

的理论动机。

哈贝马斯在回顾社会主义实践的教训和意义的基础上，指出不宜

过早给马克思盖棺定论，并解答了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的价值和空间。

这种思考从评论一种“单纯的道德立场”开始。面对实践的重大挫折，

很多左派退回到一种道义立场，仅仅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调节性的理

念，而走向一种“去政治化”的抽象立场。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将社会主

义理念作为个人事务或原则的立场将最终导致该理念被湮没，“它需

要作为一种现实得以被批判性的观察和分析的视角的基础”①。现实

指向使来自这种理念的规范性直觉能够成为批判现实的有用工具，并

在分析现实的过程中发展和改进。

哈贝马斯对社会主义的现实政治意义的思考基于对福利国家辩证

法的思考，“福利国家制度已经被构造为理所当然的社会结构从而成

为任何政治开启的基础”②。认为福利国家制度已经成功地吸纳了马

克思主义思想中的所有有益的成分是一种狂妄的宣称。福利国家有一

些内在缺陷，哈贝马斯式社会主义政治学的出发点就是如何完善福利

国家。现代性的辩证法即是福利国家的辩证法，即形式自由与实质自

由间的辩证关系。官僚化和资本主义制约了自由的实现，需要通过民

主对两者施加某种类型的社会制约。哈贝马斯一直以来所思考的生活

世界殖民化理论及其所引出的协商民主等无不是为了这个目标服务。

１９８１年出版的《交往行为理论》标志着哈贝马斯理论体系的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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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接下来的创作基本上可以视为对该理论的补充和完善。交往行

为理论将世界区分为“系统”和“生活世界”。系统又分为经济系统和

政治系统，这两者中工具理性的主导是必需的和无法避免的，现代化的

过程即是这两个系统逐渐合理化的过程，两个系统中人类的行为主要

是以支配为目的的工具行为，各种异化在所难免。系统之外还有生活

世界作为人类自由交往的空间，人类在生活世界能够实现以理解为指

向的非目的性的交往理性。“系统”的工具理性对于生活世界的侵蚀

即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具体来说就是日常交往的金钱化和官僚化，人

们所能做的主要就是避免这一结果，以实现作为一种价值理性的交往

的合理化。

以团结性的社会力量来遏制资本与官僚化可视为哈贝马斯社会主

义理念的主要体现。他认为现代社会的自我运转能力有三大来源：金

钱、权力和团结，这三者分别是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生活世界的主导

性原则。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教训是社会的运转离不开经济领域由

完整市场逻辑所主导，未来的社会主义理念不在于彻底废弃金钱和权

力原则，而是要在金钱、权力与团结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即在交往性

的生活结构与政治、经济系统之间划界。这被哈贝马斯称为激进民

主或激进改良主义，也就是“综合的社会性团结力量应该通过一套宽

泛的民主性公开讨论和民主机制，给金钱和行政权力的作用范围划

出界限”①。

现实状况是社会主义的挫败使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自诩为“历

史的终结”，任性的金钱元素占据了更优势的地位。金钱、权力和团结

三者之间的平衡进一步被打破，资本和官僚将交往理性和团结从生活

世界中排挤。而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也导致商谈过程面临更大的困

难。面对交往理性和社会团结受到的挤压，哈贝马斯逐渐对交往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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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凭借自身而确立社会规范产生了某种怀疑，他开始了一种康德意

义上的（自我）批判，为交往理性“澄清前提、划清界限”。他认为商谈

需要在某些潜在的前提和共识的基础上展开，这种前提就是哈贝马斯

所说的某种超越性的东西，例如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性的认可等，否则

商谈可能会沦为一种对于人道主义违背或对少数派的侵犯，他也开始在

理性与信仰之间划定界限，这并非指向一种对彼岸的绝对者的信仰，而

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内部超越或此岸超越”（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ｌｄ）。这种超越性不来源于外部的上帝或绝对

者，而是依赖于为人们所共同分享的特定的共同体语言和文化，因而需

要以积极的视角来审视包括宗教在内的文化资源，“以爱护的方式与各

种文化资源打交道，因为这些文化的资源中储存着规范的意识和公民的

团结”①。他所提出的“后世俗社会”概念标志着其理论转向的确立。

哈贝马斯认为欧洲已经进入了一种“后世俗社会”，这并非指欧洲

出现了宗教复兴，或者在统计数据上出现基督教徒的增长，而是意味着

在世俗主义狂飙突进之后的某种困惑，这同时也是其本人的思想困惑。

具体来说，世俗主义相信宗教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会逐步降低到最低限

度，不再在人们的思想和政治领域扮演重要角色。但这种信念开始动

摇，人们开始认为宗教将始终作为社会中的重要元素得以存在，宗教也

能够在公共领域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世俗力量与宗教

力量之间的相互学习就成为关键，这就是哈贝马斯所一再提出的“翻

译”问题。一方面，它意味着世俗主义仍然是主流，宗教只有将自己的

伦理诉求翻译为世俗社会能够理解的公共语言才能够被理解和接受；

另一方面，世俗公民也要学会倾听和理解宗教人士的诉求。

为什么宗教元素在交往理性或公共领域中仍然能够发挥作用？哈

贝马斯多次提出蕴含在宗教传统中的伦理直觉力量。直觉（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

７５２

论当代西方现代性危机中的宗教元素

①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民主的法治国家的前政治基础？》，载［德］哈贝马

斯：《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郁喆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８５页。



意为关于某事为真的强烈情感，尽管你不能说清楚或有效证明。日常

生活和实践中的社会规范和秩序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种瞬间的伦理直

觉，例如哈贝马斯所举出的乱伦禁忌的例子，社会主义理念中所推崇的

社会平等的直觉等。这种人们所共有的直觉来自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

各种文化力量的塑造，抛弃这种直觉会使得社会秩序的维系变得非常

复杂和困难。哈贝马斯认为，关于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伦理直觉，“宗教

的种种传统具有某种特别的表达力”①，某些宗教语言和感性形式能被

普遍理解和使用，往往能够超越哲学语言或理性话语的表达力。２０１１

年发生在太原火车站的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事例也许能够反映出这种

“特别的表达力”，一位在候车室等车的老人在座位上辞世，旁边的一

位僧人为他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超度仪式，僧人握住逝者的手送别的画

面引发了网友的普遍情感。人们从发自现场的图片中能够清晰地感受

到佛教感性仪式的“表达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种对生命的尊

重、对逝者的感怀表达了所有人都能够瞬间体验到的直觉，唤起了人们

心中对于生命的敬畏和对生命逝去的感伤。

因此，哈贝马斯关注宗教源自其交往行为理论的某种理论困境，如

果说这种理论反思在“９·１１”事件之前仍是零散的，现实状况的变迁使

得其理论体系中呼之欲出的宗教问题在几年之内喷薄而出，这包括多元

主义泛滥、伊斯兰移民融入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极右翼思潮的兴起、生

物工程技术所潜在的对人性共识和社会平等的败坏等现实因素。这无

非是在欧洲“文明的冲突”蔓延背景之下的特定表达形式。不过，哈贝马

斯对于宗教在公共领域作用的认可是有限的：一方面，他承认过去“把现

代性中的宗教发展归结为‘信仰权力的私有化’，未免有些操之过急”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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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俗社会”中需要对于宗教在维系共同体的作用问题上保持开放

的态度，既然当下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人们就应该对于包

括直觉在内的宗教资源持有积极的态度；另一方面，这并非是求助于一

种彼岸的超越力量或绝对者，不能将宗教直觉毫无区分地全盘接纳，

“只有使宗教直觉经过哲学论证的过滤以剥离其特异性和排他性之

后”①，公众才能够从这种“翻译”后的宗教启示中有所收获。国家的

政治中立化仍然是前提，宗教并不能接手由国家所承担的社会公共职

能，宗教只是以一种能够被普遍理解的公共语言进入公共领域，成为一

种社会团结的精神资源。

二、历史终结论的内在张力与福山对宗教的思考

在 ２０１８年新书《认同》中，福山重拾历史终结论中所重点论述的

承认问题及其与文化、宗教、民族等主题的关系，他提出：“２１ 世纪第二

个十年的全球政治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塑造它的新的活跃力量是民

族主义者或宗教政党和政治家。”②宗教政治不仅深刻塑造了中东、南

亚和东南亚等地区的政局，影响力范围还包括了日本、波兰和美国等在

内的发达国家。福山转向宗教问题的逻辑与哈贝马斯有类似之处。在

《民主的法治国家的前政治基础》一文中，哈贝马斯试图解答一个难

题———“是否自由的世俗的国家要靠它自身不能保证的规范的前提维

持生存”③，由此他试图引入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传统资源。福山其历

史终结论中也提出了类似的命题，“自由民主制度不是自足的：它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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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的社群（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生活最终必定有一种不同于自由主义的来

源”①。如果将历史的终结理解为完美的西方制度之下的人类乐园，那

么福山后来的包括转向宗教在内的反思就无法被理解。事实上，他对

于自由民主制度中很多的内在冲突和问题表示了担忧，而对宗教的关

注是对这些内在张力的进一步思考。历史终结论预留了一些开放性领

域，其中主要包括两个问题：一个是共同体的维系问题，另一个是人性

问题上的共识危机。即如何抑制资本主义经济逻辑和政治上自由平等

原则对于公共精神的消解，从而使得能够满足人们承认需求的各种社

会共同体仍能幸存，以及如何使得在“人之为人”的问题上的脆弱共识

得以保持。

福山在接下来几年中转入社会资本和社会秩序的研究并非如某些

评论者所说的那么突兀，这一定程度上是其思想的逻辑发展结果，也是

填平历史终结论漏洞的需要。而福山转向人性论与管控基因技术的研

究也可视为完善其历史理论的一部分。他在《认同》中沾沾自喜地提

出，认同问题是他近 ３０ 年来学术创作中被遮蔽的一条重要线索，“我

十分确信没有人花时间去追踪我这条特定的线索，即把与本书相关的

主题看作（我的作品中）始终连贯的讨论”②。他在总体上认为，社会

秩序的维持和社会共识的维系离不开作为社会的主体的人的作用，而

人类的集体行动又涉及政治权力和传统宗教的作用。

一方面是现代社会中共同体意识和公共精神的维系问题。“理性

的自由制度依赖于非理性的激情……成功的政治现代化，要求在自己

的权利和宪法框架内，保存一些前现代的东西。”③只有在各个层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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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中，人们才能感受到公共生活的切近性，从而生成一种对于群体

和他人的热爱。共同体的存在是自由民主得以维系的条件。福山指

出，作为民主最佳保障的共同体生活与主导性的自由平等原则有内在

的张力。美国公共德行的确立既来自理性算计，即“被合理化的自私

自利”，也来自宗教等传统元素所形成的结社文化，前者对后者有腐蚀

作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原则和平等意识不断冲击着共同体生活、公共

精神和爱国主义。在历史终结论中，福山指出了宗教衰落的潜在危险，

欧洲宗教似乎被永久地逐出了公共领域，而美国的政治力量出于宽容

原则而不断对主流宗教施加限制，“社群生活（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ｌｉｆｅ）的强度

在美国的衰落便不是什么意外之事了”①。他当时并没有提出详尽的

分析和有效的解决办法，这一问题成为福山后来理论创作的主题。在

一定意义上，福山包括《信任》和《大断裂》在内都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入

分析和发挥。社会得以延续在于公民之间所共享的一套价值规范体

系，这又需要考虑宗教等前现代的传统文化因素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另一方面是关于其历史终结论的核心论证机制的人性与承认。福

山提出论证历史终结需要诉诸超历史的标准—人性，最好的制度形式

即是人性中的承认需求得到普遍平等的满足。但是，人类学式的解释

只不过将问题带入了一个更深的层面，人性的根基又是什么？福山指

出这个问题要么诉诸宗教启示、要么求助于哲学反思，关于何为人性并

没有一种最终的根据，而生物科技的发展对于“人之为人”问题的冲击

有时史无前例。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工程革命的后果》中，福

山进一步完善了的自己的人性论。他提出了一个“要素 Ｘ”作为人类

共性的假说，它指的是“当我们剥离人的所有偶然的和意外的特征，在

此之下仍会剩下一些根本的人类特质……要素 Ｘ 是人的本质，是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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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涵义”①。要素 Ｘ在政治领域是必需的，是人类文

明得以确立的基本前提，而人类政治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关于谁配拥

有这个要素 Ｘ的演变过程。但关键问题是，这个要素 Ｘ的最终根据是

什么？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生物技术、脑神经科学和进化论等都野心

勃勃的尝试证明人的自我意识和人的自由只是一种假象，人与动物之

间不存在本质的区别。这在未来并非完全不可能，《未来简史》向人们

展示了自由意志和自我意识被生物科技所消解的可怕前景，该书在全

球范围内的畅销反映了人们对此的普遍担忧。因而，人们在理论上并

不能提供任何坚实的论据来论证要素 Ｘ 的存在，“要素 Ｘ 不能被还原

为道德选择权的占有、理性、语言、社交能力、感觉能力、情感、意识或者

任何其他可以作为人类尊严根据的特性”②。关于人性问题只能是来

自一种社会共识，唯一能够给出的论据不是理论的而是实践的，即人类

文明赖以延续就在于对于要素 Ｘ 的确证，它只能来自一种基于宗教、

思辨、习俗、直觉等融合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共识，而传统价值观的衰弱

和最新生命科技的冲击又不断在瓦解这一共识。

福山的结论是，政府的管控和传统文化资源对于社会价值的引导

仍然是维系社会共识，确保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繁荣的不可或缺的基

本条件。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延续的关键在于继续保持制度与文化

间的张力平衡，也就是在信息化时代如何利用历史文化传统来维系共

同体和人性问题上的共识。他对于美国比对更为世俗化的欧洲的看法

要更为乐观。福山认为可以从“建构”和“自觉”两个因素来保持美国

的公共精神和社会资本，他寄希望于民众自发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

（这在美国主要体现为宗教复兴），而且希望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帮忙而

非添乱，即通过政治力量来引导传统的宗教文化因素的重振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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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福山论述了美国历史上的几次宗教复兴运动所起的作用，

呼吁对于宗教保持更宽容的态度，同时对于那些冲击美国国家核心价

值观的思潮表示警惕，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当前所盛行的文化多元主义

持警惕的态度。福山指出，文化多样性的高扬需要建立在对于共同的

核心价值观信奉的前提之下，“诚实的文化多元主义者应该意识到，某

些文化特性对健康的民主政治体制和资本主义经济是无益的”①。在

《大断裂》中，他对文化多元主义提出更深层次的质疑，甚至认为这一

思潮的泛滥是西方社会在未来需要应对的首要问题，多元主义走向极

端会走向否定任何价值具有权威性的相对主义并导致社会分裂，“当

这一相对论延伸到作为政权根基的那些政治价值观时，自由主义便会

自毁长城”②。尽管福山也担心美国的个人主义倾向从长远来看会最

终占据上风，但他对于当下的情况仍表示了谨慎的乐观，有数据显示美

国的信教人数并未下降，但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宗教信仰与其说

表达的是一种教理，不如说表达的是团体的现有规范和对秩序的渴

望”③，只不过基于美国的特定历史背景，共同体的复兴离不开对特有

的宗教仪式和习惯的依赖。另一方面，政治力量在塑造公共精神上仍

能扮演重要角色，在全球化时代，政府的作用更应该得到加强。例如福

山支持文化同化政策，他以加利福尼亚州废除基础教育中的双语制提

案为例，指出打造民族认同的战场是各种力量之间的博弈，“说明了现

代民主体制依然能够塑造自己的未来”④。这种对于政治力量作用的

呼吁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则更为突出，他认为只要采取果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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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的改革措施便有可能解决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诸多难题。

福山对宗教的关注意味着什么？一方面，不管福山是否愿意承认，

这都是对其历史终结论的重大挑战，福山曾经指出，历史的终结意味着

历史上那些曾经困扰着人类的大问题已经得到了合理的解决，这越来

越被证明是一种概念游戏，即使传统上所认为的大问题真的得到了

“解决”，也已经涌现出一些新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尽管他并未放弃

历史终结论，但确实存在着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普世性的信心的衰退，他

的后续著作的一条清晰的逻辑，是对于自由资本主义所赖以依存的西

方特殊历史文化传统的阐释，以及论述移植西方制度所需要的苛刻社

会条件。

三、现代性文明的危机与宗教的作用

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哈贝马斯和福山的上述转向放入施特劳

斯—科耶夫之争的框架内来理解。对于福山而言，施特劳斯—科耶夫

之争主要是现代性危机的解决问题，一般认为，福山是不折不扣的科耶

夫门徒，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科耶夫的名字、概念和原文似

乎无处不在，但这也许只是一种表象。正如约瑟夫·麦卡锡所说：“表

面看来，施特劳斯对福山的影响远远不如科耶夫明显，而仅仅体现在各

种的注释中，实际上这一影响同等重要。”①施特劳斯—科耶夫之争可

视为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深层逻辑所在，尽管这一争论在福山专著中的

出场主要是以注释的形式，但却基本上贯穿注释的始终，因而某种程度

上构成全书的一条主线。随着后来众多的评论者提及这一争论，福山

在《沉思历史的终结———五年之后》中做出了清晰的阐释，指出了施特

劳斯—科耶夫之争在自己理论思考中的中心地位。他指出现代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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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的规范性根基是其最担忧的问题，这反映出社会根本价值

领域的危机或现代性的危机在当代真实存在，“这一难题，在施特劳

斯—科耶夫之争中被讨论的最充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学术

问题”①。

哈贝马斯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根本上也可以归结为“现代性的危

机”，即祛魅的、后形而上学的当今社会赖以存在的规范性根据是什

么。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下泛滥的道德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冲击之下，

哈贝马斯试图寻找道德和伦理领域的内在根据，试图根据他的协商和

对话理论在伦理问题中建立某种合理性根据。而在具体的解决方案上

则体现为一种“后世俗化转向”，越来越强调今天社会中“宗教的活力”

以及世俗话语和宗教话语间的相互沟通和学习。

哈贝马斯与福山的关注点和解决方案越来越走向某种融合。当然

这种相通性大体上也是时代需求的产物，两人对于西方社会所存在的

问题做出了类似的诊断，即西方现代性文明面临着规范性根基的难题，

而解决问题的办法离不开对于传统思想和文化资源的利用，因而两人

不约而同的提出和强调了基督教传统和信仰对于社会的整合和稳定所

具有的价值。某种意义上，哈贝马斯的社会主义理念的最终实践落脚

点是复兴宗教，这似乎是一种讽刺。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基于对自我牟

利型的行政力量的批判而提出的协商民主与福山的“国家建构”看似

相互对立，但其实也可以相互补充。哈贝马斯所追求的对官僚化的社

会制约所要达到的目的，也许就是福山所说的“小而强的政府”，后者

以政府职能与政府能力的区分为出发点的“国家建构”可以与前者的

协商民主路径并行不悖。因此，我们甚至可以得出结论，哈贝马斯对于

历史终结论的批判与福山的自我批判在方向上和解决办法上很大程度

上是相通的。

５６２

论当代西方现代性危机中的宗教元素

①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Ｌａｔｅｒ”，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
ｒｙ，Ｖｏｌ．３４，Ｎｏ．２，Ｍａｙ １９９５，ｐ．２７．



哈贝马斯与福山对于宗教的关注也并非是要将宗教作为济世良

方，而是将基督教的某些要素视为西方传统文化资源的组成部分，从中

寻求一种能够促进社会团结和增进共同体精神的力量，这是对于世俗

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出现某种迷思和困境的反思。在共同体维系

与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团结资源的问题上。两人共识的达成反映了面对

共同时代难题下所形成的一种相通的思考路径。它也表明了学者们对

变化过快和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的信息社会和现代科技的恐惧，及对

其可能带来的颠覆性后果的忧虑。这种不确定性之苦既是全球范围内

宗教回潮的原因，也是哈贝马斯和福山宗教问题转向的社会背景。特

别是当西方社会越来越难以融合外来的伊斯兰教因素之后，他们的这

种理论焦虑性也体现地更为明显。福山提出了欧洲学者关于穆斯林移

民二代回到叙利亚转变为极端分子的争论，它到底是现代化和全球化

进程中社会错位的产物，还是特定宗教本身的问题。福山认为，“这一

非此即彼的解释是相互补充而非是相互排斥的”①，其实是现代性进程

中多元主义困局下的认同困惑和认同危机，以特定的宗教极端主义形

式表现出来。

可以说，哈贝马斯和福山转向宗教问题既来自对各自理论困境的

反思，又具有三大共同时代背景：一是全球范围内的宗教回潮，冷战结

束以来，伴随着东西方意识形态争端消弭的是宗教冲突的显性化，大众

媒体也越来越有意无意地将各种国内和国际冲突赋予宗教色彩，鉴于

在第三世界国家和美国所出现的宗教回潮，哈贝马斯甚至悲观地指出，

“从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来考察，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西方理性主义如

今显得只是其自己的特殊道路了”②，世俗化的欧洲文明从一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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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似乎变成一种例外。二是在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泛滥以及社会

价值观的冲突和共同体意识的消退，欧洲某些国家则面临着穆斯林

人口比重的不断上升。哈贝马斯指出，如果外来宗教信徒在人口中

的比例达到一定的程度，那就会对国民的整合造成阻碍，商谈理论便

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功效，需要做出一种后世俗式调整或发展。在

伊斯兰教作为一个外来他者的衬托下，基督教越来越被视为欧洲文

明和欧洲认同的标识，成为欧洲正在上升中的排外情绪的一个团结

旗帜。对于福山而言，美国正在发生的宗教复兴所体现的是一种以

宗教仪式为载体的共同体复兴。三是对飞速发展的基因技术所引起

的广泛担忧。福山和哈贝马斯分别在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３ 年推出了《我

们的后人类未来》和《人性的未来》两本著作，他们都担心任由基因

技术发展的后果以及强调加强监管的必要性，哈贝马斯指出，“物理

学、神经学或进化生物学的语言所阐明的自然主义的人性论，长期以

来都与宗教和哲学对人性的经典描述相冲突”①，宗教中关于人类由

上帝创造而带有神性的直觉，可以抵制生物技术自诩为上帝而将人

作为一种人造物的倾向。在基因技术和人工智能早已更新换代的今

天，贺建奎事件引发的担忧和思考反映出这一问题的潜在威胁更为

迫切。

结　 语

信息社会之下社会急剧变迁，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冲

击不断增强。哈贝马斯强调团结，而福山关注信任和认同，都是在思考

当今社会的整合危机及公共道德的削弱，两人对宗教的关注有理论上

和实践上的原因，他们都是在现代化进程失序的角度来审视宗教的作

用，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社会的现代化一旦在总体上失控出轨，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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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使民主的纽带不堪维系团结的重负”①，宗教成为一种弥补世俗化

的现代化进程中某些缺失和迷惘的候选精神资源。我们不能简单地认

为两人是推崇对宗教传统的回归，哈贝马斯希望吸纳被翻译为公共语

言的宗教感性形式中的伦理直觉力量，对于福山而言，美国的宗教复兴

是一种以宗教仪式为载体的对秩序和社会亲密关系的渴望。在这个意

义上，所谓的宗教热可以视为来自基层的文化团结资源的自发生长。

对于这种文化因素可以持一种相对冷静平和的态度。

近几年中央首次明确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

理论”。理论工作的推进既需要立足于中国的宗教现状和党的宗教工

作创新，也需要追踪和关注国际社会宗教的发展动态及相应的理论发

展。在分析和研究世界宗教理论与实践演进普遍态势和规律的基础

上，对于当下的世界宗教形势做到更充分地把握。哈贝马斯与福山对

宗教的关注并非是对宗教的皈依，而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各自原有

理论的完善，试图辩证地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对于宗教的社会影响力

作出更为开放的态度。对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时代问题和思潮的思考，

有助于推动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性进程中宗教元素所扮演的角色。

（作者　 彭玉峰，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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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在批判理论中的地位变迁
———从阿多诺到维尔默

刘 利 霞

批判理论中关于审美的讨论，从来就不是就审美而论审美，比如单

纯探讨美的形式和内容或者审美经验的形成机制等，而是总是涉及一

种更合理的社会组织的替代形式或者一种“好的生活”的构想。然而，

在批判理论的不同时期，在不同的批判理论家之间，关于“审美在批判

理论中占有多大分量”“在关于替代性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构想中起多

大的作用”这一类问题，却有不同的看法。在第一代批判理论家，特别

是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那里，审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阿多诺甚

至将艺术看作是真理的唯一保存地。审美是崩溃的现实与救赎状态之

间的唯一通道。但到了第二代批判理论家哈贝马斯这里，审美的这一

核心地位逐渐降级为批判理论的交往范式中的一个边缘化的部分———

它仍然拥有一个位置，但是它并非迫切需要关注的领域。到了哈贝马

斯的后继者维尔默这里，情况又再一次发生了转变，维尔默指出了哈贝

马斯对审美的作用有所忽视，实际上审美与科学、道德法律实践领域一

样有助于现代性的民主计划，第一代批判理论家的审美方案并非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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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失败的，其中存在待发掘的规范资源，维尔默试图恢复了审美维度在

批判理论中的重要位置。这整个过程其实意味着批判理论内部的两条

路径之争：一条是通过审美获得救赎，一条是通过理性的自我反思获得

解放。通过这种争执，我们可以去把握和反思批判理论在当代的发展

方向。

一、第一代批判理论家的审美方案

Ｈ．杜比尔（Ｈｅｌｍｕｔ Ｄｕｂｉｅｌ）曾对第一代批判理论家面临的三种历

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它们分别是：（１）苏联斯大林暴政；（２）欧洲法西斯

主义的兴起，用改变政治制度的方法来应付革命，平息有组织的工人反

抗；（３）美国的大众文化，表明了资本主义的整合力量———不是通过公

开压制，而是通过大众文化使人们安于现状①。与这种历史经验相伴

随的是人们对革命的普遍的绝望情绪，这对批判理论的形成起了决定

性作用，这也有助于解释第一代批判理论家，特别是阿多诺、霍克海默

在《启蒙辩证法》中展现“黑色基调”———由于现实显示为彻底不可拯

救的，因此不得不诉诸一种“和解”状态。第一代批判理论家的和解方

案与马克思有着很深的渊源，都涉及一种替代性的社会组织方式的

构想。

在马克思的方案中，资本主义自身便蕴含着解放的种子，表现为生

产力的不断发展最终会冲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束缚，导致资本主义

的终结（即私有制的终结），最终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在马克思看

来，这种解放方案区别于单纯的乌托邦理想。由于其可能性条件已埋

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因此资本主义的现实与共产主义的未来之

间便有一种似乎是必然的联系。与此同时，由于在马克思的设想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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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是一种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

人都得到全面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

件”①，这些解放了的个体之间无需以制度为中介便可以互动。因此，

资本主义的道德、法律、政治制度、宗教和文化形式等便一并丧失作用，

它们作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虚假意识形态，在一个无阶级社会中已

不再被需要。

暂且不论这种方案是否具有现实性，它至少存在一种将复杂问题

简单化的倾向。对于现代性条件下自由民主的建制化问题，马克思仅

仅将其意识形态化，因此马克思的“理论策略埋葬了而不是解决了这

个问题。而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方面追随了他的观

点”②。正如哈贝马斯在《劳动和相互作用》中阐述的那样：“技术生产

力的解放，……同能够在自由的、习以为常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在祛

除统治的相互作用中建立起完美的、辩证的伦理关系的规范的形成并

非一回事。摆脱饥饿和劳累并不是必然地趋同于摆脱奴役和歧视。”③

类似的，维尔默也指出马克思将本应该分开的两个现象混为一谈了：

“一方面是工人阶级遭受的剥削、贫苦化和退化，劳动的非人性以及缺

乏对经济的民主控制，另一方面是以普遍人权原则为基础的形式法律

以及现代社会中的功能和系统分化的出现。”④这种混淆的后果是：前

一种现象的废除，也意味着后一种现象的无效。换言之，在马克思的策

略中，对非人性的状况的克服，同时也意味着抛弃普遍主义的道德和法

律的资产阶级形式，而实际上这两者是需要区分的。总之，依据马克思

的理论策略，解放与现代西方社会自由的建制化是不相容的，这一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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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了后来的批判理论家，他们借 Ｍ．韦伯（Ｍ．Ｗｅｂｅｒ）的合理性观念，

发展出一种不同于马克思的方案。

Ｍ．韦伯的合理性观念也存在一种不可消解的悖论。一方面，“合

理性”具有规范内涵，它与一种强的启蒙理性观念相联系，这种理性观

念与自由、幸福、正义是联系在一起的，象征着一种本真的生活方式。

这种西方现代社会特有的理性化过程，体现为文化价值领域的分化：在

传统社会中，宗教世界观领域有广泛影响，而合理化意味着科学、道

德—法律和艺术相互分离，形成自主的领域，按照各自的内在逻辑处理

问题，不再从宗教的意义体系寻求力量。但另一方面，合理化也同时也

包含着可计算性、操控性、工具性、策略性等特征，这导致了现实中对人

的非人性支配，使得人类生活机械化、不自由、无意义。简言之，合理化

既意味着一种“祛魅”，又包含“物化”；既试图达到一种人的本真生活，

又导致一种非人的生活。在马克思那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

最终会向一个解放了的无阶级社会过渡。而在 Ｍ．韦伯这里，随着资本

主义社会的合理化的进展，解放的图景虽仍在视野之中，但已经变得十

分模糊，而且还有陷入物化状态的危险。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试图克服 Ｍ．韦伯的悖论，承认合理化的物化趋

势的同时，仍设想一种合理的社会组织的可能性。为此，他们将 Ｍ．韦

伯和马克思结合起来，试图保留从物化状态向解放状态转变的可能性。

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展开不再必然走向一个解放了的无阶级社会，反

而有可能走向一个全面物化的社会，因此只能诉诸变革或者自由的历

史行动（如革命）。当然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这里并没有走向革命，他们

并未放弃了理论努力和理性观念。按照维尔默的观点，就他们仍设想

一种解放状态而言，他们也预设了一种与自由、幸福、正义联系在一起

的“强的理性观念”，只有如此才能对抗 Ｍ．韦伯悲观主义的历史哲

学———并非“理性观念”不可靠，而是“虚假的理性观念”使得理性观念

似乎是一种幻觉。只不过，在物化趋势日益扩张的情形下，在哲学和现

实层面都很难再维持这样一种与解放相联系的理性观念。于是，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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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只能诉诸于变革”中的“变革”便被阿多诺理解为用“审美合理

性”替代“工具合理性”。在阿多诺看来，以前的合理性（工具合理性）

采取的都是“同一性”思维的压迫形式，而审美合理性在双重意义上扬

弃了工具合理性：一方面通过艺术的模仿冲动，同一性的概念思维被揭

示为不合理的、虚假的；另一方面通过非暴力的审美综合，艺术展示一

种社会现实的和解状态。艺术成为理性、自由、幸福等解放要素的唯一

保存地。“艺术作品的审美合理性……成了合理性的替代形式的唯一

可能的模式，工具合理性在其中只是作为一种被扬弃的成分才能被保

存下来。”①这样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就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与 Ｍ．韦

伯进步的否定辩证法联系起来了。其中与 Ｍ．韦伯相关的方面在于，艺

术揭示了工具合理化导致的现实的物化和非人化状态；与马克思相关

的方面在于，艺术通过区别于概念思维的模仿冲动逃脱了“同一性”的

支配，与一种解放了的状态联系在了一起。

这里无法就细节问题展开讨论，只能从理论策略层面说明，第一代

批判理论家在处理“物化”与“解放”之间的关系问题时，采用的是一种

审美方案。在马克思那里，解放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辩证发展会往一个

无阶级的社会过渡。在 Ｍ．韦伯那里，解放的维度变得十分模糊，资本

主义的发展最后导致的是一种全面物化的状态。而第一代批判理论

家（这里主要涉及阿多诺）将两者结合起来，将从物化状态到解放状

态的变革理解为从工具合理性到审美合理性的变革：只有通过艺术，

在一种二律背反的审美表象中，通过内在超越，一丝微弱的救赎之光

才能照进门缝，物化状态才能曲折且无力地走向和解状态。这种审

美方案的问题构成了哈贝马斯进行批判理论交往范式建构的背景和

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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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哈贝马斯的交往范式与审美有效性

然而，审美方案仍然没能回答如何从物化状态过渡到解放状态这

个问题。它与马克思、Ｍ．韦伯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一方面，马克思将西

方社会自由的建制化及其整套政治、文化制度等同于维护资产阶级统

治的意识形态，与此类似，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追溯到西方文明源头，宣

称神话中已经包含启蒙因素，而启蒙倒退为神话，他们同样没有意识到

现代西方社会道德和法律的普遍主义的资产阶级形式的进步特征；另

一方面，就像 Ｍ．韦伯虽预设了一种强有力的规范理性观念，但仍然陷

入一种悲观主义历史哲学一样，阿多诺虽然用审美合理性取代工具合

理性，但同样无力抵抗现实中越来越严重的物化趋势，要建立艺术与解

放的关系，只能依赖于一种和解的神学视角。

在哈贝马斯看来，第一代批判理论家之所以陷入困境是由于他们

没能明确社会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仍囿于意识哲学范式，他们的理性

批判仍然受困于一种主客模式的理性观。在主客模式的理性观中，要

么像马克思那样对工具理性进行一种非批判的肯定，相信随着科学技

术的发展，生产力会冲破资本主义的束缚，向一种解放了的无阶级社会

过渡；要么像第一代批判理论家那样彻底否定理性（工具理性），去寻

求一种理性之外的审美救赎力量。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这里都是

在一种单维合理性的概念框架。哈贝马斯认为，审美合理性虽然代

表一种与工具合理性完全不同的合理性类型，但它与工具合理性一

样，都是合理性的一个维度，而不能作为整个社会的整合模式。也就

是说，审美综合只能作为一个媒介或刺激，而不能作为一种整合模式

本身。

哈贝马斯认为，关键在于建立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从意识哲学范

式转向一种交往范式，从一种主客模式的理性观转向一种主体间性的

理性观，从一种单维合理性观念转向进行区分的、多维的交往合理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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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在这种框架中，可以区分合理性与行动的不同类型①。用哈贝马

斯的话来说，就是在有效性层面区分科学—真实性、道德法律—正当性

以及审美—真诚性；在行动方面，区分工具行动和交往行动；在整合机

制方面，区分了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而马克思、Ｍ．韦伯和第一代批

判理论家都没能进行这种区分。按照这种区分方案，（１）针对马克思，

资产阶级普遍主义的道德和法律不能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纯

粹意识形态反映，而应该被视为一种不可逆的集体学习过程的表现，这

种学习过程必须与科学技术方面的学习过程区分开来；（２）针对 Ｍ．韦

伯，导致民主和人权的普遍主义道德和法律，必须与形式和科层合理化

区分开；（３）针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社会的合理组织，即以其成员之

间的自由协议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的观念，虽然有某种程度的扭曲，但已

经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民主制度、合法性原则和自我理解中得到了某种

程度的体现和承认。基于这个理由，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分析实际上与

它的分析对象共享一种规范基础，并且必须采取一种内在批判的形

式。② 进行这种区分以后，任何一种解放方案都不能从“一个”维度设

想出来，换言之，解放的前提是多重的：既要发挥科学技术的潜能，又要

发挥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传统的力量，还要发挥审美的启发力量。仅

仅从一个维度来设想一种解放状态，都将是一种还原主义。比起第一

批判理论家的审美方案，这种方案似乎更可行。一方面诉诸交往实践

比诉诸和解哲学更具有现实性，另一方面进行局部的变革比进行总体

的替代显然更可行。这意味着，那些在现代政治组织的民主形式、宪法

普遍主义原则中，在科学、政治或审美话语中，在“为个人的权利、生活

世界的完整性或集体意志形成的民主组织奋斗的社会运动过的自我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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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中有些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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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和目标中得到建制化或维护的成分”①，都被作为交往合理化的成分

保存下来。而不是像之前那样，要么被当作虚假意识形态抛弃，要么由

于无法被整合到工具理性中，而被理解一种非理性力量，或者针对现代

理性主义约束的非理性反应（审美主义就是如此）。

总的来说，在交往理论的方案中，对审美的定位是：审美合理性作

为交往合理性的一个维度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但同时其范围也是被

限制的，它不能直接介入其他领域。依据这样的定位，哈贝马斯一方面

宣告了第一代批判理论家的审美方案是失败的，另一方面对后现代思

潮中诉诸“理性的他者”的方案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这两种方案都夸

大了审美的作用，“用审美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临界经验来让主体在迷

狂中实现超越”②，将审美设想为社会的整合模式本身，将其他领域的

问题还原到审美领域，这种还原主义预设了一种片面的理性观，因此要

对抗审美主义必须要回到理性本身面临的问题，为此哈贝马斯给出的

是上述交往合理性的方案。

哈贝马斯在交往理论中对审美的定位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审美主

义的批判似乎已经清晰地表明了审美在批判理论的交往范式中的位

置。但同时哈贝马斯关于审美的观点尚有一些模糊之处，这构成其

理论的张力。比如，在哈贝马斯的前期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中，文学公共领域在政治公共领域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这同《交

往行为理论》中的定位显然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对此，有理论家指出

哈贝马斯对审美合理性的限制是交往行动理论的三重模式过度系统

化的结果，因此有必要重新考虑交往行动理论中未能得到充分发展

的文学合理性的潜能③。不仅如此，《交往行为理论》对审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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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述也存在某些张力：哈贝马斯有时候将审美有效性限制在一种

由情感、自我表达、欲望构成的主观世界中，并将其归为一种主观真

诚性；但有时候又指出审美批判需要诉诸一定的文化价值标准，审美

有效性是一种价值标准的恰当性，价值标准不是私人的，而是拥有相

同生活方式的文化共同体成员共有的，所以审美批判虽然不具有普

遍性，但也不能过多地具有私人色彩，否则一个人的行为就会缺乏合

理性。这样，审美有效性就处于“价值标准的恰当性”和“主观真诚

性”这两种规定的模糊张力中。而最受争议的还要算哈贝马斯对审

美经验的揭示（ｄｉｓｃｌｏｓｅ）作用的探讨。虽然哈贝马斯主张审美领域

的自主性，但这非意味着一种封闭性，审美作为一种中介还是可以对

其他领域产生间接的影响，哈贝马斯也多次谈道艺术具有一种启迪

力量和打开视野的作用。“一部作品，从正规角度来讲，本身就要求

把有典型意义的经验表现出来，使人从中受到启发。”①审美的特殊

作用是“打开参与者的眼界，也就是说，把他引进一种可靠的审美感受

当中”②。哈贝马斯明确指出艺术的启迪力量并不会因为价值领域

的分化而减弱，反而会获得增强。但哈贝马斯对此并没有进行阐明，

也就是说，哈贝马斯一方面认为审美是自律的，另一方面似乎又承认

审美具有某种功能，但审美的自律性和功能性这两者之间究竟是如

何互相融合的呢？这一问题不仅仅是美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关键问

题，对于批判理论与审美的关系问题来说更是如此。然而哈贝马斯

却将此问题放到了一边，就像他在《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计划》中

的主张一样，现代社会的问题在于社会现代化（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 Ｍｏｄ

ｅｒｎｉｓｉｅｒｕｎｇ），而非文化现代性（Ｋｕｌｔｕｒｅｌｌｅ Ｍｏｄｅｒｎｅ），文化起到的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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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间接的作用①。这样，审美的作用更是有限的。换言之，哈贝马斯

更看重的构造一种交往合理性的现代理性形式，而审美在其中的位置

是边缘化的。

三、维尔默对审美维度的重建

对于第一代批判理论家的审美方案，有两种态度：一种正如上文提

到的哈贝马斯的观点，这种观点基于以下理由认为审美方案已经失败

了：（１）审美方案会导致审美主义，是用合理性的一个维度代替整个合

理性；（２）审美方案背后是一种和解哲学，它靠一种超越的神学视角来

保持与乌托邦的联系，这样历史的、现实的可能性就消失了；（３）根本

原因是仍然处于一种意识哲学范式。与此相对的是另一种态度，认为

交往理论过于匆忙地否定了审美力量，认为审美方案并没有完全失败，

或者至少可以通过重新阐述而再次激发活力。这种态度又可以大致分

为两条路径：一条是比较激进的路径，将批判理论的审美方案归到后现

代主义潮流中去，试图发挥其中激进的颠覆力量，认为艺术是全面物化

的现实世界中的一块飞地，艺术在解放中所起的作用是首要的。这条

路径基本上是质疑交往范式的，认为交往范式由于放弃了审美方案而

耗尽了批判理论的乌托邦能量，而先锋艺术恰恰提供了批判理论必不

可少的乌托邦能量。这条路径的问题在于，它容易又陷入哈贝马斯所

批判的那种倒退倾向，即倒退到一种未区分的前现代状态中（本质上

是“反现代性的”）———即便它以“彻底的解放”为名。这种方案看似强

调，实则无益于审美的颠覆力量的发挥。另一条是比较温和的路径，试

图将审美的颠覆力量重新纳入规范的批判理论中，一方面对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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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审美资源做创造性的解读，另一方面通过这种解读反思并完善

批判理论的交往范式。维尔默尝试的便是第二条路径。这条路径并不

反对交往范式，而是共享了交往范式的前提，将进行区分的合理化过程

作为不可逆的过程接受下来，并且认为解放并非反对区分回到一种前

现代（或者任何一种“伪装了的”前现代）状态，而是需要继续推进和深

化这个合理化过程；并非抛弃“现代性计划”，而是主张对其进行某种

程度上的“修正”，用维尔默的话来说，就是“对启蒙本身进行启蒙”。

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范式的区别在于，维尔默更强调审美活动在解放中，

即在生活世界合理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维尔默之所以采取这种方案是与其理论经历的阶段分不开的。霍

耐特曾指出，维尔默的理论工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早期

跟随哈贝马斯用语言哲学来建构批判理论的交往范式；第二个阶段是

对交往理论进行反思的阶段，这种反思从两个方向进行，一个是审美

的，一个是伦理的。① 用维尔默自己的总结来说，他关注的主题在于：

在对现代占支配地位的合理性形式进行对抗的情形中，艺术起到了什

么作用，并且一边借鉴阿多诺，同时又针对阿多诺，从“用和解哲学对

抗非理性主义”这个错误的方案中提取出理性主义批判方案②。

这条路径其实是基于两个理由或出发点：（１）第一个出发点在于，

认为第一代批判理论家的审美方案中存在一些规范资源尚未得到充分

阐明，交往范式在宣告审美方案失败的同时，过于匆忙的将这些规范资

源一并抛弃了。这里之所以将这些审美资源称作“规范的”，是因为如

果换个视角就会发现这些审美资源并非像哈贝马斯所断定的那样只能

被归为一种具有“非理性”倾向的“审美主义”，而是相反，这些审美资

源包含“交往”潜能。也就是说，如果将理性理解为交往合理性，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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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批判理论家那里的审美资源进行交往理论的重构，就会发现其

中包含交往合理性的要素，而不是“非理性”倾向。（２）第二个出发点

在于，虽然这条路径基本上是赞同交往范式的，但也看到了交往行动理

论的一些问题，除了上文提到的忽视审美的力量以外，还有一些诸如过

于形式化、理想化、抽象化，无法解释参与者的动机，无法阐明进行区分

的有效性要求如何统一等问题，连哈贝马斯自己也在某种程度上承认

了这些问题，这意味着交往范式必须进行自我反思，这关系到批判理论

的前景，审美可以为这些问题提供某些启发和反思。

所以，维尔默的方案可以总结为“第一代批判理论家的审美方案

与第二代批判理论家的交往范式的结合”。这里无法详细阐明维尔默

是如何将审美与交往理论结合到一起的，但从内容上大致包含两部分：

一部分是对阿多诺美学的重构。与哈贝马斯类似，维尔默也认为阿多

诺美学的问题在于它最后不得不依赖于一种和解哲学，但维尔默并没

有急于宣告阿多诺方案的失败，他认为只要对阿多诺美学进行某种交

往理论的重构，便可以激活其中的批判潜能。在这种重构中比较关键

的一点是对“艺术真理”这一概念的重新解释，由于阿多诺“艺术真理”

这一概念的模糊性，导致了对阿多诺的两种截然对立的指责：一种指责

多来自艺术理论家，他们认为阿多诺只强调艺术的批判功能，而牺牲了

艺术的自律；另一种指责多来自一些批判理论家，认为阿多诺过度强调

艺术，将批判理论引向审美主义。维尔默主张如果区分“艺术真理”中

的真理 １与真理 ２，便可以回应这两种指责。简言之，真理 １ 相当于艺

术的自律方面，而真理 ２相当于艺术的社会批判功能，而且两者是相互

支撑的：“只有通过审美综合（也就是真理 １），艺术才能表现对现实

（即真理 ２）的认识；而另一方面，审美综合（真理 １）只有当它帮助现实

（真理 ２）显现的前提下，才称得上成功。”①这里对审美的自律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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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的阐释，也回答了上述哈贝马斯遗留的问题。而且在维尔

默这里，审美有效性不再被归结为真诚性一个维度，而是被理解为三个

有效性维度之间的交织。“艺术以一种特殊的、复杂的方式卷入真理

问题中：艺术不仅打开了现实的经验，也调整、扩展了现实经验；审美有

效性（Ｇｅｌｔｕｎｇ）（即艺术作品的一致性 Ｓｔｉｍｍｉｇｋｅｉｔ）以一种复杂的方式

触及真实性、真诚性和道德实践的正当性的问题，同时又不归为真实的

任何一个维度或者包揽三个维度。因此，我们只能把艺术真理理解为

不同的维度之间的一种干涉现象，这样艺术真理才可能被捍卫。”①另

一部分内容是与后现代主义美学的对话，并发掘其中能够与社会批判

理论相融的合理成分。与哈贝马斯将后现代主义看作一种反现代性不

同，维尔默通过对各种后现代审美思潮的细致考察，发现其中有一种

“温和的后现代主义”，它并非是反现代的，而是一种现代性批判的延

续和彻底化。“后现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审美现代主义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ｕｓ），或者深深植根于审美现代性（Ｍｏｄｅｒｎｅ）中。”②不仅如

此，维尔默还以利奥塔美学与阿多诺美学为例，展现了一种后现代美学

与一种现代美学之间互补而非对立的关系。

由于这里的关注点并非维尔默美学的具体内容，而是其理论策略

的独特性，因此有必要在批判理论的传统中（纵向）以及与同时代理论

的比较中（横向）来定位维尔默的方案。首先，从批判理论的传统来

看，如上文所述，在马克思那里解放过度依赖于工具合理性，在阿多诺

那里解放过度依赖于审美合理性，在哈贝马斯那里解放与生活世界的

合理化联系在一起。维尔默认为，哈贝马斯的方案指出了一个正确的

方向，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来重新看待合理性的不同维度与解放的关

系问题，也包括审美合理性与解放的关系问题。在维尔默看来，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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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中审美与解放的关系问题就变成了：审美如何既保持自己的独立

自主性，又发挥自己的解放潜能，换言之，如何在审美的自律性和功能

性之间维持一个平衡。这同时也意味着，一方面坚持现代性，另一方面

又推进现代性批判。“坚持现代性”是指，这里虽强调审美的重要性，

但并不走向审美主义，这意味着守护现代合理化，即进行区分的文化价

值领域———科学—认知、道德—实践、审美—表达领域———取得的成

果，这构成批判理论及其批判对象的共同前提。“推进现代性批判”是

指，虽然主张审美的自主性，但依然强调发挥艺术的社会批判潜能。其

次，与同时代的理论相比，维尔默的审美理论又有什么独特性呢？上文

提到对待批判理论审美资源的两种态度，一种是哈贝马斯式的，一种

“后现代”式的，这两种态度看似相互对立———前者认为审美方案破产

了并指责后者有审美主义倾向，后者则指责前者放弃了批判理论的激

进潜能，然而都建立在对审美方案的一种共同看法上：都将审美方案理

解为一种总体性批判，都认为其中不存在规范资源。只不过前者觉得

规范性对与批判理论来说是必须的，而后者认为规范性并不那么重要。

维尔默的观点处于这两者之间，既强调规范性，又试图恢复早期批判理

论中审美的激进潜能。

总的来说，维尔默的方案意味着在哈贝马斯之后重建社会批判理

论的审美维度，这种重建诉诸批判理论传统中的审美资源，借鉴了后现

代主义美学中的合理成分，试图将它们融入一种规范的社会批判理论

的建构中。虽然这种重建也意味着对哈贝马斯的方案的反思，但按照

维尔默自己的观点，它仍然是在交往理论的框架中进行的。不过，如果

从批判理论的当代发展来看，维尔默对批判理论的审美维度的重构的

意义比他自己所认为的更加深远。

四、结论：批判理论内部的两条路径

近年来，审美维度在当代批判理论家和研究者中获得大量关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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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发展成为理论热点的趋势，甚至有批判理论家提出了“政治的审

美转向”（Ｎ．康普里迪斯）。与维尔默同属一个“阵营”的有 Ｍ．杰伊

（Ｍａｒｔｉｎ Ｊａｙ）和 Ｊ．怀特布克（Ｊｏｅｌ Ｗｈｉｔｅｂｏｏｋ）等理论家，他们都关心艺术

在批判理论中的命运，质疑交往理论削弱甚至是压制了批判理论那种

激进的革命主题，并且不再为“对幸福的许诺”留下一个合法位置，而

这种“对幸福的许诺”对于批判理论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还指

出，哈贝马斯如果要提出一种关于现代性的可靠解释的话，就包括解释

“文化现代性”，分析当代文化以及艺术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但

哈贝马斯显然忽视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而且更令人困惑的

是哈贝马斯区分了现代生活的三个文化领域：科学、道德、艺术，对于前

两者哈贝马斯谈论很多，但对于艺术哈贝马斯谈论得很少，如果哈贝马

斯的整合方案———基于交往的生活世界的整合方案，要变得可信的话，

他就必须阐明艺术和审美经验对这种整合作出的贡献①。除此之外，

这一“阵营”还包括：Ｊ．伯恩斯坦（Ｊａｙ Ｍ．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他质疑真善美的分

离，试图将美和真重新结合起来②；Ｎ．康普里迪斯（Ｎｉｋｏｌａｓ Ｋｏｍｐｒｉｄｉｓ），

他试图将批判和“反思性的揭示”（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结合起来③；Ａ．费拉拉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 Ｆｅｒｒａｒａ）试图从“本真性”角度来讨论现代性，强调“实践智

慧”和“反思判断力”的作用④；Ｃ．门克（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Ｍｅｎｋｅ）则试图说明艺

术的“主权”（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作为一种理性批判，并不违背审美经验的自

律，而恰恰是以这种自律为前提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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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维尔默认为他与哈贝马斯的共识大于分歧，但如果将他及上

述理论家对批判理论的审美维度的重建放在批判理论的发展史中来看

的话，就会发现，实际上作为哈贝马斯之后的批判理论，维尔默的审美

理论已然描绘出了批判理论一条独特路径。Ａ．费拉拉曾指出，近些年

来，批判理论中发展出了一种不同于交往范式的“新的主体间范式”，

其中就包括维尔默对“判断（ｊｕｄｇｍｅｎｔ）”概念的强调，还包括本哈比对

“具体的他者”的强调以及霍耐特对“承认”概念的强调，当然也包括他

本人对“本真性”的强调①。类似的，Ｎ．康普里迪斯也提醒道，面对“意

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两个主题，批判理论分别发展出“寻求意

义”和“解决不自由、不公正问题”这两种方向（而“意义”是由文化领

域提供的）。实际上这一新趋势在批判理论传统中有其渊源，早在 ２０

世纪 ７０年代，Ｓ．韦伯（Ｓｈｉｅｒｒｙ Ｗｅｂｅｒ）就指出批判理论中存在两条道

路：一条是将审美经验作为救赎的密码（以阿多诺、本雅明为代表）；一

条是将理性的自我反思作为达到解放状态的批判性工具（主要指哈贝

马斯）②。实际上这两种方向分别可以追溯到德国思想中的两种传统：

浪漫主义的传统和自由民主的传统。如果以这里审美救赎与理性的自

我反思这两条路径的划分为依据，维尔默发展出的审美方案，更接近于

早期批判理论家，而非哈贝马斯。上文提到的 Ｊ．伯恩斯坦、Ｎ．康普里迪

斯、Ａ．费拉拉以及维尔默的学生 Ｃ．门克③和 Ｍ．泽尔（Ｍａｒｔｉｎ Ｓｅｅｌ）④，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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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 Ｆｅｒｒａｒａ，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２．ｐ．２０．
Ｗｅｂｅｒ，Ｓｈｉｅｒｒｙ．，“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Ｐｒｏｃｅｓ
ｓｅｓ：Ｔｗｏ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ｉｎ Ｊｏｈｎ Ｏ Ｎｅｉｌｌ，ｅｄ．，Ｏ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７６．
Ｍｅｎｋ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Ｔｈ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ｏｆ Ａｒｔ：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Ｎｅｇａ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Ａｄｏｒｎｏ ａｎｄ Ｄｅｒｒｉｄａ．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Ｎｅｉｌ Ｓｏｌｏｍ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Ｓｅｅｌ，Ｍａｒｔｉｎ．，?ｓｔｈｅｔｉｋ ｄｅｓ 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ｅｎｓ． Ｍüｎｃｈｅｎ：Ｈａｎｓｅｒ，２０００． Ａｋｔｉｖｅ Ｐａｓｓｉｖｉｔｔ：
ｂｅｒ ｄｅｎ Ｓｐｉｅｌｒａｕｍ ｄｅｓ Ｄｅｎｋｅｎｓ，Ｈａｎｄｅｌｎｓ ｕｎｄ ａｎｄｅｒｅｒ Ｋüｎｓｔｅ．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 Ｍ：Ｓ．Ｆｉｓ
ｃｈｅｒ，２０１４．



括 Ｊ．弗吕希特尔（Ｊｏｓｅｆ Ｆｒüｃｈｔｌ）①等，他们都关注审美经验的解放潜能，

并且他们的观点常常融合了尼采、德里达、利奥塔、福柯等人的理论，这

些理论家与维尔默一起发展出了与哈贝马斯交往范式相区别的批判理

论的方向。总的来说，这涉及的是现代性方案的选择问题，他们都试图

将那些代表交往合理性的界限的审美行为、政治决定行为纳入一种更

具有包容性的现代性规划中。而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解，又与批判理论

的规范基础之范式选择相联系。如果这还不构成一种范式选择（Ａ．费

拉拉）的话，至少也代表了批判理论中一条不同于哈贝马斯交往理论

的路径。

虽然以维尔默为代表批判理论家对审美维度的重建激活了批判理

论内部审美救赎与理性的自我反思两种不同的解放方案之间的争执，

并且更倾向于审美救赎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维尔默的方案就只重审

美、不重政治伦理；只重意义问题，而不重自由问题。实际上，维尔默及

其“同路的”理论家都试图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上文提到维尔默对

交往理论的反思是沿着两个方向展开的，一个是伦理的，一个是审美

的。实际上这两条路线是相关的，它们都涉及个体的权利和自由问题。

维尔默多次谈到审美经验对于民主生活实践的作用，比如，在与现代艺

术作品的遭遇中，主体暂时从自身以及世界的束缚关系中抽身出来，然

后主体便会追问为了获得这种自由，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不仅如

此，上文中提到的与维尔默属于同一“阵营”的理论家致力于将审美和

政治结合起来，比如：Ｊ．伯恩斯坦既将美和真重新融合，又通过这种结

合去恢复已经丢失的审美的政治特征；Ａ．费拉拉所强调的实践智慧和

反思判断力，前者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后者来源于康德美学；

Ｄ．英格拉姆（Ｄａｖｉｄ Ｉｎｇｒａｍ）则认为审美真理并不仅仅要求话语上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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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Ｆｒüｃｈｔｌ，Ｊｏｓｅｆ．，Ｍｉｍｅｓｉｓ：Ｋ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ｅｉｎｅｓ Ｚｅｎｔｒａｌｂｅｇｒｉｆｆｓ ｂｅｉ Ａｄｏｒｎｏ． Ｗüｒｚｂｕｒｇ：
Ｋｎｉｇｓｈａｕｓｅｎ，Ｎｅｕｍａｎｎ，１９８６．?ｓｔｈｅｔｉｓｃｈｅ 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ｍｏｒａｌｉｓｃｈｅｓ Ｕｒｔｅｉｌ．Ｅｉｎｅ Ｒｅ
ｈ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ｒｕｎｇ，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 Ｍ：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９６．



证性，还要求要在经验和直觉上同样具有修辞的说服力；关于幸福的判

断，也不仅仅是认知上的一致，还必须是情感和经验上的一致①。不

过，就目前的情况看来，要对审美和政治伦理进行沟通，同时既不将审

美还原为政治，也不将政治还原为审美，这项任务尚在持续之中，这也

是批判理论的当代发展中需要持续关注的内容。最后，应该再次指出

的是，恢复审美在批判理论中的重要性并不是一项单一的任务，因为关

于一种替代性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构想，还要求对社会政治、经济组织形

式、社会阶层结构等方方面面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否则艺术提供的

图景又会成为一种超越的乌托邦，客观上形成了对既有秩序的肯定。

（作者　 刘利霞，四川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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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Ｄａｖｉｄ Ｉｎｇｒａｍ，“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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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ｓｓｅｒｉｎ ｄＥｎｔｒéｖ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ｙｌａ Ｂｅｎｈａｂｉｂ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７．



关于《否定辩证法》几点误解的讨论

吴　 鑫

一、否定性及辩证法的本质与力量

在古希腊哲学中，“辩证法”一词的原指论辩、谈话的技巧，它作为

一种方法在各流派的论争中广泛使用。苏格拉底则将辩证法看作是通

过持不同意见的人之间的对话、论辩达到正确认识的艺术，其核心是由

对立的、不同的各方产生出新的、共同的东西来。在随后的发展过程

中，辩证法“自异中求同”的积极作用逐渐淡化，例如德国古典哲学中

的辩证法基本上是指矛盾与背反；经由正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苏俄马

克思主义的解释，辩证法被定义为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客观规律，成为

解释现象的抽象理论。辩证法由此似乎失去了内在活力，作为其本质

力量之所在的批判性与创新性也一并丢失。

可见，辩证法的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其异化史。在国内，这种情

形因辩证法一词的泛化和滥用而显得更加突出，在涉及具体分析中，仍

有人以异化了的辩证法来反对真正的辩证法，即以对立统一、矛盾斗争

等抽象术语作为判断某种思想是否是辩证法的唯一标准。基于这种认

识，在对阿多诺《否定辩证法》①的解读中，出现了以下令人不解的

７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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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断：

否定辩证法……忽视了否定之否定规律……（因而）违背了

辩证法……在批判同一性的过程中，忽视了事物在一定阶段、一定

范围的“总体”中成为同一的现实，也忽视了事物内部对立面之间

的统一；

阿多诺提出“星丛”概念……表明阿多诺不仅看到了“星”，也

看到了“丛”，不仅看到了个体，也看到了整体……但阿多诺在消

解同一性的同时，过于强调绝对否定和非同一性……在客观上导

致了……“总体性”的缺失①；

上述观点可以简单地概况为：否定辩证法中只有否定没有肯定、只

有个体没有总体、只有非同一性而没有同一性，因而是有问题的、不符

合辩证法的。更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否定辩证法”是在否定辩证法。

显然，这种教科书式的理解仍然拘泥于辩证法的形式（即对立统一），

而未能触及辩证法的实质（批判、生成与超越）。如果将辩证法仅仅理

解为一种自身完整的、对称的体系，就不得不像黑格尔那样“为了操作

的目的而勾勒概念”、“被迫不断制造骗局”②。一个包含 Ａ 的体系中

必然要有非 Ａ的因素，在主观上强行制造“非 Ａ”完成了辩证形式的构

造，但也牺牲了辩证法的实质力量。在阿多诺的哲学中，辩证法之目的

绝不在于自身的完满，而要求在批判中产生超越的力量。辩证法始终

力图寻找差异、对立，并由不同的、异质的东西产生反抗、变革的动力，

而绝不是想要超越对立完成统一。

另一种误解表现在对《否定辩证法》与《启蒙辩证法》的关系理解

上。按流行的说法，后者通常被看作前者的姊妹篇，并被认为是前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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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田世锭、余世荣、陈铁：《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演进逻辑———基于总体

性辩证法、否定辩证法和内在关系辩证法的分析》，《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 ９期。
［德］西奥多·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１８页。



延续、深化。故而有学者提出：启蒙走向神话的原因在于“现有的肯定

性（同一性）理解导致了对启蒙辩证法的曲解”，有必要对这种同一性

进行批判；但是“这种批判不是否定所有的同一性，因为启蒙自身也具

有同一性……启蒙不是一无是处……启蒙需要挽救”①，而阿多诺写作

《否定辩证法》正是为了拯救启蒙，因此，否定辩证法中必然也有“肯定

辩证法”。对于这种理解，有学者指出，“由于我们习惯于从启蒙辩证

法来理解否定的辩证法，所以也会很容易相沿成习地认为，否定的辩证

法在彻底消解总体性理论构架之同时，亦将乌托邦之维完全驱逐在外

了。”②正是因为以往研究造成的《启蒙辩证法》与《否定辩证法》联系

过于密切的假象，才导致了种种不必要的误解，这表现在：一些人带着

启蒙辩证法中“有所保留（肯定）的批判”来解读否定辩证法，或者将否

定辩证法中“彻底的否定与批判”嫁接到启蒙辩证法中。

实际上，两书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承接关系，但二者的论述主题存

在明显差异。如果说《启蒙辩证法》更多的偏向于“启蒙”，那么《否定

辩证法》则更多的偏向于“辩证法”。按照德文原名，“Ｄｉａｌｅｋｔｉｋ ｄｅｒ

Ａｕｆｋｌｒｕｎｇ”应当译作“辩证地论述启蒙”或“对启蒙的辩证性阐述”；而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Ｄｉａｌｅｋｔｉｋ”则应译为“能否定的辩证法”③。目前流行的翻译

中，“否定辩证法”尚且不失原意，但“启蒙辩证法”则极易给人造成“关

于启蒙的辩证法”这一误解，与德文原意相去甚远。也就是说，《启蒙

辩证法》重在对启蒙、大众文化、人类文明进行辩证反思，《否定辩证

法》则是对辩证法本身、形而上学、哲学传统的批判。

还需指出的一点是，《启蒙辩证法》由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二人合

著，但其中后者撰写的篇幅并不占主要。熟悉阿多诺哲学的人应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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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吴友军、牛洪顺：《同一性批判：从否定的辩证法到肯定的辩证法———阿多

诺“否定的辩证法”新解》，《哲学动态》２０１３年第 ４期。
参见李佃来：《阿多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一个再审思》，《学术月刊》

２０１３年第 １２期。
［瑞士］埃米尔·瓦尔特—布什：《法兰克福学派史———评判理论与政治》，郭

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 ９页。



解，阿多诺的哲学思想终其一生没有发生大的转变，故而启蒙辩证法与

否定辩证法之间显然是异多于同。从写作目的及论述机构来看，《否

定辩证法》集中于对现象、本质、中介、矛盾、主客体、特殊性、概念、星

丛等的论述，即对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本身的论述，其中涉及启蒙的成分

极少，更不会有“挽救启蒙”或“补充、修正《启蒙辩证法》中的观点”的

企图。因此，将二者视为整体并进而断言否定辩证法中存在肯定的辩

证法，极为不妥。

第三种误解认为，阿多诺要求始终保持对同一性的批判，希望建立

平等、开放、自由、多元的非同一生存，但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同一性。

这种看法实际上误解了阿多诺的意图。阿多诺明确提出，“个别的也

不是最终的”①，他并非想要打破同一性统治之后再建立一种特殊的、

多元的统治，在阿多诺看来，“多元性中的‘元’，本身仍是一种思维的

抽象，是一种十足的同一性……多元性本身也可能成为意识形态，也可

能构成统治”②。阿多诺无意用特殊的统治代替一般的统治，因为“特

殊化的一般概念无权凌驾于它抽象地意指的特殊之上”，他所要做的

是废除任何同一化、强制化的统治模式。由此看来，对肯定的批判不会

走向一种新的肯定性，正如无产阶级革命不会建立一种新的阶级剥

削———它要消灭的正是阶级和剥削本身。

综上所述，“彻底的否定性”乃是否定辩证法的核心，这里不容许

存在一丝肯定的因素。如阿多诺指出的那样，否定之否定并不形成肯

定，它只能说明这种否定还不是彻底的否定。从辩证法的历史来看，黑

格尔使僵化的辩证法流动起来，并初步还原了其批判的色彩；马克思进

一步为黑格尔“空中楼阁”式的辩证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阿多诺则从

根本上恢复了异化的辩证法本来的面目，将辩证法的否定性、批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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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性从肯定性、统一性中解救出来，从而为辩证法找回了“在不同之

中产生超越、变革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继黑格尔和马克思

之后“对辩证法本意所作的最深刻理解”①，也是古希腊以来最接近辩

证法本真面目的尝试。

二、批判与重构：否定的标准及其限度

阿多诺曾在著作中将尼采引为自己的同路人，就批判与毁灭的决

绝态度来看，二者确乎有着某种内在的相似，但相似的理论立场也导致

了相似的结局：执着于批判的人总是容易受到各方的抵斥。尼采离世

后很久他的思想才真正被理解，阿多诺的情形似乎也是如此。２０ 世纪

７０年代，詹姆逊②曾将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视为“一个巨大的失败”③，

但二十年后，他却称否定辩证法是“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辩证法的楷模”，这

一强烈的反差表明，对于厚重而庞大的思想体系，只有让时间拉开距离

才能完全看清其整体轮廓与内在价值。

批判的尖锐往往令人不适，这也正是否定辩证法引起各种反对意

见的直接原因。有人指责，阿多诺的批判是肆意的破坏，既缺乏明确的

目标，也缺乏统一的标准，似乎他只是在用批判的大炮乱轰一气；还有

人指责阿多诺破而不立，在否定同一性哲学体系之后无法建立一种新

的体系，其依据是，在阿多诺所构建的星丛理论中，“我们能够体会到

的更多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想象，虽然想象对于理论批判与实践改

造本身是非常重要的，但想象本身并不能真正地取代一种实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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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构”①。

那么，否定辩证法批判的标准及限度是什么，这种批判又止步于何

处呢？

为了拒绝对自己思想的“廉价收买”，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采用

了反体系的写作方式，全书没有明确的章节逻辑划分，而是由各个小标

题下的片段组成，段落之间也不具有必然的联系，其风格与尼采也极其

相似。这种行文方式对于阻止二流学者对其著作进行概括、精炼、浅层

解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并不妨碍总体上的深度把握。在该书的主

要部分，即题名为“否定辩证法———概念和范畴”的第二部分中，阿多诺

的论述涉及主客体关系、肯定与否定、概念与星丛、一般与特殊、本质与

现象等范畴，看似宏大散漫，但其论证核心则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本体论、观念论及本质主义。《否定辩证法》第一部分就集

中论述了与本体论的关系问题，其中主要是对海德格尔的批判，第二部

分延续了这一论题，在本质与现象、主观还原、客观性中介等篇目中，阿

多诺将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各类本体论、本质主义纳入讨伐范围。阿

多诺明确而彻底地反对以构建体系为目的的旧哲学，反对本体、本质、

中心、绝对。在他看来，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号称是对传统本体论的

颠覆，但实际上却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制造乃至强化了新的本体论。在

海德格尔那里，存在（者）仍然是在本体上最优先的东西，“绝对哲学没

有死亡，反而……凭籍着思辨的诗意的涂脂抹粉得以盛大复活”②；而

胡塞尔的现象学在阿多诺看来则是一种“连他本人也不能辨认的、庞

大的观念论”③，而同所有观念论者一样，胡塞尔“将所有的中介都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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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性（即主观性）方面”，从而从本质和概念中剥离了的客观性的东

西，所以，胡塞尔哲学是一种“绝对精神的本体论化”。阿多诺认为，

“绝对性诉求作为主体与客体之肯定的同一性，自身就是由主观的总

体性诉求之沉淀物决定的”，而试图确立某种“首要存在”的本体论、试

图确定精神先在性的观念论以及不断追问本质、建立概念体系的做法，

都是以绝对主义为特征的旧哲学的组成部分，而这些自然是他要坚决

反对的。

第二，辩证法方面。阿多诺的另一个重要批判对象是黑格尔，这部

分内容在《否定辩证法》中占了大量篇幅，这里对其主要论点做简要

概括。

（１）肯定与否定。阿多诺主张彻底否定，他认为黑格尔的“否定之

否定等于肯定”是“一个反辩证法的原则”①，因为这仅仅表明这种否

定并非充分的否定，这种类似于代数中负负得正的传统逻辑“保留了

辩证法的形式，但却牺牲了其潜能”；辩证法的真正力量在于否定和批

判，而黑格尔的抽象的肯定是他自己“通过辩证法整合辩证法”的手段

和方法，而非事实本身。阿多诺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格尔的肯定的方法

作为意识形态传遍了世界，“在‘肯定的力量’这个充满杀气的短语中，

肯定的东西本身被拜物教化”，而这正是导致极权统治、剥削压迫和奥

斯维辛大屠杀的重要原因。

（２）一般与特殊、同一性与非同一性。阿多诺指出，流行的认识观

念始终“想把吞并的欲望与对未被吞并的、需要被认识的东西的厌恶

联系在一起”②，这种流行的哲学更应定义为科学，而黑格尔正是这种

科学的信徒。出于追求和建立主观真理体系的狂热，这种科学“拒绝

关心研究对象的尊严”，试图通过抽象将所有特殊存在者纳入理念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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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之中。然而，抽象概念总是无法达到个别存在者本身，特殊是“比它

所是多的东西”，即一般概念抽象掉、排除掉的东西，而这些“多的东

西”正是内在于其自身的（也许是本质的）东西。一句话，一般概念无

权凌驾于它抽象地意指的特殊之上。概念与客观生存者不总是相符

的，认识想要从特殊那里消除但却无法消除的东西才是显而易见的东

西，作为特殊存在之本质，“它抵制同一性的总体性诉求的压力……它

寻找自己的声音”，特殊存在作为真实存在者，只有在其外化（生存）而

不是固化（被抽象概念所定义、所囚禁）中才能达到自身。

（３）主客体关系与星丛。如果说黑格尔哲学是主体对客体的胜

利，阿多诺所处的时代则充满了客体对主体“贪得无厌地压抑”。主客

体的二元对立以及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决定、压制都是阿多诺所反对

的①。黑格尔以主观性的绝对精神统摄一切，不能容忍矛盾的主观意

识陷入了恼怒和绝望，由于思维活动无法消除客观矛盾本身，黑格尔被

迫“不断制造骗局”，为操作目的而勾勒概念；另一方面，技术发展所带

来的人的异化、物化及单向度生存状态，又标志着客体对主体大规模入

侵和压迫的到来。造成这种情形的根源，仍然在于同一性强迫，它“很

容易导致思维向不可消解的东西投降”，或者“从客体的不可消解性扩

展为对主体的禁忌”，即主客体之间总是存在着一方吞并、统治另一方

的潜在机制。阿多诺力图打破主客体相互决定、二元对立的僵局，因而

强调中介的作用，他指出：“没有中介就不能规定某物……反过来说，

没有某物就没有中介……不被中介的东西是不存在的”②，但这种中介

不同于以往哲学家所认定的认识能力或意向性等主体因素，它“并非

客体中的主观要素，而是异于主体的客观性”；同时，“在主观性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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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中延伸着客观性的中介机制”，即中介具有一种独立性，它代表着

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非决定关系。

阿多诺的这种处理方式容易让人联想起康德，不同之处在于，康德

虽然为主客体划清了严格界限，但物自体的不可达到造成了主客体之

间一定程度上的隔绝，而实践理性的设定则仍然预示着主体向客体单

向度渗透的潜在可能，其思路仍然是传统形而上学式的。阿多诺则一

反旧哲学以主体为中心的单向的、线性的思考路径，提出“星丛”模型。

这个从本雅明那里借用过来的概念被阿多诺赋予了新的含义，对象或

客体的星状分布表明了去中心化、强调相互作用而非彼此决定的意味；

同时，正如产生自不同年代、原本并无联系的星星由于同时进入观察者

视界中而被赋予星座的定义，“主观的生产造成的关联”赋予客观存在

以标记，使成为“可阅读的、精神内涵的标记”。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指责否定辩证法缺乏批判标准是观点是站不

住脚的，阿多诺的批判对象主要是海德格尔和黑格尔，而其批判标准和

向度则至少包含以下几个层面：一是批判以本体论、本质主义以及各种

以绝对主义为特征、以建立终极体系为目标的旧哲学，强调哲思的流动

性；二是批判肯定性、同一性、强制的普遍性，捍卫批判性、非同一性、个

体的（特殊的）存在；三是批判主客体二元对立、彼此决定的关系模式

和概念式思维，强调中介、交互作用和星丛思维。其中，作为辩证法重

要环节的主客体关系是阿多诺阐述的重点。布莱恩·奥康纳（Ｂｒｉａｎ

ＯＣｏｎｎｅｒ）在其所著的《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批判理性主义哲学及其

可能性》一书中，重点讨论了阿多诺的客体优先性、主体地位、认识论

建构等问题，他认为，通过对主客体关系的重新定位，阿多诺的批判不

仅代表了辩证法回归本真面目的正确方向，其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冲击

也暗含着一种新的哲学形态产生的可能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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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否定辩证法之建构的论述中，唯一值得肯定的是以下观点：

绝对的否定和批判，使否定辩证法从“意识形态的批判”变成了“批判

的意识形态”，如果否定辩证法确实未能建立什么，这与其说是它的缺

点，不如说是独特的优点，不同于批判一种体系之后建立另一种体系，

在破而不立和绝对否定之中，唯一保留的只有批判本身，绝对否定并不

导向某一明确的结局，它的唯一目的在于促使我们在面对世界之时永

远保持批判的立场和力量。

三、否定辩证法的评价及定位

国外学界对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评价总体比较积极，在具体研

究中，除学术性分析外，还注重结合现实探讨其实际意义。例如，戴

罗·施克特（Ｄａｒｒｏｗ Ｓｃｈｅｃｔｅｒ）在《统一、认同与差异：黑格尔辩证法与

否定辩证法的反思》一文中对比了黑格尔与阿多诺的辩证法之异同，

认为二者的分歧主要体现在黑格尔的承认（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概念与阿多诺

的乌托邦维度、非同一性及和解（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概念的对立中；与通常

将阿多诺看作哲学家或理论家的做法不同，作者认为阿多诺的思想对

政治思想史、法制实践有重要意义①。奥施拉特·希尔贝布什（Ｏｓｈｒａｔ

Ｃ．Ｓｉｌｂｅｒｂｕｓｃｈ）在其新著《阿多诺的非同一性哲学：作为反抗的思考》一

书的第三章中，单独探讨了否定辩证法中关于肉体的痛苦、拷问及大屠

杀等问题，考察了阿多诺的“介入”（Ｈｉｎｚｕｔｒｅｔｅｎｄｅ）概念及其与现实反

抗的关系②。泰瑞·布鲁姆菲尔德（Ｔｅｒｒｙ Ｂｌｏｏｍｆｉｅｌｄ）则将否定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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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对流行音乐、消费文化的分析①。

与此不同，国内对于否定辩证法的研究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成果，

但多数侧重理论性分析，其探讨语境也未能脱离法兰克福学派和西方

马克思主义，并且对其评价总体上并不积极。

１．否定辩证法与“终结”。

阿多诺所倡导的绝对否定似乎导致了某种“废墟”的形成，因而否

定辩证法往往冠以种种“终结”“标志”的名号。学界长期盛行的观点

是，否定辩证法标志着卢卡奇所开创的以“总体性”为代表的西方马克

思主义逻辑的终结。李佃来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对这一观点表示了质

疑，在充分肯定了“终结说”的积极意义的前提下，他提出了以下几点

不同意见：其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并非局限于单一的“总体性”

之中，还有强烈的乌托邦诉求，而在阿多诺及之后的学者那里，这一点

并没有丢失；其二，哈贝马斯对阿多诺进行了“拨正”，重新转向了总体

性，后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如詹姆逊、哈维以及奥尔曼那里，总体性诉

求仍然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其三，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指涉意义有巨大空

间，并不适宜依据阿多诺这个单一质点之变化来断定其已终结②。笔

者对此三点表示赞同。此外，将否定辩证法看作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

之终结的另一点依据是，否定辩证法代表了某种后现代的趋向，以此为

分界，阿多诺之后便是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时代。然而从实际情况来

看，不仅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阿多诺之后仍然存在，并且将否定辩证法看

作后现代（或后马克思主义）之肇始，也是成问题的，这一点将在后文

讨论。

另一种比较温和的观点是将否定辩证法视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

论的逻辑终结。国外有些学者认为，阿多诺的去世“代表了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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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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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ｒｙ Ｂｌｏｏｍｆｉｅｌｄ，“Ｒｅｓｉｓｔｉｎｇ Ｓｏｎｇ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ｉｎ Ｐｏｐ”，Ｐｏｐｕｌａｒ Ｍｕｓｉｃ，Ｖｏｌ．
１２，Ｎｏ．１（Ｊａｎ．，１９９３），ｐｐ．１３－３１．
参见李佃来：《阿多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一个再审思》，《学术月刊》

２０１３年第 １２期。



的终点”①；国内也有人提出，“阿多诺将批判理论的逻辑推向了极限，

同时也更加揭示出批判理论的内在困境，即在激进的哲学批判背后，缺

乏走向现实实践的理论中介”②。诚然，在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

学派第一代和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二代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差异

和理论范式的转变，用哈贝马斯自己的话来说，“早期批判理论对社会

科学……和分析哲学一直漫不经心，没有给予认真对待……它隐身在

抽象的工具理性批判中，对我们这个十分复杂的社会只做了微乎其微

的经验主义分析……它没有替自己的基本准则和地位提供一条确凿的

理由”③。应该看到，哈贝马斯对早期批判理论局限性的总结是深刻

的。从阿多诺本人的作为来看，他的确是更加重视理论批判，而拒绝参

与一切现实的反抗斗争之中，批判似乎失去了其意义，批判本身成了

目的。

亚历克斯·德米罗维奇（Ａｌｅｘ Ｄｅｍｉｒｏｖｉｃ）④在《极权主义的经验和

理性的现实政治———批判理论的各种现实性角度》一文中指出：“‘批

判理论的死亡’这一流行语……曾充斥于 １９９９年夏季德国各家报纸的

文化评论栏……但这一断言更多的是一种愿望，而不是一个有事实依据

的论断。”⑤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彼得·史路特戴（Ｐｅｔｅｒ Ｓｌｏｔｅｒｄｉｊｋ）⑥

认为，阿多诺的批判理论的“老版本”是诺斯替式的，而且蛊惑青年，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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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Ｒｏｌｆ Ｗｉｇｇｅｒｓｈａｕｓ，Ｔｈｅ Ｆｒａｎｋｕｒｔ Ｓｃｈｏｏｌ，Ｉｔ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参见仰海峰：《否定的辩证法与批判理论的逻辑终结———阿多诺〈否定的辩证

法〉解读》，《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０年第 ２期。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李安东、段怀

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版，第 １７页。
亚历克斯·德米罗维奇（Ａｌｅｘ Ｄｅｍｉｒｏｖｉｃ，１９５２—　 ），德国社会学家，现任法兰
克福大学教授。

［德］格·施威蓬豪依塞尔等著：《多元视角与社会批判：今日批判理论》，鲁路

等译，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 ３０５页。
彼得·史路特戴（Ｐｅｔｅｒ Ｓｌｏｔｅｒｄｉｊｋ，１９４７—　 ），又译彼得·斯路德戴克，德国哲
学家、文学评论家，现任职与卡尔斯鲁厄国立造型艺术学院。



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的“新版本”是雅各宾式的，而且在德行上持独裁立

场。这种外有明显感情色彩的外行批评是站不住脚的，它已经由历史

事实———批判理论并未终结，而且还在蓬勃发展———所证伪。王凤才

将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划分为早期批判理论、新批判理论与后批判理

论几个阶段，此一界定基本得到了该学派代表学者自身的认可，这对上

述论点无疑是一个有力回击。也许，受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与批判

理论》之中定下的基调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确实存在过于强

调批判的、理论的力量而与现实脱离的危险，但经由哈贝马斯交往理论

的回拨和过渡，再到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其内在逻辑不存在断裂和本质

转变，由否定、批判到交往，再到承认、妥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演

进。因而，哈贝马斯对阿多诺及早期批判理论的批评，只是内部的自我

检讨，而非另立旗帜，批判理论也完全没有在否定辩证法之后走向

终结。

２．否定辩证法与后现代

对同一性、总体性的批判使得否定辩证法具有一种“后现代表

象”，学者对阿多诺的许多诟病都产生于此。表面看来，否定辩证法似

乎导致“诸多个体的独特性以及一种混沌不清的总体取代了清晰的同

一性逻辑”，从而成为“一种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不受任何约束的生

命主义……一种新型的浪漫主义”①，这与宣扬个性、反对统一的后现

代似乎如出一辙。然而，事实绝非如此，否定辩证法与后现代有着本质

的区别。

从对待现代性的态度来看，阿多诺批判现代性，但并不像后现代主

义那样要求彻底放弃现代性。具体来说，阿多诺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

都认为现代性的关键问题是形而上学的统治，后者因此要求彻底废除

形而上学，而阿多诺则是力图拯救形而上学。他固然对同一性强制、二

９９２

关于《否定辩证法》几点误解的讨论

① 参见蓝江：《作为肯定辩证法的共产主义观念———巴迪欧的解放政治学》，《毛

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２０１７年第 ９期。



元对立、异化以及传统辩证法发起了猛烈的批判，但并没有要求放弃辩

证法和形而上学本身，而是寻求建立一种新的、真正的辩证法和哲学。

在这一点上，阿多诺和韦伯是一致的，他们都是现代性的内部批判者，

而并非要与现代性彻底决裂。

从批判诉求与结果来看，后现代要求个体至上，在多元化的口号之

中，作为个体的“元”成了新的绝对者和统治者；但阿多诺则明确提出，

“个别的也不是最终的”，个体与总体都不应该成为绝对者；此外，后现

代主义激进的结果是造成了一种无秩序、无主体的境况，阿多诺尽管也

批判主体主义，但他的要求仅限于打破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模式，在这种

模式下，一方面是主体对客体的奴役，另一方面是客体对主体的侵蚀和

异化。阿多诺要求打破这种非此即彼、一方决定另一方的关系模态，建

立一种多元的、相互作用的“星丛”，在这种人与物、思想与实体的和谐

关系中，主体并未消失，主客体通过“中介”的作用相互依存着，辩证法

以及秩序依然保持着生命力。

进一步说，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的代表人物虽与阿多诺有着表明

的相似，但其理论内核却存在本质差异。后现代思想家们也并不将阿

多诺看作同路人，例如利奥塔就认为阿多诺并未进入后现代哲学家的

行列。实际上，关于否定辩证法与后现代的差别，很早就有学者进行过

系统的分析论述，但直到目前仍有人将阿多诺归入后现代主义者之中

加以批判，这种情形委实令人遗憾。

３．否定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

在一些学者看来，否定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是毫无关联的，即使

有，也是一种“负相关”的关联，否定辩证法被看作是非马克思主义、反

马克思主义。批评意见认为，纯粹的理论批判与马克思所号召的实践

斗争和政治革命是不相容的，并且，纯粹否定性的批判理论“悬置了作

为人类解放最终目的的共产主义”。实际上，这些误解都是没有真正

理解否定辩证法的内涵而造成的，否定辩证法的理论内涵与马克思主

义至少在三个层面具有内在一致性。

００３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其一，在对黑格尔的批判这一问题上，阿多诺与马克思的出发点是

一致的，即都希望将真正的、有现实力量的辩证法从黑格尔的“虚化的

变戏法”之中拯救出来。马克思采取的方式是将辩证法从思维领域拉

回到现实，阿多诺则从辩证法内部发起进攻，摧毁肯定性、统一性和强

制性构建的腐朽牢笼，还原了辩证法批判现实、保存个体以及从否定之

中不断产生超越力量的本质。

其二，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阿多诺多次直接提到马克思，并在

关键问题上与他保持了一致。阿多诺批判异化劳动，批判资本主义生

产模式和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同化、压制和占有，他写道：“这种（流行

的）认识观念始终想把吞并的欲望与对未被吞并的、需要被认识的东

西的厌恶联系在一起。理论对个别性的顺从起到了维护现状的作

用……”①，这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妄图将自己的意识形态说成是永

恒的……并将一切思想纳入这一体系中”的观点不谋而合。在商品问

题上，阿多诺认为，商品交换奉行的正是一种同一化原则，无差别的价

值成为交换的标准，代替了具体的使用价值，但他同马克思一样，都不

主张废除交换原则本身，因为“如果人们抽象地否定这一原则，那么内

在于交换原则中的合理性就会让位于暴力的直接占有”②。

最后，就批判本身而言，有人指责阿多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尽管……仍然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精神的传承者，但他们仅仅将

自己视为一种批判精神上的继承者，而不是其共产主义观念的实现

者”③；佩里·安德森曾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仅仅热衷于从

文化和艺术的角度来实现批判资本主义的目的，因此是失败的产物，

有人更加尖锐地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以玄思代替行动……它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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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本身”①。持此类观点的反对者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行动及革

命的社会条件并不总是成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玄思家，

恰恰相反，不管是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还是其后继者，他们几乎无一

例外的首先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在法西斯主义肆虐的年代，相比于发

动孤立的武装斗争，对阶级意识、文化领导权的呼吁更加符合实际。正

如柯尔施指出的那样，要求工人阶级随时随地、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的做

法是愚蠢的，在资本主义进入平稳发展的时代，意识形态与文化层面的

斗争，也许是无产阶级抵御资本主义的同化与整合、保持其自主性、阶

级性与革命性的最有效的途径。齐泽克、巴迪欧等现代激进革命思想

家号召行动，指责理论批判是空想、玄思，然而，在一个不具备基本革命

条件的时代高谈总体革命，这一做法本身却包含更多空想成分。２１ 世

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再未爆发一次稍具规模的工人革命运动，巴迪欧

等人的疾呼也未能在任何地区引起一场现实的斗争，这无疑是一种最

大的讽刺。

（作者　 吴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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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与具身生命

———论艾利斯·扬的女性主义批判

孙 秀 丽

女性主义运动作为现代社会“新社会运动”的一种，在后现代主义

之后的多元文化格局之下，其作为一种边缘话语力量在西方扮演的角

色愈来愈重要。为了达到自身的解放旨趣，女性主义运动亦需要批判

理论作为支撑。而前者并非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它不过是种种社

会斗争的一个缩影。由女性主义的反思所昭示的关于社会、政治的思

考，也在一定程度上充实着批判理论本身。按照这种理解，性别不平等

和性别统治作为阻碍个人和集体获得其生活自主性的因素也属于批判

理论家分析和批判的对象。

在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艾利斯·扬（Ｉｒｉｓ Ｍａｒｉｏｎ Ｙｏｕｎｇ）看来，

批判理论并不建构统一的理论体系，它是一种“历史和社会情境化的

规范性反思”。批判理论需要探究“妨碍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的

制度性背景①，并力图实现社会的正义和人的解放。女性主义运动虽

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现代社会中一些最基本的性别歧视和压迫依

然存在。任何致力于人的解放实践的社会批判都应该反思和关注这些

３０３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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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和歧视，并为之提供规范性的反思。因而，女性所遭受的压迫和不

平等成为艾利斯·扬批判理论探究的出发点和重要方面。而且，这一

视角也贯穿在她对正义和民主思考的整个过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艾利斯·扬与本哈比、弗雷泽、艾米·埃伦等人一起被列为女性主

义批判理论的著名代表者。她将女性主义与批判理论相互结合，提供

了具有启发意义的性别诊断路径和解放路径。

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艾利斯·扬的女性主义批判理论。

首先，性别不正义的结构化诊断是其女性主义批判的理论基础；其次，

对性别具身化生命的独特理解是其女性主义批判的核心内容；最后，对

性别差异的政治包容是其女性主义批判的实践路径，其中涉及更为广

泛的正义理论和民主理论的探讨。通过此分析，一方面力图展现艾利

斯·扬的反思对女性主义理论的贡献，探究更为批判的女性主义；另一

方面，为现代社会实现性别平等和解放提供理论启迪和实践策略，促进

社会平等和正义。

一　 性别压迫：结构性论断

一直以来，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社会批判思潮，女性主义致力于性

别压迫和性别统治的诊断性分析。可以说，无论从发生原因还是从体

现形式来讲，性别统治本身有其复杂性。在艾利斯·扬看来，性别压迫

是探究社会多元压迫的一个重要视角。性别压迫并非单独存在，它实

际上与文化、阶级、权力、种族、帝国主义等因素交织在一起。而且，与

压迫的其他方面一样，性别压迫呈现一种结构化的方式。

首先，需要指出艾利斯·扬在思考社会不正义时的结构性视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艾利斯·扬认为，社会正义需将社会结构作

为思考的主题。这是因为，社会结构创造和维持了不正义的社会条件，

对压迫和支配的分析即是一种结构性分析。在社会批判中，人们常常

诉诸社会结构层面的分析。例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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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的构成》中曾提出类似的社会分析方式。在吉登斯的结构化

理论那里，“结构”被视为“社会再生产中递归牵连的规则和资源”①。

其中，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者之间处于一种动态的关联。社会结构不

仅制约着人的行动，而且也是行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和中介。行动者通

过实践参与，又不断生成着新的结构。罗尔斯也指出，“基本结构”深

刻影响着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前景，即他们可能希望达成的状态和成就，

正义的原则应该考察这些背景性条件，并指导社会制度安排和调节基

本权利义务和利益的分配。

艾利斯·扬认为，虽然正义原则应该考察背景性条件而非具体的

个人事务，但社会结构并不是社会中的资源、规则等，它也不同于罗尔

斯意义上的“具体的社会制度”。在扬看来，“社会结构并不是社会的

部分，相反，它们包含或者显现于一种审视整个社会的特定方式，这种

方式可以看到人们之间的关系模式及其所处的相对于彼此的位置”，

“当我们在许多制度内部试图去考察，民众行为是如何将其影响聚集

在一起，并产生这些关系模式和位置的时候，我们就对社会关系采取一

种结构化的视角”②。具体而言，社会结构是一种关系性结构，它指的

是社会中的制度性规则、交往方式、资源和物质结构的转移等产生的影

响，这些内容构成个体行为展开的交往情境。它是变动的、文化的和历

史的，而且常常意味着广泛的社会后果。和马克思一样，艾利斯·扬将

人理解为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但是，马克思主要是从生产

活动出发考察社会结构。在对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理解上，艾利

斯·扬采用的是一种相对包容和解构的立场。社会结构不仅包含正式

的社会制度，也包括人们所有的日常生活和实践。这是因为，许多压迫

的发生内含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不易察觉的习惯、风俗以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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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都充斥着各种排斥和强制。但是，艾利斯·扬并不像后现代主义

者那样，把非正义的日常生活和实践完全非结构化，视为仅仅是差异而

没有非对称的离散状态。在她看来，虽然日常生活和实践是多元和分

散的，但从结果上来说，它们包含着超越个体行为的集体性结果，仍然

具有结构性。如果我们将社会结构理解为这样的人类行为模式，其中

人们间接地强迫他者，并使其处于带有极其有限可能性的位置之中，那

么就可以说这个结构是非正义的。在日常生活中，虽然结构性的非正

义并不必然直接表现为明显的非正义，比如触犯法律的不义行为，以及

制度安排的不正义等，只要存在着普遍的非互惠的关系性模式就具有

强制性特征。

其次，具体到性别压迫，我们可以看到它所体现出来的明显的结构

化特征。在日常生活中，这些结构性因素常常体现为一系列制度、决策

和观念等背景性条件。譬如，女性经常遭受“文化帝国主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这种压迫形式。它指的是，“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义常

掩盖特殊的群体视角，由于这些意义对该群体有偏见，它们常被视为他

者而被社会所排斥”①。文化帝国主义一般将主流群体（或强势群体）

的经验和文化普遍化，并把这些文化经验作为“正常”和标准的规范而

为他者所接受。例如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里，社会中的日常“普遍”观

念经常以特权性别为标准。在这种社会中，占优势地位的性别掌握着

如南希·弗雷泽（Ｎａｎｃｙ Ｆｒａｓｅｒ）所言的社会阐释和沟通的工具，他们不

仅广泛传播自身群体的经验、价值、目标和成就，而且把这些内容当作

社会的代表经验，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从属性别的自我认同方式和

行为方式。对整个社会成员而言，这些经验和规范常被塑造成为一种

不具立场的、中立的普遍性观点。在《像女孩一样丢球》（２００５）一书

中，艾利斯·扬就列举了这样一个日常性别经验。在一些社会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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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孩总是被教育玩洋娃娃，却很少被鼓励上球场踢球。所以，女性身

体便很少出现在球场上。即便上场玩球，在这种需要身体全面投入的

动作中，女孩常因恐惧和胆怯而无法全身心投入。女孩在行动中总是

迟疑地、柔弱地展现自己的身体，同时，在男孩的游戏规则下，她们展现

的方式也有可能遭受不公正的评价。经由这种规训，长此以往，她们无

法真正以一种自由、开放的方式迎向外在世界。

此外，许多文化产品也强化了这种性别压迫。它们倾向于表达主

流性别对社会事件的视角和阐释，并掩盖其他差异的性别视角。结果，

居于从属地位的性别遭受着各种社会偏见和强制，这些偏见和强制常

因其未受到挑战而被忽略。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那些性别受压迫者

很容易产生杜·波伊斯（Ｗ．Ｅ．Ｂ Ｄｕ Ｂｏｉｓ）所谓的“双重意识”的矛盾：

“这种意识经常是通过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并用一种看起来有趣的

蔑视和怜悯丈量一个人的灵魂。”①也就是说，一方面，受这种文化偏见

和歧视所影响的性别受压迫者，在群体文化中是真实的自己；另一方

面，他们却又透过他者的眼光衡量并鄙视这种真实的自己，经历着自我

意识（从属性别文化）与主流性别文化对自己评价的冲击。这种结构

性压迫更为隐秘之处在于，生活于这一文化偏见背景下的绝大多数人

常常将性别支配观念合理化和正当化，并导致更多伤害性的集体性后

果。譬如暴力的压迫，它不仅存在于直接的受害行为之中，而且也包含

受压迫性别共享他们会容易受到伤害的日常知识，并由此成为其自身

群体身份的通常描述。以女性为例，她们经常被传授提防强奸的各种

知识，当强奸的社会暴力发生之后，人们不是教育男性尊重女性，而是

告诉女性该如何自卫，以及如何避免不被伤害。它的隐性含义就是男

性是占主导地位的、攻击性的以及不妥协的，这就促使人们认为这种暴

力行为的发生是可以被接受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伤害行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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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归因到具体个人也是不充分的。

现代社会，女性、边缘群体以及少数族群等社会群体经常遭受这种

结构性压迫，他们常被视为“文化的沉默者”以及“刻板的他者”而无法

得到社会的认可。当他们遭受不公正的性别待遇时，这种沉默一方面

由于日常文化经验的固有偏见，无法去有效地表达真正的自我；另一方

面也由于他们并不具有可以表达自身受压迫经验的途径和渠道，从而

只能在沉默、自我怀疑和厌恶中遭受更深层的伤害。当社会中性别受

压迫经验无法被有效地表达和解决的时候，导致性别排斥和支配的社

会结构就有可能继续维持并固化，从而无法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所

以，性别压迫这一结构性论断不仅作为一种理论层面的评价性、诊断性

的基础原则起作用，而且在实践上也要求对不正义的社会性别结构和

关系进行变革。这就需要探究社会结构与性别之间更为复杂和密切的

关联。

二　 社会性别：具身生命

艾利斯·扬女性主义批判的第二个特征即她对性别（具身生命）

的独特理解。尽管存在诸多争议，女性主义理论无法回避的一个核心

议题即如何理解性别，或者说去思考“女性”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因

为，对性别（差异）本身的不同阐释也彰显了不同的解放诉求和实践路

径。例如，早期女性主义代表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就指出，女性不是

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因而强调可改变的社会性别（ｇｅｎｄｅｒ），主张女

性追求政治、就业、教育等方面的平等权利。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将这

种解放诉求进一步深化，提出“个人的即政治的”。其挑战传统的性别

角色分工，认为个人与政治没有明晰界限，专注女性在文化、社会和经

济等方面的全面平等。

艾利斯·扬认为，以往对性别平等的关注存在两个方面的极端表

现：一是取消性别差异。由于性别是被社会文化所建构的，女性可以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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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与男性同样的行为方式，也即认为女性和男性应该受到可以对换的

对待。当然，在要求平等权利方面可以理解这种诉求，但这也容易陷入

另一性别化的极端。在性别结构不平等的情境下，这实际上仍然是对

强势或特权性别的一种确证。二是承认性别差异，即确证不同性别行

为的特殊性。例如，露西·伊利格瑞（Ｌｕｃｅ Ｉｒｉｇａｒａｙ）就主张，应该承认

女性特殊的性别特质，不应该将性别差异的标准建立在男性身上。以

吉利根为代表的关怀伦理学家们也认为，应该强调女性在情感、责任、

关怀等方面的特殊性，并要求正义理论将这些女性特质考虑在内。但

需要反思的是，在结构性不正义的社会，性别差异的标准本身是值得质

疑的，甚至在如何承认责任、施加关怀等方面，已然存在某种不平等的

性别角色预设。对那些性别受压迫者而言，他们有可能会根据不公正

的社会期待来调整自己的偏好和行为。就像金里卡所讲的：“压迫者

对任何特权的丧失都将感到悲切。反过来讲，被压迫者却常常因为自

己的社会化状态而不会感到有什么主观伤害：他们为了不去欲求自己

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而调整自己的偏好。”①因而，伴随女性主义的发展，

上述二元的性别理解模式遭到之后女性主义者和酷儿理论家们的猛烈

批判和质疑。在艾利斯·扬看来，这两种对待性别差异的方式都陷入

了一种本质主义的框架，它们假定了男女之间的根本性差异。这种预

设要么仍然局限于性别的自然属性，要么固化性别的某种社会特质。

在具体的解放实践中，这种本质化的性别阐释框架不仅容易导致源于

单一性别规范的“普遍性暴力”，也会遮蔽更为深层的性别结构问题，

因而无法真正理解和包容性别差异。

对性别本质主义的激烈批判包括一些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们。例

如，在朱迪斯·巴特勒（Ｊｕｄｉｔｈ ｂｕｔｌｅｒ）看来，性别是一种“操演”，并主张

消解性别。她反对将女性视为单一群体，以避免在理论上将不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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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规范”的人排除在解放诉求之外，从而在政治实践中让那些被排除

的人得以存活。在某种程度上，艾利斯·扬认同巴特勒的批判，即认为

女性主义理论和政治的首要任务是批判的。批判的女性主义要去明确

表达这样一种谱系，其能呈现给定的实践范畴是如何被社会所构建的。

并且，女性主义话语和实践应该成为开放的或者应该要保持开放，并永

远推迟其总体性，接受和确证社会实践制度中偶然关系的流动和变化。

不同于巴特勒等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们的是，艾利斯·扬认为，在性别不

平等依然明显存在的社会，“性别”话语或者女性群体对解放政治而言

依然是需要的，女性主义理论需要的是去挖掘性别差异本身的伦理政

治内涵，并为实现切实的性别平等奠定规范基础。

借鉴法国存在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等思想，艾利斯·扬从结构

性视角出发重塑性别概念，提出性别具身性（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的阐释。扬

认为：“性别最好被理解为具身生命在社会位置中的一种特殊方式，这

些具身生命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制度和进程中彼此相联，并对他们进行

行动和再生产权力关系的环境产生重要影响。”①其中，所谓“具身生

命”（ｌｉｖｅｄ ／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ｌｉｆｅ）指的是一种物质身体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下行

动和体验的统一概念，也即有性别的身体是实际生活中展开着的活生

生的个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具体理解性别的这种“具身性”：

首先，具身生命与社会结构有着紧密的关联。在扬的著作中，经常

出现的一个说法即“情境化的自我”（ｓｉｔｕａｔｅｄ ｓｅｌｆ），也即每一个特殊个

体都处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作为情境化和具身化的存在，性别本

身也是一种社会结构。概括而言，这种性别结构包括“劳动的性别分

工、规范的异性恋和社会性别的权力等级制”②等三个层面，它们通常

作为一些背景性因素起作用。以不公正的性别劳动分工为例，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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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属于压迫的剥削方面。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视角不同，扬指出，这一

压迫性的体现是不仅女性物质劳动方面的成果可能为男性所占有，而

且其照料和性能力也会向男性倾斜。在这个意义上，性别的结构性压

迫使得权力以一种系统的和非互换的方式从女性转移到男性那里，并

使后者获得更多的权力、自由、财富以及自我实现的可能性。通过这种

性别结构化的理解，艾利斯·扬旨在从结构性视角审视性别压迫的同

时，给予个体特殊性以及性别的差异性以极大的包容。

其次，具身生命关注身体尤其社会结构对身体的型塑作用。针对

以往女性主义性别理论存在的对身体的忽视，美国当代著名女性主义

学者托莉·莫伊（Ｔｏｒｉｌ Ｍｏｉ）修正波伏娃对女性身体的偏见，主张要关

注身体的情境化。受其影响，扬认为，“身体具身性”将性别身体视为

活生生的、积极的创造物。性别主体通过身体与世界的交往互动来实

现，而且这一过程已然包含社会、历史、文化等对身体的影响。在不公

正的性别对待中，身体经验常被加诸身体之上的心理、政治、文化的重

构所遮蔽，例如前面所提到的女孩丢球的例子。因而，为了为性别压迫

提供规范性诊断，女性主义需要深入反思这一性别身体经验的建构

过程。

最后，具身生命所处社会位置（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的不同也意味着

一种认知的“差异”，也即处于特定社会结构的性别个体具备不同的情

景化知识（ｓｉｔｕａｔ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和差异视角。透过具身生命的这种理

解，艾利斯·扬想要表达的是性别本身所具有的不稳定性，从而保持性

别身份的开放性。在这方面，扬与巴特勒类似，即同样认为应该将性别

差异“看作是一个边界概念，它具有精神、肉体以及社会等层面。这些

层面不会完全互相容和，但也并不因此可以彻底区分”①。只是艾利

斯·扬将社会性别视为一种不与人的身体性相分离的社会结构和交往

关系。因而，性别差异在扬看来，不是一种本质的差异而是一种关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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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为了真正实现性别平等，应该将其视为一种政治差异包容进

政治沟通中。在这个解放的纬度上，艾利斯·扬回到哈贝马斯批判理

论话语民主的传统。

总而言之，具身生命的性别理解拒绝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进行

简单区分，是对传统本质主义性别理解模式的批判。确实，“女性主

义”以及“女性”本身有着复杂的指称，我们无法将性别的利益、需要和

感受等普遍化。为了避免不正义的规范化暴力以及社会排斥，应该将

性别视为没有特定边界和共同身份的松散集合体。其既有身体性，也

具有社会构成性的特征。性别差异不是简单的事实性特征，它体现了

可变的、交往的结构性差异。如何以政治的方式包容性别差异，促进社

会性别结构正义化，是批判的女性主义在实践层面需进一步回应的

问题。

三　 包容性别差异：交往民主

受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新社会运动的影响，致力于社会差异的包容是

艾利斯·扬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其继承法兰克福学派理论

传统的重要方面。以性别视角为切入点，艾利斯·扬更广泛地讨论了

正义和民主理论。从政治上，艾利斯·扬进一步论证，在社会交往方式

和制度形式等方面，如何让女性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免于歧视和压迫。

因而，艾利斯·扬女性主义批判的第三个特征在于，她将性别分析与政

治哲学联合起来，试图以政治的方式包容性别差异。秉承批判理论的

解放旨趣，艾利斯·扬探究实现性别正义的政治路径。批判性地继承哈

贝马斯的协商民主思想，她诉诸可以真正包容差异的民主模式，也即交

往民主（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或包容性民主（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具体而言，它概括两个方面：一是公共空间的民主化，建立包容性别差

异的异质化公共空间；二是隐私权的民主化，主张保护性别的私人性

权益。

２１３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首先，扬主张建立异质性公共空间。在她看来，从女性主义的视角

来看，现代解放政治含有对现代道德和政治生活传统的拒绝。这是因

为，道德理论的义务论传统排除和贬低了女性的具体的、情感的道德生

活经验。此外，扬也批判当代自由理论的“公平”理想取消了身体的特

殊性以及情感等因素，并将其局限在私人领域。扬认为，这种趋势暗含

对诸如女性、黑人、少数族群以及其他伦理群体等主体性的消解。一种

解放的伦理学必需发展这样的规范理性概念，它不能将理性与欲望、情

感对立起来。从女性主义对现代政治理论的批判出发，扬主张通过促

进公共生活的异质性来实现这一解放理想。在这方面，哈贝马斯的交

往行为理论为发展一种规范理性的概念提供了最好的指引。但艾利

斯·扬认为，哈贝马斯太过致力于公正和普遍的理想，并且在交往的观

念中，他重新复制了表征现代义务论理性的理性与情感的对立。在

“公平的理想与公共空间”①一文中，扬以公共领域的身体出场为主题，

批判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讨论导致了身体和情感的缺席。在她看

来，关于“公众”的现代概念产生了这样一种普遍公民身份，它常常将

人的许多特殊方面从公共关注中排除出去。例如，公共生活常被认为

是中立普遍的，它容易无视性别、种族、年龄等特殊方面，从而容易导致

一些与之相关的压迫议题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因而，艾利斯·扬勾

勒了公共生活的一种替代性方案，即从美国当代激进政治运动的新理

想那里，重新获得带有美的、情感的以及话语向度的异质的公共场所的

图像。

此外，扬还指出，在一种异质性的公共空间中，差异需要得到公开

承认。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这种不可化约的差异也即成为处于不同结

构化位置者社会经验、历史情境以及社会知识的表达。因而，她主张能

够考虑性别差异特殊权利的差异公民身份，也即边缘群体代表权，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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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解导致受压迫和弱势情境的根基。通过赋予被压迫性别群体以积极

权利，从而肯定社会的异质性和多元境况。为了纠正性别的结构性不

平等，除了需要社会经济的平等外，还需要促进更加深层的社会包容和

政治平等。艾利斯·扬认为：“一个民主化的公共领域应该给身处其

中的受压迫或处境不利的群体提供有效的代表权，以及承认这些群体

特殊声音和观点的机制。”①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没有被充分代表的社

会群体成员，需要具体的制度化设计以增加边缘群体的代表资格。例

如，女性、穷人、老人、残疾人等边缘弱势群体需要给予尊严和特殊的对

待等。通过不同社会群体视角和经验的表达，可以增加协商中的社会

知识并促进实践智慧。

其次，扬强调隐私权的民主化。私人领域中的民主诉求是容易被

人们所忽略的问题，正如科亨所意识到的，很多现代理论家致力于公共

领域的民主化，尤其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家也指出，当代公共领域更多地

着眼于差异的代表和赋权的问题，但忽视了“从公共性自然延伸出来

的私人性概念”②，即忽视关于私人性和个体隐私权的分析。艾利斯·

扬也意识到隐私的重要性，在一次访谈中，艾利斯·扬就指出，有些国

家和地区对女性的积极改变很大程度上主要涉及公共领域方面。例

如，女性的工作和就业机会增多，很多女性可以平等参与各种社会政治

活动等，这些都意味着社会的公正和进步。但是在私人领域，日常生活

中的一些制度准则和传统观念因其隐匿性而尚存在许多压迫和歧

视③。在艾利斯·扬看来，拥有私人空间以及私人活动不受打扰是每

个公民应享有的基本社会权利，它有助于保障人们私生活的自主权以

及个体的整全性。因而，艾利斯·扬认为，要想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

４１３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③

载李丽红编：《多元文化主义》，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第 １４１页。
［美］塞拉·本哈比主编：《民主与差异：挑战政治的边界》，黄相怀、严海兵等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１８８页。
［西］Ｎ．Ｔ．卡萨尔斯、［加］Ｉ．博兰：《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探析：对话艾利斯·马瑞
恩·扬》，孙晓岚、宋美盈译，《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３年第 １２期，第 ５页。



还需关注人们经常忽略的私人性方面。

隐私直接跟人的自治有关，它特指一个人对其生活空间、生活领域

的控制权，这种权利直接表征人的特殊性和差异性。隐私权概念不等

同于私人领域概念，在社会领域中，私人领域概念常作为一种批判性概

念被用来阐释女性等边缘群体被剥夺进入公共领域的机会，而隐私权

指的是，“一个人对是否允许了解她本人、她的个人信息，以及对她意

义重大的事物所具有的自主权和控制权。”①因此，隐私权跟个体价值

息息相关，它并不是指一个相对于公共领域而言的特殊领域。在艾利

斯·扬看来，隐私权的享有和运用也反映了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在

一个结构性不平等和隐私权不民主的社会，能够维持私人空间而不受

侵犯成为一种特权。由于弱势和边缘群体的声音无法被有效表达，他

们只能忍受私人空间的被侵犯，或者被许多不合理的规训标准所评价，

从而进一步加深其边缘位置，譬如家庭内部以及私人关系中的性别歧

视和压迫等。因而，隐私权的民主化常常对日常生活所发生的各种隐

性支配保持敏感，并批判由既定的社会规训对性别个体所造成的各种

压迫。

具体而言，隐私权的民主化关注私人关系中接受者的权利，即一个

人拥有的对亲密关系、服务、资源等的权利，这暗含一种隐私和自治的

权利。通常人们会认为，隐私涉及个体事务，应该“去政治化”。也即，

家庭、私人事务等方面应该保持异于国家和经济系统的独立性。但是，

隐私权的这种预设存在很多问题，它使得人们容易无视诸如私人关系

中的家暴、虐待等非正义现象。对这些具有压迫性的“私人领域”的问

题，也需要诉诸社会的公开讨论以及相应的法律制度来进行改革。同

时，国家或一些社会机构还需建构对家庭等隐私领域的积极作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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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种建构，可以使亲密关系（隐私性）保持自治和品质，并避免受其

他社会结构潜在的有害影响。此外，隐私权的民主化还关注一些机构

和组织的“去政治化”对个体或群体隐私性的侵犯。扬强调，个体有保

持隐私、维护私人空间的自由，社会组织和个人应该保有对个体隐私的

基本尊重。

总之，只有基于受到保护和尊重的私人性，具身化的性别个体才会

具有一种健全的尊严感和自信感，才能更加以一种审慎和明理的姿态

进入公共领域。所以，隐私权的民主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共领域

的民主化，但是，隐私权民主化的有效实施，最终还是需要合理成熟，以

及包容性别差异的公共领域为其提供各种制度性保障，从而改变不公

正的性别结构，实现性别正义。

小　 结

性别压迫是透视和探究社会压迫的重要视角。对于艾利斯·扬而

言，性别问题其实最终被划归为这样的问题，即什么是好（正义）的生

活，以及如何改善妨碍这一生活构想实现的社会结构和制度背景？因

而，性别视角成为审视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窥镜。这是因为，性别压迫

交织着阶级、种族、帝国等因素，它包含现代性和臣服在复杂权力统治

关系与解放维度之间的论争，因而也成为现代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重

要面向。

在国内学者周穗明看来，作为著名的多元民主理论家，艾利斯·扬

从交叉的多元文化权力视角重构女性主义的同时，也力图展现一种更为

开放、包容的正义民主理论。就像她所讲的，扬“奠立了批判的女性主义

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是该理论的创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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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传承者，艾利斯·扬继承了批判理论的

方法路径和解放旨趣。同时，作为第三波女性主义的代表者，艾利斯·

扬“试图打破感性与理性、身与心、主体与客体过于二分的知识传统，

重新搅拌与规训、观看、权力、欲望等相关的因素，以还原‘女体’存有

于世界中的血肉面目与脉络”①。总而言之，艾利斯·扬女性主义理论

的贡献在于，她从社会结构视角出发审视具身生命，并在政治交往中实

现性别平等，为现代社会实现性别正义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诊断路

径和解放路径。

可以说，批判理论的女性主义视角成为艾利斯·扬正义理论展开

的一个特殊方面。对于扬而言，“女性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称谓，不若

说是一种质疑模式，一个目标或者一系列承诺。对任何社会正义议题

而言，重要的是去思考，如何消除其所蕴含的社会不平等以及生活各层

面的结构性非正义。“批判的女性主义”则意味着，在批判理论的传统

下，一方面去关注社会制度、政策和观念对性别个体幸福和机会的影

响，尤其关注这些制度、政策和观念是否错误地强制、伤害性别个体，或

使他（她）们处于不利位置的情况，并承诺减轻这些伤害和不利，从而

为当代性别压迫和支配，及其所遭受的各种符号暴力提供特殊视角和

理论指导。另一方面，通过反思和借鉴性别压迫经验或性别视角，使得

这些经验视角为批判理论进行充分的社会分析和诊断提供规范资源。

在多元和复杂的现代社会，批判的女性主义理论（女性主义批判

理论）要真正实现其解放旨趣，还需要进一步探究“解释诊断的因素”

和“前瞻的乌托邦的因素”②。也即，女性主义批判理论既要对现实生

活复杂的权力关系和压迫关系继续进行深度和复杂的分析，也需要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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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艾利斯·扬：《像女孩那样丢球：论女性身体经验》，何定照译，商周出版

公司 ２００７年版，第 ｘｘｉｉｉ页。
对此问题的具体分析可参见 Ａｍｙ Ａｌｌｅｎ，“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Ｕｔｏｐｉ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ｌａｉｍｓ ｏｆ Ｆｅｍｉｎｉｓｈｔ Ｃｔ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Ｈｙｐａｔｉａ，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１５，（ｖｏｌ．３０，Ｉｓｓｕｅ．３），ｐｐ．５１３－５２９。在这篇论文中，艾米·埃
伦详细阐述了女性主义批判理论的这两种因素及其内在关联。



开生活的脆弱性和裂缝中所蕴含的解放可能性，并提出替代性的改进

策略。按照这种视角，批判的性别理论如果真正富有成效，它既要从观

察者视角去深入分析和诊断内在于现存社会的各种复杂矛盾和危机，

也要在对未来的规范期待中提出可行的解放策略。因此，对这两个纬

度及其内在张力的深入探究，同时也是艾利斯·扬批判的女性主义理

论需要继续完善和改进的方向。

（作者　 孙秀丽，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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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普里迪斯与批判理论范式转换

余 永 林

一、世界的敞开与反思的敞开

坎普里迪斯在《批判与敞开：批判理论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这部著

作中，对哈贝马斯提出了若干批评。首先，从黑格尔到阿多诺的德国哲

学传统，哈贝马斯对其作出了深刻的诠释，但是他忽视了从尼采到海德

格尔与阿多诺的传统，恰恰是后一传统可以开启批判理论的再定位。

其次，语言学意味的主体间性范式转换伴随着批判理论自我理解的戏

剧性变化，但是哈贝马斯忽略或是拒绝承认主体间性范式存在相互矛

盾之处。最后，哈贝马斯交往理论非常重要的目标是提供一个理性的

综合概念，这个综合概念是不易受攻击的，但是交往理论难以避免那种

对现代理性常见的解构式批判。①

童世骏先生与坎普里迪斯有过多次直面交流，他认为坎普里迪斯

对哈贝马斯的批评，不只是一种“小暴动”，而是一种理论上的弑父行

为。这种弑父行为意味着：一方面坎普里迪斯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

究所，从合作导师哈贝马斯那里获得了理论的滋养；另一方面就好比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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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Ｎｉｋｏｌａｓ Ｋｏｍｐｒｉｄｉｓ，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３１，ｐ．２４．



完奶就踢母马尥蹶子的小马驹，他彻底地抛弃合作导师的学说。

坎普里迪斯认为，海德格尔“世界的敞开”观念可以提供思想资

源，回应哈贝马斯要面临的以上诸问题。实际上，哈贝马斯以主体间性

范式为支撑的交往理论，从早期海德格尔这里也得到过启发，他试图克

服海德格尔此在只能在孤立状态下筹划自身的困境。在《存在与时

间》中，个体的此在尽管扎根于世界之中，但保持着独立筹划世界的资

格，即具有独自创造世界的潜能。哈贝马斯认为，海德格尔会像胡塞尔

《笛卡尔沉思》第五沉思和萨特《存在与虚无》第三章那样面临相同的

困境：一旦意识彻底分裂成无数创立世界的单子，那么从各个单子的角

度来看，如何才能构建起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如果主体间性问题无

法解决，此在就只能在孤立状态下筹划自身。

哈贝马斯赞同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过渡，当然这绝不是海德

格尔式的。哈贝马斯认为，转向一种新的范式即交往范式，才能避免做

出错误的选择。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用共同的生活世界作背

景，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共识。有了语言建立起来的共识，时空中才能

形成广泛的互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应该说始于洪堡，把语言理解

模式当作出发点，并揭示出了自我意识、自我决定、自我实现等的“自

我”身上所具备的相互渗透的视角和相互承认的结构，从而克服了主

体哲学。①

在哈贝马斯看来，晚期海德格尔做出了另外一种选择，不再把个体

的此在附加到解释世界的过程中，不再把构建世界视作一种操劳，而是

视作本源力量所造就的无以名状的大事件。晚期海德格尔把语言创造

意义的潜力拔到一个绝对的高度，借助于语言这个媒介的本体论转换，

使得主体间性问题消解了。

世界的敞开，是早期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讨论的中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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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
第 ４０—４２页，第 ２２５页。



之一，在坎普里迪斯看来，海德格尔对“世界的敞开”多样性的现象学

分析———关于在世界之中存在（ＩｎｄｅｒＷｅｌｔＳｅｉｎ），澄明（Ｌｉｃｈｔｕｎｇ），集

置（Ｇｅｓｔｅｌｌ），本有（Ｅｒｅｉｇｎｉｓ）———代表了他对 ２０ 世纪哲学的主要贡献。

敞开的观念，某种程度上指的是对世界本体论意义上的“前理解”，或

者说是对“存在”的理解。

一方面，世界对我们前反思地敞开；一方面，世界经由我们敞开：正

是我们使得敞开成为可能。海德格尔说，敞开状态是此在的一种本质

的存在方式。唯当此在存在，才“有”真理。唯当此在此在，存在者才

是被揭示被敞开的。唯当此在存在，牛顿定律、矛盾律才在，无论什么

真理才在。因此，敞开既包含接受性和活动性，又包含对所敞开之物的

开放与介入。①

所谓世界的敞开，指事物对人而言，如何才是可理解的和有意义

的，这种理解通过语言，通过人与他人、与世界上的事物照面的日常实

践首先向人敞开。进而，所谓反思的敞开，坎普里迪斯一定程度上基于

海德格尔对世界的敞开现象的洞察，把它应用于政治理论领域，这种社

会批判模型指的是，我们可以依据当下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可理解性，通

过实践来设想和表达其富有现实意义的替代方案。这样就会揭示出以

前被压制或从未尝试过的其他可能性，或者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一

点，即我们如何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来延续我们的制度、传统和社会

理想。②

坎普里迪斯试图以“敞开”的观念替代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因为

主体间性之中的主体不是对等的。纪德说：“我不投票，因为我这一票

跟门卫的一票是等价的”，在公共领域，智识的、道德的优越感或者政

治偏见，都会让不同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对话变得无法实现。唯有建立

１２３

坎普里迪斯与批判理论范式转换

①

②

Ｎｉｋｏｌａｓ Ｋｏｍｐｒｉｄｉｓ，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ｐ．３３－３４．
Ｎｉｋｏｌａｓ Ｋｏｍｐｒｉｄｉｓ，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ｐ．３４－３６．



在超越出身和禀赋的相互接纳、相互理解的基础上，交往与共识才是可

能的。然而个体之间，共同体之间，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其诉求往往难

以调和，因而坎普里迪斯认为只有追溯到一种多元的可能性，在这种多

元可能性的观照下来调整我们的行为选择。

二、对霍耐特承认理论的质疑

坎普里迪斯说，与其试着对承认含义修修补补，以便让它在野心勃

勃的正义理论中扮演决定性角色，不如带着更多怀疑往前走，对承认关

系的复杂性以及理解复杂性的诸种途径保持关注，随时准备以不同于

以往的方式开展批判理论研究。

霍耐特在《为承认而斗争：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一书中“承认”概

念主要源于黑格尔耶拿时期社会哲学著作，该书目的是要根据黑格尔

的“为承认而斗争”模式，阐明一种具有规范内容的社会理论。霍耐特

对黑格尔的论证结构进行了系统的重建，从而区分了三种承认形式：家

庭场域的爱、市民社会的权利、国家层面的团结。与三种承认形式相对

应，霍耐特认为存在三种蔑视形式，虐待、剥夺与侮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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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黑格尔的政治哲学试图恢复古典政治学的规范维度，要把现代自由学说与古

代政治思想协调起来。古典政治学以追求善好生活为目标，同时探讨适当的

制度和法律问题。从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学到中世纪基督教自然法，人都

被视为一种“政治的动物”，因为“城邦之外非神即兽”，只有在伦理共同体中

人的内在本质才得以实现。政治不是外在强加而是内在需要，不是谋求私利

而在于实现自我。中世纪后期社会结构开始转型，正是在社会结构的变革已

经彻底完成的地方，古典政治哲学转变成了现代社会理论。人是会说话的狼，

不再是逻各斯的动物。“利维坦”（国家）不再是一种内在的需要，而是一个外

在的强制。这样，政治学就向政治科学转变，作为一门科学就转变为一种如何

维护政权的工具。黑格尔认为，一切相互承认的关系结构永远都是一样的：一

个主体自我认识到在主体的能力和品质方面必须为另一个主体所承认，从而

与他人达成和解；同时也认识到了自身认同中的特殊性，从而再次与特殊的他

者形成对立。形成主体间伦理关系基础的承认运动就处在和解与冲突交替运

行的过程之中。



在霍耐特看来，承认是人类的一种根本需求，是与人类主体间性关

联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人类学事实。我们不仅渴望承认，而且需要多种

多样的承认，缺乏这些内在关联的承认经验，我们就无法自我实现：无

法成为我们想成为的人，无法过上想过的生活。霍耐特认为，由不承认

与误认造成的伤害是社会不正义的最坏形式。①

坎普里迪斯认为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勾勒不够完善，某种意义上在

霍耐特那里是一个黑格尔式的承认体系。有意思的是，霍耐特从黑格

尔耶拿时期的思想资源建构起自己的承认理论大厦；而坎普里迪斯有

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意味，以耶拿时期《精神现象学》第四章

“主奴辩证法”来反驳霍耐特。某种程度上，坎普里迪斯的质疑与追问

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１）在坎普里迪斯看来，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夸大了人们为了实现

自身的能动性（ａｇｅｎｃｙ），为了用自己的声音言说而需要承认的程度。

按照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揭示的“主奴辩证法”，正是由于拒绝给予

“奴隶”理应获得的承认，以及随即引发的认识论危机，迫使“奴隶”重

新思考，转变自我理解。事实上，人们塑造自身身份和实践自身能动性

的力量并不严格依赖于先前所得的恰当承认，即使在承认被拒绝或缺

失的情况下，人们也能一而再地付诸行动。换言之，承认和误认不足以

决定人们的身份，以及他们对自身作为行动者的感受。

坎普里迪斯认为，承认既不能确保人们自己的声音，也不能替代他

们的声音，更重要的是，并非所有对人们能动性的自由实践构成阻碍的

东西，都是外在的阻碍，也就是霍耐特承认体系的不同蔑视形式，诸如

在政治领域的诽谤、侮辱，在社会领域的剥夺权利，在家庭领域的

虐待。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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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杨国荣：《思想与文化》第十五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６８页。
参见杨国荣：《思想与文化》第十五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７４、
７５页。



（２）霍耐特的承认观缺失了对自我实现构成内部障碍的那些因素

的意识和充分把握。① 比如，爱默生所言“从众”或“一贯”，尼采所言

“怨恨”，海德格尔所言“常人”。坎普里迪斯有三连引癖，但凡要抛出

重要的立场，他都会三连引先贤著作，为其论证张目。

爱默生“从众”和“一贯”出自《论自助》（ＳｅｌｆＲｅｌｉａｎｃｅ）这篇文章。

爱默生说：“我希望现在我们已经是最后一次听到从众和一贯，从此就

让这两个词宣布作废，并显得荒诞无稽。让我们听到的不是开饭的锣

声（松懈），而是斯巴达的横笛（警觉）。”

尼采“怨恨”出自《论道德的谱系》。道德上的奴隶起义开始于

怨恨本身变得具有创造性，并且产生价值的时候；这种怨恨来自这

样的存在物，他们不能用行动做出真正的反应，而只会通过幻想中

的复仇获得补偿。一切高尚的道德都来自一种凯旋般的自我肯

定；而奴隶道德从一开始就对“外在”“他人”“非我”加以否定：这

种否定就是奴隶道德的创造性行为。这种颠倒的价值目标的设

定———其方向必然是向外，而不是反过来指向自己———正好属于这

种怨恨。

海德格尔“常人”出自《存在与时间》。每人都是他人，而没有一个

人是他人本身。这个常人，就是日常此在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这个

常人却是无此人，而一切此在在共处中又总已经听任这个无此人摆布

了。常人怎样享乐，人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学艺术怎样阅读怎样判

断，人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竟至常人怎样从“大众”抽身，人们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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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霍耐特主张我们需要一种痛苦现象学，坎普里迪斯说这是正确的。从中我们

可以学到很多，比如在现有公共话语领域不能充分言说的痛苦，以及在我们的

实践和制度中，可能造成实实在在不正义的某些未曾注意到的方面。然而，霍

耐特并没有提供这样一种痛苦现象学，只是提供了一种痛苦分类学。在坎普

里迪斯看来，这种痛苦现象学需要一种尼采式的痛苦谱系学加以补充和平衡，

藉此我们方能更好地理解隐藏在我们承认需求之下更深的动机和复杂性（参

见杨国荣：《思想与文化》第十五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７５页）。



怎样抽身；常人对什么东西愤怒，人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这个常

人不是任何确定的人。一切人———却不是作为总和———倒都是这个常

人。就是这个常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常人本质上就是为这

种平均状态而存在。

在坎普里迪斯看来，“从众”“怨恨”和“常人”状态这些内在阻碍，

比起霍耐特所强调的诸外部强制之于人的自我实现来说，更要紧更根

本更有影响。

（３）霍耐特的承认观是工具主义的，因为他将承认视为一种达到

目的的手段，这种目的是完整的个人身份，于是，承认是某种明确的能

够凭国家行为或个人意愿动员起来的东西。坎普里迪斯认为，工具主

义的承认观试图将根本上无法工具化的东西工具化了，承认不是我们

可以任意处置的对象，就好比给合适的人适时适量地开出药方那样，经

济资源可以通过某种国家机制的运作加以再分配，但承认不可以。就

承认是一个真正的学习过程而言，它是不可预见的和出乎意料的。坎

普里迪斯认为，霍耐特的承认观，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令

承认概念负担过重。在一定程度上，错误地理解了承认所表现的善以

及指望它所具有的效果。人们对承认的欲望最终可能只是一种无法满

足的欲望。①

坎普里迪斯不认同霍耐特那种对社会政治问题“一揽子”解决的

一元论的宏大叙事。他认同图利（Ｊａｍｅｓ Ｔｕｌｌｙ）将争取承认的斗争重塑

为围绕着承认规范的斗争，而不是对个人合法身份的斗争。图利将承

认问题变成了自由问题，误认变成了对自我统治之自由的一种不正当

剥夺。不存在一个终极的完美的承认状态，但我们可以根据承认规范

来理解当前的承认实践和承认形式的不足与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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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杨国荣：《思想与文化》第十五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７６、
７９页。



三、接受性与回归日常

坎普里迪斯说，想象一个更加丰富更加多元的批判理论，将会详尽

地说明我们如何重新思考关于理性，行动者的观念，伴随着可能性的敞

开且具备创造一个新开端的能力，会继续变革，会把接受性

（ｒｅｃｅｐｔｉｖｉｔｙ）的能力与去自我中心化（ｓｅｌｆｄｅ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ｇ）置于一个特别突

出的、首要的规范地位。①

“接受性”，通常被看作是自主性与行动者的否定，通常与被动性

和顺从混为一谈，甚至与宿命论相关联②，坎普里迪斯为了清除这些误

解，没有直接引用海德格尔的著作来解释该观念，而是引用爱默生《论

经验》一文，他描绘了在日常生活阐释中接受性的本性与角色，非常细

致地说明了敞开的日常行为如何通过接受性成为可能：

务必注意我们的阐释方式。当我同一颗深刻的心灵交流时，

或者当独处让我拥有好的想法时，但我并不立刻感到满意，这不像

我渴了就去喝水，或冷了就去烤火那样：不是这么回事！首先获悉

我临近一个新的美好的生存境界。通过我坚持不懈地读书或思

考，这种境界显示出它本身更为深远的征象，就像它在闪光之中，

突然发现了它深沉的优美与宁静，正如笼罩着它的云雾每隔一段

时间就会散开，把里面的群山显露给渐渐走进的旅行者，山脚下绵

延的是一片安宁无边的草地，群羊在吃草，牧羊人在吹笛，跳舞。

然而人们觉得从这一思想王国涌现的每一种洞见只是一个开端，

显然后面还有接续。这不是我造就的；我只是到了那里，看见了已

然在那里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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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Ｎｉｋｏｌａｓ Ｋｏｍｐｒｉｄｉｓ，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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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普里迪斯说，“这不是我造就的；我只是到了那里，看见了已然

在那里的一切”，这句话把爱默生接受性的观点与海德格尔的观点联

系在一起：阐释，意义与可能性的弱敞开，并不包含一种以满足某一胃

口或欲望的方式的行动（ｄｏｉｎｇ）。这句话等于说，我接受这一阐释，我

并没有使其发生。爱默生把接受性置于思想的中心，试图唤起一幅行

动者的画面，这不是我们所做的某些事情，而是某些事情我们听凭其发

生。接下来的段落里，爱默生说得更直白：“我只知道接纳；既然我存

在，我就该拥有：但我并未赢得，当我幻想着曾经赢得过什么的时候，我

发现并未赢得。”①

那么，接受性究竟是什么？坎普里迪斯认为，该术语对民主政治、

浪漫主义与批判理论都很重要，既有本体论维度又有伦理学维度，它指

的是一种倾听的模式，并要求一种产生于自我之外的“规范反应”，同

时也是使我们会变得更加适应对世界前反思的理解的一种方式，指的

是我们继承的本体论，因此产生了社会变革和自我转变的非工具化可

能性。②

坎普里迪斯认为，自从 １８ 世纪后期以来，美学与政治已经完全相

互浸染纠缠在一块，因此，政治思想之中的审美转向其实是一种回归，

政治根本上就是审美的，政治通过对感觉的重新分布或划分而发挥作

用。要抛弃的是处于希腊古典理念的核心中的审美的完善和纯洁的理

念，因为完善与纯洁要求明确地背离和反对日常生活的单调领域，而政

治实践就居于这种领域中。民主政治就是着手通过培养新的看和听的

方式而让不能被看到和听到的东西被看到和听到，并打开和不断揭示

那些可理解性和可能性的条件，而创造有利于思想和行动的替代选择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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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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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的追问》中，海德格尔明确区分了倾听者与顺从者。正如

本雅明，海德格尔也关注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已经顺从———我们已经

被动地屈从于进步、现代技术、现代资本主义，我们已经这样做了却没

有真正去倾听是什么在召唤，是什么在示意，是什么在诱惑。提出与聆

听、倾听、接纳相关的构想，就是完善一种反思式倾听的所有构想，这种

倾听乃是对自身活动具有自反性的接受性。因此，我们所提出的并非

对命运的盲目屈从，毋宁说，是一条道路，它使我们可以变得更加适应

对这个世界前反思的理解，更加适应我们通过传承得来的本体论，更加

适应我们的历史情境，从而产生对它们来说更加自由的关系。①

如果说哈贝马斯担心“生活世界被殖民化了”，即经济和政治的权

利逐渐侵蚀了生活世界本来的意义，那么坎普里迪斯则担心日常生活

中的个体迷失在常人状态之中。

坎普里迪斯认为，对日常的哲学探究其新方向，首要地可以追溯到

康德实践理性，同时可以追溯到青年黑格尔派，美国实用主义，早期海

德格尔，与晚期维特根斯坦对实践优先性不同方式的明确表达。这里，

坎普里迪斯三连引癖又犯了，《批判与敞开：批判理论在过去与未来之

间》“回归日常”的论述接连引用爱默生《论自立》、海德格尔《存在与

时间》与密尔《论自由》。②

（１）爱默生：人是怯懦的和谦卑的。他不再是挺直的。他不敢说，

“我认为”，“我就是”，而是援引圣贤之言。

海德格尔：如果“我”的意义是本己的自己，那么“我”并不首先存

在，首先存在的是以常人方式出现的他人。我首先是从常人方面而且

是作为这个常人而“被给与”我“自己”的。此在首先是常人而且通常

一直是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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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现在，个人迷失在人群之中了。”

（２）爱默生：“坚持你自己，决不去模仿。”

海德格尔：“每人都是他人，而没有一个人是他人本身。这个常

人，就是日常此在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

密尔：“恰恰是因为意见的专横以至于把狂狷当做一个责难的对

象，所以为了打破这种专横，人们理应变得狂狷的这一点才成为可取。

凡个性力量丰足的时期和地方，狂狷也就丰足；一个社会中狂狷者数量

一般总是和该社会中所含天才异秉、精神力量及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

比。今天敢于特立独行的狂狷者如此之少，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

标志。”①

（３）爱默生：“我们的阅读等于是在行乞和寄生。”

海德格尔：“公众意见当下调整着对世界与此在的一切解释并始

终保持为正确的。公众意见使一切都晦暗不明而又把如此掩蔽起来的

东西硬当成众所周知的东西与人人可以通达的东西。”

密尔：“这时代的某些潮流使得公众比以往多数时期更加倾向于

规定行为的普遍准则，并力图使每个人都遵守被认可的标准。而这个

标准，明言昭示也好，不言而喻也好，乃是对任何事物都不要抱有强烈

的欲望。其特点的理想乃是没有任何显著的特点，换言之，其特点就是

没有特点；正如中国女性的缠足那样，要用压制的办法磨平人性中每一

个特立独行的部分，把大体上与众不同的人造就成一个庸人。”

在坎普里迪斯看来，自我转变需要人们从常人状态中走出，唯有这

种内部环境的转变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而社会变革基于社会外部

环境是否可以容纳特立独行的狂狷之士，政治哲学的美学转向，意味着

追问美学化背后的政治条件是什么。

现代政治学依据一系列众所周知的问题———公正、自由、合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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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论语·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

也。”何晏《论语集解》：“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则欲得狂狷者。狂

者，进取於善道。狷者，守节无为。欲得此二人者，以时多进退，取其恒一。”



体、主权等———而被观念地理解。然而，也有一些政治问题，它作为政

治问题只是在某种审美维度中才能出现。为了我们自己的目的，坎普

里迪斯说，不妨借用一下卡维尔的思想，审美转向在于，政治思想对现

代政治的审美问题的重新认知和回应。我们可以按下列名称将其写出

来：发言权和无发言权的问题，新事物的问题，融合（而不是二元分裂）

日常与超出日常的问题，判断问题，回应和接受的问题，表象问题，对于

感觉来说既定的有待理解的问题，还有更为一般的政治的审美维度的

意义和范围的问题。如果说四年一度的任期制选举，是一种周期制的

被倾听，那么，坎普里迪斯这里所说的发言权和无发言权则是被看到和

被听见的一种常态性出场。

四、小　 结

（１）批判理论所谓批判，一方面基于现存世界的不完善，提出诊断

与方案，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案，或者说只是提供一种蓝图，一种方法；另

一方面，要为理性及其表达方式划界，哲学的边界在哪里，批判理论的

边界在哪里？是回到黑格尔，构筑形而上学的体系之网；还是回到马克

思，以长时段的眼光理解人类发展的进程；还是像坎普里迪斯这样，基

于范式转换用零打碎敲的方式来撬动自我的再认识与社会变革的

可能？

（２）坎普里迪斯三连引癖，常常接连引用三本著作段落的方式来

强化对某种观念的认同，这样的表述过于泛化过于文学化，不会因为相

同意见者众就可以更加有说服力。引用的范例，有时候是一种极致的

情形，比如爱默生《论经验》，毕竟是一篇悼文，悼念两年前痛失的

幼子。

（３）坎普里迪斯对哈贝马斯交往理论与霍耐特承认理论的批评是

可以理解的，但是坎普里迪斯的论证方式、范式转换、“敞开”与“接受

性”，多大程度上可以完成批判理论再定位的任务？反思的敞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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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替代方案，是不是一种新的乌托邦；接受性，过于理想化，美学化，学

院化，海德格尔化。

（４）在《批判与敞开：批判理论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中，坎普里迪斯

提出了一种批判理论的新的批判模式，该模式基于他在哈贝马斯和海

德格尔之间建立的不太可能的亲缘性，并试图避免二者的哲学缺陷。

海德格尔不能承担坎普里迪斯批判理论再定位的理论重负。海德格尔

的本体论，坎普里迪斯大部分理论规划所倚重的基础，不足以完成他为

之设定的任务。①

（作者　 余永林，浙江树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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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普里迪斯与批判理论范式转换

① Ｍｏｒｔ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ｍａｎ，“Ｓｉｔｕａｔｉｎｇ ｒｅｃｅｐｔｉｖｉｔｙ：Ｆｒｏｍ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ｔｏ‘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ｖｏｌ．３７（９），ｐ．１０３３．



“无关系的关系”
———拉埃尔·耶吉的异化理论述评

闫 高 洁

一、异化理论的回归

曾在许多文献中亮相的“异化”，无疑是一个经典的、著名的术语。

对资产阶级社会中异化现象的批判，早在启蒙时期卢梭的思想中就出

现了。可以说，异化是贯穿《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

淳朴》《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致达朗贝尔的信》等著作的一个

主题。１９世纪初，明确的“异化”一词已经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哲学科学百科全书》《法哲学原理》等著作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

这里，这一范畴尽管自然地意味着分裂、转让与对抗，从而具有否定的

内涵，却被设定为绝对的精神自我确证的必要的环节。费尔巴哈、赫斯

和青年马克思尽管从黑格尔那里接受了这一说法，却拒绝像他们的老

师一样与时代曲折地和解，转而将异化概念改造为批判的武器。席勒、

克尔凯郭尔、齐美尔等思想家的言说呼应了这样的运用。２０ 世纪上半

叶，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令“异化”抑或“物化”变成了西方马

２３３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复杂现代性与中国发展之道”［编号：１５ＺＤＢ０１３］
阶段性成果。



克思主义的一个经典问题，而马克思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面

世则进一步推动了异化理论的发展。它不但被视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

的重要理论工具，也被用来批判苏联和东欧的官僚社会主义。在 ２０ 世

纪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无论是西欧和东欧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还是法兰克福学派，都以异化现象作为核心的问题。

异化理论热一直延续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梅扎罗斯（Ｉｓｔｖáｎ

Ｍéｓｚáｒｏｓ）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沙赫特（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ｃｈａｃｈｔ）的《异

化》、奥尔曼的《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等作品的相

继出版，标志着相关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然而，伴随着结构主义

和后结构主义的兴起，作为意识形态概念且更作为本质主义概念的

“异化”逐渐地被人们抛弃。虽然“异化”一词依旧在各个领域中发挥

着相应的作用，但是一个发掘与言说异化的黄金时代显然已经最终地

逝去了。这一概念不再被置于思考的聚光灯下，甚至几乎在思想创作

和学术研究中遭到遗忘。不过，近十五年来，关于异化和物化的研究显

著地复兴了。一系列著作相继出版，例如霍耐特的《物化：承认理论探

析》（２００５）、赛耶斯（Ｓｅａｎ Ｓａｙｅｒｓ）的《马克思和异化：黑格尔主题的诸

论文》（２０１０）、哈特穆特·罗萨《加速与异化：晚期现代时间性的批判

理论大纲》（２０１３）、亨宁（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Ｈｅｎｎｉｎｇ）的《导论：异化理论》

（２０１８），以及拉埃尔·耶吉（Ｒａｈｅｌ Ｊａｅｇｇｉ）的《异化：论一个社会哲学疑

难的现实性》（２００５）。

作为第四代批判理论家的代表之一，耶吉试图在哈贝马斯的交往

理论和霍耐特的承认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全新的形势再次激活异化概

念，将它改造为社会哲学抑或“社会病理学”的一块基石。在《异化》一

书中，她首先梳理了“异化理论的简史”，总结了发轫于卢梭的马克思

主义和存在主义的两种异化批判的传统，并且分析了“异化批判的结

构与疑难”。她接着借助图根德哈特（Ｅｒｎｓｔ Ｔｕｇｅｎｄｈａｔ）等学者关于自

我支配以及意愿的作用能力的论述，重新解释了异化概念。最后，她将

“异化”与在西方学术界中经常被使用的“积极自由”“自我实现”“自

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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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规定”等概念联系起来，令其异化理论获得了同时代性。

耶吉阐述了自己尝试拯救而非抛弃异化理论的理由。她认为，

“异化”尽管具有复杂的意义，同时含有特定的问题，却是一个仍然在

社会生活中活跃的说法，具有显著的理论意味。在《异化：论一个社会

哲学疑难的现实性》的“序言”中，她清晰地指出：“面对新近的经济和

社会发展，人们可以发觉某些不满的迹象；这种增长着的不满，即使不

在名称上、也在实体上是与异化现象相关的。”①这就是说，首先，“异

化”不是哲学的某种神秘的行话，而是一个可以被人们自然地掌握的

说法。在今天的群众文化中，人们就时而使用它来否定令自己不快的

状况（例如，批评“人的异化”）。② 诚然，专家可以抗议群众“滥用”术

语。可是，一个说法只要在日常生活中指向实际的重要的对象、具有经

验性的基础，就不应当在反思中被轻描淡写地弃置一旁。学者如果执

意无视在群众的意识中像幽灵一样出没的关于异化的经验，拒绝将它

理解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就难以合理地把握时代的复杂现实，他们的理

论也就丧失了相应的力量。其次，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机

制朝向全世界的扩张、金融资本的膨胀、新兴的技术对社会生活的改

造、商品市场的发展、信用贷款方式的更替、文化工业的增殖等变化，显

然并未使在现代社会中工作和娱乐的人们实际地摆脱种种无意义的、

不自由的关系。相应地，遭受和察觉苦难，作为人们真实的体验，已经

变成了社会生活的显著的组成部分。在“人的自由”“自我规定”等理

念下，这样的现象在思考中仍然被视为显著的对象。霍耐特在《异化：

论一个社会疑难的现实性》的“前言”中就承认：“然而，近年来不只几

位哲学家都已经意识到，如果弃异化概念于不用，我们的哲学‘词汇

表’就似乎少了某种重要的东西。我们经常难免将个人的生活形式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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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ａｈｅｌ Ｊａｅｇｇｉ，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ｔｒ．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Ｅ． Ｓｍｉｔｈ，ｅｄ．，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ｘｉｘ．
Ｓｅｅ Ｒａｈｅｌ Ｊａｅｇｇｉ，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ｔｒ．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Ｅ．Ｓｍｉｔｈ，ｅｄ．，Ｆｒｅｄｅｒ
ｉｃｋ 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５．



述为被异化的；往往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倾向于将社会状况视为错

误的或者‘虚假的’，不是因为它们侵犯了正义原则，而是因为它们与

我们的意愿和践行意愿的条件相冲突。”①

耶吉对异化概念的内涵、问题与潜能的反思，是当代复兴异化理论

的重要努力，已经获得了许多学者的肯定。例如，《异化：论一个社会

疑难的现实性》的英译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伊豪泽尔（Ｆｒｅｄｒｉｃｋ

Ｎｅｕｈａｕｓｅｒ）就认为：“拉埃尔·耶吉的《异化》是过去十年在德国哲学

界中出现的最激动人心的书籍之一。”②《从“异化”到“生活形式”———

拉埃尔·耶吉的批判理论》的编者艾伦（Ａｍｙ Ａｌｌｅｎ）与门迭塔（Ｅｄｕａｒｄｏ

Ｍｅｎｄｉｅｔａ）如此评价《异化：论一个社会疑难的现实性》的地位：“今天，

人们如果想要探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的激进潜能，就得面对拉

埃尔·耶吉的出众的、生产性的文本。”③而亨宁在新近出版的《导论：

异化理论》中也系统性地说明了耶吉的思想。可以说，异化理论的回

归不但意味着一个传统的学术话题的复兴，而且揭示了当代批判理论

发展的又一个方向。批判理论的另一位后继者、耶拿大学教授罗萨

（Ｈａｒｔｍｕｔ Ｒｏｓａ），已经在较早前完成的作品《加速与异化：晚期现代时

间性的批判理论大纲》与《共鸣：世界关系的社会学》中使用了耶吉所

主张的异化概念。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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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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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Ｅ．Ｓｍｉｔｈ，ｅｄ．，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ｘｉ．
Ａｍｙ 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Ｅｄｕａｒｄｏ Ｍｅｎｄｉｅｔａ，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ｍｙ Ａｌｌｅｎ ｅｔｃ．，Ｆｒｏｍ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Ｌｉｆｅ：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ａｈｅｌ Ｊａｅｇｇｉ，ｅｄ．，Ａｍｙ 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Ｅｄｕａｒｄｏ
Ｍｅｎｄｉｅｔａ，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Ｔｈｅ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ｐ．９．
参见［德］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

民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版，第 １６—１９页、第 １１７ 页。我们根据德文本标题重新翻译
了中译本标题。



在本文中，我们将说明在《异化：论一个社会哲学疑难的现实性》

中耶吉对异化概念的澄清亦即批判。它含有以下三个主要的环节：第

一，对种种异化现象的描绘亦即对异化概念的表述。第二，对异化概念

的分析。归根到底，耶吉视“异化”为一种“无关系的关系”。第三，对

以往的异化概念的批判，或者说“对异化批判的批判”。

二、自己世界里的陌生人：对异化现象的描绘

在《异化：论一个社会哲学疑难的现实性》的第一章中，耶吉以“在

由他自己造出的世界里的陌生人”概括异化现象，这一断言意味深长。

从思想史看，无论在柏拉图所说的苏格拉底与城邦的冲突、斯多葛主义

所提倡的从世界退回到自身中，还是在卢梭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马

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中，异化问题的核心都是人与自己所生活的世

界的关系的陌生化，亦即人的无家可归的状态。耶吉凭借这样的历史

描绘了异化现象，探讨了异化概念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她看来，异化

概念具有七种意义，或者说存在七种观察它的视角。

第一，“异化”意味着某人为并非发源于内心的、不真实的欲求所

摆布，“刻意而为地”（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ｌｙ）和“非本真地”（ｉｎ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ｌｌｙ）处世。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盲从消费、因循守旧和角色行为（例如在岗位上

熟练的笑容），都指向这样的状态。卢梭所说的“生活在他人的意见

中”也是如此：“在我们的风尚中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好

像人人都是从同一个模子中铸造出来的：处处都要讲究礼貌，举止要循

规蹈矩，做事要合乎习惯，而不能按自己的天性行事，谁也不敢表现真

实的自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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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淳朴》，李平沤译，商务印

书馆 ２０１６年版，第 １２页。



第二，“异化”意味着人们并不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ｆｙ）①自己所参与的活

动，无法在活动本身中察觉自己活动的目的，甚至将厌恶自己。在这样

的视角中，以攫取私利为目的结交“朋友”的个人、在岗位上为了生存

被迫从事既与的工作的劳动者，都是被异化的（ａｌｉｅｎａｔｅｄ）人。

第三，“异化”意味着人们的社会参与的关系和过程的中断。正如

哈贝马斯所言，交往是人的基本的活动；交往总是发生在人与人的关系

以及相关的社会机制之中。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中生存的某人，如果无

法将这些条件自觉地或者自然地视为自己的规定，就不再能够与自己

的生活和解，只得在思想或者行动中或多或少地与其对抗。例如，某

人与他所熟悉的伴侣、家庭、共同体、文化在活动中（或许也在空间

中）分离开来，进入了陌生的世界，从而变成了孤独的个人，显得“漂泊

无根”。

第四，“异化”意味着人和人以及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的去个性化

与物化（ｔｈｅ ｄ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黑格尔在谈到“具体自

由”时曾指出，真正的自由是处在他者之中却仍守护着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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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相反地，如果

社会关系不能根据某人或者事物自身的特性做出合理的反应，不再具

有某种“人的面孔”，其中的人们就将体验到异化尤其交往的异化。例

如，青年马克思在谈到爱情时指出：“如果你在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

的爱，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使对方产生相应的爱，如果你

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

是无力的，就是不幸。”③这样的社会关系往往为外在的抽象力量如“万

能的金钱”与“关键绩效指数”（ｋｅ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ＫＰＩ）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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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在这里，相较于这些客观的、自主的、同一的“物”而言，特殊的个

人和事物是消极受动的、不重要的、匿名的客体。马克思和卢卡奇所说

的“早先并非市场交换对象的物或者领域的商品化”①以及阿多诺所说

的现代社会受到“等价物”（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支配，都指向这样的状况。在

《启蒙的辩证法》中，阿多诺已经指出：“在这种强制性的齐一化过程

中，启蒙通过把不等的东西归结为抽象的量，而使不等的东西变成可以

直接进行比较和操控的东西。”②

第五，“异化”意味着“完整的人”的丧失。现代社会是劳动分工的

社会；这一分工是现代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然而，劳动分工也使人的

劳动变成了种种零碎的、狭隘的活动，进而限制了人的潜能的实现和人

的全面的发展。在这样的条件下，被孤立的劳动者只得像在大机器中

滚动的小齿轮一样发挥着极其有限的作用，为个人无法洞察和控制的

过程与系统所操纵。于是，神秘的事物而非作为“类”的人，变成了绝

对的存在。正如弗洛姆所说：“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一头由大机器构

成的怪兽，规定了他的生活的方向和节拍。他手上的工作，原定是用来

取悦和服务他的，却造就了一个被异化的世界（ａ ｗｏｒｌｄ ｈｅ ｉｓ ａｌｉｅ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一个他卑微地、无力地服从的世界。”③耶吉提示，早在歌德的时

代，对社会分工所造成的非人的状况，就是艺术和哲学的一类显著的主

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马克思也将劳动分工视为异化现象

的起源。

第六，“异化”意味着具体的关系为被异化的抽象的关系所统治。

正如马克思所言：在现实中，人的本质是诸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现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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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特性则是人的生活日益受到各种匿名的社会机制支配。这些社会

关系作为强大的力量对人构成了密集的束缚，使人的行动越来越失去

自发性和自主性。换言之，这种被异化的关系已经变成了仿佛自主的

与活跃的人们相敌对的实存。在韦伯的批判中，现代社会就被认为如

同一个密不透风的铁笼，或者说具有一个如铁般坚硬的外壳。

第七，“异化”意味着种种荒诞的、无意义的、含有苦难的、非理性

的亦即不合理的生活状态。对于这样的情况，现代主义文学尤其荒诞

派文学做了大量的描述。卡夫卡的《变形记》、布莱希特的《四川好

人》、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等都生动地反映了它。

耶吉对“异化”的上述概括较充分地展现了这一概念的意义。不

过，我们应当指出，异化和与它相关的概念以及不同的异化现象间并不

存在明确的界线，它们往往是相互混合的。例如，无论在学术研究的行

话和日常生活的习语中，“异化”无不显现出和“物化”“非本真性”（ｉｎ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失范”（ａｎｏｍｉｅ）等说法有“家族相似”。正如耶吉所指出

的：“甚至在初次遭遇这一主题时我们就可以发觉，‘异化’是一个具有

‘模糊边缘’的概念。”①而异化概念的价值则不仅在于其现象上的丰

富性，更在于其规定上的重要性。

三、“无关系的关系”：异化的核心特性

耶吉指出，异化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无力（ｐｏｗｅｒ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冷漠（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既意味着情感的“无同情”、又意味着活动的“无参

与”）、内在的分裂、对自身和这个世界的无关系（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ｌｅｓｓｎｅｓｓ）。②

与它相关的“被异化的”等术语也具有这般复杂的内涵。例如，被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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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不再是自由的、实践的、创造的“主体”，而是受到被异化的外在的

世界支配的“客体”，无法像在自己的家园中一样积极地、幸福地生活。

而“人的异化”“对象的异化”“被异化的人”“被异化的世界”等说法，

则指向异化现象的不同的环节，而非一些像在阿伦特的相关论述中那

样相对立的认识。这样的论点在马克思的《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也可以被轻易地辨认出来。在“第一手稿”里，马克思指出，劳动者

造出的堆积着丰富的商品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与贫困的、无力的劳

动者相敌对的实存：“这一切后果包含在这样一个规定中：工人对自己

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

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

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

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①而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

书摘要”中，马克思则指出，在市民社会里个人与个人处在交往的异化

之中。②

耶吉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结合思想史对异化现象所做的细致梳理

上，更体现她对异化概念的特性所做的精准总结上。在她看来，异化具

有以下三种主要的规定。

首先，异化归根到底是一种“无关系的关系”（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ｌｅｓｓｎｅｓｓ）。耶吉将这一规定视为自己反思异化概念的真正的起点。

《异化》一书的第一章的标题就是“无关系的关系：对一个社会哲学概

念的重建”。在这里，她指出，“异化”其实意味着一种特定的关系———

一种含有缺陷的关系———而非某种关系的缺失，而合理的生活意味着

人们能够领有自己和他们的生活世界：“根据这一公式，异化不意味着

某种关系的缺失，而是一种自身含有缺陷的关系。反过来说，克服异化

不意味着回到一种自己与这个世界齐一的无差异的状态；它也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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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一种掌握的关系（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①正是这种含有缺

陷的关系，令其中的人们不能掌握自己的状态，并且与这个世界疏离开

来，使他们确实遭受了苦难。在耶吉的视角中，“无关系的关系”是“异

化”最为直接的和决定性的特性。

将“异化”视为一种“无关系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异化是一种和谐

的完美的关系———作为“一种在逻辑上、在本体论上或者在历史中在

先的关系”②———“不在场”的后果。在以往的观念中，对异化概念的

理解经常带有本质主义的设定。在耶吉看来，这种本质主义式的认识

在今天的后形而上学时代中已经过时了。对异化概念的理解需要根据

人的能力及其实现条件来更新。

其次，从“无关系的关系”出发，耶吉将“丧失力量与丧失意义”视

为这种含有缺陷的关系的影响。“丧失力量”意味着人们被剥夺了抑

或压抑了行动的力量，无法触动和改变他们自身与这个世界。“丧失

意义”意味着人们不能从自己的活动中获得必要的情感或者根据，进

而陷入了无聊、空虚、迷茫乃至痛苦的状态。耶吉提示，日常生活被割

裂为许多空间般的碎片，不再作为通透的、圆满的整体出现，是人们丧

失意义的原因之一：“一个被异化的世界是一个无意义的世界，它不会

被我们经验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③在这里，“丧失力量”与“丧失意

义”是必然地相互联结的，这是因为融合了“掌握力量”和“获得意义”

两种内涵的“自我规定”（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在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中

都已经被视为极其重要的理念了。作为一个与“异化”相对立的概念，

“自我规定”意味着人无法自主地活动和认识的“未成熟”之终结（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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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以及人能够在这个世界中创造出自己可以占有（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①

和支配的对象，并且由此自觉地形成了对自己的生活的认同与确信。

追随着黑格尔、马克思等思想家，耶吉也将“自我规定”或者说“自

我实现”（ｓｅｌｆ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视为“自由”。于是，“异化”也被理解为一个

与“自由”相对立的概念。不过，不同于黑格尔，耶吉不认为异化是自

由的理念为了展现自身所需要的一个环节，一切异化都能通过精神的

发展完成自我扬弃从而溶解在最终的现实中。黑格尔断定：“自然领

域的本质就是没有自由可言，自然现象不能被视为时空中个体的自我

规定和自我实现，每一个体的变化都受外在的他者影响，由外在的因果

律支配，基本上是盲目和机械性的。……所有有关人的思想、行动，以

及由此产生的伦理、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现象，都必须视为自由的表

现和实践，否则我们还停留在自然世界之中，只是把各种人文现象视为

时空中出现的自然现象。”②耶吉认为，异化是一种真实的而非虚幻的

非自由的状况，自由的理念至今尚未在社会生活中被人们落实。耶吉

进而强调了异化对积极自由的阻碍。伯林（Ｉｓａｉａｈ Ｂｅｒｌｉｎ）曾区分了“积

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个概念：“消极自由”是人不受干预的状态，而

“积极自由”则意味着人自主地形成意愿、做出决断并且实际地开展行

动并承担后果的状态③，包括个人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以及在政治

运动中参与“社会立法”。异化令人们不能洞察和改变既与的实存，同

时令这个世界显现出枯燥的、阴郁的、侵略性的形象，为此人们往往难

以积极地落实自由的理念，只能滞留在有限的“事实”中。

最后，耶吉将支配性的（亦即统治性的）关系作为“含有缺陷的关

系”所造成的状况。她指出，统治性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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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它不仅意味着他治（ｈｅｔｅｒｏｎｏｍｙ），亦即人们完全地受到外在的力

量控制；在这里，被异化的人们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ｂｏｔｈ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ｐｅｔｒａｔｏｒｓ）。这就是说，异化作为一种支配性的关系，往往是由人

们自己理性地参与建立和维持的。一旦人们接受了或者说许可了社会

的规训或者管制，这种压迫和贬低人的状况就会成为人们生活的新常

态。假如人们确实试图拒斥这样的关系，那么他们的生存就变成了一

场以他们自身的状态作为赌注的、不存在必然的结局的、真实的斗争

（在政治领域或者不法的形势中，甚至是生死斗争）；相应地，人们就尚

未彻底地进入被异化的世界，并且被嵌在“无关系的关系”中。在这

里，耶吉其实是在强调，简单地把支配和自治（ａｕｔｏｎｏｍｙ）亦即自我规定

视为两种直接地相对立的状态，是不合理的：“在一个角色中或者通过

它被异化的某人，同时亲自扮演着这个角色；被异己的（ａｌｉｅｎ）欲求指

引的某人，同时拥有着这些欲求———在这里，倘若我们只谈及被内化的

强制或者心理的操纵，我们就难以辨认特定情况的复杂性。”①我们应

当指出，耶吉将异化视为某种特殊的支配，不是为了反对在分析中合理

地运用种种关于支配的思想。正如韦伯所言，任何类型的支配的建立

和维持，其实都需要人们哪怕极其微弱的服从或者许可，无论人们的动

机是什么。② 耶吉的论点仅仅强调了现代社会的发展、个人的自由与

异化的微妙的联系，同时由此暗示着应当重新规划与“异化”相关的

“自我”“自治”“真实”等概念的内涵。

总言之，耶吉将“异化”理解为一种“无关系的关系”，并非重复了

“一切对象化都是异化”“异化无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之类的旧论点。

“无关系的关系”是一种含有缺陷的关系，是一个非本质主义的、可以

经验性地阐述的概念。与对这一关系的界定相对应，耶吉用“自我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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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积极自由”等概念设定了一种规范性的标准，从而既保持了“异

化”的批判性的锋芒，又克服了以往的异化概念的历史哲学和整体主

义的形而上学意味。

四、“对异化批判的批判”：

对本质主义的超越

在规范了一般性的异化概念之后，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现上述成果，

耶吉根据反本质主义的思想检查了既与的异化概念，试图在全新的和

以往的形式间“划清界线”。她也将这一任务视为一轮“对异化批判的

批判”———既然“异化”一词往往指向对实际的机制的批判。

诚然，在以往的思想中，“本质”“原则”“起源”等概念，作为人和

事物的核心、真相、目的和动力，往往占据了显著的地位并且创造出一

种稳固的、同一的、连续的景观。可是，今天的哲学法庭已经向这样的

观念严厉地宣判了放逐令：“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已经变成了哲学的‘常

识’之一。”①在耶吉看来，无论人性、人的本质还是必然的真理、历史的

规律，当下都难以在时代的反思中获得充足的证明。

耶吉指出，以往的异化概念含有以下两种本质主义式的前提：其一

是把“人”设定为主体亦即一种主动的、全能的、至高无上的存在。在

传统的异化理论中，这种先验的概念经常构成了批判异化的立场和在

异化现象中缺失的事物，也不时作为律令笼罩在最终的非异化的状况

上。然而，这种绝对的主体真实地或者合理地存在与否，已经为人们所

怀疑了。例如，阿尔都塞在论述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时就主

张：“我想，大家都会同意：马克思原本赞同费尔巴哈人的类本质和异

化的疑难性（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后来却和它决裂了；这次与费尔巴哈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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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的决裂（ｂｒｅａｋ），在马克思的思想的历史中是一个根本性的

（ｒａｄｉｃａｌ）事件。”①此外，耶吉还借助福柯关于人的自由的论述来否定

“主体性”：“福柯不但攻击了对人性的本质主义诉求；他也拒斥了表现

为异化批判的基础的主体性观念。”②

第二种本质主义式的前提是一种在道德上可疑的“客观主义”亦

即一种“家长主义”（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它意味着对特定的解除异化的状况

或者说某种完美的理想的设定；这一状况的降临往往是由某种历史中

的理性担保的，例如黑格尔式的“否定之否定”“异化的扬弃”，亦即则

与特定的个人意愿无关的。黑格尔所说的“和解”就暗示着这样的设

定：在曲折地发展之后，由于理念的调控，人的历史将必然地终结于一

种和谐的状况中；人们将凭借对普遍的本质的自觉的领有，在这个世界

中解除异化、“折返自身”、落实自由的精神。

耶吉认为，这些思想家尽管真诚地赞扬了自由并且谨慎地勾勒了

相应的蓝图，却终究在表述中隐蔽地取消了群众的自由。他们像享有

权威的家长一样，独断地宣布了关于异化和人的命运的真理。在他们

的视角中，群众对自己的生活的认识似乎只是各式各样虚假的意见。

在耶吉的视角中，在“自由”“解除异化”等说法里，个人对自己的生存

的认识、目标的设定和活动的安排，归根到底是最为重要的：“但是，既

然现代道德的基础以及对于社会自由概念的基本信念，是‘自己如何

生活应当由每一个人决定’———个人在诠释自己的生活上是至高

的———那么倚靠客观的至善的（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ｔ）理想的异化理论就显得拒

斥了以上观念，并且代之以一种宣称自己‘更加了解’的家长主义观

点。”③因此，在种种关于社会生活的争论中，今天的学者应当更加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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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关注人们“如何”（ｈｏｗ）落实自己的意愿，而非依旧简单地指定人们

的状态是和将是“什么”（ｗｈａｔ）。

结　 语

应当如何看待耶吉的理论工作，包括她对异化现象的现象学式的

描绘、对异化的特性的把握以及对概念中的本质主义的批判？我们认

为，耶吉的思想确实击中了以往的异化理论的某些缺陷，也需要进一步

的阐发。

在认识论上，异化理论的本质主义式的前提被取消了。耶吉不是

把异化理解为某些既有的本质或者关系的异化，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

含有缺陷的关系。不过，在对本质主义的清算之后，如果异化只能为个

人的判断所确定，那么异化问题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只与主观感觉相关

的问题。如果没有某种共同性的标准来识别异化，人们是否陷入了被

异化的世界、能否从异化现象中解放自身，似乎都仅仅为个人的特殊的

态度所决定：如果我认为自己不是或者仅仅在某些不重要的角落里是

被异化的人，如果我认为自己在奋斗中已经摆脱了外在的力量的压迫，

那么我的状态或者说这个世界显然就是如此。换言之，确认以及解除

异化，似乎都变成了与人们的共同的联合、组织和斗争无关的私人事

务。虽然耶吉已经自觉地试图向异化批判提供某些规范性的基础，但

是她的异化工作能否在本质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对立中开辟出一条合理

的道路，仍然是值得继续观察和衡量的。

而在政治上耶吉则认为，将异化理解为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的非自

由的状况，蕴含着对阿伦特所说的“积极生活”的追求，指向以一种召

唤人的创造性力量的“解放性的批判”①。与此相对立的是一种静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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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ｉｖｅ）立场，它意味着接受和推崇既定的现实，放弃积极的行

动和对自由的理念的落实。于是，耶吉如果试图贯彻自己关于异化设

定的规范，就应当说明个人的自由与人们的团结（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的关系以

及实际的社会关系的内容，将对异化的批判引向积极的实践。这正是

耶吉当前需要完成的任务。①

（作者　 闫高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２０１８级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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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论一个社会哲学
疑难的现实性》前言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　 闫高洁译

没有一个概念比“异化”（Ｅｎｔｆｒｅｍｄｕｎｇ）更有力地界定了早期批判

理论的特征。对这一传统的第一代成员来说，这个概念的内容是如此

地显而易见，以至于无须加以界定或证明；它或多或少地被认为是所有

社会分析和批判的出发点。无论社会关系多么不透明或者复杂，阿多

诺、马尔库塞和霍克海默都把社会关系的异化性质视为毋庸置疑的事

实。然而，今天这一共享的前提会让我们感到奇怪；因为所有的作者，

首先是阿多诺，本应知道这一概念所依赖的前提是与他们过于匆忙地

一般化和实体化所得出的洞见相矛盾的。因为异化概念在其社会哲学

的意义上作为彻头彻尾的现代思想的产物，对卢梭和马克思及其继承

者来说，预设了一个人的本质的概念：无论如何，被诊断为异化的事物

必然与它自己相疏远，因而异在于人类存在的真实本性或者本质。过

去数十年大西洋两岸哲学的发展已经终结了这种本质主义式的观点；

我们由此已经明白，即使我们不怀疑人类本性的某种普遍性特征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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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再在客观性的意义上地谈论人的“本质”、人的“类力量”和人的

原初的目标了。这一理论的自我修正的结果之一就是“异化”从哲学

的常用词汇消失了。而且没有什么能比曾经的关键概念的死亡更清楚

地表明了批判理论过时的危险。

然而，近年来不只几位哲学家都已经意识到，如果弃“异化”概念

于不用，我们的哲学“词汇表”就似乎少了某种重要的东西。我们经常

难免将个人的生活形式描述为被异化的；往往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

倾向于将社会状况视为错误的或者“虚假的”，不是因为它们侵犯了正

义原则，而是因为它们与我们的意愿和践行意愿的条件相冲突。在所

有这些对社会环境状况的反应形式（Ｒｅａｋ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ｅｎ）中，我们不可避

免地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异化”概念，哪怕知道它的本质主义风险；虽

然谈论异化也许是老派的，但它似乎不能简单地从我们的诊断和批判

的术语中排除出去。呈现在读者面前呈现的这本书可以被理解为对

“异化”范畴的合法性的哲学辩护。它的目标是要在今天为我们恢复

这一被贬斥的概念的社会哲学内容。

本书的作者，拉埃尔·耶吉完全清楚从事这样一项工作面临的困

难。更新异化范畴不但需要阐述其意义的概念性的技能，而且要求以

既不失去其批判的力量又避免本质主义前提的方式来进行它。除此之

外，这项工作还必须表明，更意味着指出异化概念对共同生活的条件的

批判性诊断而言，是不可缺少的。在处理第一个任务时，作者得益于她

不但熟悉“异化”概念的经典的历史，而且同样熟悉近年来涉及人格和

自由性质的分析取向的辩论。对迄今为止处在分离状态的两大传统的

熟悉，使她能够精准地辨认出经典的异化概念中那些可以凭借对人的

能力的更形式化的阐述来避免本质主义后果的地方。至于在第二个任

务上，作者则受惠于其对日常生活的现象学描述的不同凡响的才华。

这使她得以生动地描摹象僵化、自我丧失、冷漠之类的异化现象，使读

者真切地发觉寻找恢复异化概念的可能性。而上述两种哲学资源则界

定了现在的研究的战略和规划：它从历史性地概述异化概念开始，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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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其理论分量和本质主义前提；而在本书的主要部分中，人的自由的

全新规定所具有的分析性的潜能，则被用于建立一种摆脱了本质主义

缺陷的异化概念。

耶吉的历史性的处理方式表现出来她熟练的分辨能力，她清晰地

把握到了危及经典的异化概念的种种困难。在这里，她精确而又大胆

地概述了发轫于卢梭的关于异化的两个传统，正是它们在现代生活病

理学（ｄｉｅ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ｎ ｄｅｓ ｍｏｄｅｒｎｅｎ Ｌｅｂｅｎｓ）中作为异化过程被或多或

少地加以分析：第一个是马克思和他的继承者的传统，他们追随黑格

尔，把异化主要理解为由社会结构特别是经济结构导致的人对其类力

量领有（Ａｎｅｉｇｎｕｎｇ）的中断；第二个是克尔凯郭尔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

义的传统，他们根据日益增长的从普遍回到自我选择的、本真的个体的

不可能性来理解异化。正如耶吉所清楚地表明的那样，在上述两种情

形中，“异化”的核心都是一种“无关系的关系”（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ｌｅｓｓ

ｎｅｓｓ），亦即一种相对于真正的关系———合作性的或者对自我的关系，

它们都构成了人的本真天性———而言有缺陷的、被扰乱的关系。由此

可见，对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传统两者来说，一种客观主义的人的本

质的概念都构成了异化批判的规范性基础：两者都没有看到，一种在异

化中在先的人的关系———在前者那里是劳动关系，在后者那里是内在

性的某种形式———，已经无法再被带回我们自己的生活实践中了。

基于对经典的异化概念的“建筑学”的洞察，耶吉在她的研究的主

要部分，试图借助对个案的精彩描述提出一种替代性的解释模型，这种

模型不再对人的本性加以有力的、实体性的鼓吹。她从人的意愿及践

行意愿的功能条件中寻找自由概念的元素，从中看到了一种更加质朴

的基础的可能性；在建构她的异化概念的基础时，拉吉·耶吉借用了过

去二十年哈里·法兰克福（Ｈａｒｒｙ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恩斯特·图根德哈特

（Ｅｒｎｓｔ Ｔｕｇｅｎｄｈａｒｔ）、托马斯·内格尔（Ｔｈｏｍａｓ Ｎａｇｅｌ）和查尔斯·泰勒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ａｙｌｏｒ）等人关于自由的广泛和深刻的讨论的成果。这一非同

小可的尝试的结果———作为第二个层次的论证贯穿全书———是这一论

０５３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书书书

点：异化意味着对我们的意愿的一种损害，某种对我们领有自我或者世

界的遏止造成了这一后果。而在异化概念的重点被转移到个人的自我

关系的向度之后，耶吉的工作的最后一步则是表明一条从上述反思向

社会分析过渡的路径：领有过程的损害往往来源于那些不能满足它所

必需的种种条件的社会关系，正如在人们因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增多或

者不认同自己的欲求而显现出的冷漠中所表明的那样。

借助上述方式，本书标出了这样一条道路：经由对异化批判的规范

框架的形式化把握，复苏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概念。无论谁沿着这个

路标都将发现，社会批判今后对异化的讨论无须退回到本质主义的泥

潭。而对社会研究所（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来说，耶吉的这

部著作可以被归入其成果的行列，既是一件着实令大家高兴的事情，也

意味着一种理论性的激励。

阿克塞尔·霍耐特

莱茵河畔法兰克福

２００５年 ９月 １日

（译者　 闫高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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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思马克思生产观点的
内涵与旨趣

———从柄谷行人对《资本论》的误读谈起

由　 阳　 田冠浩

就对资本主义的解释与批判而言，马克思哲学无疑构成了众多现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理论出发点，并且在根本上规划了反思乃至重建

现代性的的最大论域。但是，伴随 ２０世纪晚期至今的全球社会经济形

态变化，例如信息产业和金融资本的崛起、实体经济的转移、发达国家

劳动者待遇的改善以及消费社会的到来，西方学术界开始怀疑马克思

思想对于当代社会问题的解释能力，而其中受到质疑最多的就包括马

克思的生产观点。受到上述思潮的影响，一些后现代理论家如柄谷行

人、鲍德里亚主张用交换视角取代生产视角，去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

和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并认为唯有如此才可能重新发现反抗资

本逻辑、实现人类解放的契机。事实上，严格来说柄谷行人和鲍德里亚

讨论的只是在通常的生产视角中容易被忽视的一些事实，而没有真正

理解马克思生产概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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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柄谷行人及鲍德里亚对生产观点的挑战

柄谷行人认为，在阐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

展方面，交换视角比生产视角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在柄谷行人看来，对

“交换”概念的强调并非对马克思的背离，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从阐

释商品的交换开始的，这已经表明了交换方式的根本性。柄谷行人的

讨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本论》对剩余价值的分析表明，从单纯的生产过程不能

充分说明剩余价值即利润的来源，经济事实实际复杂得多，生产只是其

中的一个环节。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意图是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人类

生产的性质实质在此发生了“惊险的一跃”。因为利润、剩余价值产生

的前提并不只是生产的剩余，它同时依赖于交换，如果不考虑交换，生

产的剩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原始人的生产力很低，但却未必像现代

人一样辛劳，因为他们的生产是以他们自然的需要为限度的，不仅如

此，他们生产的产品作为直接的使用价值，也是难于保存的，原始人因

此不会追求无限制的生产。出于同样的理由，只要商品经济和交换不

发达，人们就总是耽于幻想、富有浪漫气息。如果人们能够懒惰的生

活，想必那也是自然的厚爱了。交换的发展改变了这一切，因为在交换

中生产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不再直接满足自身的需要，而是在交换中

不断突破自身需要的限度、拓展需要的边界、丰富需要的内容。交换使

生产专门化、社会的分工合作更加发达，同时也使人们的兴趣变得文雅

起来，交换也改变人的气质。因此要理解一个文明的发展状况，只考察

它的生产状况而忽略它的交换方式是不可能的。

柄谷行人认为，人类的社会历史发展实际表现为一些最主要的交

换类型的兴起。比如，在原始氏族社会，氏族成员间的赠予互酬制，就

起到了维持部落以及联盟存在的作用，而共同的生产活动乃至共同抵

御自然灾害和其它外部侵害的行动也是以这种相互支持扶助的交换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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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所造成的伦理义务（行为规范）和社会情感为基础的。同样，国家的

出现，在柄谷行人看来也不仅仅是政治的“上层建筑”，他相信国家的

首要职能也是一种具有经济意义的交换，即国家通过暴力征税等方式

完成社会资源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为社会成员提供了更大程度的安

全保障和生产便利。最后，柄谷行人相信商品经济即货币支配的经济

体系属于典型的资本主义交换方式。这种交换方式的最大特征是交换

手段本身成为了交换的目的，并且交换手段是不朽的符号化的东西，正

所谓“资本的欲动不在物的积累中，而在交换可能性的权力的积累当

中”①。当交换的目的变成了赚钱，它也就失去了所有自然的限度，从

而势必造成对人的压迫和奴役。柄谷行人提醒我们注意，马克思与古

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马克思关注流通和交换，并

且以交换为背景考察社会生产。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柄谷行人真正有

针对性的论述很少，但是他却一再强调国家和民族的力量对于维持资

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重要性，福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殖民主义都是重

要的例证。除此之外，在他看来，现代金融资本对社会生活的控制、信

息产业的兴起以及消费社会的出现等等，也从另一方面表明了交换对

于经济生活的基础性地位。总之，基于以上理由，柄谷行人相信对于理

解资本主义社会而言，交换视角是比生产视角更宽广的视域。

第二，柄谷行人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者重视生产的一个重要理由

是：他们受到了重农主义者和古典经济学家的影响，相信能够“从‘生

产’视角透视一切社会关系”②。柄谷行人则持反对立场，他更愿意相

信：“社会性交换常常表现为不被透视的、因而也是独立的力量，因此

并不容易舍弃”③。古典经济学派意识到人类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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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哲学在经济问题上的重大胜利。如果财富的真正源泉不是自然

的赠予而是人类主动性的创造活动，那么一种合乎人类计划的富足生

活就是可以期待的。马克思事实上也希望通过控制生产过程，改变生

产劳动的性质，实现人类解放的目的。但柄谷行人发现，在这个问题

上，马克思的考虑要复杂得多，并且也能由此读出马克思对交换关系的

重视。马克思同意威廉·配第的说法：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

母。这意味着在生产过程中，具有不完全受生产者控制的自然发生的、

无政府的、随机性的东西，而货币（价值形式）主导的交换方式，经济学

家所谓的市场则能将这种偶然性的因素组织起来，就此而言，交换是独

立于生产并能够左右生产的独立的进程。① 也正因如此，马克思提出

控制社会生产力的问题本身就包含着改造交换方式的环节。其实，李

嘉图左派、英国宪章运动、工联主义都注意到了生产过程中剩余劳动被

榨取和工人异化的状况。在他们看来，通过改造、控制生产过程的斗争

能够瓦解资本的增值运动。但柄谷行人却注意到这种策略蕴含着双重

风险，这就是：要么过分重视改造所有制和组织生产的上层建筑，把社

会分工和工厂内的分工同一化，导致生产的集权主义；要么停留在经济

斗争层面，使革命斗争转化为改变交换契约条件（提高工资、缩短工作

时间）的斗争，革命将由此趋于保守，资本和劳动的利益逐渐捆绑在

一起，比如“工会斗争逐渐转变为暗中要求对分配海外殖民地的剩余

价值”。②

第三，柄谷行人进一步放大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生产观点上的分

歧。他援引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田畑稔的看法，认为恩格斯在编辑

《资本论》第三卷时，刻意强调了生产的规律性，从而为生产的组织化、

集权化提供了理论依据。比如，在《资本论》第三卷草稿中马克思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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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平衡表现为由不平衡形成

的一个不断的过程，因为在这里，生产的（总社会）联系是作为盲目的

规律作用于生产当事人，他们作为联合的理性（ａｓｓｏｚｉｉｒｔｅｒ ｖｅｒｓｔａｎｄ）没

有使那种联系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①。恩格斯则将原文修改如

下：“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表现为由不平衡

形成的一个不断的过程，因为在这里，全部生产的联系是作为盲目的规

律强加于生产当事人，而不是作为由他们的联合的理性所把握、从而受

这种理性支配的规律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②柄谷

行人由此认为，恩格斯所突出的生产的客观规律性并不完全符合马克

思的想法，生产的理性化、组织化注定是不充分的，因为他不可能将自

然的偶然性和社会交换的随机性计算在内；马克思的观点则留有余地，

他实际上更多肯定了意见的沟通交换，更多考虑了社会的共识而非生

产的铁律。柄谷行人的这些思考虽然未免有点离经叛道，但他却揭示

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生产观点的不足之处，而这也同时为我们更深入

地理解马克思的生产观点提供了某种契机。

事实上，柄谷行人对马克思生产观点的重新解释与挑战，与法国后

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鲍德里亚具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直接受到了后者

的影响。指出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柄谷行人究竟如何误读了马克

思。正如多数研究者所见，马克思的确非常重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问

题。在马克思那里，人的生存以及为此而进行的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

构成了全部社会生活和人类价值的基础。生产过程的直接产品是使用

价值，是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因此生产属于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具有

必然性的人类活动方式。马克思真正批判的是资本主义控制下的生

产，因为后者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人的自由的生命活动和物质享受，而是

交换价值本身，资本主义为了追求交换价值即资本的自我增值（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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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使人类的生命时间和自由禀赋被耗散在盲目的、异化的生产过程

中，在这一过程中人无法确证自身的本质性力量，而只能感到他的本

质、自由被剥夺。

鲍德里亚等后现代主义者总体上同意马克思的判断，但他们认为

马克思本人对生产的理解仍然包含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残余：马克

思只是批评了资本主义生产，却没有对生产本身进行深入反思。鲍德

里亚认为，马克思把使用价值的生产看成是一切社会形态中人的本质

规定性，这一点恰恰与资本主义经济学如出一辙，二者都具有某种生产

的拜物教性质，也就是说二者都相信物质财富、生产产品的极大丰富能

够带来普遍的人性的实现甚至人的解放，这仍然是人的价值的异化和

物化，仍然没有超出“财产对人的统治”的范畴。不仅如此，在鲍德里

亚以及柄谷行人眼中，对生产力的推崇还将进一步导致生产过程的组

织化和集权化，因为后者与生产的理性主义最相契合，但这同时也必然

加剧社会共同体对生活资源和生产条件的垄断，使个人自由面临严峻

挑战。在此不难发现，鲍德里亚等人对马克思生产观点的解读和攻击

本身也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

在重视交换视角这一点上，柄谷行人同样是鲍德里亚的学生。马

克思主义者一向把生产关系视为人类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但鲍德里

亚却试图借助人类学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反驳这一观点。具体而言，

鲍德里亚和柄谷行人都根据萨林斯的人类学考古学研究对以生产实践

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发起了挑战。在他们看来，在理解初民社

会时马克思过多受到了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影响，主要从共同生产和

生活资料共享的角度理解古代的社会形态。他们相信这样一种研究范

式是以看待现代社会的眼光去看待前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生存问题

虽然紧迫，但人类进入社会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却是为了躲避这种生

存的紧迫性，而非加剧它。对生产和财富的迷狂是现代人特有的精

神疾病却未必适用于古人。鲍德里亚曾经明确提出：“在原始社会中

不存在生产者；没有‘生产方式’和客观劳动……没有需要及对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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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满足。”①柄谷行人则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做了补充，他声称摩尔根

笔下的古代社会已经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开始向“国家”转型的阶

段，已经出现了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但真正的初民社会却是没有定

居下来的游猎采集民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生产和财富积累虽然不发

达，这种社会却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社会的本性。因为后者表明人类

进入社会从事生产的目的本身恰恰不是生产，而是为了躲避生产（劳

动），躲避生产是文化的初衷，更是文化的起点。因此在原始社会中，

生存并不是人类存在的根本原则，人的生存主要由自然来照料，人们聚

在一起虽然有生产方面的动机，但也是为了共同打发时光，为了满足他

们的游戏和情感的需要。正如有学者概括的那样，对于鲍德里亚而言，

“（在原始社会）支配人们行为的不是生产理性的最大化逻辑，而是‘象

征交换’，即一种基于非生产基础的交换，它躲避生产和劳动的一切必

要性，把生产和劳动本身看成是一切腐烂的根源。鲍德里亚吸取莫斯

的赠礼理论和巴塔耶的象征理论，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过的

那种非功利性的游戏、出于名誉动机的浪费和牺牲，才是人类进入自由

存在的合适方式。”②显然，柄谷行人对鲍德里亚亦步亦趋，他也试图从

交换视角去探索一种超越生产的必然性逻辑的社会形态，他相信游牧

采集民社会的象征交换、纯粹赠予以及由此造成的无支配性（超越必

然性）的社会关系已经预示了人类社会和人类自由的某种真正合理形

态，而一种可能的共产主义则应当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对这种无支配性

社会的复归。

二、马克思生产观点的哲学内涵

柄谷行人对马克思生产观点的挑战具有一个重要的背景，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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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纪至今社会生产力的巨变并未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资本逻辑的统

治非但没有瓦解，而且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张，在此背景下，似乎只

有将目光移向“消费”“交换”等非生产领域，才有可能重新发现反抗资

本主义和人类解放的可能性。不过问题在于，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并不

仅仅是一个经济学范畴，因此当代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也并不能构成

彻底颠覆马克思生产观点的依据。

从根本上讲，马克思对于生产乃至更广泛的经济问题的关注始于

哲学问题，亦即由宗教批判所带来的对人的本质的重新认识和发现。

马克思曾经明确表示：“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

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

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

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关系。”①理解马克思的全

部思想都应回到这一最基础的哲学判断上来。现代思想的起点大体可

以追溯到霍布斯的我欲（生死大欲）和笛卡尔的我思。它们意味着在

行为和思想的根据、标准方面人是无需外求的，天国的权威就此动摇，

人们将转向更切己的地方去理解他们的认识能力、行为方式以及他们

和世界的关系。人的本质终于压倒了神的存在成为了哲学思想的中心

地带。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还提出：“人创造了宗

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了

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②这句话实际可以看做是对整个西

方近代哲学的最后总结。西方文明曾经凭借上帝的全能和创造的意

象，为世界和人的存在提供了终极解释，同时赋予了人类以高于万物的

特殊位置。可以说西方人是借助“神”意识到自身是人的。但是近代

哲学的发展，特别是经过了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发展，人类在认识

和道德实践方面的主动性，以及人对世界的创造关系逐渐得到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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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历史和文化的漫长积累，使它的作者更愿意相信这一切源于神

意的安排而非他们世世代代的努力。现代社会则加快了节奏，人们亲

眼目睹自身行动对世界的改变，由此不断确证自身的自由和创造本质。

他们开始知道自身是知识、艺术、道德、律法、市场和国家的真正创造

者。上帝创世的全能最终只是人自己的本质，而人之所以相信上帝而

不相信他们自己，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充分实现并且感受到自身的本

质力量。马克思接受了近代哲学的结论，即对宗教的批判和对人的自

由的肯定。但是他相信这一工作并不能就此结束，用他的话说，“人的

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

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①。马克思正是从这里开始转向

经济问题，转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因为在《〈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导言》中他已经明确地注意到：“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

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②

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最初对生产和经济问题的讨论是和上述人

的本质的问题紧密联系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首先在于对既定

存在的否定和超越，然而这种否定性和超越性作为本质性的人的存在

原则不能直接以经验的方式被感知，而只能通过改变自然和社会的经

验形态的方式显现自身。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本质存在于经验

中，却无法被经验到而只能是理性反思的对象。近代哲学特别是德国

古典哲学正是通过一种严格的自我反思探索人类的思维概念、理性能

力，从而说明人的自由。马克思对人的自由本质的认识总体上并未超

出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路向，这也是马克思没有再继续开展类似的形

而上学工作的原因。马克思哲学的真正革命性要求在于反对停留在概

念和理性的反思层面，转而要求关注显现人的本质的经验现实，关注人

的自我实现。作为抽象本质的自由无法被经验直观，但自由显现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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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活动，却是本质直观和经验直观的共同对象。马克思开启的哲

学转向，使自由显现自身的活动本身、经验条件以及最终产品的占有与

享受成为了哲学的新的着眼点。哲学的任务不再是从自身的自由本

质、理性能力解释世界（以往的哲学），而是按照自身的本性，按照人的

本质的“形象”改变世界。这也就是马克思早期所说的：“从社会自由

这一前提出发，创造人类存在的一切条件。”①

马克思实际上开创了一种非常接近现象学的哲学方法。换句话

说，马克思是在本质（自由）的实现（现实）的意义上谈论人的本质。这

种方法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已经形成，在《巴黎手稿》中则获得了

近乎完美的诠释，在考察马克思此后的作品时如若缺失了这种现象学

视野，就势必陷入对于马克思思想的碎片化的理解。

具体来说，《巴黎手稿》中的马克思发展出了一种新的生产概念，

它超越了传统的经济学内涵，成为表达人的本质显现的新术语。首先，

“生产”在此被理解为一种人所特有的自由创造活动，这种活动的根据

在于人是有意识的存在。人类意识具有否定性、超越性、主动性和想象

力等特点。它使人类能够通过对自然和自我的立法，改变（丰富）自身

的知识和世界的存在，创造出生活的新形式、新内容、新价值。马克思

的“生产”概念最终指向的是人的本质在现实中的生成和实现，其理论

内涵对应于人类自由的无限丰富性和整全性，完全不限于货币财富的

创造。并且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生产越是超越物质生产的必然性（肉体

的直接需要），越是上升到无功利的纯美维度，就越接近于人的本质的

实现，越是真正的“人的生产”。其次，在马克思看来，人必须在对自然

界、对无机界的改造中直观自身的本质，人的本质力量只有通过对象化

的过程才得以显现。这也就是说：“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

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②因为只有后者才具有可感的质料性内容，

１６３

重思马克思生产观点的内涵与旨趣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２１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２６９页。



从而是人的现实性的基础。不仅如此，在生产活动中，自然作为人类显

现自身本质的对象，本身还是人类彼此联系的纽带。生产关系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面构成了其他社会关系的现实性基础。因为自然的匮乏和

独特性，使人必须超越他们自身的自然局限（本能），通过自我约束、自

我立法的方式，建立起社会性的分工合作关系以实现对自然的深入了

解和全面利用。就此而言，生产这一对象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类发展

自身社会联系、情感、提升道德水平和生命境界的过程。马克思因此

说：“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

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

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

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①可见，对于马克思来说，“生产”

是全面把握人类自由的内在超越性、对象性（实践性）和社会性的哲学

范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提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

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②。

按照西方的基督教观点，生产劳动是上帝对人类原罪的惩罚，马克

思则最终扭转了这一意识，将生产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实现。但马克思

同时也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生产劳动及其产品恰恰在对象

化中异化、丧失了。这一点正如“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己的

越少。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

属于对象了。”③马克思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人的本质得到了某

种程度的显现，但这种显现本身就是对人的本质的遮蔽。比如在劳动

者对于其产品的关系上：“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

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

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

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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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①劳动者的产品对于劳动者而言

最终成为了一种独立于他的与他对立的力量。不止于此，在异化的生

产劳动中，人实际上与自然界、与自身的活动、与他人从而与自身的自

由本质处于一种全面的对立当中。自然界本来是显现人类自由的条

件，但是在异化的生产劳动中，这种条件却被私有财产垄断，对于工人

来说成为了控制其生存的必然性、强制性力量。人的活动本来应该是

自身自由的生命表现，但是资本对生产过程的支配，却使工人逃避他们

作为人的生产劳动，仅仅把肉体生存当成他们的目标，劳动成为了单纯

的谋生手段。在与他人的关系上，人与人结成共同体，获得超越于自然

的社会共识、社会生产力乃至精神境界，这本身是人类自由得以展开

（显现）的一项根本要求。人的本质是在共同生活中相互确证的，但是

私有财产以及围绕私有财产展开的社会运行机制的出现，却使人们陷

入到相互分裂、斗争的状况，从而必然败坏人的社会和精神力量。可

见，资本主义生产与人的本质的显现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马克思

对生产和异化劳动问题的关注，乃至其后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本身都

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因为马克思相信人应当实现并占有其本质，而

这意味着与自然界、自身活动、自身产品以及社会建立一种真正自觉而

自由的联系，从而也意味着一种具有丰富而全面的感觉的人成为社会

的恒久现实。由此也可以看出，相比于马克思对生产本质的理解以及

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柄谷行人对生产的理解仍然是相对粗疏和表

面化的。

三、马克思生产观点的解放旨趣

有一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为什么像柄谷行人、鲍德里亚这样的左

翼思想家和阿伦特这样的古典共和主义者都对马克思的生产观点深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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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虑？阿伦特的《论革命》一书很可能揭示了他们共同的理由，即站在

一种精英主义的立场上，生产本身是服务于生存必然性的领域，自由只

能在生产领域之外出现，甚至只能属于有幸摆脱生产劳动的少数人。

据阿伦特所见，按照主流的古典政治思想传统，生存必然性是非政治、

非历史的。古代政治德行的高贵、优越之处就在于它仅仅把生存必然

性定义为人的动物性部分，进而把生产活动排除在公共生活即政治领

域之外。通常认为希腊人的自由就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对生产等级

（奴隶和异邦人）的政治排斥的基础上。卢梭也曾注意到，古代政治家

真正关心的不是财富，而是与美德、荣誉相关的言行。他们对待财富和

生产的态度处处小心谨慎。他们要求生产和商人阶层的节制，因为在

他们看来财富及其带来的奢侈会使政治社会软弱、腐朽，使公民抛弃它

们的义务。近现代哲学具有平等化的倾向，其表现之一就是不断提高

生存必然性在政治问题上的重要性。霍布斯和洛克最早将生命权和财

产权确立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石，古典经济学家则延续了他们的思路，

对生产问题即财富的起源问题给予了更专业化的关注，以致在当代，经

济、生产已经成为现代国家核心要务。阿伦特的《论革命》一书明确将

生存的必然性与自由区分开来，这实际上构成了对包括马克思在内的

现代政治思想传统的一种蓄意挑战。但正因如此，阿伦特的学说也为

我们重新发现马克思生产观点的独特诉求和旨趣提供了重要的参

照系。

现代政治的基本倾向是现实主义的，早期现代性思想家希望在人

身上找到某种永恒的、稳定的天性，以对抗宗教战争中的狂热和非理

性。他们在对自身的反省中发现了一种强大的自然力量，就是我们的

生命过程，它渗透到我们的器官，成为一种独立于我们的不可抗拒的必

然性和迫切性，我们的（精神）生命越是不活跃，这种生物过程越是对

我们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越是把内在的必然性强加于我们。古代政治

希望超越这种必然性创造自由的行动和思想领域，现代政治哲学则试

图重估其价值，因为它比人的优异性更普遍和具有实际感召力。阿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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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注意到，这种现代政治哲学转向最为明显的一个后果就是法国大革

命。后者通常被看成是近代最重要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欧洲政治现代

化的标志，但阿伦特却做出了相反的评价。在阿伦特看来，贫困和自然

的匮乏自古存在，但法国大革命却错误地使其成为了政治革命的对象，

以致丧失了以自由立国的机会。① 由于大革命将衣食温饱这种穷人关

心的迫切需要设定为公共政治斗争的目标，革命本身就失去了建立良

好制度和法律所需的审慎精神和理性态度。结果人民的迫切需要也失

去了限制，最终释放出恐怖和非理性的情绪，将大革命及其缔造者引向

毁灭。阿伦特重申了这一点：马克思是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家；马克思的

学说准确体现了大革命本质要求：人权转化为穷人的权利，自由逊位于

必然性，并且正是后者启发马克思将革命思考一项客观的、必然的历史

进程。

阿伦特还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从法国革命获得的另一项教义是：

“贫困是第一位的政治力量”②。而这也是阿伦特与马克思最根本的分

歧所在。在阿伦特推崇的传统观念里，贫困是社会问题甚至是自然必

然性的产物，马克思却通过“剥削”这个概念，转变了政治哲学对贫困

的理解。贫困被看作掌握暴力手段的统治阶层对被统治阶层实施掠夺

的结果，它成了一种政治现象。与此相关，经济也被理解为一种依赖政

治权力的人类活动，能够被政治组织和革命手段推翻和重建。在重新

定义贫困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他的“阶级”概念，它表明了现代工

人的独特境况———表面上现代社会已经释放了作为奴隶的劳动者，但

是作为“无产阶级”他们被置于必然性的直接支配之下，他们的行动也

因此得以具有必然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

背后的人为政治压迫，同时也看到了推翻压迫的必然性的生命冲动。

正如阿伦特所说，马克思最终强化了现代政治的一大信条，生命是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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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善，也是最强有力的激情。但也正是在这里，阿伦特攻击马克思的关

注点已经不再是自由，不再是将人从其同胞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是试

图使人的生命过程摆脱匮乏的锁链，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富足成

了革命的目标。① 阿伦特认为，这其中已经蕴含了一种生产至上主义

的危险。也正因如此，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必然兴起的是生产的组织

化和对技术的极力推崇。阿伦特在概括十月革命的本质时就引用过一

个著名的公式即“电气化加苏维埃”。后者反映了一个社会为摆脱贫

困而力图控制生产过程，以便推广新技术、获取更多物质财富的意识形

态信念。对此，阿伦特的评价是，由于整个社会被必然性的力量裹挟，

它实际上已经“放弃了理性的、非意识形态的国家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以及新制度的自由潜质。”②即便穷人会因此变得富足，但社会却没有

培养出追求超越的意识和高尚的政治情操。总而言之，屈从于生存必

然性的革命和生产运动最终只能葬送人类解放的前途。

阿伦特对马克思及其后继者的批评貌似有理，但是却是以对生产

和生存必然性的一种狭隘理解为代价，事实上离开必然性的自由是缺

少现实性的，而生产则是沟通必然与自由的决定性环节。离开了生产

这个纽带，阿伦特的自由只能是一种贵族式的遗老遗少的孤芳自赏。

与阿伦特不同，马克思更全面地揭示了人与他的生产的关系：“个人怎

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

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

一致”③。由此可见，马克思理解的生产正是人的自我实现、自我生成

的过程。

具体来说，首先，在马克思看来，生产的对象固然具有必然性的属

性，生产的动机中固然包括了生物本能，生产活动本身也只能尊崇客观

的自然规律，但是生产的过程却服从于人的意识、计划和安排。卢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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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都曾指出，对于人而言意识取代了本能成为他们行动的根据①。

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意识地、自由地设定生产的目的和方式，这

是人类生产与动物生存的本质区别。在《巴黎手稿》等马克思早期的

作品中这一点已经阐述得非常清楚：离开了自然界，离开了自然的必然

性，人类自由创造的本性将无法显现自身；同样离开人的意识，自然界

也将失去一切价值和意义，因此人类的文明史只能产生于二者的相互

统一之中。

其次，自觉的生产活动具有真正的社会性。为了获得超越于自然

本能的社会力量，实现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人们才结成社会、发展语

言系统，使人与人之间能够沟通彼此的意识，取得社会性的存在方式。

可见自觉的意识只能是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

出：“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出现的是共同体本身”②进言之，在生产

活动中，人们不仅改变了它们同自然的关系，而且也改变他们同自身和

他人的关系———为了能够更好地合作和生活，最初的人类学会了自我

约束，他们的情感变得丰富、温和、文雅，他们的道德情操也变得更高

尚，他们的行为也更合乎理性。生产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正是人类自由

的摇篮。

再次，阿伦特注意到生产本身受自然必然性的支配，但这只能对于

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才真正成立。人类社会生产的初衷本来是为了控制

自然的必然性，使之合乎人的自由。但是伴随着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

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规模的扩大，社会整体的生产过程逐渐超出

个体乃至社会共同体的自觉意识，呈现出一种独立的变化趋势，个人只

能根据市场上的价格波动调整自身的生产行为，从而表现为受必然性

支配。马克思因此也将这种社会称为“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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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生产过程”的社会形态。① 马克思设想一旦联合起来的个人将社会

生产过程置于他们共同计划的支配之下，生产受必然性支配的局面就

会结束。不仅如此，追求无限货币财富和利润的动机也将消失，人们将

更真实、更全面的理解自身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生产的目的由此将回

归使用价值，回归人的需要的有限性（正如柏拉图等古典作家期待的

那样），同时人们也将致力于减少机械重复劳动占用的生产时间，使生

产进一步转变为实现人的不同志趣和才能的创造性活动。

最后，生产技术在柄谷行人、阿伦特和其他一些反现代性思想家看

来是支配性的社会力量。但马克思却始终坚持从人类解放的视角揭示

生产技术的重大意义。技术是社会协作的产物，也是后者最主要的成

就。技术创造了一种集体生产力，缩短了单位产品所必须的劳动时间，

扩大了劳动的范围，而这些本身都是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特别是在

现代的机器大工业生产中，机器、技术本身是社会智力的结晶，体现了

“人对自然力的胜利”②。在此唯一应当避免的是资本管理社会生产过

程、滥用生产技术，使其成为与工人竞争和统治工人的敌对力量。不仅

如此，马克思还认为，工业企业规模的扩大最终将“更广泛地组织许多

人的总体劳动”，“使分散的、按习惯进行的生产过程不断变成社会结

合的、用科学处理的生产过程”③。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生产本身

恰恰为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提供了客观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化的

人”。显而易见，马克思主张：对生产技术的合理发展和有效控制有助

于通过“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的本性的条件

下”④完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从而有助于缩短工作时间，为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时间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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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综上所述，柄谷行人、鲍德里亚以及阿伦特等当代学者对马克思生

产观点的误读和攻击并未真正把握到马克思生产观点的丰富内涵和思

想旨趣，这一点最终使他们无视生产本身对于劳动大众的解放意义。

他们的目光也因此总是局限在社会主义运动遇到的挫折和出现的政策

失误，却不愿意承认苏联、中国等主要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有组织地改造

自身的生产力状况和生产关系所推动的本国人权和自由事业的巨大进

步，以及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造成的强有力冲击。当然，从另一个

角度讲，柄谷行人等学者对马克思学说的误读，也提醒我们必须对马克

思的生产观点作出一种更为根本的理解：生产最终是人的生产，是实现

人的创造性和社会性，从而使人获得真正解放的过程。因此，这种生产

必然不会局限于单一的经济（物质）生产部门，它还同时涉及教育、科

技、司法、行政乃至娱乐传媒等众多领域，只有使人的全部社会生活逐

渐取得自觉的形式并获得全面的发展，人的生产才算完成。人才能在

自身的生活中感受到自身的人性之美、创造之美。

（作者　 由　 阳，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编辑；

田冠浩，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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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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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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享有“近代史学之父”和“科学的历史之父”美誉

的利奥波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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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历史文化思想产生了极其重

要的影响。在历史主义思想家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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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会走向

美好、文明和幸福的理想之乡。对于亲历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和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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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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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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英国学者埃利奥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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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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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时间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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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３

本雅明对历史主义线性时间观的批判与重构

①

②

③

Ｗａｌｔｅｒ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Ｔｈｅ Ａｒｃａｄｅ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Ｈｏｗａｒｄ Ｅｉ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Ｋｅｖｉｎ
ＭｃＬａｕｇｈｌｉ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Ｔｈｅ Ｂｅｌｋｎａｐ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４６３．
［德］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载［美］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

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２７３页。
［英］约翰·哈萨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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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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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认为这些随处可见的现实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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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ｒｃｈ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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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很大程度上

与人类并未使自己摆脱自然，其意识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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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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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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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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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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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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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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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他的展开和漫

延。”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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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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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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尽管没有完全超越和彻底取代循环时间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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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自近代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机械钟表的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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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时间观彻底取代循环时间观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时间观念。在中

世纪，上帝是时间的主人，基督教会是社会时间的女主人，牧师则掌管

着时间的整个计时方法，控制着时间的节律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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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世纪人类的生

活无法逃脱循环时间观念的制约，“在整个中世纪，人们相信命运是不

可抵御的，相信某些人凭籍神秘的手段能够预见未来，能够预言并影响

时间的推移。时间循环往复，‘命运之轮’以及‘主宰女人命运’等古代

４７３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③

［苏联］Ａ．Ｊ．古列维奇：《时间：文化史的一个课题》，见［法］路易·加迪等：《文
化与时间》，郑乐平、胡建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版，第 ３２４页。
［英］彼得·柯文尼、罗杰·海菲尔德：《时间之箭———揭开时间最大奥秘之科

学旅程》，江涛、向守平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５页。
参见［苏联］Ａ．Ｊ．古列维奇：《时间：文化史的一个课题》，见［法］路易·加迪等：
《文化与时间》，郑乐平、胡建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版，第 ３３０页。



观念被留存了下来，并得到了复兴”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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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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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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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５７ 年，荷兰科学家惠更

斯运用伽利略的单摆的等时性原理创造了第一个摆钟。１６７５ 年，惠更

斯又运用胡克发明的游丝取代钟摆而制造出以发条为驱动力的小型钟

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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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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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表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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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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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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清晰而又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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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和巫术仪式中，在神话实现的时刻，过

去和未来在充满着极度重要性的永恒瞬间消失于现在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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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必须努力节省时

间，合理地使用时间，并以有益于人类的行为来丰富和充塞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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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却成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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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在文艺复兴时期，线性时间观在与循环时间观的激烈斗争中

尚处劣势地位，当时大多数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依然信奉循环时间观念，

诸如，开普勒、布鲁诺、马基雅维利和牛顿等人皆是坚决的循环观论者。

但是，随着新大陆的发现、欧洲启蒙思想运动的兴起、欧洲各国资产阶

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相继爆发等一系列重大的社会革命的出现，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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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理性的觉醒和主导下，人类社会线性发展、无限趋于进步的世俗乌托

邦理想和信念逐渐深入人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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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们带到自由、文明、幸福的理想

社会，从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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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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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话到文学或到历史叙述，从舆论四处传播的历史到

每个人讲给自己听的自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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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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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以及由———与之相联系的———他对时间的态度来决定的”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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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现在的历史和未来的

历史三个直线前进的时间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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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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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一

种一维的、线性的历史时间观念，认为后来发生的事件实际上是处于一

个完整的、一贯的序列中的，较早发生的事件的一种延续”②。正是基

于这种线性时间观念，历史主义者建构出客观连续、无限进步的历史观

念，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客观有序、不断超越、变动不居、永无止境的历史

形象。事实上，伴随着线性时间观念支配地位在现代社会的确立和巩

固，“到 １８５０年前后，历史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排序，整个世界发生的不

可重复的，但仍可辨认的历史事件得到了有序的排列。”③而历史主义

连续进步的历史解释模式亦被现代人想当然地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真

实面貌，历史客观连续、无限进步的历史观念成为了人们认识和理解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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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根本原则和主导信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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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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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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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如同流水一般均匀地流逝着，它既不改变

任何现实的物质运动，也不依赖任何现实的物质运动而改变自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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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始终能

够无声无息地保持自身整体的同一性。按照历史本来面貌来撰述历史

的历史主义者，利用同质性的历史时间来界定历史的生成和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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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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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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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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历史的核心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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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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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而“根据上层建筑是对经济基础的反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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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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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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关心历史事件中现实的人和人的感性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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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格尼丝·赫勒曾说：“时间仅仅为人而存在。这是一种古老的

智慧———不仅仅在一个上帝死了的世界上，而且在所有可能的人类世

界上。”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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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线性时间

观取代循环时间观成为现代社会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时间观念，时间不

仅从自然的周期性节律中逃离出来，而且从人类世界中完全分离出来，

成为了一种外在的、独立的、可测度的、自律的存在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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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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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自身也成为了任由时间操控和摆布

的机器。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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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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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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学家就是司仪，邀请死者在餐桌旁就坐”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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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马克思所批评地指出，这种

只见历史事件而不见人的历史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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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

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局限于言过其实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历史观是

何等荒谬”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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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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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时间与人类世界之间一体共存的内在关联。惟有突破主客二分的现

代知性思维方式，人类才能摆脱线性时间观念的禁锢，重现为历史主义

所漠视和抽空的形形色色、复杂多样、充满矛盾的现实历史内容，走出

空虚无意义的时间场，重建人类完整统一的本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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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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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加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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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地表象为一条沿着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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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理性的线性时间观念中，过去已成过去，现在瞬间变成过

去，未来即将成为现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交替更迭，不仅呈现出时

间如飞矢一样直线连续向前运动，而且使未来具有优先的地位和至

上的意义。历史是时间运动的外在表现，“写历史意味着赋予那些日

期以外貌”①。

正是在理性的线性时间观念的观照下，历史主义凭借现代科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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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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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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有一个延续性存在着，也就是说，前者能借着后面的出

现而继续推进，继续补充，继续扩大。每一个后起的形态都是前者的结

果，而且也充实了以及提升了前者。这不同于一个不断重复的那种延

续性，不是周而复始，而是一个无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新

的形态早已又孕育有创造下一个新形态的胚芽。每个所谓的新形态实

则都聚集了一大串已出现过的形态中的内在力量于一身，而那些已出

现过的诸形态表现出了一个不断成长的大整体的一部分。在这样永无

休止的前后继起，在这样不断前展的延续性中，我们掌握到了‘时间’

这个观念的具体内容，这个内容正是我们所需的历史。”①而在这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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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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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的最终实现寄托在技术和理性不断进步基础上必然到来的未来乌托

邦社会。

４８３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德］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胡昌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１２４页。
［匈］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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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历史连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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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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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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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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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处于四分五裂、经验贫乏的生

存境遇，一切现实存在处于变动不居、短暂过渡的存在状态，现代社会

完全成为了线性时间的叙事。正如黑格尔所说：“我们不难看到，我们

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

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

自我改造。”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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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一个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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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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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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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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气氛非常淡薄，犹太教只剩下外在的形式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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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

明的挚友兼著名犹太神学家格雄·肖勒姆曾明确指出，在本雅明著述

中“有两个范畴———特别是它的希伯来语形式———占住了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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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统辖其思想的关键性观念，它们的重要性怎么估价都

不过分”③。犹太教神秘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宗教形态和宗教运动，它

最为人熟知的通称就是喀巴拉④，“注重直接感受与上帝的关系和切近

体察上帝之在场。它是处于最敏锐、最热烈和最生气勃勃阶段的宗

教……即通过体验而获得的对上帝的知识。”⑤根据犹太教神秘主义喀

巴拉阐释学，格雄·肖勒姆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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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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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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类童年

的神话时代的状况，人们直接意识到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赖，

事物本质上的统一性先于二元性，并且人们事实根本不懂什么是二元

性”①。在第二阶段，随着人类的堕落，神话时代解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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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发现了一种根本上的二元性，一道只能用声音跨越的巨

大沟堑。这是上帝的声音，在启示中指导人们，给予他们律法，同时还

有人祈祷的声音”②。在第三阶段，历史上出现了一种神秘主义的现

象，神秘主义并不否认或忽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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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鸿沟，而是以这一鸿沟存在的认识为开端，

旨在探求缩短鸿沟的秘密和可以跨越鸿沟的隐秘通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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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状态。当神

话和启示在人的灵魂中相遇，灵魂通过事物不可捉摸的多样性达到对

神性真理的体验，实现人类个体和上帝的直接接触。“现在被当作万

物的原初统一性，成为其前提。因此在某一范围内，神秘主义标志着神

话思想的复活”③。这也就是作为历史整体救赎和人类彻底解放目标

实现的弥赛亚时代。可见，在犹太教神秘主义喀巴拉阐释学的思想观

念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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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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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世界伊甸园般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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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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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存在二元分裂的鸿

沟，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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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格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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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喀巴拉信徒的‘塞法拉世界’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ｆｉｒｏｔｈ）的含义……神秘主义者努力使自己确信活的上帝

的显现，也就是《圣经》中的上帝，体现善良、智慧、正义、仁慈以及其他

所有神性的上帝。”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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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了惟有在未来时刻降临的弥赛亚才能弥合人类

世俗历史世界存在状态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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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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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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了奠基在主客二分的现代知性思维方式上直观化和机

械化的时间理解模式，建构了一种新的弥赛亚时间观。在本雅明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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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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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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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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镌刻着世代被压迫者未完成的救赎期许和

蕴藏着弥赛亚时间种子的过去，如果在当下的瞬间没有被从历史连续

体中复现出来，将它们与作为无限的永恒性存在的弥赛亚力量连接在

一起，便会面临着彻底消失在同质空洞的历史时间中的命运。“因为

每一个尚未被此刻视为与自身休戚相关的过去的意象都有永恒消失的

危险，过去的历史学家心脏狂跳着带来的喜讯或许在他张口的刹那就

已消失在空寂之中”②。“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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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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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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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致。”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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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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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未来”亦并非是尚未到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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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之中的弥赛亚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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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正因如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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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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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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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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二十岁生日那天给他的题献之一（总共是八十三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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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转运动

在保罗的预示论关系里表现得很完整，它作为一个张力地带使两种时

间都进入此种保罗称为‘今时’的格局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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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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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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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而建立在同质空洞的线性时间观基础上的历史，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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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推移，不但没有必然生成一个文明进步、幸福美满的理想社会，

反而催生出一个废墟堆积、灾难密布的破碎世界。历史惟有建立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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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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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分层次结构既不是沿

着线性时间预计的‘进步’达到顶点，也不是以现代性的成就为终

点的。”②

总之，本雅明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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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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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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广，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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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都塞思想的辩证性及其理论“陷阱”

崔 继 新

概括地说，近半个世纪以来，阿尔都塞思想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经历

了一个由热转冷，再由冷而思的过程。这一过程分别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末和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为界，分为两个阶段：从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始至 ２０

世纪 ７０年代末，这是阿尔都塞思想由热转冷的阶段；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始到现在为第二个阶段，这是阿尔都塞思想由冷而思的阶段。造成

这一状况的原因，是由于学者们研究阿尔都塞的问题开始发生转变。

这一转变，是基于当今时代的特点，即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危机，使

得学者们重新反思和汲取阿尔都塞思想中“资本主义批判”的这一向

度，重视他寻求如何与资本主义对抗、如何思考革命何以可能这方面的

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学者们是试图通过重新审视和挖掘阿尔都

塞理论的内核，以期找到重建社会批判理论的灵感。不过，虽然研究阿

尔都塞的问题转变已经发生，但伴随着这一转变而转变的解读模式却

未有大的突破。我们认为，正是这一解读模式相较于问题转变的滞后，

带来了研究阿尔都塞思想的困难性。此困难性集中体现为如下方面：

即学者们对蕴含在阿尔都塞思想中的辩证性有所忽略，因而并没能找

到连接其思想早期、中期乃至晚期的那个辩证方法。这一辩证法，阿尔

都塞实际上是通过“矛盾不平衡原则”来阐发的。如果离开了对这一

原则的定位和理解，对于阿尔都塞思想的阐释必然会模糊不清。因此，

本文拟从阿尔都塞自己所设定的“三条路径”，来呈现阿尔都塞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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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种辩证张力，并从这一视角重新评价其理论中所生发出的“陷

阱”。

阿尔都塞本人在《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一文中，

曾明确说道：“我现在向诸位建议，我的论文①应该从贯穿着它们并且

相互交织的三条崎岖的路径加以探讨。”②这三条路径，阿尔都塞将其

总结为：其一，“归根到底……”这个论点所蕴含和引申出的复杂规定。

其二，“关于知识的过程”这个论点所蕴含和引申出的复杂规定。其

三，“马克思与理论人道主义”或者说“关于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

这个论点所蕴含和引申出的复杂规定。③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三条路

径在阿尔都塞看来，是相互交叉（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的、是贯穿（ｔｒａｖｅｌ ａｃｒｏｓｓ）着他

以往直至《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一文中的理论体系的。

很明显，这三条相互交叉且贯穿他的理论体系的路径，其实都已经

出现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第一条路径，即“归根到底……”，主要出

现在《保卫马克思》的“矛盾与多元决定（研究笔记）”一章中。第二条

路径，即“关于知识的过程”，主要出现在《保卫马克思》的“关于唯物辩

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一章中。而第三条路径，即“理论的反人道主

义”，主要出现在《保卫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以及“关于

真正人道主义的补记”两章中。

简要地说，这三条路径打开、对应的是阿尔都塞思想中三个不同的

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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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论文”，英文是 ｅｓｓａｙｓ，是一个复数的表述。所以，这里
“我的论文”应当指“我的那些论文”或“我以往的那些论文”，而非单指本篇

《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唯此，阿尔都塞才会在这段论述之前

说，他打算以不同于诸如《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等（那些他以往论文

所运用）的方式来阐释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这种不同于，就聚焦在
獉獉獉獉

他

现在是以一种总结式的方式（提出三个路径）来论述他以往以及至此的理论体

系，并突出贯穿着它们的那些“相互交织”的东西。

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 １８４页。
参见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１８４、１９８、２０７页。



一

第一条路径（即“归根到底……”）主要涉及“多元矛盾决定论”。

我们认为，这一路径尤其是蕴含其中的“矛盾不平衡原则”，在阿尔都

塞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贯穿着其思想的始终，并成为其思想“活的灵

魂”。进一步而言，阿尔都塞对其考察对象的研究，始终是基于一个辩

证的框架来展开的，而这个框架就生发于马克思曾明确阐发过的两个

基本点。① 实际上，阿尔都塞于《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

一文中，曾通过对“经济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这一短语的不同排

列，经典地展示过这一辩证框架：

１．谈论“经济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这设定了一个实践立场

上的唯物主义框架：一个整体结构中诸要素的矛盾作用及其关系，归根

到底绝不是能无限递推的。所有这些矛盾作用及关系，归根到底是由

经济领域中的矛盾所规定的。因此，这是在阐发经济领域作为一个

“足以决定”的要素的足以决定性，并由此同“一切唯心主义历史哲学

区别开来，也就是接受一个唯物主义的立场”②。

２．谈论“归根到底的经济的决定作用”。这设定了一个唯物主义

立场下的实践框架：虽然经济领域作为一个足以决定的要素，在归根到

底的意义上，起着看似足以决定社会前进方向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往往

是通过复杂的中介以间接的方式完成。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那些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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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两个基本点是：１．人们创造着他们自己的历史。２． 但是这种创造不是随心
所欲的：“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全部历史的基础，

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

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取决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

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

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可以说，阿尔都塞对对象的考察，始终就是在这两个基本

点所构成的一个辩证框架上进行。

参见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１８６页。



以“不足以决定”（亚决定）的形式出现的要素，在某些具体情境和形势

中却发挥了（本该归属于经济基础的）足以决定的作用。因此，这是在

阐发一个“不足以决定”的要素如何正发挥着足以决定的作用之情形，

并同“任何机械决定论观念区别开来，并接受一个辩证的立场”①。

那么，在一个社会结构中，究竟有没有这种“不足以决定”但却起

着“足以决定”作用的要素呢？在阿尔都塞的理论中，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成为承担着这种功能的关键要素：它向下深

入到经济领域，为资本主义体系得以再生产和继续维持自身的剥削关

系提供保障②；向上则深入到政治领域，作为镇压性国家机器的辅助工

具来维护政权的稳定；同时，它特别地进入理论领域，将其特有的意识

形态加诸于被剥削的群体，从而占据和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正是这

个要素，既对经济产生了能动的塑造作用，又对（生活在社会中的）具

体的人及其思维方式产生了塑造作用，从而日益深入到日常生活结构

中，并最终巩固了一种统治的权力。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以往人们正是在此处对阿尔都塞的思想产生

了误解。例如，在《答刘易斯（自我批评）》一文中，阿尔都塞曾明明白

白地批判了“人创造着历史”的论点③。那么，有什么理由认为他的研

究，是在一个辩证的框架上展开的呢？难道他不是一个片面强调结构

而忽视人的创造性的结构主义者吗？在这里，如果从上述辩证框架出

发来进行解释，其实并不存在矛盾：实际上，阿尔都塞并不是否认“人

创造历史”的能动性，而是不满意这个论断的抽象性，不满意只停留于

这个论断去说明具体的时代、时期和社会形态。在他看来，如果只满足

于这样的层面，就会有堕入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危险。更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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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１８６页。
参见［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告读者》，吴子枫译，《国外理论动

态》２０１３年第 ６期。
参见［法］阿图塞：《自我批评论文集》，杜章智 沈起予译，（台湾）远流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版，第 ５３—６１页。



是，就会有淡化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革命力量的激进性，就会有陷入与资

产阶级文化力量同流合污的倾向。① 总之，阿尔都塞担忧的是，“如果

告诉工人说「是人创造了历史」，你不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就能看

到，这迟早会使他们误入歧途或解除武装。这有助于使他们认为，他们

作为「人」是万能的，而实际上他们作为工人在真正统治的政权，即控

制决定历史的物质条件（生产资料）和政治条件（国家）的资产阶级政

权面前，却被解除了武装”②。因此，阿尔都塞反对的只是以一种绝对

抽象、大写的东西（而无论这个东西是“人的本质”、“自由的人类主体、

需要、劳动、欲望的主体、道德和政治行为的主体”还是……）去解释社

会和历史的复杂进程的理论企图。③ 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他实际思考

的正好是两个方面的辩证结合：其一，如何科学地对束缚和制约着人的

那些统治秩序进行剖析；其二，如何在统治秩序不断地分泌出维持和促

进统治体系自我再生产的现实限定下，去寻找这个体系的薄弱环节，去

进行可能性的革命、去实现真正的解放。④

二

第二条路径（即“关于知识的过程”）主要涉及“理论实践”。我们

００４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③
④

对于前者，它强调会使无产阶级错误地评估和夸大自身改造世界的力量，并有

可能会进入一种“心安理得”等待革命时刻到来的倾向———特别是当这个倾向

与经济主义或机械主义勾连在一起时；对于后者，它强调会使无产阶级有时无

法区分那些资产阶级文化中作为标示性的“麻醉”因素（例如“自由是万能

的”，“只要努力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就能……”）而完全“‘自由’地屈服在占统

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万能的脚下”。

［法］阿图塞：《自我批评论文集》，杜章智、沈起予译，（台湾）远流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７５页。
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 ２１３页。
在这个意义上而言，阿尔都塞研究的着眼点，更聚焦于一个结构可能发生质变

或向下一个类型进行过渡的那个阶段。也就是说，令他为之着迷的东西，并不

完全在于一个稳定结构中如何生发出种种矛盾的过程，而是侧重于一个稳定

结构如何趋于崩溃并展开新的可能性时的“断裂”过程。



认为，这一路径是第一条路径在理论层面的呈现。值得注意的是，正是

在这一条路径中，阿尔都塞给自己设下了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陷阱，并

由此直接带来了后人对阿尔都塞理论解释的困难性。

诚如上文所述，阿尔都塞对既定社会的研究，是基于一个辩证框架

而展开的，而这个辩证框架的立足点，是来源于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立

场。因此，阿尔都塞的思想，特别是他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理论的阐

释，其实就是他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理解。然而，阿尔都塞执着

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定要区分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和一个辩证

唯物主义的部分；但他所一直探寻的辩证唯物主义（不如说是具有唯

物主义性质的辩证法），其实不是别的，恰好只是与他已经阐发出来的

历史唯物主义“融为一体”的那个辩证法。于是悖论就由此出现了：他

所一直找寻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其实早已经被他自己所确立出

来了，并明明白白地体现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

应当说，不少学者也发现了阿尔都塞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出现了

问题，并指出这个错误的来源于其《保卫马克思》这部著作中。更具体

地说，是来源于阿尔都塞彼时对哲学所下的第一个定义：即“哲学是关

于理论实践的理论”。

对这个定义，阿尔都塞是这样论述的：“我们将把具有科学性质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的一切理论实践（ａｎｙ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叫作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①。我们将把真实科学的特定理论体系（它的基本概念在一定

的阶段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叫作‘理论’（带引号的）②，例如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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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英译本原文将此单词用作斜体，原文是：Ｉ ｓｈａｌｌ ｃａｌ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ｙ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参见 Ｌｏｕｉｓ 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Ｆｏｒ Ｍａｒｘ，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Ｂｅｎ Ｂｒｅｗ
ｓｔｅｒ，Ｔｈｅ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ｐ．１６８）。
英译本将此单词打上引号，同时将“理论体系”一词用作斜体。原文是：Ｉ ｓｈａｌｌ
ｃａｌｌ‘ｔｈｅｏｒｙ’（ｉｎ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ｃｏｍｍａｓ）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ａ ｒｅ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ｔｓ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ｍｏｒｅ ｏｒ ｌｅｓｓ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ｏｒｙ ｕｎｉｔｙ ａｔ ａ ｇｉｖｅｎ
ｔｉｍｅ）……（参见 Ｌｏｕｉｓ 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Ｆｏｒ Ｍａｒｘ，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Ｂｅｎ Ｂｒｅｗｓｔｅｒ，Ｔｈｅ Ｐｅｎ
ｇｕｉ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ｐ．１６８）。



引力理论、波动力学理论……或者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任何一门科

学的‘理论’都通过它的概念的复杂统一体（这种统一体，我要补充说，

或多或少带有总问题性①）反映它的理论实践的结果，而这些结果又将

成为这一理论实践的条件和手段。我们将把一般的理论（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

ｒｙ），即一般实践的理论（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叫作理论（大

写的）②，这种理论本身是以对关于（各门科学的）现有的（ｅｘｉｓｔｉｎｇ）理

论实践之理论（Ｔｈｅｏｒｙ）的详细解释为基础的③，而这些现有的理论实

践则把现有的‘经验’实践（人的具体活动）的具有意识形态性的产物

加工为‘知识’（科学真理）。这种理论就是与辩证唯物主义（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浑成一体的唯物辩证法（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④

在阿尔都塞看来，“关于理论实践的理论”，或者说是“大写的理

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用等式表达即是：Ｔｈｅｏｒｙ ＝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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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文对中译本《保卫马克思》此处的翻译有修改。在中译

本中，顾良将此处翻译为：“这种统一性多少带有盖然性”。而参考英译本，其

原文是：ａ ｕｎｉｔｙ，Ｉ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ｄｄ，ｉｓ ｍｏｒｅ ｏｒ ｌｅｓ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参见 Ｌｏｕｉｓ 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Ｆｏｒ
Ｍａｒｘ，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Ｂｅｎ Ｂｒｅｗｓｔｅｒ，Ｔｈｅ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ｐ．１６８）。很明显，中译
本顾良的翻译中，除了没体现出“Ｉ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ｄｄ”这个插入语外，更关键的是，他
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译为了“盖然性”。翻译为“盖然性”显然不妥，此处应当指总问
题性。

英译本将此单位译为 Ｔｈｅｏｒｙ 并特别标明是要加上大写，原文是：Ｉ ｓｈａｌｌ ｃａｌ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参见 Ｌｏｕｉｓ 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Ｆｏｒ Ｍａｒｘ，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Ｂｅｎ
Ｂｒｅｗｓｔｅｒ，１９６９ ｂｙ Ａｌｌｅｎ Ｌａｎｅ，Ｔｈｅ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Ｐｒｅｓｓ，ｐ．１６８）。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文对中译本《保卫马克思》此句话的翻译有修改。在中

译本中，顾良将此句话翻译为：“这种理论本身是以（各门科学的）现有理论实

践为出发点而制定的，而现有的理论实践则把现有的‘经验’实践（人的具体活

动）的产物加工为‘知识’（科学真理）。”而参考英译本，其原文是：ｉｔｓｅｌｆ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ｗｈｉｃｈ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 ｉｎｔｏ‘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ｒｕｔｈｓ）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ｎ）．很明显，中
译本顾良的翻译中，既未能体现出“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这句中“Ｔｈｅｏｒｙ”这个以大写形式出现之单词的含义，又未
能体现出“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这个短语中的限定词“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的含义。
［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１５９页。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这一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其基本特点在于：其一，它

所考察的是具体的理论实践及其生产的全过程，是对普遍意义上的理

论实践其存在条件、实践条件和在这些条件限定下的诸要素结合起来

的全过程之一般性的理解；其二，它本身又是一种特殊的理论实践，是

一种仅仅以理论实践（而非其他实践）为其对象的特殊的理论实践。

可以说，正是阿尔都塞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个定义，产生了巨大的

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极而言，按照阿尔都塞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界

定，它的“加工”对象之一也应是理论实践。这样一来，历史唯物主义同样

变成了“关于理论实践的理论”了，由此就与辩证唯物主义发生了混同。

正是基于这个混同，阿尔都塞理论的争议性之根本来源，就是他的

理论体系本来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论述和安排得清清楚楚的东西，因

而在其理论具有强力（Ｓｔｒｅｎｇｔｈ）的地方，由于硬要插入一个他以为与此

历史唯物主义不同的辩证唯物主义而产生失调。或者说，这种“硬要

插入”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本来是与历史唯物主义融为一体的

那个辩证法，本来是对作为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矛盾不平衡原则的

提炼，现在却被分割出来，成为了与其不可分割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平行

并列的另一种东西，甚至扩大为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不同学科意义上

的另一种东西。

不得不说，这种“错觉”和失调的确就造成了阿尔都塞理论的缺

陷：在 １９６６年以后，阿尔都塞为了修正基于混同所带来的问题，作出了

一个重要的区分，即将此前属于理论实践范围内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分割”出来（它不再从属于此领域），并将之与“政治”这一范畴紧密

地联系起来。一般而言，学者们将这个转折点定位在《哲学家和科学

家的自发哲学》这篇文章中。这种转折集中地体现在对于哲学之定义

的不同上：如果说，１９６６年以前，哲学是“关于理论实践的理论”；而在

其后，哲学则是“理论中的阶级斗争”。

为此，学者们对阿尔都塞的批判都可以最终指向上述“分割”。无

论学者们的具体论题与这个分割看似多么遥远，但只要学者们最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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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阿尔都塞理论的失败，那么与此失败最终相连的必然是这个

“分割”。例如，如果说在阿尔都塞那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科学，

具有某种科学性，那么，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究竟又“具有着

什么”呢？显而易见的是，这个问题本来应当是一个“假问题”：因为，按

阿尔都塞理论体系的应然发展，他所阐发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既具有科

学性又具有哲学性的新科学 ／新哲学。但由于此“分割”的存在，导致了

这个“假问题”在阿尔都塞那里成为了一个真问题，并继续引申出如下棘

手的疑问：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真的是区分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

物主义这两个部分，那么两者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或者说，两者究竟何

者处于第一性的位置呢？无论如何，阿尔都塞在这里陷入了一种两难的

局面：仅从他自己的论述而言，他有时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辩证唯物主

义的依据，有时又将此种关系颠倒过来：“如果马克思不先在哲学上采取

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那么他所创立的科学，即历史唯物

主义就不会存在”，但同时“如果没有马克思所创立的新科学即历史唯物

主义的最根本发现，如果没有那些发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就不可能

存在”。① 此处的“悖论”在于：似乎这两个部分同时既决定对方又依存

着对方。所以，阿尔都塞实际上一直陷入自己设定的陷阱中：他要寻找

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在他的理论中其实已然井井有条地矗

立着；而他以为自己在努力辨析着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

主义科学的不同及联系），其实却是一种“没有对象的答案”（只是在解

答和回应着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其内的结构特征）。这

样一来，他要找的本来存在着，而他“找到的”却不是他以为的。

三

上文所论述的陷阱，给人们理解阿尔都塞的理论带来了困难：其

４０４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告读者》，吴子枫译，《国外理论动态》

２０１３年第 ６期。



一，对于他理论中本来存在着的强有力和开拓性的东西，要么低估、要

么误读或者根本并未涉及；其二，对于他理论中存在着的缺陷，往往片

面地夸大。① 更重要的是，第三条路径（即“理论的反人道主义”）的激

进性和批判性，由于第二条路径的缺陷，反而被淹没了，并被人们长期

将其与片面的结构主义勾连起来。

对于阿尔都塞而言，如果他不是那么执着于一定要将马克思主义

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科学区分开的话，如果他不是没能发现历史唯物主

义其实已然是他所追寻的东西的话，上述缺陷并不对他的理论体系构

成致命的威胁。相反，他本该能够抛掉这个为从理论实践中剥离出来

的哲学实践勾勒“全貌”的包袱，去集中力量沿着矛盾不平衡原则所打

开的道路继续前进。例如，理查德·Ｄ．沃尔夫就曾不无遗憾地说：“阿

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能够而且应该获得进一步发展。他的

论文最初提到了复数概念，即‘融入社会形态中的生产方式’，但是他

却没有进一步发展这个重要观点。既然社会（或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

‘社会形态’）包括多元的相互作用的阶级结构，绝不是单一的资本主

义阶级结构，那么阿尔都塞仅仅关注资本主义是不够的。”

（作者　 崔继新，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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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既然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可以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依据，那么这和

曾存在着的将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并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

做法有何区别呢？因此阿尔都塞的理论无非是新时代的“斯大林主义”而已。

同时，当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依据时，这种反向的情形

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评价呢？很简单，这将成为一切将阿尔都塞冠以“科学主

义”之评判的元出口：既然某种借用于科学这门学科的原则渗透进了哲学，那

么哲学的独立性或者说它的特质又如何体现呢？其实很好体现，那就是阿尔

都塞所寻找和确立的哲学实际上借用了诸如结构主义等各种主义或思潮的原

则———“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６０４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生命政治学与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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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治理术谱系与生命政治的诞生

王　 丹

福柯重建了治理术的整体谱系，生命政治是其发展的当代形态。

治理术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治理术即治理的艺术。在中世纪的

马基雅维利那里，治理即统治，表示行使君主权力。君主权力的对象是

领土和居住在领土上的人民，领土是君权和主权的最根本要素。从 １６

世纪中期开始，人们普遍认为，治理不是统治，其根本对象也不是领土

而是人。“治理就是对东西的正确处理”①。东西即人和事物构成的复

合体，其中人是核心要素，因为人一定是与财富、资源、领土等事物关联

和交织在一起的。治理的目的不再是服从法律，因此，治理意味着与主

权的对立，与法律的断裂。对主权来说，目标是遵从法律，手段也是法

律自身，法律与主权不可分割；但治理是处理东西，工具不再是法，而是

多种多样的策略。总之，治理的最根本要素是人。狭义的治理术形成于

１８世纪。“治理术”（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ａｌｉｔé）从“政府的”（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ａｌ）

派生而来，其应用场域限制于国家，是国家形成的治理技术。“治理

术”有三层意思：一是用于命名 １８ 世纪实施的一种复杂且特殊的权力

形式，“这种权力形式的目标是人口，其主要知识形式是政治经济学，

９０４

① ［法］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
第 ８１页。



其根本的技术工具是安全配置”①。二是指一种趋势：相比主权、法律

等权力形式，治理这一权力形式日益重要并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趋势

导致了一整套元素的诞生。三是意味着一个过程：产生于中世纪的封

建领土政体的司法国家，在 １５、１６ 世纪转变为国家界限领土的行政国

家，最后形成以人口及其所占的资源来界定（领土只是人口的变量之

一）的治理国家。司法国家对应的是法律社会和法律义务；行政国家

对应的是管制社会和规训；治理国家目标是人口，以经济知识为工具，

对应的是由安全配置加以控制的社会。

福柯的生命政治自生命权力分化而来。生命权力意味着权力谱系

学的重要断裂。１９７６ 年，在《必须保卫社会》的最后一讲和《性经验

史》第一卷最后一章中，福柯首次分析了西方权力机制的重大变革：生

命权力对死亡权力的替代。死亡权力也即生杀大权，它是统治权理论

中君主行使的最高权力，是“让”别人死或“让”别人活的权力。生命权

力与死亡权力对立，它的目标是“让”人活或“不让”人死。自 １７ 世纪

起，生命权力发展出不同的且非对立的两极：针对肉体规训的解剖政治

和针对人口调整的生命政治。生命政治，作为一种新的、最完善的权力

技术形式，不再针对可以被监视、被训练、被利用甚至被惩罚的肉体个

人，而关注人口的、大众层面的生命，如出生率、死亡率、疾病和寿命等

等。因此，在福柯那里，生命政治被定义为“一种始于 １８ 世纪的、试图

合理化那些影响治理实践之问题的努力，这种努力是通过一整套形成

人口的特有之现象来完成：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人种等”②。显

然，针对人口的生命政治与 １８世纪的狭义治理术重叠。

“治理术”指向治理活动的战略场域，所谓战略场域即权力关系之

游戏。权力关系总包含着引导和反引导的斗争，因而要以反抗为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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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法］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
第 ９１页。
Ｍ．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ｌｌèｇｅ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 １９７８－ 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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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来理解治理术。基督教的牧领制度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个体化模式，

这种个体化模式是治理术的源头、形成和建立之胚胎。基督教时期的

国家治理术以家庭治理为范式，作用于精神领域，以具体个人的拯救为

目的。在 １６世纪，牧领制度遭遇了重大危机，但是牧领中的引导主题

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新的方式呈现。在 １７—１８ 世纪，治理术进入政治

领域，新的国家治理术不再以个人的精神拯救为导向，而是针对群体的

行为，转向发展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军事实力，人口—财富的组合成为新

治理术的首要目标。

一、牧领：治理术前奏

对人的治理或人的自我治理，这种观念的源头不在古希腊，而在前

基督教时期的东方以及基督教时期的东地中海。它通过两种形式发展

而来：希伯来文化中牧领权力的观念和组织形式，以及经基督教改造后

形成的牧领制度中精神指导的形式。

牧领主题在地中海东部尤其希伯来极为常见。国王、上帝、首领是

牧羊人，普通人则是羊群。牧领指示神与人的基本关系，国王则参与到

这种牧领结构之中，是相对神而言的下一级的牧羊人。古老的牧领权

力不同于古希腊政治思想，它的特殊性在于：第一，希腊的神作用于领

土，是城墙内的神，目的是保卫城邦。而牧领权力作用于移动中的羊

群，即羊群离开城市、走出城墙之时。第二，牧领权力的实际目标是拯

救羊群，其整体特征是善意。希腊政治思想也强调拯救城邦，但方式截

然不同。牧领权力的拯救首先指物质上的保证，保证羊群的每一只羊

吃到丰美、足够的草，为此牧羊人必须知道如何公平、正确、深思熟虑地

分配食物；拯救还表现为对羊群的看护，避免对每一只羊哪怕最小的威

胁；牧领权力保护羊群的义务表现为无止尽的付出，好牧羊人完全只考

虑羊群的利益，一心为羊群服务，他自身只是羊群和拯救之间的中介。

希腊政治权力的义务则展示出优越性的咄咄逼人和荣耀，即使领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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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牺牲了生命，也会以荣耀的方式补偿———永垂不朽。相形之下，牧

领权力的特征是献身，它自身永远行善。第三，牧领权力是一种个人化

的权力。牧羊人要看护全体，看护每一只羊，为了每一只羊甚至牺牲自

己；但另一方面，为了拯救一只羊，牧羊人是否可以抛弃整个羊群？为

了全体牺牲一个，还是为了一个牺牲全体，这构成了著名的牧羊人悖

论。牧领权力在这种悖论中既指向全体又指向个人，其目的无论如何

都不是希腊政治所指向的由整体构成的更高一级的单位，如城邦、国

家、君主。

基督教牧领制度从 ３世纪开始构思、建构和发展，它并非是希伯来

或东方的牧领主题的移植或继续，而是与之根本不同的全新的权力形

式。牧领与拯救、律法、真理有关，牧羊人引向拯救，发布命令，讲授真

理。但构成基督教本质和特殊性的不是拯救、律法和真理，而是功德与

罪过经济学、绝对服从的关系、生产隐藏的真实。

首先，基督教牧领制度引领个人走向拯救之路时，存在着一些非常

独特的原则：一是整合式与奇怪的分配式并存的原则。整合式指牧人

必须保证整体羊群的拯救，即作为一个整体的团体；分配式是说必须拯

救每一只羊，不能放弃任何一只羊，因为对于羊群这个整体而言，每一

只羊都同样重要。分配式之所以是奇怪的，是因为存在前述的牧羊人

悖论。二是分析责任原则。牧人对每一只羊都有责任。牧人对羊群的

责任是数量的和精确到个体的分配，也是质量和事实的安排。三是完

全即时的转移原则。降临在羊只身上的无论好事或坏事，牧人都应感

同身受。“他要为羊的福德而感到发自内心的快乐，他也要为羊只的

恶行而感到懊恼痛苦。”①这即是牧人与羊只的功德和过失之间完全即

时的转移原则。四是牺牲的倒转原则。当羊只可能走向迷失时，牧人

为了拯救羊，应当承担羊只所面对的诱惑和威胁，即牧人自身接受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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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通过这种转移，使羊只得以拯救。五是转换的对应原则。牧人的功

德在于对羊群的拯救，而拯救羊群的可能性前提是羊群有弱点、会迷

失。正是羊群的缺点保证了牧人对它的拯救，构成了牧人的功德。反

过来一样，牧羊人的过失或缺点使他保持谦卑，也有助于教育羊群和带

领羊群走向拯救。

其次，在律法原则的问题上，基督教牧领制度呈现出纯粹的服从机

制，即羊只与牧人之间的全面依赖关系。这意味着：其一，因为基督教

牧领的行为模式是个体化的，因此，服从原则不是服从律法和理性，而

是个人对个人的服从和依赖。羊只完全受牧人的支配，依照他的意志

行事。其二，服从没有目标，服从导向何处？导向服从。如果说服从有

一个目旳，那就是成为彻底的服从者，达到完全服从的状态。这种状态

类似于谦卑，谦卑指自知自己的任何意志都是糟糕的意志，因此要放弃

自己的意志，接受他人的命令。甚至牧人发布命令也是服从的结果。

牧领关系在一个普遍化的服从领域空间中展开，其中每个行为都表现

出强烈的个人化特征。其三，从属—服务的相对关系。从羊只的角度，

它与牧人的关系是完全的从属关系；从牧人的角度，他是羊群的服务者。

这里运行的是个人化的模式，不是对“我”的确认，而是对“我”的摧毁。

最后，在真理的关系方面，牧师最重要最根本的任务是教育，不过

这种教育不是简单的理论教育，牧师应通过他的榜样作用，通过他自己

的生活方式来进行身教。除此之外，牧师还必须指导精神。基督教的

精神指导与古代的精神指导不同：第一，古代的精神指导是自愿的和付

费的；基督教中的精神指导并不总是自愿的，甚至是强制的。第二，古

代的精神指导是有具体环境的，即遭遇困难坎坷时，精神指导因而是暂

时的，起安慰性的作用。基督教的精神指导没有具体问题和环境的限

制，它长期持续，涉及所有问题且终其一生。第三，古代的精神指导要

求受指导者检查内心反思自我，这种自我精神检查的目的是达到自我

控制，成为自己的主人。基督教的精神检查仅仅是汇报情况，其目的不

是成为自己的主人，而是为了强调和固定对指导者的依赖。古代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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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检查是自我控制的手段，而基督教的精神检查是依赖的手段。

总之，基督教牧领制度是一种全新的权力形式，它通过拯救的整体

主题，插入功德与罪过的流通、转移、翻转的经济学，建构一种全新的行

为模式和技艺；通过与律法的关系，建立个人的、全面的、持续的服从关

系；最后通过与真理的关系，经自我的精神检查，生产出一种要素：内心

的、隐藏的、私密的真理。而且，通过这种要素，全面的服从关系得以确

定，功德和罪过的经济学得以运行，牧师权力得以运转。

随着基督教的牧领制度，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体化模式。个体

化的确定是通过功德及罪过的游戏和流通来完成，即不是个人的地位

而是分析性的身份；个体化的运转不是通过个人的等级地位，而是通过

排除自我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方式，即人的从属网络也即臣服来完成；个

体化的建立则是通过生产隐秘的、私密的和内心的真理的方式。“分

析性的身份、臣服、主体化，这些就是个体化过程的特征，个体化实际上

就是基督教牧领及其制度建立起来的。”①

基督教牧领制度创建了引导、控制和操控人的艺术：一方面，牧领

制度在拯救、律法和真理原则之下建立了全新的权力形式；另一方面，

随着牧领，通过形成个体化模式，完成对主体的特殊建构。这是治理人

的艺术，是“治理术的源头、形成和建立之处”②。通过这两种方式牧领

就此揭开了治理术的序幕。

二、国家理性：治理术的第一个具体形式

牧领制度，作为一个由技术和方法构成的整体，以引导人们为目

标。伴随着牧师的权力，出现了对引导的反抗，在中世纪发展了五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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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形式：禁欲、社团、神秘主义、《圣经》、末世学，它们都针对牧领权

力，引发了牧领制度的内在危机。但是，反抗并没有取消引导，反抗运

动的目标是换一种被引导的方式或进行自我引导。１６ 世纪，牧领制度

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呈现更为复杂的形式。一方面，宗教牧领制度无论

在精神生活还是世俗生活上都有所强化；另一方面，对人的引导在私人

领域和公共领域也都在发展，前者表现在引导问题作为哲学根本问题

的重新出现，后者表现为国家君主被指派了引导灵魂的新任务。那么

君主应根据怎样的合理性来治理人们？治理的范围又该如何界定？

关于治理理由，中世纪的圣托马斯·阿奎那（Ｔｈｏｍａｓ Ａｑｕｉｎａｓ）曾

借助一系列外在模式，即与上帝治理自然的类比、与有机体中生命的力

量之间的类比、与牧师和一家之父的类比，将君主的治理模式置于这一

系列的连续性之中，从而使君主对人们的治理合法化。① 但这种连续

性在 １６世纪被打碎了。１６ 世纪所有科学性实践的结果之一是，上帝

并不像牧师那样治理世界，上帝只靠一些普遍的、可理解的原则来支配

世界。如果上帝像牧师那样治理世界，那么世界是以一个目的论的、人

类中心论的、充满着奇迹、不可思议的事和征兆、充满着类比和代码的

形式来表现。但这种表现形式的世界消失了，反之，一个可理解的自然

展开了。同时，人们要求君主做超出行使君主权力范围的，且不同于牧

领制度的事。这种多于君主权的即是治理，它既不能从上帝那儿，也不

能从自然那里寻找可借鉴的模式，而是得遵循自己的模式、自己的合理

性。总之，自然的非治理性和国家的治理术，或自然原则与国家理性构

成一对主要矛盾、一种交错配列，历史的可理解性寓于这整体性的效果

之中。

１６世纪末 １７世纪初的国家理性指的是什么？福柯参照意大利的

帕拉佐（Ｇ．Ｐａｌａｚｚｏ）、英国的培根（Ｆ．Ｂａｃｏｎ）、德国的开姆尼茨（Ｂ．Ｃｈ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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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ｔｚ）等人的文章给出了定义。从客观意义上看，国家理性指能确切地

保持共和国完整的必要的和足够的东西。从主观层面来看，国家理性

指对共和国本质的了解以及维护、扩大、增强其力量的规划。

国家理性不同于牧师，为了确定国家理性的范围，福柯描绘了一些

剖面图，将国家理性添加到牧领制度中的灵魂救赎、服从和真理三大主

题中，从对比中折射出国家理性的特征。第一个主题，灵魂救赎问题。

国家无论如何都要被拯救，政变虽是超出法则的东西，而国家理性尊重

法律不屈从法律，相反，在某个必要时刻，法律要根据国家的现状来自

我调整。所以，政变不是跟国家理性决裂，而是国家理性的肯定，是国

家自身的自动表现。第二个主题，服从问题。福柯分析了培根关于暴

乱和预防暴乱，以及如何治理人民的观点。国家理性的治理不是应对

国王被夺权的危险，而是暴乱和骚动的可能性负责；治理的对象不是大

人物而是人民；治理的目标不是国王的能力或品格，而是经济和舆论这

两大现实元素。第三个主题，真理问题。国家理性的真理场域不是君

主的智慧和谨慎的品质，从 １７ 世纪开始，君主必须了解国家本身的现

实，即“统计学”。

如何勾画出国家理性？即国家的可理解性原则和战略性目标。国

家既是其原则又是其目标，既是其根基又是目的。一方面，国家是对国

家的元素，如已经建立的制度、已经给出的事实之间关系和本质的某种

思考方式。“国家作为一个给出的现实，是一整套已经建立的制度的

可理解性原则。”①另一方面，国家理性的目标是国家自身，国家理性运

作的目标就是国家的完整、完善和增强。

国家理性还具有另一个特征，即众多国家在一个竞争的空间中相

互为邻。从理论方面来看，国家只为自身而设，没有任何外在目的。国

家也不引向任何终极形式的统一或末世论。透过国家理性，展开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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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开放的时间和多样的空间的世界。从国家的历史现实来参照，帝

国和教会，这两大普世性形式失去了它们的使命和意义，最终在 １７ 世

纪消失。这凸显出一个具有国家多样性的空间的原则。而且每个国家

都不是仅仅通过自我目的的形式肯定自我，而是通过新的竞争形式如

货币流通的空间、殖民征服的空间、控制海洋的空间等来相互肯定。

当国家之间的关系从王朝之间敌对的形式过渡到国家之间竞争的

形式时，最关键的元素也从大公的财富转变为国家的力量。这种转变

导致国家理性呈现既是一种战略的政治又是一种力量的动力学。国家

理性是保护、维持或发展一种力量的动力学，它的真正问题是要在力量

关系中保护国家。在力量的动力学基础上的国家理性，被设置了两大

技术整体：外交—军事和公共管理，它们从本质而言一方面是为了保持

一种力量关系，另一方面是使每种力量都能增长。这种力量关系的保

持，每个元素内在力量的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就是安全机制。

如何在力量的动力学基础上理解外交—军事类型的新技术整体？

如果说所有国家处于一种开放空间的竞争关系中，那么其目的就是每

个国家都能增强自身力量，且不会导致其他国家或自身的灭亡，简言之

就是欧洲的平衡。在 １７世纪初，欧洲的概念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不

是一个普世性的共同体，而是一种有限制的、由众多国家构成的地理划

分；它不是一种等级形式，没有统一性的顶点，而是一个复数的、多样性

的欧洲；同时它存在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差距；和世界的其他地方有商业

利用关系。欧洲的平衡有三种形式：一是最强大的国家不能把自己的

法则强加于其他国家之上，从而绝对限制了最强国家的力量；二是任何

强国都可以阻止另一强国发生超前，达到大国之间力量均等；三是存在

联盟的可能性，使得团结起来的弱小国家，能够和最强大的国家势力相

抗衡。

在欧洲的平衡之上，历史的帝国论或绝对末世论将终结，而替换为

一种相对的、脆弱的末世论，即和平。和平不再诞生于帝国或教会的强

有力的统一性，而是诞生于多样性状态的非统一性。要保证多样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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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均势，维持脆弱的、不稳定的和平需要三种工具：第一种工具是

战争。这是一种以新的方式运作的战争，因为在中世纪，战争从本质而

言是司法行为，当存在非正义时，就会进行战争；而且战争与法律之间

有连续性，战争作为法律程序，只能通过战争的胜利来解决。而国家理

性的战争，一方面，不再需要法律理由，只要一个纯粹的外交理由就可

以发动战争：国家之间的平衡受到损害，要重建平衡；另一方面，战争失

去和法律之间的连续性，获得和政治之间的连续性，因为政治的功能是

保证欧洲范围内国家之间的平衡。第二种工具是外交，常设的和多变的

外交。这种新外交学的根本原则不是旧的遗产继承法或胜利者的法律，

而是根据一种国家的物理学，要在国家之间建立平衡的原则。第三种工

具是常备军。其设置包括：士兵的专业化；常设的武装结构；防御工事和

运输设备；关于军事和可能的战争的战术思考、策略类型和攻防方案。

军事设置并不是让战争现身于和平中，而是让外交现身在政治和经济

中。常备军是国家间竞争的一个主要元素，是动力学的政治的一个基本

方面，这种政治通过战争的可能性或战争的威胁来维持力量的指引。

国家理性的第二套特有技术整体是公共管理。在 １６世纪，公共管

理有比较传统的三层意思：一是指由公共权力治理的社团、协会或人类

社会；二是指一整套将社团、协会等置于公共权力之下的行为；三是指

一种好的治理正面的结果。从 １７ 世纪开始，公共管理被赋予新的含

义，它指“一整套既可以增强国家力量，又能维持国家良好秩序的方

法”①。公共管理的目的是保证国家的荣耀，荣耀的意思“既是可看见

的美好秩序，又是表现出来的、闪闪发光的力量”②。

１７—１８世纪的公共管理与欧洲平衡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首先，

在形态上，公共管理与欧洲平衡两者方向相反。欧洲平衡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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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维持多样的力量之间的平衡，国家的增长被限制在整体的平衡之中。

而公共管理允许最大限度的增强国家力量，同时能维持国家内部的良

好秩序。其次，两者互为调节。欧洲均衡要求每个国家按照一种比例

来增强自身。如果国家之间的公共管理不是相对平行地发展，有的国

家有好的公共管理，有的国家则有坏的公共管理，那么就会出现不平

衡。只有每个国家都有一种好的能够保证增长自身力量的公共管理，

才有真正的欧洲均衡。再次，两者之间有共同的工具：统计学。要实现

欧洲平衡，每个国家都需要了解自身和别国的力量，然后才能进行比较

并维持平衡。对每个国家情况的了解都是统计学涵盖的元素。然而，

统计学如何建立呢？通过公共管理。因为公共管理作为增强国家力量

的艺术，是建立在国家了解自身能力的前提之上，默认国家已然知晓自

身的情况。最后，公共管理和欧洲平衡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关系：商业。

国家间的商业和货币流通是两者共用的手段。商业是欧洲平衡下国家

竞争的重要工具和根本武器。通过商业，国家期待人口、劳动力、生产

和出口的增长，并获得人数众多的强大军队。公共管理更不能脱离重

商主义。重商主义要求：每个国家拥有最大数量的人口；这些人口必须

投入工作；发给人口的工资尽可能低，使得商品的成本尽可能低；将低

成本的商品销往国外，保证贸易顺差，让国外的黄金流入国内，并且不

外流。重商主义，作为一种技术和盘算，它通过一整套商业战略来进口

货币，达到增强国家力量。

对于公共管理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身份的区别，而是职业的不同。

要立足于人们的职业，来创造国家效用。人的职业，是公共管理中最富

特征性和根本性的元素。“因此公共管理的目的就在于控制和负责人

们的职业，立足于职业构成国家力量发展中的区别性特征。”①由此推

出公共管理负责的内容：第一项内容是人的数量。人口数量越大，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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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他们的职业创造国家效用。但重要的不是人口的绝对数字，而

是人口在数量上的增长与其所占有的资源、领土潜力之间的关系。第

二项内容是生活必需品。必须保证人们在出生之后能够维持生活，这

暗示了一种重农主义政策和谷物保障的观点。第三项内容是健康。公

共管理要考虑的不只是流行疾病，而是每个人每天的健康，那将是一整

套与健康问题相关的城市空间政策。第四项内容是一整套对职业的治

理。第五项内容是流通。流通不仅包括流通商品、流通人口的物质网

络，还有流通本身，即一整套规章制度、约束、限制。公共管理的这些内

容本质上是城市性内容，其中一些内容是因为有城市才存在，另一些问

题则特别凸现于城市之中。这些内容也表明公共管理作为一整套干预

和方法，目的是保证生活、使生活更好，能够真正有益于增强国家力量。

比生活更多、更好的东西就是便利、乐趣或幸福。也就是说，公共管理

把国家力量和个人幸福连接起来。

人口如何随着国家理性而初步形成？在对国家理性的分析中，通

过救赎、政变的视角，通过遵守、服从的视角，通过真理、调查和公众的

视角，福柯指出有一种在场又不在场的元素：人口。当谈论国家的目的

是国家本身的幸福和繁荣时，作为这种幸福的主体或客体，人口被稍微

提到；当谈论服从，暴乱的主体是人民时，人口的概念略微在场；当谈论

真理，强调公众的态度和舆论时，离人口已经很近了。但在这些当中人

口元素并不在场。“我认为国家理性确实定义了一种治理艺术，其中

含蓄地涉及人口，但严谨地讲人口仍没有进入到反射棱镜之中。”①直

到 １７世纪初和 １８ 世纪中期，通过使得国家理性运作而安排的机

器———公共管理，人口的概念将被建立起来。公共管理负责的首项内

容就是人口的增加。对重商主义来说，人口的绝对数字是国家财富的

来源和力量的基础。但公共管理提出，不是人口的绝对数字越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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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越富裕，应该考虑人口数字与所占资源之间的关系。这是对人口与

财富关系的重新反思。公共管理技术成为人口的起源。

三、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发展和

生命政治的诞生框架

１６世纪大量涌现的关于治理的文献有一个立足点：反对马基雅维

利的《君主论》。《君主论》有一个基本原则，君主在他的王国内是唯一

的，并且对于君权是外在的和超越的。君主与君权之间没有本质的、自

然的或法律的联系，联系是外在的、脆弱的和超越的。反马基雅维利的

文学则指出，治理的实践是多种多样的，君主对国家的治理只是其中一

种，而且所有的治理都是在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治理形式的多样性和

相对于国家的内在性，这是反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文学的第一个特

征。马基雅维利还认为，君主保护君权的能力，即保护君主与臣民和领

土之间的脆弱的纽带，就是治理的艺术。但反马基雅维利的文献指出，

具备保持君权的能力不等于掌握了治理的艺术。因为治理形式是多样

的，不只是君主对国家的治理一种形式。多样的治理形式大致可以分为

三类：属道德范畴的自我治理的艺术、属家政范畴的治理家庭的艺术、属

政治范畴的治理国家的艺术。治理艺术的特征是三类治理形式之间的

向上和向下两个方向的连续性。向上的连续性指首先治理好自我，然后

治理好家庭，才能治理好国家。对君主的教育是对治理形式向上的连续

性的保证。向下的连续性指，当一个国家运转良好时，家长就能治理好

家人，个人也能良好治理自身。公共管理则保证了治理形式向下的连续

性。但无论哪种方向的连续性，核心要素都是对家庭的治理，即“家政

学”。“治理艺术的赌注就是把家政学（经济学）引入到政治实践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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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家政学是 １６世纪治理艺术的核心。

１６世纪延展的对治理的描述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很有限。在 １７

世纪，治理艺术的发展被一些因素所阻碍，其中，统治权行使的优先性

是其不能得到自主发展的最根本因素。重商主义，作为国家理性的治

理艺术就是证明。重商主义的目标不是国家的财富，而是统治者的实

力；采取的是法律、规章、禁令等统治权的手段。统治权的框架限制了

重商主义的发展。１７世纪的治理艺术试图与统治权融合，试图从统治

权中推导出治理艺术的一般原则，使统治权成为治理艺术的理论母体。

一方面，治理艺术试图融合庞大、抽象的统治权框架；另一方面，治理艺

术又以狭小、软弱的家庭为模式。在矛盾中，治理艺术停滞不前。

直到 １８世纪，重商主义主题受到重农主义的清算，治理艺术才获

得发展，“治理艺术就是以经济形式并且按照经济模式来行使权力的

艺术”①。治理的本质是以经济的形式行使权力，治理的对象为现代意

义上的经济。

重农主义勾勒的、不受制于统治权的新治理艺术中有一些本质性

的变化：一是用自然性反对国家理性的人为主义。不是自然世界意义

上自然本身的程序，而是关乎人的特殊自然性，即社会的自然性。二是

伴随着重农主义的自然现象，产生了一种不是内在于管理，也不是对国

家力量和外交策略的盘算，而是与一些程序相关的科学知识。三是以

新形式出现的人口问题。在重商主义者看来，人口是国家财富的基础，

它提供了农业、手工业的劳动力；人口也是国家力量的保障，它保证了

劳动力之间的竞争，确保工资的低水平和商品的低价格。重商主义因

而试图通过强制管理系统，如鼓励生育、制止游手好闲、阻止向外移民、

号召移民进入等等，来增加人口，扩大资源。这是一种基于统治者与服

从的对立立场，人口被统治者强制管理。但重农主义者认为，不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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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系统解决人口—财富问题。人口并非原始的既定数量，它依赖于

一系列变量因素，如物质环境、税收体系、流通活动、受益的分配等。不

是统治权简单的禁止就能改变人口，人口现象具有自然性。当然这并

不意味人口是无法干预的。人口看上去是多种因素的“自然”结果，但

这些因素一方面并非受制于各种偶然，而是有规律可循；另一方面可以

通过理性分析人为加以改进，因此人口是一种有规律的、可渗透的自然

性。重农主义者还提出，人口，就整体而言，有且仅有一个行为动机：欲

望。欲望既是自发的又受到一定调节的影响，通过人口的欲望的运作，

集体利益的生产成为可能。如果说重商主义立足于统治者和臣民的轴

线来思考人口，人口被视作服从法律的主体和臣民的集合，那么，到了

重农主义，一种自然性的人口产生了。“作为臣民集合的人口将被替

换为作为一整套自然现象的人口。”①四是国家治理术的干预应该受到

限制，设置国家的安全机制，以保证自然现象即内在于人口的经济秩序

的安全。总之，社会、经济、人口、安全、自由，这些就是新治理术的

元素。

国家理性的治理艺术是通过人口问题找到新的出口、得到突破性

进展。具体来讲，第一，统计学逐步跳出统治权的框架，揭示出：人口现

象有规律性；人口的效果不能简约为家庭的个别现象的简单相加；人口

的经济后果也不能还原到家庭模式中。家庭不再是治理的模型而只是

治理人口的一个有力手段———任何有关人口的信息都需要通过家庭来

获得。家庭模型被消除了。第二，人口是需要的主体，欲望的主体，人

口的利益成为治理的最终目的———既包括每一个组成人口的个人的利

益，又包括属于整个人口的利益。第三，对人口、财富、领土之间新的关

系的认识，以及对经济和人口领域的干预实践，政治经济学得以建构。

政治经济学在 １８世纪中期有着宽泛的含义，人们把它理解为能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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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一个民族繁荣的所有治理方法，但它从根本上指“确保治理理性自

我限制之可能”①。１７世纪发展起来的国家理性有一个非常独特和重

要的特征，这就是对外的有限目标和对内的无限目标。每一个国家都

有自己的利益，因此根据国家理性，每个国家都应该限制自己的目标，

使其国家力量既不能强大到成为全球的帝国，又要保证他的军事装备

与欧洲最强国家相比不处于弱势。这就是国家理性的特征之一，外在

的自主限制。与之相反，公共管理旨在最大限度的增强国家力量。治

理者不仅要考虑群体，还要照顾到个体，直至最细微、最纤细之处。被

治理的对象成为一个几乎无限的对象，治理者拥有无限的目标。政治

经济学的的诞生使得国家理性进行自我限制。第一，政治经济学处于

１７世纪的国家理性的内部之中，不是在其外部发展而来。因为政治经

济学的最初要求也是国家理性的目标：公共管理、重商主义和欧洲平

衡。第二，政治经济学不是对国家理性的外在反对。因为经济思考所

带来的政治结果是总体专制的必要性，它并没有推翻国家理性的描绘。

第三，政治经济学不分析权利而思考治理实践本身。第四，政治经济学

发现了治理实践本身特有的某种自然性，揭示了根据可理解机制而发

生的现象、过程和规律。“治理行为本身具有一种特有的自然并且这

种自然才是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②第五，治理实践必须遵守治理

术特有的自然，否则治理实践就是失败的。于是，随着政治经济学，人

们进入了对过度治理批判的时代，或称为节制治理的时代。

１８世纪末的治理的节制性问题不再是国家的宪政问题而是自由

主义的问题。这里的自由主义不是一种理论或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实

践，“要把自由主义当作使治理活动合理化的方法和原则来分析”。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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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活动的合理化即以最少的投入达到最大的效果。与国家理性尽可

能多的治理以保证国家无限制的增长不同，新的治理技艺要求尽可能

少的治理，是从内部限制治理权力的实施。但自由主义不是对国家理

性的否定，相反，其原则是为了国家理性的维护、发展和完善。自由主

义是国家理性的增强和精炼，是最小的国家理性。

１８世纪中期兴起的自由主义有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作为交换机制和价值与价格关系的市场成为一个真言场

所。在中世纪，市场是一个公正场所。因为它是一个被赋予杂多且

严格之条例的场所；是一个其销售价格被视为公正价格，成为一个公

正分配的场所；是一个保证欺诈缺失的场所。但在 １８ 世纪中期，市

场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它服从自发机制不允许有任何人为的调节，另

一方面当市场遵循自然机制运转时，它形成一种能反映生产成本和需

求之间恰当的关系的自然价格。市场不再是公正化场所而成为真理场

所。市场成为检验真理的场域，识别出好的和坏的、过少的和过多的治

理实践。

第二，国家公共权力的设计以及以效用原则为参照来衡量它的干

预。在纯粹国家理性的体制中，治理趋向无限制，但在外部有一个法律

体系与其对立。那时公共法的根本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君主的行为

是合法的？而在新的节制治理体制中，存在一种内在限制，这种内在限

制依然是一种法律限制，因此公共法的问题转变为：怎样为国家公共权

力的行使设置司法界限？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从古典形态的法律出

发，试图界定个人的自然权利以及人们同意出让、交换或不能出让、不

可被侵夺的权利，然后在此基础上规定君权的权利范围，从而推演治理

权限的界限。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方法。第二种方法是以治理实践为出

发点，依据事实界限来分析治理实践，从中区分出一些对治理来说干

预无用的东西。这意味着治理的权限的界定是以治理干预的效用性

来决定的。效用问题就是英国激进主义的问题。这里的激进是指这

样一种立场：“它在于不停地向治理、向一般治理术提出其效用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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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①因此，有两条道路：革命道路和激进道路。它们暗合了对律

法的两种不同理解，一种是律法被视为意志的表达；另一种是律法被认

为是国家公共权力干预的畛域与个体独立性的畛域区分开来所带来的

结果。如此又导向了两种异质的自由，一种以人权为基础，自由是某些

基本权利的行使；另一种从被治理者的独立性出发，自由是被治理者对

于治理者的独立性。这些异质的两种道路、对律法的理解、两种自由并

非是分离的、不相容的、矛盾或排斥的，相反它们共存、互通、互联。异

质性事物之间关联的逻辑不是同质化的矛盾的辩证逻辑，而是策略逻

辑。策略逻辑能在异质性要素之间建立衔接，能将两种不同的道路、自

由、对律法的理解结合起来。以人权为基础的道路与被治理者独立性

的效用估算之间的结合，这就是对国家公共权力行使如何设置司法界

限的回答。１９—２０世纪的欧洲自由主义的特征也在于这种两面性。

第三，自由主义下的欧洲与国际领域之间的平衡。纯粹的国家理

性有一个原则即达到欧洲平衡，拒绝帝国。在重商主义看来，这是一个

必然的结果。因为重商主义的货币主义观念是，既然世界的黄金储备

是一定的，而国家的财富在于黄金的增长，那么一国的富裕必定以另一

国的贫穷为代价。当竞争者之间出现较大差异，可能致使唯一一个赢

家的局面，竞争游戏必须被中断，从而达到欧洲平衡。但在新的自由主

义治理中，重农主义奉行自然机制。在他们看来，通过市场自由建立的

自然价格保证了买卖双方得利，一种相互富足的机制得以运转。不再

是传统的欧洲平衡，而是欧洲进步的观念，成为自由主义的基本论题。

１８世纪中期兴起的自由主义其实是治理的自然主义。之所以用

自由主义，不是因为自由的数量增大了，而是因为新的治理理性需要自

由，被迫要生产自由，是自由的管理者。一方面需要生产自由，另一方

面生产自由的行为又带来了限制、控制、束缚等对自由的毁灭。自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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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不仅要制造自由、激发自由、生产自由，同时伴随着约束与制造成本

的问题。计算制造成本所依据的原则是安全，即自由主义，作为利益的

运转机制不能对个人和集体造成风险。自由和安全构成为自由主义的

核心。由此带来了自由主义的三个后果：对危险的刺激；规训技术的扩

张；通过控制来引入更多的自由。它们也是自由主义的当前危机。

总结起来，随着重农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治理的制约原则被

引入自由主义实践之中，作为公共管理对象的臣民集合的人口被替换

为自然现象的人口，这是生命政治的起点。同时，自由主义自身最终引

入了自由主义的危机，在危机之下，关注生命与人口安全的治理术被提

出，生命政治在自由主义的框架下诞生了。

四、结　 语

福柯的生命政治影响了当代政治哲学尤其是左翼哲学的发展进

路。奈格里将福柯的生命政治成功嫁接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之

中，提出生命政治是可能决裂帝国的生产动力以及创造出帝国内部的

反抗力量。阿甘本则“校正”和“完成”着福柯论题，“校正”是指，阿甘

本重回被福柯弃置的法律话语分析模式，解读了国家主权如何暴力捕

获例外状态中的生命并将其排除在外，赤裸生命政治化；“完成”则是

福柯在分析生命政治的自由主义诞生框架后，转而考察国家治理与个

人自由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国富民强，阿甘本却继续着生命政治话题，探

寻一种不能从中分离出赤裸生命的生命形式之生命，并期待以其为中

心的、不同于生命政治的未来政治的来临。当代生命政治形态各不相

同，探讨的视角千差万别，形成的理论相异分歧。尽管如此，阐发生命

政治理论的各自的思想特点，把握其中的相互关系，不仅拓宽了生命政

治的研究视阈，更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意义。

（作者　 王丹，中国计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７２４

福柯的治理术谱系与生命政治的诞生



《规训与惩罚》的混淆：试论规训权力的
“前现代”性质

李 嘉 弘

什么是规训？或者说，当福柯使用这个术语的时候他想说的是什

么？对于《规训与惩罚》一书的读者来说，这一直以来都构成了阅读的

核心关切。但很难说福柯对“规训”始终有一个一贯的和一致的定义。

实际情况是，在《规训与惩罚》出版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福柯仍然

在反复斟酌和重新确立“规训”概念的含义和定位。我们从 １９７５ 年之

后他在法兰西学院所做的一系列讲座中可以看到这个概念的后续发

展。尽管如此，恰恰既由于《规训与惩罚》一书是福柯最集中和系统讨

论“规训”概念的文本之一———唯一可与之相比的或许是他于 １９７３—

１９７４年在法兰西学院所做的、题为“精神病理学权力”的系列讲座①，

同时也因为福柯的读者们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几乎无一例外地源自他

们对该书的阅读，因此，在本文中我打算追问的正是在写作《规训与惩

罚》一书以及之前的几年间福柯对这一概念的看法。自然，这个问题

的最佳答案应当从该书的文本中去寻找。但是除此之外，福柯在同一

时期书写或者讲授的其他文本，比如从 １９７１ 年开始到《规训与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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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出版（１９７５年）为止的这一段时间内他在法兰西学院所做的讲座

也能够帮助我们解答上述疑问。

一、《规训与惩罚》中的两种司法话语

尽管可能显得多余，但还是需要指出：《规训与惩罚》并不是一本

专门探讨规训权力的著作。它的副标题是“监狱的诞生”。因此，理解

规训权力同现代监狱历史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澄清该书对“规训”概

念的阐释至关重要。在这里我认为仍旧有必要不厌其烦地重新分析书

中开篇部分对现代监狱产生的历史背景所做的大段论述。福柯为我们

分离出西方犯罪—司法—惩罚话语历史的两个时期，或者说两种大致

上前后相继的模式。

首先是在西欧历史的古典时期仍旧存在的酷刑模式。根本上说酷

刑是一种展示痛苦的公开仪式①。更为重要的是它被认为具有两种功

能：产生真相和宣示主权权力。其次是在古典时代同酷刑相对的另一

类犯罪—司法—惩罚话语。它见于 １８ 世纪西欧那些反对传统的司法

和惩罚实践的改革者的议论之中。福柯认为这两种话语同现代监狱是

异质的。在此不妨对它们进行一些更为深入的分析。

１．旧制度下的酷刑

如果说酷刑具有生产真相的功能，这或许仅仅意味着在旧刑事制

度下，司法程序还没有和惩罚实践严格区分开。毕竟现代意义上的司

法程序完全垄断了建立关于罪行真相的功能，而今天的惩罚实践至少

在形式上只是在司法程序确立真相的基础之上开展的。但是如果进一

步考察的话不难发现，旧刑事制度下酷刑所建立的有关犯罪的真相同

现代司法程序生产的真相完全不同。在旧刑事制度下，“刑事诉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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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不是遵循非真即假的二元体系，而是遵循逐渐升级的原则”①。也就

是说，存在充足的证据、“半充足”的证据、“副证”等；罪责和惩罚不是

依据由证据确立起来的有关单一罪行的事实而判决的，而是依据各种

证据的累加；因此，“两个‘半充足’证据就可合成一个完整的证据”②。

很显然，这同现代人所熟知的司法原则大相径庭。③ 旧刑事制度建立

的关于犯罪的真相并不是某种越轨行为的事实，而是犯罪者的某种存

在状态。证据的累加并不是为了证明一个人做过什么，而是为了说明

这个人处于一种犯罪状态之中。因而，“人若成为怀疑的对象就不可

能是完全无辜的”④，哪怕后来证明他没有犯罪也罢。同样，供词的歧

义性以及让犯罪者公开宣示自己犯罪真相的必要性都是由于旧刑事制

度关心的乃是犯罪者犯罪状态的真相，而不是其罪行⑤之故。供词并

不构成关于罪行事实的严密论证网络的关键拼图；“招供是罪犯承担

责任、表明态度的行为。”⑥因为供词是犯罪者本人对自己罪过的坦白，

所以被视作最为有利的证据，但它必须首先是真的。由于在旧刑事制

度下证据不是组成一个相互支撑、逻辑一致的对罪行的论证网络，因而

供词的真伪不是通过与其他证据的逻辑关系来加以判别，而是通过获

取供词的手段（宣誓和拷问）来确保的。就这一点而言，供词只具有同

其他证据并列的地位，而不是支撑或者填补了后者。酷刑之所以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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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展示犯罪真相的仪式成分，也是由这种真相的性质所决定的。按

照现代司法的标准，犯人的公开忏悔以及重现犯罪场面的仪式并不能

证明某种犯罪行为；可对于旧刑事制度而言，使用这些方法来展现犯人

肉体的罪恶状态就足够了。这一罪恶的肉体不是由某种越轨行为产生

的；在这里罪恶和罪行的关系与现代人的理解截然相反：罪行只是罪恶

的结果和表现，罪恶则是罪行的本质。因此罪恶的肉体本身便构成了

旧刑事实践的作用点和被加以展示的真相。总而言之，如果说旧刑事

制度下酷刑具有生产真相的功能的话，那么这种真相不是关于犯罪行

为的真相，而是有关犯罪者的某种犯罪状态的真相。

这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让我们来看看酷刑的第二种功能。酷刑

的目的是消灭罪恶的肉体，也就是说，抹平一种犯罪状态，并且，这种消

灭必须包含一种展示性的仪式。这是因为惩罚是对社会所受侵害和主

权所受冒犯的一种报复①。对于旧刑事制度而言，犯罪同时是两种互

相平行的状态。一方面是犯罪者的肉体，另一方面则是主权和君主的

某种受损状态。因此，虽然酷刑的作用点是犯罪的肉体，但被消灭的不

仅仅是这一肉体，同时被消除的还有对主权和君主的冒犯。酷刑“是

重建一时受到伤害的君权的仪式。它用展现君权最壮观时的情景来恢

复君权。”②由此，酷刑总是包含着消灭犯罪的肉体和恢复君权原初的

完好无损状态两个方面。相应的，可以说，在旧刑事话语看来，犯罪状

态总是建立在对特定关系的倒转之上。这是指一种主权同臣属的顺从

关系；犯罪意味着对这一顺从关系的僭越。因此，犯罪不是一种越轨，

而是一种违抗；酷刑的叙事模板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叛乱和镇压。

酷刑戏剧性地重现犯罪场面，也就是重现主权关系遭到违反的过程；同

时，酷刑反转犯罪者的违抗行为，并且严格重复这种行为、利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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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犯行为惩罚犯罪者，也正是为了显示被违反的主权关系返回原状。①

但这还不是酷刑运作机制的全部。为了恢复主权的原初状态，酷刑仪

式必须重新确立遭到违抗的主权关系，必须重建犯罪者对主权权力的

服从。由此，酷刑便呈现为犯罪者同主权权力搏斗的场面，其作用取决

于主权（及其代理人）在这场搏斗中是否获胜。为此而建立了一门惩

罚权力的经济学，其目的在于确保惩罚权力总是强于犯罪者和罪行；或

者用福柯的话说，总是存在某种惩罚权力的“过剩”②。

之所以酷刑所代表的旧犯罪—司法—惩罚话语没有将司法与惩

罚、将生产关于犯罪真相的机制与对犯罪的惩罚实践区分开，之所以在

旧刑事制度下犯罪—司法—惩罚话语构成一个无法分割的模糊整体，

是由于酷刑所代表的整个旧刑事制度都是围绕着对主权—臣属关系的

僭越和修复，以及相关的展示性仪式构建起来的。从这个角度看，犯罪

和惩罚权力之间并不具有质的区别，而惩罚实践则表现为对罪行的模

仿，反之亦然。也许可以说，酷刑同时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司法和惩罚两

种功能。但这种说法对一个不存在司法和惩罚之间根本分割的时代并

没有多大意义。更为关键的是，在这一对主权—臣属之间关系进行无

休止的展示和重新确认的符号游戏之中，对犯罪的真相的揭示同时也

是对主权的真相的揭示，而对主权真相的揭示又构成对犯罪状态的抹

除。原始神裁法在旧刑事制度中的残留可以说明这一点。拷问是酷刑

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犯罪者忍受住了拷问，那么他就应被视作无罪；

如果主权权力战胜了犯罪者，如果主权权力显示出自身作为主权的真

理，那么犯罪的真理也将会显现出来。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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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旧刑事制度关心的不是罪行，不是犯罪的行为，不是特

定行为对规则的违反，而是由主权关系（及其违反）所确立的犯罪者的

某种状态。也许这样一种惩罚模式的代价是高昂的①，但是它同旧制

度下各种政治主体共同参与的借助仪式场面对主权和臣属的符号进行

编排、重组、展示和遮蔽的种种游戏是相适应的。旧制度下的各式各样

的权力关系都依赖这样一类游戏来构筑和重建。酷刑与其说是现代意

义上的司法实践，不如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政治把戏。如果说旧刑事

制度具有高度不稳定的特点，那么这一问题不是酷刑模式所特有的。

它内在于延续到古典时期的西方社会的旧政治构架。

２． １８世纪刑事改革与司法话语

并不能认为“不以‘残暴’为耻的惩罚会被力求‘人道’声誉的惩罚

所取代”是由于前者是“功能运用的一个因素及其长期混乱失调的根

源”②。我们不能先为某种“策略”赋予一种经济学，然后再根据这种

权力经济学来评判一种“策略”的得失消长。酷刑的衰落、酷刑被一种

更为“人道”的惩罚模式所代替，应当是更为广泛的历史变化的结果，

而不是取决于它自身是否经济有效。福柯并不是一位权力经济学家，

而更像是权力博弈中的一位记者或者解说。因此需要从更为一般的角

度来认识《规训与惩罚》一书对酷刑模式之后的另一种犯罪—司法—

惩罚话语所做的分析。

酷刑有可能被一种新的惩罚模式所取代，是因为整个犯罪—司

法—惩罚话语得以围绕其展开的核心问题变了。犯罪—司法话语的变

迁包含两个紧密关联的方面：一方面，现代司法调查围绕着行为和供述

展开。问题的关键不再是通过司法仪式来显示犯罪状态，而是罪行；审

讯不再意味着在搏斗之后迫使犯罪者供认自己犯罪的真相，而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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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嫌疑人的言谈举止进行观察和评估的场所。另一方面，犯罪也不

再是对主权关系的僭越，而是对行为规范的违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

对犯罪行为模式的遵循；不是造反，而是越轨。可见，对于新的犯罪—

司法话语而言，重要的是两点：行为和规范；一个人做了什么以及这么

做是否合乎某种规范。犯罪的真理就是不规范———或者符合犯罪行为

标准———的行为，是谎言———拒绝说出真相。

在古典时代，随着刑事改革而被提出的整个新的惩罚模式都完全

对应于以上两点改变。在 １８世纪后半叶，一个新形象在这一时期的司

法—犯罪话语中出现了。这个形象不是叛乱分子，而是“怪物”，不是

僭越主权—臣属关系的犯罪者，而是带有病理学特征的罪犯。“怪物”

是一种古老的观念。从中世纪一直到 １８ 世纪，西方社会所认识的“怪

物”根本上说是一种混合体，即对两种截然不同领域的混合，比如动物

与人的混合、两种性别的混合、两个个体的混合等等。“怪物”是某种

带有犯罪倾向的反自然形象。但到了 １８ 世纪末，一种新类型的“怪

物”形象产生了。首先是政治“怪物”。同“怪物”形象联系起来的是暴

君、专制君主。这一形象带有某种原始色彩和兽性，代表一种反自然的

向自然的回归。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怪物”形象直接同“怪物”君主

的形象相对应：人群中的“怪物”、暴动和食人的“怪物”、来自下层的

“怪物”。通过这一双重的、相互映射的“怪物”形象，１８ 世纪末的犯罪

话语将君主和犯罪的民众同时容纳进某种单一的道德—病理学解释

之中。①

将君主这个政治“怪物”同民众非法活动都连结在犯罪这个节点

上的是这样一系列紧密相关的概念：社会契约、社会秩序、社会敌

人———其中“社会敌人”的概念在福柯那里是非常含混的。过度的君

主权力同民众非法活动都是犯罪，因为它们都是对良好社会秩序的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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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怪物”君主和从事非法活动的民众都是罪犯，因为他们都是不接

受社会契约的人。“１８世纪以来逐步形成了这样的概念，犯罪不仅仅

是一种对他人造成损失的过错，犯罪还危害到社会，就是说，犯罪是一

种个人打破连结自己与他人的社会契约并对自己所在的社会宣战的举

动。”①罪犯再也不是忤逆君主的人，罪犯是社会敌人。正是这样一种

犯罪—罪犯概念的形成使得在古典时代的刑事理论中将“怪物”君主

同民众非法活动联系起来成为可能。罪犯是“短暂的专制君主，瞬间

的专制君主，盲目的、古怪的、恐怖的专制君主”，而专制君主则是“持

续地置于法律之外”“没有社会联系的人”②。罪犯和专制君主的共同

点是反复无常、言而无信、盲目冲动；他们都是秩序和理性的反面，代表

一种无序的力量。如果说理性意味着说真话、做符合准则的事，那么罪

犯和专制君主，也就是说，“怪物”就是这样一种人：“在他需要和想要

做的时候，当他的利益如此要求的时候，当在某个暴力和盲目的时刻，

他抬高自身利益的理由，而不顾理性最基本的计算。”③总之，出于某种

原因，他是不理性的人。他无法按照理性的行为规范行事。不止于此，

如果他无法按照社会要求的规范行事，如果他是个非理性的个体，那他

同时就是社会以外的人。不论他是平民还是君主，他都对社会构成威

胁，因为他威胁到社会的理性秩序。

１８世纪的这种新的犯罪（越轨）—司法（真相）话语围绕着行为—

规范———而不是状态—关系———这条中轴重组了刑事同政治的关系。

旧刑事制度同政治是同构的，或者说旧刑事制度嵌入到政治构架之中。

二者都围绕着主权—臣属关系的符号游戏展开。１８ 世纪的刑事改革

要求刑事制度具有独立的运作规则。司法制度同政治分离，惩罚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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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君主权分离。由于犯罪不再是对主权的冒犯，由于犯罪变成了对社

会和理性秩序的威胁，刑事制度就不再是君主对抗反叛的诸多武器

之一，而是社会和理性抵抗来自非理性威胁的卫士了。由此，惩罚同

犯罪之间的同质性消失了。犯罪是秩序和规范的破坏者，刑事制度

则是这种秩序的保护者，这两者是相反的。为了反对无序和非理性，

刑事制度需要首先确立自身的秩序和理性。反过来，如果刑事制度

本身是无序和非理性的，那么它不仅对非法活动无能为力，甚而会带

来真正的损害。这就是 １８ 世纪刑事改革者反对旧刑事制度的最核

心关切———后者不是无能，而是无序。如果说资产阶级要求建立一

个有序和理性的社会，而刑事制度恰恰是反对无序和非理性的屏障，

那么刑事制度首当其冲就应当有序和合理。当然可以说，刑事改革

要求建立“一种有区别地管理非法活动的机制”①，但这只有在犯

罪—司法话语的整体都在规范—越轨、效用—损害、秩序—无序、理

性—非理性、真理—非真的评价轴向上经过重组之后，在行为规则的经

济学（规范暨效用）取代主权—臣属的政治学（相对过剩的权力）之后

才有可能。

二、教养所和规训权力

之所以花费如此长的篇幅探讨《规训与惩罚》一书的前半部分，不

只是为了澄清规训权力产生的前史。本文更希望提出这样一种反思：

以上这些历史形态真的都只是某种历史背景吗？相对于监狱的诞生，

这一点似乎没什么好质疑的。福柯总结了 １８ 世纪末存在的三种组织

惩罚权力的方式。首先是从古代延续到旧制度末的酷刑模式。其次是

改革者主张的基于表象技术的“惩罚剧场”。最后则是我将在下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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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教养所—监狱模式。① 毫无疑问，最后一种模式将在西方社会的

历史上取得绝对的胜利。为什么会如此？

对此的解释一定是福柯的读者们耳熟能详的。教养所—监狱对

“惩罚剧场”的胜利是一般社会变化的结果，是新的权力策略的实现。

“当监狱进行监禁、再训练、从而造就驯顺者时，纯粹是稍稍有点强化

地模仿了在社会中已有的各种机制。”②如果说存在着规训—教养技

术—监狱这一序列对表象技术—劝诫—“惩罚剧场”序列的代替，那么

其原因在于规训技术在现代社会的扩散。也就是说，在依次接续的三

个历史阶段———酷刑、“惩罚剧场”、教养所—监狱之中，规训技术的兴

起导致了最后一个阶段的产生。③

先不论以上解释是否站得住脚。至少，确实可以很明确地分离出

两个历史过程。首先是从旧刑事制度到以“怪物”、利益（兴趣）和惩罚

的表象技术为标志的古典刑事思想；其次是教养所—监狱和教养模式

的广泛确立。按照我们对《规训与惩罚》的一般理解，规训技术的产

生、发展和扩散对于第二个历史进程、对于教养模式的产生至关重要。

但是在我看来，福柯对规训权力的历史作用的看法实际上并没有那么

局限。规训权力同前一个历史进程、同“怪物”、利益（兴趣）、司法改

革，同“惩罚剧场”和劝诫模式同样是紧密相关的。让我们简单考虑一

下历史分期。规训权力大致上兴起于 １７ 世纪末和 １８ 世纪的西欧，很

可能更早，因此对于 １８ 世纪的刑事思想来说，它绝对不是陌生的。很

难说规训是一种特别“现代”的技术；也很难说它主要在现代社会发挥

作用。那么，“惩罚剧场”对于规训社会和教养所—监狱而言，只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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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历史背景吗？真的存在着依次相继的三个历史阶段，而“惩罚剧场”

仅仅属于将要最终被教养所—监狱模式代替的中间阶段吗？———规训

同这整个历史的关系只有在以上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才能显现出来。

１．教养技术和 １８世纪刑事话语的重叠关系

为此，我认为应当先暂且搁置教养所—监狱的胜出和规训社会的

建立之间的关系问题，转而考虑这另一个问题：教养所—监狱模式跟

“惩罚剧场”和惩罚的表象技术之间的历史—考古学关系是怎样的？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举世闻名的（或者说臭名昭著的）教养所

吧！监狱产生于教养所。完全没有必要怀疑福柯所做的这一判断。①

监禁固然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惩罚手段，但是作为专门机构的监狱是很

晚才产生的，而且，它也不是首先作为专门进行监禁的机构而产生的。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监狱不是先有剥夺自由的功能，然后再增添了教

养的技术功能。”②不是监狱变成了教养所，而是教养所演变成了监狱，

不论是就机构而言还是就功能来说都是如此。当然，这并不表示现代

监狱仍旧主要是按照教养所模式组织的。我们后面再考虑这一点。现

在的问题是，我们不能预先假定教养所—监狱模式是“现代”的，然后

再由此推导出它所取代的“惩罚剧场”的“前现代”性质。

教养所的运作机制是什么？人们赋予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是这

些问题确定了教养所模式所处的历史—考古学层面。关于教养所，

《规训与惩罚》着笔不算很多。福柯在 １９７２—１９７３ 年的法兰西学院讲

座（题为“惩罚的社会”）中对此有更为详尽的探讨。他把教养技术追

溯到 １７、１８世纪的新教社会团体，认为教养所—监狱模式“可以从贵格

会的宗教、道德和权力观念中衍生出来”③。教养所不是起源于某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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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制度和犯罪—司法—惩罚话语，而是产生自一种宗教—道德关切。

对于 １８世纪的刑事思想而言，“问题在于明确地区分违法行为和过

错，并且定义社会中的违法行为……所以违法行为不能重叠在过错或

罪恶之上……相反，对于贵格会来说，首先道德上和宗教上的罪恶都要

受到惩罚”①。原本刑事司法体系同基督教是互相不可渗透的。但是

在 １８ 世纪出现了二者的某种混合，并且不是理论上的混合，而是惩罚

实践方面的混合。② 教养所—监狱模式就是通过这种混合建立起

来的。

假如情况确实如此，我认为有两点非常值得注意：第一，如果教养

技术的原型是基督教中的忏悔制度，那么教养所对个人实施监禁就不

是出于剥夺自由的考量，不是为了使人无法出去，而是为了使外部世界

无法进来，是为了使“精神上的纯正，不被时间的情绪和影响所扰”③。

这里似乎存在某种矛盾。现代监狱往往被理解为一种拘留手段，是要

让犯人出不去。而教养所则反过来给被关押在里面的人提供清净、中

断其与外界的联系，让其只同自己的良心相对，从而能够诚心悔过。第

二，教养技术显然不是用在“社会敌人”———不管是哪种“社会敌

人”———身上的。教养技术关心的是那些一不小心走上歧途的兄弟姐

妹，是那些由于偶然原因而犯下过错或者沾染上恶习的同胞。“上帝

没有抛弃任何一个人，所以每个人都能重新找到上帝；如果每个人身上

都有优点，所有人都要伸出手使这束内心灵光闪耀起来。”④因此，社会

有责任帮助那些迷途羔羊获得救赎、有义务把他们引上正途。教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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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是惩罚机构不如说是救助措施。它的功能是对内的而不是对

外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清教养所—监狱模式同“惩罚剧场”之间的距离

了。教养技术起源于 １７、１８世纪新教社会团体的道德自律。这是些相

对封闭的准资产阶级社群。教养机构对于这些社群来说是对底层人口

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这么说按照今天的标准可能不错，但在这些社群

自己看来，教养所是使边缘现象社会化的手段。当然，这一举措在某些

时候可能实际上主要针对的是民众非法活动，不过一种阶级的政治经

济学解释无法真正理解这种现象。消除民众非法活动的经济坏处肯定

有许多更加经济有效的办法，不一定非得把底层人口纳入一种强制的

道德训练场。而且这种现象远早于大工业的诞生，所以也谈不上是出

于资产阶级为日后储备一支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大军的先见之明。说白

了教养所就是要道德化那些按资产阶级的标准衡量不道德的人，这自

然就包括要让从事非法活动的民众接受资产阶级的经济秩序。资产阶

级道德的核心就是规范与秩序。教养所不是要惩罚———就算“惩罚”

这个概念真的具有什么历史普遍性的话，而是要规范化。“规范化”这

个词可能也不太精确。应该说，教养所的任务是“教育”。可以说，教

养所—监狱模式并不从属于一个单一的“惩罚的发展史”，也不是由酷

刑模式一路延续而来的，尽管在制度层面教养所—监狱的确填补了酷

刑曾经占据的位置。也就是说，教养所—监狱模式并不是产生自一种

模式对另一种模式的代替。教养所—监狱模式的建立和酷刑模式的解

体从属于两条截然不同的历史线索。前者跟“惩罚剧场”不同。“惩罚

剧场”归根结底是 １８ 世纪的改革者在攻击旧刑事制度的时候设想出

来的。改革者试图用一种新的犯罪—司法话语取代一种旧话语。在这

种情况下，“惩罚剧场”和惩罚的表象技术学可以说是对酷刑的一种回

应。它们的问题是：如果酷刑是一种无序的、不理性的惩罚模式，那么

一种有序、理性的惩罚模式应该是什么？这就是为何惩罚的本质对于

改革者们会显得如此重要。同时也值得怀疑当时是否存在非常严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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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惩罚剧场”和表象技术学付诸实施的想法。因为一旦酷刑被取

消，也就不再存在刺激改革者去构想替代物的因素了。

教养所却是在相对封闭的资产阶级社群内部而不是在资产阶级和

旧制度围绕刑事制度而展开斗争的话语战线上产生出来的。如果我们

单纯把视野局限在所谓“惩罚的发展史”———或者至少是惩罚话语的

发展史上的话，那么好像教养所—监狱最终代替了“惩罚剧场”。但是

不要忘记，同“惩罚剧场”构想一同产生的整个 １８ 世纪的资产阶级司

法话语和刑事改革的成果从来没有被任何东西取代。事实上它延续至

今———它既不比规训权力更古老，也不比后者更“现代”。如果说有什

么东西被代替了的话，那只是旧刑事制度。改革者攻击这种制度，并且

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犯罪—司法话语来取而代之。但是刑事改革虽然最

终确立起了现代意义上的司法制度，却并没有按照自身的逻辑建立起

用以取代酷刑的惩罚机制。“惩罚剧场”没有实现，因为改革者关心的

问题主要还是一种公正的司法而不是如何处理罪犯。在酷刑模式瓦解

之后，是独立于新、旧刑事制度之间斗争而发展起来的教养所—监狱取

代了酷刑模式过去的位子。这同改革者们的思想和新的司法制度并不

矛盾，部分因为这两者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不同的方面。福柯———至少

在某个时期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他才会说：“一共存在两个整体。刑

法整体，其特征是禁止和惩罚、法律；惩罚整体，其特征是教养所的强制

体系。刑法整体包含着一些关于违法的理论，例如敌对社会的行为；惩

罚整体包含着监禁。……谱系学的问题在于知晓这两种起源不同的整

体，是怎样在单独一种策略内部叠加并运转的。”①

所以说，这里涉及的是在单一体系内平行运作的两个相互叠加的

整体，而不是一个历史阶段对另一个的取代。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犯

罪—司法话语：什么样的行为逾越了规范、什么样的利益（兴趣）会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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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做出越轨的事情。这一话语附带着一种“惩罚之城”的乌托邦，因

为这种话语是在反对旧刑事制度和酷刑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另一方

面，教养技术。它所关心的不是越轨行为，也不是如何消除越轨行为。

严格地说，教养技术既不像酷刑那样要进行惩罚，也不像“惩罚剧场”

那样要为惩罚权力寻找合理性基础。教养技术注重越轨的个人，但是

它并不将这个个人排除在外、把这个人看作敌人。教养技术的目标是

将越轨的个人重新变成符合社会规范的理性主体。也就是说，一方面

是刑事司法制度，另一方面是社会化手段。

上述两个整体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共同填补了旧刑事制度解体留下

的空缺。它们涉及两个不同的领域因而无法相互渗透，但它们不是异

质的。毕竟，新的犯罪—司法话语和教养技术都是围绕着行为—规范

关系组织起来的。这构成了它们同旧刑事制度的共同区别。不仅十八

世纪的刑事思想同教养所—监狱在历史沿革上相互平行，而且，虽然他

们的功能不同，但却共享同一个历史—考古学层面。新的犯罪—司法

话语仍旧把罪犯看作一个能够被理解的理性主体，而不是一个就其本

质来说同社会相对立的、无理性的“非正常人”；而教养技术也只有在

越轨的个人被认为能够重归社会的情况下才可能有效。没错，对于教

养技术，“惩罚的作用点不是表象，而是肉体、时间、日常行为态度”①。

但是这终究是为了将“肉体、时间、日常行为态度”纳入某种秩序。说

起来，对于古典时代的知识型而言，表象同所有这些东西———肉体、时

间、日常行为态度之间有什么根本差别吗？它们的真相是一样的：

规范。

２．规训权力和古典知识型的相同构型

倘若酷刑、“惩罚剧场”、教养所—监狱无法构成一个包括三个阶

段的历史叙事，那么自然也就无法将规训权力纳入这样一个历史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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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从而论证它的“现代”性。另外，如果教养所—监狱的兴起同规训

社会的建立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同教养技术在深层次上相接近的 １８

世纪以来的西方司法话语也就绝不能同规训撇清关系。这样一来，

《规训与惩罚》一书的第二部分介绍的 １８ 世纪刑事思想就绝不应被看

作是监狱的诞生和规训社会建立的前史。而随后的第三部分也不是对

第二部分在历史叙事上的继续以及对第二部分最后那个问题的直接回

答。总之，书的第三部分“规训”并没有对教养所—监狱模式为何取胜

“这个谜题加以解答”①。这一部分只是福柯对规训权力的一种补充介

绍。之所以是“补充”介绍，乃是由于在写作这本书的时代，“规训”对

于人文社会学界来说仍旧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概念。

那么福柯在书中是如何介绍“规训”这个“新”概念的呢？他写道：

“这是一种支配活动人体的微分权力。其次是控制的对象。这种对象

不是或不再是行为的能指因素或人体语言，而是机制，运动，效能，运动

的内在组织。被强制的不是符号，而是各种力量。”②“如果说自然分类

法是以特征和范畴的联系为基础，那么规训策略则是以单数和复数的

联系为基础：它既允许对个别做特征描述，又允许对既定的复杂事物加

以整理。”③“……不是把自己的标志强加于对象，而是在一种使对象客

体化的机制中控制他们。”④按照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的描述，规训

技术似乎同 １８世纪的知识型处于某种断裂之中，尽管这种技术确实在

１８世纪大放异彩。似乎，同规训权力密切相关的不再是以下这些要素

了：指称、符号、特征和范畴、标记……而后面这些要素在古典知识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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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如果说规训技术意味着脱离古典知识型的历史运动，因而其

作用层面不再是表象，那么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确实，对于教养技

术，“惩罚的作用点不是表象，而是肉体、时间、日常行为态度”。但做

出这一判断更多地是为了将教养技术同“惩罚剧场”和惩罚的表象技

术区分开。总的来说，规训权力抑或教养技术，相对于古典知识型而

言，它们并没有带来任何新东西。

分配艺术、对活动的控制、创生的筹划、力量的编排，这些是福柯对

规训权力所作描述的四个方面。“纪律首先要从对人的空间分配入

手。”①规训权力对空间进行封闭，由此规划出一些特定的空间。这一

点我们在教养所模式中已经看到了。但规训权力并不建立一种内与外

的二元空间划分。对空间进行封闭意味着建立一系列的分割单元。其

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而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人”②。进一步

而言，对空间的规划同功能相对应。空间的划分对应于流程和机制的

细致分解，而流程和机制构成的功能整体又将空间连结成一个流动的

整体。综上所述，规训权力对空间的规划依循的是“表格”模式。“在

１８世纪，表格既是一种权力技术，又是一种知识规则。它关系到如何

组织复杂事物，获得一种涵盖和控制这种复杂事物的工具的问题，关系

到如何给复杂事物一种‘秩序’的问题。”③如果是这样，那就很难理解

为何说古典时代的自然分类法同规训策略是不同的了。如果规训策略

“既允许对个别做特征描述，又允许对既定的复杂事物加以整理”，那

么 １８世纪的自然分类法也一样如此。对于古典时代梦寐以求的无微

不至同时又无所不及的表象分类方法而言，问题就是要建立一种描述

４４４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③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２００３年版，第 １６０页。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２００３年版，第 １６２页。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２００３年版，第 １６８页。



程序，一方面能够“在表象有些混乱的丰富性中看能被分析、被所有人

认可并因此能被赋予一个人人都将能够理解的名称的一切”，同时另

一方面又使得“在相同的个体面前，每个人都将能够做出相同的描述；

并且，反之，从这样一个描述出发，每个人都将能够认出这个与描述相

符合的个体”①。规训对空间的规划和古典时代的表象分类方法所遵

循的原则是一致的。“特性和范畴的联系”和“单数和复数的联系”根

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规训权力按照某个严格制定的时间表来编排肉体和行为举止。时

间表—活动—肉体—用具构成一个协调一致的整体。据说，这些都是

出于效用的考量。“这是一个如何从时间中提取更有用的时段，从每

个时段中获取更有用的力的问题。”②纪律即效用、规范即效用。时间

和行为只有按照精确的规则来安排才会发挥出最大的效用；反过来，如

果一种对时间的使用或者一种行为变得低效，那只能是因为缺乏理性

的规划。我们可以看到规训所强加的这种“驯顺—功利关系”是如何

成为可能的。“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

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③驯顺和功

利的关系背后正是规范和效用的联盟。当 １８ 世纪的刑事改革者们依

据“规范即效用”的原则将惩罚确定为对抗无序和低效的武器的时候，

规训也正是依据同样的原则在对肉体、行为和时间进行着规范化的。

但无论如何，规训权力是一种关注秩序的权力。这同古典时代的知识

一致的；后者是一种关注事物秩序的知识。

时间对于规训权力的另一个重要性在于它可以无限分解。将时间

分解成一系列连续的片段，从而为每一个片段制定有针对性的训练规

５４４

《规训与惩罚》的混淆：试论规训权力的“前现代”性质

①

②

③

［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１３９—
１４０页。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２００３年版，第 １７４页。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２００３年版，第 １５６页。



程。将时间片段编排成相互嵌套的步骤，以便结合成渐进式的强化程

序。对“操练”的每一个最细微的步骤都尽可能精心安排。规训之所

以是一种对细节如此吹毛求疵的权力，是因为它的运作机制就是分解。

在古典时代，知识本身是一种对更普遍的范畴进行分解并对更低级的

事物加以命名的无休止操作。它“涵盖了一系列把一个恒常的秩序的

可能性引入表象的总体性的复杂操作”①。范畴和名称的秩序同事物

和表象的可描述性是一致的。同样，如果规训权力被认为能够对时间、

肉体和行为施加某种作用的话，那只能是因为规训权力正是一种不间

断地分解和命名时间、肉体和行为的作业。只有依靠命名并且为事物

的名称提供一种表象秩序才能够控制事物；反过来，控制事物的目的也

正是要将它们纳入一种秩序。因此，将布丰这位古典知识型的见证人

视作 １８世纪独有的谨小慎微气质的代表，就毫不奇怪了。②

最后，规训权力必须为身体、姿势、活动设计一套精确的指令。要

想对身体加以控制，不可能依靠直觉或者身体自身的运作机理。１７、１８

世纪的军事机构创造了许多复杂的训练士兵身体的方式。它们的宗旨

是一样的。不是通过训练加强士兵的体能和身体素质，也不是通过反

复的训练赋予士兵的身体以某种记忆从而内化各种作战技能———这些

是现代人的想法，而是用固定的姿势来表象身体和力量，从而确保士兵

能够充分调动它们。姿态就是符号，姿态就是命令。不断地分解身体

和姿态；分解身体就是分解姿态，反之亦然。规范的姿态就是最大化效

能的保障。难道还有比军事检阅更依赖表象展示作用的人类活动吗？

当然，军事检阅总是同主权权力联系起来。但同时军事检阅也是通过

整齐的步伐、一致的动作和标准的身姿来体现力量的仪式。对于规训

技术来说，力量只有通过表象指令才能够得到驾驭。规训权力的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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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肉体；但这种肉体不是临床医学所面对的具有解剖学空间的肉体，

而是由符号和表象所指称的肉体。

对规训权力的描述可以是无穷无尽的，但很明显，规训的作用层面

始终是表象。这并不是说规训同“惩罚剧场”是相同的。“惩罚剧场”

利用表象来最大化宣传某种利害关系，从而影响人们对利益（兴趣）的

计算。规训权力企图通过建立表象秩序来规范化肉体和活动，进而最

大化后者的效能。

３．规训并不代表一种对象化的权力技术

不过，根据福柯，“通过这种支配技术，一种新的客体对象正在形

成……这种新的客体对象是自然的肉体，力的载体，时间的载体……对

活动的规训控制属于一系列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肉体的自然机制的研

究。但是，这种控制开始在肉体中发现了特殊的进程……肉体被要求

能够驯顺地适应最细微的运作，这就既违反也显示了一个有机体所特

有的运作条件。”①总之，按照这一说法，规训形成了一种关于客体对象

的内在机制的知识；规训是建立在客观世界的特定运行方式之上的

技术。

真的是这样吗？根据以上分析，规训恰恰不可能生产出一种关于

客观世界内在规律的知识。规训确实具有知识生产的机制，但这涉及

一种向规训的目光无限敞开的、能够随时随地检查其规范性的表象知

识。这就是为什么“有关记录、登记、建立档案、分类制表的琐碎技术”

对于规训来说会如此至关重要。② 其全部目的就在于一目了然，在于

强加一种可见性。在规训的目光下，没有隐藏的角落。一切都应当被

纳入分类和秩序之中。然而档案和表格的秩序不等于客观事物的内在

秩序。这恰恰指明了规训目视的“表面性”：不是在表象之下刺探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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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的层面，而是使表象整体的构造完整无缺地呈现出来。举例来说，

在古典时代，“在临床医学中，描述并不意味着把隐藏的或看不见的事

物置于没有直接接触它们的那些人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它的真正意

义在于使被人们熟视无睹的事物说话，而这种言语只有进入真正言语

之门的人才能理解”；只有如此，才能够“用准确的句法和艰深的语义

习惯来设法操作和支配事物”①。因此，重要的不是设想表象之下的一

个看不见的内在层面，而是设计和掌握一种能够充分描述看得见的表

象的语言。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规训所依赖的监视手段根本上只能是

一种自我检查了。对于规训所包含的监督机制来说，重要的不是在监视

者和被监视者之间划定一条清晰的界线、保证一段明确的距离，而是建

立一种层级监督的构架，使监督必然成为机构本身确保自身规范运转的

手段。监督“没有留下任何晦暗不明之处，而且它无时不监视着负有监

督任务的人员”②。没有什么是不受到监督的，而且必须让监督本身时

刻在场。比如，在“道德治疗”———教养技术在精神病理学领域的等价

物———时代的精神病院，观察本身就被认为具有某种治疗效果。而且，

不仅要对病人进行观察，最好还要让病人意识到自己在被观察。③ 规训

的目光必须显示自身才能有效。规训权力并不求助于一种保持距离、

遮遮掩掩的目视，而是施加一种意在展示表象和自我审查的目光。

另外，规训总是意味着介入和在场。因为并不存在这样一类空间：

在其中客观规律在不受主观意志干预的情况下自动运转；一旦建立起

这样一种客观规律的空间，权力就将拒绝介入和干预。④ 与此相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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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训权力而言，规范需要连续不断的监督和操练才能够得到保证。它

不会自动产生。因而我们才会看到，在针对疯癫的“道德治疗”中，医

生被要求具有某种特定的身体形象。医生必须展现出身体上的某种强

力和优越性。① 这是因为医生必须在治疗过程中出场，必须对病人施

加某种压力。我们知道，在这一时期，疯癫不再被看作是错误或者幻

觉，转而被同某种叛逆的意志，某种不受控制的、盲目的冲动联系起来。

正因此，医生才应当表现为某种相反的力量和意志，能够战胜和驯服病

人的逆反意志，从而迫使后者接受社会规范。② 可以看到，对于“道德

治疗”而言，关键在于使治疗和矫正的权力无所不在，处处可见。这绝

不是一种拒绝干预、通过借助和顺应客观规律来自动产生作用的权力。

它必须使用一切物质手段对个人直接产生影响。规训必然意味着一种

介入和在场式的干预，而不是放任和遥控。

总的来说，规训并没有构成一个外在于思维和理性主体的知识空

间和客观对象。实际上，它没有对象。任何一种规训都可以说是“自

我”规训。

三、全景敞视主义和现代治理风格

实际上，规训权力是古典知识型的伴生物。它们是古典时代观念

整体的两个面向。倘若我们仍旧把规训当作是理解现代社会和现代问

题的钥匙，那么除了误解我们什么也得不到。这甚至注定是一种双重

误解：对历史和现时代的双重误解。我并不认为在福柯那里存在着这

样的误解。因为《规训与惩罚》归根结底不是一本纯粹分析现代权力

模式的著作。它关注的是历史。如果我们对福柯的著作做一种历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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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解读，而不是像他本人那样采取一种“考古学主义”的态度，那么

我们很容易陷入混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是福柯所分析的历史

形态产生出了我们今天的现实，那么我们会轻易得出结论，认为福柯对

规训权力的分析直接就是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但是考古学和谱系学的

工作并不是在因果层面上或者在决定—被决定关系中思考历史的。古

典知识型和规训权力并不产生出 １９ 世纪知识型和现代治理风格。相

对于后者，它们是被超越和被埋没了的历史形态。只有考古学挖掘和

谱系学追溯能够重现它们的实际面貌。

尽管如此，福柯所做的考古学和谱系学工作仍旧延伸到了 ２０ 世

纪。恐怕再也没有比《规训与惩罚》第四部分的第二章更加深刻地揭

示出现代监狱乃至现代治理风格的运作机制的文本了。如果说在《规

训与惩罚》中存在什么误解，那或许仅仅在于福柯过分强调了现代监

狱和现代治理风格同规训权力之间的一脉相承。无法否认，书中讨论

规训的部分确实存在某种混淆：将一种依赖客观知识并在一定的距离

之外观察、影响和利用理性秩序的外在条件的治理风格同古典时代的

规训权力相混淆了。但是如果仔细阅读文本，实际上这两个截然不同

的层面还是能够被区分开的。

１．全景敞视主义和规训权力的区别

我们会发现，全景敞视主义实际上代表了一种与规训截然不同的

模式。福柯至少分析了西方社会历史上的以下三种社会控制模式的原

型。首先是中世纪城市对麻风病人的驱逐模式：区分出健康的人群和

麻风病人，并将后者驱赶到城墙之外。被驱逐的麻风病人失去一切经

济、司法和政治上的身份地位。他们被驱逐至一个完全外在的、异质

的和边缘化的世界，同已死无异———他的财产权因而可以被转移给

他人。总之，这是一种在思想上清除，或者说拒绝承认特定人群的模

式。麻风病人被送到一个彻底不可见也不可触及的领域，一个纯粹

虚无的空间；社会闭上眼睛、任其自生自灭。针对麻风病人的大禁闭

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由有与无、存在与虚无、可见的光明和不可见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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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构成的二分法。①

其次，福柯描述了古典时代的瘟疫模式②。“用以对付瘟疫的是秩

序。秩序的功能就在于清理各种混乱。”③瘟疫模式同教养所之间的相

似性是很清楚的。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城市被当局划分成一系列封闭

的单元。城市居民被分配在这些单元之中。因此，对空间的规划不是

一种二分法。不是将人口分成健康人和病人，而是画出无数单一的小

隔间，其中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位子。当局必须对每个单元内的人加

以密切观察，以确保不遗漏瘟疫的蛛丝马迹。所以存在的也不是一个

被人们视而不见的外部空间，而是城市社群的一种严格的自我审查和

自我规范。而且，对每个人进行封闭不仅仅是为了让病人出不去、无法

传播瘟疫，同时也是为了让外部的瘟疫无法进入到每一个人所占据的

小空间之内。更准确地说，这样做是为了让任何人、物或者疾病都无法

在各个区划之间任意流动、打破秩序。总而言之，如果瘟疫和疾病代表

了混乱无序，那么唯一行之有效的应对办法就在于建立一种毫不妥协

的秩序。

最后是全景敞视主义———不是边沁而是福柯。福柯认为这种模式

是以上两种模式汇集的产物。④ 虽然全景敞视主义具有某些同以上两

种模式相似的特征，但它们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像麻风病人的大禁闭

模式一样，全景敞视主义也进行一种二元划分。然而大禁闭模式所做

的是一种有与无的区分。将麻风病人区别出来、把他们驱赶到另一个

世界是为了最终否定他们的存在。麻风病人的流放地是虚无，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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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一旦进入这个世界他们的死活就同社会无关了。因此大禁闭

模式实际上并没有在社会之外想象出另一个空间。社会也并不需要去

窥探另一个世界。而全景敞视主义做出的则是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

的区分。在看与被看之间坐落着本体论层面上的深刻断裂。这是一种

保持距离的观看，而不是在场的注视。被观察的对象不能知道自己是

否以及何时在被观察。观察也不是为了使被观察者与规范的关系一目

了然。观察的目的不是向被观察者强加一种秩序，而恰恰就是保持秩

序和无序之间的距离。在观察者和被观察的对象之间的本体论差异就

是观察的目标。必须确保任何人或者任何事物都没有跨越这条不可跨

越的本体论界线。如果在理性的世界之外是一个无理性的世界，那么

关键不在于为无理性赋予理性，而在于保持两个世界之间的绝对隔离；

但是这种隔绝不等于闭上眼睛视而不见，而是意味着一种不眠不休的

警觉。另一方面，如果全景敞视监狱像教养所一样具有单人牢房的空

间设计，这也不再是为了将罪犯的身体置入严格的空间秩序中，而是让

罪犯的内心在不受到外部介入的情况下独立发挥作用。在每一个单人

牢房内都有某种特定的机制在持续运转。全景敞视主义的基本策略就

是不去打扰这些客观机制。避免接触便是全部秘诀。但这并不是让被

囚禁者像麻风病人一样自生自灭。相反，全景敞视主义不仅要求监视

被囚禁者，而且其目光必须能够穿透任何可以直接看到的表面、进入到

表面以下的客观机制中去。因此，观察也就不再拘泥于表象的秩序了。

必须在表象之下发现一个本体和一套独立的规律。在全景敞视主义

中，一系列同理性主体和思维保持着绝对距离的客观和外在的空间敞

开了。从这些空间中可以提取出有关客观事物的知识，并用这些知识

来充当治理的依据。在此基础之上，一系列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学科才

有可能建立起来，而现代学科划分也可以在全景敞视监狱的单人牢房

之中找到自己的原型。

全景敞视主义不是大禁闭模式和瘟疫模式的结合。它不同于对麻

风病人的封闭，因为它划分界限并不是为了否定某种存在。另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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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治疗”的医生不同，在全景敞视主义中，观察者不需要身体，更不

需要向被观察者显示自己的存在、强加自己的意志。全景敞视主义的

全部新颖之处就在于，它是以一种与主体的思维空间和有秩序的社会

在本体论上截然对立的客观世界为基础的；这种客观世界不仅不是虚

无和空洞的，而且它的内容可以被不断地加以丰富。

所以不能说，全景敞视主义是规训权力在社会机体内扩散的结果。

在这个问题上福柯的见解缺乏说服力。“从一种异常规训的方案转变

为另一种普遍化监视的方案，是以一种历史变迁为基础的；在 １７、１８ 世

纪，规训机制逐渐扩展，遍布了整个社会机体，所谓规训社会（姑且名

之）形成了。”①按照这种说法，规训权力最初局限于特定的空间和场

所，后来逐渐扩散到整个社会；它过去是用来对付不规范的，现在则被

用于强化对每个人的利用；它过去处于边缘，这时来到了中心。这是一

个非常奇怪的解释。它把规训向全景敞视主义的转变同局部—整体、

不规范—规范和边缘—中心的对立联系起来。然而这样的对立对规训

权力来说恰恰都是不重要的，因为重要的是消除这些对立，是使局部融

入整体、使不规范变得规范、使边缘回到中心。规训自一开始就必然是

一种整体的权力。教养所只是它的一部分。同教养所相对的必然还有

古典时代的各种资产阶级自制伦理，还有所谓“新教伦理”。反过来，

对全景敞视主义来说，二元划分倒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无须赘述。

所以，实际发生的事绝不可能是规训权力从局部变为了整体、从不规范

转向了普通人、从边缘走到了中心。实际发生的是：一些领域在规训场

所之外被划分出来，成为监视、限定、担忧、警惕、认识和利用的对象。

只有局部、不正常、边缘以及诸如此类的概念首先被构想出来，之后它

们才能在治理机制中发挥作用。它们不是一开始就普遍和客观地存在

着、之后才扩散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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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现代治理风格和过失犯形象

规训和全景敞视主义，这两者属于截然不同的观念和技术整体。

因而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第三部分中所作的分析实际上包含了两个

不同的层面。一方面是一种以建立秩序和规范为其目标的权力形式，

另一边则是以外在于理性思维的本体论空间为其基础的治理风格。在

我看来，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历史断裂，以至于在这里将它们置于

同一个更为普遍的范畴之下毫无意义。而且，由于是后一种模式在现

代社会占主导地位，因而强调二者之间的连续性将会误导我们对现代

社会形成过程的理解。

尽管福柯可能误解了规训权力同全景敞视主义的关系，但是他对

后者的分析仍旧是比较准确的。由此，《规训与惩罚》第四部分对围绕

着过失犯展开的现代刑事体系进行的分析才成为可能。

什么是过失犯？一个过失犯就是一个就其本身之所是来说，就其

存在的客观条件和外在本质来说就被越轨行为所纠缠的个体、一个在

其生理、心理、欲望、无意识、社会环境、教育背景、生活史等等“基础”

方面就被“驱使”去犯罪的人。不难理解，对于现代监狱来说，这样一

个人随即便是一个不可能加以矫正的人。今天，“监狱及其一般的惩

罚并不旨在消灭违法行为，而是旨在区分它们，分配它们，利用它们。

与其说它们使易于违法的人变得驯顺，不如说它们倾向于把对法律的

僭越吸收进一种一般的征服策略中。因此刑罚就将显得是一种操纵非

法活动、规定宽容界限、有所放任又有所苛待、有所排斥又有所利用的

方式。……法定惩罚应该在一种对待非法活动的总体战略中被重新定

位。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理解监狱的‘失败’”①。现代监狱按照古

典时代的标准的确失败了：它无法改造罪犯；可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它在

一定程度上却成功了，而且它的“失败”的目的正是它的成功。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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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改造过失犯的不可能性成了监狱分离和监禁过失犯的充分理由。

过失犯的形象使罪犯进入了一个在普通人看来完全陌生的世界。

这个世界有自己的运行轨迹，人们对它束手无策。社会唯一能做的就

是建立一套机制来严密监视那个世界，防止它的无理性侵入到理性的

光明世界。是过失犯的形象最终在监狱的教养功能之上添加了监禁职

能。这可能跟人们的一般想象相反。但现代监狱的功能恰恰就是监

禁，而非教养。整个现代刑事体系的工作方式就是生产过失犯；使罪犯

成为另一类人：他们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毫无相似之处；他们是“有缺

陷的”“不正常的”“未成熟的”和“无理智的”人；“如果你犯了罪，那你

就变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如果你不愿意像他们那样，那就请不要犯

罪。”现代刑事体系并不主张消灭犯罪，因为根本上讲这是办不到的，

就像过失犯从根本上讲也是无法改造的一样。但是却可以有效地将犯

罪世界对社会的危害控制在最低范围内。为此，必须有计划地宽容犯

罪的存在；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要利用它、顺应它自身的运作规律。如

果有可能，还可以从犯罪世界获得好处、榨取经济利益。从历史的角度

上说，这种治理模式确实起到了限制民众非法活动的作用。更准确地

说，它起到了传播一种规范话语的作用。通过将罪犯变为另一类人，这

种模式促使民众将自己同过失犯区分开，将民众非法活动同法定犯罪

区分开。从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秩序只是从外部强加的一种规则，

现在则变成了区别“疯子”和正常人的准病理学标准；它变成了一种必

须加以接受的客观标准。现代监狱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上发挥其特长

的。监狱最主要的功能在于隔离和监控“危险分子”，限制他们的活

动、中断他们与监狱外犯罪分子的联系、从他们那里打探消息、在他们

中间发展线人，诸如此类。

以现代监狱为代表的整个现代刑事体系乃至全部现代治理风格同

规训这一权力形式都是格格不入的。规训权力属于西方历史的古典时

代。在 １８世纪末、经过 １９ 世纪，它将逐渐失去其在古典时代的重要

性。其实，今天的人对“规训”概念如此地敏感和关切，今天我们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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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装置投入了如此的恐惧、不安、诧异、厌恶、憎恨和怀念之情，难道

不正是由于，现代治理风格拒斥和压制规训权力吗？福柯的读者之所

以如此孜孜不倦地试图在他的作品中看到“规训”，不也是由于对于现

代人来说，规训恰恰变成了某种无法接近的东西吗？然而，抛开这个小

装置所具有的全部历史价值不谈，规训归根结底属于并且只属于古典

时代。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方社会的历史上存在着两个至关重要的历

史转变，造就了现代社会的形态。首先是古典时代，形成了以行为—规

范—理性为轴线的观念形态；其次，在 １８世纪末、经过整个 １９世纪，也

就是在福柯所说的批判时代，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客观领域在秩序—理

性轴线之上和之外被逐步建立起来。西方社会的治理风格和知识型随

着这两次转变发生了重大变化。而相比于这两次转变，在现代社会形

成的整个历史上，规训则只不过代表了一个古老和早已被超越了的阶

段的一个小角落罢了。

（作者　 李嘉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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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里对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
生命政治重写

马　 丽　 李春建

众所周知，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安东尼奥·内格里希望在 ２１ 世

纪重写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内格里的这一理论志向是值得我们

尊敬的，其理论探索也是非常可贵的。因此，对内格里的政治理论进行

关注和研究就具有了必要性。

掌握着新经验和新材料的内格里究竟会如何重写马克思的《共产

党宣言》？是继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写出 ２１ 世纪版本的《共

产党宣言》？还是采用新的理论资源和范式建构新的《共产党宣言》？

下面，我们从思想武器、劳动形式、政治主体、斗争形式等几个方面进行

简要梳理，希望有所启示。

一、生命政治理论成为了新无产阶级

主要的思想武器

内格里说：“当非物质生产成为居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时，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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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生产过程的所有要素都要在新的视角下被审视，甚至要完全摆脱历

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分析方法。如‘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会

被改写为实践的解放和新世界的构建过程。”①内格里所说的这个新视

角就是生命政治框架。内格里希望摆脱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马克思主

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概念已经无法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了。因此，他对捍卫和复活马克思主义没有兴趣，而更愿意发展出一种

生命政治的框架。“我对如何去捍卫马克思主义、如何去复活马克思

主义的传统以及复活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概念都不感兴趣；我更感兴趣

的是如何阐释出一套当代的关于生产力、创造性、剥削、劳动和价值生

产的新的生命政治的框架，这样一个框架要比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框架

更有用。”②

内格里所谓的生命政治框架实际上是对福柯生命权力理论的政治

性解读，是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资源解读马克思主义所提出来的新视

角。福柯认为，当社会从规训社会发展到控制社会，权力发展为一种新

的权力，即生命权力，生命权力能够生产。它通过控制机制生产出驯顺

的主体，为经济的发展所服务。内格里认为，福柯的生命权力理论只是

为我们揭示了当今社会权力对生命的统治和压迫进程，没有揭示社会

发展还有另一个进程，即生命反抗权力的过程。当权力在规训和控制

身体并将其塑造为经济主体时，身体也是处于反抗过程中并自主地形

成新的政治主体，而且历史就是由生命政治反抗所塑造的。无产阶级

的反抗不断重塑资本主义社会直至创造新的世界。“工人阶级不是资

本主义发展的衍生物，而是一种真正对立的主体，它能够通过自己的斗

争打破资本的逻辑和资本的统治，建立一种新社会。”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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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里之所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框架不再有用，对马克思主

义不再感兴趣，主要是因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无产阶级政治

运动的失败所造成的。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产业工人数量的

减少和中产阶级化，使得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和彻底性大为下降。随

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如资本主义生

产的信息化和社会福利的健全，社会分工的完善使得产业工人的数量

急剧下降，经济条件的改善使得保守的中产阶级迅速发展为社会主要

群体。这严重削弱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和彻底性。第二，无产阶级

政党的右倾和议会化，使得传统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方式不再有效。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和彻底性的下降，阶级斗争的内在动力严重不

足。尤其是现实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失败，如无产阶级政党的右倾和

议会化，使得人们认为传统阶级斗争的方式已经不再有效。无产阶级

斗争的方式从阶级斗争转变为承认而斗争，希望在现存的体制内争取

更多的政治权利。第三，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使得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力大打折扣。随着现实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失败，再加上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教条化，如苏联没有能够较好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的历

史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和时代化，使得苏联在社会主

义实践和理论创新方面出现问题，导致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信仰

危机，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无法认识当代社会的发展，难

以作为无产阶级斗争的指导思想。

而内格里之所以采用生命政治框架分析资本主义和挖掘革命的潜

能，主要是受到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像我们

一样）都是时代的产物，他们往往通过自己时代占支配地位的思想范

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①内格里曾经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大本营法国

流亡十几年，并与后现代主义学者交往甚密，因此内格里的理论深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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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其理论中大量借用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和话

语，比如内格里所说的生命政治框架，去重述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

内格里认为，生命政治框架从内在性的方面把握到了当代社会权力统

治的深化和剥削的加剧。在当今社会，权力不仅占有了我们的身体和

时间，迫使劳动者生产更多的商品，而且还控制了我们的意识和欲望，

不断生产符合资本意志的主体。因此，在生命政治的理论框架下，内格

里发现，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主要不再是商品生产，而是主体性生产。

“从这个视角来看，今天政治行动的关键就在于对主体性生产的控制

或自治。”①

二、非物质生产领域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

政治斗争的主要场所

然而，新无产阶级的政治主体如何建构？内格里继承了马克思从

生产领域挖掘革命潜能的传统，通过对劳动的新形式进行持续地分析

和讨论，希望建构出新的无产阶级政治主体。“正如马克思要求我们

离开喧嚣的交换领域，自上而下地进入生产的潜在住所一样，我们打算

使这一立足点的转变发挥类似在《资本论》当中的这种转移的功能。

生产的王国是社会不平等清晰的表现之所在，甚至是对帝国的力量最

有效的抵抗和替代出现之所在。”②

内格里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非物质生产领域已经成为资本

主义剥削和政治斗争的主要场所。因为内格里的判断是，如今的物质

劳动，尤其是工业劳动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的主要形式，非物

质劳动已经取代工业劳动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的霸权形式。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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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劳动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的霸权形式，成了资本主义价

值创造的主要形式，这意味着非物质劳动已经成了资本剥削劳动者的

主要劳动形式。既然非物质生产领域已经成为了资本主义剥削劳动者

的主要场所，那么非物质生产领域也将是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主

要场所。因此，内格里说：“今天，生产的各种形式都具有信息化、非物

质化的趋势。无论是从系统的生产力的角度还是从反抗帝国权力、寻

找替代力量的角度出发，我们都无法想象不把非物质劳动置于帝国的

中心。”①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时期。随着机器化大

生产的发展，使得无产阶级尤其是产业工人的数量不断增加，逐渐成了

一股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此时，工业劳动是社会生产劳动的主要形式，

它在为资本实现增殖的同时，也在生产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掘墓人。

但是，如今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者已经占到了

七成以上，非物质劳动者已经成了经济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基于劳

动形式的变化，内格里认为，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已经不再适用当今资本

主义社会的发展了，需要提出新的劳动理论即非物质劳动理论。内格

里指出，随着非物质劳动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的主要形式，

这意味着，不仅产业工人沦为无产阶级受到资本的剥削，而且更多的人

也沦为了无产阶级开始受到资本的剥削。因此，内格里认为，一切受资

本剥削的劳动者都是无产阶级。

内格里关于非物质劳动的分析并没有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

法，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方面揭示非物质劳动的剥削性，挖掘革命

的潜能和力量，而是采用生命政治框架，从资本主义权力关系方面揭示

非物质劳动的压迫性和自主性，建构新无产阶级政治主体。内格里认

为，非物质劳动虽然可以揭示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但是没有涉及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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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当我们“把生产重新置入生态政治环境中时……肉体的生产力

和情感的价值在这个环境中无论如何也是具有核心重要性的”①。在

生命政治框架下，内格里将非物质劳动置换为生命政治劳动。内格里

认为：“生命政治生产的最终核心不是为主体去生产客体———人们一

般就是这样去理解商品生产的，而是主体性自身的生产。”②内格里指

出，主体性生产虽然内在于资本，为资本增殖所服务，但同时它又与资

本处于对抗关系中。如资本主义社会虽然通过生命权力将劳动者塑造

为生产的主体，但是人们在生命政治劳动中可以通过主体性生产的自

治，将自身建构为自为的主体或奇异性主体，来对抗资本的价值增殖机

制，从而创造出全新的世界。因此，内格里认为，非物质劳动在生产经

济价值同时，也生产反抗帝国的政治主体。在非物质生产领域，资本主

义社会通过非物质劳动将劳动者塑造为资本价值增殖服务的生产主

体，而内格里认为，劳动者通过生命政治劳动可以形成实现自我价值增

殖的自主主体。

三、诸众成为了当代无产阶级的新的政治主体

内格里认为，当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霸权形式发生了变化，那么劳

动的政治主体也自然会发生变化。在资本主义处于工业化大生产时

期，社会生产劳动的霸权形式是工业劳动，那么劳动的政治主体和典型

形象自然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作为无产阶级的主要代表，在无产阶

级运动中担任领导阶级。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信息化生产时

期，由于资产阶级对生产工具、生产关系和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变

革，这使得传统的产业工人开始退出历史舞台，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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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内格里认为，虽然产业工人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无

产阶级消失了，而是表明无产阶级的阶级构成发生了变化，需要我们重

新分析和建构。内格里认为，我们对于无产阶级的理解，不应该狭隘地

将其理解为工人阶级，而应当理解为一切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我

们理解的无产阶级范畴包括一切受剥削于、受支配于资本主义的

人……我们的观点是，所有这一切劳动形式都在某种意义上屈从于资

本主义规范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际上，正由于它被容纳在资本之

中，并维持着资本，无产者自身作为一个阶级才得到界定。”①

通过非物质劳动建构出来的新无产阶级，内格里将其称之为诸众。

内格里之所以不使用工人阶级继续去称谓新无产阶级，是因为内格里

认为工人阶级是一个排他性的概念，它只能涵盖产业工人，不能包含其

他新的无产阶级。广义来说，无产阶级应该指所有有收入的劳动者。

过去工人阶级是主要的生产阶级，是有效反抗资本的唯一主体，是革命

运动的领导力量。如今情况已经不同了。没有哪一种劳动具有政治优

先性。所有劳动都是生产劳动，它们都是反抗资本的潜在力量。因此，

与工人阶级的排他性不同，诸众是一个开放的和广义的概念。②

内格里之所以将更加广泛的诸众作为新无产阶级，是因为现实资

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所造成的。如同资本

主义发展进入到机器化大生产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工人阶级一样，当资

本主义发展进入到信息化大生产时期，它将更多阶层的人降落到无产

阶级的队伍中来。然而，资本主义吸取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主动或被

动地调整社会生产关系，如提高收入和完善社会保障，将新形成的无产

阶级建构为所谓的中产阶级，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

因此，我们发现，无产阶级没有消亡，而是被科技弱化，被话语掩盖。资

本主义通过科技的发展，进行智能化生产和将部分产业向国外转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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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革命和先进的产业工人的数量急剧减少，他们或主动或被迫转移到

第三产业，然后通过话语的操纵，将保守和落后的中产阶级塑造为社会

中坚力量，便于自身的阶级统治。

内格里为了对抗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的话语体系提出诸众，希

望挖掘资本主义社会规模更加庞大的掘墓人。但是，内格里没有继续

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而发展出一种生命政治框架来挖掘革命主体。

内格里认为，如今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

是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过渡。“在后现代社会，传统的工人阶级

已经消失了。”①代之而起的是可以摆脱资本统治并建立新世界的诸

众。“当非物质生产取代其他增殖方式，成为居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

时，劳动力就可以摆脱资本的控制。……以生产非物质产品为目标的

活劳动，如认知或智识劳动，总是会突破加诸自身的限制，并发展出无

法被磨灭的欲望和不断改善的生命形式。”②由此可见，内格里的诸众

类似后现代社会中强调差异的欲望主体。它在被控制的同时，也在反

抗。但是内格里认为，生命政治框架虽然从内在性的方面把握了当代

社会，但是它还具有抽象性，不能抓住当代社会的真实动力。因此，我

们对诸众的理解还要有马克思的生产维度，这样的诸众才能成为改变

世界的力量。内格里认为，诸众是一个阶级概念，它是指在生产领域受

资本剥削的一切劳动者。而在当代社会，诸众主要是指非物质劳动者，

它具有创造新世界的潜能。

四、出走成为了当代无产阶级

政治斗争的新方式

马克思告诉我们，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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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斗争是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的重要法宝。但是，内格里认为，阶级

斗争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斗争的需要了，需要提出新的斗争方式。在

生命政治思想的指导下，内格里提出，“出走”是当下政治斗争的有效

方法。

内格里认为，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到生命政治生产时，政治行动

的关键，不再是阶级的对抗而是对主体性生产的控制。因为在生命政

治的理论框架下，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表现为生命政治生产，其核心不

再是商品生产，而是主体性生产。主体性生产虽然内在于资本，为资本

增殖所服务，但同时它又与资本是处于对抗关系中，可以实现无产阶级

的自我价值增殖即社会个人的自身发展。因此，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理

解为生产的主体性，而应该解读为他者的生成。“伦理基础就需从同

一转向生成。关键‘不在于我们是什么，而在于我们在生成的过程中

是什么———这就是他者，我们是生成———他者’。从这个视角来看，今

天政治行动的关键就在于对主体性生产的控制或自治。诸众在构筑共

同性的过程中，将其自身构建为奇异性的主体性。”①

内格里认为，主体性争夺的核心在于共同性。随着非物质劳动的

发展，共同性即知识、语言、符码、信息、感受等也获得了相应的发展。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所创造的这些共同性被资本所控制和利

用，用来实现资本的增殖。如同马克思所说，人们在创造知识、信息等

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发展，但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下，知识、信

息等都外化为资本与人相对立而存在，它们不再为人的发展所服务，而

是为资本的增殖所服务。而内格里认为，人们在生产共同性的过程中，

也可以将自身建构为自为的主体或奇异性主体，实现自身的价值增殖，

对抗资本的价值增殖机制。因此，内格里指出，当共同性实现的是资本

的增殖，它相对于人的发展来说就是外在的、有害的、腐化的，而当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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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实现的是人的发展，那它就是有利的、生成性的。从积极方面来看，

共同性是一种开放的、需要民主方式进行管理的财富形式。虽然过去

发生过“公地悲剧”的情况，即无主的公共土地被滥用和侵占，但是内

格里“坚持认为，共同性能够且必须以公开、民主的方式得到组织和管

理”①。由此，内格里认为，共同性概念蕴含着新的政治空间和可能，为

新社会的构建奠定基础。

因此，生命政治生产虽然受到资本的控制，但是它通过共同性所发

展出来的自主性打开了资本的社会关系，创造了一个豁口。“在生命

政治生产的语境下，我们认识到，资本不应该仅仅简单地被理解为一种

社会关系，更应该是一种开放的社会关系。”②在开放的社会关系下，生

命政治劳动不断地逾越资本的界限和控制。内格里基于此提出：“生

命政治语境下的阶级斗争采取出走的形式。我们所谓的出走，是通过

实现劳动力潜在自主性的方式从与资本的关系中退出的过程。因此，

出走不是拒绝生命政治劳动力的生产力，而是拒绝资本对生产能力日

益强加的制约因素。”③内格里认为，生命政治劳动的自主性打开了资

本的社会关系，它可以打破资本主义生产的循环，逾越其与资本的关系

实现自治，建立新的世界。在这里，我们发现，内格里从福柯的生命政

治学的框架对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新的思考，认为主体性的争夺成了

政治斗争的关键，共同性的发展成了主体生成和自治的条件，出走成了

政治斗争的有效方式。在生命政治框架下，内格里之所以采取出走的

斗争方式，主要是因为斗争的对象从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转到了主体

性。福柯的生命权力理论揭示了当代社会主体性生产的新机制，而内

格里的生命政治框架揭示了主体性生产的另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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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内格里对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重写的启示

通过研究发现，内格里并没有继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重

写《共产党宣言》，而是采用新的理论资源和范式，即生命政治框架建

构新的《共产党宣言》。内格里的这一建构虽然没有能够撼动当代资

本主义社会，但是为我们思考当代社会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提供了

启示。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究竟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成了一个亟待思考的课题。内

格里在这方面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思考。总

的来说，内格里对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重写，从生命政治框架分析

了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新材料，为人类讨论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提供

了宝贵的经验，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作出了理论贡献。内格里告

诉我们，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阶级构成和

斗争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过去在机器化大生产时期，工业劳动是资本

主义剥削劳动者的主要方式，无产阶级主要由产业工人构成，斗争的方

式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但随着信息化大生产的发展，非物质劳动

代替工业劳动成了资本主义剥削劳动者的主要方式，无产阶级的构成

已经扩大到一切受资本剥削的非物质劳动者即诸众，斗争的方式已经

发展到可以逾越资本主义统治的出走。可以说，内格里从生命政治框

架的视角讨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主体性的方面分析了当代资

本主义的剥削和无产阶级的抗争，为新社会的创建提出了许多思考。

内格里的思考给我们最大的教益是马克思主义需要回应资本主义

的新发展和新材料。生命政治框架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是有帮助的，但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难以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根

源、找到实现理想社会的现实力量和根本实现人类解放的有效途径。

内格里的思考虽然在生命政治框架下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主体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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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抗争，但是还没有将主体和主体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还没有将

斗争的对象从主体本身转向主体的社会使用形式。内格里虽然想在

２１世纪续写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但由于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分

析，导致其理论缺乏彻底性，没有抓住劳动问题的本质，没有找到真实

的解放力量，没有揭示有效的斗争方式。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诸众的斗争是难以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也许在资本主义统治处于虚

弱的情况下，诸众的斗争可能成功，但是他们并不一定谋求消灭私有

制，建立公有制，而更可能是在不触动既有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更加民

主的管理方式，争取到更多的政治权利。这样的政治目标虽然可以使

得无产阶级实现一定程度的解放，但并没有根本性地解决资本主义社

会的内在矛盾，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

只要无产阶级松懈下来，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就会重新夺回失去的利

益，甚至加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诸众的斗争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困

境，主要是因为内格里理论的不成熟不科学所导致的。内格里的理论

不是建立在分析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而是诉诸抽象的政

治观念，因而是不科学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因此，内格里找不到实现

理想的力量，认为传统的阶级斗争已经不适用了，提出一种不触动资产

阶级统治的民主自治方案即出走，希望建立新社会。马克思说，阶级斗

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

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依据。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会发现，当今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获得

了巨大发展，如通过非物质劳动使得社会个人获得了发展，但社会个人

的资本主义应用却限制了人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我们要

将社会个人的发展和社会个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使用形式区别开来，

并认识到，社会个人的解放和发展需要变革甚至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

生产关系，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才能实现。当代资本主义的

发展已经到了需要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阶段，不变革现实的社会生产

关系，社会生产力就无法得到解放和发展，社会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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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难以得到缓解。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需要无产阶级的抗

争直至推翻才能实现。如今西方无产阶级的斗争还处于自在抗争的阶

段，希望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益，但还没有认识到实现自身解放的根本

途径即推翻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自己掌握国家政权和建立公有制，因

此还没有上升到自为抗争的阶段。因此，内格里对《共产党宣言》的重

写，可以说只能是当今西方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理论总结，还没有上升

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层面，没有揭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人类解放的

根本途径。

（作者　 马　 丽，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李春建，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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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四种形态

叶 建 辉

通常，人们认为，解放神学家的著作是理解解放神学的关键。这当

然是对的，但解放神学不是解放神学家的专利，不是解放神学家独有的

财产。解放神学的精义恰恰在于：神学需要走出神学院的门墙，走入更

广阔的世界，借此而有益于社会的解放。解放神学的基本精神固然在

解放神学家的著作中得到了经典表达，但解放神学家并不是解放神学

的唯一传人。按照迈克尔·勒维（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ｗｙ）的看法，解放神学只

是更广泛的“解放基督教”现象的冰山一角①。不能只盯着解放神学家

看解放神学。除了解放神学家的著作之外，还有其他形态的解放神学：

拉丁美洲天主教官方文件中的解放神学、拉丁美洲“解放神学主教”牧

灵实践中的解放神学和拉丁美洲社会运动中的解放神学。

一、拉丁美洲天主教会官方文件中的解放神学

虽然“解放神学之父”古斯塔沃·古铁雷斯（Ｇｕｓｔａｖｏ Ｇｕｔｉéｒｒｅｚ）

０７４

①
　 项目来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研究，１６ＣＺＪ０１５）。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ｗｙ，“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ｉ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ｔｙ ａｔ ｌａｒｇｅ：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ｄｅｂａｔｅ，（ｅｄｓ．）Ｍａｂｅｌ
Ｍｏｒａａ，Ｅｎｒｉｑｕｅ Ｄｕｓｓｅｌ ａｎｄ Ｃａｒｌｏｓ Ｊáｕｒｅｇｕｉ，Ｄｕｒｈａｍ：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ｐ．３５０．



１９７１年出版的《解放神学》一书是解放神学的标志，但人们公认，正式

宣告解放神学诞生的是 １９６８ 年于哥伦比亚麦德林召开的第二届拉丁

美洲主教大会（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ｉ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ｅｌ Ｅｐｉｓｃｏｐａｄｏ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简

称 ＣＥＬＡＭ）。麦德林主教大会代表了拉丁美洲天主教会的重大变革，

著名解放神学家洪·索夫里诺（Ｊｏｎ Ｓｏｂｒｉｎｏ）称之为“麦德林转折”①。

解放神学是这个麦德林转折的一部分。麦德林主教大会产生了 １６ 个

文件，分别为《正义》《和平》《家庭和人口》《教育》《青年》《民间牧灵》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ｒ）《精英牧灵》《教理传授》《礼仪》《平信徒运动》《司

铎》《修道士》《神职人员培育》《教会的贫穷》《通盘牧灵》（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ｄｅｌ

ｃｏｎｊｕｎｔｏ）和《社会传播工具》②。其中，《正义》《和平》和《教会的贫穷》

这几个文件跟解放神学关系最为密切。在所有这些文件之前，有一个

简短而具有定调性质的导言。导言认为，拉丁美洲正在经历决定性的

变革，正在迈过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门槛，一个渴望“总体解放”

（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 ｔｏｔａｌ）、渴望从所有奴役中获得解放③。这些麦德林教父们

认为，一种新的文明正在痛苦的孕育之中，这是印刻在人那里的天主肖

像的踪迹。当年的以色列，在天主的指引下走出埃及的压迫，穿过红

海，走向应许之地，而今拉丁美洲人这个“天主的新民族”仿佛新的以

色列，也正在经历一种真正的发展，正在从一种不太人道的状况，走向

一种比较人道的状况④。可以说，麦德林教父们在这简短的导言中所

表述的，正是解放神学的基本精神：拉丁美洲底层百姓正在着手创造一

个新时代，这是天国临在的标记，必须追随拉丁美洲人民谋求解放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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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Ｊｏｎ Ｓｏｂｒｉｎｏ，Ｔｅｒｒｅｍｏｔｏ，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ｏ，ｂａｒｂａｒｉｅ ｙ ｕｔｏｐíａ，Ｓａｎ Ｓａｌｖａｄｏｒ，Ｅｌ Ｓａｌｖａｄｏｒ：ＵＣＡ
Ｅｄｉｔｏｒｅｓ，２００３，ｐ．２２．
ＣＥＬＡＭ，Ｌａｓ ｃｉｎｃｏ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ｉａ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ｓ ｄｅｌ ｅｐｉｓｃｏｐａｄｏ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Ｂｏｇｏｔá，Ｃｏ
ｌｏｍｂｉａ：ＣＥＬＡＭ，２０１４．
ＣＥＬＡＭ，Ｌａｓ ｃｉｎｃｏ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ｉａ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ｓ ｄｅｌ ｅｐｉｓｃｏｐａｄｏ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Ｂｏｇｏｔá，Ｃｏ
ｌｏｍｂｉａ：ＣＥＬＡＭ，２０１４，ｐ．８４．
ＣＥＬＡＭ，Ｌａｓ ｃｉｎｃｏ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ｉａ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ｓ ｄｅｌ ｅｐｉｓｃｏｐａｄｏ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Ｂｏｇｏｔá，Ｃｏ
ｌｏｍｂｉａ：ＣＥＬＡＭ，２０１４，ｐ．８５．



踪，神学才能成为生命之神的真见证。

麦德林主教大会的第一个文件是《正义》。《正义》首先指出拉丁

美洲人所处的基本状况：大面积的贫穷。另外则是对这种大面积民间

疾苦漠然无动的少数权贵，这构成种种“不义的结构”①。《正义》诉诸

天主教的基本立场：人是依天主的肖像和模样创造的，有其不可侵犯的

尊严，而贫穷是对这种尊严的侵犯，因而贫穷是一种必须加以改变的不

义，使所有人都过上与其天主子民的尊严相称的生活。虽然基督教并

不直接要求进行“结构变革”，而是强调只有“人的皈依”才能导向“真

正的解放”，但这种皈依包含了“结构变革”的要求②。“俗世的进步”

与“基督的王国”之间的区别固然不能抹杀，但在寻求拯救的过程中，

也应该避免将俗世任务与圣化使命相分离的二元论。《正义》进一步

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有问题，因为这种体制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关于生产

资料所有权的观念之上，企业被等同于资本的主人，人反而成了企业的

财产。在一种真正人道的经济中，企业乃是人的共同体和通过资本实

现财富生产的劳动单位。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是对人格尊严的侵犯，因

为这种制度的前提是资本的首要性，人反而是次要的。《正义》向企业

家和政治权威呼吁建立一种真正人道的经济，使企业的运作接受教会

的引导，为人的尊严服务③。《正义》还从国际角度谈论经济问题，认为

拉丁美洲处于一种接近于奴役的“依附境况”之中④，需要致力于工业

化和拉丁美洲经济一体化⑤。为了完成这项结构变革任务，还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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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ＬＡＭ，Ｌａｓ ｃｉｎｃｏ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ｉａ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ｓ ｄｅｌ ｅｐｉｓｃｏｐａｄｏ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Ｂｏｇｏｔá，Ｃｏ
ｌｏｍｂｉａ：ＣＥＬＡＭ，２０１４，ｐ．８８，ｎ．２．
ＣＥＬＡＭ，Ｌａｓ ｃｉｎｃｏ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ｉａ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ｓ ｄｅｌ ｅｐｉｓｃｏｐａｄｏ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Ｂｏｇｏｔá，Ｃｏ
ｌｏｍｂｉａ：ＣＥＬＡＭ，２０１４，ｐ．８８，ｎ．３．
ＣＥＬＡＭ，Ｌａｓ ｃｉｎｃｏ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ｉａ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ｓ ｄｅｌ ｅｐｉｓｃｏｐａｄｏ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Ｂｏｇｏｔá，Ｃｏ
ｌｏｍｂｉａ：ＣＥＬＡＭ，２０１４，ｐ．９１，ｎ．１０．
ＣＥＬＡＭ，Ｌａｓ ｃｉｎｃｏ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ｉａ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ｓ ｄｅｌ ｅｐｉｓｃｏｐａｄｏ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Ｂｏｇｏｔá，Ｃｏ
ｌｏｍｂｉａ：ＣＥＬＡＭ，２０１４，ｐ．９２，ｎ．１１．
ＣＥＬＡＭ，Ｌａｓ ｃｉｎｃｏ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ｉａ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ｓ ｄｅｌ ｅｐｉｓｃｏｐａｄｏ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Ｂｏｇｏｔá，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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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教育活动，唤醒人们对正义的意识，教会可以通过自己的牧灵行动

对此有所贡献。在《教育》这个文件中，则明确使用了“解放教育”

（ｅｄｕｃａｃｉóｎ ｌｉｂｅｒａｄｏｒａ）这个提法，其目标是使人获得“整全发展”（ｄｅ

ｓａｒｒｏｌｌ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使人成为自身发展的主体，改变将教育视为职业教

育、只是为了满足劳动市场需求的观念①。概括而言，麦德林教父们在

《正义》中谈论了两个层面的正义，一个是国内正义，基本问题是贫富

悬绝；另一个是国际正义，基本问题是经济依附。就国内正义而言，需

要改变经济运作的方式，使之接受教会原则的引导，服务于人的尊严；

就国际正义而言，则需要通过工业化和拉丁美洲经济一体化使拉丁美

洲摆脱依附，获得自主发展的能力。

《和平》同样聚焦发展问题，认为“发展是和平的新名”，只有实现

真正的发展才能拥有和平。拉丁美洲的欠发达是一种导致紧张、危及

和平的不义境况，这种不义是对“罪的境况”（ｓｉｔｕａｃｉóｎ ｄｅ ｐｅｃａｄｏ）的表

达②。拉丁美洲欠发达状况的其中一个表现是阶级之间过度的不平

等，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两大阶级对立的状况：一边是十分富有的少数

人，另一边是贫穷的大多数。这种过度的不平等全面阻碍了大多数人

正当权益的满足，导致日益增长的挫败感。权势群体漠然置之并经常

动用强力压制任何反抗的意图，更是强化了拉丁美洲的悲惨境况。另

外则是“外部新殖民主义”（ｎｅｏ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ｏ ｅｘｔｅｒｎｏ）：拉丁美洲国家对

经济权力中心的依附，这种依附经常使拉丁美洲国家无法成为自己财

富的主人、无法做出自主的经济决策③。这种新殖民主义在经济上首

先表现为对国际贸易的扭曲：初级产品相对于制成品的日益贬值。这

种不义使发达国家的援助变得虚伪：来自一只手的援助被另一只手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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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这种新殖民主义还表现为：经济和人力资本的外流、利润和税收的

外逃、不断增长的债务以及罗马教宗保罗六世通谕《人民的进步》

（Ｐｏｐｕｌｏｒｕｍ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第 ２６节所说的“金钱的国际帝国主义”（ｉｍｐｅｒｉ

ａｌｉｓｍ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ｌ ｄｉｎｅｒｏ）①。《和平》诉诸基督教关于和平的原

则。首先，“和平是正义之果”，只有建立一种正义的秩序，和平才能到

来。正义的秩序是一种人能够作为人自我实现的秩序：人的尊严得到

尊重，人的正当权益得到满足，人的自由得到保障。正义的秩序是人在

其中不再是客体，而是自身历史的主体的秩序。其次，和平来自持续不

懈的努力。也就是说，和平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时代在变化，需要持

之以恒地致力于和平的事业。最后，和平是爱的果实，对人与人之间真

正的博爱的表达。这种大爱根本上来自基督，基督是“和平之君”。

“爱是正义的灵魂”，不义的社会不平等在根本上是由于对基督和天主

的拒绝②。由于不义而造成了对和平的破坏，这种破坏尤其表现为肆

虐拉丁美洲的暴力现象。《和平》的突破性在于，《和平》指斥拉丁美洲

的“不义境况”乃是一种“体制化暴力”（ｖｉｏｌｅｎｃｉ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ｃ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ｄａ）：整

个民族缺乏生活必需品，处于依附之中，阻碍了任何可能的首创精神和

责任感的萌发，遏制了任何可能的文化提升和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

与③。需要进行深刻的变革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如果权势群体阻碍变

革，如果他们动用暴力手段来保卫自己的特权，他们将引发“绝望的革

命”。“在显著而长期的暴政严重侵犯人的基本权利、威胁国家共同福

祉的情况下，革命暴动可以是正当的”④。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对革命

４７４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③

④

ＣＥＬＡＭ，Ｌａｓ ｃｉｎｃｏ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ｉａ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ｓ ｄｅｌ ｅｐｉｓｃｏｐａｄｏ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Ｂｏｇｏｔá，Ｃｏ
ｌｏｍｂｉａ：ＣＥＬＡＭ，２０１４，ｐ．１００，ｎ．９．
ＣＥＬＡＭ，Ｌａｓ ｃｉｎｃｏ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ｉａ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ｓ ｄｅｌ ｅｐｉｓｃｏｐａｄｏ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Ｂｏｇｏｔá，Ｃｏ
ｌｏｍｂｉａ：ＣＥＬＡＭ，２０１４，ｐｐ．１０１－１０２，ｎ．１４．
ＣＥＬＡＭ，Ｌａｓ ｃｉｎｃｏ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ｉａ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ｓ ｄｅｌ ｅｐｉｓｃｏｐａｄｏ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Ｂｏｇｏｔá，Ｃｏ
ｌｏｍｂｉａ：ＣＥＬＡＭ，２０１４，ｐ．１０３，ｎ．１６．
ＣＥＬＡＭ，Ｌａｓ ｃｉｎｃｏ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ｉａ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ｓ ｄｅｌ ｅｐｉｓｃｏｐａｄｏ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Ｂｏｇｏｔá，Ｃｏ
ｌｏｍｂｉａ：ＣＥＬＡＭ，２０１４，ｐ．１０５，ｎ．１９．



正当性的肯定并不是麦德林教父的发明，而是直接出自罗马教宗保禄

六世 １９６７年发布的通谕《人民的进步》第 ３１ 节。这就像在危急情况

下人可以正当防卫一样。当然，教会虽然在理论上承认在某种极端情

况下暴力革命的正当性，但教会本身并不提倡革命暴动，而是要致力于

唤醒人们对正义的意识，敦促政府和领导阶级尽一切可能消除妨碍和

平的因素。与此类似，麦德林教父们也呼吁发达国家领导人接受初级

产品的公道价格，承认弱小民族正当的自决权，如此才能保障世界和

平①。《和平》也在两个层面上谈论问题：一个是国内和平，另一个是国

际和平。基本问题是发展问题，发展不足会导致暴力革命这个引起广

泛关注的焦点问题，要避免暴力需要建立一个正义的国际和国内秩序，

在国际上需要尊重弱小民族的自决权，在国内则需要尊重广大民众的

基本尊严和权利。

在《正义》与《和平》这两个文件中，教会的主要职责是唤起民众对

于社会不公的意识，以此而间接地促进解放，教会本身则仿佛真理的柱

石一般岿然不动，指引着拉丁美洲社会前进的方向。《教会的贫穷》则

集中包含了对教会自身的变革要求。首先，麦德林教父们说，拉丁美洲

教会无法对拉丁美洲存在的骇人的社会不义无动于衷，它使拉丁美洲

大部分人陷于痛苦的贫穷之中，在很多情况下是处于非人的悲惨之中。

与此同时，人们抱怨教会却很富有并与富人站在一起。虽然实际情况

并非如此，但难以改变教会留给人们的这种印象。拉丁美洲教会应当

成为一个贫穷的教会，为了在理论上澄清问题，麦德林教父们区分了三

种贫穷。第一种贫穷是物资匮乏意义上的贫穷。这种贫穷是一种恶，

是违反天主意愿的恶，是人的罪和不义的后果。第二种贫穷是神贫或

灵贫，雅威的穷人意义上的贫穷。神贫是一种向天主敞开的态度，一种

不执着于此世、承认此世之外另有更高的天国的态度。第三种贫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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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意义上的贫穷，是出于自身的意愿而追随基督的榜样，甘愿成为穷

人，以见证贫穷所代表的恶，最终拯救穷人①。贫穷的教会应当反对第

一种贫穷，指斥匮乏乃是不义，赞许第二种贫穷，在精神上像婴孩一般

向天主敞开，尤其需要承诺向基督一样生活在贫穷之中，向穷人传报解

放的福音，使教会成为贫穷的标记。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教会往往未能

完成这种使命，今天尤其需要通过具体的行动、态度和规范成为基督真

正的、明白无误的标记。这要求主教、神父、修道士和普通教友冲破世

俗财富的锁链，活出贫穷的精神。麦德林教父们由此而提出了“穷人

优先”（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ｉａ ｅｆｅｃｔｉｖａ ａ ｌｏｓ ｓｅｃｔｏｒｅｓ ｍáｓ ｐｏｂｒｅｓ ）的号召②：教会应

当与穷人休戚与共，指斥不义和压迫，反对不可容忍的悲惨境况，使权

势者认识到他们的义务。麦德林教父们还在《通盘牧灵》中要求拉丁

美洲各国主教会议成为拉丁美洲主教大会精神的执行机构，使麦德林

大会的精神有效地渗入整个拉丁美洲③。概括地说，《教会的贫穷》要

求拉丁美洲教会改变“富人的教会”的形象，效法基督，转变为“穷人的

教会”，为人的解放和社会正义作出见证。可以说，《教会的贫穷》是拉

丁美洲天主教会决心自我改革的宣言。

麦德林主教大会的这几个文件代表了拉丁美洲天主教会官方文件

中的解放神学。麦德林文件一方面要求推动社会变革，另一方面要求

推动教会变革，这两个方面的变革都指向人的解放，使人成为自身历史

的主人。而且，这些文件直指现实问题，精神一贯并言简意赅，具有相

当的可操作性，可以说是一份行动指南。麦德林教父们之所以能够提

出如此通盘性、现实性的变革要求，则是由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

（１９６２—１９６５ 年）所带来的对整个天主教会的改变，麦德林主教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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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题就是在拉丁美洲贯彻“梵二会议”的精神。可以说，麦德林主

教大会就是“拉二会议”。虽然只有罗马教宗可以召集大公会议，但

在原则上，大公会议在权威性上高于罗马教宗，是整个天主教会的最

高权威当局。也就是说，解放神学可以在天主教最高权威那里找到

根源。

“梵二会议”的主题是“跟上时代”或教会如何融入现代世界、如何

现代化。最能代表天主教会这个意图的文件是《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

职宪章》，该文件有另一个名字：《喜乐与期望》（Ｇａｕｄｉｕｍ ｅｔ Ｓｐｅｓ）。文

件首先指出，教会与人类的历史具有深切的关联，“尤其贫困者和遭受

折磨者，所有喜乐与期望、愁苦与焦虑，亦是基督信徒的喜乐与期望、愁

苦和焦虑”①。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传统上，教会被视为抵御历

史风浪的真理的柱石，无常变幻的历史是天主教真理的对立面。如今，

教会则认为需要“一面检讨时代局势，一面在福音神光下，替人类解释

真理，并以适合各时代的方式，解答人们永久的疑问，即现世及来生的

意义，和今生与来世间的关系”②。古铁雷斯对解放神学所下的定义与

之颇为相似：“在圣言光照下对历史实践的批判性反思。”③两者都认为

信仰不能脱离历史、脱离时代。和解放神学要求承担为穷人解放作见

证的俗世责任一样，梵蒂冈文件也说过类似的话：“来世的希望并不削

弱人们对现世所有的责任感，反而以新的理由支持人们完成这责

任。”④教会要同历史共进退，共同体验尘世的命运，为此，《喜乐与期

望》展开了对现代世界的描述：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

化，同时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与麦德林文件《正义》和《和平》非常相

似的是，《喜乐与期望》也指出了贫富分化问题：“现代人类拥有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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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技能及经济力量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大部分人类又为饥馑贫困所折

磨”①。《喜乐与期望》同样谈及发展中国家的自决及对发达国家的依

附问题：“正在发展中的各国，一如最近获得独立的各国，不唯在政治

上，而且在经济上，要求分享文明的果实，并期望在世界上，自由行使自

己的权力。但实际上，他们与各强国之间的距离，尤其多次在经济上，

对比较富庶而进步较快的各国的倚属性，却日形增加。”②像麦德林文

件《和平》一样，梵蒂冈文件也认为，这种依附导致“经济比较富裕的国

家和其他国家间的对立，日趋严重，可能危及和平”③。梵蒂冈文件同

样要求建立一个为人服务的秩序：“社会秩序及其进步时时应以人们

的利益为目标。因为事物应隶属于人，而人不应隶属于事物”，而“将

工人只视作赚取利润的工具……是可耻的、有辱文明的罪孽”④。因为

“人以劳动奉献于天主，便是参与耶稣基督的救世大工”，人的劳动“远

驾乎经济生活的其他因素之上”⑤。“梵二会议”没有产生与“拉二会

议”文件《教会的贫穷》对应的文件，但在《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中也

提出了类似贫穷教会的要求：“主的神曾为救主傅油，并派遣祂向贫穷

人传报喜讯，司铎们，还有主教们，由同一圣神所引导，要戒避一切可能

引起穷人反感的事，要比基督的其他门徒，更能在自己的事物上，摈弃

任何奢华现象。要把自己的住宅，安排得不使任何人却步，即使较贫穷

者也不致于不敢上门求见。”⑥可见，教会改革的呼声出自教会最高当

局，拉丁美洲教会推动的教会变革是在执行大公会议的精神，解放神学

诞生的时间应该上溯至 １９６２年“梵二会议”召开之年。

８７４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天主教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光启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１４７页。
《天主教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光启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１５１页。
《天主教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光启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２０７页。
《天主教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光启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１６８页。
《天主教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光启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２０９页。
《天主教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光启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２９０页。



二、拉丁美洲解放神学主教牧灵

实践中的解放神学

拉丁美洲出现了一批厉行“梵二会议”和“拉二会议”精神的主教，

这里将这些主教称为“解放神学主教”。在天主教会的组织架构中，主

教占据着中心位置，按照教义，罗马教宗就是罗马主教，是耶稣大门徒

伯多禄的传人，是整个天主教的基石和中心，而其他主教则相当于耶稣

其他门徒的传人，是其所在教区的绝对核心。主教就是教会的代表，整

个天主教体制可以说就是主教体制，主教的立场决定着其所在教区的

立场，牵一发而动全身，极为关键。解放神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影响

深远的“现象”，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出现了一批支持、同情解放

神学立场的主教，否则，解放神学就只是一些神学家个人的事情，无法

代表教会，不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具有代表性的“解放神学主教”有：

阿根廷拉里奥哈主教恩里克·安赫莱利（Ｅｎｒｉｑｕｅ Ａｎｇｅｌｅｌｌｉ，１９２３ －

１９７６）、阿根廷马德普拉塔主教爱德华多·皮罗尼奥（Ｅｄｕａｒｄｏ Ｐｉｒｏｎｉｏ，

１９２０－ １９９８）、智利塔尔卡主教马努埃尔·拉腊因（Ｍａｎｕｅｌ Ｌａｒｒａíｎ，

１９００－１９６６）、智利圣地亚哥主教劳尔·席尔瓦·恩里克斯（Ｒａúｌ Ｓｉｌｖａ

Ｈｅｎｒíｑｕｅｚ，１９０７－１９９９）、巴西奥林达及累西腓主教埃尔德·卡马拉

（Ｈéｌｄｅｒ Ｃｍａｒａ，１９０９－１９９９）、巴西克拉特乌斯主教安东尼奥·弗拉戈

索（Ａｎｔｎｉｏ Ｆｒａｇｏｓｏ，１９２０－２００６）、秘鲁利马主教胡安·兰达苏里·里

克茨（Ｊｕａｎ Ｌａｎｄáｚｕｒｉ 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１９１３－１９９７）、厄瓜多尔里奥班巴主教莱

昂尼达斯·普罗亚尼奥（Ｌｅｏｎｉｄａｓ Ｐｒｏａｏ，１９１０－１９８８）、哥伦比亚布埃

纳文图拉主教赫拉尔多·巴伦西亚（Ｇｅｒａｒｄｏ Ｖａｌｅｎｃｉａ，１９１７－１９７２）、萨

尔瓦多圣萨尔瓦多主教奥斯卡·罗梅罗（?ｓｃａｒ Ｒｏｍｅｒｏ，１９１７－１９８０）、

危地马拉贝拉帕斯主教胡安·何塞·赫拉尔迪（Ｊｕａｎ Ｊｏｓé Ｇｅｒａｒｄｉ，

１９２２－１９９８）、墨西哥库埃纳瓦卡主教塞尔希奥·门德斯·阿塞奥

（Ｓｅｒｇｉｏ Ｍéｎｄｅｚ Ａｒｃｅｏ，１９０７－１９９２）、墨西哥恰帕斯主教萨穆埃尔·鲁

９７４

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四种形态



伊斯（Ｓａｍｕｅｌ Ｒｕｉｚ，１９２４－２０１１）。当然，“解放神学主教”不止这 １３ 位。

这些提到名字的主教大部分曾经代表拉丁美洲参加过“梵二会议”，本

身就是拉丁美洲天主教官方教会的当然代表，就是参与“拉二会议”相

关决议文件起草和讨论的“麦德林教父”。这些“大公会议教父”“麦德

林教父”通过教会相关机构推动教会革新的展开，使解放神学能够得

到组织性、体制性的支持。阿根廷主教恩里克·安赫莱利和爱德华

多·皮罗尼奥支持了“民间牧灵”或“人民牧灵”的展开，为解放神学的

阿根廷分支“民间神学”（ｔｅｏｌｏｇíａ ｐｏｐｕｌａｒ）①或“人民神学”（ｔｅｏｌｏｇíａ ｄｅｌ

ｐｕｅｂｌｏ）②提供了重要支撑。这些主教也通过自己的权威对解放神学家

提供个人保护和支持。比如在“解放神学之父”古铁雷斯遭到严厉批

评的时候，利马主教胡安·兰达苏里·里克茨就顶住压力，保护了古铁

雷斯。墨西哥主教塞尔希奥·门德斯·阿塞奥则支持了与解放神学关

系密切的伊万·伊利奇（Ｉｖａｎ Ｉｌｌｉｃｈ）的研究③。有些主教则对解放神

学家组织给予支持，比如哥伦布亚的赫拉尔多·巴伦西亚就支持了

“戈尔孔达集团”（ｇｒｕｐｏ ｄｅ Ｇｏｌｃｏｎｄａ）的活动④。拉丁美洲解放神学在

这些“解放神学主教”的羽翼下成长壮大，拉丁美洲教会也在这些主教

的推动下发生变化。

这些解放神学主教们推动实现的基本图景是：主教们走出象征权

力的金碧辉煌的主教府，走进穷人的世界，身体力行，像穷人一样，与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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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Ｇｕａｄａｌｕｐｅ，１９９２，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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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ｒｉｑｕｅ Ｄｕｓｓｅ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ｌａ Ｉｇｌｅｓｉａ ｅｎ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ｄｉｏ ｍｉｌｅｎｉｏ ｄ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ｊｅ ｙ
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１４９２ － １９９２），Ｍａｄｒｉｄ：Ｍｕｎｄｏ Ｎｅｇｒｏ；Ｍéｘｉｃｏ：Ｅｓｑｕｉｌａ Ｍｉｓｉｏｎａｌ，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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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活在一起，为穷人的权益辩护。基本上，传统上常常被视为与权贵

有不可分割联系的主教变成了“穷人的主教”。其中墨西哥的萨穆埃

尔·鲁伊斯、危地马拉的胡安·何塞·赫拉尔迪和厄瓜多尔的莱昂尼

达斯·普罗亚尼奥以为印第安人的权利伸张而知名，常常被称为“印

第安人的主教”。这些印第安人占比较高的地区后来发展出了常常

被视为解放神学分支的“印第安神学”。单单主教与穷人同在这个

物理性、姿态性的存在就对现存秩序构成挑战，政府当局不得不考虑

到这种可能性：搞不好站在对面的穷人就是主教的邻居。有些主教

还不只是站在穷人中间而已，他们还推动一些社会改革举措，其中产

生重大社会影响力的当属推行土地改革，因为在拉丁美洲，土地分配

不均衡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巴西的埃尔德·卡马拉支持在国会

讨论土地改革议程，智利的拉腊因和席尔瓦·恩里克斯分别将 ３４２

公顷和 １２１３ 公顷土地分给了农民，厄瓜多尔的普罗亚尼奥也将特佩

亚克农场的 ３０００ 公顷土地付诸改革①。解放神学主教们支持土地改

革的理由也可以在“梵二会议”文件《喜乐与期望》中找到：“天主曾

经钦定，大地及其所有是供人人使用的。……人人有权利拥有一部

分为本身及家人足用的财富。教会的教父及圣师主张下列意见……

处于极端贫困中者有权利使用他人财富来筹得生活必需品。”②也就

是说，从根本上讲，大地上的一切都是天主托付给人类的共同财产，

私有财产权只是在有利于人的发展的情况下才是合理的，这种财产

权不是绝对的，处于极端贫困中的人可以正当地占用他人的私有财

产。用天主教中世纪自然法体系的话来说，共同财产权是一种所有

人在极端贫困情况下都具有的“自然权利”，而私有财产权则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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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存在的“实证权利”①。由于拉丁美洲各国财富分配的极端不

均衡，土地改革问题使天主教会跟“颠覆性的”共产主义走到了一起。

１９６７年 １０月，在切·格瓦拉逝世之际，巴西主教安东尼奥·弗拉戈索

说要“为我们的兄弟祈祷”②。１９７４年，巴西主教埃尔德·卡马拉在芝

加哥大学访问时则说：“我们应该仔细分析马克思，就像中世纪的托马

斯·阿奎那等人仔细分析亚里士多德一样。”③这些对拉丁美洲的保守

派无疑是极大的刺激，可以想象，冲突难以避免。有些主教由此付出了

生命的代价：阿根廷的恩里克·安赫莱利主教和萨尔瓦多的奥斯卡·

罗梅罗主教就是如此，他们都由于站在穷人一边而遭到谋杀。奥斯

卡·罗梅罗主教的行迹尤其引起关注。

在成为主教之前，奥斯卡·罗梅罗一直跟萨尔瓦多的精英一起紧

密工作，是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徒，对于 １９６８ 年麦德林主教大会之后萨

尔瓦多教会内所进行的改革持批评态度。基本上，奥斯卡·罗梅罗是

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徒，认为教会不该卷入麦德林新潮流所要求的社会

变革之中。奥斯卡·罗梅罗希望见到的是一个和平、中立的教会。所

以，人们普遍认为梵蒂冈 １９７７年任命奥斯卡·罗梅罗为圣萨尔瓦多主

教是对萨尔瓦多教会激进派的一种制衡。当时，萨尔瓦多因为土地改

革问题而导致了社会撕裂，有些人成立了武装游击队反抗政府，这种社

会撕裂也反映在萨尔瓦多教会内部。奥斯卡·罗梅罗不想卷入，但是，

上任还不到一个月，他曾经的朋友和同事、耶稣会士鲁蒂利奥·格兰德

（Ｒｕｔｉｌｉｏ Ｇｒａｎｄｅ，１９２８—１９７７）就在去做弥撒的路上遭枪杀，与这位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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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士一同遭难的还有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①。这成为触发奥斯卡·罗

梅罗主教转变立场的决定性事件。在拉丁美洲，教士很受尊重，在萨尔

瓦多的邻国尼加拉瓜，在耶稣会近五百年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在一生中

两次成为耶稣会士的费尔南多·卡德纳尔（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Ｃａｒｄｅｎａｌ）在其回

忆录中曾提到，尼加拉瓜军政府首领索摩查的母亲在 １９７８年前后告诫

她的儿子“不要碰教士，碰了教士你就完了”，而索摩查也没有杀过一

个教士②。这与萨尔瓦多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更何况还有老人和孩

子被杀。为此，一向随和的奥斯卡·罗梅罗主教关闭萨尔瓦多所有天

主教学校，哀悼三天并号召所有天主教徒参加鲁蒂利奥·格兰德的葬

礼，这成为萨尔瓦多历史上最大的宗教集会。奥斯卡·罗梅罗主教由

此而被指控为共产主义者和叛乱分子③。可以想见，鲁蒂利奥·格兰

德事件在萨尔瓦多所产生的社会反响。政府方面承诺调查，但调查最

后不了了之。此次事件之后，奥斯卡·罗梅罗主教改变了其基本的保

守立场，开始每周通过广播发表对萨尔瓦多时事的评论，援引麦德林主

教大会文件为底层民众的权益辩护，要求在萨尔瓦多实现正义。奥斯

卡·罗梅罗主教还缺席了新任总统的就职仪式④。就这样，不想卷入

历史漩涡的奥斯卡·罗梅罗主教成了旋涡的中心，受到教会内外各方

面的压力和批评，但获得了来自负责萨尔瓦多中美洲大学的耶稣会方

面的有力支持。奥斯卡·罗梅罗主教既呼吁游击队方面放弃暴力，也

呼吁政府方面以正义感和责任感对待人民。但萨尔瓦多的社会紧张状

况继续恶化，政府和游击队之间的冲突在加剧，平民继续遭到杀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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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也继续遭到杀害。漠视基本人权、产生大量穷人和受害者的秩序不

可能是正当的秩序，先前奥斯卡·罗梅罗眼中的秩序现在成为麦德林

文件所指斥的“体制化暴力”。历史的形势逼着奥斯卡·罗梅罗完成

麦德林转折，走向底层，走向穷人的世界，成为“无声者的声音”。如

此，秩序就不再是决定性的，秩序应当为人的尊严服务，而不是相反，因

为人是天主的儿女，身上印刻着造物主的肖像和模样。由这个基本的

天主教原则，奥斯卡·罗梅罗主教能够说：“如果整洁的道路和机场、

宏伟的大厦建立在穷人的鲜血之上，那又有什么用？”①基督首先向其

传报喜讯的穷人的生命超乎一切政治之上，关涉天主教的基本信仰。

１９８０年 ３月 ２３日，奥斯卡·罗梅罗主教在其讲道中言辞肯切地对萨

尔瓦多士兵们说：“以天主的名义，以这个受苦的人民———其冤鸣已经

一天天上达天庭———的名义，我请求你们，我哀求你们，我命令你们！

停止镇压！”②第二天，在做弥撒的时候，奥斯卡·罗梅罗主教被枪杀。

可以想见这样一个画面：圣杯的酒和殉道者的血一起完成了基督的祭

礼。奥斯卡·罗梅罗主教就此成为一个殉道的圣徒，并与解放神学牢

牢地连在一起。１９８０年 ３ 月 ３０ 日，１５ 万人参加了奥斯卡·罗梅罗主

教的葬礼③，这成为解放神学所倡导的拉丁美洲教会民间化的最佳

证明。

三、拉丁美洲解放神学家著作中的解放神学

解放神学是一种处身于特定历史现实的神学，是在信仰光照下对

其历史处境的反思。以 １９６８年为象征的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世界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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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是解放神学反思的历史处境，在这个意义上，解放神学是 １９６８ 年

之子。在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的拉丁美洲，首先是 １９５９年古巴革命的成功

打开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现实可能性。也是在 １９５９ 年，罗马教宗

若望二十三世宣布召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１９６２—１９６５），展示了

“另一个教会”的可能性。１９６８年前后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用毛泽

东主席的话来说就是“环球同此凉热”。以法国“五月风暴”为代表的

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席卷西欧和北美的巴黎、柏林、伦敦、纽约、柏克莱

等城市的几乎所有知名大学。在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和阿根廷，同样发

生了影响深远的学生运动：墨西哥特拉特洛尔科三文化广场运动和阿

根廷科尔多瓦学生运动。１９６８年意味着“天地可改，人间可换”。１９６８

年 １ 月召开的有 ７０ 多个国家知识分子参加的古巴哈瓦那文化大会①

和 １９６８年 ８月召开的哥伦比亚麦德林主教大会就是在讨论如何“改天

换地”。在文学上，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登上世

界文学舞台的年代。在社会科学方面，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是拉丁美洲蜚

声世界的“依附理论”诞生并迅速获得广泛影响的年代。在 １９６８ 年，

拉丁美洲还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哲学事件：秘鲁哲学家奥古斯托·萨拉

萨尔·邦迪（Ａｕｇｕｓｔｏ Ｓａｌａｚａｒ Ｂｏｎｄｙ）出版《存在一种我们的美洲的哲学

吗？》（Ｅｘｉｓｔｅ ｕｎａ ｆｉｌｏｓｏｆíａ ｄｅ ｎｕｅｓｔｒａ Ａｍéｒｉｃａ？）一书，提出了拉丁美洲哲

学独立问题，并引起墨西哥哲学家莱奥波尔多·塞亚（Ｌｅｏｐｏｌｄｏ Ｚｅａ）、

阿根廷哲学家阿图罗·安德烈斯·罗伊格（Ａｒｔｕｒｏ Ａｎｄｒéｓ Ｒｏｉｇ）等人的

讨论，成为拉丁美洲文化独立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对解放神学而言，

这个 １９６８年处境可以分为两个侧面，一个是拉丁美洲触目惊心的大面

积贫穷和悬殊的贫富分化这个经济社会状况，另一个是常常被视若敝

屣的穷人已经意识到没有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天意，只有应该改变且

可以改变的社会结构。这些历史上籍籍无名的跟在权势者身后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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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开始着手改变现实，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不容错

过，错过这样的历史无异于错过见证神的临在的机会，这就是解放神学

的奠基性经验。可以将这个经验称为“１９６８年经验”：神临在于穷人的

世界之中，临在于穷人的解放进程之中。这是解放神学的灵性源泉。

解放神学首先是“解放”。用古铁雷斯的话来说，解放的实践是“第一

序行动”，神学的反思是“第二序行动”（ａｃｔｏ ｓｅｇｕｎｄｏ），必须先走进解

放的历史，然后才有关于解放的神学反思①。用莱昂纳多·博夫（Ｌｅｏ

ｎａｒｄｏ Ｂｏｆｆ）和克洛多维斯·博夫（Ｃｌｏｄｏｖｉｓ Ｂｏｆｆ）两兄弟的话来说，则

是：“在做神学之前，我们得先‘做’解放”②。要“做”解放，要进入解放

的历史，就得与解放运动中的人———尤其是穷人———有所接触。有些

人只与穷人有过零星的、间断性的接触，但即使是这种并不深入的接触

也会产生深刻的后果。穷人的世界似乎有一种魔力，吸引着基督徒的

脚踪。有些人则持久地甚至永久地住在穷人中间，与穷人同甘共苦，想

穷人之所想，急穷人之所急。但穷人往往保持深渊般的沉默。穷人这

种难以捉摸的沉默召唤着人们的皈依。解放神学家就行走在皈依穷人

里的基督这条漫长的道路之上。索夫里诺说：“穷人之外无拯救。”③可

见，解放神学不是坐在摇椅里的知识分子构想出来的神学，而是“有机

知识分子”与穷人一道走历史的苦路而得来的神学，古铁雷斯的同学、

因加入游击队而死去的哥伦布亚神父卡米洛·托雷斯（Ｃａｍｉｌｏ Ｔｏｒｒｅｓ，

１９２９—１９６６）则是这种“有机知识分子”的鲜活例证。

由此，解放神学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历史之外无拯救。古铁雷斯

说：“只有一个历史，一个以基督为终向的历史。”④也就是说，一切都指

６８４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②

③
④

Ｇｕｓｔａｖｏ Ｇｕｔｉéｒｒｅｚ，Ｔｅｏｌｏｇíａ ｄｅ ｌａ 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Ｓａｌａｍａｎｃａ：Ｅｄｉｃｉｏｎｅｓ Ｓíｇｕｅｍｅ，２００４，
ｐ．６８．
Ｌｅｏｎａｒｄｏ Ｂｏｆｆ ａｎｄ Ｃｌｏｄｏｖｉｓ Ｂｏｆｆ，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Ｐａｕｌ Ｂｕｒｎｓ，
Ｍａｒｙｋｎｏｌｌ，Ｎ．Ｙ．：Ｏｒｂｉｓ Ｂｏｏｋｓ，１９８７，ｐ．２２．
Ｊｏｎ Ｓｏｂｒｉｎｏ，Ｎｏ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ｐｏｏｒ，Ｍａｒｙｋｎｏｌｌ，Ｎ．Ｙ．：Ｏｒｂｉｓ 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８，ｐ．４９．
Ｇｕｓｔａｖｏ Ｇｕｔｉéｒｒｅｚ，Ｔｅｏｌｏｇíａ ｄｅ ｌａ 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Ｓａｌａｍａｎｃａ：Ｅｄｉｃｉｏｎｅｓ Ｓíｇｕｅｍｅ，２００４，
ｐ．１９５．



向基督，历史中没有任何东西不为基督的精神所渗透。解放的历史与

拯救的历史不是彼此分离的两个历史，在解放的历史之外没有另一个

拯救的历史。或者说，解放的历史是神启示其奥秘的“托邦”①。不可

见的奥秘在解放的进程中成为可见的历史。神是历史的喜讯：将有一

个没有受害者的国度降临。神本身就包含着历史，神启示在历史里，而

历史也包含着神，就此，莱昂纳多·博夫说：“历史的肚子里怀着基

督。”②也就是说，解放神学家所信仰的神是在历史中行进的活的神，是

不能被任何抽象秩序完全控制的生命之神。所谓解放神学，就是确认

穷人的解放里有神的临在，就是确认神与穷人解放的历史不可分离。

穷人的解放是生命之神走出既定秩序，走向新的历史方位的标记。

这就使历史中的种种冲突变得极为紧迫，历史中的种种苦难就不

可能得到彻底的纾解，因为任何理论反思也无法使历史逆转。木已成

舟，已经有人被钉死在历史的十字架上，而且被钉死的就有基督徒所宣

认的唯一真神。如果基督超乎历史之上、不受历史的影响、不曾真正死

去，那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基督徒就不必费劲非得在每个时代

重新确认对基督的信仰。解放神学设定的方向与此正相反：耶稣真的

被钉死了。被钉死的不是一个“幻影”③，这是解放神学的“肉身主义”

（ｃａｒｎａｌｉｓｍｏ）或“充分的唯物主义”（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ｏ ａｄｅｃｕａｄｏ）④。必须直

面历史中人们的苦难，世界不是中性的可由人在其中悠然沉思神的奥

秘的世界，在历史中受到威胁的不是一些次要的东西，而是至关紧要、

神圣的东西。历史中交织着罪与恩典的殊死战斗，为历史中穷人的生

命而发起的战斗乃神圣的战斗。这是一场关乎无数人解放的战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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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门徒无法冷眼旁观这样的历史。只要生命还受到死亡的威胁，就

永远需要一再起来为生命而战斗，尽管有人会说这是无意义的战斗，只

能带来另一种威胁生命、产生新的受害者的秩序，因为历史终归是人手

的产物，不会完美无缺，苦难不可能在人的历史中完全消失。但这是在

历史之外看历史，这是在神的位置上看历史，人不能僭越神的位置。如

果离历史足够近，就会看到每一个时代的苦难都是真正的、切身的苦

难，没有任何苦难是无所谓的、一般的苦难。每一段历史都值得人们为

之战斗到底。必须走在这条通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背起历史的十字

架，别无选择，维吉利奥·埃利松多（Ｖｉｒｇｉｌｉｏ Ｅｌｉｚｏｎｄｏ）称之为“耶路撒

冷原则”①。

为了抵御历史大潮中种种力量的冲击，人们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共

同努力，联合所有遭到既定秩序否定的生命。这意味着需要建立一个

正面社会历史处境的共同体。根本性的决定时代基本性质的处境是：

导致贫穷或生命基本需要不能得到满足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秩序，伊格

纳西奥·埃利亚库里亚（Ｉｇｎａｃｉｏ Ｅｌｌａｃｕｒíａ）称之为“资本的文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ｃｉóｎ ｄｅ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②。从这个全球性秩序的中心来看，生命的富

足是常态，贫穷并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但资本主义不是一种孤

立的国别现象，而是一种全球现象，资本主义中心的富足与资本主义外

围的贫穷是资本主义全球秩序这个硬币不可分的两面。从全球范围来

看，生命的匮乏才是常态。就像一个国家治理失败要追究这个国家当

权者的责任一样，资本主义秩序全球性的失败也要追究资本主义权力

中心的责任。伊格纳西奥·埃利亚库里亚说，第三世界是第一世界的

“历史粪便”（ｈｅｃｅｓ ｈｉｓｔóｒｉｃａｓ），通过粪便分析，可以诊断整个世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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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症①。在当前秩序下，除了移民进入第一世界，绝大多数第三世界

的穷人难以摆脱贫穷。穷国往富国移民常常被认为是穷国人民在用脚

投票，证明了穷国的失败。但从解放神学的逻辑来看，这证明的恰恰是

富国的失败。必须改变这个使地球上大多数人陷于贫穷的全球秩序，

因为“贫穷意味着死亡”②，因而当前秩序是反生命的。显然，单个人无

法持久有效地抵御这个秩序的压力，人们需要结成一个共同体来为生

命作出见证。这个生命的共同体就是解放神学心目中的教会，这就是

“基督徒底层聚会”（Ｃｏｍｕｎｉｄａｄ Ｅｃｌｅｓｉａｌ ｄｅ Ｂａｓｅ，ＣＥＢ）③或“穷人教会”

（Ｉｇｌｅｓｉａ ｄｅ ｌｏｓ ｐｏｂｒｅｓ）④。从文化方面讲，则需要通过民间天主教文化

来抵抗帝国主义的启蒙文化⑤，推进“教会的民间化”（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ｃｉóｎ ｄｅ

ｌａ Ｉｇｌｅｓｉａ）⑥。

为了建设这个生命的教会，需要汲取历史中一切可资利用的资

源———特别是教会历史中宝贵的灵修传统和实践。在日常生活中，人

们往往以为自己到时候能够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克服危险、抵御此世力

量的攻击，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实际上已经表明满街皆是圣徒，历史

已经终结。但情况并非如此。对于所有活着的基督徒来说，历史永远

也不会终结，因为历史不可能由人手终结。基督徒永远在通往历史终

结的桥上。人们有必要在相反的基础上生活：必须事先就习惯于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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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才能到时候真正有效地展开战斗，必须事先就持守贫穷、贞洁、

服从的圣召，才能真正不附着于此世的结构。此刻就是战斗的时刻，人

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表明神的临在，现实地展示出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性。按照埃内斯托·卡德纳尔（Ｅｒｎｅｓｔｏ Ｃａｒｎｅｎａｌ）的说法，需要“有新

染色体的新人”①。需要随时准备迎接主的再临，就仿佛此地即新耶路

撒冷，此日即最后的审判日，从而切实表明，此世不只是力量与力量的

角逐，此世不只是一个纯粹由物所构成的没有意义的世界，而是一个渗

透着爱与希望的世界。由于随时可能失败乃至殉道，古铁雷斯认为，需

要随时准备接受约伯式无解的命运，在黑暗和痛楚中仰望天主②。每

天都有无以数计的穷人在“贫穷和饥饿的恐怖主义”③轰炸中倒下，这

是一个令人畏惧的现实。贫穷和饥饿以其骇人的规模，就像一个巨大

的十字架一般矗立在世人面前。但是，同样也有无以数计的穷人一次

又一次地起来与饥饿战斗，歌唱生命和希望，这是一个令人迷狂的现

实。这些被弃于垃圾堆中与鸟兽争食的人们，这些理当绝望的人们，却

顽固地持守着希望。无缘无故，“希望就在‘那里’”④，就在穷人的世

界里。穷人在历史中再现了神圣者的特性，人们可以在穷人的生死中

经验到令人战栗又令人欣喜的大写的他者⑤。只有选择穷人，进入穷

人的世界，基督徒才能成为拯救的见证者，才能冀望最终能够与主合

一。这就回到了解放神学的灵性源泉：神临在于穷人的世界中。必须

优先选择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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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解放———尤其是穷人的解放———是解放神学见证生命之

神的“托邦”。解放神学的基本图景可以描绘如下：首先，在神学反思

展开之前，有一种灵性经验：神临在于穷人的世界之中；由此，解放神学

认为穷人解放的历史代表了天国历史的当代形式；因而，必须与穷人站

在一起，与穷人一道为穷人的解放而战斗；为此，需要建立为穷人生命

辩护的共同体；但穷人解放事业难以在历史中轻易完成，需要不断地回

到神学反思得以启动的灵性经验：贫穷具有超越此世的灵性价值。解

放神学从灵性经验出发，最后回到灵性经验，其发展构成一个循环。之

后，以这个循环为基础，解放神学着手反思传统神学中的基督论、教会

论等主题，产生了解放基督论、解放教会论等，甚至意图达成解放神学

的系统神学，以“解放”为基本视角更新整个天主教神学。由萨尔瓦多

中美洲大学出版社于 １９９０ 年出版的两卷本《解放的奥迹》（Ｍｙｓｔｅｒｉｕｍ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ｓ）就是这个意图的集中体现，这本书可以说是解放神学的百

科全书，是对解放神学自 １９６８ 年至 １９９０ 年这 ２０ 多年发展的理论总

结。随着 １９６８年的远去，随着 １９９２年哥伦布登陆美洲 ５００周年这一象

征性时刻的到来，人们渐渐意识到拉丁美洲历史中决定性的问题可能并

非贫穷问题，而是种族、文化融合问题。类似的奠基性灵性经验发生了：

神临在于种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进程中。与“１９６８年经验”相对应，可以

称之为“１４９２年经验”。由此，神学认为必须认真对待 １４９２年以来拉丁

美洲种族、文化融合的历史。种族、文化融合代表了天国临近的新形式，

必须与种族、文化融合的承载者站在一起，为他们的解放而战斗，由此而

有“印第安神学”（ｔｅｏｌｏｇíａ ｉｎｄｉａ）①和在美国拉丁美洲裔移民较多地区

产生的西裔神学（Ｈｉｓｐａｎｉｃ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或拉丁裔神学（Ｌａｔｉｎｏ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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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代表有埃莱亚萨·洛佩斯·埃尔南德斯（Ｅｌｅａｚａｒ Ｌóｐｅｚ Ｈｅｒｎáｎｄｅｚ）、哈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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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代表有维吉利奥·埃利松多（Ｖｉｒｇｉｌｉｏ Ｅｌｉｚｏｎｄｏ）、胡斯托·冈萨雷斯（Ｊｕｓｔｏ
Ｇｏｎｚáｌｅｚ）、罗伯托·塞贡多·戈伊苏埃塔（Ｒｏｂｅｒｔｏ Ｓｅｇｕｎｄｏ Ｇｏｉｚｕｅｔａ）等人。



就地域而言，依莱昂纳多·博夫和克洛多维斯·博夫兄弟所说，解放神

学早就走出了美洲的范围，影响了扎伊尔、坦桑尼亚、加纳、南非等非洲

国家和印度、韩国、菲律宾、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①。就理论

而言，解放神学还进入了与女权话语、生态话语、黑人话语等潮流的对

话，而产生了女权主义解放神学②、生态解放神学③、黑人解放神学④。

这使解放神学进入了一个新的以文化对话、交融为中心的循环。最后

需要指出的是，最早提出解放神学这一术语的是一个在普林斯顿大学

接受训练的巴西新教神学家：鲁本·阿尔维斯（Ｒｕｂｅｍ Ａｌｖｅｓ），他在

１９６８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就叫《走向一种解放神学》（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该论文西班牙文版以《宗教：鸦片还是解放之器？》

（Ｒｅｌｉｇｉóｎ：ｏｐｉｏ ｏ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ｏ 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为题于乌拉圭出版⑤。很多

新教徒也参与了拉丁美洲解放神学运动，不能简单地认为解放神学是

一种天主教现象。解放神学是一个跨宗派的世界性现象。

四、拉丁美洲社会运动中的解放神学

由于“梵二会议”和“拉二会议”对教会改革的号召，由于“解放神

学主教”和解放神学家的推动，产生了各种社会运动，其中在拉丁美洲

各国不同程度存在但在巴西发展得最为充分的“基督徒底层聚会”运

动、阿根廷的“为了第三世界的司铎运动”（Ｍｏｖｉｍｉｅｎｔｏ ｄｅ Ｓａｃｅｒｄｏ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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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ｙｋｎｏｌｌ，Ｎ．Ｙ．：Ｏｒｂｉｓ Ｂｏｏｋｓ，１９８７，ｐｐ．８１－８１．
其代表有埃尔莎·塔梅斯（Ｅｌｓａ Ｔáｍｅｚ）、玛丽亚·皮拉尔·阿基诺（Ｍａｒｉａ Ｐｉｌａｒ
Ａｑｕｉｎｏ）、伊沃内·赫巴拉（Ｉｖｏｎｅ Ｇｅｂａｒａ）、玛塞拉·阿尔陶斯—里德（Ｍａｒｃｅｌｌａ
ＡｌｔｈａｕｓＲｅｉｄ）等人。
莱昂纳多·博夫转向了生态问题，是生态解放神学的代表。

其代表有詹姆斯·科恩（Ｊａｍｅｓ Ｃｏｎｅ）、科内尔·韦斯特（Ｃｏｒｎｅｌ Ｗｅｓｔ）、德怀
特·霍普金斯（Ｄｗｉｇｈｔ Ｈｏｐｋｉｎｓ）等人。
Ｅｎｒｉｑｕｅ Ｄｕｓｓｅｌ，Ｔｅｏｌｏｇíａ ｄｅ ｌａ 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Ｕｎ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ｄｅ ｓｕ ｄｅｓａｒｒｏｌｌｏ，Ｍéｘｉｃｏ：Ｐｏ
ｔｒｅｒｉｌｌｏｓ Ｅｄｉｔｏｒｅｓ，１９９５，ｐｐ．９６－９７．



ｐａｒａ ｅｌ Ｔｅｒｃｅｒ Ｍｕｎｄｏ）和智利的“为了社会主义的基督徒”（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ｏｓ

ｐｏｒ ｅ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ｏ）运动明显与解放神学联系在一起。

“基督徒底层聚会”常常以复数形式出现，对应的西班牙语为：Ｃｏ

ｍｕｎｉｄａｄｅｓ Ｅｃｌｅｓｉａｌｅｓ ｄｅ Ｂａｓｅ，常常缩写为 ＣＥＢｓ。Ｃｏｍｕｎｉｄａｄ意为团体、

社团、共同体。Ｅｃｌｅｓｉａｌ意为教会的，据莱昂纳多·博夫，这个词来自希

腊语 ｅｋｋｌｅｓíａ，意为由某个报信者召集的讨论共同体公共事务的公民集

会，在神学上，可以衍生为以讨论信仰问题为目的的信徒共同体的聚

会①。Ｂａｓｅ意为基础、基层、底层。台湾辅仁大学学者武金正把它称为

“基督徒基层团体”，简称“基基团”②。由于解放神学家使用这个术语

时，有超越官僚化教会，通达教会本源，指向基督教兴起初期信徒活泼

生动的信仰之意，这里称之为“基督徒底层聚会”。因为在耶稣生活的

时期，还没有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等级森严的“教会”，所谓“教会”，就是

一些基督的门徒因为信仰而聚在一起。“基督徒底层聚会”也是如此：

就是一些底层基督徒聚在一起。这是一些小团体，或多或少，或直接或

间接地与体制教会相关联，一般由 ２０到 ５０个成员组成，有些团体的成

员数量也可能达到 ２００。其形态各有不同，有些聚焦于《圣经》学习和

反思，有些则注重准备弥撒等教会礼仪，有些则为了某种特殊的生活需

要聚在一起，还有一些直接卷入政治活动，意图改变某个地方的生活面

貌③。他们学习《圣经》，也通过对《圣经》的学习读书识字；他们反思

《圣经》的教诲，也致力于慈善活动，分发食物、衣物、药品等等；他们主

持各种庆典，也着力于改善当地的水电、医疗、交通、治安等设施和服

务，由此而不时地与当地政府打交道。他们在《圣经》中生活，在生活

中反思《圣经》。可见，底层聚会有一个明显特点：信仰与日常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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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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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结合。人们甚至会拿着《圣经》去解决实际问题，这是解放神学视

之为教会理想形式的主要原因，莱昂纳多·博夫将基督徒底层聚会视

为一种新型教会在其中诞生的“教会创世纪”①。就信仰与日常生活的

融合这一点而言，拉丁美洲天主教官方也将底层聚会视为教会的希

望②，因为在现代世界，世俗化非常强势，宗教信仰与人们的日常生活

往往完全脱节，而“梵二会议”“跟上时代”的号召就是要改变这一点，

使天主教信仰进入现代世界，拉丁美洲的基督徒底层聚会鲜明地展示

了这种可能性。这些底层聚会基本上是平信徒的聚会，其基本原因是

教士稀缺，在一些偏远地区尤其如此，很可能长年见不到教士，平信徒

只能自己组织起来。但底层聚会一般并不自立于教会之外，他们一般

围绕着教堂活动，尽管有些团体有自己的活动场所。底层聚会的人数

并不多，据估计，１９７４年在巴西有 ４００００个这样的团体，１９８０ 年增长到

８００００个③。即使每个团体以 ５０ 人计，巴西全国也只有 ４００ 万人参加

这样的聚会。他们占全国人口的比率不高，但这些团体很活跃、很敏

锐，像酵母一样促使社会持续地发生变化。由于互相沟通和联系的需

要，从 １９７５年起，巴西的基督徒底层聚会开始召开全国性会议④，这使

之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社会力量。这些底层贫穷基督徒的聚会甚至引

起罗马教宗的侧目，担心这种“‘在人民中诞生的’民间教会”与“官方

教会”或“体制教会”的对立问题⑤。当然，“民间教会”没有取代“官方

教会”，而是越出了教会范围，成了一种政治力量，成了许多政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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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ｐ．３４．
ＣＥＬＡＭ，Ｌａｓ ｃｉｎｃｏ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ｉａ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ｓ ｄｅｌ ｅｐｉｓｃｏｐａｄｏ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Ｂｏｇｏｔá，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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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训练场。据迈克尔·勒维，２００２年当选巴西总统的卢拉就出自基督

徒底层聚会①。

“为了第三世界的司铎运动”在神学上表现为“人民神学”，故也可

称为“人民神学”运动。阿根廷“为了第三世界的司铎运动”的基本历

史背景有两个，一个是 １９６５年 １２月结束的“梵二会议”。参加了这次

会议的一些阿根廷主教计划在阿根廷推行会议所倡导的教会改革，实

施“全国牧灵计划”，为此而于 １９６７ 年建立了“主教牧灵委员会”

（Ｃｏｍｉｓｉóｎ Ｅｐｉｓｃｏｐａｌ ｄｅ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简称 ＣＯＥＰＡＬ）。另一个是：１９６６ 年 ６

月阿根廷军事政变，政变产生的军政府明显得到美国的支持。政变使

阿根廷教会方面更加认同“庇隆主义”强调底层人民的立场，而军政府

则成为阿根廷少数与帝国主义合谋的“反人民”（ａｎｔｉｐｕｅｂｌｏ）②力量的

代表。胡斯蒂诺·奥法雷利（Ｊｕｓｔｉｎｏ ＯＦａｒｅｌｌ）等庇隆主义知识分子进

入了阿根廷主教牧灵委员会。为响应罗马教宗保禄六世的通谕《人民

的进步》，巴西的埃尔德·卡马拉等 １８位第三世界主教于 １９６７年 ８月

１５日共同署名发表了《第三世界主教宣言》（Ｍａｎｉｆｉｅｓｔｏ ｄｅ ｌｏｓ Ｏｂｉｓｐｏｓ

ｄｅｌ Ｔｅｒｃｅｒ Ｍｕｎｄｏ）③。《宣言》引起了阿根廷教会倾向于改革的部分人

的强烈共鸣，有 ４００个司铎（教士）署名表示支持，于是这 ４００ 个阿根

廷司铎就被称为“第三世界司铎”，后来这些司铎自己改了称谓：“为了

第三世界的司铎”。这些教士互相联络，于 １９６８ 年 ５ 月在阿根廷科尔

多瓦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会议，“为了第三世界的司铎运动”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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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决定保持灵活、非组织化的“运动”性质，但维持一种基本的组织

结构，运动产生 ３２个教区负责人，６个区域协调员，由 ３ 个人组成的全

国秘书处和 １个总负责人。从 １９６８年到 １９７３年，“为了第三世界的司

铎运动”每年召开一届全国会议，参会人数在增加，并且陆续有主教参

会。“为了第三世界的司铎运动”的基本主张是：教会要走向人民，与

人民站在一起，为人民谋解放。运动著名的参与者卡洛斯·穆希卡

（Ｃａｒｌｏｓ Ｍｕｇｉｃａ）就走进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区①。这就是“民间

牧灵”或“人民牧灵”。由于与底层人民的持续接触而发生了对人民的

发现，从而有了“人民神学”：在人民的文化中潜藏着一种可以抵抗现

代帝国主义启蒙文化统治的力量②，而且这种文化接受了天主教洗礼，

是天主教信仰的“本色化”（ｉ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ｃｉóｎ）③。因而，人民乃是“神学的

道场”（ｌｕｇａｒ ｔｅｏｌóｇｉｃｏ），教会要 “为人民服务”（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ｉｏ ｄｅｌ

Ｐｕｅｂｌｏ）④，特别是为穷人服务，因为穷人是“人民的‘心脏’”⑤。“人民

神学”运动的目标是一种“拉丁美洲社会主义”⑥，这种社会主义有 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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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它是“民族的”，即从人民出发，要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中获得解

放；它是“人民的”，即人民参与并决定其政治命运；它是“拉丁美洲

的”，即与拉丁美洲这个“大祖国”的解放连在一起；它是“人道主义

的”，即强调人及其自我实现，强调人之所是而非人之所有；它是“批判

性的”，即不绝对化任何成就，而要持续地革新①。从 １９７０ 年第三届全

国会议开始，运动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庇隆主义政治运动就是达到其目

标的途径，有些人甚至认为庇隆本人就是导向其目标的关键②，这导致

了分裂。那个时候，阿根廷局势非常紧张。１９７０ 年 ６ 月，曾担任阿根

廷总统的佩德罗·欧亨尼奥·阿兰布鲁（Ｐｅｄｒｏ Ｅｕｇｅｎｉｏ Ａｒａｍｂｕｒｕ）将

军被庇隆主义运动内部的一个派别———主张武装斗争的“蒙特内罗斯

派”（Ｍｏｎｔｏｎｅｒｏｓ）绑架③。“为了第三世界的司铎运动”被认为与此有

关，遭到潮水般的指责。政府方面要求主教们谴责“为了第三世界的

司铎运动”，主教方面顶住压力，坚持市政权力不能干涉教会内务。但

教会内部就有批评声音，认为“为了第三世界的司铎运动”是“卡斯特

罗主义—共产主义—毛泽东主义”世界性阴谋的一部分④。卢西奥·

赫拉（Ｌｕｃｉｏ Ｇｅｒａ）作为“为了第三世界的司铎运动”的主要神学家解释

说，革命并不意味着暴力，仅指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的过渡；生产资

料的社会化也并不意味着取消个人财产，而是要实现一种经济民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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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得以参与经济管理①。随着阿根廷社会紧张的加剧，主教们于

１９７３年解散了“主教牧灵委员会”，这样，“人民神学”运动就失去了体

制性支持。庇隆主义运动也随着庇隆本人 １９７３ 年回国重掌政权而发

生分裂，并在 １９７４年庇隆去世之后陷入危机。作为一个颇具声势的运

动，“为了第三世界的司铎运动”就此结束，有些教士依然秉持运动的

基本精神在阿根廷各个偏远地区活动。

智利的“为了社会主义的基督徒”运动则与阿连德政府相关联。

在 １９７０年 ９月 ４日举行的智利总统选举中，“人民团结阵线”候选人阿

连德获得 ３６ ３０％的选票领先国家党和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②。智利

天主教会支持的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得票率最低，无缘进入第二轮选

举。天主教会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最后支持了具有马克思主

义色彩的阿连德。但在其当选总统之后，教会没有遵循惯例在政府更

迭之前拜访阿连德③。智利体制教会对待阿连德政府的态度大体如

此，但有一些教士热烈欢迎阿连德，就是这些人发起了“为了社会主义

的基督徒”运动。１９７１ 年 ４ 月，８０ 个教士聚在一起召开了一次以“基

督徒对智利社会主义建设的参与”为主题的会议，并发表了《８０ 人宣

言》，肯定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徒可以携手致力于共同的事业④，这就

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基督徒”运动的开端。对此，主教们表示担忧，认

为选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几乎等于自杀⑤。这些倾向于社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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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的回复是：我们的基督无法置身于阶级斗争之外，我们拒绝接受一

个中立的不搅扰任何人的基督①。“８０ 人集团”坚持保持“运动”性质

的必要性，拒绝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在 １９７１ 年 ９ 月建立了一个

基本的三层组织架构：由 ３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由基层群体代表组成

的协调委员会，以及基层群体。耶稣会士贡萨洛·阿罗约（Ｇｏｎｚａｌｏ Ａｒ

ｒｏｙｏ）当选为执行委员会秘书长②。协调委员会每月聚会一次，进行情

况总结、信息交流和下一步计划等工作。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还建立

了一个秘书处，取名“为了社会主义的基督徒司铎秘书处”，这就是这

个运动称呼的由来。之后，古铁雷斯、胡安·路易斯·塞贡多、埃内斯

托·卡德纳尔等知名解放神学家来访，运动影响扩大到智利之外③。

１９７１年 １１月，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访问智利期间与“为了

社会主义的基督徒”举行了会谈，并邀请他们访问古巴。帕勃罗·理

查德（Ｐａｂｌｏ Ｒｉｃｈａｒｄ）等 １２个教士于次年 ２月访问古巴，获得菲德尔·

卡斯特罗的接见。在访问结束的 ３ 月 ３ 日，这 １２ 个教士发表了《致拉

丁美洲基督徒的信》（Ｍｅｎｓａｊｅ ａ ｌｏｓ 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ｏｓ ｄｅ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他们

在信中再次确认“社会主义是我们拉丁美洲各国能够共同有效打碎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压迫锁链的唯一道路”，“在拉丁美洲，唯一真正

的分裂是被压迫者和压迫者、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之间的分裂，而非马

克思主义者和基督徒之间的分裂”④。他们认为，教会在拉丁美洲历

史上常常站在少数统治者、剥削者一边，这是教会“巨大的历史罪

孽”（ｇｒａｎ ｐｅｃａｄｏ ｈｉｓｔóｒｉｃｏ），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并努力建立一个“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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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教会”①。１９７２年 ４月，“第一届拉丁美洲为了社会主义的基

督徒聚会”召开，有 ４００ 个正式代表与会，参与开幕式的人数则达到

２０００人。会议最终文件认为，“由于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化，今天的拉

丁美洲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要么是依附性资本主义和欠发达，要么是

社会主义”，没有“社会基督教”这样的第三条道路②。由于同期恰逢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云集智利，“为了社会主

义的基督徒”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这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基督徒”运

动的高峰。由于有新教徒与会等原因，智利主教方面无法谴责会议本

身，但主教们认为，这不是一次基督徒聚会，而纯粹是一次政治集会，如

果这次会议有教会性质的话，那将是一次毁灭教会的行动，因为这意味

着对基督教的政治利用③。这基本上就是对会议的谴责，帕勃罗·理

查德称之为“犹大之吻”④。有些与会代表回国之后立即遭到逮捕。之

后，智利的社会状况开始恶化，为了缓解紧张局势，阿连德政府对反对

派做出了一些妥协。此时，“为了社会主义的基督徒”开始与阿连德政

府拉开距离，开始批评政府缺乏革命的牺牲精神，有些高级官员生活奢

侈，将一些劳动者推向了反对派⑤。由于社会紧张的持续，阿连德政府

不得不做出更大的让步，于 １９７２年 １１月改组内阁。但“人民团结阵线”

在 １９７３年 ３月的议会选举上获得了 ４３．４％的选票⑥，高出三年前总统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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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时的得票率 ７个百分点，但此时，基督教民主党已经与国家党结盟，这

样就在人民团结阵线当局与反对派之间形成一种僵局，一方没有获得半

数，无法通过改革举措，另一方也没有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无法合

法地推翻总统。最终是皮诺切特将军 １９７３年 ９月 １１日发动的军事政变

改变了局面，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１２０个“为了社会主义的基督徒”运

动成员遭到驱逐，帕勃罗·理查德提到 ５ 位被杀害的教士的名字：胡

安·阿尔西纳（Ｊｕａｎ Ａｌｓｉｎａ）、米格尔·伍德沃德（Ｍｉｇｕｅｌ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赫

拉尔多·波夫莱特（Ｇｅｒａｒｄｏ Ｐｏｂｌｅｔｅ）、奥马尔·万徒勒里（Ｏｍａｒ

Ｖｅｎｔｕｒｅｌｌｉ）和安东尼奥·利多（Ａｎｔｏｎｉｏ Ｌｌｉｄó）①。“为了社会主义的基督

徒”运动在智利的历史就此终结，之后转到了国外，继续产生一些影响。

五、结　 语

大体上，教会文件中的解放神学、解放神学主教的解放神学、解放

神学家的解放神学和社会运动中的解放神学对应于天主教会的四层结

构：主教团—主教—司铎—平信徒。拉丁美洲解放神学运动是作为一

个整体的拉丁美洲教会的运动，通常所理解的解放神学只代表了教会

这四层结构的司铎这个层面。从教会结构这个角度来看，主教的作用

更加不可替代，如果没有主教的推动，解放神学难以持续甚至无法成

立。如此，可以说，这一切都起于天主教最高意义上的主教团会议：梵

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拉丁美洲解放神学运动是对“梵二会议”发出

的教会改革呼声的呼应。因此，从保守派方面，可以说，“一切都是‘梵

二会议’的错”。当然，大公会议代表天主教最高权威，其决议甚至可

以跟《圣经》相提并论，很少遭到批评，但以贯彻“梵二会议”精神为宗

旨的第二届拉丁美洲主教大会就不一样了。最根本的问题是，拉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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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主教大会不是严格的教会法意义上的主教团会议①。这意味着，解

放神学在其中得到表达的第二届拉丁美洲主教大会文件对拉丁美洲各

国教会没有强制性约束力。简单地说，不存在作为整体的拉丁美洲教

会，只存在拉丁美洲各国教会，在法律上，除了梵蒂冈之外，不存在任何

其他凌驾于拉丁美洲各国教会之上的教会权威。拉丁美洲主教大会只

是拉丁美洲各国主教互相联系、互相沟通的桥梁，其所产生的文件不具

有法律性质，不赞成会议立场的原则上完全可以无视。当然，由于罗马

教宗亲自出席了第二届拉丁美洲主教大会开幕式，而且这还是天主教

近 ２０００年历史上第一次见到罗马教宗访问拉丁美洲，因而这次会议的

权威性也很少遭到公开质疑。但如何解释拉丁美洲主教大会则完全是

另一回事。在 １９５５年召开的第一届拉丁美洲主教大会关心的主要问

题是教士不足问题，因而，可以说，拉丁美洲主教大会召开的初衷是在

拉丁美洲范围内解决教士不足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天主教信仰才

能更有效地扎根于拉丁美洲，当时提到的信仰上的主要对手是新教和

共济会（ｍａｓｏｎｅｒíａ）②。麦德林主教大会同样也有明确的为天主教信仰

赢得大众的意图。也就是说，拉丁美洲主教大会的基本目的本来就是

护教，从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解放神学是教会在解放浪潮席卷世

界的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实现护教目的的一种手段。也许可以由此理

解，为什么当初对古铁雷斯施加强大压力的梵蒂冈信理部的新任部长

格哈尔德·路德维格·缪勒（Ｇｅｒｈａｒｄ Ｌｕｄｗｉｇ Ｍüｌｌｅｒ）会在 ２０１３ 年出版

与古铁雷斯共同撰写的著作《站在穷人一边》（Ｄｅｌ ｌａｄｏ ｄｅ ｌｏｓ ｐｏｂｒｅｓ）。

这多多少少是对解放神学为教会所作历史贡献的一种承认，无论如何，

解放神学在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扩大了教会的影响力。当然，时代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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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化，教会也要随之作出改变。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根本不存在解

放神学家索夫里诺所说的“麦德林转折”这回事，教会一直是那个教

会。作为一个整体，教会能够作出的最大调整很可能就是对“天主教

行动”（Ａｃｃｉóｎ Ｃａｔóｌｉｃａ）和基督教民主党的支持这种形式：支持赞同教

会立场的平信徒开展社会政治活动，但教会神职人员只是作为顾问等

角色参与其中。简单地说，教会要在确保自身体制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改革，决不允许整个教会卷入社会政治旋涡，被历史的洪流冲走。在极

端情况下，教会可以支持较激进的行动，比如阿根廷教会在 １９６７—

１９７３年间就对“为了第三世界世界的司铎”运动提供了体制性支持。

但如果整个体制教会本身受到威胁，主教们不会容忍，智利的“为了社

会主义的基督徒”运动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如果解放神学

意味着绕开主教、自下而上革新整个教会，那么解放神学注定无果而

终，绕开主教进行教会改革是行不通的，因为主教是教会体制的中心。

离开主教，要么意味着自处于教会的边缘，要么意味着离开教会。由之

可以理解，为什么解放神学在耶稣会这样的修会中能够持久存在，因为

修会是教会体制的边缘，修会的基本作用本来就是为教会开拓偏远地

区，修会秉持与主流有所不同的立场是可以容许的。由之也可以理解，

为什么解放神学家莱昂纳多·博夫会选择放弃神职重新成为平信徒。

从长远看，也许解放神学的真正果实要在体制教会之外、在平信徒那里

寻找。但既然整个天主教会本身曾经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推动

下着手改革，难道不能期待它再次进行类似的改革吗？由于 ２０１３ 年当

选的新任教宗方济各出身于耶稣会、来自受到“人民神学”影响的阿根

廷，包括莱昂纳多·博夫在内的解放神学家对之抱有很高期待，将其当

选视为“教会的春天”。方济各会像当年的“红色教宗”若望二十三世

那样召集新一届大公会议、再次启动全局性的教会改革吗？也许。我

们拭目以待。

（作者　 叶建辉，浙江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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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现代伦理生活的分裂困境
———黑格尔市民社会批判的伦理使命

吴　 鹏

在现代社会，原子式个人的普遍交往而结成的“需要的体系”取代

了传统社会的整全性生活方式，主体性原则代替实体性原则主导着现

代人的思维方式。在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双重变革的作用下，人们不

再把实体性和整全性的东西作为自己的根本关切，现代人的伦理生活

在实质上沦落为一种分裂的和破碎的状态。分裂是哲学需要的源泉，

这种需要不仅是对先验哲学的需要，更是对实践哲学的需要，因为它直

接关系到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和生活状态。黑格尔同一性的实践哲学体

系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构建的，而建构这个体系的立论支点就是市

民社会批判。在他看来，市民社会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本质规定，是塑造

现代伦理生活图景的核心力量，它不仅赋予伦理生活以新的内涵和景

象，同时也给伦理生活带来了物化、贫困和贱民等新的挑战和问题，这

些问题就造成了物质与精神、自我与他者、个人与社会等诸多分裂。同

时，黑格尔也意识到，克服分裂的普遍性种籽就内涵于市民社会中，这

种普遍性从潜能走向现实的过程就是市民社会向国家过渡的过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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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这个伦理有机体中，黑格尔勾勒了一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

的伦理生活图景，以此来超越现代伦理生活的分裂困境。在当下，黑格

尔伦理学说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和着力挖掘，因

为它真实地切中了依然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我们所面临的伦理生活

危机。

一、市民社会的兴起与现代伦理生活的新图景

市民社会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它的出现标志着人

类历史进程进入了一种新的形态即现代社会，因此它构成了现代社会

的本质规定。要理解市民社会，首先就要弄清楚市民社会是怎样出现

的，即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市民社会进行一种把握。① 关于市民社会的

历史发生，黑格尔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说法：“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

形成的，现代世界第一次使理念的一切规定各得其所。如果把国家想

象为各个不同的人的统一，亦即仅仅是共同性的统一，其所想象的只是

指市民社会的规定而言。”②理解黑格尔的这一论断，关键就是要明确

其中的“现代世界”，那么黑格尔所说的这样一个“现代世界”具体要从

人类历史进程的哪个阶段算起呢？诉诸市民社会的发展史，我们可以

对此作简要说明：市民社会的雏形最早出现在 １１ 世纪西欧的城市公

社，这种公社最初是由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民等组成的，后来扩大为

“第三等级”；直到 １６—１７世纪，它真正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推动

力量，欧洲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在它的助力之下发生的，从而

推动欧洲的历史从传统走向现代。所以黑格尔所说的“现代世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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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是指 １６ 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和自由贸易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以

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①，这样一个现代社会的本质规定就是市

民社会。

对市民社会进行一种发生学的考察，能够使我们清晰地意识到，无

论是作为一种历史事实还是作为一个伦理实体，市民社会都必然会引发

伦理精神与伦理生活的深刻变革。这个变革可以简明地概括为，以血缘

关系为基础的、自然的和整全的伦理精神必然会走向解体，市民社会中

的独立人格构成了现代伦理生活的基本元素。在这样一种时代变革的

推动之下，现代伦理生活必然会展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精神风貌和社

会图景。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勾勒和描绘这样一幅活生生的伦理生活图

景呢？问题的答案还需要在市民社会的内在环节中去捕捉，因为，市民

社会作为一种伦理实体，在其本质上就是伦理精神客观化的现代形态，

那么现代伦理生活就会在市民社会内在环节的运转中表达和显现自身。

市民社会的前提是现实存在着的、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特利益的个

人，在这里，现代伦理生活就现实地表现为一种个体性生活。现实存在

于市民社会中的个人总是有需要的，“需要”是他们在生活中首先要面

对的顽强事实，所以黑格尔就以“需要”为起点来分析市民社会。在市

民社会中，人们主要是通过劳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对于个体来

说，个人的劳动是有限度的，这样一来，个体劳动的有限性与需求的殊

多化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这个矛盾的消解要借助于市民社会的普遍

交换，在这里，尽管个人是作为独立人格和利益主体而存在，但是为了

真正满足自己的特殊需要和利益需求，必须参与到市场的交往活动中，

并以理性的态度来认识、把握、承认和遵循市场交换的一般法则，通过

利他来达到利己，从而市民社会中的私人需要在普遍交往的中介下就

凝结成为一个“需要的体系”。现代人的伦理生活首先就要在普遍的

６０５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① 阎孟伟：《黑格尔市民社会论的三重内涵》，《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第 １期。



经济交往中获得具体展开，由“需要的体系”构成的普遍交往的经济生

活，是现代伦理生活的一个基本内涵。在“需要的体系”中，个体虽然

意识到普遍交往的必要性，但这样一种意识还不是一种反思性的自觉

认识，普遍交往关系始终被个人看作追求私人利益的手段，这样就存在

一种为个人利益而发生冲突的可能。面对这种可能性的冲突，市民社

会需要一种保障性的力量来规范和约束市场经济活动的运行，这种保

障性的力量就是“司法”，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下，“所有权法不再是自在

的，而已达到了它的有效的现实性，因为有司法保护着所有权”①。这

也就意味着，在市民社会中展开的现代伦理生活是一种有法律制度规

范的生活，或者说，现代伦理生活的基本内涵还表现为以“司法”为标

准的、规范性的法治生活。当然，在黑格尔看来，满足现代伦理生活对

规范性的要求并不仅仅依靠“司法”，因为司法只是对个人所有权的保

障，而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的个人不仅关心自己的所有权是否得到司法

保障，而且还关心自己的财产和生活福利的增进，这显然就超出了“司

法”的能力范围。所以，黑格尔又为市民社会的规范性增添了新的内

容———“警察和同业公会”。其中，“警察”主要以维护外部秩序和设施

的方式来普遍地保障个人福利，而拥有行业自治共同体性质的“同业

公会”，则关心和照顾它内部成员的需要和利益。在这两个环节的作

用下，现代伦理生活还表现为以“警察”为载体的公共管理生活和以

“同业公会”为平台的行业自治生活。

通过对市民社会内在环节的具体分析，我们能够把握到现代伦理

生活的基本内涵。但从根本上来讲，这些考察本身还只是停留在市民

社会的表象层面，只是对市民社会的一种外在理解。而只有深入市民

社会的本质性的一度当中，才能够对以市民社会为载体的现代伦理生

活本身达到一种真切的理解。所以在这里，我们还需要从市民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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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入手，来考察由市民社会所代表的现代伦理生活的本质。黑

格尔对于市民社会的理解就是直接从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入手的，他

在法哲学的“市民社会”章开篇，就对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做出了具体

规定，简单说来就是“特殊性”原则和“形式的普遍性”原则。其中，“特

殊性”意味着市民社会是一个私人利益至上的社会，在这里，以往那种

淳厚质朴的人际关系已经被冷冰冰的利益关系所代替，个人的私利成

为至上的目的，其他一切人、一切关系都沦落成为追逐私人利益的手

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说：“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

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

舞台。”①所谓“普遍性”，指的就是，市民社会中的个人为追逐自己的

私人利益所结成的普遍交往的关系，在这样一种普遍交往形式中，每个

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从而形成了一种利己与利他相统一的市民社会的

辩证图景。在这种辩证关系中，私人利益的实现必须借助并依赖于普遍

性，但这种普遍性仅仅是“形式的普遍性”，它并不是市民社会的真正目

的和实质，在这种普遍交往的平台上，个体私利仍然是唯一目的。

在考察市民社会的具体环节和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我们就能够

描绘出以市民社会为核心的现代伦理生活的新图景：以市民社会为核

心的现代伦理生活具有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双重特征，主要表现为一种

以普遍的经济交往、规范性的制度保障和行业自治组织为基本内容的

社会生活。如果用黑格尔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市民社会，这是各个

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形式普遍性中的联合，这

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

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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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民社会的发展与现代伦理生活的新问题

作为现代世界的产物和成就，市民社会从根本上为人类的伦理生

活注入了一种全新的元素和特征。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从传统的伦理、

宗教、政治等诸多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一种合法性和正当性。特殊

性原则成为市民社会的核心原则，市民社会的经济生活、制度安排和公

共组织等一系列具体内容都是围绕这个核心原则来展开的，它们为个

体性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对市民社会及

其所代表的现代伦理生活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和充分的肯定，但他并没

有像自由主义思想家那般把市民社会看作是人类生活的完美状态，没

有在这种新的伦理生活图景面前失去理智；相反，他以非常清醒和冷静

的态度对市民社会这样一种伦理实体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和深刻的反

思，在肯定市民社会之解放意义的同时，也清楚地看到了市民社会的局

限性。市民社会作为一种伦理实体还是有限的或局限的，人们在其中

展开的伦理生活必然会面临一系列的困境，比如说物化的问题、贫困的

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特殊性原则的作用下不断产生并发展起来。

在市民社会中，人类伦理生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恶的无限”

和精神的丧失。我们知道，特殊性是市民社会的核心原则，而这个原则

主要通过“外在物”的形式在市民社会的现实生活中获得表达和确证，

因为对外物的追求是体现并满足主体意志的一种有效方式，它能够以

客观实在的形态把主体的意志表达出来，使其获得一种确定性和现实

性。但这样一种确定性和现实性恰恰是最不确定、最不现实的，为什么

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呢？原因就在于：“特殊性本身是没有节制的，没

有尺度的，而这种无节制所采取的诸形式本身也是没有尺度的。”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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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虽然外物以客观的和具体的形态表达了主体的特殊意志，但承

载这种特殊性的具体事物本身是不确定的、没有尺度的，因为特殊性本

身就是没有节制、没有尺度的。如此一来，市民社会确证特殊性的过程

必然会表达为对外在物的无止境的追求，在这种无限性中隐藏着一种

贪婪的可能，进而使现代人的伦理生活陷入物欲的“恶的无限”困境之

中。对于这样一种生活困境，黑格尔已经有明确的认识：在市民社会

中，“人通过表象和反思而扩张他的情欲———这些情欲并不是一个封

闭的圈子，像动物的本能那样，———并把情欲导入恶的无限”①。审视

我们当下的生活，这种状况也未曾改变，金钱、地位、身份、权力等有形

的或者无形的外在物仍然是我们着力追逐的对象，并且沉沦其中。在

这样一种“恶的无限”驱使之下，人们永远不会满足于自己当下所能够

获得的东西。人的欲望在现代生产与消费的驱动之下不断激活、扩大

和膨胀，欲望本身成为现代社会运行的主导力量。在市民社会的特殊

性原则作用下，现代伦理生活就明确表现为一种欲望的逻辑。在欲望

逻辑的支配下，人们的精神需要不断被压缩，而且成为物质需要的附属

品，这样就造成了物质欲求与精神需要之间的失衡状态，而且这种失衡

表现为精神需要成为物质欲求的附属品，甚至一种不必要的东西。由

此，主体意志就完全沉溺和消解在物中，人的精神、尊严和独立性丧失

了，“需求的实现就会变成人类堕落的根源”②。人类的整个精神都物

化了，作为伦理生活之本质的伦理精神同样也难以幸免这样一种物化

的局面，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已经被物与物的关系所击碎并取代，就

连作为人类自由意志之确证的劳动在这里都发生了异化，人们在劳动

过程中越来越机械化，甚至被机器支配着。作为伦理精神之核心的自

由已经消失殆尽，现代伦理生活本身陷入了一种物化的泥淖中，现代人

的伦理生活是只有物质而没有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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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物的追求过程中，市民社会既产生了奢侈，又造就了匮乏和

贫困，所以整个社会生活主要呈现为两幅画面，“一方面穷奢极侈，另

一方面，贫病交迫，道德败坏”①。所以，“贫困”就构成了市民社会生

活所面临的另一重困境。而且，这种困境并不是处于衰落和瓦解状态

的市民社会的特征，而是市民社会处在顺利开展活动的状态时就表现

出来的，它是一个内在于市民社会本身的结构性环节，是无法从根本上

清除的社会难题。造成贫困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个人

能力的自然禀赋、受教育水平以及对资本与技术的掌握程度不同，导致

个体在占有特殊财富上存在着差异，出现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状态，市民

社会的财富终将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而多数人就将陷入贫困的处境

之中。另一方面，贫困也是市民社会经济结构运行的必然结果，在市民

社会的生产领域，广泛的分工和机器的使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社

会生产对于工人的劳动不再有较高的技术要求，工人劳动的技术含量

及其力量的损耗都逐渐降低，较少的体力消耗和较低的技术含量能够

换来的就是较低的劳动报酬；进入到消费领域，较低的劳动报酬会限制

劳动者的购买能力，由于劳动者在整个社会人口中占据绝大部分的比

例，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出现大幅度的下降，消费能力的降低必然

会限制社会的整体需求，进而出现生产过剩的问题，解决生产过剩问题

的一个直接方法就是削减劳动力即劳动者的数量，从而就导致了失业

和贫困。

而且，市民社会的贫困不仅仅表现为物质上的匮乏，它对于现代伦理

生活的更为深刻的影响就是“贱民”的产生。“当广大群众的生活降到一定

水平———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自然而然得到调整的水平———之下，从而

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这种正义、正直和自尊的感情时，就会产生贱民。”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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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贫困问题会导致贫民与市民社会之间产生一种深刻的隔膜感，

进而塑造一种“贱民”的心灵或情感类型：在这里，穷人一方面将自己

看作是具有“人格”的人，是一个应该被承认和尊重的人；但另一方面

又意识到自己的人格总是被不断地剥夺和侵害，所以他们对整个社会

产生了一种仇恨之感。因而，贫困从根本上破坏了贫民的人格，破坏了

“作为现代个体道德上的自我意识与伦理态度的必然载体的那种自我

感”，从而将产生一种“伦理上的邪恶状态和道德上的减等状态”①。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贱民会变得轻佻放浪、懒惰散漫，他们不再自食其

力，而是通过向他人乞讨和社会救济的方式来生存。这就意味着贫困

问题破坏了现代伦理生活的核心原则，因为“市民社会的根本原则，即

每个人都应该自我依赖和靠自己的劳动过活，如今转向它的反面：对贱

民来说，留给他们唯一的权利就是靠他人的劳动过活”，“它只是充满

嫉妒和仇恨的异化的精神状态，是对一切义务和伦理原则的充满嘲笑

态度的否认，傲慢地拒绝承认一切人拥有的权利，并且怀抱仇恨之心地

否定一切人类尊严和自尊”②。

物化问题和贫困问题鲜明昭示着现代社会是一个成就与危机并存

的社会：一方面，理性和自由成为人们追求的崇高价值，在二者的引导

之下，现代人的生活摆脱了愚昧和依附，实现了自我确证和自我立法；

另一方面，人们在享受现代社会的成就时，却又不得不忍受现代社会内

部蕴含的新病症，物化、贫困、贱民等现代性问题给现代人的生活带来

了新的危机，人们已经无法体验到伦理生活的家园之感。在这里，一切

神圣形象都已经被消解了，一切坚固的东西也都烟消云散了，人们已经

从传统的宗法礼教中解放出来，成为原子式的自由独立的个体，沉沦于

对“外在物”本身的追求，在特殊性原则的支配下变得自私自利。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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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在物化的状态下逐渐丧失，贫困和贱民问题也使得现代伦理生活

呈现出一幅分裂和破碎的景象。

三、市民社会的辩证法与现代伦理生活的重建

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到：对于伦理生活本身来说，

市民社会的出现的确为它注入了特殊性这样一种新的元素，使其变得

生动活泼；但随着这种特殊性的放大乃至成为核心原则，现代伦理生活

的困境也不断地凸显和加深，进而对伦理精神本身产生了强劲的冲击

和破坏作用，从这个方面来说，市民社会又远远偏离了伦理生活的理

想，表征着伦理精神的丧失。在这里，我们有两点疑问：其一，既然市民

社会在根本上代表着伦理精神的丧失，为何黑格尔还要将其视为伦理

理念现实化的一个环节，它对于黑格尔的伦理生活方案具有怎样特殊

的意义？其二，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和超越是外在的否定替换还

是内在的自我扬弃，其动力来自何处？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能够帮

我们理解市民社会在黑格尔实践哲学中的独特价值及其未来走向。

在黑格尔之前，德国浪漫派已经意识到并开始批判市民社会的内

在困境。在浪漫派看来，“自然状态是纯洁的，未开化民族的风俗是淳

厚质朴的，根据这种思想，教育就被看成只是某种外在的东西和腐蚀性

的东西”①。市民社会对特殊性的教化就是对自然状态的一种破坏和

腐蚀，意味着人类生活的腐化和堕落，所以浪漫派对于市民社会秉持一

种强烈的敌对态度。但是，黑格尔并未如浪漫派那般对市民社会采取

一种否定的态度，因为市民社会及其所表征的特殊性原则在人类自身

的成长中或者说在人类历史的进展中是必然要表现出来的。在黑格尔

看来，特殊性原则在柏拉图的时代就已经侵入希腊伦理中，但柏拉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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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式是“提出他的纯粹实体性的国家来同这个原则相对立，并把

这个原则从实体性的国家中完全排除出去”，力图用实体性原则来压

制和遮蔽特殊性；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人们对他理想国的伟大的实

体性真理，发生误解，使他们把这个国家通常看成抽象思想的幻想，看

成一般所惯称的理想”①。而且，即便如柏拉图那般试图人为地压制特

殊性原则的涌现，结果也必然是失败的，因为人类意识和社会历史的发

展是不可阻挡的。随后，主观自由的原则分别在基督教与罗马世界中

慢慢涌现出来，而到了现代世界，这个原则在思想启蒙和市民社会中大

放异彩，成为人类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主导原则。

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及其特殊性原则的充分发展不仅是必然

的，而且对于人类精神和社会发展来说是必要的。浪漫派对市民社会

的否定“标示着对于精神的本性和理性的目的一无所知。如果精神要

达到它的现实性，那只有在它自身中进行分解，在自然需要中和在这种

外在必然性的相互关联中对自己设定界限和有限性，并且就在这界限

和有限性内使自己受到教养，以便克服它们，并在其中获得它的客观定

在”②。因为在黑格尔这里，“精神”作为实体同时又是主体，“一切的

关键在于，不仅把真相理解和表述为一个实体，而且同样也理解和表述

为一个主体”③，所以黑格尔所说的“精神”就具有实体性和主体性这

两种规定。这样一来，“精神”就不是以往那种原封不动的僵死的实

体，而是将自身表达为一种活生生的运动变化过程，这样一种运动变化

过程就是精神的自我展开过程，在此之中，精神分解自身并显现为各种

界限、有限性或特殊性，借此获得自身的客观存在，进而超越有限性以

回归到自身之中，达到全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之间的统一。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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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意义上看，市民社会作为特殊性和有限性，是伦理精神显现自身的

一个环节，离开这个环节，伦理理念本身就无法真正展开，而只能作为

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所以黑格尔说：“从直接伦理通过贯穿着市民

社会的分解，而达到了国家———它表现为它们的真实基础———这种发

展，这才是国家概念的科学证明。”①基于此，黑格尔才将市民社会“作

为差别的阶段”安放在家庭和国家之间，它意味着直接性和实体性的

伦理精神的分裂与丧失，也表征着伦理理念的自我展开和自我充盈。

作为一个否定性和中介性环节，市民社会为伦理理念的现实化提供了

确定性的内涵。

但市民社会为伦理理念的展开所提供的只是一种必要但却不充分

的内容，它只是一个中介性的环节，还不足以承载伦理精神的完全展

开。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市民社会必然会被伦理理念现实化的更高形

态所超越。这样一种超越的目的就在于从个体性原则向伦理实体性原

则的复归，具体表现为从市民社会过渡到国家。而且，市民社会表征的

特殊性之所以能够过渡到伦理国家彰显的普遍性，并不是出于黑格尔

的人为安排，不是一种外在的否定和替换，而是市民社会自我扬弃的一

个结果，这样一个自我扬弃的过程就是市民社会的辩证法。在黑格尔

那里，辩证法是概念自我展开和自我超越的逻辑，概念自身由于其内在

矛盾而不断扬弃自身，从而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由抽象到具体的前进运

动，“这种辩证法不是主观思维的外部活动，而是内容固有的灵魂，它

有机地长出它的枝叶和果实来”②。

真正说来，这种超越或扬弃的动力就来自市民社会自身，因为市民

社会的特殊性本质中就蕴含着普遍性的种籽。在伦理理念的现实化过

程中，市民社会分解了由家庭所代表的直接性的和实体性的伦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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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特殊性与普遍性共同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但是这两种原

则在本质上是分离的。克服分离的力量恰恰也在于市民社会自身之

中，即便特殊性与普遍性在根本上是分离的，但特殊性也不能够完全脱

离普遍性而存在，“它们仍然是相互束缚和相互制约的。其中一个所

做的虽然看来是同另一个相对立的，并且以为只有同另一个保持一定

距离才能存在，但是每一个毕竟要以另一个为其条件”①。也就是说，

市民社会的确“赋予特殊性以全面发展和声张的权利”，但它同时也

“赋予普遍性以证明自己既是特殊性的基础和必要形式，又是特殊性

的控制力量和最后目的的权利”②。这样一来，普遍性也就贯穿于市民

社会的诸环节之中：在“需要的体系”中，这种普遍性就具体表现为市

场经济的普遍交往关系，在其中，私人需要的满足依赖于普遍交往，满

足需要的手段即劳动本身也获得了一种普遍性；在“司法”中，私人的

利益化身为人的权利而受到法律的普遍承认和保护，获得了普遍的法

律效力，在这个前提下，“犯罪不再只是侵犯了主观的无限的东西，而

且侵犯了普遍事物”③；在“警察和同业公会”中，“警察”作为一种公共

管理机构，主要以维护外部秩序和设施的方式来普遍地保障个人福利，

“同业公会”作为一种行业性的自治共同体，关心和照顾整个行业的特

殊利益，而这种行业利益相对于私人利益来说是普遍的，个体在这里获

得了一定程度的归属感和实体感，同业工会就成为伦理理念展开过程

中“虽然是局限的、但是具体的整体”，“伦理性的东西作为内在的东西

就回到了市民社会中”④。经历这三个环节，普遍性的力量一步步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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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并最终从潜能走向了现实，这个过程就是市民社会的辩证法。

在辩证法的推动下，市民社会必须要超越自身，向更高的伦理实体

过渡，以达到伦理精神的现实性，而能够真正克服市民社会之欠缺和限

度，从而现实地表达伦理精神的更高的伦理实体就是“国家”。在“国

家”这样一种伦理性的整体中，原本丧失在市民社会中的伦理精神又

重新回到了自身，而且重新回到自身的伦理精神经过市民社会的中介

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内涵，超越了“家庭”所代表的实体性伦理精神的直

接性和自然性。在这里，单个人既不是市民社会意义上的原子式的个

人，也不是完全从属于自然伦理的家庭成员，而是获得了实体性自由的

国家成员。所以，“国家”的合理性就在于它是伦理精神的现实化，是

自由的现实化，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国家理论正是其自由意识的现象

学”①。对于单个人来说，成为国家成员就是他们的最高义务，“个人本

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他们进一步

的特殊满足、活动和行动方式，都是以这个实体性的和普遍有效的东西

为其出发点和结果”②。这就足以见得国家的合理性及其对现代伦理

生活的必要性。

既然国家对于现代伦理生活来说是必要的，那么它的必要性具体

表现在什么地方？从根本上来看，国家的必要性就在于它能够真正克

服市民社会的伦理生活困境，为现代人的伦理生活赋予新的内涵和规

定。从市民社会过渡到国家，就意味着市民社会自身蕴含的普遍性种

籽在伦理国家中获得了现实性，国家的实体意志或普遍意志超越了市

民社会的特殊性原则，个体自我意识在国家中被提升到了普遍性的层

面。“个人的单一性及其特殊利益……通过自身过渡到普遍物的利

益，它们认识和希求普遍物，甚至承认普遍物作为它们自己实体性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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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并把普遍物作为它们的最终目的而进行活动。”①也就是说，国家为

现代伦理生活赋予了普遍性的实体精神，在这样一种普遍物或普遍意

志的关照下，因特殊性的利益和目的而导致的破碎和分裂理应得到解

决。当然，对普遍性原则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对特殊性原则及其所表征

的个体自由和权利的压制乃至否定，国家作为普遍物，同样照顾个体的

利益、自由和权利。因为纯粹的普遍性只是一种抽象的、空洞的普遍

性，这样一种普遍性并不具有现实性，而“国家是现实的，它的现实性

在于，整体的利益是在特殊目的中成为实在的。现实性始终是普遍性

与特殊性的统一，其中普遍性支分为特殊性，虽然这些特殊性看来是独

立的，其实它们都包含在整体中，并且只有在整体中才得到维持。”②

需要强调的是，国家虽然以普遍性原则超越了市民社会的特殊性

原则，但是并没有就此将这种特殊性原则排除在自身之外。相反，它把

这种原则作为环节纳入自身之中而达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从而

使这两个原则不再保持为一种非此即彼的外在对立，而是达到亦此亦

彼的内在融合，获得了理念本身的现实性。“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

样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即它使主观性的原则完美起来，成为独立的

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于是在主观性

的原则本身中保存着这个统一。”③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所说的“现代

国家”就是个体性与实体性相统一的伦理有机体。“这样的国家以制

度化的实体、法制化的制度使个人的主观性自由变成现实，使正当的权

利和义务相契，从而使平等和公正变成现实。”④在这里，现代伦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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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１ 年版，第
２６０页。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１ 年版，第
２８０页。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１ 年版，第
２６０页。
邓安庆：《启蒙伦理与现代社会的公序良俗———德国古典哲学的道德事业之重

审》，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 ４１４页。



的分裂困境将会被克服，“如家般安居于世”的伦理实体感将重新复

活。这就是黑格尔对现代伦理生活之整全性的重新塑造，使古代的实

体性原则和现代的个体性原则在其中达到“和解”的“第三条道路”。

在重建现代伦理生活的历史使命中，我们能够看到，黑格尔的市民

社会批判是应对和解决现代伦理生活困境的哲学思考，家庭———市民

社会———国家的逻辑并不是对“正—反—合”结构的机械应用，而是旨

在重塑在人类生活中已经失落的实体性和整全性的伦理精神。从现代

伦理生活重建的视角来理解黑格尔的实践哲学，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

黑格尔以往的思辨形象带给我们的恐惧感和压迫感，进而凸显黑格尔

的市民社会批判与我们当下生存状态之间的密切关联。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黑格尔仍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虽然在当代西方主流实践哲学那

里，黑格尔以国家超越市民社会的伦理生活方案依然显得不合时宜，但

哲学本就应该做“不合时宜”的事情，这种“不合时宜”对于人类文明的

进展却是富有教益；而且，随着自由主义竭力推崇的个体自由的弊端和

困境不断加强，这条道路的意义和价值将会逐步显现出来。或许我们

会愈来愈感觉到，“我们欠负黑格尔的要比欠负任何人的都要多”①。

（作者　 吴鹏，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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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汤姆·罗克摩尔：《黑格尔：之前和之后》，柯小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第 ２５６页。



访谈：黑格尔哲学的现代意义

［德］克劳斯·菲韦格①郭冠宇②

郭：菲韦格先生，您是当代最著名的德国观念论专家之一，您最初

为何会选择哲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又为何把德国观念论，特别是

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作为您的学术重点？

菲韦格：高中时我曾阅读柏拉图的洞喻学说，当时就觉得十分引人

入胜，我也由此产生了对哲学的兴趣，并最终选择了哲学作为自己的专

业方向。进入大学之后，我开始专注研习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并从中形

成了对德国观念论尤其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浓厚兴趣。德国观念论是前

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它的深刻性、思辨性深深地吸引了我，所

以我把它作为自己的主要学术方向。而黑格尔哲学，我认为它在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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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克劳斯·菲韦格又译为克劳斯·费维克（Ｋｌａｕｓ Ｖｉｅｗｅｇ）（１９５３—　 ），男，德国
耶拿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黑格尔协会成员、国际费希特委员会成员、德国观

念论批判研究顾问委员会成员、亚洲与拉丁美洲黑格尔哲学网络联合创建人。

主要研究领域为：德国观念论、实践哲学、怀疑论问题、哲学与文学的关系等。

２００１年起曾多次来华客座讲演，并参与研究项目“中国传统哲学与德国观念
论”。其论文集《黑格尔的艺术哲学》的中译本已于 ２０１８ 年在中国出版，著作
《自由的思想———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的中译本很快也将在中国出版

问世。

郭冠宇（１９８８—　 ），男，黑龙江人，２０１４年起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德国耶
拿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博士生导师为克劳斯·菲韦格。本文撰写期间

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项目编号为留金发（２０１４）３０２６号。



仍是一种现时代的思想，是对于我们时代最深刻的哲学洞见。

郭：您曾经在耶拿大学学习，如今又在这里任教。您为何如此钟情

于这里呢？对您而言，耶拿大学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菲韦格：德国观念论是现代哲学①最重要的思潮之一，而耶拿是它

的诞生地，也是当时欧洲哲学的“首府”（Ｈａｕｐｔｓｔａｄｔ）。１８００ 年前后，席

勒、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著名思想家都曾在此任教，而他们正是我最

重要的研究对象。所以说，能在耶拿大学学习和任教是一件令人高兴

和倍感荣幸的事。

郭：当代哪些哲学家曾对您产生过重要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

在哪些方面呢？

菲韦格：我主要有两个榜样：迪特·亨利希（Ｄｉｅｔｅｒ Ｈｅｎｒｉｃｈ）和汉

斯·弗里德里希·富尔达（Ｈａｎｓ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Ｆｕｌｄａ）。两位都对德国古典

哲学有着深刻的理解，并对当代哲学思想中的关键问题有出色的认识。

迪特·亨利希对于 １８００年前后这一时段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有突出

贡献，特别是在对费希特、荷尔德林和黑格尔的思想研究方面。同样，

他也把德国观念论在耶拿时期的发展作为一个长年的项目加以研究，

他与这一课题相应的名著是：《由自我而来的奠基：观念论早期历史研

究（图宾根—耶拿，１７９０—１７９４）》（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 ａｕｓ ｄｅｍ Ｉｃｈ：Ｕｎｔｅｒｓｕ

ｃｈｕｎｇｅｎ ｚｕｒ Ｖｏ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ｓ 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ｕｓ．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Ｊｅｎａ １７９０－１７９４）。其

余的重要著作还有《自身关系》（Ｓｅｌｂｓｔ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ｓｅ）、《意识中的根据》

（Ｄｅｒ Ｇｒｕｎｄ ｉｍ Ｂｅｗｕｓｓｔｓｅｉｎ）。而另一位榜样汉斯·弗里德里希·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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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国学界对近代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划分往往以康德为分水岭。而“现代哲学”

这一概念又一般指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各种哲学思潮（时间上一般是从 １８世纪
后期至当代），所以这明显是包括德国古典哲学或德国观念论在内的。这与我

国学界以黑格尔为分水岭，把黑格尔之后的各种哲学思潮通称为西方现代哲

学的划分方式有所不同。这样一种在“现代哲学”划分问题上的差异不只意味

着一个外在的时间分期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它所折射出的在问题理解上的

重要差别，甚至对德国观念论基本定位的差别。德国学界把德国观念论归入

“现代哲学”的范畴，则意味着这一思潮不仅是古典哲学的高峰，它同时还具有

十分重要的现代意义，甚至在根本性质上也同样是属于现代的。



达则是我个人心中最为优秀的当代黑格尔专家。他发表了一系列卓越

的（ｈｅｒａｕｓｒａｇｅｎｄ）黑格尔哲学研究著作和文章。例如，那部相当有水准

的黑格尔导论：《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对黑格尔

研究者而言，这是一部标准的黑格尔导读，它几乎可以说是必读的材料

之一。现在这本书对我来说仍然很有借鉴意义，因为我恰巧也正在撰

写全新的黑格尔传记！两位思想家都是杰出的前辈榜样，我也十分感

谢他们对我个人研究项目长期以来的支持。现在，同他们一样，深入研

究德国古典哲学并把它与当代问题联系起来也成为我自己主要的学术

方向。

郭：弗兰克（Ｍａｎｆｒｅｄ Ｆｒａｎｋ）在 ２０１５ 年曾以《黑格尔不再住在这

里》为题发文宣称：“谁想学习欧陆哲学，应该去中国或巴西。在德国，

德国观念论的遗产已失落在地。”您如何看待德国观念论在德国和西

方世界的境遇？情况真的这么不乐观吗？若是如此，可否简要谈谈德

国观念论的复兴问题。

菲韦格：德国观念论在当代德国的研究状况的确不令人满意。很

可惜，分析哲学的研究在当代德国哲学界占统治地位，尽管这种哲学曾

在美国盛极一时，现今在那里却已经出现衰落现象。比如，美国昔日的

分析哲学家麦克道威尔（Ｊ．ＭｃＤｏｗｅｌｌ）和布兰顿（Ｒ．Ｂ．Ｂｒａｎｄｏｍ）后来都

去从事黑格尔研究。所以未来德国观念论复兴的巨大希望存在于其他

国家，也很可能在中国！当然，德国哲学界的同仁们也在努力改变德国

观念论这种不景气的状况。例如，怀特霍夫（Ｐ． ＳｔｅｋｅｌｅｒＷｅｉｔｈｏｆｅｒ）在

２０１６年就曾发表文章———《让黑格尔再次安居于此》来反驳弗兰克的

观点。所以，我期望德国观念论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特别是期待着黑

格尔的回归！（Ｃｏｍｅｂａｃｋ ｏｆ Ｈｅｇｅｌ）

郭：菲韦格先生，您是国际知名的黑格尔专家。为什么会选择聚焦

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呢？黑格尔哲学的哪些特质吸引了您？您又怎样看

待它对现当代的意义？

菲韦格：黑格尔哲学的魅力在于它的思辨性、系统性、深刻性。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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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不但继承了古典哲学与近代哲学的精神财富，而且还对它们作了

创造性的综合。我把黑格尔看作现代①最重要的哲学思想家，他的思

想从来没有过时，对于 ２１世纪的我们来说仍是当代性的并具有现实意

义。此外，他的思想是一种哲学方式的逻辑奠基，他奠定了现代世界的

逻辑基础，《逻辑学》就是这样的革命性著作。在这方面特别是黑格尔

的实践哲学（主要代表作是《法哲学原理》或者应译为《法权哲学纲

要》），具有高度重要的现代意义和当代价值。于我而言，这些意义要

从对黑格尔实践哲学问题域的开拓中显示出来。其实，实践哲学的这

些问题恰是在现时代人类的境遇中得以重新当代化（ＲｅＡｋｔｕａｌｉ

ｓｉｅｒｕｎｇ）②的。而这种对问题域的开拓，同时使黑格尔实践哲学与时代

问题的内在关联得以凸显。从“纲要”中我们能拓展出一系列从低到

高，或者说从基本原则经由一些密切相关的中间环节直到最高层次的

现代实践哲学主题。具体来说，这些主题首先涉及有人格者的基本权

利和基于人的新理论而形成的关于基本权利的学说。由此出发，经过

逐层递进的诸多中间阶段，这包括：主体性和主体间性，以教育达致自

由，自由的进一步规定作为法权和法权阶梯的体系（财产权、孩子的权

利、主观自由权利、社会权利、教育权、政治权利等），结果主义（Ｋｏｎｓｅ

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ｕｓ）和道义论伦理（ｄ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Ｅｔｈｉｋ），道德的判断逻辑和

形式主义，紧急救难法和反抗权，贫穷与富有，市民社会与调控问题，市

场基础主义、市场秩序规则及其理性形态的批判，自我管理、企业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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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德国学界对“现代”（德语：Ｄｉｅ ｍｏｄｅｒｎｅ Ｅｐｏｃｈｅ）的划分与中国学界有所不同。
当然，对于“现代”的界定在西方也存在着不同的划分方式，它最早可被追溯至

１４—１６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划分更接近于我国对于西方近代的定义。
但德国学界又经常用“Ｎｅｕｚｅｉｔ”一词来指称近代，而“现代”（Ｄｉｅ ｍｏｄｅｒｎｅ
Ｅｐｏｃｈｅ）又常与“近代晚期”（Ｄｉｅ ｓｐｔｅ Ｎｅｕｚｅｉｔ）相等同。
笔者在此把“ＲｅＡｋｔｕ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译为“重新当代化”，并没有采取汉语学界已有
的翻译“再现实化”。因为该词虽然也包含这样一层含义，但根据《杜登德语规

范词典》的释义，其词干（Ａｋｔｕ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的主要含义为“使某事物与当代相关
联”以及“使之达到最新的状态”。“使现实化”那层含义也要从属于这一主要

含义，或者说其准确意义应表述为“使其转化为当下的现实”。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和作为缩小版国家的城市，权力分化的革新构想，

福利和社会国家的理论，正义理念，智者治理模式的国家方案，在国家

制度中生活形式的复多性，公众思想之意义等。由以上各阶段为中介，

最后直到全球化、国家财富以及国际权利等重大时代课题。黑格尔的

实践哲学能够为以上所有主题提供出一个既在理论上赋有内容又在论

证上扎实可靠的基础。

郭：时下，您开设了一门题为“黑格尔对现代逻辑的创立”①

（Ｈｅｇｅｌｓ Ｂｅｇｒüｎｄｕｎｇ ｄｅｒ ｍｏｄｅｒｎｅｎ Ｌｏｇｉｋ）的研讨课，这门课程的主要研

讨材料是黑格尔的《逻辑学》。学界一般会把黑格尔的《逻辑学》视作

一种超时空的形而上的逻辑真理，但您却别开生面地强调它是一种现

代意义的逻辑。那么，该如何理解“黑格尔对现代逻辑的创立”这一说

法？黑格尔的《逻辑学》作为一种现代逻辑其意义主要表现在哪些

方面？

菲韦格：其实并不像一些分析哲学家所宣称的那样，弗雷格是现代

逻辑的创立者。我个人认为，黑格尔的代表作《逻辑学》对现代逻辑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黑格尔才是真正意义上现代逻辑②的创立者或奠

基人（Ｂｅｇｒüｎｄｅｒ）。当然，除了《逻辑学》，黑格尔的实践哲学（《法权哲

学纲要》）也对现代世界有着十分重要的奠基意义，这个我们前面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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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创立”或“建立”的德文词是 Ｂｅｇｒüｎｄｕｎｇ，该词有奠基、创立、论证三重基本
含义。

通常我们所说的现代逻辑，仅指现代数理逻辑和符号化的应用逻辑，具有多元

化、数学化、应用化的基本特征。笔者认为，菲韦格教授对“现代逻辑”这一概

念作了广义的使用和发挥。在他那里，“现代逻辑”当然也包括我们通常所说

的含义，但又不止于此。具体说来，他所说的“现代逻辑”首先指一种有别于亚

里士多德所开创的传统形式逻辑的新型逻辑。当然，这种新型逻辑又不仅是

在范畴推演这个层次上对传统逻辑的发展与革新，它也可以是或者更应该是

对整个现代世界的逻辑奠基。黑格尔的《逻辑学》具有这两个层面的意义，它

作为“绝对知识”，原则上构成了从自然到精神的一切领域的逻辑基础，自然也

包括对传统逻辑、对整个现代世界或现代文明的逻辑奠基。所以按照笔者的

理解，菲韦格先生应是在此意义上把黑格尔哲学，尤其是其《逻辑学》看作现代

逻辑的建立。



了。就《逻辑学》而言，它真正建立了现代逻辑的基础，从亚里士多德

以来直到黑格尔的《逻辑学》才给予出一次在逻辑思想领域中的真正

革命。在这里，逻辑被作为形而上学，也作为概念（或概念思维①）的一

个阶段而加以发展，借此黑格尔能够为其哲学体系提供一个合逻辑的

坚实基础。所以，学界曾经把《精神现象学》看作黑格尔学说的核心是

不正确的，《逻辑学》才是黑格尔哲学的中心，是他的关键性作品

（Ｓｃｈｌüｓｓｅｌｗｅｒｋ）。在当代，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说仍是一项关键的哲

学任务，特别是以黑格尔的逻辑学说去重新阐释流行于学界的分析逻

辑，在此必须要展示和证明黑格尔现代逻辑的优越性。

郭：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在现当代被广泛、持续地关注的问题，也可

以说是现代世界的核心议题之一。据我所知，黑格尔一方面试图建构

和把握现代世界的逻辑，另一方面也对所谓现代性问题有着深邃的洞

见和犀利的批判。您可否就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或者他对现代社会

弊病的诊断等问题略谈一二？

菲韦格：黑格尔就现代性的一些特定方面展开了批判，特别是对市

民社会进行了批判，由此刻画出现代社会形态的社会性和正义性等基

本特征。为了实现现代世界的正义，黑格尔发展出了诸多原则，它们中

的大部分迄今为止仅在相当初步的层面上实现了，因此也应该对黑格

尔的自由和正义概念进行更具深度的讨论。与此相关，２０１８ 年在上海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举行了一次以正义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事实上，黑

格尔对现代社会出现的问题有不少精彩的论述。举例来说，他认为贫

富差距的扩大是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最难解决的问题，为了能够解决这

一全球性的难题，当今世界各国仍迫切需求创新性的应对方案。概括

地讲，黑格尔的社会福利国家理论恰恰能为此提供一个合适的基础，所

以今天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从黑格尔的这一基础出发来继续思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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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Ｄａｓ ｂｅｇｒｅｉｆｅｎｄｅ Ｄｅｎｋｅｎ”直译是“把握着的思想”，这样能体现出德语一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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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形式即 Ｂｅｇｒｉｆｆ（概念）。



探讨这个难题。

郭：我以为，德国观念论并非一个自身封闭的传统，在现当代，德国

观念论的研究，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常常与其他现代哲学流派融合在一

起。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就吸收了一些黑格尔哲学的元素。所以，您如

何看待黑格尔对其他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或者说，您如何评价其他

现代哲学流派对黑格尔哲学的吸收和接纳？

菲韦格：许多新近的哲学思潮几乎没有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又

或者像法兰克福学派一样对哲学的逻辑奠基问题存在争议，并因此没

能对黑格尔哲学作出合理阐释，他们企图剥夺黑格尔哲学智性的（ｉｎ

ｔｅｌｌｅｋｔｕｅｌｌ）力量。总而言之，所谓“后形而上学思想”那种完全错误的

观点令人遗憾地在学术界流行着。我个人以为，恰恰相反，黑格尔的

“逻辑学作为真正的形而上学”这一哲学方案应该被继续传承下去，以

便去真正把握歌德那句名言———“是什么把内心最深处的世界联结在

一起”（ｗａｓ ｄｉｅ Ｗｅｌｔ ｉｍ Ｉｎｎｅｒｓｔｅｎ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ｌｔ———Ｇｏｅｔｈｅ）。

郭：怀疑论哲学一直以来都是您学术研究的另一个重点，不久前您

还在《黑格尔年鉴·特别卷十》发表了一篇有关怀疑论问题的文章①，

这篇文章作为这一期“年鉴”的主要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请问您为

什么如此重视怀疑论问题？据我所知，青年黑格尔曾把怀疑论问题看

作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之一，所以对于怀疑论问题的处理是否对黑格尔

思想的发展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此外，怀疑论是否对现当代哲学仍有

重要意义？

菲韦格：亚里士多德曾说：“谁想要正确地去认识，就必先以正确

的方式怀疑过。”黑格尔也曾以“笑”为例指出：“谁还没有读过阿里斯

托芬，就还没有真正笑过。”怀疑论是一个十分古老但又异常重要的哲

学课题。怀疑主义这一哲学思潮历史悠久，从古希腊一直延续到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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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ｇｅｌＪａｈｒｂｕｃｈ Ｓｏｎｄｅｒｂａｎｄ １０，２０１７，Ｓ．１－１９。



代。我曾于 ２００１年在中国北京大学作过关于怀疑论者塞克斯都·恩

披里柯（Ｓｅｘｔｕ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ｕｓ）的主题报告。塞克斯都·恩披里柯是古代怀

疑论的主要源泉，他的五个核心论据可以看作是反对任何一种独断论

哲学的主要武器。黑格尔把怀疑论视作哲学的重要的、永恒的挑战者

的同时，也把自己的重要著作《精神现象学》看作“自身完成的怀疑论”

（ｄｉｅｓｅｒ ｓｉｃｈ ｖｏｌｌｂｒｉｎｇｅｎｄｅ Ｓｋｅｐｔｉｚｉｓｍｕｓ）。早在青年时代黑格尔就把怀

疑主义的方法视为每一种真正哲学的自由面向，他发现否定性的核心

思想在塞克斯都·恩披里柯那里以特殊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否定

的、怀疑的、辩证的环节对于黑格尔的思想进程有特别的重要性，甚至

对他的哲学计划或构想（Ｋｏｎｚｉｐｉｅｒｕｎｇ）具有决定性意义。其实近代以

来的不少思想家皆认识到怀疑论问题的重要性。在黑格尔之前，康德

就已经明确区分了怀疑主义与怀疑方法，这与康德“作为科学的形而

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直接相关。概括地说，康德试图通过理性批判

来摆脱独断论，他所设计的哲学之路既非独断论也非怀疑论，而是第三

条道路，黑格尔继承、认同了康德的看法，他在耶拿时期的文章中也有

类似于康德的说法，对此我们就不详谈了。应该注意的是，康德认为怀

疑的方法仅对先验哲学自身来说是本质性的、特有的。在这一点上，黑

格尔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秉承了康德的思路，他认为哲学包含否定于自

身之内，这否定物并不与哲学绝对对立，它自身构成了哲学的一个环

节。与此相关，黑格尔还提出了哲学本身的两个基本要求。第一，哲学

必须承受住怀疑论者的质疑，具备反对异议的对抗能力，否则哲学会再

次陷入康德所批判的独断论或最终放弃真理的诉求。而这两种情况都

意味着哲学的失败。第二，对怀疑论的有效反对只有借助于作为哲学

否定之维的怀疑论本身才能达到。也就是说，要把怀疑论作为内在的、

蕴含在哲学自身之内的否定性加以扬弃。因此，对哲学而言，怀疑的方

法至关重要，融合怀疑论是哲学所面临的持续挑战；相反，怀疑主义或

怀疑论本身则是一种独立的学说，它是哲学持久的伴随者、永恒的“魔

鬼的辩护者”（ａｄｖｏｃａｔｕｓ ｄｉａｂｏｌｉ）。总而言之，思考怀疑论问题不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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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必要的思维训练，而且在现当代仍有重要价值。怀疑的方法构成

哲学的本质环节，它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哲学方法也必须内在（ｉｍｍａ

ｎｅｎｔ）于今天每一种真正的哲学之内。

郭：您的著作《自由的思想———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Ｄａｓ

Ｄｅｎｋｅｎ ｄｅｒ Ｆｒｅｉｈｅｉｔ ——— Ｈｅｇｅｌｓ Ｇｒｕｎｄｌｉｎｉｅｎ 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ｓ Ｒｅｃｈｔｓ）的

中译本即将在中国出版问世。我曾浏览过您这本书的德文原本，印象

中，这是一部十分详尽地阐释黑格尔法权哲学的著作，并且在此书中您

讨论了许多具有前沿性的实践哲学问题。那么您缘何要写这样一本

书，并推出它的中译本呢？您的这部著作与以往的解读黑格尔法权哲

学的书籍相比有哪些特点？

菲韦格：我曾多次来中国作讲座（主要是在北京和上海），这期间

总能察觉到中国学界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浓厚兴趣，很高兴看到这一点。

所以我希望，我这本书的中译本能够提升中国读者对黑格尔思想的兴

趣。当然，我对黑格尔这部名著的阐释首先是基于这部著作的重要性

与价值，在这部著作中黑格尔对现代社会与国家、对现代世界的建构进

行了很有意义的哲学思考。《法权哲学纲要》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亚

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霍布斯的《利维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以及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同属人类最伟大的实践哲学著作。迪特·亨

利希也曾把这部著作看作“黑格尔最著名和有影响力的书”。黑格尔

的实践哲学作为“自由的观念论”（Ｉｄｅａｌｉｓｍ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和作为“现代主

义的观念论”（Ｉｄｅａｌｉｓｍ ａｓ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①在当今 ２１世纪仍有持续的当代

价值。在对这样一部著作的阐释中，我把这种思考———即以何种方式

能够通过概念式思维来把自由规定为实践领域的根基———作为一个关

键问题。需要注意的是，黑格尔法权哲学的思想进路必须作为“基于

逻辑精神”（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 Ｇｅｉｓｔｅ ｂｅｒｕｈｅｎｄ）的发展来加以理解，在此，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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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菲韦格教授在此借用了学者罗伯特·皮平的说法。可参见 Ｐｉｐｐｉｎ，Ｒｏｂｅｒｔ Ｂ．，Ｉ
ｄｅａｌｉｓｍ ａｓ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Ｈｅｇｅｌｉａｎ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１９９７。



逻辑理解为思想的科学。逻辑精神的本性，这样一种哲学的证明方式，

黑格尔把它称为思辨的认识方式（ｓｐｅｋｕｌａｔｉｖｅ 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ｗｅｉｓｅ），这种方

式被他在《逻辑学》中系统地发展了。但这样一个被黑格尔所一再强

调的逻辑奠基，在以往人们对《法权哲学纲要》的阐释中并没有得到足

够的重视。黑格尔曾在《法权哲学纲要》的前言中明确写道：“整体与

其部分的发展一样基于逻辑精神。我也想要首先从这一方面去把握和

评判此书。”①黑格尔本人这一明确的意愿无论如何都应该在对该著作

的诠释中被考虑进来，而不是只去关注一些段落和细节。因此，对作为

黑格尔思想进路主要论据（Ｎｅｒｖｕｓ ｐｒｏｂａｎｄｉ）的逻辑基础加以讨论成了

我的阐释的核心诉求。总的来说，在我的阐释中，与以往其他一些所谓

“非形而上学”的阐释方法不同，我恰要突出黑格尔实践哲学的逻辑奠

基，确切地说，这体现在其自由意志和行动哲学的每个阶段。此外，我

在这本书中还讨论了许多其他当代知名黑格尔研究者的思想，譬如皮

平（Ｒｏｂｅｒｔ Ｂ．Ｐｉｐｐｉｎ）、泽普（Ｌｕｄｗｉｇ．Ｓｉｅｐ）、科维刚（ＪｅａｎＦｒａｎｏｉｓ Ｋｅｒｖｅｇ

ａｎ）、霍耐特（Ａｘｅｌ Ｈｏｎｎｅｔｈ）等人的代表性观点。这里还包括对一些重

要的实践哲学问题的回溯与对一些前沿问题的研讨，这包括：自我和自

由的关联，自由意志的概念，自然主义和人择原理，法律、强制与暴力，

知识产权，作为现代惩罚理论支柱的黑格尔的惩罚概念，现代的行动概

念，对现代家庭的理解，国家经济的重要性，黑格尔伦理理论的现代性

与国家理念等等。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我试图去揭示黑格尔实践哲学

对现代社会的意义，尝试在当代视域下对黑格尔的“纲要”进行创新性

拓展，这里可以开辟出一系列有意义的现代实践哲学课题。例如，他关

于道德和伦理的区分（此处包括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基础性批判），他对

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创新性划分（现代的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由此形成），

还有他对现代社会和福利国家的设计等。我想，这个话题我们方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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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黑格尔哲学的当代意义之时已经谈得足够多了吧。

郭：菲韦格先生，您不仅是一名哲学家，还是一名侦探推理小说作

家。您是如何精通这两者的？您认为这两个领域有什么共通之处吗？

菲韦格：谢谢你的称赞。我们的时间有限，我就概括性地回答这个

问题吧。这两个领域的确存在一些共通之处。在实践哲学中，特别是

在行为理论（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ｓｔｈｅｏｒｉｅ）中，涉及对多种行为的重构，在哲学中

也普遍涉及检验（Ｐｒüｆｅｎ）、调查（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所有这些也全都是古典

侦探推理小说的特质。从另一方面来看，侦探小说中的不少作品可以

看作是悲剧与喜剧的一种现代表现形式，因此也是现代文艺的一种重

要形式。

郭：希望您能谈谈对哲学系学生的建议。对于刚刚踏上哲学之路

的学生来说，应该去学习哪位哲学家的思想？如果想从事黑格尔哲学

的研究，应该从哪本书读起好呢？

菲韦格：个人观点，每位同学都应去学习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Ｓｅｘｔｕ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ｕｓ）的怀疑论思想，尤其是他最重要的五个论据。怀疑

方法的重要性我之前也谈到了，一方面，思考怀疑论问题是一种必要的

思维训练；另一方面，也在于它对现当代哲学的重要意义。想从事黑格

尔哲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去读读他那篇短文《谁在抽象地思考？》

（Ｗｅｒ ｄｅｎｋｔ ａｂｓｔｒａｋｔ？），这篇短文是一篇简单而有益的哲学入门读物。

郭：非常感谢您能抽时间来接受我的采访，并给出如此详细和有价

值的答复！

菲韦格：我也很高兴能与中国哲学界的朋友们分享我的看法。

（采访者单位：德国耶拿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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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ｗａ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ａ ｗｒｏｎｇ ｉｄｅａ ｃｒｉｔｉ

ｃｉｚｅｄ ｂｙ Ｍａｒｘ ｉｎ Ｖｏｌｕｍｅ ３ ｏｆ 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ｂｕｔ ｉｔ ｂｅｃａｍｅ ａ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ｔ ａｌｓｏ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ｂｏｕｎｄ ｔｏ ｒｅｌｙ ｏｎ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ｈａ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ｏ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ｉｄｅａ ｔｈａｔ ｓｅｅｍｓ ｔｏ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ｆｏｒ

ｇｒａｎｔｅｄ，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Ｍａｒｘ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ＷＥＮＧ Ｈａｎ－ｂ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ｉｓ ｎｏｔ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ｂ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Ｍａｒｘ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５３５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ｒｅｖｏｌｖ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ｔｗｏ ｌｏｇｉｃ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ｐｅｏｐｌｅ ｒｕｌ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ｔｈｉｎｇｓｔｏｈｕｍａｎ ｒｕｌ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ｈｉｓ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ｔｈａ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ｎｔｅｒ

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ｚｅ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Ｍａｒｘ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ｈｉ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ｐｏｗ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ｈｕｍａｎ”ａｎｄ“ｔｈｉｎｇ”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ｎｓｅ，Ｍａｒｘ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ｉｓ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ｏｗｅ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ｒｘ；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Ｈｏｗ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 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ＧＡＯ Ｃｈａ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 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 ｍａｓｔｅｒ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ｉｔ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 ｉｓｓｕｅ． Ｉｎ ｓｏ ｆａｒ ａｓ

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 ｉ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ｗｉｔｈ“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ｉｆｅ ｏｆ

ｍａｎｋｉｎｄ”，ｉｔ ｉｓ ｉｎｓｅｐａｒ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ｈｏｌｄｓ ｔｈａ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ｒｅ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ｂｙ ｌａｗｓ，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ｃａｎｎｏｔ ｇｏ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ｅｒａ．Ｔｈｅ ｓｏ

ｃａｌｌｅｄ“ｂｅｓｔ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ｓ ａｌ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

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 ｍａｋｅｓ ｉｔｓｅｌｆ ｏｆ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６３５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ＨｕｍａｎＬｉｆｅ：ａ ｋｅｙ ｔｏ Ｕｎｌｏ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ｙｓｔ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ｌｙ Ｆａｍｉｌｙ

ＲＥＮ Ｓｈｕａｉ－ｊ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 ｉｄｅａｌｉｓ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ｌｏｇｉｃ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ｌｉｆｅ，ｆｒｏｍ ｎｏｎｈｕｍａｎ

ｌｉｆｅ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ｌｉｆｅ，ｆｒｏｍ ｈｕｍａｎ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ｇｏｏｄ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ｌｙ

Ｆａｍｉｌｙ．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ｌｉｆ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ｖｉｏｌａｔｅ ｈｕ

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ｉ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ｓｕｂ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ｌ

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ｂｅｇｉｎ ｗｉｔｈ ｌｉｖ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ａｌ ｒｏｏｔ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ｖａｔ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ｔｈｕｓ ｅｘｐ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ｍｙｓｔ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ｈｉｎｘ”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ｆｅ．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ｓ 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ｔｈａｔ ｓｔａ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ａｌ ｌｉｆｅ ａｓ

ｔｈ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Ｈｏｌｙ Ｆａｍｉｌｙ；Ｈｕｍａｎ Ｌｉｆｅ；Ｌｉｖ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Ｓｕｂｌａｔ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ｎ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ｔ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ＺＩ Ｙ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ｔ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Ｅｎｇｅｌｓｓ ｂｒｉｅｆ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ｔｅ

ｒ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ｔ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ｅｅｍ ｔｏ ｂｅ

７３５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ｅｌｄ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Ｍａｒｘ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ｔ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ｈｅｍｅ．Ｈｅｒｅ，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ａｎ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ａ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ａ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ｔｅ

ｒ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ｕｂｌａｔｅｓ ｉｔｓｅｌｆ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Ｔｈ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ｌｓｏ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ｒｘ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ｓ ｎｏｔ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ｎｓｅ，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ｔｈａｔ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ｔ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ｓ ｎｏ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ｎｓ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ｔ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ａｌｉｔｙ；Ｓｕｂｌａｔｅ

Ｍａｒｘ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Ｗｅｎ Ｘｕｅ－ｐ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ｒ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ｉ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ｔａｓｋ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ａｒｘ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ｍａｉｎｌｙ ｈａｓ ｆｏｕｒ ｔｏｐ

ｉｃｓ：Ｆｉｒｓｔ，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ａｎ

ｓｗｅｒ，ｂｅｃａｕｓｅ 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ｓ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ｔｈｅｒｅ ｃａｎ ｂｅ ａｎ ａｎｓｗｅｒ．

Ｓｅｃｏｎｄ，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ｕ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ｎａｍｅｌｙ，ｔｈｅ ｆａｎｔａｓｔｉｃ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ｔｈｅ ｉｎｃｏｒｒｅｃ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Ｔｈｉｒｄｌｙ，ａｎ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ａｌ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ｓｏ ｗｅ ｍｕｓｔ ｕｓ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ｉｍｐｌｉｆｙ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Ｆｏｕｒｔｈ，ｆｏｒ ａｎ ｕ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ｑｕｅｓ

８３５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ｏ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ｔｓｅｌｆ．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ｉｓ

ｅｉｔｈｅｒ ｔｏ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ｒ ｔｏ ｃａｎｃｅｌ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Ｆａｎｔａｓｔｉｃ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ｒｒｅｃ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Ｍａｒｘ ｆｏｕｎｄ ｉｎ“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ｎ 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

ＬＩＵ Ｋ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ｉｍｓ ｔｏ ｅｘｐｏｓｅ 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ｓ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 ｉｎ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Ｓｅｎ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ａｓ ｕｓｉｎｇ Ｍａｒｘ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ｈｉｓ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ｗｉｔｈ ａｌｌ ｈｉｓ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ｉｓ ｗｏｒｋ“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ｔ ｉｎｓｉ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Ｓｅｎ ｂａｓｅ

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ｄｅａ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ｔｏｏｌ ｏｆ ｒｅｃ

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ｔｒａｉ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ｗｈｉｃｈ ｒｅ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ｔａｙ ｉｎ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

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ｏｆｆｅｒ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ｔｈａｔ Ｓｅｎ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Ｍａｒｘ 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ｃｈｏｉｃｅ，ｆａｉｌｉｎｇ ｔｏ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ｉｎｊｕｓｔｉｃ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Ｊｕｓｔｉｃｅ；Ｓｅｎ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Ｍａｒｘ

９３５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Ｄｉｓ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ｌｌｅｎ Ｗｏｏｄ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ＧＵＯ Ｄｉｎｇａｎｄ ＧＵＡＮ Ｘｉａｏ－ｇ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ｗ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ｃｅｎｄａｎｔ，ｉｔ ａｌｓ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ｅｄ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

ｔｉｃ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Ｅｌｌｅｎ Ｗｏｏｄ，ａ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ｅｆｔｉｓｔ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ｔａｎｄｓ ｆｉｒｍ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ｇｉｖｅｓ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ｂｕｔｔａｌ ｔｏ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Ｆｉｒｓｔ ｏｆ ａｌｌ，Ｗｏｏｄ ｄｅｎｉ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ｔ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ｉｈｉｌｉｓｔｉｃ ｖｉｅｗ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ｄｈｅｒｅｄ ｔｏ；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Ｗｏｏｄ ｃｒｉｔ

ｉｃ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ｔｔａｃｈ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ｈｏ

ｌｉｓｔｉｃ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ｆｉｎａｌｌｙ，Ｗｏｏｄ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ｍａｉｎｓｔ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Ｗｏｏｄｓ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ｈａｓ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ｕｓ ｔｏ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ｍａｎｙ ｍｉｓｔａｋｅｓ ｉｎ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ｉｍｅｓ；Ｖｉｅｗ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Ｈｏｌｉｓ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Ｒｕｌ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Ｂｉｄｅｔ，Ｄｕｍéｎｉｌ ａｎｄ

Ｌéｖｙｓ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ｌａｓｓ

ＣＨＥＮＧ Ｅｎ－ｈｕ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Ｂｉｄｅｔ，Ｄｕｍéｎｉｌ ａｎｄ Ｌéｖ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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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Ａｃｔｕｅｌ Ｍａｒｘ”，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ｉａｎｓ ｏｆ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Ｍａｒｘｉｓｍ．Ｔｈｅｙ ａｌｌ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ｌａｓ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ｎｄ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ｓ ｒｏｕｇｈ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ｒ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ｌａｓｓ．Ｊａｃｑｕｅｓ Ｂｉｄｅｔ

ｔｈｉｎｋ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ｔｈｅ ｒｕｌ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

Ｄｕｍéｎｉｌ ａｎｄ Ｌéｖｙ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ｒ ｔｈａｔ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ｃｌａ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ｓｅｎｓ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ｒ ｃｌａｓｓ，Ｊａｃｑｕｅｓ Ｂｉｄｅｔ ｐａｙ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Ｄｕｍéｎｉｌ ａｎｄ Ｌéｖｙ ｈａｖ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ｕｔ ｔｈｅｙ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ｓ ｔｗｏ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ｂｏｕｔ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ｒｅ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ｒｗｅａｖ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ｒｕｌ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 ｉｓ

ｎｏｔ ａ ｒｕｌ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 ｗｉｔｈ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ｏｒ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ｂｕｔ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 ｔｒａｎｓ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ｗｉｔｈ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ｌａｓｓ；Ｍａｎａｇｅｒ；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Ｗｏｒｌｄ Ｒｕｌ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ａｒｒｏｗｓ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ＨＯＮＧ Ｙａｎ－ｎ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Ｂａｒｒｏｗ ａｔ

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Ｔｈｉｓｓｐｅ

ｃｔｒｕｍ ｃｏｖｅｒ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ａｒｘｉｓｍ，ｎｅｏ－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Ｍａｒｘｉｓｍ，ｂｕｔ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ａ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ｆｏｒｗａｒ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４５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ｓ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ｘｉ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Ｂａｒｒｏｗｓ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ｈｅｌｐｓ ｔｏ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ｉｓ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ｉｌｌ ｄｅｖｉ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

ａｌｉｓ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ｒｘｉｓｍ；Ｂａｒｒｏｗ；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ｏｒｙ；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ｎｔｈｅ Ｈｉｒｏｍａｔｓｕ Ｗａｔａｒ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ＤＥＮＧ Ｘｉ－ｙ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ｉｒｏｍａｔｓｕ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ｏｗ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Ｈｉｒｏｍａｔｓｕｓ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ｓ 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ｔ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ｘｓ ｃａｌ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ｎ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ｌ 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 ｔｏ Ｈｉｒｏｍａｔｓｕｓ ａｄｖｏｃ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ｓ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ｎｅｗ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Ｊａｐ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Ａｓｉａ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ｍ“ｗｉｌｌ

ｒｅ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ｉｓｍ“ｔｈａｔ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ｓｔ．”Ａｓ ｐｒｏｏｆ ｏｆ ｔｈａｔ，Ｈｉｒｏ

ｍａｔｓｕ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ｎｔｆｒｅｍｄｕ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 ｔｒａｃｅ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ｉｓｍ”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ｖ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ｍ”ａｎｄ“ｎｏ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ｍ”．

２４５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ｉｒｏｍａｔｓｕ Ｗａｔａｒｕ；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Ｍａｒｘｉｓｍ；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

ｃｈｕｎｇ；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ｍ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ｉｎｇｓ Ｆｉｒｓｔ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ｉｎｅｒ Ｆｏｒｓ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ＹＡＮＧ Ｌ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ａｎｃｙ Ｆｒａｓｅｒ ａｎｄ Ａｘｅｌ Ｈｏｎ

ｎｅｔｈ ｉｎ ａ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ｆａｓｈｉｏｎ．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ａｂｏｕｔ ｈｏｗ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ｃｒｉｔ

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ｓ ｎｏｔ ｊｕｓｔ ｏｎ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ｔ ａｌｓｏ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ｂａｓｉｃ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ｎ

ｔｏｌｏｇｙ．Ｄｉｆｆｅｒ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ｆｒｏｍ Ｆｒａｓｅｒｓ“ｔｗｏ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ｐａｒｉｔｙ”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Ｈｏｎｎｅｔｈｓ“ｍｏｎｉｓｔｉｃ”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ｒ

ｇｕｅｓ ｆｏｒ ａ ｔｈｉｒｄ ｖｉｅｗ ｏｆ“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ｏｒｙ ｍ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ｐｌｕ

ｒａｌｉｓｍ”，ａｌｓｏ ｃａｌｌｅｄ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ｈｉｎｇｓｆｉｒｓ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ｉｔ，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ｓｅｎｓｏｒｉｕｍ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ｆ ｉｎｊｕｓｔｉｃｅ，ｗｈｉｌ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ｃｌａｉｍｓ，ａ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Ｔｈｉ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ｉｍｐｌｙ ａ ｐｕｒｅｌｙ“ｆｏｒｍ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ｒａｔｈｅｒ，ｉｔ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ａ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ｓｏｃｉ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Ｓｕｃｈ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ｉｍｓ ａｔ 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

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Ｆｒａｓｅｒ；Ｈｏｎｎｅｔｈ；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４５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ｘｅｌ Ｈｏｎｎｅｔｈ：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ＨＵ Ｙｕｎ－ｆ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ｅｎｔｅｒｓ ｉｎｔｏ Ａｘｅｌ Ｈｏｎｎｅｔｈ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ｄｉｇｇｉｎｇ ｏｕｔ ｈｉｓ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ｏｒｍ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ｈｉｓ ｉｄｅａ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ｅａｒ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ｏｕｔ ｉｎ ｈｉｓ ｂｏｏｋ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ａｎｄ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ｅｐ

ａｔ ｔｈｉｓ ａｇｅ．Ｌａｔｅｌｙ Ａｘｅｌ Ｈｏｎｎｅｔ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ｕｓ ａ ｓｅｔ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ｂｙ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ｍ．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ｈｉｓ ｃａｒｅｅｒ，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ｓ ｈｉ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

ｔｈｏｌｏｇｙ ｂｙ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Ｙｅｔ ｉｎ ｈｉｓ ｅａｒｌｙ ｙｅａｒｓ ｈｅ

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ｎｏｒｍ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ｓｏ

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ｕｃｈ 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ｅｌｅ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ｉｓ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ｂｙ

ｈｉｓ ｌａｔｅ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ｉ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 ｏｔｈｅｒ ｏｕｔ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ｖｉｅｗ ｙｅｔ． Ｉｎ ｏｎｅ ｗｏｒｄ，Ａｘｅｌ Ｈｏｎｎｅｔｈ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ｕｓ ａｎ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ｘｅｌ Ｈｏｎｎｅｔｈ；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Ｏ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ａｎｄ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ｓ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Ｉｓｓｕｅｓ

ＰＥＮＧ Ｙｕ－ｆ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ｗ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ａｎｄ Ｆｕｋｕ

ｙａｍａ，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ｗ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 ａｌｍｏｓｔ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ｃｅｒｎ

４４５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ｆｏ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ａ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ｂｕ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ｏ

ｒｉｇｉ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Ｉ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ａｔ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ｃａｎ ｎｏｔ ｂ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ｓｓｕｅ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ｕ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ｐｌａｙｅｄ ｂｙ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 Ｆｒｏｍ Ａｄｏｒｎｏ ｔｏ Ｗｅｌｌｍｅｒ

ＬＩＵ Ｌｉ－ｘｉ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ｉ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ｈａ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ａ ｃｈａｎｇｅ：ｉｔ

ｈｏｌ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ｏｒｎｏｓ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ｒｅｄｅｍｐ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ｗ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Ｗｅｌｌｍｅｒ ｒｅｓｔｏｒｅｓ ｉｔ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

ｏｒｙ．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ｔ

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Ｔｈｉｓ ｗｈｏ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ｒｅｄｅ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ｌ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ｗｈｉｃｈ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５４５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Ａｄｏｒｎｏ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ＷＵ Ｘ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Ａｄｏｒｎｏｓ Ｎａｇｅｔｉｖ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１）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ｉｓ ｐｕｔ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ｓ ｏｗｎ

ｔｈｅｍｅ ｉｓ 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２）Ｂ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ｅｘｉｓｔ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３）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ｓｔｒｏｎｇ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ｉｎ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ｈａｓ ｌｅｄ ｔｏ 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Ｎｉｈｉｌｉｓｍ；（４）Ｂｒａｃｋｅｔｉｎｇ Ｎｅｇａ

ｔｉｖ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ｗｉｔｈ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ｎｎｏｕ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ｗｏ ｈａｖｅ ｉｎｎｅｒ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５）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ａｓ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ｘｉｓｍ．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ｓ

ｏｆ ｂｉｇ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ｉｔｙ；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ｒｔ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Ｌｉｆｅ

———Ｏｎ Ｉｒｉｓ Ｍａｒｉｏｎ Ｙｏｕｎｇｓ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Ｓｕｎ Ｘｉｕ－ｌ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ｈｅ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ａｎｃｋｆｕｒｔ ｓｃｈｏｏｌ，Ｉｒｉｓ Ｍａｒｉｏｎ

Ｙｏｕｎｇ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ｇｅｎ

ｄｅｒ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ｅ ｉｓ ｄｅｖｏｔｅｄ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ｆｅｍｉ

ｎ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ｋｉｎｄ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ｒｉｓ Ｍａｒｉｏｎ Ｙｏｕｎｇｓ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ｈｅ ｉｎｓｉ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ｖｉｅｗ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ｓ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ｏｒ ｌｉｖｅｄ ｌｉｆｅ．Ｆｏｒ ｈｅｒ ｐａｒｔ，Ｇｅｎｄｅｒ ｏｐ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ｉｅｗ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６４５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ｉｎ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ａｙ，ｉｎ

ｃｌｕｄ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Ｔｈｉｓ

ｅｓｓａｙ ａｉｍ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Ｙｏｕｎｇｓ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ａｎｄ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ｈｅｒ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ｓｕｐｐｌｙ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ｅ

ｑｕ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ｂｕｔ ｉｎｓｐｉｒｅ ｕｓ ｔ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Ｌｉｆ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Ｎｉｋｏｌａｓ Ｋｏｍｐｒｉｄ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Ｓｈｉｆｔ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ＹＵ Ｙｏｎｇ－ｌ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Ｎｉｋｏｌａｓ Ｋｏｍｐｒｉｄｉｓ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ｈｉｓ ｅａｒｌｙ ｙｅａｒ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ｘｅｌ Ｈｏｎ

ｎｅｔｈ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ｈｅ ｔｈｅ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ｎｅｅｄｓ ａ ｒｅｏｒｉ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ｔｕｒｎ．Ａｓ ｗｅ ｃａｎ

ｓｅｅ，ｔｈｅ ｔｕｒｎ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ｍｅａｎｓ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ｉｓ ｒｏａｄｍａｐ，Ｋｏｍｐｒｉｄｉｓ 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ｒｅｐｌａｃｅ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ｉｔｈ“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ａｎｄ

ｔｏ ｒｅｐｌａｃｅ Ｈｏｎｎｅｔｈ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ｒｅｃｅｐｔｉｖｉｔｙ”．Ｉｎ ｈｉｓ ｖｅｉｗ，

ｗｈｉｌｅ ｒｅｃｅｐｔｉｖｉｔｙ ｍｅａｎｓ ａ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ａｃｃｅｐ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ａ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ｏｕｒ ｓｙｓ

ｔｅｍｓ，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ａｌ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ｙ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ｉｋｏｌａｓ Ｋｏｍｐｒｉｄｉ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Ｒｅｃｅｐｔｉｖｉｔｙ

７４５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Ｒａｈｅｌ Ｊａｅｇｇ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ＹＡＮ Ｇａｏ－ｊｉ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ｏｎｃｅ ｗａｓ ａ ｔｈｅｍ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ｓｍ．Ｉｔ ｈａｓ ｃｏｍｅ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ｎｃ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ｙｅａｒｓ． Ｉｔ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ｈａｔ Ｒａｈｅｌ Ｊａｅｇｇｉｓ ｗｏｒｋ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２００５，ｗｈｏ ｉｓ ｒｅ

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４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ｓ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ｕ

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ｉｌ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ａｌ

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ｓ ａ ｎｅｗ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ｉｔ． Ｓｈｅ

ｃｌａｉｍｓ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ｔｈａｔ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ｌｅｓｓｎｅｓｓ”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ｄａｍａｇｅｄ．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ｐｒｅｍ

ｉｓ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ｒ ｉｔｓ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ｉ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ｂｙ 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ｇｅｔ

ｒｉ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 ｏｆ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ａｎｄ ｋｅｅｐ ｉｔｓ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

ｔ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ｇ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ｌｅｓｓｎｅｓｓ；Ｆｒｅｅｄｏｍ；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Ｅｓ

ｓ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ｓ 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ＷＡＮＧ Ｄ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ｓ 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ｗａ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ｂｉｏ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ａｉｍｅｄ ａｔ ｐｏｐ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ｗｏｕｌ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８４５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ｅｄ． Ｈｅｂｒａｉｃ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ｗａｓ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ｐａｓｔｏｒ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 ａｒｔ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ｍｅｎ”．Ｔｈｉｓ ｉｓ ｗｈｅｒｅ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ｌｏｏ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Ｒａｉｓｏｎ ｄ?ｔａ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ｎｃｒ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ｒａｉｓｏｎ

ｄ?ｔａｔ ｔｏｏｋ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ｔｗｏ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ｅ．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ｗａ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ｗ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ｌｏｒｙ．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ｅ ｈａｄ ｒ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ａｌｔｈ，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ｗａｓ ｔｈｅ ｌｅａ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ａｉｓｏｎ ｄ?ｔａｔ，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ｉｔｓｅｌｆ ｗｉｔ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ｓ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ｗａｓ ｂｏｒ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Ｐａｓｔｏｒａｔｅ；Ｒａｉｓｏｎ ｄ?ｔａｔ；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Ｏ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ｉｓｍ ｏｆ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ＬＩ Ｊｉａ－ｈ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ｎｏ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ｃｏｉｎｅｄ ｂｙ Ｆｒｅｎｃｈ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Ｓｏ ａｓ ｔｏ ｄｏ ｔｈ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 ａｎｄ ｈｉｓ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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