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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东西方现代化运动特点的分析，考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

义现代化理论，在吸取东方国家尤其是苏联现代化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

础上，探寻符合中国国情现代化道路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可以发现：中国道路的

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国际格局不断演

变的必然产物，凝聚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政治智慧，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热切期

盼。中国道路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道路，是由中国共产党开创又需要其长期领导的道路，是突出重点

又强调各个领域统筹发展的道路，是对中国有利又增进世界福祉的和平发展道

路，是前景广阔又需要进一步拓展的道路。中国道路的开创，不仅使今日中国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乃至

瓦解了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历史做出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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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成功和资
产阶级的对外扩张，现代化逐渐成为一场全球

性变革运动，深刻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不断

改变着世界结构和各国之间力量的对比。现代

化在给西方带来丰厚文明成果的同时，也使东

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进一

步加大。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以摆脱

来自于西方的政治控制、经济盘剥和文化奴役，

是那些主权国家必须作出回应和加以解决的最

现实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

中国人民对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长期而

艰辛的探索。改革开放以来，这条道路的内涵

和目标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来，在国内取得了

广泛的共识，在国际上获得了普遍认同。中共

十九大向全世界庄严宣布：“经过长期努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

新的历史方位。”［１］这为我们描绘出一张更加

宏伟的现代化蓝图，标志着中国道路的日益成

熟。所谓“中国道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道路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

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国际格局不断

演变的必然产物，它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

度政治智慧，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热切期盼。

本文拟通过对东西方现代化运动特点的分

析，考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

理论，在吸取东方国家尤其是苏联现代化实践

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探寻符合中国国

情现代化道路所作出的不懈努力，揭示中国道

路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以增强道路自信，为

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

中国方案。

　　一、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和东方

国家的现代化实践

　　学术界对现代化的研究可谓众说纷纭、流
派纷呈，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结构学派认为，

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

学派认为，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

转变；行为学派认为，现代化必然涉及个人心理

和行为的改变；实证学派认为，不同国家的现代

化具有不同的特点。这些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对

现代化进行了审视，使我们深受启发。但是，离

开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提供的方法论指导，

以及苏联现代化实践提供的初始经验，我们就

不能清醒地把握中国道路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早

在１９世纪末就开始关注东方社会的现代化问
题。这个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不断

加剧，它在对全球资源进行巧取豪夺的同时，还

强制性地把自己的经济模式、政治架构和文化

观念输出到其他国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东方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甚至摧毁

了东方国家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对此，马克

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

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

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２］２７４，“它迫

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

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

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

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２］２７６。

由此可见，西方资本主义把全球都纳入到了现

代化运动过程中，现代化已经不再是西方社会

的事情，而是逐渐成了主导全球的趋势。然而，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一方面，西方国家加速现代

化的步伐，并猛烈冲击落后国家的制度形态和

价值观念；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在此过程中难以

克服的矛盾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并日益尖锐

化，促使落后国家不得不对西方国家的现代化

进行反思。这些落后国家既认同西方现代化的

成就，又希望避免西方现代化的消极后果；既想

通过现代化摆脱其落后和被奴役的命运，又想

独辟蹊径开创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西方现代化运动是资本逐利本性驱动的结

果，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演变

而来的，具有积极主动的特点；而东方现代化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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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打破原有社会秩序为前提，具有被动接受

和模仿的特点。因此，东方社会现代化道路的

选择不能回避社会形态更替问题。马克思主义

创始人把现代化放在资本主义架构中进行研

究，认为现代化运动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确立过程和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结果，资产阶

级按照资本主义的性格塑造了现代化的性格，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不可避免地影响

着现代化运动的走向。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

来不认为现代化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专利，而认

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过程具有明显的异

构性。恩格斯晚年对东方国家特别是俄国的资

本主义获得一定发展后能否通过社会结构的改

造加速进入社会主义和现代化进程进行了研

究。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指

出：“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的故乡和在

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

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

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

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

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３］

这一论断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既抓住了现代

化的本质和规律，又为各个国家和民族探索适

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科学方法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独特研究视野为

东方国家探索符合自己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提供

了思考空间，在实践中，东方国家必须选择好并

走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个任务只能由具备

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

完成。

列宁对此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在如何看

待资本主义对俄国现代化的意义这一问题上，

列宁历史而又客观地分析了俄国的经济社会发

展实际，认为资本主义发展虽为俄国现代化提

供了技术基础，但不可能为俄国现代化提供所

需要的组织保障。因此，俄国推进现代化的最

终出路在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制

度的确立。基于这种认识，十月革命胜利后不

久，在俄国内外交困的严峻形势下，列宁最初尝

试通过强制性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过渡到

社会主义。但是，此后不久列宁就对这种直接

过渡形式作了深刻反省。在《论粮食税》中，列

宁指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是而且也不能

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

种临时的办法”［４］５０２。列宁认识到，在俄国这样

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只有把资本主义经济

的某些形式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迂回过

渡”才能解决现代化的问题。十月革命前夕，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就曾提出通过

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十月革

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经历了一次严

重的政治危机后，列宁及时废除了战时共产主

义政策，转而实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经济

政策。列宁指出：“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

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

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

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

设想。”［４］４９３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虽然只是俄国从资本主

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还不能算是一种社

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但对东方国家探索现代化

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

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建立起的高度集权的计

划经济体制模式，对于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

情况下通过行政力量迅速调集全国的人力、物

力、财力加速现代化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

正是通过实行这种模式，苏联仅用二十多年的

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用一百多年乃至近二百

年才走完的现代化历程，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

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奇迹。苏联模式的成功极

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曾经不可一世的

西方国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而引发了

西方经济理论的创新和西方经济实践的变革。

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创立和以美国为代表的

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运动，无不受到苏联

模式和苏联奇迹的影响。此外，苏联模式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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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起的国家看到了现代化的希望，甚至被大多

数社会主义国家所移植和仿效。

在经济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起步阶段或经济

恢复时期，苏联模式的确能够发挥其要素集聚

高效和战略目标明确的优势。但是，在现代化

加速阶段，即需要对各种要素按照效率最大化

原则加以配置的时候，其局限性就明显地暴露

出来。苏联模式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悲剧落

幕，促使我们对现代化模式进行重新思考，为中

国道路取得成功提供了宝贵财富和前车之鉴。

　　二、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与中国

道路的形成

　　现代化是中国几代人的梦想，但是，近代以
来，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辛亥革命，中国现代化

的尝试都没有获得成功。洋务运动是在不撼动

封建制度根基的基础上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

和发展中国近代工业，这种打上西方印记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式的现代化运动，势必遭到

西方列强和国内顽固势力的联合绞杀。辛亥革

命虽然颠覆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

度，但并没有找到一条中国式的资本主义现代

化道路，而是幻想通过照搬西方政治模式来挽

救中国。由于没有彻底肃清封建土地所有制，

加之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相互勾结，辛亥革命

后的中国一度政治黑暗、经济凋敝、社会动荡、

军阀割据，中国现代化的希望再次幻灭。在内

部制度制约和外部环境恶化的共同作用下，中

国多次丧失现代化机遇。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把中国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封建官僚和中国资

产阶级身上无疑是痴人说梦，封建制度已经完

全成为历史，而资本主义建国方案在中国行

不通。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第

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５］２１中国共

产党从成立之后就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此后逐

步认识到当代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推翻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

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而推进并实现国家现代化

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

党用敏锐的世界眼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成功开

辟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当代中国现代

化道路的选择，其关键是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

义两种制度的认知和评价。资本主义道路在中

国走不通，这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近现代历史

中得出的结论，究其原因：一是近代以来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在中国发育不充分，致使中国的资

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因而中国不具备通过资本

主义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社会基础；二是近代

中国工业不发达，不具备通过资本主义实现现

代化所依赖的物质基础；三是西方列强不愿意

中国同他们分享世界资源和文明成果，中国不

具备通过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所要求的国际条

件。基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进行

了多方位的有益探索。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化

面临两大问题：一是经济基础薄弱和技术落后，

现代化存在巨大困难；二是在中国这样经济文

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理论上没

有现成的答案，实践上没有可供借鉴的成功模

式。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

一度曾经认为苏联模式是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模式，但是，当这种模式的弊端暴露出来

以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现代化模式开始提

出质疑。毛泽东曾明确提出“以苏为鉴”，但是

遗憾的是他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依然没有

完全摆脱苏联模式的桎梏，过高估计了政治力

量的作用，将政治动员视为解决经济问题并实

现现代化的一条捷径。毛泽东曾经提出要尊重

价值规律，但由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出现

了偏差，不可能展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

改革，经济活力难以释放，所提出的“四个现代

化”成了镜中之花。实践证明，在传统发展模

式下谋求现代化，在中国同样行不通。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过程中

出现的失误，引发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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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对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进行

慎重思考。邓小平认为，只有实事求是地正确

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

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才能开辟正确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邓小平于１９７９年在党的
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过去搞民

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

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

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

路。”［６］１６３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开幕词》中邓小平进一步强调：“我们的现代

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

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

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

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

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

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

论。”［７］２－３邓小平的这些论断，从思想方法上对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了深刻的总

结，其要义所在就是强调必须实事求是地探索

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九大报告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我们

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

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我们党团结

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

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

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

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

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１］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

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５］２９２０１２
年１１月２９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
路”展览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

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５］３５他

还说：“历史证明，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富

民强国的正确道路，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沿着这

条道路走下去。”［５］５６从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

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

到中共十九大，历次全国党代会坚持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主题词，可谓一以贯之，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诠释也一脉相承。而

且，历次全国党代会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论

述都有标志性的拓展。中共十三大确立党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为把我国建设

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

奋斗”，与之相应把我国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

概括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

体”。中共十七大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路线重新表述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

斗”，与之相应把我国现代化建设概括为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

体”。中共十八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中共十九大

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

２０２０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现代化分两个阶
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２０２０年到２０３５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１５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

２０３５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
础上，再奋斗１５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１］中共历

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现代化道路论述的拓

展，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三、中国道路的丰富内涵与重大

意义

　　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不同时期不
同国情下的现代化都有其特定的内涵，现代化

道路更是千差万别。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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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通

过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而探索出来的一条

道路。这条道路既立足于中国国情，又广泛吸

收和借鉴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先进成果和经济运

行的先进方式，有极其深刻的内涵。

１．中国道路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致力于
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

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崭

新的社会形态，虽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２０世
纪末遭受重大挫折，但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现代

化道路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改变了人们对社会

主义的看法，充分证明社会主义比以往的任何

制度都更能代表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中国道

路必须将社会主义方向作为前提。邓小平曾强

调指出：“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

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７］１１０习

近平总书记对此高度认同。他认为：“在当代

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

坚持社会主义。”［５］９他还强调：“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

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

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５］２２

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

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

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

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

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

强大精神力量。”［１］这一论述不仅进一步阐明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密

切关系，而且特别强调必须将中国社会的发展

诉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壮大。当然，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

章”［５］２３，也是前人从来没有写过的新文章，是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综合考

验，只有坚持政治定力和道路自信，才能写好这

篇文章。

２．中国道路是由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又需要
其长期领导的道路

中国道路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探索

的结果，继续走好和拓展这条道路需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邓小平曾提出这样的疑问：“离

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

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

现代化？”［６］１７０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

人口大国实现现代化与其他国家的确不同：一

是中国现代化是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基础上谋划

的，不具备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坚实的技术基础；

二是中国现代化背负着沉重的人口包袱，必须

解决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

如果没有一个凝聚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如果没

有一个足够强大的政治力量作为国家的政治核

心，中国就会陷入一盘散沙的境地。当代中国，

能够凝聚全国人心和整合全国资源的坚强政治

力量唯有中国共产党。对此，习近平指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

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们

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

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

的。”［５］７他强调，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５］１４，“我们党

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

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

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

步赶上时代”［１］。

３．中国道路是突出重点又强调各个领域统
筹发展的道路

现代化是涉及人类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系

统而深刻的变革，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个领域的现代化，是以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现代化。对此，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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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总书记作了系统阐发。他说：“必须认识

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

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

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

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１］“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

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

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５］９

经济现代化主要表现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

程度较高，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能力强，从微观方

面来看，经济现代化就是人们的生活理念和生

活方式的现代化。政治现代化表现为国家政治

生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人民在法律框架内享

有充分自由，各项政治权益有所保障。文化现

代化表现为科学精神深入人心，先进文化得以

弘扬，创新意识不断光大，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文化事业日益繁荣，多元文化格局日益形成，人

们的合理文化需求得到满足。社会现代化表现

为社会治理更加科学，社会矛盾有效化解，社会

运转更加顺畅，法治社会日益成熟，人们能够按

照公平规则分享社会资源和发展红利，幸福指

数大大提高，人人安居乐业。生态文明主要表

现为人们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

关系，做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善待

自然，决不把自然作为奴役和掠夺的对象，从而

为人类营造更好更美的生存空间。现代化的上

述各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推进。经

济现代化是基础，政治现代化是保障，文化现代

化是引领，社会现代化是目的，生态文明是

条件。

４．中国道路是对中国有利又增进世界福祉
的和平发展道路

综观世界近现代历史不难发现，西方国家

走的是一条掠夺式的现代化道路，西方现代化

的历史就是一部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它们不

仅把现代化建立在对本国人民压榨的基础上，

还把本国的现代化建立在别国贫穷和落后的基

础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的瓦

解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觉醒，这条所谓的现代

化道路已被抛弃，人类需要寻求新的发展道路。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优秀文化传

统决定的，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本性决定的，

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遭遇深重苦难决定

的，更是当今中国国情和世界潮流的必然选择。

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新型的现代化道路，中国

实现现代化不仅需要稳定的国内局势，而且需

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只有通过发展增进自

身利益又在国际交往中兼顾他国利益，才能获

得现代化永续动力。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

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

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１］

走和平发展道路，可以使中国在世界上树

立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打破“国强必霸”

的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现代化模式，给世界带来

更多的发展机遇，解决许多世界性难题。中国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世界性意义已经被当今世界

发展趋势所证明，能够经得起世界历史的检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

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

略抉择。”［５］２４７“中国早就向世界郑重宣示：中国

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

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

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

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

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

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

把握。”［５］２６５“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

有利，我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坚持这条被实

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５］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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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中国道路是前景广阔又需要进一步拓展
的道路

实践证明，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这条道路才能解

决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才能赢得

更快的发展速度并获得更大的成就。中国道路

不仅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而且开辟了人类

社会发展的新空间和新纪元。中国道路是开放

的道路，改革开放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开创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

最鲜明的特色，中国道路的前景与改革开放紧

密联系在一起。中国道路是我国各项事业阔步

向前的重要支撑，它赢得了全世界有正义感的

人民和国家的赞誉，无论什么国家都不能无视

这条道路所迸发出的活力和它已经取得的辉煌

成就。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可以使人民得到

更多实惠，使国家逐渐繁荣强大，一改近代以来

其贫弱落后的形象，获得世界的尊重。“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

具有重大意义。全党要坚定信心、奋发有为，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

力！”［１］因此，中国道路是一条既遵循现代化发

展普遍规律又具有鲜明个性的道路，还有很多

我们没有认识或者难以预知的因素对它产生深

刻影响，这条道路还需要我们更多地付出和进

一步地拓展。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

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

证统一”［５］２１，中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

论在中国的成功实践，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

展历程的必然结果，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

形成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

础。中国道路的开创，不仅使今日中国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乃至瓦解了所谓的西方

中心主义神话，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历史做出的

巨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

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

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

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

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

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

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

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１］中国道路使西方国家从傲慢中惊醒，打

破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盲目崇拜

和路径依赖，推动了符合人类文明要求的现代

化进程，为世界发展多样化提供了鲜活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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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梦之大众认同是一种多维度的认同，它是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文化

认同与理论认同、道路认同与制度认同的高度统一。当前中国梦之大众认同具

备深厚的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

其思想基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其利益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是其政治基础；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整体观是其民族基础。要实现人民群众对

中国梦的广泛认同，一是应加强对中国梦的宣传和教育，增强大众对中国梦的

认知、认同；二是在中国梦的实践中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强化大众对中国梦的广泛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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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所有理论和实

践，都是围绕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这一崇高奋斗目标而展开的。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夙愿，因而它理所

当然地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中共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１］１人民群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主体，是中国梦的创造者和享有者。

因此，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是中国梦提出和实

现的前提与基础。中国梦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

认知和认同程度，直接关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实现。鉴于此，本文拟全面探讨中国

梦之大众认同的基本内涵，阐明当前中国梦之

大众认同的社会基础，并为提升中国梦的大众

认同提供切实有效的途径，以增强实现中国梦

的自信与自觉。

　　一、中国梦之大众认同的基本内涵

中国梦的大众认同是指作为主体的人民群

众对中国梦的认知、认可进而自觉践行。中国

梦的大众认同是多重维度的认同，既包含了对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认同，也包含了

对中国梦的实现条件、实现方式、实现目标、实

现途径和指导思想等方面的认同，是国家认同

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理论认同、道路认同与

制度认同的高度融合和统一。

１．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统一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形象表

达，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党和国家

实施的重大战略构想，其目标和本质是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实现这一伟大梦想的

载体是国家富强，主题是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大

众认同内在地包含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

中国梦是立足于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

而提出的国家战略构想。历史上，中华民族创

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灿烂的中华文明，在世

界上长期居于领先地位。美国学者萨缪尔·亨

廷顿认为：“唐、宋、明时的中国，在财富、领土、

军事力量以及艺术、文化和科学成就上都远超

欧洲。”［２］英国历史学家肯尼迪也认为：“近代

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

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３］然而，近代以

来，这个曾经取得过辉煌成就的国家，这个古老

的民族却陷入了百年屈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是几代中国人的夙愿，是中华民族近代

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可以说，中国近代以来的

历史都是围绕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

线而展开的。“只有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才懂

得复兴的意义；只有历经过苦难的民族，才对复

兴有如此深切的渴望。”［４］６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

列强入侵中国至今，历经１７０多年的持续奋斗，

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现在，我们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

目标。”［５］中国梦这一战略构想正是基于对中国

历史的回顾，对中国当前现实的把握和对中国未

来的展望而提出的，它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

兴和人民幸福为目标。对中国梦的大众认同内

在地包含了大众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是国家认

同与民族认同的高度统一。

２．文化认同与理论认同的统一

中国梦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

导下，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全国各族

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才能实现。中国梦的大众认

同之关键所在，是对中国梦的思想渊源和实现

中国梦的指导思想的认同，是文化认同与理论

认同的高度统一。

文化认同是指对一种文化形态的认知、接

受并认可。我们所说的“文化认同”是特指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中国特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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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

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

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实践。”［１］４１正因如此，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不仅仅是要实现物质上的繁荣，更为重要

的是要保持中华文明的世界领先地位。

理论认同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的认同。中国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归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谱系。梦想的实现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

导，中国梦的实现更是如此。只有坚持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的方向指引，才能推动中国梦的如期实现。

３．道路认同与制度认同的统一

道路决定命运，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正确

的道路。“没有正确的道路，再美好的愿景、再

伟大的梦想，都不能实现。”［４］１０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

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指出的：“实现

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

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所

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

放３０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６０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

是在对近代以来１７０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

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５０００多

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

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６］，它因此更是实

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制度既是文明的表征，

又是道路的体现。中国道路在制度方面的体

现，是我们党将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上升为制

度创新的成果。在实践中，我们党不断推进道

路创新、理论创新，不断将创新成果制度化、法

制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基础上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来

的，是中华民族世代的社会理想与中国共产党

人建立新中国的梦想相互融合的结果，是社会

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产物。中国梦的实

现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梦的大众认同

是道路认同与制度认同的高度统一。

　　二、中国梦之大众认同的社会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

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

儿女的共同期盼。”［１］３中国梦要实现的不仅是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最为根本的是要实现人民

幸福；人民是实现中国梦的主体也是其最终受

益者，中国梦是亿万中华儿女共同的梦想。因

此，中国梦的大众认同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

１．中国梦之大众认同的思想基础

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下，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而提

出的重大战略构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与马克思主义的崇

高理想一致，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

想相契合，这就为人民群众广泛认同中国梦提

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

本指导思想，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了的科

学理论体系。今天，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当前

中国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人民群众

已经能够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价值标

准来要求、规范、审慎自己的行为；能够自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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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作为自己的最高奋斗

目标；能够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

指导自己的实践。中国梦的战略思想是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

进行理论创新的成果，其价值取向与马克思主

义的价值取向完全一致。这就为中国梦的大众

认同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与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具有内在的

同一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沿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奋勇前进，取得了一个又一

个的胜利，坚定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的信念。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的认同，促进了其对中国梦的认同，进而

奠定了中国梦之大众认同的思想基础。

２．中国梦之大众认同的利益基础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几代中华儿女

共同的夙愿，它是国家情怀、民族情怀、人民情

怀相统一的梦想。“实现中国梦，意味着中国

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大大提升，意味着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向上、文

明开放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意味着中

国人民过上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４］８中国梦

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抓住

了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这一点构成

其为大众所认同的利益基础。

中国梦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

利益。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

人民幸福，其将国家的追求、民族的向往和人民

的期盼融为一体，代表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

梦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５］这

一伟大梦想所要成就的不是哪一个人、哪一部

分人的梦想，而是造福全体人民。［４］９就此而言，

中国梦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新形势下人

民群众最大利益的准确把握，也是中国共产党

人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责任担当。习近平

总书记在代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表达肩负的

重大责任时指出：“这个重大责任，就是对民族

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

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７］“我们的责任，就是

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

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

富裕的道路。”［７］对中华民族负责、对人民负

责，就是要实现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和最长远

利益，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３．中国梦之大众认同的政治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国梦的领导核心，理

论和实践证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政治前提。今天的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中大国，要想把１３亿多人的力量凝聚

起来，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进，必须

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中国革命、建设和改

革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整个社会就

可能变成一盘散沙，甚至四分五裂，不仅不可能

实现中国梦，甚至会陷入混乱的泥潭和深渊。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

导核心，其领导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

革的实践中形成的，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

中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有着良好的群

众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其根本价值追求是维护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执政地位决

定了其能够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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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为中国梦的大众认同奠定了坚实的政治

基础。

４．中国梦之大众认同的民族基础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当前我国各族

人民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奋斗目标，它符合全

国各族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正因如

此，中国梦之大众认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

深厚的民族根基。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整个中华民族

的共同事业。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追逐民族整

体梦想的民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是当前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５６个民

族、１３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

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

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最

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６］经过

几千年的民族融合，生活在中国境内的５６个民

族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

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８］。尤其是新中国成立

后，国家实行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促进了国家

各民族的团结，形成了今天各民族和谐相处的

良好局面。自秦汉以来，中国就是一个高度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上形成和存在的众

多民族群体，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

成了一个统一整体，凝聚成为了一个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中国梦

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梦想，因而具有坚实的民

族基础。

　　三、中国梦之大众认同的实现路径

实现中国梦的大众认同的路径主要有两

条：一条是加强对中国梦的宣传和教育，使广大

人民群众对中国梦有一个更加全面更加准确的

认知，进而认可、认同中国梦；另一条是在实现

中国梦的过程中，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人民群众逐步地切实

享受到中国梦的成果，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从而在实践中不断提升中国梦的大众认同度。

１．加强宣传教育，不断提高认识，增强大众

对中国梦的认同

大众对中国梦的认知程度直接影响其对中

国梦的认同程度。中国梦是一个系统的战略思

想，其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不仅包括中国梦形

成的背景和过程，还包括中国梦的实现主体、实

现目标、实现方式和实现道路等。普通大众很

难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梦的庞大思想体系，只

有通过宣传教育，才能让人民大众更加完整准

确地了解中国梦，并自觉将实现中国梦作为自

己的行动指南。

加强中国梦的宣传教育，一是要注重宣传

教育内容的可接受性。中国梦的宣传和教育的

对象来自不同的阶层，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背

景和生活背景。要提升中国梦的宣传教育效

果，就应该采用一些普通群众乐意接受并能够

接受的语言和形式，创新中国梦的表达方式，推

动中国梦宣传语言的大众化，同时又要避免走

向庸俗化倾向。二是要不断创新中国梦的宣传

教育途径与方法。例如，可以经常性地开展一

些以中国梦为主题的征文活动，积极宣传中国

梦的思想，扩大其在人民群众中的认同。三是

要充分发挥报纸杂志和新媒体的宣传作用。随

着互联网的兴起，报刊的影响虽已经大不如从

前，但对普通居民生活而言，它仍然是不可缺少

的。因此，中国梦的宣传教育不能忽视传统报

纸杂志的影响。例如，可以在报纸杂志中专设

中国梦的研究专题，广泛宣传中国梦的思想，同

时刊登一部分专家学者对中国梦的研究成果。

同时，还应该充分发挥电视、手机、电脑等现代

传播媒介的作用。这些传播媒介，受众范围广，

传播速度快，是中国梦宣传教育的重要途径和

方法。总之，提升大众对中国梦的认同，应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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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中国梦的宣传教育工作。

２．关注切身利益，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强化大众对中国梦的认同

好的实践效果是提高大众认同的重要途

径。马克思曾指出：“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

领更重要。”［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进程中，应解决好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的问题，增强大众对中国梦的获得感，让大众切

实感受到党和国家对实现中国梦的决心和信

心，进而提升大众对中国梦的认同。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是影响中国梦大众认同

的重要因素。“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

他们的利益有关。”［１０］８２中国梦要想得到人民群

众的广泛认同，就必须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

益诉求，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

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在实现中

国梦的进程中应特别注重改善民生，帮助人民

群众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实现个

人的梦想。

经济发展状况也是直接影响大众对中国梦

广泛认同的现实因素。中国梦是在中华民族五

千年文明中孕育出来的，它承载着历史的重托

和对未来的憧憬。近代以来，中华文明不断被

冲击，中华民族的梦想一度支离破碎，国人对中

国梦的认知和认同渐渐地模糊、弱化，甚至停

滞。没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作支撑，中国梦就是

空中楼阁，中国梦的认同也就会显得苍白无力。

在我国，之所以有人缺乏对中国梦的认知和认

同，其根本原因就是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物质财富分配

不均，不同的人对中国梦的理解、体验和感受不

同。此外，由于历史原因，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有

着较为旺盛的发展活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还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这对中国梦的大众认

同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我国当前的首

要任务仍然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制度，着力提升国家的整体实力，这

是增强中国梦说服力的关键之所在。只有经济

不断发展，物质财富不断丰富，人民群众得到切

切实实的利益，人们才能真正体会到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国梦的强大说服力，进而在

更高的程度上对实现中国梦形成更广泛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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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的法治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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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从严治党；

法治；

党内法规

冯勇
ＦＥＮＧＹｏｎｇ

中共河南省直机关党校，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要：党内绝非法外之地。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每一位党员和各级党组

织不但要遵守国法，还必须接受党规党纪的严格制约。因此，有必要从法治的

视角观察和思考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理念和运行模式。从法治原则讲，全面从

严治党应当坚持“严”字当头、规则导向、作风先行和权力制约等原则；从法治主

体讲，全面从严治党应当重视和发挥党委、纪委、普通党员和领导干部各法治主

体的积极作用；从法治规则讲，全面从严治党应当依法依规，除依据宪法和法律

之外，还应当全面完善和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等治党规则；从法治路径讲，全面

从严治党应当从强化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手段、弘扬法治精神等方面入手，不断

提高依法办事能力、规范党内法规体系、加大法纪执行力度，从而构建从严治党

新常态。

·５１·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２月　第１９卷第１期

　　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且只能

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与规范下开展工作，所

以，无论是在党章党规中，还是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法

治理念和法治要求。法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

条主线，既是其基本路径与保障力量，又是其实

践成果与必然产物。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在

治，核心在严；治要依据党纪国法，严也绝不能

脱离党纪国法。法治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找到

的最佳治国理政方式，同时也是执政党自身建

设与治理的最优选择。因此，全面从严治党必

须以法治作为基本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从法治

的角度思考问题，以法治的途径解决问题。本

文拟从全面从严治党的法治原则、法治主体、法

治规则和法治路径四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全面从严治党的法治原则

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确立基本的法治遵

循即根本的法治原则。有了根本的原则引导和

基本的准则规范，不但可以为从严治党提供法

治依据，还可以为党的建设与治理在法治状态

下正常运行提供法治保障，更可以为从严治党

的法治化提供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撑。

１．“严”字当头原则

“严”字当头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首要法治

原则。思想建党是我党建党方略的重要基础，

管党治党必须“严”字当头。习近平总书记说：

“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

党。”［１］由此可见，治党是根本，管党服务于治

党，从严治党是对管党治党提出的原则要求。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依据宪法法律至上和依法

治国的要求，严格执法是基本的法治原则之一，

党的建设也必须遵循这一法治原则。治党必须

做到“严”字当头，把严格依法办事作为管党治

党的重要原则，唯有如此，才能充分体现当代社

会的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

２．规则导向原则

指引作用即导向作用是法的一个重要社会

功能。法律规范能够引导人们的社会活动趋向

合理性。［２］对于全面从严治党而言，规则极其重

要，党的生活必须由规则引导，党的行为必须由

规则规范。而法律和法则恰恰为这种规范提供

了重要的原则指引和制度支撑。所以，全面从

严治党的规则导向原则不仅仅是法治理念，而

且是法治原则，更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

党固有的和特有的原则。

３．作风先行原则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

建设过程中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

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新的历史征程中，我们必须根据当下的新形势、

新情况，运用新思路、新方法，将党的优良作风

发扬、继承下去，使其既成为全体党员干部的行

动指南，又成为党内风清气正的“催化剂”。对

于全面从严治党而言，良好的党风关乎全局，至

关重要。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

成。［３］要坚决反对“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以优良的作风促使

党内风清气正，使党继续保持亲民爱民、清正廉

洁、高效务实的本色。我国的法律法规是中国

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依据法定程序制定的，不

但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更是党的“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宗旨的凝聚和升华。因而，无论是

法的具体条文还是法的精神内核，都必然要求

和保障党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关系和良性互

动。故此，作风先行原则实际上也契合中国特

色的现代法治理念，并赋予法治原则以新的时

代内涵。

４．权力制约原则

权力制约是现代国家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

之一，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原则。从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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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首要举措是从严治权和从严治官。中国共

产党作为执政党，担负着治国理政的重任。而

作为国家和社会管理具体执行者的党员领导干

部手握国家权力，他们是从严治党的主要对象，

他们能否严以用权、规范用权也检验着从严治

党的最终效果。因而，我们必须力行权力制约，

把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对权力进行全过

程、多方位、无死角的监督与规范。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关键是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

和监督，而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则是始终对党

内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高压态势。故而，对于中

国共产党来说，权力制约原则几乎等同于行政

法学上的限制公权原则，而在党内搞权力制约

的目的是限制党内权力滥用，规范党内权力

运行。

由上可知，全面从严治党实际上与现代法

治理念高度契合，不仅有助于全面完成从严治

党这一政治任务，还切实践行和彰显了党的建

设的法治实质。

　　二、全面从严治党的法治主体

对于任何事业而言，人的因素都至关重要。

全面从严治党能否取得预期效果，达到预设目

标，主要取决于是否具有一批高素质、有觉悟、

信法治的主体。

１．党委主体

全面从严治党从来不是抽象地仅仅停留在

口头上，而是要通过具体的法治主体去落实和

执行，以使从严治党真正有力度、有实效。毫无

疑问，各级党委是最有力和最普遍的落实者和

践行者。这就需要上至党中央、下至基层党委

的各级党组织积极主动地实施治党方针，担负

起主体责任，行使从严治党的法定权力，根据不

同层级依法履行对应的法定主体职责，严格按

照从严治党的总体要求和具体部署全面落实管

党治党的主体责任。

２．纪委主体

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中，在各级党委

领导下的各级纪委也是重要的法治主体，其担

负着事前预防、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督等主要法

定职责。纪委不仅指各级党组织纪委，也指上

级党组织派驻到各级机关、单位的纪检机构，还

包括各个机关、单位内部设立的纪检专员，其共

同构成了从严治党的纪委主体。

３．党员主体

党委和纪委虽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主力军，

但从严治党只靠党委和纪委是远远不够的，还

必须依赖广大党员。党员首先要做到独善其

身、慎独慎行，主动承担自觉自律的义务，还要

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监督自己所在的各级党

委、组织及其领导干部，充分体现“从严治党人

人有责”的要求。

４．领导干部主体

领导干部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党和政

府的权力资源有相当部分掌握在他们手中。他

们既是从严治党的对象，又是履行从严治党职

责的主要决策人，承担着主体责任。因而，党内

一大批党性强、作风硬、具备法治思维的领导干

部，既是我们进行全面从严治党的优质资源，也

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法治主体。

由上可知，法治主体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客

观存在和关键要素，充分重视和发挥各类主体

在从严治党中的主体作用，不仅有利于实现从

严治党在党的建设中的组织净化功能，而且也

有利于我党切实落实和更好履行主体责任。法

治主体合格与否，既关乎全面从严治党的成败，

又是我们客观判断从严治党质量的评价标准。

　　三、全面从严治党的法治规则

在全面依法治国成为国家治理基本方略的

背景下，依法治党就具备了现实的必要性和可

能性，而此处的“法”除指适用于整个国家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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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宪法法律之外，还包含那些具有规范意义

的治党规则，这些规则也是从严治党的合法依

据和行为标准。

１．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

规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４日，在刚刚接任党的总书

记不久，习近平同志就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

群众的“八项规定”。“八项规定”是中共为切

实改进作风而迈出的第一步，它并不是治党管

党的最高标准，也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所有共产

党员都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八项规

定”不但是对全党的整体要求，也是制定其他

党内规范的法定根据，还是对党员行为的基本

要求，因此，必然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的党

内法治规则。

２．《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为了及时发现党内存在的违纪问题，全面

落实从严治党的要求，履行自我监督职责，中共

中央于２０１５年８月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

作条例》。该条例不但是中国共产党主动自我

监督、治党管党的规则，也是全面从严治党法治

规则的重要构成，为法治权力的运行提供了有

力的规则支持。

３．《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中共中央颁布了新的《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该条例无论是在形式

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体现出了一定的刑法理念和

特征，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将其称为“党内的

刑法”。它既立足于预防不特定的党组织和党

员，又着眼于对已经违纪的党组织和党员进行

责任追求和惩戒。《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具有较为典型的法治性，有助于对违纪违

规的党组织和党员“量罪定刑”，从而确保党内

规矩不变形、党内纪律不虚设、党内秩序不

混乱。

４．《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共十八大以后，全面从严治党在实践中

不断得到深化，原《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廉洁

从政若干准则》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下从严治

党的客观现实需要。因此，中共中央审时度势，

对原准则进行了修订，２０１５年１０月颁布了新

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这一准则将

视角从领导干部转向了全体党员，向全党提出

了廉洁守法、奉公遵纪的具体规范，要求全体党

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遵守、主动践行，

在法治理念的指引下做到廉洁自律。因此，新

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从总体上而言

也属于法治规则的范畴。

５．《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

准则》

中共十八大以后，党的建设面临着严峻形

势和艰巨任务。在此情况之下，２０多年前施行

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已经无法

适应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要求，有必要对其加

以修订。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环境下，规范和加

强党内政治生活的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

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

领导层组成人员中的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率先垂

范、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

为全体党员作出示范。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 ２７日，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继

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坚持问题

导向，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政治

性、时代性，对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作了系统

规定，为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根本遵循。

６．《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长期以来，不愿监督、不敢监督、抵制监督

等不良现象在党内不同程度地存在。党内监督

不力，必然会导致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

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而有效的党内监督是

永葆我党风清气正的基础性举措，要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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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自觉性，使积极开展监

督、主动接受监督成为全党的自觉行动。２０１６

年１０月２７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对

党的中央组织、党委（党组）、党的纪律检查委

员会、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这５类监督主体的

监督职责，以及相应的监督制度作出了规定，形

成了包括党中央统一领导、党委（党组）全面监

督、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基层组织

日常监督、全体党员民主监督等在内的多元一

体、上下统一的党内监督体系，为新形势下强化

党内监督提供了根本遵循。

７．《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随着我党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不断深入，

之前制定的与问责相关的规定越来越滞后于实

践的发展，出现了不系统、不匹配、操作性差等

问题，必须对原有规范进行整合和统一。在这

样的背景下，２０１６年 ６月 ２８日，我党制定了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

例》起到了法律规则中“罚则”的作用，较好地

解决了向谁问责、谁来问责、问什么责、怎么问

责的问题，以问责的形式倒逼全面从严治党责

任的落实，是党内追究责任、进行制裁的准则。

该准则突出强调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是全面

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遵循。

在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体要

求下，依法依规治党成为常态和必然，也成为具

有充分必要性和迫切性的法治任务。全面从严

治党除要依据宪法法律之外，还必须有党内法

规作为制度支撑和保障，党规党纪法治化既是

政治要求，也是问责操作的技术标准，法治化的

党内规则也必然成为从严治党的重要依据。

　　四、全面从严治党的法治路径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执政，既

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

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保

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把依法治国基本

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除此之

外，此次全会还开创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一重要概念，并把“完善的

党内法规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习

近平总书记着重指出：“在我们国家，法律是对

全体公民的要求，党内法规制度是对全体党员

的要求，而且很多地方比法律的要求更严格。

我们党是先锋队，对党员的要求应该更严。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

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

的格局。”这一论断不仅说明了依法从严治党

的重要性，而且也指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法治

路径。

１．强化法治思维，提高依法办事能力

法治思维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准的逻辑

化的理性思考方式，它将法治的要求运用于认

识、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过程中。［４］法治思维要求

遵循从法律规定到法律知识、法治理念和法治

精神的内在的主观认识过程，也强调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等外在的客观体现。“罗

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样，从严治党也是一

项要素庞杂、结构繁复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

而就，因而，必须在强化法治思维、坚守法治精

神的基础上有序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法治道路

上筚路蓝缕、摸索前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整个社会的法治意识明显提高，法治环境也有

了较大改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前许多党

员领导干部还不具备基本的法治思维能力，仍

然存在着较为浓厚的官本位思想和官僚主义作

风。因此，为了适应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

改革的治国方略，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

法治思维能力必须不断得到加强，法治环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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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不断优化。

那么，如何树立法治思维呢？第一，要固守

合法性底线。对于公权力而言，“法无授权不

可为”。习近平同志也多次强调，“任何重大改

革都必须于法有据”，都要在法治的框架内进

行，必须符合宪法法律要求，不得以任何理由、

任何名义与宪法法律相违背。因而，不管是谋

划发展思路、规划改革方略，还是实施改革举

措、发展社会经济，都要秉持法治思维，遵循法

律规则，恪守法定程序。第二，要强化权利义务

意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国家建设和改革开

放的终极目的。因而，在此过程中，必须始终尊

重和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同时，要时刻牢记“权为民所用”，在行使法律

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时，忠实履行义务，勇于承担

责任。第三，要树立公平正义思维。无论是进

行制度创新还是社会利益调整、公共资源配置，

都应当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性要

求，力争实现社会机会公平、权利公平和规则公

平。第四，要坚持权力制约理念。防止权力滥

用、约束规范权力运行，是法治的核心要义。从

严治党必须把重点放在约束和规范公权力上，

不断增大监督力度，拓宽监督路径，规范监督方

式，公开监督过程，使党和党员领导干部始终在

宪法法律范围内开展活动、行使权力。

２．运用法治手段，规范党内法规体系

长期以来，因为规划、统筹、协调等方面工

作的不到位，我们党的党内法规和一些规范性

文件存在着不协调、不衔接、不一致、不适应等

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日益突出的问题，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中共中央出台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

作五年规划纲要（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纲要》

指出：“力争经过５年努力，基本形成涵盖党的

建设和党的工作主要领域、适应管党治党需要

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框架，为到建党１００周年

时全面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

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打下坚实基础。”

这实则是对我们做好党内法规的清理工作提出

了明确要求。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规章等

的清理已经有了一套较为完备的体制机制，但

是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这一领域的清理机制

仍然不完备。因此，我们应当积极开展清理工

作，对存在问题的要分类处理、结合实际对症施

治，该修改的及时修改，该废止的坚决废止，争

取使党内法规长期存在的“四不”问题（不适

应、不协调、不衔接、不一致）得到彻底解决，充

分维护党内法规体系的统一协调，实现科学化

和一致性。

除了清理党内法规，我们还要努力实现国

家法律体系与党内法规体系的有机统一与无缝

衔接，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

求。我们必须不断从立法技术层面优化和完善

党内法规，使其在制度规划、程序制定、内容设

计等方面更具科学性、稳定性、合法性，达到与

国家立法的协调统一。同时，对于党内法规中

的那些直接规范、约束公权力运行的，而且在实

践中得到检验被证明是科学有效的成熟制度，

也应当适时启动法定程序，将其升格为国家

法律。

３．弘扬法治精神，加大法纪执行力度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弘扬法治精

神，这是法律至上的第一要义。法律至上实质

上就是人民意志和人民利益至上。任何组织和

个人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都必须在

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这也是法治与

人治的根本区别。法律至上，首先要求执政党

应做到依宪执政、依法执政；立法机关应及时响

应群众呼声和现实需要，制定良法，保证立法水

平和立法质量；各级政府应切实做到依法行政，

在法定范围内行使权力，不越位、不缺位，以建

成法治政府为努力方向；司法机关应强化监督

职责，正确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实施，筑牢“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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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人民群众应牢

固树立对宪法法律的信仰，善于用法、自觉守

律，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弘扬法治精神，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

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做好立法工作的根本保

证。只有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

志，成为全社会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才能从

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

落实，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顺利进行；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制定法律法规，确

保一切法律法规都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

导，有利于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才能

实现巩固和完善党的执政地位与依法治国的有

机统一。党内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所有党员干部必须遵守

的“法律”，维护党规党纪就是维护法律的尊

严。对广大党员而言，党内的制度规范与法律

一样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准则，不管是普通党

员还是领导干部，都必须恪守党内法规，绝不能

越雷池半步。从组织角度讲，还应加大法纪执

行力度。对违反党纪党规的行为，必须动真格、

下重拳，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强化对党员干部的

监督和制约力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党

内法规的威慑力和严肃性，从而提高党建的科

学化水平和从严治党管党的能力。要继续强化

纪检工作“高压线”，充分发挥各级党的纪律检

查委员会在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中的

重要作用，拓宽信息来源渠道，积极主动地进行

检查监督，不仅要事后处理，更要加强事前预防

和事中监督，对违规违纪的党员或组织果断追

责，以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氛围，构建从严治党

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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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唯物主义（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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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阿尔都塞；

萨特；

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阿兰·巴迪欧１，［翻译］蓝江２

Ａ．Ｂａｄｉｏｕ１，［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ＬＡＮＪｉａｎｇ２

１．巴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法国 巴黎；

２．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３

摘要：通过对阿尔都塞相关文本的研究，发现阿尔都塞勾画出了庸俗马克思主

义不同版本（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类比的马克思主义）

的共同点，即它们都抹除了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差异。阿尔都塞的贡献在

于，努力挖掘这一差异，并集中讨论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区

别。而通过对科学与意识形态、决定性实践与主导性实践之差异的分析发现：

事实上，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是一门新的学科———辩证唯物主义的开

放性领域，可以将辩证唯物主义界定为断裂的形式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是其前

理论，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开启新的革命方向。对此，阿尔都

塞未能揭示，因而还需要重新开启辩证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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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导言］本文是阿兰·巴迪欧的第一

篇哲学论文，其旨在基于阿尔都塞文本所揭示

的三种庸俗马克思主义（原教旨的马克思主

义、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类比的马克思主义）

抹除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差异，通过对科学

与意识形态、决定性实践与主导性实践之差异

的分析，重新将历史唯物主义奠定在辩证唯物

主义的基础之上，认为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能

为马克思主义开启新的革命方向，进而强调重

新开启辩证唯物主义的必要性。

毫无疑问，在所有同时代的人中，我们与阿

尔都塞之间保持着极为复杂也看起来更为粗暴

的关系。我不再与之前的他的学生圈子为伍，

但我与他的创造和尝试绝不是毫无关系。这篇

文章———１９６７年应《批判》（Ｃｒｉｔｉｑｕｅ）杂志邀请

而写的———将对他的证明，以及对他强烈的兴

趣与某种程度的怀疑结合在一起。１９６８年的

“五月风暴”让我坚决地与他决裂，仿佛这就是

通常意义上的政治争吵，尤其是亲近的人之间

的争吵。后来，我站在了萨特一边，萨特在某种

程度上就是他的对立面（以科学规律来与自由

的形而上学相对立），我想将那些让我们彼此

决裂的东西放在一边，公正地对待我曾受益于

他的东西。

　　一、基于阿尔都塞文本的问题意识

阿尔都塞的著作与我们的政治局势是相对

应的，他指出了当下局势的迫切性所在，由此他

给出关于当下政治局势的一整套知识体系。在

西方共产党首先是苏联共产党的命题中，最可

怕的也是其根本上所缺乏的，实际上可以界定

为某种理论上的缄默：在人们不说话的地方，完

全可以架构出人们所说的东西。事实上，这个

空白地带必然会被覆盖，整个论断的链条也会

发生扭曲变形，这样覆盖物的能指就可以各就

其位。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活力面临一种非常近

似于濒临崩溃的情形，它们或许只能在修正主

义的繁华世界里潜伏下来。于是，最好保持缄

默，体制里的意识形态官员们渐渐地不得不放

弃所有的理论，为的就是在那个时代里在闲聊

时能聚在一起，甚至他们会与那些基督教主教

会议之后的泛基督教主义的肮脏暗流同流合

污，尽管这些暗流可能会贴上马克思主义的

标签。

这些被破坏的善，就是某种正常效应的全

部结果，马克思在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斯

密到李嘉图）向庸俗政治经济学（从巴师夏到

萨伊）的过渡时指出了这种效应：将科学概念

重新纳入意识形态领域，此前，这些科学概念已

经被转化为同样的观念。我们知道，这种操作

使用了哲学上的传承，目的就是用三种不同的

方式来让其发生扭曲变形：一是停留在接近于

科学资源的地方，假装用开拓态度来奠基这些

概念，将错综复杂的理论话语分解为最基本的

明晰性；二是在稍远的目的上，它使用了伪概念

的结论，将这些概念纳入到系统的整体研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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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整体中，那些公开的“结论”被描述为庸

俗的泡沫，成为古代的皮影戏式的效果，其中，

神灵、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哲学的破烂不堪的

错误认识，都在扯动皮影的提线；三是它发明了

一个代码，在经验领域中，用来翻译、输出、复制

科学的严密性，它不过是对强制地宣称为已知

知识的形式化。于是我们有三种“马克思主

义”：一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二是总体化的

马克思主义；三是类比的马克思主义。

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似乎仅仅是在对《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进行反复不停地解释。

这表明他们对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架构以及对马

克思的认识对象的独特规定漠不关心，他们所

得到的是普通的人类学，关心的是著作中那些

暧昧不清的观念。历史学———作为流放和分裂

的场域———被理解为明晰性的重临，被理解为

在总体的大写的人的创造中最根本的延迟。其

随之衍生出来的观念（在这个观念的基础上，

他们认为有可能彻底地理解这种经验）就是实

践和异化的观念，而实践与异化的辩证结合，

无意识地重现了那种古老的浑浑噩噩的关于善

与恶的催眠曲。

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虽然拔高了马克思主

义的科学性，但他们所说的科学概念是对所谓

的“辩证规律”的严格应用，比如对质量互变规

律的应用。对于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来说，他

们认为马克思完全囿于恩格斯那脆弱的推理体

系之下。他们代之以马克思名义的“自然辩证

法”，与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

类比的马克思主义，乍一看，似乎给出了更

为集中的马克思主义解读：他们关心社会实践

的构造和层次，他们很乐意将《资本论》视为马

克思最重要的著作，认为政治经济学范畴才是

马克思的奠基性范畴。然而，不难看到，他们如

此使用马克思的概念，恰恰是消解了马克思的

思想架构。事实上，他们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之关系的考察，既不是依照一条线性的线索

（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一种表现性的

中介（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一种同

构关系：这里的知识是由一整套功能体系来界

定的，我们可以在一个层面上看到与另一个层

面完全一样的形式组织。这样我们可以认为，

这些不同层面上有着某种不变的东西，这些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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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概念的结论假惺惺地将科学描述为“真理”的集合，这些“真理”在原则上脱离于它们的生产过程。正是在这个脱离

的名义下，黑格尔宣布他对数学知识的挞伐：“数学证明的过程并不属于对象，而是一种外在于物质的活动。”（参看黑格尔的

《精神现象学》）对于黑格尔来说，其结论是，科学“将纯粹自我运动还原为纯粹物质，这样，在其中便拥有了一种冷冰冰的、外

在的、无生命的内容”。整个当代都在挞伐科学知识的冷漠、外在、封闭，黑格尔则致力于将在总体上僵化的科学对象与科学

思想的总体化运动对立起来，最终他将其与死亡的形象联系起来，认为没有记忆的科学结论是死气沉沉的。在一篇冒用黑格

尔风格而写作的论文中，罗伯特·巴里十分成功地向我们给出了这种论调的经典色彩版———“……阿尔都塞先生试图将马克

思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下解放出来，重新界定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这不过是让我们还原为甚至倒退到低于马克思主义的水

平，而且走向了前辩证法的、前黑格尔的理性主义那灰暗而悲凉的天空”（参看其《远远不及马克思主义》，收录于《现代时代》

１９６６年５月号）。这意味着他没有读过巴什拉的作品，并将一种隐含的宗教意识形态永恒化了，这种意识形态不信任科学，认
为科学令人无法容忍地将灵魂固化了。但是科学绝非如此：科学是有组织生产其对象，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变革，在变革中，

“无物先给定，万物皆构筑”（参看巴什拉的《科学精神的变革》），科学宣称其领域是它生产结论的领域，于是，科学与其表现

出来的科学研究计划是一致的。所以，黑格尔对科学结论的批判，与科学的目标无关。恰恰相反，它准备让苦难的经验、让崇

高的基督教得以安定下来，而这就是他“批判”的结果。

所以，毫不奇怪，阿尔都塞针对青年马克思的谱系学背景写过一篇很长的论文，收录在他的《保卫马克思》当中。

参看巴里巴尔的文章《伪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意识形态》，他批判了这种错误的概念，收录于《光明》杂志１９６５年１月号。
我们看到罗格·伽罗蒂（ＲｏｇｅｒＧａｒａｕｄｙ）以神奇的速度从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从斯大林

式的自由，变成了教皇若望二十三世的自由。

　阿尔都塞曾区分过三种因果关系的概念：笛卡尔式因果关系；莱布尼茨式因果关系；斯宾诺莎式因果关系（参看《读资
本论》）。



阿兰·巴迪欧，等：辩证唯物主义（再）开始

面在结构上不同于结合了不同要素的平面。类

比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同一性的马克思主

义。此外，最粗俗的类比的马克思主义，与总体

化的马克思主义实为一丘之貉，他们都认为马

克思主义有着严格的机械模式，也与原教旨的

马克思主义沆瀣一气，在各个层面所谓原则统

一的名义下，恢复了精神的明晰性。而这种

马克思主义“最精致”的形式，用预先给出的但

没有严格界定的变换替代了知识对象的问题式

架构，这或多或少会导致社会总体性的同构关

系的重新出现。

阿尔都塞的著作首先在于，依照马克思给

出的例子，重新勾画出那些庸俗马克思主义的

不同版本的共同点。在这里，我再一次描绘出

这些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版本所没有说出的东

西，即他们所抹除的体系。而正是这些体系揭

示了他们之间搁置对立而相互统一起来的

秘密。

庸俗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效果就是抹除差

别，即消解在所有样态的谱系中都起作用的差

别。这种被抹杀的差别的表现形式，即它在经

验历史中的呈现形式，就是马克思与黑格尔之

间关系的老问题。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版本

有一个共性，即它们在唯一答案基础上提出了

这个问题，在所有情况下，这个唯一答案都得到

了承认。颠倒、对立、现实化等概念，成功地占

据了这个起初由该关系的本质所设定的位置。

因为按照庸俗马克思主义的那种现成的辩证

法，所有对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连续性的明确

否定，都会得出其肯定的反思形式。

阿尔都塞的第一篇文本首先是为了挖掘出

那个业已被埋葬的差异。恢复这个差异是要证

明：在马克思的理论事业与黑格尔或黑格尔之

后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准确来说，是无

法解决的，也是无法阐述的。之所以无法阐

述，是因为对其阐述只是用来遮蔽这个差异的

态度，这个差异既不是颠倒，也不是冲突，更不

是方法上的挪用，而是认识论上的断裂———一

个新科学对象的规则体系的出现，这个新科学

对象的问题式的内涵与黑格尔的意识形态没有

丝毫关系。确凿无疑的是，从１８５０年代开始，

马克思就置身事外，而黑格尔哲学的伪对象以

及其线性形式（辩证法）不可能被颠倒或被批

判。原因很简单，我们不会再遭遇它们：我们已

经不可能再去发现它们，在这一点上，我们甚至

不可能去排斥它们，因为科学空间本身就建立

在彻底没有这些东西的基础之上。反过来

说，这种认识论的断裂毫无疑问生产了另一种

科学———在这种科学中，认识论告诉我们科学

自身是如何分裂的。在科学的发现中，我们可

以图绘出这个断裂的边缘，即在一个没有问题

·５２·









卢西安·戈德曼绝大多数近期的著作均是如此，这些著作就是要认识被作者所“发现”的各种同质性结构的纯粹而单

纯的同一性：“于是，这两种结构，即主要的小说风格的结构和社会变化的结构，等于是说在严格意义上是一样的，在这里我们

甚至可以说，它们是同一个结构在两个不同层面上的反映。”（参看他的《小说社会学》）

毫无疑问，最好的例子就是让－皮耶尔·韦尔南的历史心理学。他十分幸运地贯穿了他所有的理论前设。在他的著
作中，我们可以通过阅读他的《古希腊人的神话与思想》的最后一章来理解其中的模糊之处。

“人们只会给出那些他们可以解决的任务”，这个著名的说法就是各种各样堕落败坏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阿尔都塞曾

评论过的经验历史主义（参看《读资本论》），以及各种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蒙昧思辨（在巴什拉之后的认识论中，这个问

题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在巴什拉那里，理论本身一开始就被思考为一个生产过程，即一种理论实践）的保护层。这个“著名说

法”仅仅意味着一个（科学）问题不可能被当成是一个问题被生产出来，除非它所处的空间———就该对象的问题式———本身已

经被生产出来了。

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概念，在伽利略之后的物理学中再没有它的任何踪迹———不可能在那里建构起这种“自

然”。准确来说，在新“物理学”和所谓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实证物理学甚至不可能肯定任何亚里士多

德对象的存在。对于这些对象，他们无话可说。这种“无话可说”就是巴什拉所谓的认识论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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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答案中，意识形态的位置标明了一个必须要

变革的领域。此外，阿尔都塞十分清晰地判

定了马克思的思想绝不是意识形态的，即他不

是黑格尔式的思辨：这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

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这并非偶然：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经常提

到的马克思青年时代的作品是《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而马克思的科学作品《资本论》的副标

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提出了一个

全新学科（历史科学）的概念，他不仅摒弃了黑

格尔的意识形态，也改变了黑格尔的外部，但并

非黑格尔领地的外部。这样，相对于黑格尔之

后的各种意识形态来说，在成为他者的激进事

实中，马克思出现了。

对这一事实的最简单的理论表述———马克

思建立了一门新科学———向我们表明，掩饰历

史断裂所产生的概念差别，有一个次生效果，即

压制。内在于马克思理论规划之中的根本差

异，即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根本差别，就是历

史—经验上的证明，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

唯物主义）与另一门学科的差异，在这门学科

中，在原则上，有可能宣称它具有科学的科学

性。依照另一条或许有问题的传统路径，阿尔

都塞将第二门学科称为辩证唯物主义，而他的

文本的第二篇就集中讨论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

证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这个区别极为重要，

即便它仅仅囿于理论策略之中，阿尔都塞仍然

敏锐地看到了这个区别。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各

种版本事实上都可以按照抹除这种差别的不同

程式来加以说明。

其一，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强制性地将辩

证唯物主义纳入到历史唯物主义之中。事实

上，他们将马克思的著作变成一种辩证的人类

学，其中，历史成了一个奠基性范畴，而不是一

个被建构出来的概念。这样他们就消解了历史

概念，让历史概念囊括了总体化环境的民族国

家维度，而在这种总体化的环境下，对结构的反

思，它们的“内在化”，都是结构自身的中介

功能。

其二，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强行将历史唯

物主义归为辩证唯物主义。事实上，他们将矛

盾当成可以应用到任何对象之上的抽象规律，

并认为既定生产方式下的结构性矛盾也不过是

普遍性规律下的特殊情形而已。在这些前提

下，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对象的构成程序以遭

到压制而告终，马克思的结论被整合到一个绝

不会践踏规则的宏大体系当中，而他们将任何

总体性的假设都归于想象。这是一种神奇的转

世，马克思得以转世，因其披着德日进的“宇

宙”法袍。

其三，类比的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

和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确立了二者间的对应关

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任何时候都是既定社会

·６２·





这种图绘构成了科学的谱系学。亚历山大·科瓦雷或乔治·康吉莱姆的著作都是这个意义上的谱系学作品。阿尔都

塞与米歇尔·福柯所开创的惊天动地的事业（这个事业涉及到一部作品，即福柯的《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感知的考古学》）之

间的区别，展示出一个极为重要的东西，这是一种理论上的信念，即如果科学的谱系学和非科学的考古学是可能的，那么相

反，科学的考古学是不可能的。科学就是这样一种实践，除了它自身之外，没有任何系统的根基，没有最基本的基点，也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任何连贯性的基点都是意识形态的理论无意识。在这个差别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解释说：（１）福柯不可能反对
他所描绘出来的结构性背景，尽管其具有普遍性，但科学与非科学有着完全不同的算子，这样他自己必然局限于伪科学的考

古学当中。（２）福柯对马克思的判断，停留在前理论的肤浅之上（参看他的《词与物》）。
在这里，萨特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这一点来看，他的《辩证理性批判》就是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的纪念碑。然而，萨特

这个理论案例看起来更为复杂，而阿尔都塞很快就给他带上了理性主义唯心论的帽子。在个体实践的原初透明性与结构在

形式上的惰性之间，在萨特那里有一个特别的偏离，即由自在自我的彻底和反辩证的外在性所产生的偏离：萨特的辩证法是

一个破碎的辩证法，其可以部分地反映出某种结构上的扭曲，即便如此，或许会以他的概念有点隐喻式的用法为代价，这有可

能提出或至少可以传达出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结构（参看他的《辩证理性批判》第１卷）。



阿兰·巴迪欧，等：辩证唯物主义（再）开始

形态，尤其是阶级关系的客观形式的双重结构。

在这两者中，一项决定另一项———或者，纯

粹多余：实际上，这里有三种让差异得以纯粹化

的一般程序。不过，正如德里达十分敏锐地看

到的，一个被纯粹化的差异不过是一种同一性

的失败，所有真正的差异都是不纯的。保留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概念———它们

二者之间的差异，它们的复杂性，以及将这些属

于区分开来而导致的扭曲，从一开始就不纯

粹———所有这些都同时让我们可以系统地澄清

各种不同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版本，这并非已

经一无是处。

此外，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后面

我们分别将它们简写为ＭＨ和ＭＤ）的差别标志

着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的广泛程度。为了奠基

历史科学，这次革命在知识生成（这绝对是一种

新哲学的奠基）和构成中加上了如下事实：这种

哲学“已经可以让哲学从意识形态阶段过渡到科

学学科的阶段”，这样，马克思的作品本身就成为

这样一次断裂的双重奠基，或者毋宁说在一次奠

基基础上的双重断裂。

清晰地区分 ＭＨ和 ＭＤ、（历史）科学和让

各门科学具有科学性的科学，意味着采用马克

思的尺度，即最终将马克思放在适当的位置上。

它在这种复杂的知识组合中具有双重功能———

科学和科学性的哲学———于是，在我们这里，二

战后的主流意识形态即现象学这种唯心论就崩

溃了。

这样，回到阿尔都塞的战略背景下，我们可

以用他自己的理由来贯穿其作品。这里的主要

问题并不是重讲故事，也不是让它要么面对既

存的理论，要么面对未分化的真实概念，而是依

照它所生产出来的元理论概念进行自我反省，

作为理论来运作，去看看他的作品是否符合那

些规则，这些规则的操作本身就是建构其对象

的规律。如果哪里出现了任何空缺，在文本生

产出来作为它自身规范的东西与这些规范的文

本生产之间出现了差距，那么我们的目标并不

是去反对这个规划，而是去“缝合”这个空缺，

将这个空缺所导致的问题带入文本。这就是我

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所做的工作，我们自

己与之不可须臾分离，这项工作就是其空缺位

置的自动复原。

我们或许可以依照分裂了马克思主义的革

命的开创性的差异来前进，这样就将问题变成

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阿尔都塞对历史唯物主

义的贡献，另一方面是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

贡献。我们马上可以说，这就是掩饰最根本的

东西的方式，我们知道就是掩饰这个差异的不

纯性和复杂性。事实上：

（１）ＭＤ和 ＭＨ的差异内在于 ＭＤ，这让我

们对很多对称关系、对问题的分析处理都变得

毫无意义。

（２）我们在这里真的可以宣布 ＭＨ的理论

话语吗？

要么我们十分省略地讲述科学的故事，我

们因此就掉进了一个言说的陷阱，而阿尔都塞

的著作有一种禁止我们去如此言说的功能。阿

·７２·







参看雅克·德里达在《写作与差异》中的文章《残酷戏剧和再现的封闭》。我们能同时用阿尔都塞来读马克思，用拉康

来读弗洛伊德，用德里达来读尼采和海德格尔？在我们这些组合中，大标题是最大的问题。如果我们从实际的整体性上来看

这三种话语，我认为答案只能是否定的。更好是这样：走一条不那么清晰的路径，这条路径让三者都最大程度地彼此分离，而

这也是每一种话语过程的前提。不幸的是，在我们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概念很快就被商业化，真正的规则就是折中主义。

这就是雅克·拉康和雅克－阿兰·米勒提出的著名的“缝合”概念，用来思考在精神分析领域中主体的位置替代，参看
《分析手册》第１期（１９６６年１月号）。我在文章中对这个概念的使用仅仅是指示性的。

我一次性地强调一下，我们的研究仅限于对阿尔都塞提出的基本概念的研究，我绝不会假装掩盖这一事实，即马克思

主义的（重新）开始是一个集体性的工作。它比任何其他工作都更为集体化，这正是因为它具有独一无二的政治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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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都塞实际上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跳过诸多

证明的细节，直接跨越到那个虚幻的结论，因为

科学对象自带着它的某种绝对明晰性。

要么我们试图分离出ＭＨ合理性的特殊形

式，我们“在哲学反思中‘重新把握’一个基本

的哲学发现，一个理性新形式的哲学所产生的

发现”［１］１６６。毫无疑问，我们在谈论 ＭＨ；毫无

疑问，我们生产了它的话语，而在其话语中，它

是沉默不语的前提。但我们开展工作的地方并

不是ＭＨ，而是我们可以进行思考的地方；不是

ＭＨ的科学对象（生产方式和变革形式），而是

科学性。因此，在定义上，这就是ＭＤ的领域。

在这里，我们能说明的是，ＭＨ发生在 ＭＤ

之中。在这样一个关系中包括了一些困扰我们

始终的难题，它们涉及到ＭＤ本身的理论地位。

（３）不过，与我们所说的双重断裂的悖论

相一致，ＭＤ依赖于ＭＨ，在理论的依赖性上，这

依然晦暗不清：不仅是因为 ＭＤ自然不可能生

产出“理性的新形式”的概念，除非这样来思

考，用阿尔都塞那种玄妙莫测的表达来说，在那

些现有的科学那里，有些形式存在于实践状态

之中；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与唯心主义认识论相

对立，ＭＤ还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是“科学

理论和科学史”［１］１１０。的确，因为唯一的科学理

论就是科学的理论史，哲学就是“知识生产的

历史理论”［２］７０。这就是为什么说历史科学的

革命性基础，由于让科学知识生产的科学史成

为可能，那么也导致了哲学上的革命，即有 ＭＤ

主导的哲学革命。

于是，我们看到，ＭＤ与 ＭＨ之间的区别并

非确凿无疑。在这里，我们遇到的是一种无本

质差异的区别，在原则上，二者是胶合在一起

的：二者并不纯粹。ＭＤ与所有科学尤其是与

ＭＨ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不会导致科学知

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不过，它产生了这种自

动化过程，这个倒退，也就是说，用不那么科学

的方式（悄无声息地与科学保持一定的距离）

来“丰富”科学，这就是认识论的匮乏，其中科

学不断地被这种匮乏所提及。这是因为科学性

的知识同时就是让科学叙述在一定程度上不可

能的知识，在科学对象的生产中，除了科学本身

之外，科学并不会出现在其他地方。在 ＭＤ之

内，我们对阿尔都塞概念的检验，就是通过 ＭＨ

的退却的内在性来架构的，即一种停留在自身

之中的匮乏形象。

随着分析的渐渐深入，我将围绕两个差异来

展开分析：一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二是决

定性实践与主导性实践的差异。接着，我将进一

步来谈谈话语理论和结构性因果关系理论。

　　二、科学与意识形态

基于ＭＤ的定义（这个学科宣布了 ＭＨ的

科学性），我们很快就会得出，这个领域的概念

就是科学概念。ＭＤ不可能在一个无法分解的

“看”中来展现科学的同一性。这样，首先遇到

的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配对。这个专属于

ＭＤ的对象是一个同时衔接和分离科学与意识

形态的相关差异的体系。

为了以更简单的方式来概括这一配对，我

们可以说科学是一种生产知识形式的实践，其

生产方式就是（创造）概念。而意识形态是再

现体系，其功能是社会实践性的，即它为自己设

定了一整套观念体系。科学的特殊效果———知

识效果———是通过规范的科学对象的生产来获

得的，科学对象在本质上异于既定对象，也不同

于真实对象。相反，意识形态所关联的是生活

经历，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人类与生存条件之间

的真实关系，而是“在他们与他们的生存条件

之间所架构出来的生活关系”［３］２４０。

意识形态产生一种认识效果而不是知识效

果。用克尔凯郭尔的话来说，这就是相对于我

的关系。在意识形态中，所出现的前提都是被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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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出来的，而不是被认知的。意识形态是一

个双重化过程，在本质上它与幻想的特殊结构

紧密相关，即便这看起来有些神秘，至少在我

们现阶段的知识形式中是这样。至于政治双重

化的功能，在于用一种特殊的必然性形式来同

时囊括想象和真实，这个形式，通过对人类社会

的判定，保证了在社会总体各种不同形态“在

空缺中”所规定的任务可以得到具体实现。

如果科学是一个变革过程，那么意识形态

就是一个重复过程，因为无意识在那里自我

构成。

配对的这两项有一项首先出现，而不是二

者同时出现，这一事实意味着———这十分重

要———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对立并非十分明确。

这不会让我们立刻弄清楚不同的实践和话语，

甚至我们也不太可能抽象地将科学与意识形态

相对立。说真的，这里的诱惑太过明显。最大

的风险就是将这个对立当作一种标准，即将它

等同于（意识形态性的）真理和错误的配对。

这样，理论上的差异就被还原为一场博弈，在这

场博弈中，善与恶将它们各自形象的封闭无限

性圈子永恒化了。很明显，其社会实践功能让

一个主体“恪守本位”，不可能是对知识对象生

产的否定。而这正是为何意识形态是一种不可

还原的社会形态，而科学也不可能消解它：“难

以相信，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共产主义意味着确

定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可以在没有生产的社

会组织，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意识形态形式下起

作用。”［３］２３９事实上，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对立，是

一门新的学科（ＭＤ）的开放性领域，它们在其

中的自我发展，不是一对矛盾，而是一个过程。

事实上：

（１）科学就是意识形态的科学。除非我们

重复说科学就是它自己对象的科学，这就是纯

粹的同义反复，而问题在于“什么是科学的科

学？”只有一个答案，即科学产生了某种对象的

知识，而意识形态的某个既定部分表明了该对

象的存在。意识形态的观念事实上可以作为指

标，让某种线性关系发挥作用。在规范的复

群下，指标关联体系再生产了存在统一体，从而

让既定现象（马克思称之为“表象”）合法化。

正如阿尔都塞所说，意识形态生产了理论的感

受。借助统一的压力想象宣布了它自己与世界

的关系，整个体系的功能就是提供一切作为

真实而给出的事物的合法化的思考。在这个前

提下，很明显，同样代表真实对象的意识形态空

间是从内部生产出来的，而科学生产了知识的

对象。此外，意识形态生产了知识对象本身的

存在指标（而不是它所指示的知识效果），在这

个意义上，科学总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一般性

向科学的一般性的变革”［３］１８９。

（２）反过来说，意识形态总是科学的意识

形态。总体化和对存在物规范指标的意识形态

的机械论仅仅是为了某一领域而发现（认识），

在这个领域中，确立了科学的存在物，也就是

说，确定了科学完成其认识架构的真实对象。

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在形式上将大量的话语指

·９２·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界定一下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中想象对应的地位之间的关联。其风险在于，这个关联

或许在一定条件下无法找到（看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法文版）第２３９页）。康德最近对科学主体的思考，并不会向我们假
装说，对马克思主义而言，主体就是其特有的意识形态观念。

这里更好的用词应该是“指称项”，相当于英语中的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ｏｒ（参看卡尔纳普的《命名与必然性》）。盎格鲁－撒克逊逻
辑经验主义在指称的形式理论和更一般意义上的普通符号学上发展，在我看来，为我们提供了意识形态结构分析的框架。很

自然，对于卡尔纳普来说，符号学是一种科学理论：这是因为逻辑经验主义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事实上，它从系统上澄清了

关联描述的一般形式，澄清了再生产的话语，亦即阐明了意识形态话语的最抽象的形式。

总体性的概念，在其绝对意义上，就是理论幻想的原型。萨特的总体化是对幻想的幻想主义式批判：一种在意识形态

内部的替换过程。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２月　第１９卷第１期

称为意识形态，在政治实践上，它们并无缺憾。

但正是因为这是一种指称，所以这个评价本身

就是意识形态性的。唯一被认知作为意识形态

的话语，就是对科学的回溯。

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成熟的意识形态理论

（甚至他打算在《资本论》的第４卷中来谈这个

问题！），即经济学意识形态，经济学本身可以

分成古典政治经济学（“处在断裂边缘”的意识

形态）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彻底的意识形态）。

这是因为在《资本论》中，他所生产的仅仅是一

定范围内的科学概念，即那种经济形态下的科

学概念，反过来看，他也只能思考这种意识

形态。

于是，我们可以衡量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

关系的复杂性，即二者之间有机而动态的关系。

毫不夸张地说，ＭＤ在这个问题上到达了顶点：

如何思考科学对于那些不是科学的东西的关

联，同时保留这种差异不纯粹的激进性？如何

思考双重关联之间的非关系？从这一点来看，

我们可以将ＭＤ界定为断裂的形式理论。

于是，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背景下就产

生了我们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一种社会形

式下各种形态之间的关联和断裂的所有形式。

　　三、结构性因果关系

在这里我想尽可能严格地谈论问题，尽管

我只能讨论阿尔都塞工作的一个部分。

与所有严格建构的概念一样，这种“社会

效果的生产的机械论”［２］８４（属于 ＭＨ的对象）

假定一个（看不见的）一般理论。

科学事实上是一个证明的话语，在概念的

连续秩序上，这套话语关系到有着纵向等级秩

序的系统联合体。我们可以用语言学的类比来

说，在表达过程中，科学对象在一定前提下展现

自身，这个表达过程就是理论范式的句法：“在

思想总体或体系上的概念的组织结构。”［２］８７例

如，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证明，在逻辑上

属于之前的概念体系（价值理论、剩余价值概

念、简单再生产理论等等）。但这种历时性从

属关系指向了一个我们发现的更为复杂的共时

性集合：（１）一个按照某种结合规律而互相连

接的概念体系；（２）形成了一种话语秩序，这套

话语十分清楚地揭示了这个体系。

知识效果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将体系中诸概

念的联合体与在科学话语中呈现出来的线性秩

序之间的差异／统一和“不一致”［２］８７作为问题

来思考。整个问题在于，二阶秩序绝不可能再

现出一阶秩序的轨迹。这并非重复而是其实

存，即缺乏体系所决定的实存，这个缺乏的内在

性在它自己的实存中并未出现。

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体系并没有像（科学）

话语的效果那样清晰，其功能所在也正是对让

其实存的纵向联合体之不做解释。结果，对科

学体系的理论呈现并不属于科学。事实上，ＭＨ

体系的呈现，这种特殊因果关系的力量展现了

其对象的规律，不可能属于 ＭＨ。阿尔都塞关

于支配性结构的最重要的文本［３］１６３－２２４，即《论

〈资本论〉的对象》都不属于 ＭＨ，而是属于

ＭＤ。在ＭＤ中，这些概念是按照某种历时性顺

序展开的，这个顺序与可以指出的最一般的

（缺乏的）体系有关联，即 ＭＤ的体系或理论。

·０３·

 庸俗政治经济学有一些明显的特征。例如，马克思说：“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

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在其他方

面，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

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资本论》第１卷）这样，意识形态：①重复了直接事物（表象），即客观幻象；②在这种被再现的
当下性之中，重新刻画了科学概念本身（详尽说明的材料）；③对这个再现（体系）的总体化，并将之视为大真理———意识形态
自我指称为科学；④服务于某一阶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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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认为，ＭＨ的概念的系统组织是由

ＭＤ生产出来的。这个组织一开始为自己提供

了一些原初术语，也就是说，一些不明确的观

念，这些观念可以借助它们与系统的公理性关

系而变成概念。这些基本观念都聚集在ＭＤ最

一般的概念即实践中。

一般来说，我所谓的实践是从一种既定的

原材料变成一种确定产品的过程，在一定的人

类劳动的作用下，使用一定的（生产）方式发生

转变的过程。所以，在所有这样的实践中，支配

性的因素既不是原材料，也不是产品，而是狭义

的实践：劳动转化的要素，在一种特殊的结构

下，它让人、手段和使用这些手段的技术方式运

转起来［１］１６３－２２４。

这些原初观念事实上就是：（１）劳动力；

（２）劳动手段；（３）劳动力作用于劳动手段的形

式。两种端点———起始点上的原材料，终点上

的产品———就是这个过程的界限。

三个术语的特殊组合，从其特有的结构来

考察———“在任何情况下，即生产结构”———定

义了实践。

这样，构成的第一个集合就是实践的序列。

阿尔都塞给出了这个序列，许多部分都是开放

的，这个序列中其他比较固定的部分包括经济

实践（其局限就是自然和使用产品）、意识形态

实践、政治实践和理论实践。

说实践概念是 ＭＤ最一般的概念（最规范

的观念组成），等于是说在社会整体中，只有存

在是实践的。其他所谓的简单对象都不是知识

的对象，而是意识形态的指标。这也意味着这

个概念的一般性不属于ＭＨ，而属于ＭＤ。实践

并不存在，“没有一般性的实践，只有具体区分

的实践”［２］７３。我们认为，正如 ＭＨ所阐述的那

样，历史只知道一定的实践。

在这个前提下，唯一可以考察的“总体性”

完全就是“在一定社会中既存的实践的复杂统

一体”［１］１６７，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统一体在其中将

不同类型的实践结合起来的呢？

首先，我们将关联于所有其他实践的实践

称为社会形式的形态。对于各种形态彼此间

差异自主性的规定，也就是说，对它们概念的建

构（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可以谈科学史、宗教

史、政治史等）同时就是在一个既定的社会之

中对它们关系和等级的规定。说实话，思考这

种奠基性关系和各种形态之间的关联，意味着

思考“它们的独立程度以及它们‘相对’自主性

的类型”［２］７４。一种形态完全是由它与其他形

态之间的特殊关系来定义的：存在的是各种形

态之间的关联结构。

对于一定的社会来说，在已经确定的空间

位置的布局中，存在着一种更高级的形态：这一

形态的概念可以用来思考其他形态的实际效

果。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这一形态的基础上，对

于一个既定的社会总体的状态来说，我们合理

地在各种形态的实际效力的程度秩序上，贯穿

各形态的整个体系。我们将各种形态的体系称

为合并形态，这样，可以依照不同效力的动态的

等级秩序所刻画出来的轨迹来思考它。合并形

态首先是支配性形态的规定，支配性形态的图

示确定了对总体理性分析的出发点。

ＭＤ的第一个大问题———这里即 ＭＨ的认

识论问题———认为各种形态的集合总是界定了

实存的合并形态，换句话说，界定了“与支配性

相关的结构统一体的复杂整体”［１］２０８。

现在，很明显，这个合并形态变化了。我们

的意思是说，合并形态是结构化整体的实存形

式的概念，而不是其形式的变化。为了从一开

·１３·

 《保卫马克思》的文本，没有在传统中踟蹰不前，而是在毛泽东的一篇著名的文章中找到了支撑，阿尔都塞将这种结合

起来的实践称为矛盾。我们坚决摒弃这种含糊不清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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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就让我们置身于一个宏大的假定之中，我们

可以承认，如果合并形态的类型是从占据“主

要地位”［１］２１９的形态（即支配性形态）来定义

的，那么我们便能够思考所有的形态类型：处于

支配地位的合并形态是政治（国家的危机）、意

识形态（如 １８世纪的反宗教斗争）、经济（罢

工）、科学（决定性的断裂，如伽利略的物理

学），等等。于是，关键在于判定这些变化中不

变的东西，即合并形态效果的生产机制，此外，

还包括它与整体的实存效果是否相适应。

我们将这种效果的生产称为决定。明显的

是，我们完全可以从其效果上来定义决定：合并

形态中的变化本身与替代支配性形态是一

致的。

预先警告一下：无论如何，决定的奥秘不可

能在各种形态和各种实践之中，以及与所有其

他形态的完整关系下的思考中发现。在诸形态

的层次上，只有一种支配性的关联形态。我们

相信，一种在整体上规定了合并形态的形态，不

可避免地意味着将决定（替代支配形态）混淆

于支配（一个既定合并形态类型中的各种效果

的等级化功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遭到意识

形态扭曲的根本原因。在这些扭曲的变形中，

最臭名昭著的是经济主义，它假定经济总是支

配性的，所有的合并形态都是经济的。

我们可以想象，替代支配形态、合并形态发

生的相关的扭曲变形，都是一种隐秘的、与再现

出总体性的形态不一致的实践—结构出场的效

果。我们可以想象，社会组成（这一次是一个

常量）中的一项，在它自己的复杂形式中彼此

相关地实现了两个功能：一是形态功能，关联于

等级化的结构整体；二是决定实践的功能，在真

实的历史中，它就是“在经济、政治、理论等交

替起第一位作用而实现的”［１］２１９，简言之，即在

替代支配形态和既定的合并形态中实现的。这

种实践，类似于斯宾诺莎的“自然”，同时是架

构的和被架构的。

用比较粗糙的方式来概括是ＭＤ的第二个

主要问题：存在着一种决定性的实践，这种实践

就是经济实践（更准确地说，这种实践的界限

就是自然和使用产品）。

我们需要注意如下事实，即决定性实践的

因果关系的类型完全是原创性的。说实话，作

为决定的主要原则，经济实践并不存在：它是在

支配性的关联总体中被描绘出来的形象（这就

是唯一实际存在的东西），这个形象就是经济

形态，它不过是其同名实践的代位项而已。如

今，这个代位项本身就是在决定中来把握的

（取决于经济形态是处于支配地位还是处于从

属地位，取决于由诸形态之间的关系所规定的

其合并形态的发生效力的程度，等等）。于是，

经济实践的因果关系就是一个业已结构化的整

体中的一种匮乏的因果关系，而某一形态在其

中再现了这个结构［１］１５６。

结构性因果关系的问题，也就是“由一定

范围下的结构对该范围下各种现象的决

定”［１］１６６，说得更准确些，每一种形态都是它自

己的组成形式，即“支配性结构对从属性结构

的决定”［１］１６７，于是发现它处在ＭＨ所赋予的形

式之下：各种形态的组合（预先给定的复杂整

体的不平衡的（支配性的）结构［３］２２３）与通过再

现实践（其存在不过是它自身的效果）来替代

这个整体的决定（复杂过程）之间的离心化的

统一。

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总结了马克思最

特别的科学发现……即在马克思的科学发现

中，这就是包含在‘实践状态之中’的特殊的理

论问题”［１］１６７，而这个问题远远未得到解决。我

们甚至无法确定，是否可以（在理论上）提出这

个问题。目前我们只是有可能去指出这个问

题。毫无疑问，问题的秩序安排会使用一种预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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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之外的阅读斯宾诺莎的方式。无论如何，

解决或者至少提出结构性因果关系的问题，就

是ＭＤ的隐秘过程所依赖的东西。

最后，我们必须面对这个计划的主要“空

白”，在我们所阐明的层次上（科学和意识形态

的最初的差异，结构性因果关系的理论）会触

及到对文本本身的破坏性效果。我们可以用如

下两个问题详细而不失严格地列举出这些

“空白”。

（１）ＭＤ自身的理论地位如何？

（２）能在集合的基础上来界定对自己产生

影响的结构吗？如果不行，我们是否真的可以

在没有各个位置的“空间”、没有任何说明的情

况下，通过让各个元素占据某些确定的位置，让

各个元素得以结合起来的组合？

ＭＤ地位的问题一定会引出第二个问题，

因为它总会让再现的秘密得以呈现。事实上，

关键在于了解ＭＤ是否在一个操作性区分中被

再现出来，而这个操作性区分让ＭＤ成为可能，

并组织了它特有的话语方式。ＭＤ是否可以在

一种认知实践（这个实践拥有概括功能）的形

式架构中来理解？ＭＤ是不是一门科学？如

果不是，它是不是意识形态？

阿尔都塞谈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犹

豫，甚至他经常会认为 ＭＤ是意识形态。事实

上，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也被应用

在哲学上，这里的斜杠（／）标志着断裂，正好可

以让我们看到，ＭＤ在其出现的源头处，如今最

后宣布并废除了与旧的（意识形态的）知识问

题比较接近的镜像关系。

换句话说，支配着整个西方哲学的并不是

知识问题，而是意识形态的方案，进而包含在实

践、宗教、伦理和政治利益之中，不同于知识实

在的方案，这是该问题必须接受的方案［２］６６。

我们能给出的 ＭＤ的最好的定义是不是

“非意识形态的哲学”？唯有当哲学与这样的

非意识形态（科学）拥有某种内在关系时，这个

命名上的附加内容才有意义。

实际上阿尔都塞思考了这个关系，即从

“新理论概念的哲学下的生产”思考了这个问

题：“如果没有在伟大的科学发现中提出这些

问题，那么新理论概念的哲学则解决了包含在

‘实践领域’中的理论问题。”［１］１６６对于认识论

断裂来说，有一个对应的哲学上的“产品”，它

生产了与不同科学之中的实践（不同科学中的

操作层面）相关联的理论概念的反思形式和问

题形式。所以，这就像柏拉图之于几何学，笛卡

尔之于新物理学，莱布尼茨之于微分计算，康德

之于牛顿，ＭＤ之于ＭＨ，马克思（哲学家）之于

马克思（科学家）。

但阿尔都塞并没有告诉我们以下内容：

（１）是什么让这个“产品”区别于意识形态

对新科学事实的单纯和简单的再现，又是什么

让这个“产品”区别于科学概念的散落脱节，导

致了科学话语绝对差异的反思上的错误认识？

如果科学和哲学在经验上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而这个对应关系与如下事实无关，即哲学实际

上是在科学之中被细化的，那么在消解了唯一

话语（这种话语的具体过程不能化简为意识形

态）即科学话语的统一根基下哲学是如何被细

化的？

（２）是什么让再现为哲学的 ＭＤ区别于之

前的（哲学的）认识论，并十分清楚地隶属于生

·３３·





参看阿尔都塞《读资本论》第１卷中的例子。实体的内在因果关系事实上不过是其效果：被生自然的内在—模式运动，
能生自然就是被生自然所缺少的决定。然而，上帝实际上（通过其充分观念）是作为样态再现的。在被称为人的结构构造中，

决定的代位项可以是支配性的（自由），也可以是非支配性的（奴役）：智慧就是一个合并形态。

正如阿尔都塞所表明的那样，这些实践的全部领域，除包括理论实践和意识形态实践之外，还包括技术知识和经验知

识，或许可以还原为在已知的被再现的形式与内在于社会形式的其他形态中的其他效果之间的过渡性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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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分化、化约科学概念？阿尔都塞非常清楚意

识形态哲学最清晰的形式特征就是那些可以归

结为折中主义的东西：理论上的目的论和自主

智力［４］５３。如今，ＭＤ是一门“超级”理论学科，

它是为了刻画出所有理论实践的“形式条件”

而问世的。于是 ＭＤ必然拥有两种属性：如果

ＭＤ真的生产了所有理论实践的前提条件［４］１７０，

那么ＭＤ必然是自主智能和循环的，最终（它对

立于所有其他科学）而成为它自己实践的理

论。当一门科学仅仅是这种差异的成熟的行

为时，认识论断裂的一般理论，即 ＭＤ（对立于

所有其他科学）必须能思考自己的断裂，反思

其差异。

我已经说明，在决定性的实践（经济实践）

与在整体的一种形态“出场”之间，有一种神秘

莫测的扭曲的统一，即在上帝与关于上帝的充

分观念之间的笛卡尔—斯宾诺莎式关系毫无疑

问充当了第一“模式”。但在斯宾诺莎这里，这

个问题仍然是其样态的演绎———决定“什么”

是被该结构所架构的，在它的基础上，定义了这

个结构。同样，我们要说，它是由诸形态的体系

来定义的。

那么就必须有一门先在的形式学科，我试

图称之为历史集合论，它至少包含让结构逐渐

被构筑起来的内容所赋予的约定。

这门学科，非常近似于数学集合论的完整

发展，毫无疑问，它超越了属于关系程序的设

定，或超越了开创性的空集差异体系。事实上，

我们已经看到，合取必须被看成是各个位置的

明确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种形态彼此间产生

关联。从支配的角度来看（按照阿尔都塞的说

法，在任何结构中），在根本上，它是位置的分

配器和函数的界定符［１］１５７。这样，决定概念的

完成结构设定了如下的形式算子。

（１）集合Ｐ，位置的集合，或者关联起来的

效果的（空集）空间。

（２）函数集合 Ｆ，或实践的集合，它将某些

位置分配给函数本身。于是，这些函数是在 Ｆ

集合的某一部分基础上界定的，它们从集合 Ｐ

中取值：它们分配—占据了某些位置。

在集合 Ｐ中，由另一函数 ｆ′来界定的函数

ｆ，称为“根据函数ｆ′的ｆ形态”，或者“ｆ－ｆ′的效

果差距”。我们尤其可以思考，如果得到界定

（如果在 Ｆ的一部分基础上，ｆ得到界定，而这

个部分包含ｆ），那么这就是根据函数ｆ的ｆ形态

（即ｆ（ｆ））。这就是ｆ的代位形态：ｆ分配给自己

的位置。

Ｆ的子集Ｈ（也是一个实践集合），如果符

合如下两个条件，可以称之为在历史上可以再

现的集合：

（１）决定条件。例如：在 Ｈ中存在一个函

数ｄｅｔ（），它是 Ｈ对 Ｐ的一对一的应用，所以，

ｄｅｔ（）在 Ｐ的所有位置上分配了 Ｈ的实践，尤

其是它为自己分配了位置，即自 Ｐ之中，它通

过形态ｄｅｔ（ｄｅｔ）来再现。

（２）支配条件。支配条件的理论已经是非

·４３·





正如阿尔都塞引用胡塞尔说的话那样：宣布这个循环与那种寻求出路的循环是不一样的。我会接着说：将这种循环的

循环性命名为“辩证”循环，并不会遮蔽如下事实，即这个循环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循环。“这种操作所蕴含的循环，就像所有

其他同类循环一样，就是在理论问题式的基础上，像追问其本质一样来追问其对象的问题的辩证循环，它在检验其对象的时

候，也让其对象来检验它自己”［２］３１。我完全同意。但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情况下，这个对象什么时候才是知识本身———正是任

何可能的科学对象与其问题式之间的关系？那么追问对象开启了一个其结构绝对是原创性的问题：问题式的问题。难道我

们看不到，这个特殊的对象，就像朴素集合论中的某种对象一样，是一个悖谬的对象？难道除非借助某些无法判定的陈述，否

则我们便无法来设定它？

下面的说明极为简要，也非常概括。一般来说，阿尔都塞决定了替代效果所产生的某一形态的“整全”效果，在这一事

实的基础上，我赋予我自己某种权力，建立了一种更为完备的理论范例，将某种排列的排列作为基本函数。这个例子太过专

业，无法在这里展现。我仅仅只是标示出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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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限的，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结构性因果关系

的概念，我们是完全在对应的支配类型上获得

的。通过例子，我想在这里有意识地强调决定

与支配之间的概念上的差异。另外，有一个小

的证明，我想留给读者来做，这个证明事实上说

明了决定性形态的代位性存在不可能在这里占

据支配性的位置。

我们首先要指出，ｄｅｔ（）的一对一的对应关

系，让我们可以认为，Ｐ的每一个位置都拥有一

个实践（社会形式的完备性）。

已知Ｈ的函数ｈ在Ｈ中被界定，Ｐ之中有

位置ｐ，我们可以界定ｈ（ｐ）是存在物ｈ（ｈ′），并

有ｄｅｔ（ｈ′）＝ｐ。换句话说，ｈ（ｐ）＝ｈ（ｄｅｔ－ｌ（ｐ））：

这个函数将占据位置ｐ的函数作为其主张。

于是，我们可以认为，函数ｈ在诸位置上运

算，因为通过一个决定项，各函数被分配在各个

位置上，而函数ｈ就在这些函数上运算：在一个

既定的情势中，（在Ｈ上界定）的函数ｈ成了诸

位置的同态。

现在将ｄｏｍ（）作为在Ｈ上定义Ｈ的函数。

于是，我们可以通过递推来得到位置ｎ－ｄｏｍ：

１－ｄｏｍ＝ｄｅｔ（ｄｏｍ）　　　（由决定项决定

的ｄｏｍ形态）

……

ｎ－ｄｏｍ＝ｄｏｍ（（ｎ－１）－ｄｏｍ）　　　（由

上面的ｈ（ｐ）定义）

我们看到，ｄｏｍ首先是自身运算（因为２－

ｄｏｍ＝ｄｏｍ（ｄｏｍ）），那么通过ｄｅｔ，函数被分配到

这个位置上，在这里ｄｏｍ分配了自己，最终这个

函数（总是通过ｄｅｔ）占据了它所获得的位置。

如果对于任何位置 ｐ来说，都存在一个数

ｎ，如果符合如下条件，那么我们可以说 ｄｏｍ处

在支配形态的位置上：

ｎ－ｄｏｍ＝ｐ

于是，支配形态复苏了，它是在实践ｈ与决

定项（即ｄｅｔ（ｈ））之间差距的基础上构建起来

的复苏，它可以让我们贯穿由各个位置连接起

来的秩序（各个形态的等级关系）。

Ｆ的子集Ｈ是历史上可以再现的，若它拥

有唯一的决定形态和唯一的支配形态，那么我

们便可以说，它在历史上就被再现了出来。

从这些形式开始，我们逐渐综合 ＭＨ的一

些基本概念，我们或许可以建构出合并形态的

概念。在不诉诸数学化的情况下（上面的纲要

很明显有很多缺陷），我认为在这里有必要确

定一个抽象的分隔，在ＭＤ中，这个分隔将实践

同关联统一体的概念区分开来，也就指明了其

问题所填充的空缺。

我还要说，这个架构是不完善的和粗浅的。

但首先，在可以触及到的证据的基础上，阿尔都

塞认为他完全可以在没有这个架构的基础上来

工作。他的所有努力从一开始就有走向现实化

的正确性，对于一门没有传统的学科来说，通过

新型的范畴论，数学努力要获得的是：对结构概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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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直接决定，这个概念忽略了集合的优先在

场。我相信，认识论上的审慎在此时会产生

一种经典的形式化结构和规定。任何早熟的超

结构主义不可避免地会让 ＭＨ的基本概念（支

配结构、结构的结构、决定）变得不完善，在某

种程度上，也变成（前理论的）观念。在 ＭＤ

中，“纯粹”的在历史上可以再现的集合的元

素，似乎对我来说，优先于历史结构的理论。

作为结论，我想强调一下（重新）开启 ＭＤ

的必要性及其风险。

如果我们能够在理论上的合并形态中来思

考这种政治上的合并形态，就可以将它归为以

阿尔都塞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认识论上

的明晰性；相反，我们将其空缺归结为庸俗马克

思主义对各种描述的反复咀嚼，在形式主义者

和文学的神学家们看来，它在各个方面都丧失

了科学的生命力。

对于以阿尔都塞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者来

说，基于受惠于ＭＨ的概念的实际性，我们可以

说，他们已经在字面上发现了它，因为从马克思

开始，我们就拥有了这种实际性：并没有被忘

记，而只是被掩盖、被重述、被压制。由于我并

没有对历史科学说过什么，严格来说，我自己已

经不限于谈ＭＤ的必要性（但不让我们来重读

马克思：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读），我在这里

要说的是，在政治实践中，埃迪安尼·巴里巴尔

在考察过渡形式时所获得的令人振奋的结

论［１］２７７－３３２带来了不少益处。

毫无疑问，仍然需要将研究推向政治的维

度。我们知道有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投身于此，他

们已经取得了一项成就，即清晰地为马克思主义

理论划定了位置。一旦我们超越了对现象学唯

心主义的普通批判，其合并形态就会迫使我们保

留———通过新的科学架构———阶级组织的理性

主义诉求和革命性的力量，进而思考其所赋予政

治实践对我们当前危机给出的出路。

我们拒绝靠近总体性，而这就是康德第一

批判所严格确立的东西，从一开始———没有假

装去还原或演绎它———就让自己置身于纯粹科

学事实之中。在几个阿尔都塞的论争背后，

隐秘地主宰着他的就是超验的辩证法。毫不奇

怪，如果将知识的对象与它的生产条件（例如

问题式）通过某种方式联系起来，这很容易让

我们想到康德哲学的构建方法。甚至当我们试

图逃离经验主义的“圈套”时，这个“圈套”会永

无止境地让主体去面对对象，当阿尔都塞谈到

“一种机械论，借助知识对象，来获得真实对象

的认识”［２］７１时，他与模式论（ｓｃｈéｍａｔｉｓｍｅ）已相

差无几了：在让概念起作用的结构的实际问题

中，也回避了对真实的保证、对真实的“管制”

·６３·





范畴论或许是近几年来最重要的认识论事件，因为它看到了抽象化最彻底的效果。准确来说，数学结构并不是按照纯

多（集合）的元素之间的运算关系来构建的，而是它们成为各种轨迹的网络中的“至高点”，其中，结构上的对应关系（同质关

系）是最原初的关系。在被绘制出来的宇宙中（这就是概念的使用），各种结构的结构，多不再是诸多他者中的结构：我们可以

说这是各个集合的范畴或者各个群的范畴，等等。

因为我在谈数学，我必须强调阿尔都塞之中存在着潜在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危险，这个运动更多是“有机的”，而不是

数学的。在阿尔都塞的文本中，事实上我们可以找到：

（１）数学从属于非数学的概念体系，“数学的形式化必须从属于概念的形式化”［１］１６３。
（２）将概念和定义等同起来，“……定义或者概念的地位问题”［１］７０。
这让我们有点突兀地返回到将数学作为一种语言的古老的意识形态之中。我们记得，科学的概念必然是一些未定义的

词汇，定义无非是引入了一些缩写的符号，结果，概念效果的规范性依赖于它所使用的符号编码的明晰性，即其潜在的数学

化，最后，在物理学中，在基础生物学中，数学并不是从属性和表现的，而是原初的和生产性的。

重读《纯粹理性批判》第２版序言：在这里康德在没有概念的情况下，增加了作为类似奇迹的独特之物的指数，这些奇
迹主宰着科学“在探索中”兴起，“一个人的快乐的思想所带来的革命”，“心中一道闪电”，等等。科学就是一个纯粹事实，在

这个事实下面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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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知识形式的生产理论就是一种实践上

的模式论。阿尔都塞（在他之前还有卡瓦耶

斯）所概括出来的概念哲学，十分强烈地将知

识的结构化领域的展现类同于没有主体的多元

超验领域。

最后，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想知道，在我

们所认为的阿尔都塞的一定范围内的认识论中

所蕴含的康德主义，与统治着阿尔都塞的一般

认识论的许多假设的因果关系上的斯宾诺莎主

义之间，是否可以兼容。换句话说，即ＭＤ的统

一的问题，甚至是将纯粹的单纯存在作为一门

独特的理论学科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在这一点上没有错：我们可以

在此意义上谈康德和斯宾诺莎，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有人压制了如下事实，即在表面上他们二

人非常接近：《伦理学》的第５卷中被压制的东

西，在那里人类共同归属于其最终根基，并在上

帝的理智之爱那里得到了恢复；而在康德的

《实践理性批判》中被压制的东西是，自由开启

了一条通往超越诸多现象的道路。有待思考的

问题是，这个一定范围内的、历史的、受到压制

的认识论，如何与结构效果的整体理论艰难地

衔接起来。或者说阿尔都塞，为了思考马克思，

必须在斯宾诺莎之内来理解康德。这就是一个

非常艰难的隐喻形象，在此基础上，我们或许可

以判定：在客观上，辩证唯物主义是否（重新）

开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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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Ｌｏｕｉｓ．Ｌｉｒｅｌ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Ｍ］．Ｐａｒｉｓ：

ＦｒａｎｏｉｓＭａｓｐｅｒｏ，１９６５．

［２］　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Ｌｏｕｉｓ．Ｌｉｒｅｌｅｃａｐｉｔａｌ（Ⅱ）［Ｍ］．Ｐａｒｉｓ：

ＦｒａｎｏｉｓＭａｓｐｅｒｏ，１９６５．

［３］　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Ｌｏｕｉｓ．ＰｏｕｒＭａｒｘ［Ｍ］．Ｐａｒｉｓ：Ｆｒａｎｏｉｓ

Ｍａｓｐｅｒｏ，１９７１．

·７３·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２月　第１９卷第１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９Ｎｏ．１Ｆｅｂ．２０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１９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２０１６０６１９００２６）

作者简介：雷金娜·罗特，女，德国勃兰登堡科学院 ＭＥＧＡ编辑部成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恩格斯文稿；张福公

（１９９０—），男，山东省滨州市人，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南京大学－约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

发展史、西方马克思主义。

引用格式：雷金娜·罗特，张福公．马克思论技术变革———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
证版的考察［Ｊ］．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１９（１）：３８－５４．
中图分类号：Ａ１；Ａ８１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５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３８－１７

马克思论技术变革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考察

Ｍａｒｘ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

关键词：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技术变革；

工业化

雷金娜·罗特１，［翻译］张福公２

Ｒ．ＲＯＴＨ１，［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ＺＨＡＮＧＦｕｇｏｎｇ２

１．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 ＭＥＧＡ编辑部，德国 柏林；

２．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要：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ＭＥＧＡ）的组织编辑过程中发现，《资
本论》的各个版本中马克思的某些说法不尽相同，这是因为他总是会寻找新的

资源方法来解决他在分析中所遇到的问题，这已为那些占了他思想遗产的很大

一部分的未发表的文献资料所证明。关于技术变革，马克思开始关注的是机器

的社会效应，即工人的失业和工作环境的普遍恶化，也考察了机器与经济之间

的关系，后又考察了机器的发展史，并对技术设备如何运行产生了兴趣；他还将

农业纳入考察范围，探究了自然科学的各种发现对于土壤栽培和家畜育种的改

良作用。此外，他还沉浸在对地质学、化学和数学的广泛研究之中。马克思的

这种开放性研究有时也会偏离他最初关注的问题和主题，发现新的研究领域。

这或许可以从他在１８５０年代早期和１８７０年代所做的摘录笔记中看出来。

·８３·



雷金娜·罗特，等：马克思论技术变革———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考察

　　［译者导言］雷金娜·罗特（ＲｅｇｉｎａＲｏｔｈ）

是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历史考证版（ＭＥＧＡ）的编辑部成员，长期致

力于从文献学角度对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的编辑

和研究工作。本文译自罗特发表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ｏｕｇｈｔ

２０１０年第 ５期的 Ｍａｒｘ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ｉｎ

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ｉｔｉｏｎ。原文初稿是为２００９年４月

在希腊塞萨洛尼基召开的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

（ＥＳＨＥＴ）会议提交的论文。中文标题略有改

动。本文基于丰富详实的文献资料，以《资本

论》及其手稿的写作过程为例，具体展现了马

克思在研究过程中的工作方法。此外，本文通

过详细梳理马克思的摘录笔记和零散手稿，揭

开了马克思从早期到晚期对工艺学、技术变革

和自然科学问题研究的神秘面纱，为我们重新

思考和把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

学批判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支撑。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１卷中指出：“现代

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

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

的。”［１］３９９１８６８年８月，马克思在为国际工人协

会（ＩＷＭＡ）撰写的一份决议草案中补充道：“机

器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

动制度创造着必要的物质条件。”［２］这表明，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中，技术变革占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追问这一立场的来源

时，我们发现，它是马克思对机器进行长期考察

的结果。若要追溯这些来源，我们不能只读马

克思公开出版的那些著作，因为它们没有提供

可以用来评判马克思工作的广泛基础。众所周

知，马克思自己只出版了《资本论》第１卷（１８６７

年），并在１８７２年的第２版和１８７５年的法文版

中做了两次修订，而另外两卷的出版工作则是由

恩格斯完成的，恩格斯利用马克思的手稿编辑出

《资本论》第２卷（１８８５年）和第３卷（１８９４年）。

因此，若想理解马克思关于技术变革的观点，其

全部思想遗产———其中也包括大量草稿、摘录和

书信等———都必须被考虑进来。

这里，首先我将概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历史考证版（ＭＥＧＡ）的组织与结构，然后介绍

马克思的工作方法，最近出版的几卷《全集》

（主要包括《资本论》第２卷和第３卷）就涉及

这一问题。事实表明，马克思经常修改他之前

写下的东西，因为他总是会寻找新的资源和方

法来解决他在分析中所遇到的问题。在接下来

的两部分中，我将阐述马克思１８４０—１８７０年代

的摘录笔记中对技术问题的研究情况，以及这

些资料在其手稿中被利用的情况。这里，我关

注的主要是马克思的工作方法，而不是他的各

种经济理论。而在得出一些结论性的评价之

前，我想顺带谈一谈政治，即１８６８年国际工人

协会就“资本家手中的机器的影响”这一主题

而展开的讨论。这场争论深受马克思及其技术

变革思想的影响。

　　一、ＭＥＧＡ中的马克思

相较于马克思的同时代人，今天我们借助

马克思的思想遗产来考察他的思想发展要容易

得多，而这要归功于人们对于马克思著作历史

考证版工作的不懈努力。最早的马克思著作考

证版是ＭＥＧＡ１，它是１９２０年代到１９３０年代中

期由大卫·梁赞诺夫依托在莫斯科刚成立的马

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而主持启动的工程。 直到

·９３·

 该工程出版了７卷的著作、草稿和文章（１８４４—１８４８年１２月）和４卷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１８４４—１８８３年），ＭＥＧＡ１中
有一卷没有进行编号，后来又出版了两卷（恩格斯的《反杜林论》［１９３５年］和马克思的《大纲》［１９３９—１９４１年］），原计划编辑
出版４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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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年代，这项工程才分别在苏共中央领导下

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

导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支持下得以恢

复。拥有大部分原始手稿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国

际社会史研究所同意与他们合作。１９７２年，他

们试编的一份样卷得到来自不同编辑项目的国

际编辑者们的一致认可。１９７５年，ＭＥＧＡ２第１

卷问世。１９８９年之后，由于需要制定一种新的

制度基础来推进编辑项目的实施，于是，５个研

究机构共同创立了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

它们分别是柏林 －勃兰登堡自然和人文科学

院、弗里德里希－艾尔伯特基金会、阿姆斯特丹

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

史档案馆和俄罗斯独立社会和民族问题研究

院。这些政治独立的机构在学术上对这个项

目负责，它最初由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

究所主管，自２０００以来由柏林－勃兰登堡自然

和人文科学院主管。现在，该科学院负责编辑

工作的实施，并协调来自德国、俄罗斯、法国、荷

兰、丹麦、美国和日本的几支研究团队的工作。

若要回到这些材料，只有借助这些版本。

譬如，１８４５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或者在

１９３０年代末和 １９４０年代首次出版问世的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政治经济学大纲》。自１９７０年

代中期以来，ＭＥＧＡ继续出版着那些不为人知

的资料即所谓的 ＭＥＧＡ２。在这个版本中，全部

资料被划分为４个部分：第４部分是全新的，收

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摘录、笔记和旁注，其中大

部分皆是首次出版，它们将在马克思的思想、概

念或主题的来源与形成方面提供更加详细的信

息；第３部分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同其他约

２０００余人的通信，即马克思恩格斯收到的所有

通信———其中大部分也是第１次出版；第１部

分包括除《资本论》之外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

作、草稿和文章，从中也可以发现新信息，尤其

是有关他们新闻工作的信息，比过去我们知道

的多得多的文章已被证明是出自马克思恩格斯

之手，而且，这个版本也将会把已出版的资料置

于新的语境之中，因为它详细考察了这些文本

的创作背景，譬如马克思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３－４］。

在ＭＥＧＡ２第２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

著作》中将会看到最多新收录的资料。只有

ＭＥＧＡ出版了所有不同的版本，其中既包括关

于单个问题的草稿或专题论文，也包括马克思

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作计划。新发现的资

料包括《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稿》（除《剩余

价值理论》部分之外），或者马克思在１８６３年

到１８８３年去世前这段时间内为写《资本论》而

准备的全部手稿：一是为《资本论》第２卷而作

的远超过１２本（５００页左右）的手稿（１８６４—

１８８１年）；二是为《资本论》第３卷而作的大约

１０本（８００页左右）的手稿（１８６４—１８７７／１８７８

年）；三是为《资本论》第２卷和第３卷而作的从

１８８３年至１８９４年恩格斯在准备这两卷本的付梓

过程中写下的各种手稿，总数超过１００页。而

且，ＭＥＧＡ２也出版了那些不易搜集的文本，譬

如，直到１８７５年马克思亲自出版的几个版本的

《资本论》第１卷。ＭＥＧＡ２中的一些《资本论》前

期手稿已经成为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ＭＥＣＷ）的文本依据，譬如，全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

年经济学手稿》和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写的《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ＭＥＧＡ２和ＭＥＣＷ中的

经济学手稿与印刷版见表１。

　　二、马克思：一位“修订大师”和收

藏家

　　下面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马克思为撰写《资

·０４·

 俄罗斯独立社会和民族问题研究院于１９９０年代末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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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在ＭＥＧＡ２第２部分和ＭＥＣＷ中的经济学手稿与印刷版

文献资料类别 文献资料完成时间 ＭＥＧＡ２印刷版位置 ＭＥＣＷ印刷版位置

经济学手稿
《大纲》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ＭＥＧＡ２ＩＩ／１ ＭＥＣＷ２８－２９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 ＭＥＧＡ２ＩＩ／３ ＭＥＣＷ３０－３４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１８５９ ＭＥＧＡ２ＩＩ／２ ＭＥＣＷ２９

《资本论》第１卷

手稿资料

１８６３—１８６４ ＭＥＧＡ２ＩＩ／４．１ ＭＥＣＷ３４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 ＭＥＧＡ２ＩＩ／６
１８７７ ＭＥＧＡ２ＩＩ／８

印刷版

１８６７，１８７２ ＭＥＧＡ２ＩＩ／５－８
１８７２—１８７５，１８８３，１８９０ 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０

１８８７ ＭＥＧＡ２ＩＩ／９ ＭＥＣＷ３５

《资本论》第２卷
手稿资料

１８６５ ＭＥＧＡ２ＩＩ／４．１
１８６７—１８６８ ＭＥＧＡ２ＩＩ／４．３
１８６８—１８８１ 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１
１８８４—１８８５ 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２

印刷版 １８８５，１８９３ 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３ ＭＥＣＷ３６

《资本论》第３卷
手稿资料

１８６４—１８６５ ＭＥＧＡ２ＩＩ／４．２
１８６７—１８６８ ＭＥＧＡ２ＩＩ／４．３
１８７１—１８８１ 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４

印刷版 １８９４ 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５ ＭＥＣＷ３７

本论》第２卷而准备的大量草稿［４］。首先，这些

草稿表明马克思从未对自己写下的东西感到满

意过：他一开始就为第１章写了５份草稿，围绕

同一主题又写了４个片段，其中每个片段在内

容上都有很大变化。他尝试用文字、数值举例、

变量和数字等几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譬如，在

社会资本层面创造生产资料过程中不变资本的

再生产过程或替换问题。为了考察资本的周转

条件，马克思提出不同的模型来推导随着时间

变化而可能出现的各种资本周转模式。为此，

他罗列了２２张表格来描述这种周转在不同工

作和流通阶段的发展状况。 在很多情况下，

马克思常常纠结于究竟应该用哪些概念和术语

来表述他的许多范畴，有时，他似乎是在用它们

做实验。譬如，在某一手稿中，马克思在表述

“流动资本”时用的是“ｆｌüｓｓｉｇｅｓＫａｐｉｔａｌ”（流动

资本）或“Ｂｅｔｒｉｅｂｓｋａｐｉｔａｌ”（经营资本），而不是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ｃａｐｉｔａｌ”（流通资本）。同时，“ｃｉｒ

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ｃａｐｉｔａｌ”这一术语也是在不同意义上被

使用的：作为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不断变化形

式的资本的高级概念，作为与固定资本相对立

的概念，或者是作为重农学派所说的“ａｖａｎｃｅｓ

ａｎｎｕｅｌｌｅｓ”（年预付）。

与分析很多问题不同，马克思在分析扩大

再生产问题时写过一份单独的草稿。这一草稿

是在马克思的最后一份手稿 （上面标有

“１８７７—１８８１年”）中发现的。［５］７９０－８２５在这里，

马克思还写了多个纲要来考察在再生产和流通

·１４·







在其中一种模型中，马克思将两种模型混合在了一起。恩格斯试图通过减少这些表格的数字来简化这种呈现，但是他

对自己的版本也不完全满意，并在后来的版本中做了批判。

出自马克思的１８６７—１８６８年手稿，参见ＩＩＳＨ，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７６：５６。
恩格斯决定使用另一术语即“流通资本”来表达这一高级概念，参见Ｍａｒｘ［１８８５］．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３，２００８ａ：５１６－５１８。这是

一种不同于马克思所描述的再生产模式的方法，参见ＭｏｒｉＫ．（２００９）的Ｓｉｘｓｅｃｔｏｒ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Ｃｉｒｃｕｉｔ：Ｍａｋ
ｉｎｇｓｅｎｓｅｏｆＭａｒｘ’ｓ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ａｔａ（该文初稿是为２００９年在希腊塞萨洛尼基召开的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ＥＳＨ
ＥＴ）会议提交的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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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不同部门的发展情况。有时他会发现诸

多他想要解决的新问题［５］７９０－８２５，８７３－８８１，有时，他

似乎因计算错误而感到气馁，并随之放弃研究

这个主题。从他的这份手稿的重要部分中，我

们也会看到马克思提出了一些假设和数值举

例，并试图描述一种积累过程。在他的手稿

中———至少在那些不是为出版而写的手稿

中———经常会看到，马克思———不像现代经济

学家那样———不会对他的数值举例的前提做出

明确说明。而这或许是在他的很多举例和非连

续统一的著作中存在较多错误的一个原

因。［５］８１０－８１４只有恩格斯看出这些图表可以被较

容易地改正———他在１８８５年的印刷版中就做

了这项工作，但他既没有提及原来的错误，也没

有说明从这些例子中得出的假设或结论，他只

是在例子的结尾指出总资本和总剩余价值都增

长了。不过，从恩格斯所举的例子来看，我们或

许可以把马克思称作思考均衡增长问题的

先驱。［６］４７４－４７７，５４３－５４５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份７７页的最后手稿

很难称得上是为出版而写的一份草稿，更多的

是一些在被遗忘之前写下来的思想观点的汇

编。这个文本结构混乱，它的第一个标题“第

三章（第二册）［Ｃｈ［ａｐｔｅｒ］Ⅲ（ｂ［ｏｏｋ］Ⅱ）］”可能

是后来被补加上的。［５］６９８，１６０９马克思经常用长横线

而非标题来划分他的各种思想。其他两个标题

是以“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预先）……”开头的，这表明马

克思是想将这些部分添加到其他草稿中的，而那

些草稿或者已经写好，或者尚未动笔。这个文本

的前１／４是马克思在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年看到欧根·

杜林的著作并支持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时写

的。但对于马克思是何时续写了这一手稿的剩

余部分，目前还不十分清楚。［５］１６１０

如果将《资本论》第２卷的所有准备草稿

和资料放在一起考虑，它们就呈现出这样几个

主题：一是细化对于扩大再生产的分析，其中包

括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危机主题；二是考察

不变资本在创造生产资料过程中是如何被代替

的；三是思考货币在再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而这些手稿中没有一份可以恰好用作《资本

论》第２卷的草稿，这对于在马克思死后整理这

些手稿的恩格斯来说是非常清楚的事实。

《资本论》第３卷的准备材料更是支离破

碎。现存的一份关于整册书的草稿上只标有

“１８６４—１８６５年”，并存在严重的缺陷和断

裂［７］。马克思是在纸上进行思考的。也就是

说，当马克思在检验过程中发现了其他与他之

前（比如在一段或一章的开头）的假设或想法

相对立的证据或材料时，他就会对它们进行修

改。譬如，在第５章中，马克思一开始提出一个

有关信贷和虚拟资本的观点，并表明将避免分

析信贷制度的真实运动及其产生的各种工具。

然而，在接下来的许多页中，他收集了很多与

信贷制度相关的材料，其中包括大量只是作为

观点和事实的汇总而尚未详细阐述的摘

录。［８］４６９，４３１，８５３随后，马克思多次指出第５章应

该就是信贷章。［９］而且，他在《资本论》第１卷

法文版中指出，信贷已经发展为一种促使资本

集中化的庞大社会机器，并在随后的一份手稿

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需要信贷来促进发

展。［５］３３５；［１０－１１］这些事实使后来的恩格斯确信

需要改变马克思手稿中的判断，因为这种详细

分析在他的工作计划之外。［１２］３８９在其他地方，

马克思也改变过自己的计划。譬如，在１８６４—

１８６５年关于《资本论》的草稿中就包含一个篇

幅很长的地租章，马克思没有使它单独成

册［１３］，或者将它用在自己的手稿中作为“对价

值和生产价格之差异的说明”［１３］１８６１。这一特点

同样适用于马克思对于世界市场和股份资本的

研究。１８５８年，马克思还设想在不同的著作中

来讨论这些问题，但正如福尔格拉夫所说，马克

思后来就想着把它们———至少是有关这些问题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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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思考———纳入《资本论》中，因为他可能

没有足够时间来单独著书分别论述它们了。［１１］

而且，就像在其他手稿中一样，马克思写下了大

量想法、评论甚至书目材料，而不管它们是否适

合他正在思考的主题。马克思用横线或方框将

它们与上下文区分开来。

《资本论》第３卷晚期手稿的绝大部分或

多或少都在探究从第１章开始就有所涉及的剩

余价值与利润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关注的是两

个重要问题：一是从价值水平范畴向价格水平

范畴的转化；二是决定利润率变动的规律。为

此，马克思为《资本论》第３卷的开头部分写了

至少４个草稿，而且还满怀热情地研究了利润

率变动和决定这一变动的主要因素。工资、工

作日长短或劳动强度的变化很重要，就像技术

进步及其对不变资本的数量和价格的影响很重

要一样。马克思通过对大量例子进行计算，即

把一个或多个决定性因素———可变资本、不变

资本、总资本、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利润、利

润率或资本周转———保持不变而改变其他因素

来探讨这些变化。１８６４—１８６５年，马克思没有

完成的第二个主题是关于地租的分析。马克思

重新整理了这一章的内容并做了笔记，以便梳

理出一个更详细的结构，同时对“剩余价值向

地租的转化”部分做个总结。［８］８１６－８１７第三个主

题是关于信用、利息、货币和资本的分析，如上

所述，它在很多方面仍是开放性的。而手稿的

这种状况正是恩格斯花了１０年才完成编辑工

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过详述马克思《资本论》３卷的特殊手稿

资料，我想强调的第一点是：马克思是一个“修

订大师”。这可以由马克思的几处声明来加以

确证。譬如，当他说这次最后修改仍然有待决

定哪些内容应保留下来正式发表，而哪些内容

应被省略［８］８３，或者当他１８６６年初告诉恩格斯

他的《资本论》３卷手稿已经完成时，他却再次

食言了。马克思这样做是因为除了他自己没有

人能够出版这一手稿。

我想强调的第二点是：相较于其他版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ＭＥＧＡ）提供

了更多的资料，这不仅包括上述提到的手稿，而

且包括其他类型的书面材料。如果我们看一下

ＭＥＧＡ收录的这些资料，会发现几个不同层面

的交流范例：第一个层面是马克思的手稿，它见

证了作者与自己和潜在读者之间的交流；第二

个层面是马克思的书信，它向我们展示了作者

与周围人的交谈内容；第三个层面是马克思与

同时代思想家的对话，其占据了马克思思想遗

产的很大一部分，包括他的摘录笔记、阅读书籍

和新闻剪报收集。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资本论》手稿在很大

程度上还处于未完成的状态，而这也就为恩格

斯留下了阐释的余地。在对马克思手稿进行编

辑的过程中，恩格斯重新组织和校对了一些段

落以便于读者的阅读。对马克思留下的草稿和

恩格斯编辑的印刷版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有

很多差异，有时候，这种差异表明：在作为作者

的马克思和作为编者的恩格斯之间，存在关注

点上的变化。

在《资本论》第３卷第３章关于利润率趋于

下降规律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这种转

变的一些迹象，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涉及关于

技术变革的讨论（参见本文第５部分）。首先，

正是恩格斯编排了这一章的结构———马克思留

下了４０页的手写稿，其中只有很少线索适用于

这样一种编排结构。也就是说，只有在马克思

·３４·

 现在，利用ＭＥＧＡ所收录的马克思留下的所有草稿、论文、笔记和恩格斯编制的印刷版来进行这种比较，就容易得多
了。首先我们拥有所有文本，其次我们可以用几种方法来进行比较，特别是罗列确定各印刷版中诸多段落的来源，比较标题

和结构，或者列出恩格斯的增加部分，以及比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版本之间的文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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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几段文字做了编号或者强调它们的开头时，

才算是提供了些许线索。譬如，关于６种“对抗

作用”［８］３０１－３０９的文段，还是恩格斯将马克思的

这一文本看作是对“内在矛盾规律的发展”提

供了一些“一般性思考”，并选择以“这一过程

将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快速瓦解”结束了

他的论述。［１２］２４３，１０７７－１０７８；［８］３１５；［１４］３６０顺便提一下，

这一表述在《资本论》第３卷中只是在讨论“资

本主义生产的瓦解”这一术语时才使用过。

“瓦解”或者马克思所说的“崩溃（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很少被使用。如果使用它们，也是与价格或信

贷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很多文段加上了

方框，以表明其中涉及的内容或讨论观点还需

要作进一步的思考。在其中一处，马克思考察

的是在何种条件下利润率会保持不变甚至会提

高。马克思对于这种条件的可能性缄口不言，

判定它们只是抽象的可能性，但没有明确排除

这种可能性。［８］３１９恩格斯在印刷版中插入了这

样一句话：“但事实上……从长远来看，利润率

会下降。”［１２］２２７

最后，恩格斯对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率提

高对资本构成的影响这一段文字做了修改，并

将它作为第３章的一个“补充性评论”。在增

补部分中，恩格斯指出并不是每一种发明都是

一种创新。［１５］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的结

论：一个资本家如果不使用节约劳动的机器，那

么他就没有履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

命”，即“提高人类劳动的生产率”。因此，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正逐渐变得衰老，而且已经越

来越超出它的时代”［１２］２５８－２５９。但马克思并没

有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做出这样的明确判断，至

少在《资本论》中没有这种观点。

在其他地方，马克思将利润率下降趋势看

作“一种真实的趋势”，并强调将这一规律与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起来非常重要。［８］２８６，２８８，４６７

而且，后来，在１８６８年４月３０日致恩格斯的信

中，马克思将这一趋势确认为“超越一切过去

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胜利之一”。但是，手稿和

印刷版之间的这些差异表明，马克思非常注重

保持论据与论点之间的平衡，从而总是不能决

定自己更倾向哪一方。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

的确考虑过“对抗作用”和利润率不变或增长

的情况。而这在他后来讨论利润率和剩余价值

率问题的手稿中也得到了证实。但是，他并没

有详细说明这些情况是否仅限于某一工业领

域，也没有说明哪种情况从长远来看会成为普

遍趋势。 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没有明确排

除这些情况，从而使问题始终保持着开放性。

正如上述所言，这种平衡在《资本论》第２卷和

第３卷手稿的几个地方都可以看到。譬如，在

信贷或地租问题上，马克思尝试用了不同方式

来建构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因此，马克思似乎

对于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合法性还存有疑虑，当

然这一点目前还尚未最终确证。同时，恩格斯

更倾向于给出明确的表述，因此，他有时候似乎

并不回避使马克思的表述尖锐化，只要它们符

合他所理解的“作者的精神”。［６］８，［１１］２７－２９

森贤治（ＫｅｎｊｉＭｏｒｉ）注意到另一个有关马

克思进行仔细考察分析的方式的例子，而它也

只是在马克思的手稿中而不是恩格斯所呈现的

印刷版中才能看到。在《资本论》第２卷阐述

再生产过程问题的手稿 ＩＩ中，马克思发展了一

·４４·





这里，马克思使用了一个在手稿中不常用的术语：“ｚｕｍＫｌａｐｐｅｎｂｒｉｎｇｅｎ”，可译为“ｂｅｉｎｇｆｏｌｄｅｄ”（被推翻）。因此，在某
种程度上，“资本主义生产的瓦解”这一术语是恩格斯的一种表述。

参见１８７５年马克思在最后一份手稿中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见ＭａｒｘａｎｄＥｎｇｅｌｓ［１８７１—１８９５］．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４，２００３：２９，
１２４－１２５）。在之前的一份手稿中，马克思在标题为“利润率的一般规律”的段落中讨论了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所带来的结
果（参见Ｍａｒｘ１８６７—１８６８．ＩＩＳＨ，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７１：１５－１６，１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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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非常详细的再生产模式，其中包含的不是两

个部类，而是６个部类。这一模式讨论了产品

在各个部类之间的转换，货币对于这些转换的

必要性，剩余价值在不同部类中的实现方式，以

及不同部类之间保持平衡的条件。马克思也追

问了这些过程在利润率达到均衡之后如何发挥

作用的问题。而在写了几行之后，他就中断了

写作，想把这一问题留待以后再做考察，但最终

却没有机会来完成。［５］４９５；［６］５４０－５４３；［１６］

　　三、马克思的工艺学摘录笔记

马克思很早就对技术问题产生了浓厚兴

趣。早在 １８４５年，他就已经在阿道夫·布

朗基《欧洲政治经济学从古代到现代的历

史》（第２版，１８４２年）一书的启发下研究了

安德鲁·尤尔和查理·拜比吉的法文版著

作。［１７］８，１０；［１８］ＬＸＸＸＩＩ－ＬＸＸＸＩＩＩ马克思在６个笔记本

的其中一个里面写满了有关“机器问题”的摘

录，这是当时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不过，在这

个阶段，马克思忽视了尤尔和拜比吉提出的大

多数真正的技术问题，譬如，关于机器和工具的

差异的讨论或者关于分工的详细考察。相反，

马克思首先关注的是经济问题：机器对于价格、

成本、出口或生产过剩造成了什么影响？其次，

他关注的是机器的社会效应问题：机器对工人

造成了什么影响？［１８］ＬＸＸＸＩＶ；［１９］２０－２１在 １８４５年 ２

月与出版商卡尔·列斯凯签订《政治和国民经

济学批判》（两卷本）的合同之后不久，马克思

就决定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将几本围绕贫困

问题来研究工业化的社会影响的著作包括进

来。［１７］４５７－４５８马克思考察了机器问题和工厂制

度，特别是认识到了机器对工人的失业、工作日

的延长和工作强度增加的影响。１８４７年，马克

思在反驳蒲鲁东的观点时第一次利用了自己的

摘录，同时附上了几段对尤尔著作的摘

录。［２０］；［１８］ＣＸＸＩＩ－ＣＸＸＩＩＩ由此可见，此时马克思既没

有打算详细地考察技术问题，也没有打算在

《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中单列几章来考察

这些问题。相反，他可能只是想在与之相关的

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中来讨论它们。

１８５０—１８５１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侨

居伦敦。他在大不列颠博物馆的图书馆开始了

广泛研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学的各个方面，但

又远远超出这一领域。马克思在１８５１年１０月

１３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对涉及文化史、

女性在不同时代和社会中的社会状况与影响、

工艺学、工艺学史以及农学［２１］等方面的著作做

了大量摘录。正如在１８４５年所做的那样，马克

思是在阿道夫·布朗基、安德鲁·尤尔［１７］４６０，５４０

和约翰·贝克曼对工艺学理解的意义上使用

“工艺学”这一术语的。马克思在其中一个笔

记本中写道，贝克曼第一个使用“工艺学”这一

术语来表示力学、物理学、化学与手工艺之间的

联系。马克思随后作了补充，认为这应该就是

“生产”。［２２］５０；［１３］１９３２后来在《资本论》第１卷第１

版中，当马克思在论述我们今天在德语语境中

所说的属于“技术”方面的内容时，他也是使用

的“工艺学”［１９］２０；［２２］Ｘ。而在《资本论》第１卷第

２版中，正如 ＭＥＧＡ２ＩＩ／６的编者所看到的那

样，马克思经常用“技术”来代替“工艺学”，同

样以形容词“技术的”来代替“工艺学的”。 当

然，马克思也经常使用其他术语来讨论技术过

程、工具或工序，譬如，机器、机构或劳动工具。

而技术变革则通常被他作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

一个因素而被讨论。［２３］

即使在１８５１年秋，马克思还在跟几个德国

出版商联系商量出版他的经济学著作，其中前

·５４·





实际上，马克思在１８４５年的《评李斯特》中就已经利用了他对尤尔的摘录。
顺便提一下，在第２３章的开头，马克思也用“构成”取代了“资本的技术构成”这个多少有些模糊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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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卷是研究政治经济学史的，第３卷是研究社

会主义的，第４卷是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这些计划是与上述提到的马克思的大量研究相

一致的。一方面，这些研究涵盖了德国的“工

艺学”文献，其中主要是 Ｊ．Ｈ．Ｍ．波佩的著作，

也包括约翰·贝克曼的著作和由卡尔·卡玛什

与弗里德里希·黑林翻译的安德鲁·尤尔的

《工艺学、制造业和矿业辞典》的德文版。在摘

录中，马克思集中研究了自中世纪以来的技术

发明史。同时，马克思对许多技术细节问题产

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主要包括磨坊、钟表和蒸

汽机［２２］ＬＶｓｅｑｑ，ＬＸＸ－ＬＸＸＩ。另一方面，这些摘录笔记

也包括Ｊ．Ｖ．李比希和Ｊ．Ｆ．Ｗ．约翰斯顿研究农

业化学、地质学和它们在农业中的实际应用的

著作。与早期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摘录相反，比

如，与１８４４年所做的经济学笔记相比［１７］４７２，［２４］，

此时马克思对技术问题的摘录表现出某种

中立的态度。他保留了原著作的篇章结构，

忠实地记录了原作者的观点，而没有任何评

论或批评。［２２］ＬＸＸＩＸ－ＬＸＸＸ；［１８］ＸＣＩＩｓｅｑｑ，ＣＶｓｅｑｑ

在所有这些研究中，马克思的主要兴趣似乎

是获得这些技术领域的基本知识。我们发现，马

克思详细摘录了大量关于各种物质的分解和分

离工序的内容，而且可能并不是为了在后来的手

稿中加以利用。同样地，在马克思对李比希和约

翰斯顿的摘录中也有许多关于化学过程和地质

过程的细致描述。这就容易给人留下这样一种

印象，即这些摘录主要是纯粹出于对技术细节问

题的真正兴趣。这样一来，马克思就使这些摘录

会被用在他的经济学著作中的哪些地方和如何

利用保持了开放性。［２２］ＬＶＩｓｅｑｑ；［２５］１７２ｓｅｑｑ，２７６ｓｅｑｑ，３２７ｓｅｑｑ

而且，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考察纺织

工业时继续研究了机器对工人的各种影响。

彼得·加斯克尔在《手工业工人和机器》中描

述了劳动人民的状况，他使马克思注意到纺纱

机的采用最初会提高对劳动的需求，但随之而

来的是大量工人被机器所代替。约翰·菲尔

登就在《工厂制度的祸害》中描述了工厂对童

工的日益增长的 需 求 和 他 们 所 遭 受 的

虐待。［２６］２７７－２７８，２８６ｓｅｑｑ；［２５］１０４ｓｅｑｑ，４３ｓｅｑｑ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主要目的

是为了探寻产业革命为什么开始于１８世纪的

英国。米勒认为，马克思在１８５１年对德国工艺

学的摘录中没有找到令其满意的答案，马克思

无论是对技术过程的研究，还是对发明史的研

究都没有获得令其本人满意的结果。［２２］ＣＩｓｅｑｑ

１８５６年，马克思又重新回到对机器的研

究。他开始计划把有关货币、信贷和危机的材

料从摘录中整理出来集中在一起。同时，他也

对尤尔的《技术辞典》（德文版）和波佩的《工艺

学史》中有关金币的物理特性的内容做了一些

摘录。［２２］１６９，ＬＸＸＸＶ而在此之前的几页中，马克思

也重温了他在１８５０年对另外两本有关铸币问

题的著作所做的摘录。［２３］在《大纲》中，马克思

多少利用了这些摘录，尽管不是系统地利用，但

对机器和工艺学问题做了比较广泛的评论。

１８６０年代初期，马克思开始对机器在经济

中的作用问题展开系统思考。马克思按照不同

的主题把先前摘录的引文整理到一个笔记本

中，并命名为“引文笔记本”。他给关于机器的

摘录加了两个标题，第一个是“劳动生产

率”［１８］９５ｓｅｑｑ，ＣＸＸＶＩＩ－ＣＸＸＶＩＩＩ，第二个是“机器”［２６］３２９ｓｅｑｑ。

首先，马克思将１８５１年笔记本中拜比吉的４段

引文与亚当·斯密的一些引文放在一起，并按自

·６４·





最终，这些努力还是在１８５２年失败了。同样地，他尝试为由布罗克豪斯主编的系列文集《现代》至少写一篇介绍英国
政治经济学现代著作（１８３０—１８５２）的文章的计划也没有完成。

马克思从早期笔记中引用了关于尤尔（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Ｓ．５６９，５７０）和拜比吉（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Ｓ．２５７，２９１，４８０，５６９，５９７）的摘
录，从《伦敦笔记》中引用了关于波佩（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Ｓ．７１８）和加斯克尔（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Ｓ．４７８，６９７）的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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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理解将它们归纳为分工和机器的本

质。［１８］ＣＸＸＸＶＩＩ－ＣＸＸＸＶＩＩＩ其次，他将涉及机器的社会影

响的引文集中在一起，其中的大多数文献表明机

器将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并通过增加换班或加班

来延长工作日。接着，马克思再次注意到彼得·

加斯克尔所描述的机器的经济社会影响。而这

次，马克思写了一篇有关纺纱厂的兴建带动了织

造业发展的文章，并以此论证机器是资本主义生

产的重要因素。正如米勒所指出的，马克思在其

他文本语境中既没有坚持这一观点，也没有否定

这一观点。而在后来的手稿中，马克思改变了自

己的想法，没有再用上述文章，但只是利用了其

他作者的引文。［２６］３０８ｓｅｑｑ，３３１ｓｅｑｑ

同时，马克思在一个笔记本中对许多书做

了新的摘录，并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标

题。 马克思在此之前已经读过其中的一些

书。以拜比吉为例，这次马克思读的是他的

《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１８３２年）英文第１版。

这些摘录看起来像是在整理完“引文笔记”的

相关内容之后写下的。马克思再次注意到拜比

吉对机器的３个组成部分的区分，并且摘录中

包含了此前笔记中没有考虑的各种主题。

１８６０年代早期可以看作是马克思思考“技

术变革的作用”这一问题的转折点。在此之前，

虽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这一主题的存在，也注意

到了它的潜在影响，但是，他只是在与之相关的

“纯粹”经济学问题中加以考虑。但随着他对技

术变革和一般技术过程的兴趣剧增，他迫切想要

解决有关机器、工厂、现代工业和工业革命的问

题。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中，马克思阐述了

相对剩余价值，并在这一语境中更细致地对技术

问题做了思考。在１８６３年１月２８日致恩格斯

的信中，马克思谈论了“有关机器的一节”。马

克思说，他重读了１８５１年的摘录笔记，并对手稿

做了大量利用，其摘录笔记中的大多数标记都是

这一时期做的。［１８］ＣＸＸＶＩ－ＣＸＸＶＩＩ；［２２］ＬＸＸＸＶＩＩｓｅｑｑ马克思

借鉴了拜比吉有关技术创新成本［１３］３０５－３０６，１６８１，１８６７

的观点，以及“作为使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发

生变革的因素的机器发展的条件”［１３］１９１４的观

点。马克思从拜比吉的机器定义即机器是由

一个中心动力推动的几种简单工具的集合开

始，在探寻工业革命的原因时，对机器如何从

中世纪以来的纺织业和其他工业中发展而来

做了一个历史性考察，并专门引用了波佩的

材料［１３］１９１５，１９１８－１９２５，１９２８－１９３５，１９４０。

为了详细阐明机器发明和发展的各种条

件，马克思又发现了有关机器的技术原理的新

资料。于是，他再次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对《各

国的工业》第２卷做了大量笔记。这是一本对

１８５１年伦敦世界博览会上所展示的各种机器

的汇编，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可能是由著名的发

明家和机械工程师詹姆斯·内史密斯撰写

的。另一资源是来自罗伯特·韦利斯，他是一

名发明家、机械工程教授和应用力学教育领域

的核心人物。马克思旁听过韦利斯在伦敦杰明

街的政府矿业学院给工人开设的课程。马克思

主要关注的是制造业工艺学这一个对工业和经

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机械分支。正如保利尼

所说的，经过这些研究，马克思对机器工艺学的

本质获得了卓越的洞见。［１９］２３ｓｅｑｑ当然，这些研究

也显示出马克思对技术过程、工具和工序的真

·７４·









参见ＩＩＳＨ，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９１Ａ这个笔记本上标有“ＨｅｆｔＶＩＩ”（笔记本七），因为马克思在它的前６３页上写下
了共占７个笔记本的《大纲》的最后一部分（ＩＩＳＨ，ｔｈｅ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４９）。

参见ＩＩＳＨ，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９１Ａ：１８４－１８５和温克尔曼 （１９８２：１０１ｓｅｑｑ，ＣＸＸＶＩＩＩ－ＣＸＸＶＩＩＸ），马克思没有用
１８３５年出版的该书的第４版，马克思在１８４５年读的该书的法文版是从１８３３年的英文第３版翻译而来的。

马克思主要是利用了波佩的《工艺学史》，而没有使用他在１８５０年代就已经读过的波佩的其他著述。
内史密斯也对１８４１年出版的《浅谈滑动原理导论》中的他和其他人的发现做了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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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兴趣。［１３］１９３５－１９４９，１９７９－１９８８后来在１８６３年春，马

克思重新阅读了约翰·贝克曼的那部阐述中世

纪以来的发明史的５卷本论文集，而且比１８５１

年要更加广泛深入。

在他的《补充笔记本》———这是１８６３年春

马克思对《资本论》的准备材料做了大量新的

摘录所形成的笔记本———中，我们可以看到马

克思也花很多时间关注了另一个主题：农业化

学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在《补充笔记本 Ｄ》中，

马克思首次对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

希于１８５６年出版的《农业的理论与实践》一书

做了摘录。在随后的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年，马克思

在写《资本论》第３卷第１稿———特别是阐述剩

余价值转化为地租的第６章———时做了一本厚

厚的笔记，结果，有关地租的这一部分“就几乎

构成一本书”［２８］。在这些有关不同国家的农业

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摘录中———其中很多内容都

被用在了第６章中———大约有１００页专门是对

李比希的摘录。马克思对农耕方法和谷物产量

之间的关系很感兴趣，特别是现代土壤施肥方

式与旧式耕作方法（比如轮作或排水）在效果

与成本上的差异，以及李比希关于人口供养的

思考等问题。 １８６６年２月１３日，马克思在

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李比希和其他化学家

的最新著作对于解决地租问题比所有经济学家

加起来还更重要。

在《资本论》第１卷中，马克思用了近六分

之一的篇幅论述了“机器和现代工业”。马克

思在过去２０年中所做的大量研究在这里留下

了痕迹，那便是他对查理·拜比吉和安德鲁·

尤尔的著述所做的摘录。当然，为了证明机器

对工人的社会影响，马克思也参考了更多最新

的资料，主要是议会调查报告和工厂视察员的

报告。［１８］ＬＸＸＸＩＸｓｅｑｑ，ＣＶＩ，ＣＸＸＸＶＩｓｅｑｑ在《资本论》第１卷

于１８６７年出版之后，马克思继续对农业改良问

题做详细研究，并阅读了卡尔·弗腊斯的几本

书。在其中的《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

二者的历史》一书中，他证明了一般耕作的破

坏性影响，正如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

所指出的：“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

由于砍伐树木等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结

论是：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

地加以控制（他作为资产者当然想不到这一

点）———会导致土地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

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２９］

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１０年里，在投身于国

际工人运动的政治事业和继续从事《资本论》

第２卷和第３卷的整理工作的同时，马克思还

开启了一个涉猎广泛、内容丰富的新的研究阶

段。其中很多内容都源自于上述提到的在《资

本论》中仍留有开放性的诸多空隙和问题。货

币、信贷和银行都是他的研究对象，地租和地产

亦是如此。马克思也深入研究了自然科学问

题，尤其是生理学、化学、地质学和数学等。这

些研究成果中大部分是他以前所做的大量摘

录，小部分是他读过的书目和以往的岁月积淀。

我们之所以知道马克思阅读过这些书，也是因

为他在多封通信中或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列出的

·８４·









这些摘录可以在所谓的《补充笔记本Ｄ》中找到（Ｍｕｅｌｌｅｒ１９９４）。马克思注意到工人被早期机器取代的几个事例，以及
在早期时代和社会中磨坊的改进细节。

参见ＩＩＳＨ，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９３：３７－４０。
１８６２年，马克思读了李比希的《农耕的自然规律导论》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参见ＩＩＳＨ，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Ｃｏｌ

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１０６：２９－１３５。
参见马克思１８６８年１月３日写给恩格斯的信：“我想从肖莱马（Ｓｃｈｏｒｌｅｍｍｅｒ）那里了解一下最新最好的农业化学方面

的德文著作……为了写地租章，我至少要对这个问题的最新进展有所了解。”

　马克思也重新读了波佩的《数学史》，参见ＩＩＳＨ，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１０７，１１１－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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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阅读或购买的书单中提及过它们。［３０］从目

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似乎表明马克思的研究

兴趣发生了转移。但实际上，其中一些研究从

最广义上来说仍然是与经济问题有关。譬如，

这可以从马克思对尤利乌斯·奥的《补充肥料

在国民经济和私营经济中的意义》一书的阅读

中看出来，该书是马克思的私人藏书之一。［３１］

尤利乌斯·奥明确表明肥料的经济效益是他的

主要研究课题，而马克思的边注则显示出他对

奥关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讨论很感兴趣。

其他研究表明———正如从１８６８年马克思对弗

腊斯的评论中已经可以看到的那样———马克思

感兴趣的是更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和科学问题本

身。在某些情况下，马克思在开始阅读时会有

一种隐性的经济学线索，譬如，当他在读几本有

关农业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时，他写下了这

样的标题：“农业 ＋土地价格，地租”。但随后，

他详细记录的却是地质过程和其他技术过程，

而没有进一步涉及经济学内容，正如马克思

晚年对自然科学的大多数研究的态度一样。［３２］

　　四、马克思手稿中的技术变革

虽然有关马克思的摘录笔记对其经济学理

论的影响问题在将来 ＭＥＧＡ２的相关文本可资

利用的时候还会更加详细地探讨，但在这里，我

想先谈一下自己对这一问题的一些思考。在

《资本论》中，诸如“技术进步”“技术变革”甚或

“工艺学”这些术语很少出现。然而，对于不同

形式的技术变革的考察却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在阐述积累过

程和利润率趋于下降时更是如此。在马克思看

来，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驱动力在于资本的增

殖即剩余价值的生产，更准确地说是剩余价值

生产的增长。那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生产

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被证明是更加有效的，而

且不会像绝对剩余价值的增殖方法（比如延长

工作日）那样很受限制。这些基本原理都是众

所周知的。通过考察分工、协作、手工工场和机

器，马克思发现这些形式节省了劳动或可变资

本。与此同时，不变资本———原材料、用于机器

制造的产品以及其他东西———却保持不变甚至

会增长。于是，资本的有机构成就提高了。马

克思洞察到，这会使作为剩余价值或利润与总

资本支出之比的利润率趋于下降。为了解释资

本家引入这些会降低他们的利润的新技术的原

因，马克思转向对竞争力的考察。通过考察，马

克思发现，那些使用可以降低成本的新技术的

资本家能够获得超额利润，直到其他资本家也

使用这种新方法。随后，产品价格会降低，并产

生较低的利润率。马克思将节省劳动的创新发

明看作技术变革的主导形式，而且他的很多阐

述进一步表明，技术变革的发展最终会损害资

本家的利益。然而，由于马克思没有更具体地

阐释这一过程，因而为从不同角度来阐释利润

率下降与危机理论或资本主义崩溃理论之间的

关系留下了空间。［３３］；［３４］１７７，１７９－８０；［１４］３１１－３７０

之前，舍福尔德借用斯拉法的价格理论分

析了不同形式的技术进步对资本构成、工资率

及其他方面的影响，由此表明，资本有机构成在

节省劳动的技术进步中会保持不变。因为在所

有部门中劳动的节省所降低的不只是最终产品

的价值，从长远来看，也会降低不变资本中诸要

素的价值。如果劳动的节省对所有部分的影响

是相同的，那么，产品的相对价值和生产资料的

相对价值就会保持不变。如果商品是根据生产

价格（无论是投入还是产出）来加以衡量的，上

述结果会同样出现。而且，“如果没有外部干

·９４·





马克思也对一段分析地租原因的文字做了强调，参见ＲＧＡＳＰＩ，ｆｏｎｄｓ１，ｏｐｉｓ１，ｄｅｌｏ６４２５：２８５，２８９，３０３，３０６－３０９。
参见ＩＩＳＨ，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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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并且不变的利润率能为投资提供“足够的

剩余”，那么，经济就有望“维持一个黄金时

代”。他还指出，“马克思自己已经担心可能会

出现资本节约型发展”。譬如，原材料的节省

将不断降低资本有机构成。因此，这一发现的

重要性在于机器的引入隐含着这样一种趋势，

即消耗更多材料的生产性消费。机器的引入不

会改变生产商品所需要的材料，但需要更多的

材料来制造机器。这样一来，资本有机构成就

会必然提高。

实际上，马克思的确注意到了生产资料特

别是原料的逆节省。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３

卷中就讨论了这一问题，并将其定义为利润率

下降的逆趋势。因为当原料的价值发生巨大下

降时，生产中原料的使用量反而会增加。基于

这些考虑，马克思也注意到有些因素会限制这

种逆趋势，这似乎是对舍尔福德引用过的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中那段关于原料的有限

性降价的文字的一种回应。 这也是马克思谨

慎地设法保持论据和论点之间平衡的又一例证。

１８６４—１８６５年，马克思写道：“［值得注意的

是……］不变资本的价值并不是以与它的物质内

容增长相同的比例而增加的……比如大量的棉

花……这对于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以及煤炭等

来说同样如此。［当然，也存在相反的因素，比如

某一动物或植物产品的价格上涨］。”［７］３０５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加了方括号的文字在

恩格斯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３卷中被省略

了。［１１］２３３，９５４尽管 １８８４—１８８５年以来恩格斯就

已经知道《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的存在，但没有

证据表明恩格斯了解其中包括这样一段文字：

“［……］资本主义生产从未成功过，将来也决

不会成功地用它控制纯机械过程或无机化学过

程的那种方式来控制这些过程，［譬如，动物的

有机过程］。”［１３］１８０９

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４日，马克思逝世。自１８８４

年以后，恩格斯反复翻阅了马克思的２３个笔记

本（《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的其中几本，并利用

马克思留在这些笔记本封面上的条目整理了一

个内容目录。在辨读了《资本论》第３卷的前

２３０页之后———马克思的评论是在第 ２１７

页———恩格斯在１８８５年３月８日写给劳拉·拉

法格（第一国际领导人之一、马克思的女婿）的

信中说，这一手稿的最重要部分已经在先前的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中得到解决了。然而，这

就留下了一个问题，即恩格斯是否看到过有关

“有机原材料的诸界限”这段文字，因为它是出

现在后来马克思重新回到对《剩余价值理论》的

详细阐述时他与舍尔比利埃的争论部分，而不是

出现在他专门阐述资本、利润和利润率的部

分。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详细说明了另一

种利润率下降的逆趋势，以及由于机器的使用而

带来的剥削程度的加深。这是与技术变革相关

的另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而这里的利润率下降

问题只是被顺带提及而已。［３４］１８１；［７］３０２－３０５；［１４］３２７－３７０

马克思是如何在手稿中利用这些摘录笔记

的呢？首先，他以一种历史性方法追溯了协作

和机械化发展为一种建立在用机器制造机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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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将它们看作“一种独特的操作”，即一种与工人不相干的、独立于工人之外的方法。这里以及接下来的关于《资

本论》第１卷的引用来自《资本论》第１卷的第２版（１８７２年），亦即马克思自己编排的最后一个德文版（参见 Ｍａｒｘ［１８７２］．
ＭＥＧＡ２ＩＩ／６，１９８７：３２２）。

参见Ｍａｒｘ［１８６４—１８６５］．ＭＥＧＡ２ＩＩ／４．２，１９９２：１１０－１６４，３０５；Ｍａｒｘ［１８６１—１８６３］．ＭＥＧＡ２ＩＩ／３．１－３．６，１９７６－１９８２：１８０９
－１８１０和ＳｃｈｅｆｏｌｄＢ．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ｏｒｍｓｏｆ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Ｊ］．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７６（８６）：８１７。

马克思经常使用方括号来标注观点、笔记等等。这里我用了双方括号来区分马克思的括号与编者的括号。

参见ＭａｒｘａｎｄＥｎｇｅｌｓ［１８７１—１８９５］．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４，２００３：３４５－３４６，１０２２－１０２３；Ｍａｒｘ［１８６１—１８６３］．ＭＥＧＡ２ＩＩ／３．１－３．６，
１９７６—１９８２：１５４４，１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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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生产之上的新体系所需要的各种条件。以拜

比吉的机器定义为开端，马克思考察了从工具

到机器的发展过程，并把波佩所描述的自中世

纪以来的技术运动与《各国的工业》中所描述

的更加现代的发展（比如滑动刀架和蒸汽锤）

结合起来。于是，马克思将不断增多的各种工

作机看作１８世纪产业革命的决定性因素，而不

是他在早期著作中所强调的、当时人们所普遍

认同的蒸汽机。［１］３６２ｓｅｑｑ；［１９］１２，２４，３４－３５马克思也指

出，一个行业中工作方法的变革会引起其他行

业发生相似的转变。［１］３７４－３７５

其次，在摘录笔记中，马克思强调科学对于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从而将科学

看作一种决定性的生产要素，但并没有阐明科

学对经济需求的完全依赖性。后来，Ｎ．罗森博

格对这一问题做了考察。［２９］而Ｃ．Ｊ．里科伊补充

指出，除了科学，实际经验的积累也被证明对于

机器发展具有本质作用。［３６］马克思的思考没有

局限于工业领域，他看到除了纺织工业，机械工

程、交通运输和通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

从他的笔记本中可以看出，农业中的技术变革

应得到更加详细的讨论。马克思的研究兴趣集

中在化学新发现对于耕作方法的影响方面，这

些方法对于他分析级差地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７］７６３－７６４，７６８，８３３同时，马克思也暗示了这些

方法的破坏性作用。［７］７５３；［１］４７５－４７７

再次，在《资本论》中，当先前在早期摘录

笔记中占主导地位的机器的社会效应问题再次

成为关注的焦点时，我们可以看到经济理论与

政治学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在马克思看来，

只有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才应该对工作条件

的恶化负责［１］３９９－４２４。在做总结时，马克思将

资本家手中的工厂制度看作是一种“对工人

的必要生活进行系统性掠夺”［１］４１３的工具。我

们从１８７７年秋马克思为计划中的《资本论》

第１卷的德文第３版和美国版所编制的一个

修订列表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持

久兴趣。 在这些列表中，马克思提到“机器和

大工业”这一章中的几处改动，譬如，经济危机

与技术变革之间的相互影响。 马克思也指

出，对工作条件进行法律监管与约束，将是大工

业的一种必然产物。虽然这种制度在很多方面

还不完善，但它们已经得到缓慢而普遍的强制

实施了，并提高了安全水平，也实际地缩短了工

作日。［１］４５６－４７５

　　五、马克思政治学中的技术变革

最后，我想探讨一下１９世纪的政治学，以

考察一下马克思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发展出来

的思想观念对其政治活动的影响。１８６８年 ９

月，国际工人协会（史称“第一国际”）在布鲁塞

尔召开第３次代表大会，讨论“资本家阶级手中

的机器的影响”问题。在１８６７年９月的洛桑大

会之后，国际工人协会巴黎办事处为布鲁塞尔

大会议程提交了一份提案，其中就包括工业中

的机器使用对工人运动的影响问题。１８６８年１

月，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上针对提

交给布鲁塞尔大会的问题做了公开论述。机器

及其影响被列为第２项议程，其次是信贷、合作

社、教育，然后是地产、矿场、铁路和其他交通基

础设施以及罢工。［３７］５３５，５３８－５３９，１８３５１８６８年 ７月，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一开始就讨论了这些问

题，而且马克思强调，本次会议要将机器及其影

·１５·





在这些列表中，马克思也注意到自己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的分析应该限定在西欧国家。马克思在１８７２—１８７５
年的法文版中修改了自己的表述，并在１８８１年３月８日写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信中确认了这一观点。安德森指出，这一改动
在恩格斯负责整理的《资本论》第１卷第３版和英文版中被忽视了。

马克思指出，经济危机对工人的影响会随着机器的引入而加重。他援引了美国内战期间美国棉纺织工业的一个事例。

他指出，据统计，在美国内战期间，新机器在棉纺织工业中引起大量的集中化过程，并导致５万多名工人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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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问题作为一个首要的和最重要的问题来

讨论。［３１］５７７

在讨论中，马克思指出机器的影响已经转

向人们所期望的反面：机器延长了工作日，而不

是缩短了工作日，女工和童工在机械工人中的

比例增长了。工人们经受着日益紧张的劳动强

度，变得更加依赖于资本家，因为他们不再拥有

生产资料———工人变成了他们的主人的奴隶，

很多工人都失业了。根据约翰·格奥尔格·埃

卡留斯所做的会议记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

是：他们“完全被杀害了”［３７］５８１，机器在农业中

的使用产生了不断增长的剩余人口，从而导致

“工资的降低”［３７］５８１。而那些支持机器的观点

没有得到多少回应。约翰·韦斯顿认为应该把

各个工业部门都考虑进来，而不应只考虑纺织

工业。他指出，在木材加工业中，机器缩短了工

作日，但并没有减少对劳动的需求。根据会议

记录，作为伦敦最著名的自由思想家之一，哈里

特·劳在会上指出：“机器已经使女性更少地

依赖男性……最终将把她们从家庭奴隶制中解

放出来。”［３７］５８５在同年８月１１日召开的代表大

会上，总委员会在决议中没有采用有关上述问

题的任何观点。相反，决议只谈到了被资本家

用来进行“独裁与勒索”的机器和作为废除雇

佣劳动之物质前提的机器之间的差别。这是对

《资本论》中关于“机器本身”与资本家手中的

机器之间的区别这一观点的一种回响。［１］３７５布

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都同意这样一种趋

势，即相比于资本家，机器的引入更不利于工

人，特别是由于工资的降低和工人的失业。最

后，大会通过了总委员会提出的决议。［３７］１８８４－１８８６

　　六、结论

在《资本论》第１卷临近出版之前，恩格斯

致信马克思表达了自己的担心：“你上一封信

中的某些说法确实引起我的怀疑，好像你又碰

到了一个意外的转折点，可能使一切都拖延到

不知哪一天去。”［３８］而《资本论》的各个版本似

乎也证实了恩格斯的这一担忧，并充分表明马

克思是一个“修订大师”，他总能发现新的资源

和其他有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他经

常会寻找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一个问题，而且总

是对他找到的解决方法感到不完全满意。这已

为那些占了他思想遗产的很大一部分的未发表

的文献资料所证明。关于技术变革，我们可以

看到，马克思开始关注的是机器的社会效应，即

工人的失业和工作环境的普遍恶化，也考察了

机器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后又考察了机器的发

展史，并对技术设备的运行产生了兴趣；他还将

农业纳入考察范围，探究了自然科学的各种发

现对于土壤栽培和家畜育种的改良作用。此

外，他还沉浸于对地质学、化学和数学的广泛研

究之中。马克思的这种开放性研究有时会偏离

他最初关注的问题和主题，发现新的研究领域。

这或许可以从他在１８５０年代早期和１８７０年代
所做的摘录笔记中看出来。不管怎样，马克思

最终还是对技术变革，以及它对资本主义生产

的重要作用做了详细分析，并强调了机器的普

遍应用的革命性影响和关键性作用，以及它通

过建构一种“真正的社会生产制度”而对劳动

者的解放最终所具有的积极意义。［３７］５８７当然，

他偶尔也会提到技术变革的破坏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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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生态辩证法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生态辩证法；

资本主义；

新陈代谢理论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１，布雷特·克拉克２，［翻译］刘顺３

Ｊ．Ｂ．Ｆｏｓｔｅｒ１，ＢｒｅｔｔＣｌａｒｋ２，［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ＬＩＵＳｈｕｎ３

１．美国俄勒冈大学 社会学系，美国 俄勒冈州 尤金；

２．美国犹他大学 社会学系，美国 犹他州 盐湖；

３．上海海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２０１３０６

摘要：马克思所提出的囊括人类、自然和社会三重维度的“新陈代谢”这一概念，

饱含着深邃的生态世界观，是生态哲学中的核心概念。这一世界观是劳动价值

论和生态价值论的有机统一，蕴含着独到的生态辩证法。在一定意义上，生态

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针对当前流行的那些企图淡

化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论诘难，有必要利用生态辩证法对其作出有力的回应，

以期重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生态辩证法的未来愿景是：创造一个可持续

的、共同发展的人类社会，使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可以合理调节人类—自然—社

会之间的新陈代谢，从而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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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导言］约翰·贝拉米·福斯特（Ｊｏｈｎ
ＢｅｌｌａｍｙＦｏｓｔｅｒ）是著名左翼美刊《每月评论》
（ＭｏｎｔｈｌｙＲｅｖｉｅｗ）杂志主编，当代西方生态学马
克思主义领域的领军人物，长期从事资本的生

态批判研究和相关约稿组稿工作。本文是作者

一贯秉持的“马克思具有深刻的生态世界观”

观点的进一步阐发和总结，作者首先针对马克

思生态学研究的一些突破性进展来展开讨论，

旨在说明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的深刻意涵；尔

后，作者试图对当前那些流行的、企图淡化新陈

代谢理论的观点，进行客观的批判性阐述；最

后，作者循序渐进凝练出生态辩证法在马克思

理论体系中究竟占据着怎样的核心地位。本文

不但对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生态世界观作了进

一步阐发，而且在全球性生态问题并未得到有

效控制的今天，自觉为马克思思想的“在场性”

提供了具有相当说服力的合理辩护。

　　一、问题的提出

那种认为“生态唯物主义构成马克思思想

基础”（这可在马克思的“生态代谢断裂理论”

中得到印证）观念的复兴，正在重新定义我们

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即站在新的角度

去界定资本批判与自然科学批判之间的关系。

对于那些秉持“马克思思想只是德国理想主

义、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与英国政治经济学相

互杂糅而形成的一种粗鄙复合体”观点的人来

说，这种复兴似乎令人吃惊。然而，曾在２０世
纪盛行的古典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正在被一种更

加广泛的共识所替代，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

史观与唯物主义自然观密不可分。个中缘由就

在于，他的理论不但关涉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且

还涵盖其对所处时代的自然科学革命的批判。

在乔治·卢卡奇看来，马克思的“社会存

在本体论”，根植于其把劳动观念作为社会—

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中介。在这种意义上，人

类的物质存在同时也是社会历史的和自然生态

的。而且，任何一种对现实的历史的理解，必须

聚焦到人类自然条件之间复杂的相互关联和相

互依存上。［１］正是基于这种总体性的综合方法

论，马克思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一种人类可持续

发展的过程：就是认识到为子孙后代保护地球

的重要性，以及触达人类自由和实现人类潜力

最大发展的必要性。因此，社会主义要求联合

起来的生产者，去合理调节自然与社会之间的

新陈代谢。可以说，马克思提出的自然界的普

遍新陈代谢、社会的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断裂这

些核心概念，事实上已逐步清晰地展现了他的

批判性的生态世界观。［２］９４９

马克思的这一方法论与其生态价值论存在

着紧密关联。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批判的核心，

是剖析代表着总体生产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

（价值是抽象劳动的结晶）之间存在的矛盾。

马克思极力强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然资源

被当作一件“自然馈赠给资本的免费礼物”，所

以它们不直接参与价值的生产。［３］基于此，他把

财富与商品价值区分开来，认为财富由使用价

值构成，被自然界和劳动共同生产出来。与此

截然相反的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价值／交换价
值的源泉是对人类劳动力的剥削。这样，财富

与价值的矛盾就成为资本积累过程的核心，并

与自然生态条件退化和破坏直接相关。正是资

本主义价值与积累过程之间的这种生态矛盾，

恰能解释走向生态危机或新陈代谢断裂的资本

主义制度趋势。这种制度对利润的狭隘追求

（且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正日益破坏支配着

一切生命的基本生态过程和社会再生产过程。

对于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和生态价值论的

“重新发现”及其在分析生态危机中的作用，已

经出现明显“不和谐”的趋势［４］。一些左翼学

者试图盗用马克思的社会新陈代谢理论，宣扬

原始社会的“一元论”观点，而其理论基石正是

诸如社会的“自然生产”和资本主义的“独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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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代谢”概念。［５］８０－８１这些观点，尽管受到马克

思主义的影响，但它们从根本上是唯心主义、后

现代主义和超社会建构主义概念，它们违背了历

史唯物主义生态学，并倾向于淡化一切生态危机

的严峻形势，甚至根本不把生态危机当作世界末

日或者重大灾难来看待。因为他们认为，生态危

机并不能仅仅归因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法则。在

部分左翼学者看来，面对地球灾难的时候，所有

的这一切都与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例外论和资本

中心主义存在着持续性关联。［５］１６９－１９２

接下来，我们将针对马克思生态学的一些

主要突破性研究进展展开简要讨论，这主要结

合马克思的生态价值论和生态危机因果关系来

探讨，并通过研究其新陈代谢理论的概念结构

来实现。之后，我们将对当前那些流行的、企图

淡化马克思“独到的新陈代谢理论”（体现着市

场内部逻辑）的观点，进行批判性综述。［６］１０－１９

最后，我们再来讨论和总结辩证法在马克思主

义理论体系中究竟有着怎样的地位。

　　二、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的概念

框架

　　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具有鲜明的复杂性，
不妨用Ｉ梅扎罗斯提出的马克思异化理论的
概念框架来作参照理解，因为异化理论是构成

马克思所有思想的基础。在梅扎罗斯看来，马

克思的理论呈现出“人类—劳动／生产—自然
界”的三角关系。人类必然通过劳动生产来调

节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然而，资产阶级社会

利用商品交换制造出一套整体的二阶调整关

系，这就导致出现一个更加异化的三角关系：异

化的人类———异化的劳动和生产———异化的自

然界，而异化的自然界叠加在前两者之上。资

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着力点在第二个异化的三

角形，它却无视异化的概念而认为劳动和生产

具有直接性；但在梅扎罗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

的自然科学，主要聚焦于（异化的）自然界与

（异化的）生产之间的关系，目的就在于彻底主

宰自然界。正因如此，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里，

自然科学的异化作用才得以凸显出来。梅扎罗

斯写道：“对于包括污染在内的严峻的‘自然异

化’现象，若不能充分发挥自然科学在此过程

中的积极作用，后果是难以予料的。”［７］９９－１１４

同样的概念性框架，尽管被视作充满生态

学意义，但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经济学

手稿（１８６１—１８６３）》）中展现得更加突出，即在
马克思对全球自然代谢、社会代谢与新陈代谢

断裂的研究分析中体现出来。在他看来，劳

动—生产过程应该被看作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新

陈代谢。因此，蕴含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关于新

陈代谢的一些概念框架术语，可表征为非异化

的三角关系（人类—社会新陈代谢—自然界）

的普遍新陈代谢。在这种意义上，社会新陈代

谢就是实际的物质生产活动构成人类（经由劳

动）与整个自然界即全球的新陈代谢进行物质

变换的重要中介，虽然具体的历史形式和发生

过程都存在着特定的差别。

随着与商品生产相关的二阶调节关系（土

地的减少与劳动向商品的转化）的出现，在基

本的新陈代谢关系中存在着叠加，表现为一个

异化的三角关系：人类异化—社会新陈代谢的

相互依赖的过程的异化（新陈代谢断裂）—自

然的全球新陈代谢异化。［２］９４９因此，正如青年马

克思在《对詹姆斯·米尔的政治经济学元素的

评论》中，把新陈代谢断裂称为资本主义制度

下人类物种活动“异化的调节”。［８］

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观日益推崇生态现代

化模式，因为它不得不解决由资本主义政治经

济与科学异化所造成的社会新陈代谢的断裂。

所谓的技术解决方案，诸如碳捕获与封存技术

等，通常被他们建议和采用，但事实上都没有触

及生态问题的制度根源。在资本主义仅仅把生

态矛盾移来移去的背景下，最终自然界的普遍

性新陈代谢断裂就会更加严峻，其影响远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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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生产过程，并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绝

对极限”问题。这种理论框架恰好构成马克思

生态危机理论的核心，其特别强调由生产制度

肇始的人类新陈代谢断裂。在广度和深度上出

现的日益严峻的生态挑战和生态灾难之结果，

正代表着资本主义体系市场制度的最终失败。

这种整体的概念性框架在马克思有关１９
世纪土壤危机的讨论中被清晰地呈现出来，他

以此为背景引入了“新陈代谢断裂”这一概念。

人类在整个文明史上一直从事农业，呈现出人

类—农业—土壤的三角关系。人类文明史上充

斥着很多转向非可持续发展方向的农业例子，

它们导致了土壤退化。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制

度下工业化和农业的发展，新的商品关系随之

出现，以定性的新方式破坏了这种恒定的自然

关系，因为必要的营养物质（如氮、磷、钾）不能

反馈给土壤，所以出现了农业生产中更加广泛

的、严峻的生态代谢断裂。这是一种“社会新

陈代谢过程中无可修复的断裂，而这种新陈代

谢是由生命自身的自然法则所规定的”［２］９４９。

为了解决支配着土壤再生产的自然条件的

中断问题———当然这也是资产阶级社会城乡之

间极端对立的产物，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的自然
科学家开始着手研究解决新陈代谢断裂的办

法，这一方面带来国际鸟类和硝酸盐贸易的出

现，另一方面又带来化肥工业的发展。鸟类和

硝酸盐贸易破坏了整个生态系统，并肇始帝国

统治战争的爆发。［９］工业化肥的发展，尽管有助

于创造用于战争的化学品，同时也愈加成为资

本主义扩张的重要载体。这种技术的解决方

案，显然忽视了造成异化自然和异化社会的深

层制度根源，反而导致巨量化肥的流失、水道退

化以及世界海洋死亡带的出现。因此，在全球

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化学化肥，驱使人类社

会和土壤的新陈代谢断裂向自然界中更加广

泛、更加全面的新陈代谢断裂扩散，逾越了全球

的生态边界，并破坏了生物圈的基本生物的地

球化学过程。［１０］７３－８７

倘若放到马克思的生态价值论中，所有的

这一切都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在马克思有关资

本主义制度下商品价值体系的理论诠释中（以

及在普通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财富由使用

价值构成，而一般情况下使用价值离不开与生

产活动相关的自然物质基础。相比之下，资本

主义制度下的价值（来源于抽象劳动）仅仅源

自于对劳动力的剥削，而缺乏任何自然物质基

础层面上的考量。因此，自然界被资本主义当

作一个“免费馈赠给资本的礼物”。这种生态

矛盾就产生了所谓的“劳德代尔悖论”。该悖

论以劳德代尔堡的第八个伯爵詹姆斯·梅特兰

的名字来命名，他是１９世纪初的一位古典政治
经济学家。劳德代尔认为，资本主义私有财富

（交换价值）的积累，一般取决于对公共财富

（使用价值）的破坏式开发，从而生成稀缺和垄

断，以满足积累过程的实现。［１０］５３－７２在这些条件

下，耗损公共利益的、加剧的环境退化正是资本

积累的固有后果，甚至成为资本进一步积累的

基础，因为一些新兴产业诸如废物处理产业，正

是为了应对所谓的环境影响而出现的。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极端的消耗制

度，这种制度在利用自然力量（包括被马克思

称为人类自身的“生命力量”）时是贪婪的。在

追求更多剩余价值的动机驱动下，资本主义促

使能源和资源的生产最大化，然后把所产生的

废弃物倾倒回环境之中。“‘我死之后，哪怕洪

水滔天！’，是每个资本主义者和每个资本主义

国家的口号。”［１１］３８０－３８１马克思的生态价值论的

特色就在于，它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

的退化与破坏，已被其商品生产制度所强化，而

这种商品生产制度是以对劳动力的纯粹计算为

价值法则的，但同时又把自然界视作一种无价

值的领域。

马克思所提出的自然界普遍新陈代谢的概

念及其与社会和生态再生产之间的关系，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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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他的朋友、革命同志和社会主义医生罗

兰特·丹尼尔斯著作的启发。丹尼尔期在

１８５１年的著作《小宇宙》中，运用流行的系统理
论中新陈代谢概念来诠释植物与动物之间的交

互关系。［１２］马克思在丹尼尔斯思想以及德国化

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著作的基础上，建

构并发展了自己的社会新陈代谢再生产和新陈

代谢断裂理论。［１３］在撰写《资本论》及随后的时

期内，马克思愈来愈注意到生态危机。在阅读

了植物学家卡尔·弗拉斯关于历经“类文明”

长期历史中出现的土壤破坏和荒漠化的研究之

后，他认为这个过程在很多方面仅仅强化和扩

展了资本主义制度，也因此使在异化劳动生产

过程中出现的现代制度变得“无可救药”。基

于此，马克思推断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破

坏代表着一种“无意识的社会主义趋势”，也正

是在这种意义上，需要对这种制度———资本主

义制度———进行革命性的瓦解。［１４］

因此，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新陈代谢的概念

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新陈代谢断裂的事

实，主张在面临资本主义退化的境遇下去“激

活”一种非异化的社会新陈代谢，并推动一种

实质平等、生态可持续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

的出现和发展。这些并没有脱离马克思对作为

一种剥削劳动力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

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反，在马克思的理论视

域中，资本主义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最初源泉

即土地和工人”［１１］６３８。

　　三、生态和社会一元论：自然界被

统摄

　　马克思社会新陈代谢理论的魅力就在于，
它较早引入并使用现代生态系统和地球系统概

念（二者均源自于新陈代谢理论），并且在社会

生态学内部，使这二者在形成期有着清晰的内

在联系。［１５］马克思的总体唯物主义方法论率先

使用了若干生态学概念，并在一些方面促进了

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生物学的巨大进步。而
且，马克思的生态批判理论，与他对资本主义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存在着紧密联系，仍是最成熟

的辩证法理论，以至于我们今天仍可用它来理

解资本主义在哪种程度上造成了劳动和自然界

的退化。

然而，一些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持左派传统

思想的理论家，却试图采取另一种路径，推崇生

态学维度上资本主义的统摄作用，诸如资本主

义应该被视为生命之网本身的组成部分。这种

社会一元论显然是对笛卡尔二元论的攻击。其

明显意图是，欲割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

学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之间的

关系。

许多秉持社会一元论的观点，携带着西方

马克思主义内部固有的断然拒斥自然辩证法的

认识论根源，这种认识肇始于卢卡奇《历史与

阶级意识》（一本到处自相矛盾和后来完全被

他自己否定的著作）一书中的一个著名注脚，

即他在这里质疑恩格斯的自然辨证法理论。［１６］

从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辩证法的探险》到

其他很多学者的相关著作的发表，蕴含在其中

的拒斥自然辩证法及“自然界仅仅是分析和自

然科学研究的一个客体”的观点，成为西方马

克思主义的一个典型特征，并成为他们的哲学

传统。这就强化了一种仅仅局限于人类、人类

世界和人类历史科学的唯心主义主客体辩

证法。［１７］

在这些思想家看来，“第一自然”（人类社会

之前的自然）已经被“第二自然”（被人类社会改

造后的自然）完全瓦解。［１８］６５－６９因此，自然界已不

再作为一种现实和本体论存在，在社会建构的

“混合体”中，自然界仅仅是一种虚无存在。［６］１５

他们不认为资本主义与生态学之间存在着冲突，

也不承认新陈代谢断裂的出现以及作为笛卡尔

“二元论”载体的自然界的异化。［５］４，１９－２０，７８，１５２任

何一种持有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必然破坏基本的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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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过程的观点，就被标签化为“世界末日

论”，被视作对自然科学家和激进生态学家的

指责，并当作社会一元论世界观的主要敌人。

秉持严谨的批判性视角就会发现，社会一

元论观点内部存在着明显的深层矛盾，包括那

种把社会决定论引申到“自然界消亡”的观点

也是如此。譬如，乔治·摩尔反对将自然与社

会相分隔的“二元论”，其理由是生态学马克思

主义蕴含着“一元论的关系视图”，在这里自然

和社会的“融合捆绑”意味着二者的统一存

在。［５］８５他认为“资本主义不管在多大程度上调

和与生态圈的关系”，然而资本的力量构建和

培植了“生物圈的资本主义过程化”。抑或，正

如他在其他地方所说的，“资本主义从整体上

内化了自然界的矛盾，但是‘生命之网’却内化

了资本主义的矛盾”［６］１２。在任何时候，自然界

仅成为资本主义的内在要素，实际上就消解了

自身的存在。

这些理论家最大的恐惧就是二元论。左翼

地理学家尼尔·史密斯和埃里克·斯温德杜夫

甚至声称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位二元论者。史密

斯断言：“考虑到马克思本人对待自然界的态

度，在他的理论视域中同样存在着自然界概念

二元论的影子，事实就是如此。”斯温德杜夫写

道：“社会和自然，或许已被马克思融合为一

体，二者成为了历史的、地理的存在，但是他又

把二者作为先验存在的独立领域。”［２０］４４６为了

克服他所说的马克思的“社会—自然二元论”，

斯温德杜夫以独特的“社会自然”形式提出了

一个包罗万象的杂交主义。

由此产生的荒谬现象，便体现在摩尔所推

崇的重要地理学家布鲁斯·布劳恩对西方马克

思主义生态经济学家埃尔马·阿尔特瓦特的批

判指责中，因为后者依据物理学理论坚持在他

的研究中运用热力学第二定律。［２１］显然，摩尔

违反了自然科学：“‘熵法则’在能量和生产的

特定形式下发挥作用。它并不是由抽象的生物

圈来决定的。从历史性自然的角度来说，熵是

可逆的和具有周期性的，但是在特定文明的逻

辑内，要受制于上升的熵。”［２２］然而，怪诞的社

会一元论观点认为，熵要听从社会的安排，因为

人类社会能够逆转和回收熵，从而能够回转或

弯曲“时间箭头”。

这些左翼思想家甚至还把人类从自然界中

剥离出来，认为“自然界及其衍生物‘环境’和

‘可持续性’，是‘空’的符号”［２３］３０４。尽管“作

为历史产品的自然界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基

础，但是社会关系却生产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的历史”［２０］４４６。在这种本质上反环保主义的视

域下，受后马克思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术语的影

响，激进的环保主义者（包括整个绿色运动组

织在内）被批评不应该持有“自然与资本主义

社会之间存在冲突”的观点，且被说成倾向于

“虚幻的想象”，滋生了“生态恐惧”，即认为“为

了避免内在的灾难，有必要对资本主义这种阴

云密布的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２３］３０８－３０９。史

密斯斥责了那些气候科学家，因为他们“试图

区分社会（人为）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这种认

知不但是“一个愚人的辩论，而且是一个愚人

的哲学：在自然与社会之间留下了巨大的鸿沟，

即自然界在一个角落，社会在彼此分开的另一

个角落”［１８］２４４。

史密斯和其他左翼思想家针对气候变化的

讨论和行动所持的整体怀疑主义态度，实质上

表现出对现状的默认和对环境议题的疏离。摩

尔把他所说的“绿色唯物主义（他所使用的生

态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术语）的新陈代谢崇拜”，

归因于地球系统的“生物物理”概念。不仅史

温吉道甚至阿兰·巴迪欧和斯拉沃热·齐泽克

都认为，“生态已成为群众的‘新鸦片’”，而且

这个论断被他们一再逐字强调。［５］１５

在回避生态科学的时候，摩尔警告说不要

形成“对自然极限的盲目迷恋”［５］８０。与一些世

界主流的气候科学家的观点相反，作为人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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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气象学家、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

鲁岑提出的概念，指地球的最近代历史）工作

小组的成员，他断言，“人类（人类社会）并不能

去统治自然力”。相反，他认为资本主义显然

具有无尽的能量，“突破看似不可逾越的‘自然

极限’”，因此，在与人类世相关联的星球界限

中，并没有真正的代谢断裂，这就意味着“没有

理由去担心”［２４］。最糟糕的是，这种制度（资本

主义）对自然界的滥用，最终必然造成自然资

源成本的增加，这就为资本带来了底线问题，原

因就在于“廉价自然”愈加难以觅到。［５］１１２－１１３资

本主义制度自身被视为一种“世界生态学”，它

在“生命之网中得以展开”，无论何时何地，它

都有能力不断克服经济稀缺。［６］１６－１７

摩尔欲采用“生命之网”这个术语来表明

他正在重视的生态问题。然而，这个短语主要

被用来说明“资本主义对自然具有包容性”的

一个隐喻。无论是在自然还是在社会意义上，

世界从整体上被简单描述为一种相互联结或勾

连的关系集合，在该集合中，资本占据主导地

位。摩尔的这种理论立场在很多方面与坚持生

态现代化战略和“绿色资本主义”的学者相似，

认为通过把自然内化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就

能够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即把一切都纳入

到市场逻辑中去。［２５］

这种分析拒绝接受劳动异化、自然异化和

社会新陈代谢断裂之类的质疑，试图调和异化

的人类与异化的自然之间的矛盾，并使现存的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合法化。摩尔无视马克思有

关“社会新陈代谢相互依赖过程中的断裂”思

想的复杂认知，反而把这称为“能量的单一代

谢”［５］８３。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新陈代谢断裂，

而在于新陈代谢转移，……新陈代谢成为识别

转移（临时的和具体情况的）而非断裂（累计分

离）的一种途径”［５］８３－８４。与史密斯的“资本主

义驱使自然界的统一性”相一致，摩尔完全否

认了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与自然之

间的社会新陈代谢被“异化调节”的理论。［１８］８１

在社会一元论思想家的单维视角中，研究

自然—社会之间关系的相互渗透、交互和调节

是毫无道理的，自然循环过程不被认为是相对

独立于社会的，甚至认为通过抽象力仍然被归

入社会内部，因此，自然界不再被视作合法的研

究主体。在自然与社会之关系的复杂辩证法

里，我们只剩下一种“辩证的混合体”，在这个

混合体中，现实被社会化地建构为一系列物质

或过程的集合体［５］１３，３７，７６，７８。对于摩尔来说，世

界生态的概念仅仅意味着大写的资本被镌刻在

一切事物之上，它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之网”，

只不过是一堆商品的集合。于是，地球系统的

概念就被轻描淡写地消解了。

与此截然相反的是，马克思明确认为，自然

与社会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彼此不能也不应该被

归入到对方那里。这并非意味着要在一元论和

二元论之间作出选择。相反，作为一种开放理论

体系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提供了唯一有意义的

可用来研究分析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因为唯物

主义辩证法聚焦于调节手段、总体性，以及兼顾

到现实和综合层次的异质性特征。［１］１１９－１２４此外，

这不可能仅仅通过苦思冥想来实现，而应在源自

真实的物质关系下完成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四、辩证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的重

新统一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深切关
注着如何解决自然的异化问题。他写道：它

“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

质变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

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

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

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

的发展”［２６］。

马克思关于自然的普遍新陈代谢、社会新

陈代谢和新陈代谢断裂的理论框架，恰好为解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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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这种分离提供了办法。这种理论框架作为一

种开放的自然辩证法的基础，能够解释内部与

外部的相互关系，阐明自然的异化与新陈代谢

断裂甚至自然界普遍新陈代谢断裂的出现如何

与资本制度相互交织耦合。

社会新陈代谢涵盖人类劳动和在更大范围

内与生物物理世界相关的生产活动。在马克思

看来，劳动是人类与自然之间一种必要的“新

陈代谢交互”［１１］６３７－６３８。在他之后，卢卡奇解释

说，劳动“是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

谢”，因为这些新陈代谢“是人类社会再生产的

基础，并且是不可逾越的先决条件”［２７］４４。他注

意到，“不管劳动过程发挥出多大的变革效

果……自然边界只能后退，但绝不可能消

失”［１］３４。马克思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

变换，是生命自身和社会得以存续的永恒条件，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

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

物质变换的过程”［１１］２８４。

资本主义的兴起，带来了与商品生产的具

体形式和无止境的追求资本积累相关的且特点

鲜明的二阶调节。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不仅异化

了人类和生产过程，而且也异化了自然界自身。

如前所述，对此人们采取了一些异化调节的措

施，但造成了社会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断裂。

因此，生态危机在社会新陈代谢的交互过程中

显现的断裂，抑或只有通过辩证批判实在论才

能得到彻底解决。［２］９４９－９５０

人类只要积极参与劳动和生产，就处于与

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过程中，也即获得了“第

二自然”的存在形式。然而，自然的普遍新陈

代谢在更广泛、动态和普遍意义上仍然存在。

辩证唯物主义要求全面兼顾到内部和外部关

系，而不是把分析仅仅局限于内在动力。这就

引出了开放辩证法与封闭辩证法之间存在区别

的关键性问题。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指

出的：“这个辩证法的概念（在定冠词意义

上）———作为哲学意义上或者的确作为唯一哲

学意义上的辩证法———很明显把你置于这种位

置：辩证法适用于一切……西方马克思主义或

许能被划归为维多利亚时代，即体现新科学的

‘真理即成事实’精神；我们只能理解我们所做

的，因此我们只认识历史而非自然界本身，因为

后者正是上帝所负责的东西。”［２８］

相比之下，唯物主义辩证法本质上是开放

的而非封闭的，它拒斥封闭：不存在完全脱离自

然的人类领域，当然也没有上帝的领域。从唯

物主义与现实主义视角来看，甚至强调环境的

动力也是不可能的，尽管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

义同样拒绝接受自然的辩证法。卢卡奇在其

《社会存在本体论》“马克思”这一章中（后来以

英语独立出版），试图重新整合马克思的思想，

他认为：“对于马克思而言，辩证认识论只具有

近似的理论特征，这是因为现实包括物质复合

体的持续相互作用，该复合体位居内在和外在

的异质性关系中，并且它们自身是通常异质性

成分的动态合成体，以至于有效元素的数量是

可以无限的。正是在此意义上，知识的近似特

征并不主要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尽管它也会去

影响认识论；相反，它是对知识本体论的反思；

客观因素的无穷和异质性以及这种形式的主要

结果即科学法则只能在现实世界中作为一种倾

向来实现自己，必要性也只有在与反对力量的

纠缠中才能得以确证，也只有通过无数事件所

发生的调节关系来实现自我。”［２７］１０３这表明：为

了拒绝新陈代谢断裂的概念和“替代束”概念，

“双重内在性”和资本主义设想的自然界统一，

就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退回到前黑格尔时期的唯

心主义，这是一种类似于莱布尼茨体系的投机

哲学，坚持着“无窗”的单子论思想和静态的

“世界最美好的地方”理论。［５］１最近流行的社会

一元论和混合主义概念把此作为拜物教迅速登

场的基础，并被用于重新考量社会理论，以期实

现非批判的现实主义。这就带来了阿尔弗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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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怀特海所说的“错置具体性的谬误”之

瑕疵。［２９］

对于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娜欧

蜜·克莱恩客观地指出，“地球吸纳全球资本

主义贪婪的新陈代谢污秽副产品的能力，正在

遭遇透支”［３０］。资本主义的强大破坏力，正在

驱使大气中温室气体的逐步积累，这种积累与

其他因素造成地球系统中新陈代谢的人为断

裂，这远远超出直接的社会生产所造成的生态

影响。全球气候变化正在造成海洋酸化，它对

海洋钙化产生巨大影响，而海洋钙又需要使用

更多的能量才能生成，以用于地壳和板块的形

成。［３１］物种是广泛生物网的基础，因此一旦它

们受到刺激，就会在生物圈规模上产生大范围

的影响。此外，海洋变暖和酸化正在导致珊瑚

漂白化和坍塌。这些发达的珊瑚生态系统，在

生成营养丰富的海洋环境与维持海洋生物多样

性方面，发挥着中心作用。［３２］海洋酸化被认为

是以前生物大规模灭绝的驱动因素和当前生物

大规模灭绝的一个肇因。

基于此，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的概念框

架，就成为理解与资本主义相关的地球系统新

陈代谢断裂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尽管资本主

义试图通过技术修复手段来应对这些生态断

裂，但是所有这些都将导致自然界新陈代谢范

围内积累的结构性危机，因为构成资本主义内

在矛盾的东西并未消失。［３３］马克思警告说，人

类历史可能被破坏生命基础的一种异化的新陈

代谢所摧毁和阉割。［３４］考虑到英国殖民主义正

在导致爱尔兰新陈代谢断裂的极端案例，他认

为在这些可怕的条件下，“毁灭或革命就是

标语”［３５］。

在马克思对资本和异化的新陈代谢批判

中，隐含着新陈代谢恢复的肯定性认知，即运行

在“人类存在的永恒自然条件”之中的非异化

的社会新陈代谢。［２］９５９要实现新陈代谢恢复，需

要阻止“私有财产与劳动之间的社会对立”，根

除资本统治制度的异化。［７］１１３这种以唯物主义

为底色的理论，有助于促进一种复杂的动力学

分析观点的形成，明确生产活动如何在更大范

围内的生物物理世界中被引导和治理。正如批

判现实主义者罗伊·巴斯卡尔所认为的：“仅

仅在第二自然遵循第一自然所施加的必要约束

时，我们人类才能作为一种生物而存在。尽管

第一自然总是被历史地调节，但是我们不能也

永远不会逃脱它。”［３６］

早在１９世纪，恩格斯就强调，“自由不在于
在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

些规律”。事实上，“真正的人的自由”需要“同

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３７］。马

克思主义生态辩证法及其价值论的核心要义就

在于：构筑一个可持续的、共同进化的生态愿

景，据此，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调节自然与

社会之间的新陈代谢（物质变换），以推动人类

未来的不断进步。这也正是马克思本人最深刻

的、最具革命性意蕴的社会主义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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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能够克服其困境吗？
———关于欧洲当前政治问题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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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华莱士·普雷斯顿１，张慧卿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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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伯明翰大学 政府与社会学院，英国 伯明翰；

２．江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镇江 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从上个世纪下半叶开始，经过５０多年的努力，欧盟把经过一战、二战而四
分五裂的欧洲国家团结起来，欧洲得以非同寻常、持续和平地发展，人们有理由

庆祝欧盟所取得的成就。然而，在过去１０年中，欧盟却遭遇了一系列危机：欧
元设计所存在的问题；对邻国乌克兰的内战，欧盟诸国无法达成共识；对内部移

民问题的焦虑；英国脱欧所引起的震惊，等等。这一系列危机使得欧洲一体化

进程更为复杂，也面临更多问题：联盟关系的削弱、民众情绪的反向发展、合作

机制面临的巨大压力、民族主义复兴所激起的公众对其他成员国的敌视等。欧

盟的前景似乎很暗淡。但欧盟依然有着健全的制度体系、高效率的中央机构、

可靠而又诚实的雇员，以及为欧洲一体化提供动力的坚实的道德和政治根基。

只是其“使欧洲更加一体化”目标的实现，还有赖于欧洲政治精英快速的做出切

合实际的反应。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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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欧盟建立了不少强有

力的政治机构，如欧洲理事会、欧盟理事会、欧

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中央银行、欧盟法院

等。欧盟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

色。如今欧盟是世界主要经贸区之一，是财政

规则、贸易规则、环保规则等国际准则的主要制

定者之一，欧盟成员国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

体创立了基本的制度框架，并且为建立防卫机

构耗资巨大，人们有很多理由庆祝欧盟所取得

的巨大成就。然而，在最近１０年，欧盟遭遇了

一系列危机，精英的诉求在增长，公众的支持在

削弱，这些危机累积起来，导致了精英阶层的冲

突，降低了公众对欧盟的支持。过去几年，在右

翼民族主义和权威主义政党的影响下，法国、荷

兰、意大利、波兰等国都出现了反对联盟的声

音。这一倾向在２０１６年的英国脱欧公投中有

了进一步的发展，公投的结果是５１．９％的人赞

成脱离欧盟，４８．１％的人赞成留在欧盟。

这些危机的累积性影响意味着：或者欧盟

的精英们将采取补救性行动，或者欧盟一体化

将被削弱。就前者而言，舆论界通常建议：对欧

盟体制机制进行重新设计，以及确立与之相伴

的技术领导的政策立场（建立一个成熟的中央

银行，从而使经济从整体上恢复原状）；加强核

心国家间的政治联系（为建立一个真正的欧洲

联盟迈出第一步）。就后者而言，一个逐渐削

弱的欧盟，其不同的组成部分会慢慢地分道扬

镳，甚至会出现明显的分化（欧盟将分化为东

欧、南欧、斯堪的纳维亚等部分，另外，至关重要

的，在西欧将有一个以德国、荷兰、奥地利为中

心的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区域出现）。到目前为

止，精英阶层几乎没有加强联合的愿望，而且对

现状（机制、政策、所宣称的目标）忧心忡忡。

在不久的将来，欧盟有被精英阶层短视主义统

治的危险，从而可能会无所适从。本文拟在对

欧盟的制度架构、财政危机、乌克兰危机、移民

问题、英国脱欧等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欧

盟的未来进行展望，以求教于学界。

　　一、欧盟的制度架构

亨利·基辛格曾说：当涉及欧洲问题时，不

知道该向谁求助。欧盟是一个“五亿人俱乐

部”，其政治制度不仅是复杂的，而且是令人迷

惑的。究竟谁掌握权力是不清楚的，谁在承担

责任也是不清楚的。权力和责任分散在欧盟的

不同机构之手。另外，分布在成员国甚至亚国

家地区的政治和行政机构的权力和责任也不明

确；而且在更广泛的规模上，这些机构属于国际

社会另外层次的权力和责任主体。关于国际机

构让人困惑的指责经常存在，现今这一批评指

向欧盟：它不单单是一个多边国际组织，但它又

不足以形成一个民族国家。［１－３］

撰写欧盟章程就是意在通过提供一个连

贯性的章程文件，解决向谁求助的问题。经过

多次协商，《欧盟宪法条约》于 ２００４年通过。

这一条约首先经过精英阶层的同意，接下来需

要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可。但是２００５年，法国和

荷兰在公投中以绝对多数否决了这一条约。由

于这两国是欧盟创始国，它们的投票至关重要，

撰写欧盟新宪法的计划被否决了。

尽管遭受这一挫折，但经过技术性处理之

后，这一条约于２００７年被重新贴上标签，称为

《里斯本条约》，并付诸实施。然而，随着这一

政治—司法实践的展开，许多长期存在的争论

又被提起，这些争论涉及欧盟的性质、未来与合

法性。对于如何解决这些争端并没有达成共

识，因此争论还在继续。

·６６·

 由ＶａｌｅｒｙＧｉｓｃａｒｄｄ’Ｅｓｔａｉｎｇ所领衔的委员会，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制定《欧洲未来协定》，其成员来自各成员国和布鲁塞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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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欧盟的性质

首先，关于欧盟的争论是从人们长期以来

关注的问题即如何描述这一组织开始：欧盟是

什么类型的组织？有什么样的目标？其中有两

种主张：一种认为欧盟是超国家组织，另一种观

点认为欧盟是一个国际组织。前者暗含的终极

目标是一种政治联合，后者意味着其成员国的

入盟仅在于满足彼此的利益。

这一争论涉及两个方面的现实问题：一是

成员国对联合目标的承认程度；二是布鲁塞尔

欧盟中央机构的作用。如果成员国承认联合的

目标，那么，它就需要布鲁塞尔欧盟中央在促进

这一目标实现中发挥积极作用。如果某个成员

国不承认这一目标，欧盟中央在追求这一目标

时又不够积极，那么这一目标就是不可接受的。

许多评论者认为德国认可联合的目标，有

时被看成是对１９３３—１９４５年灾难［４］后路径的

体面回归。近年舆论界认为德国严格遵守欧盟

政策，尽管有些政策对其他成员国会造成显而

易见的损害，特别是像意大利、希腊、西班牙这

样的地中海国家。

许多评论者认为，法国明显不承认联合的

目标。因为最初的欧盟只有６个成员国，而且

具有非正式的联合领导者，因此法国精英倾向

于承认“欧洲的国家”（戴高乐６０多岁时的理

念），而不仅仅是联合的欧洲。最近的评论没

有发现法国精英试图改变他们这一观念的强有

力证据，他们的不情愿加深了德国精英的疑虑。

德法作为联合领导者、欧洲引擎，似乎不再能发

挥他们之前所发挥的作用。

许多评论者认为，英国是联合的敌视者

（除了在贸易和财政问题上），英国曾经被称为

是半独立的。这一背景在英国丧失帝国地位进

而依附美国的双重过程中得以体现。从全世界

的角度来看，欧洲被视为第二好的选择。 英

国脱欧公投体现了英国精英和民众在欧盟目标

上的矛盾情绪。对于所有的成员国来说，存在

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混合，前者指向短期的

经济利益，后者更多地关注未来。

２．布鲁塞尔机器的本质

评论指向了对欧盟运行机制、效率、可靠

性、诚实度的长期关注。有评论指出，布鲁塞

尔欧盟中央远离欧盟民众，而且以技术专家治

国的方式运行。像之前所指出的，对欧盟中央

的机构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认识并不明确，因此

人们期待专家治理的模式（传说中的政治中

立）。因此，布鲁塞尔欧盟中央非常小（雇员很

少），它的行动方式由其成员国所指引。因此，

如果说它远离民众，那是由成员国构建它的方

式与委托给他的任务所决定的。

还有评论认为，布鲁塞尔欧盟中央是腐败

的，并举出了许多例子，如雇员工资的疯涨、议

员过高的费用、官员的有偏见的招聘、对于庞大

支出的监管不力，等等。是的，在过去，布鲁塞

尔欧盟中央确实存在腐败。但是，现在人员和

开销都受到了监督。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联盟

这样的复杂机构，腐败事件可能会发生，因此，

对这一机构要实行警察化管理。

关于布鲁塞尔欧盟中央人员过多、开销过

大的批评并不恰当，事实上比起成员国，布鲁塞

尔欧盟中央的雇员并不多，且很热情，与欧盟价

值信仰相联姻，不愿意承认或对批评做出回应。

还有关于核心职员不够高效的批评，认为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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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成员国都有一个理事，共有２８个理事，

但这些理事并没有尽责。每个国家都有一个职

能机构。这意味着，每个成员国都需要有自己

国家的人掌管权力，因此布鲁塞尔欧盟中央就

成了各成员国输送冗余高级官员的地方。

还有关于布鲁塞尔欧盟中央开销优先性的

批评，认为布鲁塞尔欧盟中央大量的钱是从农

业增值税而来，并且是优先用来稳定农业价格

的。这是一个不恰当的批评。这使我们回想起

此前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前身）时，有很多农

民因受到二战的影响，战后非常贫困，很需要食

物。今天的问题是如何重新修订价格支持

体系。

上述所有关于欧盟的争论（建议和批评）

都在成员国内部起作用。这些成员国的国内政

治问题又引起了对欧盟的讨论。因此，可以概

括地说欧盟政治在三个层面发生作用：欧洲、国

家、亚国家（或地区）。这使得评价这些争论非

常困难。因此，这些争论只是暂时性的争论，而

不是原则性的争论。

制度的设计部分是为了使欧盟在国际体系

中发挥更加连贯和更加显著的作用，包括设置

一名“总统”和一名“外相”。法国和荷兰公投

的结果使这一进程戛然而止。２００７年通过的

《里斯本条约》，作为替代性条约，虽然弱化了

制度性建设，但是保存了许多改革成果。条约

是由成员国议会通过的（爱尔兰第一次公投没

通过条约，第二次公投才通过条约）。但是一

系列事件表明：持反欧盟立场的人还是不喜欢

这一条约，他们认为这一条约是由精英主宰的，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毫无意义。

　　二、财政危机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５年的金融危机源于华尔街和

伦敦的银行（后者中很多是前者的分支机

构），投资银行利用天真的金融工具从事高风

险策略，美国信贷市场的倒塌是危机的导火索，

银行过量放贷，购房者过量借贷，随即非可持续

性的信贷泡沫漫延开来。泡沫破裂，借贷者和

银行都发现他们面临麻烦，前者丧失了钱财和

房子，后者有数十亿美元的呆账坏账，这些问题

威胁到华尔街和伦敦的金融机构，美国和英国

为了使银行摆脱困境，便利用纳税者的资金和

信用。最初，人们认为欧洲大陆没有受到危机

的冲击，但这并不是事实，欧洲大陆陷入了同样

的投机性的信用泡沫。欧洲国家的银行，特别

是德国和法国银行对地中海国家过量贷款，当

信用泡沫发生时，这些国家面临数十亿的呆账

坏账。这些债务记在了由欧盟机构提供资金的

当地银行的记账本上。银行得以解困，但负担

要那些国家的公民承担。欧洲大陆银行在缓慢

地复活：成员国的行为受到欧盟规则的限制，事

实证明，改变这一现状（例如允许欧洲中央银

行的债务写到记账本上）非常困难。

关于成员国对此如何回应有很多争论，但

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最普遍的反应是为银行

重新制定规则（通过新的法规去阻止失控的贷

款）。欧元区的成员国强调加强欧洲中央银行

的作用，所有的成员国被要求削减政府债务。

关于谁应当被指责、接下来做什么的问题，

在舆论界引起了更严肃的讨论，在德国财政紧

缩政策上引起了更尖锐的政治争论。德国政治

阶层和地方经济学专家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

由新的规则统治的自由市场，即奥尔多自由主

义，也就是秩序自由主义，从而被错误地指向了

凯恩斯主义偏好者的立场。德国政界和经济学

家也对债务发行欧洲化表示反感（成员国都可

以发行欧洲债券，享受低利率，而这些只对德国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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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方的一些成员国有利）。

对欧盟制度的批评意味着欧盟本质上是有

缺陷的。欧洲中央银行并不是成熟意义上的中

央银行，没有欧洲层面的财政政策，有评论者建

议法国精英不要接受这一点，没有欧洲层面的

机制来重新分配资金，德国政治阶层对帮助维

持联邦制的资金转移充满敌意，在不同的经济

层次上有更强或更弱的成员，正如美国在美联

储和其他机构所做的那样。当今的后危机时代

的紧缩政策使得原本贫穷的国家更加贫困。

希腊的例子经常被引用：拥有主权债务和

糟糕的银行，寻求欧盟的帮助，政府不得不实行

紧缩政策（提高税收，降低福利），这一举措不

仅违背民众意愿，也违背许多专业经济学家包

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愿望，他们认为希腊的

债务是不可持续的，并且推测希腊的债务迟早

会被免除。

　　三、乌克兰危机

乌克兰危机根源于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伴随

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欧洲出现了新的政治

解决机制：新的民族—国家模式与寻求国际联

系的结合。这些事件也产生了全新的、独立的、

在欧盟与俄罗斯的夹缝中生存的乌克兰，它贫

穷、种族分裂，且动荡不安———该国一段时间的

不稳定是与国内权力斗争伴随而来的，且当前

仍旧不稳定，比较清楚的一点是，外部干预并没

起到什么作用，特别是早期欧盟和美国的

帮助。

对于欧盟来说，冷战的结束提出了一个新

的问题：如何处理东欧的问题。显而易见的做

法是邀请他们成为欧盟的成员。但是在成员国

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更好地建构政治

制度呢？这一问题存在争议（这一争议的焦点

在于扩大欧盟的成员数还是继续加强既定成员

国之间的联系）。冷战后，欧盟开始向东部扩

展，原本属于俄罗斯阵营的成员加入了欧盟，包

括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拉

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与之伴随的行动是

欧盟于２００４年建立了睦邻政策，这一政策———

一个用来处理与邻国关系的方法———意在扩大

欧盟范围东部的国家（包括格鲁吉亚、美国等）

或东南部的国家（土耳其）或南部的国家（靠近

地中海的阿拉伯国家）。这一政策包括与具有

长远目标成为成员国的国家建立外交和贸易—

援助联系。在此背景下，处在东部地区的乌克

兰被包括进来。然而，对这些计划持批评意见

者认为：布鲁塞尔并不明白这些联系从长远看

将会获得什么样的成效。乌克兰就是这样一个

国家，到目前为止，与这样一个国家发生联系意

味着什么，仍然是不清楚的。或者从更广泛的

意义而言，睦邻政策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不

明确。

对于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核心成员国的

美国而言，苏联阵营的解体带来了欧洲的安全

问题。人们想当然地以为这里应当有一个安全

框架。于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会）就

作为欧洲转型组织而出现，而北约则作为政

治军事联盟而出现。前者依旧比较弱，其效能

也受到质疑；而后者开始向东扩张。北约作为

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矛头直指俄罗斯，

认为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有可能成为新的成员

国，北约应当为其负责。

·９６·







Ｓｔｒｅｅｃｋ在２０１６年评论到：像美国一样，德国精英集体认为对外部世界应当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自然的、理性的态
度，他们对不能这样看问题的人感到困惑不解。

参见记者ＭａｒｙＤｅｊｅｖｓｋｙ在英国报纸上所撰写的Ｔｈ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一文。
１９７５年《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建立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连接起了两大阵营，有３５个国家签名，１９９０年代，布达佩

斯峰会使欧安组织得以扩展，现在由５７个成员国组成，几乎覆盖了之前两大阵营的所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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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的乌克兰有很多问题。乌

克兰的精英在叶利钦的混乱统治与苏联解体

后，倾向于独立。作为独立的国家，有评论者指

出，乌克兰是分裂的（分裂为西部、东部地区）、

腐败的（寡头政治和弱的正式制度）、贫穷的

（从正式的官方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来）。这个

国家在独立后的２０年内似乎并没有多大发展，

事实上，最近几年有更多的问题呈现。

乌克兰国内政治的一个方面是处理与近邻

之间的关系，包括与欧盟和俄罗斯的关系。在

国内，有些地区喜欢西方，有些地区喜欢俄罗

斯。乌克兰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交织在一起，

使美国和欧盟都卷入其中，并给双方都带来了

麻烦。２００４年的“橙色革命”打破了亚努科维

奇的亲俄力量的设想（建立在选举舞弊的基础

上）；公众抗议迫使乌克兰最高法院宣布重新

进行选举，使亲西方的尤先科执政。而在２０１０

年的选举中，亚努科维奇当选总统，外部势力开

始干涉乌克兰内政。在这期间，欧盟向乌克兰

提供了一揽子援助，俄罗斯也向乌克兰提供了

援助。开始总统喜欢欧洲，但是后来转向了俄

罗斯。很快，２０１４年颜色革命爆发。

欧盟（睦邻政策）、非政府组织（开放社会

等等）的行为、美国新保守主义行动都支持季

莫申科革命。俄罗斯对这一革命进行了干预。

乌克兰东部是俄罗斯民族，他们宣布地方独立。

俄罗斯兼并了克里米亚（克里米亚以俄罗斯人

为主，是俄罗斯主要的军事基地之一），结果爆

发了持续时间很长的内战。西方国家把乌克兰

的当前形势归咎于俄罗斯，但是另外一些评论

意见认为，当前乌克兰的一些事件就像早些年

的格鲁吉亚一样，对俄罗斯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２０１４年的《基辅协定》虽导致了“冻结冲突”的

结果，使乌克兰的暴力活动处于较低的水平，但

也没有出现解决问题的迹象。

　　四、移民问题

欧盟成员国公民可以在他们喜欢的任何地

方工作、生活，这也是欧盟宪法框架里所规定的

四个自由（人口、货物、资本、服务）之一。《申

根条约》同意取消内部边界。这一安排的实际

影响是不同的，就流动自由而言，是从东部、南

部的相对贫困地区到西部、北部的相对富裕地

区的内部流动。

在欧洲移民中，还有一些是非法移民，其主

要来自中东、北非、撒哈拉和南亚。人员从外部

涌入欧洲或者欧洲内部的人员流动在历史上并

非没有先例。但新情况是：人口的流动引起了

欧盟国家的焦虑，而欧盟中央所设想的人口流

出国是遥远的、不民主的、对移民不感兴趣的。

２０１５年大量涌入德国的移民所引发的问题使

人们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人口的流动给

德国带来了困难，并且产生了更加长远的影响。

因此，在一些必须处理此类事情的国家产生了

政治势力的右转倾向：在法国，强化了对马丽

娜·勒庞的支持；在英国，则推动了脱欧公投。

二战后的欧盟成员国接收了大量移民，有

些移民是由于冷战形成不同的阵营所引发的

（人们从东部阵营向西部阵营移动），有些移民

是出于公民权利、家庭团聚或避免在新建国家

里受迫害的考虑而来的，有些移民则是被邀请

来促进战后经济重建的（如工人们从南欧到北

欧的流动，或从原殖民地到核心国家的流动）。

移民虽对调整移民输出国与接收国之间的关系

带来了一些问题，但总体而言，１９７０年代后，由

于移民接收国政府采取了控制移民数量的措

施、鼓励多元文化主义，并出台了反歧视法，这

些问题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但是最近，又

有一些问题露出了苗头。例如，２００５年，尼古

拉·萨科齐（当时的法国内政部长）批评了法

国的移民，引起了巴黎市郊的骚乱［５］；２００９年，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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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人反对来自东欧的罗马人［６］。

２０１５年夏天，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德国

边界向中东战争所产生的移民开放。所有这一

切都被发生在２０１５年夏秋之交的事件所超越

了，有新移民进入希腊，艰辛跋涉到德国和其他

北欧国家，有１０１５０７８名移民从海上到达欧

洲［７］。在这些移民中，有９０００００人是通过希

腊进入的，远远超过了 ２０１４年的 ７７１６３人。

其中，来自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的移民占到

移民总数的８８％以上［８］。意大利２０１３年有移

民４２９２５人，２０１４年有移民１７０００人；２０１５年

有移民１５３８４２人。［８］在这一时期，希腊、保加

利亚、中欧当局面对大量涌入的移民无所适从。

２０１５年的夏末和秋天，大约有１００万移民进入

德国。最初，德国人认为移民的涌入是件好事，

直到在科隆新年前夕的庆祝活动上有一些本地

妇女遭到强奸，精英阶层和媒体反应迟缓，这

件事情为公众所知，精英阶层的态度才发生了

变化，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对默克尔有了

新的看法。与移民的涌入相伴的是责任分担、

边界控制和土耳其问题的处理。于是，成员国

修订了其边界管理办法与移民政策，试图控制、

封锁和改变移民流动的方向。保加利亚重新竖

起藩篱，严格限制跨越边界者；土耳其也努力限

制移民的涌入。在２０１６年４个月的开放政策

里，有１８５０００移民通过海上进入欧盟，比２０１５

年下降了１００万左右，主要输送国家有叙利亚

（４３％）、阿富汗（２７％）、伊拉克（１４％）、巴基斯

坦（３％）和其他国家（９％）。在这些移民中，

４５％是男人，２０％是女人，３６％是孩子。［９］

德国政府虽默许了默克尔的行为，帮助她

克服了早期的错误，但评论者开始冷嘲热讽。

默克尔与难民问题的始作俑者———土耳其达成

了交易，包括给予土耳其钱财和其他利益，前提

是土耳其控制难民的流动。这一行动受到了批

评，人们把这视为对令人讨厌的国家的行贿。

然而，这一交易产生了新的问题：使移民问题有

了更多的关联（欧盟问题、经济政策问题）。默

克尔的行动导致了德国右翼势力的复活，她甚

至被质疑是否有资格作为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领

袖（基督教社会联盟）。

这一大规模移民事件还带来其他方面的影

响：２０１７年的法国大选，作为民族主义者、对移

民持怀疑态度的马丽娜·勒庞与支持一体化的

自由主义者的埃曼努尔·马克龙进行角逐，而

此前勒庞的支持率并不高。

法国有大量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有许

多关于他们受歧视的报道。法国当局确认公民

共和主义的理想，不对民族成分和相关的数据

进行搜集，并不直接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勒

庞的支持率在第二轮投票中，占到了３５％的比

例，他们对这些群体根本没有同情心，而且不欢

迎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法国的政治体制

使得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大学（包含一些

精英机构）培养了大量的行政精英，这些精英

似乎是骄傲自满的，他们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

信，对普通民众的诉求却不屑一顾。再加上经

济问题———部分是由于流动引起的（东部劳动

力的流入，生产力在东部的重新分配），以及欧

洲货币问题，货币政策倾向于紧缩，也就是说，

要缩减政府开支。这为民众反抗精英创造了条

件，在这一轮选举中，有３５％的选民把选票投

给了民族主义政党。评论者认为，除非这些问

题得以解决，而且像德国当局一样，但法国当局

并没有改变欧盟中央银行现行规则的意愿和举

措。因此，民族主义政党可能将在下次选举中

获胜。

·１７·

 法国选举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们这里的论证主要源自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媒体，如 ＵＫｐｒｅｓｓ（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Ｔｈｅ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ｉｍｅｓ，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ｔｈｅＦｒｅｎｃｈｐｒｅｓｓ（ＬｅＭｏｎｄ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ａｎｄｔｈｅＧｅｒｍａｎＰｒｅｓｓ（Ｓｐｉｅｇｅ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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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欧洲的精英阶层对于移民问题反应迟

缓，并且态度模棱两可。欧盟内部的移民没有

什么问题（他们拥有自由流动的权利），而欧盟

之外的移民或者是寻求避难，或者是签证超期，

或者是被人贩子带到欧盟（跟欧盟内部移民并

不相同），欧盟对这部分移民的态度不太明确，

对其自由流动也未加明确限制。然而，当危机

发生后，欧盟试图控制人口流动，加强边界管理

并重新安置移民，并寻求控制移民涌入的长远

之计。

公众的反应是不同的，移民问题被提上议

事日程后，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来自社会组

织的支持者，他们欢迎移民并为欧洲对新来者

的包容而喝彩；来自主流经济学家的支持者，他

们认为内部的人口流动有利于ＧＤＰ的提高；来

自政府官员的支持者，他们认为移民中年轻人

占大多数可避免人口分布的老龄化。相反，反

对者或者来自那些接受大量外国工人的社区，

或者来自那些提供福利供给的地方政府，或者

来自右翼共和党人士，他们认为移民逐渐成为

一个公共问题。

欧盟大约有５亿人，因此同化１００万移民

应该不成问题。但是他们到来的方式和精英的

反应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反对欧盟

和欧洲精英，反对英国留在欧盟，主张英国举行

脱欧公投。

　　五、英国脱欧公投

２０１５年欧盟似乎陷入了麻烦之中：东部有

乌克兰问题，东南部有中东的阿拉伯陆地问题，

南部有北非和撒哈拉以南的地区问题。２０１６

年，又出现了更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启

动了脱欧公投，这次公投是由前首相戴维·卡

梅伦支持发起的。这次公投是本土和欧洲的精

英阶层都始料未及的，其结果引发了一系列连

锁反应（疑问）：首相是怎么作出这样一个决定

的？为什么民众投票反对欧盟？将来会出现什

么样的状况？

２０１６年６月英国民众的脱欧公投结果使

英国和欧盟的精英都感到惊讶。就像很多人所

指出的那样，脱欧公投似乎是民众对精英的反

对。在欧洲大陆也有类似状况，由此产生了一

系列混乱。《里斯本条约》第５０条规定，脱欧

程序应当在两年内完成，但脱欧的具体细节并

不是很清楚。这一程序从未被启动过，按照精

英的设想，这一程序也不太可能采用。

同时，英国的政治辩论也在不断进行中。

卡梅伦首相领导的政府被抛在一边，被特蕾

莎·梅领导的政府取而代之。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特蕾莎·梅抛出了她的协

商计划：《里斯本条约》第５０条将在２０１７年初

启动，还有《废除条例草案》，即废除１９７２年加

入欧共体的法案；当脱欧完成后，《废除条例草

案》将把现行的欧盟法律重新置于英国法律的

框架中；政治司法大纲的所有经济／社会规则在

英国各司其职，受到议会的监管，所有涉及英国

与欧洲之关系的规则将由议会来协调。

尽管特蕾莎·梅的政治司法路线看起来似

乎是比较清晰的，但接下来的几个月还是出现

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英国政府成立了主管

脱欧事务的部门，这表明它在脱欧公投之前没

做任何准备工作。其次，很明显，脱欧将是一个

非常艰难的过程，因为它涉及很多关键问题，如

脱欧的成本（英国向欧盟支付赔款的计划已在

议会通过）、生活在欧盟其他国家的英国公民

和生活在英国的欧盟国家公民的现状（签证现

状、获得医疗和福利的机会等）、欧洲法院将来

的作用（在监督贸易合同方面）、后脱欧时代的

贸易条件等。在２０１７年的选举中，持疑欧立场

的支持者使得特蕾莎·梅获得了强有力的地

位，但是想使英国脱离这样一个置身于其中４０

多年的国际组织，并非易事。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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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英国加入欧盟的背景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作为现代

国家，是在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建立起来的。

英国的对外扩张、科技、贸易和战争，保证了这

一帝国在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初的繁荣。英国进

入现代世界的历史发展轨迹为：精英建立了帝

国，以宗主国为核心，与同它联系的附属和边缘

国家形成一个包括不同层级的英联邦。英国虽

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帝国体系的组成部分（包括

法国、荷兰、意大利、葡萄牙、德国），但是英国

的精英阶层认为，英国是与欧洲大陆相分离的，

这种英国特殊论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于英国的政

治文化之中。

二战的后果是１９４０年代后期帝国体系坍

塌，边缘地区出现了反叛，中心地区政治发生了

变化，制度被重新配置，中心国家被重新想象，

作为长久的民族国家体系，原来的外围部分纷

纷独立重新成为主权国家。当时的美国国务卿

迪恩·拉腊克曾评论说：英国丧失了帝国地位，

但尚未找到新的定位。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英国的精英反对早期

创建的组织，决心加入欧盟，１９５０年代掌权的

贵族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递交了申请，但是

被拒绝了。爱德华·希思（１９７０—１９７４）时期

英国赢得了联盟成员国身份，而玛格丽特·希

尔达·撒切尔深化了这一身份。约翰·梅杰则

使这一身份得到更进一步确认，签署了《马斯

特里赫特条约》。《里斯本条约》对戈登·布朗

签署的欧盟宪法的失败部分进行了技术上的编

撰。可见，英国是在其帝国地位崩溃后，在封锁

欧洲国家的企图失败后，在战后经济发展弱于

欧洲其他国家时才加入了欧盟。

英国加入欧盟从未得到英国精英的一致认

同，也从未得到英国民众的一致认同。在民众

看来，英国加入欧盟，仅仅是狭义上的、经济意

义上的加入，将欧盟视为贸易区域，而将欧洲大

陆希望的更深入的联盟解读为毫无意义的故作

姿态，甚至被视为是对英国政治和文化的威胁。

英国的勉强加入意味着欧盟要实行新自由主义

经济，英国的退出是始料未及的。联盟的成员

国也有反对的声音。右翼把其与意识形态的主

张相结合，把欧洲大陆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具有

新自由主义萌芽的，并且具有怀旧色彩的。相

反，左派认为欧盟是通过自由市场构建的。因

此，欧盟作为一个政治联盟是分裂的，一部分是

热情洋溢的，另一部分是不冷不热的，还有一部

分是敌视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无形中增强了

英国独立党和反对欧盟的集团的影响力。

２．２０１６年公投

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下台后，在议

会和乡村，保守党成员展开了反欧盟运动。新

成立的独立人民党也有一部分人反对欧盟。

在保守党内部，继任领导者渐渐对持反欧

盟立场的势力让步，企图安抚反对势力，但是徒

劳无益。最后戴维·卡梅伦承诺对这一问题进

行公投———这一公投发生在２０１６年。退欧和

留欧阵营都为公投造势，媒体大量介入。保守

党的一部分和英国独立人民党支持脱欧，他们

强调重点在于收回对国家的控制权；精英和国

际势力则支持留欧，认为脱离欧盟要付出很大

代价。投票结果是５１．９４８．１，赞成脱欧的势

力获得了胜利。

３．《里斯本条约》第５０条相关规定

《里斯本条约》包含一个条款，这一条款虽

对如何退出欧盟作了规定，但从来没被启用过。

这一条款是这样规定的：第一步，成员国通知欧

盟理事会（国家元首集团）；第二步，通过协商

达成退出协议；第三步，欧洲议会同意后，欧洲

联盟理事会达成协议；第四步，退出协议生效

后，成员国身份结束（如果没有达成协议，则在

提出退出申请后，两年之内结束成员国身份）；

第五步，作为前成员国，应当与欧盟进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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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形成新的关系，并付诸实践；第六步，继续留

在欧盟的成员国更新现存协议。

上述规定虽在理论上是较完善的，但在实

践上这一切都是未知的，因此政局将会很尴尬。

４．英国脱欧的广泛影响

作为一个欧盟成员国，脱离了欧盟，其他成

员国的不愉快可想而知。在荷兰、法国、意大利

和１／４的中欧国家，都有民族主义政党。在希

腊和西班牙，左翼政党发挥着很关键的影响。

最近３０年，新自由主义精英共识处于高压之

下。在过去，政治和制度进步总会带来危机。

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独裁统治的结束带来了成

员国的扩张，冷战的结束推动了《马斯特里赫

特条约》的签订，并推动了成员扩张。因此，脱

欧也许会成为压倒性的问题，会推动创造性的

想法和新的政策的产生。

欧盟的现状与英国脱欧意味着欧洲被削弱

了，精英被警告，他们不能想当然地以为会掌握

政权。当下的问题需要被强调，欧盟机构的性

质及其合法性需要重新审视，其是否有存在之

必要和怎样存在将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六、欧盟在全球事务中承担的角色

欧盟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着一个强有力的角

色，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有着广泛联系，其成员

国在许多国际组织中和在贸易、发展援助、安全

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单一市场和单一货币的欧盟在经济发

展中的作用非常明显，并且得到了全球体系的

认可。

欧盟在外交方面的作用以前虽不是很明

显，但近年其作用在凸显，被称为“软权力”。

欧盟的军事力量非常微弱，尽管欧盟的一些成

员国在海外也有一些军事力量，其介入海外事

务时的身份要么是北约，要么是联合国，要么是

特定的政府。欧盟也有建立防卫认同的计划，

但评论者的怀疑将会很快出现。

欧盟成员国与美国有着紧密联系，这些联

系包括贸易、财政和安全。欧盟和美国在世贸

中起着重要作用。欧盟和美国在世界银行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着领导角色，欧盟成员国

大多也是北约成员国；欧盟成员国和东亚的很

多国家有多边贸易协议；欧盟与东亚国家有着

越来越多的联系，它在亚欧会议上把东亚国家

视为一个团体。

另外，欧盟与其前殖民地国家也有很多联

系，在政府援助和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些联系似乎将持续存在，但其发挥更大外交

和军事作用的愿望在短期内并不会实现，对解

决当前欧盟的危机也并没有什么帮助。

　　七、欧盟未来展望

欧盟存在的５０年，在某种程度上说有些怪

异，多重行动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系列制度

的产生，而这些制度又促进了多重行动者的进

一步联系。这种连锁反应看似是偶然发生的，

但同时又是很棘手的。在过去，很难发现欧洲

一体化逆转的迹象。但最近，特别是欧债危机

以来，精英阶层承认，更加紧密的联盟关系在削

弱，民众的情绪在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欧

洲一体化进程将会变得更为复杂。英国脱欧可

能会加剧这种悲观情绪，英国的离开既可能导

致其他有脱欧倾向的国家更离心离德，也可能

促使精英们想办法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因

此，有评论者认为：整合将变得扑朔迷离。这意

味着有些国家整合程度会更快，欧盟的危机使

得欧盟与成员国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但是难民

危机和欧洲货币体系危机会使得现在的合作机

制面临更大压力，民族主义的复兴将会激起公

众对其他成员国的敌视。

２０１７年欧盟的前景似乎很暗淡，而那些自

称精英的人似乎无法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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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尽管当下的形势并不乐观，但并没有迹象表

明欧洲精英们要改变他们“使欧洲变得更加一

体化”的目标。欧洲这一计划的道德和政治根

基可以追溯到１９１４—１９４５年。在这一时期，一

系列战争导致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毁坏了欧洲

大陆，使它被外部势力所占领，西方有美国，东

部有苏联。正是这一灾难时期的集体记忆为欧

洲一体化提供了道德和政治动力，但欧洲的政

治精英应当做出切合实际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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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国良
ＣＡＯＧｕｏｌｉａｎｇ

北京语言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通过构建缅甸民主化程度与美缅关系发展之间的解释框架，从缅甸的民

主化进程和美国对缅甸经济援助的变化两个方面考察缅甸民主化程度与美缅

关系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缅甸的民主化程度是影响美缅关系发展的关键因

素，缅甸的民主化程度高则美缅关系发展较好，缅甸的民主化程度低则美缅关

系发展较差。可见，人权外交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美国以自身的

价值观划定“朋友圈”，在这个“朋友圈”中的国家可以享受其作为超级大国提

供的公共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不在这个“朋友圈”中的国家修正自己的

内政外交行为，以符合美国的价值观，从而搭上美国的“便车”；反过来，美国通

过经济、军事、技术援助等手段进一步推进这些国家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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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对美国的东南亚政策进

行了一些调整，包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简称

ＴＰＰ），弱化民主、人权等观念，轻视东盟框架下

的多边合作机制等。这一方面显示了美国的外

交政策逐步转向孤立主义，坚持美国优先的原

则，用美国的利益至上取代全球主义；另一方面

也表明美国在反思自己的外交布局，重新定义

东南亚在其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

应看到，特朗普对于奥巴马的东南亚政策并没

有全盘否定，“除了贸易和人权，特朗普还是延

续了奥巴马时期介入亚太的外交政策”［１］，从

特朗普上台后与东南亚国家间高层次的互动可

以看出，东南亚在美国外交布局中的重要地位

并没有丧失［２］。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高级

研究员维克拉姆·尼赫鲁曾指出，美国“亚太

再平衡”战略的出台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

“美国传统的东南亚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安

全方面的考虑，但是在经济和地区治理方面发

展得并不均衡，因此美国需要制定一个全面的

战略框架，从而寻求与东南亚国家建立一种有

着共同战略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更全面、更深

层次的关系”［３］。这是奥巴马时期美国调整其

东南亚政策的出发点。

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美国积极

改善和增强与东南亚各国间的关系。以东盟十

国为例，按照与美国关系的亲疏程度大概可以

把它们分为两类：一类为盟友国家，一类为非盟

友国家。美国与东南亚盟友国家的关系可以分

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重要的非北约盟

友”———菲律宾和泰国；第二层次是美国安全

利益的亲密伙伴、准盟国———新加坡；第三层次

是特别关注的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和越南等。［４］美国在东南亚的非盟友国家包括

文莱、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等国，其中，文莱为君

主制国家，国家实力有限且奉行不结盟和同各

国友好的外交政策；缅甸、老挝和柬埔寨为中国

的传统友好国家。在美国重返亚太的强大攻势

下，美国高层不断出访以上三国且互动频繁，面

对美国抛出的“橄榄枝”，老挝、柬埔寨并没有

改善同美国关系的强烈愿望，中国同老挝、柬埔

寨的关系也未受到很大冲击。而缅甸对改善同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则十分迫切，并

且已作出实质性的举动。鉴于此，本文拟探讨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美缅关系因何得到

了缓和与改善，以求教于学界。

　　一、美缅关系改善的原因：现有研

究与不足

　　对于美缅关系改善的原因，中外学者进行

了多种解读，综合考察现有研究文献，有代表性

的观点有“美国反思对缅制裁说”“配合重返亚

太战略说”“昂山素季个人因素说”等。

１．美国反思对缅制裁说

１９４８年美国与缅甸建交后，双边关系时好

时坏，美国也不时以民主、人权问题为由对缅甸

实施制裁。有学者认为，今日美缅关系的改善

是美国出于对缅甸制裁效果的反思：一方面，自

１９８８年对缅甸实施制裁以来，美国并没有实现

帮助缅甸建立民主政权的目标，结果反而加重

了缅甸民众对美国的怨恨情绪；另一方面，制裁

造成了美国在缅甸的利益弱化，进而把缅甸推

向了亚洲其他国家。这种解释是不充分的。建

交后的美缅关系一直是在好与坏之间波动，如

果上述解释能够成立，那么美国在１９６２年首次

对缅甸实施制裁后就应反思其效果，从而实现

美缅关系的平稳发展。

２．配合重返亚太战略说

不少学者在分析美国调整对缅甸外交政策

的原因时会把其放在美国重返亚太的大背景

下，认为调整对缅政策是美国重新布局外交重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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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考虑。这种分析并

没有理清美国调整对缅政策与亚太再平衡战略

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将美国改善与缅甸关系、逐

步解除对缅甸的制裁看作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

略的一个表现，因而难以站得住脚。

３．昂山素季个人因素说

美国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大卫·斯坦伯格

教授认为，“昂山素季塑造了美国的对缅态

度”［５］，是昂山素季的个人魅力和美国民众对

于昂山素季的广泛支持，致使昂山素季的观点

和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制定对缅外交政

策的基础。此说也很牵强。事实上，美国改善

对缅关系虽然确实考虑到昂山素季的个人因

素，但也不应过于拔高。分析国际关系一般是

将体系层次、国家层次和决策者个人层次结合

起来作综合分析，微观层次上的研究虽然会比

较精确地发现具体的行为，但是很难发现系统

变化的一般性规律［６］。

当然，除了上述几种观点外，也有学者把美

缅关系改善的分析重点放在缅甸国内的形势

上。例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容根·哈克教授

就指出，伴随着内比都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奥巴

马正在采取行动重新调整美国的对缅政策，美

缅的双边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７］。但该

研究并没有对缅甸国内的民主政治改革进行系

统分析，将其与美国对缅政策的调整联合起来

同样牵强。

中缅关系的定位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从伙伴关系的层级上来看，中缅关系是仅

次于中俄关系和中巴关系的［８］，缅甸独特的地

理位置优势和丰富的矿产资源也决定了缅甸在

中国周边外交中的重要价值。而随着缅甸国内

改革进程的加快，其在对外政策中不断通过引

入域外大国尤其是美国来平衡中国在缅甸的影

响力，从而逐步减弱缅甸对中国的不对称依赖。

也就是说，平衡乃至削弱中国对缅甸的影响，有

可能是美缅关系改善的原因之一。

　　二、美缅关系改善：理论分析

通过对美缅关系研究文献的梳理可以发

现，缅甸的民主化程度与美缅关系存在着某种

相关性，下文将从可操作角度探讨两者之间的

关系。

政治民主化是政治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

体现，对民主的定义和衡量标准学界已有广泛

的讨论，总体而言，民主可以从两个层次进行定

义：一是从哲理上确定政治民主，这里指的是一

种政体，在这种政体下，人民进行统治，主权属

于全体人民，经过他们自己或他们选出的官吏

行使这项权利；二是全体人具有平等权利，不存

在世袭或专制的差别，每个人享有法律赋予的

自由权，尊重人的尊严，建立充分和自由的沟

通，并且注重人的发展。［９］现代民主政体需要满

足四项最低标准：（一）行政和立法机关是公

开、自由和公平选举出来的；（二）几乎所有成

年人都享有投票权；（三）公民享有被法律保护

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包括新闻出版自由、结

社自由和不受报复的批评政府的自由等；（四）

民选当局拥有真正的统治权，他们不受军人或

神职领导人的控制［１０］。罗伯特·达尔从民主

权利的视角指出民主至少要满足五项标准，即

“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

程的最终控制和成年人的公民资格。”［１１］本文

所讲的民主主要指的是民主政体，它区别于罗

伯特·达尔定义的民主权利或议事规则。

美缅关系好坏程度的衡量指标主要通过测

量美国对缅甸经济援助的变化获得。对外援助

是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对另外一个国家或国家

集团提供的无偿或优惠的货物或资金，用以解

决受援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困难或问题，以达

到援助国家特定目标的一种手段［１２］，援助的数

量与频次能大体反映援受双方关系的亲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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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美国根据自身的利益和战略考量，将对外

援助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尽管有学者

批评美国的对外援助“披着政治色彩浓厚的外

衣”，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帮助受援国（国家

集团）解决政治经济困难、维护地区稳定方面

还是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另外，分析美国

对受援国（国家集团）援助的差异和变化，也可

以看出美国与该受援国（国家集团）关系的亲

疏。美国的对外援助包括经济援助、军事援助、

技术援助等，本研究主要分析美国的对外经济

援助。美国的对外经济援助大部分由美国国际

开发署承担，除此之外美国的农业部、国务院等

部门也会参与其中。本研究中，美国对缅甸经

济援助的数据主要从美国国际开发署每年向美

国国会所作的报告和由此编制的绿皮书《美国

海外贷款和赠款》中获取。

将国家间互动的具体事件进行赋值并作数

据分析，是定量衡量双边关系的基本方法。事

件的获取主要来源于相关国家公开发布的可靠

信息和数据，例如，衡量中国与大国的双边关

系，选择《人民日报》和中国外交部网站的事件

数据就可基本满足需要［１３］。从研究的逻辑上

看，把对外援助作为衡量美缅关系好坏的指标

是很有说服力的。一方面，美国对外援助的实

施机构都是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务院、国防

部、农业部、财政部等联邦政府部门构成的，这

些部门是在以美国《对外援助法》为基础的对

外援助法律体系指导下开展工作的，所以美国

的对外援助具有很明显的官方性质，这种官方

性质不仅包括行政部门，而且包括立法机构；另

一方面，美国对外援助通常带有民主、人权等价

值观色彩，这也恰恰佐证了美国提供经济援助

与缅甸的民主化发展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１．缅甸的民主化程度

根据１９４７年１月英缅两国签订的《昂山—

艾德礼协定》，缅甸于１９４７年４月举行制宪议

会选举并于９月２４日通过了历史上第一部宪

法———《缅甸联邦宪法》（也称１９４７年宪法）。

该宪法规定，缅甸独立后“实行议会民主

制”［１４］６０，“缅甸联邦的最高立法机构是联邦国

会，缅甸联邦的行政权授予以总理为首的内阁

组成的联邦政府”［１５］。１９６２年，奈温发动军事

政变并解散联邦国会，缅甸结束了议会民主制

进入军人统治时期。政变发生后，奈温建立了

革命委员会体制，各级革命委员会掌握了国家

的立法和行政权力，同时奈温还成立了社会主

义纲领党，纲领党的主要对象是部队成员，因

此，“纲领党与以奈温为首的革命委员会实际

上是同义的”［１６］。联邦革命委员会明令取缔社

会主义纲领党之外的一切政党，并宣布政府有

权禁止除宗教团体外任何团体的政治活动。

１９７３年，缅甸以社会主义纲领党一党制为基础

制定了新宪法（宪法于次年生效，故又称为

１９７４年宪法），新宪法规定缅甸国家机构由人

民议会、国务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组成。１９７４年

３月，缅甸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人民议会并在人

民议会的基础上产生了新政府，同时革命委员

会宣布解散。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８日，缅甸军方发

动政变，平息了动荡不安的局势并解散了人民

议会和各级行政机构，随后宣布由军人组成的

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接管国家政权，军

政府严厉镇压群众争取民主的斗争并拒绝交权

于在１９９０年全国大选中获胜的全国民主同

盟。［１７］２００３年８月，缅甸军政府对外公布了推

进民主进程的民主路线图，具体步骤为：“第一

步，重新召开１９９６年中断的国民大会；第二步，

国民大会召开后，逐步开始各项工作进程，建立

一个真实的、有充分秩序的民主制度；第三步，

按照国民大会制定的基本原则起草新宪法草

案；第四步，举行全民投票，通过宪法草案；第五

步，举行大选，组成议会；第六步，根据新宪法规

定召开议会；第七步，由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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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内阁及权力机构领导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发

达的现代民主国家。”［１８］２００８年５月，《缅甸联

邦共和国宪法》公投通过并批准生效，新宪法

规定缅甸实行多党民主制度，总统既是国家元

首也是政府首脑［１４］６１－６２。２０１０年 １１月，缅甸

举行了自１９９０年以来的首次大选，产生了新的

联邦议会，联邦议会于次年２月选出了民选政

府，缅甸联邦巩固与发展党主席吴登盛当选为

总统，标志着缅甸民主路线图的最终完成。吴

登盛执政后，缅甸政治体系的运转逐步走向正

常，长期遭受监禁的缅甸民权运动领袖昂山素

季获得释放并在２０１５年的全国大选中领导全

国民主联盟获得压倒性胜利。

根据上文对缅甸１９４７—２０１５年民主化进

程的梳理，结合史蒂文·列维茨基和卢肯·Ａ．

威对民主的定义和衡量标准，通过定性分析制

得１９４７—２０１５年缅甸民主化程度演变表（见表

１），通过分别整合５个时间段的衡量指标，我们

可以判定：１９４７—１９６２年和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两时

段缅甸的民主化程度最高，１９６３—１９７３年和

１９８９—２０１０年两时段缅甸的民主化程度最低。

２．美国对缅甸经济援助的变化

１９５０年 ９月，美国和缅甸签订了第一个

《美缅经济合作协议》，从协议签订到１９６２年

的十多年时间里，美国政府通过美国国际开发

署向缅甸提供了一系列的经济援助，包括贷款、

赠款、农业设备、技术培训等，这对建国初期缅

甸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１９６２年缅甸

发生军事政变，此后美国对缅甸的经济援助急

剧减少但并没有完全停止：一方面，美国国际开

发署继续投入资金支持在建项目的建设直至项

目完成，如１９６６年美国和缅甸签署了一份贷款

偿还协议支持缅甸学校和医院的建设［１９］；另一

方面，奈温迫于国内的经济压力于１９７８年要求

恢复与美国的援助／被援助关系，美国同意后重

建了美国国际开发署在缅甸的办事处，但此时

美国的援助主要集中在农业和卫生方面。１９８８

年缅甸发生军事政变后，美国于次年再次关闭

了美国国际开发署在缅甸的办事处。美国国际

开发署编制的绿皮书《美国海外贷款和赠款》

显示：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的５年间美国对缅甸的经

济援助额为零。从１９９８年开始，美国国际开发

署逐步恢复了在缅甸的卫生援助项目，通过世

界卫生组织、世界粮农组织和其他非政府国际

组织支持疟疾、艾滋病、结核病、禽流感等传染

性疾病的预防［２０］。美国对缅甸经济援助的大

量投入是在缅甸２０１０年大选后，尤其是吴登盛

当选总统后大刀阔斧的民主改革让美国对缅甸

“充满信心”。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美国时任国务卿

希拉里和总统奥巴马先后访问缅甸，奥巴马在

访问缅甸期间宣布“今明两年将向缅甸提供

１７亿美元的发展援助，同时为美国国际开发

署缅甸代表处揭幕”［２１］。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７日，奥

巴马发布行政命令，宣布自１９９７年以来在缅甸

境内的国家紧急状态终止，标志着美国解除了

对缅甸的经济和金融制裁。根据美国国际开发

署每年编制的绿皮书《美国海外贷款和赠款》，

绘制１９４７—２０１５年美国对缅甸经济援助变化

统计图，见图１。由图１可知，美国对缅甸的经

济援助大致分为５个阶段：１９４７—１９６２年美国

表１　１９４７—２０１５年缅甸民主化程度演变表

民主衡量标准 １９４７—１９６２年 １９６３—１９７３年 １９７４—１９８８年 １９８９—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行政和立法机关是否通过民选产生 是 否 是 否 是

是否几乎所有成年人都享有投票权 是 否 是 否 是

公民是否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和自由 是 否 否 否 是

民选当局是否拥有真正的统治权 是 否 否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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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缅甸的经济援助波动较大但总体援助程度较

高；１９６３—１９７３年美国对缅甸的经济援助基本

处于停滞状态；１９７４—１９８８年美国对缅甸的经

济援助程度较高；１９８９—２０１０年美国对缅甸的

经济援助程度整体较低，其中１９９９年之前援助

额基本为零，１９９９年以后援助逐步增加；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美国对缅甸的经济援助程度

较高。

３．缅甸民主化程度与美缅关系的发展

通过对照表１和图１，我们可以发现，缅甸

的民主化程度与美国对缅甸的经济援助呈正相

关关系，即缅甸的民主化程度越高则美国对缅

甸的经济援助额就越大，反之，就越小。究其原

因，在于缅甸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契合了美国对

别国的外交政策和人权状况的判定标准，也解

除了美国对受援国掌权人政治权力合法性的

怀疑。

一般认为，美国的人权外交开始于卡特政

府，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２日卡特在圣母大学毕业典

礼上发表的演讲中提到：对人权的承诺和保证

是今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２２］。但是美

国在外交战略中融入人权因素并非始于卡特，而

是早已有之，比如与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相关的３

项基本法律条款（５０２Ｂ条款、１１６条款、７０１条

款）都是与人权相挂钩的，其中第１１６条款就明

确规定：“对于不断地、大量地参与侵犯国际上承

认的人权的国家，美国不得向其提供援

助。”［２３］３１。１９６２年和１９８８年缅甸两次军事政变

发生后，军政府解散民选政府并剥夺公民民主权

利的一系列行为是和美国人权外交的价值取向

相违背的，因此以１９６２年和１９８８年为时间节

点，此后两个时段（１９６３—１９７３年和１９８９—２０１０

年）美国对缅甸的经济援助大幅减少。缅甸建

国初期实行议会民主制，以及２００３年公布民主

路线图等推进民主化的努力让美国产生并增强

了改善双边关系的意愿，因此１９４７—１９６２年和

２００３年之后这两个时间段，美国对缅甸提供了

大量的经济援助。

现代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的本质特征，就

是社会政治生活从官员的权力本位转向公民的

权利本位。［２４］缅甸民主改革的最重要意义就是

解决了政治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与军政府

执政时的专制政权或威权体制不同，民选政府

一方面规定了公民的民主权利，另一方面也疏

通了公民参与国家政权的通道，从而在内容和

形式两个方面扩大和巩固了政府的执政基础。

图１　１９４７—２０１５年美国对缅甸经济援助的变化情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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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民主政府相比，民主政府在决策时更加理

性，其中安全和发展又是理性的两个主要维度。

在安全方面，由于吸收了不同党派、不同利益团

体的意见，民主政府的外交决策不会特别激进

而会倾向于平缓；在发展方面，经济利益最大化

是民主政府所追求的重要目标，反映到外交政

策层面就是维护地区和平和国际秩序的稳定，

从而保证自由贸易的顺利开展。结合美缅关系

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看到，在民选政府时期，

缅甸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非常重视同其他国家维

持和改善关系，因此美缅关系就比较好，美国对

缅甸的经济援助额也比较大。

　　三、美缅关系改善：实践检验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美国与缅甸的双边关

系，由于研究对象为单一案例，无法进行大样本

的求同比较，所以我们采用案例内求同求异比

较的检验方法。通过文献回顾和文本分析，我

们发现，影响美缅关系发展的变量主要包括３

个，即国际体系格局（体系层次）、美国的战略

重心布局（国家层次）、昂山素季是否参与缅甸

政治（个人层次）。美缅关系案例内正向求同

比较排除了国际体系格局的影响，美缅关素案

例内反向求同比较排除了美国战略重心布局和

昂山素季个人的影响，美缅关系案例内求异比

较进一步控制了以上３个变量对美缅关系的影

响（见表２）。

通过对美缅关系案例内的求同求异比较，

证实了我们上文所提出的观点，即缅甸的民主

化程度高则美缅关系发展较好，缅甸的民主化

程度低则美缅关系发展较差。下面我们将通过

对１９４７年至今的美缅关系的梳理，来进一步印

证这一结论。

１９４７年１月，缅甸与英国签订了《昂山—

艾德礼协定》，英国同意缅甸独立。根据该协

定，英国同意缅甸在充分独立前可以组建一个

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临时政府，在缅甸

完全独立前的１９４７年９月１８日，美国国务院

就宣布与缅甸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国务院在声

明中谈到，美缅两国政府同意以大使身份互派

外交代表并把美国驻仰光总领事馆提升为大使

馆的地位［２５］。美缅建交后双边关系并不稳固，

波动较大，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１）１９４８—１９６２年。缅甸实行议会民主制，在

对外关系上“奉行积极的中立主义外交政

策”［２６］１０９，美国对缅甸的态度也越来越积极，此

间的美缅关系态势良好；（２）１９６３—１９７３年。

由于１９６２年奈温发动军事政变，缅甸进入军人

政权时期，“政治上实行近乎沙文主义的集权

统治，外交上实行严格的中立政策”，缅甸此举

让美国非常反感，两国关系因此趋于冷淡；

（３）１９７４—１９８８年。１９７３年后缅甸逐步对西方实

表２　美缅关系案例内求同求异比较

比较类别 案例 缅甸民主化程度 反向控制变量 美缅关系友好程度

正向求同
１９４７—１９６２年美缅关系 高 美国战略重心不在亚太地区 高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美缅关系 高 美国战略重心在亚太地区 高

反向求同
１９６３—１９７３年美缅关系 低 体系格局为两极格局昂山素季不参与缅甸政治 低

１９８９—２０１０年美缅关系 低 体系格局为一超多强格局昂山素季参与缅甸政治 低

求异

１９４７—１９６２年美缅关系 高
体系格局为两极格局美国战略重心

不在亚太地区昂山素季不参与缅甸政治
高

１９６３—１９７３年美缅关系 低
体系格局为两极格局美国战略重心

不在亚太地区昂山素季不参与缅甸政治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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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开放［２７］，一方面借助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机会

加强与西方的接触，另一方面“开始争取不带

任何政治附加条件的外国援助，恢复与各国的

对外交往”［２６］１１４，美缅双方高层互动频繁；

（４）１９８９—２０１０年。缅甸军方于 １９８８年通过
流血政变执掌政权，在１９９０年大选后又拒绝交
权于获胜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１７］，缅甸军方对

人权和民主的严重侵犯，使得美国以缅甸存在

民主、人权和毒品问题为由不断加大对其制裁，

两国关系走向恶化；（５）２０１１年至今。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缅甸举行大选并产生了新一届联邦议会，
２０１１年２月联邦议会选举产生了以吴登盛总
统为首的准文职政府，结束了缅甸的军事统治。

缅甸的举动得到了美国的积极回应，“美国恢

复了与缅甸的大使级外交关系，重新发挥其国

际开发署在缅甸的作用，支持国际金融机构为

缅甸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放松对缅甸的经济

和投资制裁，同时也增强了双方政府官员和社

会人士的互动”［２８］，最终奥巴马政府于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宣布终止针对缅甸的《国家应急法》，解除
对缅甸的相关制裁措施。

在上文中，我们将美缅关系的发展历程划

分为５个阶段，但是在验证时则只囊括了４个
阶段，没有包含１９７４—１９８８年阶段。这一阶段
属于奈温军政府统治的后一时期，相较于前一

时期（１９６３—１９７３年），奈温军政府进行了一定
的政治改革并且在对外关系上也逐步恢复同西

方国家的交往，所以从图１中可以看到，１９７４—
１９８８年，美国对缅甸的经济援助相较于前后两
个时期是较高的，但由于这种改革是有限的，因

此从图１中也能够看到这一时期美国对缅甸的
经济援助相较于１９４７—１９６２年和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是较低的。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本文

研究结论的正确性。

　　四、余论

从本文的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人权外交仍

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在人权外交

中，美国以自身的价值观划定“朋友圈”，在这

个“朋友圈”中的国家可以享受其作为超级大

国提供的公共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不

在这个“朋友圈”中的国家修正自己的内政外

交行为，以符合美国的价值观，从而搭上美国的

“便车”；反过来，美国通过经济、军事、技术援

助等手段进一步推进这些国家的民主化。在美

国的外交战略中始终存在着现实主义与理想主

义的矛盾，“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对立的另外

一种表达就是国家利益优先还是道德优

先”［２３］４７，更进一步说，现实主义主要指的是安

全和经济，理想主义主要指的就是人权。特朗

普上台后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谈到今后美国的外

交政策要淡化人权的概念，同时美国宣布退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协定”等国际

主流社会的协议，这一系列反全球化的行为，表

明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在逐步走向孤立主义和保

守主义。与美国形成对比的是，中国正逐步参

与全球治理并努力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

理的重要表现。对于中美之间目前出现的这种

差异，官方和学界都应理性看待，一方面应努力

抓住并利用好这个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进行

外交决策时也应科学规划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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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４５５．

［１６］ＤａｖｉｄＩＳ．Ｂｕｒｍａ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ｔｏｗａｒｄｓａ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Ｊ］．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

１９８１（３）：２４４．

［１７］刘德会．美缅关系的改善及对中国的影响

［Ｊ］．东南亚研究，２０１４（１）：４０．

［１８］杜继锋．亚太地区发展报告（２００４）［Ｍ］．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２５．

［１９］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ｇｅｎｃｙ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ＵＳＡＩＤ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ｉｎＢｕｒｍａ

［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７－０８）［２０１７－０８－

０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ｓａｉｄ．ｇｏｖ／ｂｕｒｍａ／ｈｉｓｔｏｒｙ／．

［２０］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ａｔｅ．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Ｂｕｒｍａ：ＵＳ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Ｂｕｒｍａ［ＥＢ／

ＯＬ］．（２０１７－０１－２７）［２０１７－０８－１０］．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２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际商贸关系司网

站．美国将在未来两年对缅甸提供１．７亿美元

援助［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１１－２１）［２０１７－０８－１０］．

ｈｔｔｐ：／／ｇｊｓ．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ｆｅｉｈｕｉｙｕａｎ／．

［２２］ＪｉｍｍｙＣ．Ａｄｄｒｅｓｓａｔｃｏｍｍｅｎｃｅｍｅｎｔ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ａｔ

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ｏｔｒｅＤａｍｅ［ＥＢ／ＯＬ］．（１９７７－

０５－２２）［２０１７－０８－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ｒｅｓｉ

ｄｅｎｃｙ．ｕｃｓｂ．ｅｄｕ／．

［２３］周琪．美国人权外交及有关争论［Ｊ］．美国研究，

１９９８（１）：２１．

［２４］俞可平．权力与权威———新的解释［Ｊ］．中国人

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３）：４７．

［２５］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ｇｅｎｃｙ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Ａｇｕｉｄｅｔｏ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ｌａ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ｎｃｅ１７７６：Ｂｕｒｍａ［ＥＢ／ＯＬ］．（２０１５－

０４－０３）［２０１７－０８－１７］．ｈｔｔｐｓ：／／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ｂｕｒｍａ／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２６］刘务．缅甸独立后外交政策的演变与中缅关系

的发展［Ｊ］．当代亚太，２０１０（１）：１０９．

［２７］貌貌季．１９６２年以来的缅甸外交政策———为维

护集团生存的消极中立主义［Ｍ］．新加坡东南

亚研究所，１９８１：８６．

［２８］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ａｔ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ｓｔａｔ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

Ｂｕｒｍａ［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０５－１１）［２０１７－

０８－２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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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年
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研究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ｄｅｃａｄｅ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ｐ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ｆｏｒｍ

关键词：

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年；
高校社科学术期刊；

社会环境；

发展状况；

学术特色；

学术贡献

姬建敏１，２

ＪＩＪｉａｎｍｉｎ

１．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２．河南大学 学报编辑部，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要：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年是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史上发展最快、成就最突出的
１０年。审视这１０年走过的历程，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是其发展的政治环境，高
等教育迅猛发展、期刊出版空前繁荣是其发展的学术环境。回观改革开放第一

个１０年的发展历程，１９７８—１９８１年是其调整恢复期，１９８２—１９８８年是其快速发
展期。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年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在办刊宗旨、文章内容、学
术论文刊发比重、转载数量方面等均坚守了其学术性的本色，极大地促进了学

术繁荣。从１９７８年开始，在我国，“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发展经济”“实现社
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成为时代的主题词。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作为社会发展与

改革的感应器、思想与学术的展播台，关注社会现实，记录时代律动，在推进思

想解放、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改革开放

第一个１０年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依托高校学术方向、学科优势和地域特点，
形成期刊特色，对学校建设和区域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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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４０年，中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从

“文革”结束时的小树苗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大

森林，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中发挥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综观学界对高校社

科学术期刊的研究，除了宋应离编著的《中国

大学学报简史》和马宇红编著的《中国大学学

报发展简史》对高校学报（既包括社会科学学

报，也包括自然科学学报）进行研究外，还没有

见到专门研究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专著出版；

至于论文，在中国知网用篇名“高校社科学术

期刊”查询，也少见对高校社科学术期刊１１０多

年历史的系统研究，甚至连一个阶段、一个时期

的研究都没有看到。鉴于此，本文拟对改革开

放第一个１０年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文中除

特殊需要标注相关学报版别的，其他不再一一

标注）进行研究，权作抛砖引玉，以期助力我国

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研究与发展。

　　一、办刊环境

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期刊发展的先决条件。

以客观的、历史的眼光审视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

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办刊环境，思想解放、改

革开放的政治环境是其发展的前提，高等教育

秩序的恢复与迅猛发展、社科学术研究与编辑

出版业的空前繁荣是其发展的学术环境。

１．政治环境：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粉碎，拨乱反正

成为第一要务。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必须以思想

上的拨乱反正为先导。而当时由于“文革”１０

年造成的政治思想上的混乱还没有消除，也由

于“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拨乱反正受到了严

重阻碍。１９７８年５月，一场席卷全国的“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拉开了我国

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

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署

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针对“两个凡是”，文章指出，按

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

社会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

任务。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

个基本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

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们是经受了实践检验的

客观真理。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

验，凡经实践检验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

际的东西，就不应再坚持。文章见报后的第二

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引起强

烈反响。不久《解放军报》与此呼应，发表特约

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

则》。从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

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这次大讨

论不仅有力地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樊篱，破除

了现代迷信，推动了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进

行，而且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思

想、舆论准备。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２２日，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重新确定了党的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

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确立了改革开

放的基本国策。从此，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

新时期，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也迎来了阳光明媚

的春天。

２．学术环境：高等教育与期刊出版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它既受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的制约，也受制于高等教育自

身的发展规律。“文革”１０年，高考中断，人才

断流，中国社会的价值体系包括教育秩序都处

于混乱甚至是荒诞之中。１９７７年９月１２日，

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起草的《关于一九七七年

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和《关于高等学校

招收研究生的意见》，渴求知识、渴望成才的七

七届、七八届新生涌入大学校园，标志着中国社

会从动荡走向稳定，从只讲阶级出身到机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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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人平等；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复苏、教育

秩序和知识价值的回归。之后的几年，高等教

育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招生人数不断增加，本科

教育制度、研究生教育制度和培养体系进一步

完善；广大高校师生思想解放，意气风发，有理

想、有追求、有思想、有激情，不仅为建设“四个

现代化”刻苦学习，而且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且不说大学教师的学术研究，仅就当时的学生

来说，就发表了相当多的学术研究成果。比如，

《史学月刊》（河南大学主办）前主编李振宏，

１９８０年还是河南大学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时候，

就在《文史哲》发表了《封建时代的农民是“革

命民主主义者”吗？》一文，对宋史权威漆侠的

观点提出质疑。［１］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沈卫威，

１９８４读大学三年级的时期，就在《河南大学学

报》发表处女作《端木蕻良和他的〈科尔沁旗草

原〉》。［２］教育部原部长袁贵仁、华中师范大学

原党委书记马敏１９８０年代读硕士时也分别在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３］《史学月刊》［４］上发表

过文章。很多人认为，１９８０年代是一个思想迸

发、盛产“大家”的年代，而这离不开媒体的传

播。在那个刚刚结束书荒、刊荒的年代，为满足

广大人民群众压抑已久的对精神文化的强烈需

求，出版业迎来了井喷式的大发展，图书、期刊、

报纸等以几何级数增长，期刊出版空前繁荣。

１９８５年，中国期刊发行总数２５．６０亿册，全国

人均期刊占有量首次突破２册。［５］１７９不仅数量

“疯长”，而且种类多样化、多质化。以学术期

刊中的高校社科学报为例，１９８１年，全国有近

２００种；１９８７年 １０月，已达 ３９３种；１９８８年 ８

月，增至４１０多种。［６］２８７－３０２

可见，在经历了粉碎“四人帮”、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高校的社科学术期刊乘

着思想解放的春风，借助高等教育的发展、科学

研究的兴盛、期刊出版的繁荣，在改革开放第一

个１０年迎来了第一次大飞跃、大发展。

　　二、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年高校社
科学术期刊发展状况

　　有学者认为，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１１０

多年的发展历程跌宕起伏、波澜壮阔［７］，那么，

相对于其他阶段而言，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年我

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发展则颇为顺利。１９７６

年“文革”结束，由举国欢庆、百废待兴到拨乱

反正、短暂调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一如各行各

业一样迅速走上快车道。回顾改革开放第一个

１０年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发展历程，

１９７８—１９８１年是恢复调整期；１９８２—１９８８年则

是快速发展期。

１．恢复调整期

“文革”１０年，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出

版工作受到了严重的破坏。１９７７年，在把颠倒

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时代大潮裹挟下，遭到

破坏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出版工作逐渐恢

复。１９７８年４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

育工作会议；１９７８年５月，全国开展了“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１９７８年６月，

教育部在武汉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

作座谈会，同时召开了高校学报工作座谈会并

制定了《关于办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

的意见》；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改革开放成为我国基本国策。这不仅促

使“文革”中被停办的高校学术期刊得到尽快

复刊，而且也催生出一些新的学术期刊。据不

完全统计，截至１９８０年底，我国高等学校编辑

出版哲学社会科学学报１５５种。其中综合性大

学学报３１种，师范大学（含师范学院）学报４９

种，师范专科学校学报４７种，语言、财贸院校学

报１７种，政法院校学报２种，民族院校学报６

种，艺术美术院校学报３种。在这些学报中，直

接冠以校名的学报约１３０家，另取新名的有近

３０家，著名的如云南大学的《思想战线》、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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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文史哲》、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北方论

丛》等。［８］１９８０年代初，我国大学学报不仅数量

多、门类全，而且还有自然科学版与社会科学版

之分、综合性与专业性之别。专业学报又分财

经类、政法类、管理类，等等，盛况空前。

与高校社科学报一样，这一时期的高校专

业学术期刊也处在复刊、创办、发展期。以北京

大学为例，１９７８年，法学院创刊了《中外法学》，

南亚研究所创办了《南亚研究》；１９７９年，经济

学院创办了《经济科学》；１９８０年，国际关系学

院创办了《国际政治研究》；１９８１年，外国语学

院创办了《国外文学》，图书馆创办了《大学图

书馆学报》等。还有一些在今天颇有影响的名

刊大刊也在这一时期创刊。例如，１９７９年，北

京师范大学创刊的《比较教育研究》，上海财经

学院创刊的《外国经济与管理》；１９８０年，武汉

大学创办的《图书情报知识》；１９８１年，复旦大

学创刊的《新闻大学》，等等。这些都标志着我

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正在进入快速发展期。

２．快速发展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乘着改革开放

的东风，我国各条战线呈现出欣欣向荣、蓬勃向

上的喜人局面。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民主和谐，

经济上的持续发展、稳定上升，给教育、科学、文

化事业的繁荣，包括出版和学术事业的发展提

供了前提条件。１９８３年６月，中共中央和国务

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

作的决定》，明确了出版物的商品属性，解放了

出版生产力；１９８４年，思想文化领域全国性的

“文化热”逐渐达到高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社会氛围越来越浓厚；许多省市和地区的社

科期刊工作者先后成立了诸如期刊协会、编辑

学会、学报研究会等组织，许多高校的院、系、所

先后创办了出版社、杂志社，出版各种类型的学

习杂志、专业研究杂志等，高校社科学术期刊迎

来了快速发展的“疯长期”。以高校社科学报

为例，继１９７８年的武汉大学会议以后，１９８４年

４月，教育部在北京大学召开了“高等院校哲学

社会科学学报工作座谈会”；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全

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成立。前者对如何进

一步办好高校社科学报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和指

示，后者结束了全国高校社科学报“一盘散沙”

的局面。在教育部社科司的直接领导下，在行

业组织“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的引领下，１９８０

年代不仅国家直属重点高校、部属高校、省属高

校办有自己的学报，而且地处偏远地区的师专、

师范，以及改革开放后才批准成立的地方大学，

也基本上都办有自己的学报，并且有些还办得

红红火火、有声有色，如《楚雄师专学报》、《呼

兰师专学报》、《思茅师专学报》、《保山师专学

报》、《阴山学刊》（包头师范学院主办）、《深圳

大学学报》、《平原大学学报》等。它们的出现，

壮大了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队伍。统计资料显

示：１９８０年代的高校人文社科学报从１９８１年

的１５０余种、１９８３年的 ２０８种、１９８５年的 ２７７

种、１９８６年的３６０种、１９８７年的３９３种，增加到

１９８８年的４４０种［５］２３５。截至１９８７年１０月，高

校文科学报已达３９３种，到１９８８年８月，增至

４１０多种，全国大学学报总数超过１０００种，不

仅比１９７８年增加一倍以上，而且占全国６２００

种期刊的１／６左右。［６］３０２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著名高校的社科期刊，

如《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是１９８６

年创刊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是１９８７年创

刊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华

中师范大学的《教育研究与实验》是１９８３年创

刊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心理发展与教育》是

１９８５年创刊的、《教育学报》是１９８８年创刊的。

另外，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出版科学》

（１９８６年试办）、湖南师范大学的《古汉语研

究》（１９８８年创刊）、东北师范大学的《古籍整

理研究学刊》（１９８５年创刊）、中国传媒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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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电影》（１８８４年创刊）、吉林大学的《当代

法学》（１９８７年创刊）、山东大学的《当代世界

社会主义问题》（１９８４年创刊）、西安外国语大

学的《外语教学》（１９８５年创刊）、南开大学的

《南开经济研究》（１９８５年创刊）等，都是这一

阶段创办的刊物。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年，高校

社科学术期刊创办之多、发展之快，超过以往任

何一个时期。以最新公布的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为

例，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共收录社科

学术期刊５５４种。据笔者统计，在这５５４种来

源期刊中，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有 ２８９种，占比

５２．１７％；而在这２８９种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中，

１９７８—１９８８年创刊的有１５３种，占比５２．９４％。

也就是说，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中，高校社

科学术期刊的数量已过半；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

年创刊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比此前１００年创刊

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数量之和还要多。这里且

不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在哲学社会科学期刊中

的分量和影响有多大，只说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

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创办的数量之多，就在中

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１１０年的历史中让人叹为

观止，其对中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奠基之功

不言而喻。

　　三、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年高校社
科学术期刊特色与作用

　　出版物以内容为王，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内

容与质量，从一定程度上说决定着它的前途与命

运。回顾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年的高校社科学术

期刊，从内容上看，尽管还受到“左”的影响，没

有完全挣脱政治对学术的羁绊，但已开始最大程

度地追求学术性，探索学术话题，回应现实社会

需求和意识形态关切，其特征鲜明，作用突出。

１．回归学术，促进学术繁荣

学术期刊的标志、特征和本质都是学术。

“文革”１０年，大多数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游弋于

学术与政治之间，少数甚至以政治代替学术。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邓小平提出了“思想理

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

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

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

际出发的方针”［９］之后，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开

启了从政治回归学术、以学术为本的办刊理念，

促进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自由开放的学

风、文风、刊风在１９８０年代的流行。

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回归学术，具体体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办刊宗旨方面。以１９８７年创刊的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为例，其创刊号《发刊词》

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实际出发，借

鉴其他国家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研究中国社

会主义建设和体制改革中提出的新课题，为中

华民族的崛起进行创造性的探索，欢迎对于现

实问题所进行的一切有益的探讨，为那些在文

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

教育学、新闻学、档案学、管理学等一切社会科

学领域发现新情况、提出新问题、补充新论据的

具有新意的文章提供园地，努力促进开发新学

科、推广新思想、树立新学风，并注意在这一过

程中扶植新人。［５］２３２其不仅强调学术———“研

究……新课题”，“进行创造性的探索”，而且突

出创新———“为那些……发现新情况、提出新

问题、补充新论据的具有新意的文章提供园

地”，尤其是一个“创造性”和几个“新”字，对学

术创新的重视和以学术为本的思想跃然纸上。

其实，办刊宗旨作为期刊的指导方针和行动大

纲，代表了期刊的主导思想，反映了期刊的灵

魂。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１０年，其他重新复刊

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和新创办的期刊，复刊词

或发刊词大多秉持发展学术、繁荣学术的思想，

强调创新，看重创新。比如，１９８０年创刊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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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研究》（华中工学院主办）突出高等教育

的研究性质，刊发高等教育综合研究的新成果；

１９８１年创刊的《社会》（上海大学主办）则重点

刊发国内外社会学及相关领域研究的最新进

展；１９８２年创办的《科技与出版》（清华大学主

办）融科技、出版于一体，着重新内容、新信息

的传播；１８８４年创刊的《当代电影》（中国传媒

大学主办）注重刊发有关电影理论、电影创作

的思考与探索的成果。可见，这些刊物不仅从

办刊宗旨上凸显了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学术创

新的品位，而且彰显了为学术发展、学术繁荣服

务的理念和气度。

二是在文章内容方面。在改革开放第一个

１０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发表了一大批学术

性、理论性都很强的研究性文章。比较著名的

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１期刊发的

《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不仅具有强烈的

学术色彩，而且被公认为是正确的政治导向和

极高的学术价值完美结合的代表；《复旦学报》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复刊号刊登的《没有民主就没有

社会主义》，被《人民日报》转载、被时任中共中

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肯定，“是一篇富于时代

性和学术性的力作”［１０］。另外，《河南大学学

报》１９８８年第２期发表的《信息智化编辑观》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编辑学》和１９８８年第３

期发表的《文化缔构编辑观》，以及《史学月刊》

１９８１年第２期发表的《太平天国并不是一次妇

女解放运动》和１９８５年第３期发表的《河南回

族分布的历史渊源》等文章，内容极具创新性、

学术性；《西北大学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１期刊发的

《给胡适在“红学”史上以应有的地位》，被公认

为“文革”后最早为胡适的红学给予实事求是

评价的少数论文之一［１１］；《文史哲》１９８４年第１

期策划刊发的５篇“文化史研究笔谈”，呼吁改

变新中国成立后把历史研究等同于经济史、政

治史的做法，要求大力加强对于文化史与传统

文化的研究，被认为是１９８０年代思想文化界

“文化热”的起点。［１２］这些开放性、多元性的研

究，反映了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年高校社科学术

期刊营造的自由、蓬勃的学术氛围。

三是在学术论文刊发比重、转载数量方面。

一般来说，刊发文章的质量如何，与文章的类型

关系很大。改革开放第一个 １０年，刚从“文

革”严冬走出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由于还没有

建立与健全学术研究的规范和学术共同体的规

则、范式，时事宣传类文章、工作总结类文章、教

学教案类文章还时有出现，但学术论文比重、转

载数量已相当可观。据宋应离先生对１９７８—

１９８１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

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

四川大学、吉林大学的１０家学报所发文章进行

的统计，学术论文占文章总数的８５％以上。［６］２８７

正因为对学术、学理的重视，所发文章的转载率

也越来越高。以《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

书报资料社出版的“复印报刊资料”为例，在

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年两年内，仅《复旦学报》就被转载

１０７篇。１９８２年，《新华文摘》全年１２期共摘用

学术论文５００多篇，其中选自高校文科学报的

就有１３０多篇，约占总数的１／４强［６］２８８。转载

量的增多，学术影响的扩大，既促使高校社科学

术期刊进一步保持学术的独立性，规范办刊范

式，凸显学术期刊应有的气度和章法，又繁荣了

学术研究，为期刊学术质量的提升和中国社科

学术研究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２．关注现实，推进改革进程

从１９７８年开始，“改革开放”“解放思想”

“发展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成

为时代的主题词。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作为社会

发展与改革的感应器、思想与学术的展播台，不

仅追求学术性，同时还十分关注现实、记录时代

律动，在推进思想解放、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社

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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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主

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思想解放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

思想解放是先声，而思想解放的标志是１９７８年

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上，在此之前，

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已发表了多篇有关理论与实

践问题的探讨文章，实开思想解放风气之先河。

例如，《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７８年第１期刊登了梁

宁的《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文章；《复旦学

报》１９７８年复刊后第１期开辟的“关于真理标

准问题的讨论”专题笔谈，发表了林永民的《理

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等７篇文章，其内容都是从

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从理论、学术上肯定了检

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在当时，“两个

凡是”大行其道，高校社科学术期刊能发表这样

的文章，且不说其学术敏感、学术认知高人一筹，

只说其文章内容所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精神和

敢于率先发表的政治胆识、政治魄力，就已对当

时的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具有一定的引领和助推

作用。不仅如此，当大讨论席卷全国的时候，《武

汉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思想战

线》、《北京大学学报》、《西北大学学报》、《教学

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等一大批高校社

科学术期刊也都组织了相关笔谈、专题，刊发一

系列有影响的文章，使以学术理论研究见长的高

校社科学术期刊大放异彩，凸显了记录时代、引

领时代的特质。例如，面对当时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等领域的拨乱反正，高校社科学术期刊

也刊发了一系列有影响的重头文章，如《武汉大

学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３期刊发的《〈论共产党员的

修养〉是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复旦学报》

１９７８年第２期刊发的《重视知识分子完全符合

马克思主义》，《文史哲》１９７９年第３期刊发的

《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历史作用》等。

这不仅使高校这一学术地基上开放出了璀璨的

时代之花，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冤假错案的平

反、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营造了历史人物客观

评价、学术问题自由争鸣的学术生态环境，推动

了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进程。

二是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如

果说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最引人瞩目的是

思想解放和发展经济的话，那么，当时的高校社

科学术期刊既在思想解放中赚足了“眼球”，又

在面对改革开放亟需解决的解放生产力、发展

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新实践、新问题时，

交出了比较优异的答卷。例如，改革开放初期，

对于我国经济属于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计

划和市场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社会主义可不

可以搞市场经济等一些事关改革目标的基本理

论问题，学术界曾经发生过激烈争论。《复旦

学报》１９８６年第５期刊发了蒋学模的《社会主

义商品经济运行规律和运行机制》一文，旗帜

鲜明地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而

１９８０年代前期，曹凤岐就曾大胆提出要在中国

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推行股份制的主张：《北京

大学学报》１９８５年第 １期率先刊出曹凤岐的

《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之后，

《北京大学学报》还连续刊发了“十论”社会主

义条件下的股份制文章，为理论界广泛接受，并

受到国家政策制定者的高度重视。［５］２３４该学报

也被认为是“国内公开发表‘股份制改革’文章

的第一本刊物”［１３］。另外，《郑州大学学报》

１９８３年第６期刊发的《社会主义财政在社会再

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河南财经学院学报》

１９８４年第１期刊发的《提高基本建设投资经济

效益的关键在于改革》，《河南大学学报》１９８５

年第６期刊发的《我国农村家庭经营是对马克

思主义合作理论的新贡献》，《复旦学报》１９８６

年第１期刊发的《论我国当前的结构性需求膨

胀》，《兰州大学学报》１９８６年第４期刊发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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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日制度的改革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也

都论证和回答了“四化”建设中人们普遍关心

的重大现实问题。所有这一切，不仅凸显了高

校社科学术期刊在激情荡漾的１９８０年代积极

投身现实问题研究、多方位展现改革成就的特

色和风骨，而且也对改革实践和经济建设产生

了促进作用。

３．注重特色，服务高校与区域发展

个性和特色既是期刊的招牌，也是期刊的

资本。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年，刚刚告别了物资

短缺、知识短缺、精神短缺和思想短缺的中国，

万事万物都散发出蓬勃生机与活力，从万马齐

喑中走出来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注重个性，彰

显自我，不仅迅速地呈现出“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发展态势，而且也“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或服务于学科建设、学术研究，

或服务于建设经济、传承优秀文化。

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注重特色、打造品牌，主

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以所在高校学术方向、学科优势为特

色。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年，处于计划经济阶段

的我国高校，其学科建制、招生规模、培养层次、

专业特色、学术方向等各不相同，而依托各高校

迅速发展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不仅熟悉所在高

校的特色、特长、优势、重点等，而且其办刊宗旨、

功能、定位等也与所在高校的学术研究、学科建

设密切相关。尤其是，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大部

分编辑，本身就是高校社科类院系的教师，有些

还是重点学科的领导、专家，这使期刊本能地都

把展现本校优势学科、特色专业等作为刊物的发

展方向。最明显的例子是这一时期新创办的专

业学术期刊，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新闻

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主办的《比

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主办的《人口研究》、北京广播学院主办的《现代

传播》、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心理发展与教育》

等，均将展现本校本院所的优势学科、特色专业

等作为刊物的发展方向，刊物个性特色鲜明，这

不仅有利于刊物的健康发展，而且推动了学科的

发展与进步。

另外，与专业学术期刊相对应，这一时期的

综合性学报也都依据各高校办学层次、办学方

针、高校性质、承担的教育任务，以及学术资源

状况、科研水平等方面的不同，开辟特色栏目，

打造品牌。例如，一些重点大学学报《北京大

学学报》《复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中国人

民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南开学报》《清

华大学学报》等分别在文学、史学、经济学、哲

学、新闻学、语言学、历史、政治等传统学科上办

出了自己的特色；师范类名校学报如《北京师

范大学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华中师范

大学学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的教育学、心

理学研究等，边疆高校学报如《思想战线》《贵

州大学学报》《内蒙古大学学报》《新疆大学学

报》的民族学、边疆民族史研究等，地方高校学

报如《河南大学学报》的宋史研究、编辑学研

究，《深圳大学学报》的特区问题研究等，不仅

成功避开了“千刊一面”的尴尬，突出了各自的

优势，打造了品牌，展现了“高校 ＋学术”的特

色，而且也对高校的学术、学科建设及国家经济

社会的发展发挥了助推作用。

二是以高校地域特点为特色。地域优势既

包括地理环境优势，也包括历史积淀、人文特色

等优势。我国高校众多，分布极不平衡，北京、

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高校居多，西部、北部

边疆地区高校偏少。而大城市和边疆地区（包

括中小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所拥有的文化

资源各不相同，依托高校而创办的高校社科学

术期刊也各有千秋。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学报名栏———《殷都学刊》（安阳师范学院主

办）的“殷商文化研究”、《湖南大学学报》的“岳

麓书院与传统文化研究”、《齐鲁学刊》（曲阜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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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学主办）的“孔子·儒家·齐鲁文化研

究”、《许昌师专学报》的“魏晋史研究”等，都在

１９８０年代独领风骚。不仅如此，在那个崇尚知

识、崇尚文化的年代，学报作为高等学校的一种

不可或缺的学术传播媒介，基本是一校一刊，即

使是当时新成立的地方院校（边疆院校）、师范

专科学校、地市党校等学术、学科不强的学校，

也都有学报编辑部这个组织机构。于是，学科

强的拼学科，科研强的拼科研，其他的大多利用

学校所在地的地理环境优势、历史文化优势、人

文资源优势，或另起炉灶，创办特色学术期刊，

或独辟蹊径，创办学报特色栏目。前者如厦门

大学１９８３创办的《台湾研究集刊》、西北民族

大学１９８６年创办的《西北民族研究》、山东大

学的《周易研究》、青海民族大学１９８９年创办

的《青海民族研究》等，现在都是 ＣＳＳＣＩ来源期

刊；后者如《河南大学学报》《河北大学学报》

《杭州大学学报》的“宋史研究”、《云南师范大

学学报》的“中国边疆学研究”、《安徽大学学

报》的“徽学研究”等，均发展得较好。师范专

科类学报、地方大学学报，如《赤峰师专学报》

的“辽研究”、《阴山学刊》（包头师范学院主办）

的“阴山文化研究”、《开封师专学报》的“清明

上河图研究”、《南都学坛》（南阳师范学院主

办）的“汉代文化研究”、《呼兰师专学报》的“萧

红研究”、《许昌师专学报》的“魏晋史研究”、

《九江师专学报》的“陶渊明研究”、《衡阳师专

学报》的“船山研究”、《承德师专学报》的“避暑

山庄诗文研究”，等等，都对发扬和传播中华民

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做出了独特贡献。

　　四、结语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１０年，是一个激情迸发

的１０年，是一个创造传奇、成就神话的１０年。

就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来说，尽管也存在着办刊

模式不完善、刊物策划少、季刊多且刊文量少等

缺陷，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指引

下，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年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
最大的亮点是发展快、成就多、百花齐放，最突

出的贡献是为改革开放４０年高校社科学术期
刊的健康发展、欣欣向荣开了个好头，在中国高

校社科学术期刊史上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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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信息计量学中的可视化分析工具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Ⅲ，以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
据库中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国际期刊论文中二语习得视域下工作记忆研究文献的时
间分布、共被引、文献突变关键词聚类、关键词历明变化等要素进行分析，发现：

从时间来看，近１０年来相关研究呈上升趋势，工作记忆对二语习得的重要性日
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从共被引文献来看，Ａ．Ｄ．Ｂａｄｄｅｌｅｙ、Ｍ．Ｄａｎｅｍａｎ、Ａ．Ｍｉｙ
ａｋｅ等在核心文献中贡献突出；从文献突变来看，Ｍ．Ｔ．Ｕｌｌｍａｎ（２００４）、Ｊ．Ｒ．Ｓａｆｆ
ｒａｎ（１９９６）等所著文献具有较高的突变度，这表明这些文献在相应的时间区间
内对工作记忆的研究起着重要作用；从研究热点看，国际期刊论文中二语习得

视域下的工作记忆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作记忆容量与各组成部分对二语习得的

作用，涉及语音意识、词汇习得、句子加工、语篇写作系统、二语习得反馈、纠错

等方面，语言学能也成为了二语习得中的重要研究领域。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

脑成像技术、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和机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等一些精密的仪器

和手段来测量工作记忆对学习者二语习得的影响，综合利用现代先进的脑科学

技术和研究手段，以促进二语习得的发展。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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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记忆是一种对信息进行暂时加工和贮

存的容量有限的记忆系统。自 Ａ．Ｄ．Ｂａｄｄｅｌｅｙ

等［１］提出“工作记忆”这一概念以来，引起了研

究者的广泛关注。大量研究证明，工作记忆对

人们的学习、记忆、思维等高级认知活动都起着

重要作用，能保持任务相关信息在一定时间内

处于高度激活与可提取状态。工作记忆研究最

早是认知心理学家和认知神经学家所关注的焦

点。随着神经科学、人工智能与心理学等学科

的不断发展，二语习得研究也从语言学延伸到

神经科学和信息处理等多个领域和学科［２］。记

忆在语言习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言语行为

和言语学习的核心。当大脑接收信息时，有三

类记忆在起作用：感觉记忆、工作记忆与长时记

忆［３］。感觉记录器将接收到的信息以电化冲动

的形式传入大脑供工作记忆加工；工作记忆具

有储存和加工两种功能，是知觉、长时记忆及其

活动之间的接口，从而支持了人类的思维活动

过程［４］；长时记忆则系统储存知识。工作记忆

通过大脑中所储存的信息，可促进复杂的认知

活动，如学习、理解和推理等［５］。

工作记忆在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正在成为

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当前有关二语习得的实证

研究多使用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者从

心理语言学角度探讨工作记忆对语言输入、理

解和输出的作用，指出工作记忆对不同二语范

畴的习得与发展，以及二语技能学习都发挥着

重要作用，对二语技能尤其是复杂认知技能如

听、说、读、写都有影响，并且有抑制来自母语干

扰的作用［６］。Ａ．Ｄ．Ｂａｄｄｅｌｅｙ［７］认为，语音工作

记忆不仅影响母语学习，也有助于二语学习；学

习者的工作记忆与二语习得的关系研究被认为

是“语言学研究中最有前景的研究方向之

一”［８］。最近，Ａ．Ｄ．Ｂａｄｄｅｌｅｙ等［９］指出，认知心

理学界的工作记忆理论今后需结合二语习得的

特点来进行扩展和补充，两者的理论整合工作

亟待提升。随着一些专家学者不断尝试运用新

的视角、对新的领域进行述评，大量关于工作记

忆研究文献的不断涌现。例如，吴潜龙［１０］从语

言与思维之关系的角度分析了二语习得中出现

的问题；温植胜等［１１］在认知心理学和语言习得

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工作记忆视角下“语音／执

行”二语习得研究理论模型；陈士法等［１２］研究

了我国外语界工作记忆与二语习得之关系；马

拯［１３］评述了工作记忆研究的理论模型、测量工

具和研究成果。然而以往研究多采用传统的描

述性统计分析法，本文拟借助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Ⅲ文献

可视化软件，运用引文分析的方法，利用客观数

据对国际期刊中二语习得视域下工作记忆研究

文献的时间分布、共被引、文献突变、关键词聚

类、关键词历时变化等要素进行分析，以更加形

象直观地呈现二语习得视域下工作记忆的研究

热点，并对当前工作记忆研究的发展做出客观

全面的梳理，以期为国内相关研究者提供参考

和借鉴。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

采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Ⅲ科学计量学分析工具来系统

梳理二语习得视域下的工作记忆研究现状，文

献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３日，检索主题词

为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ｍｏｒｙ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ｃｑｕｉｓｉ

ｔｉｏｎ。经过二次检索排除其他不相关文献，最终

得到２２５个文献记录。我们通过对由检索得到

的数据进行文献共被引、文献突变、关键词聚类

分析，并按年份进行归类，绘制出工作记忆国际

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以对图谱进行解读和分

析。检索到的这１０年相关文献每年发表工作

记忆研究论文情况，具体见图１。

由图１可见，在２１世纪初，有关工作记忆

的研究国际上成果较少，未得到研究者的充分

关注。然而，近年来随着工作记忆研究理论的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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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完善和应用的推广，工作记忆研究日益受

到研究者的重视，研究成果呈不断上升趋势。

　　二、数据分析

１．工作记忆研究共被引文献分析

文献共被引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在工作

记忆研究领域的发展演变历程中起关键作用的

文献，文献共被引图谱可以追根溯源、形象直观

地展示工作记忆研究的发展轨迹。运用可视化

软件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Ⅲ对２２５篇论文进行文献共被

图１　工作记忆研究论文发表数量与时间分布图

引分析，绘制文献共被引图谱（见图２），其中

聚类值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ｔｙ（Ｑ）为０．７２０４，聚类内部相

似度指标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Ｓ）值为０．８４９７，这说明

聚类内节点联系比较紧密，聚类内节点的主题

具有较强关联性。图谱中１个节点代表１篇

文献，“年轮”（节点向外扩展的不同颜色圆

圈）代表此文献在不同年份被引用的频次，从

里到外，“年轮”对应的时间分区由远而近。

圆圈厚度与被引频次相关，两个节点之间的连

线粗细代表着文献共被引关系的强弱。节点

之间连线的不同颜色，分别对应首次被引用时

间。知识图谱中关键点的圆圈大小、“年轮”

疏密、连线粗细等形象地展示了工作记忆国

际研究状况和研究趋势。节点中外圈呈紫

色的“年轮”代表文献在该领域具有重要意

义，最外围的紫色“年轮”越厚，说明该文献

越具有产生革新性影响的潜质［１４］。图谱显示

图２　工作记忆共被文献引知识图谱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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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ａｄｄｅｌｅｙ（１９９８）、Ｍ．Ｄａｎｅｍａｎ（１９８０）、Ａ．

Ｂａｄｄｅｌｅｙ（２００３）、Ａ．Ｍｉｙａｋｅ（１９９８）、Ｎ．Ｔｏｋｏｗｉｃｚ

（２００５）等作者的文章在该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是该领域具有标志意义的“拐点”［１５］。从图谱

中圆圈“年轮”大小可以看出，共被引文献依次

有Ａ．Ｂａｄｄｅｌｅｙ（１９９８）、Ｍ．Ｄａｎｅｍａｎ（１９８０）、Ｍ．

Ａ．Ｊｕｓｔ（１９９２）、Ａ．Ｂａｄｄｅｌｅｙ（２００３）、Ｍ．Ｔ．Ｕｌｌｍａｎ

（２００４）等研究者的论文。另外，图谱中连线的

粗细显示，Ａ．Ｂａｄｄｅｌｅｙ（１９９８）、Ｍ．Ｄａｎｅｍａｎ

（１９８０）、Ａ．Ｍｉｙａｋｅ（１９９８）等作者所著文献都

有着很强的共被引关系。

被引频次是同行认知的一种形式，反映学

术群体对学者的信赖和认可程度，同时也体现

学者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和影响［１６］。通过文献

共被引知识图谱向前可以追溯文献根源，向后

可以追踪发展［１６］。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Ⅲ可视化软

件，对文献进行共被引分析按照文献的被引次

数进行排序的情况见表１。

通过分析发现，共被引文献主要是对工作

记忆的相关概念和理论框架、语音短时记忆与

工作记忆容量之间的关系、语音短时记忆与工

作记忆对于二语学习者学习词汇的作用，以及

工作记忆对二语学习者听说读写与英语语言运

用能力影响的研究等。由表１可见，共被引次

数排名第１位的是 Ａ．Ｂａｄｄｅｌｅｙ等作者（１９９８）

的一篇文献，该文章通过对正常成人和儿童，以

及神经心理疾病患者和特殊发展人群的研究，

发现语音环在学习具有异常语音形式的新词时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被引次数列第 ２、第 ３

位的分别是 Ｍ．Ｄａｎｅｍａｎ（１９８０）和 Ａ．Ｂａｄｄｅｌｅｙ

（１９８６）所著文献。Ｍ．Ｄａｎｅｍａｎ等［１７］通过实验

发现阅读理解的个体差异可反映出工作记忆容

量的差别，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协调加工和储存

功能方面。Ａ．Ｄ．Ｂａｄｄｅｌｅｙ（１９８６）阐述了短时

记忆的研究现状，构建出工作记忆的特殊模型，

即视觉空间模板、语音环和中央执行系统，并全

面阐述了各个系统的不同功能和作用。被引次

数列第４位的是Ａ．Ｍｉｙａｋｅ等作者（１９９８）［１８］所

著文献。该文提出工作记忆的容量差异会对二

语习得过程产生影响，并通过阅读广度实验发

现母语和二语能力与母语和二语的工作记忆有

关。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１９９２）［１９］所著文献的被引次数

列第５位。该文通过非词复述和非词抄写，以

及比较句法语义结构预测英语学习能力的实

验，发现在工作记忆中记忆陌生语音材料的能

力是 外 语 新 词 学 习 的 基 础。Ａ．Ｂａｄｄｅｌｅｙ

（２００３）［２０］所著文献名列第６位。该文研究了

工作记忆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详细说明了工作

记忆的组成，以及各子系统的功能。被引次数

列第７位的是Ａ．Ｂａｄｄｅｌｅｙ（２００７）［２１］所著文献。

该文介绍了工作记忆的相关概念，把工作记忆

引入更为广阔的情境中进行研究，以发现工作

记忆与社会行为、情感、意识直觉和行为控制的

关系。这种尝试也引出了一些关于意识的经典

哲学问题和关于自由意识的研究。被引次数列

第８位的是Ｈ．Ｃｈｅｕｎｇ（１９９６）［２２］所著文献。该

文发现语音记忆在二语词汇习得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并与学习者的语言知识相互作用。被引

次数列第９位的是 Ａ．Ｂａｄｄｅｌｅｙ（２０００）［２３］所著

文献。该文在原工作记忆模型基础上增加了第

四个系统即情节缓冲器，从而扩展了工作记忆

模型的适应性。被引次数列第 １０位的是 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１９９５）等所著文献［２４］。该文通过非词

复述的精确度实验，得出语音短时记忆与外语

词汇习得有着密切关系的结论。

工作记忆研究突变文献的时间线图谱见图

３。所谓“突变”，是指一个变量的值在短期内

发生了很大变化，被引次数突变表示文献在某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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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段内引用量迅速增加，图中深色线框代

表突变发生变化的时间区间。由图３可见，Ｍ．

Ｔ．Ｕｌｌｍａｎ（２００４）、Ｊ．Ｒ．Ｓａｆｆｒａｎ（１９９６）等作者所

著的文献具有较高的突变度，表明这些文献在

相应的时间区间内对工作记忆的研究起到了重

要作用。Ｍ．Ｔ．Ｕｌｌｍａｎ（２００４）［２５］用实验验证了

陈述性和程序性记忆模型等理论，为心理词汇

和心理语法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Ｊ．

Ｒ．Ｓａｆｆｒａｎ（１９９６）研究发现，一个８个月大的婴

儿可以根据相邻语音之间的关系把单词从流利

的语言中分割开，从而实现语言习得；Ｃ．Ｍ．

Ｗｅｂｅｒｆｏｘ（１９９６）运用ＥＲＰｓ和行为反应法对６１

位汉英双语成年人进行测试，发现与语言相关

的神经系统会随成熟期的变化受到限制，专门

加工语言的神经子系统也显示出不同的敏感期。

另外，从图谱中也可以看出，Ｈ．Ｃｌａｈｓｅｎ（２００６）
表１　工作记忆研究文献共被引列表（按被引次数排序）

排序
被引

次数
中心性 作者 文献篇名

文献来源期刊／
出版社名称

年份

１ ４２ ０．３３
Ａ．Ｂａｄｄｅｌｅｙ，
Ｓ．Ｇａｔｈｅｒｃｏｌｅ

Ｔｈｅ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ｏｏｐａｓａ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８

２ ３９ ０．４３ Ｍ．Ｄａｎｅｍａ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ｍｏｒｙａｎｄｒｅａｄ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ｅｒｂ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Ｖｅｒｂ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１９８０

３ ３１ ０．１７ Ａ．Ｂａｄｄｅｌｅ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ｍｏｒｙ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

４ ３０ ０．１８
Ａ．Ｍｉｙａｋｅ，Ｐ．Ｆ．Ｎａｏｍｉ，
Ｆ．Ｈ．Ａｌｉｃｅ，ｅｔ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ｍｏｒｙａ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ｐｔｉｔｕｄ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１９９８

５ ３０ ０．３３ 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ｍｏｒｙ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２

６ ２７ ０．１１ Ａ．Ｂａｄｄｅｌｅ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ｍｏｒｙ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ｄｅｒｓ ２００３

７ ２７ ０．２２ Ａ．Ｂａｄｄｅｌｅ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ｍｏｒｙ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ａｃｔ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８ ２５ ０．０６ Ｈ．Ｃｈｅｕｎｇ
Ｎｏｎｗｏｒｄｓｐａｎａｓａｕｎｉｑｕ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６

９ ２５ ０．０４ Ａ．Ｂａｄｄｅｌｅｙ Ｔｈｅｅｐｉｓｏｄｉｃｂｕｆｆｅｒ：ａｎｅｗ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ｍｏｒｙ

Ｔｒｅｎｄｓｉ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０

１０ ２４ ０．０２
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Ｋｏｈｏｎｅｎ

Ｉｓ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ｍｏｒｙ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ｂｙ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１９９５

图３　工作记忆研究突变文献时间线图谱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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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成果在相应的时间内也发生了突变，被

引用次数显著增加，对工作记忆研究发挥着重

要作用。

２．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和提炼，反

映文章的主题，相同的关键词在不同文章中的

重复出现就可以被视为研究热点［２６］。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对国际期刊论文中工作记忆研究的

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我们绘制出工作记忆

研究关键词知识图谱，见图４。图谱中１个节

点代表１个关键词，节点的大小代表关键词出

现的频次高低，连线的粗细反映关键词之间共

现关系的强弱。关键词的出现频次排序情况见

表２。

图４和表２显示工作记忆研究的关键词有

工作记忆、习得、个体差异、短时记忆、语言、英

语、儿童、理解、双语、外语、知识、语音记忆、记

忆、二语习得、语音意识、双语儿童、非言词复

述、核磁共振、语法、大脑等，与这些词相关的内

容成为近年来工作记忆研究关注的焦点。图４

中连线的疏密程度、实线与虚线以及“年轮”色

彩的厚度反映出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度。基于关

键词图谱和表格可以看出，工作记忆与二语习

得的理论整合联系密切，但仍处于萌芽阶段；工

作记忆对于二语学习过程牵涉到的认知技能如

听、说、读、写都有影响，研究者主要研究工作记

忆与二语学习中的词汇、语法等方面的联系；从

关键词中可以发现工作记忆与二语习得之间关

系的研究也逐渐受到应用语言学家的重视，对

工作记忆和短时记忆之间联系的研究也在加

强；语音工作记忆和中央执行器对二语学习的

影响也引起一些专家的关注；利用数字广度、非

词复述等方法测试语音工作记忆的广度，利用阅

读广度、运算广度等方法测试工作记忆的复杂记

忆广度已成为工作记忆研究一种新的方法，机能

性核磁共振成像（ＦＭＲＩ）技术的应用已成为现代

心理语言学研究的一种流行范式。在关键词图

谱中Ｅｎｇｌｉｓｈ、Ｓｐａｎｉｓ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ｒｅｎｃｈ、Ｇｅｒｍａｎ等也

图４　工作记忆研究关键词知识图谱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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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工作记忆研究关键词列表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１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ｍｏｒｙ（工作记忆） １５３ ０．１７
２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习得） ６８ ０．２３
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个体差异） ６０ ０．４４
４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ｍｅｍｏｒｙ（短时记忆） ５０ ０．３４
５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语言） ４８ ０．３２
６ Ｅｎｇｌｉｓｈ（英语） ３０ ０．１７
７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儿童） ２２ ０．２７
８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理解） １９ ０．０５
９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ｉｓｍ（双语） １９ ０．１１
１０ 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外语） １７ ０．０８
１１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知识） １５ ０．１２
１２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ｍｏｒｙ（语音记忆） １５ ０．０３
１３ ｍｅｍｏｒｙ（记忆） １５ ０．０５
１４ 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二语习得） １４ ０．０８
１５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语音意识） １３ ０．０５
１６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ｃｈｉｌｄｒｅｎ（双语儿童） １３ ０．１０
１７ ｎｏｎｗｏｒｄ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非言词复述） １２ ０．０４
１８ ＦＭＲＩ（核磁共振） １２ ０．１３
１９ ｇｒａｍｍａｒ（语法） １２ ０．１０
２０ ｂｒａｉｎ（大脑） １２ ０．１２

成为关键词，Ｅｎｇｌｉｓｈ的被引频次最高，Ｓｐａｎｉｓｈ

也逐渐活跃，这说明工作记忆的语言研究对象

比较广泛。探讨工作记忆的主要成分与母语习

得不同层面间的关系、语音工作记忆在语言习

得中的作用、学习者在执行控制之间存在的个

体差异，以及对语言理解加工的影响等，已成为

认知心理学家研究的热点。

此外，为了更清楚地呈现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工
作记忆国际研究热点的变化趋势，我们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可视化软件对关键词按其年份进行
归类，结果见表３。

由表３可见，研究者主要关注工作记忆对
语音意识、词汇习得、句法加工与语篇写作的影

响。同时工作记忆对二语习得中的元语言知

识、语言障碍者、习得反馈、纠错与儿童习得者

之关系的研究等，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

研究者对于学习者非言语智力和行为也进行了

探索，语言学能及其相关因素也成为二语习得

中的重要研究领域。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多地采

用脑成像、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事件相关电位技

术，以探讨大脑功能与工作记忆对二语习得的

影响。

　　三、结论

本文运用信息计量学中的可视化分析工具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Ⅲ，主要对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国际期刊论

文中二语习得领域有关工作记忆研究文献的时

间分布、共被引、文献突变关键词聚类、关键词

历史变化等要素进行了分析。研究数据表明，

近１０年工作记忆研究数量呈上升趋势，在很大

程度上加大了工作记忆在二语习得研究中的重

要性。从研究者方面看，Ａ．Ｂａｄｄｅｌｅｙ、Ｍ．Ｄａｎｅ

ｍａｎ、Ａ．Ｍｉｙａｋｅ等在核心文献中贡献突出。在

研究内容上，国际期刊论文中二语习得视域下

的工作记忆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作记忆容量与各

组成部分对二语习得的作用，涉及语音意识、词

汇习得、句子加工、语篇写作系统、二语习得反

馈、纠错等方面，语言学能也成为了二语习得中

的重要研究领域；工作记忆的个体差异对二语习

得的影响，特别是工作记忆差异对阅读理解的作

用也是研究热点。同时，工作记忆研究对特殊学

习者日益关注，当前国际上也开始从脑白质完整

性、言语运动控制、特殊性语言障碍（如对儿童多

动症和儿童孤独症的研究），以及其他认知神经

机制等方面对工作记忆进行研究。

国际上对于工作记忆的研究不仅从理论框

架和研究视角上进行了创新，而且其研究范式、

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对国内工作记忆研究也具

有借鉴意义。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脑成像技

术、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和机能性核磁共振成像

技术等一些精密的仪器和手段来测量工作记忆

对二语习得学习者的影响，综合利用现代先进

的脑科学技术和研究手段为促进学习者二语习

得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有效的途径。

本文对国际关于工作记忆的研究热点进行

·００１·



蔡艳玲，等：二语习得视域下工作记忆国际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

表３　国际期刊论文中二词习得视域下工作记忆研究热点的历时变化情况（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份 研究热点１ 研究热点２ 研究热点３ 研究热点４ 研究热点５
２００６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ｐ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ＦＭ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ｂｒａｉｎｉｍａｇｉｎｇ
２００７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ｍｏｒｙ ＦＭＲＩ ａｕｄｉｔｏｒ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２００８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ｎｏｎｖｅｒｂａｌＩＱ ｍｅｔ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ｍｏｒｙ 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 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ｄｅｎｔａｌｒｅｔｒｏｆｌｅｘ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ｍｏｒｙ 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２０１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ｆｏｒｍａｔ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ｎｏｎｗｏｒｄ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ｎｏｎｖｅｒｂ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２０１１ｐｈｏｎｅｍ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ｌｅｖｅｌ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１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ｖ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ｎｏｖｅｌｓｐｅｅｃｈ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２０１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ｖ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Ｎｏｎｗｏｒｄ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ｐｔｉｔｕｄｅ
２０１４ ＥＲＰ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ａｒｌｙ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ｄｅｆｅｒｒｅｄ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６ ｗｈｉｔｅｍａｔｔｅｒ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ｓｐｅｅｃｈｍｏｔ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 ｎｕｍｂｅｒ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了可视化分析，涉及的国内研究动态较少，今后

可将国际与国内有关工作记忆研究的差异进行

比较研究，以充分把握工作记忆研究的前沿和

动态。此外，未来应不断对工作记忆和二语习

得研究的理论框架、实验工具和研究手段进行

整合和创新，以促进二语习得的研究发展与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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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幽默性别差异研究
———以《爱情公寓》为例

Ｔｈｅｇｅ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ｖｅｒｂａｌｈｕｍｏｒ
—ＴａｋｉｎｇＬｏｖｅ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

关键词：

言语幽默；

性别差异；

行为准则；

交际

何芳芝１，２

ＨＥＦａｎｇｚｈｉ

１．郑州轻工业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２．罗切斯特大学 华纳教育人文学院，纽约 罗切斯特 １４６２４

摘要：以《爱情公寓》为例，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研究言语幽默的性别差异，发

现：从幽默言语的数量上看，男性比女性更多使用幽默言语，不论是在男性之间

或是在男女之间男性都表现得比较活跃，更具有幽默感；从幽默功能看，男性之

间的幽默言语主要以取笑和冲突为主，而女性之间的幽默言语以分享为主，男

女之间的幽默言语以取笑为主；从幽默调侃的对象来看，男女之间的幽默，女性

在多数情况下扮演着取笑男性的角色，而男性往往是被取笑的对象。幽默性别

差异的主要根源在于男性与女性社会地位不平等，在行为准则、交际场合上存

在差异。主流社会价值观决定了男性的优越感和主宰权，而女性则被要求遵循

一定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因此，不是男性的幽默感天然地比女性强，而是社会

地位和社会价值观制约了女性幽默天赋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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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有关性别差异

的研究引起了各个学科的关注，涉及语言学、教

育学、心理学、医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幽默是个

人风格的一种体现，有助于社会交际。研究幽

默的性别差异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幽默在

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构建和谐的语言环境和社

会生活环境。然而，到目前为止，有关幽默的性

别差异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除少数硕

士论文外，几乎没有期刊论文论及，而且现有的

研究多以英美国家为社会背景。鉴于此，本文

拟选取情景喜剧———《爱情公寓》作为考察对

象，解析言语幽默所反映出来的性别差异，以及

导致此种差异的根源。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取由汪洋担任制片人的《爱情公

寓》第一季（共２０集）作为分析语料考察幽默

的相对数量是否具有性别差异，以及幽默的功

能是否具有性别差异。语料的选择依据以下两

个标准：第一，必须是超乎常规的语言使用；第

二，必须伴随有听众笑声或罐装笑声。本研究

非穷尽性的精确研究，因此即使没有找出所有

的幽默言语，定量分析的结果也具有代表意义。

此外，由于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性别差异，所以

对幽默言语的分类以幽默话语发出者与幽默调

侃对象的性别为依据。

１．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爱情公寓》中的幽默对白为对

象。该剧以一幢名为“爱情公寓”的公寓为故

事的主要发生地，用一个个幽默诙谐的故事展

现住在这里的７个年轻人的成长历程，以嬉笑

怒骂的手法演绎了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和价值观

念。本研究之所以选择情景喜剧为语料来源，

是因为情景喜剧更多地借用幽默对白来塑造人

物形象、构建故事情节。语言在文艺创作中可

以起到凸显人物性格特点、渲染情境与启迪思

考的重要作用，情景喜剧能集中展现各种形式

的幽默言语，且情节非常接近现实生活，所以情

景喜剧是考察幽默言语的最好语料来源。

２．理论依据

Ｊ．Ｈａｙ［１］认为，幽默具有团结功能、权力功

能与心理功能，并认为团结功能包含分享、突出

相似与调侃取笑，权力功能包含冲突与控制，心

理功能包含自我防御与应对。

分享功能主要指说话者通过幽默言语讲述

自己的经历，让听者更多地了解自己，如《爱情

公寓》第３集主人公欧阳（男）与子乔（男）的如

下一段对白。

　　欧阳：那你最恐怖的梦是什么？

子乔：最恐怖的梦？

欧阳：对，就是让你能够突然惊醒

的梦。

子乔：那还是我读高中的时候。有一

天我梦到自己在考试，咦，太恐怖了。

欧阳：好，继续。

子乔：后来我就一下子惊醒了，更恐怖

的事情发生了，原来我真的在考试。

子乔在一菲（女）和小贤（男）的陪同下去

看心理医生，医生欧阳让子乔讲述自己过去的

经历。因为没病装病，子乔就讲述了自己高中

考试时做梦的经历，从中可以看出子乔玩世不

恭的性格特点。

突出相似功能，顾名思义，就是说话者通过

讲述与听者相似的经历，利用同病相怜的心理，

获得听者的信任，如《爱情公寓》第３集主人公

一菲与小贤的一段如下对白。

　　一菲：曾老师曾经和你一样，也有着严

重的心理障碍，但是后来他明智地看了心

理医生，才重新做人，并且活到了现在。

·４０１·



何芳芝：言语幽默性别差异研究———以《爱情公寓》为例

小贤：对啊，她说的基本上……没错。

为了说服子乔去看心理医生，一菲故意编

造小贤也有看心理医生的经历以博取子乔的信

任，小贤也非常配合地承认自己曾有过心理

疾病。

调侃取笑功能，是指说话者通过调侃他人

的不幸经历、言语特征而引人发笑。一般只有

关系亲密的人之间才会互相取笑，以增进感情，

如《爱情公寓》第２集小贤与一菲的如下一段

对白。

　　小贤：出大事了，如果我现在要选择一

个卡通人物来形容子乔的话，那就是绿巨

人了。

一菲：绿？股票跌了？

小贤：跌你个头啊！绿帽子，再这么发

展下去，子乔很快就会绿得跟油菜花一

样了。

一菲：你说的是西兰花吧，油菜花那是

黄的。

小贤看到美嘉（女）和关谷（男）独处，误认

为美嘉和关谷关系暧昧，很同情子乔的遭遇，并

试图帮助子乔。当他和一菲谈论这件事情的时

候，就故意用绿巨人来取笑子乔被戴“绿帽子”了。

幽默优越论认为幽默是一种权力的体

现———幽默者通过幽默来展示自己心理或物质

上的优越感［２］。而制造冲突是幽默者体现优越

感最常用的形式之一，如《爱情公寓》第６集中

美嘉与子乔的如下一段对白。

　　美嘉：吕子乔！你是我见过的最垃圾

最混蛋最不要脸的男人，看见你我就相信

基因确实会突变的，而且会越变越烂！

子乔：陈美嘉！你是我见到的世界上

身材最平的女人，你不是飞机场，你简直就

是盆地，下雨天还会积水的那种！

以上两个人物之间的言语虽然在观众看起

来滑稽可笑，但在具体的语境中是彼此恶意贬低

对方，以突出自己的优点，制造更多矛盾和冲突。

控制局面也是权力功能的一种体现，即说

话人（幽默者）能够掌控局面，以影响听者的行

为，如《爱情公寓》第３集美嘉与子乔的如下一

段对白。

　　美嘉：住手。

子乔：美嘉，美嘉，你来救我啦，美嘉。

美嘉：你们想虐待子乔？

（子乔哭，小贤松手）

美嘉：让我来吧。

子乔：什么？

一菲和小贤为了治疗子乔的抑郁症想尽办

法，结果发现子乔假装有病以获取朋友们的关心

和同情。他们十分生气，想借电击疗法之名惩罚

子乔，但无意中被美嘉撞见，美嘉使用言语幽默

获得场面的控制权，并得到了惩罚子乔的机会。

自我防御是幽默的主要心理功能之一，指

说话者明知自己的行为或语言不太恰当，在受

到听者言语攻击时，利用幽默巧妙地进行反击，

从而保全自己的面子，如《爱情公寓》第３集子

乔与美嘉的如下一段对白。

　　（美嘉抖出一大堆硬币）

子乔：拿走，拿走，这都什么啊？

美嘉：干吗？没见过人民币啊？

子乔催促美嘉该交房租了，美嘉仅有一些

硬币，子乔看到之后不屑一顾，用言语对美嘉进

行了讽刺，但是美嘉通过幽默的言语对子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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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反驳，挽回了自己的面子。

应对功能指说话者通过言语幽默解决谈话

中出现的问题，如言语不当、表达不清等，以化

解尴尬局面，如《爱情公寓》第４集小贤与 Ｌｉｓａ

（女）的如下一段对白。

　　小贤：不会，其实我的意思是，他是一

个智障。

Ｌｉｓａ：你不是说他是收电费的吗？

小贤：他幻想自己是收电费的，上星期

下雨打雷闪电的，他硬是要把闪电的电费

算在我的头上。

小贤为了获得一档电视节目的主播资格，

百般讨好制片人 Ｌｉｓａ，并邀请 Ｌｉｓａ来家做客。

Ｌｉｓａ发现了子乔的照片，并坦白在和子乔有一

夜情之后再也联系不上他。为了不让子乔的出

现毁掉这次千载难逢的工作机会，小贤在子乔

敲门时说他是收电费的，巧妙地化解了子乔和

Ｌｉｓａ相遇的尴尬局面。

３．数据统计

本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

法，首先对语料按照７种功能进行定性分析，然

后进行定量统计。通过观看视频、分析文本，我

们共发现幽默言语１２５例，其中男性之间的幽

默言语１７例，女性之间的幽默言语１０例，男女

之间的幽默言语９８例（见表１）。在男女之间

的９８例幽默言语中，男性作为发话者的有５９

例，女性作为发话者的有３９例；男女之间以取

笑为主的５４例幽默言语中，男性作为发话者的

有２３例、作为被取笑对象的有３１例，女性作为

发话者的有３１例、作为被取笑对象的有２３例。

　　二、数据特征分析

统计数据显示，从幽默言语的数量上看，男

性比女性更多使用幽默言语，不论是在男性之

间或是在男女之间男性都表现得比较活跃，更

具有幽默感；从幽默功能看，男性之间的幽默言

语主要以取笑和冲突为主，而女性之间的幽默

言语以分享为主，男女之间的幽默言语以取笑

为主；从幽默调侃的对象来看，男女之间的幽

默，女性在多数情况下扮演着取笑男性的角色，

而男性往往是被取笑的对象。

１．男性的幽默言语多于女性

在本研究中，男性作为发话者的幽默言语

共有７６例，占 ６１％，这说明男性更具有幽默

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认为男性比女性

更幽默，男性会借助讲笑话、调侃、揶揄、滑稽模

仿等幽默手段，使自己成为交际场合中的焦点人

物。在文学作品中，从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

梦》到塞万提斯的《唐·吉坷德》，各种幽默的主

人公主要是男性。喜剧电影中的主要角色也多

是男性，如《憨豆先生》《三傻大闹宝莱坞》等。

即使在动画片中，喜剧动画人物也以雄性为主，

如《猫和老鼠》中的汤姆和杰瑞。幽默大师，从

卓别林到马三立，也是以男性为主。此外，中国

戏曲文化中丑角的扮演者也多是男性。印度梵

文剧本中宫廷打诨插科逗乐之人，也大多是男

性。总而言之，男性在幽默方面占绝对多数。

２．同性之间男性的幽默言语更具有攻击性

在男性之间的幽默中，取笑功能的幽默占

４１％，冲突功能的幽默占２９％，二者合计共占

表１　幽默功能性别差异分析 ／例

发话者—听话者 分享经历 突出相似 调侃取笑 引起冲突 控制局面 自我防御 应对问题 共计

男—男 １ １ ７ ５ ２ ０ １ １７
女—女 ４ １ ２ ０ ２ ０ １ １０
男—女 ４ ５ ２３ １５ ６ ７ ９ ５９
女—男 １ ０ ３１ ２ １ ２ ２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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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而女性之间的幽默凸显分享功能，占
４０％，主要目的是通过分享个人经历以增进友
谊。男性幽默看似单纯为了活跃氛围，但实际

上表现出来的是男性与他人竞争的欲望。男性

借助讲笑话和调侃等幽默言语表现手段，展现

口才和智慧，主要用以贬低他人或对他人进行

生理或心理上的挑战，进而使自己脱颖而出，达

到在交际中占上风的目的，尤其在公众场合。

３．异性之间男性更容易成为被调侃的对象
除男性之间幽默以打趣调侃为主要功能

外，在男女之间的幽默中男性成为被调侃对象

的也占到５７％，这说明男性是幽默言语主体的
同时，也是幽默的主要被调侃对象。调侃能起

到增进感情的作用，有研究表明越是关系密切

的人之间，越会有更多的调侃打趣，即所谓的

“戏谑关系”［３］。在研究中，我们也发现不论是

男性之间还是男女之间，男性更容易成为调侃

对象。心理学研究表明，对强者的嘲笑往往会

增加弱者的自信心。［４］在男女两性之间，女性作

为相对弱者往往成为被保护的对象。因此，在

男女之间的幽默言语中，女性不易成为调侃的

对象，而女性更愿意借用幽默言语调侃男性，以

增进彼此团结。

　　三、言语幽默的性别差异原因探讨

不可否认，男女之间存在生理差异，但幽默

的性别差异主要是由社会观念规约的行为准

则、交际场合等非生理因素所导致的。

在当今社会，虽然女性在经济上相对独立，

对私有财产具有与男性同等的支配权，且可以

忽略分工差异而参与到各种社会活动中，但从

整体上来看，男性的社会地位仍普遍高于女性，

尤其是在公共领域。研究发现，表面上看，女性

在家庭中的地位有很大的提高，而且有更多的

机会参与社会活动，但是在公共生活方面，尤其

在乡镇，男性依然占有绝对的控制权。［５］社会分

工的差异、经济地位的低下、政治权利的缺失、

对社会必需品的贡献、理想女性的主流文化价

值观，以及对男性的依赖，都是导致男女地位不

平等的因素，进而使男性可以借用幽默大胆展

示自我，而女性则倾向于自觉约束自己。

男孩和女孩从小就被灌输不同的价值观和

行为标准。尽管不同文化对女孩的要求不尽相

同，但女孩要比男孩承受更多方面的约束，尤其

在言行举止、着装打扮等方面；而男孩则被教育

为要勇敢、大胆。研究表明，孩提时期的男孩比

女孩更喜欢打闹或言语攻击［６］。男孩的游戏活

动大多与嬉戏打闹有关，而女孩的游戏则常常

采取玩玩具、过家家、做手工等相对安静的方

式，虽然有时会在游戏过程中显得很热闹，但也

不会危及玩伴的人身安全。男孩受到他人攻击

时，倾向于反击；但是女孩因在孩提时代就被告

知生活中要远离攻击行为，故在受到攻击时往

往采取避让的态度。此外，女孩比男孩更早地

承担家务，也比男孩更听从妈妈的命令［７］，而男

孩则在个人成就和自给自足方面承受更多的压

力。社会对女性行为举止的要求从各个方面限

制了女性的行为。如在很多文化中，女性在公

开场合放声大笑常被看作是自我放纵或淫荡的

表现。好女孩、淑女要温柔贞洁、举止大方。研

究表明，男性比女性更多地使用非标准的语言

形式，整体上女性发音比男性更标准。［８］１６６这表

明女性较为顺从规范，言行较为严谨、合规。然

而幽默的很多表现形式都违背这些行为准则。

在与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进行交

际的过程中，女性往往感觉更受约束和限制。

这一现象不仅与她们较低的社会地位密切相

关，也与社会所树立的女性行为准则密不可分。

导致幽默性别差异的另一原因是男人的交

际范围更多是在公开场合，而女性的交际范围

则多是家庭、小团体等私密场合。在多数行业

中，男性的比例大于女性，在拥有较高权力的部

门更是如此。虽然近年来女性开始打破职业界

限，进入某些男人占主导地位的行业，但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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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于相夫教子、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定位，参与

的公共活动少于男性。Ｐ．Ｈａｒｖｅｙ对各种会议
的出席人数所做的研究表明，女性出席会议的

比例明显低于男性，而且出席会议的女性很少

有发言的机会。［８］４４－６４多数女性在讲话开始和

结束时都会因为发言的内容、发言的时间而表

示歉意。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美国一直宣称人

人平等，但是研究表明，美国女性在正式社交场

合一般不讲笑话，这大概是因为美国文化的习

俗认为女性直截了当地讲故事或说笑话，不符

合女性的社交礼仪原则。［９］

　　四、结语

本研究以《爱情公寓》中的言语幽默为例，

采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探究言语幽默的性

别差异。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男性使用言语幽

默多于女性；在幽默功能上，男性主要借助幽默

实现冲突和取笑调侃的功能，女性则是为了增

进团结；在男女之间的幽默中，男性往往成为被

调侃的对象。幽默性别差异的主要根源在于男

性与女性社会地位不平等，在行为准则、交际场

合等方面存在差异。主流社会价值观决定了男

性的优越感和主宰权，而女性则被要求遵循一

定的言行准则。因此，不是男性的幽默感天然

地比女性强，而是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观制约

了女性幽默天赋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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