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张一兵ꎬ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ꎮ
〔∗〕本文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化马藏工程”(１８ＪＪＤ７１０００３)的阶段性成果ꎮ

　 学人论语
«学术界»(月刊)

总第 ２６８ 期ꎬ２０２０. 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Ｎｏ. ９ Ｓｅｐ. ２０２０

“青年马克思第一次思想转变的历史语境”笔谈

主持人语:这组笔谈集中反映了青年马克思在 １８４３ 年前后ꎬ通过«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的欧洲历史

研究ꎬ初步开始自己思想上的“第一次转变”过程ꎮ 深入追问了青年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中颠倒主谓关系里的市民社会的含义ꎬ也梳理了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的复杂思想关系ꎬ为进入马

克思下一步的经济学研究理清了思想史线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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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思想第一次转变的来源与逻辑〔∗〕

张一兵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ꎬ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恩格斯曾说道:“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

派了”ꎮ〔１〕根据恩格斯的说法ꎬ马克思主义研究学

界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ꎬ即在

１８４３ 年完成了唯物史观的转变ꎮ 但是ꎬ唯物史

观的创立并非一蹴而就的ꎬ仅马克思从唯心主义

到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变就存在着多条逻辑消隐

的极为复杂的过程ꎮ 因此ꎬ南京大学孙伯鍨先生

提出了“两次转变说”ꎬ其中的第一次转变即认为

１８４３—１８４４ 年的青年马克思在哲学思想上转向一

般唯物主义ꎬ政治立场上转向无产阶级立场ꎮ

一、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复杂性

无论是孙先生“两次转变说”中的第一次思

想转变ꎬ还是原苏东学界“一次转变论”的判断ꎬ

其共同的判断是在 １８４３—１８４４ 年之间ꎬ马克思

的哲学思想产生了一次转变ꎬ其共同的依据则是

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学说ꎮ 关

于青年马克思第一次转变的“市民社会—国家”
学说ꎬ有两处马克思的描述被奉为圭臬:其一是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ꎬ认为不是国家决定

市民社会ꎬ而是相反ꎬ马克思说:“黑格尔想使

‘自在自为的普遍东西’———政治国家———不由

市民社会决定ꎬ 而是相反ꎬ 使它决定市民社

会ꎮ” 〔２〕 其二是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ꎬ马克

思通过对黑格尔主语和谓语的颠倒来解释黑格

尔的国家学说ꎬ他说:“因此ꎬ当黑格尔把国家观

念的因素变成主语ꎬ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

谓语时———可是ꎬ在历史真实中ꎬ情况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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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旧]形式的谓语———
他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ꎬ道出了时

代的政治神学ꎮ” 〔３〕从话语的显性描述来看ꎬ马克

思完成了对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主谓

直接颠倒ꎬ总结出了市民社会是作为国家的决定

性因素、动力、前提而存在ꎬ这也是至今大多数学

者对马克思思想转变的确凿证据ꎮ 但是ꎬ真正的

方法论往往隐藏在显性话语之下ꎬ当马克思对黑

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进行颠倒时ꎬ马克思所理

解的“市民社会”和“国家”概念是否与黑格尔笔

下的含义一致? 马克思进行颠倒的理论来源和

方法论依据是什么? 对理性主义国家观的颠倒

是否等同于唯物史观? 如果将青年马克思哲学

思想的第一次转变结合历史与笔记手稿来研究ꎬ
可以将此时的马克思划分为五个阶段分别研究:
(一)１８４２ 年 ３ 月开始ꎬ马克思写下了«评普鲁士

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等政论文章ꎬ在批判普鲁士

专制制度的过程中首次发现了 “物质利益难

题”ꎬ这在过去被认为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转变的

现实动力ꎻ(二)１８４３ 年 ３—８ 月ꎬ马克思着手写

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ꎬ并同时完成了«克
罗伊茨纳赫笔记»ꎬ其中研究了法哲学和历史学ꎬ
过去学界认为这是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主谓

颠倒方法来对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进行颠

倒ꎬ也标志着马克思哲学思想从唯心主义转向唯

物主义ꎻ(三)１８４３ 年 ９ 月ꎬ马克思与卢格开始讨

论准备«德法年鉴»出版的事宜ꎬ撰写了«论犹太

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ꎬ标志着

其政治立场从革命民主主义向无产阶级的立场

转变ꎻ(四)１８４４ 年 ３—８ 月ꎬ马克思开始系统研

究古典政治经济学ꎬ写下了«巴黎笔记»和«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ꎬ这也被大部分学者认为接

受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与主谓颠倒方法ꎬ形成

了用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来研究社会唯物主义ꎻ
(五)在 １８４５ 年马克思完成第二次思想转变ꎬ即
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后ꎬ在之后的文本可以不断看

到马克思对第一次转变显性和隐性层面的回溯

与继承ꎬ这包括了恩格斯之后对青年马克思这次

思想转变的定性判断ꎬ这为我们从整体把握青年

马克思的思想转变提供了很好的入口和参照ꎮ
自原苏东以来ꎬ大量的文章和书籍对不同的

阶段进行阐释和梳理ꎬ但遗憾的是ꎬ大多的研究

只是基于中文翻译的版本进行简单的质性判断ꎬ
且仅仅停留在马克思公开发表物的显性词句之

中ꎬ深入不到马克思真实的逻辑转换话语层面ꎬ
导致了许多研究落入“西方马克思学”的窠臼ꎮ
我认为ꎬ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第一次转变的研究必

须坚持三个原则:第一是基于马克思写作的德

文、法文、英文原文ꎬ从原始手稿和 ＭＥＧＡ２ 的文

献基础出发ꎬ结合马克思公开发表物、手稿、笔
记、书信进行全面的梳理和研究ꎬ在不同的文本

中甄别出马克思的真实理论语境ꎮ 第二是追根

溯源ꎬ马克思思想转变不仅仅是词句使用的转

换ꎬ更是一个思想形成史的考察ꎬ他在什么阶段

阅读了谁的理论、对该理论思想持怎样的自觉或

非自觉的态度、马克思的直接理论来源和潜在转

变动机是什么、马克思的显性转变是否同时带来

了隐性方法论的扬弃? 这些问题都要在马克思

及其相关人物的理论中加以层层剖析ꎮ 第三是

构境还原ꎬ我们在进行研究之前ꎬ已经对马克思

一生的著作有过了解ꎬ这就会导致带着一种理论

前提去重塑马克思的思想构境ꎬ如果用“经济基

础”来解释 １８４３ 年马克思提出的“市民社会”ꎬ
用«资本论»研究的方向来回溯马克思的劳动异

化ꎬ这显然在方法论上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ꎬ因
此研究者的话语和思想时刻都要保持警惕ꎬ方能

完成回到马克思思想第一次转变的真实过程ꎮ

二、青年马克思第一次思想转变的历史支援背景

１８４３—１８４４ 年的马克思思想包含着多重思

想来源ꎬ共同交织在马克思的显性和隐性思维之

中ꎬ这其中包括了黑格尔、甘斯、费尔巴哈、卢格、
赫斯、恩格斯和社会唯物主义的思想ꎬ有的思想

甚至在此时并没有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凸显ꎬ但是

在之后的现实和理论冲击后ꎬ再次对马克思的思

想产生新的作用ꎮ 因此ꎬ只有剥离出此时马克思

—３０１—

“青年马克思第一次思想转变的历史语境”笔谈



的思想构境来源ꎬ才能透视出马克思哲学思想第

一次转变的真实场域ꎮ
马克思在 １８４３—１８４４ 年的主要理论批判对

象就是黑格尔及其所代表的德意志国家观ꎮ 黑

格尔对市民社会本身是持批判态度的ꎬ他试图通

过国家与法来对市民社会进行扬弃ꎬ这个国家与

法作为黑格尔思想中的自由王国与后来马克思

意识到的共产主义具有一定的同构性ꎮ 但是ꎬ马
克思在 １８４３—１８４４ 年期间思考对黑格尔的国家

观进行颠倒的时候遭遇了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

是此时的马克思根本无法理解黑格尔的观念唯

心主义方法论背后就是对斯密“看不见的手”的
超越ꎬ黑格尔所隐藏的理性的狡计是此时的马克

思无法透视的ꎬ我在«回到马克思»中ꎬ将黑格尔

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扬弃部分放在第一章的第

二节ꎬ也是为了说明马克思只有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中才理解了黑格尔的狡计ꎬ才第

一次说“观念抽象成为统治”ꎬ在理解了这一点

的基础上马克思后来才会去分析“大写的逻辑”
等一系列问题ꎬ换句话说ꎬ直到马克思试图第三

次颠倒黑格尔的时候ꎬ〔４〕他才意识到黑格尔哲学

深刻的地方实际上是对整个现代性和雇佣劳动

的商品经济的一个深刻反省ꎮ 第二个难题是黑

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实际上比空想社会主义

国家观在理论上更加深刻ꎬ黑格尔的国家观是对

资产阶级盲目的市场过程ꎬ或者说是对资产阶级

盲目的市场所勾连中介了的人与人非直接关系

的直接批判ꎬ也是对资产阶级非共同体社会的超

越ꎬ这一点也是此时马克思和卢格不可能认识到

的ꎬ因此此时所谓的主谓颠倒也不可能对这种隐

藏的方法进行颠倒ꎮ 所以ꎬ不管是在政治断言上

还是在哲学立论上ꎬ简单地将黑格尔的国家观颠

倒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都是没有理解黑格尔

的需求体系ꎬ如果说此时的马克思已经站在了唯

物主义立场上ꎬ那么其唯物主义的根基也是十分

薄弱的ꎬ更无法触碰到唯物史观的基础ꎮ
其次无法避开的理论来源是甘斯ꎬ因为马克

思在施特拉劳村休养时ꎬ第一个黑格尔学说的领

路人便是甘斯ꎬ因此马克思理解的黑格尔难免会

经历甘斯的中介过程ꎮ 总的来说ꎬ甘斯对马克思

有两个方面的影响ꎬ一方面ꎬ甘斯是首先对黑格

尔的«法哲学原理» 进行重新阐释的人ꎬ他在

１８３３ 年重新编辑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时ꎬ提
出即使是黑格尔的整个体系ꎬ“它也会在多年之

后逐渐成为观念(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与一般意识” 〔５〕ꎬ
因此甘斯在黑格尔的基础上ꎬ更加强调存在着的

物(Ｄｉｎｇｅ)和自然法的自身实现性ꎬ从而形成哲

学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的统一ꎬ甘斯的这种法哲

学倾向必然给马克思阅读的«法哲学原理»塑造

一个无形的理论先见ꎬ因此马克思所批判的靶子

之一也可以说是甘斯的理论ꎮ 另一方面ꎬ甘斯有

着对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切身经历ꎬ其
理论自身有一定的工业内部结构分析和社会主

义倾向ꎬ其重要著作«人物与情况的回顾» 〔６〕 就

阐释了从中世纪行会到近代工厂的组织形式以

及内部矛盾ꎬ同时提出了工厂内部的阶级对立和

“无产阶级”概念ꎬ无论马克思当时是否读过该

书ꎬ其必然会受到甘斯潜移默化的理论影响ꎮ
另外ꎬ被学界认定为马克思重要思想来源的

费尔巴哈ꎬ以及具有中介作用的赫斯ꎬ也正是因

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ꎬ成为了以往学界判断马

克思此时基本哲学立场的参照ꎮ 费尔巴哈的理

论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ꎬ其一是自然唯物主义ꎬ
即自然存在决定整个观念的存在ꎻ其二是宗教批

判的类本质哲学ꎬ这种理论的根基其实是关系本

体论的ꎬ但是这种关系本体论在费尔巴哈的理论

里呈现出一种分离的状态ꎮ 那么当我们将马克

思 １８４３—１８４４ 年的文本拿出来与费尔巴哈比较

时ꎬ明显发现无论是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ꎬ还
是劳动异化理论ꎬ此时马克思都更偏向第二部

分ꎬ也就是以往人们认为的人本主义部分ꎬ这也

与马克思自己当时在书信中所说ꎬ认为费尔巴哈

过多强调自然ꎬ而非政治相吻合ꎮ〔７〕 由此提出两

个问题ꎬ其一ꎬ如果马克思主要接受的是费尔巴

哈人本主义颠倒的方法论ꎬ那么费尔巴哈的人本

主义类本质哲学是否属于唯物主义范畴? 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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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本身是否就蕴含着唯心史观的方法论? 那

么马克思此时所接受的费尔巴哈也是唯心史观

的理论? 其二ꎬ费尔巴哈的理论和著作实际上主

要是宗教批判ꎬ那么马克思是如何从宗教批判方

法引申到国家和法的批判上的呢? 我认为ꎬ费尔

巴哈的人本学的母体是基督教批判ꎬ马克思接受

的只是其中的类本质哲学ꎬ但这里面有一个变

形ꎬ他不是简单接受费尔巴哈ꎬ实际上马克思是通

过赫斯的交往理论来使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ꎬ
或者说他对费尔巴哈的理论其实并非完全赞同ꎮ

最后ꎬ马克思在 １８４４ 年初才开始系统研究

古典政治经济学ꎬ但是马克思却与社会唯物主义

的很多部分失之交臂ꎮ 在社会唯物主义的基本

尺度上ꎬ可以分为几个层面ꎬ一是古典经济学ꎬ从
麦克布洛赫到斯密开始ꎬ前期是基于工场手工业

的劳动分工ꎬ所以其中很多判断还是比较感性和

具象的ꎬ只能说有了一定的抽象部分ꎬ此时的马

克思是无法直接进入的ꎻ而马克思面对的就是古

典经济学的第二个发展阶段ꎬ即李嘉图式的机械

化大生产ꎬ它已经是从科学的抽象出发了ꎻ第三ꎬ
我们已经可以明确看到ꎬ舒尔茨的高级形态的社

会唯物主义ꎬ或者说是生产话语的社会唯物主

义ꎬ正是从生产的角度ꎬ马克思才成功进入了社

会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ꎮ 在马克思第一次转变

的过程中ꎬ实际上这些理论来源都已经是事实ꎬ
已经是在文献里证实过的了ꎬ而马克思却没有进

入ꎮ 另外ꎬ这也包括了比马克思更早也更容易进

入唯物主义视域的恩格斯ꎬ他在现实触碰的经济

问题ꎬ对此时的马克思来说同样是异域ꎮ

三、青年马克思第一次思想转变的不同层面

这个时期的马克思思想是一个急剧变化的

过程ꎬ所有的理论来源并非同质性地共同进入和

存在于马克思的思维之中ꎬ而是有先后、显隐地

存在于马克思的笔触之下ꎬ因此此时马克思的每

一个文本之间都并非同质性的贯穿ꎬ甚至在同一

个文本之中都可能存在一定的思想断裂ꎮ 基于

此ꎬ想要严格厘清马克思思想第一次转变的真实

过程ꎬ必须从“物质利益难题”这一主线入手ꎬ因
为“物质利益难题”既贯穿了马克思思想第一次

转变的始终ꎬ从利己主义观念的批判ꎬ到私有财

产的扬弃ꎬ最终到异化劳动的批判的完整过程ꎬ
回应了马克思向唯物主义转变的基本问题ꎮ

第一ꎬ在«莱茵报»时期ꎬ马克思首次在现实

中遭遇“物质利益难题”ꎬ现实中的利益原则和

马克思以往观念的、法的、理性的原则相冲突ꎬ因
此马克思此时批判的对象是利己主义观念ꎬ孙伯

鍨先生也将此称为“第一次敲响唯心主义的丧

钟” 〔８〕ꎬ而且这种物质利益与我们所说的抽象的

“物质”有所区别ꎮ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中ꎬ马克思将利己主义观念的外化描述为地主为

了保护自己的私利ꎬ防止农民上山砍柴无偿获取

树枝ꎬ而去制定保护私利的法律ꎬ马克思将这种

现象称为“利益所得票数超过了法的票数”ꎬ〔９〕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利益占了法的上风”ꎬ仔细

思考一下ꎬ马克思此时真正批判的对象真的是那

群肉眼可见的地主吗? 并非那么简单ꎬ马克思真

正想批判的恰恰是这种物欲横流的社会现象ꎬ或
者说是一种人人皆有且外化为社会现象的利己

主义观念ꎬ也就是“下流的唯物主义”ꎬ而在黑格

尔那里ꎬ他对市民社会当中的个人欲望和私利同

样是持批评态度的ꎬ因为那是一个无政府的盲目

状态ꎬ黑格尔觉得通过国家与法可以超越这种现

象ꎬ而且计划经济的原型实际上是在黑格尔的国

家观当中出现ꎬ自由王国对必然王国的超越也是

这样过来的ꎬ马克思虽然与黑格尔的思维角度不

同ꎬ但是态度十分相似ꎮ 另外ꎬ从«历史法学派的

哲学宣言»中也不难发现ꎬ马克思所阐述的基本

都是历史法学派的宿敌———自然法学派的观点ꎬ
这一理性主义学派当时的主要代表人物正是甘

斯ꎬ而文中论述的“存在的事物”与“合乎理性”
的关系ꎬ与甘斯 １８２８ 至 １８２９ 年间对黑格尔法哲

学的改造以及后来在«法哲学原理»新版序言中

所表述的观点几乎是完全一致的ꎮ
第二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克罗伊茨纳

赫笔记»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第一次转变的重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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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ꎬ其批判对象是法权意义上的私有财产问题ꎬ
这也被以往学界共识为马克思向唯物主义转变

的重要表征ꎬ但是这两个文本只是处在转变过程

中ꎬ并非完成的结果ꎮ 根据 ＭＥＧＡ２ 的编者考究ꎬ
推测出«克罗伊茨纳赫笔记»有很大可能是在进

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作的中途开始摘录

的ꎬ根据德文和法文的对照以及手稿书写来看ꎬ
特别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后半部分与«克
罗伊茨纳赫笔记»的摘录内容相似度很高ꎬ由此

可见ꎬ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学的研究给了马克思很

大的理论支持ꎮ 就文本的内容来看ꎬ“市民社会

决定国家与法”ꎬ实际上讲的也是物质利益占上

风的问题ꎬ而恰恰这个物质利益是马克思坚决摒

弃的东西ꎬ因此我们需要反思马克思对“市民社

会”的定义和颠倒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其实ꎬ马
克思此时对市民社会的定义并不是后来所说的

经济基础的意思ꎬ而是“私人权利和私人幸福ꎬ也
就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领域到国家的关系出发

的”ꎬ〔１０〕也就是原子化个人私利和欲望ꎬ这恰恰

是马克思内心非常厌恶的东西ꎬ马克思描述的是

现实的过程ꎬ并非哲学唯物主义的立场ꎬ不仅如

此ꎬ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唯物主

义的直接态度还是一如既往的鄙弃ꎮ 其次ꎬ马克

思关于黑格尔国家观的颠倒的方法论根基也十

分薄弱ꎬ一方面ꎬ马克思并没有真正理解黑格尔

的市民社会的劳动需求体系的真实内涵ꎬ也就无

法从根基上颠倒黑格尔的国家与法的超越体系ꎻ
另一方面ꎬ马克思内心又对费尔巴哈过多谈论自

然的部分并不认同ꎬ单独从原子化个人的政治角

度去颠倒ꎬ最终只能掉到黑格尔的“国家”概念

里ꎮ 总之ꎬ这个时期的马克思立场其实是站在他

崇高的善的立场之上ꎬ运用浪漫主义去反对一切

社会的不公正和社会的那种盘剥性ꎮ
第三ꎬ«德法年鉴»时期ꎬ«‹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首次提出了“无产

阶级”的问题ꎬ实际上也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和政

治立场第一次转变的初步完成ꎮ 从哲学思想上

来看ꎬ这两篇文章的主体内容恰恰都与人本主义

色彩的方法相较甚远ꎬ此时的马克思已经看到了

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ꎬ手上也有了

赫斯所写的«论货币的本质»ꎬ虽然他还无法真

正进入经济学的视域中ꎬ但是这些文献为他之后

的经济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入口和动力ꎬ恰恰也为

他试图解决“物质利益难题”提供了新的理论来

源ꎬ当马克思之后研究过经济学再来重读赫斯的

时候ꎬ也就是«穆勒笔记»的理论爆发点ꎮ 从政

治立场来看ꎬ在法国大革命历史研究之后ꎬ这时

候的马克思已经接受了英法的共产主义和社会

主义观点ꎬ在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决定接受共产主

义立场、社会主义立场ꎬ也就是无产阶级立场的转

变ꎬ解决犹太人的解放问题自然也就是运用无产

阶级立场解决市民社会本身的“物质利益难题”ꎮ
第四ꎬ在系统研究了社会唯物主义的著作与

问题后ꎬ在«巴黎笔记»和«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中ꎬ马克思思想的第一次转变才真正完成ꎬ这
一马克思青年时期的高峰水平的文本ꎬ不仅仅是

第一次转变的完成ꎬ同时也包含着向第二次转变

的过渡ꎮ «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包含着很

复杂的逻辑显隐结构ꎬ但是如果仅就马克思第一

次思想转变的问题来看ꎬ“异化劳动”问题是一

个研究入口ꎬ在黑格尔那里ꎬ对象化是等于异化

的ꎬ而马克思的意思是说ꎬ黑格尔搞错了ꎬ对象化

是褒义的ꎬ异化却是贬义的ꎮ 马克思认为ꎬ异化

就是下流的唯物主义和物质利益占上风ꎮ 之后

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讲一般社会基础的物质生

产与再生产创造的原初性ꎬ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基

础ꎬ是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基础ꎬ而狭义历史

唯物主义再次回到这里ꎬ批评的又是物质利益占

上风ꎮ 其次ꎬ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面ꎬ
我们可以大量看到马克思讲到感性的自然界问

题ꎬ讲到人的五官和自然界的关系ꎬ这实际上又

与费尔巴哈拉近了关系ꎬ但是恰恰是这种人本主

义包含了一种关系本体论ꎬ即隐性唯心史观ꎬ这
与赫斯的交往理论是相关联的ꎮ

第五ꎬ“物质利益难题”并非只在马克思思

想第一次转变的过程中显现ꎬ实际上马克思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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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不断地回到第一次转变的问题中来ꎬ这是他一

生都试图解决的难题ꎮ 我们可以看到ꎬ在 １８４４
年到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ꎬ也就是我后来将其作

为“物役性”概念来概括的ꎬ即马克思认为ꎬ我们

创造了物质力量ꎬ我们不支配它ꎬ它却反过来支

配我们ꎬ那个时候的马克思是很无力地去反击

“下流的唯物主义”的ꎮ 而到了马克思晚年最后

的科学结论是三大经济拜物教ꎬ三大经济拜物教

指的仍然是下流的、打引号的唯物主义ꎬ这一批

判态度他一生都没放弃ꎮ 同时ꎬ在第一次转变过

程中的理性主义国家观ꎬ被批判性继承的就是科

学社会主义理论ꎬ代表性的文本是«共产主义问

答»«共产党宣言»«法兰西阶级斗争»ꎬ一直到十

月革命ꎬ实际上都是沿着这条线索继续前行的ꎮ

注释:
〔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２１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６５ 年ꎬ第 ３１３ 页ꎮ
〔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３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１１４ 页ꎮ
〔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第四部分第 ２

卷)ꎬ柏林:狄茨出版社ꎬ１９８２ 年ꎬ第 １８１ 页ꎻ中译文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 ４０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２ 年ꎬ第 ３６８ －
３６９ 页ꎮ

〔４〕参见张一兵:«马克思走向哲学新视界的三次非常性思

想探索»ꎬ«哲学研究»１９９６ 年第 ２ 期ꎮ
〔５〕 〔德〕 爱德华甘斯: «法哲学原理序言»ꎬ柏林:

Ｄｕｎｃｋｅｒ ＆ Ｈｕｍｂｌｏｔ 出版社ꎬ１８３３ 年ꎬ第 １７ 页ꎮ
〔６〕〔德〕爱德华甘斯:«人物与情况的回顾»ꎬ柏林:Ｖｅｉｔ

ｕｎｄ Ｃｏｍｐꎬ１８３６ 年ꎮ
〔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１３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６２ 年ꎬ第 ４３３ 页ꎮ
〔８〕详见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ꎬ合肥:安徽人民出

版社ꎬ１９８５ 年ꎬ第 ９６ － １０４ 页ꎮ
〔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１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５ 年ꎬ第 ２８８ 页ꎮ
〔１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第一部分第 ２

卷)ꎬ柏林:狄茨出版社ꎬ１９８２ 年ꎬ第 ６ 页ꎮ

作者简介:张福公ꎬ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ꎬ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ꎮ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马克思工艺学笔记的翻译与研究” (１８ＺＸＣ００２)的阶

段性成果ꎮ

重审«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完成第一次
思想转变的过程与实质〔∗〕

张福公

(南京师范大学　 哲学系ꎬ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在冲破苏联教科书体系关于马克思思想发

展的传统解读路径(即“一次转变论”)的过程

中ꎬ以孙伯鍨先生为代表的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

义学者开创性地提出了“两次转变论” 〔１〕ꎬ强调

马克思在 １８４３ 年实现的思想革命只是他的第一

次转变ꎬ即在哲学上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

在政治上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ꎮ 经过

几代学人的努力ꎬ这一观点已越来越成为一种共

识ꎮ 不过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仍值得我们继续思

考:一是演变过程上的“割裂”嫌疑ꎮ 我们通常

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以下简称«批判»)和

«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看作转向唯物主义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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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ꎬ而将«德法年鉴»时期看作转向共产主义的

标志ꎬ这样似乎就将两者分裂开来ꎻ二是质性判

断上的宽泛模糊ꎮ 我们通常用“唯物主义” 或

“一般唯物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或“哲学共产主义”等术语来宽泛地指认这一转

变ꎬ而没有明确界定它们的具体性质ꎬ于是便有

了“自然唯物主义” 〔２〕 “法权唯物主义” 〔３〕 或“人
本学唯物主义”等不同说法ꎻ三是思想源泉上的

狭窄单一ꎮ 我们通常将费尔巴哈看作马克思实

现第一次转变的主要思想来源ꎬ而相对忽视了同

时期的蒲鲁东、赫斯和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转变

产生的重要影响ꎮ〔４〕 对于上述问题的进一步探

究ꎬ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把握马克思的第一次

思想转变的理论源泉、演变过程与思想实质ꎮ

一、马克思第一次思想转变的理论支援背景

过去ꎬ我们通常是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理

论射线中探讨马克思第一次思想转变的思想源

泉问题ꎬ而忽视了其他理论资源ꎬ譬如蒲鲁东、赫
斯和恩格斯ꎮ 虽然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蒲鲁东、
赫斯、恩格斯同马克思的思想关系已经作了深入

探讨ꎬ但主要集中于马克思在«巴黎手稿»时期

及其之后的思想发展阶段ꎬ忽视了他们对马克思

第一次思想转变的影响ꎮ 其实ꎬ蒲鲁东、赫斯和

恩格斯为马克思的第一次思想转变提供了不同

层面的思想灵感ꎮ
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被梅林称作“在

一定的意义上是西欧社会主义的最前哨”ꎮ〔５〕 该

书中的创见可归结为两点:一是蕴含着隐性社会

唯物主义意蕴的所有权决定论ꎮ 他指出ꎬ“人是

过着社会生活的动物ꎬ社会意味着各种关系的总

和”ꎬ〔６〕对社会历史的考察应当“更多地注意社

会的经济关系”ꎬ因为“一个国家有怎样的所有

权ꎬ它就有怎样的家庭、婚姻、宗教、民政和军事

组织以及立法和司法制度”ꎻ〔７〕 二是基于抽象人

性论对资产阶级政治法权之虚假性的猛烈批判ꎮ
他指出ꎬ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能自觉意识到

自己的合群能力ꎬ〔８〕 因此ꎬ人类能在共同协作中

产生巨大的集体生产力ꎬ共创共享社会财富ꎬ因
此ꎬ这种集体生产力中蕴含着自由平等公正的原

则和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ꎮ〔９〕 只可惜ꎬ蒲鲁东没

有沿着这一客观逻辑继续前进ꎬ而是转而将其作

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和经济学范畴的武器ꎮ 他

逐一批判了«人权宣言»中的自由权、平等权、所
有权和安全权等资产阶级法权观念ꎮ 譬如ꎬ资产

阶级的平等权是一种“抽象的法权设定”ꎬ因为

它正是以“财产和等级上的不平等为前提” 〔１０〕ꎬ
即“人类的一切劳动必然是一个集体生产力的结

果ꎬ由于同样的理由ꎬ一切财产就变成集体的和

不可分割的”ꎬ但“对于劳动者因团结协作和群

策群力而产生的庞大力量ꎬ资本家并没有给予任

何报酬”ꎮ〔１１〕这里ꎬ蒲鲁东竟无意触及到了相对剩

余价值问题ꎮ 因此ꎬ所谓的平等权和所有权就是

“盗窃和欺诈”ꎮ〔１２〕 在此基础之上ꎬ蒲鲁东提出一

种作为“共产制和私有制的综合”的自由社会ꎬ〔１３〕

即平等、无政府及具有无限多样性和相称性的社

会ꎮ 但其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ꎮ
莫泽斯赫斯是德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ꎬ他

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将德国哲学与法国社会主义

结合起来ꎮ 赫斯的哲学构架最初是斯宾诺莎和

费希特ꎬ１８４１ 年下半年开始转向费尔巴哈ꎬ并试

图将费尔巴哈与蒲鲁东结合起来ꎮ〔１４〕 而这又大

致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是在«来自瑞士的二十

一印张»(以下简称«二十一印张»)时期ꎬ赫斯通

过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与蒲鲁东的资

产阶级法权批判相结合而走向政治异化批判ꎮ
也就是说ꎬ赫斯绕过了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

而直接将其人本学唯物主义及其异化批判逻辑

推进到政治领域———这恰好为«批判»时期的马

克思提供了一种思想先导ꎮ 具体而言ꎬ赫斯明确

批判了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原则ꎬ即“社会生活

的中世纪式的诸形态”并不是以理性或法律为基

础ꎬ“而完全是由自发的、利己主义的盲目斗争和

利己的个人欲望而产生的”ꎬ〔１５〕 而“个人所有制

首先导致奴隶制”ꎮ〔１６〕 由此ꎬ赫斯进一步揭露了

宗教教会和政治法权的虚假性和利己主义实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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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ꎬ宗教和政治中的共同利益代表者在本质

上只是“靠榨取其臣民的血汗过活” 〔１７〕的利己主

义的骗子ꎬ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自由平等人权“仅
仅是奴役的另一种形式”ꎮ〔１８〕 这里ꎬ他引用了蒲

鲁东的名言“暴君已经换了ꎬ暴政依然存在”ꎬ〔１９〕

并称赞蒲鲁东的“财产就是盗窃” “击中了要害

之所在”ꎮ〔２０〕在此基础上ꎬ他提出一种糅合了斯

宾诺莎和康德的伦理学、费希特的行动哲学以及

蒲鲁东与傅立叶的社会主义的伦理共产主义ꎮ
其次是在«德法年鉴»时期ꎬ赫斯进一步将费尔

巴哈的人本学异化批判逻辑推进到社会经济领

域ꎬ走向货币异化批判———这也为同时期的马克

思初步建构货币异化思想提供了参照ꎮ 赫斯以

自由自觉的共同交往关系重新定义了人的类本

质ꎬ并以此批判了资产阶级私有制中的货币异化

现象ꎮ 他指出ꎬ在利己主义的现代 “小商人世

界”中ꎬ货币成为世俗之神ꎬ但在本质上ꎬ“货币

是相互异化的人的产物”ꎬ〔２１〕 是“人的外化了的

能力ꎬ人的被出卖了的生命活动”ꎮ〔２２〕而“金钱的

存在本身就是人类的奴隶制度的标志”ꎮ〔２３〕 赫斯

认为ꎬ人类要想超越目前的交往异化阶段而向共

产主义过渡ꎬ就必须在爱和理性中联合起来才能

实现ꎮ 可见ꎬ赫斯最终又退回到伦理共产主义的

窠臼ꎮ
青年恩格斯比马克思更早地受到赫斯的影

响ꎬ因而较早转向了哲学共产主义ꎮ 不过ꎬ由于

恩格斯较早地考察研究了英国资产阶级私有制

的现实状况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ꎬ因此ꎬ他
比蒲鲁东和赫斯具有更明显的实证研究方法和

更强烈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ꎮ 因此ꎬ在«国民经

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ꎬ恩格斯的

哲学逻辑构架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ꎬ恩格斯的

总体叙事逻辑是从现实社会生活出发的客观逻

辑ꎻ〔２４〕另一方面ꎬ恩格斯又通过赫斯积极吸收了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批判逻辑ꎬ以揭露资产阶级

私有制的丑恶ꎮ 恩格斯在«大纲»中就专门提及

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ꎮ〔２５〕 因

此ꎬ青年恩格斯对此时马克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恩格斯从客观逻辑出发对资产阶

级私有制的残酷现实和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的

揭露ꎬ既向马克思展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发展

的基本趋势ꎬ也向马克思呈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

深刻弊端ꎬ从而促进了马克思向无产阶级立场的

转变ꎮ 譬如ꎬ资产阶级私有制下相互敌对的竞争

状态使人们处于“相互奴役状况”ꎬ〔２６〕 竞争的盲

目性导致的周期性的商业危机“必定引起一场社

会革命”ꎮ〔２７〕而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又“破坏了工

人们对工厂主的反抗”ꎮ〔２８〕二是恩格斯基于费尔

巴哈式的人本主义逻辑对资产阶级私有制和政

治经济学范畴之虚伪性和矛盾性的批判ꎬ同样成

为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的重要参照ꎮ 譬如ꎬ斯密

的自由贸易体系的“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

目前在一切领域中与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的地

位”ꎬ〔２９〕而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只是斯密体系

的组成部分ꎮ〔３０〕 又如ꎬ劳动本应是“人的自由活

动”ꎬ〔３１〕但在资产阶级私有制下ꎬ劳动却发生双

重分裂:积累劳动即资本与劳动本身的分裂ꎬ劳
动工资同劳动本身的分裂ꎮ 基于此ꎬ恩格斯强烈

主张“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ꎮ〔３２〕

总之ꎬ蒲鲁东、赫斯和恩格斯的共同研究主

题和不同解读路径为马克思的第一次思想转变

提供了多重理论支撑ꎮ 就前者而言ꎬ他们对资产

阶级私有制的现实与理论(法权观念和经济学范

畴)的猛烈批判、从私人利益和利己主义角度对

市民社会的界定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印象ꎬ从而

对他既有的哲学与政治立场造成强烈的外部冲

击ꎮ 就后者而言ꎬ蒲鲁东的“所有权决定论”和

基于抽象人性论的资产阶级政治法权批判在一

定程度上将使初次遭遇物质利益难题的马克思

引发思想上的共鸣ꎬ进而为他转向历史政治研究

和资产阶级政治法权批判提供思想指引和材料

支撑ꎮ 赫斯把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及其

异化批判逻辑拓展到政治和经济领域为马克思

转向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并展开政治异

化和货币异化批判提供了重要的哲学方法论启

示ꎮ 相对于蒲鲁东和赫斯的抽象伦理共产主义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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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从客观逻辑出发对资产阶级社会残酷现

实的揭露和明确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对马克思

转向坚定的革命共产主义立场产生了积极影响ꎮ

二、«论犹太人问题»:人本学唯物主义及其

异化批判逻辑的正式确立

　 　 我们过去通常将«论犹太人问题»的理论地

位定格在马克思对政治异化和人的解放思想的

初步建构ꎬ而忽视了对其背后的哲学方法论与政

治立场的剖析ꎮ 其实ꎬ我们从中可以明显看到ꎬ
马克思在哲学上已经确立了费尔巴哈式的人本

学唯物主义ꎬ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政治异化批判

和经济(货币)异化批判ꎬ进而在政治上初步形

成了基于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哲学共产主义萌芽ꎮ
这一思想转变的达成既离不开蒲鲁东和赫斯的

重要影响ꎬ也离不开马克思自身的理论探索ꎮ
我们知道ꎬ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首次遭

遇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ꎮ 他惊愕地看到

国家和法沦为林木所有者维护私人利益的工具ꎬ
亦即“物质利益占了上风”ꎮ 于是ꎬ他从“国家理

性与国家伦理” 〔３３〕 角度批评这是一种 “拜物

教” 〔３４〕和“下流的唯物主义” 〔３５〕ꎮ 与此同时ꎬ马
克思也首次遭遇到对共产主义发表意见的难题ꎮ
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１８４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中ꎬ马克思虽然还拒斥共产主义思想ꎬ
但认为“对于像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ꎬ特别是对

于蒲鲁东的机智的著作ꎬ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
刻的想象去批判ꎬ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

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ꎮ〔３６〕 这表明ꎬ蒲鲁东的思

想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和共鸣ꎬ并
使他既有的革命民主主义和哲学立场开始发生

动摇ꎮ 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ꎬ马克思通过

自主研究获得了三点重要认识:一是私有财产构

成了国家与法的基础决定性要素ꎬ这蕴含了近似

社会唯物主义的意蕴ꎻ二是市民社会的核心是私

人利益或私有财产ꎬ现实的人就是利己主义的原

子式个人ꎻ三是国家制度与法权观念都是虚假

的ꎬ其根本目的是私人利益ꎮ 这些认识无疑再度

确证了蒲鲁东的“所有权决定论”以及他和赫斯

对政治法权和市民社会的批判ꎬ进而为马克思的

思想变革奠定了基础ꎮ
在«批判»中ꎬ“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论断

表明马克思已经在一般意义上确立了唯物主义

的立场ꎬ不过由于此时马克思主要是从否定的角

度理解市民社会ꎬ而没有真正把握古典经济学和

黑格尔意义上的基于劳动分工和交换关系的市

民社会ꎬ因此ꎬ这里的唯物主义还不是社会唯物

主义ꎮ 而赫斯在«二十一印张»时期确立的费尔

巴哈式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及其政治异化批判恰

好契合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强调自然过多而强

调政治过少” 〔３７〕 的判断ꎬ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ꎬ
此时马克思持有的是受赫斯启发而刚开始确立

的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及其政治异化批判

逻辑ꎮ 譬如ꎬ马克思认为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

都是“人的本质的实现”ꎬ是“人的本质的客体

化”ꎬ〔３８〕并在此基础上主张重建一种超越现有一

切政治制度、消灭政治国家的 “真正的民主

制” 〔３９〕———尽管它还不是共产主义ꎬ但已超出了

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立场ꎮ
到了«论犹太人问题»中ꎬ马克思在第一部

分延续了«批判»中的人本主义政治异化批判逻

辑ꎬ基于鲜明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揭露了政治解放

的局限性和虚假性ꎮ 他指出ꎬ“任何解放都是使

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ꎬ〔４０〕 但政治

解放却造成人的分裂:它“一方面把人归结于市

民社会的成员ꎬ归结于利己的、独立的个体ꎬ另一

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ꎬ归结为法人”ꎬ〔４１〕 亦即市

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裂ꎮ 而政治解放的局限

性进一步暴露出它的虚假性ꎮ 对此ꎬ马克思像蒲

鲁东一样逐一批驳了 １７９３ 年宪法和«人权宣言»
对人权、自由、平等、财产和安全的定义ꎮ 譬如ꎬ
所谓人权“无非是利己的人的权利”ꎬ〔４２〕 自由权

只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ꎬ〔４３〕财

产权“是自私自利的权利”ꎬ〔４４〕 安全权是市民社

会的“利己主义的保障”ꎮ〔４５〕也就是说ꎬ政治解放

并没有使国家和法真正成为普遍利益的代表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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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使两者在根本上沦为维护私人利益的工具ꎬ同
时也使市民社会的利己精神从政治枷锁中解放

出来ꎮ〔４６〕可见ꎬ政治解放之局限性的根源就在于

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原则ꎮ 因此ꎬ对政治异化的

批判必须推进到对市民社会本身的批判ꎮ
对此ꎬ赫斯在«论货币的本质»中的人本主

义货币异化批判再次为马克思提供了方法借鉴ꎮ
于是ꎬ马克思在第二部分中将政治异化推进到经

济异化层面ꎬ对市民社会中的货币异化现象展开

批判ꎮ 马克思指出ꎬ犹太教的世俗基础就是“实
际需要ꎬ利己主义”ꎬ而“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

神就是金钱”ꎮ〔４７〕 也就是说ꎬ市民社会的利己主

义原则的极致表现就是对金钱的追求和膜拜ꎮ
对此ꎬ马克思从人本学异化逻辑的角度指出:“金
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ꎻ
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ꎬ而人则向它顶礼膜

拜ꎮ” 〔４８〕因此ꎬ犹太人的解放在根本上“就是人类

从犹太精神中得到解放”ꎬ〔４９〕 这亦即人的解放ꎮ
而要实现人的解放ꎬ“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

的公民复归于自身ꎬ并且作为个人ꎬ在自己的经

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ꎬ
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ꎬ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
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ꎬ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

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

分离的时候” 〔５０〕 才能完成ꎮ 这里ꎬ马克思的“人
的解放”初步表达了一种基于人本学唯物主义的

共产主义立场ꎬ但还没有明确阐明实现共产主义

的革命主体与实践道路ꎮ 总之ꎬ随着马克思对国

家和法的批判从政治异化批判深入到经济(货
币)异化层面ꎬ马克思在哲学上真正确立起人本

学唯物主义ꎬ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孕育了一种共产

主义萌芽ꎮ

三、«导言»:基于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哲学

共产主义立场的真正确立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ꎬ马克思

基于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哲学构架明确表达了自

己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ꎬ深入阐述了无产阶级的

历史使命和实践路径ꎬ从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

赫斯和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积极影响ꎮ
马克思指出ꎬ对宗教的批判已经揭示出“人

创造了宗教ꎬ而不是宗教创造人”ꎬ这无疑是对费

尔巴哈的人本学宗教批判的肯定ꎮ 但是ꎬ“人不

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ꎬ人就是人的

世界ꎬ就是国家、社会”ꎮ〔５１〕 显然ꎬ这是赫斯对费

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拓展ꎮ 于是ꎬ马克思强

调ꎬ“哲学的迫切任务”已经由对宗教神学的批

判变成对政治和法的批判ꎮ 由于马克思在«论犹

太人问题»中已经认识到对政治和法的批判必须

深入到对市民社会本身的批判ꎬ因此ꎬ马克思深

刻指出:“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

的关系ꎬ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ꎮ” 〔５２〕 而这一问题

是以“保护关税、贸易限制制度、国民经济学的形

式” 〔５３〕引起德国人的注意的ꎮ 因此ꎬ“在法国和

英国ꎬ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统治ꎻ
在德国ꎬ问题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民

的统治”ꎮ〔５４〕而这意味着“在法国和英国是要消

灭已经发展到极致的垄断ꎻ在德国却要把垄断发

展到极致”ꎮ〔５５〕 显然ꎬ马克思拒斥以李斯特为代

表的德国国民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ꎮ 而

这些内容正是恩格斯在«大纲»中所批判的内

容ꎬ由于此时马克思尚未真正开始经济学研究ꎬ
因此可以推断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恩

格斯的影响ꎮ
在马克思看来ꎬ由于德国人“是当代的哲学

同时代人ꎬ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ꎬ〔５６〕 因

此ꎬ德国人应该以哲学的方式回应这一现代问

题ꎬ其中黑格尔的法哲学对它作了“最系统、最丰

富和最终的表述” 〔５７〕ꎬ因此ꎬ对黑格尔法哲学的

批判“既是对现代国家和对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

作的批判性分析ꎬ又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

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ꎮ〔５８〕 而这正

是卢格、赫斯等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所从事的工

作ꎮ 但马克思随即一针见血地指出ꎬ对思辨法哲

学的批判可以反抗德国的一切政治意识形式ꎬ却
“不会面对自己本身” 〔５９〕ꎬ亦即无法真正触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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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现实本身ꎮ 这表明ꎬ马克思已经开始反思和超

越赫斯、卢格等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抽象批判ꎬ
而主张一种“有原则高度的实践”ꎬ即达到“人的

高度的革命” 〔６０〕的实践ꎮ
于是ꎬ马克思集中阐述了他的基于人本学唯

物主义的革命共产主义立场ꎬ即“批判的武器当

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ꎬ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

量来摧毁ꎻ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ꎬ也会变成物

质力量ꎮ 理论只要说服人ꎬ就能掌握群众ꎻ而理

论只要彻底ꎬ就能说服人ꎮ 所谓彻底ꎬ就是抓住

事物的根本ꎮ 但是ꎬ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ꎮ〔６１〕

这里的“群众”就是无产阶级ꎬ马克思正确看到

无产阶级是“工业运动”的产物ꎬ因而它“不是自

然形成的而是人工制造的贫民”ꎬ因此它是“一
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ꎬ一个并非市民社会

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ꎬ“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

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ꎬ它表明了“人
的完全丧失”ꎬ“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

能回复自己本身”ꎬ〔６２〕 亦即实现普遍的人的解

放ꎮ 而这里的“理论” 就是宗教批判所得出的

“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学说ꎬ亦即费尔巴哈的

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ꎮ 这一理论的根本要求就

是“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

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ꎬ〔６３〕 而这与“无
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 〔６４〕是一致的ꎬ也是同

恩格斯的“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
相一致的ꎮ 可见ꎬ在马克思看来ꎬ人本学唯物主

义哲学与无产阶级构成了实现人的解放的两个

核心要素:“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ꎬ它的心脏是

无产阶级”ꎬ其中“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

物质武器ꎬ同样ꎬ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

精神武器”ꎮ〔６５〕而当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ꎬ“德
国的复活日”即人的解放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

高鸣来宣布”ꎮ〔６６〕

综上所述ꎬ基于自身的政治—历史研究和对

蒲鲁东、赫斯和恩格斯等人的思想方法的积极借

鉴ꎬ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经历了一次

格式塔式的同体变革ꎮ 具体来说ꎬ«莱茵报»时

期的“苦恼意识”使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立场开

始发生动摇ꎬ随后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

萌生出人本学唯物主义和超越革命民主主义的

“真正的民主制”立场ꎬ最终在«德法年鉴»时期

真正完成了第一次思想转变:在哲学上转向费尔

巴哈式的人本学唯物主义ꎬ在政治立场上转向基

于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哲学共产主义ꎮ 这一新的

哲学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确立恰好为马克思在

«巴黎手稿»时期建构交往异化与劳动异化理论

和共产主义思想打下坚实的基础ꎮ

注释:
〔１〕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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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思青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转变

刘冰菁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思想转

变ꎬ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点ꎮ 一般认

为ꎬ马克思是 １８４３ 年退出«莱茵报»后ꎬ“«莱茵

报»时期现实斗争经验的反思和费尔巴哈哲学的

影响ꎬ导致马克思开始向唯物主义转变”ꎮ〔１〕此时

的代表性作品便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ꎬ其中

他批判了黑格尔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上的唯

心主义观点ꎬ被视为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思想

路标ꎮ 然而ꎬ对此时马克思如何转向、转向何种

唯物主义ꎬ这一段思想史的深入挖掘和思想阐释

工作仍有待丰富ꎮ 如今ꎬ借助 ＭＥＧＡ２ 资料ꎬ我们

得以结合 １８４３ 年马克思的«克罗伊茨纳赫笔记»
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两部重要作品ꎬ更清晰

地厘清马克思的第一次思想转变及其具体内容ꎮ

一、«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掩藏的“矛盾”

马克思在 １８４３ 年 ３ 月离开«莱茵报»后ꎬ于
同年 ５ 月—９ 月来到克罗茨纳赫ꎬ集中钻研了关

于法国、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政治学、历史学

著作ꎬ留下了«克罗伊茨纳赫笔记»和«黑格尔法

哲学批判»ꎮ 由于这两部作品都是马克思在

１８４３ 年 ５ 月—９ 月内完成ꎬ〔２〕 而且马克思撰写

«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的目的是想要通过研究国

家在法律、行政等方面的历史变化ꎬ揭示国家、特
别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形成与本质ꎬ为系统批判黑

格尔法哲学的国家理论提供支撑ꎮ 因此ꎬ一般认

为«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共同反映了 １８４３ 年马克思向唯物主义的思想转

变过程ꎮ
确实ꎬ从 ＭＥＧＡ２ 资料来看ꎬ在«克罗伊茨纳

赫笔记»中ꎬ马克思在历史、政治研究中接触到了

许多与唯物主义相关的资料ꎬ特别是私有财产所

有制关系影响国家结构、政治体制、公民政治权

利等内容ꎬ无疑构成了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唯心主

义国家观的重要基础ꎮ 因此ꎬ在«克罗伊茨纳赫

笔记»第一册里ꎬ马克思先是按照编年顺序、提要

式地记录了从公元前 ６００ 年至 １６ 世纪末的法国

历史ꎬ内容广泛ꎬ涉及到政治方面的国家议会、社
会经济方面的海航贸易工业和市民阶层的兴起、
宗教方面的十字军东征等ꎮ 但从第二册开始ꎬ马
克思摘录的篇幅大大缩减ꎬ却集中关注了一个主

题:私有财产对政治权利、社会地位、支配关系等

的影响ꎮ
比如ꎬ马克思摘录达鲁的 «威尼斯共和国

史»、巴约尔的«对斯泰尔夫人遗著(法国大革命

纪实) 考证» 时发现ꎬ “财富成了权威的代名

词”ꎬ〔３〕土地所有权会为所有者带来人身依附关

系上的特权:“土地所有权带来两种权利ꎬ所有者

将会拥有管理一般事务的权利ꎬ另外会衍生出他

与统治者、土地上的佃农的关系ꎮ” 〔４〕 不仅如此ꎬ
在法国大革命后取代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社会

里ꎬ财产还决定了人享有的政治权利、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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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阶层等ꎮ “人通过财产权获得了所有权

利根据个体所拥有的财产ꎬ他被判定具备享

有某些权利、履行某些政治职能所需的智慧、教
育和道德ꎮ 由此ꎬ对只拥有财产的人来说ꎬ财产

权就是证明ꎮ” 〔５〕随后ꎬ马克思在摘录卢梭的«社
会契约论»时特别指出“卢梭在此处写了一句值

得关注的评论”ꎬ〔６〕 也是关于私有财产的多少影

响了政治领域中的法律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关系:“在坏政府的下面ꎬ这种平等只是虚有其

表ꎻ它只能保持穷人处于贫困ꎬ保持富人处于占

有ꎮ 事实上ꎬ法律总是有利于享有财富的人ꎬ而
有害于一无所有的人ꎻ由此可见ꎬ惟有当人人都

有一些东西而又没有人能有过多的东西的时候ꎬ
社会状态才会对人类有益ꎮ” 〔７〕

这反映出ꎬ马克思确实是在历史、政治研究

中逐渐体认到ꎬ国家统治会被市民社会的财产关

系所左右ꎬ公民在政治领域中的社会等级和权利

会由私有财产的多少所决定ꎮ 于是ꎬ马克思才在

«克罗伊茨纳赫笔记» 第四册摘录兰克的 «历

史—政治杂志»时写下了罕见的长评ꎬ指出在历

史现实中ꎬ绝不是黑格尔所说的国家决定市民社

会ꎬ而是相反ꎮ “因此ꎬ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

素变成主语ꎬ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

时———可是ꎬ在历史真实中ꎬ情况恰恰相反:国家

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旧〕形式的谓语———他实

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ꎬ道出了时代的

政治神学ꎮ” 〔８〕 这正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中颠倒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唯心主

义观点的先声ꎮ
如果仅仅停留在此ꎬ我们可能会判定ꎬ马克

思已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发现ꎬ私有财产

的所有制关系是推动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ꎬ最终

得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批判黑格尔的神

秘主义国家观ꎬ彻底完成向唯物主义的转变ꎮ 可

无法忽略的是ꎬ马克思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
中还花费了大量篇幅关注现代国家、政治体制运

行的人民民主、理性原则ꎬ这与他«莱茵报»时的

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十分接近ꎮ 比如ꎬ从马克思在

第二册笔记本末尾自建的索引〔９〕 中来看ꎬ除了

“所有制及其结果”之外ꎬ他关注的还有“立宪议

会”“平等”“普遍意志的表达”“公共福利作为目

的”等ꎬ在这些标题下归类了他感兴趣的人民主

权、国家理性等主题ꎬ记录着理想状态中的国家

按照“公意才能够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ꎬ即公共

幸福ꎬ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 〔１０〕ꎬ主权者代表

的“只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生命” 〔１１〕、民主的主体

是全体公民等ꎮ
«克罗伊茨纳赫笔记»文本呈现的“矛盾”状

况ꎬ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ꎬ即在 １８４３ 年的«克
罗伊茨纳赫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ꎬ马克

思关注私有财产所有制问题ꎬ是否意味着他已彻

底转向了唯物主义、认识到私有财产在社会历史

中的基础性作用? 这种唯物主义的具体内容是

什么? 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审视«克罗伊茨纳赫笔

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与此相关的讨论ꎮ

二、«克罗伊茨纳赫笔记»里的另一条线索

根据 ＭＥＧＡ２ 文献ꎬ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
的历史政治研究中ꎬ马克思确实第一次批判了黑

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ꎬ特别是他在摘录兰克时

发表的评论ꎬ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唯物

主义论述十分接近ꎮ 但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
中也存在着其它线索ꎬ反映出此时马克思转向唯

物主义的复杂变动状况ꎮ
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第二册中ꎬ马克思

观察到了私有财产影响国家政治的现实ꎬ但对此

他并没有直接肯定ꎬ态度上更倾向于批判与否

定ꎮ 虽然马克思在达鲁、巴约尔的作品里注意到

了私有财产影响政治领域ꎬ但他认为这是私有财

产衍生出不平等特权的恶劣影响ꎬ才在此册末尾

自建的索引中ꎬ主动将达鲁、巴约尔标记为“所有

制及其结果”“市民等级”中的“在自治共同体中

特权者的地位”、“贵族”中的“关于特权的产生”
“特权的融合”ꎮ〔１２〕同样地ꎬ马克思不仅特别标注

了卢梭说的法律总是有利于有财富的人ꎬ更在同

一索引下加入内容表明ꎬ全部社会体系的基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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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财富ꎬ而是道德和法律的平等:“基本公约并

没有摧毁自然的平等ꎬ反而是以道德的与法律的

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

的不平等ꎻ从而ꎬ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和才智上

不平等ꎬ但是由于约定并且根据权利ꎬ他们却是

人人平等的ꎮ” 〔１３〕

并且ꎬ继达鲁、巴约尔、卢梭后ꎬ当马克思研

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时ꎬ他对私有财产

问题的批判态度愈加明确ꎮ 这明显体现在马克

思摘录«论法的精神»时反常的“中断”ꎮ 原先ꎬ
马克思是按作品页码顺序、依次摘录法律是人类

理性的体现、不同政体制度(专制、君主制、民主

制)的不同施政原则等内容ꎬ却在摘录第十一章

时突然“中断”ꎬ有意识地加入了一个倒叙和总

结ꎮ
具体来说ꎬ马克思在摘录到«论法的精神»

第十一章时ꎬ他感兴趣的是罗马民主共和国按照

个人拥有财产多少建立税收制度ꎬ“依据财富的

多寡把所有的公民划分为六级ꎬ并按每个公民在

政府所负责任大小的比例规定税额”ꎮ〔１４〕 但在此

之后ꎬ马克思特意回头记录前面已浏览过的第

五、二、八章的段落指出ꎬ如此建立税收制度的初

衷是“把生活的差别减少或加以规定ꎬ然后用特

别法征收富人的税ꎬ减轻穷人的负担” 〔１５〕 (马克

思依次标记引用的页码是第 ３０８、８２、１９、２２、１８８
页)ꎬ来缩小贫富差距ꎬ使人们更为平等ꎮ 但结果

是ꎬ这不仅会引起民主选举合法地向富人倾斜ꎬ
“他是在民主政治精神的指导下ꎬ进行等级的划

分的他让每个公民都有选举权但是只

能从前三个等级里选择‘官吏’ꎮ 这三个等级是

富有的公民ꎮ” 〔１６〕 还会导致人民的不平等、民主

政治原则的堕落:“一个共和国的人民怎样地滥

用他们的平等查米德斯说:‘当过去我

富裕的时候ꎬ我不能不阿谀那些告密者ꎬ因为我

知道被他们陷害的机会多ꎬ而陷害他们的机会

少ꎮ 共和国经常向我要求新税ꎬ我老也不能走开ꎮ
我现在已经贫穷ꎬ我倒获得了威权ꎻ没有人恐吓

我ꎬ我倒可以恐吓别人ꎮ’” 〔１７〕在此之后ꎬ马克思继

续记录了有关私有财产、私人利益干扰国家、法
律甚至是剥削犹太人财富的宗教政策等内容ꎮ

可见ꎬ马克思已认识到ꎬ私有财产对政治领

域的影响并不是应有状态ꎬ而是败坏政治领域、
催生不平等的恶劣状况ꎬ他观察到了ꎬ但并不认

可私有财产左右国家政治的现实ꎮ 于是接下来ꎬ
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第三、四、五册中研究法

国大革命史、英国史等时ꎬ马克思不仅继续批评

私有财产引起政治恶化ꎬ还摘录了不少资产阶级

政府并未实现人民主权的资料ꎬ透露出他支持消

灭私有财产、实现人民主权的真正立场ꎮ
比如ꎬ马克思从瓦克斯穆特的«革命时代的

法国史»中看到ꎬ虽然在法国大革命后«人权宣

言»宣告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ꎬ但在资产阶级议

会制政府统治下ꎬ一切如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吉伦

特派领袖韦尼奥所言:“公民的平等只是这些权

利的平等ꎬ即财富上的平等ꎬ而不是人头税、力
量、精神、活动、工业和劳动的平等ꎮ” 〔１８〕 资产阶

级反而窃取了人民的主权:“到底是谁在不断地

呼唤人民的主权ꎬ但只是为了将其彻底掠夺

走?” 〔１９〕那么ꎬ到底要依据何种原则构建国家与

社会呢? 马克思摘录了罗伯斯庇尔未发表文献

的一句话ꎬ“内部的危险来自于资产阶级ꎻ为了战

胜资产阶级ꎬ必须重新联合起人民ꎮ” 〔２０〕 言下之

意ꎬ不能令国家沦为私人利益的工具ꎬ必须抛弃

私有财产带来的不平等ꎬ实现真正的人民主权与

平等ꎮ
由此可见ꎬ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ꎬ马克

思确实关注了私有财产问题ꎬ但他并未认可私有

财产对社会历史的决定性作用ꎬ反而是批判性地

观察到:在欧洲历史上ꎬ私有财产、私人利益导致

政治落败、社会不平等与人民被剥削ꎬ这更像是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下流的唯物主义”的痛

恶ꎮ 相对地ꎬ马克思期望国家与社会朝向更理

性、人民主权的方向发展ꎬ而不是被物质利益所

左右ꎮ 这意味着ꎬ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ꎬ马
克思接触到了财产关系决定国家与法等现实ꎬ但
根本上ꎬ他尚未肯定物质利益驱动的现实ꎬ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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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恢复人民的主体和理性意识ꎮ 从这点来看ꎬ如
果说在这一阶段马克思转向了唯物主义ꎬ那这一

转向并不够彻底ꎮ

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马克思

的唯物主义转变

　 　 那么ꎬ１８４３ 年的马克思到底处在何种思想

状态呢? 这便要结合马克思撰写«克罗伊茨纳赫

笔记»旨在完成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来看ꎮ
如前所说ꎬ«克罗伊茨纳赫笔记»和«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几乎是在 １８４３ 年 ５—９ 月内同时进行ꎬ
马克思撰写«克罗伊茨纳赫笔记»是为批判黑格

尔法哲学做准备ꎬ内容上有所交叉ꎬ可结合两者

审视马克思此时的思想变动状况ꎮ 而且在«黑格

尔法哲学批判»中ꎬ马克思主要从两个方面揭露

了黑格尔国家观的唯心主义性质ꎬ这被视为他转

向唯物主义的重要依据ꎬ当然是探究马克思第一

次思想转变状况的重点ꎮ
最先ꎬ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前部ꎬ马克思

指责黑格尔把国家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ꎬ反而

将“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

为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ꎬ〔２１〕不把作为出发点的

事实作为事实来看待ꎬ陷入了泛神论的神秘主义

和思辨的唯心主义思维ꎮ “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

国家的前提ꎬ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ꎻ而在思辨

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ꎮ” 〔２２〕虽然马克思对

黑格尔的批判停留在抽象的哲学逻辑层面ꎬ他并

不认为市民社会作为经济基础才决定了国家ꎬ而
是因为“国家是从作为家庭的成员和市民社会的

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的”ꎬ〔２３〕 家庭和市

民社会才构成了国家的前提ꎬ但马克思此时确实

初步得出了现实决定观念的唯物主义结论ꎮ
随后ꎬ与«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相似ꎬ马克思

转而借助具体的历史政治研究ꎬ历史性地批判黑

格尔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论述ꎮ 他认为ꎬ市民

社会是根据个人私利组织起来的任意状态ꎬ“现
代的市民社会是实现了的个人主义原则”ꎬ〔２４〕 而

黑格尔把国家视为可以超越市民社会的普遍性

领域ꎬ在这里人能克服利己主义、追求普遍的善ꎮ
为此ꎬ黑格尔支持国家设立君主立宪制、长子继

承制ꎬ以便让政治权力介入ꎬ使国家独立于私有

财产等外在因素ꎬ决定市民社会的发展ꎮ 但历史

的发展揭示出:“历史的发展使政治等级变成社

会等级人民的单个成员在他们的政治世界

的天国是平等的ꎬ而在社会的尘世存在中却不平

等ꎮ” 〔２５〕因为“‘无依赖性的私有财产’或‘真正

的私有财产’不仅是‘国家制度的支柱’ꎬ而且还

是‘国家制度本身’”ꎮ〔２６〕 事实上ꎬ不是国家决定

市民社会ꎬ而是尘世的私有财产决定了国家和

法ꎮ 黑格尔是颠倒地认为国家理念决定家庭和

市民社会ꎬ错误地“把长子继承权描写成政治国

家对私有财产的权力ꎮ 他倒因为果ꎬ倒果为因ꎬ
把规定性因素变为被规定的因素ꎬ把被规定的因

素变为规定性因素”ꎮ〔２７〕

准确地说ꎬ与«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对私

有财产的态度一样ꎬ马克思是看到了ꎬ但并不全

然认可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决定作用ꎮ 在此时马

克思的眼中ꎬ市民社会只是个人私利任意结合的

非理性状态ꎬ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力并不来自市民

社会现实的利己活动ꎮ 相反ꎬ他指出ꎬ家庭、市民

社会和国家都是人的本质实现的客体化结果ꎬ
“在阐述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时把人的这些

社会存在方式看作人的本质的实现ꎬ看作人的本

质的客体化人始终是这一切实体性东西的

本质ꎬ但这些实体性东西也表现为人的现实普遍

性ꎬ因而也就是一切人共有的东西ꎮ” 〔２８〕 因而ꎬ人
理应恢复对市民社会、国家等对象化产物的属人

本质ꎬ这才是未来社会发展、建立政治体制的动

力和标准ꎮ 如此ꎬ市民社会在个人主义原则下的

“活动、劳动、内容等等都只是手段” 〔２９〕ꎬ国家也

不该为私人利益所左右ꎬ而应代表人类的普遍利

益ꎬ“国家是抽象的东西ꎮ 只有人民才是具体的

东西ꎮ” 〔３０〕

所以ꎬ此时马克思提出 “市民社会决定国

家”ꎬ是在批判黑格尔提出的国家克服市民社会

利己主义方案的虚假性ꎬ不是在全然肯定市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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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决定国家的合理性ꎮ 而且ꎬ马克思不仅要抛弃

黑格尔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神秘主义观点ꎬ也
要克服由私人利益组成的市民社会对国家和法

的任意干涉ꎬ他的根本目的是要超越私欲横流国

家落后的现状ꎬ实现人的共同本质和普遍利益ꎮ
那么ꎬ固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ꎬ马克思在

批判黑格尔国家观时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

家”的唯物主义结论ꎬ但在他看来ꎬ市民社会仅仅

是私人利益的任性聚合ꎬ并不是决定社会历史发

展的物质基础ꎬ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是

人的本质的共同实现ꎮ
可见ꎬ无论是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还是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ꎬ马克思都已关注到了

私有财产、市民社会影响政治国家的问题ꎬ并依

据社会历史现实驳斥黑格尔的国家理论ꎮ 但他

并未准确把握市民社会的现实意义ꎬ也未肯定私

有财产所有制关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

用ꎬ而是站在人的本质的立场上ꎬ拒斥私有财产

导致国家与法的异化ꎬ支持依据人的本质的共同

实现来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ꎮ 这显示出ꎬ１８４３
年马克思虽已在分析国家与法的问题时转向了

唯物主义ꎬ但这一转向并未彻底完成ꎬ他在社会

历史观上仍带有唯心主义色彩ꎬ在政治立场上坚

持的是人民主权思想ꎮ
而«克罗伊茨纳赫笔记» «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之所以呈现相对繁杂的理论状况ꎬ归根到底

是由于 １８４３ 年的马克思正处在思想急剧转变的

时刻ꎮ 马克思既远离了青年黑格尔派主观唯心

主义的抽象论调ꎬ密切关注社会现实ꎬ又遇到了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思想ꎬ打算“扬长避短”ꎬ直面

政治问题、代替自然讨论ꎬ同时他在独立的历史

政治研究中ꎬ进一步考察了社会历史现实和现代

经济活动ꎮ 这使 １８４３ 年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

过程略显复杂ꎬ也要求我们更细致地厘清这种唯

物主义的边界ꎮ
首先ꎬ虽然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时自觉使用

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批判方法ꎬ但他此时转向

的“唯物主义”并不等同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

物主义ꎮ 因为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本质

上是自然唯物主义ꎬ他并不关注真实的社会历史

发展过程ꎬ而是抽象地认为ꎬ人区别于动物的地

方在于他具有集体、爱与友谊的类本质ꎬ上帝不

过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ꎮ 因而ꎬ彻底的变革只需

思维上的主谓颠倒、将神的属性复归给人本身ꎮ
１８４３ 年时ꎬ马克思虽然使用了费尔巴哈的人本

主义批判方法ꎬ但当他打算远离费尔巴哈的自

然ꎬ醉心于国家时ꎬ这便为他超越费尔巴哈的自

然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础ꎮ 从«克罗伊茨纳赫笔

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便可看到ꎬ马克思虽然

借用了主谓颠倒的批判形式ꎬ但在论证内容上ꎬ
他并未像费尔巴哈那样以集体、爱等定义人的类

本质及其复归路径ꎬ更多的是依据历史现实、人
类活动论述人本主义立场的合理性ꎮ 可以说ꎬ
１８４３ 年的马克思并没有全盘照搬费尔巴哈的人

本学唯物主义ꎬ而是依据历史政治的现实研究ꎬ
初步形成了人本主义的哲学观念ꎬ极具独创性地

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理论ꎮ
其次ꎬ在 １８４３ 年批判黑格尔时ꎬ马克思接触

了很多历史政治的现实主题ꎬ并力图运用唯物主

义观点分析国家与法的问题ꎮ 但根本上ꎬ他并不

认可被外在物质利益驱动的现实ꎬ也没有充分理

解市民社会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作用ꎬ仍期望

消灭私有财产ꎬ实现人的本质ꎮ 这既不同于自然

唯物主义、承认人的感性存在决定观念ꎬ也未彻

底肯定所有制关系决定社会历史发展ꎬ更不等于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现实存在和生产活动

(无论异化与否)在社会历史结构中始终起着决

定性的作用ꎮ 这说明ꎬ１８４３ 年马克思已在探索

历史政治的各种现实问题时转向唯物主义ꎬ但仍

在社会历史观上透露出隐性的唯心主义色彩ꎮ
当然ꎬ马克思已从具体的社会现实出发考察市民

社会与国家ꎬ这为他深化唯物主义ꎬ走向政治经

济学的独立研究开辟了道路ꎮ

注释:
〔１〕黄楠森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ꎬ北京:高等教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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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２１ 页ꎮ
〔２〕关于马克思写作«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与«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的先后顺序ꎬ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ꎮ 一方面ꎬ学者认为

«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是交叉同

时进行的ꎬ如拉宾便认为ꎬ马克思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作

中断后ꎬ于 １８４３ 年 ７—８ 月开始记录«克罗伊茨纳赫笔记»ꎬ在其

历史、政治的新研究后ꎬ才得以接续完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

后半部内容ꎮ 另一方面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附属卷编者陶伯

特则认为ꎬ«克罗伊茨纳赫笔记»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

完成ꎮ 但无论何种观点ꎬ«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与«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皆是马克思在 １８４３ 年前往巴黎前的同一时间段里完

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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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市民社会”
概念内涵再考察

孔伟宇

(南京大学　 哲学系ꎬ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的核心问题ꎬ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当

中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家庭和市民社会都

是国家的前提”“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

和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 〔１〕等著名词句

被认作马克思此时唯物主义理论立场转变的重

要标志ꎬ但是被马克思认为作为国家的基础、动
力、前提的“市民社会” 究竟具有怎样的内涵?
或者说被学界认定为马克思 １８４３ 年唯物主义立

场转变的根基ꎬ在马克思的手稿中是如何被表述

的? 这个问题似乎作为一个学界默认的共识性

前提鲜有人讨论ꎮ 那么此时马克思使用的“市民

社会”概念的真实内涵究竟是什么呢?

一、理解“市民社会”概念的三重困难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当中ꎬ“市民社会”
的使用和界划具有一定的混淆性ꎬ对于研究者ꎬ
特别是对中文阅读的研究者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和误读的可能:其一ꎬ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概
念的使用是尚未经过反思和批判的ꎬ在表面形式

上延用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对家庭、市民社

会概括的基本框架ꎮ 其二ꎬ手稿的写作在文本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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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具有特殊性ꎬ〔２〕尽管反映了较为真实的思想

变化ꎬ但是在逻辑严密、用词严谨等方面并非十

分准确ꎬ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部分间接性

描述也给研究者带来困难ꎮ 其三ꎬ在马克思的德

文书写中ꎬ出现了两种“社会”ꎬ分别是“ｄｉｅ Ｇｅ￣
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和“ｄｉｅ Ｓｏｃｉｅｔäｔ”ꎬ两个不同含义的词语

在中文中的统一使用也使研究者对“市民社会”
真实内涵的把握带来了模糊性的难题ꎮ

第一ꎬ中文语境中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必

然要面对翻译上的同词不同义之困难ꎮ 在深入

分析之前ꎬ需要区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

“ｄｉｅ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和 “ ｄｉｅ Ｓｏｃｉｅｔäｔ” 两种社会概

念ꎬ两者在中文的翻译中皆为“社会”ꎮ 马克思

使用的“ｄｉｅ Ｓｏｃｉｅｔäｔ”在 ２００５ 年的德语新正字法

修改拼写为“ｄｉｅ Ｓｏｚｉｅｔäｔ”ꎬ该词是法语外来词ꎬ
也就是现在英语词汇中的“ｓｏｃｉｅｔｙ”ꎬ而在 １８—１９
世纪的德国ꎬ主要在贵族阶级内部以及对贵族阶

级的描述中使用该词ꎬ甚至一度将该词等同于贵

族的学术团体“ ｄｉｅ Ａｋａｄｅｍｉｅ”ꎬ而马克思在«黑
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这个词的使用不仅仅限于

名词ꎬ还使用了形容词“ｓｏｃｉａｌ”ꎬ甚至出现了令人

迷惑的貌似历史唯物主义的词语“ ｓｏｃｉａｌｅｎ Ｄａ￣
ｓｅｉｎｓ(社会的定在)” 〔３〕 的表述ꎮ 那么马克思究

竟如何看待这个社会概念“ｄｉｅ Ｓｏｚｉｅｔäｔ”? 结合

马克思对这个概念使用的上下文ꎬ我们可以看

出ꎬ马克思在这里一般将这个词与“等级( 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分离(ｔｒｅｎｎｅｎ)”“区别(ｕｎｔｅｒｓｃｈｉｅｄｅｎ)”
连用ꎬ具有一定的结构性ꎬ但是却表达了一种上

层社会与马克思口中的市民社会的分离ꎬ因此

“ｄｉｅ Ｓｏｃｉｅｔäｔ”具有一定的贬义性质ꎬ绝不可将其

与此处的市民社会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社会定

在混淆ꎮ 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直接使

用沿用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用法ꎬ即“ｄｉｅ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ꎬ“ ｄｉｅ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的社

会在德语中一般指意为社会团体ꎬ简单来说就是

具有直接性的一群人ꎬ而“ｄｉｅ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 Ｇｅｓｅｌｌ￣
ｓｃｈａｆｔ”在中译的过程中出现了多种译法ꎬ如市民

社会、有产者社会、资产阶级社会ꎬ以马克思的思

想内在发展变化为根据ꎬ此处应将其翻译为“市
民社会”ꎮ〔４〕

第二ꎬ马克思在对家庭与市民社会本身的定

义界划、作用区分、发展描述默认延续了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的观点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黑格尔

关于家庭和市民社会的论述在«法哲学原理»的
１５８—２５６ 节ꎬ但是ꎬ在现存的«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中ꎬ马克思的摘录却是从 ２６１ 节的“国家”章
开始摘抄的ꎮ 针对这个问题ꎬ从现存的手稿中不

难发现ꎬ现存手稿的第一页是从马克思标注的第

“Ⅱ”部分开始的ꎬ但是根据手稿第“Ⅱ” “Ⅲ”
“Ⅳ”部分的篇幅ꎬ可以推断遗失的第“Ⅰ”部分

篇幅也在 ５ 页之内ꎬ不可能对«法哲学原理»中巨

大篇幅的“市民社会”章有深入的探讨ꎬ因此有

的学者提出前面关于“市民社会”章讨论的手稿

存在遗失的问题ꎬ恐怕难以实现ꎮ 与此观点对应

的是ꎬ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 ３０３ 节的

评论中说道:“关于此ꎬ我们在之后的‘市民社

会’一章中再继续研究ꎮ”且不论马克思说的之

后对“市民社会”章的研究计划是否实现ꎬ明显

可以看出的是ꎬ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

马克思并没有对“市民社会”深入分析ꎮ
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ꎬ家庭和市民

社会在历史发展的不同进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

用ꎬ在马克思笔下ꎬ“如果没有作为自然基础的家

庭和作为人工基础的市民社会ꎬ政治国家就不能

存在ꎻ他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ꎮ” 〔５〕马克思从何处

总结出家庭与市民社会的区别的? 手稿中并没

有论证其构成的过程ꎬ而黑格尔的«法哲学原

理»却提供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参照ꎮ 在黑格尔那

里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是一个由普遍性支配的

完整体系ꎬ家庭与市民社会也有其自身的区分和

联系:家庭是“具有自然形式的伦理”ꎬ〔６〕 由婚

姻、财产和教育三部分组成ꎬ而随着家庭的扩大

和分化ꎬ在现代世界中依据普遍性主动或被动形

成了人与人相互关联的团体ꎬ也就是作为国家前

提的市民社会ꎮ 可以明显看出ꎬ马克思对于家庭

和市民社会概念自身的理解与黑格尔相趋同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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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马克思未经反思地默认了黑格尔关于家庭

和市民社会的内在联系ꎬ且马克思也将“财产、契
约、婚姻和市民社会” 〔７〕放在同一层级进行分析ꎬ
与黑格尔的不同只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家庭的

外部关系上ꎬ以国家为前提的市民社会在这里被

直接颠倒为作为国家直接性基础的市民社会ꎮ
第三ꎬ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ꎬ马克

思对“市民社会”概念不仅仅限于直接性的使

用ꎬ还隐藏在对其他概念的混乱使用当中ꎬ间接

性的表述与马克思的潜意识意图在此处凸显ꎮ
由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一部手稿ꎬ并非整

理出版的著作ꎬ可以说马克思的书写过程是与其

意识流一致的ꎬ因此在词语概念的使用和甄别上

就并非完全严谨ꎬ要发现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

的间接性使用具有很大难度:“黑格尔在这里提

出了一个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ꎮ 一方面是外在

必然性ꎬ另一方面是内在目的ꎮ 国家的普遍最终

目的和个人应该存在的特殊利益之间是统一的ꎮ
也就是说个人对于国家的义务和个人的权利在

其自身是相同的ꎮ” 〔８〕从表面来看ꎬ马克思这里论

述了国家(义务)与个人(权利)的关系ꎬ但是如

果结合上下文与«法哲学原理»来看ꎬ马克思笔

下批判黑格尔的其实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外在

必然性和内在目的关系ꎬ此处却将“市民社会”
悄然替换成了“个人”ꎬ或者说是“个人的权利”ꎮ
这种概念的不严谨使用虽然为研究者的阅读提

出了较大的挑战ꎬ但却恰恰凸显了马克思的潜意

识知识框架ꎬ在他此时的观念中ꎬ“市民社会”其
实是由个人的权利所构成的ꎬ由此才构成马克思

认为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律背反ꎮ 从法学转

到哲学研究的马克思ꎬ对于哲学的理解和捕捉还

残存着挥之不去的法权的影子ꎬ而黑格尔的非严

格法学领域的«法哲学原理»ꎬ也为马克思从法

学到哲学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异轨性的中介ꎬ因此

形成了这个思想急剧转变的手稿文本ꎬ〔９〕对其中

包含着继承与创新碰撞的“市民社会”概念内部

的严格剖析ꎬ对于展现马克思此时的真实思想视

域极为重要ꎮ

二、在法权视域中辗转的“市民社会”

在过去的研究中ꎬ对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中“市民社会”概念提出的发现导向了对

马克思此时唯物主义转变的判断ꎬ而对此时马克

思使用的“市民社会”的内涵剖析也在国内学界

分化为对马克思此时唯物主义不同性质的争论ꎮ
暂且不论如何对此时的马克思思想进行定义ꎬ在
对 ＭＥＧＡ２ 和马克思手稿的研究中ꎬ发现对马克

思此时“市民社会”概念内涵的再发现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ꎬ其中包含了马克思的两重复杂逻辑:
第一ꎬ从文字描述的表面来看ꎬ马克思此时确实

说到了“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前提和动力ꎬ也
描述了关于对黑格尔国家—市民社会体系进行

颠倒的想法ꎬ基于此ꎬ大部分国内学者认定这是

马克思成功运用了费尔巴哈的方法对黑格尔进

行唯物主义的颠倒ꎮ 第二ꎬ在显性的表述背后ꎬ
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的隐性理解却是隐性唯

心主义的ꎬ具体来说:一是马克思笔下的“市民社

会”缺乏经济关系的维度ꎻ二是马克思此时的

“市民社会”是非结构性的表象直观ꎮ 上文虽然

说到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和家庭的联系默认了黑

格尔的设定ꎬ然而从方法论来看ꎬ马克思此时真

的读懂了«法哲学原理»中的“市民社会”了吗?
马克思此时基于法权和个人的市民社会真的能

在方法论上运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颠倒吗?
首先ꎬ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直接使用和表述

是基于抽象的法权和个人基础的ꎬ是没有经济关

系的市民团体ꎮ 马克思说:“他(黑格尔)说的是

从私人权利和私人幸福ꎬ也就是家庭和市民社会

的领域到国家的关系出发的ꎮ” 〔１０〕 明显可以看

出ꎬ马克思将家庭和市民社会直接等同于私人权

利和私人幸福ꎬ且这里的“私人权利”并非指所

有人ꎬ而是与封建王权通过偶然性获得的物质利

益相对峙的市民社会的个体权利ꎬ这种仅限于法

权的定义既是马克思长时间法律学习的方法论

视域结果ꎬ也是对社会现实物质利益耳闻目睹的

呈现ꎮ 另外ꎬ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在此手稿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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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到了“市民社会”ꎬ也提到了市民社会的“财
产”ꎬ就将两者简单结合等同于“经济基础”ꎬ但
是在这种直接性描述的背后ꎬ应该看出马克思虽

然把私有财产说成是国家的支柱和基础ꎬ但这里

所说的国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ꎬ而是指封

建国家ꎬ是马克思在分析嫡长子继承制的使用ꎬ
是对“财产”的占有ꎬ而非所有ꎬ马克思此时并没

有开始阅读政治经济学著作ꎬ因此对这里的“财
产”概念的理解不能站在政治经济学和狭义历史

唯物主义的高度对此时的马克思进行倒叙式的

美化ꎬ马克思此时的“财产”还停留在抽象的法

权占有和现实直观的层面上ꎬ或者说ꎬ从历史唯

物主义角度来看ꎬ马克思此时笔下的“市民社

会”没有经济关系的存在ꎮ
其次ꎬ马克思基于法权的“市民社会”是一

种非结构性的市民团体表象直观ꎬ虽然借鉴了费

尔巴哈关于“颠倒”的用语ꎬ但究其根本是无法

完成唯物主义的颠倒方法的ꎮ 其一ꎬ市民社会是

由具有私利的市民组成的ꎬ或者说是一个市民团

体ꎬ在这个团体之中ꎬ通过婚姻的自然基础、契约

的社会规定、财产(法权意义上的ꎬ非生产和交换

过程当中的)的生活基础形成市民与市民的纽

带ꎬ市民社会也依据这种直观、抽象的基础建立

在马克思的心中ꎬ可以看出这种市民社会是一个

非结构性的扁平化团体ꎮ 其二ꎬ我们再来看一看

构成市民社会的“市民”有何特征ꎬ马克思直接

说:“因为‘市民’ꎬ即与普遍相对立的拥有私利

的人ꎬ也是市民社会的成员”ꎬ〔１１〕 这种私利构成

马克思之后对政治国家超越的现实性ꎬ但是马克

思并没有分析个人权利与私利的形成过程ꎬ也没

有论述私利对于市民社会和市民本身的必要性

联系ꎬ因此与其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市

民社会是一个抽象的法权结构ꎬ还不如说是由个

人私利组成的简单集合ꎬ是一个扁平化的市民团

体ꎬ而黑格尔不仅对市民社会本身的描述是结构

性的ꎬ而且对国家的组织和政治施行ꎬ以及国家

与市民社会双向中介的整套体系结构设计的细

致入微ꎬ马克思试图通过扁平化的市民团体对结

构化的国家体系完成直接颠倒ꎬ颠倒的主语和谓

语不构成对等关系ꎬ直接将“国家”替换成“市
民”ꎬ无法完成对黑格尔结构化的“国家—市民

社会—家庭”体系的颠倒ꎬ也无法成功运用费尔

巴哈唯物主义的颠倒方法ꎬ仅仅只能在抽象的法

权意味上转圈ꎮ
因此ꎬ马克思此时的“市民社会”概念的内

涵与方法ꎬ既没有达到“经济基础”的层次ꎬ也没

有认识到«法哲学原理»市民社会的深刻性ꎮ 其

基础的薄弱性在于:第一ꎬ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

市民社会相比ꎬ马克思在 １８５９ 年«‹政治经济学

批判›序言»中指出:“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

和ꎬ黑格尔按照 １８ 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

例ꎬ概括为‘市民社会’ꎬ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

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ꎮ” 〔１２〕１８４３ 年的马克思

显然还没有接触到政治经济学ꎬ也没有对社会唯

物主义〔１３〕 有深刻的认识ꎬ他对市民社会概念自

身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抽象意味之上ꎬ无法从生产

的视角透视市民社会中蕴藏的经济学结构与规

律ꎮ 第二ꎬ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相比ꎬ黑格

尔口中的市民社会是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阐

述了从需求和劳动的产生ꎬ到分工、商业、工厂的

扩大ꎬ包含了生产、交换全过程分析的必然王国ꎬ
而且黑格尔通过市民社会中法律、法院、同业公

会等机构和权利的实施ꎬ层层递进完成了市民社

会与国家的对接ꎬ试图以此克服市场过程和市民

行为中的盲目性ꎬ从而建立符合理念的自由王

国ꎮ 马克思在面对黑格尔分析中的政治经济学

内容时是失语的ꎬ无法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与国

家的联系中意识到背后复杂的经济过程ꎬ这可能

也是导致马克思后来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动

力之一ꎬ因此日本学者望月清司在谈到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市民社会时也曾说:“我
们甚至不得不说ꎬ马克思还没能深入到«法哲

学»(特别是‘需要的体系’一节)的内在逻辑ꎬ还
没有达到黑格尔的水平ꎮ”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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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民社会”的现实革命与自我革命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当中已经站

在了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对普鲁士专制制度进

行批判ꎬ因此马克思的矛头直接指向的是封建主

义制度ꎬ而非资产阶级统治ꎻ是黑格尔的泛神论

和神秘主义ꎬ而非黑格尔的唯心主义ꎮ〔１５〕 因此ꎬ
马克思运用其尚未透彻分析的“市民社会”试图

反抗封建统治的神秘主义和现实颠倒ꎬ并以此为

未来的市民社会运行构建一个完整的体系ꎬ但是

这种反抗和颠倒不仅始基薄弱ꎬ且带有浓厚的黑

格尔式的思辨色彩ꎮ
第一ꎬ必须指出的是ꎬ马克思在对现实中“市

民社会”对封建制度的对立和未来市民社会的运

行的分析ꎬ是建立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的政

治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的ꎮ 其一ꎬ关于手稿的写

作过程ꎬ笔者倾向于拉宾的观点ꎬ即在«黑格尔法

哲学批判»原始手稿中ꎬ３０４ 节的摘录之前发生

了文本的断裂ꎬ即留下了几页空白的纸张ꎬ并自

３０４ 节开始书写字迹、笔势和摘录顺序出现变

化ꎬ〔１６〕 其具体原因至今仍然是学术界争论未定

的谜团ꎮ 其二ꎬ从两个文本的内容来看ꎬ如果将

断裂之后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后半段与«克
罗伊茨纳赫笔记»大量未翻译成中文的法文摘录

笔记相对照ꎬ可以发现许多顺序一致的分析ꎬ例
如家庭生活、占有、自由、动物性等内容ꎬ甚至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后半段中直接论述的德国

人和罗马人的对比结论也与«克罗伊茨纳赫笔

记»中的历史分析和结论如出一辙ꎬ因此十分有

可能两者是共同进行写作的ꎮ 其三ꎬ从逻辑推演

来看ꎬ马克思之所以对市民社会与封建国家的分

离、对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ꎬ并以此认为封建主

义制度应该被取代ꎬ就是因为对以法国大革命为

中心的欧洲历史进行了梳理ꎬ并聚焦于历史中的

政治内容和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ꎬ因此马克思

此时对市民社会历史使命的阐释具有政治性、革
命性和理想性ꎮ

第二ꎬ马克思在对历史的考察中ꎬ完成了“市

民社会”对封建历史的现实性革命ꎬ从而建立起

类似黑格尔国家体系的市民社会体系ꎬ也是从此

开始ꎬ“人”方得出场ꎮ 马克思认为ꎬ在现代社会

的现实中ꎬ市民社会应当取代封建政治国家而存

在ꎬ因此“封建国家”及其制度是被市民社会所

取消和替代的ꎮ 在经过历史学研究之后ꎬ马克思

在这里区分了黑格尔在历史中所混淆的概念ꎬ
“黑格尔在这里论述了作为中世纪的政治等级ꎬ
以及在市民社会中具有政治等级的身份ꎬ这两种

政治等级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的ꎮ” 〔１７〕 马

克思认为在现代德国社会中仍然存在中世纪封

建政治的残余成分ꎬ即政治国家ꎬ黑格尔用封建

的政治国家和政治等级是不符合“真正的市民社

会”的ꎬ因此在当时德国出现了(封建)政治国家

和市民社会双方的对立ꎬ黑格尔却将此双方对立

说成是政治国家内部的对立ꎬ企图将市民社会纳

入到国家的大体系之中ꎮ 而马克思是如何解决

这个矛盾的呢? 与黑格尔逻辑一致的是:“市民

社会是现实的政治社会ꎮ”很明显可以看出ꎬ马克

思试图反抗封建专制的方法是取消政治国家ꎬ而
取消政治国家的办法就是通过市民社会在现实

中对政治国家的成分进行超越性替代ꎬ简单来说

是将其符合现代社会的因素纳入到市民社会的

大体系之中ꎬ“用黑格尔式的腔调对超越性和内

在性的研究”ꎬ〔１８〕从对立面完成了黑格尔式的体

系ꎬ这就是政治社会逻辑的现实完成———市民社

会的历史使命ꎮ 日本学者植村邦彦也指出ꎬ此时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认识没有达到斯密和黑

格尔的高度ꎬ于是试图消解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二

元论方法ꎮ〔１９〕 所以ꎬ如果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

哲学批判» 中提出了对黑格尔“国家—市民社

会”的颠倒ꎬ那么唯一称得上是一次颠倒的就是

此处运用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对市民社会历史使

命的阐释ꎮ
第三ꎬ在市民社会对(封建)政治国家完成

超越和替代后ꎬ市民社会才能成为现实的动力和

前提ꎬ也只有在此基础上ꎬ马克思的人本主义逻

辑方能正式登场ꎮ 正如马克思说:“市民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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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在政治意义上摆脱他自己的等级ꎬ摆脱了他

的现实的私人地位ꎬ在这里ꎬ他自己才作为人的

意义而出场ꎮ” 〔２０〕在摆脱了政治等级的历史因素

之后ꎬ非结构性的市民社会由具有私利的人组

成ꎬ换句话说ꎬ也就是马克思口中的个人主义在

现实中的完成ꎬ这种私人权利、私人利益就构成

了现实生活的动力和前提ꎬ这也与马克思在«莱
茵报»时期认识到了“利益以多数票胜过了法

(ｄａ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 ｈａｔ ｄａｓ Ｒｅｃｈｔ üｂｅｒｓｔｉｍｍｔ)” 〔２１〕具有

观点一致性ꎮ
在完成了“市民社会”的现实革命使命后ꎬ

马克思转而又认为ꎬ在未来的社会中ꎬ这种私利

的市民社会本身也是可以再次被扬弃的ꎮ 除了

人性的本质规定ꎬ市民社会给予人类的必要性规

定都是外在于人的ꎬ活动和劳动都只是人在市民

社会之中的手段ꎬ而“个人的生存是最终的目

的”ꎮ〔２２〕因此ꎬ可以总结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使

命与未来设想的逻辑:市民社会是由现实中具有

私利的人组成的ꎬ具有私利的市民社会现实必将

在历史中超越和替代政治国家ꎬ在超越完成之

后ꎬ市民社会也将扬弃市民社会本身与个人之间

的外在纽带ꎬ从而取消市民社会本身的整体性与

“下流的唯物主义” 〔２３〕 占上风的问题ꎬ最终ꎬ
“人”被彰显ꎮ

如果说这种逻辑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阅读

和认同的体现ꎬ确有其根据ꎬ而如果说这种扬弃

和思辨性是师承黑格尔的ꎬ也不无道理ꎮ 但是ꎬ
如果回过头来看这段思想史ꎬ方法论究竟来源于

谁并非最重要的ꎬ也是无法厘清具体来源的ꎬ因
为不仅马克思本身的浪漫主义主体性思维就与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具有一定的同构性ꎬ〔２４〕 且

费尔巴哈其人早期也深受黑格尔的影响ꎬ在一定

程度上也是黑格尔左派的一员ꎬ〔２５〕 因此马克思

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的理论认同发展具有一致

性ꎮ 然而ꎬ只有当马克思在现实物质利益难题催

促下ꎬ深入政治经济学对市民社会进行再剖析

时ꎬ才能真正在现实中逐步解开黑格尔唯心主义

的思辨之谜ꎮ

总之ꎬ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市
民社会”概念是马克思在社会批判领域的初涉ꎬ
虽是未加严格考察的直接性使用ꎬ但是也表现了

马克思走出象牙书斋、放眼社会生活的理论方

向ꎮ 从概念内涵上来看ꎬ此时的“市民社会”既

未经过黑格尔语境中“需要体系”的中介ꎬ也未

拥有经济学现实的基础ꎬ仅仅是法权意谓的抽象

概念ꎮ 从批判逻辑上来看ꎬ马克思虽然声称以费

尔巴哈式颠倒的方法来对黑格尔进行批判ꎬ但是

不仅由于其市民社会的抽象性不攻自破ꎬ而且根

据马克思的思路:市民社会取代封建国家—市民

社会对自身的扬弃和超越ꎬ不难发现这种思路与

黑格尔的思路是一致的ꎬ马克思的隐性黑格尔逻

辑仍然是他此时的理论支撑ꎮ 从理论趋势来看ꎬ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考察和批判是贯穿其一生

的ꎬ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作为无产

阶级政治立场转变的资产阶级社会批判、«德意

志意识形态»中市民社会作为上层建筑基础的一

般历史性描述、«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作为经济

学语境中狭义资产阶级社会的分析ꎬ都是马克思

对市民社会 /资产阶级社会的异质性的深化研

究ꎮ 而马克思在 １８４３ 年承诺的“对市民社会的

继续研究”也将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以异化的状态初步呈现ꎮ

注释:
〔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３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１０、１２ 页ꎮ
〔２〕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

语»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１２ － １８ 页ꎬ关于马克思

三种写作文本的划分ꎮ
〔３〕〔５〕〔７〕〔８〕〔１０〕 〔１１〕 〔１７〕 〔２０〕 〔２２〕Ｍａｒｘ － Ｅｎｇｅｌｓ －

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ＭＥＧＡ)ꎬＡｂｔｅｉｌｕｎｇ. ⅠꎬＢｄ. Ⅱ / １ꎬ“ Ｚｕｒ 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Ｈｅｇｅｉｓｃｈｅｎ Ｒｅｃｈｔ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ꎬＢｅｒｌｉｎ:Ｄｉｅｔｚꎬ１９８２ꎬＳ. １０４ꎬＳ. ９ꎬＳ.
３１ꎬＳ. ６ꎬＳ. ６ꎬＳ. ４５ꎬＳ. ７９ꎬＳ. ９０ꎬＳ. ９０.

〔４〕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ꎬ马克思并没有区分无产阶

级和资产阶级ꎬ反而借助资产阶级的现实性来反对和超越政治

国家中统治阶级的封建性ꎬ并预测资产阶级也会在未来扬弃自

身ꎬ因此将“ｄｉｅ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翻译为“市民社会”代表

的是马克思此时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ꎮ 只有到了«‹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导言»中ꎬ马克思才认识到无产阶级在德国革命中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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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使命ꎬ由此标志着马克思转向了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ꎬ笔者认

为只有在«导言»及以后ꎬ才能将马克思笔下的一部分特指资产

阶级特性的“ ｄｉｅ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翻译为 “资产阶级社

会”ꎮ 日本学者植村邦彦则认为马克思是在«论犹太人问题»和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文本之间出现了对市民社会认识

的急剧变化ꎬ即从某特定阶级和立场出发的阶级社会ꎮ
〔６〕〔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ꎬ贺麟译ꎬ北京:商务印书

馆ꎬ２０１９ 年ꎬ第 １９９ 页ꎮ
〔９〕参见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ꎬ北京: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１３９ 页ꎮ
〔１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２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２ 页ꎮ
〔１３〕参见张一兵:«舒尔茨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来

源»ꎬ«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ꎻ以及张一

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ꎬ南京:江苏人

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２５ － ６３ 页ꎮ 具体包括斯密、李嘉图、舒尔

茨等人在内的社会唯物主义代表ꎮ
〔１４〕〔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ꎬ韩立新译ꎬ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２６ 页ꎮ
〔１５〕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直接表述中ꎬ使用了

唯心主义( 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ｕｓꎬ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将其翻译为

理想主义)、唯物主义(Ｍａｔｉ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ｕｓ)、唯灵论(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ｉｓｍｕｓ)ꎬ
认为唯物主义和唯灵论是一对抽象的代名词ꎬ只有恢复真正的

唯心主义才能实现市民的私利ꎮ
〔１６〕笔者通过对照«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第 ８７ 页马克

思摘录的 ３０３ 节与第 ９１ 页马克思摘录的 ３０４ － ３０６ 节的原始手

稿笔迹ꎬ发现确有不同(原始手稿现存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

会史研究所ꎬ〔Ａｕｓ ｄｅｒ 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Ｈｅｇｅｌｓｃｈｅｎ Ｒｅｃｈｔ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ꎬ

ＩＩＩ. － ＶＩＩＩ. １８４３ꎬｄｅｕｔｓｃｈ. １３６ １
２ Ｓ)ꎮ

〔１８〕〔美〕沃伦布雷克曼:«废黜自我:马克思、青年黑格

尔派及激进社会理论的起源»ꎬ李佃来译ꎬ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３３４ 页ꎮ
〔１９〕〔日〕植村邦彦:«何谓“市民社会”:基本概念的变迁

史»ꎬ赵平译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９７ 页ꎮ
〔２１〕Ｍａｒｘ － Ｅｎｇｅｌｓ － 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ＭＥＧＡ)ꎬＡｂｔｅｉｌｕｎｇ. Ⅰꎬ

Ｂｄ. Ⅰ / １ꎬ“Ｄｅｂａｔｔｅｎ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Ｈｏｌｚｄｉｅｂｓｔａｈｌｓｇｅｓｅｔｚ”ꎬＢｅｒｌｉｎ:Ｄｉｅｔｚꎬ
１９８２ꎬＳ. ２４５. 这一句即在«莱茵报»时期ꎬ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

窃发的辩论»一文中遭遇的著名的“物质利益难题”ꎮ «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１９５６ 年版)第 １ 卷第 １７９ 页将其翻译为“利益占

了法的上风”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１ 卷第 ２８８
页将其根据德文直译修改为“利益所得票数超过了法的票数”ꎮ

〔２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１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５ 年ꎬ第 ２８９ 页ꎮ

〔２４〕参见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似

自然性、物役性批判理论研究»ꎬ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４９ － ６１ 页ꎮ

〔２５〕详见〔苏〕马利宁、〔苏〕申卡鲁克:«黑格尔左派批判分

析»ꎬ曾盛林译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１９８７ 年ꎬ第 １０５ －
１２１ 页ꎮ

〔责任编辑:汪家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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