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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功利主义的缺陷ꎬ一是将一切关系归结为功利关系ꎬ二是将个体主义的自私自利者设定为人的标

准形态ꎬ三是在功能上沦为替现存事物辩护ꎮ 尽管如此ꎬ依然有人将马克思归为功利主义者ꎬ其理由主要是马克

思追求的目标是每个人的幸福生活ꎬ他诉诸功利论证来判定行为的正当性ꎬ并以人的需要的满足程度评价人类

活动ꎮ 反对者则认为ꎬ马克思注重多重价值ꎬ而非只关注人的快乐ꎬ功利也不可能通约量化ꎬ并且非功利主义也

可以考虑行为后果ꎬ因此马克思不是一个功利主义者ꎮ 然而ꎬ事实上ꎬ马克思本人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以及反对将

马克思归为功利主义者的理由ꎬ均只能证明马克思不是快乐论、幸福论或偏好论的功利主义者ꎬ但马克思的伦理

思想依然可归为理想的消极功利主义ꎮ
〔关键词〕功利霸权ꎻ标准人ꎻ辩护功能ꎻ功利主义ꎻ非功利主义ꎻ理想的消极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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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以来ꎬ马克思的道德哲学引

起了西方世界的持续关注ꎬ并在 ８０ 年代初达到

顶峰ꎮ〔１〕在国外学术氛围和国内道德困境的双重

压力之下ꎬ最近十多年ꎬ国内学者对马克思道德

哲学的热情ꎬ亦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ꎮ〔２〕 学者

们的探讨ꎬ大致分为两大阵营ꎬ即否定阵营和肯

定阵营ꎮ 否定阵营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没有道德

哲学ꎬ〔３〕因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ꎬ科学本

身与道德价值不相干ꎻ肯定阵营的学者认为马克

思的整个理论确实隐含着某种独特的道德哲学ꎬ
但究竟是何种类型的道德哲学ꎬ却一直争议不

断ꎮ 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的道德哲学属于非后

果主义ꎬ即康德式的道义论ꎻ〔４〕 有些学者认为马

克思的道德哲学是一种后果主义ꎬ尤其是后果主

义中的功利主义ꎬ〔５〕但马克思又明确而尖锐地批

判了功利主义ꎬ这似乎充满了矛盾ꎮ 为了解答马

克思与功利主义的关系问题以及马克思的伦理

归属问题ꎬ我们首先要搞清楚马克思对功利主义

的三大主要批判ꎮ

一、功利霸权批判

功利主义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ꎬ也有诸多不

—８７—



同版本ꎮ 早在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就可以

找到关于功利之度量和最大化的论述ꎬ〔６〕近代以

来哈奇森、休谟、普里斯特利( Ｊｏｓｅｐｈ Ｐｒｉｅｓｔｌｅｙ)、
佩利(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ａｌｅｙ)、霍尔巴赫、爱尔维修、葛德

文(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ｏｄｗｉｎ)等人也以功利概念为核心来

阐发各自的伦理观念ꎬ但只有到了边沁ꎬ功利主

义才得到了最系统的刻画ꎬ继之而起的重要代表

人物有詹姆斯穆勒、约翰穆勒、西季威克、摩
尔(Ｇ. Ｅ. Ｍｏｏｒｅ)、波普尔(Ｋａｒｌ Ｐｏｐｐｅｒ)和黑尔

(Ｒ. Ｍ. Ｈａｒｅ)等ꎮ 马克思显然不可能批判他之后

的功利主义者ꎬ他批判的对象主要是霍尔巴赫、
爱尔维修、边沁和詹姆斯穆勒ꎬ〔７〕 尤其以批判

边沁为核心ꎬ也就是说ꎬ马克思批判的功利主义

是古典的功利主义ꎬ即快乐论的功利主义ꎬ而非

摩尔 式 的 理 想 的 功 利 主 义 ( ｉｄｅａｌ 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ｓｍ)ꎬ〔８〕亦非波普尔式的消极的功利主义(ｎｅｇａ￣
ｔｉｖｅ 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ꎮ〔９〕简略地说ꎬ功利主义作为一

种道德理论ꎬ其含义是行为的对错由其功利(ｕ￣
ｔｉｌｉｔｙ)来决定ꎮ 快乐论的功利主义将功利理解为

行为带来的快乐和痛苦ꎬ苦乐可根据其强度、纯
度、时长、频次、确定性、人数多寡等要素进行量

化计算ꎬ并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１０〕 作为

行为对错的衡量标准ꎮ 驱乐避苦似乎确为人的

天性ꎬ功利主义要求我们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ꎬ
公正无私地考虑所有相关者的苦乐ꎬ并按最大化

地增进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而行动ꎬ这似乎相当符

合我们的道德感ꎮ 但马克思却对它进行了激烈

的批判ꎬ其理由何在?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把所有

各式各样的人类的相互关系都归结为唯一的功

利关系ꎬ看起来是很愚蠢的”ꎮ〔１１〕对此ꎬ我们称之

为功利霸权批判ꎮ 此批判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功

利主义确实将人类一切关系归为功利关系ꎮ 对

此ꎬ边沁有明确的表述ꎬ他说:“自然把人类置于

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ꎮ 只

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ꎬ决定我们将要干

什么ꎮ 凡我们所行、所言、所思无不由其支

配”ꎮ〔１２〕注意ꎬ此处的“快乐和痛苦”是一个十分

宽泛的说法ꎬ快乐是指“实惠、好处、快乐、利益或

幸福(所有这些在此含义相同)”ꎬ“痛苦”是指

“损害、 痛 苦、 祸 患 或 不 幸 ( 这 些 也 含 义 相

同)”ꎮ〔１３〕 因此ꎬ追求快乐即追求好处或利益ꎬ避
免痛苦即避免损失或不利ꎮ 可见ꎬ边沁确实将功

利关系看作是决定人之一切关系的霸主ꎮ “在霍

尔巴赫那里ꎬ个人在相互交往中的一切活动ꎬ例
如谈话、爱情等等都被描写成功利关系和利用关

系”ꎮ〔１４〕功利关系是其他一切关系的实质和主

宰ꎬ谈话、爱情等等其他一切关系都只不过是功

利关系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ꎮ 这种预设显然是

“愚蠢的”ꎮ 如果这种预设不能成立ꎬ边沁式的

功利原则就不能作为判断行为对错的根本原则ꎮ
按照马克思对批判的理解ꎬ指出功利主义的

“愚蠢”还只是“庸俗的批判”ꎬ“真正的批判”是
要揭示愚蠢观念的“内在形成过程”ꎬ〔１５〕“从市民

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

和形式”ꎬ〔１６〕 找出功利霸权的内在机制或根源ꎮ
边沁式的最大幸福原则似乎是普遍人性的自然

推论ꎬ跟“卑污”的牟利活动无关ꎬ跟现实的社会

经济制度无关ꎬ但这种假象却无法逃脱马克思锐

利的目光:“这种看起来是形而上学的抽象之所

以产生ꎬ是因为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ꎬ一切关

系实际上仅仅服从于一种抽象的金钱盘剥关

系”ꎮ〔１７〕虽然在古代也可找到跟近代功利主义相

似的零星表述ꎬ但那远没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理

论体系ꎬ更不可能成为实际的准则ꎮ 近代以来的

功利主义诞生于“第一次和第二次英国革命时

期ꎬ即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最初的两次斗争

中ꎬ在霍布斯和洛克那里出现了这种理论”ꎮ〔１８〕

这个事实绝不是偶然的历史巧合ꎬ因为在此之

前ꎬ已产生了研究功利论的“真正科学”ꎬ〔１９〕即政

治经济学ꎮ 真正的道德绝不是抽象的观念ꎬ而是

生活实践蕴含的行为意识ꎻ真正的道德也不是哲

学家笔下的理论原则ꎬ产生实际影响的理论原则

只是生活实践意识的抽象化、理想化和美化ꎬ甚
至是幻化ꎮ 但纯粹的理论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反

映生活实践的状况ꎮ 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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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主义是“没有实证内容的一般观点”ꎬ这正好

表明它跟尚不发达的资产阶级相适应ꎬ而边沁和

詹姆斯穆勒的功利主义则有“充实的内容”ꎬ
这“是同占统治地位的发达的资产阶级相适应

的”ꎮ〔２０〕早在撰写«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

时候ꎬ马克思就明确地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

造成的功利霸权是“如此愚蠢而片面ꎬ一切

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

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ꎮ〔２１〕将边沁式的功利准

则设定为人的一切行为和关系之判准ꎬ这是人之

全面异化的伦理展现ꎮ 五官感受、思维、直观、情
感、愿望、活动、爱都是人与世界的关系ꎬ这些关

系“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ꎬ〔２２〕然而在

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社会ꎬ人的一切关系或活动却

实际上被归结为拥有ꎬ只有当一切对象作为资本

而存在ꎬ或者被我们直接占有ꎬ或者被我们消费

使用的时候ꎬ我们才体验到那对象 “是我们

的”ꎮ〔２３〕拥有资本和财富ꎬ拥有利用或剥削他人

的权力ꎬ即感觉是天堂ꎬ感觉到自我肯定和力量ꎬ
“不拥有”即感觉是地狱ꎬ感觉到自我否定和无

力ꎻ“拥有”即是实现人之本质的唯一途径ꎬ“不
拥有”就会被切断“生存之路”ꎮ〔２４〕 你拥有的越

多ꎬ“你的外化的生命就越大ꎬ你的异化的本质也

积累得愈多”ꎬ〔２５〕而人的存在和生命表现本身是

微不足道的ꎮ 资本的逻辑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

象化仅仅转化为“外在的有用性”并占有和享受

这种有用性ꎮ〔２６〕 因此边沁式的功利成了衡量人

之为人的价值尺度ꎮ “功利”只是拥有、占有、使
用、获利、剥削、享受等等语词的概括性称谓ꎬ边
沁式的功利主义毫无批判地将这种全面异化的

感觉和意识认作理所当然ꎬ并对其进行道德加

冕ꎬ将人类社会一定阶段的异化现象确证为永恒

的道德法则ꎮ

二、古怪标准人批判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边沁! 因为双方

都只顾自己ꎮ 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

一力量ꎬ是他们的利己心ꎬ是他们的特殊利益ꎬ是

他们的私人利益ꎮ 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ꎬ谁也不

管别人”ꎮ〔２７〕对此ꎬ我们称之为自私的个体主义

批判ꎮ 可是ꎬ边沁的功利主义明明是以“最大多

数人的最大幸福”来判定行为的褒贬对错ꎬ这要

求我们平等而无私地关注每一个相关者的利益ꎬ
精确地计算和比较每一种可能的行为选项的快

乐总量ꎬ然后依照所有相关者的快乐总量净余额

最大者而行为ꎬ这显然不是自私自利的行为准

则ꎬ也不是“只顾自己”ꎮ 难道马克思误解了功

利主义? 当然不是ꎮ 虽然边沁的功利原则之语

词内容跟利他主义完全相容ꎬ但其直接的预设前

提是每个人在本质上都是只执着于利益计算的

独立个体ꎬ而且其本性是永恒不变的ꎬ即便我们

可以在口头上声称自己不再受个人的快乐或痛

苦等功利主宰ꎬ但实际上我们“将照旧每时每刻

对其俯首称臣”ꎮ〔２８〕如果最大限度地追求各自的

功利不是每个人的本性ꎬ那么行为之对错的判断

标准也就不可能是功利原则ꎮ 换言之ꎬ自私自利

的个体主义者是功利主义设定的“标准人”ꎬ正
因为人之为人的本性就是求乐避苦、追求自我利

益的最大化ꎬ因此最道德的行为莫过于最大限度

地增进最大多数人的快乐或利益ꎮ 因此ꎬ自私的

个体主义批判的实质是“古怪的标准人” 〔２９〕 批

判ꎬ即边沁式的功利主义者错误地将自私自利的

个体主义者理解为人之为人的标准形态ꎮ
边沁是一位经验主义者ꎬ他对人之本性的理

解即对“标准人”的设置是有经验基础的ꎮ 功利

主义的系统化ꎬ发生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的

时期ꎬ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绝对规律”ꎬ〔３０〕 即便你不是资本家但依然免

不了被现实生活烙上资本家的思维模式或心态ꎮ
因此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边沁说:“他幼

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ꎬ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

成是标准人ꎮ 凡是对这种古怪的标准人和他的

世界有用的东西ꎬ本身就是有用的”ꎮ〔３１〕 在马克

思看来ꎬ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什么东西对人是有用

的ꎬ我们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ꎬ然后要研

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本性ꎮ 但是

—０８—

　 ２０２１. １学人论语



边沁不管这些”ꎮ〔３２〕他径直依照特定历史阶段的

有限经验将个体主义的自私自利设定为人的本

性即标准人ꎮ 显然自私自利的个人不是标准人ꎬ
而是私有制条件下异化了的人ꎻ对深陷异化而不

自知的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东西ꎬ并不是对所有

时代所有人都有用的东西ꎬ更不是它本身就是有

用的ꎬ即异化者的享乐对象ꎬ只是对异化者而言

具有工具价值ꎬ不是它本身具有内在价值ꎻ异化

者的享受ꎬ也不是真正的人的享受ꎬ它反而是非

人的享受ꎮ
标准人本不应是功利主义者设定的个体主

义的自私自利的人ꎬ那标准人又是什么呢? 或许

这个问法不大妥当ꎬ因为它预设了似乎真的存在

作为跟处于异化中的现实个人相对应的另外一

种人ꎬ但就过去和现存的社会而言ꎬ马克思显然

不会认可这种预设ꎬ或许当共产主义真正实现的

时候ꎬ马克思所理解的标准人才会成为现实的感

性存在ꎮ 为了避免误解ꎬ我们应该问ꎬ人有哪些

本质性的特征? 或者说人的“一般本性” 是什

么? 对此ꎬ在批判边沁式功利主义的古怪标准人

设定之前ꎬ马克思已有诸多论述ꎮ 归纳起来有如

下几条:(１)“人是人的最高本质”ꎬ〔３３〕 这是相对

于宗教而言ꎬ宗教神学将上帝设定为人的本质、
人的创造者ꎻ(２) “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

体”ꎬ〔３４〕或者说“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

系”ꎬ〔３５〕或者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ꎬ〔３６〕这是相对于不少形而上学家将人的一般

本性设定为孤立的个体所固有的抽象物而言的ꎻ
(３)“人是类存在物”ꎬ〔３７〕 即“把类看作自己的本

质”ꎬ〔３８〕这既是相对于人与动物的区别而言ꎬ也
是相对于单纯的行为主义人性哲学而言的ꎻ(４)
人的本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ꎬ〔３９〕 这是相

对于仅仅在意识中寻找人之一般本性的心灵主

义而言的ꎮ 这些都是马克思对人的“一般本性”
的理解ꎮ 但一般本性只是作为潜能而存在ꎬ其充

实的内容或对象化要通过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

体劳动才能实现ꎬ人的一般本性既可以正向地得

到确证ꎬ也可能以异化的方式得到确证ꎮ 在资本

占统治地位的社会ꎬ人的活动、类本质、社会本质

等一般本性主要是以异化的方式得到确证ꎮ 功

利主义片面地将特定历史阶段异化了的本性认

作永恒的正统ꎬ因而误设了标准人的思维和行为

模式ꎮ
人“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ꎬ〔４０〕而且“天生

是社会动物”ꎬ〔４１〕 “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

物”ꎮ〔４２〕个体主义者有一种幻觉:先有个人ꎬ然后

他们结成社会ꎬ离开了社会ꎬ个人的欲望和享受

依然如故ꎮ
(１)从种群发生的角度来看ꎬ进化不可能是

在不同的孤立的地点各自进化出单个的人ꎬ而且

他们偶然相遇了ꎬ且恰好是一男一女ꎬ然后组成

社会ꎻ人不是独立地一个一个地进化出来的ꎬ从
猿到人的转变一开始就是一个种群一个种群地

进化ꎬ也就是说人一开始就属于社会ꎮ
(２)从个人的诞生来说ꎬ任何个人一开始都

是诞生在社会之中ꎬ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称其为

人ꎬ因为“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ꎻ〔４３〕先

有独立的个人而后组成社会ꎬ这是«圣经创世

纪»造就的神话ꎬ绝不可能是历史事实ꎮ
(３)从个人的需要和才能来说ꎬ人的现实的

需要、五官感觉、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

等)以及语言、逻辑、思维、交往和生产劳动的能

力ꎬ都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ꎮ〔４４〕

(４)从人的实际感受来说ꎬ“单是社会接触

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ꎬ从而提高每

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ꎮ〔４５〕 这不仅是俗话说的

“男女搭配ꎬ干活不累”ꎬ其实ꎬ任何形式的共同

劳动都会比单个人孤立的劳动更加符合人的本

性ꎮ
(５)从个体主义观点的产生来说ꎬ原子化的

个体主义是相当发达的交换、社会分工和私有制

的产物ꎬ个体主义观点的历史发生过程及其条件

正好反证了它只是停留在观念领域的虚假意识ꎬ
“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ꎬ正是具有迄

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ꎮ〔４６〕 因此

古典功利主义的个体主义设定完全是不符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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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幻想ꎮ
从个体主义出发ꎬ边沁认为普遍利益或公共

利益“只是个人利益的总和个人利益是唯一

现实的利益”ꎬ〔４７〕因此行为的道德价值只能由相

关个人的快乐总量来衡量ꎬ即公共的善 ＝ 个人的

善的累加ꎮ 但问题是ꎬ快乐总量最大的行为很可

能不符合作为公共善的普遍利益ꎬ而且不同性质

的快乐无法有统一的量化尺度ꎬ因而无法加总ꎮ
即便能加总ꎬ这也可能导致惩罚无辜者是正当

的ꎬ只要受处罚的人少于获利的人即可ꎮ 更为根

本的问题是ꎬ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特殊利益与

普遍利益、个体善与公共善之关系ꎬ根本就不是

累加求和的关系ꎬ而是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ꎮ 对

此ꎬ马克思讲:“鞋匠是我的代表ꎬ因为他能满足

某种社会需要ꎻ这是指ꎬ作为类活动的任何特定

的社会活动都只代表类ꎬ即我固有的本质中的某

种规定”ꎮ〔４８〕个体的生活或多或少地代表、表征

或例示了人的类生活ꎬ个体行为的善或一般或特

殊地代表、表征或例示了公共的善ꎮ 古典功利主

义之所以将量化加总的方法视为理所当然ꎬ这是

因为作为财富的一般的货币占据了统治地位并

成了衡量一切有用性或价值的普遍尺度ꎮ

三、辩护功能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

责“功利论变成了替现存事物的单纯的辩护ꎬ变
成了这样的说教:在目前条件下ꎬ人们彼此之间

的现有的关系是最有益的、 最有公 益 的 关

系”ꎮ〔４９〕对此我们称之为辩护功能批判ꎮ 可边沁

似乎是比较激进的社会改革家ꎬ因为他的功利主

义要求最大限度地增进幸福ꎬ而且他还尝试将功

利准则用作批判的尺度ꎮ 在实践上ꎬ他巧妙地设

计了改革监狱的“环视房(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ꎻ沙皇亚

历山大一世邀请他帮助改革俄国法典ꎬ他向巴伐

利亚国王建议改革其法典ꎻ他给希腊的起义者写

信ꎬ谴责君主制度ꎻ他为穆罕默德阿里提供宪

法草案ꎻ他对保守主义政治家感到失望ꎬ全力鼓

吹改革ꎬ赞成激进派反对辉格党的议会改革ꎬ等

等ꎮ〔５０〕 边沁援引功利原则来支持广泛的改革运

动ꎬ“却极少注意惯例和传统体制的稳定效

力”ꎮ〔５１〕因此ꎬ约翰穆勒认定“边沁是那个时代

及其所处国家所有既成事物的伟大质疑者”ꎮ〔５２〕

对这样一个激进的改革者、现存事物的质疑者ꎬ
马克思为何还将其指责为替现存事物辩护的保

守者或反动者呢? 马克思误解了边沁吗? 当然

不是ꎮ 马克思看到的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病根ꎬ而
不是资本主义基本框架内的小修小补ꎮ

边沁式的功利准则要避免无内容的空洞说

教ꎬ就必须考虑具体生活的内容即经济关系ꎮ 人

们的生活需要、生产能力、生产过程、生产方式、
所有权、交换、分配、消费等一切生活条件的使用

或享受ꎬ都必须是功利计算的考虑因素ꎬ否则无

法比较不同行为选择的功利大小ꎮ 这种计算不

可能推翻使得其计算得以可能的制度前提和意

识形态前提ꎬ即所有功利计算都不可能在所有权

制度、雇佣劳动制度、分工体系、交换体系以及维

护这些体系的意识形态框架之外进行运作ꎮ 换

言之ꎬ古典功利主义认可的正当性原则反过来为

作为其前提的制度框架和意识形态提供了辩护ꎮ
处于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社会ꎬ社会权力的占有方

式和主要的剥削关系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ꎬ因
为这是由整个生产方式决定的ꎬ单独的个人只能

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这些既定的关系框架ꎬ因此

即便是富有一定改革精神的人也只会在既定社

会框架内思考问题ꎮ 边沁不但将一切关系归结

为功利关系ꎬ而且“边沁认为ꎬ在法国革命和大工

业发展以后ꎬ资产阶级已经不是一个特殊的阶

级ꎬ而已成为这样一个阶级ꎬ即它的生存条件就

是整个社会的生存条件”ꎮ〔５３〕无论他怎么质疑现

存的事物ꎬ都绝不可能质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ꎬ
只可能为其辩护ꎮ 据此ꎬ我们可以说古典功利主

义在根本上是无批判的道德实证主义ꎬ甚至反对

革命性的措施ꎮ 比如ꎬ边沁在 «民法典原理»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中讲:

民主制国家中一种流行派别的犯罪总是

能找到辩护者ꎮ 据说“那些巨额财富中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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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部分是不正义的ꎬ因而只能将从民众那

里偷来的财富归还给民众ꎮ”这种推理是在

为无限制的暴行开路:它在允许擅自犯罪ꎬ而
非矫正之ꎮ 依照这种逻辑ꎬ富有和清白都是

不可能的ꎮ 没有调查、没有详情、没有证据ꎬ
就该大规模地使用剥夺财产这样严重的处罚

吗? 一项针对单个人的行动被视为是邪恶

的ꎬ将其用来针对整个阶级的公民ꎬ难道它就

变得合法了吗? 因为这里有大量的受难者ꎬ
在共同的海难中他们哭喊成一片ꎬ难道就该

忽视其恶行吗? 借口大业主中某个人的先祖

通过不正义的方式获取了财富ꎬ因此就剥夺

这些大业主的财富ꎬ这等于因怀疑城中藏有

一些盗贼而轰炸整个城市ꎮ〔５４〕

在此ꎬ边沁明确地知道有人主张剥夺少数富

人的财富ꎬ他对维护私有制和剥削有着清醒的自

觉ꎬ并将剥夺少数人财富而分给多数人的行为视

为犯罪ꎮ 他还错误地认为物质财富的匮乏是恒

久的事实ꎬ财富不可能丰富起来ꎬ〔５５〕 因此“功利

关系具有十分明确的意义ꎬ即我是通过我使别人

受损的办法来为自己取得利益”ꎬ〔５６〕 换言之ꎬ利
益的分配是零和博弈ꎮ〔５７〕 在私有制和剥削的范

围内追求合理的私人利益就是在促进公共利益ꎮ
虽然约翰穆勒的功利主义跟边沁的有所不同ꎬ
甚至可以将穆勒解释为准则功利主义者ꎬ〔５８〕 马

克思也认为他具有“现代倾向”ꎬ〔５９〕 但本质上他

跟边沁一样是“现存事物的辩护者”ꎬ〔６０〕 古典功

利主义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激进的

社会变革理论ꎮ
古典功利主义替现存事物辩护的特征还不

可避免地导致它成为一种虚伪的道德哲学ꎬ因为

作为其核心的享乐不可能是人人皆可平等地获

得的普遍享乐ꎮ 每个时代的个人的享乐都必然

受到其阶级关系、生产条件、交往条件和实际生

活内容的限制ꎬ古典功利主义这种不加区别地面

向一切人的理论必然陷入“哲学的虚伪性”ꎬ这
种虚伪性“只有在可能对现存制度的生产条件和

交往条件进行批判的时候才能被揭露”ꎮ〔６１〕

即便是非马克思主义者ꎬ只要严肃认真地对待边

沁式的功利主义准则ꎬ也很容易发现其虚伪性ꎬ
用他们的语言来说功利主义面临“要求太高”的
指控ꎮ〔６２〕 此指控透露了功利主义准则本身在字

面上具有伪装性ꎬ但“字面上的伪装ꎬ只有当它是

现实的伪装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表现时ꎬ才有意

义”ꎮ〔６３〕即是说ꎬ功利主义以哲学上的普遍享乐

的形式确证了一切产品、活动和关系皆归结为普

遍的价值形式即货币的社会事实ꎬ然而无差别的

价值这一抽象物统治的背后却是一系列的异化、
对抗、分裂和二律背反ꎮ

四、双方的理由

马克思激烈地批判了功利主义ꎬ这似乎是我

们将他归为非功利主义者的充足理由ꎬ但问题并

非如此简单明了ꎮ 依然将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归

为功利主义的理由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马克思

努力的目标是每个人的幸福ꎻ二是马克思诉诸功

利论证来判定行为的正当性ꎻ三是马克思以人的

需要的满足程度评价人类活动ꎮ
马克思在中学时期就意识到“那些为多数人

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ꎬ并要“选择最能

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ꎬ〔６４〕后来马克思对各种虚

假意识的揭露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ꎬ对人类社会

发展一般规律的探究ꎬ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做出的

种种努力ꎬ都是在致力于实现每个人的幸福生活

的目标ꎮ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ꎬ为
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ꎬ〔６５〕 因而是正

义的事业ꎮ 据此ꎬ波兰哲学家沙夫讲:“马克思要

实现的意图、他努力的目标总体上说是人ꎬ即每

一个人类个体的幸福”ꎬ〔６６〕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

“‘社会幸福论(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ｅｄｏｎｉｓｍ)’ꎬ即人类生活

的目标是保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幸福ꎬ只有

在这个目标的范围内ꎬ 个人的幸福 才 能 实

现”ꎮ〔６７〕显然ꎬ沙夫将马克思归为幸福论的功利

主义者ꎮ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教授艾伦是将马克

思的思想归为功利主义的坚定捍卫者ꎮ “尽管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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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和恩格斯没用功利主义的词汇ꎬ但他们的论

证是功利主义者们使用的那种论证”ꎮ〔６８〕 在这方

面可以找到不少具体事例ꎬ比如马克思在谈到自

由贸易时讲:“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ꎮ
先生们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

贸易”ꎮ〔６９〕从短期的利益来说ꎬ自由贸易会“瓦解

迄今为止的各个民族”ꎬ并使得资产阶级赚取更

多的利润ꎬ但从长远来说ꎬ它会使得无产阶级和

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顶点ꎬ〔７０〕 从而加速社会

革命ꎬ促进理想社会的早日诞生ꎮ 长远利益比短

期利益更根本、更巨大ꎬ因此马克思赞同自由贸

易ꎮ 又如ꎬ马克思在论述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时

说:“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ꎬ
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 如果不能ꎬ那么ꎬ
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ꎬ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

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ꎮ〔７１〕虽然印度这样

一个“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确实让人难过ꎬ但
马克思引用歌德的话说:“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

伤心ꎬ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ꎮ〔７２〕 这似乎是

典型的功利主义论证ꎮ 马克思的整个革命理论

也可理解为一个简单的功利主义论证ꎬ因为革命

有助于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ꎬ因此它在道

德上是正当的ꎮ 但究竟马克思是何种类型的功

利主义者ꎬ艾伦似乎在幸福论的功利主义与偏好

论的功利主义之间摇摆不定ꎮ〔７３〕

从满足需要的角度来判定马克思伦理归属

的重要代表是美国杜克大学哲学教授布坎南ꎬ他
并没有像艾伦那样给出比较细致的论证ꎬ而是直

接给出他的答案:“从根本上说ꎬ人类历史是满足

需要的活动ꎬ马克思唯一的评价标准就是这一活

动获得成功的程度ꎮ 依照这一解释ꎬ资本主义遭

到谴责是因为它未能完成所有人类社会共

有的任务ꎬ即未能满足需要ꎮ 共产主义之所以优

越仅仅是因为它能更好地满足需要ꎮ 历史

的进步总体上也同样是用这简单的满足标注来

衡量的”ꎮ〔７４〕显然ꎬ布坎南将马克思归为偏好论

的功利主义者ꎮ〔７５〕

反对将马克思归为功利主义者的理由主要

有三点:一是马克思注重多重价值ꎻ二是他认为

功利不可通约量化ꎻ三是考虑后果不是功利主义

的专利ꎮ
首先ꎬ马克思的道德观建立在作为自我决定

的自由、人类共同体和自我实现这三种原初的价

值之上ꎬ并要求平等地分配这些非道德善ꎬ至少

是平等地分配自由这种价值ꎮ〔７６〕 无论如何甄别

马克思的伦理归属ꎬ都有一个基本事实要承认ꎬ
马克思所珍视的价值绝不单是快乐、享受、幸福、
有用性等功利价值ꎬ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欲望的

满足ꎮ 比如作为类特性的劳动就是人的自由ꎬ是
人的自我实现ꎬ是符合人类尊严的活动ꎬ也只有

在共同体中并通过共同体才能实现ꎬ但“真正自

由的劳动ꎬ例如作曲ꎬ同时也是非常严肃ꎬ极其紧

张的事情”ꎬ〔７７〕 绝不是娱乐或安逸的状态ꎻ马克

思也不认为人的欲望都是应该得到满足的ꎬ有些

扭曲的欲望是不值得满足的ꎬ比如“非人的、精致

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欲望” “ 病态的欲

望”、〔７８〕压迫他人的欲望、控制他人的欲望、剥削

他人的欲望、无止境的“贪财欲” 〔７９〕等ꎬ都是不值

得满足的ꎮ 在马克思看来ꎬ“迄今为止的一切等

级和阶级的享乐一般说来一定或者是孩子般的、
令人厌倦的或者是粗陋的”ꎮ〔８０〕 因此ꎬ将马克思

归为享乐论、幸福论或偏好论的功利主义者是不

能成立的ꎮ
其次ꎬ功利主义要求功利可以通约量化ꎬ否

则就没法加总求最大值ꎬ然而马克思明确认为功

利是不可通约量化的ꎮ 马克思讲“作为使用价

值ꎬ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ꎮ〔８１〕此处的使用价值就

是功利主义者讨论的功利ꎬ因为“商品首先是ꎬ
‘生活 上 必 需 的、 有 用 的 或 快 意 的 某 种 东

西’”ꎮ〔８２〕使用价值为何不可通约量化? 因为不

同的使用价值有质的差别ꎬ绝非仅仅是量的差

别ꎬ“不同的使用价值ꎬ按照它们的自然特征ꎬ具
有不同的尺度ꎬ例如小麦论舍费尔、纸论刀、麻布

论码ꎬ等等”ꎮ〔８３〕 不同的使用价值只有在消费使

用过程中才能实现ꎬ均具有不同质的用途和尺

度ꎬ无法按照一个统一的标准进行量化ꎮ 然而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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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商品不是确实有统一的量化尺度吗? 那

就是交换价值ꎮ 交换价值由抽象的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所决定ꎬ跟使用价值无关ꎮ “作为交换价

值ꎬ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ꎬ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

使用价值的原子”ꎮ〔８４〕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绝不

是衡量使用价值大小的尺度ꎬ只是衡量抽象的、
无差别的价值的尺度ꎮ 马克思确实认为功利无

法通约量化ꎬ但并非所有种类的功利主义都要求

对不同的功利进行通约量化ꎮ
第三ꎬ马克思的道德论证确实会考虑行为的

后果ꎬ但考虑后果不是功利主义的专利ꎮ 马克思

以功利后果衡量自由贸易、殖民统治和无产阶级

的反抗方式等等ꎬ这是不争的事实ꎬ但并不能因

此就断定马克思是功利主义者ꎮ 因为道义论者

也可以考虑某个行为或计划的后果ꎬ比如康德认

为政府应当采取代议制ꎬ因为代议制政府不容易

发动战争ꎮ〔８５〕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考虑后果ꎬ
而是行为或计划的后果是否在道德判断中起决

定性作用ꎬ是否功利后果最大化的行为在道德上

就是正当的ꎮ〔８６〕 显然道义论者不认为行为后果

能决定道德价值ꎬ马克思似乎也没有将行为后果

作为道德考虑的唯一因素ꎬ而是会考虑行为本身

的正当性ꎬ因为马克思珍视人的尊严ꎬ而人的尊

严被认为是非功利主义和非后果主义的观

念ꎬ〔８７〕对马克思而言ꎬ“人的行为或关系是有意

义的和重要的ꎬ不在于它所产生的外在目的或后

果ꎬ而在于行为或关系本身”ꎮ〔８８〕 因为马克思认

为人的行为或关系具有内在价值ꎬ而非只有工具

价值ꎬ因此他不是一个功利主义者ꎮ 可是有些形

式的功利主义也可以考虑行为本身的正当性ꎬ不
过这正当性本身是由目的或功利来定义的ꎬ或者

行为背后的价值本身就是某种功利主义预设的

内在价值ꎮ

五、理想的消极功利主义

马克思本人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加上学者们反

对将他归为功利主义者的一些理由ꎬ似乎足以将

马克思排斥在功利主义之外ꎬ然而事实并非如此ꎮ

首先ꎬ马克思对功利主义的三大批判针对的

是以边沁为主要代表的古典功利主义ꎬ不适合于

理想的功利主义和消极的功利主义ꎮ
理想的功利主义并不将功利归结为快乐或

幸福等心灵状态ꎬ而是承认美、爱、知识、快乐等

等都具有内在价值ꎬ因而它不可能遭受马克思的

功利霸权指控ꎻ它预设的“标准人”也不是个体

主义的自私自利者ꎬ而是有着包括友爱、审美和

求真等能力在内的整全的人ꎬ从而避免了古怪标

准人的批判ꎮ 理想的功利主义也没有为现存事

物辩护的功能ꎬ因为它并没有预设古典功利主义

那样的经济学内容ꎬ它追求的是具有“某种内在

价值”的东西ꎬ即“事物单单因其本身的缘故是

值得拥有的”ꎮ〔８９〕理想的功利主义者对古典功利

主义的批判跟马克思的批判很相似ꎬ比如摩尔批

判说ꎬ古典功利主义者“认为可能最好的各结果

仅仅构成有限的一类善ꎬ即大致跟一般人看作

‘有用的’或者‘有利的’行为所产生的各结果相

当的一类善”ꎬ这是相当“错误”的ꎮ〔９０〕 此批判跟

马克思的功利霸权批判相当一致ꎮ
消极的功利主义关注的是将可以避免的痛

苦最小化ꎬ而不是最大化地增进快乐ꎮ 波普尔

讲:“不是要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限度的幸福ꎬ人
们应当更为适度地要求所有人只承受最小限度

的可避免的苦难”ꎮ〔９１〕许多痛苦或苦难不是通过

增加快乐就能够弥补或减轻的ꎬ比如健康受损、
基本能力的丧失、对抗性的人际关系等等ꎬ皆不

是任何好处或利益可以补偿的ꎮ “痛苦在重要性

方面不能被快乐抵消ꎬ而且尤其是一个人的痛苦

不能被另一个人的快乐抵消”ꎮ〔９２〕因此消极的功

利主义不可能将一切功利都归结为有用性或快

乐ꎬ它承认许多行为或关系具有工具价值不可替

代的内在价值ꎬ从而免于马克思的功利霸权批

判ꎮ 消极的功利主义者绝不是“只顾自己”ꎬ而
是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ꎬ并尽力帮助他人减轻

苦难ꎬ〔９３〕 因而可以免除马克思的古怪标准人批

判ꎮ 根据消极功利主义最小化苦难的要求ꎬ对于

社会制度造成的苦难ꎬ当然要通过变革相应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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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减轻或消除苦难ꎬ“不可避免的苦难———诸

如在不可避免的食物短缺时代的饥荒———应该

尽可能平等地分摊开来”ꎮ〔９４〕因此马克思关于替

现存事物辩护的批判亦不能适用于消极的功利

主义ꎮ 实际上ꎬ消极功利主义者关注的是现实社

会的苦难、不公、腐化、堕落等ꎬ并积极寻找消除

社会苦难的有效措施ꎬ因而根本不是现存事物的

辩护者ꎮ
其次ꎬ马克思的道德主张依然可以归为功利

主义ꎬ但不是任何形式的幸福论、快乐论或偏好

论的功利主义ꎬ而是同时兼具理想的功利主义与

消极的功利主义的特征ꎬ对此ꎬ我们可称之为理

想的消极功利主义ꎮ
马克思是摩尔式的理想的功利主义者ꎬ因为

他认定自由、自我实现、共同体和人的尊严都具有

内在价值ꎬ这些非道德善是承载道德价值的基础ꎮ
(１)在马克思看来ꎬ “自由确实是人的本

质”ꎬ〔９５〕而且自由具有“刚毅的、理性的、道德的

本质”ꎮ〔９６〕他揭露资本主义自由的抽象性和片面

性ꎬ探究“人类本性的普遍自由” 〔９７〕 之实现的历

史障碍及其条件ꎬ并为“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

积极力量” 〔９８〕的自由之实现指明了现实的路径ꎮ
(２)“自由见之于活动就是劳动”ꎬ即“主体

的对象化”ꎬ去实现“作为个人自己提出的目的ꎬ
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ꎮ〔９９〕劳动是人的本质性的

活动ꎬ劳动的真正价值在于劳动主体的自我实

现ꎮ 但只有非异化的劳动才是“吸引人的劳动ꎬ
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ꎮ〔１００〕 自我实现的另一个

表达方式就是自由全面的发展ꎬ但个人的发展绝

不能超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决定的

政治结构和社会文化所能提供的发展空间ꎬ只有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全面发

展ꎮ
(３)“真正的共同体”也是人的本质ꎬ不幸而

脱离这种本质是难以忍受的、可怕的、“矛盾重重

的”、要“引起个人反抗的”ꎻ〔１０１〕 “真正的社会联

系”、〔１０２〕“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 〔１０３〕 等ꎬ都是

作为价值范畴的共同体的现实化ꎮ

(４)“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

要重要”ꎬ〔１０４〕 “尊严是最能使人高尚、使他的活

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更加崇高品质的东

西”ꎬ〔１０５〕但资本主义“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

值”ꎬ〔１０６〕以至于关于人的价值本身的语词却成

了“对人的尊严的侮辱”ꎬ而“物的价值”却成了

完全符合于“人的尊严的东西”ꎮ〔１０７〕

马克思所珍视的多重价值都是不可通约量

化的ꎬ正如反对将马克思归为功利主义者的学者

所看到的那样ꎬ如果将单一快乐价值和通约量化

看作是功利主义的必备要件ꎬ那么马克思绝不是

功利主义者ꎬ然而理想的功利主义无须具备这两

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ꎮ 对于理想的功利主义而

言ꎬ“采用‘功利主义’一词的主要理由其实不过

是强调这样一点ꎬ即行为的是非必须根据其结

果———利用其结果来判断ꎬ从而反对将某些行为

断定为是ꎬ将另一些行为断定为非ꎬ而根本不问

其结 果 如 何 的 严 格 意 义 上 的 直 觉 主 义 观

点”ꎮ〔１０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充满了道德义愤ꎬ因
为它阻碍了诸多内在价值的实现ꎬ马克思在一定

层面赞同自由贸易和英国对印度的统治ꎬ因为它

们将为诸多内在价值的实现创造条件ꎬ马克思确

实是以行为的长远后果来判断其是非对错ꎬ不是

从形式化的普遍原则或义务来判断行为的对错ꎮ
因此ꎬ反对将马克思归为功利主义者的理由ꎬ只
能证明马克思不是幸福论、快乐论或偏好论的功

利主义者ꎮ
马克思是消极的功利主义者ꎬ因为他关注的

焦点是如何减少或消除那些可以避免的苦难ꎬ尤
其是无产阶级所遭受到的苦难ꎬ而不是如何积极

地增进人类的快乐或幸福ꎮ 马克思在«‹黑格尔

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讲:“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

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ꎬ从而也归

结为这样一个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

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

系”ꎮ〔１０９〕在此ꎬ马克思使用了康德的术语“绝对

命令”ꎬ但并不能以此证明马克思就是义务论者ꎬ
因为马克思并没有认为推翻侮辱人、奴役人、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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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人和蔑视人的一切关系的行为本身是具有内

在价值的ꎬ“推翻”的行为的正当性不可能来自

行为本身ꎬ只能来自行为带来的后果ꎬ即减少或

消除“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 的痛

苦ꎬ因此马克思的绝对命令是目的论的命令ꎬ而
非道义论的命令ꎮ 否则ꎬ马克思就成了无目的造

反者的支持者ꎮ
马克思的绝对命令明显属于消极的功利主

义ꎬ即最大化地减少苦难ꎮ 苦难或痛苦跟快乐或

幸福的道德意义完全是非对称性的ꎬ增进幸福永

远没有消除苦难那样紧迫ꎬ增进快乐永远没有减

轻痛苦那样意义重大ꎮ “所有道德紧迫感的基础

在于对苦难或痛楚的紧迫感”ꎮ〔１１０〕 在马克思的

著作中ꎬ对苦难或痛苦的描述随处可见ꎬ却几乎

没有对共产主义快乐生活的描述ꎮ 他对宗教异

化、劳动异化和政治异化的揭露ꎬ就是对苦难的

斥责ꎻ他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的揭示ꎬ就是

在探求工人遭受贫困、失业、奴役和摧残的根源ꎻ
他对人类历史规律的阐释ꎬ就是在为消除奴役和

苦难指明道路和方向ꎻ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人类苦

难达到最小化的社会ꎮ 逻辑上讲ꎬ苦难最小化的

社会ꎬ并不一定是快乐总量最大化的社会ꎬ而且

马克思并不赞同那些粗陋的、幼稚的、令人厌倦

的、病态的快乐ꎮ〔１１１〕

马克思的理想的消极功利主义所描述的几

乎都是无产阶级的苦难ꎬ但并不等于马克思的伦

理关心的只是无产阶级ꎮ 马克思关心的是整个

人类ꎬ关心的是每一个人ꎮ 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

级存在异化ꎬ资产阶级也存在异化ꎬ无产阶级需

要解放ꎬ资产阶级也需要解放ꎬ只不过在通往消

除人类苦难而奔向自由王国的解放大道上ꎬ各自

的地位、作用和任务有所不同而已ꎮ 马克思认为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表现了人的自我异

化”ꎬ〔１１２〕只不过各自对异化的感受不一样ꎮ 无

产阶级的苦难也不能归责于资产阶级ꎬ因为“人
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

化”ꎬ〔１１３〕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

本”ꎬ〔１４１〕而“资本是集体的产物ꎮ 而且归根

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ꎬ才能运

动起来”ꎮ〔１１５〕因此ꎬ资本家无论是作为阶级成员

还是作为普通个人都无须为无产阶级的苦难承

担道德上的责任ꎬ个人只是社会关系的产物ꎬ“不
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ꎮ〔１１６〕 用恩格斯的话

来说ꎬ“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想到要向个别人复

仇ꎬ或者认为某个资产者在现存的关系中能够有

不同于现在的行动”ꎮ〔１１７〕 因此ꎬ理想的消极功利

主义不是一种只为特定阶级的利益而持有的道

德原则ꎬ而是普遍的人类解放的原则ꎮ

注释:
〔１〕在谷歌数千亿单词的书籍中出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和“马克思的伦理学”这两个短语的词频在 １９００ 年为 ０ꎬ而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初急速攀升ꎬ并在 ８０ 年代初达到顶峰之后迅速回

落ꎬ１９９０ 年前后又兴起了研究马克思伦理学的一个小高潮ꎬ尔后

呈现快速下滑的趋势ꎮ
〔２〕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伦理学的关注明显滞后于国际学术

界ꎬ其关注度和发展趋势ꎬ可以通过 ＣＮＫＩ 学术趋势检索生成的

曲线图得到直观的说明ꎮ

　
〔３〕否定马克思有道德理论的观点ꎬ可参阅:Ｌｅｗｉｓ Ｓ. Ｆｅｕｅｒꎬ

“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ꎬ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ꎬＶｏｌ. ６ꎬＮｏ. ３ꎬ１９４２ꎬｐｐ. ２４２ － ２７２ꎻＤｏｎａｌｄ Ｃｌａｒｋ Ｈｏｄｇｅｓ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Ｅｔｈｉｃｓ”ꎬ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ꎬＶｏｌ. ２３ꎬＮｏ. １ꎬ１９６２ꎬｐｐ. １ － ２２ꎮ

〔４〕将马克思归为某种形式的道义论者ꎬ可参阅:Ｅｕｇｅｎｅ Ｋａ￣
ｍｅｎｋａꎬ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Ａ. Ｐｒａ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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