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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学科建制的突破与
马克思哲学的存在方式

□　 贺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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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建哲学与现实生活的“有机联系”

　 　 哲学与现实生活的“有机联系”意味着，哲学与

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一种良性的内在循环关系。 一

方面，现实生活构成哲学的起点和归宿。 哲学并非

依靠纯粹理性而自足完备、无须外求的独立王国，其
生命之根深植于不断变动、充满矛盾的现实生活之

中，哲学的合法性来源于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反思

并须在现实生活中确证自己的现实力量。 对此，马
克思明确说道：“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

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 我们的出发

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

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

射和反响的发展”，无论是哲学的内容和主题，还是

哲学的语言，都根源于现实生活：“无论思想或语言

都不能独自组成独立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

表现” 。 另一方面，哲学又以一种理论的方式“趋向

现实”，作为一种内在的思想力量参与和推进到对

现实生活的运动和跃迁之中，从现实生活中生成的

哲学思想需要再次回归到现实生活，“在实践中证

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

与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
总之，哲学虽然根植于现实生活，但其一旦形成，它
便获得了相对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并不意味着脱

离现实生活，而是为了以一种反思批判的方式更深

入地理解现实生活的本质，从而“实际地反对并改

变现存的事物”。 在哲学与现实生活的这种良性循

环中，哲学以理论的方式成为现实生活变化和发展

的内在环节和有机构成力量。
对于马克思哲学与现实生活的这种内在循环关

系的理解，柯尔施曾用“理论与实践的整体性”来进

行概括，他认为，对马克思哲学而言，“理论上的批

判和实践上的推翻在这里是不可分离的活动，这不

是在任何抽象的意义上说的，而是具体地和现实地

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和现实的世界” 。 在二者

的这种不可分离的辩证关系中，马克思超越了片面

的“实践政治派”，他们不懂得：“不使哲学成为现

实，就不能消灭哲学”，同时也超越了片面的“理论

政治派”，他们不懂得：“不消灭哲学，就能够使哲学

成为现实” 。 在此，哲学与现实生活不再是一种外

在的强制性关系，而真正成为一种内在融涵、彼此滋

养、相互推进的有机关系。 很显然，马克思哲学与现

实生活所建立的这种“有机联系”，与现代性学科建

制中的“学院哲学”有着重大不同的思想旨趣，也必

然会带来哲学存在方式、工作方式等多方面的重大

变化。

二、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前提性追问：
为未来“开路”的批判性思想

　 　 对社会生活的前提性追问，包含两个基本视角，
一是追问构成社会生活本质的社会关系的合法性；
二是追问人们理解这种关系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追问构成社会生活本质的社会关系的合法性，
基于马克思对于社会关系在人的社会生活中所具有

的本质性作用的认识。 在马克思看来，人在根本上

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社会关系对于人的存在具有

根本的“本体性”的意义，他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

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

关系的总和”。 这意味着，现实的个人都不是遗世

独立的孤立存在，而是生活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每
一个人的生活状态、生存品性乃至生存命运都受到

各自所处的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不同性质的社会

关系规定了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生活前景，因
此，一个人在自由与解放程度与其社会关系的合乎

人性的程度内在地关联在一起。 基于这一基本认

识，反思现实世界中社会关系的性质，揭示其与人的

自由和发展相矛盾的内在困境，从而使人们获得对

于社会历史现实本质的自觉意识，从而使自身成为

内在于“实际的改变与变革现存事物”的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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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动力量，就成为哲学的重要功能。
追问构成社会生活本质的社会关系的合法性，

对马克思而言，集中体现在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关

系合法性的前提性追问 。 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资本

主义的分析是从商品开始的，在此，笔者引用马克思

《资本论》中关于“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中
的一段话说明这一点：“商品形式的秘密不过在于：
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

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

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

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

系。 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

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商品形式和它借以

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

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 这

只是人们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

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 。 人与人自由的社会

联系被抽象的物与物关系所笼罩和扭曲，抽象对人

的统治成为现代人的命运。 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商

品、资本等资本主义社会的“象形文字”的解码，揭
示了社会关系的“自反性”与存在限度，暴露了资本

主义社会关系的合法性危机，结束了其把自身永恒

化的“终结历史”的幻想。
追问人们理解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是对一定历史条件下占据统治地位的、支配着人们

对社会现实理解和认识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的批判

性反思。 这即是马克思哲学极为重要的“意识形态

批判”功能。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认识和

观念却总有一种僭越自身界限，把自身变成独立王

国，并由此颠倒观念与生活关系，产生观念支配世界

的幻觉。 对此，马克思论述道：“人们迄今总是为自

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

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 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

模范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联系。 他们头脑的产

物就统治他们。 他们这些统治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

造物。 我们要把他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象的存

在物中解放出来，使他们不再在这些东西的枷锁下

呻吟喘息。 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 。 抽

象观念成为“意识形态”，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

“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为

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二是进一步

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 显

然，以这种抽象观念为根据来理解现实生活，必然扭

曲对现实社会生活本质的理解，更严重的是，它将成

为一种使现存状况永恒化、阻止其变革与发展的僵

化和保守力量。 因此，揭示了抽象观念成为“意识

形态”的深层根源，揭穿其独立性外观和普遍性形

式的假象的秘密，是“实际地改变与变革现存事物”

的重要条件。
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

具体思想展开进行讨论。 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要
破除意识形态的幻象，关键在于确立这样的历史观。

三、在“跨学科”的批判性对话中
拓展哲学的思想空间

　 　 把哲学把握为对社会生活合法性的前提追问活

动，使马克思哲学跨越了以往哲学的存在边界。 这

突出地体现在它通过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批判性

对话，拓展哲学的思想空间，重塑了哲学的存在方

式、工作方式，乃至表述方式。
在其本源处，哲学就是与人类文化的其他学科

和知识领域相互作用的，但随着哲学成为“后设叙

事”与“超级学科”，哲学成为高居于其他学科和知

识领域的、“唯我独尊”的“孤家寡人”，当哲学把这

视为“王者荣耀”时，其实正是哲学的不幸，它把自

身封闭在一个自我旋转的圆圈中志得意满，其他具

体学科却不断离它远去，在独立发展中不断深化和

丰富属于自己的领域和王国，与此同时，正如恩格斯

指出的，哲学被从“自然和历史领域驱逐出去” ，失
去了它应有的思想宽度和包容性。

把哲学视为“后设叙事”与“超级学科”，基于这

样一个基本信念：它比所有其他学科都更深入地接

触到了“实在”本身。 人类文化的各具体学科和领

域认识世界的不同方面，但哲学所面对的不是世界

的某种特殊的部分，而是世界的“本质”或“实在本

身”。 因此，在哲学与人类文化的其他学科的关系

中，前者扮演着法官和审判者的地位，后者则处于从

属和依附的地位，以这种信念为前提，哲学与人类文

化的其他学科之间不可能也不需要有真正的批判性

对话。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副标题为“政

治经济学批判”，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层的批判

性对话，是马克思哲学，尤其是其历史唯物主义形成

的重大奥秘。 马克思自己承认：“法的关系正像国

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

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

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

尔按照 １８ 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

‘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学中

去寻求” ，正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透彻研究，使马克思

深入到了现实社会生活本质的深处。 但马克思对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又不是简单地把它当作现成

的东西接受下来，而是始终把它与前述的社会现实

生活的前提性追问内在结合在一起，马克思追问现

实社会生活的社会关系本质合法性、追问人们理解

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同时也就意味着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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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合法性限度。 马克思指出：
“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 它没有给我

们说明这个事实。 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

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

式当作规律。 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

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

来。”私有财产及其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构
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不予反思的无条件的前提，正
是这一点，构成古典政治经济学无法突破的根本限

度。 通过对这一根本限度的批判性反思，马克思形

成了他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诊断、治疗与超越，
马克思哲学独有的理论纲领和思想硬核也因此得以

酝酿成熟。 对此，马尔库塞的说法是颇富有见地的，
他认为：“马克思理论的所有哲学概念都是社会的

和经济的范畴，然而，黑格尔的社会和经济范畴都是

哲学的概念……在马克思理论中，任何一个简单概

念都有一个本质不同的基础。 这正像一个新的理论

必有一个不能从先前的理论中所产生的新的概念结

构和总体结构一样” 。
同样十分重要的是马克思晚年卷帙浩繁的《人

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对于这些耗费巨大精

力所做的研究工作，如果圃于传统哲学的观念，在这

里几乎找不到“哲学”。 然而，如果我们不再坚持作

为“后设叙事”与“超级学科”的哲学自我理解，就可

以看到，马克思通过与英、美、德、俄重要的历史学家

和人类学家的批判性对话，充分吸收其思想资源，重
新反思、调整、丰富和完善自己以往的思想观点和理

论表述，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视野，对已经形成

的哲学思想进行自我前提性的批判。 正是在此意义

上，人们普遍承认，他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

学笔记》构成其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且为后来者从变化了的历史境遇出发不断重

思理论与现实开辟了一个开放的思想空间。 甚至有

学者不无根据地主张，人类学是人们熟知的马克思

哲学“三大来源”之外的第四大来源和组成部分 。
马克思与文学的关系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

注。 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们可以发现，从
青年马克思到晚年马克思，文学始终是其把握时代

本质、激发理论思考、表述理论观点的重要资源。 马

克思从荷马史诗、希腊悲剧中获得了解古代社会的

重要资源在讨论货币时，马克思大段引用莎士比亚

的描述，声称对于货币本质，莎士比亚比“我们那些

满口理论的小资产阶级知道得更清楚”，马克思和

恩格斯尤其钟情 １８—１９ 世纪文学作品，马克思称赞

巴尔扎克对资本主义的“现实关系有着深刻的理

解” ，恩格斯认为《人间喜剧》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

部历史：“我从那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

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的职业史学家、经济学家

和统计学家们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都要多”。 柏拉

威尔在《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一书中十分细致地梳

理、研究和探讨了文学在马克思毕生理论探索中所

扮演的重要角色，他指出，从马克思青年时代开始，
“文学成了他有力的战斗武器；随着他自己的世界

观逐渐从早期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混合物中演变出

来，他就开始借助文学来证实和提出他的新观点；他
认为，在文学或其他艺术中不取得一个牢固的杰出

的地位，他在成熟时期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是不

可能的；晚年的马克思则经常从文学作品中寻找精

神上的支持、游戏的材料、论点的弹药。 他精通古典

文学，从中世纪到歌德时代的德国文学，但丁，波雅

多、塔索、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的作品，１８ 和 １９ 世纪

的法国和英国的散文小说；任何当代诗歌，凡是能够

有助于破坏传统权威和引起对未来社会正义的希望

的，……他都无不感兴趣” 。 马克思一改柏拉图主

义“把诗人赶出理想国”的对文学的傲慢，把文学当

成滋养和推动其哲学思考的重要源泉。
马克思哲学与人类文化其他学科和知识领域的

这种批判性对话，不是外在的、形式性的关系，而是

意味着对哲学自身及其存在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全新

理解。 要言之，首先，它与前述重建哲学与现实生活

的有机联系、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前提性追问的哲学

旨趣是内在统一的，人文社会科学是关于现实的人

及其社会生活的自我理解学说，哲学重建与现实生

活的有机联系，对现实社会生活进行前提性追问，必
然内在要求自身与人文社会科学结盟。 其次，它体

现了马克思哲学超越现代性所造成的学科藩篱，扩
展哲学的思想幅度，重焕哲学的思想活力的努力。
在与人文社会科学不同知识领域的批判性对话中，
哲学不再是唯我独尊的孤独弃妇，而是加入到了人

文社会科学的“共和国”中，使二者形成了一种良性

的互动沟通关系，哲学由此有力地摆脱了现代性所

形成的学科界限，获得了更为宽广的思想天地。 罗

蒂主张在“后哲学文化”中，哲学应成为“骑着文学

的———历史的———人类的———政治的旋转木马”的
文化对话者，马克思当然与此有着重大不同，但在超

越“哲学文化”中哲学自我理解的幻觉，推动哲学摆

脱理论自闭这一基本立场上，马克思无愧于这一趋

向的先行者。 最后，在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批判

性对话中，哲学释放了齐泽克、柄谷行人等人说的

“视差之见”所内含的批判潜能，马克思与古典政治

经济学、与人类学的批判性对话，实质上是马克思在

思想视界的“移动”中不断消除“思想盲点”，对对方

和自身思想前提进行反思和修正的过程，因此，这种

批判性对话，是哲学获得思想活力和创造力的重要

途径。
　 《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约 １３０００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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