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全球化危機時代的馬克思遺產

二百年前，一個名叫馬克思的猶太嬰兒在普魯士屬萊茵區摩澤爾河畔特

里爾（Trier）城誕生。後來他成了專制「祖國」的叛逆，大半生流亡在外，最後

在自由的英國安身立命，找到了他的思想創作樂園。而他形成、演變並擴展

成的無所不包、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卻主要被看做是針對英國模式（當時全

球最典型的「資本主義」樣板）「開炮」的。他的炮聲震撼全球，卻完全沒法撼

動他首先針對的英國。但在他於困惑和貧病中去世之後，從他的百年誕辰前

夕開始，一大批與英國全不相干的「東方」國家（第一個就是他生前最討厭的俄

國）卻接二連三地宣布實現了他的理想。又過了七十多年，這些國家中的絕大

多數——包括所有相對靠近他理想所寄土壤（工業化的西方）的地方，卻又都

紛紛背棄了打着他牌號的理想，連累他也聲名受損，很多人甚至認為那個「徘

徊的幽靈」已經一去不返。但是在他二百周年誕辰來臨之際，人們卻又發現這

個似乎幽靈已去的世界危機四伏，於是關心他思想遺產的人也就愈來愈多了。

在中國的「不乖」學者中，我應該算是受馬克思影響比較深的，並且為此

曾兩面受攻擊：自詡「經濟學右派」的一些人曾在某網站開了個「秦暉專案

組」，專門「扒秦暉的皮」，說我是「自由派中潛伏的社會主義臥底」；而「左棍」

並不會因為我經常同情地稱引馬克思而放過我，相反，對於被懷疑覬覦他們

壟斷的馬克思神位的「異端」，他們是特別仇恨的，猶如斯大林可以放過鄧尼

金（Anton Denikin），但絕不會饒過托洛茨基一樣。

但坦率地講，我對馬克思的同情與許多西方左派也有相當的不同，這是因 

為我們的「問題意識」不一樣。首先，舉例而言，我同情馬克思——甚至可以 

說非常同情，而且同情從馬克思、恩格斯直到普列漢諾夫（Georgi Plekha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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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Rosa Luxemburg）那些「老左派」，卻不同情——至少不那麼同情今天

西方的許多「新左派」（至於在中國，我認為除了社會上有一些實際做弱勢者維

權工作的草根左派外，學院裏實際上存在大量偽左派—保皇黨人），因為我們

和馬克思生活的十九世紀中葉歐洲一樣面臨民主和專制的鬥爭，問題意識其

實很接近。但今天生活在自由民主環境中的許多西方「新左派」已經根本不知

道反專制為何物。他們在批判「資本主義」方面並不比馬克思出色，對於「老左

派」反專制的傳統和雄厚的思想資源，卻完全數典忘祖，丟得一乾二淨了。

其次，在今天西方的左派之中，我比較同情「社會民主左派」，哪怕是相

當激進的社會民主派（比如北歐高福利的倡導者，甚至過去主張「國有化」的英

國工黨），但很討厭某些「文化左派」，他們以「多樣」（文化多元）替代「進步」，

已經不再有馬克思那種改造「西方」並使之更「進步」的雄心，卻以「重新認識

東方」之類口號實際阻礙「非西方」的進步，希望我們這些「他者」永遠作為他

們的「文化觀賞物」而存在。

再者，對於「社會民主左派」，我欣賞他們對一定程度經濟平等的追求和

對民主國家福利保障責任的追問，但並不欣賞他們對「新自由主義」的抨擊。

這並不是因為我相信「新自由主義」，認為它在理論上就無可指責，也不是認

為「新自由主義」就比「福利國家」更高明（我同樣反對「新自由主義者」痛罵「福

利國家」，但欣賞他們堅持個人自由），而是因為在今天「血汗工廠打敗福利國

家」、「低人權優勢」使「昂納克寓言」1不再是寓言的全球化危機中，西方福利

社會危機的原因已經不是（或主要不是）西方內部的所謂「新自由主義」，正如

西方自由市場危機的原因也已經不是西方內部的「福利國家」體制一樣。

過去我曾經認為，西方左右兩派爭論「自由放任還是福利國家」是個真問

題（雖然未必有真答案），但「中國左派」指責自由太多和「中國右派」指責福利

過多都是在製造假問題。而今天，在既無自由也反對福利的「中國模式」對全

球化影響愈來愈大的情況下，我認為如果不考慮「中國模式」的威脅（請注意不

是「中國威脅」），西方左右兩派關起門來爭論「自由放任還是福利國家」也已

經愈來愈變成假問題，而不是真問題了。

不是嗎？我要說句極端的話：只要中國使用「圈地運動+農民工」方式生

產的血汗產品還是源源不斷地湧進西方，而面臨西方「民主社會主義」壓力（勞

工權利、福利保障和環境等公益干預之類）的國際資本則紛紛避入中國（或沒

有條件避入中國而被中資企業擊敗），那麼西方左派就是滅掉了他們國家的

「新自由主義者」，也挽救不了他們工會的沒落、福利的崩潰和平等的倒退！

也許有人會說：不怪西方的「新自由主義」，總可以怪中國的「新自由主義」

吧？但是中國之所以有「農民工」又能怪中國的「新自由主義」嗎？沒有戶口等

級制就不會有「農民工」，但戶口等級制難道是「新自由主義」造成的嗎？那除

非把毛澤東也說成「新自由主義者」吧！更何況，今天的「農民工」雖然在橫向

比較中以其「低人權優勢」迫使發達國家的勞工不得不放下身段向中國勞工看

齊，但在中國的縱向比較中我們還是必須承認：可以出來打工的「農民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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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自由主義」都沒有的毛澤東時代那些就地餓死也不得外出謀生的「公社 

農奴」相比，人權水平還是高得多了——只是那時的中國並不參與全球化，他

們的人權水平再低，也不會影響到西方的勞動者。

當然，這不是說西方的右派就比左派高明，因為反過來講也是一樣：面

臨「中國模式」的崛起（請注意不是「中國的崛起」），西方的「新自由主義者」就

是滅掉了他們國家的左派，也挽救不了自由貿易的沒落——今天在美國取消

自由貿易、改行保護主義的人，並不是甚麼左派，恰恰是左派的敵人特朗普

（Donald J. Trump）！十多年前我就說過：「中國模式」的崛起將迫使西方的福利

國家放棄福利保障，同時迫使西方自由市場重樹貿易壁壘。如今特朗普不就

是這樣做的嗎？

但是我們並不能簡單地視「特朗普現象」為美國碰到了一個名叫特朗普的

怪人。確切地講，美國（以及整個西方）其實是碰到了一種困境：在今天這種

全球化遊戲下，世界如果不能改變「中國模式」，那「中國模式」的確就會改變

世界——但既不是用「社會主義」，也不是用「儒家」思想，而是用十八世紀的

血汗資本主義來改造二十一世紀的人道資本主義，用權貴資本主義來演變民

主資本主義，用奴工市場經濟來打敗社會市場經濟；或者用社會黨人的傳統

話語說，就是以專制資本主義打敗民主社會主義。在這個歷史當口，如果西

方的左右兩派還是只會一如既往地對罵，而不知「黃雀在後」，甚至還爭着向

「黃雀」示好獻媚（所謂「左派歌頌中國低自由，右派歌頌中國低福利」），那麼

自由與福利並失、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同歸於盡的一天就很難避免了。

二　馬克思的「自由」概念：消極自由、積極自由、 
「第三種自由」或複式自由？

那麼，在如今這個時候，馬克思的學說能夠給我們甚麼啟示呢？談到這

個話題，有兩件事值得一提：其一是數年前丁學良先生有篇回憶文字，說到

他初到美國時，有人問他，他們這些自由派學者的自由主義思想最早得自何

處？丁答：最早得自馬克思。他的美國友人大為詫異，以為馬克思應為極權

主義鼻祖，怎麼在中國會成為「自由主義」的思想資源？其二是1989年民主運

動被鎮壓後，當局肅清中國社會科學院各所中的異端，馬列主義研究所居然

和政治學研究所並列為最嚴重的「自由化重災區」！

當然，對此最簡單的解釋就是，但凡類似「政教合一」的體制，思想解放

通常都是從「經學異端」開始的。正如中世紀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自由思想也是

從基督教內部的人文「復興」（中文往往訛譯為「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思潮開

始的。不過，基督教初興時屬於從古典文明到中世紀的潮流，也並非以「自

由」為主要訴求；與基督教不同，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當時屬於從中世紀走向

現代的潮流，他們自己也以啟蒙運動的激進派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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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我在「社會主義思想史」課上曾出過一道題：「在馬克思、恩格

斯設想未來理想社會的著述中，『民主』、『自由』、『國家』、『個人（個性）』、

『市場經濟』、『無產階級專政』、『共產主義』佔有甚麼樣的地位？上述概念中

哪個最重要？試以詞頻分析之。」而正確的答案就是「自由」。

現在很多人都不假思索地認定，馬克思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專政」，「專

政」比「階級鬥爭」還重要；而「專政」和「民主」前面都要加上「階級」的定語，

這種定語把「專政」和「民主」弄成一回事：「資產階級民主」意味着對無產階級

搞「資產階級專政」，同樣，「無產階級民主」（或曰社會主義民主）也意味着對

資產階級搞「無產階級專政」。與此同時，「自由」與馬克思主義則是絕緣的。

1980年代，曾有人套用當時流行的「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兩分法

句式，提出我們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可以搞「無產階級自由化」。此

說當即受到最高層的訓斥，說「自由化」只能是「資產階級」的，不可能有「無

產階級自由化」。

換言之，馬克思似乎最主張「專政」，「民主」只承認「階級」的，而「自由」

則完全拒絕（連「階級」的都不接受）。這樣的認定已經普遍到如此程度，以至

於不但許多自稱的「馬克思主義者」堅持這種認定，許多敵視馬克思的人也因

反感這種認定而站到馬克思的對立面。

但是只要真正閱讀了足夠的文本，就會對馬克思產生完全不同的直觀印

象。例如《共產黨宣言》雖主張階級鬥爭，也有暴力革命的色彩，但對革命以

後無產階級應該如何治理、採取甚麼政治制度則語焉不詳，其中不但沒有「專

政」之說，而且「民主」也沒有怎麼提，更不見「民主專政」這種說法。相反，

「自由」倒是多次出現，其中就包括那句「每個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條件」， 

即所謂「自由人聯合體」的名言。

其實這並不是個別例子，大量閱讀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後，給人的印

象是：自馬克思有了明確的「主義」後，他就是以「自由個性」為核心價值的，

從早期馬克思文稿中對「完成的個人」的論述、《共產黨宣言》中對「每個人的

自由」的關注，以及《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把「自由個性」列為人類發展三階段

（「人的依賴性」、「人的獨立性」與「自由個性」）的終極目標，都可看到這一

點。實際上，如今有了電腦檢索手段後，人們不難發現：在馬克思全部著作

（尤其是前期著作）中，作為肯定性價值出現的「民主」詞頻要遠遠高於「專

政」，而「自由」更是遠遠高於「民主」（也高於「平等」、「博愛」等當時西方文化

中流行的其他正面價值）；而且不難發現：馬克思弘揚「自由」價值時，前面幾

乎從不加「階級」這種限制，而多是說「每個人的自由」、「一切人的自由」、「自

由個性」等等。就此而言，那種區分「資產階級自由」和「無產階級自由」的說

法確實不屬於馬克思。

馬克思的「自由」概念帶有明顯的康德（Immanuel Kant）—黑格爾（Georg W. F.  

Hegel）痕迹，尤其是後者。如果說伯林（Isaiah Berlin）所謂的「兩種自由概念」

中，「消極自由」是「拒絕強制」，「積極自由」是帶有康德色彩的「合乎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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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那麼馬克思所謂的「自由」則更帶有「合乎規律的選擇」（以「自由是對

必然性的認識」這個經黑格爾發展的斯賓諾莎 [Benedict de Spinoza]概念為典

型）的含義——這可以算是「第三種自由」吧。而無論選擇必須合乎道德還是

合乎規律，都可能被自稱代表道德或規律的專制者利用，成為無限強制即消

滅自由的理由，造成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所謂「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

汝之名以行」。事實上，不僅「自由」，包括「民主」、「平等」、「博愛」乃至「自

生自發的秩序」等在內的一切「好詞」都有類似的可能，這也就是「積極自由」

與「消極自由」的矛盾，以及（我認為）制度安排比哲學概念更重要的理由。

不過就馬克思而言，他比伯林早生幾乎一個世紀，那時他所見識過的反

自由或專制的勢力，不是「自然發生的或政治性的」強制（即家長制或領主—

君主制的）2，就是以「道德」、「公共意志」為理由的強制（如崇拜盧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的法國雅各賓派和布朗基 [Louis A. Blanqui]、蒲魯東 [Pierre-

Joseph Proudhon]乃至俄國民粹派所倡導的），當時以「科學」、「客觀規律」乃

至以「馬克思主義」本身為理由的強制還並沒有出現。所以對馬克思的問題意

識而言，當時存在的一切「共同體」對「個人」（個性）的「超經濟強制」和束縛，

或者反過來說，個人（個性）對「共同體」及共同體代表者「天然首長」的「人身

依附」，都是前現代的、要被「歷史必然性」淘汰的、應該擺脫的東西。在這個

意義上，強調擺脫強制的「消極自由」與「合乎規律的選擇」意義上的自由，在

馬克思看來並無伯林意義上「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的衝突。

儘管馬克思追求的「自由」比所謂「消極自由」複雜得多（也不同於伯林所

謂的「積極自由」，不妨謂之「複式自由」，即可作多種解釋的自由），這樣的複

式自由當然有其內在矛盾，也可能被後世反自由的人利用，但卻不能說馬克

思本人是反對「消極自由」的。他並不僅僅把自由看作是反對強制，但「不僅僅」 

反對強制當然不代表不反對。據說「積極自由論者」得勢後容易強制別人，這

個問題值得討論。但就馬克思而言，他既不能簡單歸入伯林所說的「積極自

由」派3，更從來沒有「得勢」過，他終身爭取自由（包括爭取「消極自由」）、

反對強制的傾向還是非常明顯的。

三　「右派」馬克思？

因此，馬克思（以及十九世紀那批「老左派」）反專制的思想資源值得深

挖。過去也有人常提到馬克思反對普魯士書報檢查令等立場，但總認為那就

像中共當年也反對國民黨書報檢查一樣，是一種「階段性」姿態或臨時的策

略，並未予以足夠的重視。但其實，我認為馬克思的反專制思想（在當時背景

下甚至可以說是反對「現存國家」——當時歐洲各國大多不是憲政民主國家）

是帶有本體論性質的，以至於如果把馬克思哲學意義上的「自由」落實到當時

的具體社會問題層面，那往往帶出的是「消極自由」而未必是「積極自由」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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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而如果把馬克思那些關於終極理想的語焉不詳的話忽略不計，則當時的

馬克思（還有恩格斯等）與其說像是今天的「社會民主黨」（馬克思不像斯大林，

我以為是用不着多說的），毋寧說更像是如今的「自由放任派」。

就以最近美國左派強烈要求「控槍」、痛批美國右派支持「公民持槍權」而

論，我其實基本同意今天美國應該控槍的左派觀點。但如果「穿越」到一百多

年前，今天美國左派的說法卻更像是在批判馬克思，因為馬克思、恩格斯當

年確實一直在疾呼取消「常備軍」，要求歐洲各國學習美國和瑞士實行全民持

槍，「以全民武裝代替常備軍」，並說：「如果每個公民家裏都有一支槍和五十

發子彈，還會有哪一個政府敢侵犯政治自由？」4換言之，馬克思、恩格斯在

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更像是今天美國的「右派」而非「左派」。

還有，今天民主國家的左派對城市中的「貧民窟」罵得很厲害，以為那是

「資本主義」的大罪惡。他們依靠貧民的選票為貧民說話，要求政府給窮人提

供住房保障，卻已習慣於認為窮人在城裏安家的權利是天經地義，從來沒有想 

過會有一種窮人沒有選票，而官府卻可以驅逐「低端人口」、不准貧民有「窟」、 

對窮人犁庭掃穴的體制。而在馬克思的時代，歐洲是有這種體制的。在那種體 

制下當時有人大罵貧民窟這種「資本主義的罪惡」，並祭起「倫理社會主義」的

壇子，認為國家應該把窮人趕回「田園詩般的」鄉村或者限制他們進入城市。

那時正是恩格斯起來駁斥這種「新鄉村主義」論調，並旗幟鮮明地捍衞貧

民窟居民的居住權，嚴厲斥責驅趕貧民的「奧斯曼」體制。恩格斯認為「資本主

義的罪惡」並非表現為貧民窟的存在，而恰恰是掌權者要強拆貧民窟。他強烈

譴責在貧民窟廢墟上「開闢一些又長、又直、又寬的街道，在街道兩旁修建豪

華的大廈」，建立豪華、壯觀的「奧斯曼城市」，並「為有這種巨大成功而大肆

自我吹噓」。恩格斯回顧自己早年揭露英國工人貧民窟的惡劣條件後說：尤其

在他們不是因自由交易而自願離開，而是在「圈地運動」中被強制「驅逐」出來

時，更應當斥責驅逐者幹出的「無恥勾當」。但這絕不意味着像蒲魯東那樣歌

頌「有自己的小屋子、小菜園和小塊土地的手工織工」；即便在貧民窟中，「英

國無產者比1772年有自己的『家園』的農村織工不知要高出多少」。更有甚者，

恩格斯不僅為貧民窟租戶辯護，還為租房給他們的房主辯護。他痛罵蒲魯東

挑動貧民租戶向房主搞「階級鬥爭」的主張是轉移視線，認為租戶與房主應該

站在一起共同對付強拆貧民窟的官府5。

現在的歐美左派已經無法理解恩格斯的主張，只有南非白人統治時期的

曼德拉（Nelson Mandela）還懂得白人「清理貧民窟」、驅趕黑人是多麼慘無人

道，並疾呼「亞歷山大鎮（約堡最著名的貧民窟）是一片希望的沃土」6！曼德

拉不被「左派」罵，是因為南非被驅逐者的膚色與驅逐者不同，所以他抵抗的

是可惡的「種族隔離」；可是對於同一膚色群體內驅逐「低端人口」的「族內隔離」

制度，他們聞所未聞，甚至他們當中有的人還會欣賞中國的「奧斯曼左派」，

而把類似恩格斯那一代「老左派」的抗議罵成「維護貧民窟」的「右派」。與這些

所謂的「新左派」相比，恩格斯不是要高明得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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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不難理解，馬克思、恩格斯固然在現實中曾經批判過自由資本主義， 

但在經濟思想史傳統上，他們一貫對「國家管制派」的評價壞於「自由放任派」： 

控商主義（mercantilism，以往誤譯為「重商主義」）比自然主義（physiocracy，

過去誤譯為「重農主義」）壞；德國歷史學派比英國古典學派壞。反過來說， 

就是「自由放任」比「國家管制」進步：魁奈（François Quesnay）比柯爾貝（Jean-

Baptiste Colbert）進步；斯密（Adam Smith）比李斯特（Friedrich List）進步⋯⋯以 

至於斯密的自由市場經濟學（教科書上稱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被認為是馬 

克思經濟學的「來源」之一，但從來沒人把控商學派、官房學派（cameralism）、

歷史學派這類國家管制經濟學看成馬克思思想的來源。

馬克思等定義的社會主義先驅（即所謂「空想社會主義者」）如聖西門（Saint 

Simon）、傅立葉（Charles Fourier）、歐文（Robert Owen）與卡貝（Étienne Cabet）

等除了書齋裏的自由思想，如有實踐，也都是搞民間志願者烏托邦的，他們

當中沒有一個搞過強制性「集體」，更不要說「國營企業」。而那時的「國營企

業」，從法國波旁王朝的國營毛毯廠到普魯士有人建議設立的「國營妓院」，無

不遭到馬克思等的痛罵。即便是馬克思推崇的「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巴

黎公社，也沒有把民營企業搞成「國有」。馬克思曾批評公社沒有沒收法蘭西

銀行，那是為了打仗需要（該銀行給凡爾賽政權放款，而公社卻在財政上一貧

如洗），他從來沒批評公社不沒收一般私人企業。

甚至今天左派支持的福利國家，在馬克思時代的雛形卻是迪斯累利

（Benjamin Disraeli）、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這些「保守右派」主張的，今

天學者稱為「托利黨的父權制社會主義」7，在當年馬克思、恩格斯曾經罵為

「封建社會主義」，認為這一套比資本主義還糟糕。後來福利國家成為左派的

訴求，那是在普選制民主興起以後的事了。而在此以前，尤其在面對普魯士

專制的馬克思和面對沙皇專制的普列漢諾夫與早年的列寧看來，在擁有自由

民主、自由市場而當時尚無社會福利制度的「純資本主義」美國和比較專制、

但卻有了「福利國家」雛形的普魯士這兩者間，他們的態度是非常鮮明的：美

國要比普魯士好太多了！列寧曾把俄國的前途描述為「美國式道路」和「普魯士

道路」的鬥爭，而且以追求前者、抵抗後者為己任；馬克思就更不用說了。甚

至在「公民持槍權」這個如今美國左右兩派對峙最典型的問題上，馬克思、恩

格斯的立場也似乎更類似今天的「白右」而不是「白左」。

在國際關係領域方面，那時的馬克思、恩格斯都是出了名的「仇俄親美」。 

在1864年代表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致美國總統林肯（Abraham Lincoln）

的公開信中，馬克思對美國的高調讚揚一點也不下於1989年後流亡美國的中

國民運人士。他把美國稱為「偉大的民主共和國」，把美國《獨立宣言》（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稱為世界史上「第一個人權宣言」，把美國

南北戰爭稱作「開創工人階級取勝的新紀元」，並把林肯稱作「工人階級忠誠 

的兒子」。他甚至宣布，歐洲工人「階級的命運是同星條旗連在一起的」8。而

在此以前，馬克思還提出：美國民主共和的小政府體制是「迄今為止最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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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自治」9。如果說這是因為南北戰爭的特殊時間而有此褒獎，那麼到

1871年在紀念巴黎公社的著述中，他就把無產階級執政後不能建立「常備軍」

而應該武裝人民、不能推行中央集權而應該由城市「自治政府」組成「自由的 

聯邦」，作為公社的兩條重要啟示bk。如果說這裏沒有直接提到美國，那麼到

1885年恩格斯又對他們在1840年代曾經有過的「中央集權」主張作出反思，認

為那時他們受了波拿巴派的「欺騙」，現在則主張「和美國類似的地方和省區自

治」bl。遲至1891年，恩格斯還批評德國左派的《愛爾福特綱領》沒有提出在

德國實行「不要〔國家〕官僚制」的「美國式的〔民間〕完全的自治權」bm。

應該指出：當時美國實行這種不同於歐洲的、最大限度實行民間自治而

減少國家機構及僱員的「小政府」，是和美國在社會經濟領域最傾向於自由放

任，以及它在社會保障和福利性再分配方面都晚進於歐洲（尤其是俾斯麥治下

的德國）有密切聯繫的。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德國要

學習美國的「小政府」，卻從未主張美國應該學習俾斯麥的「福利國家」。

與此相反，那時這些「老左派」眼中的俄國不僅是本國「各族人民的監獄」， 

而且是威脅各國自由的「歐洲憲兵」。甚至在他們的進化論序列中，比「絕對 

主義政體」更靠後的貴族制波蘭人的抗俄鬥爭，也被馬克思譽為保護歐洲文明

免遭沙皇踐踏的「歐洲不死的勇士」、「兩千萬英雄」的壯舉。他指出：「對歐洲

來說只能有一種選擇：要麼是以俄國佬為首的亞細亞的野蠻勢力像雪崩一樣

壓到它的頭上，要麼它就應當恢復波蘭，從而以二千萬英雄為屏障把自己 

和亞洲隔開，以便贏得時間來完成本身的社會改造。」bn馬克思、恩格斯一 

貫反對他們在歐洲的「同志」（法國的饒勒斯 [Jean Jaurès]、蓋得 [Jules Guesde]

等）與政府合作，卻贊成美國的「同志」魏德邁（Joseph Weydemeyer）去做總統

林肯的將軍。當然，那時的美國與今天的美國一脈相承，但那時的帝俄並非

列寧的蘇俄。不過，今天的俄國也早已不像1917年那樣「反傳統」了，而是很

願意繼承沙俄；在今天俄國的「通三統」思想家（如在中國受到熱捧的卡拉— 

穆爾扎 [Vladimir Kara-Murza]等）看來，這兩者在對抗「西方」、敵視「邪惡民

主」方面也具有一脈相承的光榮。那麼，馬克思、恩格斯那種態度又與今天的

甚麼東西一脈相承呢？

四　馬克思、恩格斯怎麼看待「國有制」？

當然，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真的是「白右」，他們對私有制和市場經濟

（即所謂「資本主義」，馬克思是絕不可能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的）的抨

擊可謂眾所周知，也不會真的喜歡經濟上的個人自由競爭。如果說今天西方

的社會民主黨人是不是馬克思的傳人爭議頗大，今天的「新自由主義者」對馬

克思的敵意則是十分清楚的。馬克思、恩格斯無疑支持政治自由，但對於「經

濟自由」——如果說反對控商主義和傳統國家壟斷也是一種支持的話，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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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資本主義」狀態下只是出於「客觀規律」論而接受「資本主義」為一個「必經

階段」，而在「資本主義」狀態下則是希望私有制被「自由人聯合體」取代，而

不是被「國有制」取代。

馬克思反對私有制（主要指生產資料私有制）是毫無疑問的。我們可以贊

成或反對馬克思的這個觀點，但無法否認馬克思有這個主張。在「拋棄」還是

「揚棄」私有制的哲學名詞上鑽牛角尖，我以為意義不大。但馬克思、恩格斯

對「國有制」的態度則耐人尋味。他們不僅堅決反對專制國家的「國有制」，即

便是對民主國家（當時歐洲多數國家包括馬克思、列寧的祖國都還遠不是民主

國家）的國有制，他們那時也還沒有明確的態度，至少比二十世紀上半期英國

工黨的「國有化」主張要模糊許多。如恩格斯所承認，1848年前後他們曾認為

無產階級掌權後有必要實行「中央集權」bo。相應地，在經濟上《共產黨宣言》

中也有「工人革命」後將「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裏」的主張bp。但到

1860年代前後，他們逐漸突出反對「官僚制」和「中央集權」，主張「美國式的」

「人民自治」——這當然並不意味着經濟上也主張美國式的私有制，但反對「歐

洲式的」國家管制則比較明顯，於是這個時期他們對於未來公有制的實現形

式，往往用諸如「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

富」、「共同佔有和共同控制生產資料的基礎上聯合起來的個人所進行的自由

交換」bq這類含糊不清的拗口說法來表達。

這樣的產權主張似乎既不是私有制，也不是國有制，所以他們經濟上 

主張的社會主義固然與「資本主義」對立，但與「國家主義」也是對立的。到

位於德國柏林的馬克思恩格斯廣場。（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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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末恩格斯時代，這些左派通常都叫「社會民主黨」（而不是國家社會 

黨或國家民主黨），因為他們在政治上都主張普選制民主，並企圖通過民主走

向「社會主義」。但作為他們的經濟主張的社會主義，更確切地說似乎應該叫

「社會自由主義」——仍是反對國家管制的。他們希望由「社會」而不是國家來

約束經濟個人主義，這其實相對近似於與「管制主義」對立的「自由放任主

義」——當然，這裏的「放任」僅就反對國家管制而言，強調自由公民集體的

經濟地位；這種「社會自由主義」與市場自由主義顯然是不同的。在很長一段

時期，「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不同於後來希特勒 [Adolf Hitler]搞 

的「民族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雖然有時後者也中譯為「國家社會主

義」）是德國經濟學家洛貝爾圖斯（Johann K. Rodbertus）和工會組織者拉薩爾

（Ferdinand Lassalle）的主張，他們希望通過勞工運動施加壓力，使國家加強對

經濟的干預，從干預分配逐漸過渡到組織生產。對這種「國家社會主義」， 

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Karl Kautsky）都有強烈的批判，如馬克思說br：

如果有人肯花點力氣用爪哇（國家社會主義在這裏極為盛行）的實例來說

明猖獗一時的國家社會主義，那倒是一件好事。⋯⋯荷蘭人怎樣在古代

公社共產主義的基礎上以國家的方式組織生產，並且怎樣保證人們過一

種他們所認為的非常舒適的生活。結果是：人民被保持在原始的愚昧狀

態中，而荷蘭的國庫卻每年得到七千萬馬克的收入（現在大概還要多）。

這種情況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很容易從中吸取有益的教訓。這也附帶證

明了，那裏的原始共產主義，像在印度和俄國一樣，今天正在給剝削和

專制制度提供最好的、最廣闊的基礎。

1870年代，恩格斯曾表示無產階級革命後，無產階級掌權下的國家將會

採取「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佔有生產資料」，但那

也同時意味着國家的消亡bs。顯然，這樣的說法是避免既要消滅私有制，又

要反對「國家社會主義」之矛盾的一種修辭。而到了恩格斯晚年，他對《愛爾福

特綱領》中的國有化主張又提出質疑：「是否能把這一切都託付給卡普里維

〔Leo von Caprivi，時任德國首相〕先生呢？而這又是否和前面所宣稱的拒絕一

切國家社會主義這一點相一致呢？」bt

顯然，馬克思、恩格斯對「國家社會主義」的排斥根源於他們對「國家」本

身的反感：現存的「國家」與「私有制」同樣討厭，而「無產階級革命」後「國家」

又該消亡了。儘管有時他們強調在此之前會有個「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時

期」，但這個時期卻是與戰爭相聯繫的，很難設想「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會在

和平狀態下存在，更不用說在和平狀態下經營企業了。而非國家的「自由人聯

合體」究竟是怎麼回事，從來沒有人說得清楚。後來鐵托（Josip B. Tito）在南

斯拉夫就是根據這類說法，試圖建立不同於「國有制」的「社會所有制」，結果

也沒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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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地講，如果要靠「每個人的自由」作為「一切人自由的條件」來建立志

願者集體（聯合體），這樣的集體（現實事例應該近似於歐文的新拉納克 [New 

Lanark]和以色列的基布茲 [Kibbutz]）覆蓋面肯定有限，沒法解決市場經濟中個

人自由行為的弊病，如多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也承認的正負「外部性」問題。

這恐怕還是得依靠民主程序：由公民讓渡一些權利來建立公權力機構（政府 

意義上的「國家」或國家機器），公民在其權力邊界內必須服從其管理。在左派

傳統中，這種想法其實並非來自馬克思、恩格斯，而是來自他們的挑戰者拉

薩爾。

不同於馬克思以至考茨基這類書生理論家，拉薩爾就是實際的工會組織

者。他沒有那麼多的玄想，考慮的就是如何給工人（工會會員）帶來實際利

益。他創建的全德工人聯合會比馬克思那一派更早呼應俾斯麥政府的福利保

障政策，傾向於與國家合作，因而被貶稱為「國家社會主義」。但後來的德國

社會民主黨顯然是接受了拉薩爾的這一傳統，只不過那時的德國已然是完全

的憲政民主政體，而不再是俾斯麥式的威權政體。從恩格斯反對跟俾斯麥政

府合作的立場講，德國社會民主黨也不算是悖逆了他——畢竟恩格斯明確講

過，在法國、美國和英國這類民主國家，「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

只是在仍屬「專制制度」的德國還不能這樣說ck。

五　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如何反駁「西方民主虛偽論」， 
論證「自由主義的抽象權利」？

而在比俾斯麥體制更專制的俄國，馬克思的早期信徒反對「政府保護勞

工」的祖巴托夫主義（Zubatovism，「警察社會主義」）和「國家壓制富人」的「警

察民粹主義」更是著名。現在有人說，純粹的市場經濟會給工人帶來很大的危

害；那麼為了解決市場經濟的矛盾，就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國家來保護弱

者，搞「國進民退」和再分配。這在民主時代確實是一種左派主張，可是這曾

經是十九世紀歐洲左派最堅決反對的一種觀點。

像列寧1895年寫的〈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及其說明〉中就明確地講，「反

對一切想靠不受限制的政府及其官吏的保護來為勞動階級謀福利的企圖，反

對一切阻止資本主義發展、因而也阻止工人階級發展的企圖」；「工人的解放應

該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俄國人民需要的不是不受限制的政府及其官吏的幫

助，而是從它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等等cl。根據這些原則，俄國馬克思主義

者提出了九點「首先要求」cm：

1.召開由全體公民的代表組成的國民代表會議來制訂憲法。

2.凡年滿21歲的俄國公民，不分宗教信仰和民族，都有普遍的、直接的

選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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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集會、結社和罷工自由。

4.出版自由。

5.消滅等級，全體公民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

6.宗教信仰自由，所有民族一律平等。出生、結婚和死亡的登記事宜交由 

不受警察干涉的獨立民政官管理。

7.每個公民有權向法院控告任何官吏，不必事先向上級申訴。

8.廢除身份證，流動和遷徙完全自由。

9.有從事任何行業和職業的自由，廢除行會。

在這些要求中，前七條都屬於政治自由，最後兩條即自由遷徙、自由就業、

自由競爭，都屬於擴大經濟自由、排除政府干預的範疇。這些話如果在今天

講，你想暴跳如雷的應該是誰？不會是「自由主義者」吧。

也許現在的一些左派朋友可以解釋說，當時列寧所講的不受限制的政府， 

指的是資本家的政府。資本家的政府，左派當然是要反對的了。可是，列寧

緊接着就說明：民主國家儘管是由資產階級掌權，但「工人聯合起來同樣也能

夠影響國家法令，爭取修改這些法令。其他各國的工人正是這樣做的」，而俄

國工人卻沒法這樣做。所以俄國工人寧可直接面對資產階級，也不能忍受「專

制政府的無限權力」，儘管這個政府經常包庇資產階級，但「它好像是完全獨

立於人民的，凌駕於一切等級和階級之上的」，「世界上也沒有一個國家可以

僅僅根據高級領導的恩准就這樣輕易地違反這些資產階級的條例」，「這個政

府自命為『承受上帝恩典』，並把『皇恩』賜給受苦受難、愛好勞動的土地佔有

者和貧困不堪、受盡壓迫的廠主」。因此，工人即便為了有權利直接與資產階

級鬥爭，也「必須支持一切反對官吏，反對官僚管理機構，反對不受限制的政

府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所有反對專制政府無限權力的社會階層都是工人

的同盟者。⋯⋯資本主義越發展，官僚管理機構和有產階級本身利益即資產

階級利益之間的矛盾就越深刻。所以社會民主黨宣稱，它將支持資產階級中

間所有反對不受限制的政府的階層和等級。」cn顯然，列寧這裏指的不是資本

家的政府，而是資本家也要反對的專制政府。資本家如果反對這樣的政府，

我們工人階級應該和資本家站在一起，聯手反對他們。

既然不是資本家政府，那會是甚麼政府呢？就是當時一些御用文人所講

的「中性政府」。我們最近也有人說，中國的經濟奇迹有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中性政府，它的權力至高無上，既不需要窮人的選票，也不需要富人選

票，而是凌駕於窮人和富人之上，對窮人和富人都公平的政府。這樣的政府

比「西方民主」要好。

其實，關於中性政府的觀點在十九世紀就很流行。比如說，俄國當時有

個警察民粹主義者的名言受到列寧的強烈抨擊。列寧先是作為靶子引述這句

話說：西方的民主很虛偽，因為民主要靠選舉，選舉是富人操縱的，「選出來

的都是富人，富人管事情很不公道，他們欺負窮人」，而「俄國的政府不是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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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的，沙皇因此高於一切人，既高於窮人，也高於富人。沙皇在窮人和富人

之上，為一切人主持公道」，因此比西方選舉制下的政府要好得多co。言下之

意，沙皇既不是窮人選出來的，也不是富人選出來的，因此就是中性的，是

最好的政府。列寧接着對這番話進行痛斥：夠了，所謂中性政府的「公道」是

甚麼貨色，我們哪個俄國人沒有領教過？「可是，在歐洲其他一切國家裏〔在

列寧看來，歐洲只有俄國是專制的野蠻國家〕，工廠的工人和種田的僱農都能

參加國會，他們在全體人民面前自由地講工人的貧困生活，號召工人團結起

來，爭取過比較好的生活，誰也不敢阻止人民代表說這種話，沒有一個警察

敢動他們一根毫毛。」cp

請看那時是甚麼人說西方民主如何虛偽？又是誰出來反駁他們？可以

說，那時對這種「西方民主虛偽論」和「中性沙皇公道論」駁斥得最激烈、為「西

方民主」辯護最精彩的，不是「自由主義者」，而正是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為甚

麼是俄國，而不是西歐的馬克思主義者呢？因為二十世紀初西歐已經民主

化，俄國還是沙皇專制。在十九世紀中葉西歐還是專制政權時，那裏的左派

也有過類似的駁斥。

當時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對自由民主的這類辯護不僅針對保皇派，更針對

「反自由」的其他左派。比如那時俄國的激進左派先驅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y 

Chernyshevsky）有一個著名的觀點：「自由主義者所追求的權利是一種抽象的

權利，這種權利對於一般的勞苦大眾是沒有意義的。」比如說，你鼓吹言論自

由，他就說窮人讀書識字的能力很差，言論自由的權利對於他們來講有甚麼

意義呢？還說窮人很難參加競選，在議會中辯論的權利對於他們來講有甚麼

意義呢？因此，車爾尼雪夫斯基說，這些權利相當於主張一個人擁有「用黃金

做的碗吃飯的權利」一樣，這個權利對於一般的窮人來講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因為他們實際上不可能有黃金做的碗；他們完全「可以為了一個銀盧布，把這

種權利給賣掉」。那就是說，只要存在着貧富不均，那麼我們講的民主就是沒

有意義的。因為窮人行使民主權利的能力會受到經濟條件的限制，所以我們

需要的不是甚麼憲政民主，而是要在「人民專制」下搞均貧富，搞「社會主義」。 

車爾尼雪夫斯基這個觀點體現在他的名著〈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時代法國的黨

派鬥爭〉中。當時的俄國馬克思主義宗師普列漢諾夫專門寫了一本書，花了很

大力氣系統地批評這個觀點，這本書就是《我們的意見分歧》，此書與另外兩

本大作《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是奠定普列漢諾夫

宗師地位的「老三篇」，用列寧的說法，它「培養了整整一代俄國馬克思主義

者」cq。大家可以看看當時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是怎麼批評所謂「西方民主虛

偽論」，以及怎麼論證窮人需要「抽象權利」的。

普列漢諾夫通過大量的論證證明，「自由主義者為之奮鬥的抽象權利，正

是人民解放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他認為議會民主的確是「資產階級的組織 

工具」，但同時它也是「無產階級的組織工具」。而且無產階級尤其需要它——

我們沒有資產已經是處於弱勢了，如果連這種「組織工具」都沒有、都被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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壟斷，豈不更糟糕了嗎？車爾尼雪夫斯基說，在貧富不均條件下講民主是虛

偽的，普列漢諾夫針鋒相對地反駁說：專制條件下的「平均主義」和「公社」 

更虛偽。俄國的「共耕公社」就是羅曼諾夫王朝用「刺刀和鞭子」強迫農民勞動

的奴役制度。他說在今天的俄國，農民面臨的問題就是退社自由的問題；俄

國農村出現的階級分化，就是「剝削者的公社和被剝削者的個人」之間的對

立。他還警告說，像車爾尼雪夫斯基主張的那種「人民專制」，會演變成「共產

主義基礎上的皇帝專制」，就像南美的印加帝國和中華帝國（受馬克思「亞細亞

生產方式」理論的影響，那時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都認為中國古代實行的是

「土地國有」並因此維持專制獨裁），導致可怕的歷史大倒退！他還說有些人口

頭上講言論自由，實際上拿「革命」做棍子搞唯我獨尊、封殺別人，而我們既

然把言論自由的權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就不能只讓自命為對當前革命有領

導責任的黨享有這種權利cr。這些話我們今天聽起來，是不是也有點醍醐灌

頂，非常「啟蒙」呢？

今天中國流行一句官方話語，叫做「不忘初心」。不過，不僅在中國很多

人早已不知「初心」為何，就是在西方左派中，他們也大都不能理解馬克思那

一代人的「初心」了。為甚麼？很簡單，就是因為馬克思一代當時面臨的問題

背景和他們今天所面對的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今天西方的左派已經忘記了那

些問題。可是我們中國今天的問題背景與西方今天面對的也非常不同，但與

他們當時的處境倒是更為相像，各位想想是不是這麼回事？那麼我們的左派

如果忘了這些話，還能算是左派嗎？

六　作為價值觀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

我覺得，馬克思、恩格斯的反專制思想甚至比他們反「私有制」的論述更

具有本體論性質，這尤其體現在他們對以「土地國有」、「農村公社」為基礎的

「亞細亞生產方式」和「東方專制主義」的強烈貶斥上。後來原德國共產黨理論

家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跑到美國寫的那本《東方專制主義：對於極權力量

的比較研究》（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cs雖然

曾被利用為冷戰工具，他對「治水社會」的論述在歷史學上也是失敗的ct，但

無可否認他確實弘揚了馬克思在這方面的思想遺產。

後來的左派在「東方」（俄國、中國）當局影響下無視馬克思的這筆遺產，

其實是嚴重的數典忘祖。因為這份遺產當年對俄中兩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開

山祖（俄國的波克羅夫斯基 [Mikhail Pokrovsky]和中國的侯外廬等）可以說起了

關鍵的作用。正是這份遺產鼓勵兩國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投身於反抗沙皇和

國民黨「黨國」體制的鬥爭——我的研究生導師、著名左派史學家趙儷生先生

就是這個傳統中的一個典型。而否定這筆遺產，則成為兩國「馬克思主義」異

化為官方極權主義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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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西方的「文化左派」也攻擊馬克思用「亞細亞」、「東方」等構詞，就是

「歐洲中心主義」，是歧視東方和亞洲文化的殖民偏見，這根本是望文生義、

亂扣帽子。普世進化論者馬克思從來沒有「文化類型優劣」這種思路，也多次

明確說過他講的這個範疇是個普遍性概念，並無專指亞洲或「東方」之意；歐

洲同樣經歷過這個「階段」，只是近代歐洲變成「市民社會」後，那個階段就還

在亞洲和「東方」可見痕迹而已。

當然，沒有「殖民偏見」，並不等於這一概念在實證歷史學上可以成立。

今天大概沒有哪個嚴肅的中國史、亞洲史或「東方」史專家會把上述「馬克思語

錄」當做實證史學的圭臬。但關鍵在於：馬克思並不是史學家，這一概念本來

就不能用來證明他有多高的史學考證水平，但卻足以反映他的歷史觀和反對

「共同體」束縛、追求「個人自由」的價值取向。

馬克思的「亞細亞國家」理論與「共同體」概念密切相關。在十九世紀，古

代或「傳統」社會以身份性、強制性和依附性的「整體」為特徵，而近（現）代化

意味着個性與個人權利的覺醒和自由人的契約聯合，這是啟蒙時代以來各種

「進步」思想的共同觀點。舉凡盧梭、黑格爾、梅因（Henry S. Maine）、穆勒

（John S. Mill）、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涂爾幹（Émile Durkheim）乃至馬

克思、拉法格（Paul Lafargue）、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都是這麼看的。馬克思

認為：「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於一個較大的整

體。」這些「整體」的演變過程是：最初是「完全自然的家庭」，然後由家庭「擴

大成為氏族」，又由「氏族間的衝突和融合」形成各種更大的共同體；或者說

「自然形成的共同體」包括：由家庭「擴大成為部落」，然後是「部落的聯合」。

由這些「自然形成的」組織再合成「凌駕於所有一切小共同體之上的總合的統一

體」，即「亞細亞國家」。在這些壓抑個性的「共同體」或「統一體」中，個人只

是「狹隘人群的附屬物」，個人本身就是「共同體的財產」，由所有個人對共同

體的依附產生出共同體成員對「共同體之父」的依附。這就是「亞細亞專制」 

之源dk。

在當時實證資料有限的情況下，上述見解實際上是從那些學者對自由的

價值追求中邏輯地推導出的。所謂「亞細亞國家」就是這樣一個與其說是事實

判斷，不如說是價值判斷的概念。馬克思當時說的「亞細亞」有如下基本特

徵：它是社會的第一個發展階段（也就是「最野蠻最落後」的階段）；那時沒有

私有制（特別是土地私有制），而是「土地國有」、「農村公社」，在此基礎上建

立了嚴酷的專制主義和「普遍奴隸制」。

但這種描述到了後來的「五種社會形態」說就面臨嚴重的解釋困難。根據

斯大林時代的說法，「專制國家」和「奴隸制」只是「私有制」的產物；而「無私

有」的、一切皆為「公社」的狀態則被塗上了「平等」的玫瑰色：或者是未來理

想的「共產主義」，或者是據說為人類本初狀態的「原始社會」，而後者除了物

質貧乏、「生產力很低」外，在道義上似乎很美好——那是個「無階級」、「無

剝削壓迫」的「原始民主」、「原始共產主義」狀態。而馬克思的「亞細亞」卻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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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私有」、「共同體」、「公社」和駭人的「專制國家」、「普遍奴隸制」掛了鈎。

這在「五種社會形態」中往哪兒擺呢？你說它是「原始社會」嗎？它又充滿「剝

削壓迫」；你說它是「奴隸社會」嗎？它又沒有「私有制」，而且馬克思明明是把

它擺在初始位置，而不是繼「原始社會」之後的「第二階段」。

而且更重要的是：那種「無私有」卻「有專制」以及奴隸狀態的說法容易引

起現實的聯想。事實上，當普列漢諾夫那一代馬克思主義者在俄國進行反專

制鬥爭時，的確運用了這種說法來抨擊當時的沙皇專制「公社國家」，他們斥

責沙皇「用刺刀和鞭子強迫農民『共耕』」，指出「俄國農民分裂成兩個階級：

剝削者的公社和被剝削者的個人」，疾呼「農村公社對農民的危害越來越大

了」，還把支持獨立農民、實現退社自由列為無產階級政黨第一個土地綱領的

「唯一內容」。他們同樣抨擊當時的民粹派美化農村公社、抵制資本主義的主

張是為「亞細亞專制」張目，是反動的「警察民粹主義」，是追求「古代中國或

秘魯式的共產主義基礎上革新了的皇帝專制」dl。那時「亞細亞專制」之說在現

實中既有如此作用，學術上又還沒有與當時並不存在的「五種社會形態」官定

模式發生衝突，所以它曾經是反專制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的銳利武器。從普

列漢諾夫、早年的列寧，直到俄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山祖波克羅夫斯基，都

嫺於此道。

然而到蘇聯時代形勢大變，布爾什維克自己搞起了更嚴厲的「公社國

家」，同時確立了「五種社會形態」的官方史學，「私有制」被判定為「剝削壓迫」

的唯一根源，退社自由成了大逆不道，民粹派的罪過也從維護「專制公社」變

成了鼓吹「小農自由」。於是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討論就變得非常敏感以

至危險。蘇聯時期為此曾屢興大獄，很多人為此掉了腦袋。在中國，民國年

間的社會史論戰中「亞細亞生產方式」說就被判定為「托派理論」，1949年後很

多人也為此遭厄運。正如趙儷生先生直言的：「當代現實是把階級鬥爭強調到

近乎絕對化的程度，地主是萬惡之源，怎麼不強調〔譴責〕地主所有制，反而

強調〔譴責〕國家所有制呢？」dm於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長期成為禁忌。

偏偏趙先生這個「不識時務」的天真左派很執著於這個理論。根據其說法，他

接觸這一理論是在抗戰時期，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懂得了所有制衍變

發展的全史」，「國家所有制在前，而私人所有制在後，這是我明白的第一

點」。在整個前資本主義時代，私有制因素一直在努力擺脫共同體的束縛，因

此「對照我們中國的歷史，那種純粹的私有財產，⋯⋯在鴉片戰爭甚至土地改

革以前，怕是一直不曾出現過吧」dn。

現在我們知道，《德意志意識形態》被介紹到中國，是共產黨在民主旗號

下反對國民黨「黨國」專政的時代。那時不僅政治上自由、民主是反獨裁的革

命口號，經濟上國民黨的國有制（共產黨稱之為「官僚資本」）也被視為壓在中

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之一，而私營工商業則被褒稱為「民族資本」；國民

黨搞的國家壟斷、國進民退，則被譴責為「官僚資本摧殘民族資本」。可想而

知，那時爭取自由民主的左派青年在反對國民黨專制時讀到這種「亞細亞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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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理論時的心態，與沙俄專制的反對派普列漢諾夫等應當說是非常相似

的。但是到了後來，「官僚資本」易主後換塊牌子，就從萬惡之源變成了百善

之首的「國營企業」，國進民退也從「官僚資本摧殘民族資本」變成「社會主義

戰勝資本主義」了。趙儷生先生等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當然也變得「不合時宜」 

起來。

今天我們論史，早已不必糾纏於「古史分期」的意識形態外殼。而從思想

史上看，走下神壇的馬克思對早期社會的看法演變也完全可以理解。馬克思

當年把「共同體」看作「人的依附性」之源，這本屬從啟蒙時代繼承而來的自由

思想所致，很難說是純粹的史學論斷。後來馬克思的思想變化，主要是晚年

受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Lewis H. Morgan）的影響，明確區分了「部落」與「氏

族」，並放棄了由家庭擴大成為氏族或部落的觀點，轉而認為「氏族解體」產生

家庭do。

但是這一點究竟能引申出甚麼，看來直到最後也並不清晰。馬克思晚年

大量閱讀人類學著作，試圖有所總結。他死後恩格斯根據自己對摩爾根的理

解（馬克思是否同意這種理解，人們已無從判斷）寫成《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

起源》一書，把對人類原初狀態的描述從「亞細亞專制」變成了「原始平等」dp。 

後人不察此變，以大加宣傳的「原始公社」為馬克思的終身主張，遂有「亞細亞

生產方式」屬「原始社會」還是「奴隸社會」的無謂爭論。

而更重要的是正如趙儷生先生指出的：原來無論馬克思還是恩格斯都有

一種「公（亞細亞專制國家）—私（個人自由財產）—公（未來的『自由人聯合

體』）」的三段論宏觀歷史假設。但是，不僅第一個「公」在馬克思那裏是「亞細

亞專制」，比恩格斯所說的「原始平等」更具負面色彩，而且中間那個「私」的

定位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馬克思那裏它只是指「市民社會」（即今天被稱為

「資本主義」的近代社會），此前的全部歷程（包括後來被劃為所謂「奴隸社會」

與「封建社會」等的前資本主義時期）都是「以共同體為基礎」的社會，其「進步」

的方向（包括「民主革命」的經濟內涵）是從「共同體的軀殼」中解放私產、實現

財產自由。只有到「市民社會」發達後才談得上向「自由人聯合體」過渡。而到

恩格斯那裏，「私」卻成了「原始社會」之後所有「階級社會」（包括前資本主義

的「封建社會」等）的共同特徵，於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似乎反而具有了

摧毀財產自由的性質。

當然，即便在恩格斯看來，「家庭」、「私有制」與「國家」本也是一丘之貉， 

恩格斯並沒有保留「國家」與「家庭」而單單取消「私有制」的主張，他理想中取

代「私有制」的，也應當是「自由人聯合體」而不是甚麼「國有制」。然而到俄國

人那裏，崇尚不受制約的強大國家、把「私有制」變成「國有制」就成了新的教

條，無怪乎那種貶斥「土地國有制」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要遭厄運了。

今天看來，我們不必把馬克思當年推論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當作實

證的歷史學命題；摩爾根的「原始平等」也受到後來的人類學實證的挑戰。至

於說「亞細亞」作為「原始社會」之後的下一階段，則不但歷史上無法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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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也從來沒有這種想法。後來魏特夫把「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曲解成一

種以「治水」為起因的地理決定論概念，並用來專指「東方大河流域灌溉農業

區」dq，這並不符合馬克思的原意。儘管馬克思也有關於水利灌溉的片言隻

語，但在邏輯上他明確地把「交換不發達」導致共同體對個人的控制這一點作

為「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基本形成機制，並把它視為普遍存在的人類早期現 

象dr。俄國這個並無灌溉農業傳統的國家經常被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視為「亞

細亞式國家」，就是鐵證。趙儷生先生也明確指出，他認為「亞細亞」特徵最濃

的先秦三代並不是甚麼「水利社會」ds。

然而重要的是：當初並非實證史學概念、但作為一種價值取向的「亞細亞

生產方式」理論，作為一種批判專制、傾向自由民主的思想資源，在今天仍有

重要價值，追求自由的這種精神遺產確實不僅僅來自「右」邊。今天的史學家

沒有必要像當年侯外廬那樣強調中國古代一定是「土地國有」、「農村公社」，

但現代蘇聯難道不是確實如此嗎？馬克思當年對這種「以共同體為基礎」的社

會之批判，難道離開「古代」就不成立？普列漢諾夫受馬克思啟發對「剝削者的

公社和被剝削者的個人」之揭露，不就是針對他的當下嗎？

七　結語

行文至此，我們講述了很多關於馬克思如何反專制，但是馬克思當然主

要還是以反「資本主義」聞名。對他在這方面的遺產，我們需要在另一篇文章

中做系統的分析。而這裏要說的是：當前這個世界的確面臨着嚴重的「全球化

危機」。有人認為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危機」，因此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遺產

必然會強勢復興。這話不能僅視為空穴來風。資本主義過去就有、現在也有

很多弊病，馬克思誕生以來的兩百年裏，它也發生了很大改變——推動這些

改變的力量中無疑也有馬克思的影響。

但是當前世界的危機僅僅是所謂「資本主義的危機」嗎？錯了！它甚至主

要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危機。對此我們無需引證甚麼西方「右派」的言論。中國

官方《環球時報》幾年前的一篇文章就很精彩dt。文章的七位作者異口同聲，

輪番痛罵「福利國家」：

有學者說：「前段時間去歐洲考察，到了英國、希臘、匈牙利。這才意識 

到，金融危機其實是一次福利主義的危機⋯⋯西方自羅斯福『新政』以後，⋯⋯ 

對老百姓實行甜頭主義。但福利主義政治積累了大量的問題，⋯⋯終於釀成

了這次危機。」陷入危機的福利國家妒忌咱中國血汗工廠的繁榮，於是就來 

「惡心」中國。

另一學者說：「西方現在的問題說白了就是〔福利國家使〕人變懶了」，西

方「說來說去無非也就是中國人搶了美國人的工作」。甚麼美國人？當然是美

國的勞動者——中國的農民工又不會搶美國大老闆的飯碗，相反我們情願「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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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打工」。甚麼西方人？當然是西方的大老闆。所以西方的老闆「親華」，

勞動者「反華」。我們的「官方左派」滿腔憤怒就是衝着他們的勞動者來的：「中

國人比你勤勞肯幹，且肯忍受較低生活水平」，這有甚麼不對？

而另一位作者擔心：「這兩年，美國的人權政策重心主要往草根上靠〔不

是說西方的人權只是富豪的人權嗎？〕，以此針對中國現在存在的社會矛盾。」

他認為，「意識形態層次的東西對普通中國人的生活影響不大〔是不大——咱

們早比他們更「資本主義」了〕。不過，他們要是把那些意識形態的東西與中國

現在的社會矛盾攪合在一起，那就非常可怕了」。

這類話本不新奇，西方右派一直就在批判福利國家。只是他們反對高福

利通常是要追求高自由，傾向於用「自由放任」取代「福利國家」。可是我們的

「官方左派」就不同，他們對老百姓的自由和福利同樣排斥。只是這篇宏文主

要是反對後者：福利國家是萬惡之源，血汗工廠是制勝之寶。但西方卻居心

叵測，「人權政策重心往草根上靠」，存心想搞垮咱們的血汗工廠！幸虧我們

反擊有力，西方福利國家的末日就要到了！

整篇文章聽起來就是：血汗工廠欣欣向榮，福利國家搖搖欲墜。這到底

是「資本主義的危機」，還是「社會主義的危機」？馬克思在天之靈，會為這樣

的危機高興嗎？會認為世界正在向他希望的方向發展嗎？

當然，陷入危機的不僅僅是西方左派喜歡的福利國家，西方右派喜歡的

自由貿易也難以為繼。實際上，目前西方「自由資本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

都面臨危機，「專制資本主義」和「民族社會主義」則挑戰日顯。而這兩者後面

更深刻的危機則是西方傳統左右兩派都珍視的憲政民主制度的危機——憲政

民主意味着權責對應的契約政府，左派執政時權大責必大（而且可問），右派

執政時責小權必小（而且可限）。但相反類型的國家，卻是權大而不受限，責

小而不可問。在目前模式的全球化中兩種類型的國家互動，使得憲政民主國

家在權力變得愈來愈小的同時責任變得愈來愈大，權責對應的契約性遭到破

壞。權小責大的體制面對權大責小的體制日益顯得弱勢，「民主沒落，專制勃

興」便成為如今的表象。

在這種背景下，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思想遺產固然不會被遺忘（無論在

繼承還是反思的意義上），但馬克思反對專制、支持自由民主的思想遺產被遺

忘，不是更大的遺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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