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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导论的主旨

介绍“马克思主义”—

一种理解现实的方式

(并且致力于改变现实)  

它由卡尔·马克思以及

受他影响的其它革命家

所创立发展。



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的卫道士们齐
声宣告：“马克思已经完蛋了。”



而今，我们发觉人们对马克思思
想的兴趣与日俱增。

标题：马克思会怎么想？



为了增进工人阶级的利益、建立
他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制，
卡尔·马克思对历史和资本主义
进行了动态分析（强调剥削和阶
级斗争的现实)。



热忱的人道主义激励着马克思

“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
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
就是人本身……必须推翻
那些使人称为被侮辱、被
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
东西的一切关系……”
——卡尔·马克思，1843年



燕妮·威斯特华伦(马克思的妻子）和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马克思最亲密

的同志和思想战友。



他们三人都卷入了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风
潮。革命的失败意味着艰难的流亡岁月。但
那也是一段研究、著述和不断行动的岁月，
并产生了马克思所称的“科学社会主义”。



在最艰难的岁月里（1840年代末和1850年代
初），卡尔和燕妮失去了他们七个孩子中的
四个，但是活下来的三个女儿（燕妮、罗拉
和艾琳娜——左下方是她们与马克思恩格斯
的合影）后来都活跃于社会主义运动中。



马克思与恩格斯密切合作，
共同发展和传播他的思想。

他们两人撰写了人类历史
上最具影响力的小册子之
一：《共产党宣言》。

右图是鲁珀特·伍德芬〔Rupert Woodfin〕
与奥斯卡·扎拉特〔Oscar Zarate〕合着
的优秀插图书《马克思主义入门》
（Introducing Marxism, UK: Icon 
Books/US:
Totem Books, 2004）中的一页，其中介
绍了一些基本信息。



下面这幅由革命的理论家埃内斯特·曼德尔所制作的图示（在
他的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地位》中）揭示了马克
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多重来源和多种组成部分。



马克思的思想涉及
五方面的内容

1.哲学与方法论
2.历史理论
3.对资本主义的分析
4.无产阶级的纲领
5.对社会主义未来的蓝图



马克思受到了
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

格奥尔格·威廉·弗
里德里希·黑格尔发
现现实的发展是遵循
辩证法的。而后者是
一个包含了渐变和突
变的动态概念，并且
涉及矛盾内在的自我

运动。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是“唯物主义者”—
—他拒斥自己所认为
的黑格尔哲学中的
“唯心主义”。他不
是将现实视为先在观
念的反映，而是将物
质现实视为先在的，
并从中产生观念。



马克思受到了
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的影响

——尤其是那些对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
进行考察的富有远见卓识的先驱，他们将劳动
视为财富的根本来源（劳动价值论）。

亚当·斯密 戴维·李嘉图



马克思受到了
法国政治思想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中激进
民主主义的雅各布宾
派成员马克西米里
安·罗伯斯庇尔试
图建立一个“美德
共和国”。在那里，
人权不仅属于上流

阶层，而且还属于
支持他的劳苦大众。

格拉古·巴贝夫领导
了“为平等而密谋”，
他认为人民的统治必
需权利的平等。并且，
经济权利的不平等会
阻碍实现真正的民主。
他呼吁由全社会分配
财富——也就是共产

主义。



马克思受到了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影响

例如克劳德·亨利·圣西门、查尔斯·傅立叶、罗伯特·欧文，
他们都幻想一种造福所有人的经济制度。

罗伯特·欧文 新和谐公社——欧文所策划
的空想社会主义区



马克思受到了
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影响

被机器的使用所替代的织工和
他们的家人的抗议游行队伍

马克思与工人阶级组织“共
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会面



但马克思尤其受到
两种强劲的革命现象的影响——

民主主义革命

工业革命



群众性民主主义革命的
强劲浪潮

17世纪的英国革
命、1775—83年
的美国革命、
1789—94年的法
国革命，以及其
他群众起义都要
求新闻出版自由、
权利平等以及最
重要的人民统治。



工业革命
机械力对人力的替代导致
了生产率、经济剩余产品
和社会财富的极大增长，
这也成为工业革命的本质
内容。

新生的经济制度——资本
主义及其在全球的胜利导
致了工业革命。

我们也应看到的，它也带
来了许多消极的后果。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I

历史的变迁是由以下因素所塑造的

• 社会经济的发展
• 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
• 社会经济阶级之间的对立、冲突和斗争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II
在许多世纪里，人类（最初作为猎人和采集者，而后
作为早期农业劳动者）生活在这样一种经济形式中：
人们共同劳动，并且共同分享劳动果实——原始共产
主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剩余产品得以增加，随之而来
的是不平等的滋长，以及一系列有权势的少数通过统
治劳苦大众而自肥的社会的前后交替——社会分化为
了社会经济阶级。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III

马克思将欧洲
历史的发展视
为一系列阶段
的前后交替—
—每一个阶段
都由不同的
“生产方式”
或者说“经济
制度”所规定。

古代奴隶制文明
（奴隶主与奴隶）

封建社会
（领主与农奴）

资本主义
（资本家与工人）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IV

• 观念、价值和政治一般地受各个社
会特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规律制约。
• 阶级社会内在的矛盾导致了各种危
机和阶级斗争，并最终要么使之过渡
到新的社会形态，要么导致社会的崩
溃、相互斗争的阶级的共同灭亡。



历史不是由与个人无关
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力
量所创造的。社会、经
济和政治力量都是由人
民的活动和生活所组成
的。

人民创造了历史。

但是，人们不是随心所
欲地创造历史。人们所
存于其中的经济、社会
以及政治结构规定着
他们的创造活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
•经济所有制是私人所有制（为富有的少数
人——即“大公司”资本家——所有）。
•经济为所有者所掌控。
•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使所有者的利润最大
化。
•经济中蕴含了普遍的商品生产——一种买
和卖的经济。
•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愈来愈被转化为商
品，进行买卖。

•经济的组织是社会化的，但是它的所有形
式却是私人所有制——两者的矛盾给人民
大众带来了无尽的麻烦。



商品是以售卖为目的
而生产的产品

商品生产

商品在市场上
进行售卖



问：那些不占有生产数据（包括工具、机器、原材料以及等等）
的人是如何获取必须的资金以购买食物、衣服、住所等等的商
品的？

答：通过向占有生产资料的雇主出卖他们的劳动能力——劳
动力——来换取工资。

劳动力（这是使我们成为人的关键因素）成为了一种商品。

那些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计的人（以及那些依靠个人
收 入维持生计，和那些虽然失业或者退休、但仍然以这样的
方式 过活的人）属于工人阶级。



劳动力〔Labor-Power〕，也即劳动〔work〕
的能力，是唯一在其被使用时（劳动力转化为
实际的劳动）创造出新价值的商品。



马克思将劳动视为
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所在



他还认为，推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
关键因素应该是工人阶级，他们通过
出卖劳动能力维持生计,是劳动的活
的源泉。



资本家的利润来源于对劳动的剥削。
于是，资本家对劳动者的需求便导致

了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



工人阶级
• 是进行创造的大
众，
• 他们的劳动创造并
支撑着社会由以存在
的经济活动，
• 没有他们，资本主
义制度将无法运作，
• 资本主义的“正常”
运作在方方面面伤害
着他们，

工人阶级有能力创造
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
界。



马克思认为：

劳动创造财富



劳动创造财富



勞動創造財富



劳动创造财富



资本家寻求听话的劳动力——领工资的工人，
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一部分成为他们的工资，

一部分则成为资本家由以致富的利润。



剥削

假设一个工作日为10小时。每个工人可能只需在4或者5或者6  
小时内就能创造出与其工资等值的财富，但在这之后，他们
还要工作6或者5或者4小时，以为雇佣他们的资本家创造额外
的财富。

必要劳动
提供维持工人生活的工资

剩余劳动
创造剩余价值（利润的源泉）



为了攫取最大利润，
资本家想方设法地提高剥削率。

能够通过以下手段
提高剥削率：

•削减工资，

• 延长工作日，

• 加紧压榨工人的
劳动量（通过“加
快劳动速率”），

或者…通过采用新技术，
使得等量的劳动能较之以
前生产更多的产品。（这
便是所谓的“提高生产
率”）



资本家对提高生产率的欲望
导向了工业革命

通过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耗
费得以降低，这便使得降
低工资得以可能——于是，
消费者可以去蜂拥抢购更
便宜的商品了。

为了争取市场份额，并增加
自己的优势，相互敌对的企
业主们便寻求新技术来提高
生产率。

于是，爆发了工业革命。



资本积累

资本家用资本（货币）购买商
品〔commodity〕（原料、劳
动力、工具），后者成为生产
过程中的资本形式，通过生产
过程产生了具有新形式的资本，
也即通过将劳动作用于工具和

劳动创造了新的价值，这些商
品便能够通过售卖来换取比最
初所投入的更多量的货币。这
就是所谓的资本积累。资本体
系中，资本家必须持续不断地
“积累”。

商品资本
（原材料、 劳
动力和工具）

原料而产生的新的商品。由于货币资本
（增量）

货币资本

生产资本

商品资本
（生产产品）



資本主義是有史以來最具有
擴張性的經濟制度——它勢

不可擋地吞噬著全世界



经济扩张主义已然
和帝国主义息息相关

在剥削欲的推动下
进入他国领土，
以寻求原材料、
市场和投资机会，
这在19世纪末变
得愈加明目张胆
起来。

虽然马克思生前未能对
此进行分析考察，但
其它人——鲁道夫·
希法亭、罗莎·卢森
堡、尼古拉·布哈林
以及弗·伊·列宁—

—运用马克思的理论
开始了对于他们所认
为的资本主义重要的
新阶段的密集考察。



像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一样，帝国主义也有着
惊人的动力，并且演化为了不同形式。

殖民时期为了确保市

场、原材料和投资机

会，比较强大的资本

主义国家侵略并统治

其它国家和地区。

“门户开放”时期
为了确保市场、原材料
和投资机会，比较强大
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上
尊重其它国家的独立，
但却要求其它国家保持
“门户开放”（这有时
是通过“大棒外交”来
实现的）。



帝国主义的殖民时期

图上方三个词分别为“自由、友爱、联邦”（从左至右）



“门户开放”的帝国主义



资本家将他们剥削所得的大部分剩余价值
用于维持和扩大自己的产业

资本主义
是历史上
最具动力
的经济制
度



资本家的信条
必然是攫取最大利益：

• 使用新技术，
• 增加劳动时间，
• 削减开支，
• 从工人那里压榨更
多的劳动，

——或者以上各条
悉数使用。

这会导致工人和资
本家之间对立。



阶级对立可能
导致
阶级斗争——

罢工，鼓动性的
小册子，斗争歌
曲，以及激进游
行——所有这些
都能在这幅描绘
1860年马萨诸塞
州林恩市的女鞋
工游行的画作中
找到。



马克思坚信阶级斗争
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对立和冲突
（“有时隐蔽有时公开”）不可
避免地在劳动者和掌控经济的少

数富人之间展开。



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
是一直存在的……

有时隐蔽 有时公开



有时隐蔽

有时公开



有時，還會出現階級鬥爭的高潮。



当工人阶级成员乞怜求助时，资本家可能会施以慈善，
但是如若工人争取他们的权利，给他们的响应往往不会

那么仁慈。

慈善 没那么仁慈



马克思认为，国家是伴随着阶级社会而
产生的——其目的在于维持受不断增长
的阶级不平等、仇恨、对立、斗争袭扰

的社会的“秩序”。



国家的形式多种多样——
但是都主要为经济上的主宰者所统治。

绝对的君主制依靠社
会的少数人——土地
贵族。 议会则由有产者所组成的社会少数派

选举产生。



甚至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共和国
也为那些经济强权所腐蚀和统治。



国家或者商业政策无法克服
资本主义的矛盾



两种矛盾的趋势

1）削减劳动成本
（工资），同时生
产更多的商品——
但由于工人阶级消
费者的购买力得到
削减，这些商品无
法被购买。

2）相互敌对的资本
家互相竞争，生产
更多、更便宜的商
品（通过新技术的
运用来提高生产
率），而商品的市
场需求又无法赶上
生产的增长。



这些趋势导致了经济危机，
也就是所谓的萧条

问题不在于生产
得太少，而在于
生产得太多（过
度生产），同时
又没有足够的购
买力（消费不
足）。



马克思将这种现象称为“周期性的资本主义危机”，
其它人则将之称为“盛衰”周期。



惊奇与恐惧

资本主义是令人称奇的。 资本主义是可怖的。



它为人们改善生活创造了
数量惊人的条件。

它组织起巨量财富的创造…… 同时承诺会有普遍的富足



它摧毁了阻碍“进步”的东西，
同时为了利润消费着生活。

帝国主义 消费主义



资本主义的创造性产生了利益，
但是它们的分配却是不平等的……

全球不平等 国内不平等，以美国为例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不平等—I

世界上最富有的225人，他们年收入的总和为1万
亿美元。

世界上最贫穷的25亿人，他们年收入的总和为1
万亿美元。

只要对最富有的225人课以4%的税，就能够为全
世界每一个人提供基本的医疗、食品、干净的水
以及卫生的下水道。

但资本家不会这么做。



即使是1990年代的美国，
也是这样的情况：

家庭 财富

最上层 1% 拥有 40%

紧随其后19% 拥有 40%

上层20% 拥有 80%

底层80% 拥有 20%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不平等—II

• 世界上20%的最富有人口的收入占
据了全球人口总收入的82.7% 。

• 紧接其后的20%的人口的收入占据
了全球人口总收入的11.7%。

• 最底层的60%的人口的收入仅占据
全球人口总收入的5.6%。



有着消除贫困的可能性，
但贫困依旧，而且还以各种方式恶化。

就连“世界上最富裕的国
家”里，都还存在贫困。

有30亿人（也就是全球一半人口）每天的
生活水平低于2美元。



资本主义的
“正常”运行
是建立在劳动
的剥削，以及
财富和权利的
不平等之上的。



萧条时期，它给许多无辜的人们带来了
饥饿、绝望以及不必要的痛苦。



繁荣时节带来的则是剧烈的商业化——腐蚀我们
的社会，并且淹没了我们的文化和生活。



马克思不仅解释了现实，而且
还试图去改变它。

除了历史理论和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考察，
马克思还争取各种方式来改变历史、以
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来替代资本主义，
为此他制定了：

•工人阶级纲领

•社会主义的未来蓝图



工人阶级
纲领



马克思的工人纲领

工人应该团结起来，组成坚强
的民主工会，以提高工资、缩
短劳动时间，并改善劳动状况。

•工人应该随时随地为改善自身
处境的改良而斗争。
•工人应该在政治上独立于资本
家，组成自己的劳工政党。
•工人应该“争得民主”（《共
产党宣言》），建立工人阶级
的统治，并且开始对社会的社
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的蓝图

•经济是社会所有制。
•经济是民主管理。
•经济被用于满足社会中
全体人民的需要。

•经济得到民主的、人道

的计划。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

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生产

者的自由联合。



工人的世界联合体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
种国际经济体系，只能为全球
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所替代。

他相信，只有各国工人联合起
来，才能取得胜利。

他的战斗口号是：“无产者在
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
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来自世界各地的革命者、改良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
产主义者以及其它等等人物，以各式各样的方式与马克
思主义打交道（或是批判地，或是非批判地，或是富有
创造性地，等等）——他们常常会有着对于马克思主义
的完全不同的诠释，有时还会有着对立的政治取向。



某些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是
绝然对立的。

罗莎·卢森堡——热忱而坚定
地捍卫着人类自由和社会主义
民主。

约瑟夫·斯大林——暴君式的
统治者，他的专制是血腥的官
僚专制。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马克思主义
作为一种思想潮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许多领
域具有深刻的影响：

• 哲学
• 历史学
• 经济学
• 社会学
• 人类学
• 政治学
• 文学批评
• 文化研究
• 等等

马克思的重要性为许多非马克思
主义者所承认：

“无论是世界各地相互对立的阶
级、集团、运动以及它们的领袖，
还是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心理
学家与政治学家、批评家与富有
创造性的艺术家，只要他们试图
分析自己所处社会的变迁，他们
的观念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卡
尔·马克思的作品影响。”
——以赛亚·伯林《马克思传》



随着苏联崩溃和
斯大林式的共产
主义为人唾弃，
许多人便认为马
克思主义已然过
时了。

伍德芬、扎拉特合着
《马克思主义入门》→



其它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的内容
在我们当代仍然有效。

美国工人左侧：大量失业，劳工
权利消失。外国工人右侧：奴隶
般的工资，没有劳工权利。



伴随着最近几年的经济萧条，

像阿兰·格林斯潘这样的“自由市场”
意识形态家的信誉变得不如马克思了。



对于那些为自由和社会公正而进行斗争的人来说，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仍然有着深厚的影响。



世界各地的抗议活动（比如下图所示的汇集了高中
生、大学生、战争老兵、工运分子以及其它人抗议
活动），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以及这些抗议运动的
组织者都是受着马克思的思想所影响的活动家。



马克思关于理解和改变世界的思想
对于我们的将来仍然富有教益。



在世界各地汇聚着各式力量的争取公正的
抗议运动中，仍然可以听到
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在回响。



随着21世纪走向第二个十
年，马克思的思想仍然保
持着有效性。



在风起云涌的抗议运动中，马克思关于理解和改
变世界的思考仍然有助于行动分子对于“我们往

何处去”的思考。



人类仍然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莎·卢森堡所
提及、并为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在他关
于1930年代的伟大壁画中所描绘的“要么社会主义，

要么野蛮状态”的十字路口。



那么接下去呢? ……

或者，就是结局了。
（从现在开始结束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