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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 21 世纪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吕增奎编译1 

 

一 

 

2007 年，犹太人图书周在马克思逝世纪念日（3 月 14 日）两周前

举行，从举行地点出发，步行不久就到了伦敦与马克思关系最密切的地

方 — 大英博物馆图书阅览室。两位立场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者 — 我

和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在那里向马克思表达了我们的敬意。

然而，只要想想这个图书周举行的地点和日期，这就令人倍感意外。人

们不能说 1883 年马克思死于失败之中，因为他的著作已经开始影响德
                                                        
1 本文选译自〔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神话》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Tales of Marx and Marxism），Little Brown Book Group,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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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尤其是俄国的知识分子，他的信徒所领导的运动已经开始主导德国工

人运动。不过，1883 年，这一切尚不能充分地展示出马克思毕生的工

作。他写作了一些卓越的小册子和未完成的重要著作《资本论》。在马

克思生命的最后十年里，《资本论》的写作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当一位

拜访者询问他的著作时，马克思苦恼地问道：“哪一部著作？”自从

1848 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的主要政治努力 — 所谓的 1864~1873 年

第一国际 — 以失败告终。尽管马克思在英国流亡了大半生，但在英国

的政治或思想生活中却没有确立重要的地位。 

然而，马克思在逝世后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在他去世后的 25 年

里，欧洲工人阶级以他的名义成立或者接受其思想的政党在本国的民主

选举中获得了 15~47％的选票 — 英国是唯一的例外。1918 年后，许多

工人阶级的政党成为了执政党，而不只是作为反对党存在，在法西斯主

义灭亡之后仍然如此，但是它们急切地抛弃自己最初的思想来源。如今

它们仍然存在于世。与此同时，马克思的信徒在非民主国家和第三世界

建立了革命组织。在马克思去世 70 年后，人类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

共产党执政的政权下，而共产党则声称自己代表他的思想，要实现他的

理想。目前世界仍然有超过 20％的人口生活在共产党执政的政权下，

但是除了少数例外，这些执政的共产党已经彻底改变了政策。简而言之，

如果说有一位思想家在 20 世纪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那么他就是马

克思。19 世纪的卡尔‧马克思和赫伯特‧斯宾塞都葬在海格特墓地。

走进海格特墓地，令人非常惊讶的是两人的坟墓都在彼此的视线内。

在两人都在世的时候，斯宾塞是公认的 19 世纪的亚里士多德，而马克

思则是一位依靠朋友资助而生活在汉普斯德低坡的穷人。今天，无人

知道斯宾塞也葬在那里，但是来自日本和印度的年老朝圣者络绎不绝

地瞻仰马克思的坟墓，流亡的伊朗和伊拉克共产党人坚持葬在他的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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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旁边。 

随着苏联的解体，在马克思逝世 100 年后的第一个 20 年里，他已

经彻底变成了历史人物，不再令人为之不安。一些记者甚至认为，今晚

的这场讨论是在努力把他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拯救出来。然而，今天，

马克思再次成为一位 21 世纪的思想家。 

英国 BBC 的调查表明，听众把马克思选为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从

这个调查中没有想到太多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把马克思的名字输入谷

歌进行搜索，就会发现他仍然是搜索量最大的伟大思想家之一，只有达

尔文和爱因斯坦超过他，但远远高于亚当‧斯密和弗洛伊德。 

在我看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有两个原因。第一，苏联官方

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把马克思解放了出来，马克思在理论上不再被公开地

等同于列宁主义，在实践中不再被公开地等同于列宁主义政权。非常清

楚的是，仍然有相当多的理由重视马克思对世界的看法。第二，尤其明

显的是，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在一些关键的方

面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见的世界极为相似。1998 年是这

本惊人的小册子发表 150 周年，恰好也是全球经济剧烈动荡之年。公众

的反应清楚地体现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预见。悖谬的是，这

一次是资本家而不是社会主义者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社会主义者是如此

地沮丧，竟然没有重视这个纪念日。我对于美国航空公司飞行杂志编辑

的采访感到如此惊讶，因为他们杂志 80％的读者是美国的商务旅客。

我写了一篇关于《共产党宣言》的短文，他认为他的读者会对关于《共

产党宣言》的辩论感兴趣，可他会采用我的短文吗？更令我惊讶的是，

大约是在世纪之交的一次午餐会上，乔治‧索罗斯问我怎么看马克思。

我知道我们之间的观点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因而想避免争论，给出了一

个含糊的回答。他说：“此人 150 年前发现了资本主义的一些事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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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今天必须予以关注。”他的确是这样做的。此后不久，据我所知，那

些从未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作家开始认真对待马克思，就像雅克‧阿塔利

的马克思新传记和对于马克思的研究那样。阿塔利认为，对于那些想把

当前世界改变得更美好的人来说，马克思留下了许多的思想。应当记住

的是，即使从这种观点来看，我们今天也需要重视马克思。 

2008 年 10 月，《金融时报》发表了题为《陷入灾变的资本主义》

的头条新闻，这时无人再对马克思回到了公众视野中表示怀疑。当全球

资本主义正在经历自 20 世纪 30 年代初以来最严重的动荡和危机时，马

克思不可能退出公众的视野。另一方面，21 世纪的马克思几乎必然不

同于 20 世纪的马克思。 

有三个事实支配了 20 世纪人们对马克思的看法。第一个事实是那

些革命提上日程的国家与那些革命尚未提上日程的国家 — 宽泛地说

就是北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 之

间的分化。第二个事实来自于第一个事实：马克思的遗产自然地分化成

两种遗产：（1）社会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遗产；（2）由俄国革命主

导的革命遗产。这一点在 1917 年由于第三个事实而变得十分清楚：19

世纪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堕入我所说的“大灾难时代”，即从

1914 年到 20 世纪 40 年代的时期。那场危机是如此严重，使许多人怀

疑资本主义能否复元。就像 20 世纪 40 年代非马克思主义者约瑟夫‧熊

彼特所预言的那样，资本主义不会注定被社会主义经济取代吗？事实

上，资本主义确实复元了，但不是回到它的旧形式上。同时，苏联的社

会主义似乎对崩溃具有免疫力。从 1929 年到 1960 年，苏联的社会主义

看起来似乎合情合理，即使对许多不赞同这些政权的政治方面的非社会

主义者来说，资本主义已经耗尽元气，苏联政治证明它会超越资本主义，

似乎也不是不合乎情理的。在苏联人造卫星发射的那一年，这一观点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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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并不荒谬，在 1960 年后是明显如此。 

这些事实及其对政策和理论的影响都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

的时期，超出了马克思本人的经历和评价的范围。我们对 20 世纪马克

思主义的评判不是依据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而是依据后世对其著作的阐

释和修正。我们顶多能够声称，在 19 世纪 90 年代末期马克思主义的第

一次思想危机期间，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即那些曾与马克思、更可能

与恩格斯进行过私人交往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开始讨论一些与 20 世

纪相关的问题，尤其是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后来马克思主

义者的许多讨论在马克思那里找不到思想来源，而是专属于 20 世纪，

尤其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实际上可能或者应当是什么样子的问题，这个

问题基本上诞生于 1914~1918 年俄国战时经济的经验和一战后的准革

命危机或革命危机。 

因此，马克思不可能主张，作为一种保证生产力最快速发展的方式，

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优越。这一主张属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资本主义

危机面对苏联“五年计划”的时代。实际上，马克思主张的并不是资本

主义已经达到它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能力的极限，而是资本主义增长的不

均衡运动产生了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而这种生产过剩危机迟早会证

明生产与资本主义管理经济的方式不相容，造成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冲

突。资本主义就其本质来说不可能适合随之而来的社会化生产经济。马

克思认为，这必然会是社会主义经济。 

于是，毫不奇怪，“社会主义”是 20 世纪关于马克思的辩论和评

价的核心。这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划明显是马克思主义的 — 事

实上并不是，而是因为所有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政党都赞同这样一种

规划，而且共产党实际上声称已经制定了这样一种规划。这种规划就

其 20 世纪的形式而言已经死亡。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其他“中央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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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经济”，即在理论上无市场的国家所有和指令性经济，已经成为

过去，而且不会复兴。社会民主党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志向始终是

未来的理想，但即使作为正式的志向，它们到 20 世纪结束时也已经遭

到了抛弃。 

社会民主党人心中的社会主义模式和共产主义政权建立的社会主

义究竟有多少内容属于马克思呢？这里十分关键的是，马克思本人慎重

地避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经济制度作出具体的阐述，也没有论及共产

主义社会的具体形式，他只是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不可能人为地构想或

设计出来，只能从社会主义社会中演变出来。他在这个主题上作出的一

般性论述，例如他在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

述，没有给他的继承人提供具体的指导，事实上也没有给那些他们认为

在革命之前属于学术问题或空想实践的问题提供严肃的思考。我们知道

如下一点就已经足够了：共产主义将建立在 — 用著名的工党党章“第

四条”的话来说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通常认为通过工业

的国有化就可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 

十分奇怪的是，关于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最早理论并不是由

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而是 1908 年由意大利的非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恩里

克‧巴罗内（Enrico Barone）提出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私人工

业的国有化问题被提上现实政治的日程之前，也没有其他人思考过社会

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当时，社会主义者毫无准备地面对着他们的问题，

从过去或其他人那里也得不到任何的指导。 

“计划”包含在任何类型的由社会管理的经济中，但是马克思对

此没有具体的论述。当苏俄在革命后尝试“计划”的时候，“计划”

只能是临时的产物。在理论上，“计划”只能够通过设计出各种概念（例

如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和提供相关统计数据才能实现。后来，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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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经济广泛地采用这些设计。在实践中，“计划”只有按照第一

次世界大战时同样临时产生的战争经济尤其是德国的战争经济才能实

现，特别重视电气工业，这是德国和美国电气公司经理中的政治同情者

告诉列宁的。战争经济仍然是苏联计划经济的基本模式，即一种事先确

定某些目标 — 超速工业化、赢得战争、制造原子弹或者把人类送上月

球 — 然后计划通过不顾短期代价地配置资源来实现这些目标的经济。

这不是只有社会主义才有的状况。走向事先目标的工作可能带有或多或

少的精密性，但是苏联的经济实践上从未超出这种状况。而且，尽管自

1960 年以来苏联经济一直尝试“计划”，但是从未摆脱在尝试使市场

适应官僚命令体系时所暗含的两难困境。 

社会民主主义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修正了马克思主义，要么推迟社会

主义经济的建立，要么更现实地设计出不同形式的混合经济。就社会民

主主义政党仍然致力于创立一种完全社会主义的经济而言，这包含着关

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些思考。最令人关注的思考来自一些非马克思主义

的思想家，例如费边主义者韦伯夫妇，他们设想通过一系列不可逆转的

和累进的改革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逐步变革，因而，尽管他们

没有对社会主义的经济运作提供任何思考，却为社会主义的制度形式提

供了一些政治思考。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爱德华‧伯

恩施坦主张，改良主义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的目标没有任何实践的

现实性，从而巧妙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事实上，大多数在一战后成为执

政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满足于修正主义政策，实质上使资本主义经济

的运作满足了工人的一些要求。这种立场的权威著作是安东尼‧克罗

斯兰的《社会主义的未来》（1956 年）。他认为，随着 1945 年资本

主义解决了建立丰裕社会的问题，公有企业（国有化的典型形式或其

他形式）不是必要条件，社会主义者的唯一任务是保证国民财富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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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分配。这一切已经远离了马克思，事实上远离了传统社会主义者的

构想：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非市场的社会，这是马克思大概也会赞

同的一种构想。 

我只想补充一点：最近经济新自由主义者与其批判者之间关于国有

企业和公有企业地位的争论，在原则上并不是一场专属于马克思主义

乃至社会主义的争论。这场争论停留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一种企

图上：通过国家全面退出对追求利润的企业活动的管制或控制，把自由

放任原则的病变转化成经济现实。这种把人类社会交给（所谓的）自我

控制和使财富乃至福利最大化的市场 — 充斥着理性地追求私利的行

动者 — 的企图，在任何发达经济、甚至在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

段上没有任何先例。这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学家对亚当‧斯密的误

读，就像苏联极端的 100％国家计划的指令性经济是布尔什维克对马克

思的误读一样。毫不奇怪，这种更接近于神学而不是经济现实的“市场

原教旨主义”也失败了。 

中央计划的国家经济销声匿迹，而且非道德化的社会民主主义政

党不再立志彻底改造社会。这些消除了 20 世纪关于社会主义的诸多争

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尽管

它们受到他的很大启发，并以他的名义行事。另一方面，在三个方面

马克思仍然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作为一位思想家，作为一位历史思想

家和分析家，作为一位公认的现代社会思想之父。我没有资格谈论他作

为一位哲学家所具有的持久但显然重要的意义。当然，从未失去当代意

义的是他关于资本主义是一种一定历史时代的人类经济模式的看法与

他对资本主义不断扩张、不断集中、不断制造危机和不断自我改造的

运行模式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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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马克思在 21 世纪究竟具有什么意义？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迄今为

止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尝试，已经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全球化进

程已经大大推进，不断加速进行，人类也已经具有十足的财富创造能力。

这已经削减了民族~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力量和范围，因而削弱了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 主要依靠向政府施加改革的压力 — 的经典政

策。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盛行而言，它也造成了国家内部以及地区之间

的极端经济不平等，把灾难的因素带回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周期中，

包括那些变成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成为最严重的全球危机的因素。 

我们的生产能力使大多数人可能 — 起码潜在地 — 从必然王国

迈入到富裕、教育和不可想象的生活选择的王国，尽管世界上大多数人

尚未进入这一王国。然而，20 世纪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运动和政权实质

上仍然在这个必然王国中活动，即使在西方的富裕国家也是如此，尽管

它们在 1945 年后的 20 年里出现了大众富裕的社会。然而，在丰裕的王

国中，充足的食物、衣物、住房、提供收入的工作及保护人民摆脱生活

风险的保障体系的目标，尽管是社会主义者的一条必要纲领，但不再是

他们的一条充分纲领。 

第三项发展是负面的。由于全球经济的大规模扩张破坏了环境，控

制无限制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越来越迫切的需要。扭转或者至少控制经

济对生物圈的影响与资本主义市场的命令 — 即追求利润的持续增长

最大化 — 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冲突。这是资本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我

们目前不可能知道那枚致命之箭由谁射出。 

因此，我们今天如何看待马克思呢？是全人类的而不只是某一部分

人的思想家？当然是。是一位哲学家？是一位经济分析家？是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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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创始人和认识人类社会的指南？是的。不过，就马克思而言，阿

塔利正确地强调的一点是马克思思想的普遍全面性。这不是传统意义上

的“跨学科性”，而是对所有学科的整合。正如阿塔利所说：“在他之

前的哲学家们按照人的总体性思考了人，但他是第一个把世界作为政

治、经济、科学和哲学的整体来理解的人。” 

十分明显，马克思的许多论述已经过时，一些论述不再可能被人接

受。同样明显的是，他的著作是尚未完成的作品，但像所有名副其实的

思想一样，一项永远在发展中的工作。没有人再会把它变成一种教条，

更不用说变成一种获得制度支撑的正统了。这无疑会使马克思本人感到

震惊。但是，我们还应当拒斥那种认为“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与“不正

确的”马克思主义存在鲜明差别的观念。他的探究方式会带来不同的结

果和政治视角。事实上，这对马克思本人来说也是如此。他曾经设想，

英国和荷兰可能出现和平的权力过渡，俄国的村社也可能演变成社会主

义。就像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一样，考茨基甚至伯恩施坦也是马克思的继

承人。由于这个原因，我对阿塔利对真正的马克思与一系列对其思想的

简化者和伪造者 — 恩格斯、考茨基、列宁 — 之间的区分表示怀疑。

对俄国人即《资本论》的第一批专心读者来说，把马克思的理论视为一

种通过西方式的经济发展使像俄国这样的国家从落后走向现代的途径，

是合理的，就像对马克思本人来说推测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是否不会

在俄国村社的基础上发生是合理的一样。这甚至更可能符合马克思本人

思想的一般发展。反对苏联实验的依据并不是只有全世界先进入资本主

义后才能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也不能坚定地

声称马克思曾经这样认为过。这是经验主义的。正是俄国过于落后，只

能产生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拙劣模仿。这在 1917 年本该成为包括大多

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共识。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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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19 世纪 90 年代所谓“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持有阿塔利

所持有的看法，即马克思主义者的唯一任务是在俄国发展繁荣的工业资

本主义 — 的依据也是经验主义的。在沙皇的专制统治下不可能出现一

个自由资本主义的俄国。 

然而，马克思的分析仍然具有许多有效和有意义的核心内容。显然，

第一个内容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阻挡的全球动力和摧毁挡在它

面前的一切 — 保护那些资本主义自身曾经受益的人类历史遗产，例如

家庭结构 — 的能力的分析。第二个内容是对资本主义通过制造内部矛

盾 — 无休止的紧张和临时的解决方案、造成危机和变革的增长，这一

切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中带来了经济集中 — 实现增长的机制的分析。

毛泽东梦想一个通过不断革命而不停更新的社会；熊彼特（在马克思之

后）所说的不断的“创造性破坏”带来了历史的变革，资本主义由此实

现了上述规划。马克思相信，这一进程最终会 — 必然 — 通向一种大

规模集中的经济，这就是阿塔利在最近一次的采访中说出如下论断时所

要表达的意思：在所有人中，决定事情发生的人数是一千人，或者至多

是一万人。马克思相信这将会推翻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在我看来仍然正

确的预见，在方式上却不同于马克思。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预测，即只有庞大的无产阶级通过“对剥夺者

的剥夺”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并不是建立在他对资本主

义机制的分析之上，而是建立在孤立的先验假设上。最起码它是以如下

预测为基础：就像当时的英国那样，工业化将会产生主要是体力雇佣劳

动者的人口。这作为中期的预测是非常正确的，但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

作为长期的预测则是不成立的。19 世纪 40 年代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

也没有期望工业化会产生他们所希望的具有政治激进化作用的贫困

化。对他们来说，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显然没有在绝对意义上变得更加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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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事实上，就 20 世纪德国社会民主党历次非常无产阶级化的代表大

会而言，一位美国观察家评论说，那里的同志看起来“比贫困多一两块

面包”。另一方面，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阶级之间的经济不平等的明显

加剧不必然导致马克思所说的“对剥夺者的剥夺”。简而言之，未来的

希望隐含在他的分析之中，但并不是源自于他的分析。 

第三点最好用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希克斯爵士的话

来说。他说：“大多数希望弄清历史一般进程的人会使用马克思主义

的范畴或者这些范畴的某种修正形式，因为几乎没有其他的范畴形式

可用。” 

我们无法预见 21 世纪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倘若

这些解决方案要获得成功的机会，它们就必须提出马克思所提出的问

题，即便它们不愿意接受马克思的各类信徒所给出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