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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道至简，《资本论》时代性地王者归来，这是经济学“文化自信”的使命性所在。然则，《资本论》必须作为“批

判的知识理论”看待，《资本论》研究为此需要走出直面现象的“碎片化文义”，回归事物关系的整体；同时，它的传播亦需要

在不断提升文化品位中实现对“批判规定”理解域的回归。在这一情势下，有必要重提文化版《资本论》，梳理新进展，给出

它的性质、地位、根据和意义以及研究特色、功能、路径等方面的新评估与考量。通过研究比较可以发现，马克思发动相对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而言的“学科革命”，着力点在于将“文化”作为实体的要素植入对事物的关系的理解中，以形成具象

的范畴和语言，文化乃至作为了“实践态的辩证法”的工作构件。据之看来，为了达成理解的澄明化、鲜活化，文化版本的

工作模式必然是合乎中国人阅读与运用要求的《资本论》形态；概言之，这是对《资本论》研究的“蔽而新成”，亦是对《资本

论》文本内涵的深层发掘。表明：《资本论》在思维与语言层面始终存有一种“动态的整体生产”观，使得我们能够依据时代

变化的条件进行“重新生产”与“重新发现”。总之，文化是学科工作规定，它拓宽了逻辑和经验的狭隘基础，极大增强了知

识的理解弹性与批判性的生长向度；于是对中国而言，以此为契机，实现经济思维与语言的“回家、回历史与回中国”就成

为中国经济学建设事业中的一项持久性的日常工作。其说明了中国人是在怎样的意义上“神会了”《资本论》，通过它叩问

过去而开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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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版《资本论》研究刍议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许光伟 1，许明皖 2

（1. 江西财经大学 南昌，330013；2. 四川大学 成都，610065）

一、从《资本论》的文本形态说起

当人们谈起马克思的辩证法，首先想到的是他的伟大的著作——《资本论》，就让我们从这一文本说

起。当有人指责《资本论》是“像蝙蝠一样的语言”，是在试图寻找语言背后的逻辑。所以，我们不应当否认

马克思的语言和他的文本有直接关系。立在“蝙蝠式语言”背后的规定是什么呢？伯特尔·奥尔曼认为，它

并非简单的语言风格问题，而是由马克思的哲学观念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假如把马克思的哲学简化到

极致，那么最终留下来的词可能只会是一个，即关系——“关系是不能再简化的最小单位”，也即是说，马克

思对所有事物的考察都是“在关系中”完成的。所谓进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研究领域中的每一个要素都

是“一定的社会关系”；“所谓‘内在关系哲学’主要就是指任何事物都处在‘内在关系’之中”，从而“把事物看

成这样的‘关系’，就要求把它们看成历史性的存在。”[1]7这是会“自我生长”并不断变化的关系规定，以至于奥

尔曼认为，在马克思看来，国家、阶级、资本、劳动、价值和商品等从来都不是孤立、自足的事物，而必须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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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成“关系”——它们既是一个社会的组成要素，同时也必然是内在于这个社会的相互联系；换言之，“它们

就包含于自身之中；它们被看作是某个整体内部相对完整的组成要素，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我们一般认为它

们具有外部联系。”[2]17

人们不满于《资本论》的文义，是由于它不能作为通常意义的“知识论”对待：“马克思的著作由于缺少定

义（也就是说，缺少对一些显而易见的陈述进行的界定说明）一直以来常常遭到抨击，但现在应该搞清楚的

是他在提供定义方面有什么困难。由于马克思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并没有泾渭分明之界限的世界，很难对常

识性观念做出区分，所以他不可能防止对一个要素的定义向其他的要素渗透。对他来说，任何孤立的定义

都必然是‘片面的’，可能会误导人们。”[2]30实践是理论的先声。“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

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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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毫无疑问，“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

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3]55我们甚至可以说，马克思是以批判的态度和方式对待通常所说的“知识概

念”的，而使语言始终处于“运用状态”；这种文本必然处于“叙述＋说明＋议论”联合之状态，而非独立语义

之“知识态”。

但就辩证法而论，当下的发展方向乃是“解释学”“实证化”“形式化”。所谓：“这三个发展路向体现了当

代哲学尝试克服深层理论困境，不断开拓辩证法的新领域，跳出传统辩证法的‘思辨’和‘本体论’的牵绊，试

图通过对辩证法的重新理解和阐发，彰显辩证法当代意蕴的深层动机。”[4]仅就前一个方向而言，有学者倾向

于将“话语论”（对系统与碎片的叙事方式）同样视为“方法论”，从而认为，“从‘话语’方法论的视角看，《资本

论》的理论实质是‘剩余价值理论’。这就是说，剩余价值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独有话语’，本身也是一

种方法。”[5]前言 2~6这亦就是所谓的“认识论转向”和“语言学转向”。“‘认识论转向’：它所针对的是离开对人类

意识的认识论反省而直接断言世界本身；它所要求的是：哲学家在建立关于世界的理论之前必须先有关于

意识的理论；它的根本观点是‘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为无效’。‘语言学转向’：它所针对的是离开对人类语言

的考察而直接断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它所要求的是：哲学家在建立关于意识和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

之前必须先有关于语言的理论；它的根本观点是‘没有语言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为无效’。”[6]这说明辩证法

本身尚有待“保卫”。盖因辩证法源起于中华的历史与文化统一规定，从广义态的科学逻辑发生看，它融合

于文化学科；此发生学之本根。古希腊自然科学的崛起使之走上科学与文化逐渐分离的道路，黑格尔的辩

证法实现科学和文化的再度融合。然则，《资本论》可以视作历史、科学、文化统一的寻求。

文本是文义的集合。《资本论》的文本更是“辩证法的舞蹈”。奥尔曼认为它熔炉了“研究的辩证法”和

“叙述的辩证法”，从而产生相互拱卫的扩张力。“由于被赋予了一种从整体到部分、从系统向其内部进行研

究的方法，所以辩证的研究从根本上将旨在寻求和探索四种关系：同一性与差异性、对立面的相互渗透、量

变与质变和矛盾。由于这些关系根植于马克思关于现实的辩证观之中，所以它们能够使马克思实现其双重

目的：揭示某种事物运行或发生的方式，同时发展关于这种事物刚好以这种方式运行或发生的系统的认

识。”[7]8~9然则，辩证法的文本形态赋予《资本论》“蝙蝠语言”色彩，淡妆浓抹总相宜，乃是消除“讲坛话语”的不

足性，其往往直接混淆日常语言与专门性学术用语的界限性，又不假思索地否认“历史学术语言”的存在

性。为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设了“辩证法范畴”语言生产与运用规范，其所依凭者，即《资本论》的综合

文本体式：史书态—逻辑态—知识态。这三态的复合为一，委实为批判工作所需，盖因《资本论》直接面对的

不是“事实现象”，而是透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即以“批判”为内置规定的研究工作）所整理出来的立在事实

背后的“真”“假”逻辑。“注意下面这一点很重要：即资本主义迥异于它以前的阶级社会就在于，它把一切主

要的生命功能都统一到了一个由价值规律及与之相伴的货币权力所支配的独特有机体，而又隐瞒并力图否

认这一点。存在的破碎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化的片面性特征一起使人们倾向于关注进入他们生活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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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要素——一个人、一份工作、一个地方——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因此也忽视了从这些关系中产生

出来的关系范式——阶级、阶级斗争、异化及其他。”[7]序言 4这样看来，逻辑学的工作对《资本论》来说，仍旧是

第二位的，它服从于历史批判。在这种语境下，由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公布的“抽象力的方法”，

其实说的就是“辩证法”——它的工作形态及辩证法范畴。其首要的任务在于确立范畴的“史书意义”的过

去、现在和未来，并形成对“历史支架”的统一性认识。只有这项历史知识逐渐完备起来之后，才最终能形成

“个别到一般”辩证的叙述。“如此说来，只有把马克思的研究对象理解为从历史的结构中出来的规定，即遵

循六册计划的把握路径，并且用于逻辑批判的工作结构和程式，才能根本说明‘副标题’的产生。”[8]

经济学首先是历史理论。这样才能理解伯特尔·奥尔曼对“研究的辩证法”的界定：“关于研究的辩证法

最好被描述为对事物之间发生内在联系的多种方式的研究。它是以整个世界为目标的探索的航行，但这个

世界被认为密切地包含在它的每一个部分之中。”抽象首先是“历史态”的，“因此，劳动——劳动一般，马克

思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的特殊产物——之所以叫‘抽象’，是因为多数人相信它存在于所有社会制度之中。”[7]162

对商品生产系统而言，抽象劳动毋宁说就是“可道”的规定性，而价值相应是它的“可名”的规定性。可道，才

会有“运动的构造”可供加以研究；同样，可名，也才会有“可识”这样的理论形态。“从这一解释中可以看出的

是，马克思在分析中所面对的问题不是如何把独立的部分联系起来，而是如何把社会整体（关于社会整体的

论述随处可见）中工具性要素个体化。”然则，“在尽力寻找劳动的创造价值的方式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一开

始就接受两者之间的那种等价关系（这两种社会关系表述的是同一个整体——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价值是

劳动’），而不是去寻找它们相互区别的方式。”进一步而言，“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关注的是‘价值的形态变

化’，是它在经济活动中具有的各种形式，而不是关注劳动创造了价值。”[2]31

逻辑和历史的叠合使得认识世界和研究世界必然一体化。“这里似乎是明确的二分法，其实不然，就像

马克思主义中所有这种‘两极对峙’一样。”[7]167然则，“在《资本论》中，把价值、劳动、资本和利息联系起来的辩

证关系只是世界历史上某个特定阶段的产物。所以，通过揭示它们与其他社会要素之间的联系，马克思也

展示了它们的历史关系。而与此相反，马克思写作历史时把所有的发展都看成了他关注的要素之间的一种

暂时性关系。”这种特殊的“知识态”自然是牢牢定格于由历史所统驭的逻辑当中了，或者说，由历史和逻辑

的相互关系“锁住”了。这种文本同时是一种“关系文本”，整体看，是由书写“关系”的理论范畴所构造，这使

得“马克思用辩证法进行解释时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对每一个主体都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进行论述；二是假

定每一个主体在不同时间具有的不同形式，每个主体都呈现出了这种特殊方式。”[2]82

总之，这都归功于马克思所缔造的“特殊的文本”。通过对“本质—现象”共构的范畴的生产与“知识态

的运用”，“不管马克思把社会理解成什么，包括它的变化过程以及他从中做出的预测，都已经包含在用来解

释他所理解的社会是什么的每一个重要概念中了。”并且“正是这一点使马克思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中把‘经

济范畴’等同于‘历史性的规律’，并把‘逻辑’作为‘规律’的同义词。”的确，“这种含义理解非常依赖马克思

的术语。”[2]25总起来说，可以认为：“马克思辩证方法的突出之处是，他在其中找到辩证法并用它来研究资本

主义社会（包括——由于辩证法的要求——它的起源和可能的未来）；辩证法所导致的统一的知识理论（体

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尚不完整的理论中）；辩证法使自身成为潜在可能的对于非辩证方法的持续性批评……

以及或许是最引人注目的，辩证法对知行之间由辩证法本身所引起的必然联系的强调。”[7]15正是由于存有这

种种的“客观关系”，马克思对他整体所采用的“范畴体系”十分自信，以至于自豪地宣称：“我考察资产阶级

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读者如果真想

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9]

许光伟，许明皖：文化版《资本论》研究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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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本论》中的语言规范：辩证法范畴的三重规定

在奥尔曼看来，“诸如‘矛盾’、‘抽象’、‘总体’和‘形态变化’等等，这些以其他方式来看会令人困惑的辩

证法范畴既使这些关系中的部分更容易被思考和分析，又（至少）有助于避免静止的、部分的、片面的和单向

度的理解。马克思的所有理论是靠他的辩证的观点及其范畴创立的，而且只有掌握了辩证法，这些理论才

能被恰当地理解、评价和应用。”[7]序言 5所以如果能够将《资本论》中运用的“方法”直接辨识为“范畴的方法”，

并使之与辩证法内在联系起来，那么我们要做的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就是将《资本论》中所使用的范畴大写

字母化，使它同时作为“方法论的规定”——作为批判的认识工具以及必然因之而来的历史和逻辑据以发生

联系的“工作支架”的规定。概言之，经济范畴不独是“语言支架”。它的完整的含义包括：历史知识和历史

支架；逻辑架构及其衍生的“思维支架”作用；语言工具和认识支架。这些含义是“有秩序的”作用体，盖因它

和《资本论》“三重文本形态”契合，我们又可称之为理论范畴的“三重规定性”。这表明经济范畴作为社会生

产关系的“理论表现”，绝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与观念和现实之间具有严格的对应关系或矛盾的认识

反映关系，正是生产方式具有“有机的和历史的”复杂运动之性状特征所致。它之所以作为“辩证法语境”的

语言规定来掌握，本质上就是由它的强烈的种种实践性特征所决定。

然则，从性状特征上看，《资本论》中所使用的每一概念都毫不例外地落入了特定的“范畴族”中，即使从

外表上分析亦具有强烈的“思维支架”功能；它们相互制约，在意义上相互生发，目的又在于指向一个它们共

同所依存的“语义共同体”。如马克思说明“使用价值”这一概念时，除了说明“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

值”之外，立即又指出“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

因此，商品体本身，例如铁、小麦、金钢石等等，就是使用价值，或财物。”[10]48这不外乎是告诉我们两条基本信

息：第一，“商品体”是使用价值等关系要素共同栖息的家园，因此商品是当仁不让的“历史支架”，而将使用

价值确定为商品体的一个内在的构成，这是一项从自然工艺角度看的“历史知识的真理”；第二，从社会历史

的过程看，物的有用性“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因为不同使用价值之间发生着各种“客观的关系”。有了这

些限定和“暗示”，马克思接下来的讲述将会是什么，相信读者自然能明了。但如果我们坚持离开“商品体”

这个语义大前提进行平面逻辑的思考——这意味着就单一子概念对“对象”进行各自画地为牢的片面性理

解，那么可以说，总体思维的构想一定难以成行。所以说，《资本论》的“范畴”不独是语言工具，语言本身也

并不是思维赖以进行的唯一工具：一方面，思维先于语言并影响语言；另一方面，思维可以不依赖语言进行，

可以和“行动”直接结合。马克思《资本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而强化了范畴的“实践行动观”，所以它不是

知性的，而是“理性批判”的。据此而论，《资本论》的范畴归根结底是历史、思维与语言的“行动意义”之统一

体，它调动了人类思维，同时抑制住了“片面主义”思维倾向。

作为对比，我们谈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草稿的提纲“价值—货币—资本”，——在那里，价值

尚未成为“批判的知识”。关于这种历史性过渡，马克思指示第一者是“从价值的一般特点（这也是后来表现

在货币中的那些一般特点）同它表现为某种商品的物质存在等等之间的矛盾中产生出货币这个范畴”，指示

第二者是“作为货币的货币”，“它并不暴露各个交换主体之间的任何区别”，以至于“这就是自由、平等和以

‘劳动’为基础的所有制的王国”。对于第三者的历史过渡关系，马克思指示它是“作为资本的货币”。然而，

恩格斯则坦率地称之为“抽象的推理”。[11]131~136众所周知，马克思后来的调整方案是“商品—货币—资本”，其

重大的变动就是增加了“社会客观批判”的维度。[12]这种变动就是使范畴超越了语言工具的特征，同时成为

历史行动过程本身。这就是奥尔曼指认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否认“马克思研究方法的经验特征”，“马

克思并不是从术语的含义中推导出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相反，而是像一位优秀的社会科学家一样进行研

究，来发现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他利用了那个时代所能利用的全部材料和资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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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马克思推迟完成《资本论》第二卷，一部分原因是他想看一看英国即将爆发的危机将如何发展。”[2]75

以价值规律“范畴族”为例，辩证法范畴的第一重规定是指“事的规定”，即商品体范畴代表了“商品历史

生产之事”，这就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之事”；它不同于事件，但可以说是“事件的总和”之抽象，

所以马克思开篇就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

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10]47亦因为如此，必然有对两种存在

实体因素进行的历史考察，从它们相互关系的“上游”和“下游”的位置加以进一步的“抽象”，这种抽象是和

“资本主义的概括层次”相适合的，由此从两方面、从“历史的逆向研究”中把握住了它的发生的方式。据此

有商品的自我认识——价值范畴——之诞生。

辩证法范畴的第二重规定指示的是“逻辑的架构安排”。奥尔曼以事物间的“内在关系”指认这种观察

世界的网式思维方式。这种抽象在范围上必须覆盖商品活动的全域，既针对“商品体”本身，又针对历史生

产的“宏大的范围”，这样势必要引出“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作为“事的逻辑”，劳动二重性和商品

二因素之间必然构成“内容（规定）”与“形式（规定）”的关系，立在此关系域中的规定性就是“矛盾的发展”。

这促使我们应当对“体系的辩证法”给出批评性意见：盖因体系辩证法在做法上，“错误地将马克思的辩证方

法仅仅局限在它紧密联系的几个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即叙述阶段上。”[7]241

然则，辩证法范畴的第三重规定应直接指示商品的本质规定性：价值。“商品是价值”、“价值是劳动”，这

两个命题的联立最大程度地破除了“拜物教”认识迷雾。所以，马克思的范畴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

这样，商品价值成其为逻辑和语言工具的统一。作为知识，“马克思的概念意欲向我们传达的内容就是它们

向他展现出来的已被结构化了的信息；正是以这种方式，它们获得了一种‘真理价值’，这种价值与它们自身

体现的陈述性价值是不同的。”[2]25思维支架落实为从“历史支架”进到“认识支架”的实践化的工作批判规定，

或者说，这正是“历史”和“认识”二重化运动的结构，它们共同成为思维本身的载体。显然，这是“事的认识

规定”，使历史知识的框架细分为“质—量—形式—规律”，即对“事物的质”认识、对“事物的量”认识、对“事

物的运动实现形式”认识以及对“事物的发展规律”认识。这样，“过程观”和“关系观”才得到合理统一，实现

了对“常识”的能动性超越；以价值量的决定为例，由于有了和价值匹配的“抽象劳动范畴”，使得马克思可以

这么来做直接性论断：“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作一个同一的人类劳

动力，虽然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别一个劳动力一样，都是同一的人类

劳动力，只要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

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

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0]52

范畴的历史态、逻辑意义态和具象的知识的三者合一，是辩证法对“事的科学”的范畴规定的要求，通过

满足这些要求，而且把意义确定的概念或词语置于逻辑的框架内，作为“理论形态的经济范畴”就此创生出

来。它表明在批判的进程中，无论如何，范畴既是辩证法的工具，同时也是辩证方法的基本组织单元。从

而，“话语的力量”总是要借助范畴并通过特定的文本形态而发挥作用。这种力量归属于范畴本身，是“辩证

法范畴的权力”，本质上来源于“抽象力”的规定。

三、再议“中国人资格”问题

《资本论》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新时代”的号角呼唤针对现实的实践化的理论阅读，为此，推进

“新时代的《资本论》”将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新定位”。当前，国内《资本论》学术体系在研究类型上

可做的区分是：政治版《资本论》、哲学版《资本论》、数理版《资本论》以及文化版《资本论》。前一者一直具有

许光伟，许明皖：文化版《资本论》研究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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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性位置，中间两者在改革开放以后地位迅速崛起，并以“对立性派别”姿态分掌了一定的学术领导权；在

这四者中，唯有最后一者一直“势单力薄”，又似孤家寡人，自王亚南的初步研究之后便鲜有继者响应。创新

性继承、创造性转化本是中华《资本论》研究的应有之义。“继承而创新”“继承而发展”在规定性上即是“用的

状态的《资本论》”，必能引导创造性的阅读行动。回顾历史，“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是王亚南

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1940年）一文中阐述的一个重要观点，他在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拒绝经济学的“舶来

品”性质。为此，他提出“中国经济学”的创建主张，强调“我们要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逐渐努力创建一种专

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我是在这个前提下，提出‘中国经济学’这个名称的。而其所以要提出这个

名称的最有力的动机，就是痛感到经济学在中国是太被误用了，而且一直还在被误用着。”[13]

时隔大半个多世纪，当时之境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今日之局面甚至演绎为“无人读”、学子畏读和怕

读《资本论》之“时代尴尬”。抛开时局影响、“消费马克思主义”不良工作倾向以及文本主义的“念死经”“念

歪经”等障碍性因素不论，从学理上看，这里面亦有两个问题需要再明确一下：一是研究主体规定与研究客

体规定的工作分野，二是对二者结合而成的“方法实践活动”的民族工作内涵的识别。《资本论》与中国的结

合决非仅限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的根据也应当有，不仅如此，而且还有文化上的深层动因。就第一个方

面的问题而言，从《资本论》的研究中将“研究主体规定”清晰、独立出来，是为了突出这一领域内的“行动者”

问题。很显然，中华工作系统与之有大的不同。一个明显之处就是中国人没有太多的“拜物教意识形态”束

缚，相反有“官文化”的束缚，这样显得更加地“不独立”。盖因“中华生产关系历来是‘主体型生产关系’的范

型”，相比之下，“中华的优良之处则在于对‘物体系’的拒绝”。另外一方面，如果说“马克思《资本论》恢复

‘主体’的方式，即是对阶级概念加以创造性地运用”，“所谓资本的经济行动，从对破灭‘物象’的角度看，那

就是阶级与行动规定的统一，从而在这里，行动是直接隶属于‘阶级’的范畴；或者说，在物象化的体系操作

中，阶级概念毋宁说是对于‘行动规定’的直接提升。”那么“当我们在《资本论》框架中充分重视和强调‘行动

的理论’时，也就容易使之和‘中华事的科学’的规定相结合，特别是从方法论的层面上。最终的结局依然

是：在前进方向上，唯物主义和行动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行动主义仍然可以合流为‘历史唯物主义’。”

一言以蔽之，“社会主义仍旧重在建设，尤其是主体行动方面的建设”，而也可以说，“中国行动即是对‘阶级’

的一个直接性的表达。”[14]726~728“这样看来，从主体出发，从中发掘社会经济系统的‘主体性与行动规定’（从主

体中直接引出‘行动的规定’），可能是‘国学感召’在现时代的应有的意义。”[15]

就第二个方面的问题而言，所谓方法实践活动集中起来看主要地就是“实践态的辩证法”工作规定，而

又有分别不同的民族工作内涵；拿中国来说，“中华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生学工作逻辑＋身份二重性”乃

是本土的元素，由此产生经济形态的交互性，“劳动隶属于身份和劳动隶属于财产展示截然不同的发展轨

迹：身份所有制——财产所有制。按照马克思的规划：前者指向主体的发展、协作的发展，指向‘人的自由个

性’；后者指向客体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发展，指向‘土地和社会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16]这样就需要深度挖

掘政治经济学批判“多重规定性”的表现，把握辩证法的“方法的步骤”。要之，是认识到：“中国人向来以实

践态的‘发生学’阐说和运用辩证法，就成为‘行动主义逻辑’意义上的辩证法建构者。”同时，“注重实践逻辑

的《资本论》没有脱开主体身份的历史过渡来抽象谈论财产关系，是这部作品的一个伟大之处。”“盖因马克

思对辩证法的运用是以‘实践逻辑’为切入，以‘批判’为规定。”[14]写在前面 16~17然则，可以推定中国辩证方法的步

骤集中体现于“行动的方法规定”中，该方法规定尤以母子式、发生学的历史行知思维和方法为著称。“这种

比较研究突出一点：中国经典和马克思《资本论》都并非‘形式逻辑’知识体系，而毋宁说属于批判的辩证法

的知识构造。”[8]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通过对“历史行动”的研究主体规定的构造以及探寻它对“客体”的驾

驭，最终可以消除思维的神秘性。对于中国人来讲，《资本论》仍旧具有新时代的价值。其和中华经典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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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即在于“史书规定”，这是从高度上来看待的。然则，新时代规定的“中国人资格”就可以细分成“中国人的

研究资格”和“中国人的阅读资格”两个工作组成。具体而言，前一资格强调“行动规范”和“批判规范”的融

合，后一资格强调中国范畴必须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方法组成构件乃至中心构件。这将是一次“新

综合”，因为在中华工作系统中，研究和叙述始终是作为“实践态的思维”予以辨识的，同时也是作为“实践态

的方法”加以运用的；它们本质上是“互系的”学科方法逻辑。铁肩担道义，妙手著华章；中华体式的思维和

中国方法的介入将极大地有助于克服思维的单边性，并有效清除人们对存在一个“独立性的叙述工作”的认

识渴望上的幻觉。

四、与时俱进的《资本论》“体”“学”“用”

根据以上阐述，《资本论》中有“政治”（如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和对劳资关系本质的深刻揭示），《资本论》

中有“哲学思考和批判”（如主体规定和客体规定），《资本论》中亦有“数理”（如著名的“价值转形”问题）和

“文化”（如艺术构境和语言、学科文化），这些都是《资本论》之体，且都是和近现代以来历史运动相联系着的

“研究内容之体”。如上所论，尤其在对待文化要素是资本主义批判的实体性工作元素这一点上，拙劣的马

克思主义者往往严重地忽略，“最近，社会科学强化了这一趋势，它将人类知识的整体打破，使之成为相互竞

争的学科的专门知识，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并几乎排他性地研究那些允许用统计学方法处理的

狭窄领域。（于是）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这个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在不断增强的最大关系范式，实际上已经

变得看不见了。”[7]序言 4对此，我们必须予以摈弃。必须认识到，马克思的批判本身就是多路向、涵义综合的。

所以唯有客观把握，多路入手，揭示这些内容之体彼此之间的应有的联系，找准时代切入点，以生动再现和

全面刻画这个内涵具体而思想深刻的“伟大批判体系”①。如此，方能实现《资本论》的方法自信、思维自信乃

至文本自信和语言自信。在“新时代”条件下，这显然是亟待建设起来的指导《资本论》通俗读物以及政治经

济学教材编写的纲领性文件，因为，它将有效防止当代辩证法研究的毫无原则的“解释学化”、“实证化”以及

“形式化”的扩张步伐，抵挡各种以“科学”或“非科学”的名义实施对辩证法本身的侵袭②。

政治经济学以“批判”为方法，以“批判”为学科工作规范，使得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必须作为“总体研究

方法”的规定被看待。从而，范畴作为“方法工具”即范畴的方法是作为上述意义态的方法规定的应用的面

目而出现的。这就说明《资本论》中的“范畴”同样是特殊的历史规定和学科规定，服从于特殊工作目的；例

如，作为“知识”，它具有二重态：作为“逻辑定义之知识”和作为“批判对象之知识”。亦即如前所述，经济范

畴作为“知识”，乃是概念知识和历史知识的统一，“概念性”和“历史性”是其内涵规定的二重形态。然则，

“内容之体”（又可说是“历史内容之体”）在通往“实践之用”路途中，尚需要结合它们的“工作中介”出现，这

就是“实践化的学”，它处在了“体”“用”之间，作为“中国行动”的一个具象性的工作范畴：一方面，我们认识

到《资本论》的每一范畴均具有强大的思维支架作用，它们拥有固有的逻辑和语义；另一方面，也要明确：思

维的两方面来源是“历史支架”和“认识支架”，可以分别从两方面予以补充和改造，——如从知识是认识的

手段角度形成对概念的调整以及从范畴是方法的手段角度形成对逻辑的调整，等等。由此引出了中国范畴

和《资本论》范畴的结合。这导致了文化版《资本论》的实体性的存在。文化将增强研究与叙述的总体性，概

言之，文化版《资本论》是合乎中国人阅读与运用要求的《资本论》形态③[17]。其根据如下：

第一，对中国人而言，文化是统一学科的工作元素，并且本身就是一种学科类型。《资本论》“大道至简”，

体现的是一种“文化品位”，即对总体历史把握上的语言简洁性。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关于经济形态（经济

形态社会），马克思常说的是这两个简单公式：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W=C+V+M。前者中的左

式代表唯物史观域内的“生产对象”规定，右式代表上述对象规定的两种存在类型；显然，它是概念知识和历

许光伟，许明皖：文化版《资本论》研究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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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知识耦合的最突出的一个等式。在商品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概念域中，后者的左式既代表唯物主义的对

象规定，也代表历史唯物主义意义的对象发展规定，因为此处的商品演变为自我扬弃的“资本主义商品”；右

式则表征资本主义商品世界的社会历史构造：从而在意义上，第一个字母C代表“资产阶级的客观实存”，第

二个字母V代表“无产阶级的客观实存”，第三个字母M代表两大阶级的关系果实——由雇佣劳动生产而被

资本家无偿占有的“社会剩余价值”。这第二个“突出的等式”深刻表现了历史暂时性范畴之关系安排；它是

特定逻辑态的，本质上隶属于第一个等式，是其理想性的资本主义表达。从而显示：“按照‘内在关系的辩证

法’，任何事物都处于‘内在关系’之中，且其本身就是一种‘关系’，所以任何事物的过去、现在与可能的未来

都是该事物本身的各个部分，它的过去为其现在创造前提，它的现在又在为其未来创造前提。”[1]173

第二，中国的语言是“运用状态的文化”，而能够和《资本论》总体思维相契合。以上分析表明，《资本论》

的范畴注定是“蝙蝠式的语言”。所以，“可以看出，奥尔曼并未像埃尔斯特那样在‘调和’形式逻辑与辩证法

的背景下去阐释马克思的辩证法，而是通过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重新阐释论证了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等非辩证

方法的根本差异。他力图表明，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其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全面动态把握的恰当方

式，正是辩证法而不是形式逻辑等非辩证方法使得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不是永恒的，进而认识到从资本主义

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内在的和必然的。”亦即，“这些观点均表明，奥尔曼意识到，唯有辩证法能够突破形式

逻辑、一般社会科学以及常识所假定的前提，把握到世界或社会现实的本质，而形式逻辑等其他非辩证方法

则会阻碍或损害对社会现实的把握。”[18]对这种语义体式的把握最好的方式是某种“文化学科意义态”的工作

语言，因为它能够打通范畴的“流动性”与“固定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所谓“名，可名，非恒名。”文化实质上就

是一种有关于本质状态的生成论描述，侧重过程与状态的统一描绘，所以能够契合《资本论》的特质，以恰当

的方式切入对它的理解。又因之中国语言具有文化传承的历史特性，所以格外能体现思维的内向性与运用

性，也就能够将《资本论》思维的“总体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三，文化作为辩证法的构成要素，归根结底在于展示“思维的自信”和“语言的自信”。党的十九大提

出的“文化自信观”自然是指着思维与语言的“自信力”而言的。《资本论》根据其文本的卓越创造而表现出强

大的“文化自信力”，即是对“一切遮蔽”进行解蔽的工作能力以及对“一切虚假逻辑”予以识别的能力，归根

结底，是对“本真的人的关系”予以显露的能力。这种文化观和语言实践观充分显示了主体行动的决心；又

表明《资本论》文本的体系性力量本质上就构筑在文化性语言范畴之上。从而，其创造性地将主体所掌握的

文本建立为关于范畴间的“能动的联系”，并且使范畴落实为一种“能动的语言”。该语言实践——语言主体

和语言客体的交互性作用的活动——应视为一种文化交流。于是，我们认识到《资本论》中“文化”乃是研究

与叙述的实体规定的要素，横亘在文本和文本之间的是文化语言所建立的“能动性的关系”，它最大限度地

展示了整个理解系统的开放性。

总之，如何在研究进程的发展创新与为传播需要而直接进行的文本更新中防止“学术修正主义”，有效

保持《资本论》原著思想的本色不变，说到底，根本是一个方法论原则的坚持与坚守。只要我们将“民族形

式”的表达与表现牢牢植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土壤”，那么所谓“中国的特性”，不外乎就是历史内容

“怎样合流”的问题。然则，文化体现着极为高度化与严谨开放的学科整合原则，是有利于将经济学回归于

“历史科学”的民族内涵逻辑之特别化的工作范畴；它的要义是肯定“中国具体实践”的内容与形式统一体的

规定性，而必然发挥“固本导流”的培育功能与启迪民智、发掘中华力量的教化作用。

五、探索“事的科学”——历史叙述为什么要和综合过程研究结合

挣脱语言牢笼束缚的起点是从走出“自足的叙述王国”开始。从而在进行认真的研究之前，任何的体系

预想和范畴预设都被视为“非法的”，是对于历史研究的“逻辑主义”的强加。坚持从事实出发，从对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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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工作批判出发，使得马克思的工作用语具有了崭新的特色；它抵御了语言上的“故意玩弄深沉”以及相

反的庸俗、浅显和流于形式化的弊端。

然则关于马克思的工作用语特色，人们的反响向来不一。如上所述，有的人称之为“蝙蝠语言”，有的人

则诬蔑为“炫耀式的装潢”，因此指责它玄奥、难懂。但是毫无疑问，“《资本论》是一部‘超越了马克思那个时

代的杰作’……《资本论》是一个‘艺术的整体’，它不仅用‘《圣经》、莎士比亚、歌德、弥尔顿、伏尔泰’等文学

艺术之经典对资本主义进行明喻或暗喻，而且还用‘恐怖故事、歌曲和小诗、情节剧和滑稽剧、神话和谚语’

去反讽和恶搞古典经济学；但它的目的并不是给‘令人望而生畏的经济理论盖上一层华美的装饰’，而是‘一

针见血’地揭露‘事物的欺骗性’。”[5]12马克思本人则说，“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当

然，我指的是那些想学到一些新东西、因而愿意自己思考的读者。”[10]8同时，他抱怨：“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

的方法理解得很差。”总之，“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10]19

这部分是因为马克思为了追求“对党负责”的科学叙述，——毫无疑问，它增加了普通读者的阅读难度，

除此之外的原因则要归结到那些“不良的用意”。一些人为了攻讦、诋毁马克思的理论，就从对他的叙述风

格的责难开始，对他的方法进行质疑、对《资本论》的文义进行曲解，乃至对《资本论》的逻辑进行重构和瓦

解。于是，把“叙述”夸大化，使本该严格隶属于研究内容的“叙述形式”予以独立化，甚至反客为主地把它们

当成科学的本体。一句话，马克思的“历史科学语言”的内涵被严重削弱了，人们甚至对它不理不睬，而大谈

“马克思的纯科学”（所谓“科学辩证法”或“科学实证主义”）。这里有必要谈谈马克思的“抽象”。它不是纯

历史的，也不是纯逻辑的，毋宁说是两者的某种程度上的一个巧妙性的结合。但是，如何恰当把握历史研究

中的抽象的“度”呢？我们举一个例子：“这特别表现在对待‘抽象’这个问题上，一般说来，你的确过于贬低

‘抽象’了。这里的区别在于：马克思把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共同内容概括为它们的最一般的思维表现，

所以他的抽象只是用思想形式反映出已存在于事物中的内容。与此相反，洛贝尔图斯给自己制造出一种或

多或少是不完备的思想表现，并用这种概念来衡量事物，让事物必须符合这种概念。他寻求事物和社会关

系的真正的、永恒的内容，但是它们的内容实质上是易逝的……你对价值也采取了类似的态度。现在的价

值是商品生产的价值，但随着商品生产不再存在，价值也就‘变了’，就是说，价值本身还存在，只是形式改变

了。实际上，经济价值这个为商品生产所特有的范畴，将同商品生产一起消失，就像它在商品生产以前并不

存在一样。劳动同产品的关系，无论在商品生产以前或以后，都不用价值形式来表现。”这是恩格斯在《1884
年9月20日致卡尔·考茨基》说的话。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同时重点对考茨基说：“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

无论如何还为时太早。要是我，就压缩你的答复的这一部分，并首先引证马克思自己的话：《批判》中上述那

一处，其次是《资本论》本身，特别是原始积累，施拉姆在那里也能找到关于母鸡和鸡蛋的材料。一切资产阶

级分子现在都聚集在洛贝尔图斯的周围，这实在是好极了。我们不能指望比这更好的了。”[11]447~449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不能够重走历史编纂学的老路子，因为它的目标是建

立“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为此，“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

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3]66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思言简

意赅地说，统一的历史——自然史和人类史是一个运动过程，同时必须从“科学”的角度来把握。这是为了

确认它们之间的总体联系。卢卡奇后来在这个基础上试图建立“总体性”的概念。它瓦解了黑格尔的抽象

逻辑，但保留了辩证法的合理要素。

另外，从事物的发展性质看，也必须把历史视作“历史综合自我的过程”，因为历史特性——发展特性——

就锚定在历史的形成过程与发展过程当中，换言之，“过程集合体”展现了恰当的历史规定性。所以，历史即

“历史过程”。就“历史”和“过程”联袂的研究特征而言，它瓦解了“既成事物的集合体”。在这个场合，拙著

《保卫〈资本论〉》的处置是果断的，指出“历史研究指向始终是真正的革命行动；它直白而坚决，绝无埃尔斯

许光伟，许明皖：文化版《资本论》研究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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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指责之故意玩弄深沉”。在此处，其并引用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中的

话，对《理解马克思》的作者予以了反击：“它历史地把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当作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

把‘政治经济学’当作由历史条件决定的科学（它在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上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产生并构

成其思想补充）来进行批判。”[14]65

马克思所指的“我的辩证方法”，按照《保卫〈资本论〉》的观点，其实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方法论

的本体，或者说，属于学科方法的内容层面的东西。它限定了叙述形式，即与一定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相适

合的叙述方法和叙述过程。另外，拙著明确谈到这一点：马克思所指的“叙述方法”，按实在内容看，其实说

的是“范畴的运用和批判”。这样，研究和叙述的恰当关系被找到了：它们一者是“工作内容”，一者是“工作

形式”，地位关系不能颠倒。这“释谜”了《资本论》的起点规定。所谓“释谜”，其实并不是什么谜，或者说，是

逻辑的谜，而不是历史的谜。马克思的工作语言要求把商品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对待，因此作为《资本

论》起点的商品不仅有逻辑的成分，而且包含历史的因素。

总的来说，解释学路线的物象科学语言和发生学路径的历史科学语言的外观是殊异的，工作内涵更是

对立的。拙著可以说成功地从判别标准上区分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统一的研究对象

的客观标准上，指出了“发生学”（唯物主义发生学—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和“解释学”（资产阶级经济解释

学）的对立发展道路。《保卫〈资本论〉》确乎是把“经济形态”作为“社会”来研究，据此提出一种特殊意义的

“社会理论”，作为经济学的广义的称谓。为什么不是“社会经济形态”，而是“经济形态社会”（如产品经济形

态的社会和商品经济形态的社会）呢？社会经济形态这个用语是把社会分成政治形态、经济形态、文化形态

等来认识和研究，而经济形态社会则在于强调社会是一个整体，不能乱分割，并且按照这种认识，人类经济

发展表现为经济形态的演变和交替，经济现代化表现为一种或多种新的经济形态的转换和逐步形成。要

之，是认识到，经济形态作为“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简称，是和“技术的社会形态”相对应称呼的，它从“事的规

定”上包括了前者，从而必须用“发生学的方法”技术予以解析。发生学以其对历史和社会对象规定的总体

研究的建立，界定了总的认识规定。此综合化的语言工作体式因此创造性解决了考茨基对于“马克思主义

历史学派”所提出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中国学派”的叙述要求。它将认识的形成看成是多路的工

作结果，即可以说是“行动本位”“逻辑本位”“文化本位”并举，而有“实践和行动化成”“科学和逻辑化成”“人

文化成”之综合效果。

“在没有文学修养的那里，《红楼梦》是不忍卒读的，而对没有哲学—经济学修养的人来说，《资本论》自

然也不忍卒读，它无非等同于几个干瘪的教条而已。”然则，“马克思的真理就深深融化在他的哲学—经济学

叙述中，且只有通过如此独特的叙述方式才能展示出来”，“正如人类最伟大的经典都是断章残简一样，《资

本论》和《红楼梦》一样，其实都是作者本人没有完成的著作。”[19]后续者的研究必须向历史深处进军，必须全

面拿起文化这个武器。然则从结论上看，关于事物和历史的“综合过程”研究实则整体涵盖了“历史辩证法”

“科学辩证法”“文化辩证法”等多方面的工作含义。这种语言科学在性质上和中国传统的叙事方式当然是

非常契合的。因为中华式样的“科学”并不把时间和空间看作“外在于物质”的过程；发生学的阐发本质上是

“事的路径”，其阐述风格和中华历史传统人文模式高度吻合。这必将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同时，这种对

比研究深刻地显示了“马克思科学”的语言规范：由于坚持“批判的能动反映论”，马克思表明其对于经济理

论从叙述上有一种特别要求，即它不能被任意裁割，它必须成为表达历史过程的一块“逻辑整钢”。

六、结束语：文化版《资本论》——走向澄明而真实的理解构境

从逻辑宫殿的角度看，马克思匠心独运，集文化语言大成，使《资本论》曲径通幽，走向澄明之境。就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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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范畴家族而论，马克思讲述的是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故事：商品体——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使用价值和价

值、价值和价值形式；对于商品价值而言，劳动和交换价值都应当括弧于它的规定当中，从中可抽出“商品价

值（形式）”这个总的文化符号。相应的特征亦体现在对资本文化表征符号的提取上，即马克思正是以“资本

有机体——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作为商品的资本和作为货币的资本、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

的各种转化形式”这样的“范畴族”类型作为依托，讲述了资本的生成运动和社会构造的故事，据之提炼出伟

大的分析体式：剩余价值（形式）④[14]453。它们既是“母子”关系的，也是“内容（规定）”和“形式（规定）”同步生

长、相对成形的结合；讲述历史的过渡、生成和转化运动，也讲述总体空间系统的发生的、结构的关系。这样

在面对市场价值或生产价格与供求运动的相互作用关系时，使我们不会忘记工作母体的存在，所谓达成一

种境界：“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由此亦可以说，《资本论》本身的“创生”同样呈现有强烈的文化特征，它是一首“最值得记忆的词”。亦

即，所谓“绣面芙蓉一笑开”，指的是马克思寻求到的“对象规定”；所谓“斜飞宝鸭衬香腮”，指马克思对“研究

对象规定”的进一步寻求；所谓“眼波才动被人猜”，说的是马克思寻求到了“资本之道”的规定性（所谓“大道

至简”）；所谓“一面风情深有韵”，则是指马克思对大德至繁的“资本之德”的探索与寻求，——这是分进合击

的研究与叙述过程；所谓“半笺娇恨寄幽怀”，进一步指“合久必分”，从而为了把握住本质与现象的统一，对

生活领域必须实施“一图识尽天下”之解读术。最后，为了使历史重新回到认识域，马克思最终要引导读者

来到“月移花影约重来”之境界，这也是理解层次的最高境界。对历史和认识的“逆向研究”是把握“过去—

现在—未来”历史观的至为重要的线索，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乃是由对“批判”（客观批判和主观批判）的发

生学的追索而得登高台！进一步，所谓“月移花影”，可以说即是对“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

路”的一种回顾和特殊意义的重归，它涤尽心尘留真理，又可谓“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而所谓“约重来”

则是指对“对象规定”和“研究对象规定”的一种工作重历罢了。然则，马克思以对“研究对象”的陈述达到一

种澄明。

我们必须与《资本论》一起吟诵历史，将《资本论》的“思维简谱”归结为对“道”和“德”的把握，——例如

就其对“本质”的探寻以及对本质与现象结合体的有机展开的方式而论，它是一种把握“商品之道”“商品之

德”“资本之道”“资本之德”乃至资本的“道和德”的“经书”。盖因它讲述了商品生产历史的“经和纬”，并巧

妙地把生活领域看成是“道”和“德”的有机合成。大道至简、大德至繁在这里显示为各种思维形式的一种真

正的“结合”，即在对同一对象或过程的把握上，马克思不单运用一种思维方式，且运用多种，不单使用一种

思维形式进行研究和表达，也求取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另外的思维形式予以表现⑤。此正是贯彻了中国之“行

知”工作理念：寓“知识”于“行动”之中，寓“思维”于“语言”之中，寓“历史”于“思维”之中，寓“历史—思维—

语言”（即范畴）于“文化”之中。很显然在这一点上，使得我们必须把《资本论》理解成和中华的经典《道德

经》一样，乃是关于“思维”和“语言”的文化读物⑥[20]。它也使得不同类型的读者（无论财经类或非财经类）皆

能阅读并读懂《资本论》，尽能领略和意会其中的深奥道理。这种“阅读共鸣”的力量正是源自于文化作品的

创作力，——可以这么说，撇开为历史代言的功绩不论，此当是马克思于经济领域内的又一巨大的文化贡

献，它硕大且俨、硕大且卷。

用“道”和“德”把握事物本质，把握认识论范畴——规律，从而免除了日常用语和学术用语的工作混淆

问题。《道德经》用“道”“可道”“非恒道”区分不同层级的存在规定，类似于《资本论》用“生产方式”“生产关

系”“交换关系”说明商品历史生产乃至资本主义生产的总存在[21]。所谓：“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

也，非恒名也。‘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运动和

构造是同出一源的母子规定，所谓“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语言穿梭其中，

遂和各个运动构件间达成文化上的一种旨趣。所以如上所论，马克思得到研究对象的方式完全是语言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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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件。又或者说，这种发现本身又是一种语言，是思维的工作语言，它将文化学科置放于显著位置。语言

非个人主义的认识私物，从而能够通达技术和制度规则的各个角落。相反的情形是“主观派的语言作风”，

其操纵语言“视为己出”，犹如现象学家随心所欲的现象起意的语言套路，于是难免错把“规”当成了“律”，也

就成其解释学的谬误。其从公理或现象假设出发，研究自己“能”（愿意或设法）研究的，对自己“不能”（不愿

意或无法）研究的则皆不研究，此不足道矣。

关于语言，可以说，“马克思敏锐地透视到现代语言的人类生存本体意义”，例如，“他在谈到哲学语言的

秘密时认为，‘在哲学语言里，是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

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此外，马克思饱含和洋溢着激情的十四行诗《致燕妮》也透射出马克思语

言观的现代性：冲出“语言牢笼”，这种“带着镣铐的舞蹈”的语言归根结底在于“能把万物化为渺小和微薄”，

把天神的欢笑和尘世的悲哀全都展现在世界上，“啊，言语呀！你们是幻影，是虚妄，从你们那里看不到生活

的迹象，随着岁月更替而带来的灵感，是否就铸成你们这僵死的模样？”所以，“语言能指的内爆致使‘道可

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故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并且“马克思又看到了语言的异己性，‘思

想不能这样地变成语言，使得思想的特性随之消失，而思想的社会性质是同思想一起存在于语言中，就像价

格是同商品一起存在着一样……可是这里类比不在于语言，而在于语言的异己性’”[22]。

关于《资本论》的艺术成就，我们无可否认。《资本论》是一部多层面、结构复杂的综合体式作品，并可从

多方面进行解读。仅仅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已是文采灼灼。“有的文学家说《资本论》是一部不朽的文学宏

著，是一点不假的。为了揭露、比喻、分析，马克思往往采用文学手法。”[23]“《资本论》的文学造诣是极为高超

的，《资本论》中充满了生动形象的比喻、谐谑辛辣的讥讽、丰富多彩的典故、诗歌、神话、谚语、民谣和名言；

它时而热情洋溢，时而悲愤满怀，时而静如止水；铁一样逻辑和诗一样的语言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24]如上

提及，而且，“弗朗西斯·惠恩强调说，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划时代的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未完成的文

学杰作，它拥有多重结构，并可从多方面进行解读：哥特式小说、维多利亚时代的情节剧、希腊悲剧，或斯威

夫特式的讽刺作品。”它是“真正的艺术作品”；它“回到文学”，是因为“他刻意回避一部理论著作所应具备的

条理清晰，而以复杂的结构入替。他笔下的资本，活像哥特式小说中的妖怪：‘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

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有些地方，《资本论》又像维多利亚时代的情节剧，甚至滑稽剧。马克思用

的是经典的喜剧手法，剥去堂皇的骑士的盔甲，露出他的本来面目——只穿着条大裤衩子的龌龊肥佬。有

时它又像希腊悲剧，在他的笔下，人类的历史就像俄狄浦斯，命运早已被事先注定。在描写资本主义社会的

疯狂本质时，又不由让人想起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展露的那种讽刺手法。这种无处不在的讽刺，在

过去的140年间，竟绝少有学者去关注和分析。在所有这些方面，《资本论》都自成一格。”[25]

从文化上看，《资本论》的阅读委实没有什么难度，它的唯一难度或许只在于“它的有容乃大”！《资本论》

是史书，又是伟大的科学作品，同时还是批判的文化读物，这三重作品属性使其“海纳百川”，并在形态和体

例上“蔚为壮观”！这形成我们对《资本论》的带有敬畏之心的征询：为什么马克思之于对象规定的追问反倒

成了语言上的“一种澄明”？马克思在语言之外追求语言风格，反倒使语言平实而具有内涵上的灵动性。这

本身即可说明语言的大众特征以及以“去解释学化”为特征的历史天生派的工作作风，语言天生是历史的、

是人民群众的，犹如《资本论》中始终坚持将范畴视为对“关系本身”、对“发展本身”的一种自我认识。这不

啻又具有特定的历史工作内涵：一句话，语言是对事物关系的多维刻画与历史认识。可见，总体含义的《资

本论》必然是《资本论》与文化版《资本论》的统一。“文化版《资本论》”不是在《资本论》之外另创出完全不同

的“新《资本论》”，而是《资本论》的“蔽而新成”——依托各民族历史实践文化和社会现实文化的“学术保卫”

之作。通过这样的构造，《资本论》乃是具有了“天生的民族性”。总之，《资本论》第一卷自问世迄今已整整

一百五十年了，自然是形成了研究与叙述双重意蕴上的“总体性规定”。然则，对中国而言，这条路径简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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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就是从“《资本论》中国化”到“中国化《资本论》”。因为“对《资本论》研究的‘研究’，不应仅仅作为‘叙述’，

而应同时作为‘研究方法’范畴处置”；而“中国化是《资本论》研究中抽象出来并逐渐稳定化的一个民族工作

范畴，是‘以中国人的资格’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形式，是特殊方法论意义态的经济范畴。”[26]

注 释：

① 此处补充一点说明：奥尔曼所谓的“内在关系”的辩证法或哲学，与中国人所说的“阴阳”辩证法或哲学文化有异曲同工之

妙，从学科建设与批判功能上看，均可归结为“文化辩证法”范畴。

② 语言是逻辑的呢，还是文化的呢？作为前者，语言就仅仅是工具；而作为后者，语言则不仅是工具，而且还是实体。归根结

底，逻辑也应当属于文化的范畴。解释学强调语言的实践功能，但仍然倾向使语言成为解释工具，作为语义学的对象；实证

主义是典型的把语言看作纯逻辑工具的一种做派；最后，形式主义所追求的乃是“知识语言的统一型范”，从而把形式逻辑

“语法”“文法”树立为最高工作典范。由此从本位上看，语言最终归属“文化”，文化的批判使语言得以解放，此是通往“自由

辩证法”的实践之路。

③ 立足大文化观来看，“文化版”即使与“哲学版”“数理版”也并不抵牾。例如有学者认为，“按照中国古典哲学思想，整个宇宙

自然界是由‘道’生成的阴阳对立统一、虚实相依相存的统一存在。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又之，“‘易’是由阴

阳两种符号组成的‘卦象’系统”，“由于‘易道’思想很好地表达了宇宙起源及其运动基本规律”，可以说，“唯物辩证法的‘三

大基本定理’完美地体现于这个易图模型之中。”

④ 显然，括弧中的每一形式均表示了发展道路、生长形式、运动实现过程和形式以及成长和成型的工作形态之“发展形式”这

样的概念意义，尤其表现范畴的作为“一定的社会历史形式”的规定性。拙著《保卫〈资本论〉》则是这样具体限定的：“价值

（形式）：表示价值形式从价值规定中发展起来，或围绕价值进行的经济运动；货币（形式）：表示作为价值的转化表现，并逐

步发展起来，取得各种形式的规定的货币形式，或货币形式直接围绕货币规定进行运动；市场价值（形式）：表示价值的转化

形式和生活表现即市场价值，或市场价格围绕市场价值运转和波动；剩余价值（形式）：分别表示剩余价值从价值和货币规

定中发展起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相互推动，以及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历史成长过程；资本（形式）：

表示资本（实体）从货币（实体）规定中发展起来，或资本形式以资本（实体）为运动地基的社会成长；生产价格（形式）：分别

表示价值的转化形式和资本主义的生活表现即生产价格，生产价格形式（市场生产价格的历史类型）的成长运动，以及市场

价格围绕生产价格（实体）运转和波动。”

⑤ 好似既是道的，也是德的，也是“道和德结合的”。其实，这是表明了“行动”的领导性。总体思维合于道、合于德、合于道和

德的统一性规定。《道德经》第二十一章有所谓：“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

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

⑥“《道德经》就是中国话语和行动之辩证法文本”，“所以对中国人而言，应强调这样来理解《资本论》：它是一部科学作品意义

的史书。”如上指出，“按照史书的工作要求，《资本论》可贵之处始终在于坚持历史研究和过程研究相结合，而从中升华‘事

的科学’之工作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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