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RESEARCHES ON MARXISM SINICIZATION

“人 = 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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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野对象性活动理论冶一直作为理解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基础理论被人们所熟知遥 但

是就马克思关于野对象性活动理论冶的建构依据而言袁野如何把握马克思关于耶对象性活动爷本身
的理解冶问题尚处在晦暗不明中遥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袁我们不妨从马克思对野黑格尔的辩证法
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冶入手袁揭示作为展现人的生命本质的对象性活动袁然后以此为基础理解个体
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和人类整体的社会历史活动袁最终借助对象性活动的理论内涵阐述马克思
的共产主义思想遥 在这一过程中袁我们发现理解野马克思对象性活动的建构冶的关键之处就在于
野人=自我意识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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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段时间袁叶资本论曳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热门话题遥 这不仅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发展状况袁更为重要的是袁我们希望能以叶资本论曳内在蕴含着的资本逻辑作为理论根基袁反思当
代人类的发展趋向遥 从哲学视角研究叶资本论曳就是挖掘隐含在资本逻辑中的人的逻辑袁然后将当前
人类的生活状态归结为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冶咱1暂袁并以此为根据将目光转向资本世

界下人的现实处境遥 孙正聿教授详细阐释了这一看法咱2暂遥 回想叶资本论曳研究的理论根基袁野以物的依
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冶虽然反映当前人类的生活状态袁但这只是人的本质规定的片面体现遥 作
为生产活动的主体袁野人冶应当如何理解钥 如果把叶资本论曳研究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袁我们可以
追溯到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提到的野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冶要要
要野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冶或野现
实中的个人冶袁但这依然是马克思对野全面人类历史冶做充分思考的一个野前提冶遥 接下来的问题是院在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袁究竟应该如何理解野人冶钥 我们又可以追溯到叶掖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业导言曳提到
的野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冶咱3暂袁联系这句话的前后逻辑袁它更像是一句断言遥 那么何谓野人本身冶钥 其实
在叶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曳中袁马克思就在野对象性活动冶视角下依据野人=自我意识冶的内涵逻辑

阐释了现实的具体的人的存在方式遥 而要充分理解作为人的生命本质的对象性活动袁我们就要从马
作者简介院贾云飞渊1993要冤袁男袁蒙古族袁内蒙古赤峰人袁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袁研究方向院马克思主义哲学
基础理论尧类哲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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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对费尔巴哈的野人的存在冶和黑格尔野纯粹的活动冶的双重反思出发袁充分理解个体层面的实践
活动和人类整体的社会历史活动遥 而这正是本文在野人=自我意识冶的前提下阐释的野马克思对象性
活动的建构冶的叙述逻辑遥
一尧作为人的生命本质的对象性活动
野人=自我意识冶咱4暂102 是马克思在野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冶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微不足

道的论断遥 由于同青年黑格尔派以野自我意识冶批判黑格尔哲学的观点颇为相似袁加之以阿尔都塞为首
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为了确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而贬低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袁这一论
断就算在没有被忽视的情况下袁也难以作为马克思的独有立场而被人们所熟知遥 所以我们现在很难看
到以野人=自我意识冶作为理论支撑阐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遥 实际上袁野人=自我意识冶这个命题从两个方
面表现了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超越以及对自身思想理论的建构院一方面袁从野人冶的视角看袁野人=
自我意识冶突出了野人冶代替野上帝冶成为现实世界中的主宰者袁并且把人的本质规定为人之内在性的
野自我意识冶曰另一方面袁从野自我意识冶的视角看袁野人=自我意识冶强调了野人冶作为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
的主体的能动性袁进而将人自身的实现过程纳入体现生命本质的对象性活动中遥 也就是说袁马克思只

有确立野人=自我意识冶这一论断袁才能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袁建构以对象性活动为基础的哲
学思想遥 所以我们必须从马克思关于对象性活动理论的建构中理解这一命题的内涵逻辑遥
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袁上帝作为伦理实践活动中最高的善或思维自身发展的终极指向而存
在遥但是在费尔巴哈的哲学体系中袁人与上帝的关系发生颠倒袁颠倒的依据在于一般用来把握上帝的
宾词都可以用来说明人遥 这样做的结果是袁用来描述神的本质的宾语同样可以用来描述人的本质袁
而上帝无非是人格化的尧实存着的人的本质遥 所以上帝与人的关系不再是上帝以神学来统治人而是
人按人自身的生活状态达到对上帝的改变遥 同样袁思辨哲学作为基督教神学的最高形式也需要同人
的关系发生转换遥野耶绝对实体自行发展爷这个命题袁只有颠倒过来袁才是一个真实的尧合理的命题遥所
以应当说院只有一种发展的尧在时间中展开的实体袁才是一种绝对的尧亦即真正的尧实际的实体冶咱5暂遥

这里提到的野真正的尧实际的实体冶是活生生的感性的人遥 费尔巴哈以感性的人所应该具有的生活状
态来建构与思辨哲学相对的人本学体系遥 在感性的人的交往生活中袁 不再以抽象的思维观念为对
象袁而是以真切的尧具体的人为对象遥 而野对象的概念袁原本根本不是别的袁只不过是另外一个耶自我爷
的对象噎噎一般对象的概念袁就是这样通过耶你爷的概念袁通过对象化的耶我爷的概念为媒介而产生
的冶咱5暂166遥 反过来人如果没有了对象袁人就变成了无遥 野耶我爷与耶你爷冶的关系作为真正的人与人的关系
表现为一个你我之间相互对象化的过程袁最终实现你中有我尧我中有你遥 在这个过程中谁都不会在

对象化过程中完成对他者的消解袁却又能在交往关系中感受到自身存在袁体会到真正的属人的本
质袁即个体对于对象的意识袁就是个体的自我意识遥 那么对象意识作为人的自我意识是怎样一种存
在方式钥作为有限性存在的人如何实现内心对无限性的渴望钥这就涉及费尔巴哈对人的交往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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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规定袁他认为袁人与人的关系应该表现为爱的关系遥 只有通过爱的关系袁个体才能在人的自我意
识中体会到人之为人的类本质袁人的类存在才是真正的人的存在方式遥
如果说黑格尔的辩证运动是以主体对对象的扬弃完成主体与对象的同一过程袁 那么在费尔巴
哈的人本学体系中将人的对象性关系表现为类本质下的共存关系袁 即人的对象性活动是一种在个
体之间的交往中互为主体同时又互为对象的过程遥 在费尔巴哈看来袁与野同一冶概念对应的野共同性冶
并不存在于发生对象性活动的个体内袁而是对象性活动之上的观念袁这就是人的类本质袁它规定了
个体在对象性活动中以爱的关系实现自身遥 显然袁人的类本质不可避免地成了人类总体之本质袁同
时以对象性活动规定了个体的现实活动和实现自身的价值过程遥 由此可见袁人的类本质不就是对基
督教上帝的摹写吗钥 它只不过为神带上了一副人的面孔而已袁野上帝不外是人之神秘的类概念冶咱6暂320遥

这句话尽管是批判神学的袁但反过来也彰显了人类与上帝在个人看来是同一的遥 所以费尔巴哈用感
性的人及其对象性活动述说哲学观念上的感性直观袁人的类本质无非是爱的观念虚构遥
马克思说院野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作哲学同自身的矛盾袁看作在否定神学渊超验性等
等冤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袁即同自身相对立而肯定神学的哲学遥 冶咱4暂96 实际上袁这段话包含着马克思
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袁而批判的重点就在野仅仅冶上遥 他认为袁费尔巴哈只把辩证运动看作哲学领域内
的矛盾过程袁不理解哲学观念的辩证性就在于人自身的辩证性袁反而通过直观拒斥对立来改变哲学
观念袁这是因为他不能理解作为人的生命本质的对象性活动遥 马克思关于人的解读既表现为个体和
人类总体的统一袁也表现为人的直观形态渊自然形态冤和人的思维形态渊意识形态冤的统一遥 在马克
思看来袁人是自然存在物袁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需要以自然物为对象并把它转化成自身的一部分以
维持人的自然生命袁同时个体本能地需要以异性为对象发生关系以维持人类种族的延续袁即人首先
是以自然的尧感性的欲望为主宰的生命遥 但人的感性生命不同于动物袁动物虽然也进行上述活动来
维持生命袁而人可以把自身的生命活动改造成野意识和意志的对象冶遥 这就是说在生命活动中人通过
进行有意识的生命创造以脱离自然对人的束缚袁而通过意识改造的作品是人的对象化产物袁具有人
的本质遥 相应地袁与人漠不相关的自然界通过人的对象性活动变成了人化的自然袁这样袁人才是类存
在物遥 对象性活动表现为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实现过程袁马克思在这里有一段精彩的比喻院野太
阳是植物的对象袁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尧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袁正像植物是太阳的对象袁是太阳的唤
醒生命的力量的表现袁是太阳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一样遥 冶咱4暂106 马克思将人理解为有意识的尧

活生生的尧现实的人袁而人在改造自然的对象性活动过程中通过发挥对象性的本质力量来表现生命
的张力袁对象性活动是人在生活世界中展现其生命本性的基本活动遥
二尧精神的自我意识运动
其实袁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并不像费尔巴哈所批判的那样简单袁沿着直观的批判途径不能把握到
辩证法的全貌遥 马克思认为袁费尔巴哈的做法仅仅片面地解读黑格尔辩证法甚至曲解了黑格尔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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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遥 其实黑格尔真正影响马克思的辩证法并非费尔巴哈所认为的那样表现为僵死的绝对精神袁而是
将思维层面的关于精神的野纯粹的活动冶理解为现实世界发展变化的普遍真理袁可见袁思考黑格尔辩
证法的重点在于思维的能动性袁而这正是马克思希望从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中得到的东西袁进而以
人的自我意识的能动性规定对象性活动理论的内涵逻辑遥
叶精神现象学曳被黑格尔解释为野以意识经验为对象的科学冶咱7暂57袁这是因为叶精神现象学曳中的辩

证运动是精神在意识经验中不断映现自身的过程袁而野在精神自在地达到完满之前袁在精神完满地
成为世界精神之前袁 它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精神达到完满冶咱7暂498遥 依照韩立新教授的看

法袁叶精神现象学曳的野序言冶和野导论冶中表现了两条叙述逻辑院野自我意识的自我异化冶和野精神的自
我异化冶袁二者都可以表述精神的发展过程袁但是野自我意识的自我异化冶表现为一种不断上升的精
神觉醒过程袁而野精神的自我异化冶表现为一种精神发展的内在循环过程遥 他认为院只有野自我意志的
自我异化冶理论才是马克思本人的自我异化理论的直接来源咱8暂遥 所以为了理解精神在意识运动中的
发展袁让我们从黑格尔关于自我意识运动的理解说起遥

在自我意识的运动中袁对象本身是作为折返自身之内的存在者而出现的袁而自在存在的对象是
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遥 黑格尔认为院野生命是一个展开自身的同时又消解这种展开状态袁并在这个运动
中作为单纯东西而保存下来的整体遥 冶咱7暂115 所以自我意识作为生命发展的存在形式表现出双重的生
命状态遥 也就是说袁生命的现实状态表现为既在自身运动中实现自身以保持对外界的独立性袁同时
又作为一个普遍的统一体存在而指向另一个生命遥 正是这种自我意识表现出的内在张力推动自我
意识向前发展遥 由此看来在自我意识的运动中袁自我意识与对象都是一个单纯的个别的活生生的生
命袁自我意识的对象也就是另一个自我意识遥 然而袁二者虽然具有本质的同一性袁却都只能在自身内
实现自我生命的发展袁为了在对方那里得到自身的确定袁它们的关系就变成了一种彼此对立的完全
不妥协的关系袁只有通过扬弃对方才能达到自我确定性袁这样自我意识之间将展开一场围绕承认而
引发的斗争遥
承认运动由个别的自我意识的生命发展过程和自由实现过程二者之间的矛盾引发袁 即单纯的
生命既要进行作为体现其生命本质的活动曰 又要在个体之间的承认中发生对象关系来实现个别的
自我意识向纯粹的自我意识的过渡袁野只有这样真正的自由才实现曰因为袁既然自由在于我和他人的
同一性袁所以我只有在他人也是自由的并被我承认是自由的时候袁才是真正自由的冶咱9暂216遥 为承认而
斗争的结果是自由的自我意识的完成遥 但是自由的自我意识的完成并不能通过生命的死亡过程直
接实现遥 因为死亡不过是生命终止的状态袁虽然摆脱了自然的生命限制袁却不能在死亡过程中实现
自我意识的自身确定性遥 当个别的自我意识认识到自身生命的延续比实现自由的自我意识更重要
的时候袁斗争的一方为了保持生命放弃了承认的要求袁而另一方作为承认运动的征服者在对象性活
动中得到自身确定性成为独立的自我意识曰后者以自在存在为本质袁前者以为他存在为本质曰后者
是主人袁前者是奴隶袁这就是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遥 其中主人既是自身反映的自我意识袁同时又在奴
隶对主奴关系的承认中检验自身袁所以主人是不依赖他者的自我意识遥 奴隶则只能被动地靠依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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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维持生命袁奴隶做的事情是主人要他做的事情袁并以主人的意志来实现生命的价值遥
在主奴关系中袁奴隶内心时刻保持着对主人的畏惧袁作为主人的对象袁奴隶通过履行职责否定
以前一切的存在状态来消解畏惧遥 野奴隶历经一切个别的环节袁扬弃了他对于自然实存的依赖性袁并
通过劳动消除了自然实存造成的阻碍遥 冶咱7暂124 奴隶通过劳动陶冶事物使意识返回自身袁这样奴隶意

识到那个独立的存在就是他自己遥 由此奴隶意识否定了主奴关系中的不平等袁在劳动中真正实现了
自我意识的自由袁不过自我意识的自由仅仅表现在劳动过程中的奴隶思维内袁不能改变现实的主奴
关系遥这种自我意识以一个新的形态出现在我们眼前袁即哀怨意识遥在黑格尔看来袁尽管哀怨意识摆
脱了虚无缥缈的实存世界达到自身一致的自我意识袁却还不能联系到内心向往的彼岸世界遥 只有奴
隶意识在现实中做出牺牲后袁也就是不把自身的自我意识当作现实行动的标准之后袁才在现实的劳
作中体会到自由遥 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叶精神哲学曳中论述承认运动的附释中也提到现实的人与
人之间的承认关系袁承认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承认构建共同性的过程袁并且野人作为人袁作为这种
普遍的自我袁作为理性的自我意识袁是有权自由的冶咱9暂220袁主奴关系和解的结果袁或者实现自我意识的

自由袁是普遍的自我意识而不是哀怨意识遥 这是因为精神在未显现自身的自我意识环节并不能认识
到自身一致的自我意识就是普遍的自我意识袁而黑格尔叶精神哲学曳野精神现象学篇冶开头就说道院
野意识构成精神的映现或关系的阶段袁即精神作为现象的阶段遥 冶咱9暂193 因此袁意识是作为精神映现自

身的一个环节而出现的袁而不是精神的产生过程遥 所以人也是作为精神的自我实现的一个环节而存
在袁并且规定着作为精神现象的人必然会扬弃自身以实现绝对精神遥
三尧作为人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
在马克思看来袁黑格尔辩证法里的对象性活动真正实现自身的不是人而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绝
对精神遥 所以马克思评价思辨的绝对精神运动时说院野举止如此奇妙而怪诞尧使黑格尔分子伤透了脑
筋的这整个观念袁无非始终是抽象袁即抽象思维者遥 冶咱4暂115 可见袁精神的对象性活动无非是现实的人

的对象性活动抽象化的结果袁而自我意识应该是人的自我认知过程遥 因此袁马克思的做法是将原本
作为现实活动的发展逻辑的野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冶颠倒成野现实的人的自我异化运动冶遥 然后依靠
野自我意识的自我异化冶理论作为思想来源重新建构现实的人的野对象性活动冶遥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

使野人=自我意识冶袁同时把对象世界归还给人而不是把对象仅理解为自我意识的对象袁也就是说马
克思把对象性活动的主体从黑格尔那里的自我意识转向了现实的人遥
这样以野人=自我意识冶为支点既规定了人在现实的对象性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袁也强调了作为人
的生命本质的对象性活动是一个自由而有意识的活动遥马克思以野人=自我意识冶来构建人的对象性
活动并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超越遥 与黑格尔意识的自我确证等于意识的自我认知不同袁人的对
象性活动并不仅仅局限于人的自我认知过程袁 或者说作为人的生命本质的对象性活动不只表现为
包含对象的认识和人的自身认识在内的认识活动袁 还要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凭借自身的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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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本质力量来改造自然世界遥 在马克思那里袁激情与意识同时作为人的本性影响着对象性活动袁
他关于对象性活动的理解实现了人的意识能动性和感性受动性的统一袁 即感性的人作为有激情的
存在物受内心的欲望驱使袁通过发生现实活动追求自己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袁同时具有自我意识的人
又以自己的意识和意志支配对象进行对象性活动实现自身袁 上述两个活动是现实的人的同一个对
象性活动过程遥 显然袁这与从感性生命欲望到承认的黑格尔式运动通过理性扬弃感性以实现理性的
自我意识的过程是完全不同的遥 对象性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部生命本性袁所以对象性活动
的现实表现为人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遥 高清海教授说院野实践活动是一种意识支配下的自觉地创造
活动遥 贯彻实践观点也必然会把耶自我意识爷包括在我们的理论中袁看作人的主体性的一个本质规
定遥人是实践主体袁它同时也是认识主体遥而耶自我意识爷是意识的核心袁也是人作为主体从事创造性
活动的必要前提遥 冶咱10暂

马克思赞成黑格尔的野伟大之处冶院野可见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袁把对象性的人尧现实的因而是

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遥 冶咱4暂101 但是袁抽象的思维形式造成了黑格尔对劳动理解的片

面性和局限性遥 为了从整体的尧现实的层面理解劳动袁马克思需要回到野绝对知识冶这一章中袁通过揭
露自我意识运动的缺陷袁还原隐藏在其中的抽象的劳动遥 马克思认为袁自我意识的运动是野克服意识
的对象冶的运动袁而对象是野对象化的自我意识冶袁自我意识的运动表现了野对象向自我的复归冶和野对
象的重新占有冶遥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袁在黑格尔的野自我意识的运动冶中袁野对象性本身被认为是人的
异化了的尧同人的本质即自我意识不相适应的关系遥 因此袁重新占有在异化规定内作为异己的东西
产生的人的对象性本质袁不仅具有扬弃异化的意义袁而且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袁就是说袁因此袁人
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尧唯灵论的存在物冶咱4暂102遥 这段话深刻地揭露了自我意识运动的本质院从总体上说袁

野人的本质袁人袁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冶袁自我意识运动表现出来的关系并不能被认为是野对象性

本身冶遥 这是因为自我意识的运动是为了野克服对象冶野重新占有对象冶野消解对象冶袁从野对象化的自我
意识冶中野返回自身冶袁最终实现的是在思维的范围内统一的自我意识袁所以野对象性本身冶被看作野同
自我意识不相适应的关系冶遥 黑格尔的这种野辩证活动冶有两方面的缺陷院渊1冤在野辩证活动冶的第二个
阶段袁重新占有对象性本质不仅具有野扬弃异化冶野返回自身冶的意义袁而且具有野扬弃对象性冶野返回
自身冶的意义遥 但是活动本应该是野批判的形式冶下的野批判的运动冶袁现在成了野批判的形式冶下的野非
批判的运动冶袁活动也就不再是野超越自身冶的运动袁而只能是野返回自身冶的运动遥 渊2冤人野被看成非对
象性的尧唯灵论的存在物冶袁被看成异化了的人的本质的野自我意识冶遥 可见袁野人本身冶只是被认作野自
我意识冶作为异化了的人的本质存在于辩证活动的一个环节中袁这种片面性的理解使黑格尔仅仅把
劳动认作野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冶遥
但是劳动不仅仅局限于精神劳动袁而且个别性的生命发展与普遍性自由实现的矛盾不能仅仅
通过意识运动来解决遥 马克思认为院野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袁只有通过实践方式袁只有借助于人的
实践力量袁才是可能的曰因此袁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袁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遥 冶咱4暂88
所以矛盾的解决要依靠人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实践活动来实现遥 人最初通过劳动将自在存在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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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界改造为属人的自然界袁意识到自身的实践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不同袁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
以自身为对象意识到自己是实践活动中的主体袁并把客观世界规定为与人发生关系的对象世界袁这
就是维持人的生命的生产活动遥 随着劳动的积累袁对象以人的外化本质存在于人的生活世界中袁人
占有对象的过程就是扬弃对象实现人的本质返回自身的过程遥 经过实践活动改造后的对象是人自
身生命本质的延伸袁它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袁同时也是个人之间实现交往关系的交换物遥 私有财产作
为个体的劳动成果可以说是人在生活世界中的身体遥 这样一方对另一方的私有财产的占有相当于
对另一方的劳动占有袁甚至是对另一方的生命本质的占有遥 如果个体之间的关系仅仅表现为一方通
过自己的劳动从另一方那里换取自己生命的延续袁即劳动成为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手段袁那么黑格尔
在自我意识的承认运动中所描绘的主奴关系就会重现在人的生活世界之中袁 这是对象性的人在现
实世界的异化状态袁它表现为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尧劳动与资本的对立遥 从黑格尔关于承认运动的
辩证发展中可以看出袁异化状态是自我意识发展必然经历的状态袁同样也是人在生活世界中不可避
免的状态遥 为了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袁就要通过消除人的异化尧消灭私有财产的方式解决现实的
对立问题袁而解决的方式是人类整体的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遥
四尧作为人类整体的社会历史活动
野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袁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中

丧失自身遥 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社会的对象袁人本身对自己来说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袁而社会在
这个对象中对人来说成为本质的时候袁这种情况才是可能的遥 冶咱4暂86 所以为了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自身
的价值袁人首先是一个社会存在物的人袁而对象性活动就得以扩展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历

史活动遥 以往的意识形态并不将社会历史活动作为思想理论的现实基础袁比如黑格尔把历史理解为
概念发展的历史袁是精神的自我产生过程袁表现为具有自我意识的绝对精神自身的思辨发展曰费尔
巴哈把历史理解为人的本质野两度建立尧两度具有冶的历史袁即人通过对自身本质的异化建立上帝袁
再从批判上帝的过程中达到人的本质复归曰施蒂纳把历史理解为唯一者的思想解放的历史袁即个体
的人在历史中摆脱一切束缚使自己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过程遥 但是作为主体的思想观念在历
史中的变化发展并不是我们真实经验到的历史袁并且对象性活动的主体不单单是作为总体的野人的
本质冶或者作为个体的野唯一者冶遥 因此马克思对德国哲学思想中的历史观抱有双重的批判态度院一
方面要摒弃抽象袁以纯粹经验的态度阐述人的现实的历史活动袁也就是通过现存经验的分析理解意
识活动的前提曰 另一方面历史活动应该是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的一切人的现实活动遥 马克思认
为袁与唯心史观相反的历史观是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袁把同这种生产
方式相联系的尧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曰然后必
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袁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
意识形式冶咱11暂54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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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袁马克思对德国哲学的批判其实是在为意识形态寻找现实基础袁这一基础包括人类所
处的现实环境和人自身从事的现实的实践活动过程遥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中现实的生活世界是大
工业时代下的资本主义社会遥 马克思说院野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袁是一本打
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遥 冶咱4暂88 在工业文明中人类充分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袁而其中经历到

的具体实在才是现实的人的生活前提遥 所以袁只有上述种种的生活环境和现实活动构成观念世界的
前提之后袁只有在考察了人的现实生活状况之后袁野我们才发现院人还具有耶意识爷冶咱11暂533遥 可见袁意识
是由人们的共同生活方式所决定的观念形态袁是人们共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遥 因而野意识
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冶咱11暂533遥 从这一层面看袁现实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具有象征人类整体生产活

动的普遍性意义袁 实践活动所生产的和改造对象确立自身的人是从事物质生产的能动地表现自己
的个人遥个人与他者共同的生产方式构成了从事社会历史活动的人类整体遥马克思通过发掘意识形
态的现实基础确立了人类整体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袁同时也确立了野社会主义的人冶作为
影响人在历史发展中的最高价值而存在的终极指向袁即野社会主义的人冶通过变革现有的生活世界
的历史运动指引人类向更高层次进展遥
人类整体的社会历史活动不同于个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袁 个人通过交往关系产生共
同的生活方式袁使个人在社会中实现自身的价值遥 在现实的社会历史活动中袁个人不再进行针对自
身特殊的实践活动袁他需要在现实活动中与一部分他者共同进行某一项单一活动袁这种社会现象就
是分工遥 分工使个人的实践活动转变为人类整体活动的一部分袁个人实践的创造性活动就不单单是
利己的行为袁 而更趋向于人类整体的利益袁 所以分工的出现让个人的生产活动表现为世界历史活
动袁它扩大了人类整体的生产力袁加快了人类历史进程的发展遥 但是社会分工的形成显然限制了个
人的自由发展院一方面袁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袁这样袁国家这一野虚幻的共同体冶就成了集体保
证自身利益的手段曰另一方面袁分工既使个人局限在单一的活动中袁又限制了个人的活动范围袁他只
能通过用单一的生产活动的产品与其他人交换来获得自身的发展袁野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
式袁对同一件事情袁一个是就活动而言袁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冶咱11暂527遥因此社会历史活动随着
分工和私有制程度的加深袁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人构成阶级袁而支配共同体发展
的统治阶级如果将自身的利益说成关乎整体的普遍利益袁 那么统治阶级就成了支配人类整体社会
历史活动的主体遥 现实的对象性活动的主体从现实的个人转向了阶级遥 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状况中袁
私有制和分工带来的基本矛盾直接转变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袁 资本家作为统治阶级以
国家的形式支配着整个生活世界的生产资料袁并且使生产劳动成为工人所不堪忍受的东西遥 无产阶
级的现实状况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院野它渊指无产阶级冤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袁它已经不被承
认是一个阶级袁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遥 冶咱11暂543 阶级斗争运动成为
不可避免地变革现实的社会历史的运动袁只有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取得胜利袁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后
使国家走向消亡袁共同体才能实现每个人的发展袁这一历史活动就是共产主义运动遥
可以看出袁共产主义的现实基础是马克思所描绘的当前时代的社会状况袁即生产力高度发展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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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的个人生产活动转变为人类的世界历史活动的一部分袁同时异化劳动在无产者面前成为一种
不堪忍受的力量袁而共产主义就是野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冶咱11暂539遥 消灭现存状况就是为了
消灭分工袁消灭私有制遥每个人都能按着自己的个性自由发展袁按着自己的个性自由联合遥所以共产
主义运动不是凭空发生的袁它有一定的现实基础袁且又是现存社会自身发展演变的过程遥 马克思指
出野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袁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正在进行的自我扬弃的运
动袁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冶咱4暂128遥 显然袁马克思将共产主义运动理解为思想的

自我扬弃运动在现实中的表现袁只是在现实中的表现与想象中相比显得野艰难而漫长冶遥 若是类比黑
格尔所讲的思辨运动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绝对精神进行自我扬弃的自身发展运动袁 那么共产主义运
动是野具有自我意识的社会冶进行自我扬弃的自身发展运动袁而大工业时代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
至最高阶段的社会动力恰恰在于无产阶级意识到变革现存社会的需要遥 因此无产阶级是现存社会
的自我意识的直接表现袁野从这个阶级渊指无产阶级冤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袁即共产主
义意识冶咱11暂542遥 说到这里袁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质就显而易见了遥 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以无产阶级为革命
主体产生革命的共产主义意识袁 以现存的社会形态为对象消灭阻碍社会发展一切力量的历史发展
运动遥 野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袁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

是必需的袁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袁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遥 冶咱11暂543 共产主义的最终指向是每个
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袁但野只有在共同体中才有个人自由冶袁即个人生命本质的实现在于个人在社
会中自由的联合袁所以野全世界无产者袁联合起来浴 冶就成了社会历史活动向前发展的要义所在遥

综上所述袁马克思以野人=自我意识冶作为关键支撑建构了解释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对象性

活动理论遥 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袁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人本学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袁实现了对
野人的存在冶和野纯粹的活动冶的双重反思袁最后将人的现实活动归结为展现生命本质的对象性活动遥
在野对象性活动冶的视角下袁马克思意识到野人本身冶表现为一种人的形成过程遥 人的自然本性与意识
本性的辩证关系使人成为现实的尧感性的尧有意识的尧对象性存在物遥 正是在关于野人本身冶理解的基
础上袁马克思形成了关于野人冶的辩证法理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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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 Yunfei
(Center for Fundamentals of Philosophy and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Jilin University)
野Objective(gegenstandliche)activity冶has been known as the basic theory for understanding re-

al humans and their historical development,but in terms ofthe basis of Marx爷s construction of 野objectiveactivity冶, 野how to grasp Marx爷s understanding of 耶objectiveactivity爷 itself冶 is still an obscure question.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may start with Marx爷s 野critique of Hegel爷s dialectics and the whole philosophy冶, revealobjectiveactivity a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essence of human life and, on this basis,understandthe conscious practical activityof individuals and the social-historical activity of humankind, and finally expoundon Marx爷s communist thoughts using the theoretical content of objectiveactivity. In this
process, we may find that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野Marx爷s construction of objectiveactivity冶 is that
野man = self-consciousness冶.

Subjectivity; Self-Consciousness; Objectiveactivity;Practical activity; Social-historical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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