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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解读
周

翔

摘 要 在批判马克思主义人道化、黑格尔化思潮中，阿尔都塞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解释马克思著作，构成了有别于正统马
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本文围绕其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发表于 1965 年的《读<资本论>》，对其理论
体系中的问题式、
征候读法及其马克思主义观进行简要的回顾与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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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阿尔都塞是法国哲学家、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奠基

一定的可能性的绝对条件，
因此就是在科学的一定阶段整个问题借

人。1950 年代中后期，在同“新马克思主义”者围绕马克思主义

以提出的诸形式的绝对规定。
”“问题式”决定着人们在何种范围、

同人道主义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问题的论战中，他以“反对资产

深度和视角上去思考问题，
是提出、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理论支点。

阶级意识形态威胁的正统捍卫者”的姿态出现，观点鲜明地提出

问题式在确定某一特定理论范围所包含的内容时，
随之确定

了在科学的立场上“保卫马克思”的战斗口号。他运用结构主义

它相应排斥的内容。其存在就引出了任何思想家和理论体系的

方法解释马克思著作，对经验主义、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进行了

“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关系问题。阿尔都塞将“看”归结为“看的

批判，
构成了有别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

结构条件的行为”，阅读主体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一定总问题领域

想体系。1965 年发表的《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两部重要

中存在的认识对象这一行为成为了一种表象，
其背后的实质是领

理论著作，
集中体现了阿尔都塞对马克思进行重新解读的基本方

域本身在它所决定的对象或问题中“自己看自己”。

法和基本结论，
这些方法和结论构成了其独特理论的基本框架。
一、理论建构的历史背景

（二）阅读的原罪
“无辜的阅读”是指经验层面中理想化的直接阅读，
它假设读

《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是阿尔都塞对苏共二十大以

者在阅读中是不加任何外来因素地直接看到作者所表达的全部

后在国际共运及法共和法国哲学界出现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形势

东西。 而阿尔都塞认为，根本不存在这种“客观阅读”，
因为任何

做出的反应。主要针对的并不是政治方面的问题，
而是意识形态

人的阅读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知识背景或生活阅历中负载了“主观

和理论问题。
从理论的角度来说，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对西方

投射”的看，
也就是在一定的问题式统摄之下的一定的解读，
一切
阅读都是主观的、具有理论先见和预设的。

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的理论反动。西方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之

阿尔都塞将他对资本论的阅读称为“有罪的阅读”。他认为

日起就是一种强调人的主体性的人本主义思潮，
它强调马克思思

每个阅读《资本论》的人“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资本论》这个茫

想中的德国古典哲学因素，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中心

茫森林中为自己开辟道路”。 他对资本论进行的是一种哲学的

归结为人本主义，提出“异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异化劳

阅读。因为，
他认为长期的意识形态争论和现实政治斗争遮蔽了

动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出发点，
用人道主义取代唯物史

纯粹的马克思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其科学理论出现了滞

观，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基础，引起了突出青年

后的问题。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以实践状态存在于分析

马克思思想的思潮。
“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成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实践即《资本论》中，
存在于经济实践和

子用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工具’。这些早期著作，
开始是一点一

政治实践中。马克思正是在《资本论》中建立了历史理论以及意

点、以后又是大规模地被用来对马克思主义作一种新的解释。
”

识形态和科学之间的历史差别的哲学，
破除了试图透过本质的具

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批判之后，
“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论

体存在直接读出抽象本质的“阅读的宗教神话”。而以往从经济

述也开始动摇。斯大林教条主义说教的破灭使得科学理论本身

和历史的角度对《资本论》简单、
直接的阅读更导致了对《资本论》

也被废弃，人本主义思潮在五六十年代达到顶峰。阿尔都塞深感

的对象的特点不同程度的曲解。他认为，
对《资本论》的哲学阅读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被“软化”了，其科学地位岌岌可危，马

就是提出《资本论》同其对象的关系问题，
同时提出其对象的特殊

克思主义离其本源越来越远，
面临着空前的危机。正是在这样一

性问题以及它同这个对象的关系的特殊性问题，
从而提出它的认

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下，阿尔都塞大声疾呼要“保卫马克思”，

识论和方法论的特殊性问题。换言之，
也就是对《资本论》的认识

维护和重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形态。

论的阅读。

二、问题前置的方法论
（一）问题式
“问题式”是阿尔都塞理论的核心范畴，
对于理解其整个理论

（三）征候读法与认识的生产
阿尔都塞在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阅读中读出了马克
思的“双重阅读”，其间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阅读原则。第一种

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阿尔都塞认为：
“科学只能在一定的理论

阅读是“透过栅栏看”的阅读，
也就是一种传统认识论上的线性的

结构即科学的总问题的场所和视野内提出问题。这个总问题就是

看。而与线性反映式的阅读不同，第二种阅读是着眼于“问题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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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征候读法。透过这种方法，能够非视觉地“看”到被既定总问题

结构，其中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历史，这些历史都有

领域所排斥的隐匿的东西。

自己的断裂、
节拍和韵律。“不能在同一历史时代中思考整体的

阿尔都塞提出“认识的生产”的概念，
指出阅读并不是直接的

不同层次的发展过程。
”相反，
必须先考察整体的特殊结构，
在此

线性反映，而是一种生产。“
‘生产’这个词表面上意味着把隐藏

基础上才能理解各个层次和环节以及构成关系的共同存在的形

的东西表现出来，
而实际上意味着改变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存在

式。

的东西。
”阿尔都塞认为，
由于问题式是一种隐性的理论构架，
问

（三）多元决定的反还原主义

题式之下又隐含着被“忽视”的内容，
因此要把这些被隐藏的关键

阿尔都塞从结构主义的立场出发，
认为黑格尔辩证法本质上

节点从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深处和文本中挖掘出来，
惟一的通道就

是目的论的，与这种目的论相应，黑格尔辩证法是简单的和还原

是“征候读法”。它通过对既定问题式中的各种症结（空白、
沉默、

的。 其根本原因在于，
黑格尔的矛盾观是一元决定的矛盾观，它

疏漏和错误）的捕捉，
以把握这一问题式的深层理论框架，
实现总

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应用，
就是把社会整体的各个要素的作用还原

问题转换的“场所变换”，
将“看”的焦点转移到旧的总问题领域没

为一种内在本质的表现。

有看到或视而不见的东西上。马克思正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不
出现”的地方给出了“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出问题的重要回答”，

阿尔都塞则认为由不同领域和层次构成的整体是一个复杂
性结构，由于各种要素和层次的相互独立和相互依存，它们受制

从而使自己观察资本主义经济与理论的问题式在总体上发生变

于一种特殊的“结构因果性”，矛盾也具有了“结构”的特性。因

革。因此，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理论革命不是在于回答的革

此，他反对把社会形态归结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前者决定后

命而是在于问题的革命。
”

者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观念。他“根据主体移心的结构原则，把社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

会构想为一个多层次、无中心的结构性整体”，其中每个领域或

阿尔都塞认为，由于历史本身的局限性，马克思的思想也存

要素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变化的、相对的。他将这种观点归结为马

在某种必然的“理论不在场”，
只有对最深刻的问题式的揭示才能

克思的多元决定的矛盾观和辩证法，它强调整体结构与局部结

看到在其它情况下只是以暗示和实践的形式存在的东西。他指

构、
局部结构与组成要素，
以及局部结构之间、
组成要素之间的辩

出“只有更严格、
更充分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深刻理解《资

证关系。

本论》的理论结果。
”因此，
要把尚未完全理论化的辩证唯物主义

（四）
“无主体”的理论反人道主义

上升为科学理论，从而完成制定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任务，就必

阿尔都塞明确地提出：
“马克思主义既不是历史主义，
也不是

须对《资本论》进行真正的批判性阅读，用马克思的方法来阅读

人道主义” 他通过对《资本论》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以及资

《资本论》。以问题式和征候读法为出发点和方法论，
阿尔都塞对

本主义生产过程、生产关系的比较分析，从以下几个方面批判了

《资本论》及其对象进行解读和比较分析，
阐明了他所理解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
（一）认识与现实相分离的反经验主义
阿尔都塞认为，
在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都有经验主义

意识形态人本学（“特点就是把它的空间的各种现象的经济性质
建立在人即有需要的主体的基础上”） 的理论结构：1. 马克思把
消费划分为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
进而区分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
本、
生产的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
从而规定了生产的物质性，
摆脱

错误。成熟马克思的独创性就在于摒弃了黑格尔把现实对象同

了人本学关于“需要”的经济唯心主义规定；2.马克思指出了劳动

认识对象、
现实过程同认识过程混为一谈的做法，
把现实和思维、

过程条件的物质性和生产资料在劳动过程中的支配作用，
批判了

抽象和具体区分开来，
从而区别于一切思辨的或经验主义的意识

关于人的劳动是纯粹的创造的人道主义观点；
3.马克思指出生产

形态。经验主义的错误在于把理论实践的最初的对象或原料当

关系是生产当事人和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的特殊结合，
批判了古

作了实在本身。而在马克思那里，
认识的生产使得理论实践像生

典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关系是主体间关系的观点。因此，
马克思

产实践、政治实践一样，也是一种实践，它是以理论材料为原料，

是以生产关系而不是人的需要为着眼点进行社会分析的，
他在建

经过加工，生产出产品的过程。因此，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

立《资本论》对象和对象结构的同时就已经抛弃了人道主义，
把资

是一种理论实践的理论，一种反经验主义。
（二）结构分析的反历史主义

本主义解释为一种“无主体过程”，是一种根本上否定从“人的需
要”、
“人的本质”出发去解释社会发展的理论反人道主义。

阿尔都塞认为从《哲学的贫困》到《资本论》的一系列著作对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经济范畴非历史的、永恒的、固定不
变的和抽象的概念进行的根本性批判，
导致了对马克思思想极其
严重的误解。这个误解主要涉及马克思同黑格尔的关系问题。
历史主义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重要原则和方法，
其重要特点
集中在“历史时代”这一概念上。这一概念导出了黑格尔的著名
公式，即任何事物都不能超越它的时代。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
思在确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时已经完全摒弃了历史主义原则。
“马
克思主义的整体同黑格尔的整体是根本不同的。
”他将“结构”视
为马克思解释历史的依据，
认为社会是一个分为层次的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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