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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从未直接论述过虚无主义，但马克思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关系却引发了学界长期的争论。有人

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如海德格尔把马克思的思想判定为“新时代人的无家可归

状态”，并得出“马克思将虚无主义推到极致”的结论；马歇尔·伯曼提出了“共产主义的虚无主义”

一词，并认为它比“资本主义的虚无主义”破坏性更强；施特劳斯和斯坦利·罗森把马克思的历史主义

理解为虚无主义的一种形式。有人认为，马克思致力于批判和克服虚无主义，其思想中蕴含着批判甚至

超越虚无主义的资源。如卡尔·洛维特指出，马克思在社会实践领域内尝试克服虚无主义，却走向了外

在性的极端；戴维·麦耶反驳，马克思并非施特劳斯和罗森意义上的历史主义者，通过对马克思哲学人

类学的正确理解可以判定马克思主义并非虚无主义。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与虚无主义批判有着某种深层次

的关联。首先注意到这一点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而是虚无主义问题的思考者。他们在进行

虚无主义批判时，无论是从思想史的发生轨迹，还是从问题域本身出发，都不可避免地与马克思相遇。

基于各自的需要，他们不约而同地对马克思进行了重构。这一方面使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在虚无主义问题

上获得了展现，另一方面也使我们不得不审视这一重构的合法性。

对此，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率先做出了回应。常见做法有四：一是针对海德格尔、伯曼等人对马克

思的批评进行反驳，澄清误解；二是以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虚无主义批判思想反思马克思的相关理论

资源；三是展示马克思与虚无主义批判相遇的图景，澄清二者之间的链接机制和问题域；四是借由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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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对旧形而上学、异化劳动、资本逻辑等的批判揭示虚无主义的根源、本质和克服路径。现有做法大多

从虚无主义批判视角审视马克思思想，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审视虚无主义批判

已势在必行。从思想立场和理论特征来看，马克思不是虚无主义者，而必然是虚无主义的批判者。但虚

无主义批判之于马克思，是原生问题还是次生问题？它以怎样的话语模式出现？马克思之于虚无主义批

判具有何种意义？唯有澄清以上问题，方能呈现历史唯物主义在虚无主义批判中的真正价值。“虚无主

义问题贯穿于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始终。无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成背景中，发

生过程中，还是在它的进一步延展中，虚无主义问题都以或潜在或显在的形式存在着。”a 马克思思想发

展具有阶段性和侧重点，这使虚无主义批判在不同时期呈现为不同的话语模式。

一、时代精神的晦暗不明与重建总体性哲学

一般认为，马克思的虚无主义批判从属于意识形态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则奠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

这使马克思能够从政治、经济层面透视虚无主义的根源，从而提供了一条更为根本的虚无主义批判道路。

但马克思是如何走向这一路径的？青年马克思一开始着眼于虚无主义的哲学批判。在《关于伊壁鸠鲁哲

学的笔记》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马克思注意到总体性哲学坍

塌带来的时代精神的虚无，希望通过弘扬自我意识重建总体性哲学，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新的信仰和价值

体系。马克思没有从宗教神学领域出发思考终极价值的退隐问题，而是首先从哲学领域思考如何重建时

代精神的问题。这是虚无主义问题在马克思思想中的正式出场。“以自我意识哲学为起点，马克思开启

了自己的‘哲学革命’，走上了一条建构新型总体性哲学从而超越虚无主义困境的道路。”b

马克思认为，“后亚里士多德时代”与“后黑格尔时代”具有历史相似性，都处于新旧哲学变革的“关

节点”。旧的总体性哲学四分五裂，新的总体性哲学尚未建立。“这些时代是不幸的铁器时代，因为它们

的诸神死去了，而新的女神还命运莫测，不知是一派光明，还是一片黑暗。她还没有白昼的色彩。”c 时

代精神处于虚无状态，个体精神无所适从，无处可依。这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也具有暂时性。正如

“雅典的覆灭与重建”一样，我们将“在海上，即在另一个元素上建立新的雅典”。这“另一个元素”便

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哲学将带来哲学问题与研究范式的转换，从而召唤出一个新的时代。马克思认为，

自我意识是理性和自由的表现，是时代精神的承担者，是新的总体性哲学的内核，因而也成了克服虚无

主义的出路。凭借对伊壁鸠鲁自我意识哲学的推崇以及对德谟克利特原子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将自己历

史性地理解为后黑格尔时代的哲学精神变革者。他希望通过哲学变革来建构新的总体性哲学，结束当前

嘈杂喧嚣的思想论争，超越“无可相信”的虚无主义状态，为人们提供新的精神信仰和价值体系。

在对哲学使命的理解和对自我意识、自由的推崇上，马克思是黑格尔的继承者；在宗教和神学问

题上，马克思是黑格尔的批判者。马克思反对黑格尔式的理性与宗教在哲学形式上的调和。他强调人类

精神的自主性，以自我意识否定神的作用。从中我们能隐约地看到尼采“上帝死了”的论述逻辑。在现

代理性和自由的张扬下，以神学或绝对理性为根基构筑现代人类的精神体系和价值秩序已不再可能。要

摆脱当前精神的虚无状态，只能求助于理性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因此，宗教的批判必然要转化为哲

学的批判。马克思寄托于以个体自我意识的张扬来冲破绝对理性的牢笼，从而使抽象的个性变成具体的

个别性。在此，马克思体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变革主张，强调存在之于现实合理性的重要意义。但马克

思的自我意识哲学与鲍威尔不同。鲍威尔的自由是个人在思想和行动上的不受限制，是纯粹抽象个别性

上的自我意识。马克思强调自我意识的个别性，也强调自我意识的普遍性和否定性。他希望将个别性、

普遍性和否定性三者统合起来构成自我意识的完备的结构，试图调节个别性与普遍性的对立，寻求“定

a刘森林：《物与无：物化逻辑与虚无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5 页。

b郗戈：《“后黑格尔”虚无主义境遇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以〈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为中心》，《中国人
民大学学报》2014 年第 5 期。

c《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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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中的自由”。总体性并不等同于排斥差异的抽象同一性，而是包含着差异性、个别性和否定性的具

体的总体性。具体的总体性的设定，使马克思的自我意识以及实体之间的张力和对抗在面对外部世界时

没有走向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极端程度，也使马克思不像尼采及其后继者们，还有后现代主义者那般走

向对总体性的彻底绝望。马克思以重建总体性哲学克服时代精神的虚无，这为后来的卢卡奇所继承发扬，

开辟了一条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虚无主义的典型路径。

无论是将克服虚无主义的希望寄托于哲学变革，通过哲学范式的转换解决旧哲学体系崩溃后带来的

精神虚无和价值真空，还是将现代体验投射于古典思想，在传统中寻找现代问题的灵感，青年马克思的

这些做法在后来的尼采和海德格尔等人身上获得了淋漓尽致的演绎。但很快地，马克思发现虚无主义的

根源不在于总体性哲学的崩溃，而在于社会关系的异化和分裂。这使马克思超越哲学批判模式另辟蹊径。

这首先体现在马克思从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哲学批判到以市民社会为核心的政治批判的转换上。

二、市民社会批判与人的解放

在编辑《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逐渐体会到自我意识的伸张在现实中的软弱无力。这迫使马克思直

接面对物质利益与精神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代精神的虚无有着现实的社会和政治根源。仅仅从精神

层面重构总体性哲学，并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由此，马克思开始转向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研

究。在虚无主义问题的批判上，则体现为从哲学批判向政治批判的转换。

黑格尔认为，现代国家使实体的普遍性和主体的个别性获得和解，使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达成了

和解，这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虚无主义。马克思深刻地体会到市民社会和国家分离后带来的人的二重性。

“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

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

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

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a 个人生活与类生活的二元对立正是虚无主义的现实表现。现

代国家并未能发挥黑格尔所设想的调和功能。在现实生活中，国家已沦为一种“虚假的共同体”，沦为

个人特权的工具，这使得人的这一想象的普遍性建构更加不可能实现。

对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反思和批判，一方面促使马克思开始将目光聚焦市民社会中活生生的现实

个人，使马克思深入生产关系领域思考时代精神和价值秩序的构建基础，从而碰触到虚无主义的经济根

源。反思虚无主义，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如尼采和海德格尔等人仅从精神和哲学的演变和发

展来理解，而是需要深入挖掘其产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根源。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问题的

研究，可以视为虚无主义的政治批判形式，而这正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前奏，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

的虚无主义批判话语体系。另一方面，这也使马克思极力主张要将“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指出，宗教提供的精神准则和价值秩序不再成为普遍性原则，而成了个

体在私人领域里的选择。现代国家代替宗教体现人的普遍意志和类生活。但现代政治解放的不彻底性造

成了个人生活和类生活的分离对立，这是现代人虚无主义状态的表现。解决的出路在于实现真正的人类

解放。此时，马克思对人的解放的理解还具有浓厚的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色彩。只有深入异化劳动批

判和资本逻辑批判后，马克思才在更现实的层面上建构人的解放理论。现实的个人是以历史性实践方式，

并且是在历史性实践过程中实现人的解放的。

在对宗教的起源批判上，尼采与马克思是一致的。尼采指出，宗教来自“人的心理学需要”，出自

人的“厌世本能”。尼采对宗教的批判也聚焦于柏拉图主义所带来的二元世界对立。无论是马克思还

是尼采，他们都主张人的感性的生活世界才是真实的、体现人的本质的世界。凌驾于人的感性生活的超

感性世界，不管是以彼岸世界、形式世界还是以政治共同体的名义，都只能体现人的抽象的、虚幻的普

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172-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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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性。马克思完成了对黑格尔的颠倒，而尼采也以类似的方式完成了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但尼采的批

判只局限于哲学和精神领域，这也使得他只能借助超人的权力意志走向审美救赎。马克思将“对宗教的

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a 正是通过将神学问题转化为世俗问题，用历

史来说明迷信，马克思在现实中寻找到超越虚无主义、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

马克思在进行政治批判时已敏锐地洞察到现代社会物质关系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对现实的批判不能

停留于理论的解放，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题。在虚无主义的克服上更是如此。只有从社会生

产关系入手，才能从根本上瓦解虚无主义的政治经济根源。由此，马克思开创了虚无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批判路径，而这体现在从异化劳动批判到资本逻辑批判的演变之中。然而，虚无主义毕竟是现代性的精

神文化现象。“对于精神文化现象，马克思不再走从精神到精神的观念论老路，而是把对宗教与形而上

学的内在批判转变为意识形态批判，即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实现对宗教与形而上学的废黜。”b这体现在以

施蒂纳为靶子的意识形态批判上。对马克思而言，虚无主义问题从属于意识形态批判，而对意识形态的

批判则要奠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两种层面上的批判共同构成马克思关于虚无主义批判的重要内涵。

三、施蒂纳的反面启示与意识形态批判

“马克思的实‘有’对抗施蒂纳的虚‘无’，是历史唯物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的第一次正面

交锋。……施蒂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第一个以虚无主义问题与马克思遭遇的思想家。”c这一次交锋

的结果，是马克思对德国观念论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算和批判，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关于虚无主义

的意识形态批判话语。

施蒂纳完成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性颠覆，同时也走向了虚无主义。施蒂纳和费尔巴哈力图解决

黑格尔哲学遗留的虚无主义后遗症，但皆以不同的方式重陷窠臼。费尔巴哈从感性的类存在出发，

以“类”克服“个体”本身的易逝的、个别的有限性；施蒂纳则从当下利己的唯一者出发，以“独自性”

抵制“普遍性”的压制。对施蒂纳和费尔巴哈的批判同属于马克思关于形而上学的批判范畴。在虚无主

义批判上，施蒂纳和费尔巴哈从不同角度为马克思提供了启示。

第一，虚无主义的真正秘密不在精神史中，而在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真实的社会关系中。施蒂纳

和费尔巴哈都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辨范围内思考问题，从观念出发解释观念，批判观念。马克思强调

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

西。”d 这意味着，一是不能仅从精神的发展史来理解虚无主义，还要将它置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中

来理解。这使马克思跳出黑格尔、施蒂纳和费尔巴哈等人的“怪圈”，开始从现实的个人和社会关系出发，

考察人的现实历史过程和具体的社会关系，从而揭示了虚无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尼采、海德格尔、

施蒂纳等人都是从精神—意识—文化层面出发思考虚无主义，只有马克思转向了经济—政治—社会层面

的剖析。前者所揭示的只是虚无主义的表层症候，后者所揭示的才是虚无主义的深层症结。马克思后来

从异化劳动批判到资本逻辑的批判，正是这一路径的展示。二是虚无主义批判从属于意识形态批判。作

为一种时代精神文化现象，虚无主义是形而上学观念论的必然性病症。由此，马克思把对宗教和形而上

学的批判转化为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深入分析了意识形态的生产机制和运行方式，从而也展示了虚无

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现象的产生和运行过程。三是解决虚无主义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施蒂

纳和马克思在同一块自由的荒野上进行相互对立的哲学思维：马克思的自我异化的人必须通过一场革命

来改变现存世界的整体，以便能够在异化中回到自身；与此相反，施蒂纳那变得离群索居的自我除了返

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200 页。

b 邹诗鹏：《虚无主义的极致与人的解放问题——重思马克思对虚无主义的批判》，《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5 期。

c刘森林：《物与无：物化逻辑与虚无主义》，第 153-154 页。

d《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年，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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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自己的无，以便在他可以利用世界的程度上如世界所是的那样利用世界之外，不知道做其他任何事

情。”a 实践之维的开拓，乃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虚无主义批判的最具独到之处。对虚无主义的思考实现

了从哲学批判向实践的社会批判和社会变革的转变。对虚无主义的批判和克服，统一于人的社会历史性

实践中。而下一步，便是具体考察人的历史性实践活动——劳动。

第二，解决虚无主义问题需要在个体与社会、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保持辩证张力关系。黑格尔“现

实是本质与实存的统一”的命题为费尔巴哈和施蒂纳所瓦解，前者走向了本质之维的极端，后者走向了

实存之维的极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其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但是，只有在共同体中才

可能有个人自由，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的手段。针对此，马克思指出要破除虚假的共同体，追求“真

实的共同体”与“完整的个人”。马克思并没有抛弃黑格尔“现实是本质与实存的统一”的命题。但与

黑格尔诉诸理性不同，马克思认为，保持个体与社会、普遍性与特殊性维度之间辩证统一张力的途径在

于现实个人的劳动实践。问题在于，在当下的社会历史条件中，现实个人的劳动实践表现为异化劳动，

因而对虚无主义问题的批判将转化为对异化劳动与资本逻辑的批判。

第三，解决虚无主义需要超越以往的哲学基地，站立在一个新的立足点即现实的个人基础上。施蒂

纳和费尔巴哈的教训说明，只有超越黑格尔的哲学地基，才能获得一个全新的哲学视域，也才有可能真

正超越后黑格尔时代的虚无主义困境。这个新的立足点就是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人处于具体的社会历

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其受动性存在和能动性存在是历史性地关联在一起的。所以，人的本质不是单个

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不是费尔巴哈意义上的抽象的类存在，也不是施蒂纳意义上的利己的当下的自我，

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放弃了传统的彼岸理想预设，积极探索现实的人类解

放理想和实现路径。马克思虽然批判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根源，但并不意味着他在现实中全然摒弃人的

形而上的、普遍的、神圣性的维度。施蒂纳的教训使马克思意识到保留这一维度的必要性。在马克思的

逻辑体系中，形而下的、个人的、世俗性的世界与形而上的、普遍的、神圣性的世界并不存在必然的对

立关系，相反是可以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统一关系。换言之，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并不必然分裂对立，

二者是可以相互促进、内在统一的。而只有二者的统一，才能构成人的历史发展的总体性实现。

四、异化劳动、资本逻辑批判和历史性的实践救赎

从异化劳动批判到资本逻辑批判的推进使马克思彻底跳出意识形态领域，从社会历史实践层面改变

了虚无主义问题的发生域和解决途径。马克思所揭示的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里最深层的虚无主义现

象，异化劳动并非根源于现代性本身的逻辑，也不是人类历史的必然性命运，而是人为和制度化的

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相应的，虚无主义并不是人类的必然命运，而是特殊社

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性产物。由此，虚无主义具有了历史性特征。虚无主义批判、异化劳动批判和资本

主义制度批判是内在一致的。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

马克思实现了从异化劳动批判向资本逻辑批判的转变。资本逻辑是支配资本主义社会最神秘的根本性力

量，是虚无主义最本质性的塑造力量。于是，对虚无主义的批判转化为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劳动和

资本逻辑的批判。对虚无主义的克服也相应地转化为对异化劳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逻辑的扬弃，即

共产主义运动。

（一）异化劳动与实践救赎

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使人异化自身，而不是证实自身。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生存的最深层

次的虚无主义现象。人对异己对象的占有能力，是一种受社会历史条件限制的现实的能力。对异化劳动

的扬弃，不仅是一种精神活动，更是现实的、改变现存关系的对象性活动。

在对待劳动与虚无主义的关系上，马克思与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差异极大。在尼采处，劳动意味

a［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李秋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第 1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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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急迫和负担，没有任何塑造世界和塑造人的力量的色彩。他捍卫的是古希腊式的闲暇和沉思。在海德

格尔处，与劳动概念最接近的就是“操劳”——常人的沉沦状态。因而，劳动与生产性、功利性、手段

性和强制性等相关，与审美的精神性、非功利性、目的性和自由等相对立。基于此，海德格尔批判马克

思的劳动概念所带来的生产性强制。但这是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误读。一直以来，马克思劳动概念的经

济学理论基础获得了广泛关注；但其哲学根基和审美向度却很少被论及甚至直接被忽略掉。恩格斯在《反

杜林论》中提出，劳动是所有文化和教养的创造者，劳动的历史是理解整个人类历史的钥匙。在学理上，

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哲学根基和审美向度是在与黑格尔的争辩中产生的，这同时也反映出黑格尔与马克思

之间微妙的传承关系。“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

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a 哈

贝马斯指出，正因为马克思把美学生产引入人类的劳动实践中，所以社会劳动可以成为生产者的集体自

我实现。也就是说，实存与本质、个体与社会能够在劳动实践中获得辩证统一。所以，无论是海德格尔

对于马克思生产性强制劳动的指责，还是洛维特对于马克思走向外在性极端的批评，都是对马克思的片

面理解。

马克思力图立足于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通过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个人劳动实践保留神圣性与

世俗性、本质与实存、超感性与感性之间的辩证张力，从而遏制虚无主义。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方案

可归结为实践救赎。对马克思来说，问题转化为如何使得超验的价值理想扎根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

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逻辑批判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探索。

（二）资本逻辑批判与共产主义

1. 资本逻辑是虚无主义最根本的塑造力量。资本摧毁了传统世界，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了一个新

世界。这个新世界并非人的世界，而是资本的世界。当尼采还停留在批判基督教所塑造的世界是上帝的

世界而不是人的世界时，马克思已经洞察到，现代社会从神到人的逻辑转化中，已经被资本逻辑给截断

了。资本取代上帝，成为现代社会至高无上的神。于人而言，资本的世界更是虚无的世界。在传统社会

里，人所体会到的虚无还有某种模糊性和间接性；而在资本社会里，人之虚无则表现为公开的、直接的、

露骨的状态，因为“对象化活动一旦失去了所指的‘价值理念’，而是直接用物化的社会关系（货币）取

而代之，社会便步入了真正的虚无状态”。b

2. 资本主义社会是虚无主义具体的社会历史发生空间。资本逻辑并非现代社会唯一的统治逻辑和支

配性力量，其神圣性地位和不可一世的力量来自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情境，即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

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历史性产物。因此，虚无主义也就有了具体的社

会历史发生空间，即资本主义社会。对虚无主义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是一体同构的。这说明，

克服虚无主义不仅要考虑其形而上学的根源和精神层面的超越，更要考虑其深层的社会物质生产关系来

源和制度层面的超越。二者之间并非二选一的抉择，而是相互支持、相互需要的关系。总体性历史视野

使马克思深刻地意识到，无论是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社会还是虚无主义，都并非人类历史的“自在之物”，

也并非外在于人的历史，而是人的发展和解放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环节。自我异化和自我异化的扬弃是

历史性地交织在一起的。虚无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克服也是历史性地交织在一起的。海德格尔曾高度评价

马克思在历史维度上所开创的理论深度和重要意义。但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劳动概念及实践救赎的肤浅理

解使他与马克思擦肩而过。这同时也使我们回忆起施特劳斯和罗森对马克思的批评。二人将历史性维度

简单地等同于历史主义，难以避免武断粗暴之嫌。历史主义的极端相对性和无限制性，显然与真实的马

克思思想无甚关联，因而也就无须揣测其可能性的理论趋向风险。

3. 共产主义是虚无主义的终结。资本逻辑必然导致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必然衍

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274 页。

b田明：《指谓与对象化：克服虚无主义的辩证反思》，《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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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克服虚无主义，实际上就是要求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扬弃资本逻辑，建构新型的社会生产关系——

共产主义。这意味着，第一，在个体与总体的关系上，共产主义是个体和总体的本质实现和解放。马克

思指出，首先要避免重新把个人与社会总体对立起来，因为个人首先是社会存在物。个人与社会之间的

敌对关系，人与人之间互为手段的异己状态是由私有财产和资本逻辑引起的。对这一异己状态的扬弃必

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关系良性发展、个体自由自觉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个人解放须以社会

解放为前提。没有集体和社会力量，就无法实现对异己力量的控制。此集体必须是真正的集体，而不是

虚假的集体。真正的集体是自由自觉的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在其中，每一个个人都以他人的发展

和自由为前提，每一个个人的现实的实现都是能动与受动的实现。第二，在世俗性与神圣性的关系上，

自我及其价值不是建立在彼岸的乌托邦之上，而是建立在现实的社会历史实践基础上。共产主义并不是

某种应当确立的状况和价值预设，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现实性的历史运动。由此，世

俗生活有了神圣性维度，神圣性的追求也有了坚实的世俗根基。第三，共产主义的扬弃并非简单的否定

和破坏，而是建立在社会历史性基础上对现存异己状况的超越。伯曼将共产主义简单地理解为对资本主

义社会的野蛮破坏。然而，共产主义并非如虚无主义一般对现存全然地否定和破坏，而是对否定人的力

量和因素的销毁，对肯定人的力量和因素的发扬。作为消灭异化状态的现实的运动，共产主义是建立在

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基础包括世界历史的形成状况、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

及其对生产力的倒逼、现实的技术发展水平和实践条件、实践主体的生存状况和革命性力量等。这一运

动由最根本的生产关系入手，直接瓦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从而彻底破除了虚无主义的经济根源和

制度屏障。

总之，马克思对于虚无主义批判史的意义有三点。第一，马克思从经济制度层面上揭示了虚无主义

的深层根源。虚无主义的真正秘密不在精神史中，而在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中。资本逻辑是虚无主义产

生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是虚无主义的制度屏障。因此，反思和克服虚无主义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

题。第二，马克思从总体性的历史视角出发，把虚无主义理解为历史性产物，虚无主义与克服虚无主义

是历史性地交织在一起的。由此，克服虚无主义拥有了历史性的实践空间。第三，马克思将自我及其价

值建构奠定于社会历史性的劳动实践基础上，这使对虚无主义的克服不再局限于精神文化层面上的审美

救赎，而成为切实的历史性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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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industry self-discipline organizations. Absence of a prior and effective disposal mechanism in the 
system itself，the Q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extraction and the compulsory allocation of risk disposal，together 
with the loss-free trading and compulsory lending behavior of foreign traders in violation of commercial logic，
caused the full decline of the Guild. In fact，the Canton guaranty system motivated all Hong Merchants failure 
at the domestic stage，instead，made a Hong merchant acquired a credit over the whole world. The U.S. drew 
the essence from Chinese system by taking in deposit insurance under bank supervision，but it still suffers from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ineffective political rivalries. It is possibl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able 
fun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condition of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

Government Involvement and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iu Min, Huang Liangxiong and  Zhu Yapeng  101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for China to enhance it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participate in global governance. Chinese government play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OFDI. This paper takes 2005-2011“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database”and“Director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nterprises (Institutions)”as sampl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increase of the 
degree of government involvement h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tendency of China’s OFDI. Specifically, the 
increase of the degree of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s one unit, and the possibility of Chin’s OFDI is reduc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