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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既是人的异化的结果又是人的异化的原因。卢梭也看到了私有制使人

产生异化。从这一点上 ,可以看出马克思与卢梭在思想上的联系。然而也应该看到 ,在私有制与

人的异化的问题上马克思的思想远远比卢梭要深刻得多。卢梭虽然猜测到了私有制是人的异化

的根源 ,但由于时代的局限 ,只能提出平均主义的解决办法 ,因而无法消除人的异化。马克思认为

只有彻底扬弃私有制 ,才能消灭人的异化现象 ,才能使人成为真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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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 ,人们对马克思思想渊源的研究主

要着重于列宁提出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

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的角度 ,而对法国启蒙

思想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的研究却十分薄弱。

其实 ,马克思出生在一个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影

响的时代 ,马克思本人也十分重视法国启蒙思

想 ,一生当中多次研究过许多著名的法国启蒙

思想家的著作。例如他在克罗茨纳赫时期就

曾认真研读过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卢

梭的《社会契约论》,并写下了大量笔记。忽视

这一点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在学术上 ,往往

在社会主义实践上导致对人的价值和民主政

治的忽视。当然 ,从法国启蒙思想的源头研究

马克思思想的来源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非一篇

几千字的论文所能完成。本文只是试图从私

有制和异化的关系出发来寻找马克思思想与

卢梭思想的联系 ,从而揭示马克思思想与启蒙

思想的联系。

一

在探讨人的异化和社会不平等根源时 ,卢

梭和马克思都看到了私有制在人类异化中的

作用。卢梭认为 ,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随着私有制的产生 ,自然人的自然状态再也维

持不下去了 ,各种社会邪恶现象也都接踵而

来。首先 ,在私有制出现后 ,产生了统治和服

从、主人和奴隶的不平等。从前处于自然状态

的自由自在的人 ,分成了受人支配的奴隶和支

配他人的主人。人类天赋的自由消失了 ,社会

中的不平等也发展起来了。其次 ,由于私有制

和不平等的出现 ,人的本性也发生了异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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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变得奸诈和虚伪 ,“一方面是竞争和倾

轧 ,另一方面是利害冲突 ,人人都时时隐藏着

损人利己之心。这一切灾祸 ,都是私有财产的

第一个后果 ,同时也是新产生的不平等的必然

产物。”[1 ]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起源于异化劳

动 ,但私有制一经产生就成了异化劳动的根

源。[2 ]正是私有制造成的劳动和劳动条件的

分裂 ,使得劳动者和劳动活动、劳动产品、人的

本质以及他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异化。因此

私有制在产生之后就是人的异化的根源。在

认定私有制是人的异化的根源这一点上 ,卢梭

与早期马克思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

但是对于私有制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 ,

马克思与卢梭出现了根本的区别。卢梭认为

劳动必然导致私有制的产生 ,因为只有劳动才

能给予劳动者对于他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同

时私有制又进一步促进了劳动的发展。卢梭

设想到 ,如果人们的劳动果实没有保障 ,而随

时可能被看中这些果实的人抢走 ,那么有谁会

自寻烦恼从事耕耘呢 ? 而且 ,如果劳动者知道

他们越是需要自己的劳动成果反而越不能得

到时 ,那么 ,谁还肯终生从事于艰苦的劳动

呢 ?[1 ]因此卢梭称私有制为“最初的公正规

则”。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的结

果。私有制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2 ]但是

劳动如何产生出私有制 ? 对此卢梭和马克思

的回答迥然不同。卢梭看到了土地的耕种必

然导致土地的分配 ,必须根据劳动去设想新生

的私有观念 ,而且他在论述中谈到了私有制是

冶金术和农业技术 (卢梭在此隐约地感觉到的

其实是生产力) 发展的必然结果。[1 ]此外卢梭

认为人类社会在某一历史时期 ,一切事物的发

展都已发展到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继续下去的

地步了。[1 ]这里卢梭明显地表现出了某种唯

物主义的倾向 ,认为人类社会的某种现象的出

现是自身发展的结果 ,而不是由于某种超越于

人类社会之上的精神力量的作用。无怪乎普

列汉诺夫这样评价卢梭道 :“在纯哲学问题上 ,

他无论如何不能超出肤浅的唯心主义者之上。

但是 ,当这位肤浅的唯心主义者思索到文化发

展的动力时 ,尽管有个别唯心主义偏向 ,却是

像一个唯物主义者那样进行推理的 ,而且在自

己的推理中 ,往往表现出他是一个真正有天才

的人。在这方面 ,18 世纪所有的唯物主义者

中间 ,只有爱尔维修才能同卢梭并驾齐驱 ,而

在思想的力量方面还逊于卢梭一等。”[1 ]在关

于私有制起源问题上 ,卢梭向历史唯物主义方

向走了几大步。他猜测到了人类劳动与私有

制产生的关系 ,猜测到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包括科学技术 ———冶金术和农业技术的发

展)必然会产生私有制。然而这走出的几步又

是那么的不坚定。我们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

源和基础》中 ,又读到了卢梭在有关私有制的

起源问题上写下的另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 :

“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 :这是

我的 ,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信

了他的话 ,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假

如有人拔掉木桩或者填平沟濠 ,并向他的同类

大声疾呼 :‘不要听信这个骗子的话 ,如果你们

忘记土地的果实是大家所有的 ,土地是不属于

任何人的 ,那你们就要遭殃了 !’这个人该会使

人类免去多少罪行、战争和杀害 ,免去多少苦

难和恐怖啊 !”[1 ]在这段为人熟知的话语中 ,

我们可以看到 ,卢梭又缩回到了历史唯心主义

之中。私有制的产生又成了某个人的一时心

血来潮。而且如果有人也心血来潮地加以阻

止 ,那么整个人类历史都要改写。卢梭在此完

全抛弃了历史 ,从主观设想中虚构了一幕“生

动的”历史场景 ,在这一场景中私有制的产生

不再是源于人类自身的历史的发展 ,而是来自

一些人的偶然冲动。在此卢梭把私有制的起

源又完全归结为人的主观意志的偶然性 ,而不

是历史的客观发展的结果。这与前面所述的

他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正如普列汉诺夫所

说的 ,卢梭的唯心主义倾向破坏了他的唯物主

义见解的严整性。马克思认为私有制不是从

来就有的。它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

的产物 ,是异化劳动的产物。私有财产本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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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异化的表现。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

产是人的生命的异化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

而私有财产的运动既是生产运动的感性表现 ,

也是人的实现或现实。[2 ]因此 ,私有制包括两

个方面 ,即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在客观方

面 ,它表现为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在主观

方面 ,它的本质是社会劳动的非人形式的异化

劳动的凝结。私有制产生之后就成了异化的

原因。至于异化劳动如何产生私有制 ,马克思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出了明确的解答。

马克思认为必须从生产活动的历史中去寻找

私有制的起源。人类为了生存必须每日每时

进行生产劳动。生产在一定的阶段总是以一

定的生产方式进行的 ,而生产方式又总是与一

定的生产力水平相联系的。正是某一时期的

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状

况 ,因此是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私有制的产

生。马克思认为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 ,分

工也随之产生、发展起来了。分工首先是性别

上的分工 ,后来开始出现自然的分工 (根据天

赋、需要、偶然性等) 。分工导致了物质活动和

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的分离 ,导

致了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 (包括在数

量和质量上) ,从而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马

克思认为 ,分工和私有制是同义语 ,是分工和

私有制导致了人的异化。

在私有制的起源问题上 ,马克思从历史唯

物主义出发 ,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来探讨私有

制的产生 ,从而把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建立在科

学的世界观基础之上。马克思超越了卢梭。

在对待私有制的历史作用问题上 ,马克思

与卢梭也存在重大分歧。卢梭认为 ,私有制是

人类不平等的基础 ,是人类社会异化的动力。

它一出现 ,人类就开始分为富人和穷人、统治

者和被压迫者、命令者和服从者。各种不平等

就相继产生。而各种不平等最后都必然会归

结到财富的不平等上去。[1 ]卢梭在他所有的

政治著作中不止一次地强调 ,私有财产的产生

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卢梭认为 ,随着私

有制的出现 ,人类社会就开始出现了许多争执

和战斗。随着农业的发展 ,奴役和贫困也就随

之而来。以前是自由自主的人 ,现在由于无数

新的欲望 ,已不得不受自然界的支配 ,不得不

受自己同类的奴役。人们为了一己的利益 ,把

原来相安无事的世界变成了空前激烈的战场。

人人怀着损人利己之心 ,在社会这个战场中相

互竞争、相互倾轧。[1 ]由于有了私有制 ,富人

和穷人之间产生了统治和奴役、暴力和掠夺。

富人一旦尝到了统治的甜头 ,就像恶狼尝过一

次人肉再也不想其他食物 ,而只想吃人了。总

之 ,有了私有制后 ,“堕落而悲惨的人类 ,再也

不能从已踏上的道路折回 ,再也不能抛弃已经

获得的那些不幸的获得物 ,同时他们努力以赴

的只不过是滥用使自己获得荣誉的种种能力 ,

从而为自己招致恶果 ,并终于使自己走到了毁

灭的边缘。”[1 ]

虽然马克思认为私有制的出现有其历史

必然性 ,私有制在一定历史阶段有其合理性 ,

但是马克思认为私有制的历史性、合理性只存

在于异化劳动的条件下 ,而其必然性、合理性

现在已经丧失 ,私有制已经成为人的异化的根

源。因此 ,在私有制下人变得越来越自私自

利 ,越来越失去社会性 ,越来越同自己的本质

相异化。作为私有制同义语的分工同样也造

成了人的异化。分工使劳动者失去了现实性 ,

成为高度异化的机器。“工人生产越多 ,他能

够消费的越少 ;他创造的价值越多 ,他自己越

没价值 ,越低贱 ;工人的产品越完美 ,工人自己

越畸形 ;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 ,工人自己越

野蛮 ;劳动越有力时 ,工人越无力 ;劳动越机

巧 ,工人越愚钝 ,越成为自然的奴隶。”[2 ]

因此 ,在私有制导致人的异化 ,带来社会

中的不平等的观点上 ,卢梭基本上接近马克思

的观点。但在分析方法上 ,两者却有很大的区

别。在卢梭的抽象思维中 ,虽然他也看到了社

会中的各种不平等的现象 ,并把它们最后都归

结为财富的不平等 ,但在他眼里始终只有富人

和穷人、强者和弱者的抽象的对立 ,而没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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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阶级社会中活生生的具体的阶级对立。而

且 ,卢梭对私有制的批判 ,始终是站在抽象的

人道主义立场上 ,始终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出

发的。而马克思对私有制的分析 ,不是从抽象

的概念出发 ,而是从现实的个人及其感性活动

出发。虽然马克思也使用人或人性等抽象的

概念 ,但他始终是立足于现实社会的。当然在

马克思对私有制的批判中 ,也充满着人道主

义。但是马克思的思想又远远超出了抽象的

人道主义的水平。因为马克思不是从每个时

代中寻找某种抽象范畴 ,然后用这抽象范畴来

解释社会中的私有制 ,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

的基础上来考察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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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二

虽然卢梭认为私有制是产生人的异化和

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并指出私有制是人类

社会一切灾难的根源 ,但是卢梭从来没有提出

过消灭私有制的口号 ,也从来没有表示过赞成

彻底废除私有制。卢梭认为历史是不能倒退

的 ,自从私有制产生以后 ,人类再也回不到没

有私有制的自然状态。因此社会面临的任务

不是消灭私有制 ,而是减缓由私有制造成的灾

难。卢梭认为 ,私有制给社会造成灾难并不是

因为它的一般的存在 ,而是因为它产生了社会

的贫富两极分化 ,因为社会一方面存在巨富 ,

另一方面存在赤贫。而且卢梭还认为在社会

状态中 ,私有制是社会生活的基础 ,私有财产

是神圣的 ,比自由本身还重要。因此 ,卢梭对

私有制的批判 ,不是为了消灭所有的私有财

产 ,而是只要求废除巨大的私有财产。因为在

卢梭看来 ,巨大的私有财产是极少数人过于富

裕和极大多数居民赤贫的原因 ,因此国家应该

关心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社会契约的目的

就是要全部共同的力量来保卫每个结合者的

人身和财富。[4 ]因此 ,卢梭认为 ,“政府的最重

要的任务之一 ,就是要防止财富分配的极端不

平等。这并不是要从富人手中夺取财富 ,而是

要从富人手中剥夺积累财富的手段 ;不是要给

穷人设立济贫院 ,而是要保证人民免于贫

困。”[5 ]

卢梭认为从自然法角度看人人生而平等 ,

但现实社会中充满着各种不平等。各种不平

等最后都可以归结到财富的不平等。因此要

促进社会平等 ,不是要消灭私有制 ,而是要求

限制人们的财产。要使得没有一个公民可以

富得足以购买另一个人 ,也没有一个公民穷得

不得不出卖自身。[4 ]只有社会中没有巨富和

赤贫 ,人人都有不多的财产而且彼此差别不大

时 ,社会中的不平等才会消失。实际上卢梭设

想的是一个近似于平均主义的解决方案 ,代表

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资产阶级的理想。而

这种平均主义既没有消灭私有制 ,也没有超越

私有制 ,却是始终以私有制为前提的。对这种

平均主义 ,马克思在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时曾

作过深刻的剖析。他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中写道 :“一切私有财产 ,就它本身来说 ,

至少都对较富裕的私有财产有着忌妒和平均

化欲望 ,这种忌妒和平均化欲望甚至构成竞争

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这种忌妒和

从这种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的顶点。

它具有一个特定的、有限的尺度。对整个文化

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 ,向贫穷的、没有需

求的人 ———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 ,

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 ———的非

自然的单纯倒退 ,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

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2 ]卢梭的平均主义思

想和中国古代农民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

均主义思想如出一辙 ,这种以贫穷、物质缺乏

为基础的平均主义是阻碍历史发展的。私有

制的产生和发展 ,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

段的产物 ,是人类历史必然要经历的阶段。私

有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 ,符合生产力水平 ,促

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为人类社会创造了物质财

富 ,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 ,几乎以魔术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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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 ,使物质财富充分增长。卢梭的平均主义

和粗陋的共产主义一样 ,是向贫穷的非自然的

单纯倒退 ,是建立在对私有制抽象否定基础上

的 ,是对私有制的消极的“扬弃”。这种“扬弃”

不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 ,是和历史

发展背道而驰的。马克思认为 ,私有制是人类

生产力发展的产物 ,它有产生的必然性 ,也有

被扬弃的必然性。私有制只和人类发展的一

定阶段相联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私有制必

然被扬弃。这种扬弃 ,不是回到私有制初级水

平上的“扬弃”,不是历史的倒退 ,而是在私有

制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扬弃 ,是历史的进步 ,

是在保留了私有制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精神

财富的基础上的对私有制的“积极”扬弃。因

此卢梭的平均主义同样也是“不仅没有超越私

有财产的水平 ,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

水平”。这种平均主义实质上不是对私有制的

扬弃 ,而是对私有制的肯定。这种平均主义不

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 ,在实际上也被中国的社

会主义实践所否定。马克思认为 ,这种平均主

义错误的根源在于“它还没有弄清楚私有财产

的积极的本质 ,也还不理解需要的人的本性 ,

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2 ]

马克思认为 ,既然私有财产是人类历史发

展的必然产物 ,那么私有财产在一定历史条件

下既具有消极的一面 ,也具有积极的一面。它

的消极方面是引起人的异化、社会的不平等 ,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阻碍生产力发展 ;它的积极

方面就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促进了生产力的

发展。而且 ,私有财产直接就是以异化形式表

现的人的生命、人的本质。私有财产的运动就

是人的本质的实现。这就是私有财产的积极

本质。因此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必须保留私有

财产的积极本质 ,而不能简单地否定、限制和

平均私有财产。而且平均主义的扬弃丝毫没

有削弱私有制的消极本质 ,而是以这种消极本

质为前提 ,并强化了这种消极本质。此外 ,马

克思认为 ,在这种平均主义的前提下 ,人们必

然重新开始争夺生活物质的生存竞争 ,使私有

财产导致的腐朽的东西死灰复燃。[2 ]为了进

一步说明这一点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讨论人类历史的前提时 ,着重考察了物质需

要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认为 ,人

要创造历史 ,首先必须生活。而要生活就产生

了对生活资料的需要。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

动就是生产物质资料以满足这种需要。而满

足这种需要的活动、这种需要满足的本身和满

足需要的工具又产生着新需要。这种新的需

要又进一步促进人类生产的发展。因此物质

需要始终和人类生活相伴始终 ,始终是人的生

命的表现。当然需要如果膨胀为贪婪 ,那就会

给社会带来灾难。也就是说 ,在这种条件下需

要具有使人异化的非人性质。但另一方面 ,需

要本身还具有人的本性 ,是人的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部分。而平均主义者不理解需要的人的

本性 ,以压抑需要的方式来“扬弃”私有财产 ,

实际上是和私有财产一样否定人的个性 ,本身

就还是私有财产的表现。因此私有财产的扬

弃 ,不是要否定在异化形式下表现的人的本

质 ,而是要否定这种表现人的本质的异化形

式。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 :私

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是人通过人并且为了人

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因此 ,它是人向自

身、向社会的 (即人的) 人的复归。”[2 ]因此 ,马

克思认为要扬弃异化就必须真正现实地彻底

地否定私有财产。

总之 ,卢梭和马克思都认为私有制是人的

异化的根源 ,但是马克思的思想是建立在对具

体的社会历史的经验的考察之上的 ,而卢梭是

建立在他个人的主观猜测之上的 ,因此在有关

私有制的起源上 ,卢梭有时是自相矛盾的。在

消除私有制这个异化根源时他是束手无策的。

马克思辩证地理解异化和私有制的关系 ,明确

地指出私有制是异化的结果 ,又是人的进一步

异化的原因 ,只有彻底扬弃私有制 ,才能真正

消除人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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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Marx and Jean - Jacques Rousseau’s Thought
on Private Property and Alienation

WEI Hong - zhong

Abstract :Karl Marx regarded that private property was not only the result but also the reason of hu2
man alienation. Jean - Jacques Rousseau also noticed that private property makes man alienate. In this

respect we can see the relationship in thought between Marx and Rousseau. However ,we could find

that Marx’s idea on the problem of private property and human alienation is far more profound than

Rousseau’s. Though Rousseau guessed that private property was the root of human alienation , he

could only put forward equalitarianism as the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due to the limit of his time ,

which obviously could not wipe out human alienation. Marx believed only through annihilating private

property completely can man overcome alienation ,can man become real man.

Key Words :Karl Marx ;Jean - Jacques Rousseau ;private property ;alienation

首届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主编
经验交流会在深圳大学召开

　　1999 年 12 月 21 日至 23 日 ,首届全国“双十佳”

社科学报主编经验交流会在深圳大学召开。来自北

大、北师大、复旦、南开、吉大、厦大等“双十佳”的主编

20 余人和《新华文摘》、《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的负责

同志参加了会议。《上饶师专学报》刘孝学、江泰然两

同志应邀参加了交流会。

会议由深圳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王洪友同志主

持。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主任潘国琪教授在会上介绍了首届全国

高校文科学报评比的情况 ;常务副理事长、北京大学

学报主编龙协涛教授通报了北大、北师大等大学对

“双十佳”学报的奖励情况 ;《新华文摘》的编辑和《人

大书报资料中心》的总编辑就其刊物的选稿标准谈了

具体的意见。《上饶师专学报》主编刘孝学教授在会

上宣读了《关于师专学报定位和办刊方针的思考》的

学术论文 ,阐述了师专学报的定位是师范性、地方性、

学术性 ,但三者不是并列关系 ,必须以学术性统率师

范性和地方性 ;《上饶师专学报》的办刊方针是讲方

向、讲特色、讲质量 ,而“讲方向”、“讲特色”最终应落

实到“讲质量”上。他的发言受到了与会者的肯定和

好评。

会议期间 ,深圳市教育局领导、深圳大学党政领

导、各学院负责同志到会看望了与会代表。此次经验

交流会是由深圳大学学报编辑部承办的 ,代表们对他

们“多层次、全方位、高效率”的服务态度和工作方法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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