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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线性演化
逻辑及其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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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 资本论》 第 １ 卷《 第一版序言》 中提

的社会历史情势） 和俄国特定社会情势语境（ 主要

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命题中

成印象，马克思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是先有一般

出了如下命题：“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

针对俄国农业公社的命运） 。 这种顺序容易给人造

具有政治经济学内容，既包括社会历史转型的经济

性理论假设，后有社会历史特别是社会经济历史的

性内容，也包括经济发展道路内容。

根据，一般性理论语境后的其他三个理论语境都可

马克思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不同语境中的经

视之为对一般性理论假设的验证。 后来面世的材料

济哲学内容已被揭示出来。 但是，因语境不同而造

证明，马克思提出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时有根据，

成的理论内容的复杂性和其中某些观点既具有冲击

直接证据是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笔记即《 巴黎

性又具有挑战性而使我们不能就此住笔，而是要在
更高层面上提出和分析其中隐含的理论问题。
第一，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的语境问题。 马
克思在不同语境中发表对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的

笔记》 《 布鲁塞尔笔记》 和《 曼彻斯特笔记》 。 笔记中
的思想成果进入了《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 神圣
家族》 《 德意志意识形态》 《 哲学的贫困》 和《 共产党
宣言》 等一系列的文献中。 微观证据可以《 德意志

看法。 语境各不相同的原因不难找到，社会历史情

意识形态》 和《 共产党宣言》 为例证，其中对大工业

势、学术背景、叙说对象和论说目的四个方面的情况

革命性的经典论述后来被充实和扩展为《 资本论》

各不相同，造成了语境的各不相同。 人们习惯性地
按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线性
演化逻辑，至于语境问题，则是在自觉意识层面没有

第 １ 卷的第四篇即《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 马克
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 （ 第 １ 分册） 《 序言》 ，以最直接
的形式告诉我们，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的提出与

表示存在的机会。 习惯性做法导致了一系列理论后

政治经济学研究之间具有直接和本质的联系，政治

果的出现。 首先，有那么多经济哲学内容被置于视

经济学研究中涉及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性事实就

野黑洞之中，最终变成了不存在。 其次，在发表对中

是根据。

国被侵略和印度被征服问题的看法时，马克思说了

第三，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的验证问题。 马

那么多有可能伤及我们民族感情的话，如果不在微

克思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的分析中心是资本主义

观和中观语境层面细加辨析，如果不在宏观语境层

社会，根本性诉求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 把社会历

面紧紧抓住马克思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中的阶段

史线性演化逻辑上述四种语境具体化，我们见到的

性内容，得出他是“ 侵略有理论” 者的结论很容易，

是如下情况：一般性理论语境是前资本主义社会→

但这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因为他的观点与当时帝国

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东方特定社会历史

主义者如约翰·穆勒和托克维尔等人的观点之间有

情势语境是殖民地社会（ 印度） 和半殖民地社会（ 中

本质区别。 最后，如果不关注语境问题，特别是不关
注马克思不同语境之间核心思想的本质性联系，误
解马克思相关论述是可以预料的结果。
第二，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的根据问题。 从
马克思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的出场时间看，上述
四个语境的顺序如下：一般性理论语境、东方特定社
会历史情势语境（ 主要针对中国和印度的社会历史
情势） 、原生态语境（ 主要针对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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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资本主义社会 → 共产主义社会；命题的原生
态语境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低级阶段
→资本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俄国特
定社会历史情势语境是原始社会遗存物（ 俄国农业
公社） → 资本主义社会 （ 或不经历这 一 “ 卡 夫 丁 峡
谷” ） →共产主义社会。 这四个语境表明，社会历史
线性演化逻辑涉及了这么复杂的社会历史状况。 面
对如此复杂的社会历史状况，马克思如何验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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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 实际情况是，三种非一
般性理论语境中的内容都是对一般性理论语境中社
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的验证，在这一验证中，原始社
会“ 遗存物” 的情况（ 俄国农业公社） 、封建社会的情
况（ 中国） 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 英国和西欧其他

的观点，就是在论述俄国农业公社前景问题时情况
也是如此，因为马克思要求自己和其他人 “ 必须从
纯理论回到俄国现实中来” ，而“ 俄国现实” 中的种
种状况“ 必然会导致农村公社的灭亡” 。 其四是后
继国家要在世界历史大潮中占得一席之地，经历资

国家） 都顾及了，只是奴隶制社会的情况未及顾涉。

本主义社会的痛苦过程是必然结局。 它们所能做的

社会历史形态方面如此复杂的情况表明，马克思确

是缩短这一痛苦的过程并减轻痛苦程度，但这样的

实对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进行了理论验证，并基
本做到了言之成理和持之有故。 关键问题在于实践

痛苦过程无法“ 跨越” 。 其五，外力论。 马克思在谈

论非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的社会历史

验证，这是马克思无能为力的事情。 后来的社会历

发展问题时，始终坚持外力论的观点，即西方发达资

史发展表明，实践同样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马克思

本主义国家抱着卑鄙目的，利用各种手段，包括侵略

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是正确的。

和征服手段，促使非资本主义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的

第四，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中的学科性内容

社会历史时代。 后来的社会历史发展证明，这种外

问题。 马克思在展开和论证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

力论的观点符合社会历史实际。 其六，诚信经济规

问题时涉及和运用了诸多学科性知识，例如，一般性

律论。 这个被恩格斯以更明确形式表述出来的观点

理论语境主要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这是政治

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但它的客

经济学与哲学的内在联系问题；原生态语境中系统

观存在当是不争事实。

论述英国工厂法立法的历史，这是法学领域中的问

第五，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的思想资源问题。

题；东方特定社会历史情势语境中论及印度和中国

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的一般性哲学基础是进步观

问题时，马克思在情感上同情和道义上声援印度与
中国，这是伦理学领域中的问题；俄国特定社会历史

念。 有学者考据说，这种观念产生于 １６ 世纪。 进步
观念先是以知识进步论形式大行其道，然后向各个

情势语境中论及俄国社会历史状况和前景问题时，

具体知识领域渗透，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历史学领域

详尽分析俄国农业公社涉及的各种问题并与其他历

中出现的结果是进步论的经济史观。 经济史观是哲

史时代和地域的原始公社进行比较，这是历史学领

学性内容，又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域中的问题，等等。 我们在这里关注经济学和哲学

这种经济史观（ 哲学） 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结合始

这两个学科。 人们普遍接受的看法是，发展经济学
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这种看法是用西方主流

自亚当·斯密，持续到 １９ 世纪上半叶，后来只是新
古典主义经济学运动的兴起及其渐成气候，继而成

经济学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眼光看问题的结果。 从经

为经济学主流，才使这种结合成为可有可无的内容。

济学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就能发现，发展经济

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各不相同的经济史观异彩纷呈，

学的真正创立者是马克思，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流行

成为马克思提出和论证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的思

观点是数典忘祖。 马克思在论证社会历史线性演化
逻辑时涉及的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如下：其一，经
济发展是时代的核心任务；其二，欠发达国家模仿和
追赶发达国家；其三，不管主观选择意愿如何，发展
经济的唯一途径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体
制） ；其四，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不被世界历史潮流淘

想资源。 例如，亚当·斯密在 １８ 世纪中叶的学术演
讲中说：“ 人类社会的四个时期是：畋猎、畜牧、农作
和贸易。” 到 １９ 世纪上半叶，李斯特在他那部开创
政治经济 学 研 究 新 范 式 的 《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国 民 体
系》 中，把经济史观表述得更为具体。 与马克思社
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相比，作为例证的亚当·斯密

汰。 把这四个核心性观点放到发展经济学语境并用

和李斯特的观点显得粗糙，缺乏论证，给人以势单力

经济学语言加以表述，我们马上就能发现，发展经济

薄之感，但其中隐含的哲学性理念却十分重要。 人

学的真正创立者到底是谁。 经济哲学性的内容更丰

类社会历史中的经济演化呈线性状态，总体趋势是

富，例证如下：其一，世界历史论。 这种观点的核心

不断进步和发展，这种进步和发展具有阶段性，后一

内容是社会历史性的时间延续和空间扩张，二者中

阶段高于和好于前一个阶段，进步和发展没有止境。

的主体是资本主义经济。 后来，有专有名词表征这

这些哲学性理论带有一般性质，它们启发和影响了

一内容即全球化。 其二，生产力发展绝对必需论。

马克思，帮助马克思提出自己的社会历史线性演化

这种观点主张，任何社会历史性变迁，包括向未来共

逻辑。 这样的思想史梳理和例证表明，马克思在提

产主义社会过渡，生产力发展并达到一定程度都是

出和论证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时，确实利用了前

绝对必需的前提。 马克思终生都在坚持这一观点，

人的思想资源。

始终没有变化。 其三，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中的
阶段不可超越论。 此为马克思在各种语境中都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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