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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文艺复兴以降，主体问题一直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奠基石。从笛卡尔到康德，从黑格尔到马克

思，不同哲学家都对主体问题做出过独具特色的阐释。但是诚如巴迪欧所言，上帝已经死去很久，人

本主义的人却并没有在20世纪中幸存[1]。显然，资本的全球化布展没有更多地确证人的主体性，反而

愈益消解主体的地位与作用。在现代资本主义商品世界中，人之为人的全部意义在于能否成为商品

生产者与消费者，人彻底沦为资本价值增殖的工具。面对这一现实境况，特别是伴随法国结构主义与

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主体-客体历史辩证法的“解构”，一股“主体之死”的理论基调在西方马克思

主义理论和当代左翼激进思潮中弥漫。尼采曾在20世纪的转折点上振臂高呼“上帝死了”，而在上帝

与人共同消失的今天，作为受马克思主义正面激励的激进左派领军人物，巴迪欧关心的问题是：在资

本逻辑场域中人究竟应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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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今天，主体问题需要在资本逻辑的视野中才能得到深刻理解。

马克思在确立主体-客体历史辩证法的同时，揭示了资本逻辑统摄下主体-客体的颠倒现象。由于人的

主体性渐被资本逻辑的形式化结构消解，无产阶级革命主体地位发生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体

性危机突显。为了探寻打破资本逻辑操控的主体解放策略，当今西方左派学者巴迪欧创造性地提出“忠

诚于真理性事件的主体”，赋予“事件”以革命性内涵：打破既定情势“计数为一”结构。但由于没有把经济

视为斗争的场所，忽视解放政治的客观条件与物质基础，巴迪欧最终走向一种纯粹政治性与理想主义的

主体理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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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lain Badiou, The Centu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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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逻辑与主体问题

众所周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非凡之处在于，一方面它为我们提供了破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

之谜的钥匙，另一方面又为我们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在上述双重维度中，马克

思对主体问题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在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时，马克思没有像黑格尔一样撇

开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抽象地谈论历史进程，而是确证了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历史存在的起点。

马克思的理论不同于传统的从理性或某种“类”本质出发界定主体的形形色色抽象人学叙事，而强调

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一定物质生产活动的人。“这些个人的一定的

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

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体现了人的能动性与创

造性，正如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的，这样的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

的自我实现”[2]，进而构成对人的主体性的确证。后来，马克思指认客观的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历史

发展的首要前提与一般基础，并以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确证人的主体性，这一主体-客体历史辩证法

成为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逻辑构架。

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发现“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

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3]。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

地位，一般的物质生产过程实际上是需要通过审视资本主义生产才能得到深刻理解的。这意味着什

么呢？首先，在资本逻辑统摄下，仅停留于奠基于一般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体-客体历史辩证法是远远

不够的。特别是，不能再笼统地说物质生产活动确证人的主体性。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劳动

二重性划分，一般物质生产活动的落脚点是使用价值，因而可被归为具体劳动。人们吃喝住穿等各种

需要的满足离不开这样一种活动，它是人类自身持存以及社会历史存在的前提与基础。可是在商品

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占据主导，劳动被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束

缚，一切物质生产过程都成为剩余价值生产的过程。与之伴随，在资本逻辑中，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

格化，一切主体都沦为价值增殖的工具。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价值增殖，资本在现代社会生产的各个

环节都制造了一种主体-客体的颠倒。甚至可以说，这种倒置已然成为资本的典型特征。

从直接生产过程来看，一方面，工人只有被资本家雇佣从而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才能维系

自身的存在，因而工人成为劳动力商品；另一方面，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行使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职

能，因而成为资本的人格化。由此来看，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理性经济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个人在摆脱传统等级关系束缚的伊始便难逃被资本操控的命

运。所谓“自由平等”不过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幻象。对工人来说，除了“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便再无其他自由；除了成为资本价值增殖的工具，便什么也不是。在资本家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购买劳

动力时，资本这一原初表现为物质形态（如集中起来的货币等）的客体仿佛变成独立于人并反过来操

控人的“主体”，它“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因为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都好像不为劳动本

身所有，而为资本所有，都好像是从资本自身生长出来的力量”[4]。在包括流通领域在内的资本主义生

产的总过程中，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及生息资本，剩余价值的源泉就被完全遮蔽起来。资本就更像是

一个与原初的生产过程漠不相关的“自运动”场域，而主体-客体颠倒的现象也就愈加明显。“如果说资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6页，第48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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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起初在流通的表面上表现为资本物神，表现为创造价值的价值，那么，现在它又在生息资本的形式

上，取得了它的最异化最特别的形式。……在利润的场合，人们总还想起它的起源；而在利息的场合，

不仅想不到它的起源，而且让人想到的是和这个起源完全相反的形式。”[1]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资本的逻辑把社会经济关系吸收进自身之中。人只是经济范畴的承担

者，并因此被还原为演员，这个演员的经济学剧本是由资本自我增殖的需要写成的。”[2]在资本逻辑中，

人不再是现代性意义上理性自律与自我行动的主体，而作为客体的资本反倒仿佛获得一种自我决定

与自我运动的“能动性”，摇身一变成为独立的“主体”。“仅存的真实经济主体似乎就是资本，但是如果

资本是一个主体，那么这并不是因为它具有人的创造性这个意义上的行动能力，而是因为所有这样的

行动能力都被它的无情的机器一样的逻辑扼杀了。恰恰是资本的这种自主性构成了它的对象性和它

的主体性。”[3]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犹如黑格尔讲的“绝对理念”。当然，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理念呈现

为概念外化自身、否定自身并最终返回自身的圆圈式的封闭运动，而资本则表现为一种无限扩展的螺

旋式发展。不过，正如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被批评吞噬并消解了主体，比如齐泽克就曾指认黑格尔的辩

证过程其实是最激进的“无主体的过程”[4]，资本逻辑的这种“反客为主”亦导致了人的主体性消解。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现实境遇中真切地发生了资本逻辑对主体的消解，理论上才会出现“主体之

死”的叙事逻辑。我们看到，尽管马克思并未明确提出任何“主体之死”的论断，但是在《资本论》中他

将资本家视为资本的人格化，强调“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

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

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5]。后来第二国际理论家之所以走向“经济决定

论”，正是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潜在的“无主体”理论倾向，进而指认历史是

由无主体的经济力量决定的自然过程。不过第二国际的问题在于把“资本决定”庸俗化或者说实体化

为“经济决定”。事实上，“资本决定”只是一种“场域”或者说“处境”，其特点是“不在场”。也就是说，

资本的决定作用和统治力量的发挥是不可见的，对于人来说也是无意识的。因为“资本”从来不只是

一种实体化的物质对象，它更是一种不断追求价值增殖的“过程”和“关系”。继第二国际之后，阿尔都

塞明确提出“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也是对由“资本决定”所引发的“主体之死”的一种理论映现，不过

他以结构消解主体的理论操作也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危机更为彻底地暴露出来了。

二、主体何以摆脱资本逻辑操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

从强调阶级意识以高扬主体性原则的卢卡奇到以萨特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

谱系中存在着一条清晰的主体性叙事逻辑的线索。同样不难发现，从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到阿

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中还涌动着一股与之旗鼓相当的“反主体”理论暗流。在这

条“反主体”的道路上，阿尔都塞最为彻底。正如巴迪欧所言，在拉康那里尚且存在一个拥有本体论地

位的主体概念，阿尔都塞则没有主体理论，也永远不可能有主体理论[6]。阿尔都塞的理论目标是要重

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革命在于涤除了一切经验主义与人本主义残余，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9页。

[2][3]〔加〕罗伯特·阿尔布瑞顿：《政治经济学中的辩证法与解构》，李彬彬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3
页，第43页。

[4]〔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新版前言第17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版序言第10页。

[6]Alain Badiou, Metapolitics, London: Verso, 2005, 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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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套揭示社会历史多元决定结构的科学概念构架。“马克思的概念并不是要反映、再现和仿造

历史，而是要产生出对历史的认识：这些概念是结构的概念，正是这些结构决定了历史的结果。”[1]在理

解社会历史变迁时，阿尔都塞既不认为历史自始至终只是人的现象，又设法避免堕入任何牺牲多样性

的决定论或机械论之中。在他看来，历史概念的秘密只有在认真研究社会整体的结构中才能发现。

社会整体表现出各个不同层次之间相互作用的等级性，每个层次都有自己的结构，因而“不能在同一

历史时代中思考整体的不同层次的发展过程。这些不同‘层次’的历史存在不属于同一类型”[2]。所以

根本不存在一个同质的线性的大写历史，社会结构的各个层次之间的联结方式决定着历史时代的区

分。由此，社会历史变迁也就无关乎具体的个人及其实践活动，“而仅仅涉及在结构中完成某种特定

职能的人：劳动力的承担者”[3]。如果说人是结构关系的承担者，其个性的各个方面也都由结构的特定

作用决定，那么人的能动性与主体性在结构之中实际上就消失了。

阿尔都塞这一“结构无主体”的论断并非毫无根据。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揭示资本

的结构化特征，尽管当时他并未明确使用“结构”概念。《资本论》从分析商品开始，倘若诚如马克思分

析的那样，现代资本主义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那么这表明一切“存在”都必须进入商品体系之中才

能得到界定，因而无一例外都获得了商品的形式。伴随商品交换普遍化，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成为

交换的终极目的，而交换价值表现为商品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进而形式化的“量”取代“质”占据主

导，所以，资本主义商品世界本质上是一个奠基于“数量”计算的形式化的结构。特别是在资本无限增

殖本性的强烈驱使下，这种形式化的结构不是封闭静止的，而是表现为一种不断扩展的自运动，它将

一切人与物都吞噬于其中。显然，马克思与阿尔都塞都敏锐地洞察到一种结构化运动中人的主体性

的消失。但问题是，倘若工人是劳动的承担者，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一切存在都被迫卷入资本形

式化结构的自运动中，主体究竟如何才能打破资本逻辑的操控呢？尽管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

内在矛盾，即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生产的基本矛盾，指出其构成了资本本身的限制，并谈到

平均利润率下降以及周期性经济危机；但是，对于主体解放的具体路径，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

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能够详细阐释。后来，正是为了解决在马克思那里尚未得到充分展开

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到当今左派激进学者都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在马克思身处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所有人都必须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才能存在，

人们从生产到生活已然受到资本的剥削与操控。而20世纪伴随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到来，泰勒制或者

说福特制的出现则更为深刻地改变了主体的劳动方式与生存境遇。这正是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所面对

的问题。在卢卡奇看来，现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从生产过程、社会运行乃至思想意识的全面物化。现代

科学技术的发展打造了一个全自动、自组织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在福特制流水线生产普及之后，人的

劳动过程完全被分解为一系列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4]。由此，劳动不仅越来越无关乎人的主体活动，

反倒为了适应机器的合理性而变得越来越碎片化、机械化，进而与人的主体活动相对立[5]。也就是说，

人彻底变成了机器系统中的一个配件，不管主观意愿如何，客观的机器体系都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

件摆在人的面前。除了人的劳动过程的物化之外，卢卡奇还揭示了物化意识的生成机制。他指出，由

于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职业技能教育的普及，人们已经从心理上自愿地认同外在的物

化结构，甚至将其作为既定事实与必然规律来服从。面对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实，卢卡奇认为唯

有通过重建总体性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才能对其进行超越。按照他的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

[1][2][3]〔法〕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6页，第110
页，第308页。

[4][5]〔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52页，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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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与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密切相关。由于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直接统一，这种

直接性使得他们在资本生产过程中不仅无法感受到物化现象，反而有效地维系了资本的再生产。与

之不同，无产阶级并不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直接统一，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感受到痛苦与不自由，因而

能够自觉意识到并在现实中打破这一物化结构。

显然，不同于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卢卡奇承继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维度，力图通过唤

醒无产阶级意识发动总体性的暴力革命以颠覆资本主义物化结构。不过二战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

福利国家的相继建立，特别是消费社会的兴起，无产阶级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改善，阶级差别从现象

上看在不断地缩小。诚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描述的那样，在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

“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

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1]，那么工人阶级还能

否生成否定性思维与反抗意识就成了问题。这一问题后来被法兰克福学派持续关注。但是，多数学

派成员并未继承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元叙事，反而大都否定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性地位和作用。

在他们看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人实施了一种技术理性操控，这是一种不同于暴力压迫与外在

强制的新形式控制。通过创造一种合理舒适的生活环境与文化工业，资本使得主体自愿而愉快地服

从资本逻辑。“技术的控制看来真正体现了有益于整个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的理性，以致一切矛盾似

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对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2]

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工人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通过繁重的体力劳动获取必要的生活

资料，遭受最严酷的剥削，因而站在资本的对立面。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资本牵手技术理

性并协调政治与文化，通过许诺更美好生活将无产阶级整合到自身之中。基于此，法兰克福学派成员

大都对解放政治前景抱悲观态度，最终纷纷走向感性解放与艺术革命。在他们看来，只有那些尚未被

完全纳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主体，如城市失业者、激进学生、失地农民及非法移民等，才有可能成为

革命力量。但问题的关键是，那些已然身处资本逻辑场域中的主体如何摆脱资本操控？法兰克福学

派没有给出答案。更重要的是，即使果真有一些主体能游离于资本逻辑之外，如何将这些分散的多元

个体集结起来，使之成为具有相同利益诉求与自觉反抗意识的革命主体，也是有待进一步澄清的。可

以看到，这些问题构成了以巴迪欧为代表的当今激进左派学者话语竞争的一个重要落脚点。

三、巴迪欧的激进动向：“忠诚于真理性事件的主体”

在当今欧美左翼激进思潮中，巴迪欧无疑居于一个不可或缺、却又极富争议的位置。之所以说

“不可或缺”，是因为巴迪欧的事件哲学近年来流行于学院讲堂，成为理论风尚。而说“富有争议”则是

因为他独树一帜的理论话语不断招致各方批评。巴迪欧本人对此有着相当清醒的认知：“我经常受到

批判，这也包括来自潜在政治友人‘阵营’的批判，因为我没有描述当代资本主义诸种特征，没能提供

一种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因此，对我而言共产主义变成了一种空想观念；总之，

我被公认为是一名不落脚于现实的唯心主义者。此外，我对资本主义种种惊人的变化无动于衷……”[3]

事实上，即使巴迪欧的确没有出版任何旨在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变化的专著，甚至按照他本人的

判断，当代资本主义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创造性的和后现代的[4]；但有一点毋庸置疑，无论资本主义如

何改头换面，当今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从生产领域、消费领域到意识形态领域都尚未摆脱资本逻辑

[1][2]〔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第10页。

[3][4]Alain Badiou, The Rebirth of History, London: Verso, 2012, p.7, p.15.
34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9/3· ·

的操控。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依旧构成了巴迪欧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桥梁。

客观地说，巴迪欧并非如人们所指摘的那样，是不落脚于现实的唯心主义者，现实测度与时代诊

断始终是其理论研究的聚焦点。德勒兹、奈格里等其他左派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光怪陆离的新现象

做出了独具特色的解释，但巴迪欧坚持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拥有古典资本主义的全部特征，当代“全球

化”与“跨国公司”的出现完全印证了马克思当初关于“世界市场”与“资本集中”的洞见。“马克思准确

地分析了周期性危机的必然特征，这尤其确证了资本主义绝对的非理性，以及帝国主义行动和战争的

必然性。在马克思的一生中，几次重大的危机都证实了这些分析；而殖民战争以及帝国主义之间的内

战也为他的分析提供了圆满的论据。”[1]在主体问题上，巴迪欧没有进行一种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针对当代资本主义诸种新发展所导致的主体生产的变化，他并未提供一种详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以至于拉扎拉托指认其最终发展出一种纯然“政治的”或“理想主义的”主体性概念[2]。

不可否认，针对巴迪欧的诸种批评确实指出了其理论建构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他的主体

理论使用了传统哲学中并不常见的“事件”“真理”与“忠诚”等概念。但要看到，这是同其独特的理论

目标密切相关的。巴迪欧浸染于法国结构主义传统之中，不遗余力地反对“主体之死”是巴迪欧“哲学

宣言”的主题之一，不过，他所力图重构的主体理论也严格区别于以往的一切主体话语。他反对奠基

于理性基础之上的传统形而上学人学叙事，反对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大写历史主体，亦不同意阿尔都

塞彻底消解主体的理论操作，他所讨论的不是生物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主体。在巴迪欧的视

域中，“主体”既不充当某种本原、基础和中心的角色，也不是一种“实体”，无论是“物质实体”还是“精

神实体”，更不发挥某种先验功能。“主体只是真理程序的局部状态，是溢出情势的一种构型。”[3]

首先，巴迪欧之所以甘愿冒着被误解为“唯心主义”的风险赋予主体以“真理性”理论维度，直接原

因是为了批判“民主唯物主义”的简单主体观。“民主唯物主义”是巴迪欧对当今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

最新概括，其基本内涵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述，这就是“只存在身体（body）和语言（language）”[4]。按照他

的理解，当代西方流行哲学，从德国解释学、英美分析哲学到后现代主义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个主

题，即以多元意义的讨论代替对普遍真理的追寻，语言问题被置于核心位置。“这个世纪的哲学主要表

现为对语言的思考，对语言的能力、规则，以及就思想而言它所能使其合法化的东西的思考。这一点

显然见于我所讨论的三种哲学方向之中：在一定意义上，解释学总是包含对言语行为的理解；分析哲

学包括表达以及控制表达的规则之间的对抗；后现代主义则崇尚大量没有同质性的句子、碎片以及各

种话语形式。于是，语言就成了我们时代的伟大的历史超验物。”[5]巴迪欧认为如果哲学不再追求真

理，思想就丧失了普遍性与无限性等超越维度，那么，一切就都将服从于现实的资本运作法则，成为可

被即时消费和瞬时流通的有限物。

今天，资本动用一切资源和手段疯狂榨取剩余价值，而“民主唯物主义”意识形态恰恰迎合了资本

的这一贪婪本性，最终形成了“存在=个体=身体”的观念，也即把人类降为动物的庸俗主体观。“在当

代世界中，个体只能识别出诸身体，当然首先是其自己身体的客观经验。在各种欲望的语用学中，在

商业和贸易主导的迹象中，在销售和购买的形式法则中，个体被我们的有限性以及我们向快感、痛苦

[1]Alain Badiou, The Rebirth of History, London: Verso, 2012, pp.11-12.
[2]Maurizio Lazzarato, Signs and Machines: Capitalism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14,

pp.11-12.
[3]Alain Badiou, Being and Event, London: Continuum, 2005, p.392.
[4]Alain Badiou, Logics of Worlds: Being and Event 2, London: Bloomsbury, 2013, p.1.
[5]Alain Badiou, Infinite Thought: Truth and the Return to Philosophy, London: Continuum, 2005,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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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死亡所敞开的教条所确证和界定。”[1]资本积累从来不需要太复杂的主体形态。将“主体”还原为自

私自利的原子式的“个体”，进而贬低为卖力工作、渴望享乐与充满欲望的“身体”，便可使其充当资本

生产和消费的再合适不过的工具。诚如大卫·哈维所言，资本具有极强的塑造能力，它重新定义了主

体必须成为怎样的人才能生存下去[2]。正是为了改变这一境况，巴迪欧主张重新确立哲学的普遍性与

无限性维度，不遗余力地重申主体的“真理性”维度，强调“身体的主体化”，以试图超越迎合资本逻辑

的“民主唯物主义”意识形态。显然，同马克思一样，巴迪欧的主体讨论也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把人

的全面解放这一抽象的哲学问题具体化为主体如何打破资本逻辑操控的解放政治学议题。

那么，有待进一步澄清的是，为何从真理程序出发界定主体，也即建构一种“真理主体”，就有可能

打破资本逻辑场域的操控呢？这里的关键在于巴迪欧对“真理”的独特理解。不同于传统“符合论”真

理观，巴迪欧不赞同以命题或判断形式界定真理，而是主张将真理从知识论中抽离出来。他经常援引

拉康的话“真理在知识中打洞”[3]。在他看来，真理既无法被定义或论证，也不能被描述、命名或分类，

它代表了打破“百科全书式”知识体系的一种新奇性。“为了开启一个真理程序，需要有某事的发生。

已经存在的一切——就知识情势（the situation of knowledge）而言——除了重复不会产生任何其他东

西。为了确证一个真理的新奇性，必须要有一个增补（supplement）。这个增补被交付给机遇。它无法

预料、不能计算。它超越存在本身。我称其为事件。在事件的新奇中，一个真理显现了，因为事件的

增补打破了重复。”[4]可以看到，承继于马克思，巴迪欧深知“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

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5]。 所以在他的视域中，真理首先同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

（event）相关，而所谓“事件”则是在既定结构中发生的某种中断或者说颠覆整个结构的力量。

正如其最为人所熟知的著作《存在与事件》的书名所揭示的，巴迪欧的哲学区分出两个领域：一方

面是“存在”的领域，按照巴迪欧的表述就是“情势”（situation）的领域，它代表了一种“计数为一”的结

构。在转向“数学本体论”之后，不同于传统本体论追问“存在是什么？”或“什么存在？”，巴迪欧强调本

体论应该关注“存在的显现”问题，并指认存在从本质上说是“多”[6]。但是对于纯粹的杂多，也即非一

致性的多，我们既无法判定其存在，也不能断言其显现。只有那些属于某一具体情势，也即被某个情

势计数为一个成员，进而成为一致的和可数的多，才能够显现并被确证存在[7]。这里，巴迪欧借用数学

集合论，通过“情势”概念表征一种内部一致性与秩序化了的严格客观性领域。这种情势的“计数为

一”的客观结构所对应的就是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商品世界的形式化结构。根据马克思的商品二重性

分析，商品价值量是由劳动者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而劳动量是按照劳动时间计算的。劳

动时间是由每小时、每天等一定时间单位累加而成的，因而是一种“多”，同时这种表征时间量的多又

可被计数，特别是资本能否实现快速增殖也与资本流通时间的长短密切相关。所以，商品交换普遍化

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奠基于对时间量精密计数的一致性结构，“要思考并超越资本及其平庸

的规定（对时间的一般运算），我们必须从资本已经揭示出来的起点出发：存在从本质上说是多”[8]。

另一方面，与“存在”领域相对应的是“事件”的领域，这是一个充满偶然性与断裂性，没有任何秩

序且完全独异的主观真理的领域。巴迪欧强调真理总是悬系于事件，而事件是对情势中“空无”的一

[1]Alain Badiou, Bodies, Languages Truths, http://www.lacan.com/badbodies.htm.
[2]〔美〕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许瑞宋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307页。

[3][6][7]Alain Badiou, Being and Event, London: Continuum, 2005, p.525, pp.24-25, p.34.
[4]Alain Badiou, Infinite Thought: Truth and the Return to Philosophy, London: Continuum, 2005, p.4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3-504页。

[8]Alain Badiou, Manifesto for Philosoph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57.
36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9/3· ·

种命名[1]。也就是说，尽管情势“计数为一”的结构内部是严格秩序化了的，但还存在着不被情势计数

或限定的“空无”，它代表着既定情势的断裂性或者说非一致性。在这种“空无”边缘所发生的“事件”

能够破坏情势中对象的有序组织，因而其本身不构成情势的常规部分，而是情势中的一种新奇性。正

如齐泽克所分析的：“事件产生于无：……它把自己归于每种情境的虚无、归于其内在的不连贯和过剩

之中。”[2]比如，一个“事件”可以是一次社会革命、一项科学发明，也可是为亲情与爱而做出的抉择。由

于事件产生于每个情势的空无，从情势内部很难对其识别或判定，它的发生总是不可预测又难以掌控

的。因此，巴迪欧认为一个事件的存在完全取决于主体的宣言与忠诚：“如果一个事件已经发生，对于

该事件，我们既不能评估也无法给予论证，那么我们就只有对它保持忠诚。主体凭借运气决断一个事

件的存在，以使不被判定的事件固定下来。这一决断开启了验证真理的无限程序。”[3]

概言之，“真理”在巴迪欧那里是“后事件性的”与主体性的，是确证并忠诚于一个事件发生和结果

的主体生成程序。无论如何，“主体”都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通过真理性事件的介入而不断被建构出

来的。“我称主体为忠诚的承载者，承载一个真理程序的人。因此，主体绝不先于程序存在。在事件发

生‘之前’他绝对不存在于情势。我们可以说真理程序诱发一个主体。”[4]这意味着即使一切人与物都

被吞噬到资本的形式化结构之中，但其结构内部也并非完全秩序化的或一致的。当某一事件出人意

料地发生，它就会开启无限的验证真理的主体程序。这一真理程序会赋予个人存在以一致性，将分散

的多元化个体召集成为单一的革命主体。所以巴迪欧指出，“革命主体”既不是个别战士，也不是阶级

主体。每一个战士都进入了这个主体的构成之中，而这个主体再一次超越了他[5]。也就是说，在事件

爆发的特定时刻，个人的身体与能力会被召集到忠诚于该事件的真理程序之中，他也就进入一个主体

的构成过程中。由于真理程序的召集和占有，每个人都将超越即时的欲望满足与当下的物质享受而

成为“不朽者”。由此，在资本逻辑中消散为“物”的个人将再度获得主体一致性。

结 语

愈益明朗的是，巴迪欧的主体理论更明显地表现出政治性特征：他讨论了偶然发生的真理性事件

中的主体性，并赋予事件以打破既定情势“计数为一”结构的革命性内涵。当然，巴迪欧所讨论的“政

治”严格区别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强调“政治的本质不在于各种意见的多元性。它是与现存事物

决裂的一种可能性指示，……更重要的仍旧是宣言，介入和组织”[6]。就此来看，巴迪欧确实“忽视”了

经济与主体性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点使他在当今左派阵营中同哈特、奈格里相区别。事实上，之所

以在主体理论的建构中如此突显政治性维度，主要还是因为巴迪欧深感资本逻辑对主体愈益施加的

统摄作用。今天，这种统摄作用如此强大，以至于人们全都陷入无限制的竞争与盈利的客观欲望之

中，而不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关系。马克思曾指认“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7]，他从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洞察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性与暂时性。时至今日，更多的左派学者所

看到的却是资本主义的“朽而不衰”。比如齐泽克就指出：“关键并不在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时候，生

[1]Alain Badiou, Being and Event, London: Continuum, 2005, pp.203-204.
[2]详见〔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应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

版，第148页。

[3]Alain Badiou, Infinite Thought: Truth and the Return to Philosophy, London: Continuum, 2005, p.47.
[4][5]Alain Badiou, Ethics: An Essay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Evil, London: Verso, 2001, p.43, p.43.
[6]Alain Badiou, Metapolitics, London: Verso, 2006, p.24.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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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关系的框架就会开始限制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关键在于，正是这一固有的限制，这一‘内在的矛

盾’，驱使着资本主义的永恒发展。”[1]

正因此，在寻找当代资本逻辑的主体超越路径时，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中

的革命乐观精神逐渐被悲观主义取代。毕竟，原本革命的无产阶级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革命”，而暂时

游离于资本逻辑场域之外的个人又无法迅速生成为集体性的革命主体。面对这一境遇，巴迪欧既不

赞同阿尔都塞彻底宣判“主体之死”，又不相信奈格里关于资本主义非物质劳动生产业已孕育出未来

共产主义形式萌芽的预言，也没有像马克思一样探索经济领域的革命潜能。如果基于巴迪欧关于“存

在”与“事件”两个领域的划分，那么诚如齐泽克所指出的，对巴迪欧而言，经济“属于存在秩序之域，并

不包含潜在的‘事件性场所’。由于这个缘故，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纯粹’的政治组织之路”[2]。这也

说明了为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巴迪欧的研究中付之阙如，其奠基于真理事件的主体理论带

有动员性声明的鲜明政治色彩。事实上，突显事件相对于客观情势“计数为一”结构的偶然性与断裂

性，继而强调“真理”的主体性，巴迪欧的意图再明显不过：尽管资本永不停息地扩张其生产，但是资本

主义商品世界的形式化结构并非坚不可摧，因为总会有不时发生的真理事件以及对其忠诚的主体，这

些主体一旦出现就会同一切既定结构、现成秩序与客观逻辑相对抗。

可是，倘若按照巴迪欧的观点，主体并不先于事件存在，一个真理事件总是“诱发”主体出现。那

么这是否意味着在事件产生以前，人们除了静静等待之外就无所作为呢？为此有研究者提出批评，认

为在巴迪欧的语境中，“一个情势中的事件仿佛被笼罩在无法解释的神秘之中，所以如果读者在巴迪

欧的哲学中发现了某种宗教虔诚，弥赛亚结构也是可以被原谅的，因为事件似乎总是自发地出现，好

像从天而降的神迹一般”[3]。 这里有待追问的是，仅仅笃信偶然发生的对抗性真理程序，把解放行动

限定在发动忠诚于真理事件的政治动员上，而闭口不谈经济发展的现实进程和物质生产的客观条件，

果真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主体解放困境吗？

至少在齐泽克看来，情况并非如此。他认为当今激进左翼存在一种分裂：一方深陷于全球化资本

主义逻辑之中，拒斥一切政治干预与革命斗争的可能性；另一方走向纯粹的政治，脱离经济领域探寻

斗争的场所。巴迪欧显然属于后者。为了弥合这一分裂，齐泽克主张在今天必须重新回到列宁的立

场与道路：“是的，经济是关键领域，应该在那里一决雌雄，我们应该打破全球资本主义的咒语，但政治

的干预应该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4]应该看到，主体解放的关键从来不是仅限于意识形态领

域，而是集体性斗争所需要的普遍交往和联合是否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为其提供物质基础。马克思

早在谈论人类社会历史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时就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

的规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为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

岸。……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

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

来。”[5]因此，对于巴迪欧而言，将真理性事件的革命潜能还给经济领域，或许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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