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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版：关于本报 

首先，要向本报的读者们，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组织、宣

传的同志们和与剥削压迫作斗争的的工人同志们，表示由衷

的致敬。 

本报诞生于反对中特垄断资产阶级反动当局的革命火焰

愈演愈烈的大环境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和组织都在以

极快的速度增长的环境下。在这种大环境下，无产阶级革命派

的组织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如缺乏组织性、成员、防范经验

等问题。这些问题是急需解决的，并且是要结合目前中国斗争

实际情况来解决的。为了使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种遇到的

问题更好的解决，使无产阶级的星星之火早日燎原，本着为中

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奉献一份力量的精神，我们创办了本报。 

目前，本报的主要方向是刊登一些关于组织建设、宣传共

产主义思想、防范敌方的方法和对当前现状的分析。本报的次

要方向是刊登一些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文章；工人学生运动或

其他重要事件和对一些无产阶级革命报刊、组织（自愿情况

下）进行索引。总之，主旨就是刊登一些有利于中国无产阶级

革命派的组织的文章和一些斗争的经验方法的文章。 

关于投稿：由于本报刚刚起步，编辑部成员，投稿人数可

能比较少， 知识水平也可能不是很高， 



  
导致文章的质量和更新的速度不一定高，因此，我们欢迎任

何马克思主义者加入本报编辑部，另外，如果有所作的作品

也可以进行投稿，如需加入或投稿请联系编辑部邮箱（本文

最后）。 

关于订阅问题：本报欢迎任何人或组织前来订阅。如需订阅

请向编辑部邮箱（usnnrqffjcqv@protonmail.com）发一份

题目为订阅的邮件。您的邮箱将会进行保密。此外，本报欢

迎您进行任何形式的二次传播。 

关于版面：本期将本报分为五个版面：第一个版面为关于本

报等内容；第二个版面为本期刊登内容的重要段落语句及目

录；第三个版面为一些刊登的文章；第四个版面为经典文

章；第五个版面为宣传稿和索引。另外，各文章头都会加上

作者、文章方向等内容。 

编辑部邮箱：usnnrqffjcqv@protonmail.com 

另外：在未经注明的情况下，本报刊登文章的许可协议是

CC-BY-SA 4.0。即创作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 

燎原编辑部 

2020 年 3 月 7 日 

转载请联系编辑部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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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诺诺壬；哲学： 

先验的，太先验的 

伟大的德意志哲学家康德首先提出了先验论这种认知方

法论。然而，先验论的历史甚至基本上就是人类从古到今认识

世界的历史。从斯多葛到康德，再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现代

哲学，譬如语义唯心论，结构主义，实证主义，存在主义等等，

无不陷入了先验论的泥沼。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什么是先验论。我们先来举一个例子： 

康德这样说到：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这是不能置疑

的。」但是他把话题一转，说：「是否有这种不依靠经验，乃至

不依靠任何感官印象的知识，这至少是需要更慎密地去审查

的一个问题，而且是不能立即轻率答复的问题。这样的知识称

为「验前的」（a priori），而且有别于经验性的知识，经验性

的知识是起自验后的，即在经验中有其起源的。 

也就是说，康德认为知识是本来就在脑子里存放者的，我

们只有具备这种东西，才能认知世界。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有

个古希腊哲学家（笔者忘记他的名字了）教给他的一个佣人一

点点数学常识，让他解一个比较困难的数学题，结果他解出来

了。他想通过这个例子说明康德想要说明的东西，他认为他激

发了他脑子里原有的知识。可是，我们仔细想想，这个例子恰

好反驳了先验论的不合理。他之所以能解出较为困难的数题，  



  
恰恰是由于他通过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形成的一种认知。这

就批驳了那位先贤的谬误。 

归根结底，先验论者就是摘取主观直接作为认知过程的中

介，比如说耶稣神话里的种种故事，就是把主观直接作为来源

的过程，本身就充满了神秘主义的先验性，而先验论者常常为

了让结论具有某种客观性，就只好拿来源当中介，在结论中隐

去。先验论本身是不可接受的。 

从先验论认知的角度来说，自古以来的道德，伦理，法律，

礼貌等诸多“传统”，本质就是先验论。它们的论据是什么呢？

是实证主义，现象学等等所能解释的吗？ 

先验论前提不堪理解，只是强迫接受。若能理解，便不叫

先验独断命题了。纯粹的先验论者应该自杀了。因为这本身就

是不可理喻的 

先验论的合理性就是要通过权力秩序进行维持。比如说神

学（最典型的先验论），你不信神，我就杀了你。从这个角度

上来说，先验论就是在保留旧秩序，不一定是资本主义国家机

器下的权力秩序，也可以是别的，比如说封建主义等等。 

对于先验论的全部反驳，正是作为一个主体存在正确认识

的开端。关于现代哲学，可能我们首先要批判先验论，其次才

是唯心。 

2020/03/07 诺诺壬 作 转载请联系编辑部邮箱 



  
诺诺壬-哲学： 

卢卡奇《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批判 

卢卡奇在文章的引言中就大胆放言，“即使……放弃马克

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需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立

场。”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

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

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

深化。 

 

在这段极富气势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声辩中，容易被读

者、尤其是后来的学者们忽视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已经被偷换了内容：不仅马克思主义被加上了“辩证”的限

定词，而且其本质也缩减为仅仅是一种用来研究的方法。卢

卡奇在写下这一段激扬文字的时候，耳边不曾响起马克思的

哲学革命宣言：哲学家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重

要的是改变世界。卢卡奇的偷换概念和后来学者的一因其

蔽，都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远离阶级斗争实践的后遗症。

强烈的、不妥协的斗争性一旦失去正确的方向，就会产生窝

里斗的恶性循环。罗兰•巴尔特说得好，意识形态永远是右

派和资产阶级的舞台，只有不投身于实际斗争的左派才会沉

迷于意识形态的斗争。 



  
 

卢卡奇接着说，“修正主义者把运动和最终目标分开，是

向运动的最初阶段的倒退”，但是他自己的立场却几乎取消

了运动本身的重要性。就像他把所有事实都归结为解释一

样，在这里，卢卡奇写道，“只有用说明它（即斗争的各个

环节）和总体的关系的办法才能使日常斗争具有现实性。”

倘若行为已经发生，再怎么解释它的意义又有什么用呢？毕

竟，行为的意义不是人为赋予的（虽然可以人为地加以歪

曲），而是行为本身所蕴含的。可见，物极必反，盲动主义

和取消主义只有一线之隔 

 

全文结尾处，卢卡奇再次重申，“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任

务，即战胜修正主义和空想主义……是一场反复进行的反对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思想的无情影响的斗争。马克

思主义正统决不是守护传统的卫士，它是指明当前任务与历

史过程的总体的关系的永远警觉的预言家。”但是，正如无

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

开展，因为资产阶级掌握了更多的文化知识和那种浮于表面

的意识形态说话方式；正统马克思要战胜修正主义和空想主

义，也不能直接向这两个对手宣战，而是应该直接攻向最后 

  



  
的堡垒——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堡垒的堡垒——资

本主义社会秩序 

 

2020/03/14 诺诺壬 作 转载请联系编辑部邮箱 

  



  
  诺诺壬；哲学： 

从批判“白马非马”看中国传统文化逻辑 

  公孙龙曾言:“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

马不可致。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也，所求-者，白者不异马

也。所求不异，如黄、黑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与不可其相

非明 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

是白马之非马审矣。”是故白马非也。     

 

然而从两千多年前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学派对此大加抨

击，到如今打着“辩证唯物主义”旗号的所谓批判家也拿着无

往不利的辩证法武器对此大加笔伐。他们道:“公孙龙的错误

属于是搞错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过分强调了矛

盾的特殊性而忽视了其普遍性,一昧强调个性而忽视了共性，

属于割裂事物间联系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这个论题就此似

乎已成定论，以至于中学联考的哲学辨析题也将这段论述作

为该论题的正解，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我们作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学生，绝不迷信任何东西。我

们敢于思考，并敢于用我们的思考得出颠覆性的答案。所以，

让我们重新来一起思考所谓“辩证唯物主义”者们的批判是否

站得住脚。 

  



  
首先，我们来讨论若以“马”为集合 A，则 A 中应包含有

“黑马”(我们将其标记为 a)、“黄马”(我们将其标记为 b)、

“白马”(我们将其标记为 c)等等元素，而“白马”不过是其

中之一。若要求得到“马”的话，那么即便提供 a、b也是能

满足要求的。可如果要求得到 c 呢?那么，显然提供 a、b 并

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这也是简易逻辑中，集合内任一元素可

推得集合而集合并不能直接推得集合中任一元素的原则。°

按照此原则，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c 可以推导得到 A，

而 A 不能直接推导得到 c。又据逻辑学同一-律原理，A 不等

同于 c,所以“白马非马”成立。 

 

所以，我们推导得到的结论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是错误的

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所借此批判的并不是辩证唯物主义，

而是那些打着“辩证唯物主义者”旗号的大大小小、形形色

色的各类复读机们。他们的所谓“辩证法”不过是传统儒学

的改头换面而已其实质并没有任何区别。 

 

我们知道，辩证法的要求我们的核心在于其要求我们讲究

逻辑推理的能力，即通过现有认知进行逻辑思考的能力;要求

我们敢于怀疑一切， 思考一切的胆识。 这与要求无条件服从 

 



  
的东亚儒学式的权威教条是根本背反而其反动的本质我们也

是可以证明的。如下:  

(1)大前提:有四只脚的动物会飞 

小前提:猫有四只脚 

结论:猫会飞 

(2)大前提:有四只脚的动物会飞 

小前提:猫有四只脚 

结论:猫会抓老鼠 

我们可以看到(1)中的结论是显然错误的，而(2)中的结论

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能以结论的正确与否就此判断事物的先

进与否吗?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前者乃是西方近代形式逻

辑和古印度形式逻辑推导出来的结论，而后者是东亚儒学式

感性体验认识得出的结论。后者看起来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

之.上的是具有客观真理性的，所以这要求我们按照“客观规

律”办事，坚信理论的正确伟大。事实上,儒士们在某国历史

上干的就是这类勾当。他们用《礼记》“四杀”“作屠刀杀尽

了敢于思考的墨家和名家，建立了思想专制的儒学中心体系。

在这个体系下，所有人都被要求无条件地相信儒家教条的止

确伟大。因此长达两千年的朝代更替中我们看到，每个朝代都

以儒学治国。而每个朝代的衰亡，都被后人冠以“统治老失政”

的帽子，却没有人去怀疑是这个朝代治国的思想一- -儒学 



  
身的错误所致。于是，在儒学专制的枷锁下，民族的思想被压

迫地无法呼吸，而某国人自己的逻辑学萌芽也因此被活活掐

死。（现在逻辑学尚不属于义务教育范畴） 

 

当儒学被大革命的风暴打碎后，迷信本身却留了下来。我

们发现，某国人本身喜爱念经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唯一的改变

在于一一他们手上的经书从四书五经变成了“辩证唯物主

义”，这真的值得我们沾沾自喜吗? 

 

2020/03/07 诺诺壬 作 转载请联系编辑部邮箱 

  



  
 Vector： 

资产者与无产者 

    

至今一切阶级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 

在奴隶社会，有奴隶主和奴隶，这两个阶级处于对立地

位；在封建社会，有地主和农民，这两个阶级也处于对立地

位；在资本主义社会，有资本家和工人，这两个阶级处于对

立地位。由此可见，在阶级社会中，必然会有阶级对立、阶

级矛盾。有矛盾不能一直不动是吧，矛盾会不断激化，最终

爆发阶级斗争，而最终将整个社会阶段覆灭的斗争也会使这

两个对立的阶级同归于尽。这句话怎么说呢？比如奴隶制社

会的奴隶阶级斗争到最后，奴隶社会没了，那不止奴隶主阶

级消亡，奴隶阶级也消亡，没有奴隶主何来的奴隶呢是吧？

但是这又产生了新的封建社会，产生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

级，这就是历史的发展，也就解释了，一切阶级社会的历史

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话。 

 

在封建社会的灭亡之中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

消灭这种阶级对立，而是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

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比如封建社会主要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而资本主义

社会则主要是资产阶级（主要是资本家）与无产阶级（主要

是工人），这就是新的阶级；封建社会地主通过收取地租等

方式剥削农民，而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则是通过压榨工人创

造的剩余价值来剥削工人；由于每个社会阶段的压迫方式不

同，所以斗争形式当然也会新旧替换了，比如在封建社会，

农民起义大多都是自发，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斗争大

多是有先锋队领导，这就是新的斗争形式替换旧的。 

什么是剩余价值？比方说，你一天工作八小时，创造了

一百元钱的价值，但是呢，如果这钱都到你的手里，那资本

家怎么赚钱？于是资本家就想到了这样的“妙计”：如果只

发给你五十元，那你创造的另外五十元不就是资本家的了

吗？这另外的五十元，就是我们常说的——剩余价值。资本

家正是利用这种卑鄙无耻的手段，赚取了大量的钱。而资本

家榨取剩余价值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如果机器

不在资本家手里，资本家何来剥削的资本呢？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却简单化了。整个社

会，逐渐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对立的阶级。 

  



  
 

比方说，一个农民，原本可以靠着耕地自给自足，但是

随着资本主义兴起，资产阶级发展，农民的地被某个资本家

买走了、兼并了，那这个农民现在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

资本家干活、成为工人，也就是无产阶级以外，还能干什么

呢？ 

比方说，一个工匠，可以靠着自己的手艺养家糊口。但

是有一天，在他家附近开了一家工厂，工厂大规模的雇佣工

人干活，每个工人只需要在机器上摆弄几下，一件商品就制

造完成了。这时候，大部分人就不会去买更加昂贵的工匠的

手工品了，而工匠的生意不断被工厂排挤，终有一天，工匠

也会放下工具，要么进入工厂工作，要么饿死。如果这个可

怜的工匠还想生活的话，自然是要选择进入工厂做一名工

人，也就是成为了无产阶级。 

再比方说，一个本来就家底殷实的欧洲地主或者欧洲商

人，越发觉得应该另辟剥削蹊径。这时恰巧遇到了新航路的

开辟，然后跟上时代，加入到这其中并赚的不少钱。于是购

置了一批纺织机，又雇佣了一批意图出卖自己劳动力（或者

是只能出卖劳动力）的农民，进行生产， 

  



  
这时，这个掌管了纺织机这种生产资料的地主或商人就

可以用一种资产阶级榨取剩余价值的新压迫方式进行剥削

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为了满足市

场的需要，不止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都得到了很大的

发展。这两句话怎么解释呢？ 

欧洲的那些新的资本家们发现，原来世界这么大，还有

很多地方可以去赚钱，那为什么不去赚呢？但是，自己的那

些工人用的那些东西造出来的商品又少，这如何是好？这好

说，改进生产工具。于是呢，在这种驱使之下，蒸汽机诞生

了，引起了工业革命。这样，商品就大量的被制造出来了，

来源源不断的供给市场的需求，以此满足资本家源源不断的

胃口。毕竟，资本家是以赚钱为目的对吧？市场一扩大，那

必须要商业很发达才能满足啊。只有商品，没有商店，这怎

么说的过去呢？航海业和铁路，会让交通更便利。比如我这

里制造好一个商品，但是需要运往很远的地方怎么办呢？马

车的效率已经满足不了了，因此，火车、轮船等交通工具就

应运而生了。 

  



  
 

这种在商业和交通业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发

展。有了钱，就可以投入更多的钱在生产上，买更多机器，

雇佣更多工人。这也使资产阶级，也就是资本家们得到了发

展，因为生产的多了，卖出去的多了，可以剥削的工人多

了，资本家赚的钱自然就多了。 

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

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一棒子把

资产阶级都打死是不对的。 

相较封建社会而言，资本主义社会无疑是进步的。例如

封建社会的君主，在资本主义时期被废除或者剥夺实权，封

建时期的贵族特权，在资本主义时期被一一废除。在资产阶

级的促使下，工业、科技等方面取得了极大的发展，促进了

人类社会的进步。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

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

系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

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如果不扩

大销路，资本家们怎么更快地赚更多的钱呢？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

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例如在十九世纪的英国，从非洲和美洲

掠夺原料，在本国制成工业品，再运往新打开的中国市场。 

 

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

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

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

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

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

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 

例如英国用新型纺织机器产出的布匹卖到还处于小农经

济下手工纺织布匹的中国，由于大生产下的布匹更加便宜，

所以自然会逐渐抢占中国自产布匹的市场。 

这也就是，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

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都卷到资本主义社会中来了。它迫使

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 

  



  
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

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

界。 

 

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

会里造成的。这句话很好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不是也

不可能凭空产生，而是在封建社会中产生的，并随着封建社

会的覆灭而取代了封建社会的地位。比如说无产阶级大多是

从封建社会中的农民和工匠演变而来的。 

而封建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已经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

展。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已经变为阻碍生产力发展而不是促进

生产力发展时，他就被摧毁了，也就是封建社会的终结。 

 

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正处于一种和已经覆灭的封建社

会一样的运动之中。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也早已不能适应生

产力的发展。如何证明这一点呢？只需要看看那些历史上的

经济危机，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让大批的商品和生产力被

毁掉，这正是生产力反抗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后果。而且

由于生产力是在不断发展的，但是资本家们想尽办法想要维

护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所以，经济危机一次又一次的发生 

  



  
了从 1825 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这种造成社

会生产极大破坏的灾难一次次的发生。 

而资本家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一是消灭大量生产力，例如经济危机期间大量失业的工

人。 

二是想办法扩大市场，让这些多余的生产流通到市场

中。例如英国本应在 1840 年左右发生一次经济危机，但是

由于打开了中国市场，这次经济危机就被缓和了。 

全球市场已经形成，并且一段时间内是已经无法继续开

辟新市场了。但是资本家们为了赚钱，怎么会忍心割掉那大

量的、多余的生产力呢？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

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

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

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资本家们在诞生之时绝不是只有他们自己而没有工人，要不

然谁给他干活呢是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时诞生的。 

资产阶级发展的同时，无产阶级也在发展。因为资本家

要发展自己，赚更多钱，就得用现有的钱买更多机器， 

  



  
雇佣更多工人。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

才能生存，因为他除了靠自己的劳动去挣钱养家糊口之外没

有其他途径了。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

找到工作，如果他们的劳动无法增殖资本，那就是资本家严

重“吃闲饭的人”，后果就是被解雇。 

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

样，也是一种商品，不过是这种“商品”会自动的去寻找

“消费者”，也就是资本家，只有这样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

中生存下去。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

一切波动的影响。 

 

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

立的性质，工人离开了机器，只靠一双手能造出什么来呢？

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

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

的操作。 

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

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这句话如何理解呢？ 

由于机器的不断升级，工人做的是只是简单、单调的工

作，因此资本家借此大量降低工人的工资， 

  



  
但是工人要是饿死了也没有人给资本家干活了，所以资

本家把工人的工资压缩到仅仅能让工人养家糊口甚至是只能

勉强解决吃饭问题的地步。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

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

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也就是我们经常感

受到的一种感觉：当你领了辛辛苦苦一个月的劳动所得到的

工资时，你发现，这些工资怎么会这么快就不够用了。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

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

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

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攻击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且攻击生产工具本身。因为工人们

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资本家们对他们的压迫。 

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

合成更大的集体，资本家为了赚取更多地钱，便开办更大的

工厂，雇佣更多地工人，工人们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

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 

  



  
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

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资本家彼此间日益

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

定。 

机器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

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比如现代很多人所担心的：随着机器

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有朝一日会不会引发大量的工人失业。

其实，他们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他们只看到机

器让工人失业，并没有看到，其实是资本主义让工人失业。

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会随着机器的不断改进而逐步解放

自己，比如原本需要 8 小时的工作量因为机器的改进而缩短

为 6 小时，那多余出的 2 小时就可以归工人自己了。 

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

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

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

为可能发生的反抗准备食品。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

例如巴黎公社。 

 

旧社会内部的所有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

发展。 

  



  
 

资产阶级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反对封建地主；后来

反对同工业进步有利害冲突的那部分落后的资产阶级；经常

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也因此炮制了民族主义）。在这

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

阶级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

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

阶级。 

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

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比如小生产）者或者至少也使

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

教育因素。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

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

程度，就像在已经覆灭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末期那样。在

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

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

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当一个之前的可以勉

强养家糊口的阶级因为社会的变化而被消灭时，无非要么加

入资产阶级，要么加入无产阶级。而原先的资产阶级当然不 

  



  
会容忍有更多地资产阶级与他们争夺赚钱的机会，于是

大批被消灭的阶级加入了无产阶级的行业。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

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获得的生活地

位。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

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

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毕竟，他们除了一双勤劳的手，什

么也没有了。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

切。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

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

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

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

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

的。 

2020/03/16 Vector 作 

  



  
第四板块：经典文献： 

阿尔都塞论学校 
  

原文节选自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1970）

-关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本文摘自中马库：若 

 

  学校接纳了各个阶级的学龄儿童，在以后的若干年里

（这是儿童在家庭国家机器和教育的国家机器的双重挤压下

最“易受伤害”的几年），它无论使用新方法还是旧方法，

都在反复向他们灌输一定量的、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包

裹着的“本领”（法文、算术、自然史、科学、文学），或者

干脆就是纯粹状态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伦理学、公民

教育和哲学）。到大约十六岁时，大批孩子就被赶“到生产

中来”，成为工人和小农。另一部分经过学校筛选的年轻人

继续学业，好歹多学几年，直到中途落伍，充当中小技术

员、白领工人、中小行政人员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资产者。最

后一部分达到顶点，或者成为半雇佣型的知识分子，或者作

为“集体劳动者的知识分子”，充当剥削的当事人（资本

家、经理）和镇压的实施者（军人、警察、政客、行政官员

等等）以及职业的意识形态家（各式各样的神父，可以确信

其中大多数都是“俗人”）。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althusser/mia-chinese-althusser-197004.htm


  

 

  沿途被赶出来的每一批人，实际上都被提供了与他

们在阶级社会必须充当的角色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被剥削者

的角色需要“高度发达的”“职业的”、“伦理的”、“公民

的”、“民族的”和非政治的意识；剥削的当事人的角色需要

一种向工人发号施令和对他们讲话的“人际关系”的能力，

镇压的当事人的角色需要有发号施令和强迫“无条件”服从

的能力，或是玩弄政治领袖的修辞术进行煽动的能力），而

职业的意识形态家的角色则需要一种带着尊重（即带着恰如

其分的轻蔑、敲诈和煽动）去影响人们意识的能力，以大谈

道德、德性、“超越”、民族和法国的世界地位之类的论调。 

 

  当然，许多这些相反相成的德性（一方面是谦逊节

制、听天由命、温良顺从，另一方面是玩世不恭、轻蔑、傲

慢、狂妄、自负乃至巧言令色和狡诈），也会在家庭、教

会、军队、圣经、电影里，甚至足球场上传授。但是，在资

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没有任何别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能够有

全体儿童每周五、六天，每天八小时来充当义务的（尤其还

是自由的）听众。 

 

  



  

但是，正是通过在这个学徒期学习由大量灌输的统治阶

级意识形态包裹起来的各种本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生产

关系（即被剥削者对剥削者和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关系）才

被大规模地再生产出来。造成资本主义制度赖以生存的这个

结果的机制，自然被一种普遍盛行的关于学校的意识形态掩

盖和隐瞒了。之所以普遍盛行，是因为它就是占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形式之一：这种意识形态把学校表

述为清除了意识形态影响的中立环境（因为它是……世俗

的）。在那儿，“家长”（他们是自由的，因为他们是孩子的

拥有者）把孩子（满怀信心地）托付给教师，而这些尊重孩

子“良知”和“自由”的教师们，以自身的榜样，运用知

识、文学和“让他们获得解放的”德性，为孩子们开辟了通

向成年人的自由、道德和责任感的道路。 

  在此，我要请另一些教师原谅，因为他们在恶劣的

条件下，仍然试图从历史上、从他们所“教授”的学问中找

到不多的武器，转而反对自己陷入的意识形态、制度和实

践。他们算得上是一类英雄。但是他们人数很少，而且有多

少人（大多数人）甚至还从没有怀疑过制度（比他们要强大

并且会把他们压垮的制度）所强加给他们的这项“工作”，

更糟糕的是，他们用最先进的意识（著名的新方法！）， 

  



  

倾注自己的全部身心和聪明才智来完成这项“工作”。他

们很少怀疑这项“工作”，因此他们的忠诚就有助于维护和

滋养对学校的意识形态表述，这种表述使今天的学校对于我

们当代人来说，显得那样“自然”、必需、甚至有益，就像

几世纪前，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教会也是那样的“自

然”、必要、慷慨大度。 

 

  事实上，教会在今天已被学校取代了它作为占统治

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它和家庭这个对子正像从

前教会和家庭的对子一样。我们现在可以断言，考虑到学校

（以及学校－家庭的对子）构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

家机器，这个机器在现有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再生产中扮演

着决定性的角色，因此，当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已经威胁到

这种生产方式的存在的时候，空前深刻的危机目前正动摇着

全球许多国家的教育制度，并时常伴随着（《共产党宣言》

早已宣告过的）动摇家庭制度的危机，因而呈现出它的政治

意义。 

  



  

毛泽东-实践论-节选 1 
  

原文节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实践论 

本文摘自中马库：若 

 

* 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

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

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

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

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

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

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而

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

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

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

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

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毛泽东曾以这篇论文的

观点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

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

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3707.htm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

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

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

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

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

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在没有

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它社会成员

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

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

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

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

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

种其它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

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

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

（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

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

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

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

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

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

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长的历史

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

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

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

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

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

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

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

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

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

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

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

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

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 

  



  
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

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

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

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

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

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1]马克思主义的哲

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着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

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

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

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

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

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

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2]。 

  然而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

践呢？这只要看一看认识的发展过程就会明了的。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

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

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

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

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 

  



  
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

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

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

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

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

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

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

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

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

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

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

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

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

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

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

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

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 

  



  
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

真实的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

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

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

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

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

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

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

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

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

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

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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