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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纵观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人的解放是其最终价值取向。《〈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
言》)作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根据其中人的解放出场来审视，马克思在文中是以“宗教批判–现实批判
–人的解放”的线索关联进行探析，这也是马克思最终论述人的解放的逻辑主线，他借助对宗教批判以
及德国现实制度、国家哲学法哲学的批判，最终落脚于“人的解放”，并进一步探讨了“政治解放”与
“人的解放”的关系，论述了实现“人的解放”的路径及其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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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out the Marxist theoretical system, human liberation is its ultimate value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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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Introduction”) is Marx’s early work, based on the appearance of the liberation of the people in it. The analysis of clues and connections is also the main logical thread of Marx’s final discussion of human liberation. With the help of criticism of religion and the German reality system, national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y, he finally settled on “human liberation” and further explored “political liber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d the liberation of human beings” discusses the path and possibility
of realizing the liberation of human be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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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的解放”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旨归，在关于探讨“人的解放”问题的重要著作中，
《导言》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也是马克思在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
转变的一个关键点。在《导言》中，马克思首先肯定了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展开对宗教社会异化的
批判。紧接着指出止步于宗教批判是远远不够的，进而对德国现实的时代错乱进行了阐释。而要改变德
国的“时代错乱”现状，就需要运用实践的力量，使人们在从虚幻世界中抽离出来、思想获得觉醒的基
础上，将哲学和无产阶级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2. 宗教批判：揭示实现“人的解放”的理论起点
在《导言》中，马克思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解决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联以及《论犹太人
问题》中区分了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人的解放三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指出政治解放并非真正意义上
的解放，揭示了其现实局限性。然而对于实现人的解放的路径、可能性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以及《论犹太人问题》中并没有进行阐述。他在《导言》中解决了这一问题。在《导言》中他虽然
把批判的重点放在黑格尔法哲学上，却是以宗教批判拉开序幕，展开对现实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哲学法哲
学的批判的，并最终落脚人的解放。宗教批判与实现人的解放看似毫无关联，实则紧密相连。在西方，
人们的宗教观念浓厚，并且其影响已经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在中世纪，宗教成为统治者奴役人们精
神世界的一种手段，已然有数千年之久。黑格尔主张绝对精神是外化为世界的本质和主体，它在人类社
会产生之前就存在着，哲学、宗教等在内的上层建筑都为绝对精神的外化。费尔巴哈也说道：“‘绝对’
哲学的秘密，因此就是神学的秘密”[1]。所以，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必须以宗教批判为理论起点拉开序幕。
并且对宗教的批判作为一切批判的前提，“选择宗教作为理论批判的逻辑起点和突破口，这体现了马克
思学术批判的策略性和理论斗争的彻底性”[2]。
在马克思在文章开篇便指明“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3]。在费尔巴哈之前，
黑格尔倾向于抽象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而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是构建于人本主义之上的，他主张神
的本质即为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神即为人所创造，并且是按照人的自我需要所创造，这是一种颠倒了
的世界观。在当时的德国以及世界很多地区，阶级压迫、剥削等为劳动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生活苦难和心
理上的折磨，他们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就会幻想寻找精神寄托之处——“宗教”。然而从根本上来说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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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也是消极的，因为人们所追求的幸福并不是仅仅是虚幻的，应是现实的。如果仅仅寄希望于虚幻的幸
福，便如同吸食“鸦片”麻醉自己。
费尔巴哈等人要求应废除人们追求宗教中虚幻的幸福，但是没有将其与德国的现实制度联系起来。
马克思认为，如果止步于揭露宗教神秘的面纱，而没有进一步打破宗教束缚的锁链，虚幻世界幸福统治
人的境况也不会得到改变。宗教里的苦难绝不单单是对人们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苦难的表现，更多的是
人们对现实世界中这些苦难的不满，是对现实世界苦难的一种间接反抗同时也是一种逃避。但是如果只
是沉浸在虚幻的幸福中，不发挥人的意识的主观能动性，使人们永远不面对现实世界，那么人的主观能
动性只会被宗教进一步扼杀。同时，人们对于宗教的崇拜也就越高，宗教神圣的光环也会被人们的崇拜
无限放大，宗教反过来也会进一步控制人的精神世界，实现人的解放也就无从谈起，从这方面来讲，与
异化劳动是有内在一致性的。
因此，止步于宗教批判是不够的，宗教批判作为一切批判的前提。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
指出“宗教——至少是基督教——就是人对自身的关系，或者，说得更为确切一些，就是人对自己的本
质的关系，不过他是把自己的本质当作一个另外的本质来对待的”[4]。对此，马克思是基本肯定的，也
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的哲学转变，以及马克思在《导言》中对实现最终目标人的解放的可能性和路径探
寻。对于费尔巴哈的宗教本质马克思在基本肯定的同时将其提升了一个新的层次，他主张“人的自我异
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为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5]。
马克思认为，在完成了摧毁彼岸世界真理的任务以后，应进一步展开对尘世世界的批判以确立此岸世界
的真理，使人们从彼岸虚幻的世界中抽离出来追求真正的幸福。这同时也是费尔巴哈所没有看到的，他
仅仅揭穿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而马克思则进一步揭露了“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并以
求在对宗教进行严厉批判的同时，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打碎宗教长期以来对人们的束缚，同时对现
实世界苦难进行批判斗争，致力于实现人的解放。

3. 现实制度批判：扫清实现“人的解放”的阻碍
“向德国制度开火！”马克思这句极具号召力的话无疑是他对德国现实制度的恰当表达。正值十九
世纪中期，彼时的德国却还没有达到 1789 年时法国的水平，亦即是说德国还没有进入现代社会的轨道，
它仍然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德国依然停留在整个欧洲现实制度进程的脚步之后，而这相对于英法等西
方国家来说已然成为历史，并且德国的现状并且严重制约了德国社会的发展。对此，马克思在《导言》
中指出，德国的社会现状是“旧制度的公开的完成”。1843 年以前，虽然德国局部地区也有资本主义经
济的发展，但是部分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引发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国内的封建势力仍然强大。
因此，马克思呼吁道“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
然是批判的对象，正像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仍然是刽子手的对象一样”[6]。如果不彻底摧毁德
国现存的现实状况，打破德国实现政治解放的阻碍，实现人的解放也只会更加遥远。但是“当旧制度本
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在英国、法国已经被抛弃的、
被认为是落后的制度，在德国的眼里却认为是新生的、进步的，可见德国并未清楚的认知自己，而是沉
醉于自己所制造的假象，并且要求别人也有同样的看法。然而在别的旁观者看来，这无非是一出“喜剧”，
但就自身来说，是很可悲的。正如马克思在《导言》后文所论述的“它只是想象自己有自信，并且要求
世界也这样想象”[7]。从历史发展进程维度来看，德国现实的旧制度也曾经作为新制度推动历史的发展。
随着历史的发展，新事物也会成为阻碍现实发展的旧事物。此时，我们应顺应历史进程，发展新事物，
扬弃阻碍现实发展的旧事物，但是德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一方面具有自由意识但在另一方面却软弱无能
惧怕革命。加上德国此时的封建势力依然强大，其在本质上是落后腐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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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改变德国的现状，必须从德国本身出发。但是即使否定了德国 1843 年的政治制度，也无法改
变德国时代错乱的现实。正如马克思在《导言》中论述的“即使我否定了敷粉的发辫，我还是要同没有
敷粉的发辫打交道”。在十九世纪中期，英国、法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并没有实现真正的
解放，只是实现了政治层面的平等，废除了私有财产特权，“文件”式的主权和平等就如同 1843 年德国
宗教虚幻的幸福一样。“毫无疑问，德国当前的政治状况完全可以认定为历史的某种重演，但这种重演
——旧制度的悲剧作为德国的幽灵在演着自己的喜剧——对经历过自己悲剧历史的国家是很有教益的，
因为旧制度能够证明自身的合理性，但它最终会悲剧性的走向灭亡”[8]。
就思想理论层面，马克思在《导言》第二部分中从政治批判入手，同时也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实践
政治派和理论政治派对德国哲学和法哲学的错误解读。在德国，哲学与现实之间产生了“时代错乱”，
马克思指出“我们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未来的历史”。而实践政治派和理论政治派
正是片面理解哲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实践政治派是由追求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组成的，他们认为哲
学是落后于德国实践及其为实践服务的哲学水平的，主张实践至上，单方面的否定哲学，而没有去探
讨如何实现哲学。这从德国重视实践的现实情况来看无疑是不符合实际的，因此，完全抛弃实践作用
的实践政治派是无法批判德国的国家哲学的。对此，马克思说道“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
消灭哲学”[9]。主要由青年黑格尔派组成的理论政治派则相反，他们片面夸大理论的作用，而忽视了
实践在德国现实中的作用，理想主义的认为只要依据黑格尔的理论修复就哲学就能够改变德国的现实
状况，从根本上来说同黑格尔一样是唯心的。对此，马克思批判的说道你们认为“不消灭哲学，就能
够使哲学成为现实”？

4. 人的解放：一切理论旨归
在《导言》中，马克思对于人的解放主要是通过论述德国人的解放为主的，马克思通过对德国宗教
批判、制度批判、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批判，点明终极目标为：“人的解放”，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
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10]。“现
代各国的正式水准”即现代资本主义阶段，而“人的高度的革命”即实现人的解放，正如马克思在《论
犹太人问题》中阐述的“政治解放还不是真正的人的解放”。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通过对犹
太人问题的论述指出政治解放只是在一定意义上决定宗教、财产等不再具有政治意义，但是其中的不平
等是仍然存在的。例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条法令，在当时虽然具有法律效应，但是保障的仅
仅只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只是表面上的形式而已。另外，政治解放只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制度，
打破封建统治，使自身成为统治阶级的一种实践，它使市民社会的每个人都成为所谓的公民并享有公民
权利。马克思基于《论犹太人问题》的论述，在《导言》中进一步指出真正的解放应是“是通过人并未
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11]。
马克思还进一步分析了德国社会阶级的组成情况，肯定了实现人的解放的可能性就在于无产阶级这
个特殊阶级的产生，并且这个阶级承担着实现人的解放的任务，其可能性就在于其在社会中遭受无限的
苦难，他们一无所有却没有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他们与全人类的利益是一致的，并且要求废除私
有财产。而无产阶级作为最特殊的阶级，自身的解放也将意味着其他阶级的解放。
再找到了实现人的解放的依靠力量之后，马克思接着论述了实现解放的另一可能性哲学能够把无产
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即哲学和无产阶级能够结合起来，
革命也就有了实现的可能。另外，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要求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必须和科学的理论指导相
结合，充分发挥科学理论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的指导作用，并要求无产阶级群众掌握科学的理论，转
化为实现人的解放的物质力量。
DOI: 10.12677/acpp.2021.101012

70

哲学进展

王敏

5. 结语
综上所述，《导言》就是以宗教批判–现实批判–人的解放这样一个潜在的逻辑探讨了德国要想改
变现状的革命路径、所需现实条件以及最终实现人的解放的理论旨归。虽然《导言》中马克思关于人的
解放的思想与后期成熟的马克思著作相比仍然具有一定的不成熟性和局限性，但是马克思在其中所坚持
的批判精神以及人的解放的理论旨归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仍然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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