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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鲍德里亚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和煽动性,吸引了国内外

学术界的研究和评判。根据已有文献,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领域。本文试图

选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领域,首先对其思想体系中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误读的

三个重要思想———“消费决定并创造生产”、“符号价值”和“符号象征的社会分

层”———逐一进行批判性解读,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其误读根源进行深入探讨。

  关键词 鲍德里亚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消费社会 符号价值 符号象

征的社会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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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德里亚(1929~2007)是当代西方学术界的著名思想家、法国当代著名

社会理论家。由于他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影响力和煽动性,因而吸引了

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和评判。根据已有文献,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哲学领域。本文试图选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领域,首先对鲍德里亚思

想体系中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误读并对其基本理论具有很强冲击甚至否定的

三个重要思想———“消费决定并创造生产”、“符号价值”和“符号象征的社会分

层”———进行批判性解读,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其误读和否定根源进行深入探

讨。

一、
 

以“消费决定并创造生产”取代“生产决定消费”
———否定之一

  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生产和消费这一对矛盾中,生
产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处于支配的地位;消费不是消极地被生产决定,它对

生产也有反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此作了完整而科学

的阐述:一方面,“生产生产着消费:(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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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通过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

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

力”(马克思,恩格斯,1995)。另一方面,“消费从两个方面生产着生产:(1)因
为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2)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

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

出生产的动力……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1995)。可见,生
产和消费相互依存。然而,为了防止庸俗经济学家把生产和消费的地位等同

起来,马克思在此又进一步强调:“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

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

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

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

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马克思,恩
格斯,1995)在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在生产和消费的相互关系中,是生产决

定消费,而不是消费决定生产。
  然而,在鲍德里亚看来,这一关系不仅不能成立,而且得出相反的结论。
鲍德里亚认为,随着西方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不仅构成整个经济生活的主导

性逻辑,而且成为当代世界的根本特征,“生产主人公的传奇现在已到处让位

于消费主人公”(鲍德里亚,2008)。从此,他认为不仅消费的对象与生产没有

关系,而且消费也最终决定或创造着生产,这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得到验证:
  第一,从消费所处的地位来看,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的消费从先前相

对于生产而言的被动吸收的地位,转变为一种建立或设定关系的主动模式,即
消费从满足需要的程序中解放出来,也即在一种主动的关系中,形成了一种系

统性的活动模式,形成了对“物体系”的全面性的回应:消费不是与生产相对的

被动吸收和占有,而是一种建立人与物之间、人与集体和世界之间关系的主动

模式,这种模式是系统性活动的全面性回应,并且在此模式之上,建立了整个

社会文化体系,以至整个社会体系。至此,消费成为支配整个经济社会结构的

主要力量。
  第二,从消费的对象来看,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的消费对象和范围近

乎无限伸展。传统消费主要表现为对物的享有、使用和消耗。但在消费社会,
“财富的数量和需要的满足,皆不足以定义消费的概念:他们只是一种事先的

必要条件”(布希亚,2001)。可见,在消费社会里,被消费的对象不仅包括琳琅

满目的各色物品,而且包括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结构本身,且这种关系已延伸

到历史及传播与文化关联的所有层面,以至最后所有与此关联的东西,包括思

想、理念、文化、感情等都成为消费品。这也就意味着物品具有一个外在的并

具有意义关联的关系结构,物品本身被表达为这个意义体系的要素,因而物品

的消费不再是因为它首先具有物质的特征,而是因为它更显示出是一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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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是一种“个性化”的处于符号差异体系中的意义对象。随之,人们的消费

从传统对“物”的消费转入消费社会对
 

“符号”的消费,从而使消费与生产的关

系走向了“断裂”。
  第三,从消费的功能来看,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的消费创造着生产。
传统社会的消费过程是消费物体的过程,但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过程却成为创

造生产的过程。一般而言,伴随着生产能力的提升和物质财富的增加,人们的

消费能力也应当随之提高,否则生产将难以为继。消费对生产的这一作用显

而易见。由此,鲍德里亚将消费的作用无限放大,认为1929年的资本主义世

界经济危机是因为资本家“不知道如何使人们消费。……1929年的危机表明

了令人窒息的时刻:问题不再是生产,而是流通”(鲍德里亚,2005)。为了进一

步强调消费的作用,鲍德里亚接着说:“消费是为了重新生产。在消费中的花

费实际上是一种投资,从总体上看什么也没有浪费。甚至当焚烧咖啡树根时,
当大量的财富在战争中被浪费时,这个体系也不能停止使消费转向更大的再

生产,它落入到了生产、积累、获利的必然性中。”(鲍德里亚,2005)可见,鲍德

里亚认为消费社会具有特殊表现和特殊作用的消费对生产具有决定性作用并

能够创造生产。

二、以“符号价值”取代“劳动价值”———否定之二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中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

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

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马克思,1975)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和价

值量);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马克思,1975);
劳动二重性决定商品的两个因素,即“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

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

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
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马克思,1975)。马克思通过对劳动二

重性学说的分析,克服并纠正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的不彻底

性,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这一理论不仅揭示了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

品中的抽象人类劳动,而且揭示了商品的价值量(包括物化劳动转移价值和活

劳动新创造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显然,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量)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是可以计量的。
  在鲍德里亚看来,在传统的生产社会中,人们的消费主要注重物品的使用

价值和功能性,即消费的对象是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物品;这种被消费的商品

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这种商品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的,即其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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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是依据商品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的价值量来确定的,而且以商品的使用

价值为载体。但在丰盛的消费社会里,消费所关注的焦点已经不是物品的使

用价值本身,而是“符号”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因而人们的消费从传统对有用性

物品的消费转入对符号的消费。而当我们所消费的物品,一旦把它作为一个

符号来消费时,对其价值(量)的衡量,就不能从生产该物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或劳动价值)出发,而必须通过其符号价值来衡量。所谓符号价值,就是指

物或商品在被作为一个符号进行消费时,是按照其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权力

以及其他因素来计价的,而不是根据该物品的劳动价值(量)来计价的(孔明

安,2002)。符号价值与物品的劳动价值(量)有时是高度不一致的,也就是说,
从劳动价值(量)的角度看,一个商品由于所包含的劳动价值(量)很少因而其

价值中可能很小,但是如果它被作为符号进行消费,那么其符号价值可能大大

超过其劳动价值(量),可见,符号价值可以脱离劳动价值(量)而独立存在。比

如一双名牌皮鞋,其中的物化劳动转移价值(量)和活劳动新创造的价值(量)
可能不是很多,但因为其品牌是名牌,它的符号价值可能相当高。因此,伴随

着消费社会的消费从传统的关注使用价值的物质性消费转变为脱离使用价值

的纯粹符号的消费,对消费品价值的评判也将从原来的客观价值评判转变为

主观价值评判。这种主观价值评判十分注重符号象征、个性差异、品牌档次以

及偏好稀缺等主观因素在消费品价值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至此,马克思的

劳动价值论在鲍德里亚的所谓的符号逻辑体系中被彻底“颠覆”乃至被“推
翻”。

三、以“符号象征的社会分层”取代“经济关系

决定的阶级差别”———否定之三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阶级差别的实质根源是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生

产关系,也就是说,决定阶级的根本因素是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恩格斯在

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的注释中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做了一个

最具本质的定义:“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

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

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马克思,恩格斯,1972)可见,对生产资料的

占有关系决定各阶级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等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所揭示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马

克思指出:“劳动过程,就它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来说,显示出两个特殊

现象”,“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其次,产品是资

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工人的所有物”(马克思,1975)。资本家阶

级就是这样通过利用生产资料的占有剥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来发财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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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而工人阶级除了自身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自

身生存并养家糊口。为了进一步揭示这一关系,马克思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

生产过程的另一个方面:价值增殖过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是劳动过程和

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而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价值增殖过程

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只持续到这

样一点,即资本所支付的劳动力价值恰好为新的等价物所补偿,那就是单纯的

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超过这一点,那就成为价值增殖过程。”(马
克思,1975)只有实现了价值增殖,资本家阶级攫取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

的目的才能达到,这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所在。
  但鲍德里亚却认为,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只存在资本家阶级,不存在马克思

所说的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在资本主义消费

社会里,生产不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消费成了消费社会演进的主

流力量。因此,传统的财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基础之上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差别

因变得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不复存在。由于现代消费社会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商品和物体的世界,它已经成为一个符号的世界、符号的王国,因此,对消费社

会的分析,只能从符号入手,因为每个人或物体,它其实就是一个符号,有着它

应有的位置。这个社会是由符号来决定社会分层和社会差别的,每个人在社

会中有着自己的编码,有着自己的层级。因此,这个社会的不平等已不再是局

限于生产领域,而是更多地体现在消费领域,构成社会矛盾的基础也不再是生

产资料的占有,不再是来自生产的支配。“简而言之,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问

题不再是‘获得最大的利润’与‘生产的理性化’之间的矛盾(在企业的主层次

上),而是在潜在的无限生产力(在技术结构的层次上)与销售产品的必要性之

间的矛盾。”(鲍德里亚,2008)
  由于符号的消费可以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不仅仅可以体现人与

物的关系,而且还可以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消费自身也

可以建构一套社会关系,可以体现人的地位、层次,可以标志高低贵贱;并且,
不同的消费符号所代表的是不同的关系理念,这种不同的关系理念包含着不

同符号拥有者的地位、身份、权力、品味、个性等诸多差异,所以,消费社会的消

费意味着特权而不是平等。消费社会的来临,从表面上看来,人人都可以在消

费中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都可以自由地购买自己的消费品,然而,这并不意

味着真正的民主和平等,因为,“消费并没有使整个社会更加趋于一致”(鲍德

里亚,2008)。对符号的消费本身就是建立在差异、个性和不平等的基础之上

的,因为符号之所以能成为消费品被消费,原因在于其具有社会区分的意义,
在此意义上,消费社会的消费本身就会“重新产生等级和阶级特权”,从而“也
确定了其社会结构”(鲍德里亚,2008)。具有强大购买力的消费者,通过符号

消费的方式,“从炫耀到审慎(过分炫耀)
 

,从量的炫耀到高雅出众,从金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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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他绝对地维系着特权”(鲍德里亚,2008)。所以,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

社会中,“无论财富的绝对量多少,都含有一种系统的不平等”(鲍德里亚,
2008),这种不平等和特权是消费社会的内在机制,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逻辑没有任何关系。

四、鲍德里亚否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根源探究

  鲍德里亚通过对消费社会的消费逻辑和消费原则的分析,形成了对当下

社会特征的一个基本判断:消费决定或创造生产、符号价值呈现以及社会分层

的符号象征和符号决定。虽然这些思想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见解十分独到,但
由于其脱离了分析问题的基本原则和辩证方法,也形成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

学理论的误读和曲解。在此,我们将从根源上对其进行深入剖析。
  (一)鲍德里亚的分析越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范围、脱离马克思政治经济

学语境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后发展为“市场经济”)的分析构成了他对

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成为

基本环节;生产者生产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在商品交

换中获得价值和剩余价值(现实中也称“利润”)。但在波德里亚看来,伴随着

消费社会的到来,汽车、冰箱、洗衣机、电视和家具等日常生活所使用的“物”被
符号代替,其价值也将由原来的劳动价值转化为了符号价值。从此,物品的价

值变得与生产过程毫无关系;符号交换既没有使用价值,也没有价值。由于符

号价值成了商品的最重要的价值,所以,生产活动不再是现代社会的基础。这

里鲍德里亚地地道道地犯了两个重大错误:一是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语境中

商品的使用价值偷换成一般物品的有用性概念,并将能体现消费者个性、身份

以及偏好的某些特殊物品当作一般物品;二是彻底逃脱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语

境和逻辑的限制,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始终与客观的人类活劳动的凝结

结合在一起的,用符号价值来界定商品价值,从而使商品价值变得十分主观、
难以衡量且缺乏存在基础。

(二)鲍德里亚的分析背离了整体性分析原则

  鲍德里亚虽然深知生产的发展促使“匮乏的生产社会”向“丰盛的消费社

会”的转变,但他却完全否认生产逻辑和消费逻辑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生产逻

辑在本质上的奠基性作用和决定性影响。为了批判马克思的生产逻辑,鲍德

里亚在《生产之镜》的开篇带有极强讽刺意味且毫不负责任地写道:“一个幽

灵,一个生产的幽灵在革命的想象中徘徊。它到处支持着没有约束的生产浪

漫主义。”(鲍德里亚,2005)其实,马克思从来没有孤立地理解和规定生产,即
使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也从未贬低过消费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意义。任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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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经济时代,生产和消费都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消费社会

也同样不能例外。鲍德里亚极力推崇消费逻辑以及否定生产逻辑的做法严重

违背了经济生活的整体性原则。虽然消费社会的符号象征意义以及由此形成

的需求或欲望体系日益重要地成为其重要特征并日益深刻地影响和支配着生

产,但“消费社会”的生产和消费仍然不能不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而且在这个统

一体中,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仍然不能不是当代经济活动的主要方

面。在这个意义上,一味将消费、“符号价值”等从整个经济生活中抽象出来并

使之独立化,从根本上说只能构成一种本末倒置、无“根”的消费逻辑。
(三)鲍德里亚的分析立足现象、疏于本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虽然也揭示了经济生活中物与物以及人与物之间的关

系,但其主旨在于揭示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性质和本质内容。
而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符号指认的消费的分析仅仅是对消费社会的物与

物、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社会现象变化特征的分析,他始终没有对最本质的且起

着决定性作用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进行分析。即使不同的消费符号所代

表的不同的关系理念包含着不同符号拥有者的地位、身份、权力、品味、个性等

诸多差异,但这只能是符号象征的社会分层,始终不能从根本性上把握这个社

会分层背后的经济关系根源,从而使其消费社会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悬于空

中,难以向经济根源和经济现实深入。这可能也是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之整

体的理论重建经常只是徘徊于文化—意识形态层面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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