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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哲学家让 鲍德里亚对于当今资本主义的

批判犀利猛烈、招数怪异。出招每每剑走偏锋，却

往往能精准触及问题核心，这典型地反映在他对资

本主义单向性（ ）的批判上。在鲍

德里亚看来，单向性是资本主义的重要促成因素和

内在特征。单向性破坏了鲍德里亚所指认的互逆互

惠的象征交换之道，只剥夺索取，不回报付出。在

其作用下，大自然首先被吸入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

巨型机器中，然后资本依靠对劳动、工资和消费的

单向性控制，彻底瓦解劳动者的主体性，使其沦为

功利性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

一、象征交换——单向性批判之参照系

对于资本主义单向性的批判，如同鲍德里亚身

处的“后现代思潮”一样，可以被视为“三十年代

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六十

年代以来形形色色的西方新左派对于当代资本主

义批判的一个重要的继续。” 张一兵也认定鲍

德里亚继承了本雅明、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对资

本主义的“总体否定，即对启蒙与工具理性的批

判”，并在理论逻辑的深度、强度和系统性方面青

出于蓝。 简单说来，这种深度和强度源自三

个相互联系和影响的因素。一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

主义异军突起，二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横扫欧美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生运动和造反浪潮，三是当代

人类学发展的启示。 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一

方面通过颠覆语言表征权威性而撼动了语言载负

的整个传统西方哲学大厦；另一方面，它们把一种

观察世界的崭新范式推广开来：一切都是文本、是

话语言说的产物；既然如此，这世界上就再没什么

本质性的、绝对的、永恒的、颠扑不破的东西，都

如一堆积木那样可以被任意搭建、推倒和重来。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造反运动源自对资本主义的仇

恨，又加深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幻灭和敌意，导致

种种反资本主义激进思想涌现。这些思想和后结构

主义呼应互动，就引发了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整体质

疑和摈弃，作为启蒙运动以来逐步宰制全球的种种

所谓资本主义宏大话语成为众矢之的。而怎样跳出

这些宏大叙述，寻找另类的颠覆性小叙述也就成为

众多学者的探索目标 。而当代人类学研究已深受

结构主义影响（典型如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

人类学），开始严肃进行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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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们重新审视世界和人类文明打开了新窗口。这

大大启发了处心积虑在资本主义文明之外寻求出

路的鲍德里亚：“人类学使得我们走进了另外的社

会和文明，那里我们所理解的价值理念实际上并不

存在。”

人类学给他的启发之一是来自法国人类学家

马塞尔 莫斯的“象征交换”（ ）

概念。鲍德里亚晚年所撰《口令》（ ，鲍

德里亚简要定义自己一生思想重要概念的微型辞

书）对象征交换进行了如下概述：

象征交换是一个战略舞台，价值②之一切形态

皆汇聚于此并继而奔涌到我称之为盲区的地方，在

这个盲区中，所有事物都被重新审视和质疑。

这是人类学所理解的象征交换。价值总含有单

向性（ ）意义，它按照等价体系从一

点流动到另一点，而在象征交换中，一切却是可逆

的。我使用这个概念的要旨在于开辟一种对抗商品

交换的新立场，并以此为根据地，高扬或许可以大

书“乌托邦”字号的旗帜，对我们的社会进行政治

批判。

可见，象征交换是鲍德里亚用来“重新质疑和

审视”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并进行社会“政治经济批

判”的激进范式。象征交换的实质，可逆性和双向

性，是鲍德里亚用以揭批资本主义单向性的反衬和

对立点。这是鲍德里亚从莫斯著述中夸富宴（

）和库拉（ ）这两个典型象征交换形式里

面发掘出来的：“必须在双重的责任中建立一种交

换自身的存在：一个是给予，一个是归还。由此，

有必要设想一种物的内在力量（正如莫斯以及原始

人已经做的那样）——‘ ’。这种力量盘旋在物

的接收者这里，并同时要求接收者将其归还。交换

双方不可克服的对立由此被还原为一种同义反复

的、人为的、富有魔力的、补偿性的对立。”

交换的双向性和可逆性被具魔力的“ ”（汉语音

译为“豪”）赋予了神圣性和无上性，故而被鲍德

里亚（正如莫斯及其追随者们那样）认为是自远古

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前这段时间统辖人世

间的神圣原则。象征交换之道——“‘馈赠’、‘归

还’、‘交换’”也就成为以“‘杀死’、‘占有’、‘吞

食’” 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单向性的照妖镜，被

置于后者对立面上使其显露凶恶阴险的原形。鲍德

里亚对于资本主义单向性的批判正是以象征交换

为参照和对立点展开的。

二、单向性对自然的吞噬

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单向性”的揭露和抨击

主要体现在其早期三著作《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生产之镜》和《象征交换与死亡》中。一条明显

的逻辑红线贯穿这三本书——对资本主义整部发

展史的全盘清算。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三种思想渊源

的影响：尼采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否定，法兰

克福学派对于“启蒙辩证法”的批判，马克斯 韦

伯对清教伦理促成和刺激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猖獗

扩张的揭露。故而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

也是对西方现代文明、尤其是启蒙时代以来科技和

理性发展史的否定。在鲍德里亚看来，资本主义一

离娘胎，就显现出贪婪凶相，犹如一条巨型蛇怪，

逐步把世间一切——自然和人——都活活盘绕起

来囫囵吞下。在《生产之镜》中，他直接从资本主

义发展的启蒙理性根源上动刀：“ 世纪即启蒙哲

学的巅峰期，随着自然概念的问世，作为财富之源

的劳动以及作为财富生产之最终目的的需要同时

出现，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而自然则成为政治经

济学之全部理性的运转轴心。” 作为一种潜在

“力量”，自然的地位“上升”了，人们“发现”了

自然。当然，自然变得如此“重要”，原因仅仅是

它变成了“被剥削的现实”，成为科学和技术的工

作台上被宰杀、切割、解剖和榨取的对象。正如

《生产之镜》英译者马克 波斯特指出的：“人面对

自然，将其视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而采取行动，把价

值赋予自然，然后又从中榨取价值。这是一种劳动

力利用技术迫使自然产出财富供人享用的谋划。”

这正是资本主义单向性的滥觞。

从此，自然的概念变成了“政治经济学所规定

的支配自然的终极目的” 。资本主义单向性利

刃把自然活生生一劈为二：“‘好’的自然和‘坏’

的自然。好自然是被征服和被理性化的自然，而坏

的自然则是敌意的、危险的、导致灾难的或被污染

的。” 对于自然的二分法，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和

牟利行为左右逢源、无往不利、毫无顾忌。在“好”

自然之前，则高擎发展进步等旗帜肆意榨取搜刮；

而“坏”自然，包括被污染糟蹋到“毫无价值”的

部分，则“罪有应得、咎由自取”，或者被唾弃，

或者成为生产过程的垃圾处理场。总之，资本主义

生产在自然面前，左右占理，上下其手，只顾获

利，从不回报。这就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任何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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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关系”统统被践踏和摈弃 ，资本主义发展和

生产撕毁了天人之间象征交换约定，取而代之以自

己贪婪邪恶的单向性“霸王条款”，扭曲、毒化和

毁坏从自然环境到社会道德的世间万物，并引发一

系列多米诺反应式的恶性循环。这一点波斯特看得

非常清楚：“这是通过征服自然实现一己私欲的人

类学，当系统开始导致生态灾难之时，这种人类学

就捉襟见肘了。”

三、单向性下人主体性的沦落

单向性对自然的践踏和掠夺，必然会“殃及池

鱼”，影响到人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牟利成为理

性、实证性的最终目标，被征服和打倒的不仅仅是

自然，“同时被置于奴役之下的还有劳动力” 。

“好自然”和“坏自然”的划分延续到人身上，“从

世纪起，对人的看法也一分为二：一边是天生

的好人（一种将人升华为生产力的外化过程），另

一边是本性邪恶的魔鬼。” 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

的人被标识为善的、美的、有价值的。相反，不能

“升华为生产力”、不能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与功利

性的个体，都被视为低劣邪恶的、懒惰和反社会

的，也就是应受天谴和惩罚的（这里鲍德里亚用的

分明是福柯阐释疯癫与文明二元对立的笔法）。单

向性生产牟利行为高歌飚进，一方面疯狂压榨那些

可用于生产的劳动力，一方面又残酷舍弃、惩罚那

些不利于产值增长的人，卸掉包袱、伸出吸器、大

快朵颐——这就是单向性的运作方式。

鲍德里亚对此的论证，肌理中隐约露出“社会

契约论”的脉络（当然，他是极为反对资本主义式

契约和合同的）。他想指出的是，资本主义单向性

法则下，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那种义务和责

任对等可逆、互惠互利的公平约定被撕毁和抛弃

了。单向性既刺激了对自然进行掠夺的贪欲，又使

得社会达尔文主义大行其道。从这样一个独特的视

角上，鲍德里亚就看到了一般人视野中的盲点：资

本主义生产力解放固然能够增加社会财富，提升社

会人群的总体生活质量，但是由于这种生产建立在

对自然以及大多数弱势群体剥夺的“一边倒”关系

之上，生产只会使资本主义权力结构愈来愈有利于

资本掌握者。象征交换式约定被资本主义单向性法

则取代，人类文明社会就退化为弱肉强食的丛林，

这个丛林中被资本主义生产“做大的蛋糕”固然也

会给食草动物一些“利益”，但是，不言而喻，捕

食者的获利程度肯定是远远超出前者的！资本主

义原本就不平等的权力格局只会变得更加不公正。

这种见解显然并不是鲍德里亚的新创。法兰克

福学派的社会批判，尤其是马尔库塞的《单面人》、

弗洛姆的《逃避自由》都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发

展，不仅没有壮大“主体性”和“主体”的抗争精

神，反而催生出大批无力无助、妄自菲薄、自我作

践以推卸责任的“单面人”。鲍德里亚则通过对单

向性的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迷思背后的

秘密。单向性赋予利益集团呈指数增长的资金支持

和技术武装，与此相比，在数量上占据绝大多数的

劳动者实际上变得愈来愈弱势。

四、单向性法则的又一吸血螺旋：

劳动、工资和消费

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完成了对人和自然

的奴役。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或消费社会阶段

时，单向性控制和榨取更是无处不在、所向无敌。

在这一点的分析上，鲍德里亚仍一如既往地把象征

交换模式下权力结构的互逆性和互惠性竖为标杆：

“任何统治都必须被赎买。从前这或者是通过牺牲

实现（国王或首领的礼仪性死亡），或者是通过仪

式实现（节日和其他社会仪式：这也是一种牺牲形

式）。” 以此为反衬，鲍德里亚指出，现今资本

主义单向性统治下，权力的可逆性被“权力再生产

的辩证法所取代”：“这是资本的配置，在这种配置

中，形式上的赎买是通过劳动、工资和消费的巨大

机器完成的。经济尤其是赎买的领域，在这里，资

本的统治成功地赎买了自身，却没有让自己真正地

重新冒险——相反：它还把赎买的过程转向了它自

身的无限再生产。” 资本的“赎买”是葛朗台式

的：他付给劳动者钱，但这钱转了一圈又连本带

利流回到吝啬鬼的银库里。此“资本配置”就是

鲍德里亚所发现的单向性升级版。他申言，为了

充分意识这一点，就必须用迥异于以往的新视角

来看待问题：

劳动、工资、权力、革命，这一切都应该倒过

来重新阅读：

——劳动不是剥削，它是资本给予的。

——工资不是争取的，它也是给予的。

先看第一条的含义：“与一切感受到的表象（资

本向劳动者购买劳动力并榨取劳动）完全相反，是

资本把劳动给予劳动者。 在劳动方面是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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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予，是他掌握着馈赠的主动权，如同任何社会

秩序中的情形一样，这使他具有了一种优势，一种

远远超出了经济的权力。” 现今资本家根本不需

要去购买劳动力，他高高在上赐予劳动。如果劳动

者和资本家之间还是以前那种劳动力买卖关系，那

么劳动者就仍然有讨价还价、决定卖与不卖的权

力，他可以选择饿肚子，此选项尽管糟糕，但决定

权还在他手中。可是资本单向性逻辑下，劳动者连

这点主动权和自由也没有了。就如庄子笔下那个始

“涕泣沾襟”，终“后悔其泣”的丽之姬，劳动者现

在只剩下感激涕零拜受恩赐的份儿了！

鲍德里亚的这种“劳动者已死”的极端观点实

际上是后现代思潮中“主体已死”的另一种表述。

他断言，劳动力的异化就存在于劳动本身 ，也

就是说，劳动者生在生产主义话语中，通过“生产

之镜”来定义自身，他根本就没有什么主体性。此

等论调显然也不陌生，从中我们可以听出很多耳熟

的调子：福柯的话语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

义意识形态控制的悲观观点、拉康的镜像理论等。

鲍德里亚从其学术生涯早期就决意“与‘主体’问

题撇清关系” 。在他看来劳动者的“主体性”和

自主性早就在资本主义单向性下土崩瓦解了，劳动

者只是一个被动接受劳动的器皿。资本高高在上，

决定着由谁来献上自己的劳动。

这种观点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至少，它能提

醒我们，只要稍稍从所谓“正统”观点上侧一下

身，就能看到现实问题的另一维度。资本主义所吹

嘘的所谓发展和繁荣，从来不能解决其失业率问

题，劳动市场始终是资方市场，劳动力只能拜资本

家所赐。现在全球存在的就业难，大学生毕业即失

业等种种现象，似乎处处在为鲍德里亚关于劳动是

资本之单向“馈赠”的说法提供证据。

劳动尚是嗟来之食，工资则更是“这种带毒礼

物的标志 它认可了这种单向的劳动赠馈 对

资本而言，这样也就有可能把操作限定在契约范围

之内，使对抗在经济中稳定下来。另外，工资还使

雇佣劳动者变为‘财产接受者’，这和他的‘劳动接

受者’的身份相重叠，加重了他的象征亏损。”

鲍德里亚笔下的劳动者形象委实不堪：劳动和工资

双份的嗟来之食，使他手短嘴短，连马尔库塞的

“单面人”都要感到小巫见大巫了！然而，这还不

是单向性统治恐怖图景的全部，鲍德里亚又进一步

从他最擅长的消费批判入手，揭示出资本主义单向

性进入发达阶段或消费社会阶段后的最新模式。

“单向度的礼物如同恩惠一般冰冷：接受并屈从，

它同样存在于深层的体系逻辑中，这一体系也正是

象征性行为试图逃脱的，但在大众的购物热情中，

这种逃离却总是难以奏效。” 消费这个糖衣包

裹的秘密武器，是资本主义“赏赐系统又增加的一

道螺旋，因此它也就是统治又增加的一道螺旋” 。

这道螺旋是 年经济危机后为应对新形势

而安装上去的，标志着资本主义统治策略的改变。

新的策略基于“‘需要’变得如同其生产力同等至

关重要”这种新认识，把强迫劳动者工作的措施切

换到发动他们消费的机制：“每个个体，每个消费

者，都被玩弄于商品和符号的股掌间，供其获利，

也得到自己的好处。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在工作之

余浪费自己的时间。他毫无选择地在个人层面上再

生产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此即收买的逻辑。”

这种机制不仅把资本主义领出了危机，而且还使其

神奇般扩张。类似的看法在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那

里并不少见，如马尔库塞《单面人》就揭示了技术

理性通过更“合理合法”的方式（如消费娱乐等手

段）所进行的更为“顺应民意”的统治。 这也

是鲍德里亚的灵感之源。

有了这道螺旋，单向性就变得格外强大有效。

劳动、工资被整合入消费这台资本主义生产的巨大

发动机，葛朗台式的资本循环闭合回路就形成了。

鲍德里亚警告说，资本主义“‘给予’你们工资，

但不是作为劳动交换，而是为了让你们花费，这是

另一类型的劳动” 。在《消费社会》中，鲍德

里亚又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是人的

天生使命和神圣职责。消费取代生产变成支撑社会存

在的基础和驱推社会运作的动力，人生活于财经政

策、广告宣传等各种硬性或软性的消费指令中 ，

消费成为人们的另一种工作——显性法定工作之

外的隐性神圣职业。吃饭、睡觉、休闲、健身、娱

乐，一举一动无不服务于它 。人无时无刻不

为生产服务，没有一分钟不献身于此，被完全消除

了“偷懒怠工”的可能性。“消费行为重新开始了

生产过程。所有消费的花销实际上就是投资 它

不能脱离生产、积累和牟利的必要性。”

尽管鲍德里亚的说法听起来偏激，但现在大量

事实反倒越来越倾向于为其提供佐证。疯狂的广

告、令人目不暇接的消费品、红火的旅游业、令人

瞠目的扫货团、电子网络工业提供的无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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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处可见的沉迷于手机等各种电子玩物的消费者

这些仅仅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例子，但足以使我

们不得不承认鲍德里亚的眼力：现在人们无需像清

教徒那样自虐般勤勉克己，但在创造效益和

方面，今人的效率与“勤奋”，比那些资本主义早

期积累者们高出不知多少倍。这种完全彻底的投入

和“奉献精神”验证了单向性策略的成功，资本主

义“体制高高在上，它获得了一切权力，它用馈赠

压制社会 权力为了更好地奴役人们，会越来越

大方地赐予” 。

结束语

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单向性的批判固然入木

三分，但导向的却是一种极为悲观的结论：单向性

面前，现行的任何抵制手段都徒劳无功。这也是鲍

德里亚理论的硬伤，而病根恰恰又在其进行批判所

采用的坐标系和出发点上，即对象征交换的极度依

赖和信奉。这不仅造成了鲍德里亚行文逻辑上的循

环论证，先以象征交换为参照来定义和批判单向

性，然后再把它当作解决方案。而且，这种方案本

身也必然是一种“向后的文化返祖”路线 。鲍

德里亚坚称，“恢复回馈”才是“改变社会关系的

形式” ，面对资本主义单向性要倒行逆施，返

归到以双向、互惠、互逆为原则的象征交换。这就

意味着必须“排除任何富余 排斥一切‘生产’”

并转向“非生产，最终的毁灭，以及人与人之间连

续不断无穷无尽的互惠过程” 。在对强悍的资

本主义单向性进行了分析后，挂上时间倒档向远古

急遁，确是一个反讽：这本身倒说明了单向性颠倒

乾坤的一个原因。

注释：

①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鲍德里亚的同胞、宣布启蒙运动以来

思辨哲学和解放“宏大叙述”合法性破产、鼓吹小叙事的让

弗朗索瓦 利奥塔。

② 此“价值”是鲍德里亚所批判和否定的资本主义投资、积累

和获利的功利性价值，它属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并服从于

经济理性。参见《口令》“价值”词条以及《符号政治经济

学批判》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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