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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
继承与发展
王奕骅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摘

要

）

作为重要马克思主义学者，英国理论家特里 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

论有着杰出的贡献，通过对他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分析，揭示出他在意识形态终结论大行其道
的背景下依然坚定地从辩证的思维模式、现实性、实践性等方面继承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辩证思维属于方法论、意识形态生产等新观点，从而促进了意
识形态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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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伊格尔顿是
世纪英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
文学理论家，著有《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
文学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审美
意识形态》等理论著作，这些著作在当代西方美学
界特别是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学者中有着
较为广泛的影响，对于当代文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起着重要的作用。他的贡献主要集中于意识形态理
论，建立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其理论一方
面秉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
精髓，另一方面也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剖
析，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一、伊格尔顿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基本形
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他认为“意识形态的存在
是以人类的社会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作为基础的” ，
意识形态产自人的思维，是人类关于社会存在的观
念上的反映，社会存在是其依赖的物质基础，它自
身也发生着变化并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这也正是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
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基本
立场也是如此。同时，马克思也强调意识形态在阶
级社会之中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具有阶级性特征，
是关乎政治权力的，是统治阶级维护阶级统治和压
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的主导意识。
对上述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和基本观
点，伊格尔顿都一一加以承袭，具体表现为以下几
个方面。
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思维模式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即“唯物主义辩证法”，是
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理解和解释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它将整
个物质世界看成是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并且是处在
不断运动变化中的统一整体；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
规律就是辩证规律。具体包括三个基本规律：对立
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转换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同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具有客观性和实践性，马
克思指出“辩证法从不对任何东西顶礼膜拜，从其
本质上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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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认为“惟独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坚持了

意，几乎都与现实政治有关。反观伊格尔顿的生

辩证法思想” ，同时，在他的理论中也一直在强
调辩证思维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实践中的批判作

平，他并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理论家，他更愿意去
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像葛兰西一样投身于

用。对于“辩证法”，黑格尔开始就认为其本质就

“当代革命”，为了人类的解放而奋斗。据其同学回

是一种否定性思维方式，之所以要进行这种辩证的
否定性思维就是为了树立起人类进行自我批判的
原则，并且可以从中探寻自我的发展规律。但需要
指出的是，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否定性思维始终是

忆，“伊格尔顿在上大学时，就积极参加各种政治
活动，他曾是‘ 月小组’的重要成员，这个小
组定期聚会，结合天主教和马克思主义讨论‘教
育’
‘男女平权’和‘民主’等具有实在意义的现

形而上的，只能沦为其在构建哲学体系过程中的一

实问题”

个“过渡”或“中间环节”，从而掩盖了辩证法所
独有的批判本性和发展本质。而马克思将历史因素

一开始就决定了他对意识形态所持有的批判态度，
所以伊格尔顿将意识形态理论看成是人类为了获

引入到辩证法的否定性思维中，用辩证法的否定性

得解放所进行的革命的一部分，意识形态批判的目

来解释历史的必然。
伊格尔顿始终坚持马克思提倡历史的和实践

的就是通过进行政治批判而实现“政治解放”话语。
．秉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实践性

的辩证法。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与黑格尔的主体辩
证法存在很多分歧，这其中最根本的分歧表现在：
辩证法不应简单的被看成是主体自身的思维过程，
而更应是一种基于现实的自我批判。辩证法作为一
种具有否定性的思维，它不可能超越历史成为一种
绝对的思维方式，它必然与特定的历史环境相契
合，但其又对所处的历史进行着反思性的批判实
践。伊格尔顿在其《文化观念》一书中突出强调了
应该重视从辨证的角度看待文化，在历史、现实、
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的辩证统一中理解文化，关
注文化的危机与冲突及其应对形式。伊格尔顿作为
一个文学理论家，他所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是一种
意识形态文化。在其意识形态理论的构建过程中，
他从意识形态文化研究出发在思维模式上充分继
承了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思维模式。
．恪守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现实性
在伊格尔顿的眼中，意识形态从来都不是形而
上的空中楼阁，相反它是有着牢固的现实存在基础，
并且有着现实存在的价值和作用的。他坚信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生命就在于其鲜明现实性 就是马克思
所说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伊格尔顿不是从哲
学角度去论证意识形态问题的，他所看重的是意识
形态在社会现实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理解意识
形态就是为了更深刻地去思考过去和现在所发生和
面对的一切，这种理解有助于我们的解放” 。
伊格尔顿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
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美学意识形态》《马克思
主义与文学批评》，还是《文化的观念》《后现代主
义的幻象》等著作，无不暗含着意识形态批评的深

伊格尔顿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具有
现实性作用的基础上，认为这种作用就是通过实践
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批判这种虚假的“普遍意识”，
揭露其作为统治者压迫民众工具的本质。在伊格尔
顿看来，作为变革现实社会的革命理论的科学社会
主义，其主要任务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
“实践”就是改变世界的唯一方式和方法。
“意识形
态”作为一种观念上的存在，从属于上层建筑领域，
只有付诸于实践才能完成改造世界的任务。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所有观念上的东西不外
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经过改造的物质
的东西而已” 。因此，伊格尔顿认为当今甚嚣尘
上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并不仅是所谓的“哲学危
机”，而更是社会、文化的危机。“意识形态终结
论”是随着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而发
轫的，这是因为在东西方阵营“意识形态”斗争中
资本主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从而使资本主义失去
了政治对手，普遍地感受到了一种无能感和挫败
感。所以这也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在伊格尔
顿看来，虽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了一些弯路遇到
了一些挫折，转入了低潮期，但是作为人类历史上
最伟大的变革运动之一，在人类的最终解放还没有
实现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对资本主义进行内
在批判的最先进和最有力的武器，马克思主义依然
具有无可替代的时代价值和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
针对“意识形态终结论”，伊格尔顿指出其既
然不单单是哲学危机，所以解决这场危机也不能停
留在哲学内部，应该依靠哲学之外的实践来解决。
理论本身不能改变世界，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改变世

。因此，他的现实立场和革命态度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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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对于革命的实践的看重正是伊格尔顿与大多数

的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了更深层次的认

西方哲学家不同的原因 也正因为此伊格尔顿才得
以超越他们。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

识。他在秉持经典马克思主义在辩证思维问题上的
基本立场的前提下，汲取了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

并不关心那些毫无实践意义的问题，他现实关怀和
为之奋斗的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改造
和实现人类的解放。

学家们从意识批判方向对于“否定性”所作的阐释。
但是，他并没有像那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那样，
将辩证性思维，即否定性作为哲学的本体，将其解

．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历史作用
的论述

释成形而上学的内容。他认为，辩证法是一种自我
反思的思维方法，不断地在否定自身，所以，他将

在当代学术语言环境中，伊格尔顿仍然坚持使

辩证法严格限定在方法论的范畴中，属于一种对意

用“阶级”“国家”“意识形态”和“物质生产”等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对于“物质决定意识”
“生

识形态进行分析的很有效的方法。
伊格尔顿将辩证法看成是一种由具体情景所

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

决定，具有强烈反思性的思维方法。在他看来，人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伊格尔顿更是不断引用，
将其作为理论体系的基石。

们的思维总是产生、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情景中。同
时，人就是生活在被种种意识形态所笼罩的社会之

针对意识形态在社会和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伊
格尔顿始终坚持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到决定性
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着重强调“生产力是
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观点。他指出“意识形
态就是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人们置于具体的
社会关系之下的产物；而且，它也是在那些社会关
系的体验中，逐步使之合法化和永久化的方式；并
且社会关系不是按照人的个人意愿可以选择的，物
质的必然性即他们的经济生产方式发展的性质和
阶段迫使他们进入一定的社会关系” 。伊格尔顿
和马克思一样从历史的层面解释了在历史的必然
中“意识形态”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完全继承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唯物史观的衣钵。
伊格尔顿还指出，“阶级”是马克思主义意识
形态理论的核心，它是一种关乎阶级利益和阶级斗
争的理论。他认为意识形态并不是一种框架鲜明、
教条似的东西，而是处于阶级社会中的人们扮演好
自身特定角色的一种方式、方法，也可以说是“自
身社会职能将人束缚起来，因此阻碍了人们正确地
去理解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形象” 。伊格尔
顿在意识形态对历史作用层面的论述完全是对经
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全方位的继承，正是
这种以批判态度为核心的继承，才奠定了伊格尔顿
独具特色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基础。

中，因此当处于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人进行思维活动
时，必然会使自身融入到意识形态之中。那么当历
史环境发生变化了的时候，辩证法及其所连带的各
种问题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这种变化是由于批判对
象发生了变化，意识形态也会随之改变。
所以在伊格尔顿眼中，辩证法早已成为一种方
法论，是否定性思考意识形态的方法论，它随着所
分析的意识形态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但始终不变的
是对意识形态批判性的思考。
．归纳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
伊格尔顿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
观点，深入探讨意识形态的价值和性质的同时，还
将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归结为以下六种：统一性特
征、合理化特征、行动取向性特征、合法化特征、
普遍化特征和自然化特征。统一性特征指的是意识
形态可以将思想上、行为上迥然不同的群体或阶级
统一起来，达到内在的一致性，形成一个在精神上
高度统一，行为上协调一致的具有很强凝聚力和向
心力的集体。行动取向性特征是指意识形态是以行
动为核心的一种信念而不局限在理论思维的层面，
换句话说，意识形态具有较强实践特性。合理化特
征是指意识形态不单反映着社会利益诉求，而且将
这种社会利益的诉求变得非常合乎情理；通过采用
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和看似无可争辩的事实来证
明特定群体自身的利益诉求是正当的，然而这种利
益诉求本身多半是不正当的。合法化特征与合理化
特征存在密切的关联，是指意识形态是给予统治阶
级的统治以合法性的必要手段。意识形态成为了统
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工具，通过

二、伊格尔顿对经典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
．意识形态辩证思维属于方法论
伊格尔顿在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式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这种控制行为使统治阶级获得被统治阶级最低限
度的同意成为可能，进而使其获得强有力的统治权
威，此种统治权威从表面看既合理又合法。普遍化

年

语言是文学生产与意识形态相结合的很好的媒介，

特征是指统治阶级运用意识形态手段行使其统治

“文学文本不仅是使用语言媒介，而且也是通过它
将在特定语言的使用中所产生的一般意识形态与
之建立联系” 。一般意识形态是整个社会占主导

权威，控制被统治阶级时，以局部代替整体，以个
性代替共性，从而使自身诉求转化为整个社会的普

的意识形态的总和，作者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头脑中
就已经被植入了一般的意识形态，但是由于作者对

遍诉求。他们将自身的局部利益臆造成所有阶级普
遍的利益，使其成为全体社会公民的共同价值取向

其观察的视角的不同，所以同构关系往往成为了作
者意识形态也会与一般意识形态之间建立的复杂

和精神追求，进而达到全社会的意识统一，为其统

关系的通常状态。审美意识形态同样也是以一般意

治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自然化特征是指意识形态将
历史看成是具有与自然相同的永恒化，自发性的特

识形态作为基础的，但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同时也
承受着来自于作者意识形态的不可避免的影响，其

征，称之为“第二自然”。以此看来，由于它割裂

生产方式也会悄然地发生着变化。文本并不可以简

了历史事件间的联系，将特定的历史孤立地看待，
历史就会成为自发的、永恒的、不可改变的自然化

单地看成是作者的意识形态单纯的反映，它应该被
视为是对一般意识形态进行深入美学加工之后所

的存在。卢卡奇将这种自然化特性归结为：意识形
态表现在对社会生活的“物化”过程。
伊格尔顿不仅将意识形态归结为以上六大特
征，同时他也指出，意识形态并不是必须具备以上
所有特征，这些特征并不是衡量意识形态的标准，
其中许多特征都不是作为观念层面的意识形态所必
须具备的。但是，要想更为全面地理解和把握意识
形态，这六大特征将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提出意识形态“生产”
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
所做的贡献，不单单是他坚持将意识形态从单纯的
哲学问题中抽离出来，侧重关注其所承载的现实功
能和实践价值，而且他将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得更加
系统化，创造性地提出了很多新的理论观点，极大
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
年出
版的《批评与意识形态》中伊格尔顿提出了“生
产”的概念，从生产的角度分析意识形态问题。他
将意识形态生产归结为一般生产方式、文学生产方
式、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
和文本等六大范畴。伊格尔顿对上述六大范畴逐一
阐述的同时也指出了他们彼此之间并不是单独孤
立存在的，而是处在相互联系的网络之中。
文学生产方式产生于一般生产方式，受其决
定，并对其具有反作用。因而文学生产方式可以促
进一般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一般意识形态所反
映的是社会物质生产的结构，是在社会中起主导作
用的意识形态，它也是个体和主体与他们的社会状
况的经验关系的反映，其作用就是维持社会中占主
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正常运作，以此进行再生产。

生产出的产品。
伊格尔顿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
中处处散发着经典马克思主义璀璨的光芒。在其意
识形态理论体系中，将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
论作为基础，充分继承了其辩证的思维方式，在否
定中进行批判，同时他始终坚持将意识形态问题从
单纯的哲学范畴中抽离出来，在现实中解决问题，
赋予其深刻的实践内涵，他奉行的是，理论的真正
价值在于改造世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同时，伊
格尔顿对于意识形态理论有着自己更为深刻的认
识，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意识形态生产及其六大范
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他在运用马
克思所倡导的的辩证性思维的同时，也认为辩证否
定属于“方法论”范畴，这对于更深刻地解释意识
形态理论内涵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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