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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共同体的建构
与日常生活的变革
——— 布达佩斯学派婚姻家庭和妇女解放理论研究
乔蕤琳
（ 哈尔滨医科大学 宣传部，哈尔滨 150080）

［摘

要］同其他各种女性主义流派相比，布达佩斯学派关于婚姻家庭和妇女解

放问题的探讨在理论上更为深刻 ，这主要在于他们更加自觉地坚持了马克思的唯物
史观传统，又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建立起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范
式，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上来把握婚姻家庭的社会历史作用 。 布达佩斯学派
理论家批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家庭关系的异化性质 ，特别是其以财产占有为特征的
不平等的家庭关系、两性关系，以及忽视儿童个性培育的物化特征 。他们强调通过自
由共同体的建构来推动工作世界和社会活动领域的人道化 ，特别是通过自由选择的
共同体（ 公社） 的建构来实现家庭关系和日常生活的人道化 ，实现真正的家庭成员的
平等，特别是男女平等，使以家庭为组织中心的日常生活成为自由个性生成的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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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婚姻家庭和两性关系问题一直是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 ，
因此也一直是各种社会理论关注的重要课题。 特别是进入工业文明以来，随着女性就业
和社会参与的增多，以反对歧视女性，实现两性权利完全平等，使女性获得应有的社会地
位和权利为基本内涵的妇女解放运动 （ 女权运动 ） 逐渐成为越来越广泛、越来越自觉的社
会变革运动，成为近现代人类历史运动的重要内涵。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术流派和理
论家高度关注妇女解放运动的社会意义和婚姻家庭关系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从
19 世纪下半叶起，女性主义 （ feminism，一译“女权主义 ”） 思潮就成为重要的社会思潮，先
后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等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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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派。许多当代马克思主义流派和理论家也高度重视婚姻家庭和两性关系问题 ，例如，东
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布达佩斯学派就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日常生活批判的视角对于当代
社会和未来社会的婚姻家庭和两性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

一 、日常生活变革 ： 对马克思思想传统的继承和拓展
布达佩斯学派是在卢卡奇直接影响和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
之一。该流派的理论家以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异化理论为理论基础，对于当代人的存在
状态、现代性的危机、社会主义改革等重要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都作出了深入探讨，他们
在哲学人类学、激进哲学、历史理论、文化批判、伦理思想等领域都取得了很有影响力的成
果。布达佩斯学派理论家不仅站在哲学和社会历史理论的高度从宏观上对人类社会的发
展和历史的演进作出了深刻的探讨，而且采取哲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方法在微观上对日
常生活、婚姻家庭、两性关系的现状和未来演变趋势作了深刻的揭示 。20 世纪 60 年代后
期和 70 年代初期，安德拉什·赫格居什 （ András Hegedüs，1922—1999 年 ） 、阿格妮丝 · 赫
1929—2019 年） 、玛丽亚· 马尔库什 （ Maria Markus，1936—2018 年 ） 和米
勒（ Agnes Heller，
哈伊·瓦伊达（ Mihaly Vajda，1935—） 等几位布达佩斯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围绕着社会主
义条件下的个体发展、婚姻家庭、两性平等、自由共同体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并
于 1976 年将这些成果结集成《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布达佩斯学派论文集 》在伦敦出
版。① 同其他各种女性主义流派相比，布达佩斯学派关于婚姻家庭和妇女解放问题的探讨
在理论上更为深刻，这主要在于他们更加自觉地坚持了马克思的思想传统 。 一方面，布达
佩斯学派成员在宏观上继承了唯物史观对于婚姻家庭在人类社会结构和历史演进中的地
位的基本观点； 另一方面，他们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建立起日常生活批
判的理论范式，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上来把握婚姻家庭的社会历史作用。
同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一样，布达佩斯学派也兴起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东欧
社会主义改革的探索之中，他们的理论宗旨是反思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僵化和教条
特征，从而通过“回到马克思 ”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复兴。 因此，在 20 世纪众多新马克思
主义流派之中，布达佩斯学派和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更加自觉、更加明确地继承了
马克思的思想传统，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异化理论、唯物史观等
作出了独特的解读。布达佩斯学派关于婚姻家庭、妇女解放等问题的理解，也是以他们所
阐发的马克思的思想传统为理论基础的。
首先，布达佩斯学派继承了马克思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从人类解放和人的个性发展
的高度来把握妇女的解放和婚姻家庭的人道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所
承担的历史使命不是推动一般的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而是要实现彻底的人类解放，即建
参见 Andras Hegedus，Agnes Heller ，Maria Markus and Mihaly Vajda，The Humanisation of Socialism： Writings of the Budapest school，London： Allison ＆ Busby，1976． 中 文 版 参 见 ［匈 牙 利］安 德
①

拉什·赫格居什、阿格妮丝·赫勒、玛丽亚·马尔库什、米哈利 · 瓦伊达：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布
2014 年版。
达佩斯学派论文集》，衣俊卿、文长春、王静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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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人人平等和自由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他们在《共产党宣言》宣告： “代替那存在着
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1］53

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从人类解放的高度来定位妇女解放的地位和意

义，他在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曾引用傅立叶的一个论断： “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
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 …… 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
［2］249－250

准。”

马克思反复强调了这一观点，他在 1868 年 12 月 12 日致路德维希 · 库格曼的

信中曾指出，“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
［3］299

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 …… 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

。 布达佩斯学派成员

也是从马克思的人类解放和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强调真正平等的男女关系和人道化的婚
姻家庭关系只有在真正的自由共同体中才能够确立起来。
其次，布达佩斯学派继承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从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和生产关系
的性质来解释男女不平等和家庭关系异化的深层根源，从而把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社会劳
动组织的改变作为妇女解放和家庭关系人道化的重要社会基础。 众所周知，恩格斯在《家
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是从社会大分工入手来分析男性和女性在生产和生活中地位
的变化，在他看来，真正的男女不平等，即妇女处于从属地位是从分工与劳动生产率的提
特别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私人占有和交换出现后开始的。 分工和生产方式的这
高，
种转变使妇女所从事的家务劳动的重要性开始降低，并且妇女本身也开始成为私有制条
件下男性的占有物。因此，恩格斯认为，妇女的真正解放取决于社会化大生产和妇女广泛
参与生产和社会活动。他指出，“从前保证妇女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妇女只
限于从事家务劳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 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
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相形见绌； 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
重的附属品。在这里就已经表明，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
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
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有她们极少
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
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融化在公
［4］181

共的事业中”

。布达佩斯学派也是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物化机制入手分析现存社

会男女关系的不平等和婚姻家庭关系的异化，并且把自由选择的共同体的建立、减轻妇女
的家务劳动、增加自由时间等，作为妇女解放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条件。
然而，在布达佩斯学派理论家看来，从人类解放的高度来强调妇女解放的重要性、消
灭私有制和物化机制、创造条件让女性回归生产和社会生活，这些变革虽然在宏观上为妇
女的真正解放和家庭关系的人道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条件，但这些举措并不能自发地实
现婚姻家庭关系的革命性变革和妇女的真正解放。 众所周知，恩格斯曾提出物质生活资
料生产和人自身繁衍这两种类型的生产理论。尽管两种生产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特定社
会和人们的生活的制约作用有所不同，但是，任何时候人类历史的发展都离不开以生活资
料生产为主要内涵的社会生产生活和以人自身的生产为主要内涵的家庭活动，即日常生
活。因此，人类历史的进步必须同时体现在两种生产的变革之中，当宏观上具备了废除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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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把妇女从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条件时，还需要日常生活本身的变革和重建，才能
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和所有人的自由发展。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布达佩斯学派，特别是其主要代表人物赫勒致力于发展以个体
的再生产，即人自身的再生产为主要内涵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为个体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真正在家庭生活、两性关系、后代培育等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上实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
础。赫勒在《日常生活》中谈到日常生活批判的宗旨时清晰地表达了自己关于微观革命的
理解： “日常生活如何能在人道主义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得以改变是本书讨论
的现实争端。该书提供的答案表达了这样的信念，即社会变革无法仅仅在宏观尺度上得
［5］“英文版序言”2

以实现，进而，人的态度上的改变无论好坏都是所有变革的内在组织部分 。”

赫

勒在与瓦伊达合著的《共产主义和家庭 》一文中，进一步明确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对于我
们把握和理解婚姻家庭关系和两性关系的重要性，并且把日常生活的变革理解为全部社
会变革的重要基础。赫勒认为，社会的整体转变不会自发地导致个体的生存方式的改变 ，
真正的自由社会所需的自由发展的个体也不会简单地被政治和经济活动所创造。“如果
我们自觉的革命意图能以日常生活的变革为方向，那么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异化
的力量结构向地方的和社会层面的自我管理形式的转变就能够得以实现 。这些因素是相
互决定的。没有对日常生活的有意识的、革命性的重建，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统治关系的崩
［6］2

溃是不能设想的，反之亦然。” 赫勒强调，家庭是日常生活的组织中心，是孕育新一代的
主要场所，是我们日常生活所有活动得以运行的基础平台，“家庭是人与人、男人与女人之
［6］2－3

间最理想的关系的来源和目的地”

。正因为如此，布达佩斯学派主张通过社会生活和

日常生活相结合、宏观把握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来揭示当代社会的家庭关系的异化 ，
并为未来社会两性关系的真正平等和家庭关系的人道化探寻变革的途径。

二 、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的婚姻家庭关系的批判
对于现代社会，主要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婚姻家庭和两性关系状况的剖析是布达佩
斯学派婚姻家庭和妇女解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说，家庭内部的不平等 （ 包括男女
不平等、亲子关系的不平等） 已经是历史悠久的事实，在几千年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父权、夫
权的统治下，在社会生产和社会活动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下，妇女的地位很难得到真正的改
善。在一定的意义上，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急剧扩大 ，特别
是教育的普及化和家庭生活的社会化，为妇女摆脱或者减轻家务劳动的负担，参与社会生
产和社会活动创造了条件。 因此，有组织的妇女解放运动和自觉的女权意识是现代大工
业条件下才出现的社会现象。
布达佩斯学派理论家在一定限度内承认现代工业和资本主义发展对于改善妇女地位
所具有的积极推动作用。赫勒和瓦伊达分析了现代社会家庭的变化，特别是传统专制型、
独裁型家庭的松动，或者被人们称之为“家庭的解体 ”。 例如，离婚的自由、婚姻中男性权
威在法律上的消失、与性相连的道德标准的转变、大家庭被“核心家庭 ”所取代，等等。 他
们认为，从推动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角度，我们必须承认，现代社会的家庭变化具有积
极的价值内涵和历史意义。“从自由选择人类联合体的基本价值观点出发，我们必须把这
· 8·

个过程看成是积极的，即使它导致了一些社会不能解决的冲突，甚至当社会以一种有组织
［6］5

的方式试图去消除那些冲突时也无法解决。” 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发达的社会条件
下，我们也可以看到妇女的社会地位的各种改善： 就业的增多、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参与、社
会影响力的不断增强、社会贡献率的不断提高，等等。
然而，在布达佩斯学派理论家看来，尽管在现代社会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
高，但是，现代婚姻家庭关系本质上还依旧具有异化的性质，妇女在家庭中和在社会上依
旧处于附属的、不利的地位，妇女的解放和男女的真正平等远远没有实现。布达佩斯学派
理论家坚持从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资本主义生产的压迫性质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性
质来揭示和解释资本主义条件下家庭异化的根源。 在这一点上，他们继承和坚持了马克
思的思想传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对于
工人，特别是妇女的压迫性质，他指出，“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
童劳动！ 这样一来，这种代替劳动和工人的有力手段，就立即转化为这样一种手段，它使
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从而使雇用工人人数增加。 为资
本家进行的强制劳动，不仅夺去了儿童游戏的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惯常需要的、在
［7］453－454

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

。从这样的基点出发，布达佩斯学派理论家从

多个方面来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婚姻家庭关系的异化和两性的不平等状况。
首先，布达佩斯学派理论家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家庭关系是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和社会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具有明显的财产占有性质。赫勒和瓦伊达认为，资产阶级
家庭“被整合到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整体结构之中 ”，无论是小资产阶级的
家庭，还是上层资产阶级家庭，其主要任务是行使经济功能，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保障资
本主义财产的平稳运行”，而这项任务是通过教育下一代或者下几代子女学会掌管工厂或
者学会经商来实现的，“这两种主要的家庭类型的基础都是通过继承的形式转让私有财
［6］3－4

产”

。在这种意义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家庭关系必然具有物化的性质，它鲜明地表

达出一种“渴望拥有”和占有财产的自我保护的功能。具有这种性质和价值取向的家庭不
仅清楚地体现出家庭关系的异化性质，而且还会导致家庭之间、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和
冲突。“家庭的权威结构意味着，对财产的使用要依靠家庭权威的决定； 这或许导致我们
产生有关家庭内部财产使用的斗争，同时为了捍卫家庭的物质利益而反对所有其他家庭
［6］9

和群体。”

其次，资本主义条件下婚姻家庭关系的经济功能、财产占有性质和物化特征决定家庭
及其日常生活并非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培养寓所，这突出体现在对下一代的培育方面。
尽管现代教育的普及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现代人的主体性的生成，有助于个体在一定
程度上扬弃家庭和日常生活的自在自发的特征，自觉地实现自由和全面发展。 但是，从总
体上看，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家庭还是具有专制和权威的特征，它的培育功能主要服从于资
本主义财产的平稳的、可持续的运行和安全拥有。
赫勒和瓦伊达强调，“资产阶级家庭是独裁者，它不是一个共同体。 甚至在今天，在相
当多的资产阶级家庭里，由于传统和男性的社会地位使得男人成为权威，他可以用各种手
段自由地行使这种权威。有一些家庭，妇女因为其自身在社会的地位或强烈的个性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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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种权威，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这个事实，家庭是独裁者。 结果，现代家庭并不适合教育
［6］8
儿童如何在社会中生存和行为 ” 。 这种特征不仅制约着资产阶级家庭的发展，而且影

响着无产阶级家庭的状况。一方面，在赫勒和瓦伊达看来，“资产阶级家庭基本的社会功
［6］6
能就是塑造一种保证资产阶级社会没有冲突地运转的个性 ” 。 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断
［6］7
言，“家庭是资本主义个性的首要的生产单位 ” 。 另一方面，他们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

下无产阶级家庭在子女培养方面的困境。 在工业化初期，无产阶级的物质状况使他们没
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他们要超长时间工作以谋取微薄的生计，“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 12
到 14 个小时之久，他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去发展子女和父母之间的真正的纽带，子女是在
［6］10

大街上成长起来的”

。后来的社会发展推动无产阶级物质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福利的提

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家庭也开始像资产阶级家庭一样 ，成为独裁者，同样无
法行使培育儿童的个性和自由发展的功能。“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逐步提高使得家庭结
构资产阶级化成为可能，同时刺激了主要的家庭类型，即一夫一妻制资产阶级家庭的
［6］10

发展。”

再次，资本主义条件下家庭关系的异化还特别表现在依旧没有真正发展起平等的男
女关系，还远远没有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 这具体体现在很多方面： 一是体现在工作上。
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走出家庭，接受教育，成为工作妇女，在经济和公众生活
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但是女性就业增加只是数量上的进步，而在实际中，女性社会地位低
下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玛丽亚 · 马尔库什在《妇女和工作： 走入死胡同的解放 》
一文中，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当时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作的社会学调查得出结论： “相关
数据清楚地显示，工作妇女与男性并不具有相同的地位，反而被认为是一个不够资格的、
［6］75

廉价的劳动力大军，她们普遍处在恶劣的条件下，做着最不重要的工作。”

相应地，妇女

的平均收入远远低于男性。 二是体现在依旧沉重的家务劳动中。 妇女在外出工作的同
时，还要承担“第二个班”，即家务劳动，在大多数情况下，家务劳动主要是由女性来承担。
“妇女在办公室或工厂上第一个班，然后在家上第二个班，做家务和照顾孩子等被特别视
作属于她的日常琐事。正是这个目前无法解决的两个班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
么妇女解放运动目前还处在停滞状态； 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它背弃了传统女权主义运动的
［6］76－77

较高期望。”

三是体现在性道德对两性的不同约束上。 赫勒在《两性关系的未来 》一

文中指出，虽然在现代社会，随着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的出现，性道德的标准发生了有利
于女性的转变，但是，性道德对两性的不同约束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男性对女性的财产
性占有的意识依旧在社会文化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很明显，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对男人允
［6］25

许的事情对妇女是禁止的”

。 男女事实上的不平等还体现在更多的方面 ，在布达佩斯

学派理论家看来，这些问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法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只能期待着未来社
会的自由共同体的生成。

三 、自由共同体条件下的平等的家庭关系和两性关系
基于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婚姻家庭关系异化性质的批判 ，布达佩斯学派理论家对于如
何克服现代社会家庭的异化作了探讨，对于家庭关系和两性关系的未来作了展望和构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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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关于未来社会和未来家庭的理解建立在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点上，这就是马克思和恩
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的构想。 在布达佩斯学派
理论家看来，这样的自由人联合体既代表着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领
域，也涵盖了未来社会的日常生活领域。从这样的理解出发，他们一方面强调通过自由共
同体的建构来推动工作世界和社会活动领域的人道化，另一方面强调通过自由选择的共
同体（ 公社） 的建构来实现家庭关系和日常生活的人道化，实现真正的家庭成员的平等，特
别是男女平等，使以家庭为组织中心的日常生活成为自由个性生成的空间 。 显而易见，布
达佩斯学派是在把宏观的社会变革和微观的日常生活变革结合起来 ，其中，就家庭关系异
化的扬弃和真正的妇女解放而言，他们更加重视微观层面的变革，即家庭的激进的人道化
变革和日常生活的人道化重建。
如前所述，布达佩斯学派断言，以财产占有和经济功能为主要特征的资产阶级家庭不
是一个共同体，而是一个独裁者。布达佩斯学派理论家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应当体现在
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塑造，在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中，社会活动和家庭生活不再简单归结为
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而是把促进个性发展放在核心地位。 而个性发展的真正实现有赖
于以人类价值和个性发展为目标的共同体的生成。 玛丽亚 · 马尔库什和赫格居什在《共
同体与个性》一文中指出，并非每一种小群体都能够实现共同体的功能。 事实上，存在着
很多所谓的“共同体”，如过分强调集体和社会、抑制个性的“集体化的共同体”“非人化的
共同体”“准共同体”等。而真正的共同体是“人道化的共同体”“自由选择的共同体 ”，它
以促进成员的个性成长为宗旨，把个体价值与社会进步有机地结合起来。“马克思意义上
个性的成长不能与社会群体的成长分割开来，这种群体的功能如同共同体的功能，能够把
个体的日常活动和较大的社会单位联系起来，因此，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个体的
［6］87－88

特性。”

一些布达佩斯学派理论家重点讨论如何在工作世界建构起真正的自由共同体 。 玛丽
亚·马尔库什和赫格居什指出，之所以讨论这一问题，是因为现代大工业和现代社会生活
的快速发展，使得建立在家庭和邻里关系基础上的传统共同体结构已经趋于瓦解并丧失
了其重要性，而投身于工作世界和社会生活中的男男女女们又由于现代社会的物化特征
和大工业的技术分工而呈现出原子化的孤独状态，因此，在工作世界中形成工人自我管理
的（ 自治的） 、民主的共同体，有助于培养人的个性和形成社会的有机联系。他们指出，“主
要是因为生活的原子化，人用以表达和发展自己的个性的方式一般必须在工作的世界中
寻找，它不仅直接作为人们劳动活动的一部分，而且还存在于与此相连的自我管理的和社
会控制的领域。 除此之外，人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工作上 ，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大量的社会学调查已经显示，工作的性质和在劳动分工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活
［6］89－90

的方式和志向”

。除此以外，布达佩斯学派还探讨缩短工作时间、增加自由时间等措

施，
以便为置身于工作世界的人们发展自己的个性创造条件。 对于女性的自由和解放而
言，他们还强调家务劳动社会化、社会承担更多家庭责任等举措的重要性。
然而，布达佩斯学派理论家也充分认识到，仅仅在工作世界构建自由共同体对于人的
个性培养和全面发展的作用还是有限的。一方面，在工作世界实行自治和民主化管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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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有利于个性培养和自由发展的共同体，受到很多方面的限制，如越来越细致的技术分工
就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并且集体化也可能与自由共同体走向相反的方向，导致对个性
的压抑，等等。另一方面，如果家庭关系和日常生活不经历彻底的人道化变革 ，那么，即便
通过缩短劳动时间、家务劳动社会化等措施为人们赢得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和休闲时间 ，也
并不一定能够促进个体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例如，在涉及发达国家和当时的社会主义国
家的社会学调查中，布达佩斯学派理论家也发现了一种常见的现象，即人们为了改善物质
生活条件，把增加的自由时间通过兼职、加班等方式变为另外一种劳动时间 。 再如，赫勒
等人明确地看到，那种主张通过家务劳动彻底社会化来实现妇女的解放的想法 ，不仅不具
备实现的条件，而且也会从根本上损害人际关系的有机性。因此，布达佩斯学派理论家认
为，与推动工作世界的共同体的建构一道，必须把自由的共同体建立在家庭和日常生活的
微观层面上。这一微观层面的激进变革和人道化重建，不仅对于扬弃现代社会家庭关系
的异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对于把整个人类社会建构成自由人联合体也具有重要的
意义。
首先，布达佩斯学派理论家提出了在家庭和日常生活层面建立自由共同体的基本原
则，赫勒和瓦伊达在《共产主义和家庭》一文中提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背景下“作为家庭
类型的公社”的构想，他们非常精炼、清楚地概括出这种作为家庭类型的公社的基本建构
原则和规定性： “新家庭必须面对的标准是： （ 1） 公社必须是民主地构成的，在那里能尽早
地学会民主的倾向； （ 2） 必须保证多元的人类关系，包括成人和儿童之间的关系； （ 3） 必须
保证个性的发展和实现，对于此，最基本的条件是甚至在儿童中间都必须保证人类联合体
的自由和重新选择； （ 4） 必须排除因一夫一妻制和一夫一妻制解体而产生的冲突。 这是一
［6］13

种能够在新型家庭中找到的一种解决办法，我们称之为‘公社 ’。”

他们认为，在这种意

义上，“公社是一个自由选择的共同体： 成员们选择属于它，并且能被这个共同体其他的成
员所接受。个体进入公社，而且进入公社的每一个家庭成人成员都作为一个个体而成为
公社成员。当然，会员全体必须足够小，这样才能保证公社事务通过直接民主就能实
［6］14

现”

。显而易见，这样的公社如果真的可以在实践中建构起来，那么它的确是能够摆脱

物化和经济政治功能的自由共同体，在其中培育和成长起来的个体的确将是自由的 、全面
发展的和具有个性的； 亲子关系将是平等的、非压抑性的； 男女关系将是基于爱情和情感
的平等关系，而不是物化的和占有的关系。
其次，布达佩斯学派理论家还强调了这种作为家庭类型的公社 （ 自由选择的共同体 ）
的多方面重要功能，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儿童的养育和男女的平等。一方面，无论是进入这
样的公社的每个家庭的成员，还是这一公社本身，都必须把儿童的健康生活和个性培养放
到首要的位置，即便男女婚姻的破裂和家庭的解体也不能影响儿童的培育。 他们还特别
强调家庭和公社要注重培养孩子的民主倾向和自由个性，以及尊重儿童对于人际关系和
旨趣的自由选择权。“公社必须创造一些条件，即一旦儿童完成了公社的义务，不仅成人
而且儿童都可以跟随他们自己的愿望和喜好。 每一个儿童都应该以他希望的方式玩耍，
以他喜欢的方式阅读，并按照他的喜好花费他的自由时间。同时，如果儿童与众多的成人
相联系，那么他们的自由个性的发展将大受鼓舞。 如果成人拥有一个本质上积极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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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那么儿童就有机会在那些心理和道德性格都适合他们的特殊天赋的成人中 ，选择他
［6］19

们日常生活行为的理想形象。”

另一方面，在自由选择的共同体中，男女之间的性爱关

系应当以爱情和情感为基础，而扬弃现存婚姻的占有性质和占有欲，“在真正的自由个体
间的关系中，他者总是他或她自身的目的。如果情侣中的一方感觉不再需要对方，恋爱关
［6］31－32

系就得结束，正如只有相互的需要才能使它产生一样”

。赫勒和瓦伊达认为，这种以

爱情为核心和基础的男女关系是真正的人道化的两性关系，但是，要真正建立和实现这样
的两性关系，则要根本改变由来已久的男女不平等问题，“只要男人和女人不是真正的平
［6］33

等，婚姻的解体就将包含对女人来说更大的不利，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 ”

。 在布达

佩斯学派理论家看来，要真正实现男女平等，需要创造许多条件，共同体既要保证女性和
男性在经济、政治、生产等方面的真正平等，还要特别维护和扶持妇女的生存权等特殊
权利。
布达佩斯学派理论家关于婚姻家庭和妇女解放问题的探讨还有更为丰富和细致的内
容，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再一一陈述。通过上述阐述，不难看出，要真正扬弃婚姻家庭
关系的异化性质，实现彻底的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确是十分困难的理论课题和实践课
题，而布达佩斯学派的上述设想也存在不少空想的 、不切实际的内容。 然而，我们也必须
看到，布达佩斯学派的婚姻家庭理论和妇女解放理论不仅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的唯物史
观传统，而且还在新的历史条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视域，把家庭和日常生活的微观变革
和人道化摆到重要的位置上，这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思想传统的一种丰富，在现实上对于
我们更加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婚姻家庭和妇女解放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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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ilding of Free Community and the Changes of Daily Life
— Research on Budapest School＇s theories on marriage，family and women＇s liberation
Qiao Ruilin
（ Propaganda Department，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Abstract： Compared with other feminist schools，the Budapest School conducted more profound discussion on
marriage，family and women＇s emancipation in theory，which mainly relied on their more conscious adherence
to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radition，further expanding Marx＇s social and historical theory，establishing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on the criticism of daily life，and grasping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role of marriage
and family from the macro- and micro-perspectives． Budapest school theorists criticized the alienation of family
relations under capitalist conditions，especially the unequal family relations，gender relations characterized by
property possession，and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neglecting the cultivation of children ＇ s personality．
They emphasized the construction of free communities to promote the humanization of the work world and social
activities，especially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freely chosen communities （ communes） to realize the humanization of family relations and daily life，to realize the real equality of family members，especially men and
women，and to make the family-centered daily life as the space for cultivating free individuality．
Key words： daily life changes； marriage and family relationship； free community； gender equality

On Markus＇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ased on Production Paradigm
Yang Yaling
（ School of Marxism，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Luoyang 471023，China）

Abstrac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main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Marxism． The debate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also become a major topic for continuous thinking in th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circles． Many contemporary theorists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debat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Markus，the representative of New Marxism in Eastern Europe，differs from many people in questioning Marx＇s categories of
production and labor． He interprets and reflects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affirmation
of production paradigm，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of produ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wo kinds of rules，
objectification and materializ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on and dialectics highlights the practical
function of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Understanding Markus＇ exposition of production paradigm will help us
grasp more comprehensively the controversy abou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show more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ist social and historical theory．
Key words： Markus； rule of production paradig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ractice

Comments on Honneth＇s Theory of Materialization Criticism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ukacs’criticism
Yang Liyin，Li Qianqian
（ School of Marxism，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ognition theory，Honneth deeply criticized Lukacs＇ materialized critical
theory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concept definition，interpretation strategy and demonstration path． On this basis，he reconstructed the materialization theory from three aspects： man and man，man and nature，man and
ego． He maintained that the essence of materialization was the forgetting of recognition． Honneth＇s criticism of
Lukacs，on the one hand，provides us with a recognition perspective of materialized criticism and expands the
theory of materialized criticism in terms of norms； on the other hand，it also has some limitations，for he deviated from the dir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and neither could reveal the social root of materialization nor
find the fundamental force to overcome alienation．
Key words： Key words： Honneth； Lukacs； materialization； recognition

Path Choice of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Northeast China and Far East of Russia
Jiao Fangyi，Lu Man
（ School of Economics，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6，China）

Abstract： Northeast China and the Far East of Russia are adjacent to each other． Both sides have good geo· 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