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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消费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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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社会的发展使精神消费在人类消费总体中所占比 例越来越 高, 人类 的消费出 现了精神性 转向趋

势。与物质消费相比, 精神消费在消费对象、
消费主体以 及消费过 程等方面都 有着自身 的特点。精神 消费是
一个外延极其广阔的消费领域, 包括生态精神消费、
物 品精神消 费及文化精 神消费等 多种类型。精神 消费对
于提高消费者的素质、对于促进精神生产的发展、
对于推 动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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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认为, 精神消费是以满足人

趋向就开始向精神性消费转变。社会经济学证实,

的精神需要为目的的消费活动。人的需要基本上可
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 相应的, 人的消费也可分

一个国家人均 GDP 达到 800 美元之后, 恩格尔系数
开始与文化消费成反比: 前者下降, 后者上升。当恩

为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精神消费与人的消费行为

格尔系数低于 37% 时, 人们进入了普遍性精神需求

相伴而生, 也就是说即使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产

阶段。2003 年中国城乡人均 GDP 超过1 090美元,

品相对匮乏的条件下, 人也有精神需要, 也要进行精
神消费。只是这一时期人们的精神消费水平较低, 这

恩格尔系数降为 44% , 文化消费在个人消费中应占
18% , 总量可达10 900亿元 ( 而 根据实 际消费 量统

一方面受到物质产品匮乏的限制, 人的许多精神消费

计, 我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总量仅为5 300亿元,

欲望被压抑着, 不能得到满足, 另一方面还受到社会
制度和阶级的局限。在历史上, 精神消费往往仅是社

尚有一半的缺口) 。2010 年人均 GDP 达到1 600美
元时, 恩格尔系数应为 33% , 文化消费在个人消费

会上层人的特权, 社会大多数人被剥夺了精神消费的

中应占 20% , 需求总量可到20 100亿元。2020 年人

权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精神消费出现了加速

均 GDP 达到3 000美元时, 恩格尔系数应为 30% ,

增长的趋势, 精神消费在人们的总体消费中占有越来
越突出的位置。在现代社会中, 理想的消费比例应该

文化消费在个 人消费中 应占 23% , 需 求总量 可到
42 000亿元。可见, 精神消费在我国呈现出快速增

是物质消费占 30% , 精神消费占 70% 。为此, 需要从

长的发展趋势。

理论上深入研究精神消费, 并在实践中对人们的精神

( 二) 人的本质力量 的增强促进人 们精神消费

消费加以科学引导, 促使人们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之
间的平衡, 这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增长
人不是以其生物属性立足与地球, 而是以其独

一、精神消费增长的必然性
( 一) 人们在物质消费基本满足以后精神消费的
增长是其必然趋向
当人们的物质消费得到基本满足以后, 其消费

特的思维能力和无限的创造性而成为世界的主宰,
即人具有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消费能力。马克思指
出: 人双重地存在着, 主观上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
客观上又存在 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 无机条件之
[ 1] ( P491)

中。

人的 双重 存在 命 题是说 人有两 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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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一个是人的有机身体, 即人自身的自然存在, 人

和支配, 消费者是主动的, 物质产品是被动的。而精

的头脑、
血肉、
四肢等; 另一个是人的无机身体, 即人

神消费则不然, 精神消费是消费者与精神产品之间

之外的自然界。人靠自然界生活, 人是自然界的一
部分, 就这方面来讲, 人与动物没有区别。但是人既

的双向互动过程, 即是说, 精神产品不 是完全被动
的, 它以其客观性和内在价值性与消费者的主体性

受自然界的限制又能超越自然界的限制, 这就是人

之间互相影响, 消费者不能随意占有或支配精神产

与动物的区别所在。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领域对待

品。如果精神产品的内在质量与消费者的可接受性

自然界。从理论领域说来, 人把自然界作为自然科
学的对象, 作为艺术的对象。从实践领域说来, 人把

之间距离过大, 消费者就不能有效消费精神产品, 精
神产品的价值就很难实现。精神产品的质量与消费

自然界作为人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来源, 逐步

者的可接受性之间存在着三种情形: 前者高于后者、

改变了自然界的原初状态, 使自然界成为到处都体
现着人类精神的影响和痕迹的 人化 的自然界。最

二者相当、
前者低于后者。一般来说, 精神产品的创
作水平要高于消费者的接受水平, 这样的精神产品

终把自然界 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 , 变成 人的 作

才能起到引导和提高消费者的作用。但是, 这之间

品 。人是一种超越性存在, 他具有永远的未完成性

的距离不能过大, 否则, 消费者就不能 实现有效接

和未确定性, 他会不断为自己提出新的目标和奋斗
方向, 不断超越自身。人从不满足于周围现实, 始终

受, 这就会出现 曲高和寡 的现象。如果精神产品
的创作水平与消费者的接受水平大体相当, 这样的

渴望打破他 此时

如此存在 的界限,

精神产品最受消费者欢迎, 但就提高消费者的水平

其中包括他自己的

而言, 这类精神产品的内 在价值还应进一 步提高。

此地

不断追求超越环绕他的现实

当下自我现实。由此使人不断超越自然界的束缚、
超越生物界的局限, 也最终超越人类自身的缺陷, 不

如果精神产品的创作水平低于消费者的接受水平,
这样的精神产品就没有价值或价值不大。为此, 在

断发展自身、
完善自我。人的精神生产和精神消费

精神产品的内在质量与消费者的可接受性之间应保

能力最充分体现了人的精神创造性, 也就是人所特
有的本质力量。这种能力越高人的本质力量也就越

持必要的张力和动态的平衡。
( 二) 就精神消费者来说, 要想实现对精神产品

强, 二者成正比例。

的有效认知、
理解并接受, 就必须具有一定的认知和

( 三) 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原则要求人们精

接受能力

神消费的增长
与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相比, 精神生产和精神消

马克思指出, 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
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 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

费所耗费的自然资源很少, 它是最节省自然资源的、

的商业价值, 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 他没有矿物

最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和要求的生产和消费。由此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基本认识: 如果说千百年来人们一

学的感觉。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 最美的音
乐也毫无意义。这就表明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起着

直在为着 物质 生存而奔波, 那么现在已经开始转向

重要作用, 主要表现为消费者的强烈的主体性和显

为 精神 生活而努力; 人们的物质需要是有限的, 人

著的个性两个方面。

们的精神需要是无限的; 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
是有限的, 因为自然资源是有限的, 社会的精神生产

人们在精神消费过程中的主体性远远高于在物
质消费过程中的主体性。在物质消费过程中, 物品

和精神消费是无限的, 因为精神资源是无限的。精神

的构造、
功能、
操作方法等都已经由生产者事先设定

生产和精神消费有着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

完成, 消费者只能按照生产者和产品本身的要求来
使用, 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是被动的, 物质产品支配

二、精神消费的特点

消费者。在精神消费过程中, 消费者的主体性作用

与物质消费相比, 精神消费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则显示出来, 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是主动的, 消费者

精神消费对象、精神消费者和精神消费过程等几个
方面。

支配精神产品。消费者在消费精神产品时头脑中不
是一块 白板 , 而是具有 前结构 或 合法的成见 ,

( 一) 就精神消费对象来说, 精神产品的质量与

它们构成了精神消费的主观基础。伽达默尔说: 我

消费者的可接受性之间应保持 必要的张力和 动态
的平衡

们存在的历史性产生成见, 它实实在在地构成我们
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成见即我们向世界敞

物质消费表现为消费者对物质产品的单向占有

开的倾向性。[ 2] ( P37) 施莱尔

马赫说, 读者 首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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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作者一样很好地理解文本, 然后甚至要比作者更
好地理解文本

[ 3] ( P333)

离后,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其价值。

。这就使 精神消费过程 和结

其二是空间上的流变性, 有的精神产品在其产生地

果带有了消费者的极为强烈的主体性特征。
人类精神本身就极具 个性化色彩。马克思 用

影响很大, 可一旦传播到外地后其价值会大为缩减;
有的精神产品在其产生地并没有太大影响, 可一旦

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

传播到外地后其价值会大增。四是价值再生性。其

色彩 来比喻人类精神的个性化特征。人类精神本

一是一部精神产品被后人不断引证和使用, 在这一

身的个性化色彩从根本上决定 了精神消费的 个性
化。首先是精神生产过程和精神产品的个性化决定

过程中后人也会把自己的思想加入其中, 使原有的
精神价值不断增加。其二是后人在对前人精神产品

着精神消费的个性化。物质生产过程可以重复, 可

进行 批判 基础上生产出新的精神产品。

以建立标准化的生产工艺流程, 所生产的物质产品
也是标准统一的。精神生产过程是个性化的, 是不

三、精神消费的类型

可重复的, 是创新性劳动和创新性生产, 所生产的精

精神消费是一个系统, 按照精神消费客体或精

神产品也是个性化的、独一无二的。精神生产和精

神消费对象不同, 精神消费可分为三种类型: 生态精

神产品切忌重复。人们消费的是这些具有个性化的
精神产品。其次是精神产品的多样化为人们对精神

神消费、
物品精神消费和文化精神消费。
( 一) 生态精神消费

产品的选择和消费的个性化提供了可能。精神生产

生态精神消费是指人们把自然界作为精神消费

力的提高为人们生产出数量繁多、
品种齐全的精神

对象。自然界起初就为人类提供了其生存所必须的

产品, 为满足人们各个层次、
各个方面的精神需要,
从而为人们对不同精神产品的选择和消费提供了可

物质和精神资源, 自然界既是人的物质消费对象又
是人的精神消费对象。就人的精神消费而言, 人把

能。其三是精神消费主体的精神消费能力的差异性

自然界作为 自然科学的对象 , 作为 艺术的对象 。

使精神消费过程和精神消费结果具有个性化特点。
精神消费过程是消费主体运用自己的精神消费能力

人类精神就是在自然界所提供的外在环境和条件下
生长发育起来的。当然, 早期的人类精神发展水平

对消费客体进行选择、
理解、
内化的过程, 不同的人

较低, 人们只能借助于幻想、想像和宗 教的力量来

有着各不相同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修养, 对精神产品

超越 大自然, 于是产生了各种崇拜, 如自然崇拜、

的认识、
理解和接受会各不相同。也就是说, 精神消
费过程中主体的主观性因素起着重要作用, 这就使

动植物崇拜、
鬼神崇拜、
图腾崇拜等等。人类早期的
这些行为在今天看来可能荒谬, 但这仍然表现出人

精神消费过程带有极强的个性化色彩。正如人们所

类精神所特有的力量, 既然人类的无知和无能在短

说的 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 不同
的消费者即使消费同一个精神产品所获得的消费结

期内不可能有所改变, 那么这些原始的宗教信仰, 作
为一种希望摆脱生活中所遇到的重重困难, 征服和

果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 人们对精神产品的

支配自然的理想和要求的曲折反映, 也在一定程度

需求只能实行 各取所需 的方式。

上增加鼓舞了 当时人们与自然作斗争 的勇气和力

( 三) 就精神消费过程即精神产品的价值转移方
式来说, 精神产品价值的转移方式表现出多种情形

量, 因而也就成为一种推动着劳动生产活动的可贵
的精神力量。[ 4] ( P134) 那时, 虽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

一是价值多项性。从共时态来讲, 一部精神产

的精神消费, 但人们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着精神 消

品会内含有多类型、多层面的价值, 可以满足消费者
的不同的精神需要。从历时态来讲, 精神产品在不

费 , 因为人类 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
光
明 ( 马克思语) 。人类在早期生活实践中创造的原

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精神价值。二是价值长效

始的神话、
舞蹈、
音乐、绘画等等艺术形式, 在不同程

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精神产品被消费后, 其

度上为人们提供了消费对象。马克思非常强调希腊

价值往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甚至相当长的时间才会
表现出来; 其二是精神产品一旦表现出其价值又会

神话对希腊艺术的影响, 说希腊神话 是希腊艺术的
素材 , 而希腊神话是人们用 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

影响很长时间, 它会影响人的一生、
影响一代人甚至

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在现代社会中, 人们在重视自

若干代人的思想和行为。三是价值流变性。其一是
时间上的流变性, 有的精神产品在产生时不被人重

然对人类所具有的 物质 意义的同时, 更加关注自
然对人类所具有的 精神 意义, 人们越来越从自然

视, 甚至被斥为异端邪说。只有在拉开一段时间距

的事物和现象中获取精神满足和精神享受。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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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之源, 而且越来越成

时尚。

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精神之源。

( 三) 文化精神消费

( 二) 物品精神消费
物品精神消费是人们把物质产品作为精神消费

文化精神消费是指人们用于文化、娱乐产品和
服务等相关方面的支出和消费活动。文化精神消费

对象, 在消费过程中主要实现的是物品的精神价值,

的范围非常广泛, 主要包括: 教育消费、
文化消费、
科

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物品精神消费所揭示的是物

技消费、
体育消费、
医疗卫生消费、
娱乐消费、
旅游消

质产品的这样一种状态, 即从外观形式到实质内容
都富含精神价值, 都能成为人们的精神消费对象, 人

费等,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文化消费范围将不断
扩大。

们都能从中获得精神需要。为此, 我们必须大力提

生态精神消费、物品精神消费和文化精神消费

高物质产品的精神价值, 从产品的外观设计、使用过
程到内在功能的发挥等方面都更加体现人们的精神

三者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影响, 构成人类精神消费的
整体, 表明人类精神消费地位的重要性、
精神消费范

需要, 满足人们在消费物质产品过程中的精神追求。

围的广泛性、
精神消费内容的复杂性和精神消费水

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预测: 经过一个较 长时

平的上升性。

间, 艺术和反映艺术成就的产品, 在经济发展中将越
来越占到重要的地位。我们没有理由主观地假定,

随着社会的发展, 精神消费逐渐成为人们消费
领域的重点。精神消费对于提高人的素质并促进人

科学和工程上的成就是人类享乐的最终限界。消费

的全面发展、
对于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
对于推进整

发展到某一限度时, 驾凌一切的兴趣也许在于美感。

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等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

这一 转 变 将 大 大 变 更 经 济 体 系 的 性 质 和 结
构。[ 5] ( P70) 可以预测, 随着物质产品的逐步丰富, 物

此我们要从理论上深入研究精神消费并从实践上对
人们的精神消费加以科学引导。

品精神消费将日益为消费者所关注并成为一种消费
参考文献:
[ 1]

马 克 思恩 格 斯 全 集 ( 第 46 卷

上 ) [ M ] . 北 京: 人 民 出 版

社, 1979.
[ 2]

李益荪. 马克 思主 义文艺 思想新 论[ M ] . 成都: 四 川大 学出 版

[ 5]

[ 美 ] 加尔 布雷 斯. 经济 学与 公共 目标 [ M ] . 北京: 商务 印 书

胡 木 贵, 郑 雪 辉. 接 受 学 导 论 [ M ] . 沈 阳: 辽 宁 教 育 出 版
社, 1989.

[ 3]

社, 2001.
[ 4]

洪汉鼎. 诠释学

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 M ] . 北京: 人民出版

社, 2000.
馆, 1980.

On the spiritual consumptions by Marxism
ZH AO Gui zhen, LIU Yun- zhang , XIE Jia
( D epart men t of Social Science, Hebei M edical U niversit y, S hijiazhuang, Hebei 050017, China)

Abstract: T he social development enables spirit ual consumpt io n t o take up mor e o f t he to tal consumpt ion. In cont rast t o the mat erial consum pt ion, t he spir it ual co nsum pt ion ow ns special feat ures in the
pro cess. M oreov er, it tends to ex t end into ecolog ical, mat erials, and cult ural consumptions. It play s a significant r ol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 y of t he consumers, t he spirit ual product ion, and t he social prog ress.
Key words: spirit ual need; pro duct ion; consumpt i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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