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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始的丰富”到“深刻的片面”
— —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研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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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考察人的发展 ,要从考察人的劳动入手 ,把对人的 考察放入历史的进程。最初的社会

形态里 ,由于 分工不发达 ,人的 活动是浑然 融合的 ,人与自然 对象性条 件的自然一 体性 ,使人的发
展 境界呈现 一种“圆 满境界” ;随着 分工的发 展 ,这种 圆满被打 破 ,导致 了人和劳 动的片面发 展 ,造
成了社会文明的巨大进步与人类个体高度片 面发展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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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 人类历史 的第一个 前提无 疑是有 生命的

动不 是单个人 的事情 ,实 际上 ,当劳动 产生时 ,它就

个人存在”。① 任何 社会制度的形成和 建立都有其内

是社会性的。随着劳 动的发展 ,劳动者之间就形成愈

在的 人性根据 ,并且与 当时社 会条件 下人的 本质的

来 愈紧 密、复杂 的关 系 ,这就 是生 产关 系及 社 会关

展现 程度密切 相关。 因 此 ,哲 学不能 不思考 人的问

系。

题。人 ,是社 会存在物。因此 ,离开社会去空谈人是徒

漫长 的劳动 过程 ,促成了 人的素 质的生 成及其

劳无益的。人 ,又是历史的。人的历史是自我生成的

发展 — — 这是人 的发展 的基础 条件 ; 劳动使 人与自

历史 ,它是一个生成的事实 ,而不 是给定的事实。 因

然界 建立起关系 : 这种 关系是 人的本 质展现 的客观

此考察人、人性要研究历史 ,研究人的 具体发展及其

场所 ;劳动 决定了人与 人之间 的生产 关系及 社会关

具体关系 (生产关系、社会关系 )。本文将采用这种方

系。 —— 社会关系的丰富也正是人 的充分发展的实

法试图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作一初步考 察。

现、证明。
先说人的潜能素质。经过亿万年生命的演化 ,从

一

细胞到低等动物 ,到人 ,“人”的机体 内已形成了难以

马克思指出: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 不外是人通过

计量的肉体和精神素质。 比如人脑 的细胞量及其结

人的劳动而诞生 的过程”。② 因此 ,研究人 ,我们得首

构 ,远非当 今最先 进的电 子计算 机所能比 拟。 另方

先从分析劳动开始。

面 ,作为唯一能够积极创造自己生存环境的 存在物 ,

从人的劳动 ,我们可以引出这样几个规 定: 1.劳

人类千百万年的实践及这种实践 活动所造成的社会

动使人从动物中分化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 ,人机体内

文化 ,反过 来对人 的生理、心理 施以重 大影响 ,甚至

形成、储藏了极其丰富的肉体和精神素质。2.人劳动

可促使人的心理组织结构发生 变化。 马克思说: “五

就有对象。 人与劳动对象的关系就是 人的对象性的

官 的形成 ,是以 往全部 世界历 史的产 物”。③ 基 于人

关系 ,考察人因此也必须在对象性关系中考察。3.劳

的生理机能而产生、形成的人的感觉、思维、情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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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等等 ,都是历史的产物 ,是人在改造 对象世界中形

观、感觉、愿望、活动 ,爱 ,— — 总之 ,他的个体的一切

成、发展起来的。人这种种能力同样构成人的最高发

器官…… 通 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 … 而占有对

展的一种潜能。随着人类历 史的发展 ,这种潜能会愈

象。”⑦

来愈丰富。

二

人的对象性关系的全面生 成。 马克思指出: “正
是在 改造对象世 界中 ,人才真 正地证 明自己 是类存

达 尔文 第一 次从 生物 学方 面 证实 人起 源 于动

在 物” ,“人 只有凭借现 实的感 性的对 象才能 表现自

物 ,但是 ,动物是 怎样进 化为人 的 ,这 个问题 他没有

己 的生命”。④ 马克 思还谈 到: 人 的某一 独特本 质依

解决。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学方面科学地阐明了这

其不 同的独特的 对象化 方式来 确证自己: 眼 睛的对

个 问 题 ,用 恩 格斯 的 话 说 就是: “劳 动 创 造 了人 本

象不同于耳朵的等等。另外 ,对对象的受用 (如食用 )

身 ”。⑧ 劳动 ,首 先 促成 人手 的 形成 ,随 着劳 动 的演

不同于欣赏 ,欣赏又异于研究等等。人的对象性关系

进 ,人类出现了语言。语言、手、脚的频繁活动又促进

的全 面生成就 在于: 在变革 自然、社会中 ,人 通过与

了人脑的发展。 因此 ,从猿到人 ,劳 动始终是一巨大

世界 建立多种联 系 ,从 而全面 地表现 和确证 自己的

推动力。

本质 的完满性 ,使人 “不 仅通过 思维 ,并且以 全部感
觉 在对象 世界中 肯定自己 ”。⑤ 随着 生产力 的发 展 ,

考察人的发展 ,就是要从考察人的劳动入手。这
样 ,我们就把人的考察放入了历史的进程。

将有 更多的自然 物成为 人们变 革的对象 ,人 与客观
世界形成多种多样的对象性关系。

原始社会 ,原始人的分工还很简单 ,人的活动表
现为一天然融合体。 那时的生产生 活资料的活动同

人的社会关系的高度发展。人是社会存在物 ,因

其他活动如艺术活动、战争活动等等 ,是以一朴素的

此 ,人的每一种本质特征 ,都是为 社会决定的。 譬如

自然形式 ,融合于个体活动中的。 当然 ,那时生产力

物质生产 ,即使在原始的社会形态下 ,也需要劳动者

水平 是低下的 ,然而 “即 使在那 些只须 找到、发现这

之间 有简单的 合作。 到 了分工 发达的时 代 ,这种合

些东西的地方 ,也很快就要求个人做出努力 ,付出劳

作、交往会更加广泛、深入起来。到目前为止 ,整个生

动 (如狩猎、捕鱼、游牧 ) ,要求主体生产出 (也就是发

产已经建立了比较广泛的世界联 系! 交往是人发展

展 )某些才能。” ⑨ 例如 ,原始人在器 皿或工具上刻上

的条件 ,使人摆脱个体的、地域的、民族的狭隘 性 ,从

某些 图案 —— 无 意中他 们就是 在从事 艺术活动 ,劳

而更自由、更广泛地发展自己的能力 ,另外我们还应

动间 歇或劳动后 的歌舞 ,又使 每个活 动者成 为艺术

注意 到: 变革 自然的活 动决定 了人们 其他种 种社会

家 ,但同时他们又是欣赏者。由于这一切都必须协同

活动 ,如政治活动 ,科学活动 ,艺术活动等等 ,每个人

合作才能进行 (歌舞、战争、劳动 ) ,参加这些 活动 ,也

的活动都不是孤立的 ,因而就形成了种种社会 联系、

就是参加社会交往。 生产力的低下 决定了每人皆须

社会交往。因此 ,马克思说道: “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

参 加劳动 (产食活动 ) ,直接共 同体的 性质又 决定了

象的 或设想的全 面性 ,而是他 的现实 关系和 观念关

每人皆须参加上述活动。因此 ,不发达的生产力就决

系的 全面性。”⑥ 所谓 现实关 系 ,就 是人 们在社 会生

定了人们这种不发达的综合性的 活动。综合性活动 ,

活中结成的种种社会关系 ,如政治关系 ,经济关系等

是人的肉体、精神的多种潜能素质得以展现、发掘的

等。所谓“观念关系” ,就是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

条件 。 但由于原 始形态 的局限 ,这种 展现还 是初步

在认识、情感等方面结成的关系。

的。

以上 ,我们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三个内容。这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出现了剩余产 品 ,这时

三个内容是紧密联系的: 人的多种潜能的发展 过程 ,

少数 人便从物质 生产中 游离出 来 ,这 批人就 专门从

同时是人的对象化的活动和个人与其 他社会成员的

事公共事物的管理 ,从事艺术、宗教等等活 动。这样 ,

交往过程。 人的对象性关系的生成和 个人社会关系

开始 了物质活 动和精神活 动的最 初分离 (同 时阶级

的丰富 ,既是人的一切潜能发展的途径 ,又是这一发

也产生了 )。不过这种分离 ,马克思认为 ,在它的起始

展的结果。因此 ,马克思关于社会的人的观点是: “人

阶段 ,对人的原始完整性的肢解尚不十分严 重 ,因为

以一种全面的方式 ,… … 也就是说 ,作 为一个完整的

在整 个自然经济 形态中 ,自给 自足的 生活方 式使劳

人 ,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

动者 的活动始终 保有一 种不发 达的完 满: 单 个人必

的 关系 —— 视 觉、听 觉、嗅觉、 味觉、触 觉、思 维、直

须生产自己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 的全部或大部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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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因
须 熟悉 全部工 序” ,“必 须全盘 掌握本 行手艺 ” ,1

评价道: “在发展的早期阶段 ,单个人显得比 较全面 ,

此 ,虽此时专 门的精神 活动领 域已高 悬在广 大劳动

那正 是因为他没 有造就 成自己 丰富的 关系 ,并且没

阶层的头上 ,为他们所难步入 ,但人们 的活动的物质

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 之外的社会权力和

性因 素与精神性 因素的 分离 ,尚未深 入劳动 活动的

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在这里 ,无论个人还是

本身。 因此 ,原始活动的综合性并未遭到破坏。

3
社会 ,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1

在最 初的社 会形态 里 ,人 的劳动 对象是 直接的

三

自然 ,虽然 原始社会 、奴 隶社会、封建 社会所 有制的
形式 各有不同 ,“但所有 这些形 式中 ,都存在 着以下

上面 ,我们从对最初社会形态的考察 ,得出这样

的 特点: ( 1)对劳 动的自 然条件 的占有 ,即对 土地这

的结论: 那时人的活动是浑然综合的 ,人与自然保持

种最初的劳动工具、实验场和原料贮藏所的占 有 ,不

一致 ,人对 类是绝对 依属 ,人的发 展呈现 一种“圆满

是通过劳动进行的 ,而是劳动的前提。个人把劳动的

境界”。 但是 ,我们不要忘记这种“圆满”实际上是很

客观 条件简单地 看作是 自己的 东西 ,看作是 自己的

低的、局限中的 ,它得以存在的条件 是生产力的可怜

主体得到自我实现的无机自然。”1

的低下。因 此 ,随着劳动的进步 ,生产力的提高 ,这种

马克 思十分 注重人 与自然 的对象性 关系 ,最基

“圆满”也就被打破了。伴随着这种碎裂 ,维系着最初

本的 是人与自然 进行物 质交换 ,以保 证生命 存在的

社会形态的那些基本关系也就解 体了。 马克思这样

关系。在此前提下 ,人发展出同自然的众多层次众多

描述这一过程。这是: “ ( 1)劳动者把土地当作生产的

方面的关系。最初的社会形 态里 ,劳动主体同劳动对

自 然条件的那 种关系的 解体… … ( 2)劳动者 是工具

象的天然一体 ,保障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最基本 关系。

所有者的那种关系的解体。… … ( 3)在以上两种情况

但是 ,这种关系又是具有很大局限的: 这时自然只表

下 ,劳动者 在生产开始 以前都 具有了 作为生 产者来

现为人的肉体生活的对象 ,而还没有达到这种 地步:

生活 —— 也就是在生产期间即在 完成生产以前维持

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 ,又是艺术的对象 ,同时成为

生活 —— 所必需的消费品”这种关系也解体了。“ ( 4)

人的高度的精神加工的对象。 按照马 克思对象性存

另一方面 ,还有一种关系也同样发生解体 ,在这种关

在的观点 ,科学艺术发现自然的更加丰富的属 性 ,同

系中 ,劳动 者本身、活的 劳动能 力的体 现者本身 ,还

时就发展和确证着人自身更加丰 富的属性。 而在人

直接 属于生产的 客观条 件 ,而 且他们 作为这 种客观

最初 的精神 活动面 前 ,自 然则还 是悲剧 性的— — 表

4
条件被人占有 ,因而成为奴隶或农奴”。1

这种 解体也 就是说 的分工 发展到 异化的过 程 ,

现为陌生、严酷的。
马克思接着说道: “ ( 2)但是 ,这种 把土地当作劳

从人 的对象性关 系讲 ,就是人 已与他 的劳动 对象产

动 的个人的财 产来看 待的关系 (… … ) ,直接 要以个

生了 分离 ,人与自然的 统一不 仅破裂 甚至对 象反过

人作 为某一公社 成员的 自然形 成的、或多或 少地历

来压迫人 ,这种关系是通过人与人的关系来 实现的 ,

史地 发展了的和 变化了 的存在 ,要以 他作为 部落等

异化劳动一方面生产出了占有劳 动条件而不劳动的

2
等成员的自然形成的存在为媒介。”1

资本 家 ,另 方面当然也 生产出 了除劳 动力之 外一无

马克思这段话揭示了最初的形态 里个人对特定

所有的工人 ,从这时起 ,劳动同自然 之间的交换就必

共同体的绝对从属性。 这种从属关系 是个人其他一

须通过人格化的劳动才能进行了 — — 在人类的活动

切活动的前提。 因此 ,人们的活动及交往 ,就不能不

和 活动 的对 象间 插入 了一 个社 会地 产生 的隔 离力

受到狭小的单个共同体的局限 (那时 ,超越这种共同

量。

体的交往是罕见的 )。 在这个时期里 ,单个人之间或

在这 种社会 状态里 ,劳动 者一日 不出让 自己的

是“没有关系” ,或是只有“以自然血缘 关系和统治服

劳动力 ,便一日得不到维持生命的物品 ,他首先失去

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关系” ,不存在 其它更加丰富

了生存的对象 ,其次失去了自主活动的 对象。 这样 ,

的社会关系。

对象 由于被剥夺 ,它就 不能成 为劳动 者全面 表征自

综上所述 ,最初的社会形态里 ,尽 管人的活动本

己本 质力量和特 性的对 象 ,至 于人与 对象所 能发生

身是 浑然综合性 的 ,人 与自然 对象性 条件的 自然一

的丰富的关系的条件也就不复存 在了。 对象表现为

体性 ,使人的发展呈现一种“圆满境 界” ,但那是局限

非对 象性存在 ,人与自 然的多 种关系 被抽象 地归结

中的圆满 ,马克思把这种圆满说成“原始的丰富” ,他

为 —— 私人占有 关系 ; 任何 对象 ,对人来 说 ,只 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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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私人占有物时才是有意义的 ;世界同人的实 践的、

量已 作为别人的 所有物 并且作 为奴役 工人的力 量 ,

精神的、审美的关系全都扭曲了。 确实 ,在贩卖矿物

同工人对立起来。

的商人眼里 ,只有矿物的商业价值 ,矿 物的美色为金

随 着艺术性 、意 志、智 慧、创 造性等 因素被 一步

币的光芒所取代。 矿物在自然科学视 野中具有的丰

步地 从劳动中分 离出来 ,劳动 终就获 得了它 现今具

富 特性 被它 可以 作为 商品 来交 换的 唯一 特性 所取

有的 那种异化 形态: 变成 单调乏味 的、令人厌恶 的、

代。

只是为了谋生才不得不从事的劳 动。 劳动这个在基
所以 ,在资本主义时代 ,与人类总 体对象性关系

本原则上曾造就人 ,使人获得飞跃性发展 (告别动物

的普 遍性相对峙 的 ,是 人类个 体对象 性关系 的极度

界 )的活动 ,现在却成了最不能显示 人的多样化本质

抽象贫乏。

力量 ,把人弄成肉体和精神上的畸形物的异化劳动。

对象 条件与 活动的 分离还 导致了以 下后果: 活

分工 和异化 ,实质 上把完 整个体 的生命 活动分

动与享受的分离: 劳动者无享受 ,不劳 动者却占有享

割开来并且扭曲了: 人类被划分为各个阶级 ,个体被

受 ; 目的与 手段的分 裂: 这一点 性质更严 重 ,人们把

分裂成一个个碎片。 这样 ,随着分工和异化 的发展 ,

物 质生活作为 目的 (获得和 享受劳动 果实 ) ,而把劳

人就被进一步分割 ,他的活动领域就愈益狭 小 ,原始

动作为手段。 其实 ,按马克思的意见: 比劳动果实更

完满的人变成现今畸形的抽象片 面的人。

重要 的是人在劳 动中不 断发展 着的力量 ,是 人的自

分工 确实造 成了社 会文明 的巨大 进步 ,但它走

我 创造和升华 ,而人 的物质生 活 (生存条 件 )仅仅表

的是这样一条道路: 人类总体力量的不断发展 (生产

现为 手段。 在资 本主义 社会 ,这种目 的与手 段的脱

力的 高涨 ,科学艺术 的繁荣 ) ,是以人 类个体 存在的

节、倒置 ,是对人 的发展 的根本 否定 ,是人向 动物的

不断 片面化 ,以个人片 面地发 展某一 方面的 能力而

倒退。

牺牲自身的完整性为代价的! 劳动 者生产出了为人

我们曾经谈到: 在最初的社会形态里 ,个人劳动
尚有一种综合性 ,要求完成生产过程的各种操 作 ,虽

类进 一步发展的 物质前 提 ,但 他们却 被迫泯 灭了多
方面的潜能和天赋!

然在 第一形态后 期已产 生了分 工 ,但 那时后 果尚不

分工造成广 泛的社 会交 往 (产品等 等的 交换 ) ,

严重 ,但到 了资本主 义阶段 ,机器 生产“把工 人变成

这比原始的只是限在狭小领域内 对类的依属要发展

畸形人 ,人为地在他身上培养仅仅一种片面的 技巧 ,

了许 多 ,但 是在资 本主义 社会 ,由于处 于异化状 态 ,

而把它的生产冲动和生产才能的整个 世界都压制下

这种交往也是受到限制的。 它远远 比不上共产主义

去。 … … 不仅单个的部分工作已分配 给多个不同的

社 会当 人们 摆脱 压迫、扬 弃异 化后 的那 种 自由、广

个人 ,而且个人自身也就被分割开来 ,变成这一部分

泛、丰富的 交往 ,这时 (资本 主义社 会 ) ,一般 人们的

工作的自动工具” ,这样 ,古代人“把人 描写成他自己

关系 ,受着物质的制约 ,更多地表 现为金钱关系 ——

的 身 体的 一 部分 的 俗 不 堪耐 的 寓 言 ,就 变 成现 实

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 另外 ,由于异化 ,人们的交往

5
了。”1

一般 也是非正常 的 ,表 现为人 们的许 多交往 实际上

不仅 如此 ,分工把 劳动者 主体对 劳动全 过程必

是被迫的联系 ,而缺乏自觉性、自由性。

须施用的判断力和意志 ,从劳动那儿也全都剥 夺去:
“生产的精神之所以只在一个方面扩大自己的 规律 ,

要打碎这种状态 ,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所 有制 ,在
完成异化扬弃之后。

是因为它在其他许多方面完全消 失了。 部分工人所
6
失掉 的东西 ,集中 在与他 们对立 的资 本那 里了。” 1

附记: 此文在写作过程中 ,得到了杨 景祥教授的悉心

现在 活动者甚至 不再是 活动的 主体 ,因为活 动本身

指导 ,在此谨表感谢。

已受 他人意志和 智力支 配 ,物 质生产 过程的 精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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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po rtance t o harmo ny of opposi t es, even exagg erat ed tha t harmo ny w as abso lute. He
separat ed the dial ectica l relatio n betw een uni ty a nd opposi te. Herakleit os dev el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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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development of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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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 o st udy the dev elo pm ent of manki nd, one has t o sta rt wit h th e inv esti gati on
o f thei r labour, bring the st udy of ma n i nt o the prog ress of histo ry. In primary societies, due
to the underdev elo pm ent o f the divi sion of labour , human activi ties had been harmo nious w it h
the nat ure. The natural integ ratio n of man and na tural object had madc human prog ress
present a kind of " sa ti sf act o ry stat e". Wi th t he dev elopment o f the divisi on of labour, this
kind of sa tisf action w as broken, and resul ted i n the one-sided dev elopm ent of ma n and
labour , and caused the co nt radictio n bet ween the prog ress o f soci al civi li zatio n and a hig h
deg ree of o ne- sided dev elopm ent o f i ndividual huma n bei ng s.
〔Key words〕ov eral l dev elo pment of ma n; labour; divisi 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