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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冲突当作现代悲剧的中心点，提出了新旧事物两种悲剧思
想。 他们给予悲剧观念以社会历史语境，开启了现代悲剧观念的新篇章。 不仅如此，他们还提出劳动群众
为主体的人民大众应当成为现代悲剧作品的主人翁。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开辟的道路上，雷蒙·威廉斯
完成了一整套的现代悲剧理论体系，吕西安·戈德曼也完成了悲剧研究的语境转换，他们的研究推动了悲
剧观念向社会历史语境的第一次飞跃。 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特里·伊格尔顿进一步推动了现代
悲剧观念向政治意识形态批评语境的第二次飞跃。

关键词：悲剧观念；现代性；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Ｂ０８９． １；Ｊ８０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 － ００１２（２０２０）０３ － ００１６ － ０６

　 　 “现代悲剧”是雷蒙·威廉斯提出的关键概
念之一。 其核心要义是在社会历史语境中理解
不同的悲剧经验，考察特定的作品和思想，研究
其历史地位和作用。 也就是说，社会历史研究语
境是区分现代悲剧观念和以往悲剧观念的根本

标志。 而这一核心要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
中已经有了明确的阐释。 就像威廉斯自己所说
的那样：“在马克思的影响下，精神历史的客观性
既得到了肯定，又被加以改造。 伦理力量的冲突
以及它们通过更高力量的解决，都被用社会和历
史的术语来阐述。 社会发展的性质被看作必定
是矛盾的。 当互相矛盾的力量因自身性质的规
定而必须采取行动并将其进行到底的时候，悲剧
就产生了。” ［１］２５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给予悲剧观
念以社会历史语境，他们的著述事实上已经成
为现代悲剧观念的开篇。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开辟的道路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断推
进现代悲剧研究。 雷蒙·威廉斯、吕西安·戈
德曼等学者完成了悲剧观念向社会历史研究语

境的转换，特里·伊格尔顿进一步完成了悲剧
观念向政治意识形态批评语境的转换。 这两次
转换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悲剧观念的理论

飞跃。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
悲剧观念的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可以说是现代悲剧观
念的开篇，集中体现在对斐迪南·拉萨尔作品
《葛兹·冯·伯利欣根》批评的书信中。 这些著
述揭示了两种悲剧，一种是旧事物的悲剧，另一
种是新事物的悲剧。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
和立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区分
新旧事物的根本标准，也即是否顺应社会历史的
发展规律，是否合乎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 对于旧事物来说：“当旧制度本
身还相信而且也必定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
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 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
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
的是世界历史性的错误，而不是个人的错误。” ［２］

对于新事物来说，“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
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 ［３］５８６之间的矛盾冲突必然

是悲剧性的。
在拉萨尔作品所构想的 １８４８ 年至 １８４９ 年

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冲突中，同时蕴含

６１



艺
术
理
论
与
艺
术
批
评

石
　
然

论
西
方
马
克
思
主
义
现
代
悲
剧
观
念
的
起
源
与
发
展

着新旧事物的两种悲剧。 就济金根本人及其领
导的贵族运动的失败来看，属于旧事物的悲剧。
济金根及其贵族运动的实质就是用已经没落的

骑士制度反对现存制度，在济金根们看来，“旧制
度还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力，自由反而是
个人突然产生的想法” ［２］，这是注定要失败的。
正如马克思详细解释的那样：“他在骑士纷争的
幌子下发动叛乱，这只意味着，他是按骑士的方
式发动叛乱的”，“济金根和胡登就必然要覆灭，
因为他们自以为是革命者（对于葛兹就不能这样
说），而且他们完全像 １８３０ 年的有教养的波兰贵
族一样，一方面使自己变成当代思想的传播者，
另一方面又在实际上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利

益。” ［３］５７３与此同时，国民运动还包含着另一个组
成部分，也就是农民运动。 一方面，农民的解放
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由于济金根及其
贵族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它们无法正视以农民为
代表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也不可能与农民运
动结成同盟，农民和平民的解放在当时的历史条
件下也就无法实现。 这一冲突也就构成了新事
物的悲剧，也就是恩格斯详尽分析的那样：“当时
广大的帝国直属贵族并没有想到要同农民结成

联盟；他们靠压榨农民获得收入，所以不可能与
农民结成联盟。 同城市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倒是
大一些；但是这种联盟并没有出现或者只是小部
分地出现了。 而贵族的国民革命只有同城市和
农民结成联盟，特别是同后者结成联盟才能实
现；据我看来，悲剧的因素正是在于：同农民结成
联盟这个基本条件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贵族的
政策必然是无足轻重的；当贵族想取得国民运动
的领导权的时候，国民大众即农民，就起来反对
他们的领导，于是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
我丝毫不想否认您有权把济金根和胡登看作是

打算解放农民的。 但这样一来马上就产生了一
个悲剧性的矛盾：一方面是坚决反对过解放农民
的贵族，另一方面是农民，而这两个人被置于这
两方面之间。” ［３］５８５ － ５８６

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把这个冲突当作一
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恩格斯则认为“真正悲
剧的因素出现了” ［３］５８５。 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
斯提出拉萨尔忽视的问题，实际上构成了现代悲
剧的重要问题：“我觉得，由于您把农民运动放到
次要的地位，所以您在一个方面对贵族的国民运
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同时您也就忽视了在济金

根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 ［３］５８４也就是说，以
劳动群众为主体的人民大众应当成为现代悲剧

作品的主人翁。

二、社会历史研究语境：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悲剧

观念的第一次飞跃

　 　 １９ 世纪以后，西方悲剧观念沿着两条道路
分别演进。 一条是叔本华、尼采的道路，在个体
欲望和意志的语境中阐释悲剧；另一条是马克思
恩格斯的道路，形成了社会历史研究语境中现代
悲剧观念的整套理论体系，并取得了重大理论
突破。

《德国悲剧的起源》被认为是一部“前马克
思主义”作品。 瓦尔特·本雅明继承了黑格尔的
悲剧学说，以“救赎”的范式解释了悲剧冲突的
成因。 但他已经从中发现，英雄的牺牲是民族生
活的显示，也就蕴含着悲剧的某种社会历史因
素：“这些牺牲不同于旧的以生命履行的义务，就
在于它们并不会指上苍的要求，而指英雄本人的
生活；这些牺牲毁灭了他，因为它们与个人的意
志并不相符，而只有益于尚未诞生的民族社区的
生活。” ［４］也就是说，牺牲的理念不应当从“上苍
的要求”中寻找，而应当从“英雄本人的生活”中
寻找；而“英雄本人的生活”也不能简单地归结
为“个人的意志”，而是社会历史性的“民族社区
的生活”。 本雅明已经开启了悲剧社会历史研究
语境的前奏。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开辟的道路上，雷
蒙·威廉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悲剧的
若干命题发展为一套完整的现代悲剧理论体系。
正是在历史延续中考察悲剧作品和思想，威廉斯
得出，悲剧的理解不能局限在某种永恒不变的人
性，而是要进一步解释与其相关的习俗和制度。
牺牲是悲剧的最基本要素之一，但悲剧中的人的
死亡不仅是个体生命的终结，而是具有社会价值
的不可挽回的事实。 威廉斯基于一定历史条件
下的社会关系中考察悲剧性冲突：“在实际过程
中，悲剧行动经常削弱人的根本价值与现有社会
制度之间通常的联系：真正的爱情追求与家庭责
任有矛盾；觉醒的个人意识与分配的社会角色有
矛盾。” ［１］５９而这些矛盾冲突在社会剧变时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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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威廉斯所说的“文化全面崩溃和转型”时
期）最为常见。

新旧社会的转换一般情况是以革命的方式

进行的。 正是因此，威廉斯的现代悲剧理论与
革命密切相关。 社会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
的统一，革命必然有成有败。 而无论成败与否，
革命必然带来一定时期的暴力、无序和苦难。
威廉斯把革命带来的暴力、无序和苦难看作日
常意义上的悲剧，而把成功的革命看作史诗。
在这个意义之上，威廉斯认为，不能把革命理解
为悲剧，而是要承认革命中含有悲剧的成分。
人的解放本身不是悲剧，但人的解放不可避免
地带来地恐怖现象是悲剧性的。 但革命不等同
于暴力地或突发地夺取政权。 暴力地突发地夺
取政权可能不是革命，而有可能是统治阶级内
部的某种政变，也有可能是旧制度的某种复辟，
革命也有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结构的根

本性变革。 所以威廉斯正确地指出，判定一场
社会行动是否是革命，“在于社会活动的模式
及其深层的人际关系和情感结构的变化”。［１］６８

威廉斯把吸收新人群作为革命及其完成的标

准。 “如果一个社会实质上无法在不改变现有
基本人际关系的前提下吸纳它的所有成员（整
个人类），那么这个社会就是需要革命的社
会。” ［１］６８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需要革命的社

会，因为它仍然存在阶级对立，没有实现全体人
类的解放：“各种不全面的‘吸纳’方式，诸如选
民、雇员、接受教育的机会、法律保护权利、社会
服务等等，确实是真实的人类成就，但仅以这些
还不足以说明他们已经获得最终消灭阶级的完

整社会身份。 完整身份的实现有赖于在社会彻
底平等的基础上通过人与人之间积极的相互责

任及合作去管理社会的能力。 既然这是革命的
宗旨，一个社会只要存在类似次等种族群体、无
地雇农、临时帮工、失业游民或其他任何受压迫
和歧视的少数人群体现象，革命就仍然有必
要。” ［１］６８威廉斯因此否定自由主义革命观念，
支持“拯救全人类”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这不
可避免会带来悲剧。 事实上，尽管诸多事实不
尽如人意，但威廉斯还是给社会主义革命以积
极的肯定和支持。

威廉斯还指出，以往的悲剧观念反映了统治
阶级的情感结构，是有意识形态性的：“悲剧的定
义依赖于权贵的历史就属于这种异化。 某些死

亡比另外一些死亡更为重要，而地位是实际的分
界线：一个奴隶或仆人的死亡仅仅是偶发事件，
当然没有悲剧意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自
己的中产阶级文化恰恰开始于在表面上拒绝这

一观点，即市民的悲剧与王子的悲剧可以同样真
实。” ［１］４１这也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悲剧

作品主人翁的论述相契合。
与威廉斯差不多同一时期，或者可能稍微

早一点，吕西安·戈德曼也完成了悲剧研究的
语境转换。 按照戈德曼的说法，他的悲剧思想
是卢卡奇后来的哲学观点的继承与发展。 在社
会历史语境下，戈德曼对所有形式的悲剧做了
集中概括：“它们都表达了人与社会和人与宇
宙世界之间关系的深刻危机。” ［５］５４具体地说：
“悲剧人和其他的人的关系是双重的、朴素矛
盾的关系。 一方面他希望拯救他们，把他们引
到自己这里，使他们不要睡着，把他们提高到自
己那样的水平；另一方面，他意识到他与他们之
间存在着一条鸿沟，他接受并肯定这条鸿沟，而
让人们处在无意识之中，因为他们是宇宙的一
部分，即使宇宙摧毁了人类，它也会毫无所
知。” ［５］１０９事实上，戈德曼的这段论述就是运用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黑格尔悲剧冲突论合理

内核的积极扬弃。
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戈德曼提出了独具特色

的“打赌”学说。 在戈德曼看来，“信仰”就是“打
赌”。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信仰，但马克思主义与
其他信仰又有着根本区别，表现在信仰的内容和
信仰的实现方式两个方面。 从内容上看：“奥古
斯丁学说是对存在的确信，马克思主义则是就我
们应当创造的现实的打赌”，“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是对人类自己创造的，或者确切地说是我们应
以自己的能动性创造历史未来的信仰，是以我们
自己的行动的成败‘打赌’。” ［５］１２２从实现方式上

看：“现在至高无上的价值存在于人类要实现的
客观和外界的理想之中，而要实现这种理想，并
不再单纯依靠个人的思想和意志：这就是帕斯卡
尔认为的幸福的无限性，康德所说的至善中幸福
与德行的结合，黑格尔的自由，马克思的无阶级
社会。” ［５］４４４ － ４４５

戈德曼之所以认为“信仰即是打赌”，是因
为信仰包括三个必不可少的因素：“风险，失败
的可能性，成功的希望”。［５］４４７值得注意的是，戈
德曼所说的“打赌”，绝非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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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种怀疑。 事实上，“打赌”的观点有着重要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 恩格斯曾经明确表
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
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
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
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 这样就有无数互
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
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的结果，而这个结果
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
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６］也就是说，个
人在历史创造活动中必然有着风险、失败的可
能、成功的希望。 因此，我们要准确理解戈德曼
的“打赌”思想，戈德曼所说的悲剧意识不是理
论上的确实性，并不是否认理论的确实性本身，
而是对作为信仰的悲剧意识与理论观点进行了

区分。 马克思主义既是一套理论学说，也是一
种信仰。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创造合力的观点，
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悲剧矛盾的重要

命题，戈德曼阐释了他关于悲剧主体的学说：“悲
剧人和其他的人的关系是双重的、朴素矛盾的关
系。 一方面他希望拯救他们，把他们引到自己这
里，使他们不要睡着，把他们提高到自己那样的
水平；另一方面，他意识到他与他们之间存在着
一条鸿沟，他接受并肯定这条鸿沟，而让人们处
在无意识之中，因为他们是宇宙的一部分，即使
宇宙摧毁了人类，它也会毫无所知。” ［５］１０９基于以

上分析，戈德曼揭示了当前悲剧的社会历史根
源。 戈德曼批判了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社会秩序，
主张用另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取代它。 戈德曼
尖锐地指出：“现存的秩序，一些人富有而另外一
些人贫困，种种的特权，所有这一切都是彻底的
坏事，应当由另外一种理想的秩序来代替……从
理想的集体来看，最大的恶就是自私自利，就是
本身建立在个体所有制基础上的维护私有的利

益。” ［５］４０９他主张：“最理想的办法本来应该是把
正义和强力集合在一起，以实现既有效同时又公
正的法律。” ［５］４１０这一理想的实现或许是相当迟

滞的，毕竟人类时常因为强力而牺牲正义，这就
是悲剧之所在。 但即便如此，戈德曼依然认为当
前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所做的努力行动是完全

正当的。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戈德曼的
心里，今天的悲剧人就是他这样的马克思主义
者。 固然资本主义获得了全面的胜利，资本的世

界历史正在成为现实，但是，社会主义者在这种
黑暗时刻决不会放弃希望……” ［７］

三、政治意识形态批评语境：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悲剧

观念的第二次飞跃

　 　 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
在一些新变化中继续发展，但仍然暴露出诸多矛
盾与危机。 经过一系列反思与推敲，西方学界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更加趋于成熟。 特里·伊格尔
顿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伊格尔顿推动了更为激进的转向，把现代悲
剧观念的社会历史研究语境转变为政治意识形

态批评语境。 悲剧的政治研究和历史研究有着
相同的理论渊源和相近的理论基础，它们之间也
有着明显的历史继承性。 比如伊格尔顿在分析
卢卡奇《灵魂与形式》这一早期作品时，阐明了
“孤独”的社会历史条件。 但两者之间也有着显
著的不同，相比于悲剧的历史研究，悲剧的政治
研究的意识形态指向更加鲜明，表现出坚定的阶
级立场和社会变革实践意识。 对此，伊格尔顿做
了详尽的解释：“历史和政治这两个术语并非同
义语……进行历史化确实至关重要；如今有一种
特殊的左派历史主义正在时兴，这种历史主义好
像得益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社会主义
的理论。 在一个崇尚短期合同、准点递送、不断
缩小和改造、时尚隔夜就变、资本投资、身兼数职、
多用途生产的世界上，这样的理论家似乎令人惊
奇地以为，主要的敌人是那些被规划、静态、不变
之人。 然而，真实的情况是，世界各地有千百万疲
倦不堪的工人，这些人中没有多少学究似的人物，
对于他们来说，暂时终止活力、变形和拥有多重身
份，将会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放松。” ［８］２ － ３也是因此，
伊格尔顿批评了文化左派学者过于学究。 事实
上，以往雷蒙·威廉斯和吕西安·戈德曼对于社
会的变革有着不同程度的期待，但都没有表现出
足够的社会现实的果敢揭示与社会实践的热情

投入。
在政治意识形态批评语境下，伊格尔顿解释

了悲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表征。 在他看
来，尽管资本主义社会自我标榜着“民主”，但相
比于过去，悲剧并不是减少了，而是大量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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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指出：“由于资本主义无视迄今与世隔
绝的共同体之间的壁垒，消除差异和特权使之趋
向一律，它创造了一个共同世界，其中每个人的
命运都永远岌岌可危”，“这种世界上的任何人
都绝对无法摆脱悲剧。 人们通常认为启蒙运动
是悲剧的敌人，实际上它却是悲剧的来源。” ［８］１０３

伊格尔顿认为，悲剧所表现的内容取决于它所受
制于的社会形态。 在封建主义的没落和资本主
义崛起的时期，悲剧表征为“科学、民主、自由主
义和社会希望”，在资本主义取得统治地位以后，
悲剧则表征为“不公正、剥削和军事入侵”。 在
资本主义自我标榜的“民主”社会中，悲剧也发
生了“民主化”的转变，也就是“决定性地平民化
了”。［８］１０１悲剧越是民主化，越是平常化，也就越
是难以完全废除。 也就是说，在当代资本主义社
会，悲剧起到了某种社会调节工具的作用，一定
意义上缓解了社会矛盾。

作为悲剧的主人翁的社会底层的平民，伊
格尔顿称为“替罪羊” ：“替罪羊的整个意义是
其无名性，作为一个被迫丧失主体性并且成为
废物或虚无的人。” ［８］２９２ － ２９３在统治阶级看来，
“替罪羊”是邪恶的。 但伊格尔顿指出，“替罪
羊”的这种邪恶并非是其个体自身，而是被迫
担负了整个社会共同体的罪恶：“替罪羊在象
征意义上负载着共同体的罪恶，这是从社会底
层挑选替罪羊的原因。 然后，他被扔到荒郊野
外，这是我们不敢期望的一种创伤性恐惧的象
征” ［８］２９３，“替罪羊承担了集体的罪过……体
现了整个社会集体的暴力与仇恨。 但替罪羊
本身是无辜的。” ［９］２６６在揭示“替罪羊”的含义
及其本质的同时，伊格尔顿详尽阐释了“替罪
羊”的源起以及在现代社会中的转变：“在古
希腊一年一度的塔基利亚节仪式上，排除城里
头一年聚集的污秽之物的方式，是挑选两个替
罪羊用于净化，他们是从城里最贫困、畸形的
人中间进行挑选，由国家供养，让他们吃某些
特殊食物，然后抽打着他们的生殖器在街上游
行，将他们逐出城外，在早先他们也许会被处
死” ［８］３０９，“传统的替罪羊可以被逐出城外，因
为其统治者不需要它，只是将其当作卸载他们
集体罪行的一个客体。 旁观也很可怕，以至于
让人不能容忍它继续留在城内。 但是现代替
罪羊对于将其排斥在城外的城邦运作是必不

可少的。 它不是一个关乎几个受雇乞丐或囚

犯的问题，而是关于全部挣血汗钱、无家可归
者的问题。” ［８］３０９伊格尔顿认识到，现代资本
主义社会中，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主要是无产
者）就是替罪羊。 事实上，这与马克思早期著
作《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体现的基本精神
是一致的。

根本上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悲剧，只
能以悲剧的方式（也就是社会革命的方式）来
完成。 因此他批评了文化左派妥协的温和改良
主义。 伊格尔顿把以悲剧的方式（也就是革命
的方式）实现人的解放称为“悲剧人文主义”，
与以往资产阶级宣称的“自由人文主义”相对
照：“从悲剧观的角度来说，救赎只在迫于我们
自己遭遇必死的命运时才产生。 这就是我一直
提的悲剧人文主义，而不是自由人文主义。 自
由人文主义不理解一个道理，用叶芝的话讲就
是，任何东西不开裂，单独或整体都算不上。 对
自由人文主义而言，我们身在何处与我们前往
何处之间有本质上的连续性。 对悲剧人文主义
而言，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断裂，而新奇的
事物便从裂缝中生成了。 在政治生活中，这就
是革命” ［９］２５８，“我自己对悲剧人文主义的看法
是，除非你准备好凝视美杜莎的头，否则不会在
政治上取得多大进展。” ［９］２６２革命不是一蹴而就

的，它不可避免会带来巨大的牺牲，因而具有强
烈的悲剧性。 但是，如果没有革命，就没有社会
的根本性变革，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理想
社会也就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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