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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消费社会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典型表征。消费摆脱生产主导，呈现独特的符码文化意蕴，占

领、遮蔽人的本真生存与自由个性。异化是资本逻辑宰制下个体生存的现实境遇，消费社会强化了物化、同

一、扩张的资本主义发展逻辑，使人陷入全面异化的生存状态。在现代性视阈下，应以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

的思想内核为指导，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渗透的事实与价值的双重意蕴中探索扬弃异化、实现人的全面性复

归的理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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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时代，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主导下，消费逐渐成为现代进步的主要动力与现代

性批判的理论主题，它关注、影响并主导着人们的

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成为现代社会个体生存最具

影响力的因素。消费主导的现代社会刺激了前所未

有的消费欲望，个体在消费中得到欲望的暂时满

足，同时又在扩大的欲望中感到强大的无力感与压

迫感，导致个体处于全面受控的异化生存境遇。目

前，学界已在消费作为社会理论批判的主题上达

成共识，但批判大多止于社会学范式或文化范式，

对于如何利用社会学或文化范式解决个体生存的

探讨是较为缺乏的，也就无法解决消费社会的“最

后一公里”问题。本文以消费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

为主线，将消费社会视为一种现代性批判理论，通

过回溯马克思异化批判理论的问题论域，借助马克

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蕴含的深厚社会历史底蕴，理

清消费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根基，并尝试探

讨扬弃资本逻辑，建立社会、生产与人的生存有机

统一的发展逻辑。

一、符号意义操控：消费社会的现代性表征

消费社会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批判理论，是对

消费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主导支配力量的社会状态

的批判，概言之，是关于现代社会呈现的消费异化

现象的批判性理论。消费社会出现于晚期资本主

义社会，西方学者对于消费社会的理论界定较为深

刻，鲍德里亚在社会生产与消费的结构性转变中阐

释消费社会，认为“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生产

实践，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而是在于把以上这

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功能的实质；它是一个虚

拟的全体⋯⋯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1]。

鲍曼则在社会运转中心的意义上认为：“我们的社

会是一个‘消费社会’，就其深刻和基本意义而言，

与我们过去所称的‘生产社会’一样⋯⋯是因为其

中的社会成员首先是作为生产者的；在目前阶段社

会要求其成员——又是首先——要具备消费者的

能力。”[2]在现代发展进步的社会背景下，消费确实

在其对个体具有的普遍性与优先性上占领着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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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它督促人们积极应对变化

生成的感性生活世界，进而表现为现代化进程中人

们日常生活的本质规定。消费社会兴起于西方资本

主义社会成熟时期，科技进步与工业大生产创造了

丰盛的物质财富与强大的消费需求，将消费推上社

会舞台的中心，表现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独立形态。

消费社会在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实体性需求的

基础上，摆脱传统生产型社会使用价值的限定，在

人们精神生活领域建构一种意义消费的价值体系，

这里借助鲍德里亚的“符号”概念进行表述。消费

社会中“很少有物会在没有反映其背景的情况下

被提出来，消费与物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变化：他不

会再从特别用途上去看这个物，而是从他的全部意

义上去看全套的物：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等，除

了各自作为器具之外，都含有另外一层意义”[3]。消

费社会通常通过商标、记号等符号标榜人们在社

会交往中的自我价值，以此获得他者的关注与人际

关系的满足，据此，符号意义成为判断个体生存的

价值标准。虽然人们对于符号意义追求的权利是

平等的，但在意义获得上充满差异，消费社会以此

来主导个体对消费的无限追求，实现符号意义的

价值认同。消费社会在符号意义的操控下形成了全

新的价值特征：一是形成了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

消费社会的符号进阶体系倡导“丰盛与暴力并驾

齐驱”的无限消费，鼓吹少劳动、多休闲、高消费

的生活方式，这种消费主义的增长方式建立在对

自然的不断掠夺之上，将自然视为与主体生存发展

相对立的客体对象，同时消费社会个体在社会交

往活动中将他者视为充满竞争的客体或标榜自我

的价值符号，强化了主客对立的二元思维方式。二

是树立了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游戏成了人们日

常生活形态的主导色调，以至于一切：物品、财富、

关系、服务，在那里都成了摆设”[4]，消费社会在符

号化的虚拟空间中衡量人生意义价值，使人们在

符号意义的指引下脱离现实的生活境遇，在符号

体系中迷失自我，忽略人的存在论意义。三是建构

了虚无主义的价值观念。符号宰制的消费社会，在

商品大量更新换代中导致人们见异思迁、喜新厌

旧，让人们在尽情享受感官满足带来瞬间欢愉的同

时追求一次性满足、活在当下，忘记生命的延续性

与价值的恒常性，精神生活的超越性以及个体存在

的真善美意蕴在这里都沦为虚无。 

消费作为人类基本的生存方式，应当是人丰

富自身发展、获得愉悦情绪的主要手段，是展现个

体本真存在与自由个性的重要途径，是肯定自己、

确证自身的根本方法，“消费行为应当是一种具体

的人的行为，其中包括了我们的感觉、身体需要、

审美感；就是说，在消费中，我们是具体的、有感

觉的、有感情的、有判断力的人，消费行为应当是

一种有意义的、有人情味的、创造性的经验”[5]。然

而，消费社会中消费不但没有成为个人的创造性体

验，促进个体全面发展，反而在符号价值体系的引

导下，给人类现代性生存提出新挑战。一方面，消

费社会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消费社会

在工业化大生产的前提下为了保持现有的经济增

长速度，以符号价值促逼感性需求，制造无止境

消费，将自然视为满足感性欲望的客体，在追求商

品的破坏与消失中破坏自然、挑战极限，导致生产

与消费的分离，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以致出现

资源枯竭、环境恶化、气候异常现象，给人类社会

的可持续进步发展提出严峻挑战。另一方面，消费

社会吞噬人类精神家园的安全感，消费社会中“时

尚和消费占据越来越大的公共与个人生活空间，价

值观的漂浮替代了系统话语的强硬，无规范约束的

‘意义’替代了先验绝对性‘框架’的束缚”[6]。消

费社会在以符号价值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同时，追

求时尚、变幻莫测，导致人们精神居无定所、焦虑

不安，丧失精神家园的安定感与个体生存的安全

感。因此，消费社会中人们不但没能摆脱在生产型

社会中的异化状态，以消费实现人的自由个性与全

面发展，反而在符号意义的操纵下，使消费成为限

制人、奴役人的现代性新工具，导致人陷入新的物

役化状态。要分析这种新的异化状态，应当清楚认

识到消费的符号意义及其表现的社会差异本质上

仍是一种阶级意识，源于资本逻辑宰制。

二、资本逻辑宰制：消费异化的现代性批判

消费社会不但没有改变人们在生产中的异化

状态，反而加剧了异化的程度，使人们彻底沦陷在

日常消费的感性生存状态，导致消费异化。阿格尔

指出：“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的那种单调

乏味、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

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这种获得商品的过程并不

是直接使需求和商品的通常外观对上号。这一过程

要复杂得多⋯⋯”[7]因此对消费异化的分析不能停

留于消费社会的现实表象，应当回溯到资本主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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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方式，立足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时代背景，分

析资本逻辑宰制下消费由肯定人变否定人，由对象

性活动到意识性操控的异化根源。

资本的逻辑是物化的逻辑，消费利用文化与

科技，导致人的主体性丧失，人与商品、与消费活

动相异化。物化的逻辑，是一种质料化的逻辑，是

以物质生产资料为基础与本源，以物质消费活动为

中心与目的的逻辑。资本主义物化逻辑为人类社会

的进步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吞噬人类的主体

性。资本主义社会“要么通过先于生产行为本身的

手段（民意测验、市场研究），要么通过后续手段

（广告、市场营销、包装）”[8]来控制人们的物质消

费需求。资本逻辑利用科技理性的发展逻辑，制造

剩余商品、提升更新速度，利用大众文化的传播逻

辑，制造广泛需求、引导虚假个性，在科技理性与

大众文化的支持下制造出符号阶级的晋升逻辑。

晋升逻辑的一方面内容是主体意识的认同逻辑，

资本通过消费生产完成对消费者的精准定位，并

通过科技与文化引领人们的消费意识、消费心理与

消费行为，引导人们对消费形成肯定的价值判断，

对全面感性化的生存状态形成意义认同。晋升逻

辑的另一方面内容是社会交往的发展逻辑，资本主

义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品牌价值，品牌数量不断

增长、变换更迭，以商标形式对人们进行标记，形

成群体划分，进而凝练人们的生存交往规则，同时

通过大众媒介，使人们自觉认同并遵循符号化的

交往逻辑。然而，前一种认同逻辑的问题在于“见

物不见人”，消费社会中“得到满足的东西，以及随

着生产力的提高愈来愈得到满足的东西，是生产范

畴的需求本身，不是人的‘需求’”[9]，人的消费活

动由手段变目的、由方法变价值，导致人的目的性

缺失；后一种交往逻辑的问题在于“既不见物也不

见人”，人的消费活动不是受制于人的需求与商品

的功能，而是受制于商品符号彰显的附加价值，人

的存在的真实性遭受威胁。总的来说，消费作为人

的实践活动方式，应当“既是人占有对象，同时也

是人为对象所占有⋯⋯只有当对象‘成为对象性的

人’时，人才真正占有对象”[10]。资本逻辑宰制的消

费社会中，人只占有商品的表象，不占有商品作为

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反而使商品及其引导

的消费活动成为左右个体生活的主要因素，产生一

种异己的、外在的力量，奴役并控制着人，人们在

消费活动中不仅丧失消费满足主体生存、社会再生

产以及个体能力提升的基本需求，反而沦为消费

的奴役。

资本的逻辑是同一的逻辑，消费社会依靠资

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人的本真性丧失，人与人相异

化。同一的逻辑，是一种制度化的逻辑，在资本主

义社会“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问题，也无法选择我

们的产品；我们被推着向前，我们被迫前进——被

什么力量？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没有超越自身的目

标及目的，它把人当成它的附属物”[11]。资本主义

同一的逻辑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逻

辑，它创造了西方经济的繁荣昌盛，也制造了紧张

的社会交往关系，消费社会通过资本主义私有制

的对立阶级与政治理念，制造人民的不反抗逻辑，

进而使人陷入虚假的生存方式中。一方面，资本逻

辑在消费领域塑造一种单向逻辑，它以消费的无限

性替代人的有限性，以消费的文化特征取代货币

的阶级特征，通过消费文化，使人们在文化态度、

价值观念与生活模式上表现为被动接受与虚假认

同；另一方面，资本逻辑以“自由、民主、平等”之名

义制造日常生活的差异逻辑，鼓励人们在消费中塑

造自由个性。然而，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幻的，个

人的消费活动始终受市场规律的支配；民主只是

程序的民主，其归根结底受物质财富的制约；平等

只是形式的平等，富人和穷人追求消费的权利是等

同的，但在消费的获得上充满差异。资本逻辑利用

个体生存状态，通过消费符号引导人们寻找个性、

展现自我，但这种个性是同一的，是对人的个性化

存在与自由个性生成的否定，“丰盛不是建立在财

富之中的，而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具体的交流中

的⋯⋯在我们这个‘区分性的社会’中，每个社会关

系都增添着个体的不足，因为任何拥有的东西都在

与他人比较的时候被相对化了”[12]。消费社会利用

资本主义私有制，彰显对物的享受与占有，进而以

物与物的交换关系取代了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使人

们或是放弃人作为社会存在需要进行社会交往的

朴素念头，或是在消费活动中将人与人丰富的社会

关系建立在共同的消费能力强弱的基础上，丧失在

社会交往关系中建立自由个性与独立精神的能力。

资本的逻辑是扩张的逻辑，消费社会制造文

化意识操控，导致人的精神性空洞，人与自身相异

化。扩张的逻辑是建立在资本增殖基础上的扩散

逻辑，而非意义角度的纵深逻辑。资本主义社会稳

定性较差，阶层间、个体间关系变换频繁，社会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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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极强。消费社会一方面利用资本增殖的流动

性，推动全球现代化进程，实现消费主义由地域

向全球的空间扩张，使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普遍

认同；另一方面忽略资源的有限性，按照资本增殖

的逻辑制造活在当下、消费至上的社会精神，在有

限的时间内实现物质的极速消耗与资本的最大增

殖。思想观念的变化服从于社会实践的变化，“正

像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在更高的阶段上从经济方

面生产和再生产自身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

中，物化结构也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地沉

浸入人的意识里”[13]。在资本扩张逻辑的庇护下消

费社会不强迫、不控制，它以现代化进程规定性的

方式出现，使消费实践促进现代发展的观念深入

人心，以一种掩盖真实、逃避自由的文化，使人们自

愿沉沦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宰制中，自觉地将自

己同消费活动同一化，放弃自身本质力量对象化的

能力。“我们不屈服于任何具体的人，我们不同权

威发生冲突，但是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信念，几乎丧

失了个性和自我意识。”[14]消费社会以感性消费的

短暂性取代思想、观念、意识的恒常性，以物质享

乐的个体性取代社会交往的公共性，以无根个体的

当下性取代意义生存的历史性，资本逻辑宰制下的

消费社会以感性方式实现对人精神生活的全面占

领，导致人精神生活的意义空洞、理性丧失、理想

失落。

三、历史唯物主义：消费异化的扬弃与人的全

面性复归

异化的批判与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但在

消费异化的扬弃上学界存在两种相反路径：一种

是向后看，主张通过追溯人类古老的象征交换传

统，以象征交换取代价值交换，实现对人的本质力

量的肯定与单纯社会关系的复归。另一种是向前

看，将异化视为历史论域中的一个环节，主张在社

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中把握异化问题，通过社

会历史的发展进步实现异化的彻底扬弃。

前一种路径以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理论为代

表，其理论本身存在着局限性：一是局限于文化层

面，缺失现实维度。鲍德里亚以消费取代生产，将

消费及消费主义文化视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变化发

展的主导因素，采取本末倒置的观点，否定生产在

社会组织和运行中的基础作用，以符号取代功能，

回避消费在现实生活中的使用价值与社会属性，架

空人存在的根基性，以理论的神秘取代现实的复

杂，使人手足无措。二是局限于经验层面，缺失历

史向度。鲍德里亚将消费社会视为理论批判不证

自明的前提，忽略消费社会的产生是以社会生产方

式进步为前提的，是社会历史进程中一个具体环

节。总体看来，鲍德里亚将消费社会中人与人的社

会交往关系抽象为符号间的结构性关系，将消费

社会抽象成关于符码的形而上学，以符码结构的形

上体系建构实际生存的社会现实，这种异化批判与

扬弃的道路是抽象的。

后一种路径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

代表，马克思虽然肯定原始社会中人对自身本质力

量的占有，人们相互间社会关系的美好，但他也看

到了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限制导致的野蛮状

态，坚决反对以浪漫的幻想麻痹人们。马克思以历

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待异化问题：一方面，肯定物

化水平的提升与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上取得的巨

大成就，承认异化作为社会生产方式发展阶段性

后果的应然性，强调在现实的社会生产水平与现

实的政治经济关系中找寻出路。另一方面，在社会

发展的历时态视阈中看待异化问题，“人们借以生

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

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

方式，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

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15]。

马克思以社会发展的现实性与历史性打破形上观

念的僵固性与永恒性。马克思虽没在其理论中直接

提出过消费异化问题，但在消费社会受制于资本逻

辑宰制的现代性视阈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必然呈现为对消费社会及其异化现象的批判。因

此，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把握消费社会及其异化

问题，应当成为扬弃消费异化、实现人的全面性复

归的现实途径。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向度中实现人的实

践复归，马克思主张通过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来

改变人类生存境遇，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只能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活动中得到完成。马克思

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践

本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

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

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6]。在实

践基础上马克思通过阐释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

来揭示消费的本质。他一方面强调生产相对于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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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所具有的永恒基础性地位，“生产生产着消费：

（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于生产

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通过它起初当

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

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

力”[17]。另一方面肯定消费生产着生产，“（1）因为

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产品之

所以是产品，不在于它是物化了的活动，而只是在

于它是活动着的主体的对象；（2）消费创造出新的

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在观念上的内在

动机”[18]。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不再受生产力水平的

束缚，但大部分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在日常生产

中因无法实现自身的实践本性而转向在消费中确

证自我存在的意义，这是一种本质力量的自我“嫁

接”，但嫁接后“消费者并不比生产者自由。他的意

见是以他的资金和他的需要为基础的。这两者都由

他的社会地位来决定，而社会地位又取决于整个

社会组织”[19]。因此考察消费异化中人们生存境遇

的前提是考察人们在生产中的生存状况。马克思

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科学地引导人们回归感性的

现实社会，清楚地认识到资本逻辑宰制下的消费秩

序属于某种外在规定，必然不具有持久性，应当在

生产与消费的统一性架构中，根源于个人完满追求

的内驱动力，“通过与想获得的东西在性质上相称

的努力来获取它”[20]。因此，在人的实践本质复归

的基础上，应当摒弃资本逻辑宰制，在现代性视阈

下恢复消费实践的本质力量，发挥大众文化与科

技理性的正向、积极效用，倡导一种发自主体自身

需求的消费方式，以及与其匹配的生产方式，在生

产与消费的统一性架构中挖掘个人真正需求、引领

健康交往方式、生成主体自由个性。

“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宗旨就是要在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所涉及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下揭示出

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的社会关系”[21]。马克思将形上

思想落实到形下的现实，他看到消费异化中物对人

的控制表象背后隐含的是人对人、阶级对阶级的

控制，“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表现了人的自我

异化。但是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幸福，

感到自己被确证，它认为异化是它自己的力量的所

在，并在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

在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消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

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现实”[22]。马克思对异化与

人们现实生存境遇的批判本身并不成为其目的，其

历史唯物主义的终极价值旨趣是实现人类解放与

社会进步，引导人们回归饱含信仰与坚持的价值生

活。因此，对消费异化的批判应当立足于整个人类

发展的历时态境遇，在对消费社会自身批判的过程

中建构一个超越自身、指向未来的目标与追求，在

对目标世界的追求中获得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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