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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资本即资本逻辑ꎮ 在资本主义扩张的时代ꎬ随着资本逻辑在广度和深度

上对社会生活的渗透ꎬ资本与文化之间形成了事实同盟:资本逻辑使文化获得了最大程

度的技术提升以及传播范围的最大化ꎻ而文化则使资本逻辑获得最大范围的控制

权———超越物质领域ꎬ进入精神领域ꎬ甚至包括无意识领域ꎮ 资本—文化同盟之消极

性ꎬ既在于道义的缺失ꎬ也在于不可持续性ꎮ 限制资本—文化同盟既是必要的ꎬ也是可

行的ꎬ根本出路在于确认文化特殊性的理念与机制ꎬ要以人类之理想、信念ꎬ创造出超越

物欲主义的精神文明ꎮ
〔关键词〕资本—文化同盟ꎻ资本逻辑ꎻ文化ꎻ物欲主义

资本是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基本概念ꎬ其物质存在形态是货币ꎬ其核心功

能是利润的增长机制ꎬ资本一词即立足于此ꎮ 资本上升为资本主义ꎬ意味着其基

本逻辑对社会的支配ꎮ 法国人米歇尔博德(Ｍｉｃｈｅｌ Ｂｅａｕｄ)有一深刻概括:“资
本主义既非人、亦非机构ꎬ既非出于意愿、亦非由于选择ꎮ 资本主义是一种通过

生产方式在起作用的逻辑ꎬ一种盲目发展而又顽强积累的逻辑ꎮ” “这是一种取

决于商品生产的逻辑ꎬ在这种逻辑中使用价值是必定返回到资本的剩余价值的

支柱ꎮ 而且ꎬ价值必须以现金体现ꎬ商品必须出售ꎬ否则ꎬ积累就会停滞ꎬ危机就

会接踵而至ꎮ” 〔１〕由此ꎬ本文所言之资本ꎬ不是指货币其物而是指资本逻辑ꎮ
本文认为ꎬ在资本主义无限扩张的时代ꎬ随着资本逻辑在广度和深度上对社

会生活的渗透ꎬ资本与文化之间发生了相互构建的作用ꎬ简单地说ꎬ资本逻辑使

文化获得了最大程度的技术提升以及传播范围的最大化ꎻ而文化则使资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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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最大范围的控制权———超越物质领域ꎬ进入精神领域ꎬ甚至包括无意识领

域ꎬ形成了资本—文化同盟ꎬ影响未来文明模式ꎬ值得深入研究ꎮ

一、资本逻辑对文化的作用:没有灵魂的狂欢

关于资本逻辑对文化的作用ꎬ法兰克福学派早在二战期间就开始了研究ꎬ他
们使用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文化工业” (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ꎮ〔２〕 这个概念表示

的是文化在资本主义后危机时代———走出 １９２９ 年大萧条时的一个新方向ꎬ即向

大众充分展示的方向ꎬ但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大众文化价值取向ꎬ而是

指它采用了工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方式ꎬ从而成功地渗透到大众生活的一切方面ꎮ
为什么“文化工业”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因为ꎬ在传统社会ꎬ甚至在资本主

义早期阶段ꎬ文化与物质生产的关系都是疏远的ꎬ文化艺术的价值是由不直接进

行物质生产的上流社会人士来确认的ꎮ 中国先秦典籍«楚辞»记载了宋玉答楚

王问时的观点:演唱«下里» «巴人»曲时ꎬ国中应和者有数千人ꎻ而演唱«阳春»
«白雪»曲时ꎬ应和者不过数十人ꎬ可谓“其曲弥高ꎬ其和弥寡”ꎮ 可见ꎬ历来的文

化艺术是以曲高和寡为常理的ꎮ
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以后ꎬ传统的文化观念还在人们头脑中萦回ꎮ 马克思

１８５７ 年断言“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ꎬ其含

义是ꎬ在资本主义时期ꎬ物质生产的方式已经资本主义化了ꎬ即受资本逻辑支配

了ꎬ但是ꎬ精神生产依然保持原有的非物质化的方式ꎬ其行为方式与价值评价只

存在于精神文化领域ꎬ因此ꎬ它与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是敌对的ꎮ 后来ꎬ马
克思不满足于这个简单的论断ꎬ进一步深入研究实际状况ꎬ在«剩余价值理论»
中开始提到了“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表现”ꎬ他划分出两种情况:

第一ꎬ所有与艺术家所进行的艺术活动相分离的艺术品———如书、画ꎬ由于

它们具有使用价值ꎬ具有离开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独立的形态ꎬ因而能在生产和消

费之间的一段时间内存在ꎬ能在这段时间内作为可以出卖的商品而流通ꎬ“在这

里ꎬ资本主义生产只能非常有限地被运用ꎬ例如ꎬ一个作家在编一部多人的共同

著作百科全书时ꎬ把其他许多作家当做助手来剥削ꎮ 这里的大多数情况ꎬ都还是

向资本主义生产过渡的形式ꎬ就是说ꎬ从事各种科学或艺术的生产者ꎬ工匠或专

家ꎬ为共同的商人资本即书商而劳动ꎬ这种关系同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

关ꎬ甚至在形式上也还没有从属于它ꎮ 在这些过渡形式中ꎬ恰恰对劳动的剥削最

大ꎬ但这一点并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ꎮ”
第二ꎬ在市场过程中ꎬ产品作为商品服从资本主义规律ꎬ但是ꎬ产品同生产行

为是不可分离的ꎬ文化艺术的生产行为有着自己的规律ꎬ因而ꎬ“演员对观众说

来ꎬ是艺术家ꎬ但是对自己的企业主说来ꎬ是生产工人ꎮ 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

域中的所有这些表现ꎬ同整个生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ꎬ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

理ꎮ” 〔３〕

这里ꎬ马克思承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文化艺术领域的渗透ꎬ即“有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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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运用”ꎬ意味着文化艺术也可以按照资本主义方式来进行生产ꎬ服从资本逻

辑ꎮ 但是ꎬ马克思不认为文化艺术的性质发生了什么变化———演员对观众来说

仍然是艺术家ꎬ艺术家依然服从艺术规律ꎬ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出于天性的

能动表现而创作ꎮ 体现资本主义性质的是书商和演出场所的老板ꎬ由于规模的

限制ꎬ资本主义性质在文化领域中的表现ꎬ同整个生产相比微不足道ꎮ 在今天看

来ꎬ马克思对资本逻辑支配文化艺术的力度显然有些低估ꎬ但当时确是如此ꎮ
１７７６ 年ꎬ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就认为艺术家们的劳动是迅速

产生又迅即被毁灭ꎬ在财富的意义上是不必重视的ꎮ 由于马克思使用了“向资

本主义生产过渡的形式”的说法ꎬ可以说他预见到了“文化工业”时期的到来ꎮ
“文化工业”理论主要见之于霍克海默(Ｍ. Ｍａｘ Ｈｏｒｋｈｅｉｍｅｒ)和阿多尔诺

(Ｔｈｅｏｄｅｒ Ｗｉｅｓｅｎｇｒｕｎｄ Ａｄｏｒｎｏ)的«启蒙辩证法»ꎬ此书写于 １９４１ － １９４４ 年ꎬ１９４７
年首次出版ꎮ １９６９ 年再次出版时作者声称:“我们之所以再版这本书ꎬ不仅因为

迫切需要ꎬ而且也因考虑到ꎬ书中不少思想还符合当前时宜ꎮ” 〔４〕 所谓“符合当前

时宜”表明了文化工业现象是战后西方文化发展的一个持续性现象ꎮ
“文化工业”一词中ꎬ“文化”当然是在其本义上使用的ꎬ而“工业”则是指这

种文化创造的目的和手段与工业生产方式相似:首先ꎬ它的生产目的是面向广大

消费者的需求ꎬ而不是少数文化专家的需求ꎬ它甚至制造出一种需求然后满足

之ꎬ因此ꎬ它绝对否认曲高和寡的文化贵族态度ꎮ
其次ꎬ其生产方式是大批量的、可以重新复制的ꎬ因而可以降低成本ꎮ 这种

复制式生产方式既有理念的成分ꎬ也有技术的成分ꎮ 前者是指ꎬ生产者将文化接

受主体的审美兴奋点分解为类型式情节要素———如狂欢、谋杀、性欲与爱情、报
复、探险、灾难、幻想、战争等等ꎬ然后不断拆装ꎬ组合出新作品ꎬ满足大众欲望ꎮ
后者是指技术的进步ꎬ既使得图像化的文化产品得到空前绝后的包装ꎬ音响、色
彩、３Ｄ 技术让场面呈现出来的东西夺得不少人的眼球ꎻ又通过复制与传播ꎬ特别

是网络技术的支持ꎬ使得作品以空前的速度ꎬ占领空前的空间ꎮ
文化工业为什么获得超越传统的成功呢? 就在于它借助了新的工具———资

本逻辑ꎬ它并不是出于对大众化程度本身的迷恋而发展自己ꎬ而是出于依靠文化

产品的利润增长而发展ꎮ 如果没有这一动机ꎬ它宁可什么也不做ꎮ 因而ꎬ对文化

工业来说ꎬ作品获得广泛接受的程度与获得更大的利润是同一回事ꎮ
关于文化工业的成功路径ꎬ美国学者保罗巴兰(Ｐａｕｌ Ａ. Ｂａｒａｎ)、保罗斯

威齐(Ｐａｕｌ Ｍ. Ｓｗｅｅｚｙ)在上世纪 ６０ 年代有一出色的分析(该成果至 ２０１３ 年夏季

才公开发表于美国«每月评论»)ꎮ 他们同样认为ꎬ在资本主义的早期ꎬ文化生活

只是少数人的特权ꎬ绝大多数人一睁眼就要为了维持生计而辛苦劳作ꎮ 在英国ꎬ
直到 １９ 世纪ꎬ大多数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要长时间地辛苦劳作ꎬ而且雇主和监工

还尽可能延长工人的工时ꎮ 在这样的环境下ꎬ文化市场自然微不足道ꎮ
难怪所有的资本主义的批判者都坚信ꎬ只有随着工人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增

加ꎬ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ꎬ劳动大众才能够在“文明的知识层面”获得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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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享受———精神的享受ꎮ
“然而ꎬ事情的发展偏离了预期的轨道ꎮ 的确ꎬ随着收入的增加和工作时间

的缩短ꎬ图书报刊、戏剧、电影、音乐的生产和消费也相应增加ꎮ 然而ꎬ文化产品

数量的剧增也带来了质量的急剧变化———文化产品质量的总体下降ꎮ 随着从手

工生产到规模生产的转变ꎬ文化产业在公司利益的驱动下开始走向堕落ꎬ为了获

取最大利益不惜自贬去迎合人性中的弱点和低级趣味ꎮ 这样的文化输出必然与

我们的愿景背道而驰ꎮ 文化并未带来‘心智、趣味和行为举止的培育和完善’ꎬ
相反ꎬ我们看到的是心智的恶俗化、趣味的低级化以及行为举止的野蛮化ꎮ”

以美国作家米奇斯皮兰(Ｍｉｃｋｅｙ Ｓｐｉｌｌａｎｅ)为例ꎬ他的六部作品曾是 ２０ 世

纪美国排名前 １５ 位的畅销书ꎬ麦克汉默是书中的主要人物ꎬ本质上是一个愚

蠢的、不道德的虐待狂ꎬ而且趣味低俗、酗酒、好色、暴力ꎬ称自己的座右铭是:
“杀ꎬ杀ꎬ杀ꎬ杀!”他崇尚以暴制暴ꎬ甚至草菅人命ꎮ “然而ꎬ这些充斥着嗜杀、暴
力的作品竟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ꎮ 这也难怪克里斯托弗拉法吉(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Ｌａ Ｆａｒｇｅ)要诘问:‘作为一个国家ꎬ我们竟然能够支持并欢迎对待普通生命的这

种态度ꎬ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了?’”
两位学者强烈表达了自己的也许是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ꎬ“无论其实现形

式为知性说服力、审美表达抑或道德诉求ꎬ社会文化的唯一目的都是提高人们对

现实的理解力并拓宽他们的视野ꎬ以便他们更好地发掘自身的潜质ꎮ 然而ꎬ垄断

资本主义的文化机构却反其道而行之ꎬ其目的是让人们接受现状ꎬ适应庸俗的现

实ꎬ放弃完善社会制度的希望和追求ꎮ 除非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能够抑制这

种随波逐流的状态ꎬ否则诺曼米勒(Ｎｏｒｍａｎ Ｍａｉｌｅｒ)的猜想将会在历史的长河

中得到证实:‘１９ 世纪的资本主义耗尽了数百万工人的生命ꎻ２０ 世纪的资本主

义则很可能以摧毁文明人的思想而告终ꎮ’” 〔５〕

为什么文化产品会以堕落的形式去获得更多的人群的接受呢? 西方文化的

成长背景是ꎬ在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时期ꎬ随着基督教的非理性统治逐渐崩溃ꎬ
新教伦理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动机ꎬ资产阶级新人的理想境界鼓舞了

资本主义体制的诞生ꎮ 但是ꎬ进入 １９ 世纪中期以后ꎬ资产阶级的统治越来越成

为新的社会现实ꎬ意识形态的纱巾被撩开ꎬ资产阶级的真实人性得以裸露ꎬ面对

资产阶级社会的“血与火”的现实ꎬ被新教伦理泡沫掩盖的理想世界不复存在ꎬ
作为资本人格形式的资产阶级的出现ꎬ标志着精神世界的衰退是资本逻辑社会

的必然结果ꎮ ２０ 世纪初ꎬ马克斯韦伯用“专家没有灵魂ꎬ纵欲者没有心肝”来
表达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失望ꎮ

这样的时代氛围之下ꎬ作为大众的人们奉行不思考的生活态度ꎬ对物质的追

求造成了高度的紧张和焦虑ꎬ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传统社会的互相守望ꎬ在“耗
尽”(ｂｕｒｎ － ｏｕｔ)和紧张之余ꎬ只有感官的愉悦可以填补心灵的真空ꎬ弗洛姆(Ｅ.
Ｆｒｏｍｍ)称之为“仅靠日常事物还不足以使人彻底缓解孤独感ꎬ人们还需要日常

娱乐来战胜自己无意识中的绝望ꎮ 所谓娱乐ꎬ实际就是人们被动地消费娱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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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所提供的各种声色享受ꎮ” 〔６〕

这意味着ꎬ文化产品不再与资本主义生产相敌对ꎬ它们已经合二为一ꎬ资本

逻辑彻底改造了文化ꎬ让其从精神的圣物降为平庸的感官载体ꎬ不论什么ꎬ让人

疯狂就行ꎬ或者ꎬ以麻醉品安慰人的失望ꎬ令人心悸的摇滚、“杀人如麻”的电子

游戏、炫耀奢侈品与“颜值”的电视剧ꎬ都被称为“文化”ꎮ 今天ꎬ当人们得知所谓

“文化产业”的规模有多么巨大时ꎬ不能不承认的是ꎬ真正的力量就是来自于资

本逻辑ꎬ而不是从事文化的人有多么能干ꎮ
如果说ꎬ通过西方文化的事实来体会资本逻辑对文化的支配作用ꎬ不免有些

隔膜ꎬ那么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语境中ꎬ中国人的感受会更为直观而强烈ꎮ
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之基本内涵当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但是ꎬ当资本逻辑

进入文化运行轨道以后ꎬ文化扩展与文化堕落的共时性存在便无可回避了ꎮ 这

里提供的案例是国产电影«小时代»系列的命运ꎮ
２０１３ 年ꎬ根据青年作家郭敬明小说拍摄的电影«小时代»上映ꎬ粉丝一片欢

呼雀跃ꎮ «中国新闻周刊»同年第 ３０ 期发表署名万佳欢的文章«谁在支撑着‹小
时代›?»ꎬ描写一位郭敬明粉丝在上海ꎬ站在奢侈品商店大玻璃窗外往里张望ꎬ
没好意思进ꎮ “郭敬明描写奢侈品店时有一句话:‘顾客永远是错的’ꎮ 穿普通

衣服的ꎬ(服务生)都爱答不理ꎬ除非你开幻影劳斯莱斯ꎬ他们才会毕恭毕敬地打

开门ꎬ五个服务你一个ꎮ”粉丝“对那种生活ꎬ够不着ꎬ但向往ꎮ”
文章还说ꎬ不光塑造的角色被奢侈品围绕ꎬ郭敬明本人也说自己“很享受物

质ꎬ很享受名和利带来的精致的生活”ꎮ 他一直乐于把都市抽象成一个冷漠残

酷却纸醉金迷的奇异混合体ꎬ而自己则以更冷酷的心境经过与世界的对抗得以

过上了更加纸醉金迷的生活ꎮ 对于未进入社会的青春期读者来说ꎬ这颇具诱惑ꎮ
这种价值观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容纳吗? 主流媒体作出了否定的回

答ꎮ 中国最权威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发表署名刘琼的文章

«小时代和大时代»ꎬ说“青春可掠单纯之美ꎬ但幼稚是她隐形的伤疤ꎮ 幼稚之人

或有美感ꎬ文艺的幼稚和浅薄阶段则是必须超越的ꎮ 今天ꎬ充斥耳目的如果都是

«小时代»们ꎬ或者因为票房有利可图ꎬ就无条件地纵容«小时代 ２»«小时代 ３»的
出现ꎬ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引导社会思潮ꎬ小时代、小世界、小格局遮蔽甚至替代

大时代、大世界、大格局ꎬ个人或者小团体的资本运作或许成功了ꎬ但是一个时代

的人文建设和传播却失控了ꎮ”
但是ꎬ面对已经认可的资本逻辑ꎬ主流媒体的否认并无实质性的意义ꎮ 作为

国产系列片的首套四部曲ꎬ«小时代»系列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累计票房 １５. １
亿ꎬ创下华语系列片票房新记载ꎮ

«小时代»系列为什么可以逆官方的意志而成功呢? 答案就在资本逻辑的

作用———郭敬明对于商业电影的精准把握ꎬ将商业品牌进行最大化营销推广ꎮ
的确ꎬ郭敬明认准的是ꎬ作为顾客的粉丝需要什么ꎬ你就去生产什么ꎬ然后通

过营销活动大声告诉他们ꎬ所需之物将在新一部作品中出现ꎮ 而“关于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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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被批评的内容则不是粉丝们关心的问题”ꎬ郭敬明当然就不必去考虑了ꎮ
«小时代»系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背景下的命运ꎬ似乎更能说明ꎬ在

资本逻辑的构建过程中ꎬ文化无法再独善其身———它的壮大与它的堕落几乎是

紧紧相连的ꎮ
恰如英国人 Ａ. 迈克莱什(Ｍｃｌｅｉｓｈ)所认为ꎬ资本逻辑对文化艺术的作用是

双重性的———既最大程度地推广了艺术ꎬ又解构了艺术的传统意义:“因为文化

产业的兴起ꎬ伟大的艺术在今天比在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被更多的人接近ꎮ
而由此产生的悖论是ꎬ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这种性质ꎬ艺术作品失去了它们对我

们的影响力ꎮ 艺术的存在由于被降低到大众商品的消费模式从而受到削弱ꎮ 对

我们来说ꎬ它已经失去了它对我们的生存论的意义ꎮ 虽然艺术可以被越来越多

的人接近ꎬ与之相悖的却是它对我们的意味越来越少ꎮ 安娜卡列尼娜命中注

定并不比肥皂剧的主人公有更深的意义ꎮ 在叙述方式的大规模的重复使用中ꎬ
仿冒品不断代替了真正的事物ꎬ以至于个体不再能够识别和感受差异ꎮ” 〔７〕

资本给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狂欢ꎬ但也改造了其灵魂ꎬ这就是事实ꎮ

二、文化对资本的作用:破除最后的边界

就在资本推动着文化的转型发展时ꎬ被资本逻辑渗透的文化也反过来对资

本逻辑产生了作用ꎬ破除了束缚资本的一切边界ꎬ即最后的边界ꎮ 为什么说是最

后的边界呢? 即是说ꎬ在文化的帮助下ꎬ连对资本主义的反抗都可以包装为一种

资本主义的消费品ꎬ资本逻辑的力量无坚不摧ꎮ
关于最后的边界之说ꎬＦ. 詹姆逊 １９９０ 年代的用语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彻底

的形式”ꎬ他说:“今天的消费社会才算是资本主义最彻底的实现ꎬ是资本主义社

会最彻底的形式ꎮ 在此ꎬ资本的扩充已达惊人的地步ꎬ资本的势力在今天已伸延

到许许多多此前未曾受到商品化的领域里去ꎮ 简言之ꎬ我们当前的这个社会才

是资本主义社会最纯粹的形式ꎮ 早年ꎬ前资本主义的组织一直受到既有资本主

义结构的容忍和剥削ꎻ到了今天ꎬ它们终于在新的社会组织里被彻底消灭了ꎮ 可

以说ꎬ就历史发展而言ꎬ我们直到今天才有机会目睹一种崭新的文化形式对大自

然和潜意识的领域积极地进行统制与介入ꎮ” 〔８〕

詹姆逊实际上就是通过将资本与文化串联起来得出这样的结论的ꎬ所以他

使用的概念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ꎮ 在整个 １９９０ 年代ꎬ以詹姆逊为代

表的西方学者显示出了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的路径ꎬ关注的重点不是资本对文

化的影响ꎬ而是文化对资本的影响ꎮ 近期ꎬ英国人詹森希克尔(Ｊａｓｏｎ Ｈｉｃｋｅｌ)
和美国人阿尔萨兰卡恩(Ａｒｓａｌａｎ Ｋｈａｎ)对资本主义文化问题作了最新的研

究ꎬ其中有一个重要观点是:“我们试图揭示今日的进步主义政治如何分享并延

续了这样一种文化逻辑:资本主义的逻辑与反资本主义的抵抗逻辑已经趋于一

致ꎮ 换句话说ꎬ我们试图展示来自左翼的批判何以不仅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资

本主义之基本概念ꎬ而且实际上助长了最终推进这一事业的‘替代方案’ꎮ 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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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此种双重性作用的后果:在过去数年里ꎬ市场策略成功地收编了异见者ꎬ并将

反抗包装为一种消费商品ꎻ与此同时ꎬ贫困与不平等问题通过‘发展’的话语被

彻底的去政治化ꎮ” 〔９〕

詹森希克尔和阿尔萨兰卡恩提出的一个重要证据是:在资本主义逻辑

的全面展开中ꎬ资本逻辑具有非常强大、非常柔韧的功能ꎬ它已经不再害怕任何

揭示和批判ꎬ因为它能够借助于文化把这种批判变成认同———对资本逻辑的认

同ꎮ 文章以一个案例来证明其观点: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商店以一种流行的 Ｔ 恤衫为特色ꎬ上面画有美国 １９ 世

纪著名作家埃德加爱伦坡(Ｅｄｇａｒ Ａｌｉｅｎ Ｐｏｅꎬ１８０９ － １８４９)泰然自若的面庞ꎬ
还有黑体字母标注的“辍学者”字样ꎮ 原来ꎬ爱伦坡在弗吉尼亚大学就读期间

沉迷赌博ꎬ最后辍学ꎬ表现得十分桀骜不驯ꎬ而这被视为在最为黑暗和病态的文

学流派之后的灵感来源ꎬ于是弗吉尼亚大学以此为荣ꎬ在校园中设置了纪念坡的

雕刻、塑像和纪念碑ꎮ 印有坡的 Ｔ 恤衫并非“官方”标记ꎬ却成为了这所大学的

象征ꎮ 与此类似的例子是ꎬ一种印有古巴传奇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头像的羊

毛衫在世界各地热销ꎬ这是让人感到奇怪的资本主义与革命的组合ꎮ
在利润这个目标面前ꎬ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从来被尊

崇的观念和见解都消除了ꎬ一切新形成的关系来不及固定下来就陈旧了ꎮ 一切

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ꎬ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ꎮ 就是说ꎬ只要能带来利

润ꎬ无论是爱伦坡还是切格瓦拉ꎬ都是可以接受的ꎮ 何况ꎬ爱伦坡与

切格瓦拉是叛逆的标志ꎬ会给顾客的消费带来精神快感ꎬ消费领域得以开拓ꎮ
笔者在拙著«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河南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中认为ꎬ更能说明问题的ꎬ还是反抗性的先锋艺术被资产阶级社会的同化ꎬ
马尔库塞曾经用了一个词“相互认可”(ｃｏ － ｏｐｔｅｄ)ꎮ 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看重

先锋艺术ꎬ就是认为其是“生活的一部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ꎬ“对现存生

活方式的有意否定ꎬ包括否定它的全部体制、它的整个物质和精神文化ꎬ它的一

切非道德的德性、它的强求和放纵的行为、它的劳作和它的嬉戏ꎮ” 〔１０〕 在这个意

义上ꎬ先锋艺术创造了用艺术推翻经验的独特范例ꎬ使被压抑、被歪曲的“另一

种现实”与“既成现实”———资本主义的现实生活对峙起来ꎮ
美国学者戴安娜克兰(Ｄｉａｎａ Ｃｒａｎｅ)也认为ꎬ欲理解先锋艺术的本质ꎬ必

须看到ꎬ直到 １９ 世纪中期ꎬ“欧洲的艺术家一直是为其所表达的价值观被广泛

接受的上层社会的精英服务的ꎮ 当有些艺术家垄断了精英们的资助时ꎬ那些被

排挤的艺术家则发展出了一种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ꎬ来表明他们对美学创新及

表达自由的政治观点所肩负的义务ꎮ 到 ２０ 世纪早期ꎬ这种角色发展到了顶峰ꎬ
以疏远社会ꎬ尤其是反对资产阶级文化为特征ꎮ” 〔１１〕

戴安娜克兰在文章中提供了接下来发生的事实:至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ꎬ在美

国专门经营现代艺术作品的画廊以及收藏当代先锋派作品的收藏家ꎬ尚屈指可

数ꎮ 随着资本逻辑的全面展开ꎬ在 １９６０ － １９８２ 年间ꎬ２６％ 的抽象表现主义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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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拍卖价超过了 ５００％ ꎻ从 １９７０ － １９８２ 年间ꎬ抽象表现主义画家中有 ５９％
的个人作品拍卖价超过了 １０ 万美元ꎮ 艺术市场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和

企业资金的大量投入(注意:不是艺术接受者个人)ꎮ 美国全国艺术捐赠委员会

对艺术的资助从 １９６６ 年的 １８０ 万美元增加到 １９８３ 年的 １. ３ 亿美元ꎬ各州政府

的资助从 １９６６ 年的 ２７０ 万美元增加到 １９８３ 年的 １. ２５ 亿美元ꎮ 显然ꎬ资产阶级

社会已经接受了这一文化怪物ꎮ
先锋艺术的这一结局说明ꎬ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维系机制是市场关系ꎬ资

本逻辑是最高的逻辑ꎬ具有对全社会的最后发言权ꎮ 资本逻辑在进一步的发展

中不仅支配了人们的意识生活ꎬ也支配了无意识生活ꎬ最后甚至于消解了社会的

信仰体系ꎬ使自己成为一个中心价值和信仰体系ꎬ它成为了现代社会的最后异化

形式———市场上帝ꎮ 倘若不解决这一机制的超人力量ꎬ那么任何一种挑战和反

抗都是徒劳的ꎮ 应该说ꎬ２１ 世纪已经过去了 １５ 年ꎬ资本逻辑的力量依然如故ꎮ
当然ꎬ詹森希克尔和阿尔萨兰卡恩的研究没有停留在这里ꎬ他们更进一

步讨论的是ꎬ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无所不能并非只是让批判家们伤感ꎬ而是实实

在在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恰如«共产党宣言»所描述古典资本

主义时期一样ꎬ爱伦坡 Ｔ 恤衫现象被称为“酷的征服”( ｔｈｅ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ｏｆ ｃｏｏｌ)ꎬ
“这一现象最好被理解为使资本主义自身再生的框架ꎮ 再生是就如下意义而言

的ꎬ即它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组织抵抗形式(反叛 /异见)ꎬ结果反而推动资本主

义实现了创造越来越多商品消费需求的目标ꎬ而生产这些商品的体制却是以剥

削为核心的ꎮ 个体自由的‘革命’话语不仅为资本主义提供了消费的新形

式ꎬ而且为之提供了新生产方式的逻辑ꎮ 企业开始放弃工厂管理的等级化组织ꎬ
代之以重视倡导更为灵活的工人自我管理形式和个人负责制ꎬ这使得剥削更加

有效ꎮ” 〔１２〕

所谓“为之提供了新生产方式的逻辑”是指ꎬ在 １９８０ 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

政策泛滥时ꎬ很多企业摆脱了家长式作风ꎬ废除了大萧条时期以来建立的诸多社

会保障措施ꎬ如解散工会、限制工资、回避环保责任、推进全面的贸易自由ꎬ疏通

全球范围内的财富流动ꎬ而其流向是从最贫穷的社会阶层流向最富裕的阶层ꎬ从
穷国流向富国ꎮ 这里ꎬ“新自由主义”这个事关生产关系的词儿与消费的个性化

要求产生了共鸣ꎬ全球生产力的发展与全球两极分化同步进行ꎬ资本主义的黄金

时期一直行进到 ２００８ 年ꎬ随后ꎬ美国金融危机爆发ꎬ欧洲债务危机跟进ꎮ
当文化的资本逻辑与资本的文化逻辑互相前所未有地膨胀时ꎬ挑战了马克

思主义的生产力发展理论———你不是主张破除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吗? 当文化服从资本逻辑时ꎬ文化便为资本插上了想象的翅膀ꎬ这时ꎬ文化如何

发展似乎已经不重要了ꎬ重要的是以发展主义为内涵的资本主义文明模式还能

走多远ꎮ
在文化的支持下ꎬ资本不断地找到自己扩展的新方向ꎬ比如说ꎬ面对全球极

度的不平等ꎬ为全球所接受的发展主义理念会从生产力增长的角度来提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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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国话语中的“以发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ꎮ 对发达国家的人们来说ꎬ
你不需要为贫富不均而内疚ꎬ只要你去星巴克消费ꎬ购买 Ｅｔｈｏｓ 牌矿泉水、ＴＯＭＳ
牌布鞋、带有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Ｒｅｄ 标识的电子产品或者衣服ꎬ你就参与了发展主义的拯

救行动ꎮ 因为这些企业承诺将所获利润的一部分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扶贫事业ꎬ
崇高莫过如此ꎮ

由于文化的参与ꎬ一个新的概念出现了———德性商品(ｖｉｒｔｕｏｕｓ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ꎬ
它让消费者感觉到ꎬ你购买的不是这些物品本身ꎬ而是一种身份认同———有德行

的消费者ꎬ以消费行为批判资本主义两极分化ꎬ你拥有一颗关心穷人的良心ꎬ具
有世界主义的全球意识ꎮ

詹森希克尔和阿尔萨兰卡恩进一步揭示出:“新的文化资本主义为这

种消费主义模式增加了额外的内容ꎬ它作为反主流文化运动的结果ꎬ允许消费者

利用商品消费不仅作为批判性自我表达的手段而且作为克服消费主义本身的工

具ꎮ 通过这种方式ꎬ德性商品将拜物教观念带至新的极端ꎮ 商品拥有一种齐泽

克恰当地称之为‘救赎性’(ｒｅｄｅｍｐｔｉｖｅ)的特质:商品不仅对我们的个人快感ꎬ而
且对我们的道德幸福感也变得尤为重要ꎮ 它还推动了这样一种荒诞的信

仰:个体通过进一步参与资本主义的大众消费ꎬ能够解决其所带来的问题ꎬ他们

通过购买更多的商品就能够缓解全球贫困ꎮ”“这就为马克思曾经讨论过的商品

拜物教平添了一层额外的神秘主义意涵ꎮ 商品看起来如此充满救赎性、拯救性

的事实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掩盖了其背后隐藏的生产关系ꎮ” 〔１３〕

由于文化参与ꎬ消费不仅给人们带来物质享受的快乐ꎬ而且还提升着人们的

道德感ꎬ由此ꎬ物欲主义的合法性得到新的巩固ꎮ 托马斯杰弗逊 １７８４ 年给乔

治华盛顿的信中说:“整个世界都已经商业化ꎮ 如果能让我们的新国家与之

分开ꎬ我们才能反复思量商业是否对人类幸福有贡献ꎮ 但是我们和它已经分不

开了ꎬ我们的国民已经尝尽了由艺术和工业品带来的舒适ꎬ因而不能再有人来阻

止其使用了ꎮ” 〔１４〕杰弗逊在 １８ 世纪说“整个世界都已经商业化”ꎬ未免有些夸

张ꎬ但也是预见ꎮ 至于“尝尽了由艺术和工业品带来的舒适”ꎬ倒是在实际上描

述出“资本—文化同盟”的存在ꎬ强大到“不能再有人来阻止其使用了”ꎮ

三、瓦解资本—文化同盟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ꎬ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ꎬ资本与文化已经形成了同盟ꎬ称为文化资

本主义或者资本主义文化都行ꎮ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理查德罗宾斯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ｏｂｂｉｎｓ)在«资本主义文化与全球问题»一书中承认ꎬ“资本主义的出

现和兴盛体现了一种文化的成功ꎬ这种文化无论是从其养活的个体相对数量ꎬ还
是从其给个人提供的绝对舒服与奢侈程度来看ꎬ都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种ꎮ”
但是ꎬ资本主义“从来都没能成功地把所有的人平等地整合在一起ꎬ此种失败一

直是它的主要问题之一ꎮ 这种文化已经解决了大部分成员的吃饭或生计问

题ꎬ但并没有解决全部成员的生计问题ꎮ 这种文化促进了医疗卫生事业前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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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进步ꎬ但同样没有造福于所有社会成员ꎮ” “当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是非成败

及其给人类带来的福祸吉凶进行历史的清算时ꎬ我们会看到资本主义并非某些

人所说的‘进步’的化身ꎮ” 〔１５〕

尽管罗宾斯把资本主义文化评价为“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种文化”ꎬ但他揭

示出资本—文化同盟存在两大根本性弊端ꎬ一是道义的缺失ꎬ一是不可持续性ꎮ
对古典资本主义在道义上的批判ꎬ我们已经熟悉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

语言:资本的历史是“血和火”的历史ꎮ 进入 ２０ 世纪以后ꎬ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福利社会的构建ꎬ世人逐渐改变了对资本主义的看法ꎬ认为其体现着人道、自
由、民主ꎬ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ꎮ 罗宾斯认为ꎬ核心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面对边

缘的资本主义国家时ꎬ其道义的沦丧不输于古典资本主义ꎮ
罗宾斯在书中披露了一件事: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ꎬ劳伦斯萨默斯(Ｌａｗ￣

ｒｅｎｃｅ Ｓｕｍｍｅｒｓꎬ先后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克林顿政府的财政次长、哈佛

大学校长)给世界银行的一些同事送交了一份备忘录ꎮ 这份备忘录认为ꎬ世界

银行应鼓励核心国家把“污染严重的工业”迁往不发达国家ꎬ即认为ꎬ清洁的环

境对富裕国家的居民比贫穷国家的居民价值更大ꎬ贫穷国家的污染成本要低于

发达国家ꎬ向不发达国家输出“污染严重”的工业ꎬ绝对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ꎮ
美国学者约翰Ｂ福斯特(Ｊｏｈｎ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Ｆｏｓｔｅｒ) 据此认为ꎬ资本主义永远

不会以牺牲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为代价来进行环境改造ꎮ 其内在逻辑永远是

“让别人吃污染”ꎮ
资本主义文化还会借助于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ꎬ以“隐瞒市场的负外

部性ꎮ 我们讲‘营养不良’而不说‘饥饿’ꎬ这多多少少意味着它是受害人自己的

过错ꎮ 致命的暴乱、屠杀和种族灭绝是该死的‘远古的仇恨’ꎬ而其背后的经济

因素被遮蔽了ꎮ ‘环保主义者’被打上‘特殊利益集团’的标签ꎬ而不是有着正当

关注的公民ꎮ 我们提出各种意识形态来解释全球问题ꎬ并试图撇清市场行动对

于全球问题应负的责任ꎮ” 〔１６〕

相关的一个事实是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乡村银行(Ｇｒａｍｅｅｎ Ｂａｎｋ)
创始人穆罕默德尤纳斯(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Ｙｕｎｕｓ)首倡“社会化商业”ꎬ他与耐克公

司合作ꎬ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儿童制作 ２ 美元的鞋子ꎮ 此计划一经公布ꎬ就受到

来自世界各地进步主义者和热心发展人士的极大热捧ꎬ每个人都希望贫穷儿童

有鞋穿ꎮ 但是ꎬ这些热心者似乎没有意识到ꎬ２ 美元鞋子的生产同样需要剥削第

三世界血汗工厂里的工人ꎬ甚至是童工ꎮ 由于通过文化来掩饰背后隐藏的暴力

性生产关系ꎬ所谓德性商品便源源不断地再生产了自己的对立面ꎮ
关于不可持续性的弊端ꎮ 美国人约翰格拉夫(Ｊｏｈｎ ｄｅ Ｇｒａａｆ) 在«流行性

物欲症»中有如此一段文字:瑞士工程师马希斯威克那格(Ｍａｔｈｉｓ Ｗａｃｋｅｍａ￣
ｇｅｌ)和自己的加拿大同事威廉瑞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ｅｅｓ)将整个星球能够孕育生物

的土地和海洋除以地球总人口(结果即“生态足迹”)ꎬ得出的结果是人均 ５. ５ 英

亩ꎬ而 １９９６ 年的实际人均使用面积达到了 ７ 英亩ꎮ 这意味着ꎬ人类一年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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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ꎬ地球要花 １. ３ 年才能生产出来ꎮ 美国人的生态足迹平均为 １２ 公顷ꎬ如
果世界上每个人都像这样生活ꎬ还需要 ５ 个地球才能维持下去ꎮ

罗宾斯指出ꎬ问题的逻辑就是这样:“美国在软实力竞争中取得的胜利ꎬ创
造了世界民众‘成为美国人ꎬ同时希望拥有美国人的价值观、财富与安全保障’
的需求ꎮ 然而ꎬ对于美国来说ꎬ它不可能让那些国内国外做着美国梦的人都实现

其美梦ꎮ 资本主义文化创造出了这种需求———无论是对某种产品的需求还是对

某种文明的需求———却又不能满足之ꎬ这是很危险的ꎬ可能引起不可避免的不满

和抗议风潮ꎬ而且这些抗议和不满将使人们产生回归自己以前的历史的愿

望ꎮ” 〔１７〕

美国金融危机之后ꎬ西方学界加大了对资本主义之不可持续性的思考ꎮ 本

杰明巴柏(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Ｒ. Ｂａｒｂｅｒ) 在美国«世界政策杂志»上撰文认为ꎬ“９１１”
事件之后ꎬ布什总统并没有呼吁美国人以奉献、勤勉等方式去打败恐怖主义ꎬ而
是更加鼓励消费ꎬ使得美国的消费文化ꎬ即“麦当劳世界”的文化ꎬ不仅得到了认

可ꎬ而且得到了加强ꎬ“这种新的精神幼稚病靠销售获得生存ꎬ它甚至不惜超越

信用体系所能承担的价格去强迫消费ꎮ 促使更多的消费是新总统恢复计划的重

要部分ꎬ美国消费总量占国民生产总值 ７２％ 的比例创造了一个记录ꎬ很少人能

够认识到这正是眼下危机的重要成因ꎮ” “制造商会坚持认为ꎬ他们仅仅是为了

满足消费者需求而进行生产ꎬ但其实这只是幼稚的想法ꎮ 在消费者文化中ꎬ不再

是厂商提供产品和服务去满足真实的需求ꎬ而是厂商制造需求以销售商品和服

务ꎬ这才是他们的成功之道ꎬ成人幼稚化、目标儿童化、抨击尊严和公正ꎬ这将会

使市场更加混乱ꎮ” 〔１８〕

即使金融危机可以阶段性地克服ꎬ资本逻辑统治的前景如何呢? 英国学者

理查德史密斯(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ｍｉｔｈ)的展望是:“如果资本主义增长和消费的引擎无

法停止ꎬ甚至无法减速ꎬ如果资本主义效率和资本主义理性的逻辑正在杀死我

们ꎬ我们除了反思理论ꎬ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要么拯救资本主义ꎬ要么拯

救我们自己ꎬ二者不可兼得ꎮ”
问题恰恰在于ꎬ资本主义增长和消费的引擎是无法停止也无法减速的ꎬ“在

现实世界ꎬ很少有企业能够抵御得住残酷的压力ꎬ而不在数量上实现增长ꎬ如
‘扩大规模’‘扩大企业’‘扩大市场份额’ꎮ 业绩表现不如之前的企业面临着市

值下降、股东用脚投票、甚至情形更糟的风险ꎮ 从这个角度来看ꎬ很难说‘增长

狂热症’仅是一种教条、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崇拜ꎮ ‘增长狂热症’是世界各地任

何一个可以想象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日复一日地对资本主义再生产产生需求的一

种理性而简洁的表现ꎮ” 〔１９〕

面对资本—文化同盟的强大事实ꎬ如果市场经济的选择是无法舍弃的ꎬ便意

味着资本逻辑是不可能根除的ꎬ那么ꎬ文化呢? 文化拯救还有可行性吗? 笔者认

为ꎬ尽管在资本逻辑支配下文化已经发生异化ꎬ但文明拯救的前景还是在于文化ꎬ
限制住文化的资本逻辑ꎬ资本的无限扩张态势才能被遏止ꎬ文化也才能回归本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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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解资本—文化同盟的可能性ꎬ首要之点在于认识到文化与资本有着不同

的本性ꎬ资本本来就是以物欲为手段去实现不断增值之目的ꎬ改变了就不叫资

本ꎬ而文化之发生在于超越物质和自然规定性ꎬ即使进入资本—文化同盟的历史

阶段ꎬ其发生学本性是不能改变的ꎮ
关于文化特别是艺术之发生ꎬ马克思«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非常精

辟的论述ꎬ他从人与动物的区别入手进行分析ꎬ认为:如果将解决生存问题称为

“生产”ꎬ那么动物和人都进行生产ꎬ但是ꎬ由于动物不能意识到自身的存在ꎬ其
生产是受本能支配的ꎬ所以这种“生产”只生产自身ꎬ即局限于自己这个种类的

肉体需要ꎻ人不一样ꎬ人在进化中产生了自我意识ꎬ能够意识到自己和对象的存

在ꎬ甚至可以把自己作为对象来看待ꎬ因此ꎬ人能够克服自身的局限ꎬ比如各个器

官的局限ꎬ使自己超越肉体的限制ꎬ上天入地ꎬ无所不能ꎬ在此意义上ꎬ人能够再

生产整个自然界ꎮ 更进一步的是ꎬ人除了能够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

外ꎬ还能够把“内在的尺度”———即人特有的尺度ꎬ运用到对象上去ꎬ因而ꎬ人也

“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ꎮ
所谓“内在的尺度”意味着人不只是超越了肉体功能的局限ꎬ而且超越了肉

体需要的局限ꎬ生产出了被称为“文化”的东西ꎮ 从考古挖掘出的远古艺术

品———如工具、器皿上的简略图案以及最早的装饰品ꎬ便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马

克思所说“建造”(即造形)中的“美的规律”之含义:其一ꎬ它是人自己领悟到并

创造出来的ꎻ其二ꎬ它不受实用要求制约———因为它并不增加或者改善实用功

能ꎬ它满足的是实用要求以外的需求ꎬ即精神需求ꎻ其三ꎬ尽管它无实用性ꎬ但不

是无意义———真正无意义者不能延续下来ꎬ从文明史来看ꎬ它涉及到超自然性的

人性之生成ꎬ马克思的说法是ꎬ一切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ꎬ都是因“按照美的规

律来建造”的对象性存在ꎬ才产生出来ꎮ
同样ꎬ以文化作为人之标识的德国现代哲学家卡西尔(Ｃａｓｓｉｒｅｒ Ｅ. )ꎬ正是在

法兰克福学派失望于文化工业时ꎬ坚信文化对于人类的超物质意义ꎬ他说:“假
如幸福乃是人类的奋斗的真正目的的话ꎬ则文化便一了百了地被判决了ꎮ 文化

存在的理由是在于人类引进了另一个价值标准ꎮ 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乎一些有如

自然或天命所赋赐的礼品一般的物质ꎮ 真正的价值完全在于人类自身的行为ꎬ
和在于人类藉此行为所要成全的ꎮ” “人类文化所应允的和所能为人类带来的ꎮ
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幸福(Ｇｌüｃｋｓｅｌｉｇｋｅｉｔ)ꎬ而是一些‘与人类的尊严相匹配的福

祉’(Ｇｌüｃｋｗｔｉｒｄｉｇｋｅｉｔ)ꎮ 文化的目标并非要实现世间上的福泽ꎬ而是要实现自由

和实现真正的自律ꎻ此一所谓自由和自律ꎬ并不是指人类施于自然之上的技术性

驾驭ꎬ而是指人类施于其自身的道德驾驭ꎮ” 〔２０〕

卡西尔明确断定ꎬ文化是无关世俗幸福或者物欲幸福的特殊物品ꎬ文化只是

揭示人的精神世界的扩展与强大ꎬ因而ꎬ后来ꎬ“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ꎬ可以

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ꎮ 语言、艺术、宗教、科学ꎬ是这一历程中的不同

阶段ꎮ 在所有这些阶段中ꎬ人都发现并且证实了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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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ꎮ” 〔２１〕

由卡西尔再回到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ꎬ看得出有识之士的信心是如此

之坚定ꎮ 马克思充分认同的是如此见解:单纯追求财富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ꎮ
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ꎬ单纯追求财富只不过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

一小部分ꎬ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必定终结ꎮ 他没有说出来的话

是ꎬ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将存在于精神文化领域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文化是引导

人类自我拯救、自我完善的唯一手段ꎬ既然文化的发生基于此ꎬ那么文化在未来

唤醒自己的历史记忆也是完全可能的ꎮ
这里需提醒的是ꎬ关于文化资本主义堕落的描述ꎬ实际上不无夸张之处ꎬ从

好莱坞电影的相当一些作品来说ꎬ人类的文明共识ꎬ如善恶冲突、爱情、人的奋斗

精神等ꎬ还是普遍可见的ꎬ而真正够得上堕落一词的ꎬ并不容易随意举出ꎮ 这里

反映的就是文化本性之强大性、延续性ꎬ这是瓦解资本—文化同盟的一个缺口ꎮ
其次ꎬ应自觉意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瓦解资本—文化同盟的特殊意义ꎮ

前面提到国产电影«小时代»系列所反映出来的中国式资本—文化同盟现象的

存在ꎬ但是ꎬ客观地说ꎬ当下中国文化的此类现象并非如西方文化那样普遍ꎬ被称

为正能量的文化还是占着相当的份额的ꎬ甚至ꎬ在建国六十周年和建党九十周年

时创作的标志性电影«建国大业»«建党伟业»ꎬ实际上采用了市场化手段———如

明星效应ꎬ而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是可观的ꎮ 之所以能够如此ꎬ就在于中国

采取的是既适合于文化规律、也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文化生产模式ꎮ
中国自 １９９２ 年选择了全面的市场经济体制ꎬ关于文化发展的方针ꎬ中共十

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中有两点ꎬ一是“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ꎬ保障人民基

本文化权益”ꎬ一是“加快发展文化产业ꎬ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

业”ꎬ这就意味着ꎬ中国既适当保留了原有的文化生产机制———保护性机制ꎬ又
适当接受了资本逻辑对文化生产的推进机制ꎮ

在中国ꎬ“文化事业”这一概念意味着非经济手段的文化发展方式ꎬ即通过

行政支持、社会赞助的形式ꎬ确保文化的社会效益ꎮ 如果只承认“文化事业”这
个单一性概念ꎬ那么可能会出现文化生产者对国家的等、靠、要的倾向ꎬ文化生产

可以不考虑大众接受的范围ꎬ反过来影响文化生产的积极性ꎮ 应该说ꎬ从单一的

文化事业概念ꎬ发展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两个概念并举ꎬ这是富于中国智慧的

解决方式ꎮ
对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来说ꎬ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本身便意味着一种主流价值文化的强大存在ꎬ那么ꎬ文化产业这一手段如何在中

国既体现出产业化要求ꎬ又成为主流价值文化本身的构建呢? 这些问题需要在

实践中去加以认识并予以解决ꎮ 应该说ꎬ在经历了一些年头的文化实践之后ꎬ正
确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

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ꎬ强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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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严格市场退出机制ꎬ对内容导向存在严重问题或经营不善、已不具备基

本生产经营条件的国有文化企业ꎬ吊销、撤销有关行政许可ꎬ予以关停ꎮ 意见还

提出ꎬ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发生矛盾时ꎬ经济效益服从

社会效益、市场价值服从社会价值ꎮ 而且ꎬ要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为考

核评价标准ꎮ 另外ꎬ要研究制定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法ꎬ社会效益指标

考核权重应在 ５０％以上ꎬ并细化量化到政治导向、文化创作生产和服务、受众反

应、社会影响、内部制度和队伍建设等具体指标ꎮ 坚决反对唯票房、唯收视率、唯
发行量、唯点击率ꎮ

应该说ꎬ指导意见从健康发展文化产业的角度提出了可操作的方案ꎬ将多年

来已经提出的原则化为可操作性行为ꎬ保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既对

文化艺术实行市场化改革ꎬ同时又能够确保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基本理念的实现ꎮ
基于文化的本性而坚持一定的保护性措施ꎬ又辅之以多样化的文化生产机

制ꎬ即使存在资本逻辑的影响ꎬ那些有理想、信念ꎬ亦有高度艺术追求、审美技巧

的文化人和艺术家ꎬ他们还是能够发挥自己的主体性ꎬ创造出超越物欲主义的精

神文明ꎬ给人类提供诗意的栖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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