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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金融危机后，西方社会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最大的冲击，原来以为西方制度、西方的“主义”已经是终极

制度、终极“主义”的观点不攻自破，许多已经偃旗息鼓或者

边缘化了的思潮又开始赢得了自己的市场。典型的就是西方左

翼思潮有了新发展。时至今日，这种发展又呈现出新的动向。

2008 年危机引发了西方左翼思潮的新发展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一度占据世界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和美

国霸权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政治、经济、人权、文化、生

态环境等方面的危机日渐严重。到了 2008 年，危机首先在经

济领域爆发。在危机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了对新

自由主义和美国霸权的反思，其中左翼思潮秉承其较深厚的历

史底蕴和较强的现实批判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表现出了强大

的现实冲击力。

一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发展了自身。进入 21 世纪以

来，西方国家在二战后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的问题开始加剧。

【摘要】从当前主要的西方左翼思潮的表现情况来看，不确定性和发展停滞应该是主流。这首先是由西方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明朗决定的。此外，西方左翼思潮的不确定和停滞也是对前一个时期该思潮发展过快

做再思考的结果。因为缺乏管用的指导思想，西方左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彻底，其分析和目标也是不

彻底的，因而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旧框架中无法解决根本性问题，发展缺乏可持续性。

【关键词】西方左翼  新动向  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D513    【文献标识码】A

西方左翼思潮为何陷入停滞
陈江生 

2008 年的危机更把这些资本主义固有的问题暴露出来。作为

资本主义的重要批评力量，西方左翼学者的影响因此而扩大，

英国学者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于 2009 年出版的《僵

尸资本主义》认为，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金融部门的过

度自由和去管制化所导致的，是 20 世纪 70 年代资本主义世界

危机的积累或推延。安德鲁·克莱曼于 2012 年出版的《大失败：

资本主义生产大衰退的根本原因》则试图恢复利润率下降规律

对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解释力，以证明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这

些批判在新的金融危机时代为左翼赢得了不小的声誉和更多的

拥趸。而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一本《21 世纪资本论》

更是洛阳纸贵，用“正在倒退回世袭资本主义的年代”的论断

震撼了资本主义世界，由此产生了“皮凯蒂现象”“皮凯蒂恐慌”。

人们对 “财富的积累”必然引起“贫困的积累”的资本主义现

象有了直观的认识，直接推动了左翼思潮在西方国家的发展。

二是通过与“反全球化”的天然渊源得到了发展。虽然“全

球化”为社会经济总体上的发展，对先进生产力在世界范围的

扩散作出了贡献，但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生

西方左翼思潮是指与保守主义（右翼）相对的，偏向社会主义的思潮。左翼思潮对

资本主义大多持批判态度，主张平等、民主和多样性。2017 年 6 月，以“抵抗——战略、

策略、斗争、团结和乌托邦”为主题的全球左翼论坛在美国纽约召开 ；法国大选中，有

左翼背景的马克龙战胜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前主席玛丽娜·勒庞，就职法国总统 ；随着

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组阁失败，德国左翼遭遇挫折。这表明，西方左翼陷入彷徨，面临发

展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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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关系全球化的负面作用也是显然的。尤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

劳动密集型人口的就业和生活水平提升方面带来的负面作用，

让那些自称为草根的受损者和自认为是受损者的人把所有的敌

意都指向了“全球化”，因此“反全球化”也赢得了许多支持者。

借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左翼思潮得到了发展。也借着来自“反

全球化”力量，左翼们赢得了许多阵地。

三是左翼思潮的发展对各国政局和社会带来较大的冲击。

西方左翼思潮的发展，对西方世界的政治格局带来了较大的影

响。在法国，右翼下台，左翼上台，苏东解体后的全面右倾开

始全面退潮。人们的关注点开始从用新自由主义解决问题转向

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开始更多地关注失业问题、产业空心

化问题。与此相应的，反思的一代开始形成，西方的许多人在

对东方的崛起感到无所适从的同时，也在问自己是否走错了方

向，是否应该重新设计，包括融合左翼思潮中提出的方法来设

计国家的发展。

当前西方左翼思潮的几个新动向

然而，西方左翼思潮毕竟缺乏成熟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指

导，更多的只是针对某些问题的一些浅层次反思而已，所以其

发展也会比较有限。2016 年以来，已经有一些新的动向表明

这一思潮的变化。

在美国，左翼思潮已经开始退潮。特朗普的当选只能说明

美国社会并不认同左翼的兴起。于是，比希拉里更“左”的桑

德斯败了，而保守主义的特朗普又击败了希拉里。理想主义没

有解决美国的问题，奥巴马执政时的一系列国际与国内政策，

不但没有解决美国国内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反而让美国的经

济形势每况愈下，产生了一系列新矛盾、困境与负面效应。这

表明左翼即使有机会参与政治，其政治依然是不成熟的。因此，

很大一部分美国人不干了，于是反对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

特朗普当选了。当然这种退潮并非暴风骤雨式的，反而还会有

许多亮点。2017 年，左翼论坛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便

召开了第一次左翼学者大会，在此次以“抵抗——战略、策略、

斗争、团结和乌托邦”为主题的大会举行之后，美国出现了许

多抗议特朗普政权的活动。因为，左翼不能从实践中解决问题，

并不意味着左翼所揭示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只要左翼们揭示的

问题存在，左翼思潮就会有市场。从长期来看，退潮也是暂时的。

在英国，左翼思潮则处于一个找不到定位的区间。关键是

英国人显然对英国的资本主义还能不能有效发展非常迷茫，因

此到底该向左去还是向右去也很迷茫。最直接的反应就是脱欧

公投和公投的结果。一方面，有着深厚左翼传统而且金融危机

后经济走势最好的英国本来应该留在欧盟，推进欧盟向左转，

推进欧盟更多地采取关心更多底层人民福利的政策，但是英国

却离开了。另一方面，英国脱欧本来是一件很“右”的事，但

它却又是英国在一体化进程中没有获利或者获得利益较少的那

些所谓的相对“低端”人口借机集中发力的结果。很有点“左

翼民众干了右翼的活”的意思。这说明随着英国国家定位的不

清，左右翼也变得含糊不清，人民更关注的是单纯的某个问题，

而非政治倾向和政治观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左翼思潮向何处

去，在英国也是不清楚的。大概一切都得等到脱欧完成以后才

会有个新的说法。

在德国，左翼会怎么发展同样是含糊的，远不像前一个阶

段能够清晰地看到它在扩张。最为典型的便是默克尔组阁的失

败。作为联盟党的领导人，默克尔已经连续四次成功当选为德

国总理，然而在第四次以 33% 的选票“惨胜”之后，更是在

两个月之后无奈地宣布组阁失败。此次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虽

然再次成功保住了第一大党的位置，但支持率上却出现了史上

最低，所以不得不面临与自民党和绿党共同组阁的复杂形势，

但是自民党和绿党在难民问题上的谈判却怎么也谈不拢。左翼

所希望的是生态环境问题得到积极的解决、社会更趋于民主、

正义和公平、让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能够逐渐减少或者消失、

实行无政府主义，实现共享机制等，因此代表中左翼思潮的绿

党不但反对给难民数量设立上限，同时还要求“受辅助保护者”

能够将其家属也带到德国来，这就遭到了代表中右翼的联盟党

和自民党的强烈反对。终致谈判破裂，组阁以自民党宣布退出

而宣布失败。一方面组阁失败，意味着代表中左翼的绿党的失

败 ；另一方面表明了德国社会的矛盾到了难以调和的程度，这

种难以调和是左右两翼的难以调和。这种斗争的表面化当然意

味着左翼思潮发展的不明朗。一边是默克尔对自民党和绿党的

警告表明左翼势力的强大 ；另一边是极右翼势力的崛起，表面

左翼思潮的敌对力量同样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法国，左翼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也表明左翼思潮得到了

更多的认可。在 2017 年法国大选中，最后剩下了代表右翼政

党的候选人勒庞和代表了中间派的马克龙。马克龙之所以获得

大选胜利实际上和他的左翼出身有着非常大的关系。他的胜利

某种程度上也是左翼的胜利，左翼思潮的胜利 ；但某种意义上

也是法国社会对极右势力的胜利，勒庞冲击终于还是被其他各

派联合抑制住了。但是力挺全球化和欧元区的马克龙到底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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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实际上很难说，虽然他早年就是个“左翼青年”，其思想

不可能不是左翼思潮的一部分，因此说左翼在法国有进展也是

可以的。不过，如果其对手不是极右的勒庞的话，马克龙是否

会当选也实在很难说。因此我们也不能认为法国左翼在 2017

年有太大的进展。至少，在人民中的影响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其所谓的胜利，可能更多是一时的。所以，可以说 2017 年法

国左翼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会否有较大的发展还要再看。

如何看待西方左翼思潮的发展

从当前主要的西方左翼思潮的新表现情况来看，不确定性

和发展停滞应该是主流。我们认为，这首先是西方经济社会发

展的不明朗决定的。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

人类社会的任何阶段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当前西方经济社会

的发展从之前一时期的反危机进入到了迷茫的阶段。在内部，

危机过后的停滞让人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政策是对的，“谁更能

展现个人魅力就跟谁走”的现象不断出现，而个人魅力当然只

能是一时的，如果不能解决那些人们期待解决的问题的话。在

外部，来自于东方的新的理论、新的道路的竞争，有力的竞争

使得西方社会的优越感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该怎么迎接挑战实

现发展，西方社会当前是没有对策的，更不用说比较统一认同

的对策。这同样导致了迷茫，不确定。社会发展的内外部不确

定反映到各种思潮上，反映到各种思潮之间的竞争上，也把思

潮带入了不明确中。

其次，不确定和停滞也是对之前一个时期左翼思潮发展过

快做再思考的结果。以奥巴马上台和连任执政为标志，代表着

自由、民主、平等、全球化的左翼在前一个时期应该是发展得

很快的，但是这种发展又更多的是依托人们对金融危机的不满

而获得的。因此，一旦看到左翼思潮解决不了危机所带来的问

题，一旦看到左翼所主张的全球化等理念实际上对西方的许多

民众并无好处，再思考必然出现。理论上再思考当然会引起在

政治实践上的再思考，带来左翼和左翼思潮发展的停滞。

最后，西方左翼思潮缺乏管用的指导思想，带来了其发展

缺乏可持续性。西方左翼思潮能够在认真思考社会发展客观规

律的基础上，努力去批判资本主义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关措

施，这表明了左翼思潮对社会问题的回应是积极的。但是它虽

然部分承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考，但并非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

思想运动。因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彻底，其分析和目标也是

不彻底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旧框架中是解决不了什么根

本性问题的，甚至解决当前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良策也提不出

来。不会也不可能持续高涨直至彻底

改变西方社会，只会一波一波地起伏，

在人民对资本主义现实不满时有一些

发展，当社会发展不明朗时就跟着不

明朗，当资本主义经济处于繁荣期的

时候回到低潮。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

院长、教授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博

士生宫奕璐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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