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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黑格尔明确区分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开启了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转向。自由理念的实现
依次经历了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个环节。市民社会的成员既相互独立，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又相
互依赖，每个人都以他人为手段。国家超越并提升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内含需要的体系、司法、
警察和同业公会三个环节。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颠倒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
的关系，对两者的区分存在不彻底性，忽视了文化批判领域，存在着国家至上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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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明确地区分
开来，开启了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转向，他是思
想史上全面阐释现代意义市民社会理论，并系统
研究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
的开创者。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是现代市民社
会理论的奠基性著作。黑格尔究竟怎样理解市民
社会，黑格尔开启的现代市民社会理论与表征政
治意义的传统市民社会理论有何异同，它对后世
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它又有着哪些难以克服的缺
陷？澄清这些问题，对于理解市民社会理论的发
展脉络，对于把握中西市民社会的理论和现实差
异，对于推进在我国学界已经形成热潮的市民社
会问题的探讨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伦理的环节
市民社会理论是黑格尔法哲学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而法哲学是关于客观精神的哲学。客
观精神实际上主要指社会意识，它分为法、道德
和伦理三个环节，法哲学也相应地包含抽象法、
道德和伦理三个环节。三个环节都是在不同形式
和阶段上自由的体现，较高阶段比前一阶段更真
实、更具体、更丰富，这是理念由“他在”而回复到

自身的过程，是意志自由实现的过程。在抽象法
的阶段只有抽象的和形式的自由，在道德阶段就
有了主观的自由，伦理阶段是前两个环节的真理
和统一，意志自由得到充分具体的实现。意志自
由借助外物（特别是财产）以实现自身就是抽象
法，在内心中实现就是道德，既通过外物又通过
内心得到充分的现实性，就是伦理。[1]3、7、12 市民社
会是伦理自我发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是一种体
现了特定意志自由的伦理实体。
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伦理的发展即自由
理念的实现又依次经历三个环节：家庭、市民社
会、国家。这是一个由个别、特殊到普遍所构成的
正、反、合的过程。要理解作为伦理实体的市民社
会，就必须首先理解作为伦理实体起始阶段的家
庭。黑格尔认为，家庭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
神，维系其存在的基本原则是“爱”。
“作为精神的
直接实体性的家庭，以爱为其规定，而爱是精神
对自身统一的感觉。因此，
在家庭中，人们的情绪
就是意识到自己是在这种统一中、即在自在自为
地存在的实质中的个体性，从而使自己在其中不
是一个独立的人，
而成为一个成员。”[2]175 换言之，
家庭因“爱”而获得其规定性，它是一种因爱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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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而将其成员连接起来的社会共同体，其成员不
是基于利益原则，而是基于爱的原则处理相互之
间的关系，并把自己视为家庭这个整体的一部分
而不是独立的个人。关于爱的原则，黑格尔进一
步解释道：
“ 所谓爱，一般说来，就是意识到我和
别一个人的统一，使我不专为自己而孤立起来；
相反地，我只有抛弃我独立的存在，并且知道自
己是同别一个人以及别一个人同自己之间的统
一，才获得我的自我意识。”[2]175 这种爱他人如爱
自己的伦理情感，只能存在于家庭之中，当人们
进入社会，这种情感不再起支配作用。家庭的基
础是婚姻，婚姻不仅只是两性关系，也不仅只是
契约关系，而且是一种“精神的统一”，
“婚姻实质
上是一种伦理关系”，
“婚姻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
理性的爱，这样就可以消除爱中一切倏忽即逝
的、反复无常的和赤裸裸主观的因素”。[2]177 从法
的意义说，家庭是一个人格，作为人格，家庭就在
财产中有其外部的实在性，财产作为遗产而延续
下去，但通过遗产延续下去的不再是家庭，而是
家族。因此，家庭的生命是有时间性的，
家庭在教
育子女中完成它的使命，
过渡到市民社会。
“家庭
的伦理上解体在于，子女经教养而成为自由的人
格，被承认为成年人，即具有法律人格，并有能力
拥有自己的自由财产和组成自己的家庭。”[2]190
家庭的伦理解体的地方，就是市民社会开始
的起点。市民社会是诸多个人和家庭的聚集，是
作为差别性与特殊性的阶段，
“ 市民社会是处在
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2]197。市民社会首
先表现为伦理的丧失，它用“利己”的原则取代了
家庭阶段“爱”的原则，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爱关系
在市民社会已被利益关系所消解，
“ 伦理性的东
西已丧失在它的两极中，家庭的直接统一也已涣
散为多数”[2]198。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中存在着两
个主要原则：其一，市民社会的成员是相互独立
的，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
“具体的人作为特殊
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作为各种需要的整体以及自
然必然性与任性的混合来说，他是市民社会的一
个原则。”
“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
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2]197 即市民社
会中的个人都是独立的和与他人相区别的，唯有
在与他人的区别中他才能成为自己，也唯有在同
他人的区别中他们才具有相互补充、相互满足对

方的性质，才能体现个体存在的价值。但由于他
们都以自我为目的和中心，这使得市民社会成为
一个个人追逐自己特殊利益的私人领域，成为一
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成为私人利益与公共事
务冲突的舞台。其二，市民社会的成员又是相互
依赖的，每个人都以他人为手段。
“特殊的人在本
质上是同另一些这种特殊性相关的，所以每一个
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
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
足。这一普遍性的形式是市民社会的另一个原
则。”
“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
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
到目的的手段。”[2]197 在市民社会中，特殊性与普
遍性是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
“我在促进我的目
的的同时，也促进了普遍物，而普遍物反过来又
“我既从别人那里取得满足
促进了我的目的。”[2]199
的手段，我就得接受别人的意见，而同时我也不
[2]207
得不生产满足别人的手段。”
黑格尔肯定市民社会对家庭所代表的伦理
精神的否定，但他并不认为这种否定具有最终的
合理性。市民社会为个体的独立性和个性得到充
分的展示和发挥提供了舞台，市民社会的成员之
间是相互依赖的，也存在独立的个人之间的联
合，但这种联合只是利益的联合，各自都把他人
当成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因此这些联系、依赖
和联合都是工具性的、外在的，而不是自然的、内
在的和合乎理性的。市民社会这种只顾追求自身
利益、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意志的不受限制和过
度张扬只会导致伦理精神的丧失、社会秩序的混
乱和人类本质的异化，这也决定了市民社会必然
会被更高的发展阶段——
—体现普遍性与特殊性
真正统一的
“国家”所取代。在黑格尔看来，
“国家
是伦理理念的现实——
—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
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思考自
身和知道自身，并完成一切它所知道的”[2]253。黑格
尔所称的“国家”不仅是通常意义上的国家概念，
它包含一系列的规定性。 (1)“国家的理念具有：
（一）直接现实性，它是作为内部关系中的机体来
说的个别国家——
—国家制度或国家法；
（二）它推
移到个别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关系——
—国际法；
（三）它是普遍理念，是作为类和作为对抗个别国
家的绝对权力——
—这是精神，它在世界历史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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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给自己以它的现实性。”[2]259
“国家”不是依据
血缘关系建立，也不受利益原则支配，而是其成
员按理性的原则建立在法律关系上的社会联合
体，独立的个体成为国家公民而不再是任性的个
人。只有在国家中，个人才能在他自己的实质中，
在他自己活动的目的和成果中，获得自己的实体
性自由。
“由于国家是客观精神，所以个人本身只
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
性。结合本身是真实的内容和目的，而人是被规
定着过普遍生活的；他们进一步的特殊满足、活
动和行动方式，都是以这个实体性的和普遍有效
“自在自为的国家
的东西为其出发点和结果。”[2]254
就是伦理性的整体，是自由的现实化；而自由之
成为现实乃是理性的绝对目的。国家是地上的精
神，这种精神有意识地使自己成为实在。”[2]258 国
家所代表的理性原则是伦理精神的最高实现，是
现实世界中最高的伦理实体，它既把家庭和市民
社会统摄其中，同时又提升并超越了家庭和市民
社会。
纵览黑格尔的关于伦理精神发展三个环节
的逻辑推演，我们可以对其市民社会作一总体把
握：市民社会是一种与家庭关系和公民关系相区
别的社会关系样式及其所代表的社会联合体。在
此联合体中，人的个性得到了解放，每一个人都
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而存在，按自己的独立意志
行事，
为自身的特殊利益奋斗。也正是相互独立、
相互冲突的个人不断追寻自身的特殊利益，人们
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满足才得以生成，人们才
结合成一个社会。黑格尔的这个市民社会不是别
的东西，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市场交
换体系及其自我保障机制。[3]55 作为私人自治的领
域，其核心价值是市民社会成员间的相互需要和
契约性交往关系，在此领域中，人们之间的交往
不是源于爱、血缘，抑或理性、法律，而是出于利
益和彼此需要，因为只有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才
能达到自身的目的、满足自身的需求和实现自身
的价值。
二、市民社会的构成
黑格尔不仅阐述了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
一般关系，而且深入至市民社会内部，对其结构
与环节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他指出，市民社会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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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三个环节：
“第一、通过个人的劳动以及通过其
他一切人的劳动与需要的满足，使需要得到中
介，个人得到满足——
—即需要的体系。第二、
包含
—
在上列体系中的自由这一普遍物的现实性——
即通过司法对所有权的保护。第三、通过警察和
同业公会，来预防遗留在上列两体系中的偶然
性，并把特殊利益作为共同利益予以关怀。”[2]203
首先，
“需要的体系”是构成市民社会及其活
动的主要内容。在黑格尔看来，多样化的个人需
要可分为三类：直接的或自然的需要、观念的精
神需要和联系上述两者的社会需要。要满足需要
只能通过劳动这个中介，劳动既包含一般意义上
的生产劳动，也包含教育这种精神劳动。教育又
有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之分，前者旨在获得各种
各样的观念和知识，使思想灵活敏捷，以及把握
复杂的和普遍的关系；后者旨在培养勤劳的习惯
和普遍有效的技能。在市民社会“需要的体系”中
既产生个性化的要求，也产生社会性、普遍性乃
至平等的要求，这是市民社会内含的解放的一
面。但这种解放只是形式的，由于不平等的禀赋
和体质在发展上的差异，伴随着劳动和分工而产
生的必然后果是各个人在财富和技能上的不平
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市民社会的等级差别。各
个等级分别是由具有相同社会地位的人们构成
的集团。在黑格尔这里，等级作为一种社会共同
体把相互独立的个体联系起来，个体只有处于等
级中才能满足其社会需要，才能获得权利、价值
和尊严。
“人必须成为某种人物，
这句话的意思就
是说，他应该隶属于某一特定阶级，因为这里所
说的某种人物，就是某种实体性的东西。不属于
任何等级的人是一个单纯的私人，他不处于现实
的普遍性中。”[2]216 黑格尔认为，在现实的市民社
会中主要存在三个等级：实体性的或直接的等
级，即传统的农业等级；反思的或形式的等级，即
产业等级（包含手工业等级、工业等级和商业等
（ 2）
级）；
普遍的等级，即官僚等级。
黑格尔在对构成
市民社会主要内容的“需要的体系”的论述中比
较清晰地阐明了市民社会的本质特征，即它是一
个以满足需要为目的、以劳动为手段的社会生活
领域，具有经济性和私人性。
其次，司法是法的现实化，法律和司法制度
保障市民社会的所有权。不平等是市民社会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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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产物，为了防止市民社会中因财富和社会地位
等不平等而导致的社会不安定，就需要用法律和
司法制度保障市民社会的所有权。法律是“为了
提供于意识，思想把它明确规定，并作为法的东
西和有效的东西予以公布。通过这种规定，法就
成为一般的实定法”。法“是被知道为普遍有效的
[2]218
。这就是说，
法律要具有客观现实性必须
东西”
满足两个基本要求：其一，法律必须普遍地为人
知晓，这是法律产生效力的前提；其二，法律必须
具有现实性所拥有的力量，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适用是两个有区别的过程，
在适用法律时，应当既要承认法官的理智，也要
对其主观偏私进行有效约束。黑格尔认为，法律
对于市民社会中个人权利尤其是所有权的保护
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正象在市民社会中，自在
的法变成了法律一样，我个人权利的定在，不久
前还是直接的和抽象的，现在，在获得承认的意
义上，达到了在实存的普遍的意志和知识中的定
在。因此，
有关所有权的取得和行动，必须采取和
完成这种定在所赋予它们的形式。在市民社会
中，所有权就是以契约和一定手续为依据的，这
些手续使所 有 权 具 有 证 明 能 力 和 法 律 上 的 效
[2]226
力。”
黑格尔对犯罪行为作了比较精辟和独到的
分析。由于在市民社会所有权和人格得到法律上
的承认，并具有法律上的效力，
“所以犯罪不再只
是侵犯主观的无限的东西，而且侵犯了普遍事
物”，
“对社会成员中一人的侵害就是对全体的侵
害”，[2]228 犯罪是一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在
市民社会中，法院既处理犯罪问题，也处理市民
社会成员之间的纠纷，
“ 市民社会的成员有权利
向法院起诉，同时也有义务到庭陈述；他的权利
有了争执时，只能由法院来解决”[2]230－231。用复仇
的方式对付犯罪是不合乎法的形式和正义的。黑
格尔还特别重视司法程序和审判的公开性，
“法
律程序使当事人有机会主张他们的证据方法和
法律理由，并使法官得以洞悉案情。这些步骤
本身就是权利”[2]231。法院对案件审理和法律适
用程序的公开，不仅使当事人的权利能够得到
切实的维护，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人们建立起
对法律和整个司法体系的信任。司法是对市民
社会成员的自由和权利的保护，司法程序和司

法审判的公开则是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在市
民社会中，正义是一件大事。好的法律可以使
国家昌盛，而自由所有制是国家繁荣的基本条
件。”[2]237
第三，警察（ 3）和同业公会维护市民社会成员
的个人生活和特殊福利。市民社会中对所有权和
人身的侵害通过司法而被消灭了，它同时需要警
察和同业公会以社会公共权力的“普遍物”形式
的监督，以确保市民社会成员的个人生活和特殊
福利得到维护。关于警察在市民社会中的功能，
黑格尔说：
“ 警察的措施首先在使包含在市民社
会特殊性中的普遍物得以实现和维持，它采取了
外部秩序和设施的方式，以保护和保全大量的特
殊目的和特殊利益，因为这些目的和利益是存在
于普遍物中的。其次，作为最高指导，警察的措施
又负责照顾超出这个社会范围以外的利益。”[2]248
市民社会必须以广义的警察权力即公共行政权
力作为自己的环节。同业公会是市民社会的劳动
组织，市民社会成员依据其特殊技能成为同业公
会的成员，同业公会在公共权力的监督下享有各
种权利。市民社会成员在同业公会中认识到自己
的社会性和享有应有的尊严，并形成多种美好道
德观念。加入同业公会对于市民社会成员是非常
重要的，
“ 如果个人不是一个合法的同业公会的
成员，他就没有等级尊严，并由于他的孤立而被
归结为营利自私，他的生活和享受也变得不稳定
了”
，
“他无从建立一种相当于他等级的、比较普
遍的生活方式”[2]250。同业公会是市民社会的环节，
也是市民社会向国家过渡的环节，因为市民社会
的个人是独立的、分散的、以利己为原则的主体，
而同业公会则使这种独立的、分散的主体具有社
会共同体的观念，并相互承认，同时使同一等级
的成员参加社会共同体的普遍活动，从而为市民
社会过渡到国家奠定了基础。“在现代国家的条
件下，公民参加国家普遍事务的机会是有限度
的。但人作为伦理性实体，除了他私人目的之外，
有必要让其参加普遍活动。这种普遍物不是现代
国家所能常提供给他的，但他可以在同业公会中
找到。……在市民社会中个人在照顾自身的时
候，也在为别人工作。但是这种不自觉的必然性
是不够的，只有在同业公会中，这种必然性才达
到了自觉的和能思考的伦理。”[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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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意义及其限度
在政治哲学史上，黑格尔是比较系统地、完
整地提出和阐释现代市民社会理论的第一人，他
基本上把握了现代市民社会的本质特征。黑格尔
的市民社会理论包含着超越其历史时代的合理
价值并对其后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
深远影响。查尔斯·泰勒在考察市民社会的模式
时清晰地阐明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在当代
市民社会理论复兴中的在场性意义。近 20 多年
来，
“人们又开始大谈市民社会了。当然，他们所
援引的并不是那个使用了数个世纪的、与‘政治
社会’具有相同含义的古老概念，而是体现在黑
格尔哲学之中的一个比较性概念”[4]3。近代以来的
各种社会政治理论都试图对从传统社会到资本
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社会形态巨大变迁作出合
理解释。无疑，这一形态变迁的原因最终可追溯
到生产力，但生产力的发展还不能表明社会形态
自身的性质，一种社会形态区别于其它社会形态
的根本点在于其社会关系类型。黑格尔的市民社
会理论是对从传统社会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
会的社会形态巨大变迁的反映，他超越于其他近
代思想家的地方在于，他不是从市场经济社会与
传统社会的具体区别，而是直接深入至它所代表
的社会关系本身揭示市场经济社会的本质。在黑
格尔看来，市场经济社会之所以不同于传统社
会，其深层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发生
了根本改变，这种改变是人与人社会结合方式和
社会构成方式的改变，是改变了的经济交往方式
的本质，是改变了的政治统治方式的原因。[3]55
黑格尔强调，市民社会并不存在于人类一切
历史时期，而只是形成于市场经济社会：
“市民社
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现代世界第一次使理
[2]197
念的一切规定各得其所。”
只有在市场经济社
会中，个人才摆脱了自然纽带的束缚而作为相对
独立的个体存在，他们才因相互需要的交换关系
而联结为一个社会，在此种社会关系尚未形成的
社会形态里，是不可能出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
的相对分离的，是不可能存在独立的市民社会
的。在某种意义上，市民社会的形成是新型社会
关系的形成，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市场经济社会
转换的标志。当黑格尔说市民社会是对以“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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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的家庭伦理的否定时，他并不是指市场经济
社会不需要家庭，也不是指以“爱”为基石的家庭
伦理将会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消失，而是指现代社
会市民社会伦理的主导地位将取代传统社会家
庭伦理的主导地位。市民社会对家庭伦理的否
定，其实质是市场经济社会的社会关系对传统社
会的社会关系的扬弃。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更为可贵之处在于他
试图通过克服市场经济社会交换关系的消极意
义，为它找寻符合人类伦理和理性要求的内在根
据。黑格尔认为，在市民社会中，
单纯的市场交换
关系只是实现了独立个人间自主交往关系外在
的必然性，市民社会成员的联合只是一种彼此把
他人视为手段的外在联合。这种自由的个人之间
的联合有其历史进步性，但它必然导致伦理精神
的丧失和人的本质的异化，因而必须被超越。黑
格尔深刻地洞察到了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当他
同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还在为市场交换关系喝
彩时，黑格尔已经开始对其消极意义进行反思，
并为克服其局限性寻找出路了；当大多数思想家
还只是着眼于从人的自然本性中寻找人类社会
的伦理依据和伦理缺陷时，黑格尔已经把目光投
向了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规律。在黑格尔这里，
伦理精神的丧失和人的本质的异化并不是现代
社会关系的外在特征，而是市民社会的内在规
定，只有市民社会所代表的伦理阶段被超越之
后，才能达致自在自为的社会意识，才能使人过
真正人的生活。黑格尔的这一理念，不但是对亚
当·斯密等近代思想家们对“无形之手”的崇拜和
迷信的批判，也是极富远见的“预言”。它预示着
马克思从经济关系，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
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可能性，也预示着
当代西方思想家从文化批判路径寻求超越市场
交换关系，
追寻人的完满性的努力的必然性。[3]57
由于黑格尔是从伦理精神的维度而不是从
现实的维度出发探究市民社会的，他的市民社会
理论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缺陷。首先，他颠倒了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他把政治国家凌驾
于市民社会之上，将政治国家视为超越并决定市
民社会的因素，正是这种“倒因为果，倒果为因，
把规定性因素变为被规定的因素，把被规定的因
素变为规定性因素”[5]124 的观念，使他深陷历史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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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论。其次，他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分存
在不彻底性，认为市民社会是伦理精神的丧失，
是个人追求私人利益的战场，特殊性与普遍性严
重对立。对市民社会的特殊性所展现的非理性方
面的过分凸显使得他把司法制度和以警察为代
表的内政体系等本属于政治国家的机构纳入市
民社会之中。再次，他没有看到市民社会中存在
着一个有别于市场交换体系的文化批判领域。（ 4）
葛兰西、哈贝马斯等人认为，正是市民社会所内
含的文化批判领域克服市场交换关系给人类生
活造成的异化和市民社会的伦理缺陷，也正是它
不断为政治国家重塑合法性根据。最后，黑格尔
的市民社会理论中存在国家至上主义倾向。（ 5）他
贬抑市民社会、高扬政治国家。政治国家与市民
社会被置于善恶的两端，前者是善的体现，是伦
理精神的实现；后者是以利己为原则的个人私利
的战场，它唯有“依靠从国家得到睿智的领导和
道德的旨意”[6]729。他还声称“国家是神的意志”，
“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2]259，
“人们必
须崇敬国家，把它看做地上的神物”[2]285。黑格尔在
这里完全忘却了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规制作
用，并把克服市民社会缺陷的希望全盘托付给了
政治国家，其中折射出的国家至上主义倾向为政
治独裁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正如萨拜因所指出
的：
“对国家加以理想化，以及对市民社会给予道
德上的低评价，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却不可避免的
要导致政治上的独裁主义。”[6]729

书馆，1961：212－216.
（3）黑格尔所说的警察泛指内务行政，除了军事、外
交、财政以外，其他一般内政都包括在内。参见[德]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
馆，1961：237.
（4）当然，在黑格尔所处的时代，欧洲尤其是德国的
市场经济还处于初级阶段，新的社会关系和伦理
秩序正在取代旧的社会关系和伦理秩序，但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还未建构起能完全取代旧意识形
态的文化批判领域，其功能也未得到充分发挥.
（5）在这里，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内存于黑格尔市民
社会理论中的一个矛盾，他极力要界分市民社会
与政治国家，同时又完全把市民社会置于政治国
家的驾驭之下。这足以说明黑格尔虽然为我们所
面对的市场经济社会解决自由与秩序、社会自主
与国家强制的矛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但他
那被绝对精神所支配的思辨体系本身就深深地被
困于这些矛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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