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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中的文化领导权 

龙佳解 陈阳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省，长沙市，410000）  

摘要：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上其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理论的文化领导权又是其中的核

心思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本文通过对市民社会思想源流的梳理，阐述其文化领导权的基本

内涵，揭示了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中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葛兰西；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随着实践唯物主义的兴起，以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著

称的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在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西方马克思

主义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以后，葛兰西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者的地位得到了研究界的

共识。但是从国内研究资料来看，对于葛兰西哲学思想的研究，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的展

开。国内的葛兰西研究，除了毛韵泽先生的《葛兰西——政治家、囚徒和理论家》（求是

出版社1987年版）这本专著和仰海峰先生的《实践哲学与霸权——当代语境中的葛兰西哲

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外，其他的只是一些非专题性的论文。毛韵泽先生的

书，更多侧重于对葛兰西生平的介绍，而且主要是从共产国际运动发展史的角度来讨论葛

兰西的，因此对葛兰西的哲学思想并没有深入研究。仰海峰先生的书则是试图从整体上透

视葛兰西的哲学。本文尝试通过从葛兰西哲学中独创的市民社会及其文化领导权的视角

下，来讨论在现代社会中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作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与

新科技革命的强劲推动下经历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又利用其

提早进入工业化乃至信息化社会的巨大优势，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展开了全面的文化渗

透。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自身肩负的改革与现代化的重任之下，面临着如何有效捍卫本

国文化安全，能动地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前行不断开拓道路的历史性课题。在这样的时

代背景下，由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最早明确加以阐述的“文化领导

权”思想，对于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所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演变 

（一）黑格尔之前的市民社会概念 

市民社会概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存在。“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 

首先提出了“市民社会 (political society / community )”的概念。该概念是指政治共同

体或城邦国家, 具体指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之下结成的伦理政治

共同体” [1]76。它主要指的是个人作为公民必须服从国家，市民社会包含在国家概念之

中。这个概念一直沿用很久，也可以说，在其最初的含义上，市民社会是等同于国家的，

二者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从18世纪中期开始，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市民社会与国家

的概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轻微的变化。社会契约论者掀起了反对专制王权的斗

争，“市民社会”也再次被学者所重视。在契约论者那里，“市民社会”是作为“自然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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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相对的概念存在的。契约论者认为，自然状态存在自身无法调和的矛盾，而要克服这

些矛盾的途径就是让人们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自愿让出自己的部分或全部权利给国家，

从而过渡到政治社会，也就是市民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对等关系发生

变化，但是这种变化还是在很小的方面，基本上“市民社会”概念的意义几乎还是等同于

政治国家或政治社会。 

（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 

第一次将国家和市民社会彻底区分开的哲学家是黑格尔。他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

反对将“政治国家”等同于“市民社会”。他认为市民社会是伴随着西欧商业经济的发展

而出现的与国家相分离的社会组织状态,是每个人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是政治国家生活之

外的所有经济和社会过程。在市民社会中,各个成员都有其利益特殊性,即“具体的人作为

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 [2]197，但是, 具有各自特殊性的市民社会成员之间又是相互依赖

的。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 明确指出市民社会不

同于政治国家。在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中，主要包括需要与劳动体系、司法、警察与同业工

会。黑格尔认为真正的伦理是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的统一，是理念的本身的存在，而国家

是这个理念的表现。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与国家区分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自由的实现，

因此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二者之间关系的厘定中，黑格尔反对契约论者将国家视为大家的抽

象的共同意志，如果按契约论者的观点，国家就是单个人的利益的结合，这就把国家的使

命定义为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黑格尔认为这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来理解国家的理论。影

响黑格尔对待契约论者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原因主要是法国大革命活动中关于人们每

个人的对待自由的态度上。他一方面充分肯定了自由的意义，另一方面也认识到了每个人

都拥有充分自由的严重后果，因此他认为必须防止自由的抽象化。黑格尔虽然分析出了市

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内在矛盾，但是他认为当国家以有组织的方式调整市民社会的运行，

并通过伦理观念实现对市民社会进行教育时，就可以把这种矛盾解决。这里，黑格尔就得

出了国家的两种职能：一是管理上的调整功能，二是伦理教育的功能。 

（三）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 

马克思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理解却是和黑格尔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观点截然

相反。黑格尔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马克思则认为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认为: 

“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 就是市民社会…从

这里已经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 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

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是何等荒谬。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

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 因此

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 显然另一方面它对外仍然需要以民族的姿态出现, 对内仍然需

要组成国家的形式。……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

一名称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

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3]130—132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看来,



                                     http://www.sinoss.net

- 3 - 

市民社会是作为经济基础的范畴出现的,指全部物质关系,全部的工商业生活。马克思则认

为,市民社会始终标志着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受生产力制约,同时也制约生

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本质性特征是一切物质交往关系的总和。但是

他并不是把市民社会等同于物质交换关系。实际上，他认为市民社会涵盖了整个私人利益

的领域。“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

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马克思把政治国家之外的一切社会生活领域都看作是市

民社会的内容，而且马克思还立足于现实的物质交往关系，阐述了市民社会在整个社会

中，尤其是对于国家的基础性地位。 

二、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 

葛兰西的国家和市民社会思想主要来自于黑格尔、马克思等有关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思

想，他更侧重于强调市民社会的文化维度。前面我们谈到，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与国

家都属于精神伦理领域，国家是市民社会的最高理想，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市民社会这

一概念是在上层建筑这一领域内实现的。葛兰西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不同于黑格尔的

市民社会概念，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作为经济基础发挥作用的，葛兰西又对马克思市民

社会观点进行改造，认为市民社会是除了国家之外包括其他一切社会生活的社会存在。有

的人通过三者之间的市民社会概念的对比，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更

趋向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的概念。 

（一）市民社会的概念 

虽然我们可以看出葛兰西和马克思市民社会的概念不同，但是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到

葛兰西是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基础之上扩大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范围，而且也没有违背马

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根本性规定。所以葛兰西并不是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直接

发展，而是在马克思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马克思认为：“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

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4]32从

上面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明确地把“市民社会”放到经济基础的范畴之中，葛

兰西则提出了不同于马克思的理论范围。葛兰西发展了现代市民社会概念中的文化维度, 

并将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在新的基础上层建筑上统一起来。他说: “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

个上层建筑 ‘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

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阶层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

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通知’或管辖职能。

这些职能都是有组织的、相互关联的。”[5]7从上面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葛兰西认为

政治社会代表暴力，作为专政的工具，它的作用是来控制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与当时的

经济关系保持一致，它们的执行机构是法庭、监狱、军队等；市民社会则代表社会舆论，

它通过民间的社会组织起作用，在这些组织中，最主要的是政党、公会、教会和学校，还

包括各种意识形态——文化的组织，如报刊、杂志和各种学术文化团体等，总之，在葛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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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那里，市民社会是除了国家以及国家机构之外的一切社会组织。 

（二）市民社会的功能 

1．经济功能 

在对葛兰西市民社会的功能进行分析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它的经济功能。葛兰西的

市民社会是在马克思市民社会的基础发展而来的。他仍然遵循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一基本规律。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作为经济基础起作用的，葛兰西的市民社会则是包

括除了国家以及国家机构之外的一切社会组织。我们可以说葛兰西市民社会充实了马克思

的市民社会思想。经济基础仍然是葛兰西市民社会中的一个部分。所以葛兰西市民社会思

想的经济功能是最基本的。这也是马克思和葛兰西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中的市民社会的经济

功能。 

2．政治功能 

葛兰西市民社会思想的第二个功能是其政治功能。它的政治功能最主要的体现是它决

定了国家的形式。在传统哲学中，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是作为国家政治权力领域和私人生

活领域这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存在的。葛兰西在认真分析西欧和北美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

状况后得出：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对立性正在消失，市民社会已逐渐同化进国家整体之

中。市民社会内部由于渗透进来的政治、宗教、哲学、文化等上层建筑因素，不再单纯地

作为私人生活领域而存在。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因素，使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的融合

加强，对立消失。但是，葛兰西并未把市民社会的全部内容都划入国家范畴，而是将市民

社会的某些成分划入其中。 

3．文化功能 

葛兰西市民社会思想具有上层建筑的文化功能，这也是他最具特色的功能。文化功能

主要指它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认为，现代国家的领导权首先不是政治领导权，而是文

化、意识的领导权。政治国家实际上已逐渐演变成为对文化、意识领导权的保护性机构。

牢牢控制住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使市民社会的文化、意识在统治阶级的控制之下，已成为

阶级斗争的主要目标。鉴于市民社会在现代国家中日益突显的地位和作用，统治阶级必然

会进一步加强对市民社会领域的控制。 

三、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 

（一）两种领导权 

葛兰西在他的市民社会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领导权的理论。“一个社会集团的

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 [5]38从这句话

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领导权：一是文化上的领导权，另一种是政治上的

领导权。这两种领导权分别对应着市民社会和国家，而且这两种领导权都掌握在经济上占

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的手中。在不同的国家，必须要认清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的地

位，认清市民社会中起着堡垒作用的要素。“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

状态，尚未开化；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市民社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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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立即就会显露。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5]194我们可以

看到在当时的俄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不够完善，所以社会依靠的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政

治领导权比文化领导权在国家生活中起的作用更大；相反在西方国家中，市民社会机构更

为完善，单纯的政治领导已经不能控制整个社会的走向，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领导权比政治

领导权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十月革命能够在俄国首先得到胜利，而在西欧国

家实行武装夺取政权而不能得到胜利的原因。这种情况下，葛兰西提出，在西方国家，掌

握市民社会的领导权是掌握政治社会的领导权的先决条件。 

（二）文化领导权 

他认为无产阶级的直接目标是先在市民社会的各个领域中逐步破坏资产阶级在文化、

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然后无产阶级来掌握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进而掌握国家权力；而不

是直接夺取国家领导权。无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之后仍然要重视对市民社会的领导。

“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他领导者同

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领导’；当它行使

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

导’。” [5]38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和领导集团在文化领导权中起着重要作用。他认为所有

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葛兰西所说的

知识分子阶层是那些作为整个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中介的拥有一定特殊世界观和有意识的

道德观的社会集团，他称之为有机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整个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的中

介。葛兰西提出了以有机知识分子为主要权力实行者的新知识分子夺取文化领导权，必须

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即使革命成功了，仍然需要知识分子去巩固这种胜利。知识分子除

了执行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外，还是社会领导当局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代表。在当时

的意大利，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这是由无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决定的，它

没有体现自己对抗南方打地主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 

在如何夺取文化领导权时，葛兰西提出了两种策略——“运动战”和“阵地战”。这

两种作战方式又分为政治上的作战和文化上的作战。政治上的运动战就是对国家机器的直

接进攻；阵地战则是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长期的进攻，这两种策略是相互依托的。

运动战摧毁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最外层的防御体系，市民社会则是隐蔽在国家政权之后

的最坚固的防御体系。“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像现代战争的堑壕配系。在战争中，猛烈

的炮火有时看似可以破坏敌人的全部防御体系，其实不过损坏了他们的外部掩蔽工事；而

到进军和出击的时刻，才发觉自己面临仍然有效的防御工作。”[5]191因此在夺取政权之前

行使的运动战必须转化为阵地战。这样才能更快更稳的建立自己的政权，而且只有这样才

能建立稳固的国家政权。葛兰西认为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在市民社会里先发动阵地战，

要在资产阶级意识领域内，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及其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新世界观进行传

播，然后瓦解资产阶级在市民社会里形成的“堑壕”，建立自己的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市

民社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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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文化领导权的提出是对当时葛兰西所处的意大利社会现实加以分析，是根据国

家和市民社会结构的不同而制定的一个如何夺取政权的解决方案。但是，它在今天的无产

阶级国家发展中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四、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意义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及他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对我们发展国家和市民社会有着重要的指导

意义。主要表现在： 

（一）理论意义 

首先，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于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有指导作用。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多对此比

较重视,而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的葛兰西根据欧洲革命的新形势提出必须重视教育、培

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其通过占有文化领导权,改造社会意识形态,最终获得政治领导权的

理论,无疑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具体和深入具有开创性的作用。 

其次，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思想是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充实和发展，使我们意识到

在思考社会结构的时候，不要依赖于社会历史中二元对立的矛盾的划分。在葛兰西那里，

他不仅看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他还认为我们在研究社会历史的规律时，必

须要研究事物的具体结构，就像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决定和反作用的

关系。市民社会对国家影响是通过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一起起作用的。特别是市民社会所具

有的上层建筑的文化功能。发展完善或者较发达的市民社会是维护其政治统治的“堑壕”

和坚固堡垒。因此在无产阶级统治社会的时候一定要建立起自己的市民社会，这样才能不

断巩固自己的政权。 

（二）实践意义 

首先葛兰西市民社会独特的功能，经济政治文化功能一体化，是在对当时社会和国家

的具体分析之后提出的。它对欧洲社会以及世界各国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社会结

构中的文化结够在社会中起作用的机制。葛兰西对东西方各国国情不同的考察得出了文化

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在社会生活中的所起的作用不同。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较发达的国家，

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必须先掌握这个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如果只是发动运动战，直接武

装夺取政权，而不是先掌握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那么就算武装夺取政权能够取得成

功，但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在随后的文化领导权这一方面跟不上也是不行的。在武装夺取

政权的国家中，巴黎公社就是一个例子。而在市民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武装夺取政

权之后，仍要做好发展本阶级的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巩固自己的政

权。在我国发生民主革命之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随后的社会生活建设中，不断发展

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也不断巩固着我们建立的人民政权。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

间，我国的文化领导权是在政治领导权的控制下发展的，由于“左”的思想居于支配地

位，建立了看似非常稳固的文化领导权，这样文化领导权不是建立于广大民众自觉自愿的

基础上的。这绝不是建立真正文化领导权的方式。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要在保持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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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提倡文化多元化的同时，也要警惕文化殖民主义。在我国的市民社会中，要建立

社会主义的文化领导权，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主流思想文化阵地，同时提高广大民众对我国

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其次，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导权的获取与巩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葛兰

西的文化领导权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我国发展过程中，包括广大学者、理论工作者在内的

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精英阶层为我国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

大力推进社会的知识分子化，即发挥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的作用，借助于

教育等方式推进普通民众的知识分子化，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包括技术知识分子与人文

知识分子在内的知识分子，让每个人都投身于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中。 

综上所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比较复杂,它是特殊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新发

展。葛兰西反对第二国际的庸俗经济决定论，强调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在当代西方无产阶级

革命中的重要性，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革命观。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具有划时代的历史

和现实意义: 因为它突破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唯物主义和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在这个

基础上, 葛兰西强调了过去被忽视的文化上层建筑的社会作用。我们不得不承认葛兰西的

伟大贡献: 不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坚决反对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 以及必须重视文化层

面的作用。“文化领导权”思想对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长远发展也就具有重大的战

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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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ivil society thero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Gramsci,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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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s of the civil society theory and elaborate the basic con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Leadership,this paper reveals the realistic and theoretical meaning of the Cultural Leadership. 

Keywords: Gramsci；civil society；cultural leadership 

作者简介: 龙佳解，男，1953 年 2 月出生，湖南常德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哲学学会常务理

事，湖南省高校哲学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http://www.sinoss.net 

- 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