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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与空间正义理论

Harvey's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Theory of Spatial Justice

 

　　作者简介：包庆德(1960- )，辽宁阜新人，历史学博士，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

向：生态哲学；刘雨婷(1995- )，女，内蒙古鄂尔多斯人，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

向：生态哲学。呼和浩特 010070

　　原发信息：《自然辩证法研究》第20189期

　　内容提要：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经典理论进行反思性继承和创新性突破，试图解释

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所遇到的新发展以及新问题。这一新理论视角正是催生于世界范围内经济政治

文化等严重不平衡空间发展的社会现实，这正是资本、技术与其他各要素的全球化泛滥直接导致的结

果。哈维对物质世界的深刻体验，进一步升华为不平衡空间发展理论以及空间正义理论，最终理论宗

旨在于探索如何通过空间解放进一步达到政治解放，从而实现人类全面解放。深入理解和全面把握哈

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对于未来世界新的探索和更好谋划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

　　Harvey's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materialism is the reflectiv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breakthrough of Marx's classical theory,trying to explain the new

development and new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st modern

capitalism.This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s spawned from the social reality that

leads to the unbalanced spatial development of economy,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e

world,and which is the direct result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capital,technology and

other elements.Harvey's profound experience of the material world is further

sublimated into the theory of unbalanced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the theory of

spatial justice,the ultimate purpose of the theory is to explore how to further

achieve political liberation through space liberation,so as to achieve the overall

liberation of mankind.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comprehensive grasp of Harvey's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materialism theory,it is significant and far-reaching for

new exploration of future world and better planning development.

　　关键词：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不平衡空间发展/空间正义/政治解放/人类全面解放/historical

geographical materialism/unbalanced spatial development/space justice/political

liberty/total liberation of mankind

 

　　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又译大卫·哈维)理论的巨大包容性决定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视角

的多维性，并为我们重新审视这个世界提供了新的视界，为预期未来世界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马克

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

　　一、关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审视

　　探索这一理论的形成应将关注点放在发生在哈维本人身上的理论带动身份的巨大转变：哈维由实

证主义转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其地理学绕不过去的历史地平线。

　　1.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的形成

　　首先，从内部因素来说，这与其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背景以及从小对地理学的浓厚兴趣有关。

[1]前者使其养成独立思考习惯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敏感能力；后者使其养成喜欢实地勘察地理学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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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形式。但他看到了传统地理学局限性——地理学知识过于零碎化而缺乏一套完整理论体系将具体地

理学知识进行概括。哈维认为，为实证地理学寻求一种“元理论”或是一种普遍原理不仅是可能的而

且是必要的。

　　其次，当时世界经济政治的社会环境形势为哈维的转变提供了外部动力。20世纪晚期社会主义在

苏东遇到挫折，马克思主义也备受质疑。而此时哈维对地理学的研究不再单纯致力于理论体系构建，

而是更多把目光投向社会领域。他敏锐观察到由于经济全球化浪潮使世界经济中心发生空间维度转

移，仅仅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当下时局变化已显得力不从心，但若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正确引入空

间要素，则会获得对当下世界一个崭新认识。当然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像历史唯物主义、法国马克思主

义者列菲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以及学界逐渐登上历史舞台的空间理论转向等相关理论准备也是必不可

少的。

　　最后，哈维将地理空间维度整合到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中强调空间的重要性，同时指出历史唯物主

义过分强调时间而很少顾及空间的局限性，这使得哈维得以从新角度在批判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上，在学术道路上一直坚持自己的理论创新，即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并由此逐步形成自己的空间社会

建构理论。哈维自觉秉持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建构空间社会建构理论，将其称之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视

角更为准确而恰当。[2]

　　2.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何以可能

　　学界对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进行不同维度的研究，有的较多关注地理学、空间理论、哲学或政

治经济学等方面，也有少部分人更重视文化与文艺研究。就国内学界而言，有的是主要对历史-地理唯

物主义框架进行研究，其中一部分主要是注重分析框架逻辑，而疏于对内容的关注[3]；还有一部分

更侧重对其理论内部内容进行探索[4]；也有学者从后现代主义角度研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而历史

—地理唯物主义正是以一种崭新视角来反思和重构当下社会和未来世界，且还能使我们更深入地从后

现代主义角度思考其合理性。[5]

　　然而，在对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整个思想体系的研究上，张一兵等认为当代国际中号称为马克思主

义者甚多，但哈维作为最突出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其特点极为明显：一是马克思主义立场公开而明

确，坚持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框架内研究空间要素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影响[6]；二

是对后现代主义保持一种拒斥及批判姿态；三是其特有的经验研究风格。[7]由此多数人认为历史-地

理唯物主义是可能的。哈维提出这一理论目的在于对内涵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地理—空间维度的重申以

及对马克思主义空间探索传统的重建，试图建构一种有效空间性话语与理论叙事[8]。此种理解符合

哈维对自己理论目的的概括：“重建马克思的元理论，以便把一种对时空性(以及社会—生态问题)的

理解整合进其框架之中。”[9]11

　　3.对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概念的理解

　　在理解哈维将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时，其实很容易使人们产生误解：哈维究竟

是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概念的？对此的正解，直接影响到是否能正确深入研究哈维的历

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以及正确评价哈维的理论地位。哈维眼中的历史是包含着空间视阈的!既然如

此，哈维又为何专门强调空间要素的重要性，而将历史唯物主义升级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实际上，

哈维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概念的理解在本质上是区别于马克思的，而不是单纯理论嫁接，哈

维对于“历史”的理解是基于历史学意义上，是从资本所建构的地理—空间的连续性维度加以理解

的。

　　4.对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评价

　　首先就理论性质而言，学界对于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研究容易产生一种前后时期的断裂，认为

哈维早期是站在实证主义立场上而后期则是坚定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但在笔者看来，实际上哈维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时期，将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这并不意味着这时期的

哈维与之前实证主义地理学家时期的哈维在理论上产生了断裂，反而在其后来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时

期仍然显露出实证主义地理学遗风。[10]英国学者柯林尼可斯谈到，哈维理论的鲜明特色就在于其马

克思主义理论是直接建构于对《资本论》深刻理解之上的，哈维将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

物主义”，实际上并没有脱离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原则。[11]47因此，哈维历史—地理

唯物主义实质上并没有发生前后时期的立场断裂或前后时期理论性质的对立。

　　其次，在理论意义的评价上也是观点不一。胡大平认为哈维的理论视角更贴近时代趋势，认为马

克思的理论价值还体现在积极防止研究中的形而上学幻想。但唐正东恰恰从理论视角局限性提出不同

看法。当然唐正东也承认哈维在空间阐释上的理论贡献，但同时指出哈维把历史唯物主义转为其历史-

地理唯物主义付出了较大代价，这表现在他不能像马克思一样从整体去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及

其命运问题，而只能是停留在对资本在某一点上按自己面貌所建构出来的地理景观进行描述。且哈维

理论观点也像斯密将私有制视为经济学研究的当然前提一样，将资本通过空间生产来实现的空间建构

当作其理论分析的当然前提，二者同样都受到其学科视阈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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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为我们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一个崭新视角，尤其是其空间建构理论作为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核心，无论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还是对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都具有深度启示和

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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