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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休闲是人摆脱劳动时间限制的自由发展追求，但消费社会视域下的休闲仍然表现出明显的物化特征。

休闲的自由时间并没有真正摆脱劳动时间的束缚，而是表现为劳动时间的产物或延续，表明休闲没有

摆脱资本逻辑的掌控。真正的休闲不仅要摆脱资本逻辑的掌控，而且应当消除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

单纯对立，努力实现主体自由时间与内在精神空间的关联与转换，确立自由时间在主体意识层面的积

极的内容建构，促使休闲成为表征主体个性存在特征的现实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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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休闲对自由时间的

支配具有物化倾向

当代西方社会已经从生产型社会过渡到消

费社会，生产逐渐退隐到幕后，消费成为社会生

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生活模式，现实生活中局

限于生命需求的消费逐渐被人的全面的社会需

求取代，休闲与发展成为时髦的社会需求，主体

意识与商品物的敏感纠结关系成为理论关注的

热点，反映了人的现实生存状态，成为表征人的

主体意识逐渐确立的社会领域。
消费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决

定人的生活状态的社会范式，为人的社会休闲

活动提供现实条件。休闲是与生产活动相对的

活动，它建构在生产劳动的基础之上，具体表现

为人对自由时间的自主支配，休闲的本质是对

自由的实现。自由时间是人的休闲和娱乐等全

面生活的重要前提，“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

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

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

就还不如一头载重的牲畜。”［1］90从理论上讲，人

具有自由支配自己时间的休闲权利，但在现实

生活中，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人类在漫长

的社会历史中把绝大部分的时间都耗费在物质

生产活动中，人的时间大部分表现为劳动时间。
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休闲只表现为少数

人的专利，社会不仅发生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

的分工，而且产生劳动和享受休闲的分离，大多

数人沦为劳动的工具，单纯承担着物质生产劳

动功能，而少数人则承担着休闲功能，表明社会

生产力处于不发达的社会阶段，生产和休闲处

于直接对立之中。在进入工业社会后，社会生

产力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广大劳动阶

级，使得他们的劳动时间逐渐缩短，可支配的自

由时间不断增加。马克思指出，“社会的自由

时间的产生是靠非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工人

超出维持他们本身的生存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

延长的劳动时间的产生。”［2］216 在资本主义社会

生产的背景下，以劳动时间为基础探讨人的自

由时间，“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是指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以外的可供个人随意支配的闲暇时间，

是劳动者生活时间的一部分。”［3］20 劳动时间的

不断缩短和自由时间的不断增加，表明人们具

有自由休闲发展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变成现

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还有很多问题和矛

盾需要面对。
休闲作为对自由时间的自主支配，本身应

该摆脱生产的束缚，但在现实生活中，各种休闲

活动却仍然带有生产的物化特征。消费社会视

域下，社会成员的现实生活与商品物发生密切

的联系，国民的幸福意识也与商品物密不可分，

导致国民创造幸福生活的休闲行为也开始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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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的特征。“幸福概念的意识力量，并不是

来自于每个个体为实现本人幸福的一种自然倾

向。从社会历史观来看，这是由于幸福的神话

将平等神话收藏并转化到现代社会之中了。自

工业革命和 19 世纪革命以来，所有的政治的和

社会的毒性转移到了幸福上。幸福首先有了这

种意识意义和意识功能，于是在内容上引起了

严重后果: 幸福要成为平等的神话媒介，那它就

得是可测之物，必须是物、符号、‘舒适’能够测

得出来的福利。”［4］23 追求社会财富的目标导致

国民社会生活具有单向度的特征，导致人的社

会需求变成物质财富视域中的需求，人们对物

质财富的拥有和享受的感觉代替人的全面的社

会需求，动物的本能需要主导人的全面需要，

“一切肉体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

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5］86 国民的社会

生活笼罩在商品物的阴影下，无法摆脱商品物

的无形之手的操控。“商品关系变为一种具有

‘幽灵般的对象性’的物，这不会停止在满足需

要的各种对象向商品的转化上。它在人的整个

意识上留下它的印记: 他的特性和能力不再同

人的有机统一相联系，而是表现为人‘占有’和

‘出卖’的一些‘物’，像外部世界的各种不同对象

一样。”［6］169 －179消费社会中的休闲活动对自由时间

的支配带有典型的物化特征，这种物化特征在中

国社会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全球化背景下，中

国同时受到以工业化为代表的生产型社会和后

工业化时代的消费型社会的双重影响，导致中

国社会的休闲活动带有典型的地域性特征。
中国社会休闲的物化特征表现在两个方

面。首先，休闲行为的目的不是通过对自由时

间的支配来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休闲

行为的目标指向物的消费，表明人在物的消费

中仍然缺少真正的自由选择权利，休闲活动表

现为被诱导的被动行为，背离了休闲实现主体

自由的初衷。每年“十一黄金周”都会有大量

国民出境旅游，其中到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

旅游目的并不单纯是欣赏自然或人文社会景

观，而是借旅游的机会到境外购物，购物的需求

甚至超出旅游观光的需求。这些消费者一到国

外就迫不及待地冲进免税商店，购买喜欢的各

种商品和奢侈品。这些游客的商品购买计划在

国内就已经计划好了，不需要太多的挑选，导致

国外商家把中国消费者嘲笑为钱多人傻的暴发

户，这表明一部分中国人的旅游休闲变成是为

了购物而旅游，其主要精力集中在购物方面，失

去了休闲的特征。
其次，休闲是被操控的休闲，从消费行为到

消费心理都从属于社会经济领域的商品交换活

动。中国社会国民的休闲不是个人的自主选

择，而是被操控的被动选择，包括个人对其他人

的一种从众心理的作怪，导致休闲成为一窝蜂

式的休闲。当休闲集中在特定的时间，这就意

味着休闲是被操控的休闲，不是个人的主体自

由选择，而是社会的总体调控。这种休闲不考

虑休闲的对象，因为对象面向全体国民; 同时也

不考虑休闲对时间、地点、对象等特殊需求，把

大部分人的休闲时间集中在所谓的“黄金周”，

导致休闲的“黄金周”变成商家和旅游景点的

“黄金周”，促使特定时间内的商场和旅游景点

成为追逐高额利润的商业主体，休闲的民众成

为待宰的羔羊。
消费社会视域下的人的休闲和消费变成与

商品物直接相关的社会活动，其实质是人对自

由时间的支配并没有真正摆脱社会生产和商品

销售活动的最终影响，人的消费和休闲变成被社

会操控的消费和休闲，人们忙于对商品的占有和

消费，没有时间关注自身的主体自由，尤其是无法

关注人的意识自由，没有时间甚至没有机会思考

主体意识领域内的精神世界的内在需求，失去建

构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的权利，导致精神世界的

贫乏与空虚，引发人的单向度的存在状态。

二、休闲时间表现为资本操控的

劳动时间的消费

休闲活动是人对自由时间的支配，体现人

生而自由的发展诉求。在时间面前人人平等，

这种自然物理时间观念促进人在休闲活动中的

平等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休闲就是人对生

产劳动时间的抗议，“休闲并非就意味着一种

享受自由时间、满足和功能性休息的功能。它

的定义就是对非生产性时间的一种消费。”［4］125

休闲作为自由的活动体现人超出生命需要

的社会需求，这种自由发展个性自我的休闲活

动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离不开金钱代表的

物质财富，因而带有物化的特征，仍然会受到资

本逻辑的消极束缚。当代中国社会，休闲直接

与商品物的消费相关，人的休闲意识受到商品

交换关系的影响。商品关系对人的休闲意识的

物化影响导致自由休闲活动变成商品消费活

动，使得休闲这种自由的个性活动变成社会性

的消费活动，屈从于社会消费文化的总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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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内心的

自由的批判向度正在受到生产和技术的侵蚀，

人的内心的批判向度“这一私人空间已被技术

现实所侵占和削弱。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占据

个人的全部身心，工业心理学已不再局限于工

厂的范围。在几乎机械式的反应中，潜化的各

种不同过程都好像僵化了。结果，不是调整而

是模仿，即个人同他的社会、进而同整个社会所

达到的直接的一致化。”［7］11 技术成为一种社会

操控手段，科学承担着意识形态功能，对社会成

员的生活和思想进行技术操控，消除社会成员

的个性化倾向，实现个人与社会的一致。“在

此过程中，反对现状的思想能够深植于其中的

‘内心’向度被削弱了。这种内心向度本是否

定性思考的力量也即理性的批判力量的家园，

它的丧失是发达工业社会压制和调和对立面的

物质过程在思想意识上的反应。”［7］11 在这个意

义上说，发达工业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和休闲都

受到社会的技术引导，个人的真实需要和社会

诱导的虚假需要混杂在一起，人们盲从于对商

品的消费需求，导致生活和休闲活动都是无批

判地单向度地接受社会诱导，将自己的大部分

时间投放于生产劳动中，努力获得最大数量的

工资收入，满足自身在社会诱导下的不断膨胀

的生活需求。
当代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在生产活

动中获取最大利益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思考的现

实问题，为此，我们现在关注的重点仍然停留在

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最大的

经济利益，从而导致劳动时间不断压缩自由休

闲时间。中国社会中的白领阶层人数众多，成

为休闲的主力。判断白领是否能够成为中产阶

级的标准至少包括两个要素: 一定数量的资本

收入和可自由支配的休闲时间。现在中国社会

中许多人的工资收入很高，但他们没有自由时

间，他们的高收入伴随着时间和精力的高投入。
社会中还有一些人工资不高，但有比较多的自

由时间。既有自由时间又有高收入的人在社会

成员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社会的休闲问题是一个任重道远的问题，

我们从未摆脱资本逻辑的掌控，我们在工作中

为高收入奔波忙碌，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财富

去享受生活，我们自己的自由时间仍然处于劳

动时间的范畴之内，导致我们现在最主要的目

标是在创造幸福生活的条件，却没有时间做好

享受幸福生活的心理准备。因此，关于休闲人

们可以说，“每当我们‘有’时间，它便已不再自

由。况且这种矛盾并非只是文字游戏，而确实

很深刻。这便是消费的悲剧性悖论。”［4］120

中国社会国民的休闲状况验证了法国思想

家鲍德里亚的一个著名判断，即“休闲的悲剧

或消磨时光之不可能”。休闲的特定内涵指向

人的自由时间，只有拥有自由时间，人才有休闲

的可能。休闲是与劳动相对的，但这种休闲并

没有摆脱劳动的范畴，而是变成劳动的结果和

延续。鲍德里亚指出，“‘自由’时间实际上是

‘赚到的’时间、是可赢利的资本、是潜在的生

产力，因而需要将其买回来以资利用。如果谁

对此感到惊奇或气愤的话，那么他肯定还停留

在那种对理想化中性且可供任何人利用的‘自

然’时间的天真假设之中。投一枚一法郎的硬

币到自动电唱机中就能‘买到’两分钟的清静，

这种 念 头 毫 不 荒 诞，这 也 反 映 了 同 一 个 真

相。”［4］121 当时间变成商品，变成不是任何人都

可以随意享受的商品时，人的休闲就已经变成

被操控的休闲。“在我们的生产和生产力系统

中，人们只能赚取自己的时间: 这种命定的必然

沉重地压在了劳动之上，也压在了休闲之上。
人们只能‘利用’自己的时间，尽管也许只是一

种空洞得惊人的使用。假期的自由时间依然是

度假者的私人财产，是他通过一年的汗水赚取

并拥有的一件物品、一件财富，他就像享受其他

物品一样享受它———他不会放弃它，或把它给

予、贡献，而要将它用于一种完全的无拘无束、
用于意味着真正自由的时间之缺席。他被紧紧

地束缚于‘他的’时间之上，就像普罗米修斯被

束缚在他的岩石之上那样被束缚于作为生产力

的时间的普罗米修斯神话之中。”［4］122 － 123为了能

够拥有时间和资本，你必须拼命地劳动，这样才

能有劳动之外的休闲时间，同时拥有休闲所必

需的资本，这两个必要条件缺一不可。当我们

面对着这两个条件的时候，你还有勇气说自己

的休闲是自由的吗?

休闲离不开资本所代表的物质条件，是对

非生产时间的自由支配; 休闲不能停留在资本逻

辑的掌控范围之内，如何减少劳动时间，增加自由

时间成为休闲的首要任务。但是拥有休闲的资本

和自由劳动时间这两个梦寐以求的必要条件之

后，人们的休闲还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积极的建

设性特征，这就是休闲必须面对的主体休闲意

识建构问题，这种主体意识层面的建设性直接

决定人的休闲质量，表征人的个性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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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自由时间基础上的

主体休闲意识建构

1． 休闲是对人的非生产性的自由时间的支配

真正的休闲活动建立在劳动时间不断减少

和自由时间不断增加的基础上，建设属于主体

个人的休闲活动，确认主体自由自觉的类本质，

保证人的主体意志自由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选

择空间。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的社会生活

需要物质生活资料，追求物而为物的存在具有

源于自然本性的合理性根据，这是自然界从物

种层面对人的限制，不能粗暴地否定人的本能

的生命需要。但是在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

足后，人在面对各种商品物的过程中就具有了

选择的可能，这种选择的不同表明休闲主体性

的不同水平。无论社会中的商品表现为丰盛还

是匮乏，对物的主动拒绝恰好表明休闲主体的

意志自由，表明主体的自由自主超出动物本能

的单纯限制。康德哲学指出，人的意志自由表

现在人对经验幸福享受的主动拒绝上，只有摆

脱经验幸福因素对主体道德选择的干扰，才能

建立主体的意志自由。康德的意志自由理论可

能受到研究者的诸多非难，但这并不妨碍他的

意志自由理论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理论借鉴。
现代社会中的人并不会对商品物的消费采取简

单拒绝的态度，人们都会首先保证自身衣食住

行的生存需要，然后才考虑休闲等发展需要，因

而人的休闲等全面发展需要具有诸多选择的可

能。如何能够在诸多选择中选择最符合主体自

身条件的需要，这是主体意志自由的客观表现。
现实社会中人的主体自由并不要求像康德哲学

那样对经验幸福采取直接否定的态度，而是对

各种经验幸福进行理性的判断取舍，努力实现

在对经验幸福的理性取舍中保持主体的意志自

由，避免主体的自由意识在物的消费中被物化。
马尔库塞指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的需要

已经被社会操控，人们分不清自己的需要到底

是不是自己的真实需要，社会通过各种技术手

段把各种超出人的需求的各种虚假需要强加于

人，因而如何区分主体的真实需要和社会强加

给人的虚假需要，就成为发达工业社会保持人

的主体自由和批判反思向度的重要条件之一。
在现实的休闲生活中，休闲主体能否从自己的

自由意志出发，客观判断自己的休闲需求及其

与主客观条件的内在契合关系，做出符合自身

条件和体现主体个性特征的休闲选择，这是当

代社会休闲理论研究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2． 基于意志自由基础上的自由时间有助于

摆脱资本逻辑的掌控

我们通常理解的时间是牛顿物理学意义上

的时间，这种时间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均匀流

逝的特征，具有一维性和不可回复性。人们的

这种物理时间观念在政治经济学的资本逻辑中

得到强化，每个人都拥有时间这种自然财富，你

可以把自己的时间财富转让给别人，获得一定

的经济回报，雇佣劳动就是劳动者自由时间的

商业转让结果，由此会获得一定的工资回报。
雇佣劳动之外的时间才可能是劳动者的自由时

间。自由时间受到劳动时间的限制，表现为劳

动时间的对立面。在现代社会中，休闲的首要

功能就是对劳动时间的消极束缚的排除，休闲

的功能就是表现为人对劳动束缚的摆脱，正如

鲍德里亚所言，“没有人需要休闲，但是大家都

被要求证明他们不受生产性劳动的支配。”［4］125

休闲是对非生产的自由时间的支配，这种自由

时间不应该表现为单纯地摆脱劳动时间的束

缚，而应当具有积极的建设性内容。如何理解

自由时间将构成表现人的个性存在特征的休闲

活动的重要切入点。鲍德里亚认为，“‘自由’
时间的深刻要求就在于: 为时间恢复其使用价

值，将其解放成空闲范畴，并用个体的自由将其

填满。然而，在我们的体系中，时间只有作为物

品，作为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用于‘投资’的

由年、时、日、周构成的计时资本才能得到‘解放’。
因此，事实上它已经不再‘自由’，既然它的计

时要受到总体性抽象即生产系统的抽象的支

配。”［4］120当代社会休闲必须面对的社会课题就

是要确立对自由时间的全新理解，摆脱劳动时

间的资本逻辑控制，把自由时间理解为主体自

由建构的时间，不要总是把自由时间置于劳动

时间的阴影之下。摆脱劳动时间的束缚，为人

的自由提供必要的条件，但并不等于自由的充

分实现，执著于与劳动时间的简单对立中的自

由时间是有限意义的受局限的自由时间，它忽

视自由时间自身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内容。
自由时间的积极的建设性内容表现为主体

的自我建构，由于“这种时间在经济上是非生

产性的，但却是一种价值生产时间———区分的

价值、身份地位的价值、名誉的价值。”［4］125 每个

主体在休闲活动中所要实现的目的具有主体自

身鲜明的个性，它具有不同于物质劳动生产的

非物质特征，但并不代表它没有什么积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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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作为消费自由时间的休闲活动产生社

会意义上的区分价值，区分出不同主体的休闲

活动所代表的社会价值意义，表明休闲主体独

特的休闲取向和价值追求，在社会领域区分出

休闲群体和阶层的不同。在现代社会中，人与

人之间处于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辩证关系中，人

为了成为人就必须保持人所共有的人的本性，

但现实的个人又不会满足于与他人的简单雷

同，总是要突出表现自己独一无二的存在个性，

基于对自由时间进行消费的休闲活动承担这个

标新立异的使命。对不同休闲活动的选择，表

明人的存在状态的不同和价值观等精神层面的

显著差异，承载着人的个性诉求。
3． 内在时间和内在空间的转换促进自我意

识的内在建构

休闲活动的消费主体利用自身拥有的自由

时间，努力建构充满个性特征的休闲活动，通过

富有个性的休闲内容体现休闲主体的鲜明个性

存在特征。对于如何展开建构自由时间的建设

性内容来说，实现主体内在时间向内在空间的

转换，探讨主体自我意识世界的积极建构成为

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视域。时间并不是纯粹的

客观存在，它既在我的意识之外，同时又与我的

意识活动直接相关。鲍德里亚认为，“原始社

会中没有时间。想要了解那里的人们‘有’没

有时间，是没有意义的。在那里，事件只是重复

式的集体活动( 劳动、庆祝的仪式) 的节奏。要

把它投射到已然预见且调制好的未来中去就不

能脱离这些活动。它不是个体的，庆祝活动中

积累起来的就是交换的节奏本身。没有名称可

以称呼它，它和交换的词汇混淆在一起，和人及

自然的循环混淆在一起。因此它是‘被联系’
的，而不是被约束，而这种‘联系’并不与任何

‘自由’相对立。”［4］121我们的社会生活总是与时

间相关，我们是通过活动来理解时间，时间表现

为各种社会活动中的时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表明时间并不是均匀流逝的，它随着运动速度

的变化而变化，达到光速运动的物体上的时间

可能会变慢，破解了时间匀速流逝的平等神话。
从客观外在的层面和主体内在层面来理解时

间，有助于理解人的主体意识层面的空间建构，

探讨自由时间的建设性的丰富内涵。外在物理

世界的时间与空间是相互关联的，主体内在世

界的时间和空间也是能够相互关联和转换的。
主体的自由时间能够为拓展主体的内在精神空

间提供可能，实现内在自由时间向内在空间的

转化，同时主体的内在空间也能够拓展主体的

内在自由时间，精神世界的宽度和广度有助于

吸取外在世界的各种精神创造和科学发明，它

能够通过相对地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方式增加

自由时间。马尔库塞指出，人的意识具有潜化

的功能，这种潜化的功能有助于为主体摆脱外

在的束缚，提供个人的私人的精神空间。“潜

化使人联想到自我把‘外部的’移置为‘内部

的’那一套相对自动的过程。因此，潜化意味

着存在一种区别于甚至敌对于外部要求的内心

向度，即能把公众舆论和行为撇在一边的个人

意识和无意识。‘内心自由’的观念在这里有

它的现实性，它指的是人们可以借以变成和保

存‘他自己’的私人空间。”［7］10 － 11 马尔库塞对人

的潜化意识功能的探讨，为探讨人的自由时间

和空间的关联提供了理论资源; 自由时间对劳

动时间束缚的摆脱，为人的内在的自由空间的

建构提供可能。人的精神世界的内在空间建构

的宽度和广度表明人的精神世界的总体水平。
如何通过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积极区分，实

现自由时间的积极的自由建构，摆脱劳动时间

的阴影，消解资本逻辑的社会操控，是现代社会

休闲研究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在消费社会视域下关注休闲与时间的内在

关联，探讨如何走出消费社会资本逻辑为社会

消费设计的消费陷阱的温柔乡，消解劳动时间

和自由时间的单纯对立，将促使休闲活动通过

自由时间消费实现积极的主体自我建构，塑造

社会休闲的个性化发展趋势，使得休闲成为社

会成员塑造个性化存在状态的现实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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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on of the Concept of Justic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Thoughts
DENG Xiao － mang

(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HUST，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 Besides the short-lived Mohist view，the Confucian advocation and explanation constitute the
main stream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 of justice ( Yi，義) ． Even though the Confucianist theory of
justice，in contrast to benevolence ( Ｒen，仁) ，stresses on external social systems，it still originates from some
specific moral sentiments and is equivalent to the so-called perfectly justified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 ( politi-
cal ritual，礼) grounded on natural filial affections． On the contrary，the characteristics of justice ( dike) of
ancient Greece are as follows． The first，it emphasizes fairness ( isos) or equal treatment to everyone． Second，

it pays much attention to punishing the unjust behaviors without exception． Thirdly，the significant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worldly and the divine justice，which is profoundly illustrated by ancient Greeks，not only displays
the sacred aspect of the former justice，but also makes it possible to criticize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ater
one． At last，the very fact that the Greek principle of justice is based on reason ensures its universality and op-
erability and signifies that“rule of reason”constructs the keystone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 The above
characteristics provide the original genes for western democracy in modern ages and showcase the profou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justic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thoughts as well．

Key words: justice ( Yi，義) ; justice ( dike) ; fairness; moral sentiment;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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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sure and Time in View of the Consumer Society
WANG Guo-fu，WANG Li-na

(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6，China)

Abstract: Leisure shows that people’s pursuit of free development from getting rid of labor time limit，
but the leisure and time in view of the consumer society is still notably characterized by materialization． Free
time didn’t really get rid of the stranglehold of labor time，but the product or duration of it，which indicates
that leisure is not getting rid of the control of capital logic ． The real leisure should not only get rid of the cap-
ital logic control，but should eliminate the simple opposition between labor time and free time，try to realize
the association and conversion between the subject’s free time and intrinsic spiritual space，establish the ac-
tive content construction of subject consciousness side，and promote leisure the reality field which express the
characteristic of subject’s 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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