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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ories on Ideology is reaching its maturity with a clearer framework.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theories, tries to analyze its features and functioning mechanism in order to better the understanding toward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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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对意识形态元理论的研究已日趋成熟，理论框架亦越来越清晰，本文在现有理论框架的基础上，

尝试分析其特征和作用机制，以期对意识形态理论有进一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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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意识形态定义 

最新的意识形态定义为：A set of “objective” 

rule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wer system in a 

social group or class, forcefully immersing itself 

to its members, regulating the thought and behavior 

of its members, penalizing those who violate it, 

with interest as its ultimate objective.即：意识

形态是某种社会集团、阶级内部盛行的，以权力的制衡

为基础，以利益为导向的，具有扩散性、渗透性、强制

性（显性或者隐性），约束人们思想、指导人们行为的

一系列“他者”机制。 

意识形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意识形态包

括一切可能存在变更可能性的人的思想趋向，包括法

律、道德、传统、对待某些事物的观点；狭义的意识形

态虽然没有像法律一样的强制性，但是仍需其成员遵

守，否则同样会受到一定的惩罚。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

和强制性国家机器区分开来，在他看来，法律并不属于

意识形态范围，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在某些行为准则

成为法律之前呢？举个简单的例子：酒后驾车，在成为

刑法条款之前，也只是一条行为准则而已，因此，法律、

法规和传统、道德、文化一样，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 

 

 

 

2.特征 

2.1.阶级斗争性 

无论是晚期的阿尔都塞还是伊格尔顿，都强调了意

识形态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作用，早期的阿尔都塞更是

仅仅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功能。福柯强调了在话语

（历史）中，不同权力主体一直处于权力的制衡、斗争

之中。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由始至终都不只是统治阶级

一种，每个集团、社会阶级都存在至少一种“准”意识

形态。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为全体社会成员遵守的

意识形态，统治阶级内部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和其他从属

意识形态在遵守统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可保

持其独有的多样性。 

2.2.层次性 

意识形态具有层次性。虽然主流统治阶级意识形态

只有一种（也必须是只有一种），但是统治阶级内部会

存在不同的声音，同时还存在多种从属的群体意识形

态。从属意识形态和主导意识形态之间不断地协商和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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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主导意识形态承认从属意识形态的存在并允许其在

一定范围之内宣扬、扩散，但是前提是不能危机到主导

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从属意识形态承诺服从主导意识形

态的管理，并为主导意识形态的扩散、渗透服务，但其

自身也会有与之细微差异的理念，并以此种意识形态指

导、衡量本集团、阶级成员内部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2.3.权威性 

无论是社会普遍性意识形态还是群体性意识形态，

权威性都是是意识形态最明显的特征。历史和现实不断

地证明，意识形态就是权威的思想，权威的主体发生了

变化，意识形态也会相应地产生变化。秦始皇时期的法

家思想和汉武帝之后的儒家思想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2.4.利益导向性 

意识形态的最终目的是利益。利益可分为基本利益

和高级利益，前者指生存、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如生

存条件、生产力再生产所需的基本因素；后者指生活质

量的提高所需占有的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又可分为

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上述基本利益和高级利益都可属

于前者，后者指人在群体所获得的认可度，以及这种认

可度在其心理上产生的心理满足的感觉。 

2.5.隐蔽性 

意识形态虽为统治阶级权威的声音，但是它会使自

己以“他者”的身份出现：法律、文化、道德等。违反

的意识形态表面看来并没有触动某些个人的利益，而是

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因为法律、文化、道德所代表的

是社会成员的整体利益，而事实上，种种意识形态的表

象下面实际上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然而与资本主

义社会不同的是，人民是社会主义社会统治阶级，因此，

某种程度上说，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所代表的的是人

民的利益。 

3. 作用机制 

阿尔都塞说过，意识形态起作用的机制是：但凡某

人认识到这些意识形态是真的，那么这一支配机制就发

生了。因此，使人相信、遵守、传播、监督是意识形态

作用机制的核心目标。 

3.1.话语机制 

意识形态通过话语机制发挥作用，任何一种意识形

态，主导意识形态或从属意识形态都具有强烈的扩散和

渗透功能，这种扩散和渗透功能是通过福柯理论体系中

的“权力”机制开展，某个群体之中，举足轻重的人的

言论和“一无是处”的人的言论孰轻孰重？再者，一个

人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和几乎一无所知的领域的言论孰

轻孰重？大家可以自行判断。试想一下，马克思的言论

和一个普通路人的言论，即使内容完全一致，又或者马

克思对自然分娩和剖宫产和知名妇产科医生的评论，到

底哪个更有权威性，读者自然也可以很容易的区分出

来。话语权是意识形态作用机制的重要因素，前期网上

流传一段视频，上海地铁上一位阿姨公然训斥地铁上吐

痰的男子，她先采用“教育”的方式，“如果我做老板，

我肯定不要你这样的员工，那么不懂礼貌”，“这里不

是你家”，还为该男子提供餐巾纸，让其擦掉地上的痰

渍，该名男子不但对她的“教育”置若罔闻，还故意又

往地上吐了一口，阿姨情绪变得激动起来，车上乘客也

纷纷指责这位男子，还强制性地把这位男子“请”下了

车。诚然，这位男子并没有触犯强制性国家机器的权威，

也没有触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法律，但是他处在社

会群体之中，受到社会道德的监管，某种程度上说，社

会群体意识形态中的“他者”在隐性地执行其强制性功

能，最终他被其他乘客“请”下地铁。 

3.2.惩罚机制 

惩罚性机制是意识形态作用机制的保障措施。法律

意识形态是每个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起到监

督和惩罚作用，在其背后是强大的镇压性国家机器的保

障措施，警察、法庭、监狱甚至是军队。常态下，这些

镇压性国家机器处于匿身的状态，只是起到威慑的作

用，但是在社会成员违背法律意志时则会由匿身变为显

身，出面镇压、纠正违背法律意识形态的行为，这是众

所周知的。然而，惩罚性机制对于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

同样适用。我们以学校意识形态为例：作为学生，首先

要严格遵守学校的纪律，任何违反学校纪律的行为将会

根据情节予以处罚，其次，学生应该努力学习，认真完

成作业，争取好成绩，做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有些同

学因为考试作弊被学校记过处分，有的同学由于打架被

学校开除，这些都是社会所承认并接受的“常规”惩罚

措施，然而对于那些没有作弊、打架的学生是否就不会

有任何惩罚性措施了呢？在信息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

每所学校、每个班级都会有一个家长 QQ 群或者微信群，

老师每天会发送当天的作业，让家长监督学生完成，如

果学生当天在学校的表现不好：如上课不认真听讲，作

业马马虎虎、错误较多，和班级同学闹矛盾等等，老师

也会在群里指出，同样会公布每位同学的考试成绩，而

作为家长，自己的孩子表现较好，成绩优秀，和班级同

学相处融洽固然会很欣慰；而那些表现不好，成绩大幅

落后其他同学，与其他同学经常闹矛盾的同学的家长，

免不了回家后会和孩子“促膝长谈”，说不定会拳脚相

加，这还是其次，更为严重的是，这些“问题学生”平

时在班级里受到“白眼”或成为“重点关注对象”，甚

至班级其他同学也会对他们冷眼相看，心理承受了极大

的压力，另外，这些“问题学生”在别的家长看来可能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497

721



是“害群之马”，他们可能会让自己的孩子与其保持距

离，因为“近墨者黑”。倘若他们的好朋友的家长也在

那些“别的家长”之列，那么他们更惨，一起玩就像做

贼一样的偷偷摸摸，一不留神被家长发现了，说不定会

直接当着那些“问题学生”的面训斥自己的孩子：“跟

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要跟这种害群之马一起玩，这样下

去，你也会变得和他一样。”甚至还可能直接扭着耳朵

把孩子带离“危险地带”，而一旁的“问题学生”此刻

的心情如何，伤心已经不能形容心中的感觉了，悲愤、

屈辱会是最确切的形容词。这种感觉正如封建社会中，

一对相爱的人活生生的被愚昧的父母拆散一般“惨烈”。

无论如何，“问题学生”受到了惩罚，这种惩罚的结果

有几种可能性“一是两人真的以后不敢在一起玩了；二

是两个孩子“情比金坚”仍然一起玩，只是不会让父母

再发现；三是“问题学生”从此意志消沉，破罐子破摔，

最终辍学；四是“问题学生”化伤痛为力量，从此努力

学习，成为班级引以为荣的学霸，成为社会的精英分子，

衣锦还乡。无论结果是哪一种，毋庸置疑，上述的“问

题学生”每一种结果的可能性都因为做不到现行学校意

识形态中的“好学生”而受到了惩罚。惩罚的严重程度

直接决定了在以后的行为规范中遵守意识形态指令的

程度。我们再回到之前提到视频中地铁上吐痰的男子，

很明显，他没有遵循社会成员群体意识形态中的道德准

则，他受到的直接惩罚是地铁中的千夫所指，可能在他

看来，这些人都是匆匆过客，引发的只是周围乘客的口

舌，这种指责对他来说只是肌肤之痒，这种轻微的惩罚

完全可以不放在眼里，所以才有“叛逆”的第二口痰，

然而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升级，他成为了越来越多乘客的

众矢之的，甚至被两个“壮汉”强行“请”下了地铁。

这种惩罚仍然可以接受，毕竟下了地铁后各奔东西，他

人的口舌并不能影响到自己工作和生活，但是不幸的

是，这一幕被人拍了下来，上传到互联网上，这样一来，

情况似乎严重了许多，很快这段视频被网民疯传，引发

网民的热议，在颂扬地铁阿姨的高素质的同时，对吐痰

男子是各种鄙视和批判。我们假设一种可能性较小的结

果，结果恰好应验了视频中阿姨的话，该男子的老板看

到了这段视频，老板是一个极其保守，注重员工道德操

守的人，又或者公司客户打电话因为该男子的表现要求

解除之前签署的合同，老板把该男子“炒了鱿鱼”，或

者劳动合同到期之后不再续约。更有甚者，妻子也看到

了这段视频，因为他的“低素质”要求离婚……，如果

结局真的如此的话，我想，这段经历将会是该名男子心

中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足以影响其今后的人生，事态

后续发展的可能性一如前文讲到的学生。总而言之，生

存性威慑和惩罚可以使意识形态得到最高程度的遵守，

因为违反的后果严重到人根本无力承担，而只要遵守意

识形态行为规范，则可以生活无忧，这种情况下，还有

人会想去挑战意识形态么？ 

3.3.渗透、扩散机制 

意识形态通过渗透和扩散，将每一位群体成员都纳

入其体系之中，通过激励、惩罚手段，褒扬符合意识形

态的行为，去除违反意识形态的行为，每一位成员都成

为意识形态的宣扬者、传播者、监督者，最终实现意识

形态的统一化、合法化、合理化、普遍化和自然化。因

为意识形态具有很强的主体性，某种社会群体、集团、

阶级的每一个实体都是意识形态的主体，是意识形态的

代言人“他者”的现实表现形式。意识形态将社会群体、

集团、阶级内部所有成员吸纳为本集团、阶级意识形态

的主体，每个主体都是意识形态的“主人”，都是意识

形态的扩散者和监督者，都是“他者”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一名成员都有责任和义务遵守、践行意识形态，也有

权力和义务监督其他成员的遵守。地铁中的上海阿姨以

及后来加入批判行列的其他人表面上是具体的人在监

督、批判那名男子的吐痰行为，而他们的背后则是一个

无声的“他者”—--公共道德，亦即社会群体意识形态。

为什么他们有权力去批评这名男子的行为，为什么他们

可以义正言辞地批评，为什么会有其他人的加入，这种

局面就是是意识形态的统一化、合法化、合理化、普遍

化、自然化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 

4. 结论 

意识形态具有无尽强大的生命力，对其特征和作用

机制的分析有助于理论研究者和意识形态的践行者更

好的运用相关理论，使意识形态更好的发挥其作用，更

好地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规范社会行为，引领社会向

更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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