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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本主要的学术成就收集在六卷本的《伊藤诚全集 》中 东京 社会评

论社 ,英文版在本文最后的文献注解中。所有这些都来自最初投稿给宇野弘

藏 一 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杂志。

宇野理论有三个特征 。第一 ,以马克思 《资本论 》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不

应该纠结于意识形态的争论 ,而是应当把它当成以历史事实与逻辑为基础的

客观的社会科学进行研究和发展 。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就是这样具有

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客观社会科学。

第二 ,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需要将其系统地分为三个不同

的层次 。马克思的《资本论 》呈现了政治经济学原理 ,属于第一层次 。以基本

原理为参照标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构筑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理论 ,

这是第二层次。在世界史中 ,国家经济政策的历史变迁从重商主义开始 ,经过

自由主义阶段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 ,并要在不断变迁的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

积累模式中被修复 ,这些资本积累模式以主导产业和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为

主要衡量指标 。列宁的《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最高阶段 》 应该属于第二

层次。对当代世界经济以及单个经济更异体的分析属于研究的第三层次。这
不仅需要运用基本原理 ,而且需要运用资本主义发展的中间阶段理论作为参

照标准。

第三 ,在基本原理层次上 ,马克思 “资本论 ”一些模糊不清的理论应该被精

炼和完善。确实 ,宇野尝试把 《资本论 》作为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进行完善 ,其

研究成果包含了大量富有见解和创新的观点 ,尤其是在价值和危机理论中。

追随着宇野的足迹 ,我继续从事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研究 。 一

年 ,当第一次访问英国和美国时 ,我遇到了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的复兴。于是 ,我尝试打通西方政治经济学和 日本政治经济学之间的隔阂。

此后 ,我的观点得到拓展 ,而且最终形成下面四个主要的领域 。我 自己的理论

观点也在发展 ,已经偏离了宇野在研究基本原理过程中提出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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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价值理论

尽管宇野没有完全解决目前理解马克思主义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形的理论

分歧问题 ,以及马克思关于价值总量与价格总量相等 、剩余价值总量与利润总

量相等的命题 ,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 、斯拉法主义者 、新古典主义者中形

成了一个战场。根据宇野理论中价值实体与价值形式在理论基础上的区别 ,
我把分析这个有争议问题的传统的两表格方法表述为 “伊藤三表格方法 ” ,从

而得出更令人满意的解释 ,可以参见我的书 , 。第二个表格 ,生产

价格作为价值形式 以美元表示 ,能够推断出第一个表格用劳动时间 小时

表示的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实体 。然后 ,这个就决定了第三个表格中不同行

业的资本家和工人获得的用劳动时间 小时 表示的价值实体 。马克思关于价

值总 与价格总量相等 、剩余价值总量与利润总量相等的命题必须被理解为

第一个表格和第三个表格之间的社会关系 ,而不是第一个表格和第二个表格

之间的社会关系。

另外一个马克思遗留下来的重要问题是如何考虑复杂劳动 。马克思没有

从理论上阐明怎样把复杂劳动时间换算成简单非熟练劳动时间 。这个也是在

各个场合批评反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个来源 。希法亭 、置盐信雄以及其

他人将其解释为复杂劳动力的高价值是由于培训和教育成本转移到其使用价

值 ,从而在劳动过程中生产出更多价值实体 。这个解释看起来违背了李嘉图

和马克思的一个基本理论 ,即区分劳动力的价值和使用价值 。我认为即使复

杂劳动也与简单劳动一样是最基本的人的劳动能力支出 ,同样也是抽象人类

劳动的表现 。假如为某种复杂劳动力进行专门教育与培训的成本被个

人或家庭承担 ,那么复杂劳动力的价值将升高 。但是 ,假如这些成本全部由社

会支持 ,那么复杂劳动就不需要支付这些成本 。对于未来各种诸如女权主义

和替代经济秩序等领域 ,平等主义者的观点一定会对重新考虑经济民主的理

论墓础有用 。我希望这个观点能够引起世界上更多学者的关注 ,也希望得到

世界上更多同行的支持 。

关于信贷和危机理论

在宇野的指导下 ,我在自己的著作 , 中尝试描述在马克思积累

理论和信贷体系基础上的完整 、典型的商业周期理论 ,特别是马克思与劳动人

口有关的过度资本积累危机理论 ,以及阐明劳动力商品化是资本主义矛盾根

本原因的理论 。投机性交易不断地发展 ,并通过信贷机制终结了繁荣 ,导致了

接下来发生的古典商业周期理论中的剧烈经济危机 。与宇野相比 ,我将这些

理论更广泛地整合进我的治理理论中 。

我认为宇野超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贡献 ,是从马克思动态资本

积累理论中提出金融不稳定学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征是货币金融

理论与危机理论结合在一起 ,这一点与其他学派的货币金融理论形成了鲜明



2012年第 期 年 “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 ”获奖感言 一

对比。我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并将其呈现在我的信贷与危机理论中 ,

。同时 ,我很幸运与拉帕维查斯合作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货币金融理论

。

我们在这个领域的付出 ,已经揭示了在当代金融危机不断重复过程中各

因素之间的关联性 ,并最终形成了世界性次贷危机 。这些研究成果详见我的

另外一本书《从次贷危机到世界经济危机 》 。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

在 《世界经济危机和日本资本主义 》 以及一些其他的作品

中 ,我尝试运用马克思基本的积累和危机理论分析 当代世界经济危机和 日本

资本主义经济 。

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多种层次研究中方法论上的不同 ,宇野反对轻
率而直接地运用基本原理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 。资本过度积累导致了 一

年通货膨胀危机 ,而且资本过度积累也与世界市场劳动力供给以及初级
产品供给有限相关 ,于是 ,随着工资与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 ,导致了利润压缩 。·

因此 ,起因于劳动力商品化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再次出现 ,正如我们的基本危

机理论所描述的。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不可避免的持续性的长期繁荣

的后果 ,其表现形式是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 ,而且不同于反映货币金融功

能改变的典型的古典危机理论 。

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大规模重建 ,发生在引进越来越多的先进信息技术

之后 。正如典型的古典商业周期的衰退阶段 ,这个时期的竞争压力促进创新 ,

从而通过创造产业后备军来降低工资成本 。工人阶级与资本家斗争占据优势

的局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长期繁荣的末期 ,也就是 世纪 年代初 ,出现了

彻底的逆转 。 世纪 年代末 ,在新自由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

下 ,私有化的“退潮 ”、社会福利的削减 、产业后备军的扩大更加弱化工人的社

会地位 。因此 ,自 世纪末 ,政府的经济地位上升— 或者以帝国主义形式

或者施行社会民主福利政策的凯恩斯主义 — 的历史倾向被逆转 ,更有利于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 。

在这样一种逆转的历史潮流中 ,我们 目睹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原

理 ,特别是对工人阶级利益的损害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开始阅读或重

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根据宇野的方法论运用第三个具体的研究层次来分析

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与日本 ,我发现我们所处的时代并不是只关注资本主义基

本原理及其本身与经济的特别关系 ,还有更有趣且更有意义的研究方向 。

关于社会主义

在我们时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严肃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苏联中央计划

经济的危机及其政权解体 ,如何思考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未来 ,以及如

何思考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 。在格林的强烈建议下 ,自 世纪 年代以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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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越来越被这个有挑战的课题所吸引 ,于是开始研究各种社会主义理论 ,参与

社会主义者关于经济核算的争论以及市场社会主义的辩论 ,讨论如何定义苏

联社会模式以及苏联的当代系统性改变。这些研究成果都在 《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 》 以及其他两本书 , 中有所体现 。

出乎意料 ,我发现宇野的理论以及我对价值 、货币 、金融和危机理论的扩

展 ,在理解社会主义基本问题上是很有用的。例如 ,发生在米塞斯 、哈耶克与

泰勒 、兰格之间的著名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争论是以某种方式并不与另外

一个大的争论相关 。该争论涉及价值理论 、转形问题 ,并留给我们一个问题 ,
就是如何使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辩护 。宇野强调

以马克思的《资本论 》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墓础 。

我同意他的观点 ,但是 ,现在我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 》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不再

局限于这样的意义 。几乎所有的理论范畴诸如价值 、货币 、劳动 、劳动分工 、剩

余价值 、产业后备军 、利润 、利息和地租 ,总有一些被用于未来的社会主义 ,不

仅仅是分析资本主义 。

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一般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 ,这是建立在以马克思

《资本论 》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科学墓础之上的。这个理论是多样化

的 ,并不局限于中央计划经济 ,至少在中期目标上是这样的 ,就像历史上多样

化的资本主义模式。在这种观点下 ,我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可能性

以及中国的实践道路感兴趣 。

尽管我仍旧追随宇野的立场 ,认为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应当区分开来 ,但

我倾向于讨论以《资本论 》为墓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用更加灵活的方

式为社会主义提供理论基础 ,因为当代社会主义面临着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 。

在我的四个领域的贡献中 ,我感觉自己的成就是和世界上尤其是日本很

多同事共同合作的结果 ,就像这个学会相互信任 、同心同德地为劳动人民更好

的将来一起努力工作的结果一样 。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丁晓钦译


